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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蘇翁，「粵劇編劇藝術流變──從提綱戲到唐滌生的劇本」，見黎鍵編，

 《香港粵劇口述史》( 香港﹕三聯書店 ( 香港 ) 有限公司，1993)，頁 78-83。

盧有容 ( 右一 ) 與香港敦梅學校校長莫敦梅 ( 左一 ) 及友人合照。
下方為莫敦梅題字。( 圖片來源﹕盧任楷先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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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館藏介紹 

戲曲活動 / 出版消息

盧有容
　　觀看粤劇是二十世紀 20 至 30 年代省

港城鄉居民的主要娛樂方式，除了鄉間戲

棚演出外，不少「省港班」以城市為根據

地，爭取都市觀眾的支持並建立口碑。劇

團為了營造聲勢，增加票房收入，紛紛各出奇謀，不但

大膽改革舞台美術、唱腔及技藝，又爭相招攬文人能士

編劇，開拓戲劇題材，推陳出新。從初時的外江班本、

提綱戲、小場戲，發展至 1930 年代比較「完整」的劇本
1。不少劇團組織獨立的編劇部門創作劇本，蔚然成風，

例如名伶馬師曾便組織盧有容及陳天縱等文人為「太平

劇團」(1933 年成立 ) 集體創作大量粵劇，反映粵劇製作

除了以名角為中心外，對劇本的重視程度日增。

　　麥嘯霞之《廣東戲劇史略》(1940) 曾提及七十三位

清末民初編劇作家，繼駱錦卿、麥嘯霞後，本期以盧有

容 (1889-1945) 為探討專題。盧有容雅好文學，初任教

職，後為生計改任粵劇編劇，主要於 1920-30 年代參加

省港「大羅天班」、「國風班」及「太平劇團」編劇部，

最為人熟悉的是粵劇戲寶《刁蠻公主戇駙馬》。

　　本期蒙盧八方女士及盧任楷先生慷慨提供盧有容的圖

文資料予本刊刊錄，彌足珍貴，嘉惠梨園，特此鳴謝，敬

申謝忱。

盧有容
民初莞城文人粵劇編劇家民初莞城文人粵劇編劇家



2

　　盧有容 (1889-1945)，生於
清光緒十五年五月十五日，卒於
民國三十四年七月十七日，廣州
莞城沙巷步步高人，名魯史，字
雲耶，號范陽夢覺山人，戲行尊
稱「容叔」。他為家中次子，兄
長及姊妹早殀。家學淵源，十二
歲起於私塾就學約兩年，二十二
歲畢業於自治研究所及半夜師範
講習所，二十五歲起先後於望溪
鄉宏益小學、玉勒村私塾、香港
開文學校及香港敦梅學塾 1 教授
古文，期間曾任縣署錄事及粵劇
編劇。

書香名門
　　莞城即「東官」、「東莞」的

縣城，廣東嶺南文化發祥地，文化

昌盛。綜合《東莞縣志》及《盧氏

族譜》( 盧鏡泉、盧柱梅督輯；盧有

容編製 ) 記錄，盧家第二十世祖盧

為霖 2 為清代名將，兼通醫卜書畫，

工畫墨梅，曾繪「壯遊圖冊」及

「中國沿海形勢圖」。盧有容之父

為盧敏政，字灝瀾，號嗣儒，卒於

1895 年；母親吳氏 (1856-1922) 為

蘇州人士，自小教他於沙盤寫字，

盧氏秉承家族習文風氣，年少雅好

詩詞。

　　盧有容二十四歲時奉母命娶妻

林氏，婚嫁從儉，後生五子六女，

分別為任枬 ( 長子 )、任鞭 ( 次子 )、

任樞 (三子 )、任榘 (四子 )、任楷 (五

子 )、鏡華 ( 長女 )、小茶 ( 次女 )、

念媛 ( 三女 )、六合 ( 四女 )、菱角

( 五女 ) 及八方 ( 六女 )3。盧家大宅

位於東莞步步高大夫第 ( 現東莞東

城區 )，鄰近有學堂及書室，讀書

風氣濃厚。據悉「大夫第」並非尋

常百姓家，其門宅牌匾由清乾隆帝

御賜，可見地位之顯赫。另府中掛

有一幅「千里壯游圖」，另置有石

鼎供人作練武之用，惜這些家族珍

品已隨戰亂散佚。當年顯赫一時的

盧有容小傳 張文珊

大夫第今已不再復見，該地區已重

建翻新，舊物難尋，人面全非。

　　盧有容的子女大多沒有繼承父

業，只有一位女兒曾幫他抄曲。他

的後人多出外求學或謀生，對盧氏

事跡印象模糊，其么子盧任楷只記

得有一次自己因貪玩從樹上摔下暈

倒，父親將他救醒。他又憶述有一

次母親外出前，叮囑他看顧父親，

唯他年紀尚小，故沒有特別注意。

後來盧有容一睡不醒，其母回家後

才發現他已離世。

以文會友
　　盧有容喜好謄抄詩詞，擁《辭

章選》等多部詩集，常與同好詩稿

相酬。據悉他曾創作一首迴文詩贈

予陳天縱，可惜真跡現已散佚。盧

家現藏盧有容之《七盌寄盧詩鈔》

記四人 ( 戚、繆、杜、鍾 4) 之詩詞

賞析及評改，鍾光熊並於詩集首頁

調寄《行香子》賜文一篇，時為己

未元月 ( 一九一九年 )。據悉盧有容

家訓森嚴，十分注重子女教育，因

此常常親自督導孩子習字執筆，他

們若有苟且，多被責打，因此盧家

子女的繩頭小字多工整秀麗。

編劇貢獻
　　盧有容於 1922 年開始參與粵

劇編劇 5，1925 年省港大罷工期間

曾由港返穗，年底復回香港。1926

年任教於香港敦梅學塾，下半年被

「大羅天」6 羅致返穗，專職編撰

歌曲，正式開展與馬師曾的合作關

係，作品包括《洞房之夜》、《花

蝴蝶》、《腸斷蕭郎一紙書》及《眾

仙同詠大羅天》等。1928 年春，

他復任敦梅學校教師，同年七月為

「國風劇團」編劇 7，創作《天網》

等名劇。1930 年底至 1932 年初，

他應聘赴美國三藩市「大舞臺」擔

任「曲部選述」8。1933 年，他接

受「太平戲院」老闆源杏翹之邀，

加入「太平劇團」編劇部，與馮

顯洲、黃金台等合作專職為該團編

劇。

　　戲曲資料中心現存盧氏《刁蠻

公主戇駙馬》泥印劇本 ( 譚蘭卿持

曲 9)，另查知他曾創作以下劇目 ( 部

份曲文可參照《舊本粵劇叢刊》，

詳情請參閱本期四至十二頁 ) ﹕

《班超》、《欲魔》、《戇俠》、《天

網》、《野花香》、《轟天雷》、

《孔雀屏》、《雌雄花》、《莽孝

子》、《誰是父》、《龍城飛將》、

《粉墨狀元》、《鬥氣姑爺》、《火

燒石室》、《侯門小姐》、《清宮

冷艷》、《情覺情霜》、《亂世忠

臣》、《蒙古王子》、《義丐存孤》、

《情泛碧皇宮》10、《聲震白門樓》、

《原來我誤卿》、《刁蠻公主戇駙

馬》11、《斷腸蕭郎一紙書》、《贏

得青樓薄倖名》

盧有容家庭合照，攝於香港，1930 年代。
後排左起盧鏡華、盧小茶、盧有容、盧任枬；

前排左起盧念媛、盧任鞭、盧八方、林潛旺、盧菱角、盧六合。
( 圖片來源﹕盧任楷先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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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據粵劇學者陳超平指出，除了

馬師曾名劇外，薛覺先名作《白金

龍》及《女太保》亦是盧有容作品。

另粵劇名宿黃滔曾撰文表示，他於

十九歲已在「太平劇團」擔任樂師，

凡開新戲，編劇都與主要演員及拍

和樂師在酒樓討論劇本。他對盧有

容印象較深刻的劇目有《天網》、

《誰是父》、《亂世忠臣》、《刁

蠻公主戇駙馬》及《義丐存孤》等。

他認為盧氏編撰新劇頗多，並懂得

因人度戲，因此很多劇本甚迎合馬

師曾的個性和戲路。資深粵劇傳媒

朱侶認為，《刁蠻公主戇駙馬》一

劇大受歡迎，不但成為馬師曾經典

劇作，更是鄺健廉首次擔任正印花

旦、使她晉升為「紅線女」的代表

劇目 12，此劇「以戲保人」，主角

孟飛雄將軍及鳳霞公主個性極具戲

劇衝突，至今仍為省港粵劇極受歡

迎及常演戲碼。

室家肩鉅細  
　　盧有容雖年少好學，卻需承擔

家庭重擔，自小為生活奔波，他約

於 1919 年撰寫《感遇》一詩，記

述兒時至成家後的生活感想，描述

母親自小將他撫養，含辛茹苦，而

自己年僅十四歲便需出外「覓食」

( 謀求生活 )13。據《盧有容日誌》

記錄，盧有容十四歲時曾任瓜菜小

販，據悉他不欲擺檔於大街而轉至

小巷叫賣，因此生意欠佳。翌年他

於邑城師範學堂充當雜役，後來參

與愛羣印刷社 ( 排字工人組織 ) 的

工作，可見當時人浮於事。

　　詩中並云「俯仰六合感身世，

炎涼異節長隕涕，壬子母命畢婚

姻，從此室家肩鉅細……自從癸丑

迄乙卯，人事推遷無管鮑，是冬解

職息蓬蘆，坐視家人失溫飽，母訾

妻詈兒啼泣……」盧氏於 1912 年

成家立室至 1938 年間共生五子六

女，作為家中唯一的經濟支柱，他

獨力承擔的家庭及社會壓力實可想

而知。

　　1920 至 30 年代，盧有容正

值壯年，為了生計多次奔馳省港等

地 14，主要擔任教學或編劇工作。

盧有容 ( 前排左一坐地者 ) 與馬師曾等演藝界人士於 1931 年攝於三藩市「大舞臺」。
( 圖片來源﹕盧任楷先生 )

