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非遺您又知幾多？

涼茶盂蘭仲有龍舟噃，

南音嘆歌您有冇聽過？

免費睇騷學嘢聽好歌！聽好歌！



非遺進校園節目系列：

非遺 •欣賞  — 無伴奏合唱

在步伐急促的時代，您有否細味城市每個角落，了解那些看似自古已在、習以為常的傳統文化？

非物質文化遺產辦事處聯同香港青年協會，首次以無伴奏合唱音樂，編制嶄新曲目，以萬變的人聲帶領大家

發掘香港珍貴而獨特的文化歷史寶庫。透過這次傳統和創意結合的體驗，您就會發現傳統習俗與技藝背後，

充滿民間智慧與點滴故事。

不可思議

老的街　藏百態
遇見火龍兩邊擺
暗角書齋　城市邊界
圍村話滿街

可有令你期待尋找　它的最初（古今間交錯）
不可抹掉那　懷舊痕跡和經過
這些記憶　造就你我

睜開雙眼會看見　發覺身邊總有些東西　永不改變
看世界遺留的經典　學會珍惜那些　歷史的寫照

埋藏著動人故事　未為意
在你身邊總　有些不可思議
打開雙眼　才會看見
發覺身邊有些　不可思議 Yeah

打開雙眼　才會看見
發覺身邊有些　不可思議

眼昏昏　頭腦睏
喝苦茶降體溫
拜祭聲音　城市昏暗
滿鬼節氣氛

可有令你期待尋找　它的最初（古今間交錯）
不可抹掉那　懷舊痕跡和經過
這些記憶　造就你我

睜開雙眼會看見　發覺身邊總有些東西　永不改變
看世界遺留的經典　學會珍惜那些　歷史的寫照

埋藏著動人故事　未為意
在你身邊總　有些不可思議
打開雙眼　才會看見
發覺身邊有些　不可思議

打開雙眼　才會看見
發覺身邊有些　不可思議（有永不改變）Yeah

作曲: 洪樂㬢    |    填詞: 洪樂㬢    |    編曲: 馬顯融，DTT



作曲: 馬顯融    |    編曲: 馬顯融

龍舟遊涌

甚麼是非遺?

非物質文化遺產是指被各社區、群體，有時是個人，視為其文化遺產組成部分的

各種社會實踐、觀念表達、表現形式、知識、技能，以及相關的工具、實物、手

工藝品和文化場所。這種非物質文化遺產世代相傳，在各社區和群體適應周圍環

境以及與自然和歷史的互動中，被不斷地再創造，為這些社區和群體提供認同感

和持續感，從而增強對文化多樣性和人類創造力的尊重。

 「非物質文化遺產」包括以下各方面：

1 口頭傳統和表現形式，包括作為非物質文化遺產媒介的語言；

2 表演藝術；

3 社會實踐、儀式、節慶活動；

4 有關自然界和宇宙的知識和實踐；及

5 傳統手工藝。

大澳端午龍舟遊涌

每年端午節，大澳三個傳統漁業行會，即扒艇行、鮮魚

行和合心堂，均舉辦傳統「龍舟遊涌」宗教活動。三個

行會成員於農曆五月初四早上划著龍舟、拖著神艇，到

大澳四間廟宇「接神」，請出代表楊侯、天后、關帝、

洪聖的小神像，接返各行會供奉祭祀，並於翌日端午節

進行遊神活動。儀式活動過後，當天下午會把小神像送

返各廟宇。這項獨特的祭祀活動已傳承了超過一百年。

大澳端午龍舟遊涌於2011年列入第三批國家級非遺代表

性項目名錄。



嘆歌

 「嘆歌」是香港水上居民傳承的歌謠，多用於傳統

婚嫁及喪葬儀式中，嘆歌主題多環繞思念親人、

社會責任等。嘆歌的特點是旋律簡單以及相對固

定的歌詞，而歌者亦可以配合現場環境，即興調

整與創作。

作曲: 傳統樂曲，洪樂㬢    |    填詞: 傳統樂曲，洪樂㬢    |     編曲: 馬顯融

大家嫂

大家嫂　呀唉　嫂呀，阿姑　做慣嗲姑，練慣嗲呀女唉；
呀姑未曾佢就　嗅過就火煙呀𡃴唉
大家嫂　呀唉　嫂呀，阿姑　食飽呀三餐，又架勒晾唉；
嫂呀阿姑　熱頭就正頂，佢就艙底陰呀凉唉

