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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友隨導遊來到海下灣的著名古蹟，由海下村民約一百年前所建造的石灰窰
遺址參觀

香港八和會館2016年會員大會及會章修訂建議

Crystalent Production

上述會章修訂，將於2016年7月9日的「會員大會」內討論及表決，
請會員積極出席「會員大會」，表達閣下對上述修訂的意見。

參加會友和理事大合照

會友吳麗琼攝於是海下灣著名古蹟石灰窰前

會友劉玉風(左)與理事
李奇峰攝於面積達260
公頃的海下灣海岸公園

是次旅行的抽獎環節獲得資深會友錢潤棠的熱心贊
助。當日錢老師與相識多年的好友陳雪艷聚首一
堂，樂不可支

會友來到佛堂門天后古廟參拜，該廟為現時全港最古老、規模最大的天后
廟，故稱大廟

會友莫醒麟上香位置背向佛門堂海峽，又稱大廟灣

由本會康樂組籌辦的周年旅行，目的地為西貢海
下灣、海豚館、大廟及石刻。參加會友於早上在
油麻地乘坐旅遊車出發，率先抵達海豚館觀賞各
類海豚標本及相關資料，然後轉往海下灣海岸公
園及石灰窰遺址參觀。午膳後再轉到佛堂門天后
廟參觀及祈福，並觀賞廟後旁有具歷史價值的宋
代石刻，整個旅程在輕鬆和愉快的氣氛下完成。

日期：2016年7月9日（星期六）
時間：下午3時

地點：九龍油麻地窩打老道6號油麻地戲院

積極參與八和會務
敬請踴躍參加

第一項建議改動：

一、理事會的任期由「兩年」改為「三年」
(相關條文「組織細則」第16、17條」)
修訂理據：現時理事會兩年一任，每兩年進行一次選舉，
選期頻密，理事會任期短，任期內往往難以完成工作。兩
年任期不足以推行新計劃或新理念，因此三年任期較為 
合適。

建議：理事會的任期由「兩年」改為「三年」

第二項建議改動：

二、更正「總裁」一詞為「總務」
(相關條文「組織細則」第14、35、36條」）
修訂理據：「總裁」一詞於1986年及2008年修章時加
入，有參與1986年修章的麥惠文理事說明，當時理事會沒 
有「總裁」的職位。縱觀八和的理事會，自成立至今，從
來沒有設立「總裁」的職位，卻有「總務」的職位。

建議：將會章內凡「總裁」一詞，皆修訂為「總務」

第三項建議改動：

三、由「公司註冊處」建議的修訂，即按法例已更新
項目，修訂相關條文

有關以上三項修訂的條文全款，已經以郵寄方式送呈各
會員，亦歡迎會員向辦公室索閱。敬請各會員考慮是否
同意本會就會章進行上述三項修訂，如有任何意見或查
詢、索取條文全款，請隨時聯絡辦公室2384-2929。

假如會員未能親身出席會員大會暨修訂會章表決，可事前
填妥【授權書】，再委託會友代為表決。

領取日期：2016年6月10日起

最後遞交日期：2016年6月28日下午5時或之前

數量：每名會員最多索取10份

2016年會員大會暨修訂
會章表決【授權書】領取方法

會友小燕子攝於海豚館內海豚標本前會友梁仙(左)與友人在海豚館內盡情拍攝

午膳期間舉行抽獎環節，由出席理事
輪流抽出幸運兒。圖中理事徐月明向
會友李愛珍頒發禮品

八和會館周年旅行 (4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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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川粵劇交流公開專場演出－香港排練
(4月20日)

粵劇新秀演出系列

新一年度演期開始前，新秀演員將赴成都參與演出交流。香港政府駐成都經濟貿易辦事處邀請八
和率領新秀演員於6月到成都與當地川劇團體交流，並在四川省川劇院進行一場粵、川劇交流演
出，每個團體分別演出折子戲，展現兩個傳統戲種的特色。藝術總監羅家英特別為是次交流演出
安排了折子戲《平貴別窰》之〈別窰〉及《白蛇傳》之〈遊湖〉，並已開始與演員進行排練，客
席指導鄭詠梅亦有協助指導新秀。

