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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2018年7月21日(星期六)
時間：下午兩點半
地點：逸東酒店香港藝術發展局舉辦「2017香港藝術發展獎」，早前於無線電視城

舉行頒獎禮並頒發多個獎項，理事羅家英榮獲「傑出藝術貢獻獎」，
擊樂領導高潤權會友榮獲戲曲界別「藝術家年獎」，演員李沛妍會友
榮獲戲曲界別「藝術新秀獎」。

理事羅家英、會員高潤權和李沛妍榮獲2017
香港藝術發展獎 (2018年5月11日)

Crystalent Production

八和會館會員大會

會員及遊友們下午在抵達昂平後大合照留念
團友早上抵達大澳，在導遊引領下前往市集參觀

會員羅寶珠(右)和友人來到橫水渡大橋留影 理事李奇峰(右)與會員劉玉風於海味店外合照 會員潘煒坤(中)與親友們到不同雜貨店參觀
會員馮權(左)和黃嵐遊歷大澳，回想以
前在這裡演出神功戲的日子

會員吳翠屏到海味店的蝦醫製作工場參觀及留影 會員陳琰玲在海味店購買手信，收穫甚豐 會員錢潤棠(右二)送出精美禮品供抽獎用，特此鳴謝。旁為會員劉建
榮伉儷。

會員瓊花女(左)夥母親梁綺蓮(中)及其姊於下
午到心經簡林參觀

(相片提供：王梓靜)

日期：2018年7月21日(星期六)
時間：晚上七點半

地點：高山劇場新翼演藝廳

每年讓會員熱切期待的周年旅
行，今次目的地為大澳和寶蓮
寺，報名消息一出迅即額滿。會
友及親友們一早聚集在油麻地出
發前往目的地，理事李奇峰亦隨
團參加，在愉快氣氛下完成整天
旅程。

週年旅行(2018年5月12日)

家英哥從資深粵曲唱腔名家梁素琴手上領取 
「傑出藝術貢獻獎」後發表感受

擊樂領導高潤權榮獲戲曲界別「藝術家年獎」，
由副主席阮兆輝頒獎

親臨道賀的來賓(左起)：名譽顧問劉千石、理事李奇峰及太太李余
蕙芬、理事羅家英、資深演員尤聲普

左起：香港藝術發展局副主席李偉民、「終身成就獎」得主曹誠淵、香
港藝術發展局主席王英偉、民政事務局局長劉江華、理事羅家英

演員李沛妍榮獲戲曲界別「藝
術新秀獎」

積極參與會務，履行會員責任
請會員踴躍參加

積極參與會務，履行會員責任
請會員踴躍參加

八和六十五週年紀念展覽
日期 2018年7月18至24日

地點 香港會議展覽中心

粵劇折子戲演出(由八和粵劇學院學員演出)

日期及時間 劇目

7月21日下午2點半 《鐵馬銀婚之城樓會》

7月22日下午2點半 《牡丹亭驚夢之幽媾》

日期及時間 題目 嘉賓

7月20日下午3時
粵劇戲台前後

七十年
李奇峰先生、 
李小良博士

7月23日下午6時
粵劇文武生在
劇團中的工作

及影響力

羅家英先生、 
溫玉瑜先生

香港書展2018展覽、
演出及講座

2017/18年度
八和粵劇學院匯報演出

(攝影: Jenny So)

非賣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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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期 日期

演期一 (共8場) 2018年7月4日 至 2018年7月14日

演期二　(共12場) 2018年8月1日 至 2018年8月18日

演期三　(共20場) 2018年9月19日 至 2018年10月20日

演期四 　(共16場) 2018年11月15日 至 2018年12月8日

演期五　(共12場) 2019年1月16日 至 2019年2月2日

第二版

油麻地計劃新秀演員招募(2018-21)
及遴選面試 (2018年5月24日)

與粵劇發展基金交流會面
(2018年3月28日)

