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風印務有限公司承印

●	 所有節目均由門票開始發售當日起接受購票，直至演出前一小時止。
●	 手續費：每張訂購門票港幣8元（手續費不設退款）。
●	 顧客選擇自助取票服務提取門票，可用網上/電話/流動購票應用程式購票時所使用的信用卡，到任何購票通自助取票機

刷卡提取門票，或親臨任何一間城市售票網售票處的售票櫃檯憑卡領取門票，有關自助取票機的分佈，請瀏網址www.

cityline.com/chi/helpdesk/locationOfuTdm.jsp。城市售票網售票處的位置及開放時間詳列於下。
●	 顧客選擇郵遞／速遞須另付費用，郵遞／速遞服務提供至演出前七天至三十天止（視乎選擇之送遞方式）。

（服務手續費及門票送遞費用會不時作出調整，以城市售票網公佈為準。）

售票處購票
各項節目之門票於下列城市售票網售票處發售。凡於節目開始前１小時，該節目的門票只限於演出場地之售票處發售。

付款方式
售票處：現金、信用卡（匯財卡、萬事達卡或美國運通卡）及銀聯卡（以港元結算）
網上購票／流動應用程式購票：信用卡（匯財卡、萬事達卡或美國運通卡）及銀聯在線支付（只適用於由內地或港澳銀行發
出的銀聯信用卡）

信用卡電話購票：信用卡（匯財卡、萬事達卡或美國運通卡）

票務查詢
熱線：3761	6661（每日上午10時至晚上8時）

港島區 

九龍區 

新界區 

中環	 	香港大會堂
	 香港中環愛丁堡廣場5號
	 每日10:00-21:30
		 大館	
	 香港中環荷李活道10號大館03座地下訪客中心
	 *每日10:00-18:00
上環	 上環文娛中心
	 香港上環皇后大道中345號
	 *每日10:00-18:30
西環	 通利琴行西環分行
	 香港西環卑路乍街8號西寶城2樓241號
	 每日10:00-19:30
香港仔	 通利琴行香港仔分行
	 香港香港仔南寧街7-11號,香港仔中心2期2樓2、3及5號
	 每日10:00-19:30
柴灣	 青年廣場
	 香港柴灣柴灣道238號
	 每日10:00-20:30

紅磡		 香港體育館
	 九龍紅磡暢運道9號
	 *每日10:00-18:30
	 高山劇場
	 九龍紅磡高山道77號
	 *每日10:00-18:30
	 通利琴行黃埔花園分行
	 紅磡黃埔花園第10期4及5號舖
	 每日10:00-19:30
九龍城	 香港兆基創意書院
	 九龍聯合道135號
	 *每日10:00-18:00
尖沙咀		 香港文化中心演藝大樓
	 九龍尖沙咀梳士巴利道10號
	 每日10:00-21:30

沙田	 沙田大會堂
	 新界沙田源禾路1號
	 每日10:00-21:30
	 通利琴行沙田分行
	 新界沙田鄉事會路138號Home	Square303號舖
	 每日10:00-19:30
上水	 北區大會堂
	 新界上水龍運街2號
	 *每日10:00-18:30
大埔	 大埔文娛中心
	 新界大埔安邦路12號
	 *每日10:00-18:30
	 通利琴行大埔分行
	 新界大埔火車站南運路9號新達廣場1樓075及076號舖
	 每日10:00-19:30
將軍澳	 通利琴行將軍澳分行
	 新界將軍澳東港城第二層231號(坑口站)
	 每日10:00-19:30
葵青			 葵青劇院
	 新界葵涌興寧路12號
	 每日10:00-21:30
	 通利琴行青衣分行
	 新界青衣青衣城第1層167及168號
	 每日10:00-19:30

西灣河	 西灣河文娛中心
	 香港筲箕灣道111號
	 *每日10:00-18:30		
銅鑼灣	 		通利琴行銅鑼灣分行
	 香港銅鑼灣駱克道459-461號	The	L.Square	3樓
	 每日10:00-19:30
灣仔	 伊利沙伯體育館
	 香港灣仔愛群道18號
	 *每日10:00-18:30
	 香港藝術中心
	 香港灣仔港灣道2號
	 *每日10:00-18:00
	 通利琴行灣仔分行
	 香港灣仔告士打道144-149號城市大廈1樓
	 每日10:00-19:30

	 通利琴行尖沙咀分行
	 九龍尖沙咀金馬倫里1至9號
	 每日10:00-19:30
旺角	 通利琴行奧海城分行
	 九龍海泓道1號奧海城3期地下02號舖
	 每日10:00-19:30
九龍灣	 通利琴行MegaBox分行	
	 九龍灣宏照道38號企業廣場5期MegaBox	12樓2至20室
	 每日10:00-19:30
牛池灣	 牛池灣文娛中心
	 九龍清水灣道11號2樓
	 *每日10:00-18:30
油塘	 柏斯琴行油塘分行	
	 九龍油塘高超道38號大本型第三層314號舖
	 每日10:00-18:00		

荃灣	 荃灣大會堂
	 新界荃灣大河道72號
	 每日10:00-21:30
	 通利琴行綠楊坊分行
	 新界荃灣綠楊坊2樓S35號舖	
	 每日10:00-19:30
屯門	 屯門大會堂
	 新界屯門屯喜路3號
	 每日10:00-21:30
	 通利琴行屯門分行
	 新界屯門時代廣場南翼第二層3至5號舖
	 每日10:00-19:30
元朗	 元朗劇院
	 新界元朗體育路9號
	 每日10:00-21:30
	 通利琴行元朗分行
	 新界元朗青山公路41至47號(大馬路)誠信商業大廈地庫
	 每日10:00-19:30

網上購票
www.urbtix.hk
信用卡電話購票

2111 5999
（每日上午十時至晚上八時）

流動購票應用程式：My	URBTIX

(註*如有節目在該表演場地進行，其售票處於當日將延長開放時間至表演節目開始後三十分鐘為止。)		

港島區 

九龍區 

新界區 

凡康樂及文化事務署主辦的節目，全日制學生、六十歲或以上的高齡人士、殘疾人士及看護人及綜合社會保障援助受惠人士可獲

半價優惠。惟學生及綜合社會保障援助受惠人士優惠票數目有限，先到先得，售完即止。節目資料如有更改，恕不另行通知。

符號註釋：	*	學生優惠	 +	殘疾人士及看護人優惠	 @	開始售票日期
	 #	高齡人士優惠	 %	綜合社會保障援助受惠人士優惠

八月
香港文化中心	(音樂廳)

	
亞洲青年管弦樂團亞洲巡迴演出
亞洲青年管弦樂團主辦
3-4(星期五至六)20:00
$350,$250,$180,$100(*#+%:$175,$125,$90,$50)	
@19/6

香港文化中心場地伙伴計劃：樂季揭幕音樂會—	
梵志登與莉拉
香港管弦樂團主辦
31/8-1/9(星期五至六)20:00
$680,$480,$380,$280(*#+%:$340,$240,$190,$140)		
@16/7

香港文化中心	(大劇院)	
中國戲曲節2018：粵劇《文姬歸漢》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主辦
7-8(星期二至三)19:30
$450,$350,$250,$150(*#+%:$225,$175,$125,$75)		
@18/4

中國戲曲節2018：中國國家京劇院二團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主辦
10-12(星期五至日)19:30
$450,$350,$250,$150(*#+%:$225,$175,$125,$75)		
@18/4

香港文化中心場地伙伴計劃：愛麗絲夢遊仙境
香港芭蕾舞團主辦
17-19(星期五至日)19:30;18-19(星期六至日)14:30
$1000,$680,$480,$280,$140(*#+:$340,$240,$140,$70)		
@17/6

玲瓏粵劇團
玉玲瓏藝萃會及永高粵藝推廣會主辦
21-26(星期二至日)19:30;26(星期日)13:30
$380,$300,$240,$200,$160	
(*#+%:$190,$150,$120,$100,$80)		
@9/6

香港大會堂	(劇院)

「大會堂樂萃」系列：陳劭桐巴松管演奏會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主辦
3(星期五)20:00
$200,$150(*#+%:$100,$75)		
@25/4

錢國偉經典鼓樂薈萃
香港鼓藝團主辦
4(星期六)20:00
$280,$180(*#+%:$140,$90)		
@11/6

《天籟雲間》蘇州市評彈團	評彈經典書會
香港奔向未來文化交流協會/香港歐亞國際藝術節主辦
7-8(星期二至三)19:30
$220,$160,$100(*:$110,#+%:$110,$80)		
@31/5

國際綜藝合家歡2018節目：
德芬馬戲團（比利時）《琴琴轉．咩咩園》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主辦
10(星期五)20:00,11(星期六)14:30
$260,$200,$140(*#+%:$130,$100,$70)		
@11/5

國際綜藝合家歡	2018後台導賞：
德芬馬戲團（比利時）《黑白鍵下的寶藏》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主辦
11(星期六)11:00
$50		
@11/5

國際綜藝合家歡2018節目：德芬馬戲團（比利時）《琴琴
轉．咩咩園》[加場]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主辦
11(星期六)17:00
$260,$200,$140(*#+%:$130,$100,$70)		
@22/5

《過戶陰陽眼》(重演)
中英劇團有限公司主辦
17-18(星期五至六),22-25(星期三至六)	20:00,18-19,
25-26(星期六至日)15:00
$280,$180(*#+%:$140,$90)		
@9/4

