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研究簡報研究簡報研究簡報研究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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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化藝術政策的釐定《香港文化藝術政策的釐定《香港文化藝術政策的釐定《香港文化藝術政策的釐定、推行與資源開拓》、推行與資源開拓》、推行與資源開拓》、推行與資源開拓》（總報告）（總報告）（總報告）（總報告）

本報告總結了以下兩份研究報告、評審員報告以及本會的討論意見﹕

《香港文化藝術政策的釐定、推行與資源開拓》，香港政策研究所，1998 年 12 月。
Anthony Everitt. Arts Policy, Its Implementation and Sustainable Arts Funding.  A Report
for the Hong Kong Arts Development Council. December 1998.

（甲）（甲）（甲）（甲）    政策視野﹕香港需要制訂文化政策政策視野﹕香港需要制訂文化政策政策視野﹕香港需要制訂文化政策政策視野﹕香港需要制訂文化政策

1. 文化的定義與文化政策文化的定義與文化政策文化的定義與文化政策文化的定義與文化政策﹕廣義而言，一是指「文化現象」或「日用文化」，

常與民族掛鉤，即其社會的總體文明活動和典章制度，如衣飾飲食、風俗

習慣、宗教禮儀等；二是指「文化精神」，即是該民族應付生活（特別是危

機時期）的思維策略和世界觀。狹義而言，在通俗語言和政府的行政管理

上，文化是指「精致藝術」和「公共文化」，前者需要一定的創作或鑒賞品

味的熏陶，後者需要政府投入資源。這三種意義，往往互為表裏，而精致

藝術就是一個社會的文化的昇華。近年來，國際間的文化政策，一般透過

政府對「公共文化」的資源調控，提升民眾對「精致藝術」的關注，而逐

漸讓社會關注到「文化精神」的建設。

2. 成文的和不成文的文化政策成文的和不成文的文化政策成文的和不成文的文化政策成文的和不成文的文化政策﹕成文的文化政策按照一般公共政策的制訂程

序而行，不成文的政策則透過政府各種非正式但有文化視野的微觀政策（如

教育政策）和鼓勵公民社會的參與，來達致文化建設的總目標。由於現代

的科層組織講求權責分明，但是文化涉及的範圍又太廣泛，香港可以考慮

採用很多國家都在用的一個折衷做法﹕以象徵精神價值的廣義文化為

「體」，以可以管理的狹義文化為「用」。例如在政策的序言裏強調自由與

民族傳統等精神價值（體），但在措施上只列出如何保護文物遺產和促進文

化藝術教育的措施（用）；前者是協調各部門和民間組織的共識基礎和道德

力量，但沒有強制性和政治問責性，後者是政府推動的行政範圍，是有政

治問責性和一定的強制性的。因此，很多國家都用「文化藝術政策」（culture
and arts policy）或「特定的文化政策」（specific cultural policy）的講法，以

正其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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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香港有關文化的政策現狀﹕香港有關文化的政策現狀﹕香港有關文化的政策現狀﹕香港有關文化的政策現狀﹕香港現行的文化行政制度，來自意外的歷史累

積，不具備理性化的政策思維和文化視野。作為最高文化事務決策的民政

事務局，無法制訂和執行總體文化政策，不能實施「行政主導」；藝術發展

局有政策研究和建議，並向藝術界別直接撥款，但欠缺足夠的行政權力和

資源，無法發揮「專業領導」；兩個市政局的文化服務由非專業的議員制定，

議員也不能支配市政總署的公務員執行或協助政策研究，專業的學術顧問

只屬榮譽職，沒有實權，專業意見不備強制力，這三組人（議員、公務員

和顧問）的權責關係不清，難以向選民問責，實踐「文化民主」。各種政策

弊端連同欠缺效益的文化公帑開支以及「官辦文化」衍生的政治風險，令

到改革已是刻不容緩。

4. 為甚麼香港會有制訂文化政策的訴求為甚麼香港會有制訂文化政策的訴求為甚麼香港會有制訂文化政策的訴求為甚麼香港會有制訂文化政策的訴求﹕作為一個現代民族國家的政府（不

