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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藝術發展局  

 

香港藝術發展局對  

「表演藝術委員會諮詢文件」  

的意見書  

 

前言  

 
 表演藝術委員會就文化委員會於 2003 年 3 月向提出行政長官提

交的《政策建議報告》所提出的政策方向，於 2005 年 11 月 17 日發

出《表演藝術委員會諮詢文件》，就資助機制、舉辦節目及場地政策

等提出改革建議，並展開為期兩個半月的公開諮詢。  
 
 委員欣見諮詢文件以積極及正面的態度諮詢業界，就改善表演藝

術的發展生態提出策略性的改革建議。本局希望就諮詢文件的建議提

出有建設性而具體的意見，從而協助政府在促進藝文發展的大前提

上，妥善落實各項政策建議。  
 

本局委員對《表演藝術委員會諮詢文件》的意見歸類如下：  
1.  整體關注  
2.  資助機制  
3.  中小型及新進藝團的支援  
4.  場地支援  
 

1.  整體關注  
1.1 本局委員非常關注政府如何制定整體文化藍圖及藝發局在藍

圖中的定位。整體的文化規劃乃討論具體建議的前設，政府

必須落實香港文化藝術的發展藍圖，讓業界就具體的政策建

議進行具建設性的討論。  
 

1.2 諮詢文件中多處建議在民政事務局下成立新的架構及委員

會。該等建議應貫徹文化委員會倡議的「民間主導」的原則，

以及政府「支持而不干預」的管治精神。  
 

 
2.   資助機制  

(a)評估機制與準則  
2.1 諮詢文件建議制訂一套清晰及可量度的評估準則，作為未來

資助主要演藝團體的基礎 (即文件第 2.10 段的建議 )。本局關

注到要妥善執行該建議將面對一定困難，因藝術成果與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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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主觀判斷，難以完全以量化的方式進行評估。一般來說，

藝團工作的社會影響亦需經一段時間方能體現。  
 
2.2 本局建議政府詳細研究並制定一套重點在藝術「成果」和「影

響」的評估機制，如：  
(a) 建立一套持續、具水準及由專家組成的藝評系統，以評

核藝團成績，而評核機制須促進與獲評藝團的意見交

流；  
(b) 長遠來說，需投放資源及策略性地建立本地藝術評論的

風氣，以及積極物色及培養藝術評核的專才；及  
(c) 提議制定一些能反映並量度藝術及社會影響的量化指

標。  
上述指標應作為評核工作的參考數據，而不應機械化地直接

決定資助結果或資助水平。這些數據的使用應與「質化」的

藝評意見互相參考、相輔相成。  
 

(b) 單一資助機構  
2.3 委員原則上同意由單一機構統一處理主要演藝團體的撥款事

務，而重整的出發點應從整體藝文發展的長遠利益為考慮。  
 
2.4 目前表演藝術委員會提出的方案皆各有優點。表演藝術委員

會應考慮在新的資助架構下，各個機構與將來負責主要藝團

的撥款機構在資助制度及政策上整體性及延續性的配合。  
 

 
方案 (a)：由康文署負責本港所有主要演藝團體的撥款事務  
優點：  
1. 康文署具有管理資助藝團、營運演出場地及籌備各演藝活動

的專業知識和豐富經驗，工作得到演藝界的肯定。  
2.  一般來說，由於公務員客觀中立，由公務員負責撥款工作較

易獲得公眾的認同。  
  
 缺點：  

1. 如由康文署負責所有主要演藝團體的撥款事務，容易被社會

公眾認為有違文委會倡議的「民間主導」精神。  
 
方案 (b)：由藝發局負責所有有關藝文發展的撥款事務  
優點：  
1. 藝發局是政府指定全方位發展香港藝術的法定機構，如政府

落實單一資助機構的政策，由藝發局統一負責所有有關文化

藝術發展的事宜可說責無旁貸。  
2.  藝發局在資助藝團和推動藝文活動方面積累了豐富經驗，已

發展出一套評核制度和準則，並與業界建立起聯繫網絡，有

助築構一套全面的整體藝文發展策略。  
 缺點：  

1. 由於目前各主要演藝團體的資助水平不一，如由藝發局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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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港所有主要演藝團體的撥款事務，原本由康文署資助的演

藝團體或會對將來的資助水平有疑慮。  
2.  如由藝發局負責所有撥款事務，或會加深公眾和業界「文化

藝術資源偏重於表演藝術範疇」的錯覺。  
考慮：  
1. 本局需在政策及資源上平衡「撥款」與「發展」的工作重點。 
2.  如由藝發局負責所有撥款事務，本局需因而進行一些基礎的