香港大會堂場地伙伴計劃─《一缺一》
香港話劇團主辦
31/8,1,4-8,11-15/9(星期五至六)19:45;2,9,16/9(星期日至日)14:45
$290,$240,$180(*#+:$145,$120,$90)星期二至四
$320,$260,$200(*#+:$160,$130,$100)星期五至日
@6/7

香港文化中心	(劇場)
	
國際綜藝合家歡2018節目：沖天飛劇團（英國）
《唔肯瞓．四圍騰》[加場]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主辦
31/7-2/8(星期二至四)19:30;3/8(星期五)15:00
$680,$280,$200		
@22/5

HKS	「酷」熱音樂節：觸執毛：Reflection
香港小交響樂主辦
10-12(星期五至日)20:00
$380,$280(*#+%:$190,$140)		
@19/5

新域劇團《小紅帽勇闖魔幻森林》
新域劇團有限公司主辦
18-19(星期六至日)11:30&15:30
$200,$170(*#+%:$100,$85)		
@6/7

專業形體戲劇青年訓練課程年度展演
鄧樹榮戲劇工作室主辦
21-26(星期二至日)20:00;25-26(星期六至日)15:00
$120(*#+:$80)		
@28/6

紫玉成煙
香港舞蹈團主辦
31/8-2/9(星期五至六)19:45;1-2(星期六至日)15:00
$280,$200(*#+%:$140,$100)		
@8/6

香港文化中心	(行政大樓四樓一號會議室)
芭蕾舞導賞講座系列「情愛魔力」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主辦
9,16,23,30(星期四)19:30
$50(*#+%:$25)		
@19/6

香港文化中心	(平台工作室)
	
國際綜藝合家歡2018工作坊：沖天飛劇團（英國）	
《細路哥無時停》親子雜技工作坊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主辦
31/7-2/8(星期二至四)11:00&15:00
$150(*#+%:$100)		
@11/5

香港大會堂	(音樂廳)
	
香港大會堂場地伙伴計劃︰HKS	「酷」熱音樂節：
最HIT電影古典名曲
香港小交響樂團主辦
3-4(星期五至六)20:00;5(星期日)15:00
$380,$260,$150(*#+%:$190,$130,$75)		
@19/5

舞出《仙樂飄飄處處聞》
香港舞蹈發展基金有限公司主辦
7-8(星期二至三)19:30
$350	
@23/7

Pro	Arte	仲夏音樂會-林望傑的德伏扎克
Pro	Arte	Orchestra	of	Hong	Kong	Limited主辦
9(星期四)20:00
$350,$280,$200,$120(*#+:$175,$140,$100,$60)	
@9/7

哈里波特	X	Harry	哥哥的魔法
港青交響協會主辦
10(星期五)20:00
$280,$220,$160(*#+:$196,$154,$112)		
@18/5

Genée	International	Ballet	Competition
Royal	Academy	of	Dance主辦
12(星期日)19:00
$600,$500,$300(*#+:$180)		
@26/3

從課室跳到舞台	2018
香港兒童舞蹈團主辦
14(星期二)19:30
$360,$250,$180		
@14/7

香港大會堂場地伙伴計劃︰HKS	「酷」熱音樂節：
香港小交響樂團‧周末爵士夜
香港小交響樂團主辦
18(星期六)20:00
$380,$260,$150(*#+%:$190,$130,$75)		
@19/5

葉氏兒童合唱團2018東歐巡迴演出歸來音樂會
葉氏兒童合唱團有限公司主辦
19(星期日)20:00
$220	
@18/6

《童心護老任白緣》任白慈善基金景林安老院粵劇籌款
基督教家庭服務中心主辦
20(星期一)19:30
$2000,$1000,$680,$480,$300,$180		
@31/5

歌劇薈萃︰港穗交流演唱會(7)
音樂之路主辦
21(星期二)20:00
$180,$120,$80(*#+:$90,$60,$40)		
@22/6

紀念伯恩斯坦誕辰一百周年	—	廖國敏與香港兒童交響樂團
香港兒童交響樂團有限公司主辦
22(星期三)20:00
$180,$120		
@30/5

莫扎特《魔笛》
香港歌劇協會有限公司
25-26(星期六至日)19:30
$380,$280,$180,$100(*#+%:$190,$140,$90,$50)	
@13/7

《花團錦簇‧美樂薈萃》音樂會
港京國際藝術交流協會/欣韻合唱團主辦
27(星期一)19:30
$180,$150,$130,$100(*#+%:$50)		
@11/6

洛特高．貝多芬與香港愛樂室樂團
香港鋼琴音樂協會主辦
28(星期二)20:00
$520,$380,$260,$160(*#+%:$312,$228,$156,$96)	
@28/6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心誠中學管樂團周年音樂會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心誠中學主辦
31(星期五)19:30
$80		
@7/6

香港文化中心	(音樂廳)
	
香港文化中心場地伙伴計劃：
樂季揭幕音樂會—梵志登與莉拉
香港管弦樂團主辦
31/8-1/9(星期五至六)20:00
$680,$480,$380,$280(*#+%:$340,$240,$190,$140)		
@16/7

香港文化中心場地伙伴計劃：梵志登與貝爾
香港管弦樂團主辦
7-8(星期五至六)20:00
$880,$680,$480,$380(*#+%:$440,$340,$240,$190)		
@16/7

香港學校音樂節及朗誦節七十周年慶典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主辦
9(星期日)19:30
$140(*#+%:$70)
@9/8

香港文化中心場地伙伴計劃：
艾度．迪華特	|	亞當斯與布拉姆斯
香港管弦樂團主辦
14-15(星期五至六)20:00
$580,$480,$380,$280(*#+%:$290,$240,$190,$140)		
@16/7

香兒邁向50周年	-「友共情」音樂會系列:
香兒與何崇志合唱作品專場
香港兒童合唱團主辦
16(星期日)15:00
$280,$220,$180(*#+:$140,$110,$90)		
@1/8

龍騰虎躍展新篇-香島長青中樂團成立音樂會
香島長青中樂團主辦
17(星期一)20:00
$220,$160(*#+%:$110,$80)	
	@17/7

香港文化中心場地伙伴計劃：國慶音樂會：梁祝與長征
香港管弦樂團主辦
28-29(星期五至六)20:00
$380,$280,$180,$120(*#+%:$190,$140,$90,$60)		
@16/7

九月

香港文化中心	(大劇院)	
摯愛
香港中文大學及香港中文大學校友會聯會主辦
1(星期六)19:30;2(星期日)15:00
$380,$280,$180(*#+%:$190,$140,$90)		
@10/7

奮青樂與路（載譽重演）
利希慎基金及香港培正中學法團校董會主辦
7-8(星期五至六)19:30;8-9(星期六至日)14:30
$2000,$1000,$450,$300,$200,$100		
@15/6

香港文化中心場地伙伴計劃：做好香港地
進念‧二十面體主辦
13-14(星期四至五)20:15
$200(*#+:$100,%:$10)		
@22/6

香港文化中心場地伙伴計劃：心經練習曲
進念‧二十面體主辦
15(星期六)20:15
$280,$180(*:$100,#+:$140,$90,%:$10)
@14/6

第十九屆	香江明月夜—大型民族器樂劇《玄奘西行》
中華文化藝術交流協會有限公司、中華文化城有限公司及國家文化
和旅遊部主辦
22(星期六)19:45
$480,$380,$280(*#+%:$240,$190,$140)		
@16/7

香港大會堂	(劇院)

香港大會堂場地伙伴計劃─《一缺一》
香港話劇團主辦
31/8,1,4-8,11-15/9(星期五至六)19:45;2,9,16/9(星期日至日)14:45
$290,$240,$180(*#+:$145,$120,$90)星期二至四
$320,$260,$200(*#+:$160,$130,$100)星期五至日		
@6/7

捌．鋼琴四重奏
捌．鋼琴四重奏主辦
18(星期二)20:00
$240,$180(*#+%:$90)
@6/8

十二金釵
舞空間主辦
22(星期六)20:00;23(星期日)15:00
$180(*#+%:$90)		
@1/7

徐志摩與舒伯特的《天鵝之歌》
美聲匯基金有限公司主辦
24(星期一)20:30
$280,$180(*#+%:$224,$144)		
@24/7

攜手同唱好歌(2018精選組)
音樂之路主辦
25(星期二)20:00
$100,$80(*#+:$50,$40)		
@27/8

樂敍香江—詹永明笛子音樂會
龍音樂藝主辦
26(星期三)20:00
$300,$200(*#+:$150,$100)		
@4/7

歌劇：唐尼采蒂《老柏思春》
非凡美樂有限公司主辦
28-29(星期五至六)20:00
$250,$200,$150(*#+%:$125,$100,$75)		
@3/8

音樂顯才華系列:琴詩─陳啟謙古琴音樂會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主辦
30(星期日)20:00
$160,$120(*#+%:$80,$60)		
@17/8

香港文化中心	(劇場)
	
紫玉成煙
香港舞蹈團有限公司主辦
31/8-2/9(星期五至六)19:45;1-2(星期六至日)15:00
$280,$200(*#+%:$140,$100)		
@8/6

香港文化中心場地伙伴計劃：香港酷
香港芭蕾舞團主辦
13-16(星期四至日)20:00
$300,$200(*#+:$150,$100)				
@13/7

香港文化中心場地伙伴計劃：
古典芭蕾冇有怕︰《動物嘉年華》篇
香港芭蕾舞團主辦
15(星期六)12:00&14:30;16(星期日)17:00(粵語)
15(星期六)17:00;16(星期日)12:00&14:30(英語)
$300,$200(*#+:$150,$100)				
@13/7

