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編號 年級 種類 類別 誦材題目/作者 誦材內文

第十三屆「文化瑰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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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6 K1-N1 粵語 
(三選一)

兒歌/古詩詞/

新詩
 (一) 滑滑梯

滑滑梯，像大象，

往上爬，往下滑，

哧溜一下真好玩。

(二) 竹里館 作者 : 王維

獨坐幽篁裏，彈琴復長嘯。

深林人不知，明月來相照。

(三) 小企鵝

小企鵝，美滋滋，

穿件黑色大褂衣，

出門忘了系扣子，

露出白白大肚子。

27 K1-N1 粵語 
(二選一)

三字經/弟子
規

三字經 / 弟子規 (一) 三字經

香九齡，能溫席，孝於親，所當執，

融四歲，能讓梨，弟於長，宜先知，

(二) 弟子規

長呼人，即代叫；人不在，己即到；

稱尊長，勿呼名；對尊長，勿見能；

28 K2 粵語 
(三選一)

兒歌/古詩詞/
新詩

 (一) 月亮婆婆吹泡泡

月亮婆婆真搞笑，學著孩子吹泡泡，

次出泡泡滿天空，眨眨眼睛對我笑。

(二) 汾上驚秋 作者 : 蘇頲

北風吹白雲，萬里渡河汾。

心緒逢搖落，秋聲不可聞。

(三) 天和海

天在頭上頂，海在腳下踩，

我把它兩個，拉著連起來。

不信遠處看，你能分出，

哪是天，

哪是海?

29 K2 粵語 
(二選一)

三字經/弟子
規

三字經 / 弟子規 (一) 三字經

一而十，十而百。百而千，千而萬。

三才者，天地人。三光者，日月星。

三綱者，君臣義。父子親，夫婦順。

(二) 弟子規 

長者立，幼勿坐，長者坐，命乃坐，

尊長前，聲要低，低不聞，卻非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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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屆「文化瑰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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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30 K3 粵語 
(三選一)

兒歌/古詩詞/

新詩
 (一) 春天

春風吹，暖洋洋，

草兒綠，花兒香，

柳樹穿上綠衣裳，

大地一片新景象。

(二) 敕勒歌

敕勒川，陰山下。

天似穹盧，籠蓋四野，

天蒼蒼，野茫茫，

風吹草低見牛羊。

(三) 月兒彎彎掛樹梢

月兒彎彎掛樹梢，好像一把小X刀，

我要借它用一用，割把青草餵羊羔。

31 K3 粵語 
(二選一)

三字經/弟子
規

三字經 / 弟子規 (一) 三字經

父子恩，夫婦從，兄則友，弟則恭，

長幼序，友與朋，君則敬，臣則忠，

此十義，人所同，當順敘，勿違背。

(二) 弟子規

朝起早，夜眠遲；老易至，惜此時；

晨必盥，兼漱口；便溺回，輒淨手。

32 P1-P2 粵語 古詩詞 觀書有感 作者 : 

朱熹
半畝方塘一鑒開，天光云影共徘徊。

問渠即得清如許，為有源頭活水來。

33 P1-P2 粵語 新詩 星星 晚上，

我看星星的時候，星星也在眨著眼睛，

看我。

我想

如果星星看我，一定會把它的眼睛，

當作兩顆，

閃爍的小星星。

34 P1-P2 粵語 散文 小河和大海 秋天，河水漲起來，河面變得很寬。河水流到大海，左看

右看，怎麼也看不見岸邊。它自言自語地說：「啊！我以

為河很大，原來海比我大得多呢！」

大海聽見了，笑着對它說：「不錯，我是比你大得多。可

是，如果沒有你們流到這裏來，我也不能這麼大啊！」小

河聽了，對大海更佩服了。

35 P1-P2 粵語 千字文  天地玄黃，宇宙洪荒。日月盈昃，辰宿列張。

寒來暑往，秋收冬藏。閏餘成歲，律呂調陽。

雲騰致雨，露結為霜。金生麗水，玉出崑岡。

劍號巨闕，珠稱夜光。果珍李柰，菜重芥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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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屆「文化瑰寶」比賽誦材 (大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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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P3-P4 粵語 古詩詞 江南漢. 樂府 

作者 : 葉聖陶
江南可採蓮，蓮葉何田田 !

