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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片名稱 首映日期 出品公司 導演 編劇 主要演員 備註

1 火燒玉石琵琶精 1950/01/13 金輪 畢虎 秦小梨,劉克宣,陸飛鴻,梁瑞冰

2 斷腸姑嫂斷腸夫 1950/02/25 友利 黃金印=黃鶴

聲

薛覺先,石燕子,余麗珍,秦小梨

3 風火送慈雲 1950/04/01 　益 珠璣 曹達華,鄧碧雲,林妹妹,張活游

4 白蟒佔龍宮 1950/04/21 生財 畢虎 秦小梨,伊秋水,劉克宣,崔子超

5 英娥殺嫂 1950/05/20 四雄 楊工良 陳艷儂,黃超武,歐陽儉,林妹妹

6 董小宛 1950/06/23 澤生 唐滌生 芳艷芬,黃千歲,陳錦棠,黃鶴聲

7 龍虎渡姜公 1950/07/10 興華 蔣愛民 秦小梨,羅家權,林坤山,林家儀

8 賣油郎獨佔花魁女 1950/07/18 國華 高威廉 白雲,周坤玲,黃金愛,馮應湘

9 可憐女 1950/08/26 永興 陳皮 呂玉郎,楚岫雲,陸雲飛,小飛紅

10 宋江怒殺閻婆惜 1950/09/21 萬里 周詩祿 馬師曾,紅線女,劉克宣,梁素琴

11 落花時節落花樓 1950/11/11 和利 黃金印 馬師曾,黃鶴聲,余麗珍,陳天縱

12 楚雲雪夜盜檀郎 1950/12/06 鳳凰 黃金印 余麗珍,廖俠懷,石燕子,秦小梨

13 七虎渡金灘（上集） 1951/03/09 和興 楊工良 余麗珍,鳳凰女,文覺非,崔子超

14 七虎渡金灘（下集） 1951/03/13 和興 楊工良 余麗珍,鳳凰女,梁醒波,譚玉真

15 情困武潘安 1951/04/18 豪光 陳皮 任劍輝,秦小梨,黃千歲,歐陽儉

16 新梁山伯祝英台 1951/09/06 金鳳 陳皮 任劍輝,黃超武,梁無相,伊秋水 一對摩登新人在婚宴中引述民間傳

奇中梁山伯與祝英台的愛情悲劇，

以說明要得到美滿婚姻需要推翻舊

禮教，片中古裝部份共三十多首粵

劇曲目。

17 帝苑春心化杜鵑 1951/09/27 大鳳凰 馮志剛 薛覺先,余麗珍,馬師曾,靚次伯

18 歌唱沙三少 1951/11/07 陳皮 新馬師曾,白雪仙,周坤玲,歐陽儉

19 多情孟麗君 1951/12/05 多寶 陳皮,珠璣 任劍輝,白雪仙,石燕子,黃超武

20 花木蘭 1951/12/29 陳皮,顧文宗 任劍輝,石燕子,羅艷卿,林家聲

21 新金葉菊 1952/01/05 陳皮 新馬師曾,周坤玲,羅艷卿,石燕子

22 十奏嚴嵩 1952/03/21 南成 馮志剛 馬師曾,薛覺先,余麗珍,小燕飛

23 生包公夜審奸郭槐 1952/04/08 泰山 楊工良,馮志

剛,畢虎,尹海

清,洪仲豪

靚次伯,羅艷卿,羅家權,石燕子,羽佳,
陳艷儂

24 歌唱碧容探監 1952/04/13 馮志剛 新馬師曾,梁醒波,小燕飛,羅艷卿

25 真假武潘安 1952/05/22 大鳳凰 馮志剛 薛覺先,余麗珍,任劍輝,羅劍郎

26 酒樓戲鳳 1952/05/22 陳皮 任劍輝,白雪仙,黃超武,歐陽儉

27 歌唱倫文敘 1952/05/29 大成 陳皮 新馬師曾,白雪仙,黃超武,歐陽儉

28 梁山伯再會祝英台 1952/06/12 金鳳 陳皮 新馬師曾,鄧碧雲,歐陽儉,陳露華

29 歌唱胡不歸 1952/07/02 吳回 梁無相,羅麗娟,譚蘭卿,半日安

30 呆佬拜壽 1952/07/26 周詩祿 梁醒波,羅艷卿,陳露華,歐陽儉

31 光緒皇傳 1952/08/14 永茂 珠璣 新馬師曾,鄭碧影,譚蘭卿,劉克宣

32 歌唱方世玉打擂台（上集） 1952/08/15 王天林 羽佳,羅艷卿,林蛟,馬金娘,林家儀

33 光緒皇嘆五更 1952/09/06 顧文宗,陳皮 新馬師曾,羅艷卿,陳露華,飄慧梅

34 光緒皇夜祭珍妃 1952/09/11 大鳳凰 劉芳 梁無相,余麗珍,林妹妹,半日安

35 生包公夜審真假光緒皇 1952/09/25 新大陸 馮志剛 新馬師曾,歐陽儉,鄭碧影,鄭惠森,

江平,馬金鈴,甘露,高魯泉

36 呂布戲刁蟬 1952/10/01 陳皮 任劍輝,白雪仙,劉克宣,張醒非

37 火燒阿房宮 1952/11/06 豪光 陳皮 任劍輝,白雪仙,陸飛鴻,陳露華

38 風流天子 1953/01/16 信誼 顧文宗 任劍輝,羅艷卿,陳露華,何立

39 司馬琴挑寡婦心 1953/05/07 楊工良 任劍輝,白雪仙,歐陽儉,陳露華

40 戰古城 1953/05/22 中國立體

電影

何璧堅,曾夢芸 盧啟光,陳逑,曾雲飛,田其芳

41 珍珠塔（上集） 1953/06/03 顧文宗 顧文宗 新馬師曾,周坤玲,羅艷卿,陳露華

42 珍珠塔（下集） 1953/06/07 顧文宗 顧文宗 新馬師曾,周坤玲,羅艷卿,陳露華

43 新封神榜 1953/07/09 大鳳凰 楊工良 余麗珍,麥炳榮,李海泉,梁碧

44 新女兒香 1953/08/08 陳皮 南海十三郎 陳錦棠,任劍輝,伊秋水,　明珠

45 梁天來 1953/12/16 五福 謝虹 謝虹 新馬師曾,陳錦棠,伊秋水,鄭碧影

46 秦淮月下再生緣 1953/12/17 達成 孫偉 鄧碧雲,鄭碧影,陶三姑,羅劍郎,黎明,

黃楚山,劉克宣,李鵬飛,南紅,林妹妹,

檸檬,飄慧梅,陳立品,文兒,陳珊,高魯

泉,林魯岳

47 乞米養狀元 1954/06/04 大華僑 潘炳權 李壽祺 梁醒波,鄧碧雲,羅劍郎,鳳凰女

48 夜弔秋喜 1954/06/17 大聯 陳皮 李壽祺 新馬師曾,鄧碧雲,鄭碧影,伊秋水

49 唐伯虎點秋香 1954/11/21 鴻福 謝虹 謝虹 鄭碧影,司馬祿郎,李寶瑩,鍾麗蓉

50 歌唱羅卜救母 1955/01/07 大聯 陳皮 李壽祺 羽佳,鄭碧影,林妹妹,黃楚山

51 蘇小妹三難新郎 1955/04/09 新藝 謝虹 李壽祺 梁無相,鄭碧影,梁醒波,歐陽儉

52 狡婦疴鞋 1955/04/21 雲峯 陳皮 李壽祺 鄧碧雲,羅劍郎,林妹妹,馬笑英

53 吳起殺妻求將 1955/04/29 寶豐 陳皮 黃金愛,靚華亨,林家聲,少新權

54 趙五娘千里尋夫 1955/06/02 百福 馮志剛 吳一嘯 鄧碧雲,,羅劍郎,鄭碧影,許英秀

55 大鬧粉粧樓 1955/06/03 永茂 馮志剛 盧雨歧 蘇少棠,上官筠慧,司馬華龍,張英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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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春色滿西廂 1955/06/11 新達 關文清 何夢華 羽佳,　明珠,鄭碧影,鄧寄塵

