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學組 比賽誦材

A、新詩：

《我喜歡你是寂靜的》

作者：聶魯達

我喜歡你是寂靜的，

仿佛你消失了一樣。

你從遠處聆聽我，

我的聲音卻無法觸及你。

好像你的雙眼已經飛離遠去，

如同一個吻，封緘了你的嘴。

如同所有的事物充滿了我的靈魂，

你從所有的事物中浮現，

充滿了我的靈魂。

你像我靈魂，一隻夢的蝴蝶，

你如同憂鬱這個字。

我喜歡你是寂靜的，

好像你已遠去。

你聽起來像在悲歎，

一隻如鴿悲鳴的蝴蝶。

你從遠處聽見我，

我的聲音無法企及你。

讓我在你的沉默中安靜無聲。

並且讓我借你的沉默與你說話，

你的沉默明亮如燈，簡單如指環。

你就像黑夜，擁有寂靜與群星。

你的沉默就是星星的沉默，

遙遠而明亮。

我喜歡你是寂靜的，

仿佛你消失了一樣，

遙遠且哀傷，

仿佛你已經死了。

彼時，一個字，

一個微笑，已經足夠。

而我會覺得幸福，

因那不是真的而覺得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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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你老了》

作者：葉芝

當你老了，頭髮白了，睡思昏沉

爐火旁打盹，請取下這部詩歌

慢慢讀，回想你過去眼神的柔和

回想它們昔日濃重的陰影

多少人愛你青春歡暢的時辰

愛慕你的美麗，假意和真心

只有一個人愛你朝聖者的靈魂

愛你衰老了的臉上痛苦的皺紋

垂下頭來，在紅火閃耀的爐子旁

淒然地輕輕訴說那愛情的消逝

在頭頂上的山上它緩緩地踱著步子

在一群星星中間隱藏著臉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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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巷》作者：戴望舒

撐著油紙傘，

獨自彷徨在悠長、悠長

又寂寥的雨巷，

我希望逢著

一個丁香一樣的

結著愁怨的姑娘。

她是有

丁香一樣的顏色，

丁香一樣的芬芳，

丁香一樣的憂愁，

在雨中哀怨，

哀怨又彷徨；

她彷徨在這寂寥的雨巷，

撐著油紙傘

像我一樣，

像我一樣地

默默踟躕著，

冷漠、淒清，又惆悵。

她靜默地走近

走近，又投出

太息一般的眼光，

她飄過

像夢一般的，

像夢一般的淒婉迷茫。

像夢中飄過

一枝丁香的，

我身旁飄過這女郎；

她靜默地遠了，遠了，

到了頹圮的籬牆，

走盡這雨巷。

在雨的哀曲裡，

消了她的顏色，

散了她的芬芳

消散了，甚至她的

太息般的眼光，

丁香般的惆悵。

撐著油紙傘，獨自

彷徨在悠長、悠長

又寂寥的雨巷，

我希望飄過

一個丁香一樣的

結著愁怨的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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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古典詩詞

《白雪歌送武判官歸京》作者：唐.岑參

北風卷地白草折，胡天八月即飛雪。

忽如一夜春風來，千樹萬樹梨花開。

散入珠簾濕羅幕，狐裘不暖錦衾薄。

將軍角弓不得控，都護鐵衣冷難著。

瀚海闌幹百丈冰，愁雲慘澹萬里凝。

中軍置酒飲歸客，胡琴琵琶與羌笛。

紛紛暮雪下轅門，風掣紅旗凍不翻。

輪台東門送君去，去時雪滿天山路。

山回路轉不見君，雪上空留馬行處。

誦詩意：

北風席捲大地把白草吹折，胡地天氣八月就紛揚落雪。

忽然間宛如一夜春風吹來，好像是千樹萬樹梨花盛開。

雪花散入珠簾打濕了羅幕，狐裘穿不暖錦被也嫌單薄。

將軍都護手凍得拉不開弓，鐵甲冰冷得讓人難以穿著。

沙漠結冰百丈縱橫有裂紋，萬里長空凝聚著慘澹愁雲。

主帥帳中擺酒為歸客餞行，胡琴琵琶羌笛合奏來助興。

傍晚轅門前大雪落個不停，紅旗凍僵了風也無法牽引。

輪台東門外歡送你回京去，你去時大雪蓋滿了天山路。

山路迂回曲折已看不見你，雪上只留下一行馬蹄印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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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蘭辭》選自《樂府詩集》

