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贈言

自97年移民悉尼之後，從沒想到再有機會回港居住。但有幸在05至08期間回港短住，
更有幸其間成為「大細路」董事局一員，一起見證劇團成長，當年主席（姚展鵬先生）
是一位能幹的人，對劇團事務很「上心」。之後我回到澳洲再次「放羊」，知道林英傑
再回「演藝」攻讀導演碩士課程，十分佩服其毅力，亦為其好拍擋和舊同窗李惜英感到
驕傲。事非當過方知難，在香港辧劇團更是難上加難。希望這對「大細路」，繼續為香
港兒童劇場發掘更多創意！更懇請在上位的注意：兒童「永遠」是未來的主人翁！

李中全

悠悠廿二載，
童心保不泯，
愛與誠永在，
承諾至未來。

傅月美 



可愛多士妹 ---《牙丫仔前傳》 
作曲：潘漢偉       作詞：關頌陽 

＊眼睛大大對 圓像月光 眼「泣」毛也粗壯 
嘴巴大大個 成日食糖隻 爛牙補幾趟  
見住佢 快高長大 似足媽咪鍾意食半烘燶多士 
見住佢 快高長大 似足爹哋 亂咁衝為求乜都試 
學嘢人人讚 從未食蛋 有得玩永不懶 
望見人人愛 唔係撞彩 佢笑容真可愛＊ 
（重唱＊） 

見住佢 快高長大 似足媽咪鍾意食半烘燶多士 
見住佢 快高長大 似足爹哋亂咁衝為求乜都試 
學嘢人人讚 從未食蛋 有得玩永不懶 
望見人人愛 唔係撞彩 佢笑容真可愛＊ 

夜晚除鞋瞓逃避毒蚊佢落埋紗先瞓 

大細路校歌 ---《平等細運會》 
作曲：潘漢偉       作詞：關頌陽 

今天要學會不偷懶 
天天要做到不怕困難 
朝朝要互相講聲good morning  
晚黑要say good night  
我哋叫大細路 成日刷牙 
我哋叫大細路 天光冇話唔願起身  

我哋細路成班 仲成日會好勤力 學嘢練嘢做嘢食嘢同扮嘢 
到學校返學 我哋冇話遲到 返屋企我哋常飲湯 
運動方面 我哋更是到家 仲玩乜嘢都攞冠軍 
我哋叫大細路 成日現笑顏 
我哋叫大細路 唱歌我哋其實最啱  
我哋阿爸阿媽 常陪伴我哋傻下（陪伴你哋傻下） 
令我放學回家歡樂吓 令到我哋唔會吵大架 





Happy藍同學 ---《兒童不兒》 
作曲：潘漢偉       作詞：關頌陽 

Hello！Hello！Er⋯⋯我係細路
我雙眼遠視六百幾度（爸：係近視呀！） 

請記得我 爸爸Mister Lam  Er⋯⋯我就叫藍同學 請記得我 
啱啱出世 就接受鼓勵 要即刻喊學做囌蝦仔 

當我一喊 又「chok」住個胃 就收晒聲諗吓計 無謂失禮 
唔願意行路只因屋企好細 糊亂碰 隨地摃 棧撼親個櫃 

其實我唔係懵 只不過我係 唔願意成日跌 行路要完美姿勢 

Be Le Ba La 又Ge Le Gua La  究竟啲說話係講乜嘢？ 
想我跟你 學怎樣講話 咁或者就要俾我講 亂咁講吓 

得我一個 自己去返學 梗驚到想喊 要返屋企 
不過當我 望到隻蝸牛 就掛住去 摸吓先 唔記得喊 

成日被人話我 應該好巴閉 全部金牌獎杯 應該都有齊 
其實我唔係懵 只不過我係 凡事要明白了 才做到完美境界 

天天都會 被DaddyMommy 數出一百樣大懵嘅事 
傾計都似 在接受訓示 想令我做到一百分 先至Happy 

令我做到一百分  Very Happy！ 



樣樣也願  關心一下  苦困看到嘛 
穿起晚裝去玩  喂等等你要樣樣慳 
珠寶化妝靚衫  太誇張好搶眼 
富貴豪華做典範 也要動作優雅 
太貪心 你也 實在慘唉  真相見到嗎 
穿禮服 要去玩 但記得 世界太可怕 
樣樣也願  關心一下  都要笑一下 
穿禮服 要去玩 路過的 你會去幫嘛 
樣樣也願 關心一下 苦困看到嘛 
來吧 盡量幫吧 你願意嗎 你我再試下  

