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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八和會館於10月28日下午在高山劇場演出例
戲《香花山大賀誕》，為華光先師賀誕。今年由
一群年輕新演員擔綱演出，除了為觀眾帶來新鮮
感，多位主要演員的表現令人眼前一亮，為這齣
古老吉慶戲增添色彩。

Crystalent Production

年青演員傾力演出《香花山大賀誕》

華光先師寶誕

阮德文飾演韋陀，令觀眾耳目一新 李沛妍演出觀音，施展十八變絕活

做出多個高難度動作的理事蔡之崴 五歲的小演員羅逸徽飾演桃心，趣緻可愛

黎耀威和梁心怡首次拍檔於《天姬大送子》飾演董永和七姐

八和粵劇學院學生蘇鈺橋 年輕武師劍英的紥實功架令人眼前一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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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宴禮品贊助商
(排名不分先後)

2016華光先師寶誕聯歡晚宴
晚上在紅磡海逸皇宮大酒樓舉行盛大晚宴，八和理事
與來賓、善長、會員及同業等共賀寶誕，共渡愉快而
熱鬧的晚上。

本會理事會成員向會員及來賓祝酒大會司儀 (左起) 瓊花女、阮德鏘、梁心怡

善長何日明伉儷獲贈伏虎圈，由理事王超群和演員宋洪波頒獎 善長黃潔如獲贈測板，由理事梁兆明頒獎 大會特別邀請參演日間賀誕戲的主要演員暢談演出感受(左起)：
阮德文、李沛妍、梁心怡、黎耀威

幾位理事預告本會明年參與香港慶祝回歸二十週年的大型演出

中聯辦宣傳文體部部長朱文蒞臨晚宴，與副主席李龍和新劍郎言談甚歡 汪明荃主席向善長劉石佑的代表劉先生致送聖物萬里長紅 理事羅家英向善長高金沛太太致送聚寶盤 理事羅家英向善長趙鳳儀致送降魔栓 善長趙太獲贈寶葫蘆

《香花山大賀壽》演員表 (一)

八大仙
漢鍾離 - 沈栢銓 呂洞賓 - 張偉平 張果老 - 文俊聲 曹國舅 - 莫醒麟

鐵拐李 - 陳永光 韓湘子 - 林汶聲 何仙姑 - 蔡婉玲 藍采和 - 高兆麟

八仙女
1  盧麗斯(先) 2  王潔清(先) 3  徐月明(先) 4  林芯菱(先)

5  文雪裘(先) 6  王希頴(先) 7  陳紀婷(先) 8  趙笑珍

四龍王
東海龍王 - 蘇永江 南海龍王 - 楊健強 西海龍王 - 陳金石 北海龍王 - 馬卓麟

魚 - 陳元心(先) 蝦 - 鄭慧賢(先) 龜 - 梁劍鳴 蚌 - 李沂洛

三聖母 龜靈聖母 - 黃淑貞 普陀聖母 - 廖曼珍 梨山聖母 - 張宛雲

《香花山大賀壽》演員表 (二)
花果山 孫悟空 - 鄺紫煌 眾猴子 - 武師

紫竹林 觀音 - 李沛妍 善財童子 - 林貝嘉 龍女 - 吳思頴

菩提岩 大頭佛 - 譚穎倫(先) 降龍 - 吳國華 伏虎 - 區劍麟 韋陀 - 阮德文

十八變

龍、虎 - 武師 將軍 - 關凱珊(先) 丞相 - 司徒翠英 漁翁 -  黃鈺華

樵夫 - 李幗恩(先) 農夫 - 繆麗賢 書生 - 柳御風(先) 招財童子 - 文華

進寶童子 - 袁善婷 劉海 - 梁煒康 桃心 - 羅逸徽

《天姬大送子》演員表

大送子(先)

送子 - 梁心怡 抱仔 - 王潔清(後) 

仙姬 1 - 盧麗斯(後) 仙姬 2 - 徐月明(後) 仙姬 3 - 林芯菱(後)

仙姬 4 - 王希頴(後) 仙姬5 - 陳紀婷(後) 仙姬 6 - 文雪裘(後)

大送子 董永 - 黎耀威 擔傘  - 譚穎倫(後)

殺手裙 1 文劍斐     2 藝青雲     3 關凱珊(後)      4 柳御風(後)

百足旗 1 陳鳴軒     2 陳元心(後)     3 李幗恩(後)     4 鄭慧賢(後)

年青演員傾力演出(續)

王希頴飾仙姬吳國華飾降龍 劍麟飾演伏虎令野虎馴服 鄺紫煌飾孫悟空譚穎倫先飾大頭佛，再於《天姬大送子》飾演擔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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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粵劇演員會舉行慶
祝華光先師寶誕晚宴，
同場亦舉行第十屆理事
會就職儀式，在本會汪
明荃主席監誓下，由理
事長劉惠鳴率領的新任
理事正式完成宣誓。

普福堂今年如常於海逸
皇宮大酒樓舉行華光先
師寶誕晚宴，由理事長
麥惠文率領音樂部理事
會成員廣邀同業及嘉賓
前來，與眾同樂。

普福堂恭賀華光先師寶誕聯歡晚會
(10月23日)