油麻地戲院場地伙伴計劃2018-19
「粵劇新秀演出系列」2018-2019年度演期表

日期 劇目 / 藝術總監

7月4 *、5日 (星期三、四) 《鳳閣恩仇未了情》藝術總監：新劍郎
*7月4日演出開始前舉行開幕儀式及演出例戲《碧天賀壽》

7月6、7日 (星期五、六) 《獅吼記》藝術總監：新劍郎

7月11、12日 (星期三、四) 《洛神》藝術總監：阮兆輝

7月13、14日 (星期五、六) 《帝女花》藝術總監：阮兆輝

社區推廣場 
7月7、8日 (星期六、日)

書寫梨園──編劇家作品巡禮（藝術總監：阮兆輝）
《燕歸人未歸》折子戲演出＋導賞

粵劇新秀演出系列
演期一演出節目表 (2018年7月4日 至 7月14日)

為配合為期3年的「粵劇新秀演出系列」(2018-21)，香
港八和會館早前公開招募新秀演員，並於油麻地戲院
進行遴選面試。負責擔任評審的包括油麻地計劃督導
委員會主席李龍及計劃藝術總監阮兆輝、尹飛燕、新
劍郎和王超群。入選演員稍後將會參與本計劃的培訓
及演出。

粵劇新秀演出系列

眾評審、列席嘉賓和在場為參加者伴奏的樂師在面試完成後大合照

五位評審仔細觀看面試者表現

早前八和與粵劇發展基金召開交流會議，商討油麻地計未來的
發展，以及就成立粵劇交流團互相交換意見。

後排左起：項目經理張秀君、民政事務局總館長(文物)翁怡、民政事務局高級經理(文化)黃淑芬；前排左
起：民政事務局副秘書長張馮泳萍、粵劇發展基金顧問委員會主席呂汝漢教授、汪明荃主席、粵劇發展諮
詢委員會主席陳志輝教授、民政事務局首席助理秘書長(文化)張佩珊

幾位列席嘉賓(左起)：督委會成員譚榮邦、專家評估員張敏慧、客席藝術總
監李奇峰



第九十九期

2018年6月號

第三版

八和成為粵劇傳承研究中心合作機構

六月份健體日增設經筋理療義診

香港教育大學成立的「粵劇傳承研究中心」已正式開幕，八和成為該
中心合作機構，透過有系統的學術研究和嶄新數碼科技，推廣粵劇文
化及知識傳承。理事李奇峰和徐月明在5月18日出席開幕典禮。

由康樂組籌劃的會員健體
日，在四月和五月份活動上
邀請註冊經筋師余和安老師
到來，向會友指導太極拳及
健體招式，獲得良好反應，
會友甚至要拍攝導師所示範
的招式供自行練習用。因
此，六月份健體日(6月27日)
特別加設經筋義診服務，現
尚餘少量名額，有意參加資
深會友請致電會館報名。

新會員簡介會(2018年4月10日)

我們的波叔

今年為粵劇界前輩梁醒波誕辰一百一十周
年，由香港電影資料館與UA CineHub共同籌
劃「我們的波叔」回顧展，將於八月至十月
份將舉辦連串紀念展覽及電影放映。曾數度
擔任本會主席的波叔，一生醉心表演藝術，
透過今次活動向這位前前任主席致以最崇高
和最誠摯的敬意。

梁醒波誕辰110周年回顧展

八 和 會 員 享 8 折 購 票 優 惠

「梁醒波 • 伶影之間」展覽 (免費入場)

日期 地點

8月18日至10月31日 UA iSQUARE戲院

8月3日至10月29日(逢星期一、三至日) 香港電影資料館1樓大堂

電影放映

日期及時間 電影 地點

8月18日（六） 《光棍姻緣》
UA iSQUARE戲院

憑本匯報附夾
確認信(或影印本)

購買正價戲票可獲8折優惠

8月19日（日） 《紫釵記》

8月25日（六） 《呆佬添丁》

8月26日（日） 《嬌嬌女》

8月26日（日） 《烏龍王發達記》

《光棍姻緣》 《嬌嬌女》

《紫釵記》 《烏龍王發達記》

註冊經筋師余和安老師(右)指導會友做太極招式

為了讓新會員更了解八和的歷史及運作，理事會定期為新會員舉行迎
新簡介會。是次活動由副主席阮兆輝與理事黎耀威、王潔清及徐月明
主持，向新會員介紹八和的工作及職能，讓他們更了解八和以至整個
戲行的運作情況。