「戲偶人生」系列：
蘇菲‧克羅格劇團（丹麥）《攞命馬戲班》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主辦
21-22(星期五至六)20:00;22-23(星期六至日)15:00
$260,$200(*#+%:$130,$100)		
@27/7

一條褲製作《金童子》（重演）
一條褲製作主辦
28-29(星期五至六)20:00;30(星期日)15:00
$220,$200(*#+%:$110,$100)		
@20/7

香港文化中心	(行政大樓四樓一號會議室)
芭蕾舞導賞講座系列「情愛魔力」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主辦
9,16,23,30(星期四)19:30
$50(*#+%:$25)		
@19/6

香港文化中心	(平台工作室)
	
「聲色影相」多媒體講座系列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主辦
21,28(星期五)19:30
$50(*#+%:$25)		
@3/8

香港大會堂	(音樂廳)
	
我的中國夢—合唱音樂會
香港藝術合唱團主辦
1(星期六))19:45
$120,$80(*#+%:$60,$40)		
@10/8

香港大會堂場地伙伴計劃︰麥米蘭與蕭斯達高維契
香港小交響樂團有限公司主辦
8(星期六)20:00
$380,$260,$150(*#+%:$190,$130,$75)		
@7/7

周年音樂會2018
香港演奏家管樂團主辦
9(星期日)15:00
$160,$130,$100(*#+%:$80,$65,$50)	
@16/7

兒童醫健基金會籌款音樂晚會
飛躍演奏香港有限公司主辦
10(星期一)20:00
$480,$380,$280,$180(*+:$100)		
@6/8

香港大會堂場地伙伴計劃︰小提琴的藝術
香港小交響樂團有限公司主辦
22(星期六)20:00
$380,$260,$150(*#+%:$190,$130,$75)		
@21/7

音樂盛會—喝采系列：
恩遜與伽佛利佑克小提琴與鋼琴二重奏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主辦
23(星期日)20:00
$420,$350,$280,$200(*#+%:$210,$175,$140,$100)		
@11/8

「傳．承」古典音樂會
Ponte	Singers及Ponte	Orchestra主辦
25(星期二)16:00
$320,$280,$250,$200,$180(*#+%:$224,$196,$175,$140,$126)
@11/8

基里爾．特魯索夫與香港城市室樂團
香港城市室樂團主辦
28(星期五)20:00
$400,$300,$200(*#+%:$200,$150,$100)		
@30/7

管樂時代
香港交響管樂團主辦
29(星期六)20:00
$250,$180,$150,$100(*#+%:$125,$90,$75,$50)		
@30/7

古諾誕辰二百週年—《聖西紹爾莊嚴彌撒曲》
學士合唱團主辦
30(星期日)20:00
$500,$240,$180,$90,$10		
@24/7

伊利沙伯體育館	(表演場)

東亞泰拳錦標賽2018
香港泰拳理事會主辦
19(星期日)14:00
$20		
@12/7

童星盃才藝挑戰賽暨小童星奧斯卡頒獎典禮2018
小童星訓練學院有限公司主辦
27(星期一)19:00
$880,$780,$680		
@23/6

香港體育館	(表演場)
歐洲坊呈獻阿Sam	&	阿Tam	Happy	Together	演唱會		
Part	II	金曲速遞
藝能製作主辦,	特高娛樂	/	大名娛樂	/	太陽娛樂	/	環球唱片	/	博大
合辦
5-15(星期日至三)20:15
$880,$580,$280
@	18/5,25/5

香港大會堂	(演奏廳)

小小演奏家	/	演唱家巡禮
駱蘊主辦
4(星期六)19:30
$120(*#+:$96)	
@10/7

王國潼八十華誕—歲月迴響巡演曲目大師班《懷鄉曲》
香港二胡藝術中心主辦
5(星期日)19:15
$200
@7/6

戀上大提琴之洛可可與浪漫情懷
中華大提琴演奏家協會(香港)主辦
26(星期日)14:30
$100(*#+:$60)
@9/8

上環文娛中心	(演講廳)
「柔絃亂聚」區文斌	雷肇基	結他二重奏演奏會
香港結他藝人主辦
2(星期四)20:00
$180(*#+%:$120)	
@1/6

2018英國皇家音樂學院聆聽測驗1至8級講座
Playnote	Limited	主辦
5(星期日)20:00
$88	
@5/7

香港低音大提琴音樂營2018音樂會
低音人主辦
10(星期五)19:15
$180(*#+%:$90)	
@6/7

舞樂共賞	2018
LSS	舞蹈組主辦
11(星期六)19:30
$150	
@8/8

琴鍵弦情音樂會
華偉音樂藝術民歌表演團暨香港民歌結他促進協會主辦
19(星期日)15:00
$50(*#+%:$25)	
@27/5

愛麗絲琴弦—周啟良與友人音樂會
妙思樂舍主辦
20(星期一)20:00
$200	
@4/6

Busy	Bee	小蜂樂隊2018展翅高飛音樂會
潘美英主辦
22(星期三)19:30
$150	
@1/7

Gala	Concert	3
Amaing	Voice主辦
28(星期二)20:00
$150,$120(*#+:$100,$80)	
@5/8

音樂成果分享會
Jamie's	Violin	Classoom	Ltd主辦
29(星期三)16:00
$80	
@1/8

劉倪彤聲樂學校週年音樂會暨兒童歌劇—白雪公主
劉倪彤聲樂主辦
31(星期五)19:30
$160(*#:$10)	
@30/7

上環文娛中心	(劇院)

小島情尋夢
觸動舞台主辦
4-6(星期六至一)19:45;5-6(星期日至一)14:45
$480,$380(*#+%:$430,$340)		
@22/7

國際綜藝合家歡2018節目：上海木偶劇團《花木蘭》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主辦
10(星期五)20:00,11(星期六)17:00
$260,$200,$140(*#+%:$130,$100,$70)		
@11/5

國際綜藝合家歡2018後台導賞：上海木偶劇團《皮影知多
啲》後台導賞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主辦
11(星期六)11:00&15:00
$50		
@11/5

上環文娛中心場地伙伴計劃：舞台劇—相聚21克
iStage	Theatre	Limited主辦
16-18(星期四至六)20:00;19(星期日)15:00
$240,$180(*#+%:$120,$90)	(16/8)
$260,$200(*#+%:$130,$100)	(17-19/8)	
	@19/4

13週年英語音樂劇“美女與野獸”
珩天文化有限公司主辦
22-23(星期三至四)19:30
$420,$380,$320		
@30/5

大島文子演奏會—伯恩斯坦單簧管奏鳴曲
菜田四重奏主辦
24(星期五)20:00
$300(*#+%:$150)	
@4/8
	
舞匯星河2018
星榆舞蹈團主辦
25(星期六)19:30
$200,180(*#+%:$90)	
@10/8
	
2018	Musical	Kidz	A	Whole	New	World
Musical	Kidz	Limited	主辦
29(星期三)19:30
$280,$200		
@1/7

通利音樂藝術中心音樂會
通利音樂基金有限公司主辦
31(星期五)19:15
$170	
@10/8

上環文娛中心	(美術室)
國際綜藝合家歡2018工作坊：
上海木偶劇團《木偶小學堂》親子工作坊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主辦
10(星期五)11:00&15:00
$150(*#+%:$100)		
@11/5

上環文娛中心	(香港話劇團黑盒劇場)
少年團週年演出─《VR人生》
香港話劇團主辦
4-5(星期六至日)15:00;4(星期六)19:30
$120(*#+:$60)	
@3/7

兒童團週年演出─《EMI白金指數2之美麗新世界》
香港話劇團主辦
19(星期日)14:15&17:00
$120(*#+:$60)	
@3/7

西灣河文娛中心	(劇院)
國際綜藝合家歡	2018節目：7A班戲劇組《魔幻法典》
7A班戲劇組主辦
3(星期五)19:45,	4-5(星期六至日)11:30&15:30
$240,$200,$140(*#+%:$120,$100,$70)		
@11/5

《跨越時空大冒險—STEAM兒童音樂劇》
跳樂劇團主辦
10-12(星期五至日)19:30;10-11(星期六至日)15:00
$260,$210,$180,$120(*#+:$190,$140,$120,$80)		
@29/6

香港科技大學夏季音樂劇2018:雨中樂飛揚
香港科技大學人文社會科學學院主辦
17-18(星期五至六)20:00
$250,$180(*#+%:$125,$90)	
@27/7

動物農莊
聯校製作主辦
24-25(星期五至六)19:45;25-26(星期六至日)15:00
$200(*#+%:$120)		
@20/7

慈善籌款音樂劇「仲夏夜之夢」暨第一屆周年音樂會
青少新世界有限公司主辦
27(星期一)19:30
$280,$140(*#+%:$140,$70)		
@6/7

唱和群星樂之唱和群聲橋樂坊
嘉星雅敍主辦
28(星期二)19:15
$60,$40(*#+:$30,$20)		
@15/7

夏日舞繽紛之	"我們的地球"
舞蹈朋友主辦
31(星期五)19:30
$220,$180		
@31/7

西灣河文娛中心	(文娛廳)
流水—徐碧古琴獨奏音樂會
青苗中西藝術表演團主辦
20(星期一)19:30
$200(*#+%:$100)
@20/7

舞樂共賞	2018—觀演之間
跳樂劇團主辦
LSS	舞蹈組主辦
25(星期六)19:30
$150
@23/7

伊利沙伯體育館	(表演場)