大家嫂呀　艇尾功夫佢全部做得穩呀唉
大家嫂呀　每晚招呼我爹娘就寢
負責煮足三餐　熨衫抹地　再洗床被單
我阿哥娶到佢返嚟　佢三生又有幸呀

學阿嫂　一點就　起身換衫　等三點
去裝香　再擔櫈　還神眼瞓照忍
就算等雞啼　全世界起身　都無得瞓

阿嫂佢多元才能　再加上聰明為人
佢咁嘅資質　去邊處搵
你要耐性　佢有　大器都有
娶到佢返家　全靠媒人
到我出嫁　仿如舊雲
我這副蠢愚為人
要點至　可以做個　賢淑女人
我會努力發奮　要做到好似阿嫂咁
唔做新屋企嘅陪襯

大家嫂呀　艇尾功夫佢全部做得穩呀唉
大家嫂呀　每晚招呼我爹娘就寢
做到半夜都得　無怨天怨地　更加唔會嬲
我阿哥娶到佢返嚟　佢三生有幸呀

落力似阿嫂咁
一點就　起身換衫　等三點
再梳髻　插花著長裙　勤力滿分
就算等雞啼　全世界起身　都無得瞓

阿嫂佢多元才能　再加上聰明為人
佢咁嘅資質　去邊處搵
你要耐性　佢有　大器都有
娶到佢返家　全靠媒人
到我出嫁　仿如舊雲
我這副蠢愚為人
要點至　可以做個　賢淑女人
我會努力發奮　要做到好似阿嫂咁
唔做新屋企嘅陪襯

至弊佢日做夜做　邊個會聽佢心中煩惱
佢凡事遷就　又怕嫁錯　與君不能長久
好彩佢攤開心事　同阿哥講返掂數
再繼續相親相愛　不分開　幸福滿載

我要學阿嫂　多元才能　再加上溫柔迷人　

佢咁嘅資質　話咁易搵
你要耐性　我有　大器　都有
娶到我返家　唔靠媒人
看我出嫁多才技能　唔再做蠢愚為人
要做到屋企　最重要嘅女人

我會努力發奮　要做到好似阿嫂咁
唔做新屋企嘅陪襯
唔係新屋企嘅陪襯



香港潮人盂蘭勝會

香港的潮籍人士約一百二十多萬，他們積極傳承潮汕的人文風俗。每年一度的中元節，各地區的旅港潮

人均舉辦盂蘭勝會，從農曆七月初一起舉行，直至七月底止，歷時一個月，至今已有一百多年的歷史。

盂蘭勝會主要是祭祀祖先及陰曹無祀孤鬼，活動包括燒街衣、潮劇神功戲、化大士王、派平安米、福物

競投等。香港潮人盂蘭勝會於2011年列入第三批國家級非遺代表性項目名錄。

他為著其母　孝義望能報
眼看變餓鬼他不忍目睹
法力盡彌補　心願向佛告 
用百果供給僧眾 罪孽可掃

在這天　望再見
過往在世　父母親養育未忘掉
祀祖先　可紀念
給答謝至親　仍是掛牽

人生於世　命歸有時
一紮白雪菊花　收到念記嗎
即使零丁孤魂　都可給記掛
街衣裡相見　盂蘭共你賑施
明年再會面　好嗎

七月又來到　掛念願能訴
懺悔附薦祖先都可聽到
福物宅平安　神功戲與靈看
望往生歸來　仍能共聚一堂

在這天　望再見
過往在世　父母親養育未忘掉
祀祖先　可紀念
給答謝至親　仍是掛牽

人生於世　命歸有時
一紮白雪菊花　收到念記嗎
即使零丁孤魂　都可給記掛
街衣裡相見　相約到下輩子

人生於世　命歸有時
一紮白雪菊花　收到念記嗎
即使零丁孤魂　都可給記掛
街衣裡相見　盂蘭共你賑施
街衣裡相見　人群共你靠依
盂蘭中呼喚　可會聽到嗎
約定你明年　再會面好嗎

