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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愿華星
年年傳捷報
處處顯清輝

紐西蘭華人足球縂會. 澳洲華人足球縂會. 
香港标准流浪足球会. 基督城華人足球联會.
愉昇元老.廣東元老.千歲.巴斯基.彌敦.果菜.

先驅報.华页.中华电视网.skykiwi.

同敬賀

Oct91’ 李開[前右5]李煇立[后右2] 李市長旁的開嫂[后中立]帶領
流浪訪問汕頭友誼賽。香港之寳姚卓然[中排右2]當顧問。

愉昇元老隊為广州天河體育館開幕表演賽。
左起前排李開 劉波 鈡楚維 何燿強 張燿文 陳囯雄 盧洪海 黃文偉 俞
國傑，中排秦禮文 吳偉華 胡秀文 徐汝超 劉昆 梁維光 李囯強 葉錦
雄 陳炳光 何保羅 后排張燿囯 记者 黎新祥 張子岱 盧囯華 劉添 張志

培 劉量偉 莫少林 何樹松 李定標 簡煥章 梁子明 陳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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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球—我的挚爱，庆幸它曾经是我的职业，虽然我因 
它受傷之後轉行從商，但財富對我的吸引還是比不上 
足球，當我可以放下工作，退休移民，我就基本上完 
全義工于足球活動。01年9月，我和两个儿子，聯合
永民、永利、以誠、甘濤、慶榮、志彬，方氏和王氏
兄弟等球員成立了華星。之後，隨著參賽成績提高，
球員有學成歸國而去，好手慕名而來，陣容不斷更
新，到如今2016年9月，15年過去了，值得回味的事
項不勝枚舉。02年初，華星籌組華人足球元老聯隊，
與澳洲華人足球總會攜手主辦首屆ANZ盃；並联系其
他华人球队，正式成立NZ华人足球总会。02年5月華 
星以中國隊名義參加赛马车会SUBF主办民族杯,為華
星奪得第一個冠军。同年10月參加第3届华联赛贏得
第二個冠军。03年8月在ASFA奥克兰周日联赛第4组
榮獲冠军并晋升第3组（是首支华人队夺冠）04年10
月獲得第5届华联赛冠军。05年8月周日联赛第2组亚
军并晋升超级组（成为首支晋升此级别之亚洲球队）
。06年~11年一直处身超级组，07年更是超级组双料
亚军,包括联赛和杯赛,以及第13届纽华杯冠军.  09  年
3月再度獲得第8届华联赛冠军，2010年蝉联第9届华
联赛冠军。2011年华星除了青年队继续参加超级联
赛，更增派1支元老队参加元老联赛，初试啼声，即
获得季军。但是也因为把最好的守门员让给元老队,以
至季尾排榜倒数第2,初尝降班滋味.  2012年开始，中
国经济科技均进入高速发展期，水涨船高，很多华人
轻易达标移民，我们这片小小的足球圈，迅速人口膨
胀，有兴趣和能力搞球队的人也同时增加了，面对挖
角潮，华星实力难免下降，在第二组（全部共5组40
队）挣扎了四年，于2017年决定暂停组队参加联赛，
但会保持每周三天的培训练习，让有兴趣学艺的球
员，可以继续前来追求进步。并继续主办每年一度的
贺岁杯，继续为华人增光。
華星不單曾組隊參加或主辦各類公開比賽，也經常與
韓 國、泰国、越南、日本、菲濟、德國、薩摩、亞根 
廷、津巴布韦、科索沃,尼泊尔等民族球隊友誼賽，建
立良好關係。外访计有:02年04年08年5月出访澳洲参
加及主办澳纽杯,05年組隊回國訪問中山巴斯基和香
港東南海。07年2月访问基督城,10月前赴厦门参加第
7 届世界华人杯.08年10月元老队远征福州获得国庆杯 
邀请赛冠军;  12月应邀参加澳门第9届庆回归元老杯，
代表新西兰以4战2胜，再缔佳绩，挟殿军载誉而还。
（排名依次：葡萄牙,北京,香港,新西兰,泰国,澳门,台
湾,马来西亚）。09年5月前往昆明参加國際元老邀請
賽;同年10月往福州参加第8届世界华人杯公开组得冠
军；11月参加澳门“第10届庆回归元老杯”。2010年
10月与香港、澳洲合办在香港举行的三角友谊赛,以净
胜球之利,压倒澳洲得冠军.  11年往上海参加第15届长
青杯得亚军，2012以及13年10月往访珠海劲旅南湾
联。14年参加上海第18届世界华裔长青杯”.2015前
往新加坡参加第19届长青杯。2016年前往江门参加第
11届世界华人元老杯。今年2018，11月初，将应贵州
体协之邀，前往参加“黔新杯”，为答谢各方厚爱,本
人务必一如既往,尽力组成一支更具代表性球队参赛,
让新西兰华星的光辉洒得更高,耀得更远。