唧唧複唧唧，木蘭當戶織。不聞機杼聲，惟聞女歎息。 問女何所思，問女何所憶。女亦無所思，女亦無所憶。昨

夜見軍帖，可汗大點兵。軍書十二卷，卷卷有爺名。阿爺無大兒，木蘭無長兄。願為市鞍馬，從此替爺征。

東市買駿馬，西市買鞍韉，南市買轡頭，北市買長鞭。旦辭爺娘去，暮宿黃河邊。不聞爺娘喚女聲，但聞黃河流水

鳴濺濺。旦辭黃河去，暮至黑山頭。不聞爺娘喚女聲，但聞燕山胡騎鳴啾啾。

萬里赴戎機，關山度若飛。朔氣傳金柝，寒光照鐵衣。將軍百戰死，壯士十年歸。

歸來見天子，天子坐明堂。策勳十二轉，賞賜百千強。可汗問所欲，木蘭不用尚書郎，願馳千里足，送兒還故鄉。

爺娘聞女來，出郭相扶將；阿姊聞妹來，當戶理紅妝；小弟聞姊來，磨刀霍霍向豬羊。開我東閣門，坐我西閣床。

脫我戰時袍，著我舊時裳。當窗理雲鬢，對鏡帖花黃。出門看火伴，火伴皆驚惶。同行十二年，不知木蘭是女郎。

雄兔腳撲朔，雌兔眼迷離；雙兔傍地走，安能辨我是雄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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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屋為秋風所破歌》作者：唐.杜甫 誦詩意：

八月秋高風怒號，卷我屋上三重茅。茅飛渡江灑江郊，

高者掛罥長林梢，下者飄轉沉塘坳。

南村群童欺我老無力，忍能對面為盜賊，公然抱茅入

竹去。唇焦口燥呼不得，歸來倚杖自歎息。

俄頃風定雲墨色，秋天漠漠向昏黑。布衾多年冷似鐵，

嬌兒惡臥踏裡裂。床頭屋漏無干處，雨腳如麻未斷絕。

自經喪亂少睡眠，長夜沾濕何由徹！

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風雨不動安

如山。嗚呼！何時眼前突兀見此屋，吾廬獨破受凍死

亦足！

八月裡秋深，狂風怒號，狂風卷走了我屋頂上好幾層茅草。

茅草亂飛，渡過浣花溪，散落在對岸江邊。飛得高的茅草纏

繞在高高的樹梢上，飛得低的飄飄灑灑沉落到池塘和窪地

裡。

南村的一群兒童欺負我年老沒力氣，竟忍心這樣當面做“賊”

搶東西，毫無顧忌地抱著茅草跑進竹林去了。我嘴唇乾燥也

喝止不住，回來後拄著拐杖，獨自歎息。

一會兒風停了，天空中烏雲像墨一樣黑，深秋天空陰沉迷蒙

漸漸黑下來了。布被蓋了多年，又冷又硬，像鐵板似的。孩

子睡覺姿勢不好，把被子蹬破了。一下雨屋頂漏水，屋內沒

有一點兒乾燥的地方，房頂的雨水像麻線一樣不停地往下

漏。自從安史之亂之後，我睡眠的時間很少，長夜漫漫，屋

漏床濕，怎能挨到天亮。

如何能得到千萬間寬敞高大的房子，普遍地庇覆天下間貧寒

的讀書人，讓他們開顏歡笑，房子在風雨中也不為所動，安

穩得像是山一樣？唉！什麼時候眼前出現這樣高聳的房屋，

到那時即使我的茅屋被秋風所吹破，我自己受凍而死也心甘

情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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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國學

《孟子·告子上》（魚我所欲也）節選

魚，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魚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