香港粵劇演員會賀華光誕晚宴暨
第十屆理事會就職典禮

(10月30日)
(相片提供：徐堂)

(相片提供：徐堂)

由理事長麥惠文領導的普福堂舉辦華光誕晚宴，著名粵曲
歌唱家李天弼伉儷到場共賀

理事高潤鴻偕妻謝曉瑩出席晚宴 理事李奇峰巧遇普福堂副交際主任狄飛龍

汪明荃主席在9月23日親自把捐款收據送交善長
馮瑞蘭老師(左起：總幹事岑金倩、汪明荃主席、
馮瑞蘭老師、保良局丙申年主席郭羅桂珍)

前粵劇伶人蔡周秀芳後人楊蔡麗貞偕夫親到會館
作捐獻

會友張永新向本會捐款後親自向華光先師上香

香港粵劇演員會第十屆理事會成員就職

左起：副理事長呂洪廣、鄧美玲、名譽顧問何日明、副理事長溫玉瑜、拓展主任高麗、監察
副主任陳鴻進

理事長劉惠鳴向到來主持監誓的汪主席
致送紀念品

理事長劉惠鳴致辭

同場又進行藝發局第四屆「新進戲曲演員進修及實習計劃」簽署儀式（前排左起）四位參加
者郭俊亨、馬甄蔚、陳雅妍和李晴茵；（前排左起）財務主任黃秋萍、藝發局藝術發展經理
鄺慧詩、副理事長呂洪廣、理事長劉惠鳴、汪明荃主席、藝發局藝術教育範疇代表梁崇任、
藝發局藝術發展高級經理陳安玲

理事會成員完成上香儀式後大合照

名伶梅雪詩在日戲演出前到來上香，巧遇理事陳榮貴 左起：理事呂洪廣、汪明荃主席、新羅品超

新秀演員謝曉瑩與她去年演出觀音十八變的平面造型照擺設

左起：演員詹浩鋒、鄧拱璧、理事黎耀威

2016華光先師寶誕捐款善長芳名
排名不分先後 ($30,000以上)

善長姓名 捐助金額(元)

馮瑞蘭老師 2,000,000

金沛控股(香港)有限公司 100,000

趙鳳儀 100,000

黃潔如 80,000

蔡馬愛娟 50,000

富足臨(鍾胡雪儀) 50,000

何日明 50,000

張永新 30,000

陳鍾健開 30,000

丁毓珠 3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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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計劃在油麻地戲院進行第六輪新秀演員遴選，由幾位粵劇界前輩抽空到來進
行評審，包括藝術總監尹飛燕、阮兆輝、李奇峰、督導委員會成員李龍和廖國
森，粵劇發展基金代表和專家評估員亦到場列席。

太極劍班 (11月21日及12月5日)

第六輪新秀演員遴選 (11月26日)

第四版

油麻地戲院場地伙伴計劃
粵劇新秀演出系列

幾位評審全神貫注地觀賞每位參加者的演出(左起)：廖國森、李龍、李奇峰、阮兆輝、尹飛燕 後排左起：粵劇發展基金副項目經理謝家欣、粵劇發展基金顧問委員會主席楊偉誠；前排左起：廖國森、李
龍、李奇峰、阮兆輝、尹飛燕

評審主要按參加者的唱功和演戲兩方面作出評分，左為是次評審的列席人士

今次課程所教授是演出與實用俱宜的劍法，吸引新秀演員報名參加

由兩位藝術總監李奇峰和羅家英親自教授的太極劍班，在十一月已正
式開班，新秀演員踴躍參加。課程教授的是奇哥和家英哥從京劇大師
呂國銓所學的太極劍，兩人希望傳授給新秀演員，有助他們改善身段。

新秀演員韋子健和關凱珊等亦參與其中 奇哥和家英哥是少數習得該套劍法的前輩，兩人向新秀演
員傾囊相授

左起：芳曉虹、袁纓華、張偉平、韋子健、鄭詠梅、鍾一鳴

《跳加官》是常見傳統例戲演出，本
計劃藝術總監羅家英親自教授演出的
技巧，並邀請前輩陳醒棠一同教授，
新秀演員劍麟和八和粵劇學院學生郭
俊亨獲益良多。

教授粵劇例戲《跳加官》(10月18日)

家英哥指導八和粵劇學院學生郭俊亨演出《跳加官》的走位 經兩位前輩指點後，新秀演員劍麟戴上面具及手持
加官條試演

年逾九十的粵劇前輩陳醒棠亦親自指導兩位年輕演員八和粵劇學院學生郭俊亨試演《跳加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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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期四劇照回顧

 《活命金牌》(11月26至27日)
藝術總監：尹飛燕
主要演員：關凱珊、謝曉瑩、陳澤蕾、
黃葆輝、黃寶萱、袁纓華、鍾一鳴、 
韋子健、陳玬橦、司徒凱誼、楚文琦

(攝影：戲裏乾坤)