李开 09/2018

Soccer... My passion... Once my profession, however, due to injuries, I was 
forced to change occupation and focus on running my own business. But 
money never seemed to attract me more than soccer. I retired and immigrated 
to New Zealand, I dedicated myself completely to organizing community soccer 
activities voluntarily. September 2001, along with my friends in soccer, my two 
sons & myself, founded Chinese Star Sports Association. As time passed by, 
our competition results improves, student members completing their studies, 
strong and well-known players joining, it has come to a time to rejoice and 
celebrate our success. Early ’02 “Chinese Star” along with Australia Chinese 
Soccer Association, hosted the first Australia NZ cup tournament for 35+ age 
group soccer teams. In the same year, “Chinese Star” along with other Chinese 
soccer clubs, founded NZ Chinese Soccer Association. May ’02, Chinese Star 
represented China in a multicultural sub football tournament and gained our first 
championship title. In Oct ’02, Chinese Star had an unbeaten record in the 3rd 
Chinese Soccer League tournament and gained our 2nd championship title. Aug 
03, we participated in the ASFA soccer league and was promoted from the 4th 
division to the 3rd div and was promoted again to the 2nd div the next year. Oct 
04, again we won another championship title in the 5th Chinese Soccer League 
tournament. In2005, Chinese Star was the first Asian team which was being 
promoted from the 2nd div to the ASFA premier division. In 2006~2011, Chinese 
Star was able to play in the premier division and representing the Chinese 
community in this top division. Bringing pride to the Chinese people. More over in 
2007, we won the 13th NZ Chinese Cup in March, Sept, we achieved runner up 
of ASFA Premier League and runner up of ASFA knockout Cup. 2011 we set up 
one more team to play Sunday league in veterans Division, because we transfer 
the good players over 30 and the best goal keeper to Vet team, hence our 
team is not strong enough to play in the premier div. 2012~16, we are standing 
in div 2(total 40 teams in 5 div), however, we understand， facing to extremely 
increasing Chinese migrants and soccer teams, we have to make some change, 
keep on organize Chinese New Year Cup but resign from the league games, 
focus to training for more good and skillful young ones, then let them select any 
other team they prefer to. This is currently what we can do but other Chinese 
team is hard to do. Maybe this can earn nothing but sure can please God.

Chinese Star also builds relationships with Korea, Thai,Vietnam, Japan, Fiji, 
Germany, Samoa, Argentina ,Thai, Zimbabwe, Somali, Nepal and other nations 
through friendly matches and competitions. For other exchange, Dec ’05, we visit 
China and friendly games with Zhongshan and Hong Kong. Feb ’07, we traveled 
to Christchurch to play against South Island’s Chinese United team. Oct ’07 we 
travelled to Xiamen China for the “7th Chinese World Cup”. May ’08 we traveled 
Sydney for the “5th ANZ Cup”. Oct ’08, won the cup of National Day Vets 
Tournament in Fuzhou China. Dec 08 we visited Macau for “9th Anniversary of 
Macau”. and resulting 4th place (Champion Portugal,runner Up China, 3rd Hong 
Kong, 4th NZ, 5th Thai, 6thMacau, 7th Taipei, 8th Malaysia). May 09 We visited 
Kunming China for games of “International Veterans Cup”, Oct ’09 we achieved 
the (open age) cup of “8th Chinese World Cup” and Nov, we visited Macau again 
,for “10th Anniversary veterans tournament”. Oct ’10 we hosted tournament of 
“ANZHK Cup” in Hong Kong With Australian Chinese Soccer Association and 
Hong Kong Friend Football Club and won the cup. Oct 2011 we became runner 
up of the “15th & Asian Chinese Evergreen Cup” in Shanghai, Oct’12 & Oct’13, 
we visit Nanwan Utd - a strong team in Zhuhai China. Oct,2014 we visited 
Shanghai again for the“18th C. E. Cup”, Oct,2015, we visited Singapore for“19th 
C.E. Cup” , Oct 2016, We visited Jiangmen, China for “11th Chinese World Cup”, 
and Nov2018, we will visit Gui zhou for a triangle tournament- Qian-NZ Cup, 
we will value this opportunity, And we definitely will try our best to commit this 
mission. May the radiance of the Chinese Star be brighter and further.

Jack Li September 2018

華暉寫下干云志
星際也傳牧愛詩 
Jack’s Message for Aniversary of Chinese St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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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岁杯2018 赵永民副主席 颁纪念牌 
予冠军华联队员

开嫂拜会 服务足坛半世
纪 德高望重的培叔 94

岁 耳聪目明 赞！
韩重德前辈与开叔识英

雄重英雄 开叔与江门裁判主委贺岁杯2018李开主席颁奖 予亚军韩国

15届贺岁杯 华联冠军 陈明荣会长宴请球员庆祝于马车会酒楼

贺岁杯2018殿军 斐济 Fiji 3rd Runner Up

冠军 华联 Chinese Utd Champion

贺岁杯2018季军 印度 Kiwi Indian 2nd Runner Up 2018贺岁杯亚军韩国

董铸

刘洋

杨阳

陈明荣

黄冉灯

黄志斌

严屹

李一鸣

梁仲维

李开

王建军 王吉雨

甘涛

孙家平

江浩

俞秉旻

曾庆荣

陈龙

张超 吴炎

高卫忠

牟峰光

梁勇

李浩

谢志海

新西兰华星代表团队阵容

整装待发 2018 中国贵州之行
3rd Nov 2018 黔新杯 - 贵州

領隊: 陈明荣. 董铸  教練: 李开  隊長: 严屹. 梁勇

队员：孙家平, 曾庆荣, 张超, 吴炎, 黄冉灯, 刘洋, 王建军, 王吉雨, 李一鸣, 李浩, 江浩,  
陈龙, 高卫忠, 牟峰光, 黄志斌, 杨阳, 甘涛, 梁仲维, 谢志海, 俞秉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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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长 李辉立 会长 董铸主席 李開

副會長 潘勝 隊長 蔡昭炜副主席 趙永民 隊長 李耀寰文書.司庫 開嫂

會長 陈明荣 會長 莫耀强

名譽會長 曾庆荣 名譽會長 Alan Hea會長 李偉 會長 楊銳松   名譽會長 李艺高 名譽會長 叶剑儿

華星足球會 Chinese Star Sports Asso.
執行委員會 Executive Committee

President 會長: 陈明荣 Ming Wing Chan, 莫耀强 Peter Mok,  
李辉立Phillip Lee, 董铸 Dennis Dong, 李伟 Wai Li, 杨锐松 Song Yang 

Chairman 主席: 李開 Jack Li 
Hon.President 名譽會長: 李艺高 Jason Li 曾庆荣 Robbi，叶剑儿，Alan Hea 

Vice Chairman 副主席: 趙永民 Michael Zhao  Vice President 副會長: 潘勝 Sam Pan 
Coach 教練: 李開 Jack Li  Secretary 文書/司庫: 李麦美珠 Regina Li 