論是中央還是地方政府），在宣政上必須秉承該族群的文化精神價值，況且

在全球化的趨勢和知識經濟的要求下，社會的文化質素和公民的創造力成

為推動經濟和社會發展的一個重點。香港回歸前後，社會上出現文化政策

和文化行政改革的訴求，一是回應香港成為民族國家的一員的政治要求，

二是回應全球化的威脅和知識經濟時代的來臨，三是治理現時文化行政管

理的落後和失效，要與國際的先進管理經驗接軌。這三個問題，不單是本

港政府要面對的，也是各國政府積極面對的挑戰。

5. 文化政策的種種考慮文化政策的種種考慮文化政策的種種考慮文化政策的種種考慮﹕文化政策是一項需要動用公帑的社會政策，因此必

須要有文化的傳承和推廣、多元化、創作自由和創作資助，目標是建立社

會的價值共識，達致社會資源的公平分配，令文化藝術全民共享，也要使

到有才華的公民得以發揮貢獻，促進個體發展的平等機會。對於現代的政

府來說，制訂文化政策是一項艱巨的政治任務。政府在有限的憲法責任和

財政支付能力之下，一方面要回應群眾和利益團體對於政府支援公共文化

的要求，繼承國家贊助文化事業的傳統義務，另一方面又要提防過度干預

文化事業，以免拖垮其他社會政策的開支預算，避免惹來掌控文藝、與民

爭利的指控。在意識形態方面，既要弘揚與維新（re-invent）本國的文化價

值，也要兼顧普世人權自由的全球大勢，要有全人類的共同關懷，又要有

本民族的特色。除此之外，還要顧及用文化搞活經濟（如創意工業）、辦好

旅遊與文化外交的隱藏任務。

6. 香港需要制訂宏觀的文化政策香港需要制訂宏觀的文化政策香港需要制訂宏觀的文化政策香港需要制訂宏觀的文化政策﹕根據行政長官在《施政報告》（1998）的文

化宏願，香港應該成為東西方經濟和文化交流的橋樑。要達致這個理想，

香港要有自己的文化身份，有靈活應變的高質素人才，這樣才能發揮服務

業中心的優勢。香港要宣示一個成文的文化政策，凝聚新時期的社會共識，

闡明宏大的政策方向和基本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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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制定香港文化藝術政策的原則﹕制定香港文化藝術政策的原則﹕制定香港文化藝術政策的原則﹕制定香港文化藝術政策的原則﹕建議在制定香港文化藝術政策時，應考慮

涉及以下的原則性問題：：：：

i. 透過立法、司法程序和公平的辦事規章，保障文化藝術的表達自由。

ii. 鼓勵多元詮釋和不同表達方式，達至一体多元的文化格局。總体方向

是傳承中華文化和香港的地方歷史文化的各種形式、流派與精神傳

統，並積極面對國際以及全球的文化潮流思想。至於緩急輕重，實施

時可按照不同層面的文化生態而靈活處理。

iii. 以自由運作形式，開放公共空間，容許公平競爭。

iv. 確定文化交流的各種權責。鼓勵國內外文化交流，讓香港成為亞洲、

以至世界的文化人才與產品的集散地。

v. 文化藝術政策須有廣泛性，協調學校、社區、大眾傳播和資訊、公共

建築設計、文物保護等各方面，營造一個尊重藝術的氛圍，讓公眾感

知到靈性生活的重要性。政府應該定擴大社會參與的全民藝術教育政

策，將學校與藝團、博物館、文物、圖書館和電影的資源聯成網絡。

vi. 其他政策，如教育、房屋、都市規劃、旅遊等，都要有文化角度的考

慮和文化發展的法定評估。

（乙）總體的文化藝術行政改革和新的行政架構建議（乙）總體的文化藝術行政改革和新的行政架構建議（乙）總體的文化藝術行政改革和新的行政架構建議（乙）總體的文化藝術行政改革和新的行政架構建議