本會有幸邀請錢潤棠先生執教平喉唱科班。錢老師除了指
導新秀演員唱曲技巧外，亦教導官話唱段，新秀演員們都
十分珍惜是次學習機會。

幾位新秀演員正緊密排練折子戲《白蛇傳》之〈遊湖〉。右起：陳澤蕾、文雪裘、李沛妍、柳御風

藝術總監羅家英親自為《平貴別窰》演員操曲

錢老師正指導新秀演員唱曲技巧

左起：西九管理局表演藝術行政總監茹國烈、呂元祥建築師
事務所主席呂元祥博士、汪明荃主席、西九管理局董事局主
席林鄭月娥、西九管理局副主席夏佳理、譚秉榮建築事務所
總監譚秉榮及西九管理局行政總裁栢志高主持慶祝儀式

林鄭月娥女士、汪明荃主席和為「西九
粵劇新星展」擔任藝術策劃的羅家英，
一同頒發證書給部分「西九粵劇新星」
新成員(前排左起)：曾素心、劍麟、文雪
裘、王希頴及陳紀婷

主劇場結構已成功吊升至戲曲中心
的頂部，估計於2017年底進行內部
裝修並試場，2018年第三季正式啟
用，是為粵劇界期盼已久的盛事

客席指導鄭詠梅(中)
指導《白蛇傳》兩位
旦角演員

錢潤棠執教平喉唱科班
(4月11日)

西九戲曲中心的主劇場結構
已成功吊升至中心的頂部，
標誌其建造邁進重要里程，
預計在2018年啟用。本會
汪明荃主席和為「西九粵劇
新星展」擔任藝術策劃的羅
家英出席升頂慶祝儀式，並
聯同管理局董事局主席林鄭
月娥與其他主禮嘉賓，向新
一屆「西九粵劇新星」新秀
演員頒發證書。

西九戲曲中心慶祝升頂
(5月16日)

(圖片提供：西九文化區管理局)

日期 劇目 藝術總監

7月12至13日 《 無情寶劍有情天 》 龍貫天

7月14至15日 《 蝶影紅梨記 》 龍貫天

7月16至17日 《 摘纓會 》 龍貫天

7月19至20日 《 火網梵宮十四年 》 新劍郎

7月21至22日 《 艷陽長照牡丹紅 》 新劍郎

7月23至24日 《 雙仙拜月亭 》 新劍郎

7月26至27日 《 碧血寫春秋 》 尹飛燕

7月28至29日 《 花田八喜 》 尹飛燕

7月30至31日 《 獅吼記 》 尹飛燕

2016-17演期一預告　節目表

粵劇新秀演出系列

劇目 演出單位

《平貴別窰》之〈別窰〉 香港八和會館

《思凡》 成都市川劇研究院

《白蛇傳》之〈遊湖〉 香港八和會館

《白蛇傳》之〈金山寺〉 四川省川劇院

演出日期：6月3日  D  地點：四川省川劇院

川粵古今─中國戲曲之夜

新秀演員黎耀威(右)和王
希頴排練折子戲《平貴別
窰》之〈別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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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與校方及本會代表大合照

校方與本會代表於午宴討論如何培育人
才。前排左起：香港演藝學院戲曲學院院
長毛俊輝博士、理事呂洪廣、汪明荃主
席、校董會主席周振基博士、理事李奇
峰、校長華道賢教授、校董會副主席楊偉
誠；後排左起：總幹事岑金倩、副校長(課
程及教學創新)梁信慕教授、副主席李龍、
粵劇發展諮詢委員會主席鄒燦林、副校長 
(行政)及教務長黃世邦

左起：李鍊恭、郭家強和郭家安殺到對方禁區前一刻 兩支球隊先交換錦旗及大合照

八和足球隊三比二勝浸會校友隊 (4月11日)

