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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乐及文化事务署一向竭诚提供优质文康服务，致力提升市民的

生活素质。一如过去五年，我们在二零零六年继续悉力提供各类

设备完善的文康设施，供广大巿民、专业团体和社区组织使用，

并举办形形色色的康乐活动和文化节目，以提高公众对体育运动

和文化艺术的兴趣。在此，我很高兴向大家概述本署年内的工作，

并 机会向本署同人致意，衷心感谢各位同事坚定不移地

支持部门，努力不懈尽心竭力为市民服务。

回顾在体育方面的工作，我们积极协助筹备定于二零零八年在香港举行的奥运会

和残疾人奥运会马术比赛项目，又为由香港主办的二零零九年东亚运动会全速开

展各项准备工作。在地区层面，本署与18区区议会携手合作，筹备举办首届全港

运动会，以推动社区参与体育活动。中小学方面，持续推行的「学校体育推广计

划」续献新猷，推出「sportACT奖励计划」，以期鼓励学生多参与运动。

至于文化领域，我们主办了「国际演艺协会第二十届国际会议」。来自32个国家

和地区的文化艺术界专家和工作者云集在这个会议，本地艺术家透过这难得机会

向世界展现其艺术才华和创作成果，并且加强与各地艺术家联系的国际网络。

在硬件方面，亦完成多项建设工程。这些设施已开放予公众享用，当中特别值得

一提的是赤柱巿政大厦、南莲园池、孙中山纪念馆这三个大型项目。

另外，本署为北区应龙廖公家塾进行的修复工程，荣获二零零六年联合国教科文

组织亚太区文物古迹保护奖荣誉奖。这个奖项意义重大，足以显示我们与社会人

士合力保存本土文物古迹的工作已得到认同。

来年，我们会继续为市民提供优质服务，和为提升他们的生活素质而努力。

康乐及文化事务署署长周达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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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承诺提供设施，鼓励市民参与康体活动，并举办各式各样的节目，为市民

生活增添姿采。

我们承诺把设施租用费和活动收费维持在市民大众可负担的水平，并继续为长

者、全日制学生、14岁以下青少年，以及残疾人士及其照顾者提供收费优惠。

我们承诺为市民提供安全优质的康体设施，并负责管理和维修工作。

我们承诺为市民提供文娱中心设施和举办文娱节目，并推动表演和视觉艺术的发

展，提高市民这方面的兴趣和欣赏能力。

我们承诺为所有图书馆使用者提供高效有礼的服务，以满足社会在知识、资讯和

研究方面的需求；支援市民终身学习、持续进修和善用余暇；以及推广本地文学

艺术。

我们承诺提供并拓展博物馆及有关服务，以保存本地的文化遗产和提高市民对文

化遗产的欣赏兴趣。我们会致力修复古物古迹，推广文物教育和欣赏。我们又会

积极推广视觉艺术和介绍香港艺术家，并通过多元化的教育活动培养市民对香港

的归属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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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我们共同努力的目标。

是我们订定的清晰工作路向，引领我们实现理想。

是我们行为操守和表现的指引，也是本署致力推广的服务文化。

竭诚提供优质文康服务，以配合香港发展为世界级大都会和盛事之都的路向。

提供优质文康服务，为市民生活增添姿采；

发挥专业精神，务使文康服务更臻完善；

与体育、文化、社区团体紧密合作，发挥协同效应，以加强香港的艺术和体育发展动
力；

保护文化遗产；

广植树木，美化环境；

为顾客提供称心满意的服务；以及

建立一支积极进取、尽忠职守、服务为本的工作队伍。

我们关心顾客的需要，并承诺以礼待客，竭诚为顾客提供方便快捷的服务。

我们承诺以符合成本效益的方法提供优质服务。

我们鼓励多元化发展，重视原创意念。

我们奉行最高的专业标准和操守准则，并致力保持卓越的工作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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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重视工作成效，以期取得最佳成果。

我们务求以快捷并符合成本效益的方法，达至工作目标。

我们致力与时并进，积极回应社会不断转变的需求，竭力提升服务质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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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乐事务部负责管理和发展全港的康乐及体育设施，并为市民举办多元化的康乐活动，

使他们可以建立健康的生活方式。此外，该部又负责在公园和康乐地带广植树木和灌木，

推广自然保育和绿化香港的工作。

新落成的赤柱体育馆内的儿童游戏室广受市民欢迎。

我们与区议会保持紧密的关系，以便在筹划新设施时能够顺应各区对康乐设施不断改变

的需求。此外，我们也会考虑私营机构和邻近地区已提供的康乐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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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署负责在全港18区提供体育及其他设施，包括41个刊宪泳滩、37个泳池、两个户外

大球场（香港大球场和旺角大球场）、51个天然草地球场、20个人造草地球场、229个
硬地足球场、两个曲棍球场、两个榄球场、87间体育馆、312个壁球场、24个运动场、

271个网球场、四个高尔夫球练习场、五个水上活动中心、四个度假营、22个大型公园

和666个儿童游乐场。这些康乐设施占地面积共2 211公顷。

康乐事务部管理约1 400个公园和花园，面积大小不一。

南莲园池面积3.5公顷，位于烦嚣喧闹的城市建设之中。园池的建造，以唐代的山西省

绛守居园池为蓝本，并采用传统古园林单向回游的设计布局。园池内种植了数以千计的

树木，其中不少是稀有珍贵品种。园中设置奇石、小丘和水景设施，与唐式木构建筑物

（包括亭、台、阁、榭、轩、门等）互相衬托，古意盎然。园池已于二零零六年十一月

十五日开放，供公众游览。

八角形的圆满阁是南莲园池的地标。

游泳是本港最受欢迎的夏日消闲活动之一。年内，前往本署辖下泳滩和公众泳池游泳的

人士，分别有1 057万人次和876万人次（合共逾1 900万人次）。本署继续与香港拯溺

总会合办一系列水上安全运动和活动，以推广水上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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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保持公众泳池清洁，本署在泳季内推行「泳池清洁约章」计划，对 为11岁以下的儿

童及其家长，以宣扬保持泳池清洁的信息。约章的设计采用卡通小猪「麦兜」为主

角，以收宣传之效。年内，共有140所小学约十万名参加者签署了约章。

在「泳池清洁约章」计划开展仪式上，节目主持

人与嘉宾一同宣传保持泳池清洁信息。

康文署辖下设有五个水上活动中心（创兴水上活动中心、赤柱正滩水上活动中心、圣士

提反湾水上活动中心、大美督水上活动中心和黄石水上活动中心）和四个度假营（麦理

浩夫人度假村、西贡户外康乐中心、曹公潭户外康乐中心和鲤鱼门公园及度假村）。年

内，共有108 000人参加水上活动中心所举办的活动，并有496 000人享用度假营设施。

本署更设有黄昏营活动，方便在职人士于公余时间享用营舍设施。年内，超过三万人参

加了黄昏营活动。

「水上安全海报设计比赛」中学组优胜者黄乐君及其得

奖作品。这项比赛是本署和香港拯溺总会携手举办的活

动，旨在加强公众对水上活动安全的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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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署继续进行一系列维修和保养工程，以改善香港大球场的设施。球场的草地保持在最

佳状况，符合举办国际赛事的标准，并得到本地和访港运动员的赞赏。大球场的草地现

时可租予团体作体育训练用途，而大球场则是多项大型盛事的举行场地。

年内，大球场举行了37项活动，其中包括香港女童军总会的「九十周年庆典大会操暨家

庭同乐日」、「2006嘉士伯杯国际足球赛」和「二零零六年香港国际七人榄球赛」等大

型活动，观众总数达344 000人次。

在「二零零六年香港国际七人榄球赛」中龙争虎斗的一刻。

截至十二月底，本署在各区康乐场地成立了259个工作改善小组，负责推行员工自发或

部门制定的改善服务措施。

本署辖下各水上活动中心为滑水人士提供练习和改善

技巧的合适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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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改善服务措施卓有成效，本署会继续支持工作改善小组在各主要康乐场地（包括体

育馆、泳池、泳滩、公园和游乐场）的工作。

本署已因应地区的需求，把两个使用率偏低的壁球场改建为一个活动室，并把超过230
个壁球场开放作多种用途，例如用作活动室和乒乓球室。

本署又计划把两个使用率偏低的体育场地，即九龙仔公园网球场和壁球场及赛马会葵盛

公众壁球场，分别改建为网球和气枪射击专用训练基地，以协助体育团体提供培训和推

广活动，以期推动特定体育项目在香港的长远发展。本署现正进行安排招标的事宜。

本署会继续研究以灵活的方式把使用率偏低的体育设施改作其他更合乎效益的用途，以

符合地区的需求。

为了提高现有康乐设施的使用率，本署推行「康乐场地免费使用计划」，让符合资格的

团体（包括学校、体育总会、地区体育会和受资助的非政府机构）在非繁忙时段免费使

用各体育馆的主场和活动室、壁球场、曲棍球场、户外草地滚球场和障碍高尔夫球场。

本署已于二月把「康体通」电脑租订系统的版本升级，提高该系统的效率，从而更有效

地满足市民对「康体通」租订服务日益增加的需求，令市民透过互联网、以电话及亲临

订场处柜台等途径租订康体设施时，更感方便。

本署现已在150个康乐场地全面推行一站式服务，让市民可于同一个场地预订康体设

施、报名参加康体活动和缴付有关费用，并就使用康乐设施和安排体育活动事宜，获得

专业意见和协助。

「最佳工作改善计划选举」的评选小组实地视察马鞍

山游泳池，以评定该泳池的服务和设施质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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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体育总会提供设施

本署为37个体育总会提供场地，作为香港代表队的集训中心，以便这些体育总会可以充分

使用指定场地训练其运动员。这项安排既可鼓励体育总会使用本署的设施，又可为香港代

表队和运动员提供更多集训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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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推广「普及体育」概念和鼓励市民经常参与康体活动，本署通过辖下各地区康乐事

务办事处举办各种的训练班、康乐活动，以及体育计划和比赛，供市民参与。本署又举

办大型康体节目和全港大型活动，例如工商机构运动会和先进运动会。这些活动的对象

包括长者和残疾人士。

年内，本署为不同年龄和体能的人士举办了29 100项社区康体活动，参加者超

过1 780 000人次，筹办活动的费用约为9,900万元。

提高市民对运动的兴趣，鼓励他们勤做运动，建立健康的生活模式，是本署一项持续的使

命。「普及健体运动」是本署与卫生署自二零零零年四月起合办的全民运动。年内，在18
个地区举办的宣传活动包括专为儿童、残疾人士和长者举办的健体计划；「行山乐」和

「优质健行」等健行活动；「跳舞强身」活动、「跳绳乐」活动，以及一系列运动与健康

巡回展览。「普及健体运动」举办了1 350项活动，共有77 000人次参加，反应令人鼓舞。

本署定期举办宣传活动，鼓励市民多做运动。

本署邀请了33位本地体坛健将担任普及健体大使，协助宣传「普及健体运动」。此外，

又制作了介绍健康教育和健体操的录影带、录像光碟、宣传单张和小册子，并把这些宣

传资料上载于本署一个特别设计的网页，以供市民浏览。

本署亦与卫生署联合制作了一辑30秒的宣传短片，以鼓励市民建立健康的生活模式。该套

短片已于二零零六年八月初在本地电视频道播放。

为了进一步推广「普及健体运动」和鼓励市民每日做运动，本署与卫生署携手推行「我的

动感日志」计划。通过这项计划，我们鼓励市民签署一份「动感约章」，承诺参与体育活

动。我们为约章会员举办了一连串「动感约会」，包括缓步跑和瑜伽工作坊、远足郊野

乐、运动与健康专题讲座和跳跃动感嘉年华。二零零五年年底，我们推出首个「社区体质

测试计划」。这项计划旨在协助香港市民了解自己的体质状况；建立全港市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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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质数据资料库；识别香港市民的运动模式与体质的相互关系；以及找出须优先改善的

范畴，以期提升市民的整体体质。资料库包含超过6 000份完整数据。有关测试计划的

整体结果和建议已在九月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中公布。详尽报告亦已送交相关人士参考。

我们还把已收集的数据按地区作进一步分析，然后分发给相关的区议会参考，以供区议

会为该区居民筹划合适的康体活动。

在港湾道体育馆举行的「我的动感日志」开展仪式暨

「动感约章」签署日上，过千名市民与各主礼嘉宾一同

承诺每日勤做运动。

本署与多个体育总会和教育统筹局合作推行「学校体育推广计划」。该计划旨在让中小

学和特殊学校的学生有更多机会参与体育运动，以及提升学界的运动水平。

这项推广计划包括：「运动教育计划」、「简易运动计划」、「外展教练计划」、「运

动领袖计划」、「联校专项训练计划」和「运动章别奖励计划」，以及于本年十月新推

行的「sportACT奖励计划」。年内，共有32个体育总会参与「学校体育推广计划」，

举办的体育活动逾7 000项，吸引了约50万名学生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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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外展教练计划」的学员与教练在武术表演中大展

武艺。

推行「社区体育会计划」的目的，在于扩大本港体育发展的层面，以及提升社区层面的体

育水平。这项计划旨在促进和加强年轻人在体育方面的发展、鼓励市民终身参与体育运

动，以及吸纳义工参与社区体育发展工作。

本署拨款资助社区体育会举办体育发展活动，以及提供技术支援。此外，本署也为社区

体育会的会员举办讲座、训练课程和工作坊，增进他们在管理和技术方面的知识。现时

已有28个体育总会和290个社区体育会参与这项计划。年内，获本署资助的社区体育会举

办了1 700项体育活动，参加者达38 000人。

在校际「简易运动壁球大赛」中，小学生展示敏捷的

身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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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体育会的成员在团队协作研讨会上听取筹办体育

发展活动的要诀。

社区体育会举办网球训练班以提高地区层面的体育水

平。

体 队训练计划

为了提高市民对体育运动的兴趣，本署在有关的体育总会协助下，在18区成立了地区足球

队、篮球队、手球队和排球队。超过11 500名市民加入这些地区体育队，而全年举办的训练

活动和区际比赛则超过260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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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苗体育培训计划

推行「青苗体育培训计划」的主要目的，是在地区层面加强青少年在不同运动项目方面的

培训，以期选拔具潜质的年轻运动员，然后推荐给有关的体育总会，接受进一步培训。表

现优秀的运动员更有机会入选香港青少年代表队，代表香港参加国际体育赛事。

在选拔试脱颖而出的剑击运动新秀可通过「青苗体育

培训计划」接受进一步训练。

年内，「青苗体育培训计划」涵盖20个体育项目，而举办的活动共约800项，吸引了26 700

名青少年参加，其中183名具潜质的学员获推荐给有关的体育总会，接受进一步培训。

先进运动会

先进运动会旨在鼓励35岁或以上的人士通过做运动，保持身心健康，以及让参赛者有机会

与年龄相若的对手切磋技术，藉此保持对参与体育活动的兴趣。本届运动会设有十个

比赛项目，参加人数共4 500名。

在区际足球赛中，两队球员阵前交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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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进运动会乒乓球比赛中选手对垒的一刻。

工商机构运动会

工商机构运动会是为本港工商机构和公营机构的雇主和雇员举办的大型体育推广活动，目

的是鼓励在职人士定期做运动，以及通过参与体育比赛，发扬团队精神，并加强对所属机

构的归属感。

「工商机构运动会2006」于二零零六年十月至二零零七年一月在全港多个康乐场地举行。

运动会设有14个比赛项目，吸引逾8 700名来自近290个机构的雇员参加。

活力长者计划

为了鼓励长者养成健康的生活习惯，本署自二零零三年起推行「活力长者计划」，在各体

育馆的周日非繁忙时段，为长者免费提供康体活动。年内，共举办了约700项免费活动供长

者参加。

包山嘉年华

抢包山活动于二零零五年重新举办。长洲太平清醮抢包山是一项极具特色的传统活动。但

一九七八年发生包山倒塌意外后，抢包山活动已停办了26年。在本地团体支持下，本署与

相关工务部门和专业团体合力研究有关的安全措施，解决了技术困难，最终得以与香港长

洲太平清醮值理会联合主办这项活动，使活动能够在安全及有秩序的情况下进行。

动中带静、阴阳平衡     长者参与先进运动会的太

极比赛。

16



「包山嘉年华2006」于四月二十二日至五月六日在长洲北帝庙游乐场举行。为使这项活

动更具吸引力，大会除举办「抢包山比赛」外，还增设「攀包山挑战赛」及「接力邀请

赛」。这些节目深受市民欢迎，吸引了超过6 000名市民参与，以及成千上万的本地和

海外游客到场观看。嘉年华最精彩的节目 「抢包山比赛」，不但吸引本地及海外传

媒广泛报道，更成为城中的热门话题。

「抢包山比赛」在五月六日凌晨圆满结束时，整座包山放出耀

目的烟火。

八月四日至七日，香港派出一支由五名成员组成的堆沙队前往日本鹿儿岛参加日置市国

际堆沙艺术节。

十二月十七日，本署在屯门黄金泳滩举行「屯门区堆沙大赛暨堆沙交流活动」，并邀请

得日本鹿儿岛的堆沙代表队专程来港作示范表演，让观众可以欣赏到他们非凡的创意和

出色的堆沙技巧。堆沙大赛分小学组、中学组、公开组和展能组四个组别。这项饶富趣

味的活动吸引了超过1 000名市民到场观赏。

在黄金泳滩举行的「屯门区堆沙大赛」中，男子组以

题为「天使泪」的作品勇夺全场总冠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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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鹿儿岛日置市堆沙代表队的示范作品「天人合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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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署负责管理用作推广和发展香港体育活动的政府拨款，并发放资助金予体育总会和体