Captain 隊長: 李耀寰 Charles Li, 蔡昭炜 Billy Choy  Equipment Manager 總務: 段梓峰 Zi Feng Duan 
Committee 执委: 周金 Agam, 黄川 Ban, 沈汝和Bill, 谢志海,  罗文俊, 冯建基 Jackie

Hon.Members 榮譽會員(排名不分先后):
邓炳祥, 池明华, 李超波, 伍文兵, 黄德保, 高雷雷, 古广坚, 王万明, 吴诚, 颜展荣, 陈锐, 胡建球, 邹振浩, 林岚光, 刘康,   

林煌, 黄骏, 陈立生, 梁智广, 陈耀坤, 崔宗祺, 嚴屹, 全伟, 张超, 张赛文, 谢飞, 章鹤天, 胡瑀, 刘锦培, 李以誠,孙振强, 甘濤, 
黄志彬, 黃冉燈, 文琢材, 杨阳, 趙劍明, 董铸, 劉榮業, 劉榮發, 張錦全, 張耀文, 叶志強, 梁帶有, 李龍國,  張永良, 盧福興, 

游煜華, 王福榮, 碧加斯, 黎樹輝, 招穎爽, 黎樹輝, 谭亚福, 孙家平, 邓伟明

Members 會員名單：
李開, 陈明荣, 李伟, 杨锐松, 趙永民, 李震寰, 李耀寰, 黃澄輝, 曹建章, 潘勝, 段梓峰, 李麦, 林炳鑫, 李以诚, Gary Smith,  

李艺高, 陈东, 沈汝和, 黄川, 陈宁湘, 冯建基, 左喆杰, 劉青海, 周清, 周金, 关文强, 鄭兆霖, 黄锦雄, 张会兴, 邵哲雷,  
蔡昭炜, 周福, 陶金, 施喆健, 何昆, 俞炳旻, 胡卿, 程远, 孙狲, 刘振, 李永坚, 黄东林, 周平, 袁成博, 曾建强, 王苗弟, 陈鄂秋, 

董铸, 曹乐生, 池永杰, 叶剑儿, Alan Hea, 黄晓鸣, 刘畅, 徐辉, 张健, 梁勇, 罗文俊, Toni, 郭技, 张雨堔, 谢志海, 畢可欣,  
龚盛,赵华, 蓝志明, 孔乐平, 王翰, 马勇, Syed, 赵子亮, Mustafa, 任志刚, Steve Peeters, 迪斯, Osama, 徐梓华, 王斌轶, 

冀亚伦, 蔡耀邦, Yang Ji, 王文钦, Julian, 高东晆, Yoo Yang Sang, 谭栈方, DongHwan Kim.

鸣谢以下各大支持商户  GIVE THANKS TO: 
陈明荣珍珠国际有限公司, 香港标准流浪足球会, 香港愉园足球会, Classic Bakery House 向阳坊, 

天天渔港, 松记蔬果, 菲菲蔬果店, 3A Copy & Design,  Barfoot & Thompson Remuera - Jason Li, Robbi 贷款中介, 
马车会酒楼, 先驱报, 华页

欢迎加入， 联系电话：09 631 0283 / 021 1638 596 cstarnz@yahoo.com.hk   
www.cstarnz.com http://chinesestarsoccer.blogspot.com [NZCSA Web 新西兰华人足球总会网址: www.nzcsa.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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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ese Star Squad of 2007. (front left) Zhu Dong,James 
Zhao,Vou,William Liu,Dan Huang,Tango,Charles Li,Bill Xie,(back)Sam 
Pan,Yi Yan,Robbin Wang,Win Wong,Billy Choy, Yan Jun Lin,Joseph 

Wen,Jackie Fung and Coach Jack Li. 

2007年猛將如云的華星勤加操練，為2月初遠征基督城做好準備。阵容：
前左起董鑄.趙劍明（第七屆紐華杯神射手）Vou.劉煒.黃冉燈.鄧駿邦.李耀
寰.謝永彪.后排：潘勝（第3屆聯賽神射手）嚴屹（前囯安&囯力主將）王

培（第7屆聯賽神射手）王永.蔡眧煒.林彥君.文琢才.馮建基.李開主席

1.We established in Sept, 2001.
2. Chinese star full team in 2002.
3. The 1st Chinese team became 
    champion of Auckland Sunday league.
4. Champion of NZ Chinese League 2005.
5. Chinese Star chief players of  2006.
6. We celebrated for our first Cup.
7. Oct. 02  The 3rd Chinese League Champion

1

2

3

4

5

6 7球圈联华添喜庆
更育群星技艺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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懶看金玉重重贵 
乐道华星烈烈情

Visited HK

 We visited Hamilton won Drangon 2:1

Play with FIJI

VS Korean1st ANZ Cup at Sydney

4TH ANZ CUP  纽西兰足縂接待来访之澳洲代表队

华星东莞对宏远2010

Feb2012 贺岁杯华联对老挝争冠军

常平海霞杯六七十年代球星林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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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9月第5次版增訂本]

异域扬威闯高峰

July07 Hon. John Keys & Pansy 
are happy to support Regina

07华星主力强劲，成为奥市周日超级组联赛&杯赛双料亚军。
是本地历来第一支亚洲队获此佳绩

Aug 07,开叔生日,徒儿兄弟都来尽兴 Oct07喜万年出征授旗

惜英雄重英雄Nov 07鼓山会 福建归来,满堂吉庆.羡煞旁人

Dec 07年总结成绩,会长: 松哥伟哥
满意之余, 食中天慰劳稿军. 捧杯的喜悦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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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 华星足球新记录

2FEB07 前往南岛基督城访问赛 以钻石阵容胜南岛华人联队6比1。
We visit Christchurch Chinese united and won 6:1. Super star Lei Lei 
Gao was one of our good players. 

开幕仪式隆而重之。A grand open ceremony before kick off.

