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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二零零三年是全港市民難忘的一年。在這一年，社會各界團結一致，同

心協力，戰勝了一場前所未聞的疫症 ──「沙士」疫症。

在疫症肆虐期間，康樂及文化事務署一直堅定不移，竭盡所能協助抗疫

工作。我們臨時關閉了轄下三個度假營，把營地闢作隔離中心，以應付

緊急需要；此外，我們又加緊為轄下所有文化康樂場地及其他設施進行

清潔和保養工作。

疫症過後，政府推行「重建香港經濟活力」計劃，致力提升市民的士

氣，並促使經濟活動恢復正常。本署人員積極響應計劃，協助多個體育總會籌辦了共 14項
大型活動，包括足球、籃球、乒乓球、羽毛球和桌球國際邀請賽。這些賽事均座無虛席，

各主辦場地的入場觀眾人數更打破以往記錄。此外，我們又特別開放多個運動設施，免費

供市民使用，藉此鼓勵市民參與體育活動。

本署人員在執行上述各項職務時，不畏艱辛，悉力以赴，為抗禦疫症和推動經濟復甦作出

重大貢獻，我謹此向他們衷心致謝。

回顧二零零三年，部門還在其他工作範疇取得豐碩的成果。年內，我們在體育和文化方面

達成了多項新的合作安排；香港運動員在湖南省舉行的第五屆全國城市運動會表現傑出，

勇奪兩面金牌和一面銅牌。

香港與廣東省和澳門簽署了合作協議書，協定三方攜手提升珠三角地區的運動水平，並推

動區內運動文化的發展。此外，香港又成功申辦二零零九年第五屆東亞運動會。有關的籌

備工作正進行得如火如荼，務求香港能夠舉辦歷來最成功的東亞運動會。

年內，本署成功奪得二零零六年國際演藝協會國際會議的主辦權，充分凸顯香港日益鮮明

的國際文化中心形象。這個會議讓香港有機會向全球展示本地主要藝團的優秀作品，並讓

來自世界各地的演藝專業人員互相交流，建立網絡關係。

本署年內繼續為市民提供高質素的文化設施，並安排本地和國際著名藝人演出豐富多姿的

節目。在弘揚中國文化瑰寶 ── 傳統粵劇方面，我們的工作也喜見成果，大珠三角地區的

粵港澳藝文合作會議已決定成立粵劇工作小組。

本署的圖書館服務周全完善，年內更配合政府簽發香港新智能身份證而推出嶄新的服務，

讓圖書館使用者可以使用智能身份證外借、續借和預約圖書館資料。

我們又與香港以外地方的公共圖書館加強合作，並就圖書館發展、資源共用和專業人員培

訓事宜與德國科隆公共圖書館簽署合作諒解備忘錄；另外，我們也加強了與內地，尤其是

大珠三角地區的圖書館的文化聯繫。

1



本署在年內推行的「綠化香港」計劃以增添繽紛色彩為主題，着重種植洋紫荊和黃槐等開

花樹木，務求令四周環境更加優美宜人。本署更着手為本港古樹名木編訂名冊，藉此加強

保存和保護古樹名木的工作。

展望將來，我們的目標是鼓勵更多國際體育和文化活動在香港舉行，並進一步改善各項文

化服務，包括圖書館、博物館和演藝設施的管理和運作。我們計劃在日後推行各項工作

時，讓社會人士有更多機會參與，以確保本署提供的服務，能繼續切合市民不斷轉變的需

要和期望。我們會藉 此建立這種夥伴關係，與大家共同努力，精益求精，為香港市民提供

完善卓越的服務。

康 樂 及 文 化 事 務 署 署 長 王 倩 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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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承諾

