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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公共文化場館概覽香港公共文化場館概覽香港公共文化場館概覽香港公共文化場館概覽 
 
名稱名稱名稱名稱 位置位置位置位置 種類種類種類種類 全港全港全港全港/區域區域區域區域 文化活動文化活動文化活動文化活動 管理機構管理機構管理機構管理機構 資金來源資金來源資金來源資金來源 容量（座位）容量（座位）容量（座位）容量（座位） 啟用啟用啟用啟用 
綜合演藝綜合演藝綜合演藝綜合演藝 
香港文化中心 尖沙嘴 演藝場館 全港 演藝、展覽、講座 康文署 政府（民政事務局） 音樂廳﹕2085 

大劇院﹕1734 
劇場﹕   534 

1989 

大會堂 中環 演藝場館 全港 演藝、展覽、講座 康文署 政府（民政事務局） 音樂廳﹕ 1448 
劇院﹕    463 

1962 

香港演藝學院 灣仔 演藝教學機構暨演藝場館 全港 演藝、展覽、講座、教學 學院董事局 政府（民政事務局）及捐助 歌劇院﹕1171 
戲劇院、音樂廳等﹕@405 
演奏廳：130 

1984 

香港藝術中心 灣仔 綜合藝文場館 全港 演藝、電影、展覽、講座、教學 機構董事局 政府（民政事務局、藝展局等）

及捐助 
劇院﹕439 
電影院﹕193 
小劇場﹕80 
畫廊﹕528 平方米 

1977 

藝穗會 中環 綜合藝文場館 全港 小型演藝、展覽、講座 機構董事局 政府（民政事務局、藝展局等）

及捐助 
劇院﹕80/100 
劇場﹕70-90 
畫廊﹕80 平方米 

1984 

香港體育館 
（「紅館」） 

紅磡 綜合大型表演場館及體育館 全港 流行音樂、演唱會、體育比賽、

慶典等 
康文署 政府（民政事務局） 表演場﹕12500 1983 

伊利沙伯體育館 灣仔 體育及表演場館 全港 演唱會、體育比賽、慶典等 康文署 政府（民政事務局） 表演場﹕3600 1980 
區域特色演藝區域特色演藝區域特色演藝區域特色演藝 
高山劇場 土瓜灣 中型演藝場館（中國戲曲及舞蹈） 區域 演唱會（流行音樂）、粵劇 康文署 政府（民政事務局） 劇院﹕1013 1983 (1996

重新啟用) 
上環文娛中心 上環 小型演藝場館(前衛節目及視覺藝

術) 
區域 演藝、綜合文娛 康文署 政府（民政事務局） 劇院﹕ 551 1988 

西灣河文娛中心 西灣河 小型演藝場館（兒童藝術及青少

年戲劇） 
區域 演藝、綜合文娛 

 
康文署 政府（民政事務局） 劇院﹕ 471 1990 

牛池灣文娛中心 黃大仙 小型演藝場館(木偶戲及中國民間

藝術) 
區域 演藝、綜合文娛 康文署 政府（民政事務局） 劇院﹕ 443 1987 

元朗劇院 元朗 中型演藝場館 區域 演藝、綜合文娛 康文署 政府（民政事務局） 演藝廳﹕923 2000 
葵青劇院 葵青 中型演藝場館 區域 演藝、綜合文娛 康文署 政府（民政事務局） 演藝廳﹕905 1999 
新光戲園 
 

北角 粵劇影院 區域 粵劇、電影院 香港聯藝機構 私人 大劇場﹕1033；小劇院﹕536 19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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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鎮會堂、區域市鎮會堂、區域市鎮會堂、區域市鎮會堂、區域/文娛中心文娛中心文娛中心文娛中心 
荃灣大會堂 荃灣 中型演藝場館 區域 演藝、綜合文娛 康文署 政府（民政事務局） 演奏廳﹕1376 