育会，以供举办各类体育活动、训练计划和体育比赛。年内，本署拨款约1.5亿元资助

体育总会和体育会举办8 100项体育活动，参加者逾65万人。

本署通过这项计划，拨款资助体育总会在本港举办了61项国际赛事，让观众和体育爱好者

有更多机会观赏国际级体育赛事，并藉此提高他们对参与体育运动的兴趣。这些国际级体

育赛事包括「香港国际龙舟邀请赛2006」、「国际泳联世界杯马拉松游泳赛  香港站」、

「第十五届怡高安迪超级工商杯国际篮球邀请赛」、「2006年世界女排大奖赛香港站」、

「环南中国海国际自行车大赛」、「OSIM2006香港ITU三项铁人亚洲杯」、「第十一届亚

洲城市金杯跆拳道锦标赛」，以及「香港青少年壁球公开赛」。

「香港国际龙舟邀请赛」赛情激烈。龙舟竞赛一向深受

本地市民和游客欢迎。

有关体育总会亦举办了逾320项本地比赛，参赛人数约为36万名。这些比赛旨在培养运

动员和观众爱好体育运动的文化，其中具吸引力的大型赛事计有「Adidas三人街头篮球

赛」、「Nike香港五人足球赛」、「香港运动攀登锦标赛」、「香港滑水及尾波花式滑

水锦标赛」、「香港杯射箭比赛」、「全港青少年网球锦标赛」、「全港公开青少年室

内赛艇锦标赛」、「香港滑浪风帆巡回赛」，以及「香港乒乓球锦标赛」。此外，体育

总会还举办了一连串校际体育竞赛，为中小学的学生提供参加比赛的机会。

体育推广计划和训练课程均为「体育资助计划」的重要项目。年内举办的体育发展活动

包括地区队训练、学校体育推广活动和各类训练计划，例如「恒生乒乓球学院 新一

代乒乓球训练班」、「中银香港全港羽毛球（章别）训练计划」 、「青少年足球推

广」、「Nike香港青少年（男女子）篮球训练计划」、「青少年滑浪风帆推广计划」、

「青少年武术普及训练班」、「青少年手球训练计划」，以及「青少年蹼泳训练银章课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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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

二零零三年十一月，香港赢得2009年第五届东亚运动会的主办权。当局于二零零四年六

月成立2009年东亚运动会筹备委员会。筹备委员会具广泛代表性，成员分别来自政府部

门、体育界、商界、银行界、航空界和旅游界。筹备委员会负责筹办这项体育盛事，争

取社会各界支持东亚运动会，制定宣传和市场推广策略，并就筹办这项体育盛事所需的

场地和设施提供意见。

至于政府方面，则负责把13个现有体育场地和设施提升至举办2009年东亚运动会所需

的国际水平。现正施工的将军澳运动场是新建的运动场，将会用作举行2009年东亚运动

会的田径赛事。

将军澳运动场是2009年东亚运动会田径赛事的主

要场地。

本署会继续与中国香港体育协会暨奥林匹克委员会和负责筹办及落实执行东亚运动会各

项工作的执行机构 2009东亚运动会（香港）有限公司紧密合作，务求办好这个首次

在香港举办的大型多项目国际运动会。

年内，筹备委员会举办了一连串展览和宣传活动，包括「2009年东亚运动会口号创作比

赛」、「2009年东亚运动会场地主题设计比赛」和「运动教育计划 奥林匹克主义与

2009年东亚运动会」，以唤起市民对2009年东亚运动会的注意，以及鼓励他们支持和

参与这项体育盛事。经东亚运动会联会通过后，当局宣布2009年东亚运动会将设有23
个竞赛项目，使这届东亚运动会成为历来比赛项目最多的一届。

20



「2009年东亚运动会场地主题设计比赛」冠军得主Head Architecture and Design Limited的
代表介绍该队为2009年东亚运动会的三个指定比赛场地（即香港大球场、西区公园体育馆

和香港体育馆）所构思的设计概念。

在香港公园体育馆2009年东亚运动会展览廊举行的分

享会上，奥运体操金牌得主刘璇鼓励学生在2009年东

亚运动会中参与义务工作。

2009东亚运动会（香港）有限公司会继续为2009年东亚运动会举办更多宣传计划和活

动，其中包括设计吉祥物、挑选会歌、举办社区活动和文化节目等。这些宣传活动会持

续进行至二零零九年。

「2009年东亚运动会口号创作比赛」总冠军得主蔡秀珠介绍其

得奖口号「创造传奇一刻」 简洁有力的六个字，充分展现

香港人坚毅奋斗、追求卓越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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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提高香港和内地的体育水平，并促使两地体育界进行体育学术交流和合作，香港与

内地签署了五份协议书／备忘录，包括：

(i) 粤港澳体育交流与合作协议书（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ii) 香港与国家体育总局签署的体育交流与合作协议（二零零四年五月十三日）

(iii) 香港与上海市体育局签署的体育交流与合作协议（二零零四年五月三十日）

(iv) 香港与海南省文化广电出版体育厅签署的琼港体育交流与合作备忘录（二零零四

年十一月十五日）

(v) 香港与云南省体育局签署的体育交流与合作备忘录（二零零五年五月二十八日）

有关的政府已各自设立联络小组，负责筹划和推行上述合作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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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动植物公园是中区的「市肺」，占地5.6公顷，俯瞰港岛中环一带。公园内饲养了

17种濒危哺乳类动物、雀鸟和爬虫。公园虽然位于市区，但却为濒危物种提供理想的保

育中心。该园是亚洲区内饲养鸟类品种最多的公园之一。园中有雀鸟约400只，分属

140个品种，其中超过15种已繁殖幼雏。另外，园内饲养的哺乳类动物有21种之多，共

65头，以灵长类为主。

香港动植物公园内的灵长类动物逗

人喜爱：黑白领狐猴(上)、环尾狐

猴(左下) 和白面僧面猴(右下)。

公园内的树木、灌木、攀缘和赏叶植物，品种超过750种。园内的药用植物园和温室分

别于一九八七年和一九九三年建成，两处种有大约500种药草、兰花、蕨类植物、凤梨

科植物、食虫植物及室内植物，吸引了不少游人参观。

动植物公园持续进行改善计划，改良园内的动物笼舍及设施。

另外，香港公园、九龙公园、屯门公园和元朗公园也饲养了多类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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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署举办各类动物园和园艺教育计划，以唤起大众对自然保育和绿化的兴趣。年内，

逾21 000人参加了425项动物园活动，以及约有20 500人参加了391项园艺计划。本署为

学校举办的教育计划继续深受欢迎，吸引了18 800名小学生及1 600名幼稚园学童参

加。

参观九龙公园绿化教育资源中心的小朋友踊跃回答导

赏员的问题。

本署在屯门公园爬虫馆举办的动物园教育展览，参观人数逾7 000人次；在九龙公园举

办的园艺教育展览，也吸引了逾5 000人次参观。两项展览的展品其后再移往香港公

园、香港动植物公园、荔枝角公园、元朗公园、北区公园和大埔海滨公园作巡回展出。

本署亦为女童军举办了19个兴趣章自然保育课程。这些活动广受女童军欢迎，参加者的

反应令人鼓舞。

这对盾臂龟是屯门公园爬虫馆内最受游人欢迎的动物之一。

在学校绿化活动方面，本署举办了「绿化校园资助计划」，以现金津贴形式，资助超过

740所学校和幼稚园在校园内栽种植物和举办绿化教育活动，并安排兼职导师提供园艺

及种植技术的指导。本署还举办「一人一花」计划，约35万名学生获派发幼苗在家中或校

内培植，藉此加强学生对栽种植物的认识，并培养他们对种植的兴趣。

年内，本署继续进行大规模的植树计划，种植的树木约一万棵。它们大部分在雨季（三

月至十月）内种植，以确保能够顺利培植和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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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树木有七成一种植于新界，其余则遍植于市区各处；当中4 500棵树木种植于路

旁，而5 500棵则栽种于公园和花园内。

以往，种植树木是为了提供遮荫、设置屏障、保护泥土及保育用途，为创造绿化环境奠定

良好的基础。不过，近年进行的植树计划亦着重于美化环境。年内，本署在全港各区种植

了大约7 000棵开花树木，包括宫粉羊蹄甲、凤凰木、刺桐、蓝花楹、洋紫薇及火焰木，为

城市增添四时色彩，令四周环境更优美宜人。

蓝花楹满树灿烂紫花，为我们的都市增添生气和季节

色彩。

为确保树木能茁壮成长，本署会定期浇水、修枝及施肥，并进行除草和防治虫害的工

作。

本署负责改善市容和美化环境，因此须收集有关园艺和林木学方面的最新资料，以便按

情况修订有关政策及指引。本署又不时检讨这方面的工作，确保市容设施的管理及保养

达到高水平。

为了配合绿化香港的工作，本署密切监察各区推行植树计划的情况。工作重点在于保存

现有树木、培植新树苗，并在发展地区栽种树木。年内，我们成功保存了3 200多棵树

木。

本署也负责评审所有新公共工程项目的园景美化设施，以确保尽量广植林木及提供高质

素园景设计。年内，本署已为辖下场地、行人天桥、空置政府土地和路旁市容设施共45
公顷地方，进行了景观改善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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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零六年「香港花卉展览」于三月三日至十二日在维多利亚公园举行。是次展览十分

成功，吸引了逾51万人次入场参观。本届展览以「石竹」为主题花，参观人士除可欣赏

九十多种石竹，以及来自世界各地的奇花异卉外，更可观赏到由本地、中国内地和海外

园艺机构展出的优美花艺摆设。参展的园艺组织、私人机构和政府部门逾180个，分别

来自香港及中国内地、澳洲、比利时、芬兰、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韩国、马来

西亚、荷兰、菲律宾、新加坡、南非、西班牙、瑞士、泰国、英国及美国等国家。

在「香港花卉展览」会场内，环绕奥运五环标志铺嵌

的马赛克式花卉展品吸引众多游人驻足欣赏。

会场除展出令人赏心悦目的园景设计、艺术插花、园艺及盆景展品外，还举办各式各样

教育与康乐并重的活动，例如园艺讲座、插花示范、音乐演奏、文娱表演、展品比赛、绘

画比赛、摄影比赛、植物护理工作坊及导赏服务，藉以提高参观人士对园艺的兴趣，以及

推广绿化香港的工作。

悠扬悦耳的音乐表演为「香港花卉展览」的游人

提供另类娱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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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署在推行大型植树计划以美化市容的同时，又举办了一连串教育推广活动和社区参与

计划，以期在社会和各政府部门推广绿色文化。年内，本署共举办了逾2 700项绿化活

动，参加者多达1 231 000人。

在社区绿化计划下，本署于本年六月及七月与本地机构在香港公园合办「二零零六年荷

花展览」。此外，本署亦举办了超过160项外展绿化推广活动，参加者超过22 000人。

荷花有「花之君子」的美誉。中国历代文学作品中，

歌颂荷花高洁优雅的篇章俯拾皆是。

年内，本署在18区推行「绿化义工计划」，招募了大约1 500名市民担任绿化义工，负

责在各公园进行简单的园艺保养工作，以及在绿化推广活动中担任服务员。

「社区园圃计划」在二零零五年年底已扩展至18区，鼓励市民积极参与社区层面的绿化

活动，把绿化活动生活化，并通过参加种植活动，培养绿化和环保意识。本署在每区设

置一个社区园圃，年内共举办了40个种植研习班，参加者约为7 000人；另外亦举办了

两次绿色嘉年华，参加者约为15 000人。

参加绘画比赛的学童正聚精会神绘画花朵的美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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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内，本署举办了「最佳园林大奖 私人物业」，藉以改善私人物业的居住环境，吸引

了超过230间私人公司参加。

本署又继续与区议会及地区组织合办社区种植日，共举办了27项活动。其间，8 000名
参加者共种植了约200棵树木及28 600株灌木。

在九龙公园举行的丰收嘉年华上，「社区园圃计划」最佳收成

奖得主黄少威展示其丰富收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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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二零零零年一月一日起，本署根据《游乐场所规例》（《公众卫生及市政条例》（第

132BA章）附属法例），成为所有桌球室、公众保龄球场和公众溜冰场的发牌当局。年

内，75间桌球室、七个公众保龄球场和四个公众溜冰场获本署签发牌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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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29日至2月1日 2006嘉士伯杯国际足球赛

2月12日 渣打马拉松2006

「渣打马拉松」已成为一项受欢

迎的体育盛事，吸引不少本港和

世界各地的长跑选手参加。

3月3日至4日 第十一届亚洲城市金杯跆拳道锦标赛

3月3日至12日 二零零六年香港花卉展览

3月31日至4月1日 二零零六年香港国际七人榄球赛

4月16日至20日 香港青少年壁球公开赛

4月22日至5月6日 包山嘉年华2006

6月3日至4日 香港国际龙舟邀请赛2006

6月24日至7月2日 二零零六年荷花展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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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8日至23日 第十五届怡高安迪超级工商杯国际篮球邀请赛

篮球运动员在「第十五届

怡高安迪超级工商杯国际

篮球邀请赛」中争持激

烈。

8月18日至20日 2006年世界女排大奖赛香港站

9月8日至16日 第三十二届香港国际保龄球公开赛

2006年9月9日至

2007年2月11日
先进运动会2006

先进运动会长跑比赛参加者齐齐

起步的一刻。

2006年10月7日至

2007年1月14日
工商机构运动会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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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6日至30日 FedEx 2006RS:X 亚洲锦标赛暨香港公开滑浪风帆锦标赛

11月3日至12日 鳄鱼恤香港沙滩节 国际女子沙滩手球及排球挑战赛

12月14日至17日 Volkswagen 职业巡回赛总决赛（乒乓球）

2006年12月24日至

2007年1月1日
太平洋地区定向锦标赛

12月25日 环南中国海国际自行车大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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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是亚洲区内最活力十足的文化艺术中心之一，也是荟萃东方与西方创意人才的中

心。文化事务部负责策划和管理康乐及文化事务署辖下的表演场地，并举办各式各样的

文娱节目，以推动香港文化艺术的发展。此外，该部也负责提供公共图书馆服务，以满

足社会人士对资讯、自学进修及善用余暇方面的需求，并致力推广本港的文学艺术。文化

事务部另一项重要职责，是负责提供和拓展博物馆及有关服务，藉以协助保存本港的文化

遗产和加强市民珍惜文化遗产的意识。

文化事务部力求通过这些服务，在本港营造一个鼓励自由表达和艺术创作的环境，推动

社会人士更为欣赏文化艺术，从而协助香港发展为一个更开明、更成熟，以及把文化艺

术融入生活的社会。

香港拥有一流文娱设施，可供举办各类型的文化活动。这些设施包括13个表演场地、七

所大型博物馆、六所较小规模的博物馆、一所文物中心、一所电影资料馆、两间室内体

育馆，以及包括66间固定图书馆和十间流动图书馆的图书馆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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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零六年，本署继续致力提供优质的文化节目，以配合香港发展为亚洲国际都会。本

署全年均举办丰富多元、富创意的演艺节目，并广邀本地和国际著名艺人参与演出，精

彩节目源源不绝，由供大众参与的「新视野艺术节」及传统节庆活动，以至在社区和学

校层面举办的观众拓展活动，应有尽有。本署亦负责管理如香港文化中心等优质文化表

演设施，这些设施既是本港居民的文化活动中心，也是举办多姿多采文化节目的场地，

有助促进文化旅游业的发展。

英国修芭娜‧嘉亚辛舞团在「新视野艺术节」的演出引

人入胜。

年内，本署主办了「国际演艺协会第二十届国际会议」，会期由六月六日至十一日。这

是年内的文化盛事之一，不但让香港的艺术工作者有机会一展才华，也提升了香港在国

际文化界的声誉。

本署全力支持表演艺术委员会及其辖下三个负责研究资助政策、文化节目政策和场地政策

的小组委员会的工作，并为这些委员会提供专业意见和相关资料，以供在会上讨论和谘询

公众。本署现时负责资助四个主要演艺团体，而香港艺术发展局则负责提供三年资助予六

个艺团。为跟进表演艺术委员会《建议报告(I)》的建议，由二零零七年四月起，这些资助

安排，将改由民政事务局负责，并由新成立的资助委员会负责审批。本署亦于十一月成立

专责推行「场地伙伴计划」的场地伙伴计划委员会，同期成立的还有节目与发展委员会与

六个演艺小组，负责制定发掘和支援本地新进和小型演艺团体的发展策略，以及检讨节目

策划和资源分配方面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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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化中心位处尖沙咀海旁，是本港最具规模的表演艺术中心，也是香港管弦乐团和香

港芭蕾舞团的主要演出场地。

文化中心的设施可供举办多元化的演艺活动，当中包括一个2 019个座位的音乐厅、一个

1 734个座位的大剧院，以及一个最多可容纳500名观众的多功能剧场。文化中心全年共上演

了866场表演，观众人次逾831 000。年内的重点节目包括五个大型艺术节      「香港艺术

节」、「香港国际电影节」、「国际综艺合家欢」、「新视野艺术节」和首次举办的「国

际共融艺术节」。香港文化中心也是举行二零零六年亚太表演艺术中心协会周年会议的场

地。至于其他令观众难忘的节目，则包括音乐剧《歌声魅影》、西方歌剧《卡门》和《费

加罗的婚礼》、郎朗和齐默曼的钢琴演奏会、香港管弦乐团与李云迪合作的演奏会、指挥

家杜托尔和钢琴家阿嘉莉殊与中国广东国际音乐夏令营乐团的演出，以及粤剧《帝女

花》。

歌剧《费加罗的婚礼》是莫扎特的经典作品。这出喜

剧笑中有泪，人物关系错综复杂，性格鲜明，对白风

趣幽默，愉快的咏叹调穿插全剧，旋律优美。

文化中心广场亦是举行「香港国际博物馆日」、「世界警察音乐节」、「粤剧日」等大型

活动的热门地点。

为致力向市民提供优质的服务，本署定期安排与文化中心的使用人士和持分者举行会议，

以听取他们的意见。年内收集所得的意见令人鼓舞，使用者对文化中心场地的设施、环

境、卫生情况、职员态度，以及售票或解答查询等前线服务，均感到十分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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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大会堂