演期五節目表（27.12.2016– 22.1.2017）
粵劇新秀演出系列

請瀏覽www.hkbarwoymt.com查閱相關資訊

日期 劇目 藝術總監

12月27、28日(星期二、三) 《呂蒙正之評雪辨蹤》   阮兆輝

12月29、30日(星期四、五) 《梟雄虎將美人威》   阮兆輝

12月31、1月1日(星期六、日) 《春花笑六郎》 阮兆輝

1月3、4日(星期二、三) 《穿金寶扇》 尹飛燕

1月5、6日(星期四、五) 《榮歸衣錦鳳求凰》   尹飛燕

1月7、8日(星期六、日) 《朱弁回朝》 尹飛燕

1月10、11日(星期二、三) 《甘露寺‧三氣周瑜》  阮兆輝

1月12、13日(星期四、五) 《胡不歸》 阮兆輝

1月14、15日(星期六、日) 《紅菱巧破無頭案》   阮兆輝

1月17、18日(星期二、三) 《宮主刁蠻駙馬驕》   羅家英

1月19、20日(星期四、五) 《福星高照喜迎春》   羅家英

1月21、22日(星期六、日) 《旗開得勝凱旋還》   羅家英

 《跨鳳乘龍》(11月22至23日)
藝術總監：尹飛燕
主要演員：裴駿軒、瓊花女、韋俊郎、盧麗斯、鍾颶文、 
袁纓華、梁慧珠

(攝影：戲裏乾坤)

 《大鬧廣昌隆》(11月29至30日)
藝術總監：阮兆輝
主要演員：梁煒康、王潔清、劍麟、柳御風、鍾颶文、
盧麗斯、鍾一鳴、張偉平、袁偉傑

(攝影：戲裏乾坤)

 《雙珠鳳》 (補演)  (11月21日)
藝術總監：新劍郎
主要演員：文華、陳紀婷、文軒、靈音、盧麗斯、鍾颶文、林汶聲、
袁偉傑、柳御風

(攝影：戲裏乾坤)

 《鐵馬銀婚》(11月19至20日)
藝術總監：龍貫天
主要演員：文華、盧麗斯、韋俊郎、張潔霞、林汶聲、袁纓華、劍英

(攝影：戲裏乾坤)

 《夢斷香銷四十年》(11月15至16日)
藝術總監：龍貫天
主要演員：黎耀威、謝曉瑩、司徒翠英、李婉誼、
林汶聲、劍麟、王希頴

(攝影：戲裏乾坤)汪明荃主席到後台探班，巧遇音樂領導高潤鴻

 《烽火擎天柱》(11月24至25日)
藝術總監：尹飛燕
主要演員：司徒翠英、王希頴、關凱珊、陳紀婷、鍾一鳴、
杜詠心、吳國華、袁纓華、陳玬橦、鄭慧賢

(攝影：戲裏乾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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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讓更多青年人認識和了解粵劇之美，本計劃在十月和十一月舉辦了數
場以中小學生為對象的「粵劇魅力初體驗：粵劇欣賞工作坊」。工作坊由
粵劇名伶尹飛燕擔任藝術總監，阮德鏘擔任司儀。

第一場工作坊於10月7日舉行，內容包括向同學們講解了一些粵劇中如騎
馬、摸黑等的基本動作，亦讓同學們了解了工尺譜的基礎。最後更安排上
演《孫悟空三打白骨精》及一同大合唱《燕歸人未歸》中的《過大橋》。

由康文署主辦的粵劇日2016，今年如常在香港文化中心
戶外廣場舉行。開幕儀式在天朗氣清下舉行，八和粵劇
學院學生亦參與其中，更演出折子戲《鐵馬銀婚之城樓
會》和《拉郎配之搶笛》。

由著名導演杜琪峰全力策動的《銀河挑戰盃》，旨在讓
足球發燒友互相切磋球技，八和足球隊有幸成為被邀
之列，由八和、銀河、公民和開心四支隊伍進行輪流 
對賽。

粵劇魅力初體驗：粵劇欣賞工作坊

粵劇日2016 (11月27日) 八和參加《銀河挑戰盃》賽事

工作坊主持尹飛燕和阮德鏘邀請學生上台嘗試耍玩纓槍

《孫悟空三打白骨精》陣容（左起）：楊奕衡飾唐僧、蘇鈺橋飾孫悟空、梁非同飾白骨精、陳玬橦飾假妖婦

吳國華飾孫悟空大戰梁非同飾白骨精，同樣以武打場面為主 小學生對於武打演出尤其鍾愛，反應熱烈

眾主禮嘉賓除了為「粵劇日2016」開幕，更進行新編粵劇創作比賽頒獎。左五起：主禮嘉賓康樂
及文化事務署署長李美嫦、粵劇發展基金顧問委員會主席楊偉誠、民政事務局副秘書長李頌恩、
汪明荃主席與各得獎者合照

主禮嘉賓在完成儀式後與眾演員大合照

小演員於開幕儀式上演出划船 左起：演員劍麟、康華、汪明荃主席

小演員於開幕式演出例戲《六國大封相》
的推車架式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署長李美嫦於開幕式上
致辭

八和隊在10月15日首先對壘由影視界組成的銀河隊

杜sir親自落場參加第二節比賽式
領隊家英哥除了親自落場，亦在第二節完
結後指導隊員比賽的策略   

開場劇目由八和粵劇學院學生溫子雄和李晴茵演出折子戲《鐵馬銀婚之城樓會》

八和隊再在10月30日迎戰多次代表香港出賽的公民女子隊

門將宋錦成(紅衣者)與教練賴雄輝代表八和向公民致謝



第九十三期
2016年12月號

民政事務局「粵劇交流團」 (12月1日及2日)

