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化趣談：從流行曲看香港文化轉變

�熱身篇──流行曲知多少？

² 喜歡聽流行曲嗎？

　　　　　　　　　　　　

º 你喜歡哪個流行歌手？

　　　　　　　　　　　　　　　　　　　　　　　　　　　　　　　　　　　

　　

¯ 想一想流行曲歌詞內容可分為哪幾類？

　　　　　　　　　　　　　　　　　　　　　　　　　　　　　　　　　　　

　　　　　　　　　　　　　　　　　　　　　　　　　　　　　　　　　　　

»　你最喜歡聽以上那類流行曲？

　　　　　　　　　　　　　　　　　　　　　　　　　　　　　　　　　　　

�　承上題，為什麼？

　　　　　　　　　　　　　　　　　　　　　　　　　　　　　　　　　　　

　　　　　　　　　　　　　　　　　　　　　　　　　　　　　　　　　　　

s流行曲除了作為娛樂外，知否還有什麼用途？

著名作曲填詞人黃霑指出“從香港流行曲發展來看，看香港流行曲，已成為香港

文化中重要部份，與整個文化體系，不可分割”（轉自黃霑＜流行曲與香港文化

＞），你認為他的話對嗎？試看以下的資料才作定論。



香港文化趣談：從流行曲看香港文化轉變

香港經歷了數十年的風風雨雨，香港人對各種的社會變化有什麼感受呢？有否想

過從流行於當時的歌曲可以探究香港人的心路歷程？

──社會篇

藝術的創作來自日常生活。在生活中提取創作的題材，反映在藝術的作品上。自

七十年代起，創作人已經把音樂作為媒體，揉合了社會民生及自己的心情，給聽

眾一首首關於社會的流行歌，同時，這些流行曲亦打動了市民大眾的心而產生共

鳴，成為流行一時的歌曲。

我們試看看這些流行曲如何反了市民大眾的心聲。

dbdbdbdbdbdbdbdbdbdb
~七十年代的香港，被稱為火紅年代，皆因不少市民開始為自身權益而走上街
頭。所以這時期的歌不少都反映了市民的生活狀況，從當年的流行曲可以看見當

時的生活狀況。當時最為市民關注的是什麼？從以下流行曲中你看到什麼？

資料一：

《制水歌》　許冠傑

制水真正受氣　（又制水真冇樂趣）

又制水的確係無謂

又制水今晚點沖涼

成晚要乾煎真撞鬼

OH!　真苦透呀老友　聽朝早Ｄ起身
搵定水桶半打　裝多Ｄ水

乜都假　水緊真真冇修

快搵多Ｄ水啦老友

莫水真陰功　請保重

又制水　夜街你都無謂去

又制水　拍拖都冇話厘味

又制水　妹佢怕我週身一陣除

成晚要乾煎真正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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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鐵塔凌雲》　許冠傑

鐵塔凌雲　望不見歡欣人面

富士聳峙　聽不見遊人歡笑

自由神像　在遠方迷霧

山長水遠　未入其懷抱

檀島灘岸　點點燐光

豈能及漁燈在彼邦？

俯首低問　何時何方何模樣

回音輕傳　此時此處此模樣



何須多見復多求

且唱一曲歸途上

此時此處此模樣　此模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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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斤八兩》　許冠傑

我地呢班打工仔　通街走糴直頭係壞

腸胃

搵個些少到月底點夠洗（奀過鬼）

確係認真濕滯

最弊波士郁Ｄ發威（癲過雞）

一味係處係唔係亂黎吠

嗡親加薪塊面拿起惡睇（扭下計）

你就認真開胃

（半斤八兩）做到隻積咁既樣

（半斤八兩）濕水炮仗點會響

（半斤八兩）夠薑喳鎗走去搶

出左半斤力　想話羅番足八兩

家陣惡搵食　邊有半斤八兩咁理想

（吹漲）

我地呢班打工仔　一生一世為錢幣做

奴隸

個種辛苦折墮講出嚇鬼（死俾你睇）

咪話冇乜所謂

（半斤八兩）就算有福都冇你享

（半斤八兩）慘過滾水淥豬腸

（半斤八兩）雞碎咁多都要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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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獅子山下》　羅文

人生中有歡喜 難免亦常有淚

我地大家在獅子山下相遇上

總算是歡笑多於唏噓

人生不免崎嶇 難以絕無掛慮

既是同舟在獅子山下且共濟

拋棄區分求共對

放開 彼此心中矛盾 理想一起去追

同舟人 誓相隨 無畏更無懼

同處海角天邊 攜手踏平崎嶇

我地大家用艱辛努力寫下那

不朽香江名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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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你能描述這幾首歌的內容大意嗎？

　　　　　　　　　　　　　　　　　　　　　　　　　　　　　　　　　　　

　　　　　　　　　　　　　　　　　　　　　　　　　　　　　　　　　　　

　　　　　　　　　　　　　　　　　　　　　　　　　　　　　　　　　　　

　　　　　　　　　　　　　　　　　　　　　　　　　　　　　　　　　　　

　　　　　　　　　　　　　　　　　　　　　　　　　　　　　　　　　　　