康樂服務

‧ 我們承諾提供設施，方便市民參與康體活動，並舉辦各類型節目，為市民生活增添姿采。

‧ 我們會把設施租用費及活動收費維持在市民可負擔的水平，並繼續為高齡人士、全日制學

生、 14歲以下的青少年，以及殘疾人士及其照顧者提供優惠收費。

‧ 我們會為市民提供安全和優質的康體設施，並負責管理及維修工作。

文化服務

‧ 我們承諾為市民提供文娛中心設施和舉辦文娛節目，藉以推動表演及視覺藝術的發展，提

高市民對藝術的興趣。

‧ 我們承諾為所有圖書館使用者提供有禮、有效率的服務，以配合市民對資訊、自學進修、

善用餘暇方面的需求。

‧ 我們提供和拓展博物館及相關服務，藉以保存本地的文物和加強市民珍惜文物的意識。

‧ 我們會致力保存和修復古物及古蹟，並推廣文物教育，以培養市民對香港的歸屬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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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想、使命、信念

理 想是 我 們 共 同 努 力 的 目 標。

使 命為 我 們 訂 定 清 晰 的 工 作 路 向，引 領 我 們 實 現 理 想。

信 念是 我 們 行 為 操 守 和 表 現 的 指 引，也 是 部 門 致 力 推 廣 的 服 務 文 化。

為協助員工充分瞭解並全力恪守部門的「理想、使命、信念」，我們舉辦了研討會和工作

坊，以期把有關信息傳達至各階層的員工。

這套「理想、使命、信念」已成為署內超過一萬名員工的工作守則，現詳述如下：

理想

我們竭誠提供優質文康服務，以配合香港發展為世界級大都會及盛事之都。

使命

‧ 提供優質文康服務，為市民生活增添姿采。

‧ 發揮專業精神，務使文康服務更臻完善。

‧ 與體育、文化及社區團體緊密合作，促進香港的藝術和體育發展。

‧ 保護文化遺產。

‧ 廣植花草樹木，美化環境。

‧ 為顧客提供稱心滿意的服務。

‧ 建立一支積極進取及盡忠職守的工作隊伍。

信念

堅守下列基本信念，達成工作使命：

‧ 以客為本
我們關心顧客的需要，並承諾以禮待客，竭誠為顧客提供方便快捷的服務。

‧ 質素至上
我們承諾以符合成本效益的方法提供優質服務。

‧ 創意無限
我們鼓勵多元化發展，重視嶄新和原創意念。

‧ 專業精神
我們注重專業知識、奉行最高的實務標準和操守準則，並致力發展和保持高度專業的才
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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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講求成效
我們重視工作成效，以期取得最佳成果。

‧ 成本效益
我們務求以快捷並符合成本效益的方法，達至工作目標。

‧ 精益求精
我們會與時並進，積極回應社會不斷轉變的需求，竭力提升服務質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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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樂事務

康樂事務部負責管理和發展全港的康體設施，並為市民舉辦多元化的康樂活動，讓市民建

立健康的生活模式。康樂事務部亦負責在全港各公園和康樂地帶廣植樹木和灌木，藉以推

廣自然保育和綠化香港的工作。

本署轄下的公園遍佈全

港各區，是市民舒展身

心的好去處。

本署轄下的其中一個水上活動中心，為市民提供多種水

上活動訓練課程。

本署在全港 18 區提供體育和其他設施，包括 41 個刊憲泳灘、 36 個游泳池、兩個戶外大

球場（香港大球場和旺角大球場）、 53 個天然草地足球場、 17 個人造草地足球場、兩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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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棍球場、兩個欖球場、 83 間體育館、 323 個壁球場、 24 個運動場、 268 個網球場、四

個高爾夫球練習場、四個水上活動中心、四個度假營、 22 個大型公園、 624 個兒童遊樂

場和 222 個硬地足球場。這些康樂設施的總面積約為 2,091 公頃。

本署轄下的麥理浩夫人度假村深受青少年歡迎。

我們與區議會一直保持緊密聯繫，以便在籌建新設施時，能夠因應潮流和切合各區對康樂

設施的需求；此外，我們也會考慮到私營機構和鄰近地區提供康樂設施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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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體計劃