第七版

代表團又在佛山參觀萬福台戲台 代表團在劉江華局長率領下到訪廣東粵劇院

代表團到訪廣東舞蹈戲劇職業學院，並與參加示範演出的學
生合照。

理事李奇峰和羅家英隨團觀賞萬福台戲台

後排左起：總幹事岑金倩、理事呂洪廣、劉惠鳴、
王超群、演員鄧美玲、理事王潔清；前排左起：副
主席龍貫天、新劍郎、廣東省文化廳廳長方健宏、
劉江華局長、理事李奇峰、羅家英、演員關凱珊

隨團的粵劇界人士接近四十人，包括本會多位副
主席和理事如龍貫天、新劍郎、羅家英、李奇
峰、呂洪廣、王超群、劉惠鳴、王潔清等，以及
演員鄧美玲和關凱珊等等。

本會理事羅家英、李
奇峰、林克輝和總幹
事岑金倩前往廣州，
分別拜訪廣東八和會
館和粵劇中國保護中
心，為明年的香港回
歸二十年演出作資料
搜集。

為紀念粵劇界前輩任劍輝女士而成立的「任白基
金會」，每年均向本會資深會友發放利是以示關
愛。今年同樣由返港渡假的會友何柏江坐陣會
館，向會友派發利是。

理事到訪廣東八和及粵劇中國保護中心
(10月19日)

西九文化區「上海交流團」(8月23-26日)

派發「任白基金會」利是 (11月29日)

本會總幹事岑金倩於八月隨同西九文化區前往上海作交流，又拜訪上
海戲曲藝術中心，參觀旗下院團和場地並與當地藝術家交流。

前排左起：嶺南文化學者鍾哲平、國家一級導演梁健忠、廣西老藝人
顏怡、家英哥、粵劇中國保護中心主任陳剛、葉兆柏和理事李奇峰

隨代表團成員拜訪上海戲曲藝術中心

左起：從外地返港渡假的會友何柏江、協助處理福壽金事務的黃七妹、理事王潔清
熱心支持八和活動的會友：劉祥(左)、陳
醒棠 會友陳雪艷(左)、陳妹妹

到來會館領取利是的會友絡繹不絕

左起：會友李星、歐才勝、趙汝炘

代表團參觀徐滙濱江的規劃展示館 代表團參與滬港文化交流座談會
左起：廣東八和會館執行主席我自強、理事李奇峰和林克輝合照於合
館門前

家英哥抽空接受《粵劇學者沙龍》訪 

由民政事務局局長劉江華率領本港粵劇界代表團，早前到廣州和佛山作交流，
並於廣州拜會廣東省文化廳，並與廳長方健宏會面，探討進一步深化兩地在粵
劇承傳、推廣、保存、研究及發展等各方面的交流與合作，本會代表亦隨團 
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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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2016年9月8日(星期四)
時間：下午2時
地點：香港八和會館

項目

1 通過第37屆理事會第十四次會議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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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代廣場粵劇展覽

‧演出計劃

‧八和粵劇學院

2.2 公關及外務

- 校園藝術大使

- 戲棚後台保安及高山劇場貨車

安排

- 深珠港澳粵劇粵曲交流展演

- 藝發局藝術界別代表選舉

2.3 辦公室報告 

- 修章及會員大會

- 師傅誕

- 會館樓宇維修

- 行政秘書報告

3 財務報告

3.1
八和會館及富亨閣2016年7

月收支表

B 其他

C 下次會議日期：2016年10月7日(星期五)

第三十七屆理事會
第十五次會議 議程

日期：2016年10月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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屆理事會第十五次會議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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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代廣場粵劇展覽

‧演出計劃：師父誕、回歸演出

‧八和粵劇學院

2.2

公關及外務

- 藝發局藝術界別代表選舉

-「南薛北梅」藝術系列活動

2.3

辦公室報告 

- 師傅誕安排

- 會館樓宇維修

- 行政秘書報告

3 財務報告

3.1
八和會館及富亨閣2016年8

月收支表

B 其他

C 下次會議日期：2016年11月8日(星期二)

第三十七屆理事會
第十六次會議 議程

日期：2016年11月8日  (星期二)
時間：下午2時
地點：香港八和會館

項目

1 通過第37屆理事會第十六次會議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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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公關及外務

- 藝發局藝術界別代表選舉

- 西九戲曲中心合作建議

2.3 審議入會申請

2.4 辦公室報告 

- 師傅誕報告

- 任白利是安排

- 歲晚利是(會員全年活動車馬

費)安排

- 行政秘書報告

3 財務報告

3.1
八和會館及富亨閣2016年9

月收支表

B 其他

C 下次會議日期：2016年12月8日(星期四)