(讓學生自由作答)
教師指引：七十年代的香港流行歌，有著反映社會民生的生活特點。當時的流行

歌，鼓勵市民要互相團結，積極面對生活（獅子山下：人生不免崎嶇 難以�無



掛慮，既是同舟在獅子山下且共濟，拋棄區分求共對）。而當時香港的生活環境

並不如現今般發達安定，打工仔為生活苦苦掙扎，而制水則是市民仍會碰到的日

常生活上的問題。

2.　你認為這跟當時的社會環境有什麼關係？

　　　　　　　　　　　　　　　　　　　　　　　　　　　　　　　　　　　

　　　　　　　　　　　　　　　　　　　　　　　　　　　　　　　　　　　

　　　　　　　　　　　　　　　　　　　　　　　　　　　　　　　　　　　

　　　　　　　　　　　　　　　　　　　　　　　　　　　　　　　　　　　

　　　　　　　　　　　　　　　　　　　　　　　　　　　　　　　　　　　

教師指引：七十年代的香港，正是要發展經濟的時代，工業的興起，帶出了連串

打工仔的問題。因此，流行歌藉著口語化的歌詞，唱出打工仔的心聲。

由於政府的銳意改革，成立廉正公署。市民日常生活上，依然有所不足，於是於

七十年代有制水的問題。然而，除了居住的問題，還有惱人的交通問題。七十年

代，社會急速發展，現有的公共交通系統實不足應付未來可預期的增長。政府於

是引入大量載客公共交通系統地下鐵路。施工期間曾引起不少民怨，而地鐵在七

九年正式通車。你們能想像現在沒有地鐵的日子嗎？



ñ八十年代至九十年代初

八十年代，香港經濟起飛，在完成基礎建設後，香港又在面對這個很重要的問題

──回歸問題及六四事件。

香港人似乎面對著他們的身份認同，他們對於前路的迷茫，你可否從以下的歌曲

中感受到？

資料二：

《今天應該很高興》 達明一派（１９８８年）

鬧市這天 燈影串

串

報章說 今天的姿

彩媲美當天

用了數天 反覆百

遍

我將心聲附加祝福 信箋寫滿

偉業獨自在美洲 很多新打算

瑪莉現活在澳洲 天天溫暖

望望照片 追憶寸寸

某一個熱鬧聖誕夜 重現目前

永達共大傑唱詩 歌聲多醉甜

秀麗伴在樂敏肩 溫馨的臉

多麼多麼的高興

多麼多麼的溫暖

快樂人共並肩

今天應該很高興

今天應該很溫暖

只要願幻想彼此仍在面前

我獨自望舊照片 追憶記往年

我默默地又再寫 彷彿相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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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救火的少年》　達明一派（１９９０年）

在某午夜火

警鐘聲響遍

城裡志願灌救部隊發現

集合在橋邊 十個決定去救火的少年

其中一位想起他少鍛煉

實在是危險 報了名便算

另有別個勇敢的成員

為了要共愛侶一起更甜

靜悄靜悄 便決定轉身鼠

又有為了母親的勸勉

在這社會最怕走得太前

罷了罷了 便歸家往後轉

十個決定去救火的少年

來到這段落 只得七勇士

集合在橋邊 為了決定去救火的主見

其中三位竟終於反了臉 謾罵著離開

這生不願見 尚有共四個穩健成員

又有個願說卻不肯向前

在理論裡 沒法滅火跟煙

被撇下這三位成員 沒法去令這猛火不

再燃

瞬息之門 葬身於這巨變

在這夜這猛火像燎原

大眾議論到這三位少年 變似在怨

用處沒有一點 在這夜這猛火像燎原

大眾議論到這三位少年 亂說亂說

愈說只有愈遠 十減一得九 九減一得

八



八減一得七 七減一得六  (此曲描寫的是六四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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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不出的未來》　　夏韶聲（１９８８年）

霧裏看都市   

憂傷與灰暗

人們在抱怨天氣

互說風光

我對你傾訴   

但充滿了隔膜

似是我故作寂寞在一角

愛上了電視    不需要思索

模糊面對工作    日夜去奔波

偶爾看齣戲    漆黑裏歡樂

我愛你那歌曲天天播

曾話過    賽馬不禁    跳舞自由

曾話過    這裏不變    我會逗留

你問我    我為何    說不出對未來

的感覺

那個要包裝    青春與奔放

誰高呼空虛    觀眾便心醉

我聽到歌聲    醫不了飢餓

上帝愛你    跟祂去天國

誰做錯世界    到處有難民

誰做錯你要    降世救罪人

你問我    我為何    說不出對未來

的感覺

今天我知    鄉村變了都市

今天我知    文明原來是這樣

告訴我    你會叫喊    與淚流

告訴我    我為何 　 說不出對未來

的感覺

告訴我    你會奮鬥到盡頭

告訴我    看到了自由

告訴我    我為何    說不出對未來

的感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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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悔這一生》 Beyond

陽光歷次消散別去

無理沖擊我心緒

前景沒法打算怎麼

誰會偷生遠方裡

每次記憶哭笑

將心意再變改

一分一秒

無意對一切話別

無意卻遠走它方

沒有淚光風裡勁闖

懷著心中新希望

能衝一次多一次不息自強

沒有淚光風裡勁闖

重值根於小島

岸

如天可變風可

轉不息自強

這方向

無奈靜聽不捨

心聲

和我偏偏正呼應

前方或會一生奔波



無悔這一生經過

縱有冷風飄過

將心緒再痛逼

緊守不變

無意對一切話別

無意再遠走它方

(註:小島==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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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地》 Beyond

