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九龍油麻地彌敦道 493 號展望大廈 4 字樓 A座   電話(TEL): (852)2384 2929 

            Unit A., 4/F, Prospect Bldg, 493 Nathan Road, Yau Ma Tei, Kowloon, Hong Kong      傳真(FAX): (852)2770 7956 

「防疫抗疫基金．粵劇界支援計劃」 

「第四輪︰ 保基層就業項目 (10-12 月)」 

資助派發安排 

「粵劇界支援計劃 第四輪︰ 保基層就業項目」資助支票的發放安排如下︰ 

日期︰ 2021 年 2 月 4-5 日 

時間︰ 上午 11:00-下午 5:30 

地點︰ 
八和粵劇學院 

(太子 通菜街 170 號 富亨閣 2 樓) 

 

獲資助場次共 46 場 (詳見附件)。獲資助的劇團負責人，煩請於上述時間帶同身

份證及申請劇團之印章，到八和粵劇學院，辦理領取資助金的手續。 

 

如未能於上述時段親身領取資助，請聯絡我們另作安排。 

 

未能如期領取支票，而又未有聯絡八和另行安排者，將作放棄資助處理。 

 

如有任何查詢，請聯絡香港八和會館︰ 

 

電話： 2384 2929 

電郵： rockychan@hkbarwo.com 

WhatsApp 查詢： 6010 5796 

 

 

2021 年 1 月 29 日 



「粵劇界支援計劃 第四輪資助 - 保基層就業項目」
演出列表

編號 日期 場地 劇團名稱 演出名稱
Y001 10月03日 元朗劇院 香港梨園舞台有限公司 「北地異彩群星會」 蓋世雙雄霸楚城
Y002 10月10日 高山劇場劇院 香港粵劇推廣中心 柳毅奇緣
Y003 10月11日 高山劇場劇院 香港粵劇推廣中心 花田八喜
Y004 10月16日 新光戲院大劇場 鳴芝聲劇團（香港）有限公司 再世紅梅記
Y005 10月17日 新光戲院大劇場 鳴芝聲劇團（香港）有限公司 錦繡圖
Y006 10月18日 新光戲院大劇場 鳴芝聲劇團（香港）有限公司 紅樓夢
Y007 10月26日 沙田大會堂演奏廳 心美曲藝會 朱弁回朝
Y008 10月27日 沙田大會堂演奏廳 心美曲藝會 三年㇐哭二郎橋
Y009 10月28日 沙田大會堂演奏廳 心美曲藝會 萬里黃沙萬里情
Y010 10月29日 沙田大會堂 穎施藝術中心 焚香記
Y011 10月29日 高山劇場劇院 人壽年班劇團 燕子箋
Y012 10月31日 高山劇場劇院 人壽年班劇團 紅菱巧破無頭案
Y013 10月30日 沙田大會堂演奏廳 香港粵劇推廣中心 雷鳴金鼓戰笳聲
Y014 10月31日 沙田大會堂演奏廳 香港粵劇推廣中心 秋月奇譚
Y015 11月02日 葵青劇院演藝廳 日興粵劇推廣工作室 寒江關
Y016 11月02日 高山劇場劇院 粵中仙劇藝社 帝女花
Y017 11月03日 高山劇場劇院 粵中仙劇藝社 萬世流芳張玉喬
Y018 11月04日 高山劇場劇院 新鳳鳴粵劇團 無情寶劍有情天
Y019 11月07日 高山劇場劇院 藝．悅藝坊 (日場) 花田八喜
Y020 11月07日 高山劇場劇院 藝．悅藝坊 胡不歸
Y021 11月08日 高山劇場劇院 藝．悅藝坊 (日場) 獅吼記
Y022 11月08日 高山劇場劇院 藝．悅藝坊 珍珠塔
Y023 11月09日 高山劇場劇院 藝．悅藝坊 喜得銀河抱月歸
Y024 11月10日 高山劇場劇院 藝．悅藝坊 呂布與貂蟬
Y025 11月11日 高山劇場劇院 藝．悅藝坊 珍珠塔
Y026 11月16日 高山劇場 美濤藝術工作室 / 美濤粵劇團 白龍關
Y027 11月18日 元朗劇院 香港梨園舞台有限公司 「北地異彩群星會」 紅了櫻桃碎了心
Y028 11月19日 元朗劇院 香港梨園舞台有限公司 「北地異彩群星會」 牡丹亭驚夢
Y029 11月20日 元朗劇院 香港梨園舞台有限公司 「北地異彩群星會」 樓台會
Y030 11月21日 元朗劇院 香港梨園舞台有限公司 「北地異彩群星會」 隋宮十載菱花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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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粵劇界支援計劃 第四輪資助 - 保基層就業項目」
演出列表

編號 日期 場地 劇團名稱 演出名稱
Y031 11月22日 元朗劇院 香港梨園舞台有限公司 「北地異彩群星會」 蝶影紅梨記
Y032 11月18日 沙田大會堂 鳴暉粵劇研究協會 / 鳴芝聲劇團（香港）有限公司 揚州夢
Y033 11月19日 沙田大會堂 鳴暉粵劇研究協會 / 鳴芝聲劇團（香港）有限公司 揚州夢
Y034 11月20日 沙田大會堂 鳴暉粵劇研究協會 / 鳴芝聲劇團（香港）有限公司 洛神
Y035 11月21日 沙田大會堂 鳴暉粵劇研究協會 / 鳴芝聲劇團（香港）有限公司 花染狀元紅
Y036 11月22日 沙田大會堂 鳴暉粵劇研究協會 / 鳴芝聲劇團（香港）有限公司 新蝶影紅梨記
Y037 11月22日 沙田大會堂 鳴暉粵劇研究協會 / 鳴芝聲劇團（香港）有限公司 (日場) 趙寵寫狀
Y038 11月19日 高山劇場新翼演藝廳 輝．鳴藝舍 風流天子
Y039 11月20日 高山劇場新翼演藝廳 輝．鳴藝舍 龍鳳爭掛帥
Y040 11月23日 高山劇場 新翼演藝廳 耀明珠劇團 英烈劍中劍
Y041 11月24日 高山劇場 新翼演藝廳 耀明珠劇團 紫釵記
Y042 11月24日 沙田大會堂演奏廳 永昌粵劇推廣會 花月東牆記
Y043 11月26日 沙田大會堂演奏廳 永昌粵劇推廣會 旗開得勝凱旋還
Y044 11月28日 高山劇場劇院 香港粵劇推廣中心 洛神
Y045 11月29日 高山劇場劇院 香港粵劇推廣中心 玉梨劫
Y058 12月01日 高山劇場 新翼演藝廳 菀雅瑩藝軒 帝女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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