你點至醒啲喎 ---《兒童不兒》 
作曲：潘漢偉       作詞：關頌陽 

你你你你你你反應嚇親我 你你你你你你點至醒啲喎？ 
平時話你你根本當唱歌 要有記性聽清楚＊ 
你你你冇智慧搞到嚇親我 你你你咁冇腦點至醒啲喎？ 
常唔用腦只得一個結果  包尾包到你傻 
頭大又冇腦 入面又生草 乜嘢令你蠢過隻驢  
何時才會變 樣樣事都掂 如何令你曉飛天 
糊糊塗塗懵蔽蔽呀  次次考到三十六呀 
你個表弟考第二呀  睇吓人幾叻 
糊糊塗塗懵蔽蔽呀  論論盡盡兼食滯呀 
你話你有冇好嘢？＊ 
（重唱＊） 
你你你冇智慧搞到嚇親我 你你你咁冇腦點至醒啲喎？ 
如能任我揀生乜嘢最好  叉燒醫吓肚餓 

公主要咁做 ---《公主國大冒險》 
作曲：潘漢偉       作詞：莫嘉紋 

穿起晚裝去玩 來夢幻派對實在啱 
珠寶化妝靚衫 最繽紛兼搶眼 
富貴豪華做典範 也要動作優雅 
要天天輪流食大餐Yeah 先夠氣氛嘛 
世界 仍在轉吧 疾痛苦困看到嗎 

心會痛嗎  會同情嘛 
可／不感到驚訝 
夠漂亮嗎 想變身 開心下 公主好靚㗎 
夠漂亮啦 態度多可怕 這世界已太慘 
穿禮服 要去玩 但記得世界太可怕  
樣樣也願 關心一下  都要笑一下 
穿禮服 要去玩  路過的你會去幫嘛 



心中富有《公主國大冒險》 
作曲：潘漢偉 作詞：莫嘉紋 

真正富足與驕傲 在王國未會得到 
是我曾害怕 這旅途 夢裡好想看到 
當有一天 要趕路 又尋遍迷路半途 
要充滿信心  不用再等  真公主已駕到 
原來變公主太虛幻  原來靠裝飾太假 
真心善待  開心笑下 公主也愛烏鴉 
Bababalalala∼∼ 

真正富足滿心歡欣 用愛去換那寶訓 
路過仍遇見苦與貧 就幫手不要等 
不要怕羞送出關心 讓世界抹去灰暗 
這天要慶祝 開心又爆燈 真的心最過癮 
原來變公主太虛幻 原來靠裝飾太假 
公主實在 好想進化 公主國太虛假／公主亦願進化 
當你富足 你想得到 在過往未會得到 
讓我陪住你 這旅途 讓真的公主駕到 



功夫歲月 ---《十四條腿音樂家》 
作曲：潘漢偉       作詞：卓靈 

曾經曉功夫㗎 擒高撲出咬住隻碟未喘氣 
一老咗就拋棄 曾開心朝晚共對仍念記 
念記起 沙灘追逐 佢帶我破浪看海探秘 
曾一起多趣味 可奔跑千里 
現實卻太痛悲 
同被棄絕告別認真心碎 
失去自信理想 
仍在寄望拒絕冷漠走生命之旅 
仿似未有出口亦畏懼 
來跟我不再懼怕尋樂趣 



出發啦 ---《十四條腿音樂家》 
作曲：潘漢偉       作詞：卓靈 

出發啦 夢想要掛住㗎 
就算天會跌下山會冧下 你都應念記 
跨啦啦 共我高歌可以嗎 
共我嘰哩咕嚕 歌唱裡去覓夢 創造夢 將心愛擺心上 
嘰─哩─ 嘰哩咕嚕 夢想裡唱 高聲唱 
嘰─哩─ 嘰哩咕嚕 夢想裡唱 
於歌曲投入去 開心唱 不會累 
向往那方向 尋覓到美好夢想 