在那些蒼翠的路上

歷遍了多少創傷

在那張蒼老的面上

亦記載了風霜

秋風秋雨的度日

是青春少年時

迫不得已的話別

沒說再見

回望昨日在異鄉那門前

咘噓的感慨一年年

但日落日出永沒變遷

這刻在望著父親笑容時

竟不知不覺的無言

讓日落暮色滲滿淚眼

在那些開放的路上

踏踤過多少理想

在那張高掛的面上

被引證了幾多

千秋不變的日月

在相惜裡共存

姑息分割的大地

劃了界線

øøøøøøøøøøøøøøøøøøøøøøøø

1.　你能描述這幾首歌的內容大意嗎？

　　　　　　　　　　　　　　　　　　　　　　　　　　　　　　　　　　　　

　　　　　　　　　　　　　　　　　　　　　　　　　　　　　　　　　　　

　　　　　　　　　　　　　　　　　　　　　　　　　　　　　　　　　　　

　　　　　　　　　　　　　　　　　　　　　　　　　　　　　　　　　　　

　　　　　　　　　　　　　　　　　　　　　　　　　　　　　　　　　　　

（讓學生自由作答）

八十至九十年代的流行歌，一部份流露出港人無奈、惶恐的心情。

六四事件讓香港人不信任中國內地的政府，人人都隨著回歸的問題，香港出現了

一片移民潮。‘偉業獨自在美洲 很多新打算瑪莉現活在澳洲 天天溫暖，望望照

片 追憶寸寸’在社會上普遍瀰漫著一種惶恐，不知所措的情緒。‘你問我，我

為何，有說不出對未來的感覺’。在一片的移民熱中，仍有一些人堅信「香港是



我家」的理念。留守香港，發展香港，才是長治久安之計。強調了香港才是自己

的根。而回歸則令香港人不再以尷尬的態度面對身份認同，重回中國，令香港一

切有了歸依。

2.　《說不出的未來》中說‘曾話過  賽馬不禁  跳舞自由曾話過  這裏不變’，

指的是哪件事？

　　　　　　　　　　　　　　　　　　　　　　　　　　　　　　　　　　

　　　　　　　　　　　　　　　　　　　　　　　　　　　　　　　　　　

　　教師指引：中國政府承諾香港在回歸後將“五十年不變”，“一國兩制”以

確保香港仍能保持資本主義社會。

3.　《十個救火的少年》中的少年所代表的是什麼人？

　　　　　　　　　　　　　　　　　　　　　　　　　　　　　　　　　　

　　　　　　　　　　　　　　　　　　　　　　　　　　　　　　　　　　

　　教師指引：所代表的是在六四民運被中央打壓後，中國人不敢再提出民主自

由等呼聲，中國人又如歌曲中的救火少年一般漸漸從人群中消去。

４.　你認為以上的歌曲內容跟當時的社會環境有什麼關係？

　　　　　　　　　　　　　　　　　　　　　　　　　　　　　　　　　　

　　　　　　　　　　　　　　　　　　　　　　　　　　　　　　　　　　

　　　　　　　　　　　　　　　　　　　　　　　　　　　　　　　　　　

　　　　　　　　　　　　　　　　　　　　　　　　　　　　　　　　　　

　　　　　　　　　　　　　　　　　　　　　　　　　　　　　　　　　　

教師指引：在一九八四年，英國表示願意放棄九七年後對香港之主權，而中

國則提出用以「一國兩制」治理香港，以保障香港「五十年不變」。然而，

面對要回歸的問題，香港人則有前路茫茫之感，他們似乎要重新找尋自己的

身份認同。在八四年戴卓爾夫人及趙紫陽總理在北京簽定了「中英聯合聲

明」。然而，有不少香港人對回歸問題，不抱積極態度，於是香港流行了一

片移民熱。

而更重要的是，在八九年發生了六四事件，香港人對於新政府更抱著不信任

的態度，有不少人均流露對香港前路的擔憂。





香港文化趣談──：從流行曲看香港文化轉變

YY愛情篇YY

愛情，幾乎是每個人都想擁有的，也是人們千百年來的話題。

不少的詩詞、散文甚至是漫畫，處處都流露出作者對愛情的看法。而流行歌更直

接將愛情的感覺滲入聽眾的心靈。

同學們，在你們的心目中，有什麼情歌讓你感動難忘呢？試寫下你最喜歡的情歌

歌名和一部分的歌詞，與你相鄰的同學分享一下。

Y歌名：

Y歌詞：

 　　 　　　　　　　　　　　　　　　　　　　　　　　　　　　　　　　　

Y喜歡的原因：

Y這是否最近的熱門歌嗎？　　　       

你有否留意不同年代的愛情流行歌？不如試看看以下三首愛情歌，看看它們對愛

情的態度是否一樣？

資料一：

Y《啼笑姻緣》  仙杜拉 ( 70 年代 )

為怕哥你變左

心，

情人淚滿襟，

愛因早種偏葬恨

海裡，

離合一切亦有緣份。

願與哥你倆相親，

情人共卬心，

最驚恩愛一但受皮折，

難望偕老恩消愛泯。

藕絲已�，玉鏡有裂痕，

恩愛頓成怨恨。

生則相聚，死也化蝶，

幾許所願稱心。

莫嘆失意百感生，難求遂寸心，

赤足千里早已繫足裡，

緣份天賜不必怨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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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激光中》  羅文  ( 80 年代 )

