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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我很榮幸在二零一四年七月加入康樂及文化事務署，領導一支熱誠能幹、理念一致的團

隊，齊心協力提高香港市民的生活質素。二零一四至一五年度，本署提供了各色各樣的

文康設施和服務，以切合社會不同階層人士的需要和興趣，工作卓有成效。

在文康設施方面，高山劇場新翼在二零一四年十月啟用，為粵劇推廣工作注入新動力。

粵劇於二零零九年列為聯合國《人類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作名錄》項目。高山劇場新翼

專為粵劇表演而設，目的是促進粵劇的承傳和發展。年內，我們為慶祝香港文化中心

（文化中心）成立二十五周年而舉辦了連串精彩活動。文化中心於一九八九年啟用，是

香港首要的表演場地，為本地及世界知名藝術家和藝團舉辦超過18 000場表演，吸引了合共1 500多萬名觀眾。

本署在年內有兩個康樂場地落成啟用，分別是天業路人造沙灘球場及天業路公園和啟德跑道公園第一期。為使康

樂場地的預訂和分配更加公平、有效和妥善，本署推行「康體通」用戶重新登記計劃，確保每名用戶只可擁有一

個戶口。我們也實行懲罰措施，遏止濫用「康體通」服務的情況，讓更多真正的場地使用者受惠。

二零一四年是香港體壇碩果豐收的一年。香港運動員在「仁川2014亞洲運動會」及「仁川2014亞洲殘疾人運動

會」分別贏得43面獎牌和44面獎牌。本署會繼續支持香港運動員及其所屬的體育總會參加本地和國際運動賽

事，爭取佳績。

我們向來重視推廣社區體育。「全民運動日2014」吸引了逾22萬名不同階層的人士參與體育活動。另一項重點

體育活動是新辦的「全城躍動活力跑」。這是第五屆全港運動會的前奏活動，當日有超過5 000人聚集在城門河

畔參加跑步及相關活動，氣氛熱鬧歡愉。

本署致力推廣園藝和綠化工作。二零一五年香港花卉展覽以跳舞蘭為主題花，參觀人數創下新高，約有60萬。

在文化事務方面，本署轄下博物館在二零一四至一五年度的工作更上層樓，入場參觀人數達610萬。年內，本署

舉辦了多項大型展覽，包括「皇村瑰寶︰俄羅斯宮廷文物展」、「吉卜力工作室場面設計手稿展‧高畑勲與宮崎

駿動畫的秘密」、「卓椅非凡：穿梭時空看世界」，以及「敦煌—說不完的故事」，吸引了大批市民踴躍參觀。

本署去年完成了全港性非物質文化遺產普查，二零一四年六月公布的香港首份非物質文化遺產清單包含480個項

目。同年另有四個新增項目列入該份清單，分別是古琴藝術、全真道堂科儀音樂、西貢坑口客家舞麒麟和黃大仙

信俗。現時，香港共有十個項目列入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性項目名錄。

本署於二零一四年九月與國際文物修護學會合辦大型國際會議，這項會議首度在東南亞地區舉行，足證香港在國

際文物修護界佔一重要席位。「國際文物修護學會2014香港會議」的主題為《源遠流長：東亞藝術文物與文化

遺產的修護》，來自30 個國家和地區的400名代表和文物修護專家就妥善修護文物的方法交流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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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公共圖書館系統達世界級水平，在電子服務方面亦取得長足進展。年內的措施包括重整圖書館網站、推出兩

個新的流動應用程式，以及在現有館藏增加更多新的電子資源。圖書館的推廣項目「指尖上的圖書館」，連同重

整的圖書館網站及多項主要革新項目，備受公眾讚賞，獲得多個獎項。二零一四年十月，我們舉辦國際圖書館會

議—「第十次中文文獻資源共建共享合作會議：數碼薪傳」，探討中文數碼資源的建設與共享事宜。

一如以往，本署全年提供各類高質素的表演節目，例如第七屆「新視野藝術節」，上演精彩的舞台製作《海達‧

珈珼珞》及《微藝進行中》。新推出的「樂趣」系列節目，以輕鬆風格演繹音樂，深受青少年及一家大小歡迎。

最後，我很高興申訴專員公署向本署頒發「二零一四年申訴專員嘉許獎—公營機構獎大獎」，表揚本署處理投訴

態度積極，回應迅速，並樂意以調解方式解決投訴，做法可供借鑑。

上文所述只是本署今年部分工作重點。展望來年，我們會繼續與相關機構和團體緊密合作，為香港市民提供優質

設施和卓越服務。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署長李美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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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承諾

康樂服務

我們承諾提供設施，鼓勵市民參與康體活動，並舉辦各色各樣的節目，為市民生活增添姿彩。

我們承諾把設施租用費和活動收費維持在市民大眾可負擔的水平，並繼續為長者、全日制學生、14歲以下青

少年，以及殘疾人士及其照顧者提供收費優惠。

我們承諾為市民提供安全優質的康體設施，並負責管理和維修工作。

文化服務

我們承諾為市民提供文娛中心設施和舉辦文娛節目，並推動表演和視覺藝術的發展，提高市民這方面的興趣

和欣賞能力。

我們承諾為所有圖書館使用者提供優質服務，以滿足社會在知識、資訊和研究方面的需求；支援市民終身學

習、持續進修和善用餘暇；以及推廣閱讀和本地文學藝術。

我們承諾提供並拓展博物館及有關服務，以保存本地的文化遺產和提高市民對文化遺產的欣賞興趣。我們會

致力修復古物古蹟，推廣文物教育和欣賞。我們又會積極推廣視覺藝術和介紹香港藝術家，並通過多元化的

教育活動培養市民對香港的認同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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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想、使命、信念

我們的理想

是我們共同努力的目標。

我們的使命

是我們訂定的清晰工作路向，引領我們實現理想。

我們的信念

是我們行為操守和表現的指引，也是本署致力推廣的服務文化。

我們的理想：

竭誠提供優質文康服務，以配合香港發展為世界級大都會和盛事之都的路向。

我們的使命：

提供優質文康服務，為市民生活增添姿彩；

發揮專業精神，務使文康服務更臻完善；

與體育、文化、社區團體緊密合作，發揮協同效應，以加強香港的藝術和體育發展動力；

保存文化遺產；

廣植樹木，美化環境；

為顧客提供稱心滿意的服務；以及

建立一支積極進取、盡忠職守、敬業樂業的工作隊伍。

我們堅守下列的基本信念，實踐工作使命：

以客為本

我們關心顧客的需要，並承諾以禮待客，竭誠為顧客提供方便快捷的服務。

質素至上

我們承諾以符合成本效益的方法提供優質服務。

創意無限

我們鼓勵多元化發展，重視原創意念。

專業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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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奉行最高的專業標準和操守準則，並致力保持卓越的工作表現。

講求成效

我們重視工作成效，以期取得最佳成果。

成本效益

我們務求以快捷並符合成本效益的方法，達至工作目標。

精益求精

我們致力與時並進，積極回應社會不斷轉變的需求，竭力提升服務質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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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樂事務

本署轄下的康樂事務部負責管理和發展全港的康體設施，為市民提供多樣化的康樂服務。本署亦負責在公園和康

樂場地廣植樹木和灌木，促進自然保育。

在籌劃新設施時，康樂事務部與各區區議會保持緊密合作，確保設施切合市民不斷改變的需求；在籌劃過程中，

也會考慮私營機構和鄰近地區已提供的康樂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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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體設施
本署提供的康體設施分布全港18區，其中包括41個刊憲泳灘、43個游泳池、兩個戶外大球場（香港大球場和旺

角大球場）、45個天然草地足球場、33個人造草地足球場、230個硬地足球場、兩個曲棍球場、一個欖球場、

95間體育館、295個壁球場、25個運動場、256個網球場、四個高爾夫球練習場、五個水上活動中心、四個度假

營、26個大型公園和699個兒童遊樂場。這些康樂設施的總面積達2 278公頃。

天業路人造沙灘球場位於天水圍，是元朗區首個多用途沙灘球場，在二零一四年十月八日開放予市民使用。球場

佔地逾2 700平方米，適合進行沙灘排球和沙灘手球訓練和比賽，並設有觀眾看台和淋浴間等設施。

天業路公園毗鄰天業路人造沙灘球場，在二零一四年十月二十三日啟用，兩者是本署在區內的最新康體設施。天

業路公園總面積逾25 000平方米，設有元朗區首個大型人造草地球場，其緩跑徑和階梯式園景休憩處廣植樹木。

公園採用多種節能裝置，包括太陽能路燈、太陽能熱水系統，以及使用雨水循環系統灌溉園景植物，營造綠化空

間。

天業路人造沙灘球場為沙灘排球

和沙灘手球運動提供新場地。

天業路公園的大型人造草地球

場，供運動愛好者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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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德跑道公園第一期位於機場跑道舊址的末端，佔地約2.82公頃，設有海濱長廊和寬闊的草坪，並廣植花木。市

民可沿着行人道散步，欣賞鯉魚門和觀塘海濱的宜人景致。公園在二零一四年四月啟用。

公園

本署管理1 554個公園和花園，面積大小不一，當中包括下列大型公園：

香港公園

香港公園坐落於域多利軍營舊址，佔地8.16公頃，在一九九一年五月啟用。公園的主要景點和設施包括溫室、觀

鳥園、壁球中心、體育館、兒童遊樂場、鳥瞰角、餐廳及奧林匹克廣場。

觀鳥園的設計模擬熱帶雨林的環境，園內飼養約600隻雀鳥，分屬70個品種。年內，若干品種的雀鳥（分別是長

冠八哥、爪哇禾雀、黃臉樹八哥和綠皇鳩）成功在園內孵育幼雛。園內的溫室由展覽廳、旱區植物展覽館和熱帶

植物展覽館組成。各展覽館都裝置了調控環境的設備，經適當調控後，可營造適合旱區植物或熱帶植物生長的氣

啟德跑道公園的寬闊草坪坐擁維

港兩岸美麗景致。

香港公園的人工湖景色優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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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環境。二零一四年七月至九月期間，展覽廳舉行了「水生植物展覽」，展出約50個品種的水生植物，包括荷

花、浮萍和蘆葦。

維多利亞公園

維多利亞公園佔地19.3公頃，在一九五七年十月啟用，是香港最受歡迎的公園之一。公園不但是市民喜愛的康體

活動場地，亦是舉行社區活動的熱門地點，例如每年一度的年宵市場、「香港花卉展覽」和市區中秋綵燈會。這

些活動每年吸引成千上萬的遊人前往參觀。

九龍公園

九龍公園面積達13.3公頃，在一八六零年代曾用作軍營，其後於一九七零年改建為市區公園。至一九八九年，公

園由前英皇御准香港賽馬會重建成今日的面貌。公園坐落於尖沙咀的心臟地帶，是九龍區最大型的公園。園內設

有多種室內和戶外康樂設施，包括硬地足球場、體育館和游泳池場館。

九龍公園游泳池佔地約三公頃，可容納最多1 469名泳客。過去三年，每年平均入場人數超過906 000。九龍公

園游泳池是本港設備最完善的泳池之一，也是游泳訓練和多項國際水上運動賽事的主要場地。

九龍公園亦設有多個花園和多條步行徑，環境優美。「生命．愛」花園在二零一一年十一月揭幕，藉以表揚器官

捐贈者及其家人慷慨無私的精神。

公園的雕塑廊擺設了本地和海外藝術家的雕塑作品作長期或短期展覽，其中一件長期展品「牛頓的構思」更是雕

塑家愛德華多．鮑洛齊的傑作。此外，園內的樹木研習徑長240米，種植了35種香港最常見的開花樹木。

園內另一主要景點是鳥湖和百鳥苑，該處遍植花木，飼養了百多隻大小紅鸛和其他不同品種的雀鳥。

在維多利亞公園舉行的香港花卉

展覽是城中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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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園全年都會舉辦一些特色活動，包括逢星期日及／或公眾假期設立的「功夫閣」和「藝趣坊」。公園亦定期舉

辦清晨觀鳥活動，向市民介紹園內常見的雀鳥品種，而露天廣場則經常舉辦各類社區活動，例如嘉年華、戶外展

覽和娛樂節目，吸引大量市民和遊客。

公園的「漫畫星光大道」在二零一二年開幕，由香港動漫畫聯會有限公司籌辦，展期三年，旨在向各界推廣和宣

傳香港的漫畫業，藉以鞏固香港漫畫界的地位和形象，肯定香港漫畫家的傑出成就，以及把該處推廣為重要旅遊

景點。

大埔海濱公園

大埔海濱公園佔地22公頃，是本署轄下最大型的公園。園內有一座香港回歸紀念塔，高32米，遊人可登上塔頂

俯瞰吐露港和鄰近地區的美麗景致。公園的其他設施包括長達1 000米的海濱長廊、昆蟲屋、露天劇場、中央水

景設施、有蓋觀景台、兒童遊樂場、草地滾球場、門球場和風箏放飛區。園內有多個主題花園，包括花海園區、

香花園、錦葵園、西式花園、生態花園、棕櫚園、香草園、榕樹園和茶花園。

屯門公園

屯門公園是新界首個提供多元化康樂設施的大型公園。公園的第一、第二和第三期分別於一九八五年、一九八八

年和一九九一年開放給市民使用。

公園建於填海區，面積達12.5公頃。園內種植超過2 000棵樹木和12萬株灌木，品種繁多。園內的人工湖佔地一

公頃，是遊人熱點；爬蟲館亦極受歡迎，在二零一四至一五年度吸引370 060人參觀，當中包括37 740名團體旅

客。

公園的其他設施包括人工瀑布、模型船池、露天劇場、滾軸溜冰場、三個兒童遊樂場、快餐亭、自然保育園地、

長者休憩處、四條卵石路步行徑、涼亭和多用途球場。

添馬公園

紅鸛是九龍公園鳥湖的「主

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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添馬公園毗鄰新政府總部及立法會綜合大樓，佔地約1.76公頃，由二零一一年十月起分階段開放予市民使用。公

園內設有園景花園、特色水景、觀景台、露天劇場、添馬角及添馬茶座，並有寬廣的綠油油草坪，景觀開闊，遊

人在享受休憩空間之餘，可以欣賞維港美景。

寵物公園

愈來愈多香港市民飼養狗隻，本署為此開放了更多寵物公園。目前，本署轄下有38個康樂場地設置寵物公園。本

署會在諮詢區議會後繼續物色合適地點增建寵物公園。

在二零一四至一五年度，有四個新寵物公園啟用，分別是樂民道寵物公園、富康街寵物公園、蒲崗村道／崇華街

休憩處和藍地寵物公園。

泳灘和泳池

在二零一四至一五年度，前往本署轄下泳灘和公眾游泳池游泳的市民，分別有逾1 227萬和逾1 310萬人次。

設於添馬公園的葉形藝術品，歡

迎遊人坐卧。

寵物公園設有多種寵物遊戲設

施，例如圖中供狗隻跳越的圈

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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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推廣水上安全，年內本署與香港拯溺總會及其他相關的政府部門合辦了一系列水上安全運動和活動。

此外，本署為兒童及其家長舉辦了一項泳池清潔運動。

水上活動中心和度假營

本署負責管理五個水上活動中心（創興水上活動中心、赤柱正灘水上活動中心、聖士提反灣水上活動中心、大美

督水上活動中心和黃石水上活動中心）和四個度假營（麥理浩夫人度假村、西貢戶外康樂中心、曹公潭戶外康樂

中心和鯉魚門公園及度假村）。年內，共有12萬人參加水上活動中心的活動，並有509 804人使用度假營設施。

本署又舉辦黃昏營，讓市民在公餘時間參與營舍活動。在二零一四至一五年度，共有36 113人參加了這些活動。

大球場

香港大球場可容納四萬名觀眾，是舉行體育和社區活動的重要場地。年內，香港大球場共舉行了18項活動，觀眾

總數達229 000人。舉行的大型活動有：「傑志對巴黎聖日耳門足球邀請賽」；「香港足球總會百週年紀念賽：

香港對阿根廷」；「香港國際七人欖球賽」，以及其他多項足球賽事和社區活動。經翻新的旺角大球場在二零一

清水灣第二灣泳灘舉行堆沙比賽

和沙灘嘉年華，吸引大批遊人。

赤柱正灘水上活動中心是本署轄

下五個水上活動中心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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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重開，提供6 668個觀眾席座位。旺角大球場是舉行香港超級聯賽的主要場地之一，也是香港足球代表隊的

訓練場地。在二零一四至一五年度，旺角大球場共舉行了75項活動，包括有華倫西亞、維拉利爾和標準流浪參賽

的「LFP全球挑戰賽亞洲站」；有香港、印度、緬甸、新加坡和越南隊伍參賽的「亞洲足協盃」、「第三十七屆

省港盃」及香港對關島和香港對新加坡兩場國際足球友誼賽，全年共有268 197人入場。

在陸上康樂場地設置自動心臟去顫器

為協助救援心臟停頓人士，本署已逐步在所有設有動態運動設施的陸上康樂場地（包括收費或免費設施的場地）

和所有文化場地設置自動心臟去顫器，讓公眾在緊急情況下使用。目前，共有272個陸上康樂場地、87個水上活

動場地和67個文化場地設有自動心臟去顫器。本署將檢討在康樂和文化場地提供自動心臟去顫器的安排，並考慮

於其他受歡迎的場地增設自動心臟去顫器，當中以遊人眾多的海濱長廊為優先。

改善場地管理措施

康體通

本署自二零零二年起推行康體通電腦租訂系統，市民可通過互聯網、以電話或親臨設於全港各區的訂場處櫃檯，

租訂康體設施和報名參加社區康體活動。本署在二零零八年推出「康體通自助服務站」，市民只需使用其智能身

份證辦理登記，然後以八達通卡付款，即可租訂康體設施或報名參加活動，非常快捷方便。目前，本署轄下47個

場地設有自助服務站，其中九個設於港島，15個設於九龍，23個設於新界。

本署在158個康樂場地提供櫃檯服務，市民可在這些場地租訂康體設施、報名參加康體活動，以及查詢康體設施

和體育活動等事宜。

在二零一四至一五年度，本署實施多項措施打擊濫用預訂系統服務和炒場問題，包括收緊個人預訂繁忙時段設施

的限額，以及就租用人不取場、濫用優惠收費安排或違規轉讓用場許可證訂立懲罰制度。另一項措施是安排康體

通用戶以香港身份證重新登記。

「香港國際七人欖球賽」在香港

大球場舉行，熱情的球迷擠滿球

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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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改善小組

截至二零一五年三月底，本署在各區康樂場地共成立了293個工作改善小組，負責進行各項由員工自發提出並涉

及部門層面的改善措施。工作改善小組計劃卓有成效，本署會繼續支持改善小組在各主要康樂場地（包括度假

營、水上活動中心、泳池、泳灘、體育館、公園和遊樂場）的工作。

康樂場地免費使用計劃

為充分利用現有的康樂設施，本署推行「康樂場地免費使用計劃」，讓合資格的團體（包括學校、體育總會、地

區體育會和受資助的非政府機構）在每年九月一日至翌年六月三十日期間的周日（公眾假期除外）下午五時前的

開放時間內，免費使用各體育館的主場和活動室、壁球場、曲棍球場、戶外草地滾球場和障礙高爾夫球場。

為體育總會提供設施

本署為38個體育總會提供香港代表隊訓練中心，鼓勵他們使用本署轄下的設施，並為運動員和香港代表隊提供各

種集訓機會。

康體通電腦租訂系統實施改善預

訂安排的新措施，圖為宣傳海

報。

香港單車館為香港單車隊提供優

質訓練場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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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體計劃

為推動「普及體育」並鼓勵不同年齡和體能的市民追求積極健康的生活，本署舉辦多元化的康體活動，包括地區

層面的體育訓練班、比賽和康樂活動，供不同服務對象參加。

本署又舉辦多項大型康體節目和供全港市民參與的活動，其中包括「全港運動會」、「工商機構運動會」、「先

進運動會」、「全民運動日」和「普及健體運動」。

在二零一四至一五年度，本署為不同年齡和體能的人士舉辦了約38 300項社區康體活動，參加者超過2 193 800

人次，籌辦活動的總開支約為1.532億元。

普及健體運動

本署一直致力採取措施，提高市民對體育活動的興趣，並鼓勵市民恆常參與體育運動和體能活動，建立健康的生

活模式。

自二零零零年四月起，本署與衞生署攜手推行「普及健體運動」，在全港18區舉辦各種健體推廣活動。在二零一

四至一五年度舉辦的活動包括：多項專為兒童、殘疾人士和長者而設的健體計劃；「行山樂」和「優質健行」等

健行活動；「跳舞強身」活動；以及「跳繩樂」活動。

本署舉辦了各色各樣的宣傳活動，包括在商場、學校、青少年中心、長者中心、住客會所、本署轄下的度假營、

公園、體育館和公共圖書館舉辦一系列巡迴展覽，鼓勵不同年齡的市民每日運動強身。市民的反應令人鼓舞，在

二零一四至一五年度舉辦的活動共有1 500項，參加人次逾八萬。

本署邀請24位本地著名運動員擔任普及健體大使，協助宣傳「普及健體運動」。我們又製作錄像光碟、單張和小

冊子，並設立專題網頁，向市民介紹有關健康教育和健體操的資料。

全民運動日2014

大小朋友參加「普及健體運動」

的遠足活動，起步前齊熱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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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在社區推廣「普及體育」，本署於八月三日舉辦「全民運動日2014」。是次活動以跳繩為主題，並以「日日

運動半個鐘，跳繩強身好輕鬆」為口號，鼓勵父母與子女藉跳繩養成每日運動的良好習慣。

活動當日，本署開放轄下大部分康體設施供市民免費使用，並在18區的指定體育館舉辦多種免費活動。

參與「全民運動日2014」的市民超過22萬人，其中逾31 500人參與免費活動，超過195 000人免費使用體育設

施。

工商機構運動會

「工商機構運動會」是為本港公私營機構員工舉辦的大型綜合運動會，每兩年舉行一次，旨在鼓勵在職人士恆常

運動，並促進他們的團隊精神，加強他們對所屬機構的歸屬感。

「工商機構運動會2014」於二零一四年二月至十二月期間，在全港多個康樂場地舉行。運動會設有13個體育項

目，共有超過9 700名來自254間機構的員工參加。

「全民運動日2014」以跳繩為

主題。

公私營機構員工一同參加「工商

機構運動會2014」長跑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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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進運動會

「先進運動會」每兩年舉辦一次，目的是鼓勵35歲或以上的人士與年齡相若的對手在體育活動中切磋技術，保持

身心健康。「先進運動會2014」於二零一四年六月至十二月期間舉行，共設有六個體育項目，分別為太極、網

球、乒乓球、游泳、羽毛球和長跑，吸引共4 373名參賽者。

學校體育推廣計劃

「學校體育推廣計劃」由多個體育總會主辦、本署統籌和資助，並由教育局協辦。這項計劃旨在讓學生有更多機

會恆常參與體育運動、提升學生的運動水平、物色具運動潛質的學生加以培訓，以及在校園內推廣體育文化。

這項推廣計劃有七項附屬計劃，分別是「運動教育計劃」、「簡易運動計劃」、「外展教練計劃」、「運動領袖

計劃」、「聯校專項訓練計劃」、「運動章別獎勵計劃」和「運動獎勵計劃」。

「先進運動會」鼓勵35歲或以上

人士在不同體育項目中競技，包

括乒乓球。

學生參與「FIVB世界女排大獎賽

—香港2014」導賞活動，獲中

國國家隊即場指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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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二零一四至一五年度，共有40個體育總會參與「學校體育推廣計劃」，舉辦的體育活動共8 080項，參與的學