文娛廳﹕ 300 
1980 

沙田大會堂 沙田 中型演藝場館 區域 演藝、綜合文娛 康文署 政府（民政事務局） 演奏廳﹕1424 
文娛廳﹕ 280 

1987 

屯門大會堂 屯門 中型演藝場館 區域 演藝、綜合文娛 康文署 政府（民政事務局） 演奏廳﹕1401 
文娛廳﹕ 300 

1987 

元朗聿修堂 元朗 中型演藝場館 區域 演藝、綜合文娛 康文署 政府（民政事務局） 2000 年 9 月交還 
趙聿修中學使用 

1981 

北區大會堂 上水 小型演藝場館 區域 演藝、綜合文娛 康文署 政府（民政事務局） 演奏廳﹕500 1982 
大埔文娛中心 大埔 小型演藝場館 區域 演藝、綜合文娛 康文署 政府（民政事務局） 演奏廳﹕760 1985 
博物館博物館博物館博物館/展覽室展覽室展覽室展覽室/公園公園公園公園 
香港藝術博物館 尖沙嘴 大型藝術博物館 全港 收藏、展覽、研究 康文署 政府（民政事務局） 展覽場地﹕5640 平方米 1991 
茶具文物館 
(藝術館分館） 

中環 
（原址為英軍

三軍司令官

邸） 

專題博物館（中國茶具及印章） 全港 保存、展覽、推廣 康文署 政府（民政事務局） 展覽場地﹕560 平方米 1984 

香港視覺藝術中

心（藝術館分館） 
中環 視覺藝術活動 全港 工作坊、展覽、推廣 康文署 政府（民政事務局） 展覽廳﹕220 平方米 1992 

文物資源中心 尖沙嘴 
（舊英童學

校） 

古物古跡辦事處的展覽場 全港 展覽、推廣 康文署 政府（民政事務局）  1992 

香港太空館 尖沙嘴 專題博物館 全港 展覽、推廣 康文署 政府（民政事務局） 展覽場地﹕1500 平方米 1980 
香港科學館 尖沙嘴 專題博物館 全港 展覽、推廣 康文署 政府（民政事務局） 展覽廳﹕6500 平方米 1990 
香港電影資料館 西灣河 電影檔案室（1913-） 全港 保存、研究、推廣 康文署 政府（民政事務局） 電影院﹕117 

展覽廳﹕200 平方米 
2001 

香港歷史檔案館 觀塘 香港政府檔案 全港 保存、研究 行政署屬下政

府 檔案處 
政務司司長辦公室  1997 

香港歷史博物館

（前身 1975；新館

2001） 

尖沙嘴 大型歷史博物館 全港 收藏、展覽、研究 康文署 政府（民政事務局） 展覽面積﹕8000 平方米 2001 

羅屋民俗館 
（歷史館分館） 

柴灣 原址保存的民俗館 全港 保存、展覽 康文署 政府（民政事務局） 展覽場地﹕240 平方米 1990 

李鄭屋漢墓博物

館（歷史館分館） 
深水土步 原址保存的專題博物館 全港 保存、展覽 康文署 政府（民政事務局） 展覽場地﹕150 平方米 1957 

九龍寨城公園 九龍城 原址改建的江南公園 全港 展覽、休閒、保存少部份文物、

城寨照片展覽 
康文署 政府（民政事務局）  1995 

海防博物館 
(歷史館分館) 

筲箕灣 鯉魚門炮台原址改建的專題博物

館（軍事-海防） 
全港 保存、展覽 康文署 政府（民政事務局） 展覽場地﹕1300 平方米 2000 年 7

月 
上海街視藝空間 油麻地 小型展覽室 區域 展覽 藝術發展局委

託承辦人 
藝展局（民政事務局）  1999 

藝術空間

(Para/Site) 
上環 小型展覽室 全港 展覽（裝置藝術） 藝術空間 藝展局（民政事務局） 展覽面積﹕139 平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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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現代藝術館

(MOST) 
元朗吉慶圍 小型展覽館 區域 展覽 私人 藝展局 (民政事務局)   