光加熱就等於火 火加歌就等於我 若我與歌再加上你

溫度將提高更多 所以你應靠近我 不要再自我封鎖

此一刻你屬於我 你再也沒法擋 Hey 將今晚今晚交給我

我要為你唱盡我歌 施展我一身解數 在那激光中穿梭

我用千支歌 將你來鎖 不管你是姓甚麼 也不管你是何星

座

只要你是有耳朵 我便會令你瘋魔 要與你發生捉摸

以好歌捉摸你心窩 此一刻你屬於我 你再也沒法擋 Hey

øøøøøøøøøøøøøøøøøøøøøøøøøø

Y《完全因你》 彭羚 (90 年代)

完全因你  重燃希望

無窮黑暗內擦亮了心裡燭光

完全因你  情懷激盪

隨緣竟碰著你令我得到釋放

… …
從前的我  從前的禍

明明出錯  但你令我擺脫痛楚

完全因你  來臨相助

而人生已沒有不可  悠然地唱罷這首歌

多得你用心再造我

感激你用心愛著我

øøøøøøøøøøøøøøøøøøøøøøøøø

ø

1. 以上三首歌你聽過哪一首?

                                         

　（讓學生自由作答）

2. 嘗試簡單地寫出這三首歌所表達的愛情觀。



　　　　　　　　　　　　　　　　　　　　　　　　　　　　　　　　　　　

　　　　　　　　　　　　　　　　　　　　　　　　　　　　　　　　　　　

　　　　　　　　　　　　　　　　　　　　　　　　　　　　　　　　　　　

　　　　　　　　　　　　　　　　　　　　　　　　　　　　　　　　　　　

  教師指引：第一首的愛情觀是期望一生一世的愛情，較為含蓄的；第二首則來

得反叛和激烈；第三首則較開放地指出多謝伴侶的愛。



Y這次讓我們從七十年代起的流行曲一起看看香港愛情觀的轉變。

Y七十年代香港經濟才開始越見明朗，社會對愛情的看法是怎樣的呢？試看看
以下的流行曲：

資料二：

《梨渦淺笑》　許冠傑

梨渦淺笑　 可知否奧妙

寂寞心鎖暗動搖 　魂消魄蕩身飄渺 　被困擾 　怎得共渡藍橋

梨渦淺笑 　映出花月調

但望相看慰寂寥 　時刻與共享分秒 　願折腰 　今生效同林鳥

梨渦淺笑 　似把君邀 　綺夢輕泛浪潮 　春宵猶未覺曉

梨渦雖俏 悲歡竟逆料

樂極痴戀變恨苗　情絲寸斷一朝了 　夢已消 　花依舊玉人杳

øøøøøøøøøøøøøøøøøøøøøøøøøø

《鮮花滿月樓》　張德蘭

春風到人間花開透　幽香四溢百花滿月樓

秀麗百花相伴絲絲柳　無窮春光實難求

春光過後會再回頭　知心愛伴世間最難求

你莫要等花落心酸透　要趁春花開錦繡

莫要等　莫要等　莫要等　飄雪時候

並蒂花　知心友　心事你可知道否

愛慕美景心事輕輕透　祈求知心心相扣

枝枝愛情花已並頭　絲絲愛念寄花滿月樓



愛慕美景心事輕輕透　祈求知心心相扣

øøøøøøøøøøøøøøøøøøøøøøøøøø

《京華春夢》　汪明荃

如夢人生芳心碎，空對落花我淚垂

為何情緣逝似水，大江去那堪追。

無奈情絲拋不去，堪嘆狂風吹飛絮。

情義盡化煙，煙消天外去。

錯為情愛一生落淚，往日情侶負了寒盟。

帶淚望遠方，青山寂靜

怨恨期待變唏噓。

øøøøøøøøøøøøøøøøøøøøøøøøøø

1. 從三首歌中，試描述它們的愛情態度。

　　　　　　　　　　　　　　　　　　　　　　　　　　　　　　　　　　

　　　　　　　　　　　　　　　　　　　　　　　　　　　　　　　　　　

　　　　　　　　　　　　　　　　　　　　　　　　　　　　　　　　　　

　　　　　　　　　　　　　　　　　　　　　　　　　　　　　　　　　　

（讓學生自由作答）

教師指引：七十年代的愛情流行歌，較為含蓄，如愛意是借寄於春花滿月樓

之中，透過美景慢慢透出（春花滿月樓）

。重視關係的分合，一般希望關係長久，不輕易分離，重視承諾，例如雙方

會互訂“寒盟”（京華春夢），以道德標準來衡量愛情關係。

2. 這些愛情歌曲，如何反映當時的社會風氣？

　　　　　　　　　　　　　　　　　　　　　　　　　　　　　　　　　　

　　　　　　　　　　　　　　　　　　　　　　　　　　　　　　　　　　



　　　　　　　　　　　　　　　　　　　　　　　　　　　　　　　　　　

　　　　　　　　　　　　　　　　　　　　　　　　　　　　　　　　　　

　　　　　　　　　　　　　　　　　　　　　　　　　　　　　　　　　　

　　　　　　　　　　　　　　　　　　　　　　　　　　　　　　　　　　