同年十月我们前往厦门参加第7届世界
华人杯，获益良多。

Feb,2007 we visited Christchurch in 
a diamond squad: Charles Li, LeiLei 
Gao, William Liu,Vou,Alex Wu,James 

Zhao,Jackie Fung,YJ Lin,Junya 
Nakahashi,Billy ChoySam Pan,Win 

Wong,Pei Wang,Jack Li, Yan Yi
Oct,2007 we visited Xiamen,China for 

a tournament of “the 7th Chinese 
World Cup”

we achieved runner up of Sunday premier League and runner up of 
ASFA Cup 2007.

07华星主力强劲，成为奥克兰周日超级联赛及杯赛双料亚军，是本地历
来第一支亚洲队获此佳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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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足协主委和福州足球学校首脑盛宴招待福州师范大学内华星获邀友赛并接受电视台采访报道

足球学校处山峰, 高瞻远瞩育精英

来自世界各地共30支球队,云集厦门体育馆参加第七届世界华人杯

丰盛之旅 中国行

李伟会长来领军, 纽国虽小志气高 得以参加世界华人杯,是业余球员可遇难求的梦想

[2009年10月第8次增订版 8th publication-Oct 09]21

Those days this road,  power & career both I hold,
Power no more as before, career still I can hold.

１９６８ ＣＡＭＢＯＤＩＡ

1968年代表香港到柬浦寨在这７万
坐席体育馆比赛 １９６８

麦花臣全场爆满的观众看当年东方六虎李开李龙国游煜华叶志
强单伟根张志培和广东陈亦明为千岁夺０２元老杯冠军。

“The most unforgetable game: I scored the only goal for Oriental and break the unbeaten dream  of Seiko 1973.”
最難忘一役,为东方建功胜精工1比0,打破当年班霸不败之神话.

“Nathan” won 7 aside Champion when we were under 20years.
68年彌敦从高手林立的公开赛脱颖而出

Same players “Nathan” won again (50 + Cup) after 35years in 2003.
35年后,原班人马再夺50岁元老杯冠军.

My mother club “Rangers”  is the 1st pro’ team of Hong Kong.
后左1李开, 前右1畢得利

I signed HK Tel 1st Div. 1972.
1972年电话甲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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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誉而归 “中国福州2008年国庆杯国际邀请赛”
华星足球队荣获冠军

新西兰华星元老队参赛名单
领队： 李伟 杨锐松  顾问： 卓定华 梁为民  教练：李开 邓炳祥  队长：池明华 潘胜
队员：梁志广 陈耀坤 胡建球 刘青海 崔宗祺 黄骏 谢永彪 冯建基 赵剑明 陈锐 郑兆霖 叶国富

澳门特首何厚铧亲临球场接待，球队倍添光彩。
Its our pleasure to have attendance of Macau Chief Executive Hou Hua Ho. 

汇 聚 濠 江 庆 回 归
Happy anniversary of Handover of Macau

濠江之旅  会誉更上一层楼濠江之旅  会誉更上一层楼
2008年 异域扬威闯高峰

为善最乐   由華星足球會 與 Birkenhead United AFC 聯合主辦
2008年6月15日 人間有情 慈善足球賽为四川地震筹款赈灾

Feb08, 中国
派驻新西兰
的马崇仁总
领事感谢李
开主席对社
区华民的贡
献

第5届澳纽
杯 主人家
热诚款待，
令我们回味
无穷

08年5月出访澳洲，参加第5届澳纽杯，阵容更为庞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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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ct 2013 陈明荣会长设宴招待开叔和华星队友

8th Chinese World Cup Final NZ C Utd vs Fuzhou China 世华杯决赛

千岁会庆帝京酒店 群龙云集

港星 vs NZ两队都是开叔的自己人

Naka 特别从日本过来 跟开叔探望流浪 并参与操练

千岁会庆邀请赛球迷闻风而至 球场水泄不通

为千岁颁奖予张志德 (图毅冠军)貝鈞奇李开李辉立梁孔德

谦和有礼的李中华也是球坛的长春树

巫毓明,李开,黄铭雄,彭惊雄

廖家烈,赵达新,张子慧,李开

第1代华星的甘涛庆荣和新来的苏州甲A王峰都来
恭贺开叔生日，特别高兴。Aug 2011

张耀文,曾廷辉,李开,波哥,刘栋平

2013 海归华星 会珠海

李开,罗灶石以老香港身份接待星洲颜会长

咫尺天涯总相会 全赖足球把线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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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届国家队队长池明华助阵华星 
梁总热情接待 李开无言感激

马来名将林芳基王春华和李开

陆志强邱日盛刘荣业和李开

李开与黄锦荣（名裁判）和邓剑栋。 李开与伍树鸿何佳

吴志杰李开与著名裁判陈潭新

与移居英国的赵雨亮难得聚旧

We make friends wherever we play games

李开&钉哥刘志霖和足艺会友

李开与香港老友梁守志谭汉新孙振强陆志强3c会茶聚

九龙小型足球总会代表向海霞杯赞助单位致谢

千岁21周年会庆，群雄云集帝豪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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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10月第8次增订版 8th publication-Oct 09]16

2009年骄人新开始 
3月8日再夺得第8届华人联赛冠军

（继第3届和第5届后，本届是第3次夺冠）

2009年骄人新开始 
3月8日再夺得第8届华人联赛冠军

（继第3届和第5届后，本届是第3次夺冠）

Well begun of year 2009.  8/3/09 we achieved champion of 8th Chinese League.(the 3rd time we 
become winner of this tournament)

金牌的喜悦，元老也童真。 Our river of joy never dries out.

开叔.伟哥和松哥对华星的贡献有目共睹。Our highly regarded chairmens Jack Li, Wai Li & Song Yang.