57 薛平貴與王寶釧 1955/07/07 三陽 周詩祿 羅劍郎,鄭碧影,劉克宣,張醒非

58 有事鍾無艷 1955/07/12 四海 馮志剛 馮一葦 羅艷卿,林家聲,蘇少棠,鄭碧影

59 鍾無艷 1955/07/12 寶寶 陳皮 鄧碧雲,歐陽儉,鳳凰女,林蛟

60 七屍八命九人頭 1955/07/16 三保 馮峰 馮峰 黃千歲,羅艷卿,梁醒波,林妹妹

61 玉葵寶扇 1955/07/21 百福 陳皮 羅劍郎,鄭碧影,半日安,朱丹

62 背解紅羅 1955/07/21 四喜 孫偉 梁無相,羅艷卿,鳳凰女,陳露華

63 三審玉堂春 1955/07/29 大聯 黃鶴聲 黃鶴聲 新馬師曾,鄧碧雲,李海泉,黃鶴聲

64 梁山伯與祝英台 1955/08/10 三陽 王天林 吳丹 梁無相,鄭碧影,馬笑英,李雁

65 金生桃盒 1955/08/13 鴻福 謝虹 謝虹 梁無相,鄭碧影,歐陽儉,劉克宣

66 危城鶼鰈 1955/08/14 天公 錢大叔、李佳 陳非儂 陳非儂,麥炳榮,羅家權,少新權

67 抝碎靈芝 1955/08/19 大興行 馮志剛 馮一葦 鄧碧雲,羅劍郎,鳳凰女,許英秀

68 白蛇傳 1955/08/20 周詩祿 羅艷卿,羅劍郎,鄭碧影

69 臥薪嘗胆 1955/08/24 東方 馮志剛 馮一葦 新馬師曾,吳君麗,劉克宣,許英秀

70 金絲蝴蝶 1955/08/31 金像 謝虹 謝虹 鄧碧雲,黃千歲,梁素琴,鄭惠森

71 孟麗君與風流天子 1955/09/07 東方 馮志剛 盧雨歧 新馬師曾,任劍輝,吳君麗,蘇少棠

72 紫霞杯 1955/09/10 利影 羅寶生、李壽

祺

藍菲 梁醒波,羅麗娟,黃千歲,鳳凰女

73 賣油郎獨佔花魁 1955/09/16 陳皮 任劍輝,鄧碧雲

74 乞兒太子 1955/09/22 和成 龍圖,楊子江 龍圖 新馬師曾,鄭碧影,鄧寄塵,賽珍珠

75 陳世美與秦香蓮 1955/09/23 譚伯棠、陳中

堅

歐陽文蕙 梁無相,黃金愛,梁醒波,南紅

76 一枝紅艷露凝香 1955/09/29 福達 黃岱 盧雨歧 芳艷芬,任劍輝,梁醒波,陳錦棠

77 六月飛霜 1955/10/06 紅梅 馮志剛 新馬師曾,鄧碧雲,蘇少棠,李香凝,

半日安,許英秀

78 新馬仔瓜棚遇鬼 1955/10/14 星月 蔣愛民 金文 新馬師曾,華麗羅,鳳凰女,黃鶴聲

79 倫文叙與李春花 1955/10/27 昌興 陳皮 陳中堅 鄧碧雲,羅劍郎,梁素琴,高魯泉

80 紅拂女私奔 1955/10/27 大聯 陳皮 藍菲 白雪仙,任劍輝,梁醒波,少新權

81 貍貓換太子 1955/11/10 大安 余巨賢 余巨賢 鄧碧雲,羅劍郎,劉克宣,少新權

82 淒涼金葉菊 1955/11/13 中聲 劉克宣 鄧碧雲,黃千歲,劉克宣,紅蓮

83 賣怪魚龜山起禍 1955/11/17 東方 黃鶴聲 黃鶴聲 新馬師曾,吳君麗,李海泉,賽珍珠

84 陳世美不認妻 1955/11/25 紅梅 凌雲 新馬師曾,羅艷卿,鄭碧影,黃鶴聲

85 菱花夢 1955/12/01 寶寶 林川,李壽祺 胡文森 新馬師曾,鄧碧雲,石燕子,半日安

86 仕林祭塔（白蛇傳全部大結

局）

1955/12/11 周詩祿 羅艷卿,羅劍郎,鄭碧影,少新權

87 醉打金枝 1955/12/11 三保 馮峯 馮峯 黃千歲,羅艷卿,馮峯,半日安

88 乾隆皇遊江南 1956/01/19 三陽 龍圖 劉振榕 新馬師曾,鄭碧影,林蛟,賽珍珠

89 西遊記 1956/01/24 明新 顧文宗 石燕子,李寶瑩,鍾麗蓉,林家聲

90 一榜三狀元 1956/02/11 王天林,凌雲 王天林、凌雲 新馬師曾,鄧碧雲,鄭碧影,許英秀

91 孔明三氣周瑜 1956/02/16 東方 黃鶴聲 黃鶴聲 新馬師曾,任劍輝,吳君麗,賽珍珠

92 西廂記 1956/02/26 中聯 吳回 紅線女,張活游,梅綺,少新權

93 碧玉簪 1956/03/02 大聯 陳皮 羅寶文 新馬師曾,鄧碧雲,鄭碧影,馬笑英

94 皇姑嫁何人 1956/03/30 新聲 李壽祺 李壽祺 任劍輝,鄧碧雲,鄭碧影,歐陽儉

95 朱買臣衣錦榮歸 1956/04/06 雄鷹 黃鶴聲 黃鶴聲 新馬師曾,鳳凰女,賽珍珠,李海泉

96 狀元狀扁女狀元 1956/04/25 香港 馮志剛 胡平 鄧碧雲,羅劍郎,鄭惠森,李香凝

97 昭君出塞 1956/05/01 萬聲 王天林 江帆,黃英

98 蛋家妹告皇帝 1956/05/04 香港 陳皮 新馬師曾,鄧碧雲,鄭惠森,陳露華

99 乾隆皇大鬧萬花樓 1956/05/11 大興行 楊工良,凌雲 楊工良、凌雲 新馬師曾,鄧碧雲,劉克宣,林蛟

100 薛丁山三氣樊梨花 1956/05/20 重光 蔣偉光 蔣偉光 任劍輝,鄧碧雲,李海泉,林家聲

101 趙飛燕 1956/05/23 三陽 吳天池,王天林 吳丹 鄭碧影,蘇少棠,鄭幗寶,姜中平

102 莊周蝴蝶夢 1956/05/31 雄鷹 黃鶴聲 黃鶴聲 新馬師曾,鳳凰女,賽珍珠,李海泉

103 情僧偷到瀟湘館 1956/06/06 宇宙 秦劍 李願聞、潘焯 何非凡,鄭碧影,英麗梨,梁素梅

104 呂蒙正祭灶 1956/06/07 東方 馮志剛 馮志剛 任劍輝,吳君麗,羅劍郎,劉克宣

105 荊軻刺秦皇 1956/06/13 東方 龍圖 龍圖 新馬師曾,任劍輝,吳君麗,賽珍珠

106 烈女報夫仇 1956/06/23 大聯 陳皮 王十兄 任劍輝,鄧碧雲,文良玉,馬笑英

107 呂布搶貂蟬 1956/06/28 鑽石 楊工良 楊工良 新馬師曾,鄧碧雲,劉克宣,白龍珠

108 寶蓮燈 1956/06/29 中聯 吳回 紫羅蓮,梅椅,張活游

109 小白菜情困楊乃武 1956/07/05 立達 周詩祿,盧雨歧 盧雨歧 芳艷芬,任劍輝,歐陽儉,林蛟

110 王昭君琵琶動漢皇 1956/07/12 大聯 陳皮 羅寶文 新馬師曾,鄧碧雲,賽珍珠,劉克宣

111 桂枝告狀 1956/07/19 昌興 陳皮 任劍輝,鄧碧雲,鄭碧影,歐陽儉

112 穆桂英三擒三縱楊宗保 1956/07/27 義友 楊工良,凌雲 楊工良、凌雲 新馬師曾,鄧碧雲,鄭碧影,少新權

113 虎將奪王妃 1956/08/02 玉聯 趙樹燊 張純 新馬師曾,關德興,麗兒,任燕

114 梁紅玉擊鼓退金兵 1956/08/16 東方 黃鶴聲 黃鶴聲 吳君麗,新馬師曾,賽珍珠,林家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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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 大鬧三門街 1956/08/30 德成 黃鶴聲 黃鶴聲 新馬師曾,任劍輝,鄧碧雲,李海泉