教師指引：七十年代的香港，還是偏向傳統，愛情依道德標準作為依歸。因為當

時社會經濟不算太過發達，人們生活簡單，對於情愛的追求，一般較為含蓄，女

性均希望追求天長地久的愛情，重視情侶之間的承諾，一旦關係破裂，對女性來

說是沉重的打擊。可說當時的社會風氣是較重愛情的忠貞，社會風氣亦較保守。



Y踏入八十年代，香港經濟進入繁盛期，而香港的唱片一片熱鬧，不少一代巨
星在此時期出現。這時的愛情流行曲又是怎樣的呢？

資料三：

《反叛》陳慧嫻

師長很關心的

說  不溫書怎會

做人

爸爸很緊張的

說  不准穿短褲

熱裙

媽媽天天訓導  說少女要留心

男孩如凝望你入神  萬別讓他接近

歌曲中詩般戀愛  篇篇很優美動人

枕邊的痴心小說  本本都使我入神

不清楚戀愛事  我卻有好奇心

然而常常像個犯人  樣樣被豁限真難

忍

每次我說我不滿  尊長即加倍主觀

次次判我不對  太似冒牌法官

快要踢爆汽水罐  因抑鬱塞滿血管

成年人常令我煩悶

苦悶  心極悶  到處有太多審判

反叛  想玩玩  但被限制怎去玩

苦悶  心極悶  永要我早歸家去

反叛  想玩玩  實在我喜愛夜半

親戚都誇張的說  沙灘中充滿壞人

爸媽都關心的說  應專心家裡練琴

不清楚戀愛事  我卻有好奇心

然而常常像個犯人  樣樣被豁限真難

忍

øøøøøøøøøøøøøøøøøøøøøø

øøøø

《壞女孩》　梅艷芳

Help Me
我快變罪

人

Help Me
快救命

Midnight 我愛午夜長

Midnight 太漂亮

Why why tell me why

夜會令禁忌分解

引致淑女暗裏也想變壞

Why why tell me why
沒有辦法做乖乖

我暗罵我這晚變得太壞

他將身體緊緊貼我

還從眉心開始輕輕親我



耳邊的呼吸熨熱我的一切

令人忘記理智放了在何

他一雙手一起暖透我

猶如濃酒懂得怎醉死我

我知他的打算人卻不走遠

夜幕求我別共愛意拔河

Why why tell me why
夜會令禁忌分解

引致淑女暗裏也想變壞

Why why tell me why
沒有辦法做乖乖

我暗罵我這晚變得太壞

øøøøøøøøøøøøøøøøøøøøø

øøøøø

《愛在深秋》 譚詠麟

假如　躲不開離別的時候，

我願　能對妳瀟灑揮手，

只因　此情不該我所有　如何相守

往後　讓我想妳在深秋

回憶　消失的愛在心頭

回憶　面對今天的分手　為妳而淚流

忘了吧過去的夢　不必回頭　不必挽留

愛可付出不可收　執著一生也情願

真心不捨與妳分離

øøøøøøøøøøøøøøøøøøøøøøøøøø

《叛逆漢子》　關淑怡

      
他不出聲也將心境

放進煙絲

漆黑的街今晚再走

一次

仍是過去那個舊泳池

仍是店舖關起的街市

陪著默默地落葉的老樹

深宵之中他的雙親也許不知

他的足跡今晚再經此處

遙望窗中影子多一次

留在心中追憶多千次

卻怕歸家這個叛逆漢子

Oh! Andy! Andy!
     回頭原來是沒有法子

     Oh! Andy! Andy!
     到那裡亦沒有意思

     Oh! Andy!
     如一張廢紙

     隨風飄那方不會知

     他的真名他身邊好友也不知



     只清楚他經過許多失意

     常在酒吧中爭吵比試

     常在漆黑中打主意

     也彷彿找到獨自的意義 *

øøøøøøøøøøøøøøøøøøøøøøøøøø

《擋不住的風情》  葉玉卿

來吧　要什麼都應承

來吧　我什麼都聽命

但你別心急痴情

來吧　有事情是要事前弄

清

如欲吻吧　點水蜻蜓

如欲抱吧　高地我定

別要自己枉聰明

無謂再自鳴是個大情聖

手　要聽我命令,
咀　要跟我談情

心　要給我溫馨

才任由少許不正經

誰若破壞先旨聲明,
誰若破壞君子協定

未會受本小姐歡迎

無謂再自鳴是個大情聖

來吧　我是千般風情

來吧　我是騷得要命

因望你苦忍表情

來吧　繼續無謂半路來夢醒

還未夠吧　加點騷勁

還未夠吧　腰肢再擰

如若破壞卿卿規定

無謂再自鳴是個大情聖

øøøøøøøøøøøøøøøøøøøøøøøøøø

1.　請以最簡單的詞語形容以上歌曲的內容　　　　　　（反叛，大膽，激烈等等）

２. 按以上五首歌，試描述它們的愛情態度。

　　　　　　　　　　　　　　　　　　　　　　　　　　　　　　　　　　　

　　　　　　　　　　　　　　　　　　　　　　　　　　　　　　　　　　　

　　　　　　　　　　　　　　　　　　　　　　　　　　　　　　　　　

　　　　　　　　　　　　　　　　　　　　　　　　　　　　　　　　　

　　　　　　　　　　　　　　　　　　　　　　　　　　　　　　　　　