香港大会堂于一九六二年三月启用，是首个为本港市民而建的多用途文化场地，迄今已有

超过一万个本地和海外优秀艺团在这里献艺。大会堂一直在国际艺坛担当重要的联系枢

纽，为促进中西文化交流作出贡献。

大会堂设施齐备，包括一个1 434个座位的音乐厅、一个463个座位的剧院，另有一个可容纳

111名观众的演奏厅、一个占地590平方米的展览厅和一个260平方米的展览馆。年内在大会

堂上演的节目有724场，既有古典音乐和中国戏曲节目，亦有实验舞蹈、爵士音乐、戏剧

等，艺术形式多样，异彩纷呈，吸引观众多达436 000人次。演出者包括坂本龙一、保罗‧

伯杜拿‧斯高特、探戈激情与乐队梅耶探戈六重奏，以及如歌唱乐四人组、咏唱仙子与摇

滚唱乐（演出「无伴奏合唱系列」）、包以正、史蒂诗‧肯特、杰思‧博迪和上海评弹

团。大会堂也是四个大型年度艺术节和「国际演艺协会第二十届国际会议」的主要举办场

地之一。

香港大会堂音乐厅为来自世界各地的知名音乐家提供

演出场地。

大会堂竭诚为市民提供最佳的后台服务，以配合台前的精彩演出。从观众意见表和顾客联

络小组会议收集所得的意见显示，在大会堂献技的艺人和市民大众不但对这个优质的场地

设施感到满意，亦对其顾客服务水平深表赞赏。

社区演艺场地

本署提供的社区演艺设施遍布全港，可供举办各类文化活动，让区内居民参加。大型的演

艺场地有沙田大会堂、荃湾大会堂、屯门大会堂、葵青剧院、元朗剧院和高山剧场。小型

的场地则有西湾河文娱中心、上环文娱中心、牛池湾文娱中心、大埔文娱中心和北区大会

堂。

为了推动和鼓励基层民众参与艺术，本署向地区艺术团体提供场地赞助，让这些团体免费

使用社区演艺场地为区内居民举办文化活动。年内，约100个社区艺术团体获得场地赞助。

这些艺术团体举办了562项活动，参加者逾152 000人。另外，多个独立团体也经常租用社区

演艺场地的附属设施，举办与艺术有关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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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粤剧发展

支持香港粤剧发展是政府一贯的政策。民政事务局于二零零四年成立粤剧发展谘询委员

会。鉴于委员会关注到粤剧界对表演场地的殷切需求，本署就粤剧团的订租安排推行了一

系列措施，以解决这个问题。措施包括在高山剧场实施特别预订安排，并于农历新年和九

月等粤剧演出热门档期，让粤剧团分别优先租用主要的表演场地和新界的表演场地。

本署于二零零二年推行「节目伙伴计划」，藉此与艺术团体结成伙伴，以便在本署辖下的

演艺设施合办艺术节目。本署邀请参与计划的艺术团体就如何在某段期间内灵活创新地使

用选定的演艺设施提交计划书。这项计划让演艺场地的管理人员与本地艺术团体建立伙伴

关系，共同制作精心构思的艺术活动。这些活动不但有助提升有关演艺设施的艺术形象，

还可为居民举办特别为社区而设的  艺术教育活动。

年内，本署继续推行这项计划。迄今，元朗剧院和屯门大会堂与春天实验剧团已结为节

目伙伴。另外，北区大会堂与壹团和戏、牛池湾文娱中心与湾仔剧团、上环文娱中心与

剧场空间，以及荃湾大会堂与香港作曲家联会亦已相继结为节目伙伴，共同携手合办话

剧、舞蹈和音乐表演、工作坊和艺术训练班等活动。其间，共举办了74场演出和46项活

动，观众人数超过20 500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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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署的文化节目组全年都举办音乐、舞蹈、中国戏曲、戏剧和跨媒体演艺节目，节目类别

由传统经典艺术，以至前卫而富创意的节目，应有尽有，务求让香港观众可以欣赏到本地

和国际演艺巨星的精彩演出。年内举办了971项文化节目，观众逾520 900人次。

二零零六年是「莫扎特年」，为庆祝莫扎特诞生二百五十周年，文化节目组在年内举办

了多个精彩绝伦的音乐节目，计有维也纳爱乐乐团、萨尔斯堡室乐团、伦敦管乐团、维

也纳儿童合唱团、安苏菲‧慕达等演出的音乐会。其中维也纳爱乐乐团在香港文化中心

音乐厅举行的音乐会，吸引了大批观众在文化中心外面的露天广场欣赏现场直播。莫扎

特系列的压轴节目「停不了，莫扎特 钢琴马拉松」，亦深受观众欢迎。

维也纳儿童合唱团以天使般的歌声，演绎古典和轻松的

合唱音乐，让观众度过一个愉快的晚上。

维也纳爱乐乐团重临香江，音乐会于音乐厅外的露天

广场作现场直播，数以千计的乐迷一起欣赏乐团慑人

心魄的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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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内推出的舞蹈节目源源不绝，包括俄罗斯圣彼得堡艾库曼芭蕾舞团演出的《俄罗斯王

子复仇记》和《唐璜与莫里哀》，以及意大利史卡拉歌剧院芭蕾舞团演出的《仲夏夜之

梦》。此外，本地舞团也有多场精彩演出，为本港舞坛增添不少色彩。

俄罗斯圣彼得堡艾库曼芭蕾舞团再度访港，在《唐璜

与莫里哀》的演出为观众带来震撼的视觉效果。

为纪念挪威剧作家易卜生逝世一百周年，文化节目组特别上演其名作，由纽约马布矿场

剧团演出的《玩偶家》和香港戏剧协会制作的《野鸭》。

马布矿场剧团改编易卜生十九世纪名剧《玩偶家》，

糅合女性主义和现实主义，赢得观众赞赏。

在跨媒体艺术节目方面，日本明和电机的另类音乐会以荒诞的手动电机奏乐，把机械和

电子原音二合为一，风格有趣独特，令观众深深着迷。日本飞行船剧团重临香港演出的

《雪姑七友》，是年内最受欢迎的节目之一，吸引了大批观众一家大小前来欣赏。为提

孩子们边绘画，边听着莫扎特的音乐，参与令人兴奋的六小

时钢琴马拉松，庆祝莫扎特诞生二百五十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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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更多亲子活动，文化节目组于复活节和圣诞节假期分别举办了「合家乐缤纷」和「开

怀集」 两个每年一度的节目系列，由本地和海外表演团体担纲演出。

日本明和电机的另类音乐会以荒诞的手动电机奏乐，

把机械和电子原音二合为一，风格有趣独特，令观众

深深着迷。

推广中国戏曲艺术的欣赏，是本署的主要目标之一。为了配合这个目标，本署第四度主

办「粤剧日」。今年的「粤剧日」于十一月最后一个星期日举行，是「全城大戏候」节

目系列之一。该系列除「粤剧日」外，还有《还魂记梦》、《九女兴唐》、《二度梅》

等新编粤剧，以及为纪念薛觉先逝世五十周年而推出的「薛觉先名剧欣赏」 。

每年一度的「粤剧日」提高了市民欣赏中国戏曲的兴趣。

精彩的中国地方戏曲节目还包括来自北京的「京剧群英会」和白先勇策划的青春版昆剧

《牡丹亭》重演。

本署还与各国驻港领事馆及文化机构合作，以赞助或合办形式举办大型文化节目。这些

文化节目不但有助促进香港与世界各地的文化交流和了解，也巩固了香港作为亚洲国际

都会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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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

本署每年七月初都举办「国际综艺合家欢」，为儿童、青少年及全港家庭提供各式各样

的文娱节目，让他们欢度暑假。「合家欢」为期六周，为家庭观众呈献由不同文化团体

制作的不同艺术形式的表演节目，也为本地艺术家和艺团提供拓展观众层面的机会。除

各项表演节目外，「合家欢」还安排外展队前往各学校，以及文娱中心大堂和商场等公

共空间，进行艺术推广活动。「合家欢」也举办了一个供全港学校参加的「平面设计比

赛」；另外亦主办了密集式艺术工作坊、日营和夏日嘉年华会。

由中国武汉杂技团担纲演出的《英雄传说》，为「国际综艺合家欢2006」揭开序幕。这

个节目深受观众欢迎，门票销售一空。其他精彩节目还有南韩阿金家族的《大长

Jump》、荷兰一齐跳舞蹈团的《搞笑「舞」不停》、剧场组合的《月亮7个半》、香港

小交响乐团的《我个名叫麦兜兜‧古典音乐小计划》、中英剧团的《弹拨开怀篇》，以

及香港演艺学院戏剧学院的《哈姆雷特》。

中国武汉杂技团的《英雄传说》以高难度的传统杂技，配合现

代舞台技术，为「国际综艺合家欢2006」揭开序幕。

功夫喜剧《大长Jump》糅合亚洲多种功夫、精彩

的杂耍、谐趣的舞步和细腻的喜剧表演。

「合家欢」举办了427项节目和活动，吸引观众达156 000人次，参与演出的机构包括42
个本地艺团和10个海外艺团。至于参与外展活动的幼稚园和中小学，则合共110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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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家欢」各项凭票入座的节目和活动平均上座率达98%，创下了自二零零零年以来的

最高纪录。

2006

鉴于二零零二年和二零零四年举行的第一届和第二届「新视野艺术节」成绩美满，本署

于二零零六年十月二十日至十一月十九日主办第三届「新视野艺术节」。本届艺术节以

亚洲艺术为焦点，为观众选演了一系列以当代风格演绎，并别具创意的跨文化佳作。

新视野艺术节以沈伟舞蹈艺术的迷人舞蹈作品《春之祭》和《天梯》揭开序幕，闭幕节目

是王景生导演的跨文化剧场《艺记》。此外，本地与海外艺术家再度携手合作，为观众呈

献两个亚洲首演的委约节目《蒙古新音》和《迷走双城》，两者皆大受好评。为期四周的

艺术节，共有28个海外艺团和20个本地艺团参与演出84项表演和活动，当中除了12出舞台

制作外，还有多项社区活动，包括学校巡回演出、展览、露天音乐会、讲座、以艺术评论

为主题的国际研讨会，以及「大专学生剧评写作计划」。新视野艺术节共吸引逾71 000人次

参加，平均上座率达85%。

沈伟的舞蹈作品《天梯》融合舞蹈和视觉艺术，令观

众耳目一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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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提高大众对文化艺术的认识，本署年内在社区举办了904项艺术教育及观众拓展活

动，参加者逾218 000人次。

本署在学校推行了多项艺术教育计划，鼓励学生从小培养对文化艺术的认识和兴趣。

本署与本地具有艺术教育经验的演艺团体合办「学校艺术培训计划」，在各学校向学生

深入介绍各类表演艺术。学生在完成有关的培训活动后会参与结业演出，展示学习的成

果。年内，与本地演艺团体合办的艺术教育计划共有九个，涵盖现代舞、多媒体艺术、

音乐剧和戏剧等范畴。合办机构包括城市当代舞蹈团、香港芭蕾舞团、进念‧二十面

体、国际演艺评论家协会（香港分会）、动艺、新域剧团、赫垦坊剧团、树宁‧现在式

单位和7A班戏剧组。

《玫瑰花魂》是「学校艺术培训计划」下本署与香港

芭蕾舞团合办的「多媒体舞蹈教育计划」。图为学员

参与该计划的结业演出。

「学校艺术培训计划」下本署与国际演艺评论家协会

（香港分会）合办的培训项目结业演出中，学员初尝

舞台表演的滋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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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文化日计划」旨在鼓励中小学和特殊学校安排学生在上课时间内前往本署辖下的演

艺场地、博物馆和图书馆，参与特别为学生安排的文化艺术活动，藉此将艺术、历史和科

学融入学生的学习和生活之中。这项计划所提供的活动以互动学习形式进行，深受各校学

生的欢迎。

中小学生在「学校文化日计划」的「青少年粤剧欣赏」

活动中领略传统粤剧艺术的魅力。

本署在社区层面推行的观众拓展计划，包括「艺术家驻场计划」、「社区文化大使计

划」和「社区粤剧巡礼」。

参与「社区文化大使计划」的艺术家，在公共地方如公园、商场、社区中心和志愿机构

等场地进行文化艺术外展活动，让市民有更多机会接触艺术。年内，共有21个艺团／艺

术家参与这项计划。

参加本署与赫垦坊剧团合办「《戏以学用》戏剧协作

教学计划」的小朋友，打扮成昆虫模样参与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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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域剧团参与本署主办的「社区文化大使计划」，在演

出「悲‧欢‧离‧合 香港四大时代剧场」时的欢欣情

景。

「社区粤剧巡礼」为有潜质的年青粤剧新秀提供公开表演的机会，并藉此在地区层面推广

粤剧艺术。本署又继续举办「文化艺术义工计划」，鼓励市民善用余暇，参与推广文化艺

术的义务工作。

亚洲民众戏剧节协会和艺术人家参与本署主办的

「社区文化大使计划」，举行「我家有个大门

神」木偶巡回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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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庆祝各个中国传统节日及重要的节庆日子，本署在年内举办了八个大型彩灯会及嘉

年华会，其中在沙田公园和沙田大会堂举行的「2006除夕倒数嘉年华」，吸引了97 000
人次参加。当晚的娱乐节目非常丰富，计有访港的意大利组合贾特劳舞操剧场的形体

剧、访港的俄罗斯组合玩具剧团搞搞震的杂耍和小丑表演、乐队表演、魔术表演、佛兰

明高和踢跶舞。另外，还有戴上舞会面具的高跷艺人与观众打成一片，为现场观众带来无

限欢乐。节目的高潮是迎接新岁的倒数仪式，接着还有一场在欧洲式城堡前举行的艺术表

演，超凡的演出配以幻变的灯光和剧场效果，令观众叹为观止。

意大利组合贾特劳舞操剧场在「2006除夕倒数嘉

年华」表演舞操，令观众叹为观止。

玩具剧团搞搞震是来自俄罗斯的聋剧团，身穿滑

稽彩衣的团员在「2006除夕倒数嘉年华」中为观

众述说趣怪故事。

本署除了于元宵和中秋节期间在九龙公园举办盛大的专题彩灯展览外，还首次于中秋节

期间在西九龙海滨长廊举办大型彩灯展览，让本地市民和游客尽情欢度佳节。崭新的特

备节目「Youth Band Marathon」是一个马拉松音乐会，由多队音乐风格各异的本地青

年乐队为观众献上不同形式的音乐。此外，本署也在赤柱和西贡举行炎夏特备节目「休

闲加氧站」，精彩活动包括各式音乐和舞蹈表演、瑜伽示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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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唐代四大诗人为题的灯组「盛唐昌崇人中杰」在

2006港岛区举行的中秋彩灯会展出。

年轻舞蹈员在马拉松音乐会「Youth Band
Marathon」中为观众献上劲歌热舞。

为了鼓励市民积极参与娱乐节目，本署在全港各区举办了617场表演，当中包括各种中

国传统表演艺术，以及音乐、舞蹈、合家欢节目等。这些节目通常在周末或假期举行，

老幼咸宜。此外，本署亦分别与韩国和菲律宾驻港领事馆合办「亚裔艺采」系列及「菲岛

乐悠扬」音乐会，藉此促进本地居民与韩国和菲律宾侨民之间的文化交流。

年内，本署在全港各区举办的嘉年华会、特备节目和定期举行的免费娱乐节目，共吸引

观众及参加者逾100万人次。

九龙公园元宵佳节举行大型彩灯展览「灯月情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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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署以按年拨款方式资助五个独立的非牟利艺术团体 香港中乐团、香港舞蹈团、香

港话剧团、香港管弦协会及香港艺术节协会。为跟进表演艺术委员会《建议报告(I)》的

建议，由二零零七年四月起，其中四个演艺团体的资助安排，将改由民政事务局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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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署每年都派遣艺术管理人员出席不同的国际会议和艺术节，让他们可以紧贴国际艺坛

的最新发展、加强与世界各地艺术管理人员之间的交流，并顺道搜罗高质素的外地节目

以供在本港上演。

二零零六年六月，本署首次以东道主身分主办「国际演艺协会第二十届国际会议」。本届

会议吸引了293位香港与来自32个海外地区的代表出席，人数是历届之冠。参与这项每年一

度会议的人士包括来自世界各地的资深艺术行政人员、艺术节总监、演艺中心管理人员和

艺术家的经理人。

民政事务局局长何志平颁发「卓越艺术家奖」予粤剧

名伶白雪仙。

会议以「演艺新丝路」为主题，共分两部分，分别是国际演艺协会研究学习会（二零零

六年六月六日至七日）及正式会议（二零零六年六月八日至十一日）。

主办这次会议和相关活动，不但有助宣传香港作为亚洲国际都会独一无二的多元文化，

又可让香港的艺术工作者有机会一展才华。此外，本港与海外艺术工作者和机构建立网

络，促进在专业范畴和业务方面的交流，藉此加强合作，携手并进。这项盛事也惠及旅游

业，并加强了香港文化界与国际同行的友好关系。

本署与中国内地及澳门的文化机构会不时安排互访，藉此增进彼此间的文化交流，以及加

强合作和扩展网路联系。年内，本署的访客包括来自深圳市文化局、北京市文化局、杭州

文化广播电视集团和珠海市弦乐室内乐团的代表。此外，广东省和广西壮族自治区的艺术

行政人员于二零零六年八月来港参加二零零六年艺术经营管理讲座时，亦前往香港文化中

心参观。该讲座由广东省文化厅联同澳门文化局与本署合办。

多项文化交流计划按照粤港澳文化合作会议的决定如期举行，包括广东话剧院于十月期

间在新光戏院的三场演出、澳门乐团于十一月在沙田大会堂举行的音乐会，以及香港青

年交响乐团于十二月在广州、深圳、中山和澳门举行的巡回音乐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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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广东话剧院演出的粤港澳文化合作项目《十三行商

人》深受香港观众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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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节目办事处专责培育和推广本港的电影文化。年内，办事处筹办了不同类型的电影

和录像节目、工作坊及研讨会，观众反应热烈。这些节目让本地观众有机会欣赏到世界

各地的电影艺术，并体验多元化的文化活动。

年内的重点节目包括「儿童电影合家欢」、「80-90年代内地与香港合拍电影回顾

展」、「微波国际新媒体艺术节」和「第三十五届法国电影节」。「世界电影经典回

顾」分别以「德国电影新浪潮」、「贝南杜‧贝托鲁奇」和「寺山修司」为专题，放映

各地划时代的作品。其他专题节目还包括「现代万岁 光艺的都市风华」、「玫瑰‧蝴蝶‧
红叶  楚原的秘密花园」、「香港动画有段古」、「倚天屠龙记：香港电影与金庸文学」、