生約611 000人次。

為期三年的「學校體育計劃推廣主任先導計劃」由民政事務局與本署合辦，教育局和香港體育學院協辦。這項計

劃涵蓋二零一二／一三至二零一四／一五等學年，旨在為學生提供更多參與體育運動的機會，並為退役運動員提

供就業及發展平台。本署在二零一四年年底全面檢討計劃的成效。由於參與計劃的學校、學生及退役運動員均給

予正面評價，本署會擴展計劃，讓更多學生和退役運動員受惠。

社區體育會計劃

「社區體育會計劃」旨在拓闊本港體育發展的基礎和提升社區層面的運動水平、促進和加強青少年在體育方面的

發展、鼓勵市民終身參與體育運動，以及吸納更多體育義工。

根據這項計劃，本署向社區體育會提供舉辦體育發展活動所需的技術和財政支援，並舉辦講座、訓練課程和工作

坊，以增進社區體育會領袖的管理技巧和技術知識。現時有29個體育總會和約430個社區體育會參與這項計劃。

在二零一四至一五年度舉辦的社區體育會活動約有2 350項，參加者約51 000人次。

地區體育隊訓練計劃

在有關的體育總會協助下，在二零一四至一五年度全港18區成立了地區足球隊、籃球隊、手球隊和劍擊隊。年

內，共有12 173名市民報名加入這些地區體育隊，並參加了321項訓練活動和區際比賽。

青苗體育培訓計劃

推行「青苗體育培訓計劃」的主要目的，是加強青少年的體育訓練和發掘年輕好手。有潛質的年輕運動員有機會

獲選拔，接受有關體育總會進一步培訓。表現優異的年輕運動員會入選代表隊並參加國際體育賽事。

小朋友一起學習桌球的基本技

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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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二零一四至一五年度，有關計劃在30個體育項目下共提供934項活動，參加的青少年有31 669人次。當中有

280名有潛質的年輕運動員獲有關的體育總會選拔作進一步培訓。

包山嘉年華2014

「包山嘉年華2014」於二零一四年四月十三日至五月七日在長洲舉行，吸引數以萬計的市民和外地遊客，超過9

000名市民參加多項相關活動，包括有名的搶包山比賽。來自鄰近城市及長洲地區團體的攀爬好手進行接力邀請

賽，使這項節慶活動更加精彩刺激。

搶包山比賽的包山高14米，健兒

奮力攀爬，角逐冠軍殊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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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育資助計劃

本署負責管理「體育資助計劃」，為體育總會和其他體育團體提供資助，以推展本港的體育活動。

在二零一四至一五年度，本署撥款2.62億元，資助這些體育總會和體育團體舉辦了10 600項體育活動，參加者逾

731 300人次。

本署於二零一零年全面檢討體育資助計劃，範圍主要包括資助金的分配和監管，以及體育總會的內部管制。為改

善有關計劃的管理，本署已採取措施簡化程序、加强體育總會的問責及提升其機構管治水平。

在二零一四至一五年度，共有72項國際賽事獲得這項計劃資助。主要賽事包括：「短池游泳世界盃2014—香

港」、「第十九屆亞洲城市金盃跆拳道錦標賽」、「香港城市田徑錦標賽2014」、「第四十屆香港國際保齡球

公開賽」、「第三十六屆香港賽艇錦標賽」、「2014年香港國際柔道錦標賽」、「香港青少年壁球公開賽

2014」、「無裝備香港臥推舉邀請錦標賽2014」、「2014香港ASTC三項鐵人亞洲盃」、「2014香港青少年公

開賽—國際乒聯青少年巡迴賽」、「香港抱石錦標賽2014」，以及「全港青少年網球錦標賽2015」。

另外，各體育總會亦舉辦了共454項本地比賽。大型賽事計有：「全港學生街頭三人籃球賽」、「香港五人足球

賽」、「2014香港尾波花式滑水錦標賽」、「香港盃射箭比賽」、「香港校際賽艇錦標賽2014」、「2014全港

公開乒乓球排名單打錦標賽」、「第三十四屆全港公開排球錦標賽」，以及「乒總盃2014」等。

體育推廣和訓練計劃均屬體育資助計劃的重要項目。在二零一四至一五年度舉行的體育發展活動包括學校體育推

廣活動和各類訓練計劃，例如「青少年足球發展計劃」、「小型壁球計劃」、「新一代乒乓球訓練班」，以及

「香港青少年（男女子）籃球訓練計劃」。

本地年輕乒乓球手參加「2014

香港青少年公開賽—國際乒聯青

少年巡迴賽」，磨練球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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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五歲的小朋友也來參與「青

少年足球發展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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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仁川亞洲運動會和亞洲殘疾人運動會

二零一四年第十七屆仁川亞洲運動會於九月十九日至十月四日期間舉行。香港特區代表團派出共472名運動員參

加31個運動項目，勇奪6金12銀25銅共43面獎牌。

二零一四年亞洲殘疾人運動會於十月十八日至二十四日在仁川舉行。香港派出119名運動員參加14個運動項目，

贏得10金15銀19銅共44面獎牌。

香港代表團於仁川亞洲運動會勇

奪破紀錄的43面獎牌

香港運動員參加二零一四年亞洲

殘疾人運動會後凱旋歸來，受到

市民熱烈歡迎。

22



第五屆全港運動會

在二零零七年首次舉辦的全港運動會（港運會）是兩年一度的全港大型綜合運動會，以18區區議會為參賽單位。

舉辦港運會的目的是在社區層面提供更多體育參與、交流和合作的機會，以及鼓勵市民積極參與體育運動，從而

在社區推廣「普及體育」文化。港運會由體育委員會主辦，並由其轄下的社區體育事務委員會統籌，本署聯同18

區區議會、中國香港體育協會暨奧林匹克委員會和有關的體育總會協辦。

第五屆港運會新聞發布會於二零一四年五月十九日在九龍公園體育館舉行，其後18區區議會以公開選拔形式甄選

運動員代表各區參賽。共有逾3 200名運動員獲選代表18區區議會參加八個體育項目，即田徑、羽毛球、籃球、

五人足球、游泳、乒乓球、網球和排球。籌備委員會以「全港運動　全城躍動」為第五屆港運會口號，並委任八

位精英運動員為港運會體育大使，協助宣傳。

第五屆港運會在二零一五年四月二十五日至五月三十一日舉行。為鼓勵全港市民支持和參與，港運會籌辦逾20項

宣傳及全民參與活動，包括「新聞發布會」、「體育講座暨嘉年華」、「十八區誓師儀式」、「十八區啦啦隊大

賽」、八項「精英運動員示範及交流活動」、「活力動感攝影比賽」、大型「開幕典禮」和「閉幕暨綜合頒獎典

禮」。市民亦可投票選出「我最支持的體育社區」，以及競猜「第五屆全港運動會總冠軍」。這些活動的參加者

預計超過40萬人次。

「全港運動會」游泳比賽中，運

動員奮力爭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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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首次舉辦的「全城躍動活力跑」於二零一五年三月八日在沙田城門河畔舉行，成績理想，有超過5 000人

參加跑步及其他相關活動。這個項目是本屆新增元素，鼓勵更多市民和親友一同參與港運會，分享跑步的樂趣。

在示範及交流活動上，小朋友獲

贈精英排球運動員親筆簽名T

恤。

第五屆全港運動會「賽馬會全城

躍動活力跑」吸引超過5 000人

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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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育交流與合作計劃

為提升香港的體育水平及促進體育交流和合作，香港與內地至今簽署了下列五份協議書／備忘錄：

粵港澳體育交流與合作協議（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香港特區民政事務局與國家體育總局體育交流與合作協議（二零零四年五月十三日）；

上海市與香港特別行政區體育交流與合作協議（二零零四年五月三十日）；

瓊港體育交流與合作備忘（二零零四年十一月十五日）；以及

滇港體育交流與合作備忘（二零零五年五月二十七日）。

年內，當局與內地不同城市根據上述協議書和備忘錄進行了多項交流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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園藝和市容

香港動植物公園

香港動植物公園佔地5.6公頃，是俯瞰港島中區的「市肺」，也是11種瀕危哺乳類動物、雀鳥和爬蟲類動物的保

育中心。園中約有雀鳥270隻、哺乳類動物70隻及爬蟲類動物30隻。

公園內的樹木、灌木、攀緣和賞葉植物，品種超過900個。藥用植物園和溫室先後於一九八六年和一九九三年建

成，種有約500種藥草、蘭花、蕨類植物、鳳梨科植物、食蟲植物及室內植物。

公園內的教育及展覽中心在二零零八年落成，用作展出動植物標本，並提供教學設施及導賞活動。另外，香港公

園、九龍公園、屯門公園和元朗公園均有動物標本展出。

在二零一四年四月舉辦的「動物護理聚談」活動是年內重點項目之一，深受市民歡迎，參加者逾480人。公園在

二零一四年九月從新加坡裕廊飛禽公園引進的六隻美洲紅䴉，極具教育和保育價值。

動物園和園藝教育

本署推行多項動物園和園藝教育計劃，以喚起市民對自然保育和綠化環境的興趣。在二零一四至一五年度，本署

舉辦了393項動物園計劃及422項園藝計劃，參加人數分別約19 300人及約23 000人。本署又舉辦了735項教育

計劃，參加的學生約23 800人。

學童參與香港動植物公園導賞活

動，增進對動物的認識，並更深

入了解環境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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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內，本署在香港動植物公園和九龍公園舉辦動物園教育展覽及園藝教育展覽，參觀者分別約5 500人及9 000

人。兩項展覽的展品其後在香港動植物公園、香港公園、九龍公園、大埔海濱公園、屯門公園、元朗公園、北區

公園和荔枝角公園巡迴展出。本署又舉辦了12項課程，向市民教授自然保育的知識。這些活動廣受歡迎，市民的

反應甚為踴躍。

樹木管理

本署負責管理及護養約50萬棵樹木，當中包括344棵已列入古樹名木冊的樹木。現時載列於古樹名木冊的490棵

樹木分別由18個政府部門或機構負責護養。

本署在二零一零年五月改組並改善樹木管理的人手架構，成立六支區域樹木管理隊伍，使樹木管理工作更有系統

及更具成效。在二零一四至一五年度，本署繼續定期檢查轄下樹木，為約66 500棵樹木進行了護養／修剪工作。

在二零一四至一五年度，本署的植樹計劃共種植了約1 800棵樹木。植樹工作主要在三月至十月期間進行，種植

的樹木當中，約有72%位於新界，其餘則分布於市區各處；其中1 300棵樹木種植於路旁，500棵栽種於公園和

花園，包括宮粉羊蹄甲、樹頭菜、大花紫薇、火焰木、風鈴木等約1 250棵花色亮麗的樹木，為四時添上姿彩。

園藝和美化環境工作

本署負責改善市容和美化環境，因此須研究園藝和樹藝方面的最新技術，務使相關政策及指引與時並進。本署又

定期檢討這方面的工作，確保市容設施的管理及保養維持在高水平。

為配合綠化香港的工作，我們密切監察各區推行的植樹計劃，工作重點是保存現有樹木和培植新樹，包括在發展

地區栽種的樹木。年內，本署成功保存了逾1 700棵樹木。

本署協助評審多幅發展中的休憩用地和路旁市容地帶的園景設計，包括中九龍幹線沿路的花槽、啟德發展區與港

珠澳大橋項目區的種植方案，以及新界綠化總綱圖的設計。本署亦負責改善現有康樂場地和路旁市容地帶的景

觀，在二零一四至一五年度為約20公頃的康樂場地和市容地帶進行園景改善工程。

學生參觀設於九龍公園的綠化教

育資源中心，學習關於綠化與環

保的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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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動草地管理

本署在二零一四年成立運動草地管理組，專責為本署轄下的天然草地球場（特別是香港大球場和其他指定用作舉

行香港超級聯賽賽事的球場）提供有關草地管理和保養的專業意見和技術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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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化推廣

綠化大使計劃

因應專責市區綠化的小組在二零零九年提出的建議，本署推行「綠化大使計劃」，邀請社會賢達（包括立法會議

員和區議員）擔任綠化大使，協助推動社區的樹木監察工作。截至二零一五年三月，已有逾350位社會賢達參加

這項計劃。

二零一五年香港花卉展覽

「二零一五年香港花卉展覽」於三月二十日至二十九日期間在維多利亞公園舉行。本屆展覽以跳舞蘭為主題花，

吸引逾59萬名市民入場參觀。

本屆展覽展出逾35萬株花卉植物，包括8 000株跳舞蘭及來自世界各地的大量奇花異卉。此外，展品還包括本

港、中國內地和海外園藝機構精心創作的優美花藝擺設，琳琅滿目，美不勝收。本屆參展的園藝組織、私人機構

和政府部門逾210個，分別來自香港與中國內地、澳洲、比利時、法國、德國、印尼、日本、韓國、馬來西亞、

荷蘭、新西蘭、巴基斯坦、菲律賓、愛沙尼亞、新加坡、西班牙、英國及美國。

本署定期為綠化大使舉辦樹木研

討會和工作坊，以增加他們在綠

化和樹木管理方面的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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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場內除展出賞心悅目的園景設計、花卉擺設、盆栽及盆景展品外，還舉辦多項教育及娛樂活動，包括園藝講

座、插花示範、廚藝表演、音樂演奏、文娛表演、展品比賽、繪畫比賽、攝影比賽、綠化活動工作坊、綠化推廣

攤位及導賞服務，藉以提高參觀人士對園藝的興趣及推廣綠化香港的工作。

本屆花展新增景點「幻彩星光花園」由光纖燈裝設而成，燈飾隨着音樂變化綻放閃爍彩光，營造繽紛悅目的幻

彩景致。

花壇如波浪般起伏有致，令人聯

想到絲帶舞者翩翩起舞的情景。

參與香港花卉展覽嘉年華活動的

小朋友雀躍起舞，樂在其中。

30



為縮短輪候時間，本屆展覽沿用上屆安排，除接受現金購票外，亦接受以八達通繳費進場。

綠化香港運動

在「社區綠化計劃」下，本署在二零一四年六月舉辦「2014最佳園林大獎—私人物業」，表揚出色的園林設計

及園藝護養工作，藉以改善私人物業的環境。比賽共收到190項提名。此外，本署亦舉辦了逾140項外展綠化推

廣活動，參加者約有41 000人。

本署在全港18區推行「綠化義工計劃」，並招募了約5 100名市民為綠化義工，負責在各公園進行簡單的園藝護

養工作，以及在推廣綠化活動中擔任服務員。在二零一四至一五年度，本署為綠化義工舉辦了約480項綠化活

動。

「社區園圃計劃」已在全港18區全面推行。該計劃旨在鼓勵市民參與社區層面的綠化活動，身體力行，盡力支持

環保，並通過參加種植活動，加強環保意識。18區目前已闢設了22個社區園圃。在二零一四至一五年度，本署

共舉辦了55個種植研習班，參加者超過12 000人。

「幻彩星光花園」內的燈花色彩

變化多端，有如燦爛星光，景致

迷人。

綠化義工參與培訓活動，充實園

藝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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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內，本署繼續與區議會及地區組織合辦共21項「社區種植日」活動。其間，逾5 200名參加者合共種植了41棵

樹木和25 360株灌木。

年內推行的「綠化校園資助計劃」是本署的學校綠化活動之一，為881間參加計劃的學校及幼稚園提供460萬元

資助，協助學校多種花木和舉辦綠化教育活動，並安排兼職導師給予協助。本署已就各學校的計劃進行評選，並

向優勝學校頒發綠化校園工程獎。本署又舉辦「一人一花」計劃，向大約372 000名學童派發幼苗，供他們在家

中或校內培植，以鼓勵兒童和青少年栽種植物，培養這方面的興趣。

學生響應「綠化香港運動」，齊

齊參與種植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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牌照簽發

由二零零零年一月一日起，本署負責遊樂場所的發牌事宜。截至二零一五年三月，領有遊樂場所牌照的處所包括

57間桌球館、七個公眾保齡球場和五個公眾溜冰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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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樂大事紀要

日期 活動

2014年4月13日至5月7日 包山嘉年華2014

小朋友在「包山嘉年華」攀爬小型包山。

2014年5月31日至6月1日 第7屆香港體育舞蹈節—WDSF世界體育舞蹈大獎賽香港2014

2014年6月6日至8日 香港國際龍舟邀請賽2014

2014年6月28日至7月8日 第二屆東亞男女子青年手球錦標賽

2014年7月4日至11日 世界壁球資深精英錦標賽2014,香港

2014年8月3日 全民運動日2014

家長與小朋友一同參與「全民運動日」的「親子迷你運動

會」。

2014年8月6日至15日 世界青少年保齡球錦標賽2014

2014年8月8日至10日 FIVB世界女排大獎賽—香港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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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一度的「FIVB世界女排大獎賽—香港」為女排重要賽事，

全球矚目。

2014年8月24日至31日 2014香港壁球公開賽

2014年9月6日至14日 香港網球公開賽2014

2014年10月12日 維港泳2014

2014年10月16日至19日 香港高爾夫球公開賽2014

2014年10月25日 2014亞洲三項鐵人錦標賽（23歲以下）

2014年11月1日及2日 2014第二屆香港國際場地盃（單車）

2014年11月18日至23日 2014香港公開羽毛球錦標賽世界羽聯世界超級賽系列

2015年1月25日 香港馬拉松2015

2015年2月13日至15日 香港馬術大師賽2015

2015年2月15日 第五屆全港運動會十八區誓師儀式

各區議會的代表與主禮嘉賓在18區誓師儀式上一起支持「全港

運動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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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3月8日 第五屆全港運動會全城躍動活力跑

「全城躍動活力跑」鼓勵市民多做運動，積極參與第五屆全港

運動會。

2015年3月20日至29日 二零一五年香港花卉展覽

「香港花卉展覽」展出的巨型跳舞蘭擺設，令人嘆為觀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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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3月27日至29日 香港國際七人欖球賽2015

「香港國際七人欖球賽」賽情激烈。

37



文化事務

香港是重要的文化藝術樞紐，亦是亞洲極具活力的文化之都，東西方創作人才薈萃之地。

本署的文化事務部負責策劃和管理轄下各表演場地，並舉辦各類文娛節目，以推動香港文化藝術的發展。該部也

負責提供公共圖書館服務，以滿足社會人士在知識和資訊方面的需求，並致力推廣閱讀和文學藝術。此外，該部

通過博物館及有關服務，協助保存本港的文化遺產。

我們旨在通過提供這些活動和服務，營造一個鼓勵藝術表達的環境，推動市民大眾更深入了解文化藝術，從而達

到更遠大的目標，就是令香港社會更趨開放成熟，讓文化藝術融入市民日常生活之中。

香港擁有一流的文化設施，包括本署管理的14個表演場地、七所大型博物館、七所較小規模的博物館、兩所文物

中心、一所電影資料館、兩所視覺藝術中心、兩間室內體育館，以及67間固定圖書館和12間流動圖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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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演藝術

在二零一四至一五年度，本署繼續提供各類高質素的文化節目，以助香港保持亞洲盛事之都的地位。由本地和海

外藝人呈獻的精彩節目包括藝術節活動、表演及觀眾拓展活動，內容豐富多姿。除此之外，本署亦負責管理本港

多個主要表演場地。

香港文化中心

一九八九年啟用的香港文化中心已成為本港首要的藝術表演場地。文化中心的設施包括設有2 019個座位的音樂

廳、1 734個座位的大劇院，以及可容納496名觀眾的劇場，適合舉辦不同的演藝節目。在二零一四至一五年

度，在文化中心舉行的表演共有677場，入場觀眾逾602 000人次。

香港文化中心於二零一四年慶祝成立二十五周年，特別舉辦連串精彩節目誌慶，參與演出的包括柏拉雅、聖馬田

樂團、羅美路、普哥利殊、安東尼奧‧加迪斯舞蹈團、雲門舞集、陶身體劇場，以及文化中心的場地伙伴香港管

弦樂團、香港中樂團、香港芭蕾舞團和進念‧二十面體。二零一四年十一月八日舉行的「友緣藝聚文化中心」同

樂日，亦讓市民免費欣賞表演及參與活動。為鼓勵公眾融入藝術，露天廣場特設25台鋼琴供市民彈奏，其中六台

更塗上豐富色彩和圖案，展示本地藝術家的創作。

年內，文化中心亦舉行多個大型文化活動，包括「香港藝術節」、「香港國際電影節」、「法國五月藝術節」、

「中國戲曲節」、「國際綜藝合家歡」及「新視野藝術節」。不少訪港的國際知名藝團，亦在香港文化中心的舞

台演出，包括捷克愛樂樂團、克羅地亞國家民族舞蹈團、楊麗萍及其雲南團隊、河北省京劇藝術研究院及上海戲

曲藝術中心。

「友緣藝聚文化中心」同樂日舉

行多項免費的音樂、舞蹈和劇場

活動，讓市民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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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化中心的露天廣場面對景色優美的維多利亞港，是觀賞「新春國際匯演之夜」、元宵綵燈會和煙花匯演等

大型慶典活動的熱門地點。全年推行的「伙伴創意市集@文化中心」計劃，為本地青年和藝術團體提供重要的平

台，週末在文化中心廣場擺設的各類手工藝品和藝術攤位令海濱更添活力。

香港大會堂

香港大會堂於一九六二年落成啟用，是本港首個特別興建的文娛中心。富包浩斯風格的大會堂獲評為一級歷史建

築，設施包括設有1 434個座位並擁有一流音響效果的音樂廳、463個座位的劇院，以及面積590平方米的展覽

廳。在二零一四至一五年度，大會堂舉行了574場節目，觀眾約有338 000人次。

香港大會堂作為藝術的搖籃，在推動本港文化藝術發展方面擔當先驅的角色，廣為社會大眾所認同。在二零一四

至一五年度，不少享譽國際的藝人和藝團在大會堂演出，包括英皇合唱團、塔利斯學者、克勞德‧戴朗高、科倫‧

卡爾、林昭亮、理查‧克萊德曼、歐洲嘉蘭古樂團、聲音劇場、威廉‧克里斯蒂與庭院之聲學院獨唱家及繁花古樂

團、劍橋大學聖約翰學院合唱團。年內，本地多位著名藝術家，包括詹瑞文、李垂誼、吳美樂和余嘉露，亦曾在

此獻藝。

社區演藝設施

本署的演藝設施遍布港九新界，是舉辦文化活動的熱門地點。較大型的演藝場地包括沙田大會堂、荃灣大會堂、

屯門大會堂、葵青劇院、元朗劇院和高山劇場；較小型的場地則有西灣河文娛中心、上環文娛中心、牛池灣文娛

中心、大埔文娛中心和北區大會堂。當中大部分場地已為市民大眾服務多年。

為推動和鼓勵公眾參與藝術，本署推出場地贊助計劃，讓地區藝術團體免費使用本署的設施，為區內居民舉辦文

化活動。在二零一四至一五年度，約90個社區藝術團體獲本署贊助場地。這些團體舉辦了超過630項活動，參加

者總數逾114 000人次。另外，亦有多個獨立團體租用本署設施，舉辦藝術活動。

支持粵劇發展

捷克愛樂樂團在貝洛勒維克指揮

下與鋼琴家李維斯同台獻藝，為

樂迷帶來精彩絕倫的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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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致力保存粵劇藝術，支持香港粵劇的發展。鑑於粵劇界對表演場地需求殷切，本署推行優先租場政策，讓專