八和足球隊在大角咀上演對浸會
校友隊交流賽，即使天氣預測將
有大雨，仍無損隊友落場比賽的
雅興，甚至愈踢愈起勁。幸好天
公造美，讓隊友盡情發揮水準，
球賽在理事李奇峰打氣下屢有入
球，最終更以三比二勝出，眾人
盡興而歸。

由香港藝術發展局主辦的「2015香港藝術發展獎」早前舉
行頒獎禮，本會副主席阮兆輝榮獲「傑出藝術貢獻獎」、
理事李奇峰榮獲「藝術家年獎 (戲曲)」，「藝術新秀獎(戲
曲)」則由粵劇新秀謝曉瑩獲得。是晚三人親自接受殊榮，
並與戲曲界友好及家人共同分享喜悅。

「2015香港藝術發展獎」 
副主席阮兆輝、理事李奇峰、新秀謝曉瑩齊獲殊榮(4月21日)

香港粵劇慎和堂(八和會館事務部)第37屆
理事會進行改選，由會員在三月廿七日
先選出最高票數的23人作為內閣，再由
內閣成員互選出正理事長、副理事長和
各組別正副組長。結果由徐藝剛蟬聯正
理事長一職，四位副理事長分別為林克
輝、黃肇生、東凌和御玲瓏，各組別正
副組長名單如右：

香港粵劇慎和堂第37屆理事會內閣互選
(4月10日)

正理事長 徐藝剛

副理事長 林克輝、東凌

副理事長 黃肇生、御玲瓏

總務正主任 陳靖

總務副主任 瓊花女

總務副主任 謝偉鴻

財務正主任 劉秀瓊

財務副主任 楊奕衡

財務副主任 何麗梅

福利正主任 黃秋萍

福利副主任 劉祥

福利副主任 何志成

調查正主任 黃君林

調查副主任 余大鵬

調查副主任 張寶華

稽核正主任 廖儒安

稽核副主任 葉沛纓

稽核副主任 何詩敏

拓展正主任 藝青雲

拓展副主任 陳國源

拓展副主任 郭啟輝

本會理事獲香港演
藝學院校董會主席
周振基博士之邀請
出席午宴，討論如
何 培 育 人 才 及 參
觀戲曲學院，觀看 
學生實習古腔名曲
《月下追賢》，及
穿戴戲服及頭帽的
情況。

三位得獎者於頒獎前合照。左起：謝曉瑩、理事李奇峰、副主席阮兆輝

香港藝術發展局主席王英偉博士、副主席殷巧兒與各主禮嘉賓、得獎者、頒獎嘉賓和來賓大合照 由粵劇名伶陳好逑向副主席阮兆輝頒發「傑出藝術貢獻獎」 理事李奇峰從汪明荃主席手上領得「藝術家年獎 (戲曲)」

(圖片提供：周嘉儀)

粵劇新秀謝曉瑩喜獲「藝術新秀獎 (戲曲)」 副主席阮兆輝榮獲「傑出藝術貢獻獎」

出席互選的新任理事大合照：(後排左起)副理事長御玲瓏、到場主持
監票的名譽會長梁志鳳、稽核正組長廖儒安、調查正組長黃君林、拓
展副組長郭啟輝、福利副組長劉祥；前排左起：副理事長林克輝、副
理事長東凌、正理事長徐藝剛、副理事長黃肇生、財務正組長劉秀瓊

(相片提供：徐堂)

理事會代表出席香港演藝學院午宴及參觀戲曲學院
(4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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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2016年4月8日(星期五)
時間：下午2時
地點：香港八和會館

項目

1 通過第37屆理事會第九次會議記錄

A 討論事項

2 八和會務

2.1 八和計劃概覽 (推廣、專業發展、保存/研究、演
出、教育)

