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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圍頭．客家歌謠與昔日鄉村生活誌〉 

 

龍躍頭位處粉嶺鄉郊，社區文化的豐富之處，在於匯聚了圍村和客家的生活
習性與方言特色，而流傳下來的兩地歌謠更是各具風韻！歌如細水，在地自
有長流處，惜此等獨特可貴的曲韻珍藏，現今曉唱的尚有幾人？ 
 
區內一群長者聚在一起，輪流唱著塵封了的古老歌謠，越唱越開懷，不覺間
勾勒出昔日農鄉的浮世繪。傳統歌謠融入音樂元素，更是唱出女性對兩代婚
姻處境的看法，一字一句印上心頭。歌曲是流動的生命，曲能牽情，歌能繫
人。圍頭客家互唱交流之際，同為彼此的生活內容帶來感染力和共鳴感。  
 
細聽有故事的人娓娓唱遍龍躍頭的寒暑春秋，昔日農耕生活的畫面油然而生。
知音人何妨暫且放慢腳步，與歌者回首歲月樂章？ 

查詢：明愛龍躍頭社區發展計劃 — 陳先生 2669 0001 





傳統圍頭‧客家歌謠與昔⽇鄉村⽣活誌	

										參加者：文鳳瓊、林桂平、洪建強、洪			蓮、侯桂嫦、袁如波、陳春蓮、陳新鳳、	
										陳鳳英、張正娣、張帶友、梁少霞、麥雪芬、許碧霞、萬木蘭、萬金蓮、黃日明、	
										葉鳳嬌、彭鳳嬌、楊舜清、廖金蘭、鄧淑娟、劉新、鍾玉意		(以筆劃排序)	

         歌 詞 

1.〈三點鐘〉  (1:18)        曲詞：集體即興創作             合唱：活動參加者 

    三點鐘有人去信箱坐   有人遲有人早 

    好開心講咸濕嘢       有人笑有人唱歌 

     五點鐘有人走有人坐   五點半全部走晒（去歸煮飯食啦） 

          *  〈撩阿妹〉   曲詞：傳統客家歌謠     主唱：張正娣  

   **  〈麻雀仔〉   曲詞：傳統圍頭歌謠     主唱：文鳳瓊 

       本曲鳴謝：活動導師  周雪甄女士（從．心音樂治療及輔導） 

 	 	

 

       2.〈月文〉  (1:15)             曲詞：傳統圍頭歌謠       主唱：廖金蘭 

                正月查花查到尾         查來八字咁配襯 

               二月燕仔含柴築家藪     一時歡喜一時愁  

               三月穀芽照落晚             神仙來保穀芽長 

               四月沙抓蜆                     指甲平崩十慘然 

               五月龍舟更                     企在河邊慘幾曾 

               六月淋水撿槧豆             打花結子又離娘 

               七月掃禾米                     掃埋做穀執歸臨 

               八月小十五                     難望同見賞月明 

               九月人祭祖                     難望同見祭祖墳 

               十月菊花開滿園             菊花含蕾我含愁 

               十一月霜雪大                 腳底重霜重踏重 

               十二月人歎正                 奴氏憾事無轉頭 

       3.〈新年歌〉 (0:33)        曲詞：傳統圍頭歌謠        主唱：袁如波 

    雞雞咯檢雞春                 鑼鼓響就登麒麟 

    三十晚貼門神                 年初一就早起身 

    梳滑頭髻點明燈             點起明燈添蠟燭  

    添起蠟燭掛檯裙             掛起檯裙唥唥聲 

        咁齊姊妹來拜年 

	

 4.〈落水天〉  (0:32)     曲詞：傳統客家歌謠                   主唱：張正娣                                                               

   落水唔係落水天       我看阿妹唔係我姻緣 

   係我姻緣看得出       開眼擔頭笑瞇瞇 

   落水好                       我唔知落到幾時長 

   我撩阿妹逛街聊       水浸天門無路行 

 5. 〈送簑衣〉  (0:14)              曲詞：傳統客家歌謠                    主唱：洪     蓮   

    大水唔落細水綿       搭訕喊來送簑衣*      *鄉間用葵葉織成的雨衣 

    送到簑衣無水落       浪費老婆嘥心機 

 6 .  〈笠麻花〉  (0:10)                曲詞：傳統客家歌謠        主唱：葉鳳嬌     

     笠麻花*  笠麻花       笠麻漲水差差下       *客家涼帽 

     我有山歌速速去       你冇山歌*割啞沙     *客家俚語解作「口啞啞」 

 7 .〈蒔禾歌〉  (0:14)     曲詞：傳統圍頭歌謠                      主唱：廖金蘭 

         蒔田仔*蒔田行         手捧禾苗五寸長         *在農田下秧苗 

   一寸到泥兩寸到水   留埋三寸透風涼 

 8. 〈掌牛歌〉  (0:13)      曲詞：傳統客家歌謠                      主唱：洪    蓮 

  掌牛好掌牛好           掌牛辛苦你唔知 

  落水北風都*愛去     手拎笠麻穿簑衣     *客家話解作「要」 

 

