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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中文大學戲曲資料中心出版

二零零九年八月二十四日　　第二十四期　　信仰與粵劇粵曲

　　身為基督徒，很感恩有機會一談福音粵曲。本期《香港戲

曲通訊》以「信仰與粵劇粵曲」為主題，內容涉及一些民間宗

教。我尊重本刊的編輯宗旨，但在立場上要作出聲明。把基督

信仰算作眾多宗教之一，這是從非基督徒的立場說的。我們的

立場是，基督信仰是唯一真理。我個人並不認同「宗教都是導

人向善」的說法。

　　個人接觸粵曲比接觸《聖經》早得多。還未識字，我便

把家裡手搖留聲機所常播的幾首粵曲聽進腦裡、掛在唇邊，卻

未解曲中意。正因為反正靠的是「唸口簧」（不管語句意思而

依音記誦），舞台官話唱詞「一見此信心內痛。霎時口內吐鮮

紅。……我長嘆一聲，罵一聲老天公。」把成年人難倒，卻難

不倒我這個小子。近年才意識到，那該是「周瑜寫表／歸天」

情節的一段，這才讓腦子裡的官話「口簧」得以跟文字來相

認。《聖經》麼，我還是1995年12月才第一次翻開的。

　　信主之初，但覺基督信仰跟粵劇粵曲風馬牛不相及。然

而，聽名伶紅虹的信仰見證，她誠摯地說（大意）：她會順服

於主的呼召；若主呼召她用粵曲為祂作見證，她就去做。聽後

為之動容。於是開始留意兩者的關係，並開始搜羅彰顯基督信

仰的「粵曲」，一般稱為「福音粵曲」。

　　基督徒「用愛心說誠實話」。早期接觸到的好些「福音粵

曲」，教我失望的居多。首先，清一色的傳統小調填詞，跟自

己幾十年來所聽那些必含梆黃、多襯鑼金察、每支曲都在15分鐘

以上的粵曲相比，相差太遠了。第二，即使在「梗（固定）調

填詞」的範圍內，我們這些被吳一嘯、葉紹德、唐滌生那些音

律諧協、詞意盎然的填詞所慣壞了的人，再聽一些填詞水平偏

低的傳統小調填詞「福音粵曲」，滿不是味兒。而這第二點還

只是從語文和音律的角度說的；若從「福音訊息」的角度看，

雖然偶有佳作，卻多半嫌感染力不足；用基督徒的術語來說，

就是欠缺「恩膏」。

張群顯博士

編者的話
　　粵劇粵曲是地方文化娛樂，它來

自民間，也以不同方式回饋民眾。在

不同的時令節慶、民情風俗裡，粵劇

粵曲都可以不同的形式呈現。粵劇與

基督教融合，成了福音粵曲粵劇，傳

揚福音；與地方神明結合，遂成為鄉

村部族的神功戲，為神作功德。海納

百川，並行不悖，正是粵劇的特點，

也是香港文化的可貴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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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傳統小調填詞「福音粵曲」，最早期的製作多由