- 各項計劃的進度報表
•油麻地戲院場地伙伴計劃
•保存/研究
•製作/演出
•八和粵劇學院
•與職訓局合作課程
•粵劇藝術課程：大專及中學

2.2 公關及外務
- 油麻地戲院第二期發展：於巧翔街重置垃圾收集站
- 香港藝術發展局藝術範疇代表提名推選活動

2.3 辦公室報告 
- 春祭及靈灰位安排
- 修章
- 行政秘書報告

3 財務報告

3.1 八和會館及富亨閣2016年2月收支表

B 其他

C 下次會議日期：2016年5月9日(星期一)

第三十七屆理事會
第十次會議 議程

日期：2016年5月6日(星期五)
時間：下午2時
地點：香港八和會館

項目

1 通過第37屆理事會第十次會議記錄

A 討論事項

2 八和會務

2.1 八和計劃概覽 (推廣、專業發展、保存/研究、演
出、教育)

- 各項計劃的進度報表
•油麻地戲院場地伙伴計劃
•演出計劃
•八和粵劇學院
•粵劇課程：與職訓局合作的課程

2.2 公關及外務
- 香港演藝學院邀請合作
- 羊城國際粵劇節邀請觀劇

2.3 辦公室報告 
- 修章
- 更改會議日期程序
- 物業維修保養
- 福壽金行政
- 行政秘書報告

3 財務報告

3.1 八和會館及富亨閣2016年3月收支表 

B 其他

C 下次會議日期：2016年6月8日(星期三)

第三十七屆理事會
第十一次會議 議程

2016年3月辦公室報告
日期 事項

1/3/2016 (二) - 康樂組主任羅家英建議春季旅行目的為大埔慈山寺，該寺限制進寺的人數及申請日期。由於理事會已定5月份舉辦旅行，而
會館下半年度的活動頻繁，故按原定計劃在5月舉辦旅行，暫不考慮慈山寺

2/3/2016 (三)

- 自2014年中至今已有10名仙遊會友的骨灰未上位，跟東華三院了解骨灰位的最新安排，該處解釋因骨灰位牌照問題待立法
會通過，東華義莊提供免費玻璃專柜暫存骨灰，待法例通過後，才可安放骨灰上位。辦公室雖然已將實情口頭告知相關的家
屬，同時亦要求東華三院發信件給本會解釋實況，待收到東華信件後，將會致函通知相關的家屬，好讓他們安心。最後，東
華義莊骨灰位尚餘40個可供使用

3/3/2016 (四) - 草擬信件通知會員4月8日春祭活動

4/3/2016 (五) - 包紮及郵寄春祭信件

7/3/2016 (一) - 檢視本會的各項保險：勞工保險、物業保險、第三者責任保險等，並由總幹事簽署續保文件

8/3/2016 (二) - 是日舉行第9次理事會及第3次執委會會議

9/3/2016 (三) - 保良局「青少年戲曲文化推廣計劃」暨「伶345」禮品中心開展禮於油麻地戲院進行，理事李奇峰先生代表八和出席
- 歲晚利是已於2月29日截止申領，活動結束後，拆封及點算所收會費、福壽金款項等

10/3/2016 (四) - 會議室現有的音响設備經常出現故障，聯絡專業音响公司派員前來檢查音响設備 

14/3/2016 (一) - “南薛北梅”藝術活動擬於2016年底在港舉行，主辦單位邀請八和為協辦機構
- 「僱員再培訓局課程發展組」邀請本會繼續出任「創意產業 - 行業諮詢網絡」的委員，副主席龍貫天繼續擔任此活動的委員

15/3/2016 (二) - 本廈5樓於2015年初因漏水，引致本會的室內裝修受損，於2015年底本會去函該單位業主，要求為上述事件賠償，但多月來
未收任何回應。辦公室再致函該業主，跟進賠款事項

16/3/2016 (三) - 草擬理事會第9次會議記錄

21/3/2016 (一) - 預約義工協助包扎八和匯報及春季旅行的信件

23/3/2016 (三)
- 4月8日春祭活動接受會友報名
- 香港演藝學院校董會主席周振基博士，邀請本會主席、副主席及理事李奇峰等於4月22日與該校校長、副校長及毛俊輝博士