116 武松血濺獅子樓 1956/09/19 信誼 胡鵬 盧雨歧 關德興,鳳凰女,陳錦棠,鄧寄塵

117 花好月圓 1956/09/20 新聯 吳回 高望 張活游,紫羅蓮,梁醒波,譚蘭卿

118 血染楚王宮 1956/09/27 東方 黃鶴聲 黃鶴聲 新馬師曾,任劍輝,吳君麗,李海泉

119 楊八妹招親 1956/10/05 寶華 陳皮 鄧碧雲,黃千歲,鄭碧影,梁醒波

120 狂風暴雨吊寒梅 1956/10/11 大聯 陳皮 羅寶文 新馬師曾,梅綺,鳳凰女,半日安

121 趙匡胤醉斬鄭恩 1956/10/14 嘉禾 陳皮 蘭芳女,艷桃紅,區家聲,星光雄

122 陶三春困城 1956/10/19 寶華 楊工良 楊工良 鄧碧雲,梁無相,黃千歲,鳳凰女

123 九子登科十狀元 1956/10/26 新馬師曾,任劍輝,白雪仙,梁醒波 粵劇雜錦片，剪輯紅伶主演歌唱片

精華片段。

124 杜十娘怒沉百寶箱 1956/11/22 雲峯 王天林 馮一葦 新馬師曾,任劍輝,白雪仙,李寶瑩

125 高君保私探營房 1956/11/29 重光 蔣偉光 任劍輝,鄧碧雲,梁醒波,任冰兒

126 喬太守亂點鴛鴦譜 1956/12/01 新藝 謝虹 鄭碧影,蘇少棠,李寶瑩,鍾麗蓉

127 桃花女鬥法 1956/12/06 寶華 楊工良 鄧碧雲,羅劍郎,梁醒波,許英秀

128 斬龍遇仙 1956/12/12 寶峯 馮峯 楊捷 小燕飛,黃超武

129 嫦娥奔月 1956/12/18 玉聯 趙樹燊,黃鶴聲 趙樹燊、黃鶴

聲

關德興,任劍輝,鄧碧雲,麗兒

130 關公月下釋貂蟬 1956/12/29 麗星 關文清、趙樹

燊

麗兒,鳳凰女,關德興,鄧碧雲

131 六渡何仙姑 1957/01/05 東方 馮志剛 馮志剛 吳君麗,羅劍郎,譚蘭卿,歐陽儉

132 穆桂英楊宗保大破天門陣 1957/01/10 義友 楊工良、凌雲 楊工良、凌雲 新馬師曾,鄧碧雲,周海棠,鄭碧影

133 哪吒鬧東海 1957/01/10 新藝 胡鵬 朱超 關德興,阮兆輝,羅麗娟,石堅

134 狄青三取珍珠旗 1957/01/30 大成 黃鶴聲 黃鶴聲 新馬師曾,鄧碧雲,李海泉,林家聲

135 薛仁貴三戲柳金花 1957/02/04 國華 莫康時 張活游,紫羅蓮,梁醒波,譚蘭卿

136 紅葉仙緣 1957/02/04 東方 馮志剛 馮志剛 任劍輝,吳君麗,羅劍郎,譚蘭卿

137 刁蠻郡主戲玉郎 1957/02/09 大聯 楊工良 新馬師曾,白雪仙,李海泉,陳好逑

138 烽火戲諸侯 1957/02/09 大成 黃鶴聲 黃鶴聲 新馬師曾,任劍輝,吳君麗,李海泉

139 牡丹花發狀元紅 1957/02/14 國華 陸邦 何碧堅 任劍輝,鄧碧雲,梁醒波,周坤玲

140 寶蓮燈（續集） 1957/02/14 中聯 吳回 吳回 張活游,紫羅蓮,梅綺,林家聲

141 七氣蘇秦 1957/02/15 干戈 馮志剛 馮志剛 何非凡,鄧碧雲,譚蘭卿,少新權

142 呆佬添丁 1957/02/21 達豐 吳回 吳回 梁醒波,紫羅蓮,少新權,譚秀珍

143 釵頭鳳 1957/02/22 銀光 蔣偉光 蔣偉光 任劍輝,吳君麗,蘇少棠,譚蘭卿

144 合珠記 1957/02/28 新聯 羅志雄 羅志雄 張活游,梅綺,靚次伯,半日安

145 天姬送子 1957/03/07 金橋 吳回 羅劍郎,羅艷卿,半日安,許英秀

146 關公守華容 劉備過江招親 1957/03/08 寶華 楊工良、凌雲 楊工良、凌雲 張活游,鄧碧雲,盧海天,劉克宣

147 龍王公主 1957/03/12 永茂 龍圖 龍圖 上官筠慧,司馬華龍,黃義,夏春秋

148 蟹美人（上集） 1957/03/17 信誼 珠璣 李願聞 余麗珍,鳳凰女,黃超武,歐陽儉

149 蟹美人（大結局） 1957/03/22 信誼 珠璣 李願聞 余麗珍,鳳凰女,黃超武,歐陽儉

150 包公嫁女 1957/03/24 干戈 馮志剛 盧山 吳君麗,羅劍郎,譚蘭卿,林蛟

151 寶扇緣 1957/03/28 黃岱 何非凡,紫羅蓮,梁醒波,陳露薇

152 蔡中興建洛陽橋 1957/03/29 雄鷹 黃鶴聲、梁鋒 黃鶴聲、梁鋒 新馬師曾,小燕飛,賽珍珠,白鳳仙

153 荔枝記 1957/04/04 越華 吳回 林川 張活游,白雪仙,梅綺,劉克宣

154 宮主刁蠻駙馬嬌 1957/04/11 重光 蔣偉光 任劍輝,白雪仙,李海泉,半日安

155 天后娘娘 1957/04/12 金像 龍圖 馮京 張活游,紫羅蓮,劉克宣,潘艷珠

156 狐仙奇緣 1957/04/18 大聯 陳皮 羅寶文 張活游,梅綺,歐陽儉,半日安

157 八美戲狀元 1957/04/20 銀星 李壽祺 胡文森 鄧碧雲,梁無相,鄭碧影,梁醒波

158 包公奇案灰闌計 1957/04/25 新聯 羅志雄 羅志雄 紫羅蓮,麥炳榮,譚蘭卿,靚次伯

159 楚漢爭 1957/05/01 立達 珠璣 任劍輝,關德興,鄧碧雲,少新權

160 陳宮罵曹 1957/05/02 合生 劉克宣 蔣愛民 新馬師曾,梅綺,麥炳榮,鳳凰女

161 王老虎搶親 1957/05/11 越華 林川 唐滌生 何非凡,鄧碧雲,梁醒波,吳桐

162 劍底情鴛 1957/05/16 國貞 馮志剛 馮志剛 羅劍郎,吳君麗,譚蘭卿,鳳凰女

163 半世老婆奴 1957/05/17 電懋 左几 左几 梁醒波,紫羅蓮,林家聲,鳳凰女

164 司馬相如 1957/05/24 宇宙 吳回 李願聞 何非凡,梅綺,梁醒波,盧海天

165 木蘭從軍 1957/05/25 國家 楊工良,鄺光 鄧碧雲,譚蘭卿,羅劍郎,許英秀

166 信陵君竊符救趙 1957/05/30 國華 莫康時 盧雨歧 張活游,鄧碧雲,陳錦棠,羅艷卿

167 大明忠烈傳 1957/05/31 大成 黃鶴聲 黃鶴聲 新馬師曾,任劍輝,吳君麗,李海泉

168 亞蘭嫁亞瑞 1957/06/13 干戈 凌雲 盧雨歧 鄧碧雲,羅劍郎,譚蘭卿,許英秀

169 真假俏郎君 1957/06/20 寶峯 馮峯 馮峯 何非凡,紫羅蓮,小燕飛,譚蘭卿

170 畫裡天仙 1957/07/04 重光 蔣偉光 唐滌生 任劍輝,白雪仙,譚蘭卿,劉克宣

171 龍虎渡姜公 1957/07/10 東南 馮峯 羅家權,秦小梨,黃鶴聲,馮峯

172 傻仔洞房 1957/07/11 永利行 陳皮 羅寶文 新馬師曾,鄧碧雲,譚蘭卿

173 花神 1957/07/18 金門 莫康時 盧雨歧 何非凡,梅綺,鳳凰女,歐陽儉

174 仙袖奇緣 1957/07/25 邵氏 周詩祿 林鳳,張英才,麥基,馬龍,周吉,阮

菁,飄慧梅,馬笑英

175 狀元紅 1957/07/25 寶華 陳皮 陳皮 鄧碧雲,新馬師曾,余麗珍,林家聲

聲明：本表資料只供參考，若發現有任何缺失，懇請來信指正，或電郵至hkfaweb@lcsd.gov.hk。另引用本表資料，請註明「資料來源：香港電影資

料館」，並來函知會，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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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6 魚腸劍 1957/07/31 玉聯 趙樹燊,黃鶴聲 趙樹燊、黃鶴

聲

關德興,鄧碧雲,梁醒波,麗兒

177 龍虎鬥 1957/08/01 東方 黃岱 何非凡,吳君麗,鳳凰女,羅劍郎

178 豬八戒招親 1957/08/09 吳回 梁醒波,鳳凰女,盧海天,陳露薇

179 包公三審血掌印 1957/08/15 新聯 羅志雄 羅志雄 張活游,梅綺,靚次伯,許英秀

180 黃飛虎反五關 1957/08/16 寶華 馮志剛 胡文森 鄧碧雲,關德興,梁醒波,譚倩紅

181 王妃入楚軍 1957/08/23 永生 劉克宣 鄭重耳 新馬師曾,吳君麗,李海泉,劉克宣

182 哪吒大鬧天宮 1957/08/24 華僑 胡鵬 關德興,羅麗娟,阮兆輝,李香琴

183 妙善公主 1957/08/29 義友 楊工良,凌雲 楊工良、凌雲 鄧碧雲,張活游,譚蘭卿,鳳凰女

184 插錯美人頭 1957/09/05 國華 陸邦 盧雨歧 鄧碧雲,羅劍郎,梁醒波,半日安

185 晨妻暮嫂 1957/09/05 大成 龍圖 龍圖 新馬師曾,吳君麗,羅劍郎,任冰兒

186 璇宮艷史 1957/09/11 電懋 左几 左几 張瑛,羅艷卿,梁醒波,譚蘭卿 原著為薛覺先的同名西裝粵劇。薛

覺先將荷里活名片The Love Parade
改編成粵劇，特色是以西式的華

服、佈景配上中式的唱腔和樂曲。

187 薛平貴與王寶釧 1957/09/12 寶華、干

戈

馮志剛 馮志剛 鄧碧雲,吳君麗,譚蘭卿,李香琴

188 無頭東宮生太子（上集）=白
骨美人

1957/09/18 大聯 龍圖 龍圖 余麗珍,羅劍郎,鳳凰女,半日安

189 千里送京娘 1957/09/19 時代 王天林,凌雲 王天林、凌雲 張活游,紫羅蓮,梅綺,劉克宣

190 仙女戲魔王 1957/09/19 新聯 盧敦 吳楚帆,紫羅蘭,梁醒波,鳳凰女,黃

楚山,李亨,高蘭,鄭文霞,盧燕英,楊

帆,楊業宏

191 無頭東宮生太子（下集）=白
骨美人（大結局）

1957/09/26 大聯 龍圖 龍圖 余麗珍,羅劍郎,鳳凰女,半日安

192 梅開二度 1957/10/06 東方 馮志剛 何非凡,吳君麗,羅劍郎,陳好逑

193 十五貫 1957/10/17 金碧 胡鵬 鄧碧雲,梁醒波,鄭碧影,關德興

194 蘇后解紅羅天齊寺會母（上

集）

1957/10/24 大聯 珠璣 余麗珍,何非凡,梁醒波,鳳凰女

195 洛神 1957/10/31 大成 羅志雄 羅志雄 芳艷芬,任劍輝,麥炳榮,半日安

196 關公千里送嫂 1957/10/31 麗星 趙樹燊,關文清 關德興,鳳凰女,梁醒波,麗兒

197 蟹美人大鬧水晶宮 1957/11/09 信誼 珠璣 李少芸 余麗珍,羅劍郎,鳳凰女,歐陽儉

198 賣肉養孤兒 1957/11/14 龍鳳 周詩祿 芳艷芬,羅劍郎,鳳凰女,劉克宣

199 蘇后解紅羅天齊寺會母（下集

大結局）

1957/11/16 大聯 珠璣 余麗珍,何非凡,梁醒波,鳳凰女

200 羅通掃北 1957/11/22 雲峯 黃鶴聲 黃鶴聲 新馬師曾,吳君麗,李海泉,李寶瑩

201 無頭東宮救太子 1957/11/29 大聯 龍圖 李少芸 余麗珍,羅劍郎,鳳凰女,半日安

202 唐伯虎點秋香 1957/12/05 立達 馮志剛 任劍輝,白雪仙,梁醒波,歐陽儉

203 芙蓉仙子 1957/12/05 長城 黃域 陳冠卿 「廣東木偶藝術劇團」團員 木偶粵劇

204 苦鳳鶯憐 1957/12/12 越光 蔣偉光 梅綺,羅劍郎,鳳凰女,梁醒波

205 香羅塚 1957/12/19 大成 馮志剛,盧雨歧 馮志剛、盧雨

歧

任劍輝,吳君麗,羅劍郎,譚蘭卿

206 紅鸞喜 1957/12/21 植利 珠璣 李少芸 芳艷芬,何非凡,半日安,譚倩紅

207 神女會襄王 1957/12/28 玉聯 趙樹燊 任劍輝,鄧碧雲,麗兒,譚蘭卿

208 七彩梁天來 1957/12/31 大華 珠璣 張活游,鄧碧雲,梅綺,陳錦棠

209 七彩鍾無艷 1958/01/09 光中 黃岱 李少芸 何非凡,余麗珍,梁醒波,莎鳳

210 海底尋夫骨 1958/01/17 寶華 楊工良 楊工良 鄧碧雲,羅劍郎,曹達華,鳳凰女

211 冰山火線 1958/01/22 興華 龍圖 紫羅蓮,陳錦棠,麥靜之,梁醒波

212 蟹仔夜祭蟹美人 1958/01/23 大聯 珠璣 李少芸 新馬師曾,余麗珍,歐陽儉,林家聲

213 重見月團圓 1958/01/23 重光 蔣偉光 羅劍郎,芳艷芬,蘇少棠,半日安

214 黃飛虎反五關（續集） 1958/01/30 寶華 馮志剛 鄧碧雲,關德興,靚次伯,半日安

215 萬世流芳張玉喬=萬世流芳 1958/01/30 永溢 龍圖 唐滌生 關德興,陳錦棠,鄧碧雲,梁醒波

216 樊梨花金光陣產子=醜鬼楊藩

投胎

1958/02/04 中藝 胡鵬 關德興,吳君麗,黃千歲,檸檬

217 薛剛打爛太廟 1958/02/09 中藝 胡鵬 關德興,吳君麗,黃千歲,梁素梅

218 彩鳳喜迎春 1958/02/17 大興行 蔣偉光 蔣偉光 任劍輝,芳艷芬,陳好逑,鄧寄塵

219 龍飛鳳舞 1958/02/17 新光 龍圖 龍圖 新馬師曾,鄧碧雲,少新權,劉克宣

220 花染狀元紅 1958/02/17 金門 莫康時 任劍輝,梅綺,梁醒波,譚蘭卿

221 喜滿人間福滿堂 1958/02/22 永溢 龍圖 芳艷芬,何非凡,蘇少棠,半日姲

222 金殿福星 1958/02/27 國華 呂平,陸邦 任劍輝,鄧碧雲,梁醒波,鳳凰女

223 三王嫁二喬 1958/02/28 大成 黃鶴聲 盧山 新馬師曾,任劍輝,吳君麗,李海泉

224 寶蓮燈（三集） 1958/03/04 中聯 吳回 梅綺,紫羅蓮,張活游,陳好逑

225 紮腳劉金定 1958/03/07 大聯 黃鶴聲 李少芸 任劍輝,余麗珍,梁醒波,任冰兒

聲明：本表資料只供參考，若發現有任何缺失，懇請來信指正，或電郵至hkfaweb@lcsd.gov.hk。另引用本表資料，請註明「資料來源：香港電影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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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6 斷腸碑 1958/03/15 兆豐 蔣偉光 蔣偉光 任劍輝,吳君麗,歐陽儉,李海泉