業粵劇團體優先租用高山劇場及在特定檔期優先租用另外五個主要表演場地。油麻地戲院只接受中國戲曲及相關

活動的訂租申請。

油麻地戲院建於一九三零年，是本港市區碩果僅存的戰前電影院建築物。戲院於一九九八年結束營業，同年獲古

物諮詢委員會列為二級歷史建築。油麻地戲院和毗鄰的紅磚屋（一級歷史建築）經活化後，於二零一二年七月十

七日重新啟用，裏面有300個座位的劇院和兩間活動室專為戲曲而設，是培訓新秀和上演粵劇的重要場地。在二

零一四至一五年度，油麻地戲院舉行了332場表演，入場觀眾逾72 400人次。

二零一四年十月三十一日開幕的高山劇場新翼，專為粵劇表演而設計。設有600個座位的演藝廳和所有排演室均

配備現代化設施，與設有1 031個座位的舊翼劇場互相補足，令高山劇場成為粵劇演出和排練的理想場地。

計劃興建的新設施

為促進本港文化藝術的發展，政府現正進行規劃，在牛頭角興建東九文化中心，日後將會提供設有1 200個座位

的演藝廳、設有550個座位的劇場、三個分別設有120至250個座位的音樂／舞蹈／戲劇小劇場、排練室、藝術

商店、餐廳、咖啡店以及辦事處、停車位、公眾休憩用地和上落客貨區等附屬設施。文化中心預計在二零二零年

年底落成，將會成為東九龍的主要文化設施。

場地伙伴計劃

本署自二零零九年四月起推行每屆為期三年的「場地伙伴計劃」，鼓勵演藝場地與演藝團體建立伙伴關係，以提

升場地及伙伴藝團的形象、擴大觀眾層面、善用現有場地設施，以及鼓勵社會各界參與藝術活動。第二輪計劃已

於二零一二年四月至二零一五年三月進行。本署以不同形式支援這些場地伙伴，包括提供工作間、讓他們優先訂

租場地設施、為他們提供資助和加強宣傳。在二零一四至一五年度，21個場地伙伴（包括以個別、聯合和聯盟形

式參與的藝團）合共舉辦了797場表演，並參與了943項觀眾拓展活動。觀眾和參加者合共約有753 000人次。

高山劇場新翼設計充滿現代感，

與周圍的公園景致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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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地

(1) 香港大會堂

(2) 香港文化中心

(3) 葵青劇院

(4) 牛池灣文娛中心

(5) 北區大會堂

(6) 西灣河文娛中心

(7) 沙田大會堂

(8) 上環文娛中心

(9) 荃灣大會堂

(10)屯門大會堂

(11)油麻地戲院

(12)元朗劇院

場地伙伴

香港小交響樂團

香港話劇團

香港管弦樂團

香港中樂團

香港芭蕾舞團

進念·二十面體

中英劇團

W創作社及風車草劇團

團劇團

東邊舞蹈團

香港戲劇工程

誇啦啦藝術集匯

粵劇營運創新會

三角關係及一路青空

焦媛實驗劇團

香港舞蹈團

明日藝術教育機構

春天實驗劇團及香港青苗粵劇團

香港八和會館

香港梨園舞台

Theatre Noir Foundation

藝術行政見習員計劃

自二零一零年推出的「藝術行政見習員計劃」，旨在培育年輕的藝術行政人員，讓他們日後能參與發展本地文化

軟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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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署的藝術行政見習員參與為期兩年的計劃，學習有關場地運作、設施管理、活動推廣，以及演藝節目、嘉年華

和藝術節的籌辦工作。舞台管理見習員會派駐康文署轄下場地，在署內舞台專業技術人員的指導下學習有關的專

業知識。在二零一四至一五年度，本署設有42個見習員職位。

年內，本署亦資助21個場地伙伴（包括主要及中小型藝團）和香港藝術節協會聘用44名見習員，學習有關管理

演藝團體和藝術節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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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節目

文化節目組統籌的演藝節目，涵蓋音樂、舞蹈、中國戲曲、戲劇和跨媒體等各種藝術形式，由本地與訪港藝人和

藝團演出，這些節目內容豐富，從傳統到現代以至前衛的表演，包羅萬有。在二零一四至一五年度，文化節目組

舉辦的文化節目超過980項，觀眾共約400 600人次。

二零一四年為理察‧史特勞斯誕生一百五十周年，本署舉辦一系列節目以紀念這位偉大作曲家，包括香港歌劇院

呈獻其歌劇名作《莎樂美》、小型放映會及討論會、史特勞斯歌劇座談會，以及由本地音樂家演繹其聲樂及室樂

作品。

二零一四年亦適逢香港文化中心成立二十五周年，本署特別舉辦不同藝術形式的慶祝活動。音樂方面有柏拉雅與

聖馬田樂團攜手演出，以及羅永暉全新創作的音樂劇場《落花無言》。此外，多位譽滿全球的演奏家參與演出

「喝采」系列，包括聞名遐邇的鋼琴家祈辛、柏尼夫和普哥利殊，以及羅美路結他四重奏。

香港文化中心大劇院上演歌劇

《莎樂美》，圖為其中一幕。

二零一四年十一月，柏拉雅與聖

馬田樂團在香港文化中心舉行兩

場音樂會，座無虛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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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蹈方面，有多個世界知名的舞團訪港，他們是比利時終極舞團帶來震撼的作品《身不能記》，西班牙的安東尼

奧‧加迪斯舞蹈團呈獻其經典作品《卡門》，而有「孔雀公主」美譽的雲南舞蹈名家楊麗萍演出告別舞台之作

《孔雀》。其他主要訪港的藝團和藝人，包括參演新節目系列「舞過介」、來自英國的動感舞蹈團，以及同樣來

自英國的蘇格蘭國家劇院與皇家莎士比亞劇團，合演《馬克白後傳》。

為慶祝高山劇場新翼開幕，本署呈獻多個誌慶節目，包括本地名伶演出的新編粵劇《大明烈女傳》，著名的上海

崑劇團演出經典劇目，以及香港話劇團的《一頁飛鴻》。

「中國戲曲節2014」不但為觀眾呈獻崑劇、京劇、越劇和粵劇等主流劇種，亦介紹雲南滇劇、福建梨園戲、廣

東海豐白字戲和河南豫劇等在香港較少見的地方劇種。各劇團精英盡出，演出各具地方特色的劇作，深受歡迎。

除了舞台表演外，戲曲節還舉辦展覽、研討會、講座和電影欣賞等各類延伸活動。

大型舞劇《孔雀》由「孔雀公

主」雲南著名舞蹈家楊麗萍擔綱

演出。

《馬克白後傳》延續莎士比亞的

經典悲劇。

45



為吸引年輕觀眾，本署在二零一四年推出「樂趣」系列，在新界場地舉行極具創意的音樂會，分別由英國烏克麗

麗樂隊、著名古典音樂二人組意高文和朱亨基及加拿大銅管樂五重奏演出，觀眾反應熱烈。

在二零一四至一五年度，文化節目組還在其他場地舉辦多個別具特色的節目和專題系列。「廣東音樂」系列在歷

史建築油麻地戲院及九龍寨城公園演出極具韻味的地道廣東音樂；「南蓮園池」音樂系列在隱於園林之中的香海

軒舉行，營造雅緻幽靜的氛圍讓觀眾細賞內地音樂名家和日本尺八大師的演奏。

本署一向致力支持本地藝人和藝團，安排他們演出各類節目，當中包括：讓新進編舞家展示才華的「舞蹈新鮮

人」系列；讓劇團重演膾炙人口作品的「劇場‧再遇」系列；為年輕和著名劇作家提供展示作品平台的「劇場裏

的臥虎與藏龍」計劃；以及分別介紹本地新進劇團、樂壇新星及粵劇新秀的「新能量」系列、「音樂顯才華」系

列、「梨園威武」系列及「新蕊粵劇場」系列。

為使表演藝術普及化和將藝術帶進社區，本署舉辦「粵劇日」和「舞蹈日」兩項免費的大型社區活動，吸引大批

不同年齡的市民欣賞和參與各項活動及表演。

戲曲大師裴艷玲在第五屆中國戲

曲節作開幕演出。

每年十一月最後一個星期日定為

「粵劇日」，藉此推廣粵劇藝

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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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署繼續與各國駐港領事館、文化機構和內地城市合辦文化交流活動，當中包括展示法國藝術家作品的大型藝術

節「法國五月」。

「舞蹈日」是為推廣舞蹈藝術而

舉辦的大型戶外社區活動。

47



藝術節

國際綜藝合家歡2014

每年夏天舉辦的「國際綜藝合家歡」，為一家大小、青少年和兒童提供各類演藝節目和藝術教育活動，包括音

樂、舞蹈、戲劇、戲偶劇、魔術、雜技、多媒體劇場、黑光劇場和兒童電影。

為二零一四年合家歡揭開序幕的民族歌舞大匯演賞心悅目，由克羅地亞國家民族舞蹈團演出。隨後上演的訪港節

目豐富多姿，包括澳洲黑白格格三人組的《花啦啦玩具之家》、法國非常創意劇團的《漫天飛舞「膠袋人」》、

英國街頭古典「型」男與亨利的《百厭百變音樂騷》、廣東省木偶藝術劇院的《甩繩木偶尋親記》、捷克黑先鋒

劇團的《黑光百寶盒》、葡萄牙音樂劇場演出以嬰幼兒為對象的《阿里巴赫》，以及加拿大心慌慌雜技家族的

《反斗雜技木工場》。

克羅地亞國家民族舞蹈團糅合民

族音樂與舞蹈，展現當地豐富的

文化傳統。

《反斗雜技木工場》以魁北克傳

統木工場為背景，表演精彩刺

激，觀眾反應熱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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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合家歡委約三個本地藝團創作全新的作品，分別為奇想偶戲劇團的《讓我看一遍美麗的世界！》、黑目鳥

劇團的《愛面書網遊仙境》，以及Theatre Noir的《我（不）完美》粵語英語兩個版本。

二零一三年本署委約的Orange人聲樂團《你，唱得喜？》青少年人聲合唱工作坊暨總結演出，年輕學員和觀眾

反應熱烈。二零一四年該樂團再度應邀舉辦《你，唱得喜？II》工作坊，提供密集的無伴奏合唱技巧進階訓練，

同樣廣受學員歡迎。

合家歡於二零一四年七月十一日至八月十七日期間舉行，共舉辦440項表演節目和活動，參與演出的本地藝團／

藝人有26個，訪港藝團則有九個，參加者約135 200人次，各項售票節目平均入座率達92%。

新視野藝術節2014

本署自二零零二年起每兩年舉辦「新視野藝術節」，聚焦亞洲，展示一系列跨越文化和界別的前衞作品。經歷多

年發展，藝術節已建立獨特的藝術品牌，成為亞洲區內藝壇一大盛事。

二零一四年的藝術節由英國賀飛雪‧謝克特舞團結合舞蹈與搖滾音樂的《怒滾狂舞》（新視野特備版）揭開序

幕，演出節奏強勁、撼動人心，觀眾和傳媒一致好評。另一佳作《稻禾》由藝術節與數個國際著名藝團聯合製

作，是林懷民為慶祝台灣雲門舞集成立四十周年而創作的舞蹈作品。

人聲樂團施展渾身解數，贏得觀

眾熱烈掌聲。

49



藝術節上演的戲劇節目不落窠臼。日本大師級導演蜷川幸雄率領埼玉金世代劇場的耆英演員，呈獻動人心魄的

《烏鴉，我們上彈吧！》。印度著名導演羅伊斯頓‧埃布爾的音樂盛宴《人間百味》，聲色味俱全，觸動觀眾的

五感神經。

藝術節更首度擔任劇作監製，請來英國著名導演艾德里安‧諾布爾夥拍本地劇場中堅分子，重新演繹《海達‧珈珼

珞》。另一破格之作是與英國藝術組織Forest Fringe攜手策劃別開生面的「藝術節中節」：《微藝進行中》，邀

得愛麗絲劇場實驗室和香港創樂團參與演出。

本地樂手與英國賀飛雪‧謝克特舞

團合作，為藝術節揭開序幕。

林懷民的《稻禾》是對大自然的

禮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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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精彩節目包括陶身體劇場的《4》及《5》、一舖清唱的《大殉情》和甄詠蓓戲劇工作室的《黑色星期一》。

這些節目都大受歡迎，廣獲好評。

藝術節為期一個月，參與演出的訪港藝人／藝團有15個，本地藝人／藝團則有16個，再加上兩個藝術節自行製

作的節目，合共為觀眾呈獻139項表演節目和活動，當中包括展覽、工作坊、講座、演後藝人談、學校巡迴演

出，以及駐節藝評小組計劃等多項延伸活動。藝術節吸引了約105 500人次參與，各項售票節目平均入座率達

80%。

《海達‧珈珼珞》是藝術節首度監

製的劇作，本地劇壇精英參與演

出。

51



藝術教育及觀眾拓展計劃

為提高學生和市民大眾對文化藝術的認識，本署於全港各區舉辦了1 161項藝術教育及觀眾拓展活動，年內參加

者逾313 000人次。

學校層面

在「學校藝術培訓計劃」下，本署聯同本地具藝術教育經驗的演藝團體在學校推行藝術教育活動。參與計劃的學

生在參加為期數月以至整個學年的系列式培訓工作坊後，有機會參與演出，實踐所學。二零一四年，本署共推行

12項藝術培訓計劃，涵蓋作曲、舞蹈、音樂劇、戲劇、戲偶和粵劇等多個表演範疇。負責製作演出節目的團體有

中英劇團、城市當代舞蹈團、香港芭蕾舞團、香港音樂劇藝術學院、新域劇團、浪人劇場、香港作曲家聯會、偶

友街作、海豹劇團、劍心粵劇團、R&T (Rhythm & Tempo)和Doubledeck Factory。

為加強學生的公民意識，本署與部分參與藝術培訓計劃的藝團和學校合作，在學校附近的社區中心和安老院舉辦

「學生送戲到社區」活動。

「學校文化日計劃」旨在鼓勵各中小學和特殊學校安排學生在上課時間前往本署轄下各表演場地、博物館和圖書

館，參與特別為他們而設的文化藝術活動。這項計劃將藝術、歷史和科學融入學校課程並與日常生活緊密聯繫，

深受學校歡迎，部分活動更歡迎家長參與。

「高中生藝術新體驗計劃」為高中生提供附加互動和教育元素的藝術節目，以配合新高中課程「其他學習經歷」

下的「藝術發展」學習經歷。二零一四至一五年度，此計劃舉辦了22項藝術節目，涵蓋舞蹈、戲劇、音樂、歌

劇、粵劇和跨媒體藝術。

「學校文化日計劃」為學生舉辦

木偶演出及工作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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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的藝團／藝術家包括中英劇團、進念‧二十面體、香港中樂團、香港舞蹈團、城市當代舞蹈團、香港芭蕾舞

團、香港話劇團、進劇場、新域劇團、普劇場、非凡美樂、妙思舞動、誇啦啦藝術集匯、甄詠蓓戲劇工作室、一

舖清唱、飛躍演奏香港、丘思詠、蔡錫昌、柯大衛、胡銘堯和新劍郎。

此外，本署與國際演藝評論家協會（香港分會）合作舉辦「高中生演藝賞析計劃」，通過講座和工作坊，向學生

介紹藝評的基本寫作技巧。為提升學生對粵劇的興趣，本署推出「戲棚粵劇齊齊賞」，在地區團體的支持下於多

個不同地區的戲棚舉行粵劇表演，並舉辦專為學生觀眾而設的互動和教育活動。

年內推出的藝術教育試驗項目「大專生藝術通識計劃（戲劇）」提供互動平台，讓大專生通過參與戲劇欣賞活

動、工作坊和講座，深入了解話劇從劇本構思到舞台演出的過程。同學更有機會在專業人員指導下，嘗試創作和

演出自己的作品。

「高中生藝術新體驗計劃」的舞

蹈劇場表演。

在元朗廈村鄉戲棚舉行的親子互

動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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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層面

本署在社區層面推行的觀眾拓展計劃包括「社區文化大使計劃」及其他與地區和非政府文化機構合作舉辦的計

劃。

「社區文化大使計劃」的外展活動，旨在讓市民大眾有更多機會接觸藝術。二零一四至一五年度，共有22個藝

團/藝術家參與這項計劃，在公園、商場和社區中心等公共地方演出。本署與領匯合作，安排藝術家在屋邨商場

表演，向區內居民展露演藝才華。

為鼓勵長者參與文化活動，本署與演藝團體和地區機構合辦「社區口述歷史戲劇計劃」，通過一系列工作坊，蒐

集某些地區的長者的珍貴個人經歷，把這些口述資料編寫成劇本，讓參與計劃的長者有機會在台上演出自己的故

事。這項計劃在深水埗、觀塘和離島區（大澳）成功推行後，於二零一四至一五年度推展至東區。年內，為慶祝

計劃踏入第五年，本署在香港大會堂舉行首個聯區匯演，約有70名來自深水埗、觀塘和離島區的長者參與演出。

「社區文化大使計劃」在商場演

出巡迴音樂劇。

長者參與「社區口述歷史戲劇計

劃」的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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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年華及文娛節目

為慶祝中國傳統節日及重要節慶，本署在年內舉辦了七個大型嘉年華，其中在沙田公園、沙田大會堂廣場及城市

藝坊舉行的「2014除夕倒數嘉年華」，吸引3萬人次參加。當晚多名年輕演藝菁英和青少年團體施展渾身解數，

傾力演出多個精彩節目，包括大型拉丁舞匯演、森巴舞、巴西戰舞、武術、樂隊音樂、敲擊樂、啦啦隊、花式單

車和搖搖表演等。

本署在中秋節和春節期間舉行盛大的綵燈會，重點節目包括由國家文化部港澳台辦公室贊助分別來自北京和山西

的藝團演出的大型民族歌舞和雜技表演。

年內，綵燈會新增了「青年之夜」活動，讓具有藝術天分的青年大展才華，亦可吸引年輕觀眾踴躍參與。另外，

綵燈會加入了有關非物質文化遺產的項目，包括舞火龍、本地師傅的傳統花燈紮作技藝示範，以及廣東工藝師的

手工藝示範。此外，本署亦於香港文化中心露天廣場舉行大型中秋和春節專題綵燈展，參觀的市民和遊客絡繹不

絕。

沙田公園舉行「除夕倒數嘉年

華」，吸引大批市民到場參加。

中秋佳節，維多利亞公園的綵燈

耀目生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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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促進本地居民與居港亞裔僑民和睦共處，本署與孟加拉、印度、印尼、日本、韓國、馬來西亞、尼泊爾、菲律

賓、新加坡、斯里蘭卡、泰國和越南駐港領事館合辦多項「亞裔藝采」表演節目。另外又與菲律賓駐港總領事館

合辦「菲島樂悠揚」音樂會，由菲裔樂手擔綱演出。

本署於年內在樂富、東涌和赤柱舉辦三個不同主題的「社區專題嘉年華」，安排多項表演和社區參與活動。

本署亦繼續舉辦「青年樂隊馬拉松」音樂會和「步操管樂大匯演」，為深具潛質的年輕樂團成員提供表演平台。

本年度共有34隊樂隊參與演出。

年內，本署獲區議會撥款，在全港各區與區議會合辦644項老幼咸宜的免費文娛節目。這些節目大多安排在週末

或假期舉行，當中包括中國傳統表演藝術、音樂、舞蹈以及其他合家歡節目。

在二零一四至一五年度，本署共舉辦了666個嘉年華、特備節目和免費文娛節目，觀眾和參加者約為823 100人

次。

亞裔人士表演傳統音樂及舞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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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香港藝術節的資助

本署每年撥款資助「香港藝術節」，令節目內容更為豐富。藝術節在每年二、三月期間舉行，在亞洲極負盛名。

二零一五年，藝術節踏入第四十三屆，售票節目多達137個，觀眾超過117 000人次，當中11 000人為「香港藝

術節青少年之友」計劃贊助的青少年觀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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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交流

與世界各地的交流

本署的文化經理、博物館館長和圖書館館長定期出席不同的國際會議和藝術節，以掌握文化藝術的最新發展及搜

羅高質素的節目在香港展出、上演。

年內，本署派員出席的海外交流活動和國際會議包括：在新加坡舉行的「亞太表演藝術中心協會2014周年會

議」；在英國倫敦舉行的「國際劇場工程及建築會議」；在廣西舉行的「第九屆中國—東盟文化論壇」；在廣州

舉行的「中國廣州國際演藝交易會」；在上海舉行的「亞洲藝術節協會周年會議」和「第十六屆中國上海國際藝

術節」；在美國紐約舉行的「2015年演藝人員協會會員大會」和「國際表演藝術協會周年會議」；在馬其頓斯

科普耶舉行的「第七十屆國際電影資料館聯盟周年大會」；在老撾萬象舉行的「第十八屆東南亞太平洋影音資料

館協會周年大會」；在韓國首爾舉行的「韓國電影資料館四十周年國際研討會」；在丹麥哥本哈根舉行的「畢斯

達哥本哈根兒童及青少年國際電影節」；在汶萊舉行的「2014亞太科學中心協會年會」；在美國羅利舉行的

「2014科技中心協會周年會議」；以及在台北舉行的「第四屆港台文化合作論壇」。

香港藝術館在二零一五年三月與法國賽努奇巴黎亞洲藝術博物館合辦展覽「嶺南畫派—現代中國的覺醒」。展覽

以藝術館借出的精選珍藏為骨幹，在賽努奇博物館展示嶺南畫派的發展以及時代對該畫派繪畫的影響。

二零一四年十月，大型展覽「皇村瑰寶：俄羅斯宮廷文物展」在香港歷史博物館揭幕。這是香港與俄羅斯簽署文

化合作諒解備忘錄以來，兩地博物館首個正式合作的項目。展覽透過國立俄羅斯皇村博物館借出的逾200件珍貴

文物，介紹俄羅斯在羅曼諾夫王朝統治下從十八世紀初期到二十世紀伊始的歷史文化。

香港公共圖書館繼續加強與世界各地圖書館的聯繫。香港公共圖書館於二零一四年十月在香港舉辦「第十次中文

文獻資源共建共享合作會議」，這個以「數碼薪傳」為主題的國際圖書館會議，邀請到來自內地、澳門、台灣、

美國、新加坡和香港的圖書館專業人員出席，討論中文數碼資源的建設與共享事宜。

「皇村瑰寶︰俄羅斯宮廷文物

展」展出來自俄羅斯皇村的珍

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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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內地和澳門的交流

