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年度資助 

獲資助名單 (資助期：7/2018 – 6/2019) 
 
營運部份 
獲資助者 資助年期 資助額 (HK$) 
舞蹈   
香港舞蹈聯盟有限公司 三年資助(第三年撥款) 905,000 
R&T (Rhythm & Tempo) Ltd.  二年資助(第一年撥款) 770,000 
新約舞流有限公司 二年資助(第一年撥款) 590,000 
東邊舞蹈團(香港)有限公司 二年資助(第一年撥款) 550,000 
不加鎖舞踊館有限公司 二年資助(第二年撥款) 1,180,000 
多空間(香港)有限公司 一年資助 959,500 
戲劇   
愛麗絲劇場實驗室有限公司 三年資助(第三年撥款) 1,045,000 
前進進戲劇工作坊有限公司 三年資助(第三年撥款) 1,993,000 
演戲家族(香港)有限公司 三年資助(第三年撥款) 1,272,000 
進劇場有限公司 三年資助(第三年撥款) 1,320,000 
大細路有限公司 三年資助(第三年撥款) 1,171,000 
非常林奕華有限公司 三年資助(第三年撥款) 1,573,000 
糊塗戲班有限公司 二年資助(第一年撥款) 560,000 
天邊外劇場有限公司 二年資助(第一年撥款) 690,000 
香港教育劇場論壇有限公司 二年資助(第一年撥款) 795,000 
一條褲製作有限公司 二年資助(第二年撥款) 880,000 
7A 班戲劇組 二年資助(第二年撥款) 765,000 
影話戲有限公司 二年資助(第二年撥款) 715,000 
劇場空間基金有限公司 二年資助(第二年撥款) 826,000 
劇場工作室有限公司 二年資助(第二年撥款) 770,000 
同流有限公司 二年資助(第二年撥款) 689,000 
浪人劇場有限公司 一年資助 550,000 
iStage Theatre Ltd. 一年資助 450,000 
普劇場有限公司 一年資助 450,000 
電影及媒體藝術   
錄影太奇有限公司 三年資助(第二年撥款) 1,393,100 
香港電影評論學會有限公司 三年資助(第三年撥款) 1,105,000 
影行者有限公司 三年資助(第三年撥款) 1,286,900 
采風電影有限公司 二年資助(第一年撥款) 687,900 

http://www.hkdanceall.org/
https://www.rnttap.com/
https://www.passoverdance.org/
http://www.esidehk.com/
http://www.unlock.com.hk/chi/
http://www.y-space.org/
http://www.alicetheatre.com/home.html
http://www.onandon.org.hk/
https://zh-hk.facebook.com/actors.family/
http://www.thtdupif.com/
https://www.jumbokids.org.hk/
https://www.eldt.org/
http://nonsensemakers.com/
http://www.theatrehorizon.com/
http://www.tefo.hk/
http://www.pants.org.hk/
http://www.7a.org.hk/
http://www.7a.org.hk/
http://www.cmtheatre.com/
http://www.theatrespace.org/
http://www.dramagallery.com/
http://www.wedraman.com/
https://www.theatreronin.com.hk/
https://www.istage.hk/
https://poptheatre.hk/
https://zh-hk.facebook.com/videotage
https://www.filmcritics.org.hk/
http://www.v-artivist.net/
http://www.visiblerecord.com/zh-hant


影意志有限公司 二年資助(第二年撥款) 720,700 
跨媒介   
聲音掏腰包 (Soundpocket Ltd.) 三年資助(第一年撥款) 912,000 
國際演藝評論家協會(香港分會)
有限公司 

三年資助(第三年撥款) 
1,218,000 

香港藝術行政人員協會有限公

司 
三年資助(第三年撥款) 

848,000 

藝術在醫院有限公司 二年資助(第一年撥款) 340,000 
現在音樂 (Contemporary 
Musiking Hong Kong Ltd.) 

二年資助(第二年撥款) 
488,000 

香港展能藝術會 一年資助 318,000 
社區文化發展中心有限公司 一年資助 400,000 
音樂   
非凡美樂有限公司 三年資助(第一年撥款) 848,000 
香港作曲家聯會有限公司 三年資助(第一年撥款) 830,000 
香港城市室樂團有限公司 三年資助(第三年撥款) 1,200,000 
聲蜚合唱節有限公司 二年資助(第一年撥款) 500,000 
香港創樂有限公司 二年資助(第一年撥款) 848,000 
一舖清唱有限公司 二年資助(第一年撥款) 400,000 
香港歌劇協會有限公司 二年資助(第二年撥款) 600,000 
竹韻小集有限公司 一年資助 424,000 
敲擊襄有限公司 一年資助 300,000 
視覺藝術   
香港版畫工作室有限公司 三年資助(第一年撥款) 1,230,000 
亞洲藝術文獻庫有限公司 三年資助(第一年撥款) 2,000,000 
1a 空間 三年資助(第三年撥款) 901,000 
香港美術教育協會有限公司 三年資助(第三年撥款) 1,093,000 
光影作坊有限公司 三年資助(第三年撥款) 1,010,000 
藝術到家有限公司 二年資助(第二年撥款) 500,000 
戲曲   
京崑劇場有限公司 三年資助(第一年撥款) 1,413,000 
八和粵劇學院有限公司 三年資助(第三年撥款) 1,410,000 
香港青苗粵劇團有限公司 一年資助 530,000 
 總計 47,223,100 