（讓學生自由作答）



教師指引：這時期可說是壞女孩式的情歌抬頭，如陳慧嫻的《反叛》、梅艷芳《壞

女孩》。女子可自由主動結識和選擇伴侶，像關淑怡的《叛逆漢子》表達了對心

儀對象的留意；而且對於關係破裂不再視為人生中最傷心和重要的事，如譚詠麟

的《愛在深秋》中說“我願能對妳瀟灑揮手”。而且女子勇於對愛表現‘控制’

的一面，如葉玉卿的《擋不住的風情》裏可見一斑。

３.　這些愛情流行歌曲，如何反映當時的社會風氣？

　　　　　　　　　　　　　　　　　　　　　　　　　　　　　　　　　　　

　　　　　　　　　　　　　　　　　　　　　　　　　　　　　　　　　　　

　　　　　　　　　　　　　　　　　　　　　　　　　　　　　　　　　

　　　　　　　　　　　　　　　　　　　　　　　　　　　　　　　　　

　　　　　　　　　　　　　　　　　　　　　　　　　　　　　　　　　　　

教師指引：八十年代，經濟起飛，在社會越見富庶之下，西方的文化不斷的流入，

女性為了擺脫傳統的枷鎖，因此對於愛情抱開放態度（包括對於‘性’關係），

社會對此種風氣亦趨接受。故此出現不少意識大膽而又極為受歡迎的歌曲。這可

反映女性主義抬頭。對於情愛，女性不再只是處於被動的地位，而且還會主動求

愛，甚至出現控制情侶關係的局面。



Y九十年代至現在的香港又踏進一個新紀元，社會面貌急速轉變，這時的愛情
觀又如何從流行曲中透露出來？

《完全因你》　彭羚

從前的我 迷途失望 而人海裡面 困惑 只感到恐慌

迷途的我 如何泊岸 浮沉中 碰著這份愛 使我嚮往

完全因你 重燃希望 無窮黑暗內擦亮了心裡燭光

完全因你 情懷激盪 隨緣竟碰著你令我得到釋放

你改變命運的結局 陪流淚的我笑著看

一個千秋於春雨裡 猶像我心在搖蕩

打破命運 為我阻攔冬日風雪下降 能令一生不迷惘

從前的我 從前的禍 明明出錯 但你令我擺脫痛楚

完全因你 來臨相助 而人生已沒有不可 悠然地唱罷這首歌

多得你用心再造我

感激你用心愛著我

øøøøøøøøøøøøøøøøøøøøøøøøøø

《幸福摩天輪》　陳奕迅

追追趕趕  高高低低

深呼吸然後與你執手相隨

甜蜜中不再畏高

可這樣跟你蕩來蕩去  無畏無懼

＊天荒地老流連在摩天輪

在高處凝望世界流動

失落之處仍然會笑著哭

人間的跌盪  默默迎送

當生命似流連在摩天輪

幸福處隨時吻到星空

驚慄之處仍能與你互擁

彷彿遊戲之中  忘掉輕重＊

追追趕趕  高高

低低

驚險的程度叫

畏高者昏迷

憑甚麼不怕跌低

多僥倖跟你共同面對  時間流逝

東歪西倒  忽高忽低

心驚與膽戰去建立這親厚關係

沿途就算意外脫軌

多得你  陪我搖曳

重覆＊

øøøøøøøøøøøøøøøøøøøøøøøøøø



《好心分手》 盧巧音

是否很驚訝　講不出說話

沒錯我是說　你想分手嗎

曾給你馴服到　就像綿羊

何解會反咬你一下　你知嗎

回頭望　伴你走

從來未曾幸福過

赴過湯　蹈過火

沿途為何沒愛河

下半生　陪住你

懷疑快樂也不多

沒有心　別再拖　好心一早放開我

從頭努力也坎坷　通通不要好過

來年歲月那麼多　為繼續而繼續

沒有好處還是我　若註定有一點苦楚

不如自己親手割破

是否不甘心　首先給撇下

換了你是我　你忍得到嗎

捱得過無限次　寂寞凌遲

人心態早己看得化　也可怕

øøøøøøøøøøøøøøøøøøøøøøøøøø

1.　從這四首歌中，試描述它們的愛情態度。

　　　　　　　　　　　　　　　　　　　　　　　　　　　　　　　　　　　

　　　　　　　　　　　　　　　　　　　　　　　　　　　　　　　　　　　

　　　　　　　　　　　　　　　　　　　　　　　　　　　　　　　　　

　　　　　　　　　　　　　　　　　　　　　　　　　　　　　　　　　

（讓學生自由作答）

教師指引：相比於八十年代的愛情態度，九十年代卻顯得反樸歸真。歌曲再次流

露出對於愛情的執著。相比之下，九十年代至現今的愛情仍然是偏向較為開放的

態度，但卻不再以‘壞女孩’自居。然而對於愛情的追求卻不及七十年代那樣執

著於天長地久的關係。

2.　這些愛情歌曲，如何反映當時的社會風氣？

　　　　　　　　　　　　　　　　　　　　　　　　　　　　　　　　　　　

　　　　　　　　　　　　　　　　　　　　　　　　　　　　　　　　　　　

　　　　　　　　　　　　　　　　　　　　　　　　　　　　　　　　　

　　　　　　　　　　　　　　　　　　　　　　　　　　　　　　　　　