本署與內地及澳門的文化機構經常安排互訪活動，藉此加強彼此之間的文化交流和合作，以及擴展聯繫網絡。年

內，多個文化機構的代表訪問香港，包括深圳市文體旅遊局、珠海市港澳事務局、國家文化部港澳台辦公室、上

海市文化廣播影視管理局、東莞市和佛山市港澳事務局，以及前海深港現代服務業合作區管理局。

本署與廣西壯族自治區文化廳及廣西壯族自治區文物局合作，於二零一四年七月至九月期間在香港歷史博物館舉

行「甌駱漢風：廣西古代陶製明器」展覽，展出76組西漢至南朝的陶製明器，反映漢人渴望死後仍可享富貴，並

展示當時華南的主要民居建築以及日常生活面貌。

二零一四年十一月，香港電影資料館與中國電影資料館合辦電影放映節目「虛實相生—戲曲電影尋珍」，選映一

九五零年代至近年的九部戲曲電影。

本署與中國國家圖書館於二零一三年四月簽署《關於在香港公共圖書館開展數字圖書館合作的協議》。由二零一

四年起，公共圖書館「多媒體資訊系統」分階段提供中國國家圖書館的善本古籍、地方志、金石拓片、年畫等數

本地及海外逾200名圖書館及資

訊科學專家及業內人士參加「第

十次中文文獻資源共建共享合作

會議」。

「甌駱漢風：廣西古代陶製明

器」展覽吸引觀眾入場欣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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碼館藏和展覽資源，供市民閱覽。

一年一度的「粵港澳文化合作會議」於二零一四年在廣州舉行第十五次會議。會議由香港特別行政區民政事務

局、廣東省文化廳和澳門特別行政區文化局合辦，為期兩天，討論多個範疇的議題，包括演藝人才的發展和交

流、節目合作、文化資訊的交流、文物與博物館方面的合作、圖書館的合作和交流，以及非物質文化遺產等。此

外，三地代表亦於會上簽署《粵港澳文化交流合作發展規劃2014-2018》。

粵港澳文化合作框架下其中一項重要計劃，是一年一度的「粵劇日」。該活動於二零一四年十一月在香港文化中

心大堂和露天廣場舉行，藉此進一步推動粵劇藝術，讓市民大眾有更多機會接觸粵劇。

第二屆「粵港澳博物館專業論壇」於二零一四年十二月十八日在東莞舉行，會上三地代表就多個議題發表意見。

二零一五和二零一六年的論壇分別會在澳門和香港舉行。

粵港澳三地博物館合辦的歷史展覽「嶺南印記：粵港澳考古成果展」於香港歷史博物館舉行，展期由二零一四年

六月至九月。展覽由香港歷史博物館、廣東省博物館和澳門博物館聯合籌劃，展出三地逾700件珍貴考古文物。

為配合展覽，香港歷史博物館舉辦國際學術研討會，多位專家學者在會上發表嶺南考古的研究結果。

在二零一四至一五年度舉行的其他粵港澳文化合作活動包括「4‧23世界閱讀日創作比賽」。該項比賽由香港公共

圖書館、澳門中央圖書館、廣東省立中山圖書館及深圳圖書館協作舉辦，獲獎作品於粵港澳三地的圖書館展出。

2014青島世界園藝博覽會

在二零一四年六月二十六日至七月一日「2014青島世界園藝博覽會」舉行「香港周」期間，康文署以「讓藝術

走進生活」為主題舉辦29場戶外表演，安排音樂事務處管樂小組、香港青年協會香港旋律、踢躂舞團Rhythm &

Tempo、唱作歌手黃靖及樂隊ToNick在博覽會的國際園舞台演出。

「4‧23世界閱讀日創作比賽」頒

獎典禮上，香港及深圳兩地的學

生分享閱讀及寫作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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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港澳視覺藝術雙年展：300家

由藝術推廣辦事處統籌的「2014年港澳視覺藝術雙年展：300家」於二零一四年九月舉行。展覽由國家文化部主

辦，康文署籌劃，香港國際攝影節負責策劃，並獲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駐北京辦事處支持，展出地點為北京中華

世紀壇世界藝術館。今年香港展出14位本地藝術家的攝影作品，刻劃出香港家庭的故事。雙年展不但為北京市民

帶來一個精彩的展覽，而且提供寶貴的平台，讓京港澳三地藝術家交流切磋。

香港週2014@台北—香港民俗文化‧文學足跡

由港台文化合作委員會主辦的「香港週」，於二零一四年十月十七日至十一月二日再度登場。第三屆「香港週」

以「香港民俗文化‧文學足跡」為主題，在台北各大展覽及表演場地呈獻合共10個節目。這些節目創作形式豐富

多樣，充分體現香港文化的精粹。連同20項延伸活動計算，「香港週」合共吸引逾13萬名觀眾入場。

「香港週」的兩個開幕節目分別是介紹香港非物質文化遺產的「非常香港—傳統風俗文化」展覽，以及《京崑迎

大戲—港台戲曲交流薈萃》的演出。其他節目包括鄧樹榮戲劇工作室的舞劇《舞‧雷雨》、《詩人的繆思—余光

中詩歌音樂會》、以文學家蕭紅生平為藍本的歌劇《蕭紅》、「游—香港詩人梁秉鈞的旅程(1949-2013)」展

覽、「香港台灣動畫五十年大展」、「2014香港當代電影展」、「香港綵燈會」和「創意市集」。

香港的無伴奏合唱團在「2014

青島世界園藝博覽會」上獻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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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自先生珍貴手稿文獻紀念巡展

在二零一四年十月「第十次中文文獻資源共建共享合作會議」舉行期間，香港公共圖書館與上海音樂學院合辦黃

自先生珍貴手稿文獻紀念巡展，以紀念黃自先生誕生110周年。除上海及香港以外，巡迴展覽亦在北京、台北及

美國紐黑文展出。

「香港週2014@台北」舉行展

覽，介紹香港首份非物質文化遺

產清單內多個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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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影資料館及電影和媒體藝術節目

香港電影資料館

香港電影資料館設有電影院、展覽廳、資源中心和四個恒溫藏品儲存庫。該館一向致力蒐集和保存香港電影及有

關資料，進行編目及存檔的工作，並定期舉辦電影回顧、專題展覽、電影研討會和講座等活動。

在二零一四至一五年度，香港電影資料館舉辦了三個大型專題展覽，分別為「香港早期電影遊蹤」、「從前衛到

懷舊—館藏攝影器材展」，以及「開疆拓宇—邵逸夫電影王國」。年內，電影資料館的參觀者約有176 800人

次。

香港電影資料館至今蒐集了12 953部影片和1 166 132項電影相關資料，這些影片和資料主要來自捐贈。年內，

資料館蒐集所得的主要藏品，包括安樂影片有限公司捐贈13部影片的35毫米電影素材（例如底片、聲片、字幕

片和片段）；許氏影業有限公司捐贈一九八八至九三年間五部影片的素材、拷貝、預告片、特輯和片段；湯臣電

影事業有限公司捐贈一九八四至九六年間18部影片的素材，以及邵氏影城香港有限公司捐贈一九七四至二零一三

年間26部影片的電影拷貝。

「從前衛到懷舊—館藏攝影器材

展」網羅一九一零至八零年代的

珍貴攝影器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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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二零一四至一五年度，香港電影資料館繼續努力保存於二零一二年年底從美國三藩市搜羅歸來的一批一九三零

和四零年代香港電影。這批電影非常珍貴，其中八部已於二零一五年三月的「尋存與啟迪—香港早期聲影遺珍」

系列放映。資料館更特別在香港文化中心露天廣場舉行兩場戶外放映，當中包括在一九四一年拍攝而其後經資料

館數碼修復的《天上人間》。《香港影片大全》系列最新一卷在年內出版，內容涵蓋一九七五至七九年攝製的八

百多部電影。

電影和媒體藝術節目

電影節目辦事處致力在本港推廣電影及媒體藝術文化，提升市民的欣賞能力。在二零一四至一五年度，辦事處舉

辦了多個放映節目、講座、研討會、工作坊，讓本地觀眾有機會欣賞電影及媒體藝術，並參與有關活動。

年內的重點節目包括「兒童電影合家歡2014」、「中國電影展2014」、「第四十三屆法國電影節」、「影評人

之選2014—映畫有畫」和「世界電影經典回顧2014—1980年代日本電影新貌」。

「開疆拓宇—邵逸夫電影王國」

展覽回顧邵氏片場的輝煌傳奇。

香港文化中心露天廣場播放戶外

電影，市民到場欣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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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在社區層面推廣電影，電影節目辦事處舉辦「舊電影‧香港情—老幼齊講戲2014」活動，讓學童與長者在學

校和老人中心一起觀賞電影，分享感受。

其他專題節目包括由香港電影資料館策劃的「江湖了斷—香港黑幫電影的類型情結」、「[編+導]回顧系列」、

「邵逸夫傳奇夢工場」、「影談系列」、「港人情繫獅子山」和「虛實相生—戲曲電影尋珍」。

為支持本地電影界舉辦大型電影活動，本署為一年一度的「香港電影金像獎頒獎典禮」提供場地支援，又為香港

藝術中心每年舉辦的「ifva」和微波有限公司舉辦的「微波國際新媒體藝術節」贊助經費，以鼓勵本地獨立製作

別具創意的短片、錄像、動畫及媒體藝術作品，並引進世界各地與媒體藝術有關的先進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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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樂事務處

音樂事務處致力提高市民尤其是青少年對音樂的認識和欣賞能力，年內分別為4 799名學員和19隊青年樂團、樂

隊、合唱團共1 425名團員舉行器樂和樂團訓練，並開辦252項短期音樂課程，參加者共2 593人，另外又舉辦了

416項音樂活動，包括音樂營、青年音樂活動，以及為學生和市民而設的各類音樂教育活動，合共吸引了約177

692人參加。

音樂事務處轄下的青年合唱團於六月前往維也納參加「二零一四年第二屆維也納『歡樂之聲』合唱節暨第29屆舒

伯特國際合唱比賽」，作為事務處其中一項文化交流活動。青年合唱團表現出色，獲評審團讚揚，贏得青年混聲

合唱及聖樂合唱兩組比賽各一面金獎，以及青年混聲合唱組的組別優勝獎。音樂事務處又為訪港的日本、英國和

美國青年音樂團體安排交流活動。

音樂事務處青年合唱團在維也納

音樂廳參加歌唱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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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內體育館

設有12 500個座位的香港體育館和設有3 500個座位的伊利沙伯體育館，是本港兩間主要的多用途室內體育館。

這兩間體育館的舞台設計和座位編排靈活多變，適合舉辦不同的活動，例如國際體育活動和賽事、流行及古典音

樂會、大型娛樂活動、慶典和儀式。

香港體育館

年內多位著名流行曲歌手在香港體育館表演，當中包括本地藝人許冠傑、王菀之、草蜢、陳慧嫻、張智霖、郭偉

亮、杜德偉、薛凱琪、周柏豪、張敬軒、衛蘭、鄭秀文、鄧紫棋、楊千嬅、朱咪咪，以及譚詠麟；而外地演藝組

合則有蘇打綠、五月天及藝人林宥嘉、丁噹、孫燕姿和羅志祥。其他精彩節目包括：「Summer Pop Live in HK

2014—歲月友情演唱會」、「李雲迪王者幻想世界巡迴演奏會—香港站」、「演唱會之父‧榮耀紅館SHOW」、

「星光熠熠耀保良」、「黃子華棟篤笑唔黐線唔正常」、「中國好聲音‧香港演唱會2014」、「香港同胞慶祝中

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六十五週年文藝晚會」、「慶祝佛誕節吉祥大會」、「消災祈福大悲懺法會暨三皈五戒典

禮」。香港體育館年內舉行多場國際體育賽事，包括「世界跳繩錦標賽2014」、「FIVB世界女排大獎賽—香港

2014」，以及「二零一四香港公開羽毛球錦標賽」（世界羽聯超級系列賽賽事）。

歌手孫燕姿在香港體育館舉行演

唱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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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體育館全年共舉行了44項活動，吸引觀眾達1 305 600人次。

伊利沙伯體育館

年內在伊利沙伯體育館舉行的大型體育賽事包括：「2014年香港籃球銀牌賽」、「第7屆香港體育舞蹈節—

WDSF世界體育舞蹈大獎賽香港2014」、「2014年香港普及體操節」、「2014年閃避球聯合會世界錦標賽」、

「2014年香港籃球聯賽」、「2014全港健美錦標賽暨第五屆華南地區健美邀請賽」、「2014香港青少年公開賽

—國際乒聯青少年巡迴賽」、「2014乒總盃」、「海峽兩岸暨港澳地區泰拳邀請賽」、「第二十屆超級工商盃

國際籃球邀請賽」、「第五十一屆學校舞蹈節—體育舞蹈」、全港長者花式體操節2015」，以及「第58屆體育

節—香港健力錦標賽2015」。

在伊利沙伯體育館舉行的文化節目有「賴恩慈一個女子的獨腳戲〈女兒紅〉」、「第六屆校園藝術大使嘉許

禮」、「2014香港青年音樂匯演—管樂團比賽」、「香港步操樂團公開賽2014」、「2014香港步操管樂節」，

以及「2015國際無伴奏音樂盛典」。

「李雲迪王者幻想世界巡迴演奏

會」於二零一四年十二月在香港

體育館舉行。

「第7屆香港體育舞蹈節—

WDSF世界體育舞蹈大獎賽香港

2014」的舞蹈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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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伊利沙伯體育館舉行的娛樂活動則有多個流行音樂會，包括：「區瑞強好友情愛你一世演唱會2014」、「張

偉文1314好友弦演唱會」、「呂珊『情兩牽』演唱會」、「小生JOE JR. 47週年演唱會」、「依然小肥2014演

唱會」、「RubberBand Live at Q.E.S. 2014」，以及「葉麗儀45年香港情演唱會」，另有棟篤笑表演「阮兆祥

2014硬食博覽」。

伊利沙伯體育館全年共舉行了130項活動，吸引觀眾達309 600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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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售票網

城市售票網是本港最為廣泛使用的其中一個售票系統，服務範圍遍及45個表演場地設施，座位總數逾十萬個。全

港約有40個售票處，其中15個設於本署轄下場地。

城市售票網為節目主辦機構和市民提供方便可靠的訂票服務。城市售票網於全港各區設有售票處，並提供電話、

24小時網上及流動應用程式購票服務，方便市民訂購門票。

年內，城市售票網完成系統提升，其中包括提供適用於Android及iOS裝置的嶄新流動購票應用程式「My

URBTIX」，方便顧客瀏覽和以標籤功能儲存喜愛的節目、選擇座位，以及在網上付款購買門票。登記會員更可

享用額外的個人化網上服務，例如獲發電郵提示出席已購買門票的活動，以及獲取喜愛節目類別的電郵宣傳資料

等。

在二零一四至一五年度，城市售票網合共為超過8 500場表演節目售出門票452萬張，總值達9.65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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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圖書館

本署負責營運香港公共圖書館網絡共67間固定圖書館和12間流動圖書館，另管理書刊註冊組。公共圖書館體系

免費提供圖書館和資訊服務，以滿足市民在知識、資訊、研究和消閒方面的需求，並藉以支援終身學習。此外，

香港公共圖書館還致力推廣閱讀風氣和文學藝術，為不同年齡人士舉辦圖書館推廣活動。

香港公共圖書館的登記讀者多達429萬名，館藏豐富完備，包括書籍1 188萬冊和多媒體資料176萬項。年內，全

港79間公共圖書館外借的書籍及其他圖書館資料數目逾5 201萬項。

香港中央圖書館是重要的資訊和文化中心，提供超過256萬項圖書館資料及其他各種圖書館設施。館內的設施還

包括藝術資源中心、多媒體資訊系統、逾480個可連接香港公共圖書館網絡和網上電子資源的電腦工作站、設有

六個專科參考部門的中央參考圖書館、香港文學資料室、地圖圖書館、語言學習室、青少年圖書館和玩具圖書

館。

此外，館內還有多項可供租用的設施，包括面積達1 540平方米的展覽館、設有290個座位的演講廳、兩個活動

室、一個音樂練習室和八個研討室。

公共圖書館諮詢委員會

公共圖書館諮詢委員會定期舉行會議，就香港公共圖書館的整體發展策略向政府提供意見。委員會成員包括專業

人士、學者、社會知名人士和政府代表。

區議會參與管理

在二零一四至一五年度，香港公共圖書館繼續與區議會攜手合作，發展地區圖書館服務和籌辦活動，以照顧區內

人士的需要。有關工作年內已見成果，各區公共圖書館為推廣閱讀文化而舉辦的社區活動日益多元化，而優化圖

書館設施和閱讀環境的計劃，種類亦有增加。

年內，各區公共圖書館運用區議會的財政資助舉辦了逾3 500項定期推廣活動和大型閱讀活動，例如深水埗區的

暑期閱讀活動「『埗埗』愛運動」、「屯門閱讀節2014—閱讀愈有趣」、西貢區的「暑期閱讀活動」、「夏日

閱讀樂滿區@黃大仙」、觀塘區的「繽紛閱讀三重奏」計劃，以及離島區的「閱滿關愛樂共融」。這些外展活動

大多由香港公共圖書館與地區組織合辦，有助吸引更多市民使用公共圖書館和鼓勵他們培養閱讀習慣。

為提高市民對地區歷史及文化的興趣，香港公共圖書館與社區組織合辦多項推廣活動，例如「認識葵青區歷史掌

故」、九龍城區的「親子攝影樂滿『城』」、「香港文化傳承系列—中西區傳統行業與老店」，以及「我們的回

憶@觀塘」舊照片展覽和一系列相關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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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議會一向積極優化圖書館設施和閱讀環境，不但提出新工程計劃，而且為有關工程提供財政資助。區議會在二

零一四至一五年度進行和完成多項工程計劃，其中包括：提升和更換空調、照明和閉路電視系統等設備；更換壁

畫和室內陳設；提升視聽和公眾廣播系統，以及為新流動圖書館服務站安裝電箱和告示板。

圖書館服務的新措施

香港公共圖書館與時並進，不但把服務擴展至圖書館以外其他地方，而且不斷增加館藏種類、加強參考和資訊服

務、全面應用資訊科技，以及積極向市民推廣良好閱讀習慣。為進一步推動有關香港文學作家和其作品的研究，

香港公共圖書館定期更新《香港文學作家傳略》，並計劃在二零一六年推出「《香港文學作家傳略》網上版」，

方便讀者透過互聯網查閱作家資料。

二零一四年六月，香港公共圖書館在18區各一間指定公共圖書館設立「文化及歷史資源角」，一站式提供有關當

區文化、歷史及社區發展等各方面的資料及文獻。

資訊科技新措施和數碼圖書館服務

家長與子女一同參加九龍寨城公

園的體驗活動，認識九龍城區的

歷史文化。

柴灣公共圖書館設立的東區「文

化及歷史資源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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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代綜合圖書館系統提供全面的自動化圖書館服務，包括全日24小時網上圖書館服務，可供檢索目錄、預約和

續借圖書館資料。

香港公共圖書館透過網站(www.hkpl.gov.hk)和新近開發的流動應用程式「我的圖書館」，提供多項電子化服

務。流動應用程式分別在二零一四年七月及九月於iOS和Android平台推出。在二零一四年年底推出的電子服務

「指尖上的圖書館」榮獲「2015香港資訊及通訊科技獎」的最佳生活時尚（學習‧生活）金獎。

為方便讀者獲取網上資訊，各區圖書館安裝了逾1 900個連接互聯網的電腦工作站，這些電腦工作站大多備有自

助列印設施及八達通付款選項。全港67間固定公共圖書館亦提供政府Wi-Fi無線上網服務。

「多媒體資訊系統」是香港公共圖書館的數碼圖書館系統，為各圖書館提供多媒體服務。該系統是一個全日24小

時運作、配備一站式檢索功能的網站，使用者可透過新設計的版面閱覽超過250萬頁數碼化資料，包括香港舊報

紙、照片、場刊、海報、地圖、手稿、錄音節目、電子書，以及電子資料庫等。使用者亦可經由互聯網瀏覽多媒

體資訊系統的館藏，或預約使用香港中央圖書館和其他66間固定圖書館逾1 200個工作站。香港公共圖書館在二

零一四年八月推出新的「多媒體資訊」流動應用程式，讀者可透過該應用程式隨時隨地瀏覽系統多元化的數碼資

料，包括電子書、圖像及影音資料。

香港公共圖書館相關網頁／網上服務的搜覽數目全年共錄得超過2 148萬次。

參考和資訊服務

目前為市民提供參考和資訊服務的圖書館包括香港中央圖書館和六間主要圖書館（大會堂公共圖書館、九龍公共

圖書館、屏山天水圍公共圖書館、沙田公共圖書館、荃灣公共圖書館和屯門公共圖書館）。香港中央圖書館的參

考圖書館設有六個專科參考部門，收藏超過100萬項參考資料，並提供各類電子資源，以滿足使用者對參考、自

修及終身學習的需要。此外，參考圖書館不斷豐富特藏的資料，並透過定期的「文獻徵集」活動徵集文獻資料；

該館也存收了九個國際組織特藏。

電子服務「指尖上的圖書館」榮

獲「2015香港資訊及通訊科技

獎」的獎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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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中央圖書館的藝術資源中心、香港文學資料室和地圖圖書館，以及大會堂公共圖書館的工商業圖書館、創造

力及創新資源中心和基本法圖書館，均為市民提供專科參考服務。九龍公共圖書館的教育資源中心提供教育專科

資源和服務；沙田公共圖書館設有「運動與健體」特藏及其網頁；屯門公共圖書館亦設有「食物與營養」特藏，

通過一站式平台為市民提供實用和最新的食物與營養資訊。香港公共圖書館與教育局、學術界人士和相關範疇的

非政府機構合作，透過工作坊、圖書館參觀活動和專題講座向市民推廣多元化的參考資料及專題資源。香港中央

圖書館還設有轉介服務，讓已登記的使用者閱覽香港大學圖書館的館藏。

香港公共圖書館全年共處理346萬項資料查詢。

香港公共圖書館備有61個電子資料庫和20萬冊電子書。登記讀者可透過香港公共圖書館入門網站查閱在電子資

源網頁的所有電子書和21個電子資料庫，其餘40個電子資料庫，可於圖書館的開放時間內在指定圖書館使用。

所有公共圖書館均可連接一般資料庫，至於專門資料庫，可在香港中央圖書館及其他主要公共圖書館的參考圖書

館查閱。

推廣活動與提倡閱讀和文學藝術的工作

推廣活動是圖書館服務的重要一環。香港公共圖書館年內舉辦各種推廣活動，兒童故事時間、書籍介紹、展覽和

不同專題的社區講座。二零一四至一五年度舉辦的圖書館推廣活動共有21 374項。

香港公共圖書館舉辦多元化的閱讀計劃和閱讀相關活動，鼓勵市民培養多方面的閱讀興趣。年內以相同主題舉辦

的活動包括：「2014年4‧23世界閱讀日創作比賽—地球與我」、「2014年與作家會面—智慧生活‧發展未來」講

座、「專題故事劇場—簡約生活」，以及「閱讀繽紛月—地球與我—生生不息」專題展覽。此外，香港公共圖

書館又舉辦「都會香港」講座，以及關於藝術和文化的專題講座。

年內，除了36間圖書館設有青少年讀書會外，六間主要圖書館和香港中央圖書館也成立了家庭讀書會。香港公共

圖書館亦與其他機構合作，舉辦「閱讀嘉年華」等全港性閱讀活動。

「閱讀繽紛月」展覽以環保為主

題，展品色彩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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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公共圖書館全年舉辦了多項特別節目和比賽，以推廣文學創作，並推動文學藝術的欣賞和發展。當中的重點