卓总领军瑞华对华星 娱乐至上

[2009年10月第8次增订版 8th publication-Oct 09]13

黃徐毓芳國會議員蒞臨打氣,各界友好擁躍捐款

由華星足球會 與Birkenhead United AFC 聯合主辦

   2008年6月15日 人間有情慈善足球賽

華星楊銳松會長致送紀念品予BUAFC 
President, Jim Wafter 

黃徐毓芳國會議員與義
賽球員合影

为善最乐

为四川地震筹款赈灾

载誉而归 “中国福州 2008 年国庆杯国际邀请赛”

华星足球队荣获冠军新西兰华星元老队参赛名单  

领队： 李伟  杨锐松      顾问：卓定华  梁为民 

教练： 李开  邓炳祥 队长：池明华  潘胜 

队员：邓炳祥  梁智广  陈耀坤  杨锐松. 李开  胡建球  潘胜  李伟  刘青海 

崔宗祺   黄骏  池明华  谢永标  冯建基  赵剑明  陈锐  鄭兆霖  叶国富 

[2010年9月第9次增订版 9th publication-Sept 10]15

Nov, 2009. We were invited to “10th Aniversary of Macau Veterans Tournament” 
为“第十周年澳门庆回归”

与众元老同乐. 以下华星元老队阵容:

华星VS武汉 2009年5月云南昆明之旅广结球缘。

NZ delegation in Macau -- Leader: Ding Hua Zhuo, Susanna Wang *Advisor: Song Yang * 
Coach: Jack li * Captain: Wei Li 
* Players: Garry Smith, Sam Pan, Jian Chan, Hin Sing So, Gan Feng Wu, Thanh, Michael Ip, Chin 
Wing Ngan, Bill Xie, Zhong Wei liang, Chau Tran, Wen Bing Wu, Yu Xin Li, Jackie Fung, you Hua 
Liao.
新西兰华星元老队--领队：卓定华、Susanna  * 顾问：杨锐松、梁为民 * 教练：李开 * 队长：李伟
队员：、潘胜、Garry、陈坚、苏显胜、吴淦锋、黄明清、叶永生、颜展荣、谢永彪、梁仲维、陈秋、伍文
兵、李汝欣、廖友华、冯建基。

主队昆明迎华星。

四川成都与华星元老。 负于亚军上海3比2 心服口服。

MAY 2009 KUNMING,CHINA 
16 teams gathering for “International Veterans tournament” We enjoy all those 3 lost and 2 won 
games.
2009年五月华星参赛阵容 -- 領隊:卓定華.* 顧問:楊銳松.梁為民 * 教練:李開.鄧炳祥 * 隊長:李偉
隊員:黃明清. Garry Smith.陳立生.王萬明.吳誠.楊浩松.王新光.劉華忠.陳鷺升.馮建基.謝永彪.趙永民.劉
青海.鄭兆霖.劉偉強

May 2009 We visited KunMing China for an International Vets Tournament.  
2009年5月我们为国际元老杯访问昆明。

8 March 2009 Champion of 8th Chinese League (third time winner of this tournament)

[2010年9月第9次增订版 9th publication-Sept 10]14

2009年骄人新开始 
3月8日再夺得第8届华人联赛冠军

（继第3届和第5届后，本届是第3次夺冠）

2009年骄人新开始 
3月8日再夺得第8届华人联赛冠军

（继第3届和第5届后，本届是第3次夺冠）

Well begun of year 2009.  8/3/09 we achieved champion of 8th Chinese League.(the 3rd time we 
become winner of this tournament)

金牌的喜悦，元老也童真。 Our river of joy never dries out.

开叔.伟哥和松哥对华星的贡献有目共睹。Our highly regarded chairmens Jack Li, Wai Li & Song Yang.

Oct,09 the 8th Chinese World Cup was held in Fuzhou, China,
we represented New Zealand Utd teamand we won the Cup.
第八届世界华人杯 -- 中国.福州  新西兰华人联队荣获冠军  新西兰华人联队参赛名单:
领队: 卓定华. 梁为民  顾问: 李伟.杨锐松. Susanna Wang  教练: 李开   队长: 严屹.
队员:  李开.李伟.严屹.全伟.李耀寰.蔡眧玮.李宗阳.张超.张赛文.谢飞.章鹤天.胡瑀.李一鸣. 

陈坚.高卫中.黄志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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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2011年精彩華星佳音報

Chinese Star again won the cup of 9th Chinese League 2010 tournament.  第9届华人足球联赛华星蝉联冠军。

Chinese Star Squad of Sunday League 2010 premier div 
奥克兰周日联赛超级组华星队2010阵容

We NZ Chinese Representative team won the ANZHK Cup in HK,Oct 2010 
代表新西兰华人队2010夺得澳纽港杯冠军

Squad of NZ Chinese Representative team for the “ANZHK Cup” in HongKong,Oct 2010  新西兰代表队访港阵容

2011年十月，华星代表新西兰前往上海参加第15届常青杯国际邀请赛，获得亚军。 
1-6 Oct 2011, We achieved runner up of “15th Chinese Evergreen Cup” in Shanghai,China.

团队成员：领队:卓定华.李伟.杨锐松 教练:李开 队长: 潘胜 池明华 

第15届长青杯亚军阵容

Nov2011李超波带领广州西联队来访华星友谊赛

李开致送纪念品于主办单位代表何昌林干事

李开与上海东华会主席金永昌包瀛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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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2014年精彩華星佳音報

身为第1代华星黄志斌以及珠海地头龙黄廉锋不负开叔所托全力协助，让双方都享受到势均力敌友情爆灯的赛事。

泰国青年与老挝

2014 华星全新阵容迎联赛  
(Back) Agam, 李凯明, Reeve, 郝响海, 张会兴, Adnaan, 李开, Daisuke, Peter, 杨宗民 