共晉午餐，商談合作事宜，主席汪明荃、副主席龍貫天、理事李奇峰及總幹事岑金倩將出席該午餐會議

24/3/2016 (四)

- 會館的大電視經過維修後，證實多項零件已損壞，而品牌總代理商說明該型號太舊，沒有替代零件，無法復修。汪主席了解
情況後，明白到大電視已經不能維修使用，由於會館面積細小，不宜存放失效的物件或什物，同意辦公室安排聖雅各福群會
回收失效的大電視

- 安排明益收取會館的文件及什物存放入倉

29/3/2016 (二) - 有關「2017年香港回歸20周年」演出事項，聯絡副主席及理事等共同商議

30/3/2016 (三) - 義工包紮八和匯報及春季旅行的信件，並安排寄出郵件

31/3/2016 (四)

- 理事會於一月份接納梁金基為會友，辦公室致通知函予他，但郵件遭退回，此後曾多次致電對方亦聯絡不上
- 2014年7月獲理事會接納為會員的楊軍豪(演員部)及吳彩玉(衣箱)，只繳付入會費$1,020，雖多次提示，至今仍未全數繳付入

會費，由於尚未完成入會手續，不享有任何會員福利
- 2015年7月獲理事會接納為會員的關芷琪(音樂部)，只繳付$500，已多次提示，尚未完成入會手續，不享有任何會員福利
- 辦公室將會致函通知上述未交全數入會費的人士，提示他們入會手續尚未完成，他們還未正式成為八和的會員

2016年4月辦公室報告
日期 事項

2/4/2016 (六) - 福壽金會帳戶現有存款HK$360,616.79

6/4/2016 (三) - 會議室的天花再次出現滲水情況，通知食環處、屋宇署及物業管理處跟進

7/4/2016 (四)

- 安排春祭事項：聯絡旅遊巴司機、安排午膳等
- 本會於3月14日以掛號郵件發信予本廈五樓業主，要求就去年該單位漏水引至本單位需要進行修葺工程，於4月7日該信件退

會本會，信封上註明“不到收，退回原處”，總幹事指示把實情告知廖律師，並徵詢法律意見
- 東華三院社會服務科回覆本會有關骨灰位的情況，內容說明“因應政府食物及衛生局於2014年6月18日公佈的《私營骨灰龕

條例草案》，東華義莊自當日起暫停接受新骨灰入莊。據政府的最新消息，食物及衛生局期望於本年內完成立法程序，屆時
東華三院將積極申請正式牌照，待獲發牌照後將重新接受新骨灰入莊，但因立法時間不明朗.....”辦公室將會致函予未上位會
友的親屬，讓他們明白實況

8/4/2016 (五) - 理事李奇峰、王潔清帶領會友到大口環東華義莊進行春祭
- 是日舉行理事會第10次會議

9/4/2016 (六) - 就「香港回歸20周年演出」工作小組會議，聯絡副主席阮兆輝、李龍、龍貫天、新劍郎、李奇峰及羅家英等，阮兆輝、龍貫
天、李奇峰及羅家英等同意在4月19日晚上11時進行小組會議。李龍及新劍郎因工作關係，未能參與會議

11/4/2016 (一)

- 2016 香港藝術發展局藝術範疇代表提名推選活動，合資格的藝術團體和個人藝術工作者，須於2016年5月27日前向民政事務
局委任的提名活動代理遞交申請表格及所需證明文件，申請參與提名活動

- 2016年華光誕將於新曆2016年10月28日(農曆九月廿八日)舉行，於第10次理事會建議《香花山大賀壽》的演員和角色，並由
總務組溫玉瑜聯絡2016年華光誕主要角色的演員

- 聖雅各福群會到本會接收一部已失效再無法啟動的電視，讓該會學員作為實習之用
- 再次催促食環境署派員來視察漏水的情況

12/4/2016 (二)