「王者之风 武生王靓次伯」、「粤剧后台」、「点止奸人咁简单 石坚」和「驿动空

间」电影放映暨展览。

「80-90年代内地与香港合拍电影回顾展」开幕典礼。

为了支持本地影坛盛事，电影节目办事处为一年一度的「香港国际电影节」及「香港电

影金像奖颁奖典礼」提供场地和票务赞助。此外，办事处也为香港艺术中心每年举办的

「香港独立短片及录像比赛」提供经费赞助，以鼓励本地年轻人从事独立的影片和录像

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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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事务处致力向广大市民，特别是青少年推广普及音乐教育，以培养他们对音乐的兴

趣和欣赏能力，又积极促进本地与世界各地青少年乐手之间的音乐交流。年内，音乐事

务处为4 800名学员和18队青年乐团、乐队和合唱团共1 400名团员分别提供器乐训练和

乐团训练，并开办外展音乐短期课程，参加者共2 000人，另外又举办了约400项音乐活

动，吸引逾18万名市民参加。

音乐事务处与东区民政事务处合办一场小型音乐会，在

社区层面推广音乐欣赏。

音乐事务处还举办其他活动，包括音乐营、青年音乐汇演，以及广邀中国内地和海外青

年乐手共同参与的音乐交流活动。在国际层面，音乐事务处除了安排香港青年交响乐团

前赴广东和澳门演出外，又协助到访的日本、美国、新加坡和中国内地青年音乐团体在

访港期间举办交流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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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体育馆和伊利沙伯体育馆均是设备完善的多用途室内体育馆，分别设有座位12 500
个和3 600个，可供举办各式各样的活动，包括大型文娱表演、国际体育赛事、庆典和

会议等。

香港体育馆设有可灵活安排的座位，加上一流的设备，是举办大型活动的理想场地。年

内，曾在香港体育馆举行音乐会的歌手包括新加坡的孙燕姿；马来西亚的光良；台湾的

F4、陶喆、五月天、刘家昌、王力宏、蔡依林、任贤齐和黄品源；以及本港的Twins、李克

勤、陈奕迅、关淑怡、侧田、雷颂德、郑中基、Soler、伦永亮、周慧敏、软硬天师、草

蜢、周华健、梁汉文、黄贯中、何韵诗、甄妮和徐小凤。歌手与乐团合作演出则有张信哲

与香港小交响乐团、黄耀明与香港管弦乐团、容祖儿与莫拉维亚交响乐团，以及詹瑞文与

香港小交响乐团。其他重要活动还包括「2006年世界女排大奖赛香港站」、「第十五届怡

高安迪超级工商杯国际篮球邀请赛」、「第二十五届香港电影金像奖颁奖典礼」、「庆祝

香港回归九周年大型综艺晚会」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五十七周年文艺晚会」。香

港体育馆全年共举行了159场节目，吸引观众达1 558 500人次。

在「第十五届怡高安迪超级工商杯国际篮球邀请赛」

中，球手在球场上争逐较量。这项比赛是每年一度在香

港体育馆举行的大型活动之一。

年内，伊利沙伯体育馆亦举行了多项不同类型的活动，包括「第十五届怡高安迪超级工

商杯国际篮球邀请赛」、「香港公开羽毛球锦标赛」、「香港全港羽毛球锦标赛决

赛」、「 Volkswagen职业巡回赛总决赛」（乒乓球）、「NBA运音会」、「903 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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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rs慈善篮球赛」、「街头篮球亚洲之旅（香港站）」、「世界消防竞技大赛」、「国际

综艺合家欢」、武汉杂技团《英雄传说》、香港管弦乐团「荷里活电影名曲

夜」、英国乐队Franz Ferdinand演唱会、苏格兰组合Simple Minds演唱会，以及本地艺

人和组合的演唱会，包括Cream、叶文辉、张崇基和张崇德二重唱。伊利沙伯体育馆全

年共举行了298场节目，观众达447 800人次。

「国际综艺合家欢2006」的「夏日狂欢大派对」在伊

利沙伯体育馆举行，参加者尽兴狂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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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电脑售票网于一九八四年设立，至今已成为本港主要的票务系统，服务范围遍及全

港43个场地，各场地提供的座位总数逾十万个。目前，全港共有34个城市电脑售票处，

其中15个设于本署辖下文化场地内。

城市电脑售票网提供多种方便的售票服务，包括票房售票、电话留座（其后于售票处取

票）、信用卡电话订票、24小时网上订票、团体订票和大型节目邮购订票。年内，该售

票网合共为7 440场表演节目售出门票414万张，总值达6.2亿元。

为应付节目主办机构和顾客日益增加的需求，以及进一步加强售票服务，城市电脑售票

网于十月采用全新的售票系统。新系统提供一连串更简便易用的功能，为节目主办机构

和顾客带来不少效益，其中包括提供24小时完善的网上订票服务；自动建议最佳座位和

折扣优惠；在各城市电脑售票处增设清晰的中英文资料显示屏，方便购票者拣选座位；

以及扩大系统的容量，以便为新增的表演场地提供服务。

系统可支援200个同步浏览页，让市民网上订购所有节目的门票。各售票处又安装了方

便顾客查看座位表和核对购票资料的显示屏。新系统的容量也扩大了，每小时可印发二

万张门票，而可处理的座位数目也是旧系统的十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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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署负责营运香港公共图书馆网络共66间固定图书馆和十间流动图书馆，另管理书刊注

册组。公共图书馆体系提供免费的图书馆和资讯服务，以满足市民在知识、资讯、研究和

康乐方面的需求，并藉以支援终身学习和持续教育。此外，公共图书馆体系还致力推广阅

读风气和文学艺术，并为不同年龄人士举办图书馆推广活动。

香港公共图书馆的登记读者多达340万名，馆藏丰富完备，包括书籍1 043万册和多媒体

资料148万项。年内，76间公共图书馆外借的书籍及其他图书馆资料数目逾6 130万项。�

图书馆委员会于二零零四年十一月成立，负责就公共图书馆服务的有关课题向民政事务

局局长提供意见，包括提倡追求知识和爱好阅读的风气；参考文化委员会提出的政策建

议，制定图书馆设施和服务的发展策略和计划；以及鼓励社会人士支持并与各界合力提

倡阅读、终身学习和文学艺术。

委员会由21名文化界和商界人士组成，包括专业人士、学者、地方人士和政府代表，主

席和副主席分别由梁智仁教授和李焯芬教授担任。委员会在两年任期内，广泛接触本港

各类图书馆持分者，收集他们对公共图书馆服务发展的意见；此外又前往新加坡、东莞

和深圳等地的图书馆考察，以加深了解当地图书馆的体系和发展。在两年任期届满时，

委员会向当局提交了一份全面报告，就提升香港公共图书馆服务提出多项建议。委员会

的宝贵建议，对改善香港公共图书馆服务肯定大有帮助。

年内，公共图书馆网络新增了两间图书馆，分别是在七月和十二月启用的赤柱公共图书

馆和天水围北公共图书馆。这两间图书馆的启用，大大加强了南区和元朗区的图书馆服

务。

赤柱公共图书馆环境舒适，最适宜静心阅读。

56



「便利图书站      社区图书馆伙伴计划」可满足社区对阅读和学习两方面的资料和资讯的需

要。各公共图书馆通过这项计划与非牟利地方社区组织合作，提供读物予组织使用者借

阅。截至年底，已有614所学校和78个地方组织加入这项计划，并成立了25间社区图书馆。

香港中央图书馆

香港中央图书馆自二零零一年五月启用至今，已成为本港的主要资讯和文化中心。中央图

书馆楼高12层，楼面面积33 800平方米，共收藏图书馆资料219万项，并提供多元化的图书

馆设施，包括艺术资源中心、多媒体资讯系统、设有六个专科参考部门的中央参考图书

馆、香港文学资料室、地图图书馆、语言学习室、青少年图书馆和玩具图书馆。此外，还

备有可供公众租用的设施，包括面积达1 500平方米的展览馆、设有290个座位的演讲厅、两

个活动室、一个音乐练习室和多个研讨室。该馆平均每日使用人数约为14 000人次。

香港中央图书馆除定期举办文化活动和讲座外，还继续举办林林总总的大型文化活动，例

如「『廿一世纪新视野』    杰出青年谈全球化、中国热、科技革命」讲座、「都会香港」

专题讲座、「翻译、语言、文化」杰出学者讲座系列和「2005至2006年度中华货殖论坛」。

此外，该馆年内又分别与香港歌德学院和香港大学饶宗颐学术馆合办两个全港性展览，名

为「德国艺术出版近况」展览和「走近饶宗颐     饶宗颐教授学艺兼修展览」。

行政长官曾荫权（右一）在「走近饶宗颐     饶

宗颐教授学艺兼修展览」中欣赏饶教授（右二）

的作品。

图书馆服务的新措施

香港公共图书馆致力改善对市民的服务，不断丰富馆藏，加强参考和资讯服务，广泛应

用资讯科技，并积极推广社会阅读风气。年内，顺利邨公共图书馆迁往顺利邨体育馆的

重置计划进行得如火如荼，市民将可于二零零七年年底使用该所新图书馆的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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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龙公共图书馆教育资源中心于二零零五年十月底启用。中心是一间教育专科参考图书

馆，馆藏书籍、期刊、电子资料和线上资料库逾二万项，为教师、研究人员和市民提供有

关教育和语言学习的资料和参考服务。

为推动并支持市民终身学习，香港公共图书馆继续与教育统筹局携手推广「一生一卡」计

划，鼓励小学生善用图书馆服务。另外，香港公共图书馆又与学校图书馆主任定期举行会

议，以加强相互了解，并支援学校在教与学方面善用图书馆资源和为学生筹办阅读活动。

此外，16间公共图书馆备有香港公开大学的教材可供借阅，方便市民自学进修。

参考和资讯服务

香港中央图书馆和五间主要图书馆（大会堂公共图书馆、九龙公共图书馆、沙田公共图书

馆、荃湾公共图书馆和屯门公共图书馆）为市民提供参考和资讯服务。香港中央图书馆的

中央参考图书馆设有六个专科参考部门，共收藏95万项资料，提供全面的参考和资讯服

务，当中包罗各类电子资源，例如资料库、电子书籍、电子期刊和多媒体资讯等，全部可

供市民在网上查阅。中央参考图书馆还存放了《书刊注册条例》常设特藏和九个国际组织

特藏。另一方面，香港中央图书馆的艺术资源中心、香港文学资料室和地图图书馆也为市

民提供专科参考服务。至于大会堂公共图书馆则通过其工商业图书馆、创造力及创新资源

中心和基本法图书馆，提供专科参考服务。年内，各参考图书馆共处理414万项资料查询。

大会堂公共图书馆的基本法图书馆收藏了丰富的基本

法参考资料。

网上参考服务是参考和资讯服务重要的一环。香港中央图书馆联同广东省立中山图书

馆、深圳图书馆和澳门中央图书馆提供网上参考谘询服务，让粤港澳三地的读者能够直

接联络这些图书馆，查询这些图书馆所属地区的资讯。图书馆网页也备有多种电子资源，

包括线上资料库、电子书籍、网上资源指引和专题资源指引，方便使用者随时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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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讯科技新措施和数码图书馆服务

香港公共图书馆的电脑系统是中英双语兼容的全球最大型图书馆电脑系统之一，提供全日

24小时网上图书馆服务，供读者于网上检索目录、预约和续借图书馆资料。年内，通过互

联网和电话续借服务续借的图书馆资料超过1 776万项。此外，香港公共图书馆网页

(www.hkpl.gov.hk)已成为本港最多人浏览的十个网址之一，可见网上公共图书馆服务日益受

读者欢迎。

香港公共图书馆继续扩大资讯科技的应用范畴，务求为市民提供更方便、更有效率的服

务。

为鼓励市民广泛使用资讯科技和电子服务，香港公共图书馆年内额外安装了192部电脑终端

机，全部均可接驳互联网，并配备可兼读电子证书的智能卡阅读器。

香港公共图书馆试行在辖下八间图书馆装设互联网资讯站后，现正计划扩大这项服务。此

外，香港公共图书馆的分馆又增设两部自助借书终端机，以进一步推广自助服务。

香港中央图书馆开发的多媒体资讯系统，在资讯检索方面开拓了不少新领域，让读者得以

即时阅览各类数码文件并欣赏自选影音节目。多媒体资讯系统配备强劲先进的检索功能，

可提供一站式检索服务，使用者不论老幼，均可利用互联网进入系统的多媒体资料库浏

览，亦可亲临香港中央图书馆和26间主要及分区图书馆，使用馆内的600个工作站浏览系统

内的多媒体资料。该系统自二零零一年启用以来，多次荣获本地和海外奖项。

推广图书馆服务、阅读和文学艺术的活动

推广活动是图书馆服务重要的一环。香港公共图书馆年内继续举办种类均衡的服务推广活

动，例如定期举行的儿童故事时间、书籍介绍和展览，以及图书馆简介讲座，总数达18 905

项。

香港公共图书馆又举办多元化的阅读计划和阅读相关活动，以推广阅读风气，让市民培养

持久的阅读兴趣。其中一项名为「2006阅读缤纷月」的活动，便是为提高儿童对阅读的兴趣

和推广家庭阅读而设。

年内，除34间图书馆设有青少年读书会外，五间主要图书馆也成立了家庭读书会。为响应

「4‧23世界阅读日」，香港公共图书馆又为学生举办「走入书籍的世界」阅读报告比赛和

「走入故事的世界」书签设计比赛。

59



「4‧23世界阅读日」阅读报告比赛得奖者大合照。

香港公共图书馆年内举办了多项特别节目和比赛，以推广文学创作，并推动文学艺术的

欣赏和发展，例如与香港艺术发展局合办的「第六届香港文学节」和「二零零六年度中文

文学创作奖」。「二零零六年度中文文学创作奖」目的在于鼓励以中文创作文学，并藉此

协助新晋作家发挥创作才华。其他主要比赛包括「全港诗词创作比赛」和「学生中文故事

创作比赛」。香港公共图书馆又于二月举办旧书义卖活动，以推广阅读和善用旧书的风

气。

「二零零六年度中文文学创作奖」主礼嘉宾与得奖者

合照。

为期两日的旧书义卖活动吸引逾三万人次进场，售出

书籍超过225 000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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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公共图书馆年内继续加强与外地公共图书馆的文化联系和合作，例如与广东省立中

山图书馆、深圳图书馆和澳门中央图书馆互相连结网页，以便互通图书馆消息和资讯。

书刊注册组为本地印制的书刊注册，协助保存香港的文学遗产，并监察国际标准书号系

统的应用。书刊注册组每季在《政府宪报》刊登《香港印刷书刊目录》，该目录可在互

联网上浏览。年内，该组共登记了14 842册书籍、13 924份期刊和717个国际标准书号

的出版社识别代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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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署负责管理七所大型博物馆，分别是香港艺术馆、香港历史博物馆、香港海防博物

馆、香港科学馆、香港太空馆、香港文化博物馆和孙中山纪念馆。这些博物馆专门购

藏、复修、研究、展出和处理有形与无形的文化遗产，以供研究、教育和欣赏之用。

本署也负责管理香港电影资料馆、六所规模较小的博物馆及一所文物中心，包括茶具文物

馆、李郑屋汉墓博物馆、罗屋民俗馆、上窰民俗文物馆、三栋屋博物馆、香港铁路博物馆

和香港文物探知馆。

当局于二零零四年十一月成立博物馆委员会，负责就公共博物馆服务的事宜，向民政事

务局局长提供意见。委员会由民政事务局局长委任的22名非官方委员组成，下设两个小

组委员会，分别为博物馆服务管治小组委员会及博物馆服务发展策略小组委员会。年

内，委员会举行了多次会议，并与持分者会面，以收集他们对公共博物馆未来发展的意

见。委员会将就如何改善和维持公共博物馆服务的发展，以及公共博物馆拟制定的管治

架构事宜，向政府提出建议。

香港艺术馆的宗旨，是通过展出各式各样的艺术珍品，提高公众对艺术的兴趣和欣赏能

力。为保持其至为重要的国际特色，艺术馆经常举办各类专题展览，展品来自本地或外

地，内容包罗万有，务求让本港居民和访港旅客欣赏到丰富多彩的艺术作品。年内，艺术

馆举办了15个展览，其中九个为专题展览，六个为常设展览，展出来自本港及世界各地的

艺术珍品。年内的盛事包括「马克‧罗斯科的艺术：华盛顿国立美术馆藏品选」展览、「大

师对象 巴黎庞比度中心珍藏展」和「罗马的曙光 伊特鲁里亚文化」展览。这些专题展

览的展品跨越古今，不但为本港市民带来欣赏国际大师级作品的机会，也标志着香港与海

外文化机构文化交流的友好关系。年内最瞩目的展览，是「似与不似     辽宁省博物馆藏齐

白石精品」展，展出这位国际知名国画大师的杰作，吸引了约八万名市民入场参观。此

外，艺术馆还举办了「东西问道 王无邪的艺术」展览，展示这位香港艺术大师的卓越成

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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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师对象 巴黎庞比度中心珍藏展」开幕

典礼。

香港艺术馆举行「罗马的曙光 伊特鲁里亚文

化」展览。

为了发挥其教育功能和履行其教育使命，艺术馆也积极参与各类型的艺术教育及推广活

动，包括「2006香港国际博物馆日」、「学校文化日」、「国际综艺合家欢2006」，

并在馆内举办形形式式的活动，例如讲座、艺术示范和工作坊、录像节目等。上述展

览，连同各项教育及推广活动，在年内共吸引逾410 000名观众和参加者。

茶具文物馆是香港艺术馆的分馆，设于香港公园内。该馆负责展出中国茶具文物和推广

茶艺文化。

二零零六年，茶具文物馆举办了两个专题展览。「陶瓷茶具创作展览二零零五」展出本

地陶艺家精心创制的品茶器皿；「茶诗陶雅：香港艺术馆藏品及茶具文物馆罗桂祥珍

藏」则展出由唐代至二十世纪的陶瓷茶具精品和历代茶诗。年内，茶具文物馆举办的展

览和各项教育及推广活动，共吸引逾212 800人次参观和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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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诗陶雅：香港艺术馆藏品及茶具文物馆罗桂祥珍