第三十七屆理事會
第十七次會議 議程

2016年8月辦公室報告
日期 事項

1/8/2016(一) - 就神功戲後台的保安問題，聯絡劇團負責人商議改善方案，並邀請理事出席會議

2/8/2016(二) - 颱風襲港，懸掛八球風球，上午暫停辦公，「粵劇新秀演出系列」演出取消

3/8/2016(三)
- 理事會同意福壽金東亞銀行(新)戶口，除原有三名簽名人(龍貫天、廖國森、陳咏儀)外，增加理事林克輝

為簽名人，四位理事需一同往東亞銀行重新辦理開戶手續，聯絡及林克輝等。他們同意在10月11日辦
理開戶

4/8/2016(四) - 總幹事出席籌備香港特別行政區成立20周年慶祝活動的茶會

8/8/2016(一) - 第14次理事會是日進行，馬逢國議員將競選連任立法會議員，親自到訪本會與理事們會面

9/8/2016(二)
- 通知本廈物業管理處報告有關本單位出現的搖晃的情況，請物業管理公司跟進
- 本單位仍有持續性的搖晃，再次致電予屋宇署再派員前來探測情況

10/8/2016(三)
- 香港電台戲曲台將於本年9月28日舉行梨園之最選舉，邀請本會派代表出席活動。副主席李龍答允出席
- 2016香港藝術發展局藝術範疇代表提名推選活動將於8月12日開始，將於9月15日截止申請。本會將會

寄信通知全體會員登記為選民，收集表格後，轉交提名活動代理

11/8/2016(四)
- 本屆立法會有兩名候選人包括：馬逢國及周博賢，周博賢先生希望於8月31日與理事會面，講述其政

綱。理事李奇峰、黎耀威、王潔清、徐月明等將會跟他會面

12/8/2016(五)

- 本廈493A號3樓業主(大廈業主立案法團成員之一)近年發現天花滲水，該單位受潮的位置與本會的相近，
屋宇署派員到本會查察。該業主聲稱，近月亦感受到其樓層出現持續性的晃動，已通知屋宇署跟進

- 本廈出現持續性的搖晃，辦公室已草擬信件及問卷，將會發給本廈各業主及租戶，了解他們的感受及是
否同意舉行業主大會。業主立案法團主席同意八和就上述事項，發信及問卷予各單位作初步查詢，收集
資料後，由業委跟進

- 廖成利律師為本會修訂會章的法律文件已完成，文件即將呈交予政府有關部門審批

16/8/2016(二) - 屋宇署在本會量度得搖晃指數，並說明搖動指數屬輕微級別

18/8/2016(四)
- 義工幫忙摺疊信件：藝發局2016年藝術範疇代表提名推選活動，現正進行選民登記，本會將選民登記

表格寄予全體會員，會員需於9月6日前填妥表格，並將表格寄回八和

19/8/2016(五)
- 請屋宇署安排附近兩個地盤分別暫停打樁或拆卸工程，以便觀察樓宇受打樁的影响情度。屋宇署接受上

述要求，將安排永星里在8月22日上午暫停打樁工程

22/8/2016(一)
- 是日上午永星里地盤暫停打摏工程，觀察所得，樓層沒有持續性的搖晃
- 為八和粵劇學院更換地毯索取報價，並安排在9月6日舖地毯工程 

23/8/2016(二) - 總幹事岑金倩於8月23-26日代表八和出席於上海舉行的文化會議

25/8/2016(四)

- 明益運輸通知高山劇場實施晚上清場走景新措施，每次只限一輛貨車進入高山範圍，待該貨車完成上落
貨後，駛離高山，才讓另一輛貨進入，將導致運輸超時工作及費用超支

- 華光誕例戲演員及各工作崗位名單已全部落實，再次通知全體人士預留檔期參與10月28日《香花山大
賀壽》例戲的工作

- 屋宇署經兩次的測試，均沒有數據顯示樓層有搖晃的情況，該署口頭回覆搖晃情況屬可接受的範圍

26/8/2016(五)
- 屋宇署另一組工作人員再次到本廈不同樓層量度搖晃指數，永星里地盤特意加大拆卸的力度，但探測儀

器沒有錄得任何數據。辦公室觀察所得，自8月22日開始本廈的搖晃情況稍為緩和。屋宇署亦說明，永
星里及廟街的工程即將告一段落，所以震動對本廈的影响相對減弱

27/8/2016(六) - 安排寄發邀請咭予嘉賓

30/8/2016(二)
- 八和足球獲邀於9月下旬及10月參加由導演杜琪峰主辦四角賽，參加隊伍包括：女子隊、八和、演藝界

等，球員必須年過50歲，不可邀外援助陣，主辦單位安排連續踢三個星期六下午進行比賽

31/8/2016(三)

- 立法會候選人周博賢先生與理事李奇峰、徐月明、陳鴻進、黎耀威、王潔清等會面，講述其政綱
- 有關戲棚後台保安工作事項，邀請神功戲的班主劉幗英、曲敏瑜、劉秀瓊等，副主席龍貫天、理事李奇

峰、杜韋秀明、黎耀威、王潔清、徐月明、陳鴻進等共同商議改善神功戲後台的保安情況。神功戲班主
蘇梅芳身體抱悉，未能出席會議。同時，亦討論高山劇場實施晚上清場走景新措施

1月

22-24日
總務組主任溫玉瑜及福利組副主任黃志光聯同資深會友何柏江及黃七妹等協助派發歲晚福利，三天合
共756名友會領取福利。醫事顧問：袁漢醫生、林建業醫生及鄧智偉醫生於24日為會友提供義診服務