 
	

            13. 〈以前結婚〉  (1:27)         曲詞：集體即興創作         合唱：活動參加者 

                 家下啲人結婚      有好多公主仲有王子 

                 結咗婚    阿爸阿媽都可以唔知 

                       家下啲人結婚        好好笑       好恨嫁    吟吟笑 

                 舊時啲人結婚        喊幾日幾夜               唔想嫁 

                 我哋就衰囉           著條紅衫綠裙就去嫁囉 

                 有啲見過一次       有啲見過兩次        有啲未見過面  

                 見到都係離遠望   多得個媒人婆唔少 

                哎吔吔 婚姻如賭博  

                好醜夫妻都過一世 

              *〈罵媒婆歌〉     曲詞：傳統圍頭歌謠        主唱：袁如波 

                   本曲鳴謝：活動導師  周雪甄女士（從．心音樂治療及輔導） 

	

               9.  〈舂米歌〉  (0:09)         曲詞：傳統圍頭歌謠                        主唱：文鳳瓊   

                  噫咚嘭     舂米爛 

                  大哥駛牛  阿嫂煮飯   阿姑無事抱孫行 

              10. 〈磨米歌〉 (0:21)        曲詞：傳統圍頭歌謠                        主唱：袁如波 

                        搖捘捘磨幾籮     磨籮粘磨籮糯 

                        磨籮做*界糕       磨籮做*茶粿    *圍村以前常見的家常糕點                                        

                        搖捘咿喔             磨米煮粥       煮茶煮飯就香噗噗 

              11. 〈割柴歌 I〉  (0:21)     曲詞：傳統圍頭歌謠         主唱： 文鳳瓊／廖金蘭 

               （瓊）割柴割草硬登登        吾當嫁番一個耕田人 

                           一年兩造禾稈草        唔算蔗枯都有*地豆藤     *即「花生」    

                     （蘭）割柴割草有咩所謂    餵豬餵狗有咩問題 

              12. 〈割柴歌 II〉 (0:39)     曲詞：傳統客家歌謠                      主唱：洪      蓮 

                     （男）阿妹嫁我好        唔使攞柴割草燒 

                      一年兩造都有禾乾草    八月又有地豆苗 

                     （女）哎吔哥我唔嫁    到返園中耕粗麻 

                                 一匹粗麻*青皮拉     績麻捻線都夠當家   

                               * 麻的表層是青皮，需剝皮刮青 

                     （男）阿妹   十字街坊無人買布匹     無個嬌來買麻紗啊 

               
	

        14. 〈三朝回門〉 (2:00)            曲詞：傳統圍頭歌謠                    主唱：粱少霞 

                   三朝回門我都想死    我爹呀我父親    今日回門只想話個實情 

                   人爹嫁女都求山出    我爹你嫁女入山林 

                   一斗油麻   爹你都有田耕      唯有我黃豆一粒  我爹你都無田賜 

                   一更聽見流水響  二更聽見鷓鴣鳴  三更聽見狼在叫  四更叫我出門庭 

                    我站在堂前有過夜漏      我走出門口腳進前庭   

                    一世咁長我點樣過呀      敢問賢親你是否心涼 

                    我前提檻入後腳出走      今日回去永不回還 

                    惟有望爹娘你多保重      他朝晚要加添衣裳 

                    爹娘親恩我難報              唯望我弟娘代姐還 

       15.  〈魚文〉〈鳥文〉 (1:25)   曲詞：傳統圍頭歌謠                主唱：文鳳瓊 

               （魚） 塘虱扁頭歸異國    白鱔無鱗單獨身       

                       鰂魚風吹游清水    泥鰍攪濁揞烏雲 

               （鳥）禾穀擇文能卜卦     針雞青彩享榮華 

                       鷓鴣怨恨嗟嘆影    人愁半夜畫眉清 

              我難學孔明施妙計     破巢只能實難飄 

                     況且*新過我全未曉   和蕃出寨亂飄搖   *圍頭話指初到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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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菜文〉  (1:30)         曲詞：傳統圍頭歌謠             主唱：袁如波 

    莧菜點能成晚影      夜間流淚總唔停 

    沙梨分別無相會      葡萄痛心淚暗垂 

    地豆擘開幾界      粟米含鬚一排排 

    豆角拖長奴相像      絲瓜*條掂記親娘       * 圍頭話解作「整齊」 

    棚上冬瓜無依向      園中枸杞嗌淒涼 

    唐萵摘開浮水面      生菜浮心幾慘然 

    拾份韭菜逢無緣      芽菜浮根甚慘然 

17. 〈哭娘〉 (6:00)             曲詞：傳統圍頭歌謠             主唱：粱少霞 

           往日我入門       阿娘你堂中坐 

           我上前一聲       阿娘你都笑吟吟 

           今日入門娘你堂中睡      我上前呼喚娘無語      誰知娘你經已撒手塵寰     

            