- 會館每年為本單位購買物業保險，保險公司派員到本會視察漏水情況，建議提供維修漏水範圍的報價單，並填表向保險公司
申請賠償

- 理事會於2014年7月接納申請成為會友的楊軍豪及吳彩玉，以及於2015年7月接納關芷琪為會友，但上述三人至目前尚未繳清
入會費。理事會同意致函予他們，指定於7月30前完成入會手續，於限期前仍未清繳入會費，視作放棄其會籍，而已繳付的
金額，一概不予發還。若日後欲再加入成為八和會員，須要重新申請、審批及繳付全數的入會費

13/4/2016 (三)

- 5月7日春季旅遊，是日接受會員報名，導師錢潤棠先生捐贈15份禮物(5件外套、5張抓毛被、3個不銹鋼煲、2個電水煲)，增
添歡愉氣氛

- 維修辦公室厠所水箱漏水及洗手盆去水
- 按東華三院就《私營骨灰龕條例草案》的回應，辦公室致函11名仙遊會友的親屬，匯報實況

14/4/2016 (四) - 食環署在漏水位置，量度濕度，並往五樓的單位作進一步了解，但租戶拒絕食環署職員進內測試漏水。由於是日天氣潮濕，
食環署職員亦將會再次前來量度濕度

19/4/2016 (二)
- 「香港回歸20周年演出」小組是晚舉行會議，出席者包括副主席阮兆輝及龍貫天、理事李奇峰及羅家英，副主席李龍及新劍

郎因有工作，未瑕出席小組會議
- 立法會選舉將於今年9月舉行，聯絡符合資格的粵劇團體於2016年5月2日前登記做選民

22/4/2016 (五)

-- 著名粵劇表演藝術家、國家級非遺傳承人、粵劇“蝦腔”藝術流派創始人、首屆廣東省文藝終身成就獎獲獎者羅家寶先生，
已於4月21日晚上在廣州離世，享齡86歲，將於4月29日在廣州市舉行告別儀式。就上述事項發放新聞通告予傳媒及上載到八
和網站

- 跟進會議室滲水的情況：食環署再次測試濕度，亦在四樓電梯旁的氣窗探視渠管，發現位於會議室廁所外的窗楣不停水從上
方滴下，食環署職員建議本會聯絡屋宇署跟進；屋宇署開立檔案跟進。另外，本廈二樓「約瑟校服」與本會會議室同一單
位，亦受到嚴重滲水，並有明顯的裂縫。大廈管理處亦知道本廈出現：牆身出現裂縫、滲漏、渠管損壞等，將在短期內召開
業主大會

23/4/2016 (六) - 聯絡友好人士出席羅家寶先生的告別儀式，為理事們代訂花圈

25/4/2016 (一) - 八和理事李奇峰及謝雪心、副會長尹飛燕及會友高麗，好友劉千石和劉洵等一行六人，將於4月29日出席在廣州舉行羅家寶
先生的告別儀式，預購來回火車票

26/4/2016 (二)
- 屋宇署職員到會館追查外牆漏水的源頭
- 5月7日旅行共有114人參加，名額已滿，將有6名職員隨團出發，繳付團費餘額予旅行社
- 僱員再培訓局將於2016年5月19日舉行「ERB人才企業嘉許計劃」頒授典禮2015-16，邀請本會代表出席頒獎禮

27/4/2016 (三) - 總幹事辦公室的冷氣機在3月份經過維修及洗機後，仍未能解決問題，維修公司建議搭棚檢查外牆的機組，嘗試找出問題。
上述的冷氣機使用已超過十年，為更換冷氣工程報價。另外，洗手間兩部風扇亦已損壞，需要更換，將一塊兒報價

28/4/2016 (四)