2月

15日 於逸東酒店舉行新春團拜，行政長官出席與業界同慶春節

16日 香港粵劇演員會舉行新春團拜，總幹事代表八和出席

20日 九龍果菜同業商會新春團拜，理事徐月明代表八和出席

23日 慎和堂是日舉行新春團拜及改選，總幹事代表八和出席

3月

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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櫃暫存骨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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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點算，東華義莊骨灰位尚有餘額40個

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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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代表本會出任委員

4月

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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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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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公室將會致函予未上位會友的親屬，讓他們明白實況

8日 理事李奇峰、王潔清帶領會友到大口環東華義莊進行春祭

19日
「香港回歸20周年演出」小組舉行會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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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出席

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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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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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4月21日晚上在廣州離世，享齡86歲，並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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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息至八和網站

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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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月

7日
八和旅行，理事李奇峰、林克輝及徐月明與百餘名會友暢遊西貢海下灣、海豚館、大廟及石刻。會友
錢潤棠贊助15份禮物，於席間舉行抽奬遊戲助慶

13日
理事會提出兩項修章建議：1)理事會任期由兩年改為三年，2)將“總裁”字眼改為“總務”。此外，
按公司註冊處要求，須要同時修訂其他21項內容，把上述建議修訂內容，電郵給理事會成員閱覽及
提供意見

16日 主席汪明荃出席西九文化區管理局召開的戲曲中心記者招待會，向新聞界及巿民發佈戲曲中心的進度

19日
廣州著名粵劇表演藝術家、國家一級演員、粵劇唱腔藝術流派“B腔”創始人陳小漢先生，已於5月
16日病逝，享年83歲，遺體告別儀式將於5月22日在廣州殯儀館舉行，安排致送花圈

6月

10日 開始派發會員大會的授權書，6月28日截止派發

11日 於《成報》梨園版刊登7月9日會員大會暨修訂會章的通知

24日 副主席李龍、理事呂洪廣、劇務蘇志昌及總幹事為2017年初在禮賓府演出作實地視察

29日
每年於一月及七月的理事會審批入會的申請，截至30/6/2016，收到兩份入會申請表，已將資料傳予
調查組查核

7月

2日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頒授榮譽勳章予副主席龍貫天先生及會員南鳳女士

5日 副主席阮兆輝出席慎和堂第37屆理事會就職禮

6日 副主席阮兆輝擔任保良局屬下中學「粵劇藝術課程試驗計劃」匯報演出的主禮嘉賓

9日

會員大員暨會章修訂決議在油麻地戲院舉行，有105名會員出席。會上通過2015年度的《工作報 
告》，通過2015-2016年度核數報告，亦通過繼續委任「何鐵文、蘇漢章、梁樹賢會計師行有限公
司」為香港八和會館2016 - 2017年度的核數工作。此外，主席汪明荃宣讀修改香港八和會館的會章
建議，重點包括：理事會的任期由「兩年」改為「三年」、更正「總裁」一詞為「總務」、按「公司
註冊處」的建議修訂法例更新的項目，上述三項修訂均獲得會員議決通過

10日 副主席新劍郎擔任八和粵劇學院課程‧匯報演出的主禮嘉賓

12日
油麻地巧翔街重置上海街垃圾收集站及露宿者之家的工程撥款，被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立法
會之財委會否決，因此油麻地戲院第二期工程未能落實執行

16日
本屆立法會的會期已經結束，《私營骨灰安置所條例草案》草案仍未獲得通過，本會有11名
仙遊會友的骨灰至今仍未能上位

19日 香港粵劇演員會第10屆理事會順利選出，劉惠鳴續任理事長

20日
理事呂洪廣、溫玉瑜、陳詠儀及林群翎等率領八和粵劇學院學員，合共43名團員，啟程前往
北京清華大學出席交流活動，並於7月28日返港

8月

2日 颱風襲港，懸掛八球風球，上午暫停辦公，「粵劇新秀演出系列」晚上演出取消

3日 理事會同意福壽金東亞銀行(新)戶口，除原有三名簽名人(龍貫天、廖國森、陳咏儀)外，增加
理事林克輝為簽名人

4日 總幹事出席籌備香港特別行政區成立20周年慶祝活動的茶會

8日 馬逢國議員將競選連任立法會議員，到訪本會與理事們會面

10日
2016香港藝術發展局藝術範疇代表提名推選活動將於8月12日開始，將於9月15日截止申請。
本會寄信通知全體會員登記為選民，收集表格後，轉交提名活動代理

23日 總幹事於23-26日代表八和出席西九文化區主辦的上海交流團

31日

立法會候選人周博賢先生與理事李奇峰、徐月明、陳鴻進、黎耀威、王潔清等會面，講述其
政綱。此外，就有關戲棚後台保安工作事項，邀請神功戲的班主劉幗英、曲敏瑜、劉秀瓊
等，副主席龍貫天、理事李奇峰、杜韋秀明、黎耀威、王潔清、徐月明、陳鴻進等，共同商
議改善神功戲後台的保安情況，亦討論高山劇場實施晚上清場走景新措施