傳道人主導，稍後行內人的參與才逐漸多起來。我認

為其中水平較高的是紅虹、白雪紅、秦小梨幾位紅伶

及唱家胡美儀所選唱的曲。我自信並非盲從名牌，而

是因為她們都內行，都對曲本身的好壞有一定的判斷

力和要求，因而在選曲的過程中已把水平較低的篩掉

了。紅虹和秦小梨更自己填詞來唱。紅虹唱得好，曲

詞填得也不錯；然而她大力推動並身體力行用鋼琴伴

奏，個人卻不太認同。她持的理由是，鋼琴是教會常

備樂器，鋼琴伴奏能基本解決樂器設備和樂手問題，

讓「福音粵曲」能成為會眾（即出席崇拜的人）敬

拜用歌。然則這就是我們對「福音粵曲」的最高期望

嗎？

　　會眾敬拜用歌，第一個要求是能齊唱，這就把

粵曲的靈魂「梆黃」和說唱摒諸門外，而只能使用	

「梗調填詞」。其次，會眾敬拜用歌一般都較短、較

淺易；這就使得所徵用的曲調，盡是中、老年人所耳

熟能詳的短調。拙文《粵語字調與旋律的配合初探》

（《粵語研究》第二期，2007）就引用了同是調寄	

《粧台秋思》的三首基督教福音曲《帝女花之信

主》、《萬國君》、《感恩快樂》和一首天主教	

「福傳」曲《蕩子回頭》。徹底搜羅的話，相信還有

更多。會眾敬拜用歌的進路，順理成章地引出鋼琴伴

奏的做法和主張。然而，粵曲的本質適宜個人獨唱、

分唱，不適宜齊唱。會眾敬拜用歌之外，其實還有非

常廣闊的天地讓較符合傳統模式的粵曲來馳騁。

　　我的期待沒有落空。2002年《十架恩》的出

版可謂劃時代的；那是含「梆黃」和說唱的九場粵

曲歌劇的CD製作，講的是耶穌生平。《十架恩》

出版後不久，在一個場合中見到編撰者林孫月清

女士；雖然互不相識，還是當面向她表達了敬意。

我說：「這是水平最高的福音粵曲了。」她很實事

求是地回答：「都怕係啦（敢情是的）。」《十

架恩》除了音樂唱腔設計戴信華及其他樂師是行內

人，其他參與的，包括林孫月清本人，都是業餘

的。另一方面，行內人主導福音粵曲製作的號角聲

也響起來了。就在同一年，具體的月份我不清楚，

資深粵劇粵曲撰曲家潘焯填了一組小調和一首含	

「梆黃」和說唱的粵曲，製成《四季人生》福音粵曲

CD出版；那首粵曲更是由他本人親自演唱。

　　毫無疑問，真正讓福音粵曲邁向專業製作和演出

的是粵劇紅伶文千歲、梁少芯夫婦。作為他們福音粵

曲第一輯的《救世主耶穌》CD在2007年出版，由文千

歲撰曲，文、梁合唱。《救世主耶穌》比《十架恩》

有更濃厚的粵曲味，而拍和之專業和唱功之高更不在

話下；一曲風行，從其獲頒白金唱片獎可見其受歡迎

的程度。今年3月，他們以「主恩粵劇戲曲藝人之家」

的名義又推出了第二輯雙CD《挪亞方舟》和第三輯	

《流浪漢之歌》CD，都是由文千歲撰曲的。這一系列

福音粵曲，配合着港、澳、海外大大小小的佈道會和

福音粵曲演唱會。他們更動員信主的粵劇行家參與他

們的佈道會和演唱會，我自己就親睹一次所加插的粵

劇名旦南鳳的演唱和見證分享。

　　他倆今年3月和5月的兩次福音粵曲演唱會，有三

點很值得注意。第一，所唱的曲目，除了文千歲所撰

曲外，還有不少是由資深劇作家阮眉女士所撰寫的；

我還沒有在別的場合聽過阮眉這些福音曲。第二，

曲目資料把福音小調和福音粵曲作出清楚的劃分；例

如，同樣是阮眉的曲，只有《創世記》稱為「粵曲」，

其他的都稱「小調」。第三，能欣賞到一些專業歌

者，起碼對我自己來說是演唱福音粵曲的新面孔，包

括鄧美玲、衛駿英，以及梁少芯的妹妹梁少英。

　　從小調而粵曲，從粵曲而什麼呢？當然是粵劇

了。雙CD《挪亞方舟》粵曲是同名舞台粵劇的前奏。

無論你是粵劇粵曲發燒友還是耶穌基督發燒友，都一

定會引頸企待。

張群顯博士，香港理工大學中文及雙語學系副教
授，致力語音、音韻研究，包括粵語語音與樂曲
之間的關係。

本文蒙文千歲先生及梁少芯女士提供福音粵曲演
唱照片，特此鳴謝。

《十架恩》唱片封套

名伶文千歲先生演唱福音粵曲《流浪漢之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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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督教由耶路撒冷開始傳至歐洲、美洲，再至