六位新會員出席在會館舉行的第二次迎新會

左起：新會員廖玉鳳、鄺國澄、鍾國仁、理事王潔清 總幹事岑金倩(右)首先簡介八和的歷史及工作

理事會歡迎新會員加入，亦寄語他們積極參與會務 左起：新會員沈栢銓、廖擇詩及陳顯戎

開幕禮上「虛擬實境粵劇體驗」展
區，參觀者透過VR眼鏡化身粵劇主
角，體驗粵劇演出

舊照片逐張睇
承上欄報導前主席梁醒波的紀念活動，
今期特別刊出波叔幾張珍貴相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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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版

日期：2018年4月9日(星期一)
時間：下午2時
地點：香港八和會館

項目

1 通過會議記錄

1.1 第三十八屆理事會第九次

會議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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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場展

覽、演出計劃：西九戲曲中心

開台演出、交流計劃、八和粵

劇學院、學校教育計劃

2.2 公關及外務

- 粵劇交流/代表團

- 給演藝學院校董會的公開信及

學院回覆

2.3 辦公室報告

- 公司註冊處「重要控制人」

- 旅行、健體日、會員迎新日、

行政秘書報告

3 財務報告

3.1

八和會館及富亨閣收支表

- 八和會館及富亨閣2018年2月

收支表

B 其他

C 下次會議日期：2018年5月14日(星期一)

第三十八屆理事會
第十次會議 議程

日期：2018年5月14日(星期一)
時間：下午2時
地點：香港八和會館

項目

1 通過會議記錄

1.1
第三十八屆理事會第十次

會議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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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場展

覽、書展展覽、演出計劃：西

九戲曲中心開台演出、交流計

劃、八和粵劇學院、學校教育

計劃

2.2 服務供應商招標

2.3

公關及外務

- 粵劇交流/代表團

- 梁醒波誕辰110周年回顧展

2.4
辦公室報告 

- 旅行、行政秘書報告

3 財務報告

3.1

八和會館及富亨閣收支表

- 八和會館及富亨閣2018年3月

收支表

B 其他

C 下次會議日期：2018年6月8日(星期五)

第三十八屆理事會
第十一次會議 議程

2018年3月辦公室報告
日期 事項

6/3/2018 (二)

- 屯門新興工業大廈(八和倉)為業戶換窗工程進行招

標，業主立案法團通知業戶在3月21日舉行特別大

會，商議揀選承辦商的換窗工程報價

7/3/2018 (三)
- 理事羅家英納徒：溫玉瑜、莊婉仙、袁麗華、鄭詠

梅及柳御風，儀式在會館進行

8/3/2018 (四) - 理事會第9次會議在會館進行

10/3/2018 (六)

- 迪士尼樂園回覆，本年度入場申請已逾期，2018年

7至9月將接受下年度進場申請，辦公室屆時入紙申

請2019年5月的入場優惠

13/3/2018 (二)

- 新會員迎新日原定在3月26日進行，聯絡新會員，

了解出席情況。查詢後，他們在當天都有工作，未

能出席。調查組主任黎耀威知悉後，同意更期在 

4月10日或12日進行，再查詢會員的可行日期

14/3/2018 (三)

- 本會於2018年2月20日透過電郵收到一封署名「一

群無助的演藝戲曲學院學生」的公開信，投訴演藝

學院戲曲學院的一連串事件。八和非常關注演藝學

院戲曲學院的發展，該院是本港培育粵劇人才及頒

授學位的高等學府，它的發展直接影響香港粵劇發

展的質素。按3月8日的理事會的決議，八和致公開

信予演藝學院校董會，諮請回應學生的疑問

- 副主席龍貫天同意續任僱員再培訓局「創意產業行

業諮詢網絡」委員一職，並回覆僱員再培訓局

17/3/2018 (六)

- 康樂組副主任王潔清告知，知悉2月份理事會議決

健體日改為每季進行一次，長者會員知悉後，感到

可惜，並主動建議利用群組通訊及報名，省卻郵

費。王潔清欲了解是否可以繼續每月為長者會員提

供這項有益身心的活動。總幹事建議將上述事項交

予理事會討論

20/3/2018 (二)