9月

5日
4日晚油麻地果欄發生三級火警，為確保觀眾安全，取消當晚《帝女花》演出。辦公室安排已
購票的人士於指定時間，帶同完整戲票辦理退票及即時領取退款

9日 善長馮瑞蘭女士捐款港幣二百萬元，支持八和發展會務及粵劇承傳的工作

15日 香港八和會館向藝發局選舉代理公司，提交選民登記表格304份

26日 香港戲劇界國慶籌委會是晚舉行國慶聯歡，汪明荃主席擔任嘉賓及致辭

10月

7日
香港藝術發展局藝術範疇代表提名，本會於收集意見後，只有一名會員(副主席龍貫天)有意參
選。理事會討論後，認為龍貫天副主席是合適的人選，一致同意支持他參選

22日 汪明荃主席、理事及相關人士一同商議西九戲曲中心的發展項目

26日
香港藝術發展局公布各藝術範疇的候選人名單，戲曲界別只有龍貫天先生一位候選人，龍貫
天先生自動當選為戲曲界別的委員

28日
粵劇界全體仝人在高山劇場演出賀誕例戲《香花山大賀壽》，晚上筵開九十餘席，與嘉賓及
會員共賀華光寶誕

31日 香港粵劇演員會第10屆理事會就職典禮暨華光誕聯歡晚宴，汪主席任主禮嘉賓

11月

4日

辦公室收到22份入會申請表格，理事會同意在11月特別審批入會的申請，已將申請表傳予
調查組審閱，申請者：趙師曠、黃成彬、符樹旺、陳燕鋒、林芯菱、李廸倫、陳惠堅、王志
良、梁燕夏、林小葉、羅德名、林貝嘉、梁非同、蔡蔚珊、蔡惠嘉、吳立熙、吳倩衡、黃鈺
華、馮浩生、黃小鳳、莫華敏、洪海

8日
理事會同意接納21份入會申請者成為會員，理事黎耀威建議為新會員舉行迎新日，講解會
員的義務和福利

11日 汪明荃主席及阮兆輝副主席宣布出選選委會

23日 「青草地粵劇工作室」關愛本會年長的會友，贈送40張門票予70歲的長者會友觀賞

29日
派發「任白基金」利是予年滿70歲以上的會員，有183名會員領取利是，會友何柏江及黃七
妹協助派發的工作

12月

1-2日 副主席新劍郎、龍貫天、理事李奇峰、羅家英代表八和，參與民政事務局舉辦的粵劇交流團

8日 發函「廣東省文化廳」要求派遣「廣東粵劇院」協助2017年的回歸演出

12日 汪明荃主席、阮兆輝副主席當選「選委會」委員

13日 油麻地戲院場地伙伴計劃督委會會議，商議「粵劇新秀演出系列」的未來發展路向

18日 八和粵劇學院學生於「榕樹頭節」演出折子戲

2016年9月辦公室報告
日期 事項

1/9/2016(四)
- 華光誕餐券是日開始發售
- 邀約香港回歸20周年小組的成員(阮兆輝、龍貫天、李龍、新劍郎、李奇峰、羅家英)在9月8日召開工作

會議

2/9/2016(五) - 致電會友，提示登記成為藝發局選民的重要性，並催促他們盡快填寫表格寄回會館

5/9/2016(一)

- 學院更換地氊

- 繼續致電會友，提示登記成為藝發局選民的重要性，並催促他們盡快填寫表格寄回會館
- 9月4日油麻地果欄發生三級火警，為觀眾的安全起見，取消當晚《帝女花》的演出。辦公室安排已購

票的人士於指定時間，帶同完整戲票辦理退票及即時領取退款

6/9/2016(二) - 學院進行滅蟲及大清潔

8/9/2016(四)
- 汪明荃、龍貫天、新劍郎、李奇峰及羅家英進行香港回歸20周年小組工作會議
- 召開第15次理事會會議 及 第5次學院執委會會議

9/9/2016(五)
- 會員張永新女士捐款港幣三萬元，支持八和發展及承傳粵劇
- 善長馮瑞蘭女士捐款港幣二百萬元，支持八和發展會務及粵劇承傳的工作，善款已成功轉到本會的銀行 

帳戶

10/9/2016(六) - 寫字樓進行滅蟲及大清潔

12/9/2016(一) - 會友趙笑珍主動贈送1000個腰包，汪主席審視質量後，同意將該款腰包於華光誕晚宴致送予賓客

13/9/2016(二)

- 義工幫忙摺疊八和滙報，並即日寄發予會友及友好機構
- 屋宇署書面回覆有關本廈的搖晃，說明該署兩次到本會測量搖動的數據，但未有量度數據；而附近地盤

的施工監測記錄，亦未發現超出指定的度數
- 食環署亦就本會天花滲水的問題，回覆該署至今仍未找出滲水的源頭
- 政府聘用的合約顧問公司今天亦到本會查察滲水的情況，天花仍然潮濕，工程人員將安排在5樓的單位

放置色粉，用以找出漏水的源頭

14/9/2016(三)
- 香港八和會館向藝發局選舉代理公司，提交選民登記表格 (第一批 297份)
- 八和粵劇學院向藝發局選舉代理公司，提交選民登記表格共9份

15/9/2016(四) - 香港八和會館向藝發局選舉代理公司，提交選民登記表格 (第二批7份)，兩批選民登記表格，合共304份

26/9/2016(一) - 香港戲劇界國慶籌委會是晚舉行國慶聯歡，汪明荃主席擔任嘉賓及致辭

27/9/2016(二)