安利直銷商大會
美國安利(香港)日用品有限公司主辦
7(星期五)19:30
$30		
@6/8

三生有幸演唱會2018
紫銀星音樂出版有限公司主辦
21-22(星期五至六)20:00
$1000,$480,$380,$280,$180(*#+:$900,$432,$342,$252,$162)
@27/7

向家駒致敬音樂劇場	－	駒歌
好戲量主辦
27-28(星期四至五)20:00
$580,$300,$250,$200,$150(*#+%:$200)		
@30/6

香港體育館	(表演場)
金光燦爛徐小鳳演唱會	2018
香港演唱會有限公司主辦
7-9,14-16(星期五至日)20:15
$880,$580,$380,$180		
@5/7

香港大會堂	(演奏廳)

留‧聲合唱音樂會
謝愛明鋼琴藝術中心主辦
1(星期六)15:30
$50(*#+:$25)		
@16/7

美樂貝卡音樂會
梁美樂主辦
8(星期六)12:45
$100		
@8/8

香港二胡藝術中心:	王國潼八十華誕	—	歲月迴響巡演曲目大
師班《奔馳在千里草原》
香港二胡藝術中心主辦
23(星期日)19:15
$200		
@1/7

古典樂與電影配樂結他音樂會
維希納結他樂團主辦
30(星期日)20:00
$100(#+:$80)		
@30/8

上環文娛中心	(劇院)

香港同人管弦樂團—演貳
香港同人製作有限公司主辦
1(星期六)20:00
$260,$190(*#+:$210,$150)		
@5/8

彩鳳翔粵劇團公演李後主
彩鳳翔粵劇團主辦
2(星期日)14:15
$160,$100,$50(*#+:$80,$50,$25)
@10/8

第十四屆香港公開舞台魔術大賽
香港魔術家協會主辦
3(星期一)20:00
$190(*#+:$95)		
@7/8

「社區口述歷史戲劇計劃-中西區」總結演出《雙環記》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主辦
8(星期六)19:30;9;(星期日)15:00
$60(*#+%:$30)		
@8/8

上環文娛中心	(演講廳)

Kids	on	Stage	小演員結業演出
夢飛行合家歡劇團主辦
8-9(星期六至日)19:30
$160
@5/8

西灣河文娛中心	(劇院)
東區耀舞星輝演唱會2018
東區文藝協進會有限公司主辦
1(星期六)19:15
$50(*#+%:$25)		
@1/8

奇妙舞蹈世界	2018
香港兒童舞蹈藝術表演團主辦
2(星期日)16:00
$80		
@27/7

西灣河文娛中心	(文娛廳)
友誼音樂協會學生音樂會(1)
友誼音樂協會主辦
1(星期六)14:30
$120		
@27/7

友誼音樂協會學生音樂會(2)
友誼音樂協會主辦
1(星期六)19:30
$120		
@27/7

友誼音樂協會學生音樂會(3)
友誼音樂協會主辦
15(星期六)19:30
$120		
@27/7

牛池灣文娛中心	(劇院)
青協少年暑期才藝大匯演2018
香港青年協會賽馬會坪石青年空間主辦
2(星期日)19:30
$40		
@31/7

香港同人管弦樂團—演貳
香港同人製作有限公司主辦
7(星期五)20:00
$260190(*#+:$210,$150)		
@1/8

瑩音‧凝音‧黃翎欣琵琶獨奏會
凝音樂坊主辦
8(星期六)20:00
$200		
@18/6

Oasis	of	Dreams	-	Belly	Dancer's	Caravan
Mey	Jen	Stage	Productions主辦
9(星期日)19:30
$320(*#+%:$240)		
@24/7

飛劇場創團作《那年夏天》
奇幻樂團主辦
14-15(星期五至六)20:00;16(星期日)15:00
$150(*#+%:$120)
@7/8

牛池灣文娛中心	(文娛廳)
牛池灣文娛中心場地伙伴計劃︰嗜夜者
東邊舞蹈團（香港）有限公司主辦
14-15(星期五至六)20:00;15-16(星期六至日)15:00
$160(*#+%:$80)		
@14/7

《讀癮起》演讀劇場：「港式青春」
一條褲製作有限公司主辦
17-18(星期一至二)19:30
$90(*#+%:$45)		
@13/7

高山劇場	(劇院)
寶藝十三載顯英姿《龍鳳爭掛帥》全劇
寶藝會主辦
1(星期六)19:30
$200,$160,$100(*#+%:$100,$80,$50)		
@16/6

柳毅奇緣
英毅坊主辦
5(星期三)19:30
$350,$300,$260,$200,$120(*#+:$175,$150,$130,$100,$60)		
@11/7

粵劇—6/9《戎馬錢萬里情》、7/9《黃飛虎反五關》
英毅坊主辦
6-7(星期四至五)19:30
$360,$340,$280,$220,$100(*#+:$170,$140,$110)		
@23/7

穆桂英下山
金靈宵主辦
8(星期六)19:30
$380,$320,$260,$200,$160(*#+:$228,$192,$156,$120,$96)		
@25/6

穆桂英大破洪洲
金靈宵主辦
9(星期日)19:30
$380,$320,$260,$200,$160(*#+:$228,$192,$156,$120,$96)		
@25/6

洛神
金靈宵主辦
10(星期一)19:30
$380,$320,$260,$200,$160(*#+:$228,$192,$156,$120,$96)		
@25/6

錦毛鼠
香港青苗粵劇團主辦
11(星期二)19:30
$260,$200,$140,$100(*#+%:$100,$70,$50)		
@10/7

火花薪傳‧粵樂曲藝名家滙演
香港粵樂曲藝總會有限公司主辦
12(星期三)19:15
$360,$240,$160,$80(*#+%:$180,$120,$80,$40)		
@12/8

粵劇—17/9《香羅塚》、18/9《雙龍單鳳霸皇都》、	
19/9《牡丹亭驚夢》
藝‧悅藝坊主辦
17-19(星期一至三)19:30
$400,$320,$260,$200,$160(*#+%:$200,$160,$130,$100,$80)	
17-18/9
$320,$260,$200,$140,$100	(*#+%:$160,$130,$100,$70,$50)19/9
@7/7

粵劇—21/9《再世紅梅記》、22/9《梟雄虎將美人威》、	
23/9《三笑姻緣》
傳統戲曲發展聯會主辦
21-23(星期五至日)19:30
$320,$260,$200,$150,$110(*#+%:$160,$130,$100,$75,$55)	
@21/7

青藝展新姿之《白蛇傳》
傳統戲曲發展聯會主辦
23(星期日)13:45
$260,$180,$140,$100,$80(*#+%:$130,$90,$70,$50,$40)		
@21/7

粵劇—28/9《花落江南廿四橋》、29/9《漢武帝夢會衛夫人》、
30/9(日場)《情俠鬧旋宮》、30/9(夜場)《春花笑六郎》
永昌粵劇推廣會/永昌粵藝推廣會合辦
28-30(星期五至日)19:30,	30(星期日)13:45
$380,$300,$240,$200,$160(*#+%:$190,$150,$120,$100,$80)
@11/8

香港電影資料館	(電影院)
瑰寶情尋—賞文‧閱影：華語名著改編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主辦
8/4-2/9(星期日)
節目詳情及其他優惠請參考有關宣傳資料
$55(*#+%:$28)		
@8/3

德國電影精選
香港歌德學院主辦
20/4-17/8(星期五)19:45
節目詳情及其他優惠請參考有關宣傳資料
$60(*#+%:$30)		
@16/3

影評人之選	2018	-	1968:	電影非常年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主辦
27/5-19/8	(星期日)
節目詳情及其他優惠請參考有關宣傳資料
$55(*#+%:$28)		
@27/4

國際兒童及青少年電影合家歡	2018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主辦
6/7-12/8(星期五至日)
節目詳情及其他優惠請參考有關宣傳資料
$60(*#+%:$30)		
@11/5

影畫早晨：最佳拍檔之說說笑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主辦
6/7-28/9(星期五)
節目詳情及其他優惠請參考有關宣傳資料
$30(*#+%:$15)		
@6/6

【編	+	導】回顧系列四：李萍倩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主辦
14/7-30/9(星期六至日)
節目詳情及其他優惠請參考有關宣傳資料
$45(*#+%:$23)		
@14/6

光	形—1970	年後黑白電影美學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主辦
25/8-23/9(星期六至日)
節目詳情及其他優惠請參考有關宣傳資料
$55(*#+%:$28)	
@25/7

1941的聖誕
MC	Courry,	Craig	Alexander主辦
27(星期一)19:00
$80	
@3/8

地厚天高
影意志有限公司主辦
29-31(星期三至五)19:45
$90(*#+:$75)	
@13/8

香港太空館	(演講廳)

國際兒童及青少年電影合家歡	2018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主辦
6/7-12/8(星期五至日)
節目詳情及其他優惠請參考有關宣傳資料
$60(*#+%:$30)		
@11/5

愛‧樂	鋼琴演奏會	2018
陳詠琪主辦
5(星期日)10:30
$60	
@16/7

琴弦上的天空之城
香港業餘管弦樂團主辦
5(星期日)20:00
$120(*#+%:$96)		
@18/6

中西濃情音樂會
華偉音樂藝術民歌表演團暨香港民歌結他促進協會主辦
12(星期日)11:00
$30(*#:$10)		
@3/6

賽馬會心聲橋計劃畢業放映
采風電影有限公司主辦
18(星期六)19:30
$65(*#+%:$45)	
@30/7

二胡金曲欣賞	(2)
岑卓倫主辦
19(星期日)19:30
$130(*#+%:$65)		
@1/6

青年廣場	(Y綜藝館)