227 天河配 1958/03/18 立達 珠璣 何非凡,鄧碧雲,梁醒波,鳳凰女

228 艷陽丹鳳 1958/03/21 新光 馮志剛 馮志剛 芳艷芬,羅劍郎,黃千歲,林家聲

229 張巡殺妾饗三軍 1958/04/02 新光 黃鶴聲 黃鶴聲 任劍輝,吳君麗,羅劍郎,劉克宣

230 洛陽橋畔姑嫂墳 1958/04/09 玉聯 黃鶴聲,趙樹燊 任劍輝,鄧碧雲,麗兒,梁醒波

231 三審狀元妻 1958/04/10 藝光 蔣偉光 蔣偉光 任劍輝,白雪仙,任冰兒,半日安

232 一夜九更天 1958/04/11 雲峯 楊工良 陸冲 新馬師曾,羅艷卿,靚次伯,劉克宣

233 胡不歸 1958/04/23 植利 蔣偉光 芳艷芬,林家聲,半日安,譚倩紅

234 胭脂井 1958/04/24 新光 黃鶴聲 黃鶴聲 鄧碧雲,吳君麗,羅劍郎,李海泉

235 天女散花 1958/04/30 玉聯 黃鶴聲,趙樹燊 趙樹燊 何非凡,鄧碧雲,麗兒,梁醒波

236 一把存忠劍 1958/05/01 七喜 楊工良 陸冲 新馬師曾,林丹,鳳凰女,石燕子

237 火網梵宮十四年 1958/05/01 大成 蔣偉光 蔣偉光 芳艷芬,任劍輝,麥炳榮,李海泉

238 韓湘子雪夜過情關 1958/05/14 天華 關文清 何非凡,鄧碧雲,靚次伯,黃金愛

239 十萬童屍 1958/05/15 大成 馮志剛 盧山 關德興,吳君麗,羅劍郎,譚倩紅

240 七彩蝴蝶精 1958/05/21 大聯 珠璣 何非凡,黃千歲,余麗珍,鳳凰女

241 璇宮艷史（續集） 1958/05/21 電懋 左几 左几 張瑛,羅艷卿,梁醒波,譚蘭卿 承接著《璇宮艷史》的西裝粵劇形

式，以西式華服、佈景，配上中式

的唱腔和樂曲。

242 捨子奉姑 1958/05/28 雄鷹 凌雲 鄧碧雲,羅劍郎,譚蘭卿,白龍珠

243 鴛鴦淚 1958/05/30 信誼 周詩祿 芳艷芬,羅劍郎,林家聲,譚倩紅

244 正德皇夜探龍鳳店 1958/06/05 麗星 黃鶴聲 黃鶴聲 任劍輝,麗兒,鳳凰女,陳錦棠

245 戰地笳聲海棠紅 1958/06/05 光藝 潘炳權 南紅,胡笳,蘇少棠,半日安

246 荊釵記 1958/06/11 光華 李晨風 李晨風 張活游,紫羅蓮,靚次伯,黃楚山

247 狗飯餵狀元 1958/06/12 義友 楊工良 新馬師曾,鄧碧雲,黃千歲,鄭碧影

248 春風帶得歸來燕 1958/06/19 新光 黃鶴聲 黃鶴聲 任劍輝,羅劍郎,白露明,靚次伯

249 碧海狂僧 1958/06/25 玉聯 黃鶴聲 何非凡,鄧碧雲,麗兒,半日安

250 芙蓉恨 1958/06/27 東方 黃岱 李少芸 新馬師曾,吳君麗,鳳凰女,譚蘭卿

251 硃痕記 1958/07/03 大成 龍圖 龍圖 芳艷芬,麥炳榮,譚蘭卿,林家聲

252 美男子潘安 1958/07/09 寶華 陳皮 鄧碧雲,梅綺,譚蘭卿,歐陽儉

253 夫榮妻未貴 1958/07/09 永德 蔣偉光 芳艷芬,羅劍郎,鳳凰女,半日安

254 桃花仙子 1958/07/18 立達 蔣偉光 蔣偉光 任劍輝,白雪仙,半日安,許英秀

255 一年一度燕歸來 1958/07/23 立達 珠璣 唐滌生 任劍輝,芳艷芬,蘇少棠,半日安

256 寶鼎明珠 1958/07/30 達豐 吳回 羅劍郎,文蘭,梁醒波,劉克宣

257 鯉魚精 1958/07/31 新光 黃鶴聲 黃鶴聲 任劍輝,吳君麗,靚次伯,李海泉

258 新肉山藏妲己 1958/08/08 玉聯 馮峯 楊捷 羅劍郎,秦小梨,羅家權,任冰兒

259 廣東順母橋 1958/08/08 大聯 黃岱 李少芸 新馬師曾,余麗珍,歐陽儉,林家聲

260 梁祝恨史 1958/08/20 植利 李鐵 李鐵 芳艷芬,任劍輝,靚次伯,陳好逑

261 糊塗外父搶新郎 1958/08/27 雙鳳 馮志剛 羅劍郎,羅艷卿,梁醒波,李香凝

262 花債狀元還 1958/08/31 豪光 尹海清 盧陵 張活游,梅綺,梁醒波,任冰兒

263 瓊蓮公主 1958/09/04 邵氏 周詩祿 吳丹 林鳳,林家聲,黃麗梨,少新權

264 蘇小妹三難新郎 1958/09/04 雄興行 楊工良 胡文森 新馬師曾,鄧碧雲,半日安,陳好逑

265 姑緣嫂劫 1958/09/10 國華 陸邦 李願聞 羅劍郎,梅綺,羅艷卿,黃鶴聲

266 蛇美人劈山尋太子（上集） 1958/09/12 大聯 馮志剛 余麗珍,羅劍郎,鳳凰女,林家聲

267 蛇美人劈山尋太子（下集） 1958/09/17 大聯 馮志剛 余麗珍,羅劍郎,鳳凰女,林家聲

268 風流天子與多情孟麗君 1958/09/17 華興 龍圖 新馬師曾,芳艷芬,半日安,林家聲

269 三春審父 1958/09/24 大興行 馮志剛 羅劍郎,文蘭,梁醒波,鳳凰女

270 妻賢子孝母含冤 1958/09/25 大成 黃鶴聲 黃鶴聲 任劍輝,麥炳榮,吳君麗,靚次伯

271 三娘教子 1958/10/01 立達 珠璣 芳艷芬,黃千歲,鳳凰女,林家聲

272 水冰心三戲過其祖 1958/10/03 義友 陳皮 新馬師曾,鄧碧雲,蘇少棠,許英秀

273 女攝青鬼乞米養孤兒（上集） 1958/10/08 麗光 馮志剛 馮志剛 余麗珍,鳳凰女,羅劍郎,半日安

274 貍貓換太子 1958/10/15 東方 黃岱 黃岱 任劍輝,吳君麗,鳳凰女,靚次伯

275 清官斬節婦 1958/10/15 大興行 周詩祿 柳長青 芳艷芬,鳳凰女,羅劍郎,靚次伯

276 女攝青鬼乞米養孤兒（下集大

結局）

1958/10/24 麗光 馮志剛 馮志剛 余麗珍,羅劍郎,鳳凰女,林家聲

277 紅娘 1958/10/29 桃源 龍圖 馮京 芳艷芬,羅艷卿,半日安,羅劍郎

278 火葬生妲己 1958/10/30 玉聯 馮峯 楊捷 羅劍郎,秦小梨,羅家權,林家聲

279 泥馬渡康王 1958/11/05 國貞 馮志剛 馮志剛 羅劍郎,羅艷卿,鳳凰女,梁醒波

280 秦香蓮 1958/11/05 金城 莫康時 芳艷芬,陳錦棠,靚次伯,半日安

281 苦盡甘來 1958/11/06 重光 蔣偉光 蔣偉光 芳艷芬,梁醒波,黃千歲,林家聲

282 柳毅傳書 1958/11/13 華僑 吳回 潘焯、李願聞 張活游,紫羅蓮,陳好逑,半日安

283 文姬歸漢 1958/11/13 大成 龍圖 龍圖 芳艷芬,羅劍郎,麥炳榮,半日安

284 一入侯門深似海 1958/11/19 新利 珠璣 李願聞 芳艷芬,何非凡,林家聲,譚倩紅

285 漢宮生死恨 1958/11/22 東方 黃鶴聲 黃鶴聲 吳君麗,麥炳榮,鳳凰女,劉克宣

286 飛行太子 1958/11/27 桃源 龍圖 馮京 何非凡,關德興,余麗珍,譚蘭卿

287 魂化瑤台夜合花 1958/12/05 大成 黃鶴聲 黃鶴聲 芳艷芬,羅劍郎,麥炳榮,半日安

288 風火送慈雲（上集） 1958/12/07 玉聯 馮峯 揚捷 余麗珍,羅劍郎,秦小梨,林家聲

289 風火送慈雲（下集大結局） 1958/12/12 玉聯 馮峯 楊捷 余麗珍,羅劍郎,秦小梨,林家聲

聲明：本表資料只供參考，若發現有任何缺失，懇請來信指正，或電郵至hkfaweb@lcsd.gov.hk。另引用本表資料，請註明「資料來源：香港電影資

料館」，並來函知會，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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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0 七賢眷 1958/12/17 喜滿堂 黃鶴聲 黃鶴聲 芳艷芬,何非凡,梁醒波,半日安