- 善長捐款予華光誕：劉石佑$20萬、鍾胡雪儀$5萬、蔡馬愛娟$5萬、丁毓珠$3萬及陳鍾健開$3萬，共
$36萬

- 吳鳳平博士贈送梁素琴之八大古曲書冊予本會，將會安排在華光誕晚宴送予賓客
- 人壽年班劇團來函投訴武師無故辭演，事情雖已平息，該劇團希望本會關注武師的職業道德，以免影响

粵劇的發展

30/9/2016(五)
- 藝發局核對八和提交的選民登記表格，發現當中的7份表格已經由其他機構呈交，由於每人只可登記一

次，辦公室跟上述7位人士聯絡，其中一人同意保留八和的選民登記表格。八和會館提交的選民登記表
格最終修訂為298份；八和粵劇學院提交的選民登記表格不變，仍為9份

2016年10月辦公室報告
日期 事項

3/10/2016(一) - 善長何日明伉儷捐款5萬元港幣，支持本會粵劇承傳的工作

5/10/2016(三) - 安排致送花藍賀澳門粵劇曲藝總會12周年誌慶

6/10/2016(四)
- 善長高金沛伉儷及趙鳯儀女士各捐款10萬元港幣，支持本會承傳粵劇文化的工作
- 安排為華光師父沐浴

7/10/2016(五)

- 是日進行第16次理事會及第6次執委會會議
- 香港藝術發展局藝術範疇代表提名推選活動第三階段「候選人提名」，於收集意見後，本會只有一名會

員(副主席龍貫天)有意參選，理事會討論後，認為龍貫天副主席是合適的人選，一致同意支持他參加藝
發局戲曲界代表的選舉

8/10/2016(六)
- 汪主席出席澳門粵劇曲藝總會12周年誌慶的晚宴
- 黃潔如女士捐款8萬元港幣，支持本會承傳粵劇文化的工作

15/10/2016(六) - 香港藝術發展局藝術範疇代表提名推選活動，第三階段「候選人提名」，跟進龍貫天先生提交的文件

18/10/2016(二) - 吳鳳平博士贊助920本「梁素琴之八大古曲」書冊，安排在華光誕晚宴送予嘉賓

19/10/2016(三)
- 通知賀誕的全體演員在10月28日上午進行總綵排，與高山跟進10月28日場地使用的設備及需要
- 召集理事及相關人士在10月22日，於會館商談有關西九戲曲中心的事項

21/10/2016(五) - 颱風襲港，休假一天

22/10/2016(六) - 汪主席、理事及相關人士等一同商議有關西九戲曲中心的事項

24/10/2016(一)

- 香港藝術發展局藝術範疇之候選人提名活動，原定在10月21日截止，因颱風襲港，截止期順延至10月
24日。選舉代理處要求候選人龍貫天先生補交文件，候選人提名的手續全部完成

- 獲贊助商贊助禮品：保濟丸、唐太宗膏、飛鷹活骼油、維特健靈健康產品、海馬枕頭、慈禧沐浴露、腰
包、梁素琴之八大古曲書冊、旦卷等，通知酒樓代收禮物，並安排義工隊於華光誕當天到酒樓包禮品

- 為《香花山大賀壽》的全體演員及工作人員購買演出當天的保險

25/10/2016(二) - 與高山劇場後台、當天演出的提場，跟進場地的設備及安排

26/10/2016(三)
- 香港藝術發展局公布各藝術範疇的候選人名單，戲曲界別只有龍貫天先生一位候選人，龍貫天先生自動

當選為戲曲界別的委員

27/10/2016(四) - 安排運輸到屯門倉及辦公室收取佈景、雜物等，送往高山及酒樓

28/10/2016(五)
- 粵劇界全體仝人在高山劇場演出賀誕例戲《香花山大賀壽》，晚上筵開九十餘席，與嘉賓及會員共賀華

光寶誕

31/10/2016(一) - 香港粵劇演員會第10屆理事會就職典禮暨華光誕聯歡晚宴，汪主席任主禮嘉賓

香港八和會館辦公室報告及會議議程

2016年年度八和大事回顧

汪明荃及阮兆輝取得選委會
文化小組選委席位 (12月11日)

早前2016選委會界別分組
選舉中，本會汪明荃主席及
阮兆輝副主席與其餘13位文
化界資深人士組成「文化共
融」名單參選，該名單全取
15席位。「文化共融」小組
旨在結集文化工作者，加強
推動文化及文化創意產業發
展，達致承傳開創的目標。

本港特區政府在禮賓府舉行2016年度勳銜
頒授典禮，其中粵劇界別獲嘉許人士包括龍
貫天副主席和會友南鳳。旭哥親自到禮賓府
接受榮譽勳章(MH)的嘉許。

此外，在2016年香港藝術發展局委員選舉
中，旭哥亦已自動當選戲曲範疇的委員，將
於明年開始代表戲曲業界參予藝發局的工作。

龍貫天副主席接受行政長官梁振英的嘉許

「文化共融」小組取得2016
選委會界文化小組選委席位

汪明荃主席及阮兆輝副主席所屬「文化共融」小組於11月8日報名參選
「文化共融」小組以加強推動文化及文
化創意產業發展，達致傳承開創的目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