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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藝術發展局 

大會 

2016 年 4 月 25 日(星期一)下午 5 時在香港英皇道 1063 號 10 樓藝發局 1 號會議
室舉行第 12 次大會的會議紀錄。   

出席： 王英偉 GBS, JP ［主席］
 殷巧兒 MH, JP ［副主席］
 陳志超 MH, JP 
 陳錦成   
 陳健彬 MH 
 鄭禕
 莊冠男 
 鍾小梅   
 費明儀 SBS 
 方文傑 
 高世章 
 梁崇任 
 李德康 BBS, JP 
 梅卓燕 
 吳美筠 
 黃敏華 
 Magnus Renfrew
 鄧宛霞 MH 
 麥子濘 ［民政事務局局長代表］ 
 戴傑文 ［教育局常任秘書長代表］ 
 楊芷蘭 ［康樂及文化事務署署長代表］ 

請假： 洪強
 劉惠鳴 
 羅揚傑 
 黃秋生 

缺席： 盧偉力 
 鮑藹倫 

列席： 劉慧寧 藝術發展總監
 曹敏儀 藝術推廣及傳訊總監
 麥蓓蒂 策劃及文化交流總監
 鄭文娟 財務、資訊科技及企業行政高級經理
 梁詠詩 企業發展高級經理
 余雅怡 研究經理
 林鴻怡 文化交流經理
 劉雅文 總裁助理
 王佩貞 企業發展主任

秘書： 周蕙心 行政總裁

助理秘書： 湯慧蘭 企業發展高級經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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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於下午5時08分宣佈會議開始，席上委員共15位，符合會議法定人數。]

公開會議 

 文件/負責人

請假的委員為洪強、劉惠鳴、羅揚傑及黃秋生。 
 

1  通過2016年1月25日會議紀錄(公開部份)   

1.1 2016 年 1 月 25 日會議紀錄草擬本已於早前發送予各委
員，辦事處沒有收到任何修訂建議。委員於會上亦沒有
提出修訂建議。 

 

1.2 鍾小梅委員動議，陳志超委員和議，與會委員一致通過
上述會議紀錄。 

 

2  主席報告  

2.1 與澳洲阿德萊德藝術中心簽訂合作備忘錄  

 2.1.1 本局已於 2016 年 4 月 9 日與澳洲阿德萊德藝術中
心 (Adelaide Festival Centre)簽訂合作備忘錄。簽
署儀式於政務司司長官邸進行，在政務司司長林
鄭月娥女士以及南澳州長魏杰  (Jay Weatherill) 先
生的見證下，由主席與藝術中心首席執行官兼藝
術總監高德禮(Douglas Gautier)先生代表簽署。 

 

 2.1.2 合作備忘錄有效期為兩年，阿德萊德藝術中心主
辦的澳亞藝術節 (OzAsia Festival)將邀請香港作品
於本年及明年兩屆亮相。雙方亦會根據協議，致
力鼓勵和推動兩地的藝術和文化交流。 

 

2.2 邀請委員出席外訪  

 2.2.1 本局將於 2016 年 8 月至 9 月期間率領本地藝團往
海外出席多個藝術節/博覽會，包括：8 月 30 日至
9 月 3 日於德國舉行的 Tanzmesse 2016、8 月 31 日
至 9 月 3 日(暫定)於韓國舉行的光州雙年展，以及
前項報告提及於澳洲舉行的澳亞藝術節。澳亞藝
術節的大部份節目將於 9 月中開始，而香港的節目
則集中在 9 月下旬舉行，因此代表團將於 9 月 21
日至 25 日前往阿德萊德出席該藝術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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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2 辦事處稍後將發傳閱通告，詳述有關行程安排並
邀請委員出席上述藝術節/博覽會。 

 

 [麥子濘委員、陳健彬委員及 Magnus Renfrew 委員 
於下午 5 時 09 分出席會議，席上委員共 18 位。] 

 

2.3 藝術範疇代表提名推選活動  

 2016 年香港藝術發展局藝術範疇代表提名活動的選民登
記活動已經展開，行政總裁會作進一步報告。 

 

2.4 香港藝術發展獎 2015  

 2.4.1 香港藝術發展獎 2015 頒獎禮已於 2016 年 4 月 21
日假無綫電視廣播城舉行，當日大部份委員均有
出席。總結本屆香港藝術發展獎成效理想，開支
較去年少約$150 萬，得獎者亦表現高興；本局將
繼續檢討頒奬禮各方面，例如頒獎禮的模式、地
點等，為來屆作準備。 