(Front) Makoto, Yoshimune, Kenji, Chris, Richard, 李耀寰, Yoshiki, 李建华

2014 CNY Cup Runner Up Chinese 贺岁杯亚军华联青年

2014 CNY Cup Chinese Red vs Blue 华星红蓝队 2014 大合照           Oct 2013 再接再厉访问珠海友赛南湾联

2013 CNY Cup Chinese vs Korea 贺岁杯华联对韩国       

李开主席赵永民副主席颁冠军予韩国 赵永民副主席 
颁亚军予曼联

潘胜会长颁2013冠军 
予泰国

曹建章会长颁2013亚军
予老挝

韩国再夺贺岁杯 2014 CNY Cup 
Winner Korea 

编者的话 智慧/道义  

号称世上最有智慧的所罗门王曾经祷告:“求你賜我智慧聰明 
、  我好在這民前出入。不然、誰能判斷這眾多的民呢”（歷下
1:10）。上帝喜悦他不为自己求名、利、长寿、也不求滅絕那
恨他之人,  只求智慧去管理上帝的子民,所以不但賜他智慧聰明, 
还加上資財豐富尊榮,都是空前绝后的。好比损人利己者越贪失
去越多;舍己行善为義者,必得上天保守,并恩赐他一切所需的。  
(太6:33)(约12:25)

近代有一位伟人曾说:如果可以成就3个愿望,我愿[1]有勇气做对
的事。[2]有勇气拒绝作不对的事。[3]有智慧去辨别对错。

祝福–虽然新年里,许多人都在说恭喜发财.  但是我更喜欢向大
家说：祝愿你们有智慧,作有道义的人,得享天赐的福乐。

如果你身边没有恶人,祝贺你,也请你感恩。如果你身边有恶人,
祝愿你有属天的智慧和美善,帮助他也成为有道义的人。

沐恩 Feb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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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 岁月浓情聚香江

九小总副主席余焕怀 李开 林大辉议员 欧广智 民建联党魁谭耀宗和开叔

开叔与现役名将 陈伟豪

莫会长在著名的星加坡珍宝长缇海鲜 犒勞新西兰元老队

卢国华call齐爱徒与开叔饭聚 李开与朱柏和黎荣富马迎祥黄照宝何昆等六七十年代球星们

李开感激好友鼎力支持 华星会务顺利推行张永良游华欧永雄父子霍柏宁李龙国李开

梁建新李开宗启明陈潭新李辉立袁新 陈汉荣盛意拳拳 奉上多款镇店名菜

梅永达, 叶锦雄

开叔与香港足球先生 葉鴻輝

钟楚维,李开,梁维光敬重前辈黄文伟,白茵

开叔 愉园重臣陈中 陈炳安

开叔 & 连志华

杨位醒早已是饮食界举足轻重的大人物

愉昇元老 李开 黎荣富卢洪海陈振权何保罗

梁子明书记在愉昇元老德高望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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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ct 2014 参加第18届华裔世界常青杯华星元老队阵容奥克兰周日联赛华星代表队阵容

2016 贺岁杯青年组华联对尼泊尔

2015 第13届多民族贺岁杯青年组亚军：华联队

2016年 贺岁杯 元老组冠军 华联                                               

2015 第13届多民族贺岁杯 元老组冠军：华联队

2015  - 2016年 精彩名声千山远                                                   
OCT 2016 第11届世界华人杯 - 中国江门  

領隊: 莫耀強. 陳明榮  教練: 李开  顾问: 李辉立  隊長: 碧加斯. 王福榮  秘书: 李麦美珠

队员：張錦全. 譚亞福. 岑茂炳. 蔡偉文. 招穎爽. 黎樹輝. 莫耀強. 黃澄輝. 周文傑. 畢耀威. 张锡洪. 邹法培.  
邓伟明. 林敏驄. 梁錦添. Gary Smith. 苏荣安. 孙家平. 李开. 李艺高. 黄志斌. 黄冉灯. 吴炎

第19届世界华裔长青杯 - 2015新加坡  

領隊: 莫耀強. 陳明榮  教練: 李开  顾问: 李辉立, 蔡連鴻  隊長: 劉榮業, 劉榮發  秘书: 李麦美珠

队员：黃澄輝, 張錦全, 張鴻輝, 張耀文, 叶志強, 盧福興, 游煜華,  梁帶有, 李龍國, 張永良, 李伟, 冯建基, 叶永生, 郑兆霖, 黄明清, 孙振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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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开,1949年香港出生,童年时已热爱足球,15岁入选小童群
益会代表出赛。由于爆发力和短途变速特强，是不可多得之
前锋良材，想罗致门下的先后有名校喇撒神父（邀入读踢校
队，但自知非读书之材而推辞）果菜商会游树培、流浪班主
毕特利、愉园教练朱永强、警察领队曾启荣...等,更是多支
小型球队力邀对象。17岁接受愉园青年军培训;代表乙组果
菜出赛,私下又与一帮小兄弟自组弥敦小型球队（弥敦当年
战绩彪炳，打败过不少球星林立球队）。18岁加入甲组流
浪（香港第1支职业球队）,之后效力过的甲组有电话、加山 
及东方。可惜正当25岁盛年,却因膝盖劳损,被逼完全退出甲
组。康复后也只能继续娱乐于乙、丙组和小型球。最难忘一
役:  75年为东方建功，以1比0胜了当时班霸精工,打破其不败
神话。为人乐天知命容易满足的李开常说：上天对我颇为照
顾,我曾放  弃加入许多著名球会,而接受刘添（60年代最佳后
卫）邀请踢中型班电话,因此,挂靴后十多年还能保有一份安
定的电话公司工作。80年代,中国经济开放,与太太开办贸易
公司,转口纺织品到南韩.日本.台湾,生意不错,还能经常赞助支
持一些球队活动。直到95年,由于国家改革开放成功,公司生
意渐走下坡,为国家高兴之余,也决定结束生意,与留学澳洲的
3个儿女团聚。移居澳洲,打消闲球之余,也成立了昆士兰足球
总会,与雪梨定期友赛。且于96年为中国学生夺得QLD昆士
兰大学杯冠军。98年,送次子来奥克兰读大学,发现这里天气
比澳洲凉快得多,还认识了纽华球队,真是如鱼得水,就决定移
居奥克兰。纽华是当时唯一可以分为AB两队拥有差不多30
人的大球会。但却没有教练,我能教能踢,两个儿子也是队里
中坚,太太（大家称她开嫂）协助会务,3年间,为纽华：制作了
第一本纽西兰华人足球特刊;缔造首支华人队夺得周日3.4组
混合碟赛冠军;与柏联成功创办华人联赛;纽华会员增长到100
名。2001年底,第二届华人联赛结束。我就定意創立華星足
球會，因为眼見紐華日漸壯大,許多人自動要求作辦事人,  與
我們初入會時判若两會,自覺亦是時候另立新會,讓更多新人
有學習及發揮之機會。畢竟紐華舊人不少,每到我排陣出賽便
會左右為難,照顧舊人或扶掖新秀，總難兩全其美。加上眼见
日渐增多的華人留学生,因此,我覺得,是时候多出現些球隊,球
圈才會更活潑熱鬧健康。

