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蘭界訊息
香港花卉展覽 2010

二零一零年二月通訊

例會通告
日期︰2010 年 3 月 7 日(星期日)
時間︰下午 2 時 30 分至 5 時 30 分
地點︰許仲繩紀念學校禮堂（長沙灣東沙島街
九龍工業學院側，地鐵長沙灣東京街 A2 出口）
程序︰
14︰30—14︰50 登記及擺設展品
14︰50—15︰00 會務報告
15︰00—15︰45 珠寶蘭栽培方法—曾偉靈及周子琦蘭友
15︰45—16︰30 種蘭冷知識—曾廣賢蘭友
16︰30—17︰00 栽培心得推介#
17︰00—17︰30 蘭花交易
#由現場國蘭及洋蘭三位最佳的花主講解
備註︰
1.請盡量攜帶蘭花與會以供蘭友欣賞並增會場
氣氛。
2.蘭花成交後扣除一成佣金作本會經費。
3. 下次例會日期：7/03/10 ，9/05/10 ，11/07/10

春季遠足及寶蓮寺賞蘭
日期：25/4/10(星期日)
遠足地點：
大嶼山昂平至東涌石門甲
集合時間：早上 9:00-9:15
集合地點：東涌港鐵站 B 出口
行 程 ： 乘 巴 士 至 昂 平 ＞ 寶 蓮 寺 ＞ 彌勒山郊遊徑
＞寶蓮寺＞乘巴士返東涌
回程：約下午 3:30
午膳：自備乾糧及飲用水
此行程費力難行，敬請量力，一切風險
交通費：自備(請備八達通)
報名方法：不設報名，不見即散，逾時不候
聯絡電話：62521742
領隊：梁強

地點：維多利亞公園
日期：19/3/10-28/3/10
本會鼓勵會員借出蘭花參與本會攤位的
展覽，詳情如下：
收花：17/3/10(10:00am- 12:00pm)
領回展品：29/3/08
(10:00am-12:00nn)
-10 盆以上者需協助運送者須於 15/3 前
通知樊潤彪(90209550＊晚上 7:00 後)。
本會亦鼓勵會員積極參加大會的比賽：
參賽辦法
1. 參賽表格可於下列地點索取：
(a) 沙田排頭街 1-3 號康樂及文化事務署總
部 11 樓「二零一零年香港花卉展覽」
委員會秘書處；
(b) 九龍尖沙咀柯士甸道 22 號九龍公園辦
事處 1 樓綠化教育資源中心；
(c)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轄下各地區康樂事務
辦事處；
(d) 民政事務總署轄下各區民政事務處；或
(e)在康樂及文化事務署網站下載(網站
www.lcsd.gov.hk)。
2. 參賽者必須於 2010 年 2 月 12 日(星期五)
前把填妥的參賽表格送交、郵寄或傳真至
以下地點：
沙田排頭街 1-3 號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總部 11 樓
「二零一零年香港花卉展覽」
委員會秘書處
圖文傳真號碼：2691 7264
查詢
如有查詢，請致電 2601 8260。

2010 會員繳交年費通告
請各會員於 3 月例會時在會場繳交
2010 年度年費，若無暇出席例會，請郵
寄支票或銀行入數紙(恆生銀行：戶口號
碼 294-103320-668,收款人為 Hong Kong
Artistic Orchid Association）至本會郵政
信箱(G.P.O.BOX 9038,HONG KONG)，
支票或銀行入數紙背後請寫上姓名、會
員編號及聯絡電話，本會收到後會寄回
收條及會員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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蘭會通告
由於去年底香港舉行東亞運關係，年初的展覽場地
租期十分緊張，幹事會縱使盡了努力，仍未能於三、四
月間租到合適的場地。經一月幹事會議決，來屆本會蘭
展將改作內部展覽，只招待會員及其親友＊，不作公開
展覽；幹事會同時議決擬於 11 月份舉行秋展，詳情待年
中時公布。＊會員憑有效會證可帶同親友參觀

第三十五屆蘭花展覽
展覽日期：13/3/10（星期六）-14/3/10（星期日）
展出時間：10:00AM-17:00PM
地點：元朗屏山加多利蘭園
收花：12/3/10 上午 10:00AM-12:00PM
取回：14/3/10 下午 17:00PM
(＊如須送往維園花展可寄存)
查詢電話：62521742
前往方法：