- 為新會員舉行簡介會，調查組主任黎耀威同意改

期在4月10或12日，新會員有6人同意在4月10日出

席，12日則只有3人參加，決定在4月10日上午於會

館為新會員進行簡介

21/3/2018 (三)
- 食環署回覆該署知悉本會址的樓頂再出現滲水，該

署現正了解事情，將派員到本會查看

23/3/2018 (五)
- 石澳居民會有限公司將於2018年11月23至28日恭

賀天后寶誕演戲酬謝神恩，邀請劇團報價

24/3/2018 (六)
- 副主席阮兆輝代表八和擔任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

會的頒獎嘉賓

28/3/2018 (三) - 香港演藝學院以書面回覆本會3月12日的公開信件

2018年4月辦公室報告
日期 事項

9/4/2018 (一)

- 副主席阮兆輝、理事麥惠文及王潔清率領40餘名會

員往西環大口環東華義莊拜祭故友

- 理事會第11次會議是日進行

10/4/2018 (二)

- 副主席阮兆輝、理事黎耀威、王潔清及徐月明出席

迎新會，簡介八和的歷史和會務、會員的權利與義

務等

- 第12次理事會原定於5月8日進行，適逢當天是天后

誕，多位理事在當天均有演出，理事建議順延會期，

徵詢理事選擇另定會期的意向：5月14、15、17、18

或19日

13/4/2018 (五)

- 徵詢理事順延理事會期的會期，收集所得結果：5月

14日(15人)、15日(13人)、17日(10人)、18日(5人)及

19日(3人)。按最多理事同意出席會議為準則，第12

次理事會將延期在5月14日(星期一)下午2時於會館

進行

14/4/2018 (六)

- 理事羅家英先生榮獲「2017香港藝術發展獎」之 

“傑出藝術貢獻獎”，頒獎禮將於5月11日舉行，

邀請理事出席上述頒獎禮

17/4/2018 (二)

- 食環署的督察查看本會樓頂滲水的情況，儀器顯示

受潮的位置濕度達98%，滲水情況嚴重，該位督察

隨後往五樓了解，並在上述單位的渠位放置色粉

19/4/2018 (四)

- 健體日於學院進行，再次由香港中華經筋理療師 

學會余和安會長義務擔任導師，教授「太極醫療

拳」，有16名會友參加

20/4/2018 (五)
- 贊助商送600份贈飲裝奶粉予長者會友飲用，將於

報名期間一併派發

23/4/2018 (一) - 是日開始接受會員報名參加春季旅遊

香港八和會館辦公室報告及
會議議程

讓 我 們 懷 念 的 粵 劇 工 作 者

夏瑜騫 (夏瑜) (音) 陳醒棠 (演) 李健雄 (音) 楊鑽好 (衣)凌健國 (衣)

溫志英 (紫苓君) (演) 何紹中 (武)譚慧敏 (演)何文煥 (演)馮華 (音)

梁家風 (梁鶴峰) (演) 陳麗瑛 (衣) 王霖 (演) 黎濠 (音)郭麗萍 (演)潘衛民 (畫)

每年清明期間，八和理事率領會員前往西環東華義莊，拜祭粵劇界前輩及故人。這天在
副主席阮兆輝、理事麥惠文和王潔清率領下，會員帶備鮮花和祭品到來，向故友及前輩
表達心意。

理事麥惠文誦讀祭文，與副主席阮兆輝引領會友進行祭祀

會員在音樂吹奏下走到東華義莊 會員在完成春祭後大合照

八和春祭(2018年4月9日)

本會在五月接獲善長鄧劍群博士共港幣十萬元的捐助，謹此致謝。
各界如欲支持八和會館的工作，請致電2384 2929。

杜琪峰博士參與足球練習賽
(2018年5月9日)

向來熱愛足球的導演杜琪峰博士及團隊，獲邀參
與八和足球練習賽，與八和球員互相切磋球技。
當日落場參與比賽的包括洪海及其他會員和屬會
會員，以及到場支持的阮德鏘。

最新贊助消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