作曲: 洪樂㬢，馬顯融    |    填詞: 洪樂㬢，馬顯融    |    編曲: 馬顯融

街衣裡相見



南音

南音是用廣府話説唱的曲藝，20世紀初曾是香港流行的娛樂，演唱者多

為失明藝人，一般用古箏、椰胡等伴奏，並用拍板敲擊節拍，歌詞內容大

多反映社會下層的生活困境。現時，南音多融入粵劇、粵曲中，成為其中

的演唱元素。

涼風有信，

秋月無邊；

虧我思嬌情緒，

好比度日如年。

小生繆姓乃係蓮仙字；

為憶個多情歌女，嗰位麥氏秋娟。

唉見佢聲色與共性情，堪我贊羨；

佢重更兼才貌兩雙全。

作曲: 葉瑞伯    |    填詞: 葉瑞伯    |     編曲: 馬顯融

客途秋恨(節錄)



非物質文化遺產小知識

1. 大澳端午龍舟遊涌的由來？
相傳百多年前，大澳出現瘟疫，漁民用龍舟拖着

小艇在水道巡遊，小艇上載有從大澳各廟宇接來

的神像，藉此潔淨社區，驅除瘟疫。之後，這個

當地稱為「龍舟遊涌」的傳統維持到現在。

2. 什麼是神功戲？

 「神功」是指敬奉神明而做的功德，廣府團體在籌

辦神誕、太平清醮及廟宇開光等神功活動時，大

多會聘請粵劇戲班在臨時搭建的戲棚內演出神功

戲，以娛神娛人，人神共樂。

3. 為什麼港式奶茶俗稱「絲襪奶茶」？
 什麼是錫蘭？

因為隔走茶渣的白布袋經重覆使用後染上茶漬而

顏色變黃，仿如女性用的絲襪，故俗稱「絲襪奶

茶」。錫蘭現稱斯里蘭卡。殖民地時期，英國人將

英式奶茶引入香港，便是將錫蘭出產的細葉紅茶

加入糖和奶一同享用的飲品。

了解更多: 

了解更多: 

了解更多: 



涼茶

涼茶是流行於嶺南地區的一種飲料，以特定的中

草藥烹煮而成。在嶺南地區地濕水溫的氣候環境

中，涼茶成為大眾袪濕降火、解燥消暑和防治感

冒的一種獨特飲食文化。涼茶在香港已有百餘年

歷史，從前的涼茶店鋪更是大眾消遣的地方。現

時涼茶仍是日常生活中一種功能性飲品，承載了

獨特的民間智慧及傳統文化。涼茶於2006年列入

第一批國家級非遺代表性項目名錄。

港式奶茶製作技藝

港式奶茶俗稱「絲襪奶茶」，由殖民地時代的英

式奶茶，經過百年的逐漸演變，成為今天香港普

羅大眾的飲品。港式奶茶由調配茶葉、煲茶、焗

茶、撞茶、撞奶等步驟泡製而成，深受香港人歡

迎。港式奶茶製作技藝反映了中西飲食文化在香

港的交融與發展，也反映出本地市民的生活和飲

食面貌。



涼茶　我自細飲佢
有咩頭暈身㷫　都飲佢
涼茶　有藥理根據
祛濕防熱飛滋　乜都退
煲涼茶　看似簡單
採浸炆煮　先有一碗嘆
涼茶　老嫩幼都讚

家下轉個角就有一間
常識堂　花生糖　中和堂　養魚塘　任你揀
變哂一樽樽咁方便
舊時嗰陣味　從未會減
仲有多款口味我都啱
廿四味　夏桑菊　崩大碗　五花茶　任你揀
個個返工　返到燶面
搞到心煩氣燥咁

