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編號 年級 種類 類別 誦材題目/作者 誦材內文

第十一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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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白兔    小白兔，白又白，兩只耳朵豎起來，愛吃蘿蔔愛吃菜，蹦

蹦跳跳真可愛。

2 K1-N1 普通話 古詩 山村詠懷 【邵康  一去二三裏，煙村四五家，亭台六七座，八九十枝花。

3 K1-N1 普通話 詩歌 兩件寶 【陶行知    人有兩件寶，雙手和大腦，雙手能勞動，大腦能思考。

4 K1-N1 粵語 兒歌 齊齊望過去  齊齊望過去，清溪裡有只青蛙想跳水，齊齊望過去，豬屋

裡有只豬仔真風趣！

5 K1-N1 粵語 古詩 古朗月行 
【李白】

小時不識月， 呼作白玉盤。

又疑瑤台鏡， 飛在青雲端。

6 K1-N1 粵語 詩歌 我是隻小小鳥 我是隻小小鳥

飛就飛

叫就叫

自由自在真逍遙

我不知有憂愁

我不知有煩惱

只是常常在歡喜

7 K1-N1 English Nursery 
Rhyme

Birds of a 
feather 

 Birds of a feather flock together,And so will pigs and 

  swine;Rats and mice will have their choice,And so will 

I have mine.

8 K1-N1 English Verse A Baby 
Sermon 
George 
MacDonald

The lightning and thunder

They go and come;

But the stars and the stillness

Are always at h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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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年級 種類 類別 誦材題目/作者 誦材內文

第十一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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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9 K2 普通話 兒歌 嘴巴歌  河馬河馬大嘴巴，大嘴巴裏長大牙；鴨子鴨子扁嘴巴，有

 事沒事嘎嘎嘎；寶寶寶寶巧嘴巴，會叫爸爸和媽媽。

10 K2 普通話 古詩 江南春 【杜牧】  千里鶯啼綠映紅，水村山郭酒旗風，南朝四百八十寺，多

少樓台煙雨中。

11 K2 普通話 詩歌 黃河長江 
【彭天喜】

 祖國地圖上，兩條藍線長：一條叫黃河，一條叫長江。並

肩向前進，好像兄弟倆。向著大海跑，一路把歌唱。

12 K2 粵語 兒歌 紅蘋果  紅蘋果，枝頭掛，大腦門兒，小下巴，圓圓臉蛋真光滑。

小朋友，你咬吧，甜甜蜜蜜營養大。

13 K2 粵語 古詩 採蓮曲 
【王昌齡】

荷葉羅裙一色裁，芙蓉向臉兩邊開。

亂入池中看不見，聞歌始覺有人來。

14 K2 粵語 詩歌 歡喜與和氣 我有隻小黃狗

名字叫歡喜

你有隻小花貓

名字叫和氣

歡歡喜喜做朋友

和和氣氣稱兄弟

15 K2 English Nursery 
Rhyme

As white as 
milk 

   As white as milk,And not milk;As green as grass,And 

   not grass;As red as blood,And not blood;As black as 

 soot,And not soot.

16 K2 English Verse Our Saviour's 
Golden Rule 
Isaac Watts

 Be you to others kind and true,As you'd have others 

  be to you;And neither do nor say to menWhate'er you 

would not take ag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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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K3 普通話 兒歌 都誇我是好娃娃  爺爺奶奶年紀大，駝背彎腰眼睛花。我給爺爺捶捶背，我

 給奶奶倒杯茶。爺爺奶奶笑哈哈，都誇我是好娃娃。

18 K3 普通話 古詩 歲末到家 
【蔣士銓】

 愛子心無盡，歸家喜及辰。寒衣針線密，家信墨痕新。見

面憐清瘦，呼兒問苦辛。低徊愧人子，不敢歎風塵。

19 K3 普通話 詩歌 秋葉  秋葉美，扁又彎，拿片樹葉當小船。紅的船，黃的船，五

 顏六色映藍天。水中行， 浪裏鑽， 好似繁星亮閃閃。

20 K3 粵語 兒歌 螢火蟲 
【葉聖陶】

 螢火蟲， 點燈籠； 飛到西， 飛到東。飛到河邊上， 

  小魚在做夢。飛到樹林裏， 小鳥睡正濃。飛過張家牆， 

 張家姊姊忙裁縫。飛過李家牆， 

 李家哥哥做夜工。螢火蟲， 

 螢火蟲何不飛上天,做個星星掛在天空。

21 K3 粵語 古詩 春雪 【韓愈】 新年都未有芳華，二月初驚見草芽。

白雪卻嫌春色晚，故穿庭樹做飛花。

22 K3 粵語 詩歌 栽樹 小柳樹，小白楊，

把它栽到馬路旁。

一行柳，一行楊，

馬路多長栽多長。

綠色樹，綠色路，

夏天路上多清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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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t the Seaside 
Robert Louis 
Stevenson

 When I was down beside the seaA wooden spade 

  they gave to meTo dig the sandy shore.My holes were 

  empty like a cup,In every hole the sea came up,Till it 

could come no 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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