活動是「第十屆香港文學節」，邀得海內外多位學者和作家主持不同形式的文學活動；香港文學節已成為本港文

學愛好者不容錯過的盛事。年內其他主要的寫作比賽還包括「全港詩詞創作比賽」和「學生中文故事創作比

賽」。

還書箱服務

香港公共圖書館繼續在中環、九龍塘和南昌三個港鐵主要轉車站提供還書箱服務，方便讀者外出活動時歸還圖書

館資料。

社區協作

為推動市民終身學習，香港公共圖書館繼續與教育局合作推行「一生一卡」計劃，鼓勵小學生善用圖書館服務。

此外，16間公共圖書館備有香港公開大學的教材可供閱覽，方便市民自學進修。

香港公共圖書館與非牟利地區組織攜手合作，推行「便利圖書站—社區圖書館伙伴計劃」，提供以社區為本的圖

書館服務。香港公共圖書館為有關組織提供集體借閱服務，並就這些組織為其服務對象設立社區圖書館的事宜提

供專業意見。截至二零一四至一五年度完結時，各區共成立了213間社區圖書館。

書刊註冊組

書刊註冊組為本地印製的書刊註冊，協助保存香港的文獻資料，並監察國際標準書號系統的有效應用。該組每季

在《政府憲報》刊登《香港印刷書刊目錄》，市民也可上網瀏覽有關目錄。在二零一四至一五年度，該組共處理

14 785冊書籍和9 688份期刊的登記資料，以及987個國際標準書號的出版社識別代號。

家長與子女一同參加互動故事劇

場，分享閱讀的樂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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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物館

本署負責管理七所大型博物館，即香港藝術館、香港歷史博物館、香港海防博物館、香港科學館、香港太空館、

香港文化博物館及孫中山紀念館。這些博物館負責收藏、修復、研究、展出和詮釋香港的物質及非物質文化遺

產。

本署亦負責管理香港電影資料館、藝術推廣辦事處、香港文物探知館、屏山鄧族文物館暨文物徑訪客中心，以及

七所規模較小的博物館，即茶具文物館、李鄭屋漢墓博物館、羅屋民俗館、上窰民俗文物館、三棟屋博物館、香

港鐵路博物館和葛量洪號滅火輪展覽館。

在二零一四至一五年度，本署轄下各所博物館為不同類型的觀眾推出多項啟發性和趣味兼備的展覽和節目，吸引

了逾610萬人次入場參觀。

年內，本署公布第三份公共博物館五年業務計劃（二零一四至一九年），該業務計劃載述博物館的理想、使命和

信念，以及為追求卓越而制定的發展計劃。個別博物館和辦事處亦擬定了二零一四至一五年度計劃。

博物館諮詢委員會

為加強博物館的問責性，讓公眾更多參與博物館的管理工作，當局在二零一零年十月成立了三個（即藝術、歷史

和科學）博物館諮詢委員會。年內，各諮詢委員會繼續就博物館的定位、業務發展策略、市場推廣及社區參與，

以及提高博物館運作效率和問責性的措施向本署提供意見。委員會成員包括學者、博物館專家、藝術家、藝術推

動者、市場推廣／公關專業人士，以及社區領袖。

非物質文化遺產諮詢委員會

非物質文化遺產諮詢委員會於二零零八年七月成立，目的是監督首次在香港進行的全港性非物質文化遺產普查，

並就普查工作向政府提供意見。委員會成員包括本地學者、專家和社會賢達。第四屆委員會的任期於二零一五年

一月一日開始，委員人數較以往有所增加，以吸納更多方面的專家。另外，委員會的職權範圍亦予擴大，就保護

本地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事宜（包括研究、宣傳、弘揚、傳承及振興）提供意見。

委員會根據首次全港性非物質文化遺產普查的結果，以及為期四個月的公眾諮詢所得的意見，通過了香港首份非

物質文化遺產清單，清單涵蓋480個項目，並於二零一四年六月公布。其後，香港文化博物館與香港中央圖書館

合作，建立非物質文化遺產資料庫。480個項目的相關資料和圖片已於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上載至資料庫，公眾可

使用圖書館的多媒體資訊系統查閱。

博物館見習員培訓計劃

為培育新一代博物館專才，本署自二零一零年起推行「博物館見習員培訓計劃」。見習員分別派駐香港藝術館、

香港歷史博物館、香港文化博物館、香港電影資料館、藝術推廣辦事處和文物修復辦事處，接受為期兩年有關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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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館管理或文物修復工作的在職培訓。見習員學習如何管理博物館服務及籌辦教育活動，並有機會親身嘗試籌備

展覽及其他計劃。二零一四至一五年度的見習員共有24名。

香港藝術館

年內，香港藝術館、賽努奇巴黎亞洲藝術博物館與吉美國立亞洲藝術博物館合辦「巴黎‧丹青—二十世紀中國畫

家展」。該展覽為慶祝中法建交五十周年而舉行，也是「法國五月」其中一個節目。近100件展品由合辦機構及

法國其他藝術館借出，包括油畫、國畫、速寫、版畫、雕塑等，展現歐洲藝術對二十世紀中國畫壇的深遠影響。

「長青館藏明清瓷、玉、角、竹、畫琺瑯」展覽展出270件長青館珍藏的明清器物，重點介紹古人對美的追求，

呈現明清兩代審美與巧工的關係。

導賞員帶領觀眾參觀「巴黎‧丹青

—二十世紀中國畫家展」。

觀眾細心欣賞「長青館藏明清

瓷、玉、角、竹、畫琺瑯」展覽

的展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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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雕塑界先驅唐景森備受尊崇，其藝術作品反映本地藝術家的卓越成就。「誘惑觸覺—唐景森的藝術」展覽向

唐氏致敬，23組展品分別來自藝術館、文化博物館和唐景森夫人的珍藏。

戶外展覽「築‧動@藝術廣場」於二零一四年十一月開幕，展出著名建築師兼藝術家嚴迅奇創作的大型藝術裝

置，以及本地藝術組合CoLAB和非常香港創作的流動卡車系列作品。

藝術館亦舉辦一系列教育活動，以增加市民大眾欣賞藝術的興趣。另外，香港藝術館之友贊助本地學校免費使用

旅遊車接送服務一年，鼓勵學生參觀藝術館各項展覽。

藝術館舉辦多個專題講座配合展覽，引發公眾對藝術的興趣，增進對藝術品的認識和鑑賞能力。

本署於二零一五年一月革新《香港藝術館通訊》，新設計可減少用紙，響應環保。

二零一四年夏天，藝術館聯同薩凡納藝術設計（香港）大學和香港藝術館之友，舉辦為期兩周的「夏日藝術活動

2014—數碼遊香港」，為高中生提供豐富的藝術體驗，包括舉行工作坊和參觀活動等，讓他們展現創意，體驗

藝術創作的樂趣，自行製作動畫。

「誘惑觸覺—唐景森的藝術」展

覽展出唐氏的23組雕塑。

藝術廣場展出大型裝置《建竹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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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刻畫人間—朱銘雕塑大展」獲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贊助，透過賽馬會藝術共賞計劃提供專題展覽錄音導賞

服務、互動攝影站及教育角、藝術工作坊、免費公眾導賞服務，以及為殘疾人士團體而設的藝術通達活動，藉此

提高參觀者對展覽的興趣。藝術館在二零一四至一五年度舉辦的教育和推廣活動，吸引逾4萬人次參與。

為深入了解香港藝術發展的脈絡、豐富資料庫的內容，藝術館於二零一四年與兩個非牟利團體合作，開展兩個新

研究計劃。與亞洲藝術文獻庫合作的「香港藝術史研究（第二期）」延續二零一三年的先導研究計劃，進一步探

討香港六零和七零年代的藝術生態；與香港藝術歷史研究會合作的「一九六零年代前香港西方媒介創作概論（第

一期）」，則研究一九六零年代以前香港藝術的發展。

茶具文物館

茶具文物館是香港藝術館的分館，藏品包括已故羅桂祥博士所捐贈的茶具和沏茶用具，以及由羅桂祥基金捐贈珍

貴的中國陶瓷和印章。為慶祝茶具文物館成立三十周年，本署於年內籌備了一整年的慶祝活動。其中一項重點活

動是「南京瑰寶—南京博物院／南京市博物館紫砂茶具精選」展覽，展出南京兩間博物館的重要藏品。二零一四

年三月二十六日至七月十日期間，入場參觀人次逾39 000。茶具文物館還舉辦了多項活動，向公眾介紹茶具精

品、茶藝，年內入場人次超過213 900。

香港歷史博物館

香港歷史博物館以啟發市民對歷史的興趣、豐富市民的文化生活、增強社會凝聚力及培養市民對國家的認同感為

使命，並致力蒐集、保存和展出與本港、華南及以外地區歷史息息相關的文物。

除了常設展覽「香港故事」外，歷史博物館亦主辦或與本港、內地和海外的文博機構合辦各類專題展覽。

二零一四年十月開幕的「皇村瑰寶：俄羅斯宮廷文物展」，是香港與俄羅斯簽署文化合作諒解備忘錄以來兩地博

物館首個正式合作的項目。展覽透過國立俄羅斯皇村博物館借出的逾200件珍貴文物，包括繪畫、服飾、瓷器、

武器和工藝品，介紹俄羅斯在羅曼諾夫王朝統治下從十八世紀初期到二十世紀伊始的歷史文化。

俄國君主加冕典禮用過的四座位

馬車，是「皇村瑰寶：俄羅斯宮

廷文物展」一大亮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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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紀念甲午戰爭一百二十周年，歷史博物館年內舉辦「甲午戰後：租借新界及威海衛」展覽，根據蘇格蘭國立圖

書館駱克藏品的大量資料，重塑十九世紀末至二十世紀初英國租借新界及威海衛的歷史面貌。

另一專題展覽「嶺南印記：粵港澳考古成果展」，展出粵港澳三地重要考古遺址出土的逾700件精選文物，追溯

嶺南地區歷史與文化的發展。為配合展覽，歷史博物館舉行國際學術研討會，邀請內地、香港、澳門、英國和新

西蘭的專家學者出席，分享有關史前至宋明時期嶺南地區的歷史、考古技術、考古遺址保護及近年考古發現的研

究成果。

「甌駱漢風：廣西古代陶製明器」專題展覽展出76組西漢至南朝的陶製明器。

為進一步豐富館藏，年內歷史博物館展開「香港工業」藏品徵集行動，呼籲市民捐贈不同年代與香港工業有關的

物品連同仍繼續進行的以長衫、香港兒童生活及玩具為主題的徵集行動，共徵集得超過1 760件物品。

年內，歷史博物館舉辦了多項教育和推廣活動，包括講座系列、工作坊、研討會、實地考察、電影放映會、比

賽，以及親子和外展活動等，以培養市民對本地歷史和文化遺產的興趣。

歷史博物館於二零一四年十月舉辦「第四屆校際香港歷史文化專題研習比賽」，二零一五年一月舉辦「第九屆歷

史照片研究比賽」，並於二零一四年八月與香港資優教育學苑合辦「未來館長培訓班」。此外，博物館與多所本

地大學及專上院校（包括香港科技大學、香港中文大學、香港浸會大學，以及珠海學院香港歷史及文化研究中

心）緊密合作，一同舉辦公開研討會和講座系列。

為照顧有特別需要的人士，歷史博物館繼續與香港展能藝術會合辦「傷健共融計劃」，為聽障及視障人士提供手

語傳譯導賞服務及模型製作工作坊。同時，「博物館共融計劃」亦在「皇村瑰寶：俄羅斯宮廷文物展」提供專為

聽障、視障及智障人士而設的手語傳譯導賞服務、口述影像導賞服務、模型製作及觸摸工作坊，讓他們盡情欣賞

展覽。

觀眾參觀「嶺南印記：粵港澳考

古成果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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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博物館繼續與香港小童群益會、保良局、協康會、香港新移民服務協會等本地社區團體和非牟利機構合作，

於年內為長者、新來港定居人士、青少年和少數族裔人士舉辦「社區關懷計劃」，通過各項推廣活動，例如故事

劇場和模型製作工作坊，增進他們對香港歷史文化的認識和了解。

歷史博物館獲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慷慨資助，開展「耆趣藝遊—賽馬會健腦行計劃」。該項為期18個月的

先導計劃於二零一四年三月推出，為長者和腦退化症患者提供展覽導賞服務，並舉辦工作坊和外展活動，讓參加

者在有助刺激思維、互相分享經歷及進行社交互動的環境下，探索文化歷史和藝術品。

歷史博物館全年的參觀者超過759 900人次。除了香港海防博物館和孫中山紀念館外，歷史博物館轄下還有三所

規模較小的分館，分別是位於鰂魚涌公園的葛量洪號滅火輪展覽館、深水埗的李鄭屋漢墓博物館，以及柴灣的羅

屋民俗館。年內，這三所分館的參觀者分別超過91 300、39 400和14 800人次。

香港海防博物館

視障人士參加模型製作和觸摸工

作坊。

「耆趣藝遊」專為長者及腦退化

症患者而設，鼓勵他們探索文化

歷史和欣賞藝術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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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海防博物館是香港歷史博物館的分館，由筲箕灣舊鯉魚門炮台改建而成。除了常設展覽「海防風雲六百年」

外，博物館於年內還舉辦了「甲午—爭與戰」及「南京大屠殺圖片展」兩個專題展覽。

二零一五年三月，海防博物館、香港浸會大學歷史系及近代史研究中心，以及香港中國近代史學會合辦「第四屆

近代中國海防國際學術研討會」，逾30位香港、內地和海外的專家學者應邀出席。

海防博物館全年的參觀者超過120 800人次。

孫中山紀念館

孫中山紀念館位於法定古蹟甘棠第之內。紀念館除了兩個以孫中山先生生平事蹟及他與香港的密切關係為題的常

設展覽外，年內還舉辦了兩個專題展覽，分別是「黃埔軍校—近代中國軍事人才的搖籃」和「館藏選粹—百年甘

棠第」。

紀念館全年的參觀者超過58 900人次。

香港科學館

香港賽馬會呈獻系列：「巨龍傳奇」展覽由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贊助，是本港歷來最大規模的恐龍展覽。展

覽佔地2 500平方米，參展的13個機構來自世界多個國家，包括內地的自然歷史博物館和海外專業機構。展覽內

容豐富，在逾190項展品中，約有半數為恐龍化石，如全副骨架、頭骨、椎骨、帶羽毛恐龍和恐龍蛋等。其他精

彩展品包括長30米的恐龍骨架模型、機械恐龍，以及複製恐龍腳印化石遺址。展覽空前成功，入場人次超過77

萬，不僅刷新了香港科學館專題展覽的參觀人數紀錄，更成為康文署歷來最受歡迎的展覽。

為加強展覽的吸引力，科學館採用了物像辨識裝置、實時立體展現和擴增實境技術等先進技術，製作多個多媒體

節目、電腦動畫和互動展品。其中的「尋龍記」流動應用程式，讓觀眾可隨時隨地看到活靈活現的恐龍動畫，並

獲得「2014香港資訊及通訊科技獎」的最佳流動應用程式（流動資訊）金獎，以及「2013/14亞洲智能手機應

用程式大賽」優異獎。

82



二零一四年六月二十日至十月二十九日舉行的「動感挑戰站」展覽既歡樂又刺激。20組互動展品測試觀眾的運動

細胞和身體協調能力，極富挑戰性。觀眾可從中了解不同動作涉及的感覺和心理過程，深入認識視覺、聽覺、觸

覺、本體感覺、平衡感覺等各種感觀以及運動對人體的影響。展覽由芬蘭科技中心Heureka負責製作和提供展

品，吸引逾283 700名觀眾入場參觀。

「九天攬月—中國探月工程展」於二零一四年七月二十一日至八月二十四日舉行，展出約20組實物模型和互動

展品，包括着陸器和「玉兔號」月球車的實物模型，藉此介紹中國探月工程歷年來的進展和成就，揭示探索月球

背後的動機，並提高市民對航天科技的興趣。展覽廣受歡迎，入場人次超過143 600。是次展覽由香港特區政府

民政事務局和國家航天局主辦，康樂及文化事務署、國家航天局新聞宣傳中心和國家航天局探月與航天工程中心

策劃，中國科學院、中國航天科技集團公司、中國航天科工集團公司、中國電子科技集團公司、西昌衛星發射中

心、北京航天飛行控制中心和香港理工大學協辦。展覽亦簡介香港理工大學在本地研發的航天技術對國家探月工

程的貢獻。為配合展覽，科學館特別邀請中國航天專家主持講座講解中國過往的探月任務，並安排在周末舉行互

動節目，介紹月球科學知識。

「動感挑戰站」展覽的展品讓觀

眾一展身手。

「九天攬月—中國探月工程展」

展出「玉兔號」月球車的一比一

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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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奇物質—材料科學展」於二零一四年十二月十二日至二零一五年四月十五日舉行，通過一系列互動展品，引

領觀眾走進奇妙的現代物料世界。觀眾可以親自接觸鐵磁流體、非晶態金屬、形狀記憶金屬和泡沫等各種不同物

料，獲得獨一無二的體驗。是次展覽由加拿大安大略科學中心和美國材料研究學會製作和提供展品。截至二零一

五年三月三十一日，已有148 800名觀眾入場參觀。

年內，逾1 586 100人次參觀科學館的展覽及參加其教育和推廣活動。

香港太空館

自一九八零年啟用以來，香港太空館通過舉辦展覽、天象節目和推廣活動，向市民大眾推廣天文知識。何鴻燊天

象廳配備先進的放映及控制系統，為觀眾帶來視聽效果震撼的全天域電影、立體球幕電影和天象節目。互動展品

寓教育於娛樂，讓觀眾利用有趣的方式探索太空科學。

為喚起公眾對香港光污染問題的關注，太空館與香港大學、可觀自然教育中心暨天文館聯合舉辦光污染研究比賽

及攝影比賽，得奬作品於二零一四年七至八月期間在太空館大堂展出。

太空館與香港中華總商會、中國航天員科研訓練中心及酒泉衛星發射中心合辦「少年太空人體驗營」，從200名

獲得提名的本地中學生選出30人，在二零一四年八月二日至十日前往北京和酒泉參加訓練營，學習太空科學知

識、體驗太空人的訓練過程。

「神奇物質—材料科學展」上，

參觀者用保齡球重擊強化玻璃，

以測試玻璃的強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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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四年十月八日晚上，太空館在星光大道舉辦路邊天文活動，讓市民透過儀器觀測月全食這個特別的天文現

象，藉以推廣天文學知識。當晚，約有3 000人參與這項活動。

二零一四年十月十八日，「盲人觀星傷健營2014」在西貢天文公園旁草地舉行，逾40個團體參與。節目包括攤

位和天文觀測活動，讓參加者體驗觀星的樂趣。是次活動吸引超過2 200人參加，當中包括視障、聽障、肢體傷

殘、低收入和少數族裔的人士。

學員參觀酒泉衛星發射中心，了

解中國航天科技的發展。

市民透過星光大道的天文望遠鏡

觀賞月全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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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空館在二零一四年九月推出免費的「星夜行」流動應用程式，網羅中西星圖、天文資訊和相關活動資料。用戶

可透過流動電話或平板電腦，利用程式的雙語錄音資料以及實時計算位置的星圖，隨時隨地辨認天體或星座，聆

聽有關星座的故事。程式自推出以來大受歡迎，至今錄得超過46 000次下載。

年內，太空館放映了一個天象節目、兩部立體球幕電影、三部全天域電影和兩個學校節目，當中包括太空館首次

自行製作、利用數碼放映系統播放的天象節目《日食傳奇》。年內，何鴻燊天象廳吸引了約348 700名觀眾。

另外，太空館舉辦了13個專題展覽，連同太空科學展覽廳和天文展覽廳的參觀者，合計超過479 500入場人次。

另外，又舉行了417場推廣活動，共有超過24 200人次參加。

香港文化博物館

年內，香港文化博物館致力提供多元化的節目和活動，重點包括非物質文化遺產、流行文化和設計。

本署在全港性非物質文化遺產普查完成後，於二零一三年七月至十一月就建議清單進行為期四個月的公眾諮詢，

其後根據非物質文化遺產諮詢委員會的意見，擬備涵蓋480個項目的清單。香港首份非物質文化遺產清單於二零

一四年六月公布。同年十二月，本港四個項目—古琴藝術、全真道堂科儀音樂、西貢坑口客家舞麒麟、黃大仙信

俗，獲選列入第四批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性項目名錄。連同之前已經列入名錄的六個項目（粵劇、涼茶、長洲太

平清醮、大澳端午龍舟遊涌、香港潮人盂蘭勝會、大坑舞火龍），香港至今共有十個項目成為國家級非物質文化

遺產。

「香港週」是港台兩地一年一度的文化交流活動。今年文化博物館首度參與其事，在台北舉辦其中一個開幕節目

「非常香港—傳統風俗文化」展覽，以配合二零一四年的主題「香港民俗文化‧文學足跡」。是次展覽輔以延伸

活動，展示13項香港非物質文化遺產，向台灣觀眾介紹本港的民間風俗。

二零一四年十一月底至二零一五年三月中，本署聯同敦煌研究院在文化博物館舉辦大型展覽「敦煌—說不完的故

事」，讓香港市民認識敦煌的文化藝術。展品約有120組，包括複製洞窟、壁畫臨摹作品、彩塑臨品、經卷(敘利

「盲人觀星傷健營」參加者利用

凸字星圖，學習星座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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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文)及聖經，從歷史、宗教、藝術、文化、社會等角度展現敦煌文化豐富多彩的面貌。展覽吸引了約196 000人

次參觀。

「吉卜力工作室場面設計手稿展‧高畑勲與宮崎駿動畫的秘密」展覽於年內夏季舉行，由文化博物館籌劃，吉卜

力工作室與三鷹之森吉卜力美術館協辦。展出的逾1 300張場面設計手稿全部來自吉卜力工作室極受歡迎的動

畫，是吉卜力工作室創作動畫的藍本，參觀者可藉此重溫工作室整個創作歷程。展覽在短短三個多月已吸引約

434 000人次參觀，反應非常熱烈。

文化博物館與香港設計師協會五度合作，聯合策劃「視野—香港國際海報三年展2014」，藉以介紹精彩嶄新的

海報設計，促進國際文化交流，豐富博物館的海報收藏。是次展覽有32個國家及地區參加，設計師、組合及公司

合共518個單位共提交1 556件作品。展品包括專業評審團選出的222件入圍作品及評審的代表作。

「敦煌—說不完的故事」展覽展

出複製洞窟，呈現敦煌文化絢麗

多姿的面貌。

觀眾參觀「吉卜力工作室場面設

計手稿展‧高畑勲與宮崎駿動畫的

秘密」展覽，使用錄音導賞服務

欣賞展品。

87



文化博物館與香港攝影文化協會合辦「屾︰當代香港攝影」展覽，以配合「香港國際攝影節2014」。展覽邀請

了九位知名藝術家，各自展出兩組迥異的攝影作品，呈現兩種表達攝影藝術的方法，呼應展覽標題「屾」隱含的

兩山並峙之意。此外，展覽也深入探討攝影師如何構思其藝術作品及運用了哪些技巧。

文化博物館在二零一四年六月至九月期間推出新節目「請坐‧請坐」，當中包括以椅子為主題的展覽和教育活

動。重點節目「卓椅非凡：穿梭時空看世界」展覽與故宮博物院合辦，由文化博物館籌劃。來自大英博物館、英

國國立維多利亞與艾伯特博物館、美國布魯克林博物館、故宮博物院等世界著名博物館的珍貴藏品，首度在香港

展出。

年內，文化博物館與教育局、香港藝術發展局及香港浸會大學創意研究院聯合舉辦「藝術同行」計劃，為中學生

及大學生提供一系列培訓課程，以提升他們在欣賞及推廣藝術方面的知識和技巧。此外，文化博物館與教育局合

辦展品實談、工作坊和研討會，以支援全方位學習和高中課程。

香港文化博物館全年的參觀者超過930 300人次。博物館轄下還有三所分館，分別是三棟屋博物館、香港鐵路博

物館和上窰民俗文物館，參觀者分別超過92 300、227 400和41 100人次。

「視野—香港國際海報三年展

2014」展出世界各地的海報。

「卓椅非凡：穿梭時空看世界」

展覽按照不同主題擺放椅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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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推廣辦事處

