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藝術發展局 

大會 

2018 年 4 月 20 日(星期五)下午 5 時在香港英皇道 1063 號 10 樓香港藝術發展局
(藝發局)1 號會議室舉行第 7 次大會的會議紀錄。   

出席： 王英偉 GBS, JP ［主席］
 李偉民  BBS, JP ［副主席］
 陳志超  MH, JP
 陳錦成 
 陳健彬  MH 
 陳偉儀(陳慧)
 周博賢 
 鍾小梅 
 黑國強 
 藍列群 
 李俊亮 
 吳瑞雲(吳雨)BBS
 鄧宛霞  MH 
 唐慶枝 
 楊國樑 
 張馮泳萍 JP ［民政事務局局長代表］ 
 李基舜 ［民政事務局局長代表］ 
 龔裕東 ［教育局常任秘書長代表］ 
 徐秀妍 ［康樂及文化事務署署長代表］ 

透過電子媒介參與： 吳傑莊  

請假： 鄭禕 
 邱詠筠  JP 
 梅卓燕 
 鮑藹倫 
 龐建貽 
 司徒旭(龍貫天)MH

缺席： 梁崇任 
 盧偉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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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趙錫華 財務、資訊科技及企業行政高級經理
 陳安玲 藝術發展高級經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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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分宣布會議開始，與會委員共18位，符合會議法定人數。] 

公開會議 

 文件

請假的委員為鄭禕、邱詠筠、梅卓燕、鮑藹倫、龐建貽及司徒

旭；吳傑莊則透過電子媒介參與是次會議。  

 

1  通過2018年2月9日會議紀錄(公開部分)   

1.1 2018 年 2 月 9 日會議紀錄草擬本已於早前發送予各委員，

辦事處收到民政事務局(民政局)就 2.1.2 段的修訂建議；修

訂本已於會前隨大會文件發送予委員，未有收到其他修訂

建議。委員於會上亦沒有提出修訂建議。 

 

1.2 藍列群委員動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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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藝發局與香港文化促進藝術發展基金簽署合作備忘錄   

 2.1.1 主席表示在陳志超委員引薦及民政局協助下，本局於

較早前下午與香港文化促進藝術發展基金 (基金 )簽署

合作備忘錄，由基金提供贊助，支持藝團參與國內藝

術展演及交流。基金已撥備港幣$1,000 萬供本局於往

後數年申請，補助本局支持藝團到中國各地參與藝文

交流活動，提供表演經費及相關行政費用；本局亦可

利用有關捐款向民政局的「藝術發展配對資助試驗計

劃」申請配對資助。主席感謝陳委員及民政局促成是

次合作，操作上會由本局負責推薦藝團/節目，待基

金同意有關項目則會撥款支持。 

 

  [周博賢委員於下午 5 時 18 分出席會議， 

與會委員共 19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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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2 行政總裁闡述內地合作單位也有預算限制，或未能承

擔整個表演團隊的開支，考慮到本局的資源亦有限，

期望藉向基金申請額外資源，補足藝團的製作及住宿

等開支，提供更理想的發展環境及條件，讓藝團做出

更好的作品。 

 

 2.1.3 主席補充資助形式具彈性，若有合適的節目，即使本

局礙於資源問題未能提供財政支援，亦可向基金推

薦，由基金考慮提供全數資助。 

 

 2.1.4 回應委員就審批程序的查詢，行政總裁表示根據協

議，基金方面亦會就本局建議的個別項目進行審視及

作資助決定。 

 

3  行政總裁報告  

3.1 內地演出計劃  

 3.1.1 行政總裁請委員知悉各項獲選參與近期內地演出的計

劃：獲選參與「相約北京藝術節 2018」的包括首個

獲基金支持的項目香港舞蹈總會的《緣起敦煌》 (5

月 22 日)，以及綠葉劇團的《爸爸》(4 月 30 日至 5

月 1 日)；上海 1862 時尚藝術中心亦挑選了三個戲劇

節目作演出，包括 7A 班戲劇組的《大笑喪：喪笑大

晒》(7 月 6 日至  7 日)、綠葉劇團的《孤兒 2.0》(7 月

13 日至  15 日 )，以及一條褲製作的《流徙之女》 (7

月 21 日至 22 日)。據悉於 7 月至 8 月舉行的「中國

國際青年藝術周」及下半年的大灣區劇院巡演亦分別

有本地藝團的節目獲選，由於相關細節仍有待確定，

會稍後再向委員報告。 

 

 3.1.2 北京保利劇院管理有限公司(保利 )旗下的全新場地上

海 1862 時尚藝術中心即將開幕，辦事處擬稍後徵詢

委員意見，考慮應否籌組訪問團在 7 月 21 日及/或

22 日前往上海支持是次香港展演的作品，並與保利

代表會面，表示謝意之餘，亦可探討日後的合作機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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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學校與藝團伙伴計劃」  

 3.2.1 由民政局撥款支持、為期三年的「學校與藝團伙伴計

劃」已獲藝術教育組及藝術支援委員會通過。首階段

會以先導形式開展規模較小的計劃，作為整個伙伴計

劃的示範及宣傳；下半年則會開展更全面的計劃，希

望教育局屆時能在宣傳上提供協助。 

 

 3.2.2 回應主席提問，行政總裁補充冀透過計劃招募有興趣

提供部分校舍作藝術用途的學校，與藝團進行配對，

本局將提供資助予藝團租用有關場地作綵排、創作及

舉辦活動等用途，期望藝團與校方互相合作，推出有

利學校及社區的藝術項目。 

 

3.3 「2017 香港藝術發展獎」頒獎禮  

 「2017 香港藝術發展獎」頒獎禮將於 2018 年 5 月 11 日(星

期五)晚上 7 時 30 分假無綫電視城舉行，請委員踴躍出席。  

 

4  大會知悉報告事項   HKADC/08/18

4.1 主席請委員知悉本局截至 2018 年 2 月 28 日的工作報告。  

5  2017/18財政年度截至2月28日之財政狀況 HKADC/09/18

5.1  財務、資訊科技及企業行政高級經理請委員知悉截至 2 月

28 日，本局於 2017/18 年度的總收入及總支出分別為

$17,477 萬及$17,011 萬，暫錄得盈餘$466 萬。由於中層委

員會於 3 月通過 2017/18 年度餘下的項目，有關開支會消

耗早前錄得的盈餘；惟根據最新數字，受銀行利息增加及

辦事處行政費用減少的影響，預料 2017/18 年度會錄得小

額盈餘。 

 

5.2 委員知悉本局截至 2018 年 2 月 28 日的財政狀況。  

[主席宣布公開會議部分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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閉門會議  

(註：閉門會議的討論，另載於閉門會議紀錄部分。) 

[會議於下午6時21分結束。] 

會議紀錄確認日期：2018年7月6日 

 

 

 

 

 

   

王英偉  周蕙心  
(主席)  (秘書)  

 

香港藝術發展局  

大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