改革，以完善現時的資助制度和評核機制。  
 

 
方案 (c)：成立新的撥款機構，負責本港所有主要演藝團體的撥款

事務  
 優點：  

1. 可擺脫歷史遺留下來的資源分配及結構性問題，更靈活地發

展一套公平及公正的撥款及評估機制。  
2.  新的資助架構與機制應可避免重複現時資助制度的限制，讓

藝術家及藝團參與政策制定及表達意見，促進本港的藝術發

展。  
3.  新機構或許更容易發揮籌款的功能，以為藝文發展吸納更多

社會資源。  
  
 考慮：  

1. 「表演藝術」和「主要演藝團體的資助」屬整體文化藝術發

展的一環，其資助政策與整體文化藝術的長遠發展策略環環

相扣、息息相關，難以獨立分割考慮。  
2.  表演藝術委員會並無公佈新資助機構的組成、職權及行政支

援等詳情，外界難以將其與其他現有的架構作公平而客觀的

比較。如政府決定成立新的撥款機構，建議政府與康文署、

藝發局及主要的演藝團體商討並落實新撥款機構的有關細

節。  
3.  如成立新的撥款機構，政府應考慮整體來說，是否願意投放

更多資源於文化藝術的發展上。  
4.  表演藝術委員會應詳細考慮新的撥款機構與民政局、藝發局

及康文署的關係、角色及定位。新的撥款架構應體現文化委

員會倡議的「民間主導」原則，貫徹政府「支持而不干預」

的精神。  
5.  新的撥款機構應定位為一個高層次的機構，以宏觀的視野及

承擔，考慮並決定本港作為國際的大都會需要哪些專業藝

團，從而予以適當的協助。  
6.  在新機構的組成及架構上，政府應考慮新機構的成員是否需

有廣泛代表性，需小心挑選合適的委任人選，並需聘任富經

驗的藝術行政人員執行工作。  
7.  新的機制應建立一套完善、可行而有公信力的評估機制及「轉

介制度」，令藝團在新的資助機構及藝發局資助團體之間有

「流動性」(Mobil ity)，以體現諮詢文件中「信賞必罰」及「可

進可出」的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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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藝發局的新角色：  
1. 由新的撥款機負責本港主要演藝團體的撥款事務，政府應考

慮保留藝發局的現有資源，並考慮長遠增加資源，包括場地

資源，以協助本局發揮有利本港藝文發展的功能。政府應留

意，如沒有新資源及新的角色，藝發局的功能將會被削弱。  
2.  在新的資助架構下，藝發局的新角色可包括以下各項：  

(a) 集合藝發局及業界的專業知識和遠見，為主要藝團、

中小型藝團及新進演藝團體制定長遠的發展策略；  
(b) 集中支援新進和中小型演藝團體，以「發展」及扶植

有潛質的新進藝術家及藝團為使命；  
(c) 推動藝術教育，培養及發展藝文軟件，長遠改善整體

社會在藝術文化的參與和欣賞水平；及 /或  
(d) 為業界擔任中介機構及贊助機構，為藝團建立與商界

溝通的平台，協助藝團締結伙伴，尋求社會資源。  
 

結合不同的方案，取各家之長  
1. 除以上三個獨立的方案外，本局建議表演藝術委員會跳出現

有思維，嘗試探討是否能結合不同方案的優點。  
2.  如設立新的撥款機構，成員應包括康文署及藝發局的代表，

以確保三方在資助制度及政策上能互相配合，而主要演藝團

體、中小型藝團及新進藝團亦各有發展的空間。  
3.  理想的新機構成員應無私、公正，在藝團的資助政策上具豐

富的經驗、能力、眼光與勇氣，並能與業界產生互動，擦出

火花。  
4.  如設立新的撥款機構，可考慮邀請具國際視線的資深藝評家

擔任評核各主要演藝團體的藝術成果和成就的工作，以建立

更公平及公正的評審制度，改善現時「同儕評核」在制度上

的限制及對現時評核制度的批評和意見。  
 
 
3.  中小型及新進藝團的支援  
 

3.1 除各主要演出團體外，本港有為數不少的中小型團體，部份

屬專業藝團，有既定的藝術成就，其運作規模則較主要演藝

團體為小，因此往往缺乏資源從事發展及資源拓展的工作。  
 
3.2 中小型藝團的風格及種類多樣化，除演出外，部份中小型藝

團亦從事評論、發行、藝術教育、推廣，以及藝術服務。該

等具發展性質的工作需要一定的資源和場地支持，方能有效

促進藝術的普及和發展，培育本港多元化的藝術環境。  
 

3.3 諮詢文件建議制定系統，支援新進及中小型藝團發展。本局

建議，政府除需增加有關的資源外，制定有關資助政策時，

應注意新進藝團 /藝術家與中型或小型藝團的處境及發展需

要各不相同，不可混為一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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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本局建議從長遠發展的角度，應考慮對中小型藝團及新進藝