1941 年底，日軍佔港，盧氏家眷先

歸鄉避難，盧有容於翌年在敦梅學

校停辦後才離港返穗。日佔時期，

百物騰貴，賒借艱難，盧氏生活落

拓，更積勞成疾，1944 年不幸患上

喘咳病，瀕危在鄉，同年更慘歷喪

女之痛。抗戰勝利前不久，盧氏病

逝，終年五十七歲。與清末不少文

人一樣，盧有容曾加入羅浮酥醪道

籍 15，雖然現已沒法查證道教對其

晚年的人生觀有何影響，但從他的

遺詩來看，信仰曾讓他在憂患中獲

得一絲慰藉與寄望。

   盧有容的么子亦屆古稀之年，雖

然並沒有從事戲曲相關工作，但他

追尋先父資料，親力親為 16。盡力

鉤沉先輩事跡，是後代刻不容緩的

責任，不但肯定先輩對省港梨園的

貢獻，並向盧氏勇於承擔、刻苦耐

勞及逆境求存的不朽精神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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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擔任編劇工作。

15 酥醪觀位於廣東博羅縣羅浮山中，為東晉道士葛
洪建立的道教宮觀。清末於廣州盛極一時，除了
弘揚道學，亦是宣揚文教的集中地，吸引不少文
人名士朝拜，除盧有容外，還有名宿陳伯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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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方女士於 2012 年到訪戲曲資料中心而始，其時
粵劇學者陳超平亦積極協助搜集盧氏資料。本文得
以完成，亦有賴各人協助，於此衷心銘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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盧有容劇作介紹 張文珊

盧有容於 1920 至 30 年代主要參加馬師曾擔綱的「大羅天班」、「國風班」及「太平劇團」的編

劇部門，擔任開戲師爺，合作夥伴包括陳天縱、麥嘯霞、馬師曾及陳劍儔等。「大羅天」開創了

粵劇戲班集體創作的先河，以編撰新劇為目標。盧氏擅於因人度戲，發揮演員的優點與才華，為

劇團主演馬師曾營造詼諧鬼馬的舞台形象，又能展現其獨特唱腔。無論是《天網》中乾坤難辨、

伸張正義的展靈光，抑或於《火燒石室》中敢於挑戰權貴的乞兒張亞鳳，莫不讓觀眾在嬉笑怒罵

之餘，對「小人物」不畏權勢、尋求公義連聲稱道。下文將以《舊本粵劇叢刊》作主要參考資料，

簡介部份盧有容劇作內容。

《洞房之夜》
傾心，她擔心雍在山中遭虐待，故回轉後山，從中照料，

同時希望雍對她另眼相看，並結姻緣。

第五場
雍與文鳳被困山野，共謀對策。初更時份，飛鸞命人送

上竹席和葵扇，雍領下物品，卻不肯接受飯菜，謂寧死

不吃盜粟。飛鸞扮作丫環小紅再送飯菜，並向雍表達衷

情，若雍允許婚事，則立刻釋放雍，並改邪歸正。雍識

破小紅為飛鸞所扮，並指自己為名門之後，婚姻須待父

母主持，不能私通苟合。

飛鸞父親原為黃堂太守，因生逢亂世才歸隱山中，後召

集各路英雄救國，並劫富濟貧，亡故後飛虎鎮守，惜他

不遵家訓，搶劫公侯。飛鸞屢勸不果。雍感飛鸞從善如

流，權且應允她，以脫離虎口。

原來文鳳為雍之未婚妻，她於竹席屏內窺見雍及飛鸞訂

婚，待飛鸞離開後，擲出訂婚玉珮以示雍。雍表示論婚

姻，文鳳於先，飛鸞於後。飛鸞甘為妾侍，三人共諧白

首。雍得飛鸞偷來山中令，與文鳳逃脫。飛虎發覺二人

逃之夭夭，追趕出去。飛鸞恐雍中途被擒，找尋捷徑護

送二人。

第六場
雍和文鳳逃走期間，遇葬雲山寨賈飛狐，打鬥不敵，二

人被擒。飛鸞請飛虎將自己許配飛狐，以救二人，飛虎

允之。

第七場
飛虎到葬雲山寨探訪飛狐，表示欲以飛鸞婚姻交換雍及

文鳳。飛狐大喜，先釋放雍及文鳳，並備花轎到麒麟寨

迎親。

第八場
飛狐花轎至麒麟山迎親，飛鸞、雍及文鳳逃走，飛狐大

怒，責罵飛虎將他欺騙，誓要報仇，焚燒山寨。

第九場
政清與歐陽懷於武勝關重聚，告之文鳳於回鄉期間被搶。

飛鸞護送雍及文鳳回家，懷敬重她棄暗投明，又屢救兒

媳，答允二女同事一夫，在關中雙慶拜堂。

( 盧有容與陳天縱、麥嘯霞、馬師曾合編 )

劇團 :大羅天班

年份 :約 1926-1928

角色表 :

歐陽雍 (馬師曾飾 )、孫飛鸞 (騷韻蘭飾 )、

孫飛虎 (新細倫飾 )、歐陽懷 (馮鏡華飾 )、

莊文鳳 (余非非飾 )、賈飛狐 (葉弗弱飾 )、

莊政清 (半日安飾 )

分場簡介

第一場 

莊政清解職歸田，與故人歐陽懷相遇，對了親家，遂與

女兒莊文鳳回鄉準備婚禮。

第二場
麒麟寨女王孫飛鸞與兄孫飛虎落草為寇，一天清閒無事，

下山遊玩。

第三場
歐陽雍之父歐陽懷為武勝關主帥，宦遊日久，因思念家

園，命雍回鄉省親祭祖，以表孝思。雍回鄉途中，見山

明水秀，順道遊覽一番，豈料遇飛鸞追政清及文鳳，雍

與她接戰，飛鸞表示為勢所迫才當盜賊，但只劫富殺貪。

雍勸之改邪歸正，飛鸞自慚。飛虎追文鳳，雍與飛虎對

戰不敵，與文鳳同被飛虎捉拿。

第四場
飛虎押雍及文鳳入麒麟寨開堂審問，見文鳳艷色，想她

做押寨夫人。雍怒斥飛虎搶劫未完，色心又起。文鳳指

自己為金枝玉葉，如飛虎不放行，則政清將領兵剿寨。

飛虎表示對官府深惡痛絕，欲將雍及文鳳置諸死地。飛

鸞阻止，建議將二人暫時困在山中，待文鳳及雍順從之

時，可財色兼收。原來飛鸞自從被雍教訓後，對他一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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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蝴蝶》
( 盧有容與陳天縱、麥嘯霞合編 )

劇團 :大羅天班

年份 :約 1926-1928

角色表 : 

花蝴蝶 (馬師曾飾 )、烏廷充 (桂名揚飾 )、

烏孫勝 (李文龍飾 )、昭平王 (葉弗弱飾 )、

薩哈敦 (馮鏡華飾 )、白元暉 (新細倫飾 )、

白梨魂 ( 時作梨雲，騷韻蘭飾 )、包志雄 ( 半日安

飾 )、皮離 (李明星飾 )、艷陽郡主 (余非非飾 )、

烏離星 (吳鏡彬飾 )、關強 (張少飛飾 )、

春蘭 (譚猩猩飾 )