- 編排參加旅行人士乘坐的車號、枱號及抽獎用品等，並與旅行社跟進當天的安排
- 第七屆羊城國際粵劇節將於5月20日在港演出，該會邀請本會派員欣賞節目
- 屋宇署再派員到本廈查察漏水的源頭，最終發現五樓的水管漏水，該署將會致函予五樓單位，勸籲修葺水管。辦公室亦就上

述情況通知食環署及管理處，讓他們跟進

29/4/2016 (五) - 理事李奇峰及謝雪心、副會長尹飛燕及會友高麗、友好劉千石及劉洵等出席羅家寶先生在廣州的告別儀式
- 會友錢潤棠送來15份於旅行當天的抽獎禮物(5件外套、5張挀毛被、3個不銹鋼煲、2個電水煲)

著名粵劇表演藝術家羅家寶先生於2016年4月21日與世長辭，享
86歲。

羅家寶(蝦哥)生於粵劇世家，其父羅家樹乃戲行公認的「掌板
王」，叔父羅家權、羅家會均為著名伶人；堂弟羅家英為香港
的著名老倌、影視紅人。蝦哥自少出入戲班，曾與多位一代名

伶如薛覺先、馬師曾、桂名揚、白玉堂等人合作；在1958年加入廣東粵劇院，主演
名劇無數。廣東粵劇院官方發文指出：「羅家寶老師畢生致力振興粵劇，創立了粵 
劇『蝦腔』藝術流派，對粵劇事業做出了卓越的貢獻。」

羅家寶於 2010 年獲廣東省省委政府頒授首屆廣東省文藝終身成就獎，以表揚其對粵
劇藝術的卓越貢獻；其「蝦腔」深受香港觀眾的愛載，名曲《再進沈園》更讓不少
觀眾感動落淚。

香港八和會館辦公室報告及
會議議程

今年的春祭活動由本會理事李奇峰和王潔清率領一眾會友到大口環東華義莊，拜祭
業界故友。在音樂員的吹奏引領下，會友合力將祭品如鮮花、燒豬、冥鏹、紙作等
搬到義莊，並進行祭祀。

2016年度八和春祭 (4月8日) 

2008年10月15日汪明荃主席率領香港八和會館出席「第五屆羊城粵劇節」
及參與演出，與羅家寶與紅線女相聚

2009年10月30日羅家寶以廣東自粵劇藝術顧問委員會副主任的身
份，出席「粵劇成功列入聯合國《人類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作名
錄》新聞發布會」。左起：廣東粵劇藝術大劇院院長丁凡、羅家
寶、廣州巿文化局副局長張潤華、廣東省文化廳廳長方健宏、民政
事務局副局長許曉暉、澳門特別行政局文化局副局長王世紅、香港
粵劇發展咨詢委員會主席周振基博士、香港八和會館汪明荃主席、
澳門粵劇曲藝總會會長林鳳娥

讓 我 們 懷 念 的 粵 劇 工 作 者

戴信華 音樂部
2015年3月8日仙遊

陳小華 演員
2015年8月17日仙遊

李浣霜 (李婉湘) 演員
2015年8月21日仙遊

謝婉蘭 演員
2015年7月10日仙遊

馮俠蘇 武師
2015 年6月22日仙遊

羅家寶 演員
2016年4月21日仙遊

羅秋鴻 音樂部
2016年3月30日仙遊

陳福良 (陳亮聲) 演員
2016年4月5日仙遊

周藝明 (白劍秋)
衣箱、事務部
2016年4月12日仙遊

凌少萍 (龍廷峰) 演員
2016年5月7日仙遊

梁妹 衣箱
2015年10月15日仙遊

蔣桂林 (蔣世平) 演員
2015年10月27日仙遊

黃熙雲 (黃希雲) 演員
2015年10月29日仙遊

崔耀強 (賽麒麟) 演員
2016年3月17日仙遊

黃惠群 衣箱
2016年2月21日仙遊

由理事李奇峰宣讀祭文，理事王潔清(左二)與眾會友誠心拜祭春祭完成，眾參與會友大合照

悼念粵劇表演藝術家羅家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