團的支援策略，而並非單從藝團的規模作出資助考慮。  
 

3.5 諮詢文件所提議的「信賞必罰」及「可進可出」的制度，除

應用於主要演藝團體外，亦應用於銜接主要演藝團體、中小

型藝團及新進藝團的機制上，以維持一個良性的競爭環境和

培養接班人。  
 

3.6 本局強調建立本地藝術評論風氣的重要性。現時，本地評論

缺乏培訓，尤其演藝評論方面，本局建議，政府應考慮游說

大學或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 (UGC)，在中、英文系或通識教育

的學系與學科中開設演藝及視藝藝術評論課程。與此同時，

藝發局正朝強化藝術評論的方向作出努力。  
  
 
4.  場地支援  

4.1 就諮詢文件建議推行場地伙伴計劃，加強康文署場地管理者

與演藝團體 (節目提供者 )的關係。業界憂慮推行場地伙伴計

劃雖有利予大型藝團與演出場地結成策略伙伴，但同時窒礙

中小型藝團的發展空間。  
 

4.2 此外，建議政府詳細研究不同的演出場地及其營運方法是否

符合不同藝團的發展需要。  
 

4.3 政府在考慮將來的場地政策時，需照顧藝發局在培養及支援

中小型及新進藝團的功能，並關注各類藝團不同的發展需

要。  
 

4.4 由於本局正與藝術中心及劇場組合進行一個試驗劇團營運

劇院的合作計劃，政府可參考該合作計劃的經驗，從而設計

一個理想的場地及藝團伙伴關係，如場地管理者除提供駐場

設施及較長的演出期外，應在節目、票價、宣傳推廣、拓展，

以及贊助各方面與駐場的藝團互動合作，以擴大場地伙伴計

劃的效益。  
 

4.5 本局歡迎表演藝術委員會就藝發局為新進及中小型演藝團

體提供場地支援上的角色建議，但在沒有額外資源的情況

下，建議政府提供可用的場地如已空置的工廠大廈或學校等

予本局，以協助合適的新進及中小型演藝團體。  
 

4.6 本局建議政府繼續研究在土地及稅收政策上，如何鼓勵發展

商提供更多演出空間予藝文界，以促進本港文化及創意產業

的發展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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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結  
 
本局期望，表演藝術委員會可就本港現時的藝文發展生態更積極地表

達宏觀、長遠而果斷的文化視野，積極推動本港藝文發展的步伐。表

演藝術委員會需留意，現時建議的資助架構是否與將來的宏觀遠景互

相配合。  
 
在發展藝文的宏觀遠景中，表演藝術委員需考慮新的撥款機制如何以

新的資助模式有效全面推動本港的藝術發展。與此同時，應考慮新的

機制如何與整個藝文界、藝發局、政府及市民大眾互相配合，從而產

生協同效應。新的機制並非純粹的撥款改革，而應是一種策略性的規

劃，有效整合社會資源，促進業界自強並互相激勵，長遠達至提升整

體社會文化素質的目的。  
 
總結以上各點，如政府決定成立新的撥款機構，該機構應具備以下各

項：  
1.  貫徹文化委員會倡議的「民間主導」的原則，以及「支持而不干

預」的管治精神；  
2.  定位為一個高層次的機構，以宏觀的視野及承擔考慮並決定本港

作為國際的大都會需要哪些專業藝團，從而予以適當的協助；  
3.  集撥款、策略與籌款的功能；  
4.  制定一套重點在藝術「成果」和「影響」的評估機制；  
5.  建立一套完善、可行而有公信力的評估機制及「轉介制度」，以

體現諮詢文件中「信賞必罰」及「可進可出」的原則；及  
6.  在資助制度及政策上與相關的機構有整體性及延續性的配合。  
 
表演藝術委員應繼續探討資源分配機制及資助政策等與本港整體文

化及創意產業政策的關係。  
 
此外，亦可考慮研究投放予主要演藝團體、中小型演藝團體、公眾藝

術，以及藝術教育等不同範疇的資源比例和重點，並就如何平衡藝文

界的發展生態提出策略性的建議。  
 
 
 
 
 

香港藝術發展局  
2006 年 1 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