中國，經歷了逾二千年的歷史。二戰後，教會在香

港紛紛成立1，使基督教在廣府話地區廣泛傳揚。大

部份的教會聖詩多直接翻譯英文唱本作詩歌唱詞，

因常取字義而捨字音，所以經常出現唱詞不露字的

情況，使人聽而不知其義，甚至產生歧義，例如把

「主」(zyu2)唱成「朱」(zyu1)、「愛」(oi3)唱成	

「哀」(oi1)等。若須義音並重，不少教會會選唱普

通話聖詩或重新為福音詩歌譜詞，其中福音粵曲採用	

「問字攞腔」為撰曲原則，著重「露字」和「達意」，

務求旋律與語音相配合及便於記誦。

　　香港有為數不少信奉基督教或天主教的粵曲粵劇

愛好者，他們都樂於以粵曲粵劇為媒體為神作工，榮

神益人2。2002年8月林孫月清女士創作福音粵劇《十

架恩》3，是近年具規模的福音粵劇製作。近年，阮

眉、文千歲和紅虹等相繼以粵曲作侍奉，積極創作或

演唱福音粵曲粵劇，宣揚教義。2008年底在香港華播

生命廣播網電台節目《福音粵曲》中便播出有關「潘

伯」的錄音訪問4，分享潘氏信主和創作福音粵曲的心

路歷程。

　　潘伯—即著名粵劇編劇家潘焯先生(1921-	

2003)。他晚年信主，撰寫了逾20首福音粵曲，當中

以《信主得救》、《十字架前懷救主》、《四季人

生》為其稱心之作。潘秀雄（潘焯女兒）初時認為

粵劇和祟拜偶像分不開5，很難想像怎樣可將粵曲和

福音聯繫，但在神的安排下，本來不信主的父親竟撰

寫起福音粵曲。她憶述，潘氏尚未信主的時候，曾將	

《聖誕鐘聲》重新譜詞，由麗莎6演唱、唱碟由風行唱

片發行。曲詞描寫聖誕佳節、救主降生的情節，流暢

易明。Rebecca(潘焯媳婦)續說，雖然家庭中有好幾位

成員也是基督徒，家翁卻一直未信主。直至他的兄長

因癌症過世，令他感到十分震撼。在牧師的開解下，

他開始返教會、讀聖經。潘氏的文學基礎和語文能力

十分好，卻曾表示《約伯記》的經文很艱深，讀了五

次才明白。後來，潘氏的兒子建議他撰寫福音粵曲，

自2000年起，遂慢慢開始以福音作侍奉。潘女士不肯

定父親是否首位撰寫福音粵曲的人，但肯定他是其中

一位最早用小調及梆黃撰寫福音粵曲的撰曲者。

張文珊潘焯與福音粵曲

　　潘焯，原名潘元灼，別字肖孟。1921年出生於

廣東省順德縣。潘氏曾於1998年接受香港電影資料

館口述歷史訪問，提及自已學藝的經過﹕他的先祖歷

代為讀書人，官宦之家。年僅十歲的他便愛上看粵

劇，更愛在戲院打戲釘。1949年他到香港，因外甥

關係認識了音樂名家盧家熾。在盧氏的鼓勵下，潘氏

寫了《秋懷》一曲，後來創作漸豐，遂漸為人熟悉。

他為中聯影業公司編寫《西廂記》、《寶蓮燈》、	

《柳毅傳書》，開舞台記錄鑼鼓歌唱片之先河。後

替各大電影公司寫曲，撰寫很多武俠片插曲，如	

《碧血金釵》及《雪花神劍》等。又為「真善美」、	

「新馬」、「大龍鳳」、「碧雲天」、「慶新

聲」、「慶紅佳」等劇團編粵劇，編寫的粵劇有

《戎馬金戈萬里情》及《烽火擎天柱》等。1970

年代退出藝壇，退休後以弄孫為樂。2000年他

更為香港華人基督會編撰福音粵曲。「粵曲系列	

（一）《證主恩隆》」便由香港華人基督會

於 2 0 0 9 年初正式發行，共收錄 7首潘氏創作

及譜詞的粵曲，其中 6 首 屬 舊曲新詞，包括	

《在真理的道路跑》（調寄《雙鳳朝陽》）、

《十字架前懷救主》（調寄《江河水》）、	

《信主榮幸》（調寄《雁落平沙》）、《主愛世人》	

（調寄《楊翠喜》）、《公義真理》（調寄《娛樂昇

平》）、《全意信奉耶穌》（調寄《胡地蠻歌》）。

潘焯先生玉照
（資料來源：《潘焯作品演唱晚會特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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梆黃福音：《證主恩隆》

　　福音粵曲多沿用傳統小曲譜以新詞而成，因小曲
節奏較明快，旋律流暢固定，容易琅琅上口，較易令
人接受及誦唱流傳。至於以梆黃唱誦福音，雖然曲詞
和旋律的創作空間較大，且更具粵曲味和耐聽，但創
作者須具備一定粵曲及文學基礎，才有能力將福音和
粵曲兩者融合為一，所以梆黃福音的創作一直較少。