為推廣「普及體育」和鼓勵市民經常參與康體活動，本署通過地區康樂事務辦事處舉辦各

式各樣的訓練班、康體活動和體育比賽。此外，又舉辦多項大型節目和全港的活動，包括

工商機構運動會、先進運動會和國際堆沙交流活動。活動的對象包括長者、殘疾人士和邊

緣青少年。

年內，我們為不同年齡和體能的人士共舉辦了 27,642 項社區康體活動，參加者超過 162 萬
名，籌辦活動的開支約為 9,500 萬元。

本署為不同年齡和體能的市民舉辦多類型的康樂和體育

活動。

普及健體運動

本署一向致力提高市民對運動的興趣，並鼓勵市民定期做運動，從而建立健康的生活模

式。為此，本署繼續與衛生署合辦「普及健體運動」。年內，為了推廣普及健體運動的

信息，本署在 18 區舉辦多項體育活動，包括為過胖兒童、殘疾人士和長者舉辦的健體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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劃；「行山樂」、「優質健行」、「行樓梯」及「快步行」等各項健行活動；「跳舞強

身」；「跳繩樂」；以及一連串的「運動與健康」巡迴展覽。

跳繩這種由來已久的玩意可以在任何地方進行，是值得

推廣的健康社區活動。

市民對「普及健體運動」的反應令人鼓舞，約有九萬人參加了本署舉辦的 1,500 項活動。

本署又邀請了 30 多位優秀運動員出任普及健體大使，協助推廣運動，並製作了宣傳簡易

健體運動的錄影帶、錄像光碟、單張和小冊子，向市民推介這些運動。

全港分齡體育比賽

舉辦這項比賽的目的，是讓年齡相若的人士有更多機會參與體育活動，使他們保持對運動

的興趣。比賽項目包括乒乓球、羽毛球和網球。比賽分青少年組、成年組和先進組，每組

設有八至九個年齡組別，吸引了 16,583 人參加。

地區體育隊

在有關體育總會協助下，本署在全港 18 區都成立了地區足球隊、籃球隊、乒乓球隊及羽

毛球隊，藉此提高市民對運動的興趣。年內，超過 4,000 名市民報名加入地區體育隊，並

參加了 408 項訓練課程及區際比賽。

9



足球運動員在區際比賽中大顯身手。

青苗體育培訓計劃

本署與有關體育總會合辦「青苗體育培訓計劃」，並選定羽毛球、乒乓球、足球、籃球和

游泳為五個訓練項目。

這項計劃主要是在地區層面加強上述五項運動的青少年訓練，以期選拔有天分的運動員，

轉介體育總會接受進一步訓練。表現最優秀的學員會入選香港青少年代表隊，代表香港參

加國際體育賽事。

年內舉辦的活動約共 812 項，吸引了 22,100 名青少年參加，其中 154 名有天分的運動員已

獲轉介不同體育總會，接受進一步訓練。

國際堆沙交流活動

國際堆沙交流活動二零零三年在荃灣麗都灣泳灘舉行，一眾堆沙高手齊集泳灘，一較高

下。本地比賽分家庭組、青少年組、公開組及展能組四個組別。在堆沙交流活動方面，我

們邀請了日本鹿兒島的堆沙代表隊來港作示範表演，展示非凡的創意和精湛的堆沙技巧。

這個別開生面兼娛樂性豐富的節目，吸引逾 1,000 名市民到場觀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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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荃灣區堆沙比賽暨國際堆沙交流活動二零零三」公

開組冠軍和全場總冠軍的獲獎作品名為「開開心心自

由行」。

工商機構運動會

工商機構運動會是本署致力建設活力健康社區的重要推廣活動之一，目的是通過舉辦運動

會，為機構員工提供參與體育比賽的機會，藉此鼓勵他們勤做運動，鍛鍊體魄，以應付工

作上的挑戰。這個運動會亦有助促進僱主與僱員之間的關係。運動會於二零零三年七月至

二零零四年一月期間舉行，共設有十個比賽項目，分別在全港多個康樂場地舉行，吸引了

210 個工商機構共 9,050 名員工參加。

比賽健兒在一年一度的工商機構運動會上奮力奪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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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進運動會