离开纽华,創立華星。好处是有更多空间和自由度去关顾整个
华人球圈而不再是一个球会。烦恼的是处事容易处人难。凭
经验我能体谅别人,却难让人人体谅。幸亏好朋友还是占大多
数,他们是解开我心结的灵丹妙药。02年初,華星籌組35歲以
上華人足球元老聯隊,並與澳洲華人足球總會攜手,成功主辦
首屆ANZ盃,由紐西蘭聯隊對澳洲聯隊之國際性比賽。

02年中,我联系其他华人球队,正式成立NZ华人足球总会。 
并开始主办各项赛事。包括:华人联赛;多民族贺岁杯;与澳洲
互访的ANZ盃,虽然会务繁忙了十多年,但我的太太,也是球会
秘书的Regina仍然乐此不疲,她的动力来自各界热心支持的好
友。尤其是看到许多以前球赛都不看的华人,现在已经非常投
入参赛甚至组成华人球队。球圈的兴旺,杯赛的带动是功不可
抹的。

笑看华星结硕果:02年5月赛马车会主办SUBF杯冠军;10月第
3届华联赛冠军。03年8月ASFA奥克兰周日联赛第4组冠军并
晋升第3组（首支华人队夺冠）04年8月周日联赛第3组亚军
并晋升第2组;10月第5届华联赛冠军;05年8月周日联赛第2组
亚军并晋升超级组（首支能晋升此级别之亚洲球队）。05年
回國中山和香港友賽，獲得熱烈的招待。06年~2011年周日
聯賽超级組,尤其2007年获得超级組亚军和高级杯赛亚军。
写下辉煌的一页。08年第13届纽华杯冠军，福州元老国庆
杯冠军，以及澳门元老回归杯殿军。09年3月第8届华联赛
冠军,福州第8届世界华人杯冠军,2010年3月再度蝉联第9届
华联赛冠军。同年10月在香港举行的澳纽港友谊杯,也得冠
军。2011年华星从原来处身甲组div1之代表队分出部分30
岁以上主力另组元老队（div7），兄弟同时参与大型周日聯
賽，元老队初试啼声，即获季军。联赛结束后,随之代表新西
兰前往上海参加第15届常青杯华裔国际赛得亚军。2016年，
因为大量新移民涌进来，多了许多球队，华星决定暂停参加
联赛，专心培育新血，换一个方式继续造福华侨。

近况与期望:且尽绵力循循诱,但望新秀个个贤。2010年腾讯
记者特别从北京前来,  为了解这个目前本地最大的华人球会, 
对我做专访；本地电视台TVNZ1也于此年8月为我和华星制
作了一个电视特辑, 通过广播, 把最新的本地华人体育活动状
况介绍出去。之后, 本地的华人球队纷纷成立, 各自分别参与
不同组织和级别的杯赛，甚至他们也自己主办一些杯赛了。
这是我所期盼的热闹局面，希望这样的状况会继续 好好发展
下去, 然后 , 我便可以随时毫无遗憾的功成身退了。

今年步进69高龄,仍然保持每周三、日3-6pm周四7-9pm的
练习赛，并经常参与各类比赛，雄心不 减。对下一代将秉承
一贯宗旨, 尽力灌输正确道德观:对手球技高, 应采欣赏并虚心
求学之态, 切忌妒材甚至耍诡计伤人, 不择手段赢得一场比赛,
却让球圈好手又少一员,真是罪过,  为求保住或拉到好手而造
谣中伤别的球队也是可耻的。走正道,勤练求进,互相劝勉,中
国足球水平才能真正提升。就讓我們，在這美麗的異地，為
足球圈這充滿希望的下一代繼續努力吧。

September 2018 沐恩

基立球坛传精技
督导雄兵耀美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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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此地骋驰中，宏愿雄风胜蛟龙， 
雄风无复当年勇，宏愿依旧上青峰。
当年此地骋驰中，宏愿雄风胜蛟龙， 
雄风无复当年勇，宏愿依旧上青峰。

李开15岁入选小童群益会代表队
在国父像前留影， 
机会难能可贵

19岁代表香港访问柬埔寨， 
当地的报纸隆重报道

全团最年轻的李开，生平首次享受国宾级接待 惜英雄重英雄，07年福州鼓山会

17岁及18岁两度获劲旅光华之邀，赴台湾比赛 19岁为“果菜”赢得夏令杯银牌，也为自己赢得“流浪”垂青

会长霍英东、简焕章与一众爱将情同父子。是李开、开嫂心中永远的偶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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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成都与华星元老。

Those days this road,  power & career both I hold,
Power no more as before, career still I can hold.

1968年代表香港到柬浦寨在这７万
坐席体育馆比赛

麦花臣全场爆满的观众看当年东方六虎李开李龙国游煜华叶志
强单伟根张志培和广东陈亦明为千岁夺０２元老杯冠军。

“The most unforgetable game: I scored the only goal for Oriental and break the unbeaten dream  of Seiko 1973.”
最難忘一役,为东方建功胜精工1比0,打破当年班霸不败之神话.

“Nathan” won 7 aside Champion when we were under 20years.
68年彌敦从高手林立的公开赛脱颖而出

Same players “Nathan” won again (50 + Cup) after 35years in 2003.
35年后,原班人马再夺50岁元老杯冠军.

