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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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 K1-N1 普通話 兒歌 拍手歌 小朋友，拍拍手，唱著歌兒一起走。

小朋友，拉拉手，我們都是好朋友。

2 K1-N1 普通話 古詩詞 畫 遠看山有色，近聽水無聲。

春去花還在，人來鳥不驚。

3 K1-N1 普通話 新詩 大白鵝 大白鵝 大白鵝，排著隊。到小河，

搖搖頭 擺攞尾，一二三。跳下河。

4 K1-N1 普通話 
(二選一)

三字經/弟子
規

 (一)三字經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習相遠， 苟不教，性乃遷，教

之道，貴以專。

(二)弟子規(總敍)

弟子規，聖人訓；首孝弟，次謹信。 汎愛眾，而親仁；有

餘力，則學文。

5 K2 普通話 兒歌 雪花飛 呼呼呼，北風吹，雪花飄，雪花飛，

給大地，給樹木，蓋上厚厚的白棉被。

6 K2 普通話 古詩詞 大風歌 作者 : 

劉邦
大風起兮雲飛揚。 

威加海內兮歸故鄉。

安得猛士兮守四方！

7 K2 普通話 新詩 花蝴蝶 花蝴蝶，輕飄飄，飄飄搖搖上雲霄，

一心只想天外去，可惜繩子拴著腰。

8 K2 普通話 
(二選一)

三字經/弟子
規

三字經/弟子規
三字經/ 弟子規 

(一)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知義，為人子，方少時，

親師友，習禮儀。

(二)父母呼，應勿緩；父母命，行勿懶；父母教，須敬聽；

父母責，須順承。

9 K3 普通話 兒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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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群孔雀説，我多想像樹一樣成長。

10 K3 普通話 古詩詞 春日 作者 : 朱熹 勝日尋芳泗水濱，無邊光景一時新。

等閒識得東風面，萬紫千紅總是春。

11 K3 普通話 新詩 春天怎麽來 春天怎麼來？

花開了，春天就從花朵

裡跑出來。

春天怎麽來？

草綠了，春天就從綠色

裡跳出來。

春天怎麽來？

我高興了，春天就從我

的心裡飛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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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K3 普通話 
(二選一)

三字經/弟子
規

三字經/弟子規 (一)三字經

為人子，方少時，親師友，習禮儀，

為人子，方少時，親師友，習禮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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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凡是人，皆須愛，天同地，地同載，

行高者，名自高，人所重，非貌高，

才大者，望自大，人所服，非言大。

13 P1-P2 普通話 古詩詞 月夜憶舍弟 作者
 : 杜甫

戍鼓斷人行，秋邊一雁聲。

露從今夜白，月是故鄉明。

有弟皆分散，無家問死生。

寄書長不達，況乃未休兵。

14 P1-P2 普通話 新詩 踏雪尋梅 作者 : 
劉雪庵

雪霽天晴朗，臘梅處處香。

騎驢灞橋過，鈴兒響叮噹，

響叮噹，響叮噹，響叮噹。

好花采得瓶供養，

伴我書聲琴韻，

共度好時光。

15 P1-P2 普通話 散文 落葉 秋風起了，天氣涼了，一片片

的樹葉從樹枝上飄落下來。

樹葉落在地上，小蟲爬過來，

躲在裏面，把它當做屋子。

樹葉落在溝裏，螞蟻爬過來，

坐在上面，把它當做小船。

樹葉落在河裏，小魚游過來，

藏在底下，把它當做小傘。

樹葉落在院子裏，小燕子飛來

看見了，説：「來信了，催我們到

南方去啦！」

16 P1-P2 普通話 千字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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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P3-P4 普通話 古詩詞 浪淘沙 作者 : 

歐陽修
把酒祝東風，且共從容。

垂楊紫陌洛城東，

總是當時攜手處，

遊遍芳叢。

聚散苦匆匆，此恨無窮。今年花勝去年紅，

可惜明年花更好。知與誰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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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P3-P4 普通話 新詩 爸爸媽媽和我 爸爸是一座山，