　　潘氏撰曲的《證主恩隆》原名《見證》，以粵曲
梆黃為主要音樂板式，並由他親自演唱，是一段十分
珍貴的錄音。此曲內容為潘氏對神的感召和個人見
證。板腔結構如下：

　　小曲《暮色漁歌》反線中板南音小曲《水龍
吟》二王慢板小曲《寄生草》二王流水板

此曲反映了潘氏信主的心志，文意分為以下七個
部份：

1.	「宣告」：	潘氏讚揚神造物的偉大，並宣告信仰立場。

2.	「回憶」：	潘氏回憶兒時在鄉間與父母生活，並無信
仰，雖然衣食無憂，卻感空虛。

3.	「認信」：	潘氏透過教會認識主耶穌，並接受救恩。

4.	「傳揚」：	潘氏作耶穌的見證。

5.	「立志」：	潘氏感到耶穌救贖的大愛，並重申他的立志。

6.	「讚美」：	潘氏發出他對三一真神的讚美。

7.	「呼籲」：	潘氏向世人呼籲，並再次印證神恩。

　　據潘秀雄女士憶述，她兒時常見潘氏吞雲吐霧，
母親告訴她父親正構思劇本。她常趁父親不在時偷看
父親的劇本，覺得曲詞撰寫得優美。直至現在，她仍
覺得父親寫的劇本撰得最好，因為每一個演員也有發
揮的機會，甚至梅香也可以數白欖，反映潘氏提攜後
輩的心意。

　　潘氏於1973年正式退休，在家成為「一家之煮」。	
他廚藝高超，一道「龍穿鳳翼」，以火腿釀雞翼，至
今仍令人回味無窮。他出身書香世代，具有文人風
骨、淡薄名利。雖然很多老倌請他復出撰寫劇本，都
被他一一婉拒，後來寫《武王伐紂》，也堅持只為交
流，不收報酬。他為人說一不二，為了孫兒健康和安
全著想，戒掉多年的煙癮；認定了要信主，便矢志侍
奉，用心撰寫多首福音粵曲，傳遞榮神益人的信息。
潘氏在世時曾表示，希望將聖經故事編成粵劇7，故
他所屬之香港華人基督會將其福音粵曲及見證按序出
版，以廣傳福音，讓潘氏的遺願得償。

1.	 麥兆輝牧師指出，香港教會在五十年代的時候紛紛成立(http://www.christianstudy.com)。據筆者初步統計，香港主要的教會事工於建國以後才積極發展起來，例如香港宣教
會、香港路德會和九龍五旬節會均於1950年代才開始香港福音事工。

2.	 除了福音粵曲，香港亦有福音崑曲。早2000年聖誕，京崑名家楊明便於香港基督教尖沙咀浸信會帶領唱詩班以崑曲《山坡羊》唱頌聖經《詩篇》第廿三篇，開以中國傳統藝
術形式頌唱聖詩之先河。

3.	 《十架恩》編劇林孫月清指，《十架恩》是「香江首創」的福音粵劇，劇中以小曲及梆黃譜詞。(林孫月清，2003：8-9)

4.	 華播生命廣播網網址：http://www.cgbc.org/C_Broadcast_Time/week.asp。受訪者為潘秀雄女士(潘焯女兒)及Rebecca(潘焯媳婦)。

5.	 粵劇和神明和習俗關係密切。潘秀雄憶述兒時父親曾撰寫《近水樓台先得月》(林家聲主演)一劇，她對於戲名和故事內容竟毫無關連，甚感疑惑。潘氏解釋，劇名由班主擲
勝杯決定，並認為以此為劇名能大收旺場。

6.	 著名流行曲歌手。

7.	 香港華人基督會，2009：2。

本文蒙羅厚德先生、劉慧貞女士及華播生命廣播網提供資料，特此鳴謝。

《證主恩隆》唱片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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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小我便喜歡各類型的音樂，包括跟媽媽和姐姐聽任白