分場簡介

第一場
夜狼國狼主薩哈敦稱霸南方，屢欲吞併鄰邦。他曾將女

兒許配予鄯善國平南將軍，聞他被奸臣所害，勃然大怒，

欲動干戈，為他報仇，因此藉詞取回御寶「花蝴蝶」，

命烏離星為使，到鄯善國相機行事。

第二場
鄯善國王叔包志雄權傾天下，欲趁君主昏庸，迫宮篡位。

離星求見志雄，欲取回「花蝴蝶」。志雄想主上定然准

奏，歸還御寶。唯兩國和好，他的奸計便難以得逞，故

特偷取「花蝴蝶」，以破壞兩國友好。志雄又恐惹人思

疑，因此偷盜御寶時留下花蝴蝶記號，將罪名推落百花

洲俠盜首領花蝴蝶身上，並建議由宿敵都城府尹白元暉

辦理此案，望借刀殺人，一箭雙鵰。

第三場
鄯善國國王昭平王想起十六年前得平南將軍之助，戰勝

夜狼，對方進貢國寶「花蝴蝶」。後來他誤信讒言，累

將軍命喪，心感內疚。離星進宮，要求昭平王賜還「花

蝴蝶」，昭平王允許，唯御寶竟變成紙蝶，離星大怒，

認為鄯善國故意隱藏寶蝶，將他戲弄。志雄指國寶失竊，

定為盜寇花蝴蝶所為。昭平王信志雄所言，指責元暉失

職，限他於一個月內捉拿賊人，尋回寶蝶，否則滿門抄

斬。元暉自嘆得罪奸黨，只好盡力緝拿。

第四場
花賊關強欺負女流，行為不正。花蝴蝶將他懲戒，並驅

逐他離開山寨。他欲投往志雄府第，望挑撥王爺將花蝴

蝶擒拿，以洩心頭之恨。

第五場
志雄見奸計得逞，洋洋得意，卻苦惱如何散佈謠言，使

元暉及花蝴蝶結仇。師爺引見關強，讓他將元暉通緝蝴

蝶的消息傳回百花洲。

第十場
飛狐聞飛鸞於武勝關與雍結婚，不甘罷手，遂偷進洞房，

欲殺害文鳳，留書嫁禍，離間雍及飛鸞。

第十一場
洞房之夜，文鳳、飛鸞二女你推我讓。雍吃閉門羹，感

妻多夫賤，萬想不到新婚之夜，竟站於冷巷。文鳳指飛

鸞人地生疏，且是雍的恩人，故閉門不納。飛鸞自嘆為

綠林女子，不敢專房持寵，勸雍相陪文鳳。雍無奈找政

清開門，才得入文鳳閨房。飛狐摸黒入房燒悶煙殺死文

鳳，留下書信後，劫雍及飛鸞離去。政清及懷見賊，急

忙追緝。

第十二場
飛狐劫走雍及飛鸞，故意將文鳳屍首掛在雍旁，另外叫

醒飛鸞，向她求婚。飛鸞拒絕，飛狐指雍對她沒半點情

意。

第十三場
雍醒後驚見文鳳屍首，受飛狐假冒書函誤導，以為飛鸞

狠下毒手。雍抱文鳳首級痛哭，自愧七尺昂藏，卻無力

護花，還引狼入室。飛鸞多番解釋，雍始知道誤中飛狐

奸計。飛狐見二人釋嫌，怒不可遏，命人將雍推落無情

峽。

第十四場
歐陽氏家丁持麒麟山令箭探查，不慎迷路，叫艇家渡河

而去。

第十五場
雍感死殉事小，失節事大，盼來世再與飛鸞共結鸞儔。

胡笳三鳴，雍被飛狐手下推落無情峽。

第十六場
雍被推下無情峽後暈倒，家丁渡船經過，將雍救醒。雍

情急智生，取麒麟山令箭假扮麒麟山孫乳娘往葬雲山，

拯救飛鸞。

第十七場
飛虎及懷對戰，懷手持書函，指飛虎殺死文鳳，又搶去

雍。飛虎認為是飛狐求婚不遂，插贓嫁禍。飛虎願歸降

於懷，掃平賊寇，將功贖罪。懷寬恕飛虎，與他速往葬

雲山救人。

第十八場
飛鸞以為雍已身殉，悲慟不已，想起自己身處樊籠，身

遭凌辱，欲自尋短見。雍易裝乳娘進見，並建議飛狐找

美人作樂，令飛鸞妒忌，自然成其好事。飛鸞知悉乳娘

乃雍所扮，與他共勸飛狐飲酒。飛狐窺破乳娘為雍，與

他打鬥。此時政清、懷及飛虎領兵攻入葬雲山，殺死飛

狐，雍及飛鸞完婚，全劇結束。

盧
有
容
作
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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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場 
花蝴蝶雖然落草為寇，卻恪守綱常。關強特來報訊，指

元暉在金鑾殿中誣捏他盜取御寶，請昭平王將他緝拿。

蝴蝶聞訊大怒，但細想之下，認為元暉一生廉正，未敢

盡信一面之辭。他計劃於三更時份偷取元暉信印，稍施

懲戒，順道窺探實情。

第七場
關強回報志雄花蝴蝶中計，並夜找元暉晦氣。強怕他未

必將元暉手刃，自薦前往監視情形，必要時代絕後患。

第八場
花蝴蝶從屋角跳下，偷得元暉信印，並恥笑官兵追截無

能，忽聽得人聲隱約，認得他為關強。

第九場
元暉之妹白梨魂在房中刺繡，關強垂涏其美色，燒悶香

欲對她不軌。花蝴蝶阻止並將他殺死。花蝴蝶亦對梨魂

驚為天人，為存禮義，不敢造次。他怕梨魂房中藏死賊

惹人嫌疑，留書指殺賊者便是自己，喚醒梨魂後才離去。

梨魂驚叫，元暉趕至，發現賊屍及壁上留字，知是花蝴

蝶所為。梨魂表示蝴蝶乃義盜，文武雙全。元暉見蝴蝶

對梨魂有好感，打算易裝作其妹，取回信印並將他捉拿。

第十場
夜狼國艷陽郡主姻緣未卜，與宮女撲蝶，以遣閒情，豈

料蝶兒撲死於地，艷陽大怒。蕯哈敦痛恨親家花氏冒犯

朝廷，十數年間音訊全無，又勸艷陽另覓佳婿，以免年

華消逝。艷陽表示自己從一而終，花將軍一生忠耿，慘

遭殺害，望薩哈敦興兵追究。離星回稟，鄯善國遺失「花

蝴蝶」，薩哈敦、艷陽怒極興兵。

第十一場
花蝴蝶早洞悉元暉計謀，裝作小家碧玉「杜鵑」，欲戲

弄他一番。「杜鵑」指罵蝴蝶行為不端，欲玷辱良家閨

秀。元暉聽「杜鵑」自怨自艾，欲將她打救，望她助己

辨別山寨路向，找蝴蝶算賬。「杜鵑」戲弄元暉，又故

意指示他取得假信印。

第十二場
梨魂感花蝴蝶若為世所用，必為天下英賢。元暉帶同「杜

鵑」及信印回府，洋洋得意。「杜鵑」故意詆毀蝴蝶為

人好色，以測試梨魂心意。梨魂駁斥「杜鵑」所言，指

蝴蝶文武全才。元暉鍾愛「杜鵑」，欲與她共訂鴛盟。「杜

鵑」戲弄元暉一番，方留書而走。

第十三場
花蝴蝶故弄玄虛，戲弄元暉，後願將信印送回，作為梨

魂的聘禮。元暉得蝴蝶送回信印，心存感激，同時望他

送回寶蝶，否則誅連九族。蝴蝶答允替元暉尋回御寶，

元暉大喜。

第十四場
擒賊追贓之期轉眼已滿，元暉仍未尋得寶蝶，被宣上殿，

心驚膽戰下向昭平王陳情。昭平王感其情可憫，再寬限

一月，但志雄堅持將元暉斬首。花蝴蝶於殿角出現，叫

志雄釋放元暉，否則將他命送。此際夜狼雄兵進犯鄯善

國，昭平王請蝴蝶交出寶蝶，以免兵災。蝴蝶坦言未有

盜蝶，但願意獻出家傳寶蝶交與夜狼國，以救國難。昭

平命他及元暉帶同寶物晉見蕯哈敦，並勸訂和約。蝴蝶

懷疑寶蝶失竊與志雄有關，決定夜探其府，查明真相。

第十五場
花蝴蝶夜潛志雄府第，留下字條，指已盜得寶蝶。志雄

捧出「花蝴蝶」，確實未被盜去，心中暗喜。蝴蝶巧奪

寶蝶，志雄大驚失色，命人立刻於金鑾殿篡位及抄殺元

暉衙門，並夜進夜狼。

第十六場
元暉覲見蕯哈敦，獻上寶蝶，以息兵戎，唯哈敦指寶蝶

並非原物。哈敦憶述鄯善國當年攻陷夜狼，哈敦被迫求

和，幸得花將軍斡旋，才保夜狼不滅。哈敦感花將軍之

恩，許艷陽與其子訂下婚盟，並進貢一雙「花蝴蝶」予

鄯善國，雌蝶送給昭平王，雄蝶交予花氏作訂婚之用。

元暉指雌蝶已不慎遺失，幸國內有英雄獻上家傳寶蝶，

以息干戈。花蝴蝶捧寶蝶上殿求和，並哭訴身世。原來

他小時曾被大盜從船上丟入江中，幸由一對夫婦於江邊

拾得。夫婦見該船有支「花」字大旗，又見他身上佩有

蝴蝶，因此改名花蝴蝶。蕯哈敦指花將軍便是蝴蝶之父，

曾拯救夜狼國。花蝴蝶對哈敦之說存疑，哈敦憑他左臂

紅痣認定他為女婿。元暉指花蝴蝶曾與梨魂有婚約，如

艷陽與他結婚，則二女爭事一夫。志雄遣來使進見，表

示已將昭平王捉拿，請哈敦入城，平分天下，並呈獻美

人。蝴蝶怒殺使臣，並向哈敦借兵殺奸定國。哈敦傳召

美人，原來她是梨魂，遂認她為乾女兒。梨魂願與艷陽

共事一夫，皆大歡喜。花蝴蝶殺奸定國，鄯善及夜狼兩

國言歸於好。

《腸斷蕭郎一紙書》
( 盧有容與馬師曾、麥嘯霞、陳天縱、陳劍儔合編 )

劇團 :大羅天班

年份 :約 1926-1928
角色表 :

蕭紫英 (馬師曾飾 )、老少年 (馮鏡華飾 )、

高丕顯 (新細倫飾，時作高顯丕 )、

屈而求 (半日安飾 )、蕭夫人王氏 (譚猩猩飾 )、

施虎 (小羅成飾 )、花雨秋 (蘇 [騷 ]韻蘭飾 )、

高孫丞 (葉弗弱飾 )、屈而伸 (吳鏡斌飾 )、

伯爵夫人 (余非非飾 )、趙豹 (桂名揚飾 )、

區狼 (張少飛飾 )

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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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場簡介