老弱殘貓 ---《十四條腿音樂家》 
作曲：潘漢偉       作詞：卓靈 

孱弱又老不再可愛 喵 沒氣力誰給愛 
心碎極 喵 曾被愛惜車見車載 喵  
沒美貌誰肯愛 
其實我識彈跳貓步 動作多優雅 又尾擺 會嗲會電人 
但可惜漸老心太累 動作都變笨 願我可繼續 盡發揮未想變老 
殘弱舞姿亂跳的惡夢 動作真古怪 直與歪 高低似亂嚟 
亂舞擺或變出美夢 未理多古怪 全力真誠舞動 
以熱情遞送 我心靈拍和 熾熱仍未凍 
我心願多一回得珍視 怎做可閃亮總不易 
已嘗試未能構思 不斷找不斷試 怎樣走怎樣闖 真的不知 



我要做戰士 ---《怪獸家庭》 
作曲：潘漢偉       作詞：莫嘉紋 

＊要變戰士你我要變戰士 我要Upgrade快啲 
你要變戰士個個也變戰士 數理視藝各科我亦掂 
要發奮努力發奮 中文都要叻啲 科科都要勁啲 最掂 
你再別陶醉這金縷玉衣 來快快趣做戰士＊ 
樣樣要A 人人攰死 然後通宵溫功課死未 
樣樣要A 人人就死 你我也做戰士 
實在攰到死也不理 眼瞓就咬住大脾 
通識化學 我都要學 再去考中期 
彈完鋼琴游游水 英文演說太 累 
要眼界體格運動好 我只得小三喳 
（重複＊） 

我要Upgrade要快啲 你我他攰到死變烈士 
想要得到 你就咪嘈 放假都要照做 
想要得到 你就咪嘈 前途變找到 

要變戰士你我要變戰士 我要Upgrade快啲 
你要變戰士個個也變戰士 數理視藝各科我亦掂 
樣樣要A 人人攰死 然後通宵溫功課死未 
樣樣要A 人人就死 你我也做戰士 
樣樣要A樣樣要A 人人就死 人人攰死 
難道我要做戰士 



偶像選舉（家庭版）---《偶像Birthday Kiss》 

作曲：潘漢偉 作詞：關頌陽 

願我出奇咁鍾意嘅 獨特偶像 
在這歡迎人物選舉 可領獎 
又到每年選一次嘅 十大偶像 
十個不同人物得獎 齊拍掌 
結果要我公佈 心急想知道 
你少啲 嘮囌 快啲講講講
請快講講講 人哋好緊張 
或會一人有一兩個 獨特偶像 
在這歡迎人物選舉 可領獎 
話你知而家興哪個 特別偶像 
十個不同人物今天 排住上 
其實冇嘈到 快啲講講講
請快講講講 人哋好緊張 

就快要輪到這次 最特別偶像 
結果阿爸阿媽今天 得到獎 
每個DaddyMammy會變 特大偶像 
每個非常甜Birthday Kiss  排住上 
你的愛我知道 心聲想公佈 
你始終 最好 
在我的心中 不變的心中 成日number one 

又到我們最鍾意嘅 特別偶像 
我的阿爸阿媽今天 得到獎 
慶祝DaddyMammy永遠 都可得獎 
做個超凡靚仔／女Fans 同和唱 
做個超凡靚仔／女Fans 同和唱 

爸媽天天苦惱 ---《爸媽變了活火山》 
作曲：潘漢偉       作詞：陳文剛 

爸媽天天苦惱 怕見身體衰老 
更怕⋯⋯怕你會知道 明日腦退化可更糟 
爸爸媽媽天天苦惱 怕你高燒驚慌失措 
更怕你病了徬徨不知所措 仍在痛 像割一刀 
爸媽對你期望十分之高 擔心你夜晚喊我必須抱 
吃奶時常在吐 每晚床前共舞 盼你年年也會增高 
爸媽天天苦惱 要每餐可飽肚  
也要教會你洗澡 常為你天天洗被舖 我/佢做到 
是與非 每日都相告 只盼你冇煩惱