媽媽是一座山，

我是山間的小溪，

在爸爸媽媽的身邊流淌。

爸爸是一棵樹，

媽媽是一棵樹，

我是樹上的小鳥，

在爸爸媽媽的身邊飛翔。

19 P3-P4 普通話 散文 鳥的天堂 作者 : 
巴金

我們的船漸漸地逼近榕樹了。我有機會看清它的真面目：

是一棵大樹，有數不清的椏枝，枝上又生根，有許多根一

直垂到地上，伸進泥土裏。一部分的樹枝垂到水面，從遠

處看，就像一棵大樹斜躺在水上一樣。

現在正是枝繁葉茂的時節。這棵榕樹好像在把它的全部生

命力展示給我們看。那麼多的綠葉，一簇堆在另一簇上面

，不留一點縫隙。翠綠的顏色明亮地在我們的眼前閃耀，

似乎每一片樹葉上都有一個新的生命在顫動，這美麗的南

國的樹！

20 P5-P6 普通話 古詩詞 菩薩蠻 作者 : 

納蘭性德
問君何事輕離別，一年能幾團欒月。

楊柳乍如絲，故園春盡時。

春歸歸不得，兩槳松花隔。

舊事逐寒朝，啼鵑恨未消。

21 P5-P6 普通話 新詩 如果生活不夠慷
慨 

如果生活不夠慷慨

我們也不必回報吝嗇

何必要細細的盤算

付出和得到的必須一般多

如果能夠大方

何必顯得猥瑣

如果能夠瀟灑

何必選擇寂寞

獲得是一種滿足

給予是一種快樂

22 P5-P6 普通話 散文 年輕 作者 : 
塞繆爾·烏爾曼

年輕，並非人生旅程的一段時光，也並非粉頰紅唇和體魄

的矯健。

它是心靈中的一種狀態，是頭腦中的一個意念，是理性思

維中的創造潛力，是情感活動中的一股勃勃的朝氣，是人

生春色深處的一縷東風。

年輕，意味著甘願放棄溫馨浪漫的愛情去闖蕩生活，意味

著超越羞澀、怯懦和欲望的膽識與氣質。而60歲的男人可

能比20歲的小夥子更多地擁有這種膽識與氣質。沒有人僅

僅因為時光的流逝而變得衰老，只是隨著理想的毀滅，人

類才出現了老人。

23 S1-S3 普通話 古詩詞 黃鶴樓 作者 : 
李白

昔人已乘黃鶴去，此地空餘黃鶴樓。

黃鶴一去不復返，白雲千載空悠悠。

晴川歷歷漢陽樹，芳草萋萋鸚鵡洲。

日暮鄉關何處是？煙波江上使人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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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S1-S3 普通話 新詩 我是一條小河 
作者：馮至

我是一條小河，

我無心由你的身邊繞過──

你無心把你彩霞般的影兒

投入了我軟軟的柔波。

我流過一座森林──

柔波便蕩蕩地

把那些碧翠的葉影兒

裁剪成你的裙裳。

我流過一座花叢──

柔波便粼粼地

把那些悽艷的花影兒

編織成你的花冠。

無奈呀，我終於流入了，

流入那無情的大海──

海上的風又厲，浪又狂，

吹折了花冠，擊碎了裙裳！

我也隨了海潮漂漾，

漂漾到無邊的地方──

你那彩霞般的影兒

也和幻散了的彩霞一樣！

25 S1-S3 普通話 散文 夜 夜，現在萬象都像乳飽了的嬰孩，在你大母溫柔的、懷抱

中眠熟。

一天只是緊疊的鳥雲，像野外一座帳篷，靜悄悄的，靜悄

悄的；

河面只閃著些纖微，軟弱的輝芒，橋邊的長梗水草，黑沈

沈的像幾條爛醉的鮮魚橫浮在水上，任憑憊懶的柳條，在

他們的肩尾邊撩拂；

對岸的牧場，屏圍著墨青色的榆蔭，陰森森的，像一座才

空的古暮；那邊樹背光芒，又是什麼呢？

我在這沈靜的境界中徘徊，在凝神地傾聽，……聽不出青

林的夜樂，聽不出康河的夢囈，聽不出鳥翅的飛聲；我卻

在這靜溫中，聽出宇宙進行的聲息，黑夜的脈搏與呼吸，

聽出無數的夢魂的匆忙蹤跡；

也聽出我自己的幻想，感受了神秘的衝動，在豁動他久斂

的習翮，準備飛出他沉悶的巢居，飛出這沉寂的環境，去

尋訪黑夜的奇觀，去尋訪更玄奧的秘密——-

聽呀，他已經沙沙的飛出雲外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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