　　　　　　　　　　　　　　　　　　　　　　　　　　　　　　　　　



教師指引：九十年代至今，愛情的態度已不如八十年代般放縱任性。在經濟起飛

的同時，人們對於愛情重新定位並投入相當的關注。不但在音樂的元素上，愛情

得到重新的重視，而且在電影，文學散文小說中處處都可見以愛情作題材的作

品。因此，在整個社會的影響下，愛情在九十年代至今的流行樂壇都佔有相當的

影響力。男女關係不再在乎天長地久，認為雙方不合便爽快分手。愛情不再為雙

方帶來道義責任。



9尾聲篇

看過流行曲的另一面後，對流行曲有沒有一個新的觀感？

你又喜歡以愛情為主題還是諷刺時弊的流行曲呢？

猜一猜，香港人對這兩種題材的作品需求在不同年代又有什麼不同？

試按以下資料，回答下列問題：

資料一：

1979-1991(上半年)香港電台中文歌曲龍虎榜榜首歌題材的分佈

年份 全年榜首歌數

量

情歌 諷刺社會的寫

實作品

其它題材作品

（包括描述親情，

友情等題材）

1979 32 13(40.6%) 2(6.25%) 17(53.15%)

80 41 23(56.0%) 1(6.33%) 17(41.56%)

81 46 25(54.0%) 2(6.34%) 19(41.66%)

82 46 24(52.0%) 1(0.02%) 21(45.6%)

83 42 19(69.0%) 13(31.0%)

84 41 31(75.6%) 101(24.4%)

85 45 33(73.3%) 21(26.7%)

86 49 35(71.4%) 1(2%) 31(26.6%)

87 53 41(77.3%) 1(1.88%) 11(20.82%)

88 49 34(69.38%) 1(2.04%) 14(28.58%)

89 51 38(74.5%) 2(3.9%) 11(21.6%)

90 53 41(77.3%) 5(9.43%) 7(13.27%)

91 上半年 25 19(76.0%) 3(12.0%) 3(12.0%)

總數 573 386(67.4%) 18(3.0%) 169(29.6%)

(轉自黃志華<一個文化偏好?論粵語流行曲中的諷刺寫實作品的社會意義與藝術價值>)

資料二:

2000 年香港電台第二十三屆十大中文金曲十大金曲名單

陳奕迅　　Ｋ歌之王Y 張學友　　一生一火花Y



鄭秀文　　感情線上Y 郭富城　　著迷

王菲　　　給自己的情書Y 劉德華　　男人哭吧不是罪Y

容祖兒　　誰來愛我Y 楊千嬅　　少女的祈禱Y

陳慧琳　　花花宇宙 謝霆鋒　　活著ＶＩＶＡ

張國榮　　大熱Y

2001 年香港電台第二十四屆十大中文金曲十大金曲名單

許志安　　爛泥Y 陳奕迅　　Shall We Talk

鄭秀文　　終身美麗Y 謝霆鋒　　玉蝴蝶Y

陳慧琳　　最愛演唱會Y 容祖兒　　痛哭Y

張學友　　有病呻吟Y 郭富城　　Para Para SakuraY

劉德華　　夏日ｆｉｅｓｔａ 楊千嬅　　姊妹Y

2002 年香港電台第二十五屆十大中文金曲十大金曲名單

劉德華　　天生天養 容兒　　爭氣Y

李克勤　　愛不釋手Y 葉倩文　　傷逝Y

李克勤　　高妹Y 楊千嬅　　笑中有淚Y

陳慧琳　　有福氣Y 許志安　　女人之苦Y

盧巧音　　好心分手Y 梁詠琪　　高妹正傳Y

陳奕迅　　明年今日Y

Y：以愛情為主題的歌曲

（資料來源：香港電台網頁）

資料三：

陳慧琳 Baby Cat 大碟（發行日期 13/12/2002）歌曲表：

千手千尋Y 躲貓貓Y

她一定很愛你Y 情毒Y



想當你親人Y 逃出生天Y

更愛Y 巨人

最佳位置Y 曖我Y

千手千尋Y 躲貓貓Y

陳奕迅 For A Change & Hits大碟（發行日期 6/12/2002）歌曲表

碟一：

King Kong (new) Y Lonely Christmas (new) Y

少見不怪 (new) Y 第一類接觸 (new) Y

打得火熱Y K 歌之王Y

綿綿Y 低等動物Y

2001太空漫遊 Shall We Talk

單車

碟二：

天使的禮物Y 失戀太少Y

衝口而出 大開眼戒Y

熱帶雨林Y 活著多好Y

給愛麗斯Y 孤兒仔Y

一疋布Y 孤獨探戈

我不好愛Y

Y：以愛情為主題的歌曲

資料四：

“流行曲的功能在於娛樂，人們日常生活中已承受太多的壓力、思

考太多煩惱的問題。所以在娛樂時，他們傾向於暫時迴避現實。另

一方面，香港人長期對政治冷感的態度，亦使社會諷刺寫實歌曲缺

乏市場需求。”

“轟動世界而又與港人休戚相關的六四事件發生後，港人的政治冷

感比以往改善不少，他們開始較多地關心時事、政局，有了這樣的



市場需求，流行曲的社會諷刺寫實歌才比以往多了一點，但一年多

後的九一年，這需求又有回落的跡象。”