291 玉堂春 1958/12/19 大成 黃鶴聲 黃鶴聲 芳艷芬,任劍輝,李香琴,許英秀

292 乞兒狀元 1958/12/24 永生 龍圖 新馬師曾,羅艷卿,半日安,歐陽儉

293 雙仙拜月亭 1958/12/30 東方 蔣偉光 蔣偉光 何非凡,吳君麗,梁醒波,麥炳榮

294 香銷十二美人樓 1958/12/31 立達 珠璣 李願聞 芳艷芬,任劍輝,陳錦棠,譚倩紅

295 生死連枝（上集） 1959/01/07 信誼 珠璣 盧雨歧 鄧碧雲,羅劍郎,梁醒波,鳳凰女

296 花開並蒂蓮 1959/01/08 植利 黃鶴聲 黃鶴聲 芳艷芬,麥炳榮,林家聲,陳好逑

297 十二金釵戲狀元(紅伶歌唱大

集會)
1959/01/13 新馬師曾,芳艷芬,任劍輝,梁醒波

298 生死連枝（下集大結局） 1959/01/13 信誼 珠璣 盧雨歧 鄧碧雲,羅劍郎,梁醒波,鳳凰女

299 四郎探母=楊四郎=無敵楊四郎 1959/01/14 麗士 黃鶴聲 李少芸 新馬師曾,余麗珍,鳳凰女,石燕子

300 可憐女 1959/01/21 重生 蔣偉光 蔣偉光 任劍輝,白雪仙,蘇少棠,半日安

301 楊八妹取金刀 1959/01/22 麗士 黃鶴聲 李少芸 新馬師曾,余麗珍,鳳凰女,石燕子

302 喬老爺上花轎 1959/01/22 新聯 羅志雄 羅志雄 李覺,溫雯,陳東,劉耿

303 紅孩兒水晶宮救母=孫悟空大

鬧天宮

1959/01/28 大聯 陳焯生 盧雨歧 鄧碧雲,麥炳榮,林家聲,蘇少棠

304 鐵扇公主神火破天門 1959/02/01 大聯 陳焯生 鄧碧雲,麥炳榮,林家聲,蘇少棠,阮

兆輝,陳好逑,李香琴,少新權,陳少

文,陳翠屏

305 龍鳳喜迎春 1959/02/07 興昌 楊工良 新馬師曾,梅綺,鄭碧影,林家聲

306 鴛鴦福祿 1959/02/07 永德 珠璣 芳艷芬,任劍輝,半日安,譚倩紅

307 漢女貞忠傳 1959/02/07 新光 龍圖 龍圖 芳艷芬,羅劍郎,麥炳榮,白龍珠

308 花燈照玉郎 1959/02/12 東方 黃岱 黃岱 任劍輝,吳君麗,鄧寄塵,歐陽儉

309 鵬程萬里 1959/02/13 立達 珠璣,龍圖 盧雨歧 新馬師曾,余麗珍,鳳凰女,蘇少棠

310 桂枝告狀 1959/02/17 大成 左几 左几 芳艷芬,羅劍郎,林家聲,半日安

311 紫釵記 1959/02/18 寶鷹 李鐵 唐滌生 白雪仙,任劍輝,梁醒波,蘇少棠

312 山東紮腳穆桂英（上集） 1959/02/25 麗士 黃鶴聲 李少芸 任劍輝,余麗珍,梁醒波,半日安

313 血淚洗殘脂 1959/03/05 植利 珠璣 芳艷芬,羅劍郎,林家聲,歐陽儉

314 鳳燭燒殘淚未乾 1959/03/05 義友 黃鶴聲 新馬師曾,鳳凰女,鄧碧雲,林家聲

315 含笑飲砒霜 1959/03/10 龍門 陸邦 芳艷芬,任劍輝,譚倩紅

316 山東紮腳穆桂英（下集） 1959/03/12 麗士 黃鶴聲 李少芸 任劍輝,余麗珍,梁醒波,半日安

317 泣荊花 1959/03/20 立基 黃鶴聲 新馬師曾,羅艷卿,陳錦棠,李海泉

318 六月雪 1959/03/25 大成 李鐵 孟江龍 芳艷芬,任劍輝,半日安,劉克宣

319 穿金寶扇 1959/04/01 桃源 蔣偉光 蔣偉光 任劍輝,白雪仙,半日安,李香琴

320 女兒香 1959/04/08 植利 黃鶴聲 芳艷芬,羅劍郎,黃千歲,陳好逑

321 倫文叙與柳先開 1959/04/15 鄧碧雲,羅劍郎

322 冤枉相思 1959/04/15 植利 黃鶴聲 芳艷芬,任劍輝,半日安,任冰兒

323 三年一哭二郎橋 1959/04/15 大明 俞亮 任劍輝,白雪仙,梁醒波,任冰兒

324 妹仔王掛帥平西 1959/04/24 麗士 黃鶴聲 李少芸 新馬師曾,余麗珍,石燕子,鳳凰女

325 蛋家公主爭駙馬 1959/04/30 華興 龍圖 馮京 任劍輝,吳君麗,譚蘭卿,半日安

326 聞天香三戲聞太師 1959/05/06 寶華 馮志剛 鄧碧雲,關德興,靚次伯,林家聲

327 枇杷巷口故人來 1959/05/06 桃源 蔣偉光 蔣偉光 任劍輝,白雪仙,半日安,林家聲

328 龍宮戇駙馬 1959/05/09 雄雞 龍圖 馮京 新馬師曾,羅艷卿,劉克宣,李香琴

329 趙五娘萬里尋夫 1959/05/13 玉聯 珠璣 楊捷 芳艷芬,羅劍郎,譚倩紅,少新權

330 七彩鍾無艷（續集） 1959/05/14 光中 黃岱 李少芸 何非凡,余麗珍,梁醒波,莎鳳

331 三司會審殺姑案 1959/05/20 金華 珠璣 任劍輝,余麗珍,林家聲,譚倩紅

332 七彩鍾無艷（三集大結局） 1959/05/21 光中 黃岱 李少芸 何非凡,余麗珍,梁醒波,莎鳳

333 毒婦點天燈 1959/05/28 干戈 馮志剛 馮一葦 吳君麗,羅劍郎,梁醒波,譚蘭卿

334 王寶釧 1959/06/10 大成 左几 左几 芳艷芬,羅劍郎,半日安,歐陽儉

335 九天玄女 1959/06/10 國華 莫康時 唐滌生 任劍輝,白雪仙,梁醒波,陳錦棠

336 雪艷娘 1959/06/17 信誼 珠璣 李願聞 鄧碧雲,羅劍郎,陳錦棠,譚倩紅

337 金釵引鳳凰 1959/06/24 國華 陸邦 新馬師曾,鳳凰女,陳錦棠,譚蘭卿

338 獅吼記 1959/06/30 桃源 蔣偉光 蔣偉光 任劍輝,白雪仙,梁醒波,半日安

339 帝女花 1959/06/30 大成 左几 白雪仙,任劍輝,靚次伯,陳好逑

340 春風秋雨又三年 1959/07/10 興昌 楊工良 新馬師曾,鄧碧雲,梁素琴,許英秀

341 紅菱巧破無頭案 1959/07/15 立達 珠璣 李願聞 羅劍郎,鳳凰女,陳錦棠,區鳳鳴

342 金殿審人頭（上集） 1959/07/16 大聯 陳焯生 李天龍 羅劍郎,吳君麗,鳳凰女,半日安

343 金殿審人頭（大結局） 1959/07/23 大聯 陳焯生 李天龍 羅劍郎,吳君麗,鳳凰女,半日安

344 芙蓉傳 1959/07/29 桃源 蔣偉光 蔣偉光 任劍輝,白雪仙,麥炳榮,李海泉

345 一枝紅艷露凝香 1959/07/30 大成 左几 芳艷芬,任劍輝,麥炳榮,鳳凰女

346 桃花女二度下凡 1959/08/05 好景 楊工良 鄧碧雲,羅劍郎,梁醒波,許英秀

347 春燈羽扇恨 1959/08/12 永德 珠璣,李壽祺 芳艷芬,任劍輝,黃鶴聲,任冰兒

348 有仔萬事足 1959/08/13 大成 馮志剛 任劍輝,吳君麗,鳳凰女,半日安

349 正德皇海角尋春 1959/08/26 玉聯 龍圖 馮京 任劍輝,羅艷卿,梁醒波,譚倩紅

350 除却巫山不是雲 1959/08/27 美亞 珠璣 任劍輝,麥炳榮,吳君麗,半日安

351 墓美人火燒棺材精（上集） 1959/09/02 麗士 馮志剛 李少芸 余麗珍,羅劍郎,林家聲,鳳凰女

352 墓美人火燒棺材精（下集大結

局）

1959/09/06 麗士 馮志剛 李少芸 余麗珍,羅劍郎,林家聲,鳳凰女

聲明：本表資料只供參考，若發現有任何缺失，懇請來信指正，或電郵至hkfaweb@lcsd.gov.hk。另引用本表資料，請註明「資料來源：香港電影資

料館」，並來函知會，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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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3 琴姑（上集） 1959/09/09 永茂 黃岱 萬世師 鄧碧雲,羅劍郎,鳳凰女,半日安