8. 臨時託管臨時託管臨時託管臨時託管、下放權責、下放權責、下放權責、下放權責： 若兩個市政局解散，民政局不宜永久設立部門接收

兩局遺下的文化服務，否則加上民政局本身的文化雜務，勢將演變為「超

級文化部」，承擔超出比例的財務和政治風險。政府可考慮讓民政局以「臨

時託管」的名義，將所有公共文化行政的單位集中，再按照設計好的架構

和日程，將職權下放與各代理組織，與民間締結伙伴關係，達致一體多元

的管理格局。

9. 設立文化藝術法定組織設立文化藝術法定組織設立文化藝術法定組織設立文化藝術法定組織： 從外國的文化行政經驗，加上以目前的政治和民

情來看，建議宜設立一個全港性的法定組織來管理兩個市政局遺下的文化

服務體系﹕文化場館、博物館、圖書館、藝術館、藝團；以至散落在其他

部門的電影、廣播和出版事業的規管工作。法定組織與民政局屬伙伴關係，

須有法定的行政權力和獨立的財政批款權，以便權責分明，並承擔原屬於

政府的政治和財政風險。該全港性的法定組織可考慮定名為「文化藝術局」

（簡稱「文藝局」，Culture and Arts Commission），以體現上述「文化為體、

藝術為用」的政策概念。核心工作內容為制訂文化政策（如「五年發展計

劃」），轄下有資源管理、政策研究和文化交流三大分部。文藝局的職員編

制要小，職員要有藝術行政、政策研究或數據統計等專長。

10. 間接資助間接資助間接資助間接資助、自主經營、自主經營、自主經營、自主經營： 財政方面，民政局會同文藝會制訂年度財政計劃，

由民政局向立法會提交全年經費申請，立法會審批之後，直接撥款予文藝

會。文藝局與旗下的中介組織訂立「間接資助」的關係，中介組織向文藝

局提交年度或季度的撥款申請（含經常性和非經常性支出）。文藝局、各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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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組織和文化單位設立理事會（董事局）或管理委員會來管理內務，享有