藏」展出的传统中式茶具。

香港历史博物馆负责搜集、保存及展出与本港和华南地区历史息息相关的文物。博物馆

肩负起四重功能，即致力作为教育、文化／展览、研究和修复的中心，以增进市民对中

国及香港历史文化的认识和了解，从而丰富市民的文化生活，增强社会的凝聚力，并培

养市民对国家的归属感。香港历史博物馆致力通过建立丰富的馆藏，对不同项目进行研

究，把博物馆的资料数码化，以及与中国和海外机构进行交流，从而在社会层面上推行

教育和文化。

香港历史博物馆继续与各地博物馆和文化机构紧密合作。除了举办「香港故事」常设展

览外，博物馆年内还与内地和海外的博物馆合办多个不同类型的专题展览，包括「扬帆

万里 郑和下西洋纪念展」、「汉字密码 从甲骨文到电脑时代展」、「伟人的艺术

剪现」和「足球」展览等。这些展览不但扩阔了公众的文化视野，也促进了香港与海内

外的学术文化交流。此外，博物馆又继续与政府部门、非牟利机构和艺术家合作，举办

了「公务群英」文物展、「儿童成长的足迹」展览、「情怀香江 江启明素描画展」

等多个展览，从不同角度描绘本地的生活、历史和文化面貌。年内，博物馆的参观人数

达581 329人次。

中国著名剪纸艺术家卢雪制作的孙中山先生剪纸作品精巧细

致。

64



为了提高市民对本地历史和文化遗产的兴趣，历史博物馆也举办各式各样的教育和推广

活动，包括讲座、工作坊、为教师而设的训练课程、导赏团、历史遗址实地考察等。在

山东省威海市举行的「晚清时期英国在华租借地历史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以及在香

港举行的「罗香林教授百年诞辰国际学术研讨会」，都是年内的重要活动。

香港历史博物馆的新分馆 孙中山纪念馆于十二月开幕。馆内有两个常设展览，分别

为「孙中山与近代中国」和「孙中山时期的香港」。

孙中山纪念馆是本港一个旅游新

景点。

（上）孙中山纪念馆的

恢弘外貌。

（下）孙中山先生像。

除了香港海防博物馆和孙中山纪念馆外，香港历史博物馆辖下还有两所分馆，分别是位于

深水埗的李郑屋汉墓博物馆和柴湾的罗屋民俗馆。年内，这两所分馆的参观人数分别为

58 548人次和22 023人次。

香港海防博物馆位于筲箕湾，占地约34 000平方米，由旧鲤鱼门炮台改建而成。馆内的

常设展览「香港海防六百年」阐述本港自明、清两代、英治时期、日军侵港至回归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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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防历史；专题展览厅则不时展出有关本港军事历史和防务的专题展览。参观者更可仔

细观赏堡垒和古迹径上的各项军事遗迹，例如炮台、鱼雷发射站、沟堡、弹药库等。

年内，海防博物馆举办了四个专题展览，分别为「百步穿杨：亚洲传统射艺」、「八年

抗战」、「中国古代兵器展」，以及「福建船政：近代中国海军的摇篮」。此外，博物

馆在三月举行「中国古代军事历史及孙子的军事思想」研讨会，有超过80名海外和两岸

三地的专家学者参加。博物馆还举办多元化的教育活动，包括专题讲座、亲子工作坊、

表演示范、步操表演，以及军事用地实地考察等。年内，博物馆吸引了161 896人次参

观。

「中国古代兵器展」的一对陶俑展品。

香港科学馆的使命，是促进公众对科技的兴趣，并发展成为一间具国际水平的科学中

心。科学馆也致力建立与科技有关的丰富馆藏，以供市民作研究、教育和欣赏之用。

香港科学馆年内举办的大型展览，包括「幻影」、「基因革命」和「地球行星任务」。

「基因革命」展览探讨基因组研究领域的非凡发展，并且探索这些发展对科学和日常生

活所产生的冲击；「地球行星任务」则通过外星人的眼睛，介绍人体各个系统的运作。

展览设有二十多件互动展品，供观众探索人体的结构、功能和适应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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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基因革命」展览中，学生通过展品「大同小异」比较人类和其他生物的基因组后，惊

讶于人类与黑猩猩的基因相同程度高达95%。

在「地球行星任务」展览中，小朋友挤压食物通过展

品「纤维要素」的肠道模型，从中学习高纤膳食对保

持消化系统健康的重要性。

科学馆为庆祝成立十五周年，于年内举办了一连串特备活动，供不同群体和家庭参加。 

「拼出科学真情趣」相片征集活动邀请公众提交他们以往参观科学馆时所拍摄的照片，以

拼砌成一幅科学馆的马赛克图案。这幅照片拼图于四、五月期间，在科学馆大堂展出，是

专题展览「科梦成真15年」的展品之一。其他大型节目还包括「缤纷科学周」、「古灵精怪

肥皂泡」、「我最喜爱的科学家」选举、「杰出学者讲座专辑」、「我们的生日派对」，

以及专为学生而设的「科学趣谈」等。以上活动的总参加人次逾9 500。

「2006当代杰出华人科学家公开讲座」由科学馆、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京港学术交流中心和

香港中华科学与社会协进会合办，多位内地和香港的知名科学家应邀担任讲者。科学馆又

于十一月中旬与英国文化协会和教育统筹局合办「2006活的科学」。这项活动获得裘槎基金

会赞助，以有趣互动的方式举行一连串讲座和工作坊，还为小学生安排科学话剧表演。 

「活的科学」更在科学馆大堂举行为期两周的展览，以供学校团体和科学馆访客参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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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鼓励本地艺术家创作与气候有关的雕塑，科学馆举办了「候风听雨」动感雕塑设计比

赛。比赛的两件得奖作品更获委约制成雕塑，并装置在科学馆的露天广场。雕塑「听雨」

已经制作完成，并于四月十八日揭幕，以庆祝科学馆成立十五周年。另一件雕塑「鸣帆」

则仍在制作中，将于二零零七年完成。

年内，科学馆与各学术机构和专业团体合办多项科普活动，向社会推广科学，当中包括

「趣味科学比赛」、「联校机械奥运会」和「第三十九届香港联校科学展览」 。

二零零六年，科学馆的展览和推广活动共吸引逾797 975人次参观和参加。

馆

香港太空馆于一九八零年十月正式开幕，是致力在本港推广天文和太空科学知识的重要机

构。太空馆设有两个展览厅和何鸿燊天象厅。展览厅内共有59组展品，大部分可让访客亲自

操作，寓学习于娱乐。在天象厅内直径23米的半球形银幕下，观众可享受全天域电影震撼和

逼真的视觉效果。

国际天文联会在八月举行的会员大会上，禠夺了冥王星的行星地位，把其界定为矮行星

     一个新的太阳系天体类别。为此，太空馆特别推出短期展览「行星新定义」，并制作全

新展品「探索太阳系」，从科学角度探讨环绕冥王星地位的最新争议。太空馆网页(http://

hk.space.museum)载有大量关于观星和基本天文学的有用资料和教育资源，一直深受欢迎，

至年底的累积浏览次数达6 464 971次。

六月期间，霍金教授访港，太空馆出版的《中国古星图》获挑选为送赠给这位享誉国际科

学家的纪念品。年内，太空馆出版了《2007天文月历》，并推出两个天象节目、四部全天域

电影和四套学校节目，共吸引332 531名观众观看。此外，太空馆也举办了168项推广活动，

共有19 596名市民参加；而太空馆所举办的12个小型专题展览，连同天文展览厅和太空科学

展览厅，总计参观人次达351 445。

「2006活的科学」教师工作坊的示范项目令人印象深

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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馆

香港文化博物馆于今年以消闲娱乐为主题，举办了多项专题展览，包括「虽小道 亦可观

中国古代消闲娱乐」、「众乐与独乐 香港大众娱乐的转变」、「融      四头家」、

「MEGartSTORE商场时代的艺术体验」、「玩物养志」、「产品‧设计‧生活」等，从不

同角度探讨消闲娱乐这个主题。 「虽小道 亦可观      中国古代消闲娱乐」展出115件（套）

来自中国国家博物馆的文物，展示中国古代各式各样的娱乐活动。 「众乐与独乐      香港大

众娱乐的转变」追溯本港百年来主要消闲活动的变化。 「融      四头家」邀请四位来自不同

领域的本地创意人才，塑造他们心目中的家。 「MEGartSTORE商场时代的艺术体验」在商

场环境中展出300件由本地艺术家、建筑师和设计师设计的艺术品。 「产品‧设计‧生活」

展出著名产品设计师和后起新秀成功的产品设计，以及他们的实验性概念设计。 「玩物养

志」则展出四位本地收藏家的独特藏品。

在「虽小道 亦可观      中国古代消闲娱乐」展览中，

学生敲击长囟编钟和编磬的复制品。

「众乐与独乐     香港大众娱乐的转变」展览带领参观

者回顾香港市民童年玩具的演变历程。

行政长官曾荫权（左）赠送香港太空馆出版的《中国

古星图》给访港的霍金教授（中）作为纪念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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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GartSTORE商场时代的艺术体验」展出张韵雯制

作的「玩（耍血肉恐怖之器）具」。

年内，博物馆举办了林林总总的教育及推广活动，例如研讨会、讲座、实地考察、表演、

示范、艺术营、工作坊和比赛等。年中，博物馆又推出崭新的「文化新人类     青年领袖奖

励计划」。这项计划以中学生为对象，通过一系列培训活动，藉此提高参加者对本土文化

的认识和兴趣。

获选为「文化新人类」的60名中学生，在香港铁路博

物馆度过愉快的一天。

年内，博物馆举办的展览连同教育和推广活动，共吸引逾510 000人次参观和参加。

香港文化博物馆辖下有三所分馆，分别是三栋屋博物馆、香港铁路博物馆和上窰民俗文

物馆。年内，三所分馆共吸引逾520 000人次参观。

香港电影资料馆

香港电影资料馆的主要功能，在于搜集和保存香港电影和相关物品，并把资料编目和存

档。资料馆的总楼面面积达7 200平方米，主要设施包括一个电影院、一个展览厅、一个资

源中心和四个可调节温度的储存库。资料馆现时搜集的影片及相关物品分别超过6 300部及

786 000项，主要由市民及电影公司捐赠或寄存于馆内。年内收到的重要捐赠包括由天映娱

乐有限公司捐赠的199部邵氏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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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馆继续致力于电影研究，进行了「口述历史计划」，访问了多名资深的电影人。年

内出版的刊物包括《香港影人口述历史丛书之三      楚原》、《动‧感‧现场》、《现代万

岁     光艺的都市风华》、《香港动画有段古》等。

（左二至右一）嘉玲、谢贤、南红、周聪等影人

出席在香港电影资料馆举行的「光艺风华再

现」座谈会，畅谈当年在光艺拍摄电影的往事。

资料馆也与其他文化机构和海外资料馆合办专题展览，以培养市民欣赏电影艺术的兴趣。年

内，举办了八个专题展览，包括「动‧感‧现场」、「香港动画有段古」、「现代万岁       

光艺的都市风华」等，并为配合有关展览而举办了多场电影放映会和座谈会。资料馆内的资

源中心除藏有大量与电影有关的读物外，还设有电脑和视听间，深受市民欢迎。二零零六

年，资料馆共吸引逾216 300人次参观。

艺术推广办事处

艺术推广办事处的主要职能，是通过培养公众欣赏和创作艺术的兴趣和能力，把视觉艺术

融入市民的生活之中。为此，办事处举办各种公众和社区艺术活动，并主动及积极与不同

的艺术团体、政府部门和私人机构合作，建立成功的伙伴关系，推行各项视觉艺术计划。

「公众艺术计划2006」旨在通过公开比赛，把比赛的获奖艺术作品设置于本署辖下的尖沙咀

九龙公园香港文物探知馆、土瓜湾高山道公园和将军澳宝康公园，以美化环境。征集作品

的详情已在十一月公布，获奖的艺术作品提案会在二零零七年五月展出，而有关的艺术家

将获委约制作其作品。 「动感艺术旅程」是办事处与香港艺术发展局、新世界

市民充分利用香港电影资料馆资源中心所提供的资源

和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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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巴士服务有限公司、新世界第一渡轮服务有限公司和城巴有限公司合作的一项伙伴计

划，通过公开比赛选出的艺术品经复制后，已在巴士车厢和中环五号码头展出，为期六个

月。展览于六月结束，参观者达破纪录的47 440人次。此外，本署与房屋署合办的「旧物新

颜     东涌逸东邨公众艺术第二阶段计划」已经完成，获委约制作的十件室外艺术品已装置

在东涌逸东邨内，揭幕礼已于十一月十一日举行，以庆祝作品完成。这批作品连同第一阶

段所装置的雕塑，合共26件艺术品，串连成一条首次在公共屋邨内设立的艺术径，为屋邨

增添不少美感。

市民欣赏「动感艺术旅程」设置在巴士内的艺术品。

「旧物新颜 东涌逸东邨公众艺术计划」委约制作

的26件室外雕塑进驻逸东邨后，令该屋邨倍添特色。

年内，办事处举办了大型社区艺术计划「艺游邻里计划III」，通过在不同地区展出本地

杰出艺术家的新作，让公众可以在日常生活中欣赏艺术。办事处共举行了14个巡回展

览，展出八位入选艺术家的作品，地点遍及本署辖下多个场地，以及由其他合作伙伴提

供的场地，包括九广东铁尖沙咀站、香港艺术中心、新华书城、赤柱广场、逸东商场、

龙翔中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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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视觉艺术中心设有九个艺术工作室、一个演讲厅、一个展览厅和一个多用途活动

室，提供视觉艺术的培训，推广视觉艺术，并出租设施予专业人士。年内，中心举办第

五届艺术专修课程，为有志接受系统性专门训练的艺术爱好者提供陶瓷、版画、绘画、

雕塑和水墨画五类课程。毕业展览将于二零零七年年初举行，展出50位毕业生于为期九

个月的修业期间创作的作品。为了支持和推广香港艺术的发展，中心又于年内推出了一

系列「艺术家留驻计划」，并邀请在「香港艺术双年展2005」中获奖的艺术家参与。除

了各项相关的教育活动外，中心还分别在九月和十一月举办了「湛然心迹 冯一峰书

法展」和「I/O FLOWS – Cedric Maridet声音装置展」两个展览。

香港视觉艺术中心举行的「艺术专修课程二零零六／

零七结业展」一隅。

香港大会堂展览厅举行的「艺游邻里计划III：融古铸

金 熊海的艺术」一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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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物修复是博物馆的一项基本功能，旨在保存本港珍贵和独有的文化遗产，让我们的后

代将来也可以欣赏和接触得到。文物修复是博物馆活动不可或缺的元素，年内，文物修

复组为在博物馆场地举行的24个专题展览提供文物修复支援，并处理了940件藏品，当

中包括纸本文物、书画、印刷品及照片、历史文献、织品、自然历史标本、金属品、有

机类文物、陶瓷器、玻璃物品和出土文物等。

文物修复组职员为「大师对象 巴黎庞比度中心珍藏展」装

置展品。

为了在陆上保存和展出历史悠久的「葛量洪号」灭火轮，修复组与各有关单位合作，为

灭火轮制订史无前例的吊运和安装计划。在完成全面的检修和修复处理后，这艘重达500公
吨的灭火轮已在三月成功从海面吊运上岸，并运送到鰂鱼涌公园的中央广场内安装妥当。

与此同时，该组也继续为灭火轮上数以百计的文物和配件进行修复处理，以便该灭火轮可

于二零零七年启用的专题展览馆内展出，公开让市民参观。

「葛量洪号」灭火轮由海面吊运至鰂鱼涌公园的托

架上。

文物修复组人员也运用其专门知识，在修复本地历史文物和保存古迹方面提供技术协

助。修复组以玉米穗轴喷砂技术为甘棠第（现为孙中山纪念馆）去除木装置上的旧油

漆，这种技术是首次在香港使用。修复组人员也以一种崭新的迁移技术，从甘棠第的隐

闭地方取下完好的瓷砖，替换阳台上的破损墙砖，并且为建筑物独特的金属栏杆和彩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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玻璃窗进行修复工程。此外，修复组人员所进行的分析和研究工作，也有助确定建筑物

的油漆和模塑物料的原来成分，以供孙中山纪念馆参考。

修复人员为甘棠第修补破裂了的彩绘玻璃。

为了贯彻推行文物保护的教育服务，文物修复组在年内为全年常设的「学校文化日」接

待了300名学生，还举办了44项推广活动，包括实验室幕后游、工作坊、专题讲座和研

讨会，吸引逾1 250人次参加。

在购置电化学阻抗光谱分析仪软件后，修复组人员现时可对各种金属藏品保护涂层的状况

进行详细评估，并在这些涂层显露出破损迹象之前，先行把问题找出，以便制订适当的处

理方法，控制会令涂层状况恶化的因素。

为了促进本地的文物修复和博物馆工作，并加强与海外伙伴的专业联系，文物修复组分

别于六月和八月派代表出席了两个分别在美国和德国举行的国际文物修复会议，并在会

议上发表了两篇专题论文，题目为《中国纸的发展及特性》和《古船再生 葛量洪号

灭火轮的修复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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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署通过古物古迹办事处，在保护和推广本港文物方面担当重要的角色。年内的重点工

作，包括宣布元朗八乡元岗村梁氏宗祠为法定古迹，使本港法定古迹的总数增至81处。

此外，古物古迹办事处也为历史建筑物进行修复和修葺工程，当中包括粉岭龙跃头的松

岭邓公祠和天后宫、八乡梁氏宗祠，以及屏山邓氏宗祠。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应龙廖公家塾修复工程荣获二零零六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区文

物古迹保护奖荣誉奖。颁奖典礼已于十二月五日在应龙廖公家塾举行。

二零零六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区文物古迹保护奖颁

奖典礼的舞狮表演。

修复后的应龙廖公家塾。

古物古迹办事处在受发展计划影响的考古遗址进行抢救发掘，以及监察其他遗址的情

况。此外，办事处又就多个发展计划的环境影响评估研究提供协助，并监察田野调查和

文化遗产影响评估缓解措施的执行。

为免考古文物遭发展计划破坏，办事处于十一月在白石角进行抢救发掘，并安排在多个

小型屋宇工地进行考古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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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九龙公园的香港文物探知馆由二零零五年十月起局部开放。该馆于二零零五年十月

