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你可於以下「巡禮」，本網站「怡」之推介，及香港特區政府網站搜尋由政府提
供的活動，以便可約三五知己或與家人一同參與，既可怡情，令時間更充實，亦
可拉近與親友的關係，讓你的退休生活更添愉快！ 
  
展覽 （室內及室外） 

 
 
法國五月
日期：2018年5月1日 – 6月30日
展覽節目
 
《奢華世代：從亞述到亞歷山大》 
日期：2018年5月9日 – 9月3日 
地點：香港歷史博物館 
 
《跡察邊域》 
日期：2018年5月15 – 26日 
地點：香港藝穗會陳麗玲畫廊 
      中環下亞厘畢道二號 
 
和田山真央陶藝個展 
日期：2018年5月17-27日 
地點：元創方S303室 
中環鴨巴甸街35號 
 
澀谷文化節 
日期：2018年5月18-29日 
地點：元創方 
中環鴨巴甸街35號 
 
香港藝博會 
日期：2018年5月18 - 20日 
地點：香港會議展覽中心 
購票 
 
《永遠懷念饒宗頤教授》香港大學饒宗頤學術館展 
日期：2018年4月13日-5月25日 
地點：香港大學饒宗頤學術館展覽廳 
 
《絳紅狀態》著名新加坡藝術家李綾瑄首個香港個展 
日期：2018年5月11 – 6月10日 
地點：香港藝術中心包氏畫廊 
 
《筆墨留情》 
日期：2018年5月12日 – 9月2日 
地點：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展廳II 
 
《藝術背後》中國外銷茶具 
日期：2018年4月18日—10月31日
地點：茶具文物館地下
 
《間隙香港》限定展覽
日期：2018年4月22日—5月20日
地點：元創方- 中環鴨巴甸街35號
 
博薩特在中國：記錄1930年代的社會變遷
日期：2018年4月27 - 8月5日
地點：香港大學美術博物館
 
《給我感悟•回憶與驕傲的收藏》美國三藩市陳振輝先生藏品 
日期：2015年7月18日 – 2018年7月20日 
地點：香港文化博物館 
 
《蹬嶝瞪櫈！櫈的設計展》 
日期：現正展出 
地點：孫中山紀念館 
 
《信箱》 
日期：2018年4月17日 – 5月20日 
地點：元創方 
          中環鴨巴甸街35號 
 
《如常》
日期：2018年3月21日 – 9月30日
地點：香港藝穗會冰窖
 
《冰消瓦解》
日期：2018年3月22日 – 6月30日
地點：香港中文大學康本國際學術園八樓
 
《坐忘•香港》姚克的戲劇因緣
日期：2018年3月23日 – 6月30日 
地點：香港中文大學圖書館
 
《書香劍影》中國武俠小說
日期：2018年3月1日- 6月30日 
地點：中央圖書館八樓珍本閱覽室 
 
《瓷緣•畫意》 
日期：2018年2月9日 – 11月19日 
地點：香港文化博物館 
 
新界舊墟市 
日期：2018年2月1日-7月31日 
地點：香港中央圖書館5樓地圖圖書館 
 
《The Artistic Trinity of Hong Kong》展覽 
日期：2018年1月4日-12月31日 
地點：香港藝術中心地下 
香港灣仔港灣道二號 
 
《香港長衫故事》 
日期：2017年7月20日-2019年1月31日 
地點：香港國際機場22號登機口 
 
《展堂一鱗》 (第二階段) 
日期：2017年5月21日起 
地點：香港文化博物館 
展覽冊子 
 
 
 
 
 
研討會/講座 
 

 
 
中國書法體驗 
日期：2018年5月19、20、26、27日 
時間：下午4時、5時 
地點：元創方S502室 
中環鴨巴甸街35號 
報名 
 
西秦戲與粵劇藝術講座 
日期：2018年5月24日 
時間：晚上7時30分 
地點：香港文化中心行政大樓4樓1號會議室 
講者：羅家英、呂維平(海豐縣西秦戲藝術傳承中心團長) 
 
金繼工作坊
日期：2018年5月2、12、16、26日
時間：
下午6時30分       2及16日
早上11時           12及26日
地點：元創方S303 中環鴨巴甸街35號
 
天文觀測及攝影儀器大巡禮
日期：2018年5月7、14、21、28日
時間：晚上7時
地點：香港太空館演講廳
 
解決老花有辦法
日期：逢星期二及六 
時間：下午3時正 
地點：九龍旺角彌敦道664號惠豐中心9樓  清晰微笑激光矯視中心 
查詢及預約講座電話：31889000 
WhatsApp: 9088 6444 
 
 
 
電影 

 
 
法國五月 – 電影
日期：2018年5月1日 – 6月30日
放映片目
 
越劇電影《紅樓夢》 
日期：2018年5月25日 
時間：晚上7時 
地點：香港太空館演講廳 
 
《白馬英雌與四十大盜》 
日期：2018年5月29日 
時間：晚上7時 
地點：百老匯電影中心1樓 
          九龍油麻地眾坊街3號駿發花園 
 
《賞文•閱影》華語名著改編
文學名著改編電影作品選映 
日期：2018年4月8日 – 9月2日 
放映詳情 
 
《芳華年代》 
張國榮與梅艷芳經典電影作品選映 
日期：2018年3月27 -6月9日 
放映詳情 
 
MCL「又一戲棚」 
 
 
 
戲劇/音樂劇/歌劇 

 
 
法國五月
日期：2018年5月1日 – 6月30日
戲劇節目
 
《多喵快樂》 
日期：2018年6月1 – 3日 
時間： 
下午5時          1日 
早上11時、下午2時及4時30時   2及3日 
地點：演藝學院戲劇院 
 