香港（亞洲）芭蕾舞大賽2018
PSPACE主辦
5(星期日)14:00&19:00
$100		
@20/7

亞洲芭蕾舞大賽2018
Asian	Grand	Prix	Limited主辦
8-9(星期三至四)	19:15
$120		
@1/8

第二十三屆夏季音樂會-聲途
香港理工大學學生會合唱團主辦
12(星期日)19:30
$90,$70		
@18/7

藝術薈萃	@	拔萃2018
ARTS	CRADLE主辦
13(星期一)19:30
$150,$130		
@13/7

2018	KING'S	週年匯演畢業禮
香港帝皇體育會主辦
18(星期六)19:00
$388,$288(#+:$350,$260)		
@28/7

活著˙笑著˙愛著
張美珍芭蕾舞學校主辦
19(星期日)20:00
$150,$120,$100(*#+:$75,$60,$50)		
@3/8

Bloom	Dance	週年匯演2018
兒童流行舞蹈學院主辦
28(星期二)	19:15
$230,$200,$170(+:$100)		
@7/8

天鵝湖
小跳豆兒童舞蹈團主辦
29(星期三)15:15;30(星期四)19:15
$200,$150	
	@5/7

香港科學館	(演講廰廳)

模响第一屆鋼琴大賽（決賽）
模响主辦
11(星期六)19:00
$60		
@11/5

琴弦上的天空之城
香港業餘管弦樂團主辦
12(星期日)20:00
$120(*#+%:$96)		
@18/6

Cine	Fan夏日國際電影節2018
香港國際電影節協會主辦
18-26(星期六至日)
節目詳情及其他優惠請參考有關宣傳資料
$75(*:$28,	#+%:$45)	
@24/7

國際兒童及青少年電影合家歡	2018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主辦
20/7-5/8(星期五至日)
節目詳情及其他優惠請參考有關宣傳資料
$60(*#+%:$30)		
@11/5

影評人之選	2018	-	1968:	電影非常年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主辦
22/7-4/8	(星期日至六)
節目詳情及其他優惠請參考有關宣傳資料
$55(*#+%:$28)		
@27/4

香港藝術中心	(壽臣劇院)

《親愛的，胡雪巖》（2018新版）
香港話劇團主辦
4,7-11,14-18(星期六至六)19:45,5,12,19(星期日至日)14:45
$340,$300,$260,$200(*#+:$170,$150,$130,$100)星期五至日
$310,$280,$240,$180(*#+:$155,$140,$120,$90)星期二至四		
@8/6

夏令營《魔笛》
歌劇發展基金會主辦
29-30(星期三至四)20:00
$320,$250(*#+%:$160,$125)		
@1/8

香港藝術中心	(古天樂電影院)

高先精選	(八月)
高先電影有限公司及香港藝術中心合辦
2-8(星期四至三)
節目詳情及其他優惠請參考有關宣傳資料
$75(*#+:$60)		
@26/7

Cine	Fan夏日國際電影節2018
香港國際電影節協會主辦
18-28(星期六至二)
節目詳情及其他優惠請參考有關宣傳資料
$75(*:$28,#+%:$45)		
@24/7

香港藝術中心	(麥哥利小劇場)

明日陽光燦爛
社區文化發展中心主辦
31/8-1/9(星期五至六)19:30,2/9(星期日)15:00
$280(*#+:$200)		
@2/8

大館	(賽馬會立方)
Cine	Fan夏日國際電影節2018
香港國際電影節協會主辦
14-28(星期二至二)
節目詳情及其他優惠請參考有關宣傳資料
$75	(*:$28,#+%:$45)			
@24/7

北區大會堂	(演奏廳)	
最佳拍檔之談談情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主辦
10/4-18/9(星期二至二)14:30
節目詳情及其他優惠請參考有關宣傳資料
$30(*#+%:$15)		
@7/3

國際綜藝合家歡2018後台導賞：
上海木偶劇團《皮影知多啲》後台導賞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主辦
12(星期日)15:00
$50		
@11/5

國際綜藝合家歡2018節目：上海木偶劇團《花木蘭》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主辦
12(星期日)17:00
$200,$140(*#+%:$100,$70)		
@11/5

國際綜藝合家歡2018節目：上海木偶劇團《花木蘭》[加場]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主辦
12(星期日)20:00
$200,$140(*#+%:$100,$70)		
@22/5

北區大會堂場地伙伴計劃：幸福在東鐵路上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主辦
香港戲劇工程有限公司主辦
24-25(星期五至六)20:00;25-26(星期六至日)15:00
$100(*#+%:$50)
@13/75

荃灣大會堂	(文娛廳)

2018	年社區文化大使:愛生戲劇場
「學做自然的孩子－	綠色體驗劇場」結業演出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主辦
5(星期日)15:00
$60(*#+%:$30)		
@5/7

雲海學員交流展演
雲海藝術團主辦
26(星期日)19:30
$30	
@25/7

Work	It	Out	Dance	Party	2018
Work	It	Out	主辦
29(星期三)20:00
$150(*#+:$75)		
@1/7

妮歌舞蹈之夜
眾樂樂主辦
31(星期五)19:30
$100		
@1/8

荃灣大會堂	(演奏廳)

荃灣大會堂場地伙伴計劃：《以樂會友》音樂“型”
新世紀青年管弦樂團主辦
4(星期六)20:00
$50		
@15/6

金嗓名曲耀海濱2018暨閉幕典禮
海濱花園業主委員會主辦
5(星期日)19:00
$480,$320,$180,$120,$80(*#+%:$336,$224,$126,$60,$40)		
@3/7

荃灣大會堂場地伙伴計劃：
飛一般管弦樂20周年	MYO	x	Frankie	Ho
新世紀青年管弦樂團主辦
10(星期五)20:00
$200,$140(*#:$100,$70)		
@15/6

莎士比亞如是說
香港節慶管弦樂團主辦
11(星期六)20:00
$280,$220,$140(*#+%:$252,$198)	
@11/7

荃灣大會堂場地伙伴計劃：
二十周年音樂劇《花花	Far	Away》
香港兒童音樂劇團有限公司主辦
18(星期六)15:00&20:00;19(星期日)11:30&16:30
$280,$240,$180(*#+%:$140,$120,$90)		
@6/7

沙田大會堂	(文娛廳)
「天旋地戀咖啡店」舞台劇
Singingholic主辦
10-11(星期五至六)20:00;11(星期六)15:00
$100(*#+:$90)		
@30/6

唐健垣南音粵韻
唐藝軒主辦
13(星期一)19:30
$180,$120(*#+:$108,$72)		
@1/7

沙田大會堂場地伙伴計劃：叮叮聲
一路青空舞台製作有限公司主辦
26/8,2/9(星期日)11:00;	25-26/8,1-2/9(星期六至日)15:00;	
25,30-31/8,1/9(星期六至六)19:45
$260(*#+%:$130)		
@11/6

大埔文娛中心	(黑盒劇場)	
時間說
拾方工作室主辦
3-4(星期五至六)20:00;4-5(星期六至日)15:00
$150(*#+%:$120)		
@11/7

蛋糕時間互動親子劇場之吱吱喳喳動物嘉年華
一舊飯團主辦
18-19(星期六至日)11:00&15:00
$190		
@15/6

大埔文娛中心	(演奏廳)	
粵劇—鳳閣恩仇未了情
萃翔榮劇團主辦
5(星期日)19:15
$150,$120,$90,$60,$20(*#+%:$75,$60,$45,$30,$10)		
@5/7

粵劇—寶蓮燈（青少年版）
耀鳴聲劇團主辦
19(星期日)14:15
$150,$120,$90,$60,$20(*#+%:$75,$60,$45,$30,$10)		
@19/7

沙田大會堂	(演奏廳)

沙田大會堂場地伙伴計劃：鬍鬚爺爺之詩遊記
香港舞蹈團有限公司主辦
3-4(星期五至六)19:30;4-5(星期六至日)15:00
$300,$240,$160,$100(*:$150,$120,$80	;		#+%:$150,$120,$80,$50)
@11/5

兒童粵劇展演
馬鞍山民康促進會/香港粵劇藝坊主辦
8(星期三)19:30
$120,$100,$80		
@5/7

菊部聲情傳承夜
濃情好友樂社主辦
9(星期四)19:15
$180,$120,$80,$50		
@5/7

尹光「開心時代夢當年」演唱會
長弓音樂文化發展中心主辦
12(星期日)20:00
$400,$300,$200(*+:$320,$240)		
@15/6

2018紫荊盃國際舞蹈大賽－準決賽
香港舞蹈總會有限公司主辦
14(星期二)15:30&19:30
$100(*#+%:$50)		
@11/7

2018紫荊盃國際賽決賽、優勝者演出暨頒獎典禮
香港舞蹈總會有限公司主辦
15(星期三)19:30
$180,$140,$100(*#+%:$70,$50)		
@11/7

明日之星	2018
王振芳紀念獎學金主辦
18-19(星期六至日)19:30
$390,$340,$280,$220		
@18/7

霓裳舞影大匯演
馬鞍山民康促進會/馬鞍山舞蹈團主辦
21(星期二)19:30
$100,$70,$40		
@5/7

香港國際長笛藝術節慶典音樂會
香港國際長笛協會/香港音樂專業協會合辦
22(星期三)20:00
$240,$180,$120(*#+%:$168,$126,$84)	
	@5/7