第一場
老少年幼襲伯爵之銜，欲娶揚州歌妓花雨秋為妾，並已

贈她別墅一幢，卻怯於夫人鍾氏威嚴，不敢造次。他訛

稱往東村飲宴，實則相約侄兒蕭紫英將軍到別墅與雨秋

小敍。鍾氏訓令少年不得遲歸，亦不可借機尋花問柳，

少年欣然答允。

第二場
紫英為平南將軍，屢建奇功。他應老少年之邀到雨秋別

墅飲宴，命師爺屈而求、千總謹守府衙。

第三場
雨秋弱質多病，憶及老少年憐她，贈她別墅，讓她棲身

養性。但她恨少年自作多情。少年請雨秋自認為司徒爵

爺的女公子，好使紫英敬重她。雨秋仰慕紫英文武雙全，

三人暢飲，鍾氏突率娘子軍到來帶走少年。紫英見少年

已回府，欲告辭，雨秋恐他帶醉而走會有危險，請他喝

下參湯定神。紫英感她情意，卻無奈推辭，以避嫌疑。

雨秋向紫英表明心跡，紫英亦愛她婀娜娉婷，二人月下

盟心。

第四場
鍾氏責問老少年，罰他下跪。鍾氏認為男子一定要畏妻，

若沒有妻子管束，一定會胡作非為。少年辯稱自己只是

逢場作興，勸鍾氏不用過於認真。少年見雨秋及紫英兩

情繾綣，心有不甘。師爺獻計，命其弟偽造兩封書信，

一為訛稱紫英母親病危之家書，一為紫英給雨秋的絕情

書。

第五場
紫英和雨秋兩情相悅，訂下白頭之約。大元差傳帶家書，

指紫英母親病危，著他速返家中侍奉。紫英不敢帶雨秋

一同返家，雨秋自嘆勞燕分飛，仍望家姑吉人天相。紫

英答允雨秋，母親病癒便立刻回返。

第六場
紫英母親 ( 王氏 ) 嘆賢媳一病歸陰，心情納悶。紫英見母

親安好，始知誤會一場。他稟告自己和雨秋的婚約，王

氏允婚，紫英拜別，擇日完婚才返家堂。

第七場
王常奉聖旨到揚州找紫英到京城勤王。

第八場
師爺帶紫英之絕情書信及黃金給雨秋，雨秋氣忿難平，

自怨遇人不淑。她被千夫所指，街頭巷尾，盡是嘲諷之

語，故留下遺書自盡。紫英趕至，審看雨秋遺書，知道

乃師爺所為，憤而回衙追問。老少年驚見絕命書，哭不

成聲。
1 雨秋演《斬帶》排場。
2 丕顯、雨秋推磨過位演《西河會》排場。

第九場
紫英怒審師爺，想起雨秋之絕命詞，將他棍打來洩憤。

欽差帶旨，黃花山賊作反，命紫英剿平。紫英將師爺還

柙，吩咐欽差待他回來再行處置。

第十場
高孫承告老還鄉，一天與兒子高丕顯策馬射獵。丕顯少

年喪偶，終日鬱悶。孫承欲挽弓射雁，丕顯觸景傷情，

感孤雁失群猶如夫婦分張。孫承斥丕顯辜負他的好意，

丕顯策馬追豺狼，以示自己釋懷，卻見雨秋於林中自縊 1，

於是射帶救她一命 2。雨秋誤會丕顯是紫英，將他痛罵，

後來知道他救自己回生，即埋怨他阻她尋死。孫承後至，

審問不出雨秋輕生原因，覺有隱情在內，著雨秋隨他回

府。

第十一場
紫英出征前夕，不慎染上風寒，需於營房養病。

第十二場
雨秋於花園刺繡鴛鴦，顯丕向她表達愛慕之情，望共訂

佳偶。雨秋嘆惜失意情場，自言參透色空，不再談情愛

之事。她一時錯口洩漏與紫英的婚事，又怕丕顯再度求

婚，留下書信便離去。丕顯發現雨秋出走，正欲追趕之

際，孫承著他同往抵禦山賊進犯。

第十三場
丕顯與山賊大戰，山賊敗走。

第十四場
孫承與山賊大戰不敵，丕顯救父，並請他守營，不要出

戰，待他殺敵凱旋才一同班師回朝。孫承自感老而彌堅，

堅持上陣殺敵。

第十五場
紫英聞報山賊侵城，出陣對敵。賊王箭射紫英手臂，紫

英反拔箭射死賊王，孫承、丕顯獲救。

第十六場
雨秋聞紫英剿平黃花山寇，奏凱班師，遂往軍營，欲在

他跟前自盡。

第十七場
屈而伸行刺紫英，手下卻誤捉雨秋。雨秋稱自已並非刺

客，身懷利刃，偷進營中，只欲死於紫英跟前。她斥責

紫英負情，望他可賜她一死。紫英道出偽書奸計，與雨

秋前嫌盡釋。老少年狀告紫英迫死雨秋，特開堂審訊。

少年及丕顯分別作供，後雨秋出堂，紫英又告發屈氏兄

弟奸計，真相大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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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命強偷香》
( 盧有容與陳天縱合編 )

劇團 :大羅天班

年份 :約 1926-1928

角色表 :

莊友聲(時作莊有聲/莊有升/莊有星；馬師曾飾)、

韓鳳鳴(陳非儂飾)、韓崇光(葉弗弱飾)、莊恭譽(新

細倫飾)、仇六娘(美中輝飾)、古昭明(羅文煥飾)、

崔炎 ( 桂名揚飾 )、慧婢 ( 黃笑儂飾 )、莊壽昌 ( 靚

榮飾 )、夏仇青 (亦作夏侯青，半日安飾 )

分場簡介

第一場
楚國侵邊，主上出奔齊國，忠將古昭明孤掌難鳴，唯有

投降於楚，明作奸黨，暗作忠良，鎮守玉門關。崔炎將

軍奉命會同昭明截殺逃亡皇族，昭明見機行事。

第二場
崔炎鎮守玉門關，嚴禁城內之人出城。郡主韓鳳鳴喬裝

村女茹雲，托詞運棺回鄉，望能出關。崔炎見她形跡可

疑，欲開棺查證。昭明認作鳳鳴姨丈，又藉詞護送鳳鳴，

順道偵查逃亡皇族行蹤。崔炎允許二人出關，但心中生

疑，猜測棺中可能藏有皇族要人，遂打馬追查。

第三場
鳳鳴憶述奸賊攻克皇城，欲斬草除根。老親王韓崇光為

保性命，匿於棺中，鳳鳴則披麻帶孝扮作出殯，幸遇到

忠臣昭明，才可出關。昭明寫下書函，讓崇光及鳳鳴投

靠其舅父莊壽昌，權且棲身。崔炎與昭明大戰，戰敗而

亡。

第四場
莊壽昌之結髮妻房早喪，誕下友聲。他續娶惡妻仇六娘，

有子恭譽。友聲行徑痴呆，常被仇氏責打，壽昌及恭譽

勸阻亦不得要領。壽昌接昭明書函，知崇光及鳳鳴到臨，

眾人恭迎。鳳鳴見友聲氣度不凡，但衣衫襤褸，背人垂

淚，向他追查底蘊。友聲自感七尺昂藏，卻無力護國，

見到鳳鳴落難，使他復感悲淒。鳳鳴見友聲於六娘面前

行為癲狂，猜想她遭後娘虐待，故而披髮佯狂，感到他

是忠臣孝子。六娘見鳳鳴蒙塵落難，建議恭譽迎娶佳人，

成為駙馬。恭譽表示鳳鳴鍾情友聲，愛其打扮樸素。六

娘為撮合親兒及鳳鳴，命恭譽替友聲裝身打扮，望鳳鳴

早日厭惡他，轉投恭譽懷抱。

第五場
夏仇青在壽昌家中教習武藝，聞親王及郡主避居莊府，

欲引兵捉拿，以獲皇封。

第六場
仇青挾鳳鳴而逃，聞人聲追截，急將鳳鳴匿於一旁。恭

譽相信仇青謊言，往東邊追趕而去。仇青帶鳳鳴逃走，

友聲見他形跡可疑，心生計謀。

第七場
仇青挾鳳鳴叫艇而逃，友聲搖船接載二人，後停篙不動，

將仇青推落水中。恭譽搖船追至，疑友聲之船為賊船，

與他大戰，後才發現誤會一場。友聲為免六娘不悅，不

欲邀功，投水離去。恭譽喚醒鳳鳴，自認為救美英雄。

鳳鳴原來早已甦醒，知道救她的實為友聲，怒罵恭譽胡

言虛構。

第八場
鳳鳴無恙歸來，要求崇光撮合她與友聲成婚。崇光向壽

昌提親，又送上訂婚寶珠，獲欣然答允。六娘聞訊大怒，

認為友聲痴呆，日後會耽誤嬌娥，罪犯欺君。壽昌請友

聲退婚，友聲為孝親慈，寧願犧牲個人幸福，卻苦惱該

如何與鳳鳴解釋原委。

第九場
鳳鳴聞崇光談攏婚事，喜不自勝。友聲親向鳳鳴退婚，

見六娘於窗口監視，故作痴呆。鳳鳴指必是後母不仁，

阻撓婚事。友聲瘋言瘋語，辭退婚事，鳳鳴愁極吐血。

六娘故意叫友聲入黑後溜入鳳鳴房間，並睡在她身旁，

好讓鳳鳴以為他人格卑污。六娘命恭譽尾隨友聲，讓他

英雄救美，博鳳鳴歡心。

第十場
鳳鳴痛恨六娘拆散姻緣，抱病閨房。友聲不欲到鳳鳴閨

中偷香，但為孝順仇氏，決定扮作偷竊，使鳳鳴對他生

厭。老家院疑友聲為鬼物，竟拔足而逃。長夜漫漫，友

聲等了良久也沒有人來捉拿他，遂大聲叫賊。另一邊廂，

仇青闖入蘭閨，恭譽隨之與他打鬥，不敵受傷。六娘指

友聲竊玉偷香，並打死弟郎，壽昌大怒。友聲哭訴原委，

六娘反罵壽昌縱子，並怒趕友聲。仇青帶同知縣及官兵

到，誤捉宮女當作鳳鳴，又捉拿崇光、壽昌及仇氏三人。

第十一場
齊王迫令楚王簽下和約，昭明奉命帶約回朝，報知親王。

他見莊府門庭冷落，遂進後門審視。另一方面，友聲因

思親情切，偷返故園。

第十二場
友聲摸黑進庭，碰見鳳鳴，得知仇青通敵貪功，一家已

被官兵捉拿。二人以為敵兵再來，暫避枱底。昭明四處

查探，施救使恭譽甦醒。恭譽憶述自己與賊人打鬥後不

省人事，相信全家被賊人擄走。友聲及鳳鳴知到昭明到

來，現身講明原委。昭明傳令知府，將崇光、壽昌及仇

氏救出，並殺奸完婚，團圓煞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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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仙同詠大羅天》
( 盧有容與陳天縱合編 )