至二零零六年四月期间在专题展览厅举办「西贡沙下考古发现」展览。此外，又于二零

零五年十一月至二零零六年三月期间举行「香港文物奖（二零零四年）得奖项目」展

览。另外，亦在六月至十二月举行「历史建筑测绘展」，展出本港特选历史建筑的测绘

图和模型。古物古迹办事处也与非政府机构合作，在探知馆内举办多个有关本地文物的

专题展览。「关心社区文物」展览会是由办事处与优环长学建筑设计研究中心合办，于

五月至七月期间在馆内举行。另一项在探知馆举行的展览「威尼斯国际建筑双年展香港

回应展」，则由办事处与香港建筑师学会合办，展期由十二月八日至二零零七年二月二

十一日。另外，还有一个介绍香港文化遗产的常设展览正在筹备中，将于二零零八年年

初推出。此外，办事处也于馆内举办各种教育及推广活动，以加强市民对文物保护的认

识。

二零零五年十月，古物古迹办事处推出香港文物地理资讯系统。该系统载有81个法定古

迹的记录，以供公众浏览。此外，办事处自六月开始，在网上发放135幢由政府拥有的

已评级历史建筑物和138处考古遗址的记录，方便公众查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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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署委任了196名文化艺术专家顾问，负责就表演艺术、文学和博物馆活动等事宜，向

本署提供意见。这些顾问分别来自26个范畴，包括艺术家、学术界人士，以及在所属范

畴内有重大贡献的从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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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7月1日至

2006年2月22日
「八年抗战」展览在香港海防博物馆举行

1月至7月 第十二届学生中文故事创作比赛

1月至9月 第十六届全港诗词创作比赛

1月至10月 二零零六年「4‧23世界阅读日 阅读报告比赛」与获奖作品巡

回展览

1月至11月 二零零六年度中文文学创作奖

1月3日至20日 2005至2006年度中华货殖论坛在香港中央图书馆举行

1月7日至2月26日 2006旧书义卖活动

1月14日至3月20日 「公务群英」文物展在香港历史博物馆举行

1月15日至9月4日 「融 四头家」展览在香港文化博物馆举行

1月19日至26日 第十七届香港印制大奖得奖作品展

1月20日至21日 国家舞台艺术精品工程：广西柳州市歌舞团《八桂大歌》在沙田

大会堂上演

1月20日至2月26日 丙戌年春节大型彩灯展览「灯月情缘」在九龙公园举行

1月25日至2月6日 「视觉震撼 二零零四香港国际海报三年展巡回展」在上海图

书馆举行

1月30日 二零零六年农历新年烟花汇演

2月10日至12日 丙戌年元宵彩灯会在屯门公园、西贡惠民路游乐场、高山道公园

和高山剧场举行

2月22日至5月15日 「扬帆万里 郑和下西洋纪念展」在香港历史博物馆举行

3月、6月、11月、

12月
「都会香港」专题讲座在香港中央图书馆举行

2006年3月15日至

2007年4月9日
「茶诗陶雅：香港艺术馆藏品及茶具文物馆罗桂祥珍藏」展览

3月16日至19日 「全武生」在香港文化中心上演

3月17日至10月4日 「中国古代兵器展」在香港海防博物馆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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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21日至30日 「德国艺术出版近况」展览在香港中央图书馆举行

本署与香港歌德学院合办「德国

艺术出版近况」展览。

3月22日至6月26日 「虽小道   亦可观 中国古代消闲娱乐」展览在香港文化博物馆

举行

3月31日至6月4日 「马克‧罗斯科的艺术：华盛顿国立美术馆藏品选」展览在香港

艺术馆举行

4月、5月、11月 「翻译、语言、文化」杰出学者讲座系列在香港中央图书馆举行

4月4日 喝采系列：祈辛钢琴演奏会在香港文化中心举行

4月21日至25日 「合家乐缤纷」节目：日本飞行船剧团《雪姑七友》在香港文化

中心和荃湾大会堂上演

5月9日至11日 「京剧群英会」在葵青剧院上演

5月23日 「2006十本好书」阅读推广计划揭幕

6月2日至4日 美国马布矿场剧团《玩偶家》在葵青剧院上演

6月5日至7日 江苏省苏州昆剧院演出的经典昆剧《牡丹亭》在香港文化中心上

演

6月9日至11日 俄罗斯圣彼得堡艾库曼芭蕾舞团演出的《俄罗斯王子复仇记》和

《唐璜与莫里哀》在香港文化中心上演

6月9日至9月10日 「罗马的曙光 伊特鲁里亚文化」展览在香港艺术馆举行

2006年6月14日至

2007年2月26日
「众乐与独乐 香港大众娱乐的转变」展览在香港文化博物馆

举行

6月20日 喝采系列：安苏菲‧慕达小提琴演奏会在香港文化中心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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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1日至9月18日 「足球」展览在香港历史博物馆举行

「足球」展览展出大卫‧

碧咸的足部复制品。

6月30日至7月16日 第六届香港文学节

「第六届香港文学节」艺萃剧场

的参加者乐在其中。

7月2日 喝采系列：齐默曼钢琴演奏会在香港文化中心举行

7月7日至8日 「夏日狂欢大派对」在伊利沙伯体育馆举行

7月7日至8月13日 国际综艺合家欢2006

7月10日 大角咀公共图书馆正式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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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2日至8月21日 2006阅读缤纷月

「2006阅读缤纷月」正式揭幕。

7月25日 赤柱公共图书馆正式启用

7月27日 指挥家杜托尔和钢琴家阿嘉莉殊与中国广东国际音乐夏令营乐团

携手在香港文化中心演出

8月9日 「缤纷爵士乐」系列音乐会：美国爵士四人行在香港大会堂演出

8月12日至13日、

19日至20日
「休闲加氧站」在西贡海滨公园和赤柱广场闲情坊举行

2006年8月13日至

2007年4月2日
「玩物养志」展览在香港文化博物馆举行

8月25日至11月26日 「似与不似 辽宁省博物馆藏齐白石精品」展览在香港艺术馆

举行

9月 「『廿一世纪新视野』 杰出青年谈全球化、中国热、科技革

命」讲座

9月16日至17日 奥地利克劳斯‧奥伯迈亚与电子艺术未来实验室携手演出的《魅

影再现》在葵青剧院上演

9月20日至24日 四幕歌剧《费加罗的婚礼》在香港文化中心上演

9月24日至25日 维也纳爱乐乐团音乐会在香港文化中心上演，并在中心外的露天

广场作现场直播

9月29日至10月8日 二零零六年中秋彩灯展览在西九龙海滨长廊举行

9月29日至10月30日 二零零六年中秋彩灯展览在九龙公园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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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30日至12月3日 「大师对象 巴黎庞比度中心珍藏展」在香港艺术馆举行

「大师对象 巴黎庞比度中心珍

藏展」的参观者在名画前驻足观

看。

10月 「科技与人生」讲座系列在香港中央图书馆举行

10月至12月 香港历史博物馆举行「香港建筑百年」之「空间之旅」讲座系列

和导赏团系列

10月1日 二零零六年国庆烟花汇演

10月5日至7日 丙戌年中秋彩灯会在高山道公园及高山剧场、维多利亚公园、沙

田公园及沙田大会堂广场，以及沙咀道游乐场举行

10月5日、13日、17
日至18日

纪念粤剧名伶薛觉先逝世五十周年的「薛觉先名剧欣赏」在香港

大会堂、荃湾大会堂和高山剧场举行

10月20日至21日 「明和电机香港音乐会2006」在香港大会堂举行

10月20日至22日 晚清时期英国在华租借地历史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在中国山东

省威海市举行）

10月20日至11月19
日

新视野艺术节2006

10月24日至25日 维也纳儿童合唱团音乐会在香港文化中心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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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10月25日至

2007年1月8日
「汉字密码 从甲骨文到电脑时代展」在香港历史博物馆举行

「汉字密码 从甲骨文到电脑

时代展」阐述汉字的起源、演化

和对人类文明的贡献。

10月27日至29日 意大利史卡拉歌剧院芭蕾舞团《仲夏夜之梦》在香港文化中心上

演

10月28日 「Youth Band Marathon」在香港文化中心露天广场举行

10月29日至30日 「音乐大世界」在香港文化中心露天广场举行

2006年11月3日至

2007年7月25日
「福建船政：近代中国海军的摇篮」展览在香港海防博物馆举行

11月4日至5日 「罗香林教授百年诞辰国际学术研讨会」在香港历史博物馆举行

11月5日 日航空中畅游

11月7日 孙中山先生铜像揭幕仪式

11月19日 二零零六年「菲岛乐悠扬」音乐会在香港文化中心露天广场举行

11月19日 无伴奏合唱系列：美国摇滚唱乐在香港大会堂演出

11月26日 二零零六年「粤剧日」在香港文化中心举行

2006年11月26日至

2007年6月25日
「产品‧设计‧生活」展览在香港文化博物馆举行

12月3日 「停不了，莫扎特 钢琴马拉松」在香港文化中心举行

12月5日至7日 绍兴小百花越剧团在葵青剧院演出

12月11日 孙中山纪念馆开幕典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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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12月14日至

2007年1月4日
「走近饶宗颐 饶宗颐教授学艺兼修展览」在香港中央图书馆

举行

「走近饶宗颐 饶宗颐教授学

艺兼修展览」展品之一。

12月17日 「亚裔艺采」在香港文化中心露天广场举行

12月20日 天水围北公共图书馆正式启用

天水围北公共图书馆启用当天为

小读者安排的讲故事时间。

2006年12月22日至

2007年3月4日
「东西问道 王无邪的艺术」展览在香港艺术馆举行

12月26日至28日 国家舞台艺术精品工程：福建省梨园戏实验剧团在香港大会堂演

出

12月29日 步操管乐大汇演在香港文化中心露天广场举行

12月31日 「2006除夕倒数嘉年华」在沙田公园和沙田大会堂广场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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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乐及文化事务署署长是康乐及文化事务署财政预算的管制人员，负责管理和交代辖下

各项开支。署长必须确保部门以符合经济效益的方式提供高效率及优质的服务。

本署的日常工作开支由政府一般收入帐目拨付。在二零零六至零七财政年度，本署从上

述帐目的总目95 康乐及文化事务署项下获拨款50.27亿元，用以支付康乐及体育、园

艺及市容设施、文物及博物馆、表演艺术和公共图书馆等范畴的运作和非经常开支。本

署亦负责向香港拯溺总会、香港考古学会、本地体育团体及非政府机构营舍提供资助

金，协助该等机构支付其运作开支。

本署为香港海底隧道附近的隧道入口处休憩花园提供

园艺保养服务。

本署的主要系统及设备项下超过200万元的个别项目，以及电脑化计划的费用，均由政

府的基本工程储备基金拨款支付。二零零六至零七年度的主要项目包括数码图书馆系统

（1.44亿元）及新的图书馆电脑系统（1.96亿元）。

本署筹划进行的基本工程计划也是由基本工程储备基金拨款支付。工程的拨款及进度，

则由建筑署负责监管。

本署设有一套财政预算管制系统，确保妥善监察部门的开支，使其不超逾核准预算。本

署透过超过150名财政管制人员，分三层架构，实施财务管理及预算管制。各级管理人

员虽获授权调配资源，但他们必须负责实施预算管制，并交代其辖下每项开支。

康乐及文化事务署署长负责管理超过700项收费，并确保不时检讨各项收费，以及迅速

而妥善地把这些来自收费方面的收入入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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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二零零六至零七年度，本署经修订的收入预算总额为7.95亿元。收入主要来自文康活

动的入场费、文康设施的租用费和租金收入。有关款额会记入政府一般收入帐目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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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内，我们就辖下不同的服务设施，包括公众泳池、体育馆及艺术表演场地等，进行了

27项意见调查，以收集使用人士对本署的服务和设施的意见，以及确定他们对未来服务

的需求。这些意见调查的结果提供了有用的参考资料，使署方在制定策略及分配资源

时，更能切合服务使用人士的需求。

「公众意见登记系统」设有一个数据储存库，用以储存部门从不同渠道收集得公众对本

署服务、设施及员工表现的意见。我们会分析收集得来的资料，并定期编制有关公众投

诉及建议的报告，使管理层可找出服务未如理想之处，并采取改善措施。

本署现正开发一套与效率促进组综合电话查询中心的电脑系统共通的界面，以期简化收

集及汇报资料的程序。第一阶段的开发工作已经完成，新工序将于二零零七年年初实

施。第二阶段的开发工作将于二零零七年年底完成，届时资料传送和统计数据的整理工

作将会全面自动化。

顾客谘询座谈会

为了加强部门与顾客之间的直接沟通，并收集他们对如何进一步改善服务的意见，本署

在文娱中心、图书馆和博物馆举办了多个顾客谘询座谈会，以便能够直接听取服务使用

者的意见，以及向他们解释本署的政策和推介本署新设的服务。这些措施正好配合本署

服务承诺，致力以具成本效益的方式，提供优质的服务，以满足市民的期望和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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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署依循政府以合乎成本效益方式外判公共服务的政策，把一些非核心工作外判给私营机

构。主要已外判的服务包括洁净、护卫、园艺保养和体育馆管理服务。截至二零零六年年

底，本署管理的外判服务合约共127份，涵盖康乐及文化两个范畴的设施，总值17.38亿元。

本署外判服务的主要目标，旨在提升服务效率和节省开支。

本署雇用承办商在公园内进行清洁行动，清除蚊患热

点。

在拟定外判服务计划时，本署采用下列既定原则：

订立的合约具商业利益；

服务质素不得有所下降；

有关计划须符合成本效益；以及

不会有员工被遣散。

自二零零零年以来，本署已把13间体育馆的管理服务外判，务求以更具成本效益的方式

为市民提供优质服务；并善用私营机构在管理这些设施方面的专门知识。这13间体育馆

分别为：在二零零零年把服务外判的赛马会屯门蝴蝶湾体育馆；在二零零一年把服务外判

的鰂鱼涌体育馆、港岛东体育馆、振华道体育馆、长沙湾体育馆和竹园体育馆；在二零零

四年把服务外判的彩虹道体育馆、和兴体育馆、北葵涌邓肇坚体育馆和鸭脷洲体育馆；以

及在二零零五年把服务外判的花园街体育馆、黄竹坑体育馆和大角咀体育馆。

为了保障非技术工人的工资和雇佣福利，本署已实施新措施，以加强标书评审的强制性

规定及对服务合约承办商的管理。此外，本署总部的合约管理小组定期与承办商的高层

管理人员会面，以评核承办商的服务表现，并就合约管理事宜及有关政策与承办商交换

意见。这些会面提供有效途径，让本署向承办商传达绝不容忍剥削非技术工人的信息，

并加强双方在合约管理方面的沟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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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署的合约管理小组与承办商会面，就合约管理事宜

交换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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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长官在《施政报告》中定下在二零零七年三月底前把公务员编制缩减至约16万名的

目标。为此，本署已在二零零六年年底，把常额人员的编制进一步削减至7 356名。为

了配合二零零七至零八年度的工作计划，本署已在今年的周年预算中要求增加人手，以

便推行新措施和服务，以及开放新设施，其中包括落实「区议会角色、职能及组成的检

讨」的建议，以及按照下述检讨的结论，以公务员职位取代所涉职务由公务员来执行会

较为恰当的非公务员合约雇员岗位。

公务员事务局已在二零零六年十二月完成对各政府决策局及部门聘用非公务员合约雇员

情况的检讨。该局的结论指在本署雇用的非公务员合约雇员当中，约1 400名负责提供

短期／季节性或当时正在检讨的服务，而余下约800名这类雇员的职务，则由公务员来

执行会较为恰当。本署将与该局合作，逐步以公务员取代上述约800名非公务员合约雇

员。

鉴于上述服务需要，本署已在二零零六年申请豁免冻结招聘部门职系人员，并获有关当

局批准为三个部门职系进行公开招聘，包括康乐助理员、康乐事务经理和图书馆馆长。

这三个职系的公开招聘工作已于年内进行，新聘任的人员将由二零零七年年初起陆续上

任。

年内，本署的员工训练和发展集中在三个主要范畴 装备员工以支援区议会检讨工

作；提升顾客服务；以及培养团队精神，让员工在工作上更能发挥协同效应，改善服

务。为达成此等目标，训练组为有关人员开办并提供各种各样的训练课程。

《区议会角色、职能及组成的检讨》谘询文件的公众谘询工作已经完成，而行政会议亦

随之通过了有关落实计划的各项建议，包括先于二零零七年一月推行先导计划，然后再

在二零零八年一月新一届区议会任期开始时全面落实检讨安排。鉴于本署是区议会检讨

工作涉及的主要部门之一，我们特别指派训练组培训有关职系的员工，确保他们具备

必需的知识和技能，以协助区议会应付角色上的转变。训练组在二零零六年九月至十

二月期间，与公务员事务局辖下公务员培训处合作，特别为有关员工推出一系列支援

区议会检讨工作的训练课程。课程内容包括转变和压力处理；表达技巧、专业形象和

社交礼仪；策略性思维、谈判和游说技巧；传媒技巧训练；区议会文件撰写技巧；沟

通技巧和提升情绪智商；以及政务专员和地区康乐事务经理共同参与的区议会工作经验

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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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工在传媒技巧训练课程中，模拟接受传媒访

问，锻练处理传媒关系的技巧。

训练员工致力提供优质服务是本署的一贯目标。因此，训练组年内的主要工作仍然是全

力支援康乐事务部和文化事务部提升顾客服务。我们推出了两项计划：一项是适用于泳

池的提升顾客服务计划；另一项是专为公共图书馆而设、在六间指定公共图书馆推行的

试验计划，内容包括检讨现有的顾客服务、制订改善服务计划，以及提供特设训练课

程，教育员工服务顾客应有的举止态度。

本署相信拥有一支成功的团队是提供优质服务的基石。年内的另一项主要工作，便是建

构优秀的团队以争取更佳工作成果。在文化服务方面，我们为上环文娱中心和西湾河文娱

中心的全体员工安排了特设的团队协作训练计划，藉以加强团队协同效应。至于康乐服务

方面，继专为康乐事务经理职系而设的以活动为本团队协作工作坊于二零零六年三月完成

后，另一项为480名来自公园、游乐场、泳池、体育馆等康乐场地的前线督导人员和员工而

设的大型团队协作计划，也安排于二零零六年六月，以及二零零六年十一月至二零零七年

二月期间举行。

员工参加为加强团队精神而设的互动游戏。

训练组举办的户外游戏考验参
加者的合作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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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上述三项主要训练工作外，训练组还继续提供大量常设课程，涵盖不同的康乐和文化