的《帝女花》等。我是天主教教徒，亦有參加教堂的詩歌

班。所以，可以說：我一向都與宗教和粵曲有緣。

　　不過，在中學和大學時期，我最喜歡的卻是自彈（結

他）自唱歐西民歌，並常常在電台或電視舉辦的歌唱比賽中

獲獎。於香港中文大學畢業後，我便往美國加州大學深造，

當時唱的歌曲更包括歐西流行曲。1980年代初，當我取得

博士學位，返回香港中文大學任教時，剛巧遇上「校園民

歌」的流行，我亦唱了一些校園民歌。

　　直到數年前，遇上香港中文大學EMBA課程主任／市場

系的陳志輝教授，開始參加他的粵曲班，亦聽過多次他與

他的老師（包括曾健文老師、許子祺老師）和朋友之粵曲表

演，又在戲曲資料中心，聽過多次演唱和演講節目（包括黃

綺雯老師、阮兆輝老師、王勝焜老師等），我對粵曲的與趣

便愈來愈濃厚。此外，我又認識了姐姐在觀華樂社的黎桂揚

老師。

　　2007年的暑假，香港天主教靈火福傳粵曲中心，由邱

杏兒老師開班教唱天主教福音傳播粵曲，我毅然參加了，並

獲益良多。邱杏兒老師和潘國榮老師這幾年合唱了數十首天

主教福傳粵曲，並發行了兩隻鐳射光碟，以福音為內容，調

寄悅耳小曲，非常成功。

　　2008年暑假，靈火粵曲中心更舉辦天主教福傳粵曲歌

唱及填詞比賽，我亦大膽地參加了。歌唱比賽的指定歌曲是

「讀經樂」（調寄《柳搖金》），我的自選歌曲是「蕩子回

頭」（調寄《妝臺秋思》），並幸運地獲得成人組季軍。

　　2009年2月22日，香港天主教教友總會慶祝50周年金

禧，於金鐘名都酒樓晚宴，我很榮幸獲邀獻唱自己填詞的福

傳粵曲《聖母頌》（調寄《柳搖金》），又於2月28日在灣

仔新伊館舉行之綜合晚會，與兩位師姐—陳美賢、陳美君

姊妹合唱兩首福傳粵曲，包括自己填詞的《為我最小的兄

弟》（調寄《四季歌》），反應十分熱烈，深感欣慰。

　　其實，基督新教於更早時，已推廣福音傳播粵曲，包括

文千歲老師及黃綺雯老師等，歌曲更包括「梆黃」，十分成

功。

　　我愛我的宗教，亦十分敬佩粵曲藝術。因此，我很高興

福音傳播粵曲能夠在香港有這麼成功的發展，我更希望福傳

粵曲將來能夠有更廣泛的推廣，例如在大、中、小學的課外

活動，甚至課程方面，及有更多福傳粵曲唱碟和演唱會發展

至全世界！

張學明教授

福音傳播粵曲與我

張學明教授為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副教授，亦是戲曲資料中心顧問。

邱杏兒老師頒發福傳粵曲比賽獎狀予筆者。

潘國榮老師與筆者。

福傳粵曲演出，攝於香港天主教教友總會金禧晚會。(2009年2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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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山資料

　　《福有攸歸》由徐毅剛策劃，蔣世平編劇，「東昇粵
劇團」於2008年3月26日於新光戲院首演，為「天后系列
之二」的推介劇目4。開山演員包括御東昇（飾李進生）、
御玲瓏（飾天后娘娘）、溫玉瑜（飾千里眼）、呂志明（
飾順風耳）、高麗（飾李母）、文寶森（飾王百萬）和東
凌（飾華山聖母）等。

　　此劇主要採用傳統梆黃及說唱為音樂結構，曾於第五
場選用小曲《雨打芭蕉》、第七場《絲絲淚》（王粵生作
曲）和《歸時》（陳文達作曲）、第八場《曲水流紅》和
《楊翠喜》及牌子《銀台上》（第七場）等。

分場簡介

第一場 

　　澄海縣歷洪水之患，致護村堤壩有崩塌之虞。村民李
進生到縣衙求援，請求知縣加固堤壩，以保百姓安全。惜
知縣自私昏庸，拒絕賑災，員外王百萬亦認為事不關己，
不願捐錢修堤。

第二場 

　　進生率眾防洪，又祈求上蒼庇蔭，解決水禍。天后娘
娘施法保堤，百姓得以解困。堤壩雖然得保，天后廟卻頹
然倒塌。進生及村民為答謝神恩，欲重修天后廟，惟眾人
礙於財絀，未能籌集足夠資金把廟宇及天后金身翻新。

第三場 

　　天后娘娘顧念蒼生，知道村民為報保堤之恩，紛紛集
資修廟，心中感動。千里眼和順風耳受天后之命視察災
情，發現澄海縣受洪水為患多年，且被貪官劣紳欺壓歛
財，致民生困苦。