劇團 :大羅天班

年份 :約 1926-1928

注﹕「大羅天」乃位於三界諸天之上的仙境，亦是

道教三十六天最高一層。本劇戲匭及演出戲班

以此為名，取其班運吉祥及演藝超凡之意。

角色表 :

天竺國王子 ( 馬師曾飾 )、兔仙雪姑 ( 蘇 [ 騷 ] 韻

蘭飾 )、流沙河漁翁 ( 馮鏡華飾 )、曇華皇后 ( 譚

猩猩飾 )、玉皇大帝 ( 葉弗弱飾 )、天蓬星 ( 李明

星飾)、太陽星(桂名揚飾)、推車女(小珊珊飾)、

護法天尊韋馱(新細倫飾)、月裏嫦娥(花弄影飾)、

漁女 ( 余非非飾 )、獵人盧勁 ( 李文龍飾 )、太陰

星 ( 柳烟籠飾 )、老太監 ( 半日安飾 )、雷神 ( 雲

外飛飾 )、天使 (羅文煥飾 )

分場簡介

第一場
獵人盧勁趁天時晴和，荒郊獵兔。

第二場
天竺國王子超然往承恩寺進香，馬凌風與周公立刻飛報

寺院住持，以作準備。

第三場
天竺國老國王病重，超然欲誠心向如來佛祖禱告，遂與

文武百官往承恩寺進香。

第四 /五場 (原第五場並沒有特別注明 )

承恩寺老和尚出迎超然及文武百官，求神問安。眾人準

備回宮之際，忽然下雨。盧勁捧兔進佛殿避雨，超然喝

斥他行為莽撞，又指捕獵兔子，犯下殺戒。盧勁奉上金

創妙藥治癒兔兒，並將兔兒贈予超然。超然大悅，認為

牠是蟾宮玉兔下凡。

第六場

群醫於皇宮中替老國王御診，曇華皇后指超然進香後，

龍體曾經復原，誰知到三更，又氣息奄奄。除非得神仙

打救，否則命不久矣。超然想到兔精，望牠可以救父一

命。

第七場

受傷兔兒本為仙姬雪姑，超然與她有宿世姻緣。雪姑與

超然曾一夕纏綿，後返回廣寒月宮。超然留居佛地，後

來父王病重，才無奈回國省親，惜藥石無靈，聞廣寒宮

種有仙草靈芝，可起死回生。因此把信香點燃，望雪姑

打救。雪姑念及一枕之情，答允幫忙。

第八場

廣寒宮中，嫦娥引八仙女各持花枝，赴瑤池賀王母壽誕。

第九場 3

韋馱聞天帝宣詔，速往天門。玉皇指月宮濁氣沖天，必

有凡夫闖進，命韋馱查辦。另一邊廂，超然踏上天梯，

隨雪姑往廣寒宮採摘仙草。

第十場

雪姑與超然在廣寒宮中採摘仙草靈芝，嫦娥偕仙女忽至，

雪姑將超然藏身丹桂林。仙女們以花砌成字樣，超然和

雪姑得花籃鋤頭，倣效仙女砌成「天下太平」四字。嫦

娥見雪姑惹下紅塵孽障，怒不可遏。雪姑道出前因，原

來她為廣寒宮玉兔兒，當日一念思凡，偷下紅塵，於山

林被獵人射傷。超然路過，將她醫好，她心生憐愛，與

他曾諧好夢。為救天竺國老國王，雪姑引他到廣寒，同

採仙藥，以救蒼生。嫦娥感雪姑和超然乃仙凡姻緣，大

表惻隱。韋馱見雪姑，怒上心頭，叫五雷神將他們火葬。

嫦娥說項，韋馱感進退兩難，遂寫下奏章向玉皇覆命。

玉皇下旨，老國王壽增一紀，雪姑因塵心未脫，打落流

沙河滌蕩凡心。

第十一場

超然回宮驚悉國王已駕崩，感上天言而無信，憤而箭射

天宮，遭雷神劈殺，超然暈倒。皇后見夫兒遭難，決心

尋死，被韋馱阻止。韋馱指超然恩將仇報，因天尊並沒

食言，只是祂遲來一步，國王才撒手而去。韋馱再令國

王回生，又賜超然靈符，助他見雪姑一面。

第十二場

雪姑荳蔻含胎，於流沙河產下嬰孩後，寫下血書，丟落

魚罩，請漁人將孩兒暫為撫養，並請漁人在河邊焚燒淨

身符，讓她解除血污，以現出原形與超然見面。超然到

流沙河與雪姑相聚，惜玉帝再降旨，囑雪姑速返天宮。

雪姑向超然托孤後回歸天庭，全劇結束。

3 此場安排了「玉皇登殿」排場。

盧
有
容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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劇團 :國風班

年份 :約 1929

角色表 :

展靈光 ( 馬師曾飾 )、娟魂 [ 時作鵑雲 ]( 騷韻蘭

飾 )、傳芳 [ 時作全芳 ]( 桂名揚飾 )、史不枉 ( 林

坤山飾)、魯忠(馮鏡華飾)、大姨婆(黃金臺飾)、

凌氏 ( 余非非飾 )、祖氏 ( 黃笑儂飾 )、小凌 ( 林

倩予飾 )、秋英 ( 周覺鳴飾 )、阿保 ( 靚標飾 )、居

仁厚 ( 盧少懷飾 )、錢山 ( 陳鐵善飾 )、朱寶 ( 麥

光明飾)、祖必發(馮植庭飾)、史繼祖(王卓飾)、

屈媼 ( 祖母；半日安飾 )、金富 ( 半日安後飾 )、

技擊師 (白少全飾 )、春華 (小英英飾 )、冬香 (李

燕春飾 )、阿勝 ( 孫紹昌飾 )、利源 ( 羅文煥飾 )、

孔道傳 (黎覺雲飾 )、史垂青 (林耀堂飾 )

分場簡介

第一場

史家二少奶凌氏懷有身孕，惜丈夫史千里經商在

外，致她孤幃寂寞。一天傳來書信，千里於杭州身

故。凌氏驚聞噩耗，不久分娩。

第二場

史家大少爺史不枉早散盡家財，靠千里接濟渡日。

其妻祖氏覬覦田業家產，聞千里逝世，恐凌氏誕下

子嗣，將分薄遺產，故設計加害凌氏母子。她吩咐

乳娘屈氏接生後，不論男女，亦須抱來嬰孩，加以

殺害；又設計毒殺凌氏，以絕後患。

第三場

屈氏孫子靈光無意得知不枉夫婦奸計，向婆婆陳明

原委，並建議帶嬰孩至姨婆處避難。屈氏讓靈光抱

走嬰孩，無以覆命，擔心被不枉夫婦責罰。後嬰孩

哭聲又至，原來凌氏誕下一雙孩兒。凌氏產後身體

虛弱，為撫養孩兒，喝下不枉夫婦安排的藥湯，不

久毒發身亡。

第四場

屈氏不忍將凌氏子嗣交給不枉夫婦，又怕累及自

己，感到進退兩難。適祖氏分娩，屈氏移花接木，

將凌氏及祖氏的兒子對調。不枉故意握死凌氏孩

兒，並指弟弟欠缺運氣，妻兒才先後身故。不枉又

恐屈氏洩漏秘密，灌她毒酒。

第五場

屈氏深宵毒發，慘切哀號。她恐大少謀財害命一事

寃沉莫白，臨終前將實情向家僕魯忠透露，望他待

少主長大，將寃情昭雪。不枉命人將屈氏屍首埋於

古井後，深怕屈氏孫兒靈光追究，把心一橫，欲斬

草除根，追殺靈光。

第六場

靈光恐婆婆遇害，又怕直接登門會自投羅網，故易

裝村女，自稱為靈光的老表，往史家訪尋屈氏下落。

靈光從魯忠口中探知屈氏消息，欲夜盜其屍。魯忠

恐靈光「老表」魯莽替屈氏伸寃，欲偷屍另葬，盼

少主及靈光長大後才替家人報仇。

第七場

魯忠掘井遷屍時遇到靈光，向他解釋屈氏慘死原

委，並囑他要埋名隱姓，以避不枉追殺。魯忠見靈

光年少，暫且隱瞞史家少主被偷天換日之事。

第八場

史家少主傳芳身進黃門，居仁厚急步向史家投報。

第九場

眾人攜禮慶賀傳芳高中，金富、錢山及利源等欲攀

附史家，紛紛提親，又爭相以巨額粧奩費籠絡不枉。

不枉建議聯婚由價高者得，被傳芳勸阻，認為娶妻

求淑女，不應以嫁粧多寡而決定婚姻。

第十場

凌氏孤女由靈光姨婆撫養成長，名為娟魂，以賣酒

為生。靈光一直易裝為娟魂姑姐，以逃避追殺。他

感娟魂為弱質女流，自己亦孤掌難鳴，盼娟魂能嫁

入豪門，報仇雪恨。原來傳芳與娟魂情投意合，娟

魂表示姨婆抱恙，生活拮据，傳芳表示願意襄助。

靈光知娟魂鍾情堂弟，大表不滿，欲棒打鴛鴦。

《天網》(《天羅地網》)
盧
有
容
作
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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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場