服务范畴，以及一般管理、督导管理、语言和沟通、电脑软件应用、资讯科技等知识和技

能训练；此外又邀请本地和海外专家就各种各样特定课题主持讲座和研讨会，内容包罗草

地设施管理、国际修枝标准和做法、泳池管理、泳池水质与卫生、大型活动管理、马术

运动、人群控制管理、博物馆服务、表演场地舞台悬挂系统，不一而足。

舞台悬挂系统工作坊为演艺场地员工提供训练，使他

们具备布置舞台所需的技巧和安全知识。

鉴于政府对职业安全健康日益重视，训练组与各部别安全主任紧密合作，提供更多职安健

训练课程，以促进员工健康并尽量减少工伤意外。训练组又提供安全管理训练，藉此加强

对地区和场地安全主任的培训，让负责人员可协助评估职业健康风险和向员工提出安全措

施的建议。此外，为提高员工对职安健的基本意识，训练组安排了林林总总的课程，包括

人力提举和搬运、高空工作、湿滑地面工作、软组织过劳、工具和机械操作、户外工作与

天气预报、灭火、安全使用显示屏幕设备、预防工作暴力事故、压力管理等。

此外，为确保我们的工作队伍廉洁守法，我们还举行研讨会和讲座，深化员工持廉守正的

观念，并让他们认识《个人资料（私隐）条例》和各项反歧视法例。

我们又资助员工到外地进修学习，以掌握更多有利于本署提供服务的先进知识和工作方

式。年内，共有58名人员参加在香港以外举办的在校培训或暂驻实习计划，其中七人修读园

艺培训课程、27人接受运动和康乐培训、24人参与文化服务训练。我们在这些人员学成返港

后安排汇报会，让他们与其他同事分享经验。

训练组深明员工工作繁忙，所以继续鼓励员工利用专题培训录影带和光碟自学进修。员工

在公余时可按各自的进度，利用这些培训材料学习有关专题和复修工作所需的知识和技

能。我们在年内分别为康乐事务部和文化事务部制作了两辑与《2006年吸烟（公众卫生）

（修订）条例》有关的自学录影带。此外，为配合泳池推行提升顾客服务计划，训练组正

为泳池员工制作一辑培训录影带，让他们通过具体的个案研究学习顾客服务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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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内，本署依据政府延续公营部门临时职位的决定，继续提供泳池事务见习员、泳滩见习

员和图书馆助理见习员三项计划。泳池事务见习员和泳滩见习员计划为约170名青少年提供

为期四至六个月的训练，当中逾95%的见习员通过指定考试，取得救生员资格。这些见习员

结业后成为公私营水上活动场地救生员人手的宝贵来源。

在「泳池事务见习员计划」的结业礼上，40名见习员展

露灿烂的笑容。

整体而言，年内我们的培训工作硕果丰收，成绩媲美往年；大部分训练课程均成效卓著，

并得到员工高度评价。我们为所有职系和职级员工提供的培训名额超过16 000个，而前市政

局合约员工和非公务员合约雇员也有大量培训机会。未来一年，训练组会致力提供更多灵

活实用、以客为本的训练计划，以配合本署所定的目标，并令员工受惠。

员工关系与沟通

员工是我们最重要的资产。我们非常重视与员工维持良好关系和有效沟通，以便管职双方

能够建立共同的目标，齐心协力应付部门所面对的种种挑战。

本署管理层通过举行部门协商委员会会议、一般职系协商委员会会议和职工会会议，与员

工保持恒常接触。在有需要时，还会与员工举行特别会议、非正式会晤和简报会，商讨共

同关注的问题。署长更会亲自接见职工会代表，以及前往前线员工的工作地点探访他们，

以了解他们所关注的事项。

94



我们亦同样关怀个别同事的需要。如有个别同事就员工福利和关注事项提出要求或查询，

员工关系／员工福利组人员均随时乐于提供协助。我们又不时为员工举办各类康乐活动，

以卡拉OK比赛为例，该项比赛不但成为部门的周年活动，更是总部圣诞联欢会的重点节

目。为了提高员工对健康生活的意识，我们举办了「适饮适食 中药食疗及保健讲座」。此

外，还举办了「上班衣着讲座」和普通话午间兴趣小组，以期凝聚更紧密的团队精神和在

部门推广使用普通话。这些讲座和活动广受员工欢迎。我们又支持部门义工队和部门体育

队举办的活动，藉此鼓励同事善用余暇参与有意义的工作。年内，部门义工队得到社会福

利署的协助，安排弱势社群的家庭参观本署每年一度举办的「香港花卉展览」。日后我们

仍会继续举办此类活动。另外，部门成立的15支体育队亦积极参加各项公开及跨部门的体

育比赛。

员工在圣诞联欢会卡拉OK比赛中尽显歌艺。

署长周达明（右二）到九龙公园了解前线员工的工作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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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义工队在「香港花卉展览」的会场准备为弱势社 

群人士提供导赏服务。

部门每两月出版的《员工通讯》，不但为员工提供部门的资讯，而且是部门与员工沟通的

另一有效渠道。

《员工通讯》双月刊是本署内部沟通的渠道，有助加

强员工之间的联系。

激励员工

我们的使命之一，是建立一支积极进取和尽忠职守的工作队伍。为达致此目的，我们大力

表扬对部门有贡献的员工。服务满20年的员工，均符合资格获部门考虑颁发「长期优良服

务奖状」及「长期优良服务公费旅行奖励」。年内，本署颁发了280份「优良表现奖状」予

表现值得嘉许的员工。此外，署长又在二零零六年八月颁发「嘉奖信」给协助筹办「国际

演艺协会第二十届国际会议」的同事，以表扬他们为会议作出的贡献。

「上班衣着讲座」向员工传授建立形象的穿衣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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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满20年的员工获颁发「长期优良服务奖状」，以嘉

许他们多年来的忠诚服务。

我们一向乐于推荐员工参加部门以外的嘉许计划。年内，五位长期工作表现优秀的人员获

公务员事务局局长颁发嘉许状。我们特别感到骄傲的是，部门下列两名人员在二零零六年

度授勋典礼上获行政长官颁授勋衔或嘉许，以表扬他们克尽厥职，为市民提供专业的服

务：

五位工作表现优秀的员工获公务员事务局局长颁发嘉许状。

（上左图）署长周达明（中）在颁奖典礼上与四位获嘉奖的同事合照。他们是（左起）

郭木根、刘容少、王世德和陶根祥。

（上右图）副署长（文化）钟岭海（右）在另一场合颁发嘉许状予卢剑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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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誉勋章

陈焯华（图书馆高级馆长）

图书馆高级馆长陈焯华获颁荣誉勋章。

行政长官公共服务奖状

朱兆光（一级助理康乐事务经理）

一级助理康乐事务经理朱兆光获颁行政长官公共服务

奖状。

本署还推行「顾客赞赏卡计划」，让员工有直接渠道得知顾客的意见。另外，又通过部门

的「员工建议计划」、在各康乐场地设立的工作改善小组，以及为图书馆员工而设的「提

升图书馆服务计划选举」，鼓励员工订定及改善其服务水平。

大环山游泳池的员工响应「最佳工作改善计划选

举」，主动美化泳池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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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客服务

以客为本是部门坚守的基本信念。本署于年内收到7 520张嘉许员工的「顾客赞赏卡」及

840份赞赏。顾客的好评令前线人员深受鼓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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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响应政府的环保政策，我们由开展计划以至部门管理／运作等各个环节，都会考虑种

种环境因素，务求减少污染、节约资源、保护自然环境，以及鼓励市民欣赏优美的环

境。

为达到目标，我们致力：

推动绿化工作和推广园艺活动；

保存文物古迹；

提供环境宜人的休憩用地；

实施减少废物和节约能源的措施；以及

在举办文康活动时尽量减少空气和噪音污染。

在规划新设施和维修保养现有设施时，我们都不忘这些环保目标。我们会考虑采用节能

屋宇装备装置和环保物料，又会使用萤光管连电子镇流器、动作感应器和光导纤维等高

效能照明系统以尽量节省能源，并会因应情况合理调整场地照明系统的运作时间以节约

用电。此外，我们还致力遵循政府所订的室温指标，在夏季时把办公室温度维持在摄氏

25.5度。至于特定场地（如博物馆、体育馆和演艺场地）内某些地方，如因运作和顾客

服务需要而必须偏离上述室温标准，我们会与机电工程署紧密合作，监察有关情况，并

在可行而适当的情况下把室温尽量调校至接近摄氏25.5度。

本署的其他环保工作主要包括：

改善现有园景区并广植树木和灌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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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办学校和社区活动，例如「绿化校园资助计划」、「香港花卉展览」、「社区植

树日」和「绿化义工计划」；

东区康乐事务办事处的员工参加「香

港花卉展览」康文署西方园圃比赛的

作品，散发着清新雅致的气息。

举办教育活动，向市民推广保存文物古迹的信息；

在合适地点种植抗旱植物，并减少大型公园水景设施的用水量，以收节约用水之

效；

采用较具环保效益的臭氧消毒系统或电解加氯杀菌系统为泳池消毒；

与机电工程署和建筑署合作进行能源审核和各项可行的节能改善工程；

本署员工参观机电工程署，与该署人员交流对节能措施的意见。

与机电工程署检讨本署辖下多个康乐场地和总部大楼的照明和空调区，务求减少能源

耗用量；

使用环保产品并提倡使用再造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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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聘承办商回收旧书、杂志、报纸、废纸和打印机碳粉盒；

举办旧书捐赠义卖活动；

在辖下场地利用废物分类箱回收废纸、铝罐和胶樽；

为车队中所有属欧盟I及II废气排放标准的柴油车辆安装柴油催化器；

在办公室和场地广泛推广环保措施和宣传绿色锦囊；以及

鼓励员工在夏季视乎环境和场合，穿着合适的整齐便服上班，以配合政府的节能政策。

本署鼓励员工在

夏季轻装上班，

以配合政府的节

能政策。

此外，本署设有部门环保事宜委员会，负责检讨各项环保政策，并协助统筹监察在整个部

门推行环保措施的情况。二零零六年十一月，我们发表第六份《环境报告》，详述本署在

环保方面的活动。

《环境报告》概述本署各项与环保有关的政策和措施。

部门环保事宜委员会辖下另设环保管理措施工作小组，职责包括制订环保管理措施，争

取高层管理人员支持，在部门内予以推广；监察环保管理措施的推行情况并检讨成效；

以及向高层管理人员提出有关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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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署非常重视为市民提供文康设施。本署辖下的策划事务组与各区议会一直保持紧密联