第四場 

　　王百萬家財萬貫，惜兒子王犬糊塗痴呆，且生性頑
劣，趕走不少私塾老師。進生為報天后護堤之恩，向百萬
自薦作他兒子的老師，並甘願賣身作僕，以籌錢把天后廟
重修。百萬嫌進生出身寒微，不配作他家奴僕或老師。進
生不屑百萬為人涼薄，決定上京考取功名，誓言若不應
選，決不回鄉。

香港的神話粵劇：天后 與 華光

2005年「東昇粵劇團」演《慈航普渡》宣傳單張。

第五場  

　　進生往長安赴試，希望他日高中，可回鄉把天后廟重
修，並重建堤圍，以保民安。進生與母親臨別依依，憶起
往事，原來澄海縣一直水禍為患，進生父親為護堤犧牲性
命，留下孤寡二人相依為命。

　　鄉民紛紛與進生道別，希望他日後可衣錦榮歸。千里
眼和順風耳擔心進生赴考路途艱辛，請求天后施法相助。
天后亦恐進生耽誤科期，唯天庭律法難違，不可擅自施
法，感到兩難。最後她佯作不知情，讓千里眼護送進生赴
考。

第六場 

　　天宮靈霄殿5內，千里眼因施法護送進生赴考，觸犯天
條，於朝門待罪。玉帝將他收押天牢候斬。華山聖母及二
郎神等諸神進言，望玉帝從輕發落。經眾仙求情，玉帝網
開一面，將千里眼貶下凡間為奴。天后陳其大義，指玉帝
妄施威儀。玉帝翻開因果冊，發現進生三世皆行善積德，
今世應中狀元，千里眼施法送他上京，不但無過，且立護
送之功。

第七場

　　李母因過份念兒，抱病在床。天后化身村女張玉英探
望李母，並以九葉靈芝為她治病，又贈她柴米等日用必需
品，以解決她的生活困難。

第八場

　　進生高中狀元，被封為八省巡按，並蒙御賜黃金萬
兩，回鄉治理水患，並重修天后廟。進生、李母和知縣
等人入天后廟參拜，天
后、千里眼和順風耳下
凡，指進生積善兩世，
注定今生高中狀元。天
后又指責知縣中飽私
囊，不理民間疾苦，百
萬為富不仁，故二人難
有好報。知縣、百萬受
當頭棒喝，願將功補
過，奉獻家財解鄉民危
苦。天后見百萬行善
舉，施法令王犬痴呆病
除。眾人感謝天后惠賜
恩德，明白因果循環，
善有善報，全劇結束。

張文珊

　　粵劇作為地方傳統戲曲，反映戲曲自遠古作巫覡祭祀
儀式的本源，也表現地方人民多神主義的文化表徵。傳統
例戲《香花山大賀壽》講述眾仙祝賀觀音誕辰，劇中八
仙、龍王、齊天大聖等諸聖諸仙雲集，喜氣洋洋。其他劇
目如《八仙鬧東海》、《天姬送子》和《柳毅傳書》等也
以「神仙」作為骨幹人物和情節，顯現中國人諸神並行不
悖的文化觀。

　　天后娘娘本名默娘，掌管海上平安。香港開埠以漁業
為本，故此一向祈求風調雨順，對天后極其尊祟。每年農
曆三月廿三天后誕辰正日，各鄉各村均熱烈慶祝，不少地
方主會都公演神功粵劇向神祇求福和慶賀。

　　另一個與粵劇有密切關係的神靈為華光。祂本為三眼
火神，後被伶人尊為戲神。此間大部份戲班也於後台近虎
度門之處設置「師傅位」，以便上香供奉，祈求演出順
利。香港八和會館自立會以來，會址經歷數次搬遷和變
更，華光神像卻一直被供奉膜拜，可見祂相當受伶人重
視。

　　自1999年起，年輕粵劇演員御東昇及御玲瓏兩姊妹以
「御玲瓏劇團」1及「東昇粵劇團」2為班牌演出粵劇。班
主徐毅剛先生本業中醫，對佛學亦甚感興趣，自2005年起
策劃以觀音為主題的粵劇3，透過神明慈航普渡的故事，宣
揚善有善報、福有攸歸的人生觀。