可得兼，舍生而取義者也。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於生者，故不為苟得也。死亦我所惡，所惡有甚于死者，故患有

所不辟也。 如使人之所欲莫甚於生，則凡可以得生者何不用也？使人之所惡莫甚于死者，則凡可以辟患者何不為

也？由是則生而有不用也，由是則可以辟患而有不為也。是故所欲有甚於生者，所惡有甚于死者。非獨賢者有是心

也，人皆有之，賢者能勿喪耳。

「一簞食，一豆羹，得之則生，弗得則死。呼爾而與之，行道之人弗受；蹴爾而與之，乞人不屑也。萬鐘則不

辯禮義而受之，萬鐘于我何加焉！為宮室之美，妻妾之奉，所識窮乏者得我與？鄉為身死而不受，今為宮室之美

為之；鄉為身死而不受，今為妻妾之奉為之；鄉為身死而不受，今為所識窮乏者得我而為之。是亦不可以已乎？

此之謂失其本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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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對誦／集誦

《我有一個夢想》作者：郭亞萌

我有一個夢想，

夢想有一天，

平等的雙翼刺破偏見的烏雲，

讓藍天露出自由的陽光。

我有一個夢想，

夢想有一天，

砸碎不公平的枷鎖打開通往自由的門窗，

讓絕望的幽谷填滿希望的曙光。

我有一個夢想，

夢想有一天，

我的雙目看到上帝蒞臨的光芒，

讓我們在和平共處的樂土上徜徉。

我有一個夢想，

人人都生活在平等自由的天堂。

夢想有一天，

這個國家站立在公正的大地上，

所有的人們都尊重人人平等的信仰。

我有一個夢想，

夢想有一天，

奴隸的兒子和奴隸主的兒子

親如兄弟互訴衷腸，

冷漠強暴的沙漠

變成愛與正義的綠洲和海洋。

我有一個夢想，

夢想有一天，

不再以膚色評價人的優劣，

黑人的孩子和白人的孩子攜手並肩

幸福共用

我有一個夢想，

夢想有一天，

人類的心靈普照聖光，

這個夢想

瀉如飛瀑湧如湍流

響徹每一個山崗，

這個夢想

不會因我走進墳墓而死亡，

我的生命獻給了這個夢想，

那時，上帝所有的孩子

都會縱情歌唱，

我們行進在這個夢想的征途上，

一切種族歧視的邪念

在我們的歌聲中滅亡！

鳴謝  本屆香港校際普通話朗誦比賽暨粵港澳大灣區中華經典詩詞美文普通話誦讀大賽所有誦材，謹供參賽者使用，承蒙名位顧問、評判，熱情推薦，本會致以萬分感謝。 
如有未能聯絡上的有關作者，本會也在此衷心鳴謝。所有誦材，未經同意不得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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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屆香港校際普通話朗誦比賽暨粵港澳大灣區朗讀大使徵集活動所有誦材,謹供參賽者使用,承蒙名位顧問、評判,熱情推薦,本會致以萬分感謝。如有未能聯絡上的有關作者,本會也在此衷心鳴謝。

所有誦材,未經同意不得轉載。

《沁園春.雪》

作者：毛澤東

北國風光，千里冰封，萬里雪飄。

望長城內外，惟餘莽莽；

大河上下，頓失滔滔。

山舞銀蛇，原馳蠟象，

欲與天公試比高。

須晴日，看紅裝素裹，分外妖嬈。

江山如此多嬌，引無數英雄競折腰。

惜秦皇漢武，略輸文采；

唐宗宋祖，稍遜風騷。

一代天驕，成吉思汗，只識彎弓射大雕。

俱往矣，數風流人物，還看今朝。

鳴謝  本屆香港校際普通話朗誦比賽暨粵港澳大灣區中華經典詩詞美文普通話誦讀大賽所有誦材，謹供參賽者使用，承蒙名位顧問、評判，熱情推薦，本會致以萬分感謝。 
如有未能聯絡上的有關作者，本會也在此衷心鳴謝。所有誦材，未經同意不得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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