在二零一四至一五年度，藝術推廣辦事處與不同伙伴合作，舉辦一系列社區及公共藝術推廣計劃，藉以豐富市民

的文化生活，以及鼓勵公眾欣賞藝術。

「藝聚政府大樓」公共藝術計劃把藝術品帶進政府大樓，以提升大眾對藝術的興趣。計劃自二零一零年推出，至

今已舉辦了三屆，為13幢政府大樓設置藝術品，增添藝術氣息。

「藝綻公園」公共藝術計劃旨在讓年輕人於本地公園展示藝術才華，將藝術融入普羅大眾的日常生活。二零一四

年五月，為期三個月的「藝綻公園2014」於中西區海濱長廊（中環段）揭幕。三間本地設計學院應邀按個別地

點的特色設計13件藝術品。本署亦邀得不同的文化和表演團體舉行多項配套活動及節目。

本署與起動九龍東辦事處合辦「起動駿業街遊樂場為工業文化傳統公園（第一期）」計劃，透過以「創造精神—

九龍東工業的過去與未來」為展覽主題，藉文字、影像及藝術作品在四個貨櫃內展示觀塘的工業發展歷史，把駿

業街遊樂場設計成活力與創意兼備的公共空間和主題公園。展期為二零一四年九月至二零一七年八月。

「藝聚政府大樓」計劃為沙田大

會堂設置的藝術品，成為新人留

影的熱門景點。

設置在中西區海濱長廊（中環

段）的藝術品「管你唔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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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藝術計劃—將軍澳市鎮公園、室內單車場及體育館」於二零一二年展開，目的在於提升市民對運動的興趣

及美化香港單車館公園的環境。在二零一四至一五年度，本署在公園裝置三件委約的公共藝術作品。

「悠遊藝術大樓」公共藝術計劃把政府大樓部分公共空間變成饒富趣味的藝術天地，讓市民在繁忙的生活中有更

多機會接觸和欣賞藝術。二零一五年年初，本署選出四組藝術家為赤柱市政大廈、東涌市政大樓、大角咀市政大

廈及龍逸社區會堂創作配合場地空間特色兼具社區特色的公共藝術品，在二零一五年年中至二零一六年年中展

出。

油街藝術空間（油街實現）

「油街實現」為促進本地年輕藝術家交流而設，致力在社區層面推廣藝術。這個開放平台已成為鼓勵大眾共同參

與及創作的藝術空間。

二零一四至一五年間，「油街實現」舉辦年度展覽「正 反」。本地藝術家伍韶勁、藝術團體Meta4 Design

Forum及海外藝術家萊安德羅‧埃利安應邀利用裝置製造聲音和影像，建構現實與虛構之間的交融點。「油街實

現」亦舉辦XCHANGE、「城建藝行」及「生活現場」等公眾參與計劃。「油街實現」已成為藝術家與坊眾溝通

交流的寶貴平台。

這件由公共藝術計劃徵集的藝術

品設於香港單車館公園內，用以

美化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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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街實現」推出「火花！」展覽計劃系列，鼓勵實驗性的藝術創作，探討藝術與當代生活和社會議題的關係。

年內，這個系列舉行四個展覽，其一為「火花！之於那微不足道：止於廣闊」。這個展覽是楊陽、羅偉珊、李以

進、蘇瑋琳及王鎮海五位客席策展人與陳翹康、蔡志厚、黎朗生、林兆榮、李穎姍、麥影彤、王鎮海及黃潔宜

（與Ali Wong）八位本地藝術家交流的印記。展品分為「行去邊」、「行開下」及「行落去」三個主題，展現

本地當代藝術的不同面貌。

香港視覺藝術中心

香港視覺藝術中心是提供藝術教育的平台，同時讓藝術家、藝術愛好者和市民大眾交流分享。該中心積極與藝術

家、相關學院和藝術機構建立伙伴合作關係，合辦優質活動以配合公眾不斷轉變的需求，讓市民更能體會創作藝

術和參與其中的樂趣。

年內，香港視覺藝術中心舉辦為期一年的重點項目「藝術專修課程」，為藝術愛好者和年輕藝術家提供培訓，並

舉辦以新媒體藝術和工作室實習為題的工作坊，讓學員深入了解當代藝術的創作過程。

「正　反」展覽的展品營造虛幻

的立體視覺效果。

「火花！之於那微不足道：止於

廣闊」展覽藉展品探索燈光與聲

音之間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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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物修復辦事處

文物修復辦事處負責為公共博物館提供優質的館藏修護服務。年內，辦事處策劃並進行837件文物的修復工作，

當中包括書畫、歷史文獻、紡織品、相片、金屬品、雕塑品、有機文物和出土文物。辦事處亦會確保館藏在最合

適的環境存放，得以妥善保存。

為加深公眾對文物修復工作的認識，並推廣愛護文物的風氣，辦事處為市民和學生舉辦34項教育和推廣活動，包

括為配合「學校文化日計劃」和「香港國際博物館日」舉辦的「修復工作室幕後遊」和實習工作坊。超過783名

參加者（包括來自19個學校團體的442名學生）參與活動，一同體驗文物修復工作的樂趣及挑戰。

「2014文物修復義工計劃」共招募了117名義工參與各項修復工作，包括展品裝置、館藏保存、工作坊示範，以

及修復處理，服務時數多達8 700小時。辦事處連續第二年獲社會福利署頒發「義務工作嘉許狀（團體）金

狀」。

學生參觀修復工作室，了解如何

修復紡織品館藏中的童帽。

文物修復義工協助清潔歷史文獻

的表面及修補破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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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事處與國際文物修護學會合辦的「國際文物修護學會2014香港會議」於二零一四年九月二十二日至二十六日

舉行。本屆主題為《源遠流長：東亞藝術文物與文化遺產的修護》。會議首次在亞熱帶地區舉行，全球32個國家

共派出500名代表參與。除了學術和專業交流外，在會議期間舉行的多項聯誼活動亦讓與會者可充分互動及聯

繫，建立網絡。會議席上，國際文物修護學會與國際博物館協會藏品保護委員會就「藏品保存環境指引」發表聯

合宣言，協助全球文博界制定有關控制博物館藏品存放環境的適當策略，極具參考價值。

「國際文物修護學會2014香港

會議」討論博物館藏品保存環境

指引，氣氛熱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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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物古蹟辦事處

古物古蹟辦事處（古蹟辦）在保護和推廣本港的考古和建築文物方面擔當重要角色。

在二零一四年，古蹟辦把大坑的蓮花宮、鴨脷洲的洪聖古廟、九龍城的侯王古廟三幢歷史建築物宣布為法定古

蹟，使其根據《古物及古蹟條例》受到永久保護。

年內，古蹟辦為多幢歷史建築物進行修復和維修工程。當中的大型項目包括屯門馬禮遜樓、元朗新田麟峯文公

祠、元朗八鄉梁氏宗祠、元朗屏山鄧氏宗祠、元朗廈村鄧氏宗祠和楊侯宮、粉嶺龍躍頭老圍和覲龍圍圍牆及更

樓、大埔樊仙宮和文武二帝廟、西貢滘西洲洪聖古廟、九龍塘瑪利諾修院學校，以及中環梅夫人婦女會。另外，

古蹟辦在大埔、西貢、屯門和離島區進行由小型發展項目引起的考古調查和發掘，讓這些地點的考古文物材料得

以保留。香港文物探知館常設展覽以本港的考古和建築文物為主題。年內，文物探知館及屏山鄧族文物館暨文物

徑訪客中心的參觀者分別逾193 400和70 800人次。古蹟辦亦舉辦多項教育及宣傳活動，包括講座、導賞團、工

作坊和研討會，以推廣文物保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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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藝術專家顧問

本署共委任254位藝術家、作家、學者，以及在所屬領域有重大貢獻的人士為文化藝術專家顧問，就表演藝術、

文學藝術和博物館活動等事宜，向本署提出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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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大事紀要

日期 活動

2012年11月至2014年11月 「藝聚政府大樓2012-13」計劃

2013年7月20日至2018年7月20日 「武‧藝‧人生—李小龍」展覽

2013年7月26日至2014年7月13日 「香港當代藝術獎2012—香港十三面觀」展覽

「武‧藝‧人生—李小龍」展覽展廳一角。

2013年9月至2014年11月 2014年4．23世界閱讀日創作比賽—「地球與我」

2013年9月4日至2014年9月8日 「陶瓷茶具創作展覽2013」

2013年11月8日至2014年4月9日 「巨龍傳奇」展覽

2013年12月18日至2014年4月21日 「影藏歲月—香港舊照片展」展覽

2014年1月至6月 英語專題故事劇場：「簡約生活」

2014年1月至7月 「2014年學生中文故事創作比賽」

2014年1月至9月 「第二十四屆全港詩詞創作比賽—填詞」

2014年1月至11月 「2014年中文文學創作獎」

2014年2月至11月 「都會香港」專題講座

2014年2月20日至11月19日 「天、地、人—香港藝術展覽」

2014年2月28日至6月15日 「刻畫人間—朱銘雕塑大展」

2014年3月至11月 「2014年與作家會面—智慧生活‧發展未來」系列

2014年3月至12月 「2014『育醫造才：探索醫學世界』公開講座」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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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育醫造才：探索醫學世界』公開講座」系列有助市民

認識醫學發展的最新動態。

2014年3月至2015年3月 「藝聚政府大樓2013-14」計劃

2014年3月26日至7月10日 「南京瑰寶—南京博物院／南京市博物館紫砂茶具精選」展覽

2014年4月至7月 「價值人生講座系列：中國哲學與中國文化」

2014年4月至2015年3月 「第二十六屆香港印製大獎」

2014年4月7日 「喝采系列：祈辛鋼琴演奏會」於香港文化中心舉行

2014年4月9日至6月9日 「甲午戰後：租借新界及威海衛」展覽

2014年4月19至21日 「楊麗萍大型舞劇《孔雀》」於香港文化中心上演

2014年5月2至4日
「蘇格蘭國家劇院與皇家莎士比亞劇團《馬克白後傳》」於葵

青劇院上演

2014年5月3日至11月2日 「長青館藏明清瓷、玉、角、竹、畫琺瑯」展覽

2014年5月14日至8月31日 「吉卜力工作室場面設計手稿展‧高畑勲與宮崎駿動畫的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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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覽設有「龍貓樂園與波兒海灘」拍照區，供觀眾留影。

2014年5月18日
「社區專題嘉年華—跨粵時代曲」於摩士四號公園露天劇場舉

行

2014年5月20日至8月19日 「藝綻公園2014」

2014年5月21日 「喝采系列：柏尼夫鋼琴演奏會」於香港文化中心舉行

2014年6月3至4日 捷克愛樂樂團於香港文化中心表演

2014年6月7日至9月15日 「請坐‧請坐」大型活動暨「卓椅非凡︰穿梭時空看世界」展覽

展覽展出300張由學生設計的椅子，盡顯澎湃創意。

2014年6月11日至9月1日 「嶺南印記：粵港澳考古成果展」

2014年6月20至22日
「舞過介系列：動感舞蹈團《水舞躍動》」（英國）於西灣河

文娛中心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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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6月20日至8月30日 「中國戲曲節2014」

新編粵劇《搜證雪冤》其中一幕。

2014年6月20日至9月21日 「巴黎‧丹青—二十世紀中國畫家展」

2014年6月20日至10月29日 「動感挑戰站」展覽

2014年6月26日至7月1日 2014青島世界園藝博覽會「香港周」

2014年6月26日至7月13日 「第十屆香港文學節」

本地詩人現身「思憶如詩如歌」朗誦分享會，即席朗讀其詩

作。

2014年7月11日至8月17日 「國際綜藝合家歡2014」

2014年7月19日至8月18日 「2014年閱讀繽紛月」

2014年7月20日 「社區專題嘉年華—涌上雲霄」於東涌富東廣場舉行

2014年7月21日至8月24日 「九天攬月—中國探月工程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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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名年幼觀眾操控「玉兔號」月球車的實物模型。

2014年7月26日至10月5日 「火花！像是動物園」展覽

2014年8月至11月 「2014年度哲學講座」

2014年8月至11月 「生死教育講座系列：裊裊人間情」

2014年8月1日至10月19日 「火花！假如（在一起）」展覽

「火花！假如（在一起）」展覽的客席策展人向在場觀眾介紹

多款展品。

2014年8月8日至2015年5月31日 「誘惑觸覺—唐景森的藝術」展覽

2014年8月9至10日 「夏日狂歡大派對—高山神話傳說」於高山劇場舉行

2014年8月16至17日 「嶺南印記：粵港澳考古成果展」國際學術研討會

2014年8月28日至10月5日
「中秋專題綵燈展—世界民族風情畫」於香港文化中心露天廣

場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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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9月至2017年8月 「起動駿業街遊樂場為工業文化傳統公園」（第一期）

2014年9月6至9日
「甲午年中秋綵燈會暨青年之夜」於維多利亞公園、大埔海濱

公園及荃灣沙咀道遊樂場舉行

2014年9月11至19日 「2014年港澳視覺藝術雙年展」於北京世界藝術館舉行

2014年9月14日
「香港國際爵士音樂節2014—戶外音樂會」於香港文化中心露

天廣場舉行

2014年9月22至26日
「國際文物修護學會2014香港會議」—《源遠流長：東亞藝術

文物與文化遺產的修護》

2014年10月1至27日
黃自先生誕辰110周年珍貴手稿文獻紀念巡展暨黃自先生的藝術

歌曲創作講座

2014年10月5日 「樂趣系列：英國烏克麗麗樂隊」於沙田大會堂演出

2014年10月8日 「塔利斯學者」（英國）於香港大會堂演出

2014年10月9至12日
「歌劇：理察‧史特勞斯《莎樂美》」由香港歌劇院聯合製作，

於香港文化中心上演

2014年10月10至11日 「比利時終極舞團《身不能記》」於葵青劇院上演

2014年10月12日 「喝采系列：羅美路結他四重奏」於香港文化中心舉行

2014年10月15日至2015年11月15日 「從豆奶到普洱」展覽

2014年10月16日至11月16日 「新視野藝術節」

新視野藝術節上演的節目《烏鴉，我們上彈吧！》。

2014年10月17日至11月2日 「香港週2014@台北」

2014年10月17日至11月2日 「游—香港詩人梁秉鈞的旅程(1949-2013)」—「香港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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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台北」參與節目

2014年10月18日至2015年8月2日 「身是客—歸來」展覽

2014年10月19日 「社區專題嘉年華—爵躍赤柱」於赤柱海濱長廊足球場舉行

2014年10月21至22日 「第十次中文文獻資源共建共享合作會議：數碼薪傳」

「第十次中文文獻資源共建共享合作會議」開幕典禮上，嘉賓

與參加者合照。

2014年10月29日至2015年3月16日 「皇村瑰寶：俄羅斯宮廷文物展」

展覽的多媒體節目，將皇村一座宮殿—葉卡捷琳娜宮，變為

360度的虛擬實境。

2014年10月30日 「樂趣系列：加拿大銅管樂五重奏」於荃灣大會堂演奏廳舉行

2014年10月31日至2015年8月2日 「隨機放映」展覽

2014年10月31日 高山劇場新翼開幕

2014年10月31日、11月1日及5日 《大明烈女傳》於高山劇場新翼上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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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編粵劇《大明烈女傳》其中一幕。

2014年11月1至2日 「無限領域」於香港文化中心露天廣場舉行

2014年11月1至2日 「柏拉雅與聖馬田樂團」於香港文化中心演出

2014年11月8日 「香港文化中心二十五周年：友緣藝聚」

香港文化中心露天廣場放置了色彩獨特的鋼琴供市民彈奏。

2014年11月8日
「樂趣系列：意高文與朱亨基《玩轉莫扎特》音樂節目」於元

朗劇院舉行

2014年11月9日 「第六屆余英時先生歷史講座」

2014年11月16日 「2014亞裔藝采」於香港文化中心露天廣場舉行

2014年11月28日至2015年3月16日 「敦煌—說不完的故事」展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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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尊坐佛像是敦煌彩塑的代表作之一，展覽展出的是其複製

品。

2014年11月29日至2015年6月30日 「築‧動@藝術廣場」展覽於藝術廣場舉行

藝術廣場展出的大型作品《C‧卡車》。

2014年11月30日 「粵劇日」於香港文化中心舉行

2014年12月5日至2015年8月2日 「四君子—館藏梅蘭菊竹繪畫選粹」展覽

2014年12月5至6日 「羅永暉：意境音樂劇場《落花無言》」於香港文化中心上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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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合多種媒體的綜合表演《落花無言》在香港文化中心首演。

2014年12月6日至2015年3月2日 「視野—香港國際海報三年展2014」

2014年12月7日 「菲島樂悠揚2014」於香港文化中心露天廣場舉行

2014年12月9日 「喝采系列：普哥利殊鋼琴演奏會」於香港文化中心舉行

2014年12月12至14日 非凡美樂製作「歌劇：浦契尼《杜蘭朵》」於香港大會堂上演

盧景文執導的浦契尼歌劇《杜蘭朵》。

2014年12月12日至2015年4月15日 ｢神奇物質—材料科學展｣

2014年12月18至21日 「香港話劇團《一頁飛鴻》」於高山劇場新翼上演

2014年12月24日至2015年8月2日 「吳冠中作品捐贈2014」展覽

2014年12月27日 「2014步操管樂大匯演」於香港文化中心露天廣場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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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12月31日
「2014除夕倒數嘉年華」於沙田公園、沙田大會堂廣場及城市

藝坊舉行

2015年1月2至4日
「安東尼奧‧加迪斯舞蹈團《卡門》」（西班牙）於香港文化中

心上演

舉世聞名的安東尼奧‧加迪斯舞蹈團演出佛蘭明高作品《卡

門》。

2015年1月11日 「2015青年樂隊馬拉松」於香港文化中心露天廣場舉行

2015年1月23至25日 「非常林奕華《紅樓夢》」於葵青劇院上演

2015年1月30至31日 上海崑劇團於高山劇場新翼演出

2015年1月30日至5月31日 「火花！我要食餐好」展覽

2015年2月至3月 「2014-15中華貨殖論壇」

2015年2月12日至3月22日 「春節綵燈展—亞裔囍相逢」於香港文化中心露天廣場舉行

2015年2月13日至6月21日 「火花！之於那微不足道：止於廣闊」展覽

2015年2月20日 「乙未年(2015)農曆新年煙花匯演」

2015年3月1日 「舞蹈日2015」於屯門大會堂舉行

2015年3月6至7日 「第四屆近代中國海防國際學術研討會」

2015年3月5至8日 「乙未年元宵綵燈會暨青年之夜」於香港文化中心露天廣場、

北區公園及東涌文東路公園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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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羊啟泰迎財神》綵燈。

2015年3月14日至8月2日 「竹觀萬象—葉義捐贈竹刻藝術選」展覽

2015年3月20日至6月28日
「嶺南畫派—現代中國的覺醒」展覽於法國賽努奇巴黎亞洲藝

術博物館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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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管理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署長是部門財政預算的管制人員，負責確保部門以合乎經濟原則的方式，提供高效率的優質服

務。

撥款來源

本署的經費來自政府撥款。在二零一四至一五年度，本署的開支為70.33億元，用以支付轄下五個主要範疇的運

作和非經營開支。該五個範疇分別是：康樂及體育、園藝及市容設施、文物及博物館、表演藝術，以及公共圖書

館。該筆經費也用以資助香港拯溺總會、香港考古學會、本地體育團體及由非政府機構營運的營舍。

本署主要系統設備的個別項目費用如超逾200萬元，會由政府的基本工程儲備基金撥款支付。該儲備基金也撥款

支付本署的基本工程項目。至於工程的撥款及進度，均由建築署負責監管。

財政預算管制

本署通過三層架構確保根據核准預算妥善管制部門財政。三層架構涉及約200名預算負責人員，他們獲授權調撥

資金，並對開支負責。

收費及收入

本署負責管理超過700種收費，確保該等收費按時收取、妥善入帳，並定期加以檢討。

在二零一四至一五年度，本署的收入為11.18億元，主要來自各項收費、門票收入和設施租金。有關款額會記入

政府一般收入帳目內。

香港花卉展覽等活動的門票收

入，是本署收入來源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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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眾意見

在二零一四至一五年度，本署進行了12項意見調查，以了解顧客對本署服務的滿意程度。八項有關已外判服務體

育館的意見調查均錄得逾80%的服務滿意度。就五項選定康樂服務（即體育館、公園、遊樂場、泳池和泳灘）進

行的多主題意見調查顯示，對服務感到滿意的使用者介乎47%（泳灘）與72%（體育館）之間。有關博物館服務

的意見調查則顯示，90%的參觀者滿意博物館服務。至於有關旅客參觀博物館的行為及興趣的意見調查，逾60%

入場參觀本港博物館的旅客認為香港的博物館「非常吸引」或「挺吸引」。本署已檢討這些意見調查的結果，並

於籌劃服務及謀求改善服務空間時予以考慮。

本署在二零一四至一五年度進行的香港公共圖書館意見調查，預計會於二零一五年七月完成。

本署的公眾意見登記系統設有一個數據庫，記錄從不同渠道所蒐集有關本署政策、設施及服務的意見。我們會定

期分析這些資料，並向管理層匯報，以助他們找出有需要改善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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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判服務

本署根據政府指引，把一些非核心工作外判予私營機構，以提高服務效率。已外判的主要服務包括潔淨、護衞、

園藝護養及設施管理。截至二零一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本署管理的主要服務外判合約共105份，總值為37.49億

元。這些合約涵蓋康樂和文化兩方面的設施。

本署的外判服務均遵從以下原則：

訂立的合約必須具商業成效；

服務質素不得有所下降；

有關服務必須合乎成本效益；以及

不會出現人手過剩的問題。

截至二零一五年三月，本署已把14間體育館的管理服務外判，以更具成本效益的方式，通過私營機構為市民提供

優質服務。這些體育館分別為：賽馬會屯門蝴蝶灣體育館、鰂魚涌體育館、振華道體育館、長沙灣體育館、竹園

體育館、彩虹道體育館、和興體育館、北葵涌鄧肇堅體育館、鴨脷洲體育館、花園街體育館、黃竹坑體育館、曉

光街體育館、楊屋道體育館和天水圍體育館。

此外，本署亦把轄下若干文化設施的管理服務外判。這些設施包括：香港文物探知館、孫中山紀念館、葛量洪號

滅火輪展覽館，以及屏山鄧族文物館暨文物徑訪客中心。

合約管理

本署一直密切監察服務合約承辦商的表現，特別注重保障非技術工人的工資和福利。本署設有一套電腦化評核制

度，以掌握承辦商的整體表現，日後評審投標建議時，可考慮承辦商過往的表現。本署合約管理人員更定期與承

辦商的高層管理人員會晤，討論合約管理事宜，藉此保持溝通，同時提醒承辦商，本署不會容忍非技術工人受到

剝削。

葛量洪號滅火輪展覽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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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資源