香港蘭藝會幹事會改選
及義工招募通告
本會應屆幹事會行將卸任，下
屆幹事會將於本年 5 月 9 日會員大會
中進行改選。為鞏固本會組織，提高
服務素質，拓展會務起見，本會現呼
籲各會員踴躍參加來屆幹事選舉。幹
事會選舉由會員一人一票形式進行，
其中得票最高 36 人當選下屆幹事，共
同組織來屆幹事會，並選出一人任來
屆主席，其後由主席分配各委員的職
務。倘若 閣下不擬參選，但亦想為
本會一展所長，為會服務，亦可選擇
擔任義工工作，在例會、花展或其他
工作協助本會處理會務。
現附上幹事會委員參選意向書及
義工應聘回條，敬希各會員積極回應
本會真誠的呼喚，加入本會幹事或義
工的行列，令本會會務更蒸蒸日上。
有關意向書及回條，請於 7/3/10
例會中交回，或填妥附表於 1/3/10 前
寄回香港郵政總局信箱 9038 號。
上通告
全體會員
香港蘭藝會會長 朱劍虹
2010 年 2 月 1 日

蘭花進階培訓班
日期：11/4/10(星期日)、18/4/10(星期日)、25/4/10(星期日)、 2/5/10(星期日)
時間：下午 2:00-4:00pm
節
內容
上課場地
集合地點及時間
數
1 加多利亞蘭、石斛蘭、文心蘭
屏山加多利蘭場 元朗唐坊輕鐵站
及萬代蘭栽法實習
下午 1:30-1:45pm
2 蝴蝶蘭、拖鞋蘭栽法實習
錦田音樂農莊
元朗錦上路西鐵站的士站
下午 1:30-1:45pm
3 國蘭栽法實習
荃灣靜冠園
荃灣地鐵站綠楊中心恆生銀行
下午 1:30-1:45pm
4 栽培場介紹及蕙蘭栽法實習
大埔梧桐寨
新界太和火車站麥當奴餐廳
下午 1:30-1:45pm

負責
導師
鄭北洲
陳國威
周子琦
唐景雄
葉觀民
余國輝
高雲峰
陳樹華

資格：完成本會初階課程＊或入會超過 3 年（＊優先），報名人數多於名額，即場抽籤。
名額：15 人( 須收$200 保證金，上課滿 3 節可退回，不足 3 節則撥作會務經費。)
報名：3 月例會即場接受報名(下午 3:00pm 截止，散會公布結果)
聯絡電話：625217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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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零年新春春茗暨盤菜夜宴
日期：13/3/10（星期六）(第三十五屆蘭花展覽首日傍晚)
時間：5:30PM
地點：元朗屏山加多利蘭園
形式：到會盤菜
費用：$100
報名方法：3 月例會即場接受報名
查詢電話：62521742
香
港蘭藝會幹事會參選意向書
本人

(會員編號:

)願意參加幹事選舉，並知悉參選成功與否概由投票

結果決定，而當選後的職位亦由主席委任*。
提名人 1：

(會員編號:

) 簽署:

提名人 2：

(會員編號:

) 簽署:

提名人 3：

(會員編號:

) 簽署:

提名人 4：

(會員編號:

) 簽署:

提名人 5：

(會員編號:

) 簽署:

參選人簽署:
二零一零年

月

日

個人興趣及專長:
(例如:網頁設計/美術設計/文書處理/會計財務/公關工作/ 圖書館理/刊物編輯/攝影錄映/會員活動/資料搜集/
展覽工作/主持講座/國蘭栽培/洋蘭栽培/組織培養)
*當選後的職位由主席分配，並會盡量配合參選人意願。
通訊地址:
電郵地址:

通訊電話:

--------------------------------------------------------------------------------------------------------------------------------------------------香港蘭藝會義工應聘回條
本人

(會員編號:

)現正式向會方表達願意

成為本會義工，協助蘭藝會處理日常例會、花展或其他服務。
簽署:
二零一零年

月

日

個人專長:
(例如:網頁設計/美術設計/文書處理/會計財務/公關工作/ 圖書管理/刊物編輯/攝影錄映/國蘭栽培/洋蘭栽培)
通訊地址:
通訊電話:

電郵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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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蘭藝會第三十五屆花展參展規則
洋蘭組︰
1.加多利亞蘭
A. 紅花 B.白花 C.黃花 D.雜色 E.迷你加多利（株 20CM 以下，花 7CM 以下）
F.原生種及其自交種 G.花徑 10cm 以下各色