相聚佑琪‧名曲薈萃傳情夜
藍天藝術工作室主辦
23(星期四)19:15
$380,$280,$240,$200		
@8/6

沙田大會堂場地伙伴計劃：鴻運粵劇團演出
粵劇營運創新會有限公司之神鷹劇藝社主辦
24-26(星期五至日)19:30;26(星期日)13:30
$480,$420,$360,$300,$240
(*#+%:$240,$210,$180,$150,$120)	24/8
$380,$320,$260,$200,$160
(*#+%:$190,$160,$130,$100,$80)	25-26/8		
@17/6

香港中華文化總會冠名贊助：
徐小明＋樂樂《俠客行‧豪情演唱會》
樂樂國樂團主辦
31(星期五)20:00
$480,$380,$280,$180(*#+%:$240,$190,$140,$90)		
@26/7

香港理工大學	(賽馬會綜藝館)
半舞台式歌劇《蝙蝠》（第二幕）
香港歌劇協會有限公司主辦
31/7-1/8(星期二至三)19:30
$220,$180,$120,$60(*#+%:$110,$90,$60,$30)		
@3/7

香港兆基創意書院	(多媒體劇場)
香港管樂合奏團青年音樂營暨男爵樂團音樂營聯合音樂會
督教香港信義會社會服務部主辦
4(星期六)15:00
$80(*#+:$40)		
@15/7

地厚天高
影意志有限公司主辦
13-16(星期一至六)19:45
$90(*#+:$75)		
@1/8

屯門大會堂	(文娛廳)

屯門大會堂場地伙伴計劃：所羅門的大貓
普劇場主辦
4-5,11(星期六至六)14:00&17:00,12(星期日)14:00
$200(*#+%:$100)		
@16/5

Music	Track	V流行音樂會
屯門文藝協進會主辦
18(星期六)20:00
$30		
@18/6

夏日繽紛唱唱樂
香港藝穗青年協會主辦
19(星期日)15:15
$100,$80		
@19/7

Lisa	個人演唱會
周乃琨主辦
22(星期三)20:15
$30(+:$15)		
@8/7

屯門兒童合唱團夏日音樂會2018
屯門兒童合唱團主辦
25(星期六)11:30
$80		
@25/6

悅藝演奏會2018
香港愛樂協會主辦
28(星期二)19:30
$120	
@27/7

牛棚藝術村	(前進進牛棚劇場)
前進進戲劇工作坊	-	「劇季‧夏」
前進進戲劇工作坊主辦
14/6-14/8(星期四至二)
節目詳情及其他優惠請參考有關宣傳資料
$260;$240		
@22/1

葵青劇院	(黑盒劇場)
葵青劇院場地伙伴計劃：青少年劇場2018《作弊而已》
風車草劇團有限公司主辦
24-25(星期五至六)20:00;25-26(星期六至日)15:00
$160(*#+%:$80)	
@23/7

元朗劇院	(演藝廳)

粵劇《九天玄女》
香港當代中國文化藝術促進中心主辦
5(星期日)14:15
$240,$160,$120,$100(*#+:$120,$80,$60,$50)		
@14/6

魔笛遊樂場
進念‧二十面體主辦
10(星期五)20:00;11(星期六)14:30,12(星期日)11:00
$240,$180(*:$100,#+:$120,$90,	%:$10)	
@11/5

元朗粵劇欣賞會(2018年)—粵劇蘇堤夢斷
華輝粵劇團主辦
13(星期一)19:30
$50,$30(*#+:$25,$15)		
@5/7

香港芭蕾超新星大賞2018
香港芭蕾舞學會
14-17(星期二至五)14:15,14-15(星期二至三)19:30
$140(*#+%:$70)	
@14/7

戲寶耀輝煌
彩鳳翔粵劇團主辦
19(星期日)14:15
$120,$80,$40(*#+%:$60,$40,$20)		
@6/7

愛麗絲夢遊仙境
香港芭蕾舞團主辦
24-25(星期五至六)19:30;25-26(星期六至日)14:30
$300,$200,$100(*#+:$150,$100,$50)		
@17/6

彩色王國
香港佳佳舞蹈團主辦
30(星期四)19:30
$160,$130,$110(*#+:$96,$78,$66)		
@30/7

小公主舞蹈學院2018年度頒獎典禮
小公主舞蹈學院主辦
31(星期五)19:15
$240,$200,$160(*:$120,$100	$80)
@13/8

油麻地戲院	(劇院)

2018/19	粵劇新秀演出系列
香港八和會館主辦
1-4,8-11,15-18(星期三至六)19:30
$150,$100(*#+%:$75,$50)		
@20/6

書寫梨園-編劇家作品巡禮：潘一帆《一曲琵琶動漢皇》
香港八和會館主辦
4-5(星期六至日)14:30
$40(*#+%:$20)		
@20/6

創意粵劇童話場	-〈北風與太陽〉、《三隻小豬》
香港八和會館主辦
11-12(星期六至日)14:30
$40(*#+%:$20)		
@20/6

揚鳴精選少年兒童粵劇折孑戲
揚鳴粵劇團主辦
30-31(星期四至五)19:30
$400,$300,$180(*#+:$200,$150,$90)		
@7/7

荃灣大會堂	(展覽廳)
B	Free
CCDC舞蹈中心主辦
8-12(星期三至日)11:00&16:00
$270(星期三至五),$295(星期六至日)	
@11/5

葵青劇院	(演藝廳)

國際綜藝合家歡2018節目：
德芬馬戲團（比利時）《琴琴轉．咩咩園》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主辦
12(星期日)14:30
$260,$200,$140(*#+%:$130,$100,$70)		
@11/5

國際綜藝合家歡	2018後台導賞：
德芬馬戲團（比利時）《黑白鍵下的寶藏》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主辦
12(星期日)16:00
$50		
@11/5

國際綜藝合家歡2018節目：
德芬馬戲團（比利時）《琴琴轉．咩咩園》[加場]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主辦
12(星期日)20:00
$260,$200,$140(*#+%:$130,$100,$70)		
@22/5

兆群紅粵劇團
人壽年班劇團主辦
14-16(星期二至四)19:30
$360,$280,$220,$160,$110	
(*#+%:$180,$140,$110,$80,$55)		
@23/6

日興粵劇團—17/8《鐵馬銀婚》、18/8《白兔會》、	
19/8《碧血寫春秋》
日興粵劇推廣工作室主辦
17-19(星期五至日)19:30
$400,$340,$270,$200(*#+:$200,$170,$135,$100)		
@17/6

香港芭蕾超新星大賞2018
香港芭蕾舞學會主辦
21(星期二)16:00&19:30
$140(*#+%:$70)	
@14/7

香港芭蕾超新星大賞2018	準決賽
香港芭蕾舞學會主辦
23-24(星期四至五)16:00
$140(*#+%:$70)	@14/7

香港芭蕾超新星大賞2018	總決賽
香港芭蕾舞學會主辦
25(星期六)19:15
$280,$180(*#+%:$140,$90)	
@14/7

葵青劇院場地伙伴計劃：攬炒愛情狂
風車草劇團有限公司主辦
31/8,	6-7/9(星期四至五)20:00;	9/9(星期日)15:00;
1-2,8/9(星期六至日)1500&20:00
$340,$260,$200(*#+%:$170,$130,$100)2,6/9	20:00場次除外
$320,$240,$200(*#+%:$160,$120,$100)只限2,6/9	20:00場次	
@9/7

屯門大會堂	(演奏廳)

聚星薈屯門
福來滿樂賢毅社主辦
3(星期五)19:15
$30(*#+%:$15)		
@12/6

2018紫荊盃舞蹈大賽
香港舞蹈總會有限公司主辦
7-10(星期二至五)19:30,8(星期三)15:30
$60(*#+%:$30)	
@11/7

中國戲曲節	2018:粵劇《文姬歸漢》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主辦
12(星期日)14:30
$340,$280,$220,$150(*#+%:$170,$140,$110,$75)		
@18/4

屯門大會堂場地伙伴計劃：Dr.	Kong	呈獻：花木蘭穿越神話
春天實驗劇團主辦
17-18(星期五至六)19:30,18(星期六)14:30,19(星期日)14:00&17:00
$220,$160,$120(*#+%:$110,$80,$60)		
@5/5

屯門大會堂場地伙伴計劃：音樂劇：《夜半歌聲》
春天實驗劇團主辦
24-25(星期五至六)20:00;25-26(星期六至日)15:00
$230,$180,$140(*#+%:$115,$90,$70)		
@11/5

沙田大會堂	(演奏廳)

沙田大會堂場地伙伴計劃：天藝宏粵劇團演出
粵劇營運創新會有限公司之藍天藝術工作室主辦
4-6(星期二至四)19:30
$340,$280,$240,$200(*#+%:$170,$140,$120,$100)		
@12/6

愛心之SING處處聞2018
創藝文化動力主辦
7(星期五)20:00
$450,$350,$200,$120(*#+%:$280,$160,$96)		
@23/7

林沖星光閃爍亮晶晶演唱會2018
創藝文化動力主辦
8(星期六)20:00
$680,$480,$280,$180,$120(*#+%:$224,$144,$96)		
@23/7

帝女花
紫筑軒曲藝社主辦
9(星期日)19:15
$120,$80,$60,$40(*#+:$60,$40,$30,$20)		
@6/7

鳴芝聲劇團	—風雪情緣
鳴暉粵劇研究協會主辦
12-13(星期三至四)19:30
$400,$300,$240,$180,$140(*#+:$200,$150,$120,$90,$70)		
@3/8

沙田大會堂場地伙伴計劃：鳴芝聲劇團演出
粵劇營運創新會有限公司之鳴暉粵劇研究協會主辦
14-16(星期五至日)19:30;16(星期日)13:30
$400,$300,$240,$180,$140(*#+%:$200,$150,$120,$90,$70)		
@3/8