魚戲蓮葉間。魚戲蓮葉東，

魚戲蓮葉西，魚戲蓮葉南，

魚戲蓮葉北。

37 P3-P4 粵語 新詩 瀑布 作者 : 
葉聖陶

還沒看見瀑布，

先聽見瀑布的聲音，

好像疊疊的浪湧上岸灘，

又像陣陣的風吹過松林。

山路忽然一轉。

啊！望見了瀑布的全身！

這般景象沒法比喻，

千丈青山襯著一道白銀。

站在瀑布腳下仰望，

好偉大呀，一座珍珠的屏！

時時來一陣風，

把它吹得如煙，如霧，如塵。

38 P3-P4 粵語 散文 窗臺 小木屋的窗臺，是平展展的。

窗臺的兩邊， 

放著兩盆好看的蝴蝶花。好像那裡停著一群風吹不走、雨

打不散的花蝴蝶。

老奶奶愛在窗臺上撒下一些小飯粒、麵包屑。因為，這裡

還是小鳥們的樂園。黃鸝鳥、白頭翁、鴉鳥飛來啄食這些

小點心。然後，它們就為老奶奶放開歌喉，唱一曲非常非

常好聽的歌。

小窗臺是美麗的、熱鬧的。這裡有老奶奶的愛，有小鳥的

歌，還有那一簇簇隨風起舞的美麗花蝴蝶……

39 P5-P6 粵語 古詩詞 清平樂 作者 : 

晏幾道
留人不住，醉解蘭舟去。

一棹碧濤春水路，過盡曉鶯啼處。

渡頭楊柳青青，枝枝葉葉離情。

此後錦書休寄，畫樓雲雨無憑。

40 P5-P6 粵語 新詩 母親的愛  作者 : 
汪國真

我們也愛母親，卻和母親愛我們不一樣

我們的愛是溪流，母親的愛是海洋

岌岌草上的露珠，又圓又亮

那是太陽給予的光芒，四月的日子

半是爛漫，半是輝煌

那是春風走過的地方，

我們的歡樂

是母親臉上的微笑，我們的痛苦

是母親眼裡深深的憂傷，我們可以走得很遠很遠

卻總也走不出，母親心靈的廣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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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P5-P6 粵語 散文 年輕，真好！ 
(節選) 

年輕，真好！不必惆悵歲月的流走、青春的逝去，不必凝

視鏡中的銀髪想空濛往事，不必因落花流水有春去也的嘆

息。年輕，是一筆財富，是生命的活力。

    

年輕不是盡善盡美，年輕的幸福，是含在嘴裏的一顆青橄

欖。在繁花如雲中，在融融燈光裡，青春，是淚光瑩瑩、

清新明亮的微笑。

   

青春的花季，也有風雨，年輕本身不就是最有力量的武器

嗎？走過一道道的風景，年輕的心，不會失去自己。昨夜

的明月錯過了，今天最美的那一抹晨曦不會錯過。

年輕的情懷，充實愉悅；年輕的感覺，從容灑脫。

年輕，真好！

42 S1-S3 粵語 古詩詞 踏沙行 
(小徑紅稀) 
作者 : 晏殊

小徑紅稀，芳郊綠遍，高臺樹色陰陰見。

春風不解禁楊花，濛濛亂撲行人面。

翠葉藏鶯，珠簾隔燕，爐香靜逐遊絲轉。

一場愁夢酒醒時，斜陽卻照深深院。

43 S1-S3 粵語 新詩 青春 作者 : 
席慕蓉

所有的結局都已寫好

所有的淚水也都已啓程

卻忽然忘了是怎麼樣的一個開始

在那個古老的不再回來的夏日

無論我如何地去追索

年輕的你只如雲影掠過

而你微笑的面容極淺極淡

逐漸隱沒在日落後的羣嵐

遂翻開那發黃的扉頁

命運將它裝訂的極為拙劣

含着淚 我一讀再讀

卻不得不承認

青春是一本太倉促的書

44 S1-S3 粵語 散文 馬說 作者 : 韓愈 世有伯樂，然後有千里馬。千里馬常有，而伯樂不常有。

故雖有名馬，祇辱於奴隸人之手，駢死於槽櫪之間，不以

千里稱也。 

馬之千里者，一食或盡粟一石。食馬者，不知其能千里而

食也。是馬也，雖有千里之能，食不飽，力不足，才美不

外見，且欲與常馬等不可得，安求其能千里也？

策之不以其道，食之不能盡其材，鳴之而不能通其意，執

策而臨之曰：「天下無馬。」嗚呼！其真無馬邪？其真不

知馬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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