《建豐二年》 
日期：2018年6月23日 – 8月6日 
時間：晚上8時 
地點：前進進牛棚劇場 
 
《教父阿塗：一個黑幫大佬的史詩式上位實錄》 
日期：2018年5月18、19、20日 
時間：晚上7時45分 
地點：香港文化中心劇場 
查詢：5401 6768/ 3165 9394 
 
追月亮的人 
日期：2018年6月1 – 3日 
時間： 
晚上8時      1 – 2日 
下午3時      2 – 3日 
地點：葵青劇院黑盒劇場 
 
《偶然•徐志摩》 
日期：2018年6月29 –7月15日 
時間：晚上7時30分、中午2時30分 
地點：演藝學院歌劇院 
 
音樂劇《貝隆夫人》
日期：2018年5月11日 – 6月10日 
時間：晚上7時45分、下午2時、下午1時、下午6時 
地點：演藝學院歌劇院 
 
《盛宴》
日期：2018年5月12 – 27日
時間：
晚上7時45分、中午2時45分、下午5時20分
地點：香港大會堂劇院
 
百老匯院線：國際舞台劇場同步
 
 
 
 
音樂會 

 
 
法國五月
日期：2018年5月1日 – 6月30日
音樂節目
 
國際蕭邦鋼琴大賽獲獎者：羅拔力士全蕭邦演奏會 
日期：2018年5月20日 
時間：晚上8時 
地點：香港大會堂音樂廳 
查詢：6494 1471 
 
香港弦樂團大師系列：張永宙 
日期：2018年5月21日 
時間：晚上8時 
地點：香港文化中心音樂廳 
查詢：3575 9574 
 
尼奧基大提琴獨奏會 
日期：2018年5月21日 
時間：晚上8時 
地點：香港大會堂音樂廳 
查詢：9042 4090 
 
香港音樂學院《與童共舞II》 
日期：2018年5月22日 
時間：下午3時 
地點：香港文化中心音樂廳 
查詢：2393 2891 
 
阿殊堅納西的田園交響曲 
日期：2018年5月25 – 26日 
時間：晚上8時 
地點：香港文化中心音樂廳 
 
汪明荃與香港中樂團
日期：2018年5月29 – 31日
時間：晚上8時
地點：香港文化中心音樂廳 
 
《歌聲永不落》：絲竹•群英•憶故人 
日期：2018年5月25日 
時間：晚上8時 
地點：西灣河文娛中心劇院 
 
雙雄會之廖國敏X舒巴傑克音樂會 
日期：2018年5月25 – 26日 
時間：晚上8時 
地點：屯門大會堂音樂廳、荃灣大會堂音樂廳 
 
鄧泰山鋼琴演奏會 
日期：2018年5月26日 
時間：晚上8時 
地點：香港大會堂音樂廳 
 
《歌聲永不落》：二胡•盛宴•跨世代 
日期：2018年5月27日 
時間：下午3時 
地點：香港大會堂音樂廳 
 
湯•庫普曼與阿姆斯特丹巴羅克合唱團 
日期：2018年5月29日 
時間：晚上8時 
地點：香港大會堂音樂廳 
 
紐約林肯中心室樂音樂會 
日期：2018年6月1 – 2日 
時間：晚上8時 
地點：演藝學院音樂廳 
 
金本索里及瑪希達拉小提琴及鋼琴二重奏
日期：2018年5月15日 
時間：晚上8時 
地點：香港大會堂音樂廳 
 
蕭邦與布拉姆斯 
日期：2018年5月18、19日 
時間：晚上8時 
地點：香港文化中心音樂廳 
 
《擊•Strong Point》香港女青中樂團X四擊頭音樂會
日期：2018年5月22日 
時間：晚上7時30分 
地點：荃灣大會堂演奏廳
 
 
 
 
中國戲曲
 

 
 
《花田八喜》 
日期：2018年5月26日 
時間：晚上7時30分 
地點：高山劇場劇院 
 
《征袍還金粉》 
日期：2018年5月27日 
時間：晚上7時30分 
地點：高山劇場劇院 
 
《白兔會》 
日期：2018年5月28日 
時間：晚上7時30分 
地點：高山劇場劇院 
 
上海越劇院《紅樓•音越劇場》 
日期：2018年6月12日 
時間：下午3時及晚上7時30分 
地點：高山劇場新翼演藝廳 
 
上海崑劇團《長生殿》 
日期：2018年6月14 – 17日 
時間： 
晚上7時30分      14 – 16日 
下午2時30分      17日 
地點：香港文化中心大劇院 
劇目：《釵盒情定》、《霓裳羽衣》、《馬嵬驚變》、《月宮重圓》 
 
粵劇：《荷池影美》 
日期：2018年5月26、27、29日 
時間：晚上7時30分 
地點：屯門大會堂演奏廳、大埔文娛中心演奏廳、荃灣大會堂演奏廳 
 
《牡丹亭驚夢》 
日期：2018年5月23日 
時間：晚上7時15分 
地點：新光戲院大劇場 
 
 
 
 
 
舞蹈 

 
 
法國五月
日期：2018年5月1日 – 6月30日
舞蹈節目
 
《吉賽爾》 
日期：2018年6月28 – 30日 
時間： 
晚上7時45分      28 – 30日 
下午2時45分      30日 
地點：香港文化中心大劇院
 
《大美不言•踏歌行》
日期：2018年6月2 – 3日
時間：
晚上7時45分     2日
下午3時          3日
地點：沙田大會堂演奏廳
 
 
 

   

節目巡禮

展覽 研討會及講座 電影 戲劇或音樂劇及歌劇 音樂會 中國戲曲 舞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