           今日跪在靈堂頭散髮      跪在地中 剝 環     散髮 耳

           手拿白衣披在女兒身體上      著上白衣作孝常 

           手拎黃麻來勒腰    手扶青竹孝我親娘 

           人有頭毛咁白都有爹共奶     唯我青絲一束都冇我爹娘 

            

           為人冇個親生奶     慘過皇天冇日頭 

           為人無個親生奶     慘過長坑無水流 

           今日娘你忍心到離兒女    以後我兒女冇奶提攜 

 

  

 

 

 

 

 

24. 〈覺覺仔〉 (0:20)                曲詞：傳統圍頭歌謠         主唱：文鳳瓊 

     覺覺仔   拍覺背 

 覺醒仔    大姨來 

 大姨擔到咩餅 

 擔到油麻*肉仔餅 圍頭話解作「        * 肉碎」 

 畀個弟    畀個妹 

 人人派個又行開 

 

© 
℗ 

Manufactured by Caritas Lung Yeuk Tau Community Development Project
Warning: ALL Right Reserved. Unauthorized duplication is a violation of applicable laws.

第 4 頁 (共 4 頁) 

℗© 2017 明愛龍躍頭社區發展計劃 

 				

娘你慈祥膝下賢孝子            你孝順兒女跪在你靈前 

百子千孫守孝在你靈堂上    你福祿壽全留畀子孫 

滿堂賓客來拜你                    你保佑賓客回歸買屋又買田 

你啲孫婆叔女來拜你            你保佑叔女回歸夫婦齊全 

 

左手三揸白米飯       入落皇眼做米糰 

右手三揸黃金穀       入落金眼畀奶你作榖糧 

一座大屋畀娘住       金童玉女伴娘行        

金銀衣紙畀娘用       牛頭玉卒傍娘兩邊行  

 

百子千孫送娘上高山       你保佑子孫個個光耀門庭 

百子千孫送娘上高山       娘上高山永不回還 

青草污泥 泥有枯木          黃沙枯木冇奶相逢 

青草污泥 泥有枯木          黃沙枯木冇奶相逢 

 

娘你好人行好路       到了雲天入仙庭 

你法力無邊保佑天下太平 

娘你好人行好路        一條大路到天庭 

到了天庭入仙界       你法力無邊保佑天下太平 

 

20. 〈雞公仔〉 (1:14)      曲詞：傳統圍頭歌謠                主唱：袁如波 

雞公仔    尾彎彎 

做人新抱甚艱難 

早早起身都話晏 

割柴割草就無日閒 

朝頭擔水就淋花樹 

晚間嗌磨就不能眠 

一夜舂埋三擔黃粘穀 

粒粒就種成把過銀 

嗰粒唔白就打一捧 

早起對頭就瞌下眼 

搵盆滾水就過頭淋 

滾水淋來都頂得住 

鐵尺打來就痛歸心 

三條竹仔就下下落 

三三該九就九條痕 

 

 

 
	

20. 〈沙碌仔〉  (0:07)   曲詞：傳統圍頭歌謠     主唱：侯桂嫦、鄧淑娟 

   *沙碌仔        裡頭紅     * 圍頭話「燈籠」的舊稱 

     今晚唔蓬    聽晚蓬  

21. 〈對面唱歌對面玩〉 (0:15)      曲詞：傳統客家歌謠     主唱：張正娣 

    對面唱歌對面玩  對面劈柴山過山 

    對面嗰隻阿舅仔  借我山歌幾時還 

22. 〈山歌唔唱留肚中〉 (0:17)      曲詞：傳統客家歌謠      主唱：張正娣 

    山歌唔唱留肚中   錢銀唔使搲爛銅 

    阿嬌十八唔打扮   老來打扮浪手工 

23. 〈月光光〉  (0:40)                曲詞：傳統廣東歌謠     主唱：袁如波 

  月光光    照地堂 

  乖仔你乖乖瞓落床 

  聽朝阿媽去插禾秧囉 

  阿爸趕牛上山崗 

  乖仔你快高長大囉 

  幫手阿爸去趕牛羊      啊～ 

 

21.  〈返到娘家〉 (1:24)          曲詞：集體即興創作           合唱：活動參加者 

*即松樹果實，以前鄉間常拾來作燃料

 * 樹上毛蟲，有紅有黑，觸後感火燙㷫辣，故喚之

*圍頭話解作「靚」

*圍頭話解作「住」

  返到娘家有自由     大時大節回娘家    看見父母好開心 

         *〈松雞谷果〉 曲詞：傳統圍頭歌謠     主唱：廖金蘭 

  **〈齊家唱〉     曲詞：傳統客家歌謠     主唱：洪    蓮 

        本曲鳴謝：活動導師  周雪甄女士（從．心音樂治療及輔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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