盡情投入Rock the stage ---《怪獸家庭》 
作曲：潘漢偉 作詞：莫嘉紋
 
我有我嘅陣型 齊彈起 
有節拍有隊型 齊話聲 
一起去演奏出 詩一般歌韻 靠實力 
你睇我有我嘅陣型 齊彈起 
你與我這類型 狂熱得 
SO FA NAME  歡笑聲 我要再發力 
讓我去Rock 實在太型（我要Rock and Roll） 
共我老友去夾Band 節奏要勁 
弦樂未夠響 擦聲先夠勁 （才是美麗歌聲） 
用我結他作首歌吧 
齊合奏我與Bass撞下（Jam返下） 
然後夾埋你 隨樂韻一直飛 合奏出 音韻的美 
其實你共我 正熱播 老友記夾歌 
其實各有各嘅陣型 無謂分 
你節拍我隊型 齊話聲 
一起去演奏出 詩一般歌韻 靠實力 
這刻你與我這類型 齊彈起 

聖誕的祝福 ---《奇幻聖誕之旅》 
作曲：潘漢偉 作詞：莫嘉紋 

＊聖誕佳節好快嚟到 有個喜訊將要預報 
快快手將啲禮物 送到你手歡欣即到 
奪目燈飾也未夠 開心因有一種快樂 
就是叫分享 在這天 快樂也當平常 
聖誕佳節好快嚟到 有個喜訊將要預報 
個個都歡欣盼望 雪橇馴鹿 
全街燈飾照亮 也未覺緊張 
太過刺眼實在未夠（要  讓我玩  我想） 
COME ON  看燈飾多璀璨＊ 

Jingle Bell Jingle Bell，jingle all the way  
Jingle Bell Jingle Bell，jingle with the sleigh  
太耀眼 我好想玩 轉個彎 又過聖誕 
快啲嚟到 歡呼最好  
加啲氣氛 你咪遲到 
派對未夠 掌聲更好 讓氣勢更高 
（重複＊） 

再碰上了異型 狂熱得 
SO FA NAME  歡笑聲 我要再發力 
讓我奏出這首歌吧 來讓這 
節奏音色造化（Jam返下） 
然後夾埋你 隨樂韻一直飛 合奏出 音韻的美 
齊來吧夾埋你 隨樂韻起 飛 
合奏出 這舞曲 
再前進 又奏出 這刻 
這刻我要與你一起高飛 
故事又再細味 





盡情投入Rock the stage ---《怪獸家庭》 
作曲：潘漢偉 作詞：莫嘉紋
 
我有我嘅陣型 齊彈起 
有節拍有隊型 齊話聲 
一起去演奏出 詩一般歌韻 靠實力 
你睇我有我嘅陣型 齊彈起 
你與我這類型 狂熱得 
SO FA NAME  歡笑聲 我要再發力 
讓我去Rock 實在太型（我要Rock and Roll） 
共我老友去夾Band 節奏要勁 
弦樂未夠響 擦聲先夠勁 （才是美麗歌聲） 
用我結他作首歌吧 
齊合奏我與Bass撞下（Jam返下） 
然後夾埋你 隨樂韻一直飛 合奏出 音韻的美 
其實你共我 正熱播 老友記夾歌 
其實各有各嘅陣型 無謂分 
你節拍我隊型 齊話聲 
一起去演奏出 詩一般歌韻 靠實力 
這刻你與我這類型 齊彈起 

再碰上了異型 狂熱得 
SO FA NAME  歡笑聲 我要再發力 
讓我奏出這首歌吧 來讓這 
節奏音色造化（Jam返下） 
然後夾埋你 隨樂韻一直飛 合奏出 音韻的美 
齊來吧夾埋你 隨樂韻起 飛 
合奏出 這舞曲 
再前進 又奏出 這刻 
這刻我要與你一起高飛 
故事又再細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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