系，以收集地区人士对文康设施的供求及兴建这些设施的优先次序的意见。本署自二零

零零年成立以来，共完成了62项工程计划，总值约100亿元。此外，行政长官在二零零

五年一月的《施政报告》中宣布优先处理两个前市政局遗留下来的25项工程计划，并为

这些工程计划预留拨款。年内，再有21项工程计划获选定须尽快施工。

年内，本署在提供新设施和推行新工程计划两方面均有重大进展。

年内，共有三项设施相继落成，包括赤柱市政大厦（包括一个社区会堂、一间体育馆和

一间图书馆）、南莲园池（一个设计独特的传统中式花园，以唐式园林设计和建筑物为

特色）和孙中山纪念馆（由原本为甘棠第的建筑物改建而成，以纪念近代中国伟人孙中

山先生）。新落成设施的一览表载于附录六。

南莲园池古意盎然，十一月落成启用后一直深受

本地市民和游客欢迎。

截至年底，正在施工的基本工程计划共有13项，其中包括四项大型设施，即在天水围兴

建的体育馆（将设有多项体育设施）、沙田显田游泳池第2期工程（包括一个室内暖水

池） 、将军澳运动场（设有适合举办国际田径赛事的田径设施和两个天然草地足球

场），以及东涌第17区体育馆、社区会堂兼图书馆（包括一间图书馆、多项体育设施和

一个社区会堂）。全部九项工程计划的一览表载于附录五。

年内，本署完成了11项小型工程，每项工程的费用不超逾1,500万元；另有31项工程则

正在施工。



本署一直善用资讯科技作为重要辅助工具，致力为市民提供优质的服务，以及提高部门

的运作效率。年内，本署动用了2,500万元推行19项电脑化计划，以改善部门的生产

力，以及满足市民对服务日趋殷切的需求和期望。

本署于四月完成提升图书馆电脑系统的可行性研究，随后并向立法会财务委员会提交

1.96亿元的拨款申请，以便更换图书馆电脑系统。申请在二零零七年二月九日获得通

过。新系统会分两个阶段推出，第二阶段预计于二零一一年完成。

图书馆电脑系统已扩展其服务网络至包括两间新的图书馆（即分别在七月及十二月启用

的赤柱公共图书馆和天水围北公共图书馆）；至于年内进行翻新的图书馆（包括香港

仔、九龙、保安道、屯门、牛池湾、元朗及北葵涌公共图书馆），则在施工期间维持图

书馆电脑系统的服务。

新启用的天水围北公共图书馆采用的图书馆电脑系统

确保为公众提供有效率的服务。

本署在一月提升了多媒体资讯系统，增设储存设备以容纳不断增加的数码资料。香港中

央图书馆的多媒体资讯系统工作站已在六月完成硬件更换工程，提升了互联网浏览效

率。该系统又在八月进行了改善工程，以提供浏览可携式文件格式(PDF)资料的功能。

连接香港中央图书馆与其他公共图书馆及本署总部的网络，已在三月转移至单一的广域

网平台 都会型以太网。香港公共图书馆的所有主要应用系统现时皆由这个更具成本

效益的网络平台支援，这些系统的整体表现亦有所改善。

为了改善互联网浏览服务，我们已更换约220个工作站的硬件，并把操作系统从视窗98
提升至视窗XP。工作站的表现和保安管理因而得到改善。为了多提供一种浏览互联网

的途径，本署已在多间选定的图书馆顺利推行安装互联网资讯站的试验计划，并会于二

零零八年在所有公共图书馆安装共70台互联网资讯站。为使更多市民能使用资讯站浏览

互联网，该项服务的每节使用时间将设定为15分钟。



大会堂公共图书馆的互联网资讯站为读者提供快捷的上网服

务。

新设的香港文物探知馆已在二零零五年十月局部启用。现时馆内的专题展览厅、演讲

厅、教育活动室及参考图书馆已开放给市民使用。文物探知馆采用了具备编制目录、记

录书籍借还情况和管理功能的图书馆管理系统，图书馆的运作因而更为畅顺。该系统配

备最新的无线传输技术（无线射频识别技术），使图书馆的运作自动化。市民可经互联

网利用该馆的网上图书馆目录，检索参考资料。

无线射频识别技术使书籍借还手续更为快捷。

为了唤起市民对保护文物的意识，并推广有关香港建筑文物的教育工作及文物旅游，本

署正推出一套虚拟文物探索系统。我们会为约60处香港历史建筑物/古迹制作虚拟之

旅，供市民经互联网欣赏。此外，我们亦会制作3 000只介绍这些虚拟之旅的教育数码

光碟和设立五台供市民浏览虚拟之旅的文物资讯站。本署的目标是在二零零七年年中推

出所有虚拟之旅，首个特设的文物资讯站安装于新设的屏山邓族文物馆暨文物径访客中

心内，将在二零零七年四月启用。



自「康体通」电脑租订系统于二零零二年投入服务后，市民可透过互联网、致电或亲临

订场处柜台预订康乐设施和报名参加康体活动。

年内，我们在该系统增设了多项新功能，以改善康乐设施及康体活动的管理，并使透过

互联网、电话及订场处柜台预订设施的方法更加方便易用，务求切合运作需要及市民的

需求。该系统的后端系统已于二月进行提升工程，以应付市民日益增加的需求和提供更

具效率的服务。

为配合新的电子政府策略，本署将于二零零八年一月前，把「康体通」电脑租订系统的

网上服务渠道由目前的生活易入门网站迁往一个新的电子政府服务平台。现有的资讯科

技基础设施须予改善以支援该平台。相关的招标工作已在年内完成，系统的开发工作将

于二零零七年年初展开。

本署会在辖下各康乐场地提供自助服务站，以供市民预订康乐设施和报名参加社区康体

活动。这项新服务预计于二零零七年内全面推出。自助服务站设有智能卡阅读器和八达

通收费功能，为市民提供方便快捷的预订服务。

本署现正为水上活动场地小组开发一套电脑系统，用以管理各类资讯如临时关闭设施告

示、泳滩和泳池特别措施、水质、清洁时间表及公告等。系统启用后，市民可24小时透

过本署网站快捷地查阅关于泳滩和泳池的告示和资讯。

本署已于二零零五年七月推行第一阶段的树木资料库系统。该系统采用地理资讯系统科

技，协助部门管理绿化资料，并为公众提供在网上查阅古树名木资料的渠道。系统的第

二阶段已于二月推行，使在偏远地区工作的外勤人员可以使用手提仪器进行园艺勘察及

分析。

树木及园景组同事在进行例行树木健康检查时，以电

子手帐接达树木资料库，并把必要的跟进工作记录在

案。



本署已于二零零五年十二月推出管理资讯系统的首阶段服务。此系统不但把数据收集工

序自动化，还可用以编制统计报告以切合前线及中层管理人员的工作需要。本署早前建

议推行系统的第二阶段，有关的拨款申请已于八月获政府资讯科技总监办公室批准。系

统第二阶段是为本署的高层管理人员提供主要工作表现指标，以辅助他们进行资源分配

及策略性规划的工作。本署已于十二月着手研究建立机构数据库架构，以协助开发系统的

第二阶段。

本署于四月推行两套与直接采购有关的电脑系统，把部门的采购程序自动化。

直接采购系统让使用人员能够以联机方式进行采购工作和监察采购流程。该系统有

助员工采用最佳的采购模式，并可防止及减少直接采购过程中可能出现的不当行

为。

采购卡付款系统让使用人员在进行小额采购时，能够以采购卡安排付款，提高了付

款给供应商的效率。

「资讯科技设施普及计划」是在所有政府部门推行的计划。本署已于六月完成该计划，

在各公园、泳池、分区办事处和图书馆等场地安装了约350部桌上电脑和相关设备，供

全职的同事合用，并为他们开立约6 500个电邮帐户。本署人员现时可经由政府网络以

电子邮件方式通讯、使用办公室自动化系统，以及在互联网检索资料。本署因此获政府

资讯科技总监办公室嘉许为推行「资讯科技设施普及计划」十大优秀表现部门之一。

政府资讯科技总监戴启新（右）致送纪念品予本署资

讯科技总监周明秀（左），以表扬本署成为推行「资

讯科技设施普及计划」十大优秀表现部门之一。



其他正在进行的项目如下：

于二零零六年八月开始接受以八达通卡缴交图书馆各项收费。

现正开发一套电脑系统，用以管理香港科学馆的馆藏，以及让市民可以透过互联网

浏览该馆的馆藏。

现正开发一个香港传统中式建筑资料库，供市民检索有关传统中式建筑的资料。

现正进行合约管理系统的系统分析和设计工作。该系统旨在提供一个统一平台，供

同事处理采购、合约管理及其他与物料供应有关的工作。

现正开发一套人力资源管理系统，以取代现有的人事资料系统。预期在推行新系统

后，聘用事宜、编制及职系管理等人力资源管理程序的效率均得以提高。



新闻及公共关系组在发放资讯和推广部门的服务、设施、活动方面，担当重要的角色。

为方便传媒报道和增加本署工作的透明度，该组年内发放了2 172份新闻稿，安排了139
次传媒参观，并举行了89次记者招待会和简报会。

新闻及公共关系组员工安排简报会，向传媒讲述清理

鸭脷洲倒塌树木的工作情况。

新闻及公共关系组负责筹划落实本署的宣传/教育计划，并担任活动宣传工作的执行和

统筹者。举例来说，为了向小朋友传达保持泳池清洁的信息，该组年内以深得小朋友喜

爱的卡通小猪「麦兜」为主角，成功推行「与麦兜携手保持泳池清洁」宣传计划。此

外，该组又为各类刊物和宣传资料（如海报、户外展板、展览、电视和电台公告/广
告）的制作，提供创作和摄影支援服务。

新闻及公共关系组年内出版的主要刊物，包括概述本署职能和发展的电子版年报、促进

本署8 900名员工内部关系的《员工通讯》双月刊，以及推动市民参与社区体育活动和

培养各社区体育会归属感的《活力新一代社区体育会专刊》。

为服务与日俱增的互联网用户，本署建立了资讯丰富的网站，方便市民直接取得本署资

讯，包括各项服务和设施详情、文康活动资讯、刊物和招标公告，并下载申请表格。年

内，本署网页的总浏览次数达236 117 323次，在本港所有政府网站中排行第四。此

外，本署又以电子杂志形式把每周主要活动的精华摘要直接寄发给订户；截至年底，订

户的数目已增至193 500名。

遇有台风等紧急事故，新闻及公共关系组即调派人员到紧急新闻中心当值，发布消息让

公众得知本署节目和活动的最新安排。



附录

康乐及文化事务署架构图

人手编制、实际员额及空缺一按部别及职系划分

工作成绩

二零零六至零七财政年度预算收支表

康乐及文化事务署现正施工的基本工程计划

康乐及文化事务署在二零零六年竣工的基本工程计划

康体市容设施

康体设施使用情况

康体活动和美化市容计划

康乐及文化事务署各地区康乐事务办事处地址及查询电话

文娱节目入场人次

文化节目、艺术教育和观众拓展计划入场人次

博物馆参观人数

公共图书馆使用情况

主要文化场地

有关文物和博物馆书刊精选



H
p7695Pk~
^20

i3Ku}}6>zuL{zqKMj

a ?

h:hlg>b+
+K

lg>bp

a+KWlgX

h:>bp

a+KWh:>bX

IQ;mQA4 WRg_iImj

-]A;4U4 WRg_
i-]A;4Uj

Bcv44 5 WRg_
iBcv4j 5

Bcv44 6 WRg_
iBcv4j 6

]i?RZ

HvZ

Gwv5Z
pj5NZm]]

Bcv44 7 WRg_
iBcv4j 7

Mz4 d`m]

|4;QZ{F4 WRg_i|4j

{iZ

\vZ

M4Z

vvv4Z

vys^Z

?R7u;Y;Z

QZ{FZ

|4Z

F4soI7Z

sz4^;v] sz4^M=

YH;7*mfZ

]i?R;HvZ

7k4 WRg_i7kj

9+v4Z

1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



J
1KF<

lgFb

FUG lVai

.K/ quqp

.L/ jTqp

.M/ <Mqp

.S/ +k`{

K/ ]y7m2cC
c23U|2o
U|A

L/ G+1jA3z
UfR1jAT
\7q

.SS/ ,k`{

]y7QpcJS
pcZup8

544-

544-

544-

544-

544-

fL|,1n~<qpg

LJ J5Dn

7eLT3MqpKz~
;58I.Q<5;2]
B5_

7eLT3MqpKz~
;58I.Q<5;2]
B5_

7e4T3MqpKz~
;;I.Q<5;2]B
5_

7HKqp~;;I.Q
<5;2]B5_

7HKqp~;;I.Q
<5;2]B5_

FbE9 {9
[11d.H

`8/?
y]/A9{HT+

a ?

3



J
1KF<

FVG fmFb

==39-

==-

544-

544-

FbE9 {9
[11d.H

`8/?
y]/A9{HT+

7698w5.*qu{
F4i1+]es3+k
k^eo|[e`UJ8
\TN@\,.ejbu
788w5[A48qC
`U

798w5.*qu{F
4bN@\,i}:54
\K55\b|:56\74
8K6\j.e

7|qI.Q<5_`U
G<;<UT3yqF

73M<UKz~;9I
.Q<5_`U<Z

*q+r8Mes3-5
ToF\i@,|1+]
T-53esi,jbQ
\atCz88wd`U
Nv*qfLRUwJa
.4bIp*qfLRU
K.4`UQ\?B 5
8wd

*q}|\8\?f}|
8T\J30ZD9ku
N@d

8U]8U

|qkX3+rF4

|q<UF4

flh|j8UE]RG
R<U

a ?

4



J
1KF<

FUG 3[=

.K/ qpYH]l

.L/ nRH]l

.M/ eHqM-]AQj

.N/ ZUqM-]AQj

.O/ ~7qM-]AQj

548w

548w

98w

98w

98w

544-

544-

544-

544-

544-

MQNYWV RWX VWZ NOTUQ[UVS
ZTQ YZNVPNXP

MJ 3[=Fb

7-]AJAzn\i]yN@\,jDtA\KyK|?F4`ag

FVG [sxq

`-k][@YL|liG+M
|W586fj7+r[3@Y]
[Ts?

e6[3qE 544-

FbE9 {9
[11d.H

`8/?
y]/A9{HT+

FbE9 {9
[11d.H

`8/?
y]/A9{HT+

a ?

5



J
1KF<

FUG qG=

NJ lGCqG=Fb

]R~_uZT75-53*r
F4qp

.G+4~A3G+>WA5a
{75Xt43.QTUjFM
dy

u{>nZ9TmQA-5

MRk^Qjc[Q31cI
QbTd:G+Tk^3QsI
9

7;I.Q<5]R
Dmqp

K?DtAUjf
@Fxa{znT
RO

.S/ eLO;8I0
0SdTU|

.SS/ eLO;;94M
Kj-5

A^Ie>W\5-
K6-

544-

544-

544-

544-

FVG uGCuB

FbE9 {9
[11d.H

`8/?
y]/A9{HT+

]R@yexqp

]RoK3Q3C4Qqp

]RHnq+U|sZ3?[A
qp

]Rp0>Y3b`y?o.j
qp

54I.Q<

58I.Q<

;I.Q<

9I.Q<
ipu}}6>s
LqK~bs`u
0K8I.Q<j

544-

544-

544-

544-

FbE9 {9
[11d.H

`8/?
y]/A9{HT+

a ?

6



J
1KF<

h:Fb

T}-}EJ?H1r2T-5

.K/ 766Bcv4;v]oq
6TXYr2

.L/ GMr2\d

T?.J?H1r2T-5

:Jg9q6XYqpln1j
`{

KFTuJwq\K

]RbQpc7TdxQq37
Tb+q1cTqpg

.K/ LBqp

.L/ ]rDmz8d`Vk

.M/ 7f7X341_7w4Z
1c

uJ\K0Cz59
8 w b N @ \ ,
i}:<\748K54
\748j.e

73Mr2Kz~
;;I.Q<5bU
qpv

.S/ 7 ? . K z ~
;9I.Q<5
7i?.:H

.SS/ 7 ? . K z ~
;;I.Q<5
b U 1 . q p
v

uJ\K0Cz59
8 w b N @ \ ,
i}:;\K;\74
8j.e

uJwq\K?B
648wbKFc:
.e

;I.Q<5

;I.Q<5

54I.Q<5

544-

544-

544-

544-

544-

544-

544-

544-

544-

a ?

FbE9 {9
[11d.H

`8/?
y]/A9{HT+

7



K
.--2J--j\EZ.3G8Y

[11d51Z
4|c FLG

a ?

[11b51d
4|c FMG

@
.5/ Dm^9|u}}6K}s|z>tTK<~Ad
.6/ Dm^9|u}}3K}6|z>tT1PBHd

59<

964
7;
77
8;

RTP

52:84
5

62794
5;8
544
<9
95
65
88

769

OIRTL

NITTQ

9=
77

TM

OIKSS

57:

977
7=
7:
7=

RSN

52:8:
5

626;;
5:5
=9
<<
94
85
84

795

OIRPK

NITQR

:7
;7

LNQ

OILKN

1]

l^
1MBB

wqB3lnB
-5BB
,V

,VBw

1]@C

~gzk

IvP{
D.;76^{*
qud`JH
I9escQcesc-53U|
Bc;1j-5cescv53U|
-]AQZ;8t1F4
oQ.Q
^^F4/u
IQ3mQAU|
sW^

~gzk@C

0_~gzkNH}.=-

L~gzk

0|cpt3`j
,V

L~gzk@C

~>m9Mc

8



L
p7695Pk~
s>]1Wo=1{c/

a ?

`v*6

+l2ze>7RphW6z

<PpW5;6T1jA

fh`7R;t1ca<.6

fo0o,KFW6z.6

<PpW69c69@c69A6TwY{,n6

GhW66T66{,n6

nEo}PW7=6T66{,n6

x4W796T66{,n6phW6z

>>2v5q

OP:7RW6z

>>2W84@6T66{,n6

+D-GhW5;61jAcV6Z:6-]A

<PpW54;6T66{,n6

u}}{>zuL

u}}{>zuL

u}}d>tL

u}}3>{L

u}}3>zqL

u}}6>{L

u}}6>{L

u}}6>{L

u}}6>dL

u}}6>zuL

u}}6>zuL

u}}6>zuL

u}}6>zuL

u}}s>uL

u}}s>{L

u}}s>dL

u}}s>dL

u}}s>xL

u}}x>uL

u}}x>uL

u}}x>{L

u}}t>dL

u}}x>xL

u}}x>zL

u}}t>zL

u}}x>zuL

{9w`mtc`mt

9



M
p7695Pk~
D.--2E|1Wo=1{c/

m~hz+U

hmRF

R1-6:A

5<:3:

5;;

=439

a ?

w`mt
`vyz

W4|cX

u}}6>qL

u}}6>sL

u}}6>zqL

`v*6

20



N
pA<fw]

@
.5/ ]ysI{vqQqd
.6/ ]y*If,JQqd
.7/ ]y6InQ8?bQpT}Qqd
.8/ ]y=Dpjg=aRkdy3.vTjgq6cz8u7Q3u[hS6Ad
.9/ ]ypjgdyTp5eBc`{3u[hS6Ad

8{

<;

979
89=
7;

687
7;

756
6;5
5;

79
57
6
7
6

55
=
6

66=
6<
68
54
5

5=
6

77
9

<<
56
9

8{

5
85
7;
9
8
6
8
5

66
5 7<5

<5
:::

9
6

88
:84

8
5<

5 9:63:

6 6543:

.5/

.6/

.7/

a ?

hFxWoP

hFoP

1jA
Qqip5ej

GOQ
qQ
GQ
JQ
`Q
}Q
EQ
EQi[q

v6Qqi<0j
nQ
nQL,VQn
3Q
3QL,VQn
+QqiFej

v6Qqivcj
nQ
nQL,VQn
C|Q

56nQq
`Qqi<03vcvj
v5q
v68Qqip5ej
Oh0<=Qq
~<Tq
Thq
8Eb+q
`Jq
lDYo2oY
opY
ak\F

hFxWoP

hFoP

-k7R
K,
,KF
P}-51E
t1J
e^~_
0<=Qi[qip5ej
~J6W

|<oP

+k7R
7Ro[Ro{,]
UPF
~7wcq
5QRoiY
_p
Ks
3io
xb;~l
V6RO

T|Rkdy6AMB6 AKB

iT7g;j

T|Bc`{n6MB6 ALB

iT7g;j

21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2



P
pA`lSa5<fc/

6= 544

< 544

869

7=5

;8:

5 486

5

<

745

6;

885

84

5::

5

6

5 ;<4 444

:94 444

65 444

64 944

644 444

794 444

954 444

:= 444

: 444

< 444

7; <44

; 444

66 444

674

59 444

a ?

RcYS2

B1-5

1j-5sW;+

5QRKj;+

RkKj;+

D9_RsW;+

mqvq[n;+

G+[`U|

D9G+-5sW;+

D9h.;+

V6>}K

D9U|oQX

V6RO;+

IZD9eU-5

m644:kyRI+ephhvQ[n

DL,>=

etYrY\8RcYS28{

23



HG
p7695Pk~BCmp7Pk9Pu
CM6_+,*

Q-0,

6<97 69::

6;55 4985

67<: 4=89

69:8 66:8

6787 :567

6999 56:<

6<;= 9:66

676< =6:6

6746 5;:6

6<96 7664

6868 ;645

6:;= 6<5=

6;=5 7544

6:78 4555

75<7 =464

6656 =;46

6895 4748

68;< 8786

a ?

,d

1N6

tCl

OP:

G6

5S

h6

4U

P+X

N<C

bV

lb

^6

N}

fo

+P

x4

A`

4^

,:

G+1L14+x1789m}Lhz+U54b5445p

tC/@px5:9m~m4z83g54b

tCOP:4=>9=K:7m4=>hz+U;b

G+=hh>7<m=hhhz+U7b

tC5SGr^<G_bG5b57K5<p;
G6b554K55<p

G+G+U+x647mG+Uhz+U8b

G+4U*gpx669mBSxhz+U=b

tCP+XNP4x55mRF4hz+U8b

tC<f2**gx66mtC7R;v]6|

G+1LYqg@x7<mg+z8+b:b:66p

Y0lh8Zu5::K5;8ml8z83g<b<49p

Y0}PyDu57mt.Vhz+U8b

Y0N}:l>78mN}z83g9b

Y0fofoHvZu57<mYlh1fZq5X56b
564;K5656p

Y0+PHvZ><m+PC3+b7b

Y0x4\sx89m\sxhz+U7b

Y0A`Anu5mA`z83g7b

Y04^/cX6m4^z83g6b

24



HH
9e}@0z/I

8{

@
.5/ ]y7+:3ZqOMTesd
.6/ 0]ylnXO;Tesd

a ?

J5s8 JLK

;:8

76;

;=

595

<7

588

5;5

5:6

668

68<

58:

89

86

75<

5

55

57=

667

764

5 7;:

O TRO

]s\3 JLK

:89 4;5

599 654

5= 6:4

75 5;:

85 89:

65 484

<= :;=

<9 ;<:

56: :<8

547 974

;: 9;;

55 5=:

57 <89

6: 7;6

: =84

5= 75<

5= 8:<

5< ;49

<6; 4=:

7:= 947

M RKR TLM

s,

G+I91E AHB

G++Z:

N4LIQ1E

}LIQ1E

0-Tq

RF4IQ1E

x4+Z: AHB

A`+Z: AHB

fo+Z: AHB

lbT- AHB

4^T-

+PIQ1E

^6+Z:

G+|[sZA|[-

G+1jA

zUfR1jA

G+4~A7Q2

G+>WA7Q2

,VBc;I9v4gq6

cBc;I9v4gq6

@S

25



HI
95}@+?vrOSBtTgc/
0z/I

]s\3

5;4 6=6

54< <6;

9: 94;

:< 688

55; 567

PMK TTN

J5s8

686

584

5;8

6<5

578

TRL

Dni<CGlDXS2]s\3

S2E9

5T>U

]s\3

65< 4:;

J5s8

=48

a ?

lg}{]s\3

}{E9

Cc

JS

tt1

GT

19GC

@S

26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7



HK
3A0h;Q?qU

;:

7 886 64;

54 86; :5:

5 8<4 ::8

:5 748 :5=

7 754 5;=

8 57= <4<

5< =49

5; 75= <8:

576 968 7;9

57 =44 7;<

9;7 8:9

5 896 <=9

58 <86

57 =68

;5;

a ?

-]A^s

3y-Xv^

-]AA^

]r^s

8t1sZ^s

eHsZ^s

8t1F4qp^s

]R7H3sz+r^s

IZ-5^s

IZ-57\vE

E}-]AF4

-]AED[|E^

E}{H^s

E}~7^s

8t1sziYznE^

3y]r^s

3yz[^s

i49P`a]m^s

28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9



HM
H@9VSyV;h;4: a ?

5 kV,xaya5ph19bWfLQclU|-?

6 kTcI5cphG++TQcTa/lU|-?

7 kSQy]lU|-?

8 k^K~s^i,gk`;/AD\Vph~7k^;+l

9 k}eVeQewph19bW<IIQB=li:IPj

: kj/TH|phzjzswI9l

; kPI0Pph=02mQA^SrtBjl

< k+W2AphB{gNt1E/^Ul

= kwO<6XgwI9Iw+TY8.0l

iG+lh+~19I91E3w+IQAZP][j

54 kSWd]ph|kTehE=l

55 k5eWeSqlU|-?

56 J\VQ BR\VQ AOPWYO KVN @P[OY [RO HO] @SYXWY[> @V C[RVWQYKXRSM KVN ESZ[WYSMKT I[\N_ WP K
BWUU\VS[_ SV EWVQ FWVQ i:I][j

57 kG+52D,bl

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