人力策劃

截至二零一五年三月底，本署有大約8 350名公務員。部門會在二零一五至一六年度增加人手，以應付新設施的

需求、提供新服務，以及加強現有服務。

聘用非公務員合約僱員的情況

本署按「非公務員合約僱員計劃」聘用非公務員合約僱員，以應付服務及運作需要。這些僱員主要負責為本署場

地及辦事處提供支援服務，包括一般行政支援、前線及顧客服務、技術支援，以及資訊科技服務。部門會繼續定

期檢討非公務員合約僱員的聘用情況，並會因應情況尋求資源，以公務員職位取代有長期服務需求的非公務員合

約僱員崗位。

招聘公務員

本署在二零一四至一五年度招聘三級康樂助理員、技工（一般職務）、圖書館助理館長、二級文化工作助理員、

二級實驗室技術員、一級攝影員、高級技工（泳灘／泳池）、高級技工（濾水機房）、二級技術主任（工程）

（文化工作）和一級工人。

員工訓練及發展

本署訓練組在二零一四至一五年度為員工提供了多項不同課程。

隨着社會的環保意識不斷提高，公眾日益關注樹木管理事宜，本署需要更多樹木專家配合服務所需。訓練組特別

開辦訓練課程，以增進有關員工的樹藝專業知識。

年內提供的訓練仍以樹木檢查、病理學、風險評估、樹木修護和古樹名木管理為主，這些訓練就治理有問題的樹

木提供更多不同方法。訓練課程包括：為84名員工舉辦四班「目視法樹木檢查及樹木風險認知課程」、在二零一

四年六月和十月安排17名康樂事務經理和康樂助理員參加「樹木風險評估訓練課程」連考試（LANTRA專業樹木

檢查資格）、逾240名員工出席的多個樹藝專題座談會和一項樹藝專題訓練課程，以及為42名員工舉辦的古樹名

木管理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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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確保員工具備執行樹木工作所需的恰當健康和安全知識，訓練組亦安排了26名員工參加由發展局樹木管理辦事

處和職業安全健康局舉辦為期兩日的「樹藝職業安全健康課程」。

我們又於二零一四年五月和十月開辦國際樹木學會註冊樹藝師資格延讀課程，為23名康樂事務經理和康樂助理員

延續了有關專業資格。此外，我們還安排了其他認可資格的培訓，包括「樹木管理及保育高等文憑」（香港大學

專業進修學院）、「專業樹木管理證書」（香港公開大學）、「園藝及園境管理專業文憑」（香港高等科技教育

學院）、「植物病蟲害管理實務證書課程」（香港高等科技教育學院）、「國際樹木學會註冊樹藝師訓練課程」

（匯縱專業發展中心）、「樹藝理學碩士學位課程」（英國）和「City and Guilds樹藝第三級文憑課程」（英

國）。

為切合負責草地管理和保養的員工的訓練需要及提升他們的一般技能，我們年內展開一項為期五年的運動草地管

理訓練計劃。在該計劃下，訓練組舉辦了多項訓練課程，包括安排30名康樂事務經理和康樂助理員職系員工參加

一項本地舉辦的草地管理課程，一名康樂事務經理參加澳洲昆士蘭六星期「草地管理及保養實習訓練課程」，一

名高級康樂助理員參加英國八星期「草地保養實習課程」，以及三名康樂事務經理職系人員參加一項名為「新西

蘭運動草地管理課程—級別五」的混合式學習課程。此外，我們又為88名在運動場和主要公園任職的員工舉辦

了有關運動草地保養及管理的經驗分享工作坊。

為向市民提供優質文化服務，訓練組就不同文化和藝術範疇為49名文化事務員工舉辦有系統的訓練課程，內容涵

蓋文化管理、藝術管理和文化企業、創意產業管理、博物館管理、建築保育，以及資訊學。

為增進員工的文化和藝術知識，我們舉辦了30小時的「藝術本源」課程，介紹西方表演藝術。課程着重戲劇、音

樂、舞蹈和歌劇，並涵蓋從古希臘至今的每個主要時期及運動。我們還安排了有關哥德文化和莎士比亞研究的講

座，這項訓練有助約140名員工掌握基本的文化詞彙和概念，在詮釋、了解和欣賞藝術作品方面增進技巧，從而

更有自信地與演藝工作者聯繫。

為讓員工認識舞台和技術管理事宜，以及有關演藝場地和劇院的安全規例，我們舉辦了多個有系統的舞台及技術

管理工作坊，並提供樂器處理及保養、吊桿系統的操作及吊掛安全管理等其他訓練，共有約340名員工參加。

員工在攀樹課程中檢查器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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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內另一重點是前線人員訓練。為改善前線人員的表現水平和提升康文署在市民心目中的形象，我們為前線和文

書人員開辦一系列有系統的全新內部訓練，並推出「職場服務秘笈」和「正向心理」首兩個單元，共有362名文

化事務部人員參加。該課程的其他單元將於稍後推出。

為配合政府建立共融社會的承諾，訓練組舉辦了「思覺健康工作坊」，以及安排員工參加為殘疾人士在展覽場地

和現場表演中提供口述影像的訓練課程。

本署一向積極鼓勵員工之間的知識管理及分享。我們舉辦的「一場同事分享會」系列，邀請不同範疇熟諳相關職

務的同事主講，與更多同事分享個人專業知識及工作心得。年內，同事亦就各類盛事及大型展覽和一個國際會議

的籌辦工作交流經驗。此外，我們還舉辦了《與DD(C)真情對話》及《文化事務部座談會：回顧及展望》，讓首

長級人員與801名文化事務部員工分享他們的豐富經驗。

為提升員工的能力並栽培他們成為傑出領袖，藉以塑造組織文化，以及建立團結隊伍和激勵員工在文化和藝術領

域力臻卓越，我們為293名人員安排了訓練，內容涵蓋文化領航、高級藝術和文化管理人員的領導策略、轉變和

危機管理、領導和建立優秀隊伍，以及溝通和團隊精神。

演藝場地的員工出席講座，了解

如何正確處理樂器。

在「與DD(C)真情對話」員工分

享會上，部門副署長(文化)講述

她的工作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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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亦安排文化事務部員工參加28項海外培訓和實習計劃，並前赴著名的國際文化機構進行交流，讓他們有機會

擴闊國際視野。在海外獲得的經驗和專業知識，為參加者增添了寶貴資源，推動他們在服務上精益求精，為公眾

策劃創新的文化節目和活動，有助香港發展為世界級盛事之都。

在職業健康與安全方面，訓練組今年繼續舉辦職業安全健康（職安健）訓練課程，確保為全體員工和到訪本署轄

下場地或參加本署活動人士提供安全健康的環境。年內共有約600名員工接受使用自動心臟去顫器的訓練並取得

相關證書。其他的一般職安健課程，如「預防工作間暴力事故—暴力行為控制及脫身法」、「防止被蛇咬傷」、

「認識狗隻行為」、「防火安全」、「電力安全」等，均有助提高前線人員的職業安全意識。

我們又繼續提供合格證書課程，例如「強制性基本安全訓練課程」、「密閉空間工作的基本安全知識及重新甄審

資格課程」、「顯示屏幕設備評估合格證書課程」和「體力處理操作合格證書課程」。此外，我們又為分區／場

地安全主任舉辦職安健管理課程，其中包括「職業安全管理課程」和「職業安全及健康基本培訓課程」。

在二零一四至一五年度，本署繼續支持政府增加青少年就業機會的措施，舉辦泳池事務見習員和泳灘事務見習員

兩項計劃。在這些計劃下，訓練組合共為26名青少年提供為期四至五個月的訓練，當中的見習員參加有關測試，

取得救生員資格，並能夠在公營或私營水上活動場地覓得工作，部分更申請加入政府任職救生員。

員工在防火安全訓練課程中學習

如何正確使用器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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訓練組亦開辦多項常設課程，內容涵蓋各個康樂和文化服務課題，以及提供一般知識和技能、督導管理、語文與

溝通、電腦軟件應用、資訊科技等方面的訓練。

整體而言，二零一四至一五年度的員工訓練工作取得豐碩成果。我們為各職系和職級的員工（包括非公務員合約

僱員和前市政局合約員工）提供合共18057個訓練名額。受訓員工認為，我們舉辦的訓練課程有效協助他們達到

工作和服務方面的要求。

員工關係與溝通

我們致力與員工保持有效溝通，因而建立了良好的關係。

本署管理層通過舉行部門協商委員會會議、一般職系協商委員會會議和職工會會議，與員工保持恆常接觸。此

外，亦會與員工舉行特別會議、非正式會晤和簡報會，商討共同關注的問題。署長也會定期接見員工及職工會代

表，以便更加了解他們關注的事項及在有需要時作出適當的跟進。

救生員在石澳泳灘學習水上電單

車拯救技巧

部門協商委員會舉行會議，藉此

加強部門內部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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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亦同樣關懷個別同事的需要。如有同事就福利或其他關注事項提出要求或查詢，員工關係／員工福利組很樂

意提供協助。本署鼓勵員工就改善和簡化部門的運作及管理工作提出建議。

為加強同事間的工作關係，本署定期舉辦興趣班及康樂活動，例如園藝班和每年一度的卡拉OK比賽。

此外，部門亦成立了義工隊和15支體育隊，讓同事有機會在公餘參與有意義的活動。年內，義工隊安排弱勢社羣

的家庭參觀一年一度的「香港花卉展覽」；體育隊亦參加了多項公開及跨部門比賽，贏得多個獎項。

園藝興趣班的參加者聚精會神觀

看示範。

義工隊安排弱勢社羣的家庭參觀

「香港花卉展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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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門出版的季刊《員工通訊》，有效協助促進部門與員工的溝通。

激勵員工

員工有所貢獻，我們應予以表揚，這樣才能建立一支積極進取和盡忠職守的工作隊伍。凡服務20年或以上並且工

作表現良好的員工，均符合資格獲部門考慮頒發「長期優良服務獎狀」及「長期優良服務公費旅行獎勵」。在二

零一四至一五年度，有三名員工因在提升部門形象方面有重大貢獻而獲頒發嘉獎信，另有177名員工因工作表現

良好而獲部門頒發「優良表現獎狀」。

我們亦向部門以外的嘉許計劃推薦本署員工。在二零一四至一五年度，本署四位持續表現優秀的人員獲得公務員

事務局局長頒發嘉許狀；另有一名人員獲頒發「二零一四年申訴專員嘉許獎—公職人員獎」，而本署更榮獲「二

零一四年申訴專員嘉許獎—公營機構獎大獎」。

部門泳隊在「工商機構運動會

2014」的游泳比賽贏得亞軍。

本署四名表現優秀的員工獲得公

務員事務局局長嘉許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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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署推行「顧客讚賞咭計劃」，讓員工可以直接得知顧客的意見；另外，又通過「員工建議計劃」和工作改善小

組，鼓勵員工拓展服務並提升服務水平。在二零一四至一五年度，康樂事務部為公眾泳池的工作改善小組舉辦了

一項比賽。

顧客服務

以客為本是部門堅守的基本信念。我們在二零一四至一五年度共收到超過9 000張嘉許員工的顧客讚賞咭及600

多份讚賞，顧客的好評令前線人員深受鼓舞。

本署榮獲「二零一四年申訴專員

嘉許獎—公營機構獎大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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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保護工作

為貫徹政府的環保政策，本署推行的計劃由開展至管理及運作等環節都會顧及種種環境因素，務求盡量減少污

染、節約資源、保護自然環境，以及鼓勵市民欣賞優美的環境。

本署致力：

推動綠化工作和推廣園藝活動；

保存文物古蹟；

提供環境宜人的休憩用地；

實施減少廢物和節約能源的措施；以及

在舉辦文康活動時盡量減少空氣和噪音污染。

在規劃新設施和維修保養現有設施時，我們都遵循上述的環保方針。我們提倡採用節能屋宇裝備裝置和環保物

料，盡可能使用高效能照明系統以節約能源，並在可行的情況下減少場地的人工照明時間。概括而言，我們致力

遵循政府建議的夏季室溫指標，把辦公室溫度維持在攝氏25.5度。在博物館、體育館和演藝場地等地方，如因運

作所需或顧客服務理由而未能嚴格遵守上述室溫標準，我們會與機電工程署合作，在可行情況下把室溫盡量保持

在接近攝氏25.5度。

本署年內主要環保工作包括：

改善現有園景區並廣植樹木和灌木；

舉辦社區綠化活動，例如「香港花卉展覽」、「社區植樹日」、「綠化義工計劃」和「綠化校園資助計

劃」；

種植開花樹木，可以美化市區環

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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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辦公眾講座、展覽及宣傳活動，提高公眾對環境議題的意識，並推廣文物保育；

在合適地點種植抗旱植物，減少大型公園水景設施的耗水量，並為各項設施安裝用水效益裝置和使用海水沖

廁，以節約用水；

與機電工程署和建築署合作進行能源審核和各項可行的節能改善工程；

合理調節轄下場地照明裝置的操作時間，並在多個康樂場地和沙田總部大樓內安裝活動感應器，控制照明裝

置；

參與世界自然基金會在二零一四年三月舉行的「地球一小時2014」熄燈活動；

除因運作和安全／保安理由外，關掉轄下場地外牆和戶外地方的照明燈；

逐步把更多的部門常規車輛更換為環保車輛；

在香港科學館、香港海防博物館和香港藝術館安裝光伏系統；

在辦公室、活動和會議上廣泛推廣良好的環保措施並傳閱節省用紙、節能和減廢的綠色錦囊；

提倡多用環保產品，例如廚餘堆肥、動物廢料堆肥；以及循環再用園林廢物作為種植用的土壤改良劑；

進行綠化計劃，包括多種植開花多年生／木本灌木來代替時令年生植物，以減少園林廢物；

委聘承辦商回收雜誌、報紙、廢紙和打印機碳粉盒／墨盒；

在轄下場地張貼宣傳海報和裝設更多廢物分類箱，以鼓勵減少製造廢物，並回收廢紙、金屬和塑料；

循環再造紙張和無法使用／損壞的圖書館資料，並讓讀者選擇以電郵方式收取過期提示通知和預約待取通知

書，減少用紙；

循環再造各博物館和香港電影資料館的展覽物品，並設置回收箱收集用後棄置的導賞圖和小冊子；

在各演藝場地和節目辦事處以電子方式宣傳演藝節目和蒐集意見；

嚴格監察宣傳單張和場刊的派發，以減少印刷這些刊物，又把剩餘未用的循環再造；

在舉辦節目和活動時減少派發可再用的購物袋；以及

進行年度工作表現檢討，以監察各組別／辦事處採取環保和減廢措施。

二零一五年一月，本署發表了第十四份《環境報告》，闡述部門各項環保管理措施和環保活動。

學生參與「綠化校園資助計劃」

的綠化校園工程展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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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施和工程計劃

本署與區議會保持緊密合作，以期提供最能滿足區內居民需要的文康設施。本署自二零零零年成立以來，合共完

成逾120項工程計劃，工程費用總額約為250億元。新設施主要屬基本工程計劃，每項計劃的費用逾3,000萬元。

本署亦會進行小型工程計劃，改善現有設施。

新落成的設施

年內，共有四項基本工程計劃相繼完成，包括在將軍澳第74區興建地區休憩用地、體育館及圖書館；在天水圍第

117區興建休憩用地；興建觀塘海濱花園（第二期）；以及重建觀塘游泳池場館及觀塘遊樂場。新落成設施一覽

表載於附錄五。

本署與區議會緊密合作，提供多

元化文康設施。

重建後觀塘游泳池場館和觀塘遊

樂場的鳥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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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正施工的設施

在二零一四至一五年度終結時，正在施工的基本工程計劃共有五項，包括元朗第3區公共圖書館及體育館；沙田

第14B區體育館、社區會堂及分區圖書館；青衣第4區體育館；以及維多利亞公園游泳池場館重建工程。現正施

工的設施一覽表載於附錄六。

122



資訊科技

本署一向廣泛應用資訊科技以提升服務質素及運作效率。在二零一四至一五年度，本署動用了8,036萬元推行51

項電腦化計劃。

公共圖書館電腦化計劃

香港公共圖書館不斷改善為市民提供的電子服務，於二零一四年七月推出可供iPhone和iPad使用的流動應用程

式「我的圖書館」，並於同年九月推出為Android智能電話和平板電腦而設的版本。流動應用程式提供多項熱門

功能，包括預約和續借圖書館資料，以及自設個人提示服務，提醒讀者外借資料的歸還日期、領取預約資料等。

為提高市民的電腦知識及方便他們閱覽參考資訊，本署在28間公共圖書館設立了電腦資訊中心／區。這些電腦資

訊中心／區裝有微軟Office、Adobe Creative Suite等常用套裝軟件，並提供列印和掃描服務，可供市民使用。

香港中央圖書館電腦資訊中心的硬件和軟件在二零一五年一月進行技術提升，在加強系統及保安功能之餘，確保

所有公眾電腦工作站採用最新軟件。

公共圖書館的網站在二零一四年三月推出全新設計後，本署亦作出優化措施︰網站在聖誕、農曆新年等節慶期間

採用應節的設計，以添節日氣氛；為配合二零一四年六月至七月舉行的第十屆香港文學節，本署設計並推出有系

統、編排有致的專題網站；此外，亦擬於二零一五年在公共圖書館網站加設功能，包括推出網站手機版，以及加

設一站式登入功能，使網上圖書館服務更方便易用。

本署與香港賽馬會攜手推動的「香港記憶」計劃，通過建立網上數碼資料庫，收集、保存和傳播香港的歷史及文

化遺產。在多位學者和專家支持下，建立了數碼式文獻、圖片、錄像及錄音的特藏及展覽資料庫。這項計劃原先

由香港賽馬會主理，二零一四年十二月初交由本署接手維護。公共圖書館打算加強資料庫的內容及提升系統功

能，並正致力改善網上展覽的格式，以便公眾經由手機和平板電腦欣賞展覽內容。

流動應用程式「我的圖書館」，

進一步改善香港的公共圖書館服

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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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體通電腦租訂系統

康體通電腦租訂系統（康體通）讓市民可通過多種途徑（包括訂場處櫃檯、互聯網、自助服務站和電話）預訂康

體設施和報名參加康體活動。本署先後在二零一四年五月及七月完成兩項系統改善工程，防止有人濫用預訂服

務。第一項工程旨在改良康體通用戶登記程序；第二項工程則在系統加設功能，把不取場的租用人列入黑名單，

並作出安排，在上午七時至七時十五分經互聯網預訂，但未有完成付款程序的段節，會於同日上午八時十五分開

始供他人預訂。此外，康體通網上預訂服務系統提升工程於二零一四年六月完成，系統容量有所增加，有助應付

日益殷切的互聯網預訂服務需求。康體通網上預訂服務系統與「我的政府一站通」入門網站的連合已於二零一四

年七月完成，市民只需利用一站式登入功能登入「我的政府一站通」，即可連接和使用康體通，更可按照喜好設

定個人化版本服務。本署正在進行研究，探討如何藉重新開發的康體通系統優化服務。研究將於二零一六年完

成。

無障礙網站

為配合特區政府的「無障礙網頁運動」，本署的網站已提升至符合萬維網聯盟制定的《無障礙網頁內容指引》

2.0版AA級標準。經優化的部門網站和91個專題網站已於二零一四年九月全面推出，部門網站更會進一步革新，

更新版面設計，改良展示資訊的方式，並附設流動版。

現正進行的項目

現正開發「電影資料館管理系統」，以取代現有系統和改善香港電影資料館的電影館藏及有關項目的管理。

新系統讓市民可以上網查閱目錄，並提供更多功能，令香港電影資料館的運作更暢順。新系統將在二零一五

年年初投入服務。

市民只需登入「我的政府一站

通」入門網站，便可連接康體通

網上預訂服務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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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正開發「博物館多媒體導覽系統」，以提供博物館展品的導賞資料及瀏覽指引，使香港科學館及香港太空

館的博物館服務更臻完善。本署將開發適用於流行智能手機的流動應用程式供市民下載，讓市民能夠用智能

手機觀看以多媒體形式展示的博物館導賞資料。

現正開發「音樂事務處綜合電腦系統」，以提高音樂事務處業務運作的效率。系統將提供樂器清單、器樂訓

練計劃的學員及培訓記錄管理、訓練課程及暑期音樂訓練活動網上招生等功能。新系統將在二零一六年年初

或之前開始運作。

現正開發「讀者登記記錄系統」，以便把香港公共圖書館目前以傳統方式（如紙本及縮微膠卷）儲存的讀者

登記記錄電腦化。該系統將簡化香港公共圖書館分館檢索記錄的過程。新系統將在二零一六年年中可供使

用。

市民可利用網上目錄查閱香港電

影資料館的館藏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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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關係和宣傳

新聞及公共關係組負責推廣部門的服務、設施及活動，並發放有關的資訊。年內該組發放了2 529份新聞稿，並

統籌了26次記者招待會和簡報會。

新聞及公共關係組負責籌劃和落實本署的宣傳計劃，並為部門的大型活動提供公關支援。該組又為刊物和宣傳資

料（例如海報、戶外展板、展覽，以及電視電台的政府宣傳短片和聲帶）的製作，提供創作支援和攝影服務。

新聞及公共關係組年內負責宣傳多項大型活動，包括全民運動日、香港文化中心二十五周年節目和多個規模龐大

的博物館展覽。這些活動的宣傳工作有效促進公眾參與和加強部門的專業形象。

該組製作的主要刊物包括概述本署活動和工作成績的電子版年報和為本署9 495名員工出版的《員工通訊》季

刊。

本署的網站為市民提供部門各項服務、設施和文康活動的詳盡資訊。市民也可在網站閱覽本署的刊物和招標公

告，並下載申請表格。在二零一四至一五年度，該網站的總瀏覽次數達448 758 177次，在本港所有政府網站中

排行第四。此外，本署又以電子雜誌形式把每周主要活動的精華摘要直接寄送至196 924名訂戶。

遇有颱風和其他緊急事故，新聞及公共關係組會負責緊急新聞中心的運作，向外發布消息，讓公眾得知本署節目

和活動的最新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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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映意見渠道

市民如有意見、查詢和投訴，可循以下途徑向本署提出：

致電本署24小時熱線2414 5555（此熱線現由「1823」接聽）

發電郵至enquiries@lcsd.gov.hk ( 此電郵帳戶現由「1823」統籌處理 )

致函康樂及文化事務署行政科總務組 

地址 : 新界沙田排頭街1至3號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總部13樓 

傳真號碼 : 2603 0642

所有查詢和投訴，不論以書面還是口頭提出，本署承諾會在收到後十天內答覆。如未能在十天內詳盡答覆，則會

先予簡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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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1.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架構圖

2. 人手編制、實際員額及空缺 ── 按部別及職系劃分

3. 工作成績

4. 收支表

5.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在二零一四至一五年度 竣工的基本工程計劃

6.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現正施工的設施

7. 康體市容設施

8. 康體設施使用情況

9. 康體活動和美化市容計劃

10.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各地區康樂事務辦事處 地址及查詢電話

11. 文娛節目入場人次

12. 文化節目、藝術節、娛樂、藝術教育和觀眾拓展節目入場人次

13. 博物館入場人次

14. 公共圖書館使用情況

15. 主要文化場地

16. 有關文物和博物館書刊精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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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架構圖
（截至二零一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止） 

總務組

人力資源組

人事事務組

策劃事務組

訓練組

翻譯組

財務組

管理參議及統計組

物料供應組

服務質素檢定組

康樂事務部

副署長 (康樂事務)