福有攸歸



開山資料

　　《華光先師》由徐毅剛策劃，蔣世平編劇，「東昇粵
劇團」於2008年3月30日晚上於新光戲院首演，同屆演出
劇目包括《福有攸歸》、《紮腳劉金定斬四門》、《蝶影
紅梨記》、《洛神》及《瘋狂帝女鬧金鑾》。開山演員包
括御東昇(飾華光)、御玲瓏(飾瓊花)、高麗(飾蜘蛛精)、文
寶森(先飾錢如命，後飾雙舌蛤王)、呂志明(飾地藏王)、溫
玉瑜(飾蘇玉書)及東凌(飾錢玉蓮)等。

　　音樂結構方面，此劇除了粵劇常用梆黃外，同時加
插不少傳統小曲，包括《秋水龍吟》(第一場)、《漁村夕
照》(第二場)、《平湖秋月》(第四場)、《叮嚀》(第五
場)、《過大橋》(第五場)、《歸時》(第八場)、《戲水
鴛鴦》(第八場)等。亦有傳統牌子如《追夫》(第一場)、	
《哭亡魂》(第二場)、《困谷口》(第四場)、《追信》(第
五場)等唱段。

分場簡介

第一場

　　周氏嫁入華門後三年喪夫，對丈夫前妻遺下的一雙稚
年兒女(華光及瓊花)卻毫不憐愛，常加待薄。兄妹二人每
天須幹粗活，過著飢寒交迫的生活，若不從後母之命，更
動輒遭受毒打。閻羅王知道周氏罪惡貫盈，趁華光、瓊花
外出斬柴時，命黑白無常將她捕返陰曹地府，使她永不超
生。華光、瓊花回家驚見周氏命殞，悲痛不已。華光欲往
地府救母，得地藏王念兄妹一片孝心，賜他們八寶陰陽神
袍，讓他們可到陰司會母。

第二場

　　華光、瓊花闖入地府森羅殿，被鬼差擒拿，幸得地藏
王救回。判官斥責地藏王賜兄妹神袍，縱容他們直闖陰
司，藐視地府法紀。地藏王指華光是托世火神、瓊花是瑤
池仙子，因犯天規，輪廻轉世，今奉如來佛之命，開其天
眼，二人被召返天庭，位列仙班。華光、瓊花欲多行善
舉，以早日讓周氏贖罪還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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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場

　　員外錢如命大壽設宴，女兒錢玉蓮送上福壽袍為其賀
壽。蘇玉書為錢氏指腹為婚的女婿，本出生宦門，惜父母
雙亡，家財慘被掠奪，致他淪落街頭，只得賤賣文章，壯
志未酬。玉書親自畫了一幅百壽圖為賀禮，如命嫌他身世
寒酸，更迫他寫一紙退婚書。玉書不屑如命嫌貧愛富，答
允退婚，並誓言他日定要金榜題名，一雪錢氏悔婚之辱。

第四場

　　蜘蛛精修行千年，為達上乘盤絲之法，須吸取壯男精
氣。她知道各地秀才赴試京華，必經豐明鎮，故在鎮口設
下茶寮，佈下迷魂陣，以勾引精壯男子。

第五場

　　華光、瓊花奉如來佛之命誅滅蜘蛛精，來至豐明鎮。
玉書上京赴考，大汗淋漓，故於茶寮稍歇。蜘蛛精多番引
誘，玉書對她多番挑逗感到憤怒，遂離開趕路，蜘蛛精將
他擒拿。華光、瓊花與蜘蛛精大戰，救回玉書，蜘蛛精被
華光五味6真火所傷，大敗而逃。

第六場

　　蜘蛛精負傷逃至青石山蛤蚧洞尋師傅雙舌蛤王，並指
責華光破壞她修練盤絲大法，使她經脈盡亂，前功盡廢。
雙舌蛤王盡除蜘蛛精火毒，並決定與她找華光報仇。

第七場

　　瓊花查得蜘蛛精匿藏青石山，華光知悉洞內機關重
重，雙舌蛤王修練萬年，陰險奸詐，加上蛤王之尿可制華
光之火磚，若師徒聯手，勝負難料。瓊花決定夜探青石
山，部署殲滅二妖之計。

第八場

　　瓊花念到滅妖責重，且欲替天行道，以救母還陽，故
夜闖青石山蛤蚧洞。她知道蛤王好色，遂以美色和花香引
他出洞。華光、瓊花和蛤王、蜘蛛精大戰，華光終以火磚
滅二妖。華光、瓊花替天行道，孝感動天，如來佛特赦周
氏還陽。周氏自感刻薄繼子女，悔恨不已，並決意痛改前
非，皈依三寶佛。