（黃志華＜一種文化偏好？論粵語流行曲中的諷刺實作品的社會意義與藝術價值）

資料五：

“情歌受到歡迎，一方面是反映著‘愛’乃人的基本需要，收聽

‘愛情’歌正是滿足此方面的需要。另一方面，聽眾或樂迷是有

‘自由選擇’的。既然他們愛聽情歌，作為商業的傳媒機構，播放

多些愛情歌曲，以滿足聽眾或樂迷的需求，是一件很應該的事。

雖說‘愛’是人的基本需要，但還有很多方面的需要，例如親

情與友情、參與社會、與建立社會關係等。 …若大部份的情歌只是

圍繞男女的浪漫愛情關係時,將會使人與其他社會關係分割，鼓吹
一種封閉性的‘個人主義’。而這些意念只會使人更甘心地去享受

現狀，滿足於現實生活的不平等、控制等，對社會是缺乏一種醒覺

和批判的態度。”

（香港政策透視＜霸權主義下的流行文化──剖析中文金曲的內容及意研究＞）

efefefefefefefefef

1.　香港人對社會時弊的關注有什麼改變？試舉列以說明之。

　　　　　　　　　　　　　　　　　　　　　　　　　　　　　　　　　　　

　　　　　　　　　　　　　　　　　　　　　　　　　　　　　　　　　　　

　　　　　　　　　　　　　　　　　　　　　　　　　　　　　　　　　　　

　　　　　　　　　　　　　　　　　　　　　　　　　　　　　　　　　　　

　　　　　　　　　　　　　　　　　　　　　　　　　　　　　　　　　　　

　　教師指引：從資料一中的龍虎榜榜首歌題材的分佈可見香港人對諷刺社會的

歌曲歡喜度自１９８１年起開始減弱。但至１９８９年因六四事件而再次引

起關注，但愛情歌曲的比例卻一直上升，可見情歌的需求越受歡迎。從近三

年的十大中文金曲的得獎作品中幾乎全是情歌，便可見愛情歌曲比諷刺時弊

的流曲更能打動香港人的心。

　　而從資料三中更見以愛情為主要的大碟內容是吸引購買的條件之一，這除可

反映是商業的策略外，亦可反映愛情更能吸引香港人注意。

2.　按資料四指出，諷刺寫實歌曲需求不多的原因是什麼？你同意作者的說法嗎？

　　　　　　　　　　　　　　　　　　　　　　　　　　　　　　　　　　　

　　　　　　　　　　　　　　　　　　　　　　　　　　　　　　　　　　　



　　　　　　　　　　　　　　　　　　　　　　　　　　　　　　　　　　　

　　　　　　　　　　　　　　　　　　　　　　　　　　　　　　　　　　　

　　教師指引：原因是流行曲多是人作避開生活上的煩惱之用，而且香港人一直

有政治冷感，對社會時事並不太關注。（同意與否，讓學生自由作答，但要

這之有據）

3.　你認為香港文化中是否已如資料五所言出現封閉性的個人主義？為什麼?

　　　　　　　　　　　　　　　　　　　　　　　　　　　　　　　　　　　

　　　　　　　　　　　　　　　　　　　　　　　　　　　　　　　　　　　

　　　　　　　　　　　　　　　　　　　　　　　　　　　　　　　　　　　

　　　　　　　　　　　　　　　　　　　　　　　　　　　　　　　　　　　

　　（讓學生自由作答）

4.　你認為最近香港社會有哪一件大事值得大家去留意？你會否通過流行曲來使
香港大眾認識和更多地關注這件事？為什麼？

　　　　　　　　　　　　　　　　　　　　　　　　　　　　　　　　　　　

　　　　　　　　　　　　　　　　　　　　　　　　　　　　　　　　　　　

　　　　　　　　　　　　　　　　　　　　　　　　　　　　　　　　　　　

　　　　　　　　　　　　　　　　　　　　　　　　　　　　　　　　　　　

　　（讓學生自由作答）



P總結篇：

1. 欲看香港之文化，可從流行歌中窺見一二。

2. 流行歌之元素多是以愛情為題材，然而不同時代的流行歌，卻展示出不同的

愛情觀。

l 在七十年代的愛情，重視承諾忠貞、追求天長地久的關係。

l 在八十年代的愛情，女性主義抬頭。女性對於男女關係的問題上，並不

如七十年代般執著，甚至出現了‘壞女孩’突破傳統男追女的局面，不但主

動追求男性，更瀟灑面對男女關係。

l 九十年代的愛情歌，愛情雖然是不可或缺的題材，女性對於愛情亦不及七十

年代般重視，然而，卻也瀟灑面對。

3. 流行歌更揭視了當時的社會環境

l 七十年代的香港，經濟開始發展，工業興起，打工仔成了新興的階級。政府

銳意發展，除了解決居住問題外，還發展交通網路。

八九十年代的香港，香港人面對六四，回歸的問題，有感前路茫茫，無奈、

惶恐的心情充斥著香港人的心靈。對於中國政府，不少香港人均投下不信任

票，於是，興起了一片移民潮。

☺研究香港文化史可從流行曲中窺見一斑，相對而言，研讀其它地

方的文化史時，亦不妨一看當地的流行曲，或可讓你更了解當地文化

及人民心態。

所以，一首歌、一闕詩也可成為你的歷史材料，歷史資料可能便在你

旁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