My mother club “Rangers”  is the 1st pro’ team of Hong Kong.
后左1李开, 前右1畢得利

I signed HK Tel 1st Div. 1972.
1972年电话甲组

1968ＣＡＭＢＯＤＩ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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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ese Star’s name to glorify.

Nov08,新西兰大选 Hon. John Key 轻易胜出,成为新任总理. 我们期待
租借场地更为方便。Easily John Key become our latest Prime Minister.

Liao Juhua(Consul-General) and Jack, Susanna, 
Wei Li and Lim Chhour. 
廖菊华总领事与华星多位领导李开.Susanna.李
伟.蔡林南  

Regina and The committee of ASFA: Trevor, Warwick, Craig, 
Bernie Morgan. Regina 与奥克兰周日足縂主席,秘书,裁判主任.注
册官及经理 

当年代表台湾女子足球木兰队名将许宝凤如今移民纽国，开办学校作育英才。
The famous soccer star of Tai Wan – Nina Xu is generous to us

Chinese Star received encouragement from NZ former Prime Minister - 
Hon. Helen Clark. 贵为纽国总理(2000-08)克拉克也对开叔开婶的社区服务
表示支持

奥克兰华人足球协会会长
李開与骑士球队总裁Bob合影

The CEO of NZ top team Knights FC – 
Bob and Jack Li.

Auckland Mayor Bruce is happy to back 
Regina up. 
奥克兰副市长对Regina表示支持

华社服创办人Jenny & 华星创办人 NZsoccer2 CEO & Regina 

曲圣卿幸会开叔。Jack Li & “Chinese 
Star”ShengQing Qu (played for Adelaide 
2005-06)

Jack Li and Bob (president of soccer2)
李开与奥克兰足球总会会长Bob Douglas

出征濠江前夕，香港区域市政局主席刘皇发议员伉俪（左2 左3）预祝李伟会长
和开叔旗开得胜。

A banquet was given in honor of Chairman of Hong Kong Districtcouncil Wong 
Fat Lau GBM, GBS, JP couple (middle) by our president Wai 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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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是財富可以買的都會朽壞
所以 清高的品格 輝煌的史實 
不變的友情 是無價

Regina 恭賀高雷雷為騎士在澳超贏Perth2:0

开嫂与超级球星范志毅李中华李晓

Regina & Miss World Cup(99) and Golden BootSun Wen.

Regina 與05-06流浪主將

92年10月4日在香港與奧運金牌熊倪喜相逢。
Oct92 Regina & Jack Li with Olympic Gold scorer Ni Xiong .

Regina & super star Qun li Wun
前国脚吴群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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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涯何处无知己

Jack Li & Chinese Pele Zhixing Rong 中国球王容志行&李开 莫振华（左2）是万千球迷的偶像。 李开与香港之宝姚卓然

李伟会长(左3)&李镜威3父子骆德兴谭汉新黄文伟李开谢锦华马兴强刘添 李开萧家骏陈志刚赵善可刘锦培难得聚首。

1972年已经是甲A电话
的队友 卢福兴和李开

REGINA & 张子岱

陈亦明李开和罗北都有灿烂的足球经历. 蔡牛仔陈世九和李开。

戚务生（五届国家主教练） 
与李开一见如故。

香港领队宫永义 
与李开澳门重逢。

开嫂与球迷偶像江津

Regina 与北京著名球员高峰曹限东宋连勇等澳门午餐。Regina lunch with famous soccer players of Beijing.

（左起）李龙国 尹扬名李开白彪

李开为吴志英有个中超儿子 
吴伟超而高兴。

李开与澳门足球总会主委冯满郭宝泉

李开与广东名将黄立龙丁
维夫阔别28年

锺楚维李开从愉园
青年军到愉昇元老
肆拾多年有谈不完
兄弟情

当年同期警察队主力远道来访  
(左起前)刘伦焯李开萧浩华司徒裕雄(后)何义生黄树广刘守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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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开敬重简焕章先生(后立)对足球界供献良多

李开代表新西兰队致谢康宝驹

亦师亦友，“千岁”兄弟情，尽在不言中。

1973年代表香港到寮国访问比赛，凯旋而归。

李开（后左二）开嫂（前右3 )相中人，不止一位飞黄腾达，也不止一位英年早逝。

93年的东方呼风唤雨，开嫂差点要向他
们拿签名呢。

李开与何佳曾庭辉星洲夜话,记忆犹新

中港轩开幕 此情只待成追忆

名利浮云抓不住 挚友情真永存留

松哥开嫂代表华星向宏远集团刘太
致谢

李开致谢加拿大领队容梓璇 右起李开与香港足总主委邓竟成,李辉立,梁孔德

千岁会创办人李开林飞利张士超 李开与童年挚友梁建新 荘雄志&李开 李开与70年代香港球王胡国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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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情洋溢華星會

还在玩剪刀石头布？

香港访友也是凑巧这天的寿星Jan2017 庆生+团年

Feb2013 新年好气氛

Dec2013 庆生加圣诞联欢

Aug2018 八位寿星同喜庆

民哥的Justin 与华星一起茁壮成长 开叔和Steven庆生  华星也满15周岁了 香港老友爷孙三代来访 难得参与我们的每月盛会

2018九月庆生+中秋联欢

2016八月 华星也满15周岁了

开叔与孙女生日隔了61年

堂哥镜滔 景峰&兴仔牛一 大半队主力部队都来敬贺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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盃歌醉尽足球客  赛意常萦奏乐人 

会长宴客 多款江门特色菜 闻所未闻

2016江门-三军未动 粮草先行

流浪旧将移民星加坡 热情招待老战友

2016十一届世华杯颁奖典礼2016世华杯开幕礼

2015新加波

江门杯赛后 莫会长游艇继续联欢

恭 祝

弘扬球技 - 造福华民

纽 西 兰 华 人 足 球 总 会
新 西 兰 华 星 足 球 会

李 艺 高  Jason Li

敬 贺 

Barfoot & Thompson - Remuera 
金牌地产中介 +64211950668



致 : 新 西 兰 华 星 足 球 会

敬 贺

自强不息  
球坛之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