不同的程度自主經營權。

11. 各種製作節目的藝術中心各種製作節目的藝術中心各種製作節目的藝術中心各種製作節目的藝術中心﹕為了達致多元化的文化服務，上述的文化中介

機構應該將經費「非集中化」，分別撥給製作節目的各個藝術中心，以不同

的駐館藝術和藝團，結合地區觀眾，形成藝術製作的獨特風格。

12. 成員的成員的成員的成員的「差額委任法」「差額委任法」「差額委任法」「差額委任法」： 行政長官會同民政局局長列出差額名單，經立法

會的專項委員會閉門機密審議，再由行政長官委任文藝會理事會主席和全

體委員。此外，列席文藝會的當然代表為﹕民政局、教育署、資訊科技及

廣播局、經濟局、規劃環境地政局、旅遊專員和貿易發展局。專家顧問方

面，文藝會應聘任海外的學者和資深的文化行政專家，作為客席顧問，開

拓香港的國際視野，並協助建立海外的文化交流網絡。

13. 調整現有藝術發展局內部組織調整現有藝術發展局內部組織調整現有藝術發展局內部組織調整現有藝術發展局內部組織： 分拆藝術發展局的兩個功能 --- 總體政策

研究和藝術界別撥款，藝展局屬下的「策略發展委員會」調離，歸入文藝

會之內。藝展局的名號不變，但轉化為一專門撥款予藝術界別和資深藝團

的中介組織，以及構思和執行主導性計劃的專業機構。原屬於市政局的三

個藝團轉隸藝展局的「資源管理委員會」之下。藝展局維持一半官委、一

半民選的傳統，並以「選舉團」的方式，改善民選委員的機制，加強民主

監督，擴大民眾參與。

14. 成立成立成立成立「文物局」「文物局」「文物局」「文物局」： 民政局應把握文化行政重組的時機，將本身屬下的文化

服務作理性化的重組。可以考慮擴大現時的「古物古跡辦事處」為「文物

署」，自行聘用古跡修復建築師和歷史考古顧問；並與現時區局屬下的民俗

館結合，先在民政局之下運作，其後再成立獨立法定團體—「文物局」

（Heritage Council），隸屬文化藝術議會，並且接管目前市政局及區域市政

局的民俗博物館，令文物保存與人文歷史的重構和展覽工作可以結合起

來，不再割裂進行。華人廟宇管理也可一併列入，讓廟宇的修繕和管理專

業化 ，保存良好的民俗禮法。文物局運作暢順之後，可以考慮將所有博物

館轉隸文物局之下，令整體架構更為精簡。文物局日後也可為民政局管轄

的婚喪習俗等禮儀提供學術意見。

15. 設立電影局﹕設立電影局﹕設立電影局﹕設立電影局﹕政府既已撥款成立的「電影發展基金」，應該考慮設立專局，並

將「電影資料館」納入其下，為香港的電影事業制訂發展策略和提供支援。

（丙）組織的過渡安排（丙）組織的過渡安排（丙）組織的過渡安排（丙）組織的過渡安排

16. 成立臨時委員會成立臨時委員會成立臨時委員會成立臨時委員會： 兩個市政局遺下的文化職系的公務員，由民政局成立的

一個名為「文化康體署」的單一統籌部門接收。文化職系各按照其所屬服

務單位，歸三個臨時委員會管理：

a. 臨時文化場館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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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臨時圖書館及博物館委員會；及

c. 臨時文藝節目委員會。

17. 臨時委員會行董事局制臨時委員會行董事局制臨時委員會行董事局制臨時委員會行董事局制： 上述所提及的三個委員會行董事局制，有監察實

權，在徵得文康署署長同意之下，可以將不稱職的領導層職員撤換或解聘。

文化職系管理層（助理署長、館長、文化總經理或以上職級）的人員轉用

合約聘用，其餘薪酬福利不變，轉制的損失予以足夠補償，不願意留任的

安排調職或解聘，騰出的空缺公開招聘（現職公務員也可申請）。委員會聘

任文化藝術單位內最高的領導為藝術總監（適用於藝術館、文化場館）或

行政總監（適用予圖書館和博物館），對該單位的服務負上總體行政責任。

總監負責制訂年度或季度計劃，向文藝局申請撥款。不願意出任總監的，

或者現職者自認為資格不夠的，委員會可以另行招聘人選。領導層以下的

員工，公務員身分不變，原職留用。臨時委員會以自主經營方式運作，定

期檢討，並按照日程從民政局過渡到文藝局之下。

18. 市政局藝團的處理市政局藝團的處理市政局藝團的處理市政局藝團的處理﹕政府委任一個過渡性的「託管委員會」，理事會的成員

包括藝術界、商界和社會賢達，在 3 至 5 年內將藝團獨立化，並制訂「局

部自養」的計劃。撥款應該與其他資深藝團一視同仁（可考慮藝展局的「三

年撥款」做法），確保公平的競爭環境。

19. 培訓文化行政專才培訓文化行政專才培訓文化行政專才培訓文化行政專才： 建議在本港的大專院校開設正規的文化行政學系（全

日制和兼讀制），發展適合本地情況的文化行政實務與理論。學系提供藝術

行政、圖書館學、博物館學、文物修復、民俗歷史、藝術教育、藝術市場

學等課程，讓文化職系的在職員工補修學位或文憑，並招收青年學生，擴

充人才培訓。

（丁）新的文化融資（丁）新的文化融資（丁）新的文化融資（丁）新的文化融資

20. 上述建議設立的文化藝術局需要在資源調配上體現多元化，和達至鼓勵自

由創作的原則。政府應策略性地開拓公共文化的資源，使政府、市民和社

會形成伙伴關係。

21. 香港的文化經費估計大約超過 95% 來自公帑，政府在過去也沒有積極尋求

與私人捐助者建立伙伴關係。香港企業界一般對文化捐獻不大熱衷，大額

捐助文藝的商界捐助廖廖可數，也不夠多元化。公帑資助的文化經費應保

持穩定，卻盡量不要超過總體公共開支的 1%，以免改變政府的自由主義的

管治哲學。政府在維持資助水平的同時，應注意營造一個環境，鼓勵私人

捐助，包括註冊為非牟利的慈善基金、商業贊助及個人或個別團體的捐助。

香港的慈善基金會一般未將藝術列為優先資助項目，政府應加緊推廣藝術

的重要性，訓練藝術行政經理，提高商界對於藝術贊助的回報期望。藝術

批款應該包括推動贊助的元素，並考慮「等額/差額資助」的方法，獎勵取

得商業贊助的藝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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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政府應考慮成立「香港文化基金」（Hong Kong Cultural Fund）或「文化公