2.蝴蝶蘭
A. 紅花 B.白花 C.線條花 D.斑點 E.原生種自交及交配 F.黃花 G.迷你花
H. 磈斑花

3.拖鞋蘭
A. 多花性原生種 B.多花性交配種（三花以上）C.單或雙花交配種
D. 續花性交配種 E.單或雙花原生種 F.續花性原生種 G.南美拖種
H. 標準型大餅 I.單花交配多花

4.文心
A. 標準大型文心 B.迷你文心

5.石斛
A. 春石斛原生種 B.秋石斛原生種 C.春石斛交配組 D.秋石斛交配組

6.珠寶蘭
7.蕙蘭
A. 直花蕙蘭 B.垂花蕙蘭

8.樹蘭
9.豆蘭
10.萬代千代及其雜交種
11.雜交氣生蘭組(上述品種以外的氣生蘭)
12.雜交地生蘭組(上述品種以外的地生蘭)
全場最傑出獎 1 名，栽培獎得獎者可獲頒發獎狀，設冠、亞、季軍各 1 名，得獎者可獲頒發獎狀。另設
嘉多利亞、蝴蝶、拖鞋、文心、石斛、其他雜交種及其他原生種 7 組冠軍，並發獎狀。其他分組及優異
獎得獎者可獲頒發獎狀。另設＊新秀組冠軍 1 名，得獎者可獲頒發獎狀。
國蘭組︰
1.中斑藝 2.中透藝 3.覆輪藝 4.爪藝 5.鶴藝及冠藝 6.爪縞藝及爪縞斑藝
7.縞藝及斑縞藝 8.虎斑及曙光斑 9.矮種奇葉 10.水晶 11.大葉花蘭 12.細葉花蘭
以上各組均設冠、亞、季軍各 1 名，得獎者可獲頒發獎狀。設全場總冠軍 1 名，栽培獎得獎者可獲頒發
獎狀。優異獎得獎者可獲頒發獎狀。另設＊新秀組冠軍 1 名，得獎者可獲頒發獎狀。
上述各項比賽本會評判團有權增加或減少，視乎參賽花卉數量決定。
＊註︰未曾在在本會獲得過獎項者方可參加。
規則︰
1.請預先填妥參賽表格。
2.請將展品資料準備妥當，參賽者亦須自行填寫展出咭。
3.展委會有權拒絕任何展品或取消參賽者之參展資格而無須闡明理由。展品一經登記，參展者須待展覽完畢方可領回展品，
參展者不得中途退出。
4.參展人須負責將參展花株分類，如有錯誤，大會有權將之重新分類。展品陳列位置由大會決定，參展人不得異議。
5.展委會將盡力保護展品，非工作人員不得觸摸展品。
6.評判評分時須清場。
7.參展人如違反展覽規則，則可能失去任何獎項。
8.獎項名次以評判團之評定為準則，參展者不得異議。
9.未繳本年度會費者不得參展。
10.花展參賽花請儘量提供品種名稱。

備註：
收花日期：12/3/2010(10:00AM-12:00PM)
* 10 盆以上者需協助運送者須於 8/3/2010 前通知樊潤標(晚上七時後 24736983/9020955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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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外
海地地震賑災蘭花義賣
「我希望這不是真的！」海地總理讓·馬克斯·貝勒里夫接受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
（CNN）記者採訪時說，這次強震可能已致使「超過 10 萬人」喪生。而就在此前，該國
總統在接受 CNN 採訪時，這一數字還停留在 5 萬。但分析人士認為，這兩個數字都不一
定準確，這不僅因為死亡數字目前尚難統計，更因為死者隨時都可能增加。聯合國秘書
長潘基文評價這次地震是聯合國近年來遭遇的最大災難。
嚴峻的災情，極需要大眾的救助。本會將於 2010 年 3 月 7 日(星期日)例會舉行海
地賑災蘭花義賣，籌得款項將交予慈善機構作救災之用。現呼籲各位會員踴躍捐出蘭花
或踴躍認購，同心同德，為海地災民盡一點力。

請踴躍支持
蘭友無暇出席例會，可將劃線支票寄往本會「香港郵政總局信箱 9038 號」或香港夏愨道 33
號「香港紅十字會」收，支票抬頭請註明「香港紅十字會賑災及發展專戶」，或將捐款直接
存入匯豐銀行的「香港紅十字會呼已設立賑災及發展專戶」︰匯豐銀行（002-205490006）。捐款查詢電話︰2802-0021。

是次例會將取消栽培心得推介及蘭花交易的環節，敬請注
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