354 琴姑（下集大結局） 1959/09/12 永茂 黃岱 萬世師 鄧碧雲,羅劍郎,鳳凰女,半日安

355 漢武帝夢會衛夫人 1959/09/16 大成 珠璣 芳艷芬,任劍輝,半日安,林家聲

356 蝶影紅梨記 1959/09/16 寶鷹 李鐵 唐滌生 任劍輝,白雪仙,梁醒波,靚次伯

357 包公夜審行屍 1959/09/24 七喜 李壽祺,莫康時 羅劍郎,林丹,鳳凰女,靚次伯

358 三姐下凡 1959/09/30 寶華 陳皮 鄧碧雲,黃千歲,半日安,梁碧玉

359 白髮蘇娘懷石胎 1959/10/04 金馬 王風 王風 鄧碧雲,麥炳榮,鳳凰女,王金鳳

360 正德皇情醉怡香苑 1959/10/07 玉聯 龍圖 馮京 任劍輝,羅艷卿,梁醒波,譚倩紅

361 彩蝶雙飛 1959/10/13 鴻圖 集體 集體 紅線女,馬師曾,白駒榮,羅品超

362 燕雙飛 1959/10/15 國華 陸邦 任劍輝,吳君麗,梁醒波,半日安

363 燕子啣來燕子箋 1959/10/21 信誼 珠璣 李願聞、龐秋

華

鄧碧雲,羅劍郎,鳳凰女,陳錦棠

364 武松打虎 1959/10/22 雄風 黃鶴聲 新馬師曾,陳錦棠,鳳凰女,李海泉

365 三月杜鵑魂 1959/10/28 達豐 珠璣 李少芸 任劍輝,文蘭,陳錦棠,李海泉

366 淒涼媳婦 1959/10/28 桃源 蔣偉光 蔣偉光 任劍輝,白雪仙,靚次伯,李海泉

367 石頭太子篡位 1959/10/31 金馬 王風 王風 鄧碧雲,麥炳榮,鳳凰女,阮兆輝

368 杜鵑啼血點點紅 1959/11/05 美亞 黃岱 黃岱 羅劍郎,吳君麗,半日安,靚次伯

369 平步青雲（上集） 1959/11/08 立達 珠璣 李願聞 任劍輝,羅艷卿,陳錦棠,半日安

370 女鬼嫁狀元（上集） 1959/11/11 道劍 龍圖 馮京 新馬師曾,余麗珍,石燕子,半日安

371 平步青雲（大結局） 1959/11/14 立達 珠璣 李願聞 任劍輝,羅艷卿,陳錦棠,半日安

372 女鬼嫁狀元（下集） 1959/11/15 道劍 龍圖 馮京 新馬師曾,余麗珍,石燕子,半日安

373 雙孝子劈棺救母 1959/11/19 大聯 陳焯生 李天龍 吳君麗,羅劍郎,半日安,阮兆輝

374 孝感動家姑 1959/11/25 國華 陸邦 鄧碧雲,羅劍郎,鳳凰女,譚蘭卿

375 神眼東宮認太子（上集） 1959/12/02 麗士 珠璣 李少芸 任劍輝,余麗珍,梁醒波,鳳凰女

376 神眼東宮認太子（大結局） 1959/12/09 麗士 珠璣 李少芸 任劍輝,余麗珍,梁醒波,鳳凰女

377 雙槍陸文龍 1959/12/09 立達 珠璣 李願聞 祁筱英,鄭碧影,陳錦棠,蘇少棠

378 戰國佳人 1959/12/15 七喜 楊工良 陸　 何非凡,林丹,梁醒波,麥炳榮

379 沉香扇 1959/12/16 玉聯 蔣偉光 楊捷 鄧碧雲,羅劍郎,林家聲,靚次伯

380 萬里琵琶關外月 1959/12/22 大興行 珠璣 芳艷芬,任劍輝,林家聲,譚倩紅

381 白兔會 1959/12/22 大成 左几 唐滌生 任劍輝,吳君麗,鳳凰女,蘇少棠

382 跨鳳乘龍 1959/12/30 桃源 龍圖 唐滌生 任劍輝,白雪仙,梁醒波,蘇少棠

383 安祿山夜祭貴妃墳 1959/12/31 大聯 陳焯生 李天龍 新馬師曾,鳳凰女,麥炳榮,許英秀

384 飛頭公主滴血救親夫 1960/01/06 天龍 馮志剛 李天龍 麥炳榮,余麗珍

385 佛前花送狀元歸 1960/01/13 四興 馮志剛 馮志剛 任劍輝,羅艷卿

386 第八才子花箋記 1960/01/20 巴麗 黃鶴聲 譚健伯 羅劍郎,鄧碧雲

387 飛頭公主雷電鬥飛龍 1960/01/24 天龍 馮志剛 李天龍 余麗珍,麥炳榮,鳳凰女,林家聲

388 紅梅白雪賀新春 1960/01/27 立達 珠璣 李願聞 任劍輝,白雪仙,蘇少棠,譚倩紅

389 金麒麟五福臨門 1960/02/01 麗士 珠璣 李少芸 任劍輝,余麗珍,梁醒波,鳳凰女

390 四季蓮花 1960/02/01 邵氏 周詩祿 柳長青 林鳳,林家聲,林艷,半日安

391 玉郎戲鳳賀春宵 1960/02/02 美亞 珠璣 任劍輝,吳君麗,梁醒波,任冰兒

392 西施 1960/02/10 海洋 珠璣 楊捷 任劍輝,白雪仙,梁醒波,陳錦棠

393 彩鸞燈 1960/02/17 寶寶 馮志剛 新馬師曾,鄧碧雲

394 代代扭紋柴 1960/02/24 桃源 龍圖 龍圖 任劍輝,羅艷卿,梁醒波,譚蘭卿

395 紮腳樊梨花 1960/02/26 麗士 黃鶴聲 李少芸 任劍輝,余麗珍,梁醒波,林家聲

396 鳳還巢 1960/03/03 新光 珠璣 李願聞 羅劍郎,鄧碧雲,歐陽儉,譚蘭卿

397 附薦何文秀 1960/03/09 新光 黃岱 李願聞 任劍輝,吳君麗,靚次伯,麥炳榮

398 藍袍惹桂香 1960/03/09 信誼 珠璣 李願聞 鄧碧雲,羅劍郎,鳳凰女,靚次伯

399 花燈記 1960/03/09 興隆 胡鵬 盧陵 任劍輝,羅艷卿,梁醒波

400 美人計 1960/03/16 瑞雲 珠璣 李願聞 新馬師曾,鄧碧雲,陳錦棠,鄭碧影

401 三屍四命五重冤 1960/03/16 金城 黃鶴聲 梁文輝 羅劍郎,羅艷卿,靚次伯,蘇少棠

402 猩猩女飛馬斬魔龍（上集） 1960/03/16 麗士 黃鶴聲 李少芸 余麗珍,羅劍郎,鳳凰女,林家聲

403 猩猩女飛馬斬魔龍（下集） 1960/03/21 麗士 黃鶴聲 李少芸 余麗珍,羅劍郎,鳳凰女,林家聲

404 三十年胭脂淚 1960/03/25 大聯 珠璣 李天龍 任劍輝,吳君麗,半日安,林家聲

405 夜祭碧桃花 1960/03/30 興發 陳皮,李壽祺 白石 新馬師曾,鄧碧雲,半日安,張醒非

406 妻嬌郎更嬌 1960/04/07 雷達 劉克宣 唐滌生 任劍輝,白雪仙,靚次伯,歐陽儉

407 教子逆君皇 1960/04/13 大成 羅志雄 任劍輝,吳君麗,譚蘭卿,半日安

408 正德皇牡丹亭戲鳳 1960/04/13 玉聯 龍圖 馮京 任劍輝,羅艷卿,梁醒波

409 苦命女雪夜尋夫 1960/04/20 巴麗 珠璣 溫詩啟 鄧碧雲,羅劍郎,鳳凰女,蘇少棠

410 樊梨花掛帥罪子 1960/05/04 麗士 黃鶴聲 李少芸 任劍輝,余麗珍,梁醒波,林家聲

411 換巢鸞鳳 1960/05/12 金鳳 珠璣 李願聞 任劍輝,區鳳鳴,梁醒波,陳錦棠

412 貞娥刺虎 1960/05/13 新光 黃岱 盧雨歧 吳君麗,羅劍郎,麥炳榮,靚次伯

413 花王之女 1960/05/18 大光 蔣偉光 羅寶生 鄧碧雲,黃千歲,梁醒波,林家聲

414 百萬軍中藏阿斗 1960/05/19 干戈 黃鶴聲 新馬師曾,鄧碧雲,半日安,任冰兒

415 西河會妻 1960/05/25 桃源 龍圖 任劍輝,羅艷卿,靚次伯,陳錦棠

416 錦羅記 1960/05/26 美亞 龍圖 龍圖 任劍輝,吳君麗,麥炳榮,半日安

417 春燈會 1960/06/01 信誼 珠璣 李願聞 羅劍郎,鄧碧雲,梁醒波,林家聲

418 飛龍太子劈石救銀妃 1960/06/13 麗士 黃鶴聲 李少芸 任劍輝,余麗珍,梁醒波,林家聲

419 雙孝女萬里尋親 1960/06/15 大聯 陳焯生 李天龍 鄧碧雲,麥炳榮,半日安,林家聲

聲明：本表資料只供參考，若發現有任何缺失，懇請來信指正，或電郵至hkfaweb@lcsd.gov.hk。另引用本表資料，請註明「資料來源：香港電影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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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0 十三妹大鬧能仁寺 1960/06/22 麗士 馮志剛 李少芸 余麗珍,石燕子,林家聲,任冰兒

