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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7年  下半年度  及 2008年  活動  及 演出預告 
香港灣仔告士打道郵政局郵政信箱  28907號   傳真: 28719081   電話: 25707009 
網址    ﹕www.lauwaiming.hk        電郵 ﹕yeungmingopera@yahoo.com.hk 

 
演出日期         劇目 / 活動      地點 
 
7月 2日 (星期一 )  九天玄女(粵曲演唱 )    新光戲院   
 
7月 4日 (星期三 ) 上午   (出席) 幼稚園畢業典禮        將軍澳  (不設預訂) 
 
7月 8日 (星期日 ) 上午   (出席) 幼稚園畢業典禮        荃灣大會堂 (不設預訂) 
 
7月 11日 (星期三 ) 早上   (播放訪問)    溫哥華電台 
 
7月 12日  至 7月 16日   (神功戲 )        坪洲 
 
7月 18日 (星期三 ) 早上   (播放訪問)    溫哥華電台 
 
7月 18日 (星期三 )   (加拿大航空 )    飛往加拿大(不設預訂)  
7月 21日 (星期六 )   (外埠演出)        加拿大  (不設預訂)  
7月 22日 (星期日 )  (外埠演出)        加拿大 
7月 29日 (星期日 )   (外埠演出)        加拿大 
 
8月 3日 (星期五 )   (加拿大航空 )    抵港 
 
8月 22日 (星期三 )   龍鳳爭掛帥         高山劇場 
8月 23日 (星期四 )  獅吼記 (折子戲)    高山劇場 
 
8月 24日 (星期五 )  (出席) 幼兒粵劇    高山劇場 
 
8月 25日 (星期六 ) 下午   (兒童粵劇)    文化中心大堂 
 
8月 26日 (星期日 ) 下午   (加拿大演出分享會 )   聲輝推廣協會 
 
8月 27日 (星期一 ) 下午   (學校講座)    (不設公開) 
 
9月 7日 (星期五 )  紫釵記      新光戲院   
 
9月 11日 (星期二 ) 下午    出席(西九發報會 )   灣仔政府大樓 
 
9月 13日 (星期四 ) 下午    出席(東區會議)    東區政府合署 
 
9月 14日 (星期五 ) 下午    (學校講座)    (不設公開) 
 
9月 21日 (星期五 )  香夭 (籌款粵曲演唱)    演藝學院   
 
9月 24日 (星期一 )    出席(幼稚園花燈比賽)   樂富中心 
 
9月 25日 (星期二 ) 下午    (學校講座)    (不設公開) 
 
9月 27日 (星期四 )  (出席慶功宴 )    銅鑼灣西苑酒家 
 
9月 28日 (星期五 )  早上     (藝術界別投票)    九龍公園 
 
9月 28日 (星期五 )  下午   (播放訪問)    溫哥華電視台 
 
 

 
 
 



 
演出日期         劇目 / 活動      地點 
 
10月 11日 (星期四) 下午  國泰航空    飛往加拿大  
10月 26日 (星期五)   (外埠演出)        加拿大   
10月 27日 (星期六)  (外埠演出)        加拿大   
11月 1日 (星期四 ) 早上   國泰航空    抵港 
 
11月 1日 (星期四 )  (演員會就職晚宴)   聯邦酒樓 
 
11月 2日 (星期五 )  牡丹亭      新光戲院  (內銷票已滿) 
 
11月 7日 (星期三 ) 中午   (八和就職典禮)    新光戲院  (不設預訂 ) 
11月 7日 (星期四 )  出席晚宴 (華光誕 )   紅磡海逸皇宮酒樓 
 
11月 13日 (星期二)   獅吼記 (粵曲演唱 )     文化中心 
 
 
11月 25日 (星期日) 下午  (出席) 粵劇日     文化中心露天廣場 
 
 
12月 2日 (星期日 )  紅了櫻桃碎了心    上水北區會堂 
 
12月 4日 (星期二 )  紅樓夢      高山劇場 
 
12月 12日 (星期三)   (折子戲 )        新光戲院   
 
 
 

2008 年預告 
 
1月 8日 (星期二 )   (粵曲演唱)      待定 
 
1月 17日 (星期四 )   獅吼記  (下午場 + 黃昏場)  (敬老 )(不設預定 ) 
1月 18日 (星期五 )   獅吼記  (下午場 + 黃昏場)  (敬老 )(不設預定 ) 
 
1月 26日 (星期六 )  (出席) 兒童粵劇 (下午場  + 黃昏場) 香港教育學院  
 
2月 9日 (星期六 )   (粵曲演唱)      待定 
 
2月 20日 (星期三 )   (粵曲演唱)      待定 
 
2月 24日 (星期日 )  樓台會      高山劇場 
 
2月 29日 (星期五 )  (春茗)     待定 
 
3月 7日 (星期五 )  下午   待定     飛往星加坡  
 
3月 8日 (星期六 ) 至   (外埠演出)        星加坡  
3月 11日 (星期二 )  (外埠演出)        星加坡 
 
3月 16日 (星期日 )   待定     抵港 
 
3月 19日 (星期三 )   (粵曲演唱)      待定 
 
3月 27日 (星期四 )   (粵曲演唱)      待定 
 
 
 *以上只供參考, 詳情請留意主辦機構或單張﹐如有任何問題﹐  敬請查詢主辦單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