
編號 年級 種類 類別 誦材題目/作者 誦材內文

第十二屆「普藝盃」 比賽誦材 (大會 )

歡迎選用大會誦材或自選誦材。 (如自選誦材，需與報名表一並遞交 )

1 K1-N1 普通話 兒歌 亮晶晶 一閃一閃亮晶晶，漫天都是小星星，

掛在天空放光明，好像許多小眼睛。

2 K1-N1 普通話 古詩詞 華山 (北宋)寇準 只有天在上，更無山與齊。

舉頭紅日近，回首白雲低。

3 K1-N1 普通話 詩歌 小種子 小種子真神奇，靜靜躺在泥土裏，

喝點水，脫層皮，冒出綠葉真神奇。

4 K1-N1 粵語 兒歌 胖媽媽 媽媽胖，胖媽媽，媽媽愛我，我愛她，

媽媽親我，我親她，我和媽媽笑哈哈。

5 K1-N1 粵語 古詩詞 秋浦歌 作者: 

李白

白髮三千丈，緣愁似個長？

不知明鏡裡，何處得秋霜！

6 K1-N1 粵語 詩歌 牽牛花 牽牛花 ，爬籬笆，爬上籬笆開了花，

開紅花 ，開白花，花兒朵朵像喇叭。

7 K1-N1 English Nursery 

Rhyme

The itsy bitsy 

spider 

The itsy bitsy spider climbed up the waterspout.

Down came the rain

and washed the spider out.

Out came the sun

and dried up all the rain

and the itsy bitsy spider climbed up the spout again.

8 K1-N1 English Verse Kitty Caught a 

Caterpillar Jack 

Prelutsky

Kitty caught a caterpillar,

Kitty caught a snail,

Kitty caught a turtle

By its tiny turtle tail,

Kitty caught a cricket

With a sticky bit of thread,

She tried to catch a bumblebee,

The bee caught her inste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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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K2 普通話 兒歌 花貓照鏡子 小花貓，喵喵叫，不洗臉，把鏡照，左邊照，右邊照，埋

怨鏡子髒，氣得鬍子翹。

10 K2 普通話 古詩詞 贈花𡖖 作者: 

杜甫

錦城絲管日紛紛，半入江風半入云。

此曲只應天上有 ，人間能得幾回聞。

11 K2 普通話 詩歌 冬天 冬天到，北風吹，漫天雪花隨風飄。

房屋大樹穿銀裝，銀白世界多美好。

12 K2 粵語 兒歌 小松樹 小松樹，真可愛，不怕風吹烈日曬。

聽小鳥唱歌；看藍天白雲。

啊！我多快活。

13 K2 粵語 古詩詞 田園樂 作者: 

王維

桃紅復含宿雨，柳綠更帶朝煙。

花落家童未掃，鶯啼山客猶眠。

14 K2 粵語 詩歌 保護眼睛 小眼睛  亮晶晶，樣樣東西看得清，

好孩子  講衛生，不用髒手揉眼睛。

15 K2 English Nursery 

Rhyme

Five little 

speckled frogs 

Five little speckled frogs

Sat on a great big log

Eating the most delicious bugs (yum, yum)

One jumped into the pool

Where it was nice and cool

Then there were four speckled frogs

16 K2 English Verse Teddy Bear A. 

A. Milne

A bear, however hard he tries,

Grows tubby without exercise.

Our Teddy Bear is short and fat,

Which is not to be wondered at;

He gets what exercise he can

By falling off the ottoman,

But generally seems to lack

The energy to clamber ba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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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K3 普通話 兒歌 紅金魚 紅金魚，水裏游，搖搖尾巴點點頭，

游來游去多自由，真像快樂的小朋友。

18 K3 普通話 古詩詞 惜牡丹花 作者: 

白居易

惆悵階前紅牡丹，晚來唯有兩枝殘。

明朝風起應吹盡，夜惜衰紅把火看。

19 K3 普通話 詩歌 小童話 在雲彩的南面，那遙遠的地方，

有一群樹葉說，我們想像花一樣開放。

有一群花朵說，我們想像鳥一樣飛翔。

有一群孔雀說，我多想像樹一樣成長。

20 K3 粵語 兒歌 筍 悄悄地，悄悄地，拱出大地，想來打聽；

春天裡，樹綠的秘密，花開的消息。

21 K3 粵語 古詩詞 採蓮曲 作者: 

王昌齡

荷葉羅裙一色裁，芙蓉向臉兩邊不。

亂入池中看不見，聞到始覺有人來。

22 K3 粵語 詩歌 蝴蝶 蝴蝶長得真美麗，她的衣服很亮麗，

她的舞步很華麗。

她喜歡香香的氣息，她喜歡和蜜蜂玩遊戲，

她最喜歡在花園裡一一採花蜜。

23 K3 English Nursery 

Rhyme

Little Boy Blue Little Boy Blue,

Come blow your horn,

The sheep's in the meadow,

The cow's in the corn;

Where is that boy

Who looks after the sheep?

Under the haystack

Fast asleep.

Will you wake him?

Oh no, not I,

For if I do

He will surely cry.

24 K3 English Verse Growing Mary 

Ann Hoberman

The grown-ups say I'm growing tall

And that my clothes are growing small.

Can clothes grow small?

I always think

That things grow big

Or else they shrink.

But did they shrink

Or did I grow

Or did we both change?

I don't kn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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