2005年「東昇粵劇團」演《苦海渡迷津》宣傳單張。

1.	 與新劍郎、何偉凌、李鳳等合演。

2.	 與龍貫天、南鳳合演。

3.	 「觀音三部曲」之首部為《苦海渡迷津》（2005年1月1日於新光戲院首演）、	
《觀音三渡紅孩兒》（2005年4月23日於新光戲院首演）、《慈航普渡》
（2005年11月22日於葵青劇院首演）。

4.	 「天后系列」第一部為《天后娘娘》，2007年3月9日於新光戲院首演。

5.	 疑為凌霄殿，專指神話傳說中玉皇大帝的宮殿。

6.	 疑為「三昧」。「三昧火」為佛家語，即由正定發出之火。	
（資料來源：《辭海》，2005）

蒙「東昇粵劇團」提供劇本資料，特此鳴謝。

華光先師



戲曲資料中心簡訊

香港中文大學戲曲資料中心

查詢
地　　址：香港中文大學許讓成樓G06室

電　　話：（852）2603 5098

傳　　真：（852）2603 5273

電　　郵：corp@cuhk.edu.hk

中心網址：http://corp.mus.cuhk.edu.hk

通訊出版小組
編輯：盧譚飛燕

執行編輯：張文珊

戲曲資料中心職員 (2008年9月至2009年8月)
主　　任 ： 蔡燦煌　（香港中文大學音樂系）

副 主 任 ： 盧譚飛燕（香港中文大學雅禮中國語文研習所）

  戴淑茵　（香港中文大學音樂系）

顧　　問 ： 王建元　（香港中文大學文化及宗教研究系）

  張學明　（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

  張燦輝　（香港中文大學通識教育主任）

  陳國賁　（香港浸會大學社會學系）

  余少華　（香港中文大學音樂系）

  黃綺雯　（香港中文大學音樂系）

行政統籌 ： 張文珊

研究助理 ： 陳苡霖

研究助理(榮譽) ： 辻本香子

特稿中的觀點及見解乃作者或被訪者之個人意見，並不代表香港中文大學戲曲資料中心立場。

香港中文大學戲曲資料中心，版權所有，不得轉載。　　　　　印刷數量：3,000份

香港中文大學粵劇研究計劃籌辦

藝發局邀約計劃
This project is commissioned by the ADC.

開放時間
星期一至星期五 上午九時至下午六時

星期六 上午九時至下午一時 
（逢第二及第四個週六開放）

星期日及公眾假期 休息 
（團體或使用特別藏品需另行預約）

戲曲資料中心使用情況

沉重悼念

粵劇編劇家葉紹德先生(1930-2009)

　　著名粵劇編劇家葉紹德先生於09年4月4日播道醫
院不幸病逝，香港中文大學粵劇音樂系粵劇研究計劃仝
人深表哀悼。

　　葉氏從事粵劇編劇逾半世紀，名劇包括	
《辭郎洲》、《趙氏孤兒》、《十五貫》和《碧血寫春
秋》等；名曲包括《洛水夢會》、《李後主之去國歸
降》及《白蛇傳之斷橋會》等，深受歡迎。

　　葉氏積極推廣及傳承粵劇，並樂於與後輩分享其編
劇撰曲經驗和心得，他的離世為香港梨園及文化界的重
大損失。

*總使用時間包括到訪、電話查詢、網上查詢及委託服務時間。

戲曲資料中心捐贈名單

 二零零九年

	 五月	 六月

開放日數	 20天	 23天

平均訪客	 3人次	 2人次

總使用時間*	 6,062分鐘	 6,532分鐘

總開放時間	 10,740分鐘	 12,360分鐘

使用率	 56%	 53%

捐贈者 捐贈日期 獲捐藏品

麥綠小姐 21/05/2009 《粵劇編劇研究生班畢業作品集》（上／下集）共２本

中國音樂資料館 04/06/2009 《中國音樂導賞》乙本

胡芝風教授 02/07/2009 《中國演員》２本

顏小姐 08/07/2009 粵劇錄影帶89盒

黃倩圓小姐 13/07/2009 戲曲錄音帶57盒及鐳射唱碟45隻

歐浩明先生 07/08/2009 戲曲錄音帶44盒

岳清先生 17/09/2009 戲曲書籍９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