西班牙國立舞劇院《薈廊》及《激勵》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主辦
21-22(星期五至六)20:00;23(星期日)15:00
$460,$380,$300,$220,$160(*#+%:$230,$190,$150,$110,$80)
@29/6

雙生輝映戲如龍
春暉粵藝工作坊主辦
24-30(星期一至日)19:30;30(星期日)15:00
$500,$400,$280,$200,$160(*#+:$200,$140,$100,$80)		
@14/7

荃灣大會堂	(演奏廳)

春草闖堂
香港青苗粵劇團主辦
10(星期一)19:30
$260,$200,$140,$100(*#+%:$100,$70,$50)		
@10/7

張偉文「沿途有你」2018巡迴演唱會
文化舞台創意中心主辦
12(星期三)20:00
$400,$300,$200(*#+:$320,$240)		
@29/6

弊傢伙！作曲家死咗！
香港管弦樂團主辦
21-22(星期五至六)20:00
$380,$320,$280,$220(*#+%:$190,$160,$140,$110)		
@16/7

中樂名曲齊齊賞2018
香港城市中樂團主辦
23(星期日)20:00
$200,$150,$100(*#+%:$100,$75,$50)		
@23/7

荃灣大會堂	(文娛廳)

我是歌手勁Band演唱會
一鳴羣樂會主辦
17(星期一)19:00
$100		
@27/7

弦來如此中樂音樂會	<三>
箏音樂主辦
25(星期二)19:30
$220		
@3/8

沙田大會堂	(文娛廳)
沙田大會堂場地伙伴計劃：叮叮聲
一路青空舞台製作有限公司主辦
26/8,2/9(星期日)11:00;	25-26/8,1-2/9(星期六至日)15:00;	25,30-
31/8,1/9(星期六至六)19:45$260(*#+%:$130)		
@11/6

沙田合唱團學員歌唱比賽決賽	2018
沙田文藝協會有限公司主辦
15(星期六)19:30
$50
@15/8

北區大會堂	(演奏廳)
最佳拍檔之談談情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主辦
10/4-18/9(星期二至二)14:30
節目詳情及其他優惠請參考有關宣傳資料
$30(*#+%:$15)		
@7/3

葵青劇院	(演藝廳)

葵青劇院場地伙伴計劃：攬炒愛情狂
風車草劇團有限公司主辦
31/8,	6-7/9(星期四至五)20:00;	9/9(星期日)15:00;1-2,8/9(星期六至
日)1500&20:00
$340,$260,$200(*#+%:$170,$130,$100)2,6/9	20:00場次除外
$320,$240,$200(*#+%:$160,$120,$100)只限2,6/9	20:00場次	
@9/7

《梁祝的繼承者們》（三度公演）
非常林奕華有限公司主辦
14-16(星期五至日)19:30;15-16(星期六至日)14:30
$420,$320,$220,$120(*#+%:$210,$160,$110,$60)		
@28/6

Kelvin	與	Freddy	的音樂會
Music	Crossing	Limited主辦
28(星期五)20:00
$300,$200(*#+%:$240,$160)		
@24/7

葵青劇院	(黑盒劇場)

賽馬會藝壇新勢力－綠葉劇團《爸爸》
香港藝術發展局主辦
19-23(星期三至日)20:00;22-23(星期六至日)15:00;23(星期日)11:30
$150(*#+%:$75)		
@17/7

屯門大會堂	(文娛廳)

粵曲新天地第31期
屯門文藝協進會主辦
15(星期六)19:30
$30		
@1/8

屯門大會堂場地伙伴計劃：
第四屆“心之河土壤栽培計劃”得獎劇本公開演出
普劇場主辦
22(星期六)19:45
$150(*#+%:$75)
@13/8

屯門大會堂	(演奏廳)

屯門大會堂場地伙伴計劃：合家歡音樂劇：《木偶奇遇記》
春天實驗劇團主辦
1(星期六)15:00&19:30;2(星期日)14:00&17:00
$230,$170,$130(*#+%:$115,$85	65)		
@7/5

張偉文「沿途有你」2018巡迴演唱會
文化舞台創意中心主辦
7(星期五)20:00
$400,$300,$200(*#+:$320,$240)		
@4/7

尋夢梨園之白蛇傳
艷陽天粵劇坊主辦
8(星期六)19:30
$80,$60,$40,$20(*#+:$40,$30,$20,$10)		
@23/7

元朗劇院	(演藝廳)

小公主舞蹈學院2018年度週年大匯演
小公主舞蹈學院主辦
1(星期六)19:15
$380,$320,$260(*:$190,$160	$130)
@13/8

粵劇《十年一覺揚州夢》
彩星粵劇團主辦
2(星期日)14:15
$180,$120,$80,$60(*#+:$90,$60,$40,$30)		
@10/7

賽馬會無障礙劇團跨障別戲劇計劃《天虹戰隊》
糊塗戲班主辦
7(星期五)19:30;8(星期六)20:00;9(星期日)15:00
$150,$80(*#+%:$120,$64)		
@11/7

勁歌金曲滙知音
聚星薈主辦
20(星期四)19:15
$30(*#+%:$15)		
@1/8

元朗劇院場地伙伴計劃：北地異彩群星會
香港梨園舞台有限公司主辦
21-22(星期五至六)19:30;23(星期日)14:30
$320,$240,$180,$120,$80(*#+%:$160,$120,$90,$60,$40)		
@20/7

樂趣系列：真實之聲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主辦
25(星期二)16:00
$220,$180,$120(*#+%:$110,$90,$60)		
@31/7

元朗劇院	(舞蹈室)

樂趣系列：真實之聲	(工作坊)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主辦
25(星期二)10:00
$80(*#+%:$40)		
@31/7

香港大學	(李兆基會議中心大會堂)

休伊特：巴赫平均律鍵盤曲集
HKU	Cultural	Management	Office主辦
21(星期五)19:30;23(星期日)15:00
$280(*#+:$140)		
@18/7

青年廣場	(Y綜藝館)

Side	By	Side	By	you	&	me
Jennifer’s	Limited主辦
1(星期六)15:00
$160
@30/7

青年廣場	(Y劇場)

激越
亞青樂集(香港分社)主辦
25(星期二)20:00
$120(*#+:$60)
@6/8

香港藝術中心	(壽臣劇院)

NBJ	週年舞蹈匯演2018
NBJ	青少年及兒童舞蹈團主辦
2(星期日)19:00
$180,$150(#+%:$90,$75)		
@5/8

有一個人
樹寧‧現在式單位主辦
13-15(星期四至六)20:00;15-16(星期六至日)15:00
$250,$220(*#+%:$180,$160)		
@13/7

《唐吉訶德》
菲利普‧戈利耶/	予心靈文化產業/	榞劇場主辦
21-24,26-27(星期五至四)20:00;22-23(星期六至日)15:00
$450,$380,$280(*#+:$360,$304,$224)		
@6/7

香港藝術中心	(古天樂電影院)

光	形—1970	年後黑白電影美學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主辦
25/9-1/10(星期二至一)
節目詳情及其他優惠請參考有關宣傳資料
25/9-1/10:$65(*#+%:$33)
1/10:$75(*#+%:$38)		
@25/7

香港藝術中心	(麥哥利小劇場)

明日陽光燦爛
社區文化發展中心主辦
31/8-1/9(星期五至六)19:30,2/9(星期日)15:00
$280(*#+:$200)		
@2/8

大館	(賽馬會立方)
飛躍演奏香港:	尤利西斯弦樂四重奏
飛躍演奏香港有限公司主辦
9(星期日)16:00
$400(*#+%:$200)		
@31/7

高山劇場	(新翼演藝廳)
粵劇—1/9《桃花湖畔鳳求凰》、2/9《福星高照喜迎春》
耀明珠劇團主辦
1(星期六至日)19:30
$300,$240,$180,$140,$80(*#+:$150,$120,$90,$70,$40)		
@1/7

羅家英專場—5/9《胡不歸》、6/9《章台柳》、7/9	《紫釵記》
大鴻運劇團主辦
5-7(星期三至五)19:30
$400,$300,$200,$120(*#+%:$150,$100,$60)		
@21/7

再世紅梅記	/	帝女花
流星粵劇團主辦
8(星期六)19:30
$280,$220,$180,$120(*#+:$106,$90,$60)
@6/8

明楓樂恩會群星
明楓曲藝苑主辦
12(星期三)19:15
$120,$80,$60(*#+:$60,$40,$30)		
@23/7

卓姿敏蕊‧鶯聲妙韻獻知音
卓若工作室主辦
13(星期四)19:15
$280,$220,$160,$80(*#+:$140,$110,$80,$40)		
@22/7

縈嘉星粵劇團香港新秀粵劇匯演—紫釵記
縈嘉星粵劇團主辦
17(星期一)19:30
$200,$160,$120,$80(*#+%:$100,$80,$60,$40)		
@1/8

粵劇—18/9《帝女花》、19/9《再世紅梅記》
翠月粵劇團主辦
18-19(星期二至三)19:30
$160,$100,$80(*#+:$80,$50,$40)		
@10/7

粵劇—全本《白兔會》
頌英暉劇團主辦
22(星期六)19:30
$380,$280,$180,$100(*#+%:$140,$90,$50)
@21/8

向陽飛粵劇團—帝女花
群藝社同學會主辦
23(星期日)19:30
$200,$180,$160(*#+:$100,$90,$80)		
@5/7

《蝶影紅梨記》
天馬音樂藝術團有限公司主辦
28-29(星期五至六)19:30
$250,$200,$160,$100(*#+:$125,$100,$80,$50)		
@28/7