益金」（Community Chest for Culture），推廣「文化公益」的概念。其特色

是建立統籌性的基金會，一方面節省行政開支，避免惡性競爭和對捐款者

的滋擾，用法定組織的公信力向商界和社會人士保証廉潔和成效。基金會

以其本金的孳息所得，作為等額/差額資助，與私人贊助結成伙伴資助的關

係。新得的捐款，可按照捐助者的喜好和指示分配與藝團、文化場館和藝

術類別等。

23. 理想中的「文化基金」或「文化公益金」，應該以行政長官為首席贊助人的

名義成立，政府注入一筆約五十億元的種子基金；基金會成員為工商界和

社會名流，賦予崇高的道德動員能力，它與文藝局是伙伴關係，可以使用

文藝局旗下的中介組織和地區社團的聯繫網絡（如區議會、學校聯會等），

發揮有效的籌募能力。透過籌款活動，可以使到文藝局屬下的團體向民眾

進行游說勸捐，除了節省行政開支、促進團體之間的內部團結之外，還是

一項定期的社區藝術教育和「文化公關」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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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一      香港現行的文化藝術行政架構香港現行的文化藝術行政架構香港現行的文化藝術行政架構香港現行的文化藝術行政架構

                                                                                                                
                                                                                                                

                                                                                                                
                                                                                                                

                                                                                                                
                                         
                                                                                                                
                                 

                                                                                                                
                                   
                                 
                                                                                                                

                                                                                                            
                                                                                                                

註：

1. 藝術發展局是獨立的法定組織；演藝學院有獨立運作的自主權。

2. 區域市政局及市政局是獨立的法定組織。

3. 本組織圖部分參考自香港發展策略研究所的「香港特區文化藝術政府架構」（1998 年 6 月），並作

出大幅修政。

4. 參考網頁：  www.info.gov.hk/info/cfculture.htm
www.info.gov.hk/info/arts.htm

                 www.info.gov.hk/hab/culture_c5.htm

特區行政長官 行政會議

政務司

民政事務局

(文化及康體部)
–文化藝術政策研究

–古物保存及海外交

  流與聯絡

–管理三個文化信託基金

藝術發展局
–藝術團體經常性資助(中英劇

團、香港芭蕾舞團、城市當

代舞蹈團、赫墾坊香港藝術

節協會、香港小交響樂團)
–藝術活動計劃資助

–文化藝術政策研究

–推動文化藝術普及化

演藝學院
–演藝專業教育(藝術學士學位及籌備

中的碩士課程)

市政局

市政總署

–文化場地

  籌建管理

·文化中心

·大會堂

·四所社區文娛

–主辦節目

·表演、節慶(如
亞洲藝術節、

國際綜藝合家

歡、香港國際

電影節)
·展覽

·公眾藝術教育

–文化服務

·圖書館

·博物館

·藝術館

–藝團管理

·香港中樂團

·香港話劇團

·香港舞蹈團

–音樂事務處

  (普及器樂訓練

  及國際交流

區域市政局

區域市政總署

–文化場地籌

建及管理

·三所市鎮大

會堂

·三所文娛中

心

·葵青及元朗

劇院

–主辦節目

·表演、節慶

(如國際兒

童藝術節、

中國民俗藝

術節)
·展覽

·公眾藝術教

育

–文化服務

·圖書館

·博物館

·文物館(即
將開幕)

–音樂事務處

區議會

–主辦及支持

社區內的文

娛藝術活動

–關注文娛活

動及提出建

議

–聯絡區內文

娛團體 教育統籌局
–全港人力資源

發展研究

–教育政策制定

教育署
–執行教育政策

–制定中小學藝術

教育課程

立法會
–審議與文化有關條例(言

論及表達自由、法定團

體法例)
–審議財政司就文化公共開

支的撥款申請

–民政事務委員會：專責關

注文化藝術政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