421 十三妹金殿賣人頭 1960/06/26 麗士 馮志剛 余麗珍,石燕子,林家聲,任冰兒

422 天倫鏡 1960/07/06 新光 珠璣 珠璣 任劍輝,吳君麗,半日安

423 陰陽河會妻（白蛇女下集） 1960/07/17 九龍 王風 王風 鄧碧雲,麥炳榮,鳳凰女,陳錦棠

424 琴挑誤（上集） 1960/07/21 興發 陳皮 李壽祺 任劍輝,羅艷卿,鳳凰女,陳錦棠

425 非夢奇緣 1960/07/27 桃源 龍圖 龍圖 任劍輝,羅艷卿,馮寶寶,半日安

426 節婦斬情夫 1960/08/05 麗士 珠璣 李少芸 任劍輝,余麗珍,梁醒波,林家聲

427 七兒八女九狀詞 1960/08/11 麗士 黃岱 李少芸 羅劍郎,余麗珍,半日安

428 花落江南廿四橋 1960/08/24 麗麗 蔣偉光 溫啟詩 羅劍郎,鄧碧雲,梁醒波

429 人頭告御狀（上集） 1960/08/26 天龍 珠璣 李天龍 任劍輝,吳君麗,梁醒波,林家聲

430 娘子軍封王 1960/08/30 協力 胡鵬 吳一嘯 陳錦棠,林丹,林蛟,譚蘭卿

431 琴挑誤（下集） 1960/09/01 興發 陳皮 李壽祺 任劍輝,鳳凰女,羅艷卿,陳錦棠

432 天雷劈棺生鬼仔 1960/09/02 大聯 陳焯生 梁山人 麥炳榮,鄧碧雲

433 可憐駙馬可憐妻 1960/09/09 美亞 黃岱 李願聞 任劍輝,吳君麗,靚次伯,任冰兒

434 忠孝雙全並蒂花 1960/09/16 東南 黃鶴聲 黃鶴聲 羅劍郎,鄧碧雲,鳳凰女,半日安

435 梨花一枝春帶雨 1960/09/21 玉聯 珠璣 楊捷 任劍輝,羅艷卿,靚次伯

436 苦兒救母 1960/09/21 大龍鳳 馮峰　 馮　 麥炳榮,鳳凰女,梁醒波,馮寶寶

437 人頭審皇帝 1960/09/21 天龍 珠璣 李天龍 任劍輝,吳君麗,梁醒波,林家聲

438 腸斷江南燕子歸 1960/09/29 大成 珠璣 李願聞 羅劍郎,鄧碧雲,靚次伯

439 李仙傳 1960/10/06 飛鷹 珠璣 胡文森 任劍輝,羅艷卿,半日安,靚次伯

440 佳偶天成 1960/10/26 鴻圖 集群 紅線女,馬師曾

441 蠻女賣相思 1960/11/02 達豐 蔣偉光 潘焯 任劍輝,文蘭,梁醒波,林家聲

442 金鏢黃天霸（上集） 1960/11/02 寶寶 凌雲,陳焯生 凌雲、陳焯生 羅劍郎,鄧碧雲,半日安,靚次伯

443 金鏢黃天霸（下集） 1960/11/07 寶寶 凌雲,陳焯生 凌雲、陳焯生 羅劍郎,鄧碧雲,半日安,靚次伯

444 七彩金葉菊=金葉菊 1960/11/30 麗士 珠璣 李少芸 任劍輝,余麗珍,梁醒波,林家聲

445 龍虎關前烈女魂 1960/12/09 大成 珠璣 李願聞 羅劍郎,吳君麗,靚次伯,林家聲

446 血掌奪親兒 1960/12/22 大成 珠璣 李願聞 任劍輝,吳君麗,鳳凰女,馮寶寶

447 再世奇緣 1960/12/29 龍門 陸邦 程剛 任劍輝,羅艷卿,陳錦棠,林蛟

448 彩菱艷 1961/01/04 玉聯 龍圖 楊捷 任劍輝,馮寶寶,羅艷卿,靚次伯

449 步步高陞 1961/02/14 龍門 陸邦 楊捷 任劍輝,羅艷卿,陳錦棠,任冰兒

450 芙蓉帳暖度春宵 1961/02/14 玉聯 珠璣 李願聞 任劍輝,羅艷卿,梁醒波,任冰兒

451 富貴花開鳳凰台 1961/02/20 麗士 黃鶴聲 李少芸 任劍輝,余麗珍,譚蘭卿,蘇少棠

452 百戰榮歸迎彩鳳 1961/02/24 大龍鳳 黃鶴聲 麥炳榮,鳳凰女,林家聲,譚蘭卿

453 戇姑爺 1961/03/01 桃源 龍圖 李願聞、龐秋

華

任劍輝,羅艷卿,李海泉

454 十年割肉養金龍 1961/03/01 麗士 珠璣 李少芸 任劍輝,余麗珍,梁醒波,林家聲

455 漢宮秋月 1961/03/15 七喜 馮志剛 潘焯 任劍輝,羅艷卿

456 一張白紙告親夫 1961/03/16 美亞 珠璣 李願聞 任劍輝,吳君麗,歐陽儉,靚次伯

457 傻俠勤王 1961/03/29 玉雄 珠璣 江游 任劍輝,羅艷卿

458 游龍情俠 1961/03/29 甜心 龍圖 李願聞、龐秋

華

任劍輝,羅艷卿,梁醒波,陳寶珠

459 無頭正宮教子鬧金鑾 1961/04/06 麗士 珠璣 李少芸 任劍輝,余麗珍,梁醒波,林家聲

460 血掌殺姑案 1961/04/12 龍龍 周詩祿 柳長青 麥炳榮,鳳凰女,馮寶寶,林家聲

461 一命難填九命冤 1961/04/12 德星 珠璣 潘焯 任劍輝,羅艷卿,梁醒波,陳錦棠

462 桃花扇 1961/05/03 邵氏 周詩祿 凌漢 林鳳,羅劍郎,林家聲,林艷

463 野龍怒碎金蛇塔 1961/05/04 麗士 珠璣 李少芸 余麗珍,任劍輝,石燕子,歐陽儉

464 皇城救母定江山 1961/05/17 大聯 陳焯生 梁山人 羅艷卿,陳錦棠,馮寶寶,林家聲

465 萬里烽煙尋妹喜 1961/05/26 大成 黃鶴聲 黃鶴聲 任劍輝,吳君麗,陳錦棠,歐陽儉

466 十載含冤為我郎 1961/06/07 銀禧 俞亮 李願聞 新馬師曾,羅艷卿,李寶瑩,半日安

467 無頭女賣頭尋夫 1961/06/07 麗士 珠璣 李少芸 任劍輝,余麗珍,半日安,黃鶴聲

468 十年一覺揚州夢 1961/06/28 大龍鳳 馮峰　 李願聞 麥炳榮,鳳凰女,林家聲

469 夫證妻兇 1961/07/12 興發 陳皮 李願聞 任劍輝,鳳凰女,冼劍麗,麥炳榮

470 英雄肝胆美人心 1961/07/13 天德 黃鶴聲 陸雲　 新馬師曾,林丹,陳錦棠,陳好逑

471 還珠淚 1961/07/19 大成 黃岱 任劍輝,吳君麗,陳錦棠,歐陽儉

472 冰山逢怨侶 1961/07/19 邵氏 蔣偉光 蔣偉光 林鳳,林家聲,林艷,陳寶珠

473 神蛇飛虎救正宮 1961/07/26 麗士 珠璣 李少芸 余麗珍,林家聲,半日安,李香琴

474 蘆花河會母 1961/08/02 金馬 王風 王風 于素秋,麥炳榮,梁醒波

475 雙飛蝴蝶 1961/08/11 大成 黃岱 任劍輝,吳君麗,歐陽儉,任冰兒

476 小甘羅拜相 1961/08/23 大龍鳳 馮峰　 李願聞 馮寶寶,鳳凰女,麥炳榮,陳錦棠

477 金鳳斬蛟龍 1961/08/23 麗士 黃鶴聲 李少芸 任劍輝,余麗珍,梁醒波,半日安

478 挖目保山河 1961/09/06 桃源 馮峰　 李願聞、龐秋

華

任劍輝,羅艷卿,梁醒波

479 花蝴蝶三氣飛天貓 1961/09/07 麗士 珠璣 李少芸 任劍輝,余麗珍,梁醒波

480 三合明珠寶劍 1961/09/20 冠生 楊工良 胡元森 新馬師曾,鄧碧雲,梁醒波

481 紅爐火 1961/09/21 大成 龍圖 李願聞 任劍輝,吳君麗,歐陽儉,李香琴

482 義乞存孤 1961/09/28 勵生 馮峰　 田金 新馬師曾,馮寶寶,鳳凰女,李香琴

483 寒江關 1961/10/04 立達 珠璣 李願聞 蘇少棠,羅艷卿

484 狄青 1961/10/18 飛鷹 珠璣 李願聞 任劍輝,羅艷卿,半日安,石燕子

聲明：本表資料只供參考，若發現有任何缺失，懇請來信指正，或電郵至hkfaweb@lcsd.gov.hk。另引用本表資料，請註明「資料來源：香港電影資

料館」，並來函知會，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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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5 三宮六苑斬狐妃 1961/10/25 麗士 黃鶴聲 李少芸 余麗珍,任劍輝,李香琴,梁醒波

486 白門樓斬呂布 1961/11/02 大成 王風 吳君麗,于素秋,梁醒波,靚次伯

487 三戰定江山 1961/11/08 信誼 黃鶴聲 潘焯 麥炳榮,鳳凰女,林家聲,陳好逑

488 百鳥朝凰 1961/11/08 大成 珠璣 李天龍 任劍輝,吳君麗,陳錦棠,譚蘭卿

489 梁紅玉血戰黃天蕩 1961/11/15 權華 馮志剛 馮志剛 李鳳聲,于素秋,譚蘭卿,陳寶珠

490 八美審狀元 1961/11/22 麗士 珠璣 李少芸 任劍輝,余麗珍,譚蘭卿,任冰兒

491 神燈換太子 1961/11/29 天龍 黃鶴聲 梁山人 林鳳,林家聲,靚次伯,許英秀

492 紮腳小紅娘 1961/11/29 寶峰 馮峰　 田金 馮寶寶,馮素波,潘有聲,靚次伯

493 十三歲封王 1961/12/06 多利 馮志剛 潘帆 麥炳榮,鳳凰女,陳錦棠,半日安

494 沉香太子毒龍潭救母（上集） 1961/12/08 麗士 珠璣 李少芸 余麗珍,馮寶寶,半日安,黃千歲

495 沉香太子毒龍潭救母（下集） 1961/12/12 麗士 珠璣 李少芸 余麗珍,馮寶寶,半日安,黃千歲

496 楊門女將告御狀 1961/12/13 立達 珠璣 李願聞 麥炳榮,于素秋

497 花木蘭 1961/12/13 百達 黃鶴聲 李壽祺 麥炳榮,鳳凰女,陳錦棠,陳好逑

498 無敵楊家將 1961/12/20 信誼 黃鶴聲 于素秋,林家聲,半日安,陳好逑

499 漢宮英烈傳 1961/12/22 永發 珠璣 藍菲、楊捷 任劍輝,羅艷卿

500 小狀元 1961/12/28 寶峰 馮峰　 江游 馮寶寶,鳳凰女,馮素波,半日安

501 金鑾教子認生娘 1961/12/29 大聯 陳焯生 梁山人 羅艷卿,麥炳榮,陳寶珠,李香琴

502 雙龍丹鳳霸皇都 1962/01/01 大龍鳳 黃鶴聲 潘一帆 林家聲,鳳凰女

503 鍾無艷掛帥征西 1962/01/05 大聯 陳焯生,楊工良 陳焯生、楊工

良

新馬師曾,于素秋,梁醒波,李香琴

504 虎將爭妻 1962/01/11 寶寶 李壽祺、陳皮 羅寶生 任劍輝,鄧碧雲,靚次伯

505 斷橋產子 1962/01/17 超明 王風 蘇翁 麥炳榮,于素秋,梁醒波,陳寶珠

506 旱天雷 1962/01/17 七喜 馮志剛 黃景宏 麥炳榮,羅艷卿

507 探花夫婿狀元妻 1962/02/04 立達 珠璣 李願聞 任劍輝,羅艷卿

508 春花長好月長圓 1962/02/04 興發 陳皮 李願聞 鳳凰女,何非凡,麥炳榮,冼劍麗

509 金鳳銀龍雙掛帥 1962/02/11 麗士 珠璣 李少芸 余麗珍,任劍輝,半日安,任冰兒

510 富貴榮華第一家 1962/02/13 立達 珠璣 李願聞 任劍輝,羅艷卿

511 大戰泗洲城 1962/02/14 春秋 黃鶴聲 粉菊花,文蘭,林家聲,周坤玲

512 望兒樓 1962/02/21 麗士 珠璣 李少芸 余麗珍,林家聲,半日安,林鳳

513 千里送皇姑 1962/03/02 大聯 陸邦 梁山人 任劍輝,鄧碧雲,李香琴,任冰兒

514 搶老婆 1962/03/07 雷達 雷英、江揚 雷英、江揚 于素秋,麥炳榮,梁醒波,譚蘭卿

515 危城金粉 1962/03/08 天龍 黃鶴聲 林鳳,麥炳榮,譚蘭卿,半日安

516 珠樓錯 1962/03/14 興發 陳皮 李願聞 麥炳榮,鳳凰女,冼劍麗,陳錦棠

517 狄青五虎平西 1962/03/14 飛鷹 珠璣 李願聞 任劍輝,羅艷卿

518 金鐧怒碎銀安殿 1962/03/15 麗士 黃鶴聲 李少芸 任劍輝,余麗珍,靚次伯,李香琴

519 三婿回門 1962/03/22 懋林 龍圖 馮京 林鳳,林家聲,梁醒波,譚蘭卿

520 女駙馬金殿鳴冤 1962/03/28 泰山 李鐵 李願聞 羅艷卿,蘇少棠,陳好逑,半日安

521 巧鳳試郎心 1962/03/28 必得 陸邦 梁琛 任劍輝,梁醒波,徐柳仙,張月兒

522 平陽宮主替子受斬刑 1962/04/04 麗士 黃鶴聲 李少芸 余麗珍,林家聲,半日安,李香琴

523 一笑傾城 1962/04/11 玉聯 黃鶴聲 羅臻 林鳳,林家聲,半日安,陳好逑

524 秦漢三盜攝魂鈴 1962/04/19 大成 龍圖 任劍輝,吳君麗,歐陽儉,靚次伯

525 羅成叫關 1962/05/02 麗士 珠璣 李少芸 任劍輝,余麗珍,靚次伯,李香琴

526 小甘羅拜相（大結局） 1962/05/08 大龍鳳 馮峯 李願聞、龐秋

華

麥炳榮,鳳凰女,馮寶寶,半日安

527 美人如玉劍如虹 1962/05/16 星聯 梁琛 潘焯 羅艷卿,林家聲,陳錦棠

528 刁蠻元帥莽將軍 1962/05/17 大龍鳳 黃鶴聲 李願聞 鳳凰女,麥炳榮,黃千歲,譚蘭卿

529 皇陵會愛妻 1962/05/23 大聯 陳焯生 梁山人 任劍輝,鄧碧雲,半日安,任冰兒

530 文武狀元爭彩鳳 1962/05/23 光明 龍圖 馮一葦 羅艷卿,陳錦棠,鄭碧影,許英秀

531 哪吒出世 1962/05/30 麗士 黃鶴聲 李少芸 余麗珍,林家聲,靚次伯,李香琴

532 蘭貞鬧嚴府 1962/06/06 大成 羅志雄 任劍輝,吳君麗,半日安,靚次伯

533 龍虎恩仇龍鳳配 1962/06/06 飛鷹 珠璣 李願聞 任劍輝,羅艷卿

534 龍虎風雲萬里紅 1962/06/20 新艷紅 珠璣 潘焯 麥炳榮,譚倩紅,蘇少棠,梁醒波

535 火龍怒吞雙虎將 1962/07/04 權華 馮志剛 馮志剛 李鳳聲,于素秋,陳好逑,靚次伯

536 黛玉葬花 1962/07/11 鳳鳴 黃鶴聲 潘焯 林家聲,冼劍麗,李香琴,靚次伯

537 哪吒劈天救母 1962/07/11 麗士 黃鶴聲 李少芸 余麗珍,林家聲,靚次伯,李香琴

538 銀合太子乞食告御狀 1962/07/18 麗士 珠璣 李少芸 任劍輝,余麗珍,靚次伯,李香琴

539 大明群英會 1962/07/18 百勝 楊江 楊江 羅艷卿,蘇少棠,陳錦棠,譚倩紅

540 飛天寶扇鬥神燈 1962/07/26 天龍 珠璣 李天龍 林家聲,冼劍麗,譚蘭卿,靚次伯

541 薛門七女將=胭脂虎 1962/08/08 麗士 黃鶴聲 李少芸 余麗珍,林家聲,靚次伯,李香琴

542 鳳閣恩仇未了情 1962/08/08 大龍鳳 黃鶴聲 李願聞 麥炳榮,鳳凰女,梁醒波,黃千歲

543 望娘灘 1962/08/16 大聯 陳焯生 鄧碧雲,林家聲,李香琴,關海山

544 仗義還妻（上集） 1962/08/29 興發 陳皮 李願聞 任劍輝,鳳凰女,南紅,關海山

545 一樓風雪夜歸人 1962/08/29 大成 珠璣 唐滌生 吳君麗,任劍輝,麥炳榮,任冰兒

546 血洗愛河橋 1962/09/05 光懋 陳皮,李壽祺 李壽祺、黃廷 羅艷卿,麥炳榮,陳好逑,陳錦棠

547 仗義還妻（大結局） 1962/09/06 興發 陳皮 李願聞 任劍輝,鳳凰女,南紅,關海山

548 一曲琵琶動漢皇 1962/09/12 九龍 馮志剛 馮志剛 林家聲,南紅,半日安,李香琴

549 三告狀 1962/09/26 麒麟 楊江 李願聞 任劍輝,羅艷卿,半日安,李香琴

550 望夫亭 1962/10/10 麗士 珠璣 李少芸 任劍輝,余麗珍,林鳳,半日安

聲明：本表資料只供參考，若發現有任何缺失，懇請來信指正，或電郵至hkfaweb@lcsd.gov.hk。另引用本表資料，請註明「資料來源：香港電影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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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1 紅梅仙借屍還魂 1962/10/17
552 石鬼仔出世 1962/10/18 天龍 黃鶴聲 林家聲,鳳凰女,靚次伯,石燕子