 

 2.4.2 上屆終身成就獎得主劉以鬯教授應邀出席，頒獎
予本屆得主盧瑋鑾教授 (小思 )，主席對此表示感
動，同時亦對當日出席及協助頒獎禮的委員及辦
事處職員表示感謝。 

 

 [李德康委員於下午 5 時 14 分出席會議，席上委員共 19 位。]  

3  行政總裁報告  

3.1 香港藝術發展獎 2015  

 3.1.1 行政總裁感謝吳美筠委員協助邀請盧瑋鑾教授接
受獎項，並感激劉以鬯教授當天身體不適仍出席
頒獎禮。 

 

 3.1.2 考慮到很多得獎者及頒獎嘉賓皆為資深工作者，
電視廣播城的交通亦略為不便，辦事處特別安排
個別職員接待各得獎者及頒獎嘉賓，並以專車接
送有關人士及其親友出席，賓客表示滿意，為此
行政總裁感謝辦事處職員在接持方面的投入與努
力。 

 

 [高世章委員於下午 5 時 17 分出席會議，席上委員共 20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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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藝術範疇代表提名推選活動  

 3.2.1 行政總裁與藝術發展總監於 2016 年 4 月 15 及 17
日出席了由民政事務局 (民政局 )舉辦的藝術範疇代
表提名推選活動簡介會。兩次簡介會共有超過 60
位業界代表出席。 

 

 3.2.2 與會者均積極就選民資格提問。其中從事印刷出
版的藝團及文學雜誌特別關心其會員、供稿者等
是否合符資格登記成為選民；電影界別的團體亦
有就選民資格提問。有見及此，辦事處曾與民政
局商量為有印刷業務的團體多舉行一次簡介會。 

 

 3.2.3 行政總裁請民政局代表知悉辦事處就此曾與有關
團體聯絡，當中僅《聲韻詩刊》表示有興趣作詳
細討論；辦事處稍後會與該團體另訂日期作簡
介。 

 

 3.2.4 選民登記截止日為 2016 年 5 月 27 日，期望委員能
協助呼籲業界登記為選民；第二階段(8 月至 9 月)
為藝團選民登記；第三階段 (即 10 月左右 )為候選
人登記；競選活動則於 10 月/11 月舉行。 

 

 3.2.5 民政局代表補充個人藝術工作者若非更改藝術範
疇便不用重新登記；而藝術團體選民則一律須要
重新登記，即使以往曾經登記亦須進行確認。 

 

 3.2.6 民政局代表續表示由於藝術團體須時整理活動資
料、重新登記，團體代表亦須簽署、提供通訊地
址等以確認資格，因此首階段選民登記將會延至 5
月底。因應上述改動，投票活動亦將順延至 11 月
舉行 (於星期日及星期一，連續兩天)，場地將改為
旺角社區會堂；確實日期會於稍後通知委員。 

 

4  大會知悉報告事項  HKADC/10/16

4.1 主席請委員知悉文件的各項報告。  

5  截至2016年1月31日止之財政狀況 HKADC/11/16

5.1  財務、資訊科技及企業行政高級經理表示本局截至 2016
年 1 月 31 日止之財政狀況正常。2015/16 年度的赤字會
較之前預測的少，約逾$80 萬；預期核數後的的赤字將進
一步減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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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回應主席查詢，財務、資訊科技及企業行政高級經理表
示文件所載為截至 2016 年 1 月之財政狀況，距離
2015/16 財政年度完結尚餘兩個月，部分計劃資助項目的
盈餘尚未入帳，加上舊辦事處還原工程的實際支出 (約逾
$80 萬)較原來預算的$200 萬少，預期核數後的赤字會減
少，甚至有機會錄得盈餘。 

 

5.3 委員知悉本局截至 2016 年 1 月 31 日的財政狀況。  

(主席宣佈公開會議部份結束。) 

 

閉門會議  

(註：閉門會議的討論，另載於閉門會議紀錄部份。) 

[會議於晚上6時30分結束] 

 
會議紀錄確認日期：2016年7月11日 

 
 
 
 
 

   

王英偉  周蕙心
(主席)  (秘書)
 
 
 
香港藝術發展局 

大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