傳芳向不枉索取三百銀，以接濟娟魂。不枉嫌棄娟

魂身世寒微，反對二人來往。金富到府與不枉商量

婚事，不枉稱若金富贈三百銀與傳芳，則婚事可成。

傳芳不同意與金富千金之婚事，金富感受騙，與不

枉頓起爭執。

第十二場

傳芳命家人帶三百銀及求婚書予娟魂，娟魂擔心姑

姐反對，暗作籌謀。靈光為免傳芳、娟魂擾亂綱常，

回復男子打扮，假扮娟魂表兄，欲將傳芳罵走。靈

光訛稱傳芳對歌妓朝秦暮楚，短情薄倖，又稱其父

商行有虧，二人動武，傳芳不敵而逃。姨婆向娟魂

表示，其姑姐欲撮合她和表兄靈光。

第十三場

傳芳感婚姻不自由，欲自尋短見。他見魯忠年邁貧

窮，以為他兒女成群，夫妻恩愛，才老而不死。魯

忠坦言孤家寡人，但安於貧苦。傳芳放下自殺念頭，

又想出家避世，但魯忠提醒他「出家容易歸家難」，

並教傳芳假裝自縊，終使不枉答允他和娟魂的婚

事。

第十四場

傳芳向娟魂表達愛衷，娟魂感傳芳情真，遂答允婚

事。靈光復作「姑姐」責罵傳芳，反對二人婚姻。

靈光向娟魂透露寃情，娟魂誓報深仇，靈光勸她不

可魯莽行事。

第十五場

不枉見傳芳失意情場，先後命魯忠及教頭軟硬並

施，過府迎娶娟魂。

第十六場

史家教頭眾人迫娟魂過門，靈光恐露出破綻，不敢

與教頭正面交鋒。娟魂欲報家仇，懷刀上花轎往史

家。靈光碰到魯忠，驚悉傳芳、娟魂原為親姊弟。

第十七場

娟魂灌醉傳芳，欲將他刺殺，後感其無辜，難以下

手，改殺不枉，靈光隨之。傳芳醒來不見娟魂，到

處找尋。

第十八場

娟魂欲刺殺不枉，傳芳尾隨阻止，靈光在墻頭飛鏢

相助，不枉受傷呼叫。靈光及魯忠向傳芳表示他和

娟魂為親姊弟，不枉實為仇人。不枉感天網恢恢，

招認罪狀後悄悄氣絕。傳芳認魯忠作乾爹，魯忠撮

合靈光與娟魂成婚，全劇結束。

《刁蠻宮主戇駙馬》4

劇團 :太平劇團

年份 :約 1930 年代

角色表（中心藏本為譚蘭卿持曲，其他演員不詳）：

孟飛雄、鳳霞公主、華夏王、太監添福、鳳屏公主、

易小秋、陸次聲、尹奇

分場簡介

第一場
華夏國王幼女鳳霞公主自小受寵，刁蠻嬌縱。她指各人

如有本領令她發笑，天大事情，由她擔戴。通政使易小

秋進言，指西戎及北狄使臣來訪，他們一跛一駝，但鳳

霞並不覺得惹笑。小秋為取悅鳳霞，找來城內跛駝之人

當陪客，伴隨使臣上朝。鳳霞見到他們一眾人等跛腳及

駝背，果然發笑，並出言戲弄一番。兩國使臣不甘受辱，

興師問罪。

第二場 (原劇本注為第四場 )
華夏國王承先王基業，坐享太平。勇將孟飛雄退卻西戎

北狄敵兵，凱旋回朝。他指兩國使臣於華夏受辱，才引

起禍端，欲將小秋治罪，小秋反指禍端由鳳霞而起。飛

雄請宣鳳霞上殿對質，如若不然，則辭官而去。鳳霞指

責飛雄故意在朝堂施威，飛雄反指鳳霞為求一笑，公開

侮辱外交使臣，致惹起戰禍，生靈塗炭。鳳霞反指兩國

無禮，指控無稽，又認為人有笑的自由，不應責罰。飛

雄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於朝堂上向鳳霞發笑，

又鞭笞鳳霞羅衣，作為懲罰。

華夏王知鳳霞品性驕橫，常人難將她駕馭。他見飛雄有

勇有謀，或能使她折服，因此賜婚二人。鳳霞心儀飛雄，

但恐他欺負自己，因此在殿上面訂婚約，才考慮答允婚

事。鳳霞要求飛雄婚後夫隨婦唱，並要將她如皇帝般服

侍。飛雄愛鳳霞貌美聰明，惜刁蠻成性，望將她教化，

故而假意答允鳳霞要求，計劃待她過門之時，才向她施

下馬威。

　　

第三場 (原劇本注為第五場 )5

鳳霞過門之日，飛雄手抱先王御賜黃金鐧，要鳳霞三步

一跪進門。鳳霞聲言退婚，被飛雄駁斥，指有違父命國

法。鳳霞聽添福之言，無奈跪進府門。

第四場 (原劇本注為第六場 )
洞房花燭夜，鳳霞堂前受辱，心生不忿，因此閉門不納。

飛雄解釋，之前對她施下馬威只想將她教化，又實行苦

肉計，於門外席地而睡，望鳳霞心軟。鳳霞見飛雄良久

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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劇團 :待查

年份 :待查

角色表 :

張亞鳳 ( 亦作張鳳；馬師曾飾 )、凌貴興 ( 馮醒錚

飾 )、凌宗孔 (半日安飾 )、梁桂蟬 (陳非儂飾 )、

梁天來 (馮俠魂飾 )、焦按察 (趙驚雲飾 )、凌桂仙

(李艷秋飾)、梁凌氏(陳鐵善飾)、施智伯(芒神飾)

《火燒石室》(即梁天來故事)

4 現今較流行的劇名為《刁蠻公主戇駙馬》(時作《刁蠻宮主駙馬驕》、
《刁蠻宮主駙馬嬌》或《宮主刁蠻駙馬驕》)，名伶紅線女之代表作，
舞台劇本請參考《紅線女演出劇本選集》(1998，頁 41-82)，由紅
線女及秦中英根據馬師曾版本整理。此劇亦為全球第一部粵劇動畫
電影，由紅線女領銜配唱，2004 年公映。

 現藏中心之《刁蠻宮主憨 ( 戇 ) 駙馬》為泥印班本，封面以原子筆
注上「明日提前下午二時度戲」，又注明持曲人為譚蘭卿，劇中人
為「鳳霞」，唯真正使用人應為文武生，因內文只有孟飛雄的介口
才有親筆批注。現藏本場次不全，部份情節及人物與現今流行的演
出本有異。

5  飛雄命鳳霞跪拜，二人對唱小曲《走馬》，為全劇高潮唱段之一，
同曲見現時同名舞台版本「三步一拜進洞房」一場。

未有離去，感其誠意，但為免失去公主儀範，遂悄悄拉

開門閂，望他叫門時，自己拍門而進。飛雄自感駙馬身

份，要鳳霞三請三催，才肯入房。鳳霞不從，氣上心頭，

回宮欲將飛雄治罪。

第五場 (原劇本注為第八場 )
鳳霞回宮向華夏王哭訴飛雄所為，飛雄表示為治蠻妻才

用家法，又指華夏王教女無方，顛倒是非，擾亂綱常。

華夏王被罵氣極，又命飛雄向鳳霞陪罪。飛雄寧死不屈，

被判斬刑。添福指飛雄為朝中猛將，將他斬殺，會引敵

邦來犯。鳳霞建議判他往承恩寺削髮為僧，以作懲治。

華夏王長女鳳屏公主聞飛雄被迫出家，為免鳳霞抱憾終

生，決意游說她向駙馬請罪。

第六場 (原劇本注為第九場 )
鳳屏向鳳霞曉以大義，指飛雄不是薄倖男兒，又提及自

己嫁後不久便守寡孀居，深明失去丈夫的苦處。她指出

若華夏王駕崩，新君登極，鳳霞年紀漸老，便孤立無援。

奴婢綠珠及彩環先後進言，指女子自梳，多是晚景淒涼。

鳳霞恍然大悟，鳳屏勸她速向飛雄認錯，夫妻才得團圓。

第七場 (原劇本注為尾聲 )
鳳霞往寺中向飛雄認錯，又闖死明志。飛雄表示出家容

易歸家難，對鳳霞作多番試探，以測試她是否真心改過。

( 原劇本至此曲文散佚 )

分場簡介

第一場
凌貴興屢試不第，遂相信風水之說，認為凌家祖墓雖然

坐向極佳，惜表兄梁天來所居石室犯煞氣，因此凌家後

人才失意科場。他命凌宗孔求天來拆卸石室，宗孔表示

天來不允，又指他指責凌家財雄勢大，俱是吞併自梁家

的不義之財，只是礙於親戚情面，才不作追究。貴興聽

罷，怒不可遏。

第二場
凌桂仙 ( 貴興妹妹 ) 拜訪姑母梁凌氏及表妹梁桂蟬，並向

她們陪罪。凌氏及桂嬋勸她勿因諫成仇，傷及兄妹和氣。

第三場
梁天來、梁君來昆仲自從父親去世，遺下生意，被迫少

小離家，料理家業。天來慨嘆貴興著宗孔求他拆卸石室，

但石室乃先祖留下，加上慈母在堂，他不敢擅自拆毀，

以免蒙上不孝之名，因而婉言推卻，怎料因此成仇。君

來指母親凌氏壽辰將至，建議堂前祝壽，以慰親慈。

第四場
乞丐張鳳為人仗義，他知道貴興將於八月二十三晚二更

三點以打劫為名，加害梁家，勸天來盡快逃走。天來感

謝張鳳救命之恩，又贈銀答謝。凌氏叫天來、君來、養

福 ( 天來兒子 ) 到舖中躲避，一眾女流留在家中，諒惡人

未必將她們難為。

第五場
宗孔、貴興與惡人林大有、凌美嫻等人往石室，惜沒法

撬開大門，遂放火欲以烟火攻入。燒死室內老弱後，眾

人歡呼揚長而去。天來向焦按察伸寃，道出寃情。焦按

察命人從石室抬出屍首，各人死狀慘極。七屍八命，天

來逐一檢認，悲慟不已。

第六場
天來欲找人寫狀書控告貴興，但聞他已用錢財疏通官府。

張鳳指自己可以到衙門作證，宗孔受貴興所托，欲收買

張鳳，免其作證，反被張鳳臭罵一番。

第七場
貴興為阻止天來告狀，疏通官府李豐。李豐要求貴興讓

出妾侍小娟，貴興為求勝出官司，忍痛割愛。

第八場
焦按察開堂審訊，張鳳力證貴興惡行，反被指受賄作假

證，又受重刑迫供。他痛極狂呼，卻寧死不屈，最終吐

血斃命。焦按察將他屍首抬荒崗埋葬，並另日再審。天

來慘切哀號，全劇告終。

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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盧有容遺詩