 
 
 
 

http://yingechi.org/?lang=zh
http://www.soundpocket.org.hk/v2/
http://www.soundpocket.org.hk/v2/
http://www.iatc.com.hk/
http://www.iatc.com.hk/
http://www.iatc.com.hk/
http://www.hkaaa.org.hk/
http://www.hkaaa.org.hk/
https://www.aih.org.hk/
http://www.cmhk.org/
http://www.cmhk.org/
http://www.cmhk.org/
http://www.adahk.org.hk/
http://www.cccd.hk/
https://www.musicavivahk.org/?lang=zh
https://www.hkcg.org/
http://www.ccohk.com/
https://www.singfest.hk/
https://www.hongkongnewmusic.org/
http://yatposingers.org/
https://www.operahongkong.org/
http://www.hkwindpipe.org/
https://www.toolboxpercussion.org/
https://www.open-printshop.org.hk/?lang=zh
https://aaa.org.hk/tc/
https://www.oneaspace.org.hk/zh-home
https://www.oneaspace.org.hk/zh-home
https://www.hksea.org.hk/
http://www.lumenvisum.org/site/zh/
http://www.arttogether.org/
https://www.jingkun.org.hk/
http://www.hkbarwo.com/barwo_coa.php
http://www.hkyoungtalent.com/


額外活動部份 
獲資助者 計劃名稱 資助額 (HK$) 
舞蹈   
香港舞蹈聯盟有限公司 舞蹈之旅 2018 246,100 

不加鎖舞踊館有限公司 
亞洲舞蹈網絡計劃-
#DANCELESS 公眾參與

舞蹈工作坊及演出 

249,100 

R&T (Rhythm & Tempo) Ltd.  香港踢躂節系列 2019 299,000 
戲劇   

天邊外劇場有限公司 
亞洲劇場共生五年計劃

（第二年） 
205,160 

前進進戲劇工作坊有限公司 
前進進 20A PLUS：2019 
探索平台 

280,460 

影話戲有限公司 
第六屆青年編劇劇本寫作

計劃 
291,550 

一條褲製作有限公司 
香港的未來：2047 - 
《2047 的上半場與下半

場》 

397,150 

糊塗戲班有限公司 香港老店系列 179,000 
7A 班戲劇組 《2097》 270,460 

愛麗絲劇場實驗室有限公司 
先鋒青年劇場計劃之從心

出發尋找史坦尼斯拉夫斯

基 

299,000 

電影及媒體藝術   
香港電影評論學會有限公司 跟住影評去睇戲 117,400 
采風電影有限公司 紀錄片大師班 2018 142,700 
影意志有限公司 香港獨立電影節 2019 166,300 
跨媒介   

國際演藝評論家協會(香港分會)
有限公司 

「戲劇通──聽講現當代

劇場這件事（香港篇．

一）」 

225,600 

聲音掏腰包 (Soundpocket Ltd.) 
Artist Development and 
Citizen Engagement 

234,500 

藝術在醫院有限公司 延‧新廿五載 230,500 
音樂   

非凡美樂有限公司 
著名作曲家誕生週年紀念

系列 
109,800 

香港城市室樂團有限公司 揭開韋華第的神秘面紗 228,200 

http://www.hkdanceall.org/
http://www.unlock.com.hk/chi/
https://www.rnttap.com/
http://www.theatrehorizon.com/
http://www.onandon.org.hk/
http://www.cmtheatre.com/
http://www.pants.org.hk/
http://nonsensemakers.com/
http://www.7a.org.hk/
http://www.7a.org.hk/
http://www.alicetheatre.com/home.html
https://www.filmcritics.org.hk/
http://www.visiblerecord.com/zh-hant
http://yingechi.org/?lang=zh
http://www.iatc.com.hk/
http://www.iatc.com.hk/
http://www.iatc.com.hk/
http://www.soundpocket.org.hk/v2/
http://www.soundpocket.org.hk/v2/
https://www.aih.org.hk/
https://www.musicavivahk.org/?lang=zh
http://www.ccohk.com/


一舖清唱有限公司 維多利雅講 311,900 
香港歌劇協會有限公司 浦契尼 - 杜蘭朵 200,000 
視覺藝術   
香港版畫工作室有限公司 New to Print 2.0 142,500 
1a 空間 聽話?! 171,500 

藝術到家有限公司 
尋找海岸線—藝術教育計

劃 2018-19 
270,300 

 總計 5,268,180 
 

http://yatposingers.org/
https://www.operahongkong.org/
https://www.open-printshop.org.hk/?lang=zh
https://www.oneaspace.org.hk/zh-home
https://www.oneaspace.org.hk/zh-home
http://www.arttogether.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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