新聞及公共關係組

財務及物料供應科

助理署長（財務）

資訊科技辦事處

資訊科技總監

行政科

助理署長（行政）

文化事務部

副署長（文化）

文物及博物館科 助理署長（文博）

職系管理及支援組

圖書館及發展科 助理署長（圖書館及發展）

演藝科 助理署長（演藝）

康樂事務科 1 助理署長（康樂事務）1

職系管理組

支援組

康樂事務科 2 助理署長（康樂事務）2

康樂事務科 3 助理署長（康樂事務）3

康樂及文化
事務署署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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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長級職系  4  4  0

 非首長級職系      

     部門職系  1 863  1 849  14

     一般 ／共通職系  3 886  3 315  571

  

小計  5 753  5 168  585

文化事務部      

 首長級職系  4  4  0

 非首長級職系      

     部門職系  1 556  1 485  71

     一般／共通職系  1 202  1 124  78

       

小計  2 762  2 613  149

行政      

 首長級職系  4  4  0

 非首長級職系      

     部門職系  18  18  0

     一般 ／共通職系  553  536  17

       

 小計  575  558  17

總計  9 090  8 339  751

附錄二

人手編制、實際員額及空缺 ──
按部別及職系劃分

（截至二零一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止）

人手編制 部別 ／職系  實際員額  空缺（數目）

康樂事務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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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

工作成績
文化服務  

 1.   表演藝術  

(A)  表演場地

目標服務類別 二零一四至一五年度的
工作成績

確認下列各類訂租申請： 

(a)     普通訂租 在每月的截止申請日期起計14個工作天內給予書面回覆 100%

(b)     特別訂租 在每月的截止申請日期起計14個工作天內給予書面回覆 100%

(c)     逾期訂租  

      (i)     大型設施  

            a)     包括演奏廳、音樂廳和展覽廳／展覽館 在每周的截止申請日期起計7個工作天內給予書面回覆 100%

            b)     香港體育館和伊利沙伯體育館的表演場 在接獲申請起計7個工作天內給予書面回覆 100%

      (ii)     小型設施  

          包括演講室、舞蹈室、會議室等 在接獲申請起計7個工作天內給予書面回覆 100%

目標服務類別 二零一四至一五年度的
工作成績

售票處售票 在25分鐘內為顧客提供服務（受歡迎節目和大型藝術 100%
 節╱電影節門票開售時的繁 忙時段除外），並在4分鐘
 內完成發售一張門票

電話查詢服務 在5分鐘內為顧客提供服務，繁忙時段 100%
 （上午10時至11時，下午12時30分至2時）除外 

電話訂票服務 在下一個工作天內把門票郵寄給訂票的客戶 100%

(B)  售票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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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

工作成績
  

  2.   圖書館服務  

(A)   圖書館

目標服務類別 二零一四至一五年度的
工作成績

在圖書館開放使用時（包括繁忙時段）有九成時間達至下述服務標準：

(a)    申請新圖書證 10分鐘 100%

(b)    補領圖書證 10分鐘 100%

(c)     外借一項圖書館物品 5分鐘 100%

(d)    歸還一項圖書館物品 5分鐘 100%

(e)     預約一項圖書館物品 5分鐘 100%

目標服務類別 二零一四至一五年度的
工作成績

根據《書刊註冊條例》（香港法例第142章） 每季刊登一次 100%
在憲報刊登註冊書刊的目錄

(B)  書刊註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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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

工作成績
  

  3.   文物和博物館服務  

(A)   博物館

目標服務類別 二零一四至一五年度的
工作成績

處理學校提出的參觀活動和導賞服務申請 7個工作天內 100%

為香港科學館和香港太空館內可供參觀者觸 至少有九成展品經常維持可供使用的狀況 100%
摸和操作的展品進行保養 

提供種類均衡的博物館活動 (i)   每月舉辦4個不同主題的展覽 100%
  (ii)  每月舉辦750節教育活動     100%

添購藝術作品、影片和歷史文物，以保存香港的 館藏量每年增加1%至2% 100%
藝術和物質文化 

目標服務類別 二零一四至一五年度的
工作成績

處理拍攝外景申請 10個工作天 100%

處理複製相片和幻燈片申請 14個工作天 100%

處理索取遺址和古蹟記錄複印本申請 4個工作天 100%

(B)  古物和古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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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

工作成績
  

  4.   所有文化服務  

目標服務類別 二零一四至一五年度的
工作成績

退還租用設施的費用、博物館及演藝節目的門票費用、博物館活動及服務的費用、參加音樂訓練班及活動的費用、圖
書館資料重置費用，以及臨時圖書證按金：

(a)     一般情況下非信用卡繳費的退款申請 

       (i)     淡季（一月至六月及十一月至十二月）提交的 
                申請     

      (ii)    旺季（七月至十月）提交的申請 

(b) 一般情況下信用卡繳費的退款申請* 

註：不包括星期六、星期日及公眾假期

* 不適用於不能以信用卡繳費的場地／辦事處

在收到填妥的申請文件及全部證明文件後30個工作天（註）

內，完成處理95%的申請

在收到填妥的申請文件及全部證明文件後50個工作天（註）

內，完成處理95%的申請

由於信用卡繳費的退款只能存入該信用卡的帳戶，因此另
需至少10個曆日由政府代理人和信用卡發卡銀行處理退
款事宜

100%

10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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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

工作成績
康樂服務  

   

 

目標服務類別 二零一四至一五年度的
工作成績

以先到先得方式接受報名的活動

(a)    在地區康樂事務辦事處／場地的櫃檯報名 輪候時間不超過15分鐘，繁忙時段（上午8時30分至 100%
 10時30分）除外 

(b)     郵遞報名表格 在截止報名日期起計7個工作天內通知申請人 100%

以抽籤方式接受報名的活動 (i)    在抽籤日期起計5個工作天內公布抽籤結果 100%

 (ii)   在抽籤日期起計7個工作天內通知中籤的申請人 100%

親自前往場地櫃檯申請租用體育設施 輪候時間不超過15分鐘，繁忙時段（上午7時至7時30分）除外 100%

泳池的入場輪候時間 輪候入場時間少於20分鐘，泳池額滿除外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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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

工作成績
  

 

目標服務類別 二零一四至一五年度的
工作成績

處理桌球館、公眾保齡球場和公眾溜冰場牌照的首次申請

(a)    向申請人發出認收通知書，並把申請送交有關 在收到全部所需文件和視察處所後5個工作天內完成 100%
　     政府部門徵詢意見

(b)    向申請人發出發牌規定通知書 在確定有關政府部門不提出反對後5個工作天內完成 100%

(c)     向申請人發出牌照 在確定申請人已符合一切發牌規定後5個工作天內完成 100%

處理桌球館、公眾保齡球場和公眾溜冰場牌照的續期申請：

(a)    向申請人發出認收通知書，並把申請送交有關 在收到全部所需文件後5個工作天內完成 100%
　     政府部門徵詢意見

(b)    向申請人發出遊樂場所牌照續期批准書 在確定有關政府部門不提出反對和申請人已符合一切發牌 100%
 規定後5個工作天內完成 

處理桌球館、公眾保齡球場和公眾溜冰場牌照的轉讓申請：

(a)    向申請人發出認收通知書，並把申請送交有關政 在收到全部所需文件後5個工作天內完成 100%
　     府部門徵詢意見

(b)    向申請人發出遊樂場所牌照轉讓批准書 在確定有關政府部門不提出反對和申請人已符合一切發牌 100%
 規定後5個工作天內完成

目標服務類別 二零一四至一五年度的
工作成績

退還康體活動或租用康體設施的費用及收費：

(a)    一般情況下非信用卡繳費的退款申請 

       (i)     淡季（一月至六月及十一月至十二月）提交的 
                申請     

      (ii)    旺季（七月至十月）提交的申請 

(b)    一般情況下信用卡繳費的退款申請 

註：不包括星期六、星期日及公眾假期

在收到填妥的申請文件或康體活動結束後（以較後日
期為準）30個工作天（註）內，完成處理95%的申請

在收到填妥的申請文件或康體活動結束後（以較後日
期為準）50個工作天（註）內，完成處理95%的申請

由於信用卡繳費的退款只能存入該信用卡的帳戶，因
此另需至少10個曆日由政府代理人和信用卡發卡銀行
處理退款事宜

100%

10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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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

收支表

二零一四至一五年度
       百萬元

二零一三至一四年度
       百萬元

收入

租金 270 247

各項收費
　入場費及租用費 711 723
　活動收費 39 38
　其他 30 31

其他收入 68 77

收入總額 1,118 1,116

經常開支

個人薪酬 2,674 2,486

強制性╱公務員公積金供款 91 71

部門開支 3,368 3,243

宣傳工作 63 56

文化節目、娛樂節目、活動及展覽 181 162

康樂及體育活動、節目、運動及展覽 46 52

圖書館物料及多媒體服務 90 52

文物及博物館展覽 104 63

資助金 301 292
 

經常開支總額 6,918 6,477
  

非經常／非經營開支

機器、設備及工程 109 96

其他 6 14

開支總額 7,033 6,587

資料來源：二零一五／一六年度《預算》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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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五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在二零一四至一五年度
竣工的基本工程計劃

工程費用
       百萬元 竣工日期工程名稱

天水圍第117區休憩用地  232.30 二零一四年七月

將軍澳第74區地區休憩用地、體育館及圖書館  749.20 二零一四年八月

觀塘海濱花園（第二期）  250.70 二零一四年十二月

重建觀塘游泳池場館及觀塘遊樂場  1,323.80 二零一五年一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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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錄六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現正施工的設施

動工日期 目標竣工日期工程名稱

維多利亞公園游泳池場館重建工程 二零零九年八月 二零一五年年中

元朗第3區公共圖書館及體育館 二零一零年七月 二零一六年年初

沙田第14B區體育館、社區會堂及分區圖書館  二零一二年十二月  二零一六年年初

在大埔龍尾發展泳灘 二零一三年六月 正在覆檢

青衣第4區體育館 二零一三年十一月 二零一七年年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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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七

康體市容設施

註        
(1) 包括八個三人籃球場。        
(2) 包括四個沙灘手球／排球場。        
(3) 包括九個用作美式桌球室的壁球場，以及多個暫時改作其他用途（例如乒乓球室）的壁球場。
(4) 包括硬地足球兼其他球類球場。        
(5) 包括所有由本署負責園藝護養和除草的本署轄下場地、政府建築物和路旁市容地帶。
(6) 包括由本署保養的室內及戶外康樂設施和路旁市容地帶。

體育館

球場（室內及戶外）
 　羽毛球
 　籃球(1)

 　手球
 　排球(2)

 　投球  
 　壁球(3) 
 　網球
 　網球練習場 

草地球場（天然）  
 　足球 
 　足球兼其他球類
 　欖球 
 　欖球兼其他球類 
 　大球場（戶外）

草地球場（人造草）
    足球 
    足球兼其他球類
    曲棍球

硬地足球場(4)

門球場（天然及人造草）

運動場

草地滾球場（室內及戶外） 

障礙高爾夫球場 

露天劇場  

射箭場   

滾軸溜冰場 

緩跑徑╱健身徑

單車徑

 

95

 
 　605
 　499

 　44
 　260

 44
 　295
 　256

    15

 34
 9

 　1
 2

 　2

     
 20

    13
    2

230

37

25

10

1

 20

 4

27

100

22

 

康體市容設施 數目

康體設施

模型船池 

划艇公園  

泳灘  

泳池  

水上活動中心  

度假營  

騎術學校  

高爾夫球練習場（室內及戶外）  

露營地點  

    

 

大型公園  

公園╱花園╱休憩處   

噴水池  

兒童遊樂場  

動物園╱鳥舍  

溫室  

泳屋  

燒烤爐 

交通安全城  

社區園圃 

轄下園藝護養地點總面積 (5) （以公頃計）  

轄下康樂設施總面積 (6) （以公頃計）  

7

1

41

43

5

4

2

4

1

    

26

1528

83

699

5

3

40

650

4

22

1184

2278

康體市容設施 數目

休憩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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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硬地球場            
       網球    小時  59.8      
       障礙高爾夫球（數目）    局  2 178      
             
 草地球場            
       天然草地球場    節  95.0      
       人造草地球場    節  73.3      
       草地滾球場    小時  42.3      
       曲棍球（人造草）    小時  60.7      
       欖球    小時  100.0      
             
 運動場  小時  99.5      
             
 體育館            
       主場    小時  80.9      
       活動室╱舞蹈室    小時  64.9      
       兒童遊戲室    小時  79.5      
       壁球場 (1)    小時  61.9      
             
 度假營 出席率（百分比）      
       日營    人  78.0      
       宿營    人  70.1      
       黃昏營（使用人數）    人  36 113      
       其他（使用人數）(2)    人  13 866      
             
 水上活動中心            
       日營    人  83.0      
       宿營    人  138.0      
       已使用的船艇時數    小時  408 013      

附錄八

康體設施使用情況 

康體市容設施 單位 使用率（百份比）

 註  

          
 (1) 包括所有多用途壁球場，例如可用作乒乓球室及活動室的壁球場。  
 (2) 包括度假營的其他使用者，例如出席婚禮的人士。   

 使用率（百分比） =
使用設施的總時數／節數（以訂場記錄為依據）

設施可供使用的總時數／節數
 x 100%  x 100% 出席率（百分比）=    

 出席人數 

可容納人數

 （以百分比顯示，另有註明者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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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康體活動  38 334   2 193 838

 體育資助計劃  10 600  731 364

 動物園教育計劃  393  19 319

 園藝教育計劃  422  22 956

 綠化校園資助計劃  881  233 465

 「一人一花」計劃  1 160  371 540

 香港花卉展覽  1  597 468

 綠化香港活動資助計劃  5  103 803

 綠化義工計劃  486  7 511

 社區種植日  21  5 247

 綠化展覽╱講座  416  31 735

 社區園圃計劃  55  12 050

 推廣綠化外展活動  147  40 854

 2014最佳園林大獎──私人物業  1  190

附錄九

康體活動和美化市容計劃

活動╱計劃 活動╱計劃數目 參加╱出席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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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錄十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各地區康樂事務辦事處
地址及查詢電話 

地址 查詢電話地區

 中西區  香港皇后大道中345號上環市政大廈10樓1001室  2853 2566

 九龍城  九龍馬頭圍道165號土瓜灣政府合署10樓  2711 0541

 深水埗  九龍深水埗元州街59至63號元州街市政大廈7樓  2386 0945

 東區  香港鰂魚涌街38號鰂魚涌市政大廈3樓  2564 2264

 觀塘  九龍觀塘翠屏道2號  2343 6123

 南區  香港香港仔大道203號香港仔市政大廈4樓 2555 1268
  / 2555 1263

 灣仔  香港灣仔軒尼詩道225號駱克道市政大廈9樓  2879 5622

 黃大仙  九龍黃大仙清水灣道11號牛池灣市政大廈4樓  2328 9262

 油尖旺  九龍尖沙咀柯士甸道22號九龍公園辦事處1樓  2302 1762

 離島  香港中環統一碼頭道38號海港政府大樓6樓617至623室  2852 3220

 葵青  新界葵涌興芳路166至174號葵興政府合署8樓805室  2424 7201

 北區  新界上水智昌路13號石湖墟市政大廈4樓  2679 2819

 西貢  新界將軍澳培成路38號西貢將軍澳政府綜合大樓9樓  2791 3100

 沙田  新界沙田沙田鄉事會路138號新城市中央廣場1座12樓1207至1212室  2634 0111

 大埔  新界大埔鄉事會街8號大埔綜合大樓3樓  3183 9020

 荃灣  新界荃灣楊屋道45號楊屋道市政大廈3樓330B室  2212 9702

 屯門  新界屯門屯喜路1號屯門政府合署3樓  2451 0304

 元朗  新界元朗橋樂坊2號元朗政府合署2樓212室  2478 43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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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錄十一

文娛節目入場人次 

二零一四至一五年度
表演場數 (2)

二零一四至一五年度
入場人次 (2)場地

 香港文化中心 (1)  387  409 867

 香港大會堂  168  69 084

 西灣河文娛中心  207  52 716

 上環文娛中心  117  29 703

 高山劇場  195  77 290

 牛池灣文娛中心  224  42 373

 油麻地戲院  165  31 821

 荃灣大會堂 (1)  322  85 258

 屯門大會堂 (1)  272  134 461

 沙田大會堂 (1)  510  219 958

 葵青劇院 (1)  255  87 265

 元朗劇院 (1)  194  107 662

 大埔文娛中心  71  23 522

 北區大會堂  80  15 041

 香港電影資料館電影院  496  42 782

 香港體育館  1  6 760

 伊利沙伯體育館  13  11 620

 香港科學館演講廳  45  6 269

 香港太空館演講廳  100  10 420

 其他康樂及文化事務署場地  462  716 787

 非康樂及文化事務署場地  1 755  417 150

 總計 6 039  2 597 809

 註    

 (1) 包括在大堂和廣場╱露天廣場舉行的節目。    

 (2) 不包括租用者舉辦的節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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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錄十二

文化節目、藝術節、娛樂、藝術教育和    
 觀眾拓展節目入場人次

二零一四至一五年度
表演場數

二零一四至一五年度
入場人次表演類別

 文化節目組    

 音樂  236  122 612

 舞蹈  119  67 562

 跨媒體藝術  204  43 098

 戲劇  260  47 990

 中國戲曲  164  119 405

 總計  983  400 667

二零一四至一五年度
表演場數

二零一四至一五年度
入場人次表演類別

 觀眾拓展、藝術節及娛樂事務組    

 藝術教育和觀眾拓展*  1 067  285 739

 藝術節*  497  196 278

 娛樂  666  823 065

 總計  2 230  1 305 082

     

     

 * 不包括資助藝團及本署其他辦事處所主辦的表演項目／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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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錄十三

博物館入場人次

二零一四／一五年度
的入場人次場地

香港藝術館    413 842    

香港歷史博物館   759 909    

香港科學館   1 586 164    

香港太空館   828 197    

香港文化博物館   930 387    

香港海防博物館   120 828    

三棟屋博物館   92 394    

香港鐵路博物館   227 445    

茶具文物館   213 930    

上窰民俗文物館   41 192    

羅屋民俗館    14 864    

李鄭屋漢墓博物館    39 444    

香港電影資料館   176 840    

香港文物探知館   193 456    

屏山鄧族文物館暨文物徑訪客中心   70 813    

孫中山紀念館   58 966    

葛量洪號滅火輪展覽館   91 324

二零一四／一五年度
的入場人次其他場地

香港視覺藝術中心  34 479    

 油街實現  251 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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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錄十四

公共圖書館使用情況

二零一四／一五年度

圖書館數目  79  

登記讀者人數  4 298 811  

圖書館館藏   

     書籍數目 11 881 181  

     多媒體資料數目 1 763 900  

外借資料數目  52 017 605  

多媒體服務申請數目  3 826 385  

處理參考和資訊查詢數目  3 469 388  

推廣活動數目  21 374  

推廣活動參加人次  19 915 762  

網上圖書館服務   

     網上搜覽數目* 21 481 361  

     網上續借數目 16 310 262  

     網上預約數目 832 253  

多媒體資訊系統使用次數  3 717 506  

登記書籍數目  14 785  

登記期刊數目  9 688  

簽發國際標準書號數目  987  

*香港公共圖書館因應新網站的推出，由二零一四年起採用新的匯報系統記錄

 該網站的統計數字，並以「網上搜覽數目」取代「圖書館網頁瀏覽次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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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錄十五

主要文化場地

地址文娛場地

香港文化中心  九龍尖沙咀梳士巴利道10號

香港大會堂  香港中環愛丁堡廣場5號

上環文娛中心  香港皇后大道中345號上環市政大廈4至8樓

西灣河文娛中心  香港西灣河筲箕灣道111號

牛池灣文娛中心  九龍黃大仙t清水灣道11號牛池灣市政大廈2至3樓

油麻地戲院  九龍油麻地窩打老道6號

高山劇場及高山劇場新翼  九龍紅磡高山道77號

荃灣大會堂  新界荃灣大河道72號

沙田大會堂  新界沙田源禾路1號

屯門大會堂  新界屯門屯喜路3號

葵青劇院  新界葵涌興寧路12號

元朗劇院  新界元朗元朗體育路9號

大埔文娛中心  新界大埔安邦路12號

北區大會堂  新界上水龍運街2號

香港體育館  九龍紅磡暢運道9號

伊利沙伯體育館  香港灣仔愛群道18號

地址公共圖書館

香港中央圖書館  香港銅鑼灣高士威道66號

大會堂公共圖書館  香港中環大會堂高座2至6樓和8至11樓

九龍公共圖書館  九龍何文田培正道5號

沙田公共圖書館  新界沙田源禾路1號

荃灣公共圖書館  新界荃灣西樓角路38號

屯門公共圖書館  新界屯門屯喜路1號

屏山天水圍公共圖書館  新界天水圍聚星路1號屏山天水圍文化康樂大樓高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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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錄十五

主要文化場地

地址博物館

 香港藝術館  九龍尖沙咀梳士巴利道10號

 香港歷史博物館  九龍尖沙咀漆咸道南100號

 香港科學館  九龍尖沙咀東部科學館道2號

 香港太空館  九龍尖沙咀梳士巴利道10號

 茶具文物館  香港中區紅棉路10號（香港公園內）

 李鄭屋漢墓博物館  九龍深水埗東京街41號

 羅屋民俗館  香港柴灣吉勝街14號

 上窰民俗文物館  新界西貢北潭涌自然教育徑

 香港鐵路博物館  新界大埔大埔墟崇德街13號

 三棟屋博物館  新界荃灣古屋里2號

 香港海防博物館  香港筲箕灣東喜道175號

 香港電影資料館  香港西灣河鯉景道50號

 香港文化博物館  新界沙田文林路1號

 香港文物探知館  九龍尖沙咀海防道九龍公園

 孫中山紀念館  香港中環半山衛城道7號

 葛量洪號滅火輪展覽館  香港鰂魚涌公園

 屏山鄧族文物館暨文物徑訪客中心  新界元朗屏山坑頭村

 香港視覺藝術中心  香港中區堅尼地道7A號

 油街實現  香港北角油街12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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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錄十六  

有關文物和博物館書刊精選  

 1  《長青館藏明清瓷、玉、角、竹、畫琺瑯》展覽圖錄

 2  《巴黎‧丹青 — 二十世紀中國畫家展》展覽圖錄

 3  《誘惑觸覺 — 唐景森的藝術》展覽圖錄

 4  《吉卜力工作室場面設計手稿展‧高畑勲與宮崎駿動畫的秘密》展覽圖錄

 5  《視野 — 香港國際海報三年展2014》展覽圖錄

 6  《敦煌 — 說不完的故事》展覽圖錄

 7  《香港影片大全第八卷（1975-1979）》

 8    天文叢書《彗星》第三版

 9  《甲午戰後：租借新界及威海衞》展覽圖錄

 10  《嶺南印記：粵港澳考古成果展》展覽圖錄

 11  《皇村瑰寶：俄羅斯宮廷文物展》展覽圖錄

 12  《皇村的故事：俄羅斯歷史探秘》兒童展覽圖冊 

 13  《甌駱漢風：廣西古代陶製明器》展覽圖冊

 14  《嶺南印記：粵港澳考古成果展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15  《香港在英治時期的海防歷史：鯉魚門的防禦工事》藏品圖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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