盧有容先生離世前曾仿《木蘭辭》的格式創作本詩。當時政治動盪、社會不穩，正值壯年

的他卻貧病交迫，又苦百物騰貴，三餐不繼，需要借貸及典賣家當以維生渡日。作者患上

喘咳病，心枯力竭，無奈未能從征報國，又未能靠勞動工作謀生。他於詩末表達自己生死

不得的無奈，後來他皈依佛法，藉以釋懷。  

	 懨懨重懨懨	 一日復一日	 臥病泰半年	 寂寞居斗室			

	 願言難為聲	 有作慵握筆	 胸臆滿牢騷	 安能長抑塞			

	 用綴自哀詞	 呼兒為紀述	 我生不逢辰	 終老甘蠖屈 1		

	 世情隨事遷	 變幻誠難測	 斗米售千金	 尺布需百鎰 2	

	 物價高於雲	 宇宙莫倫匹	 我病正斯時	 所業隨之失		

	 消費累萬千	 生產卻無一	 告貸向親知	 親知樂賙卹 3		

	 可暫不可常	 債臺當戶屹	 變賣及家私	 內子中情惻	

	 申申其詈子	 貴入胡賤出	 無辜架上書	 片片供裹物	

	 几桌雖廢殘	 求售等於乞	 變產四折之	 廢圃及蓬蓽		

	 典鬻合九千	 月餘用且訖	 澹泊勉支持	 畢竟窮羅掘	

	 豈不願策名	 無以輔其實	 豈不願作師	 頹唐難表率		

	 豈不願從征	 力弱難擊賊	 豈不願行傭	 誰僱支離骨	

	 心力信交疲	 有文應有質	 輒自疚神明	 何當安豫逸	

	 縱不贍妻兒	 能勿醫喘咳	 喘咳匪易醫	 藥貴購無術		

	 遑遑米與薪	 調理或疏忽	 所遇復憂傷	 於焉成痼疾		

	 呼吸不自由	 長短乖定律	 最愁喫兩餐	 且嚥且戰慄	

	 欲廢飢腸鳴	 欲進喉鼎沸	 哽噎轉呻吟	 喘促氣頻窒

	 暝目思悠悠	 慰情惟兀兀 4	 涕淚橫空揮	 擬向蒼蒼詰	

	 求生既不能	 求死亦不得	 無言四大空	 合掌皈(依)佛			

1  蠖乃昆蟲，行時屈伸其體。「蠖屈」比喻人不遇時，則屈身求隱，待來日再展宏圖。   3  賙卹，即救濟。  
2  鎰為古代黃金計量單位，「百鎰」極言貨幣之多。 4  兀兀，意謂「依然」。

甲申年（1944年）除夕口占以鄉音為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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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歷年來不少有心人士、傳播出版機構及學術團體相繼發掘、整存及編彙出版粵

劇文本，使之得以流傳於世。本期簡介部份具參考價值的劇本彙編，以饗讀者。戲

曲資料中心歡迎公眾人士親臨查閱有關資料。

館藏
介 紹

《
粵
劇
三
百
本
》
朱
永
膺
編

編者朱永膺為廣東新會人士，1912 年在香港出生。他天資聰穎，自小攻讀國學，長大後畢業於國民大學，

修讀政治、經濟及法律學科。他於公餘之暇，常以剪報自娛，1990 年至 1992 年間將剪報曲詞編彙成《粵

劇三百本》，出版屬研究及非牟利性質。戲曲資料中心現藏一至十冊， 現將各期目錄重刊如下，供讀者

參考﹕

第一冊

 劇名 頁

1 一片冰心在玉壺 1
2 一寸相思一寸灰 9
3 一年一度燕歸來 15
4 一結同心萬古愁 27
5 一曲鳳來儀 34
6 一把存忠劍 40
7 一點靈犀化彩虹 46
8 一彎眉月伴寒衾 56
9 一劍能消天下仇 57
10 三十年梵宮琴戀 65
11 三司會審殺姑案 72
12 三百日魚水歡情 81
13 三春審父 90
14 三喜同堂 96
15 天女散花 103
16 天堂地獄再相逢 109
17 天魔女肉搏葬三雄 114
18 天魔刧 122
19 元順帝夜祭凝香兒 129
20 王子復仇記 135
21 王祥雲之妻 143
22 王寶釧 151
23 王昭君 156
24 玉龍彩鳳渡春宵 163
25 玉女凡心 170
26 玉面霸王 178
27 武則天 186
28 青磬紅魚非淚影 192

第二冊

1 春花引鳳凰 1
2 春風秋雨又三年 8
3 春風帶得歸來燕 15
4 春鶯盜御香 21
5 秦淮月照狀元紅 27
6 秦娥夢斷秦樓月 31
7 魂化瑤臺夜合花 36
8 魂斷七絃琴 44
9 碧波潭畔再生緣 50
10 琵琶江上琵琶血 54
11 十八羅漢收大鵬 62
12 十奏嚴嵩 68
13 十載繁華一夢銷 76
14 廿載紅裳恨 85
15 木蘭從軍 94
16 五福齊來錦繡家 101
17 正德皇鳳閣哭魂歸 110
18 可憐天下父母心 116
19 可憐夫 124
20 巧鳳試郎心 130
21 西廂記 133
22 西施傳 144
23 再世紅梅記 150
24 杜鵑花裡杜鵑啼 155
25 曹子建洛水祭宓妃 159
26 賈寶玉夜雨訪晴雯 163
27 臥薪嘗胆 169
28 真假孟麗君 174
29 真假武潘安 181

第三冊

1 柳毅傳書 1
2 桃花女三氣周公 5
3 楊玉環三氣江采蘋 10
4 楊乃武與小白菜 16
5 黃花四烈士 28
6 禁巢粉蝶悼鵑紅 35
7 禁苑雙梅 40
8 棒打負心人 46
9 楚雲雪夜盜檀郎 50
10 歌殘血雁飄 57
11 歌后情放莽將軍 65
12 醋紅娘 72
13 撲火春蛾 80
14 燕歸人未歸 87
15 韓信一怒斬虞姬 90
16 韓世忠與梁紅玉 96
17 橫霸長江血芙蓉 101
18 飄零二孤女 105
19 樊梨花 111
20 大明英烈傳 118
21 百花亭贈劍 129
22 在天願為比翼鳥 138
23 百戰榮歸迎彩鳳 142
24 奇花名士戲金剛 149
25 雪嶺梅魂 155
26 雷劈好心人 161
27 雲想衣裳花想容 167
28 雷劈順母橋 173
29 霸王妖姬 178
30 七劍十三俠 186

第四冊

1 芸娘 1
2 貞花憐鐵漢 8
3 花木蘭 14
4 花月東牆記 17
5 花王之女 25
6 花開錦繡帝皇家 31
7 花開錦繡鳳朝陽 39
8 花債狀元還 45
9 花蕊夫人 53
10 花染狀元紅 57
11 花落江南廿四橋 63
12 花街節婦 69
13 花國公卿 76
14 英雄兒女保江山 80
15 苦盡甘來 86
16 長使英雄淚滿襟 93
17 荊軻 100
18 馬嵬驛 104
19 惹火朱唇萬骨枯 106
20 莽漢氣將軍 116
21 蕭月白 122
22 薛丁山夜祭樊梨花 128
23 蘇小小 136
24 蘇后解紅羅 145
25 蘇后解紅羅天齊寺會母 150
26 蘇東坡夜夢朝雲 158
27 董小宛 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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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冊

1 蕩婦殺妾慘案 1
2 薄命桃花處處香 8
3 夢裡西施 15
4 蓬門未識綺羅香 21
5 艷曲梵經 31
6 艷陽丹鳳 41
7 光緒皇夜祭珍妃 49
8 四郎探母 54
9 肉陣葬龍沮 60
10 明月漢宮秋 66
11 吳宮鄭旦鬬西施 73
12 吳越春秋 82
13 壯士悲歌 86
14 眼前人隔萬重山 93
15 剔開紅熖救飛蛾 100
16 蛇蠍美人心 105
17 單刀會五龍 112
18 罪惡鎖鏈 119
19 野寺魂歸駡玉郎 128
20 野玫瑰怒殺洪承疇 135
21 黑獄斷腸歌 143
22 販馬記 152
23 閨留學廣 159
24 羅敷愛使君 165
25 啼笑姻緣 173
26 崑崙奴夜盜紅綃 179

第六冊

1 千紅萬紫喜臨門 1
2 牛郎織女 8
3 生死緣碰碑 14
4 生龍遇仙上集 22
5 生龍遇仙下集 29
6 牡丹亭 34
7 我笑蓮花似六郎 38
8 香銷十二美人樓 47
9 香囊記 59
10 重台別 66
11 穆桂英 73
12 白楊紅淚 78
13 白楊塚下一凡僧 86
14 血海紅鷹 94
15 血海蜂 100
16 血掌紅蓮 107
17 傷心人似杜鵑啼 119