就坐低飲啖茶　放鬆休息下
身心舒暢好過　凌晨落去酒吧
下個火飲啖茶　夜晚工作仍能招架
全賴祖先發明　先有得飲咋

奶茶　香港人嘅好友
日日至少飲　三杯先夠
奶茶　香港茶記先有
每日期待　三點三
話你知　沖奶茶　要功夫深厚
煲茶　隔茶　撞茶　統統都有
奶茶　師傅確係太優秀

茶記　轉個角就有一間
少甜　走冰　多奶　走糖　任你揀
點樣飲一樣咁好味
錫蘭嘅香味從未會消散　Yeah
世界各地鬥一番
英式　泰式　台式　但港式我最啱
秘訣就係嗰隻絲襪　想飲嘢潤下喉嚨

咁就坐低飲啖茶　放鬆休息下
身心舒暢好過　凌晨落去酒吧　
遇上杯好奶茶　達旦工作仍舊不怕
全賴師傅製成　先有得飲咋

點解飲茶也要鬥
明明他的喜好　不該給批鬥
喜歡飲涼茶　我有咩資格嬲
為何不接受
點解飲茶也要鬥
奶茶(涼茶)亦一樣價值極雄厚
為何計較　哪個是對手(做朋友)

就坐低飲啖茶　放鬆休息下
身心舒暢好過　凌晨落去酒吧
沒有分好壞茶　釀製手法同樣優雅
全賴祖先發明(師傅製成)　先有得飲咋(cheers!)

沒有分好壞茶

作曲: 洪樂㬢    |    填詞: 洪樂㬢    |    編曲: 馬顯融



倚殿陰森奇樹雙　明珠萬顆映花黃
如此斷腸花燭夜　不須侍女伴身旁　下去

寸心盼望能同合葬
泉台上再設新房
地府陰司裡　再覓那平陽門巷　

落花滿天蔽月光　借一杯附薦鳳台上
帝女花帶淚上香　願喪生回謝爹娘

落花滿天蔽月光　借一杯附薦鳳台上
帝女花帶淚上香　願喪生回謝爹娘

合抱連枝倚玉樓　人間風雨幾時休
在天願為比翼鳥　到死應如花並頭

寸心盼望能同合葬
泉台上再設新房
地府陰司裡　再覓那平陽門巷

落花滿天蔽月光　借一杯附薦鳳台上
帝女花帶淚上香　願喪生回謝爹娘

作曲: 唐滌生    |    填詞: 唐滌生    |    編曲: 馬顯融

帝女花之香夭 R e mix 

   劇
粵劇為廣東省主要戲曲劇種，紮根於廣東、廣西

兩地，盛行於東南亞、美加及澳洲等海外華人社

區。粵劇文本、音樂、功架、排場及服飾等都是

其重要元素。



表演者
張國穎
何文曦
洪樂曦
李政灝
馬顯融
曾見恩 

製作團隊
監製：何麗芳
創作總監及混音：李思陽
音樂總監及編曲：馬顯融
作曲及作詞：洪樂曦
影像設計：陳君明
燈光設計：歐陽翰奇
形體指導及服裝統籌：曾浩鋒
製作經理：莫偉儒
行政經理：甘韻詩
製作助理﹕陳曉陽
 陳伊琳
 李婥恩

鳴謝
香港青年協會衷心感謝以下熱心人士及機構的支持，

令是次演出得以順利舉行。

平面設計

Cyrus Lee 
Ziggy Li 

技術顧問

Stephen Ma 

嘆歌音軌

華南研究中心

排練場地

香港青年協會大埔青年空間
PH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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