香港文化博物館 沙田 大型民俗館 全港 收藏、展覽、研究 康文署 政府（民政事務局） 展覽面積﹕7500 平方米 2000 年 11
月 

香港鐵路博物館

（文化館分館） 
大埔 原址保存(1913) 的專題博物館 全港 展覽、休閒 康文署 政府（民政事務局） 展覽場地﹕300 平方米 1985 年 

三棟屋博物館（文

化館分館） 
荃灣 原址保存的民俗館 全港 保存、展覽 康文署 政府（民政事務局） 展覽場地﹕2000 平方米 1986 年 

上窯民俗文物館

（分館） 
西貢 原址保存的民俗館 全港 保存、展覽 康文署 政府（民政事務局） 展覽場地﹕500 平方米 1985 

警隊博物館 港島甘道 專題博物館 全港 警察歷史（有「三合會」資料展

廳及制服展覽） 
香港警察 政府 展覽場地﹕560 平方米 1988 

健康教育中心  專題展覽廳 全港 衛生健康 食環署 政府（民政事務局） 展覽場地﹕570 平方米  
香港動植物公園  生態及及休閒園地 全港 動植物學 康文署 政府（民政事務局）   
九龍公園  生態及休閒園地 全港 動植物學 康文署 政府（民政事務局）   
元朗市鎮公園  生態及休閒園地 全港 動植物學 康文署 政府（民政事務局）   
郊野公園自然護

理徑、教育中心、

貝殼館、昆蟲館 

 生態及休閒園地 全港 動植物學、生態學 漁農及自然護

理署 
   

環保資源中心 荃灣、灣仔 專題展覽廳 全港 環境保護 環保署    
海洋公園 香港仔黃竹

坑 
生態及休閒園地 全港 動植物學、海洋生物、民俗歷史 香港海洋公園 私人企業   

香港天文台展覽廳 尖沙嘴 專題科學館 全港 氣象學 香港天文台 政府   
保良局文物館  機構文物  難民及孤兒資料 香港保良局 香港保良局  1998 
中國文物展覽館 灣仔 文物古玩展銷 全港 文物鑒賞及展銷 華潤藝林公司 私人 展場 1000 平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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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政府管理的展覽館非政府管理的展覽館非政府管理的展覽館非政府管理的展覽館 
香港醫學博物館 西環 專題科學館（中、西醫學） 全港 醫學歷史 香港醫學博物

館學會 
私人學會 展覽場地﹕1260 平方米  

香港大學美術館 薄扶林道 美術館 大學、全港 視藝展覽、保存、研究 香港大學 大學 展覽場地﹕1922 平方米  
香港中文大學文

物館 
沙田 文物館 大學、全港 文物展覽、保存、研究 香港中文大學 大學 展覽場地﹕2000 平方米  

香港賽馬會博物館 跑馬地 專題歷史展覽室 馬會、全港 賽馬歷史（有馬匹資料） 香港賽馬會 私人企業 展覽場地﹕300 平方米  
踏石角教育中心 屯門龍鼓灘 專題科學展覽室 全港 能源科學 中華電力有限 

公司 
私人企業   

機場核心計劃展

覽中心 
香港國際機

場 
專題科學展覽室 全港 航空科技 香港機場管理

局 
政府   

三院文物館 油麻地  全港 東華三院歷史 東華三院 慈善團體 展覽場地﹕1000 平方米  
人類民俗館 大埔公路 民俗館 印第安帳

篷、波利尼西

亞獨木舟等 

單獨的民族學手工展品 私人公司 私人公司樓下是主題餐廳（小白

鷺餐廳） 
展覽場地﹕600 平方米 2000 年底 

 
公共圖書館﹕港島及九龍區共有 39 家，新界 27 家（含 8 家流動圖書館）。館藏共 703 萬冊，57 萬項視聽資料。2000 年 3 月落成的中央圖書館設於銅鑼灣摩頓台，於 2001 年 5 月開

幕。 

 
取材自﹕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提供的文化服務》，康文署提交文化委員會的簡介，2000 年 6 月 

市政局及區域市政局的年報 
Cultural Facilities. A Study on Their Requirements and the Formulation of New Planning Standards and Guidelines. A Project for the Planning Department.  Roger Tym &  Partners.  Working 

Paper 1 (Revised). November 1998. 
 

（註﹕本表部份空白資料待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