553 梨渦一笑九重冤 1962/10/24 同文 吳丹 李願聞 麥炳榮,梁醒波,鳳凰女,半日安

554 神眼峨眉尋太子 1962/10/31 麗士 黃鶴聲 李少芸 余麗珍,林家聲,李香琴,劉克宣

555 英雄掌上野荼薇 1962/11/07 九龍 馮志剛 唐滌生 鄧碧雲,鳳凰女,李鳳聲,陳好逑

556 打死不離親兄弟 1962/11/14 榮生 珠璣 李願聞 麥炳榮,鳳凰女,陳好逑,半日安

557 小薛蛟舉獅觀圖 1962/11/14 飛鷹 馮峰峯 馮寶寶,鳳凰女,陳錦棠,陸飛鴻

558 仙鶴神童救母斬蛟龍 1962/11/15 大聯 陳焯生 王風 麥炳榮,鳳凰女,李香琴,陳寶珠

559 火海勝字旗 1962/11/21 華城 黃鶴聲 黃鶴聲 麥炳榮,鳳凰女,黃千歲,陳好逑

560 雙太子飛渡雁門關 1962/11/28 麗士 珠璣 李少芸 任劍輝,余麗珍,林家聲,半日安

561 歌唱仕林祭塔 1962/12/05 興發 陳皮 黃堯、盧丹、

柳生

新馬師曾,冼劍麗,任冰兒,靚次伯

562 春滿帝皇家 1962/12/11 建成 任劍輝,羅艷卿,羅劍郎,麥炳榮

563 白帝城會妻 1962/12/20 大成 龍圖 吳君麗,任劍輝,羽佳,半日安

564 洪宣嬌 1962/12/26 時來 胡鵬 馮翼子 于素秋,麥炳榮

565 七鳳鬥魔龍 1962/12/29 麗士 黃鶴聲 李少芸 余麗珍,林家聲,靚次伯,李香琴

566 芬芳香艷喜迎春 1963/01/20 永德 盧翁 任劍輝,芳艷芬

567 春風得意鳳和鳴 1963/01/24 興發 陳皮 任劍輝,鳳凰女,許英秀,任冰兒

568 七手八臂觀世音 1963/01/31 麗士 珠璣 李少芸 任劍輝,余麗珍,靚次伯,李香琴

569 龍女三娘 1963/02/03 飛鷹 李鐵 李覺,溫雯,梅芷

570 玉龍太子出家 1963/02/20 麗士 珠璣 李少芸 任劍輝,余麗珍,陳錦棠,靚次伯

571 雷鳴金鼓戰笳聲 1963/02/20 大龍鳳 黃鶴聲 潘焯 林家聲,陳好逑,靚次伯,半日安

572 狀元巧破蜜蜂計 1963/02/28 大聯 陳焯生 梁山人 任劍輝,鄧碧雲,李香琴,張生

573 清官斬孝女 1963/03/01 德利 陸邦 余巨賢 區鳳鳴,冼劍麗,陳錦棠

574 胡奎賣人頭 1963/04/03 金華 盧雨歧 盧雨歧 林鳳,羽佳,梁醒波,陳好逑

575 假玉郎 1963/04/04 寶寶 珠璣 李願聞 鄧碧雲,鄭碧影,李鳳聲,半日安

576 血滴龍鳳杯 1963/04/10 大成 龍圖 梁山人 任劍輝,吳君麗,李香琴,陳寶珠

577 楊八姐鬧金鑾 1963/04/18 大聯 陳焯生 蘇翁 鄧碧雲,鳳凰女,李鳳聲,李香琴

578 為郎頭斷也心甜 1963/05/01 新麗聲 羅志雄 羅志雄 任劍輝,吳君麗,半日安,陳寶珠

579 風雨泣萍姬 1963/05/02 嵩山 陳皮 陳皮 何非凡,羅艷卿,陳錦棠,梁醒波

580 二郎神楊戩 1963/05/15 麗士 珠璣 李少芸 任劍輝,余麗珍,李香琴,劉克宣

581 英娥殺嫂 1963/05/17 聯合 珠璣 李願聞 關海山,于素秋

582 白猿太子陰陽崖會母 1963/05/29 麗士 珠璣 李少芸 余麗珍,林家聲,李寶瑩,李鳳聲

583 八仙鬧東海 1963/05/29 榮華 羅志雄 羅志雄 林鳳,張英才,關海山,李香琴

584 武潘安 1963/06/05 復興 李壽祺 羅寶生 于素秋,麥炳榮,鄭碧影,陳錦棠

585 黃泉會母 1963/06/12 寶寶 胡鵬 盧丹 鄧碧雲,陳好逑,李鳳聲,譚蘭卿

586 一點靈犀化彩虹 1963/06/25 大成 珠璣 李願聞 任劍輝,吳君麗,羽佳,半日安

587 萬惡淫為首 1963/06/26 永祥 新馬師曾 新馬師曾 新馬師曾,吳君麗,鳳凰女,半日安

588 兩個東宮爭太子 1963/07/11 麗士 黃鶴聲 李少芸 余麗珍,林家聲,李香琴,張醒非

589 火燒紫凌宮 1963/07/25 大聯 陳焯生 林家聲,鳳凰女,劉克宣,陳皮梅

590 仙鶴魔龍 1963/07/31 威龍 黃鶴聲 林鳳,黃超武,羽佳,陳寶珠

591 金鎖匙 1963/08/14 明星 莫康時 李願聞、龐秋

華

任劍輝,羅艷卿,半日安,劉克宣

592 白蟒鬧龍宮 1963/09/05 麗士 珠璣 李少芸 余麗珍,任劍輝,李寶瑩,李香琴

593 紅線女夜盜寶盒 1963/09/11 芳芳 胡鵬 蕭芳芳,曹達華,鳳凰女,陳寶珠

594 子母碑 1963/10/09 麗士 黃鶴聲 余麗珍,林家聲,李寶瑩,李香琴

595 烽火恩仇十六年 1963/10/16 七喜 馮志剛 潘焯 任劍輝,羅艷卿,陳寶珠,靚次伯

596 新夜吊秋喜 1963/10/17 冠生 黃鶴聲 鄧碧雲,林鳳,半日安,靚次伯

597 不斬樓蘭誓不還 1963/11/20 榮鳳 珠璣 李願聞、龐秋

華

麥炳榮,鳳凰女

598 紫霞杯 1963/11/20 冠華 馮峰　 李願聞、龐秋

華

黃千歲,馮寶寶

599 七彩寶蓮燈 1963/11/27 麗士 珠璣 李少芸 任劍輝,余麗珍,李寶瑩,羽佳

600 天齊寺會母 1963/12/11 麗士 黃鶴聲 李少芸 余麗珍,林家聲,梁醒波,李香琴

601 還我山河還我妻 1963/12/18 飛鷹 黃鶴聲 任劍輝,鳳凰女,陸飛鴻,譚蘭卿

602 虹霓關 1964/01/10 雷達 雷英,陳中堅 羅文 于素秋,麥炳榮,譚蘭卿,關海山

603 打龍袍 1964/01/29 麗興 王風 于素秋,麥炳榮,岑國麗,半日安

604 金箭銀龍 1964/02/12 麗士 珠璣 李少芸 任劍輝,余麗珍,羽佳,靚次伯

605 花開富貴錦城春 1964/02/12 大興行 珠璣 李願聞 任劍輝,于素秋,靚次伯,任冰兒

606 龍翔鳳舞慶新春 1964/02/12 興發 陳皮 龐秋華 林家聲,鳳凰女,冼劍麗,梁醒波

607 一彎眉月伴寒衾 1964/02/25 大成 龍圖 李願聞 吳君麗,任劍輝,黃千歲,半日安

608 陣陣美人威 1964/04/15 多利 黃鶴聲 羅寶生 于素秋,鳳凰女,梁醒波,陳寶珠

609 無情寶劍有情天 1964/04/28 立信 黃鶴聲 潘焯 林家聲,陳好逑,靚次伯,半日安

610 半壁江山一美人 1964/05/13 九龍 馮志剛 馮志剛 任劍輝,南紅,李鳳聲,任冰兒

611 紅菱血 1964/06/11 大成 龍圖 李願聞 任劍輝,吳君麗,黃千歲,半日安

612 英雄情淚保山河 1964/09/23 大聯 陳焯生 梁山人 鄧碧雲,鳳凰女,李鳳聲,李香琴

613 春鶯戲鳳凰 1964/12/22 大成 龍圖 李願聞 任劍輝,吳君麗,鄭碧影,靚次伯

614 十二欄杆十二釵 1964/12/30 金城 珠璣 李願聞 任劍輝,南紅,梁醒波

聲明：本表資料只供參考，若發現有任何缺失，懇請來信指正，或電郵至hkfaweb@lcsd.gov.hk。另引用本表資料，請註明「資料來源：香港電影資

料館」，並來函知會，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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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片名稱 首映日期 出品公司 導演 編劇 主要演員 備註

615 雄心太子 1965/02/01 大成 王風 汪梨 吳君麗,李鳳聲,靚次伯,梁素琴

616 大紅袍 1965/02/16 飛鷹 黃鶴聲 任劍輝,羅艷卿,李香琴,任冰兒

617 趙飛燕 1965/09/01 麗士 黃鶴聲 李少芸 林家聲,南紅,李香琴,關海山

618 雙拜堂 1965/12/01 天馬 楊帆 李願聞 南紅,梁醒波,莊雪娟,向群

619 彩鳳榮華雙拜相 1966/01/20 金華 黃鶴聲 麥炳榮,鳳凰女,關海山,李香琴

620 觀世音三服紅孩兒 1966/02/23 港僑 康毅 汪梨 林鳳,陳寶珠,鄭碧影,鄭君綿

621 七彩胡不歸 1966/04/06 九龍 李鐵 李願聞、龐秋

華

陳寶珠,蕭芳芳,薛家燕,譚蘭卿

622 鐵面無私包公審烏盤 1967/01/19 金藝 凌雲 馮一葦 林家聲,吳君麗,靚次伯,梁醒波

623 情俠鬧璇宮 1967/02/08 麗士 黃鶴聲 李少芸 林家聲,吳君麗,李香琴,關海山

624 玉郎三戲女將軍 1967/02/08 富有 蕭笙 李願聞 蕭芳芳,陳寶珠,靚次伯,玫瑰女

625 龍鳳爭掛帥 1967/03/01 麗士 黃鶴聲 李少芸 林家聲,吳君麗,李香琴,關海山

626 李師師 1967/05/10 麗士 黃鶴聲 李少芸 林家聲,吳君麗,蘇少棠,李香琴

627 風流才子俏丫環 1967/05/31 飛鷹 黃鶴聲 李願聞 陳寶珠,吳君麗,蘇少棠,李香琴

628 教子殺父皇 1967/07/12 麗士 黃鶴聲 李少芸 余麗珍,鄧碧雲,馮寶寶,李鳳聲

629 寶蝶記 1967/11/23 天馬 珠璣 李願聞 林鳳,羅艷卿,莊雪娟,石玲

630 李後主 1968/01/30 仙鳳鳴 李晨風 李兆熊 任劍輝,白雪仙,靚次伯,梁醒波

631 狄青三取珍珠旗 1968/02/28 天華 珠璣 龐秋華 陳寶珠,李居安,新海泉,潘有聲

632 樊梨花 1968/03/13 堅利 馮志剛 馮志剛 陳寶珠,羽佳,譚蘭卿,沈芝華

633 再世紅梅記 1968/03/28 志聯 黃鶴聲 唐滌生 陳寶珠,南紅,梁醒波,蘇少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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