兒童及青少年粵劇折子戲匯演
梓銣藝敍天主辦
30(星期日)19:15
$280,$240,$200,$100(*#+:$140,$120,$100,$50)		
@30/7

香港太空館	(何鴻燊天象廳)

太空館全天域電影及天象節目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主辦
有關節目詳情請參閱《香港太空館通訊》中的「購票指南」
$32,$24(*#+%:$16,$12)	
@預售一星期

香港太空館	(展覽廳)

常設展覽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主辦
有關節目詳情請參閱《香港太空館通訊》中的「購票指南」
$10(*#+%:$5)	
@預售一星期

香港太空館	(演講廳)

Joy	to	the	Music	Student	Concert
曹素賢主辦
8(星期六)20:00
$100		
@19/7

我的永遠偶像
岑逸詩主辦
9(星期日)18:00
$160		
@21/7

謝愛明鋼琴藝術中心學生音樂會
謝愛明鋼琴藝術中心主辦
23(星期日)19:30
$50(*#+:$25)
@13/8

樂在香港：研討會
香港作曲家聯會有限公司主辦
26/9,3,10,17/10(星期三)
$50(*#+:$25)
@24/8

香港電影資料館	(電影院)
瑰寶情尋—賞文‧閱影：華語名著改編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主辦
8/4-2/9(星期日)
節目詳情及其他優惠請參考有關宣傳資料
$55(*#+%:$28)		
@8/3

影畫早晨：最佳拍檔之說說笑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主辦
6/7-28/9(星期五)
節目詳情及其他優惠請參考有關宣傳資料
$30(*#+%:$15)		
@6/6

【編	+	導】回顧系列四：李萍倩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主辦
14/7-30/9(星期六至日)
節目詳情及其他優惠請參考有關宣傳資料
$45(*#+%:$23)		
@14/6

光	形—1970	年後黑白電影美學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主辦
25/8-23/9(星期六至日)
節目詳情及其他優惠請參考有關宣傳資料
$55(*#+%:$28)		
@25/7

滄海遺珠－娛樂先生:陳焯生與他的大聯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主辦
1-9(星期六至日)
節目詳情及其他優惠請參考有關宣傳資料
$45(*:$23)
@1/8

1941的聖誕
MC	Courry,	Craig	Alexander主辦
12,26(星期三)19:00
$80		
@8/8

香港科學館	(演講廰廳)

德國電影精選
香港歌德學院主辦
21/9(星期五)19:45
節目詳情及其他優惠請參考有關宣傳資料
$60(*#+%:$30)		
@16/3

南蓮園池	(香海軒)

松石清音	古琴音樂會
志蓮淨苑主辦
15(星期六)19:30
$240		
@8/8

高山劇場	(劇院)
中國戲曲節2018：西秦戲與傳統粵劇聯篇演出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主辦
3-4(星期五至六)19:30
$340,$280,$220,$150(*#+%:$170,$140,$110,$75)		
@18/4

明駒粵劇團—8/8《雙槍陸文龍》、9/8《江山錦繡月團圓》
龍駒琴絃閣主辦
8-9(星期三至四)19:30
$380,$320,$260,$200,$160(*#+:$190,$160,$130,$100,$80)		
@8/6

粵劇—10/8《紅樓夢》、11/8《帝女花》
小白合劇團主辦
10-11(星期五至六)19:30
$260,$200,$160,$100(*#+:$130,$100,$80,$50)		
@8/6

粵藝童音耀彩虹	2018
彩虹仙子劇藝坊主辦
12(星期日)19:15
$160,$120(*#+%:$80,$60)		
@1/7

鑫韻劇藝小精英才藝匯演2018
鑫韻劇藝社主辦
17(星期五)19:15
$200,$160,$120,$80(*#+%:$80,$60,$40)		
@20/7

鬥三煞
天虹粵劇研究院主辦
21(星期二)19:30
$380,$320,$280,$180(*#+:$190,$160,$140,$90)		
@1/7

兆儀鳴劇團—22/8《紅菱巧破無頭案》、23/8《辭郎洲》
、24/8《牡丹亭驚夢》
長青劇團主辦
22-24(星期三至五)19:30
$400,$340,$280,$220,$160	
(*#+%:$200,$170,$140,$110,$80)		
@19/6

新秀青年文武生「黃成彬」粵劇折子戲專場
新界居民之友社主辦
26(星期日)19:15
$180,$120,$100,$80,$60,$40(*#+%:$60,$50,$40,$30,$20)		
@28/6

紫迎楓粵劇團—28/8《九天玄女》、29/8《多情君瑞俏紅娘》
紫迎楓粵劇團主辦
28-29(星期二至三)9:30
$260,$200,$170,$130,$80(*#+:$130,$100,$85,$65,$40)		
@16/6

《程大嫂》
吾識大戲主辦
30-31(星期四至五)19:30
$350,$280,$220,$160(*#+:$140,$110,$80)		
@18/7

牛池灣文娛中心	(劇院)
GMI週年音樂會2018暨兒童合唱團音樂劇—「希望牧場」
Commusico主辦
4(星期六)15:00
$150
@17/7
	
香港精英室樂團	音樂交流會	2018
香港精英室樂團	主辦
5(星期日)20:00
$80(*#+%:$40)
@18/6
	
名劇名曲慈善大匯演—折子戲專場
康年社會服務處有限公司主辦
7(星期二)19:30
$200,$150,$100,$80
@9/7
	
慈善音樂劇《你很特別	2018》
加油香港基金有限公司主辦
10-11(星期五至六)19:30;11-12(星期六至日)15:00
$200(*#+%:$180)
@10/7

薯仔忍者
有骨戲主辦
16-19(星期四至日)19:30;18-19(星期六至日)15:00
$220,$170,$140
@1/6
	
米雪爾舞藝坊暑期舞蹈滙演2018
米雪爾舞藝坊主辦
20(星期一)19:30
$160,$120(*#+%:$80,$60)
@1/8
	
牛池灣文娛中心場地伙伴計劃︰
飛凡盛夏暑期舞蹈課程總結演出
東邊舞蹈團（香港）有限公司主辦
25(星期六)20:00;26(星期日)
$140(*#+%:$70)
@25/6
	
管樂團全接觸2018-九龍篇
好極銅樂主辦
27(星期一)19:30
$100(*#+:$60)
@1/8
	
《我‧我們》音樂會
蛋炸饅頭劇場主辦
31(星期五)19:30
$150(*#+%:$120)
@1/7

牛池灣文娛中心	(文娛廳)
和平、愛2018樂編—韋月華師生音樂會
青苗中西藝術表演團主辦
6(星期一)19:30
$150(*#+%:$75)	
@6/7

荒謬今宵2018
她他劇社主辦
17-18(星期五至六)20:00;18-19(星期六至日)15:00
$160(*#+:$130)	
@12/7

香港太空館	(何鴻燊天象廳)

太空館全天域電影及天象節目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主辦
有關節目詳情請參閱《香港太空館通訊》中的「購票指南」
$32,$24(*#+%:$16,$12)	
@預售一星期

香港太空館	(展覽廳)

常設展覽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主辦
有關節目詳情請參閱《香港太空館通訊》中的「購票指南」
$10(*#+%:$5)	
@預售一星期

高山劇場	(新翼演藝廳)
狀元雄粵劇團呈獻《龍騰鳳舞‧經典折子戲匯演》
戲曲伊甸園主辦
4(星期六)19:15
$250,$200,$150,$100(*#+:$100,$75,$50)		
@23/6

紅樓夢
揚鳴粵劇團主辦
8(星期三)19:30
$400,$300,$180,$120(*#+:$200,$150,$90,$60)		
@25/6

劉惠鳴暨少年兒童精選粵劇折子戲
揚鳴粵劇團主辦
9(星期四)19:15
$350,$320,$280,$200,$120(*#+:$160,$140,$100,$60)		
@25/6

〔龍姿鳳表展光華〕折子戲專場
紫彤藝苑主辦
13(星期一)19:15
$260,$220,$180,$140,$100(*#+:$130,$110,$90,$70,$50)		
@6/6

賞‧味
曉舞蹈主辦
15(星期三)19:30
$220(*#+:$110)	
@15/7

音樂魔法歷奇—柏斯音樂藝術學院周年匯演2018
柏斯音樂基金會主辦
19(星期日)14:30
$220	
@20/7

2017/18	年度「八和粵劇學院課程」匯報演出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主辦
21(星期六)19:30
$90,$60(*#+%:$45,$30)		@21/6

24/8	新編劇《官門家事》、25/8《折子戲》
香港青苗粵劇團有限公司主辦
24-26(星期五至六)19:30
$260,$200,$140,$100(*#+%:$130,$100,$70,$50)		
@13/6

〈飛粵夢功場	2018〉（II）28/8《活命金牌》、
29/8《帝女花》劍青藝苑主辦
28-29(星期二至三)19:30
$300,$240,$200,$140,$100	
(*#+%:$150,$120,$100,$70,$50)		
@30/6

兒童粵劇曲藝獻知音2018
萃翔榮劇團主辦
30(星期四)19:15
$150,$120,$90,$60(*#+%:$75,$60,$45,$30)		
@18/7

青少年粵劇展新姿2018
耀鳴聲劇團主辦
31(星期五)19:15
$150,$120,$90,$60(*#+%:$75,$60,$45,$30)		
@18/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