18 梟巢孤鶩 126
19 雙燕喜臨門 131
20 雙料龜公 137
21 雙蛾弄蝶 143
22 雙龍丹鳳霸皇都 149
23 歸舟 156
24 后羿憶嫦娥 161
25 復活情魔 167
26 人細鬼大 174
27 八千里路雲和月 179
28 合歡人結合歡緣 187
29 合巹離魂 194

第七冊

1 含笑飲砒霜 1
2 金釧龍鳳配 7
3 金童玉女 13
4 金瓶梅 20
5 金龍彩鳳賀新歲 26
6 欽差大臣 30
7 彩鸞燈 39
8 彩鸞盜婚 45
9 彩鳳還巢 53
10 銀城雙粉俠 59
11 慾海鵑魂 66
12 慾海雙痴 75
13 鍾馗嫁妹會劉郎 82
14 鐵漢蠻花 89
15 錦湖艷姬 96
16 香雪海 104
17 九節鳳凰簫 113
18 月下琴挑淑婦魂 120
19 月落烏啼霜滿天 126
20 丹青配 133
21 丹鳳落誰家 139
22 危城鶼鰈 146
23 狂風暴雨弔寒梅 152
24 狂龍刁鳳喜和鳴 160
25 風雨泣萍姬 167
26 風流夜合花 173
27 風雪訪情僧 182
28 風雪悼鵑紅 187
29 風雲三國盡英雄 193
30 周瑜歸天 198
31 脂粉豺狼 204

第八冊

1 胭脂虎 1
2 胭脂虎棒打紫薇郎 9
3 胭脂染戰袍 17
4 腸斷望夫雲 23
5 鳳閣流鶯 29
6 鳳閣恩仇未了情 36
7 鳳嬌投水 42
8 鳳燭燒殘淚未乾 48
9 卿狂為我 57
10 劉金定勇斬四門 64
11 鴛鴦血濺蘆花淚 70
12 文天祥 78
13 方世玉大戰李小環 86
14 冰山火鳳凰 94
15 冷月照天涯 103
16 冷落桃花冷落心 108
17 夜出虎狼關 114
18 夜夜念奴嬌 120
19 唐明皇夜審安祿山 127
20 痴郎枕畔兩蠻妻 133
21 痴魂怒火碎琴台 141
22 雍正皇與年羹堯 146
23 凌霄孤雁上卷 154
24 凌霄孤雁下卷 160
25 高君保私探營房 166
26 豪門蕩婦 172
27 惜花人碎落花心 181
28 淒涼姊妹碑上卷 187
29 淒涼姊妹碑下卷 193

第九冊

1 諸葛亮七擒孟獲 1
2 新茶花女 9
3 新粉面十三郎 15
4 新夜弔白芙蓉 22
5 新海盜名流 27
6 新毒玫瑰 35
7 情僧夜走百花台 43
8 情僧偷到瀟湘館 53
9 情花浴血向斜陽 58
10 情慾袈裟 71
11 龍潭血葬夜明珠 77
12 火海情天並蒂花 87
13 火海葬香妃 94
14 火海勝字旗 104
15 火燒天齊寺 110
16 火雁啼鶯 119
17 火網梵宮十四年 127
18 火葬鍾無艷上卷 134
19 火葬鍾無艷中卷 142
20 迷宮妖后 147
21 普天同慶 153
22 粉娥騷俠 161
23 義薄雲天 168
24 義薄雲天扶漢室 178
25 宋江怒殺閻婆惜 184
26 清宮恨史 193
27 法網哀鴻 204
28 海棠淚 212

29 漢武帝夢會衛夫人 219
30 漢皇淚滴素馨斜 226
  

第十冊

1 梁山伯與祝英台 1
2 潘大少偷祭金嬌墳 8
3 潘安醉綠珠 14
4 淡掃娥眉朝至尊 20
5 神劍鬧吳宮 27
6 刁蠻元帥莽將軍 34
7 刁蠻宮主戇駙馬 41
8 司馬相如 48
9 張巡殺妾饗三軍 54
10 張君瑞情殺賈寶玉 60
11 屠城鶼鰈淚 67
12 孤臣浴血孤星淚 75
13 孟麗君 84
14 女帝香魂壯士歌 89
15 袈裟難掩離鸞恨 95
16 嫡庶之間難為母 99
17 飛賊白菊花 109
18 孀魂偷會牡丹亭 114
19 紅白牡丹花 121
20 紅線盜盒 129
21 紅菱血 138
22 紅梅閣上夜歸人 145
23 紅孩兒大戰馬騮精 152
24 紅樓金井夢 157
25 紅樓夢 162
26 陳後主夜投胭脂阱 171
27 隋宮十載菱花夢 178
28 綵（彩）雲仙子鬧禪台 184
29 蠻愛 192
30 鸞鳳換香巢 198
31 斷腸姑嫂斷腸天 208

( 上表蒙鄭寧恩博士協助整

理，特此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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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中文大學

粵劇研究計劃籌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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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許可，不得轉載。　　　印刷數量：3000份

設計及承印：唯美印刷製作公司　celiatsang@wellfitpro.com　tel: 2790 3212

戲曲資料中心聯絡及查詢

地址　沙田香港中文大學許讓成樓 G06 室
電話　(852)3943-3005
傳真　(852)2603-5273
電郵　corp@cuhk.edu.hk
網址　http://corp.mus.cuhk.edu.hk/corp

捐贈者 捐贈日期 獲捐藏品

Prime Disc Limited/
劉鳳竹小姐

2012 年 10 月 10 日 《紅伶 唱家  新秀同匯演》成語戲曲 DVD 及《韓愈祭鰐魚、杯弓蛇影》DVD 各乙隻

盧任楷先生
盧八方女士

2012 年 10 月 16 日 《南國紅豆 莞邑飄香──莞籍粵劇名人錄》乙本、盧有容先生資料及相片四份

蕭啟南先生
2012 年 11 月 15 日 《廣東下四府粵劇臉譜》光碟乙隻

2013 年 3 月 19 日 戲曲黑膠唱碟十三項

鄧　坤先生 2012 年 12 月 8 日 《南國弦聲》（複製本）乙本

梁智仁先生 2012 年 12 月 27 日 國慶粵曲光碟乙隻

張文珊女士 2013 年 1 月 2 日 《戲脈流芳──廣州粵劇團六十年劇本選（全八冊）》乙套

盧譚飛燕女士 2013 年 2 月 26 日 《大武旦   王芝泉》、《粵劇曲藝月刊》(199 及 200 期 ) 各乙本

香港和韻曲社 2013 年 3 月 6 日 《香港和韻曲社》社訊創刊號乙本

廖玉鳳女士 2013 年 3 月 6 日 「陳國源先生八秩榮壽大慶 感謝梨園六十載」請帖乙份

李天弼伉儷 2013 年 4 月 23 日 戲曲書籍、曲譜及演出場刊 ( 具體數目待點算 )

黃滔先生
( 經凌小玲女士 )

2013 年 4 月 29 日 《情繫梨園八十秋  2010 黃滔從藝八十年紀念特刊》乙本

黃仕忠先生、

李芳女士、

關謹華女士

2013 年 5 月 2 日 《新編子弟書總目》乙本

黃志營先生 2013 年 5 月 21 日 《鼓韻聲傳》（連光碟）三本

戲曲資料中心獲捐藏品

香港經典系列：《香港神功戲》

著者﹕陳守仁　攝影﹕葉正立

出版﹕三聯書店 (香港 )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12年 9月第一版

內容﹕	本書為《神功戲在香港——粵劇、潮劇、福

佬戲》(1996，香港中文大學粵劇研究計劃

出版 ) 的再版，以圖文記錄 1990年代香港

神功戲的類別、劇種、戲班信仰、神功儀式、

例戲演出及神功戲籌辦過程等。

• 粵劇名伶芳艷芬於 2012 年 9 月捐款三百萬元予香港

中文大學，供粵劇研究及推動粵劇發展之用。

• 「詩的戲劇﹕崑劇」講座於 2012 年 11 月 6 日在香

港中文大學陳國本樓舉行。講者為香港中華文化促進

中心崑劇研究及推廣委員會委員、香港和韻曲社社長

出
版
消
息
／
戲
曲
活
動

張麗真女士，參加人數約 25 人。講座全文撮錄現已上

載至戲曲資料中心網頁，歡迎讀者瀏覽下載。

• 「香港演藝學院演藝青年粵劇團戲曲導賞」於 2013 年

1 月 30 日在香港中文大學陳國本樓舉行，內容包括戲

曲簡介及折子戲《木蘭從軍》示範。參加人數約 80 人，

同學反應熱烈。

• 香港中華文化促進中心主辦「癸巳新春團拜暨崑曲聚

唱」，已於元宵節 (2013 年 2 月 24 日 ) 假饒宗頤文化

館舉行，參加者眾，除香港和韻曲社社員外，還有本

港及廣州曲友，更邀得樂漪萍老師 ( 香港和韻曲社榮譽

顧問 )、「江蘇省崑劇院」院長李鴻良、演員龔隱雷、

徐雲秀、錢振榮、裘彩萍、計韶清及笛師王建農、樂

師張亮等光臨。李院長、龔隱雷、徐雲秀、錢振榮和

裘彩萍都分別示範了精彩唱段，王建農老師更為該團

演員和曲友陳春苗擫笛，使在場人士大享耳福。

戲曲資料中心於 12/13 年度誠蒙以下人士義務協助，特此鳴謝：
孫名慧、劉麗麗、蔣鎮鴻、顧辰、黃渺詩、周珮君、Irene S. Ho、Carolyn Lau（排名不分先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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