先進運動會旨在鼓勵 35 歲或以上的人士通過運動保持身心健康，並讓參賽者有機會與年

齡相若的對手切磋技術，藉此保持他們對體育活動的興趣。年內舉辦的先進運動會設有五

個比賽項目，市民反應熱烈，參加者達 2,218 人。

活力香港強身健體 SHOW

為鼓勵市民勤做運動，保持身體健康，以對抗「沙士」疫症，並慶祝世界衛生組織撤銷對

香港的旅遊警告，本署於六月四日在香港大球場舉辦「活力香港強身健體 SHOW 」。這

項活動吸引了 18,000 名市民參加。節目內容包括大型體育匯演、健體運動示範、武術及舞

蹈表演、歌星表演和手工藝攤位。

鼓勵市民多做運動的「活力香港強身健體 SHOW 」在

香港大球場舉行時，參加的市民非常踴躍。

學校體育推廣計劃

「學校體育推廣計劃」提供機會讓青少年參與更多類型的體育活動，藉以提升中小學和特

殊學校的體育水平。這項計劃包括「簡易運動計劃」、「運動教育計劃」、「運動領袖計

劃」、「外展教練計劃」和「聯校專項訓練計劃」等五項活動。年內，本署舉辦了 5,390
項體育活動供 40 萬名學生參加，籌辦活動的費用為 1,100 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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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學校體育推廣計劃下，青少年得以參與不同類型的活

動。

社區體育會計劃

「社區體育會計劃」的目標，是為擴大本港體育發展的基礎，以及提高地區層面的體育水

平。這項計劃亦旨在推動和加強青少年在體育方面的發展、鼓勵市民終身參與體育運動，

以及吸納更多體育義工。

本署為社區體育會提供技術和財政資助，以協助體育會舉辦體育發展計劃，並通過舉辦講

座、訓練課程和工作坊，增進會員的管理和技術知識。現時已有 25 個體育總會和 176 個
社區體育會參與這項計劃。年內，本署共資助 645 項社區體育會活動，吸引了 17,000 人參

加。

度身訂造康體活動

由於二零零二年首次推出的度身訂造康體活動廣受歡迎，本署繼續於學校長假期間舉辦特

別為兒童度身訂造的康體活動。年內，本署舉辦了 34 項這類活動，包括受兒童歡迎的手

工藝、魔術、音樂及舞蹈、園藝、趣味遊戲、工作坊及英語和普通話故事環節等項目。

除了一般訓練班外，本署轄下四個水上活動中心還舉辦了超過 500 項海上專題活動，包括

「海洋生態之旅」和「輕舟任縱橫」等。這些專題活動均深受市民歡迎，報名人數超逾名

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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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鼓勵長者建立健康的生活模式，本署於九月推行「活力長者計劃」，在轄下各區體育館

的週日非繁忙時段，為長者免費提供康樂活動。年內，共舉辦了超過 380 項免費活動供長

者參加。

在本署場地舉

行的草地滾球

活動深受長者

歡迎。

寵物嘉年華 ── 新春狗狗喜洋洋

為向市民灌輸飼養寵物的正確態度，本署於二月二十二日及二十三日再次舉辦「寵物嘉年

華 ── 新春狗狗喜洋洋」。活動一連兩天在荔枝角公園舉行，內容包括警犬示範表演、與

寵物有關的專題講座、展覽及遊戲。現場亦設有售賣寵物精品的攤位和美食廣場，藉以推

動本土經濟。這項活動共有逾 15,000 名市民及 3,500 頭犬隻參加。

活力長者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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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育活動資助計劃

本署推行「體育活動資助計劃」，資助各體育會舉辦體育活動、訓練計劃和體育比賽，藉

此推廣「普及體育」的信息，以及讓觀眾分享活動的樂趣。年內，本署撥出 3,800 萬元資

助 5,524 項體育活動，參與活動的人數超過 53 萬名；其中最受歡迎的活動，計有「青少

年足球推廣計劃」、「新一代」乒乓球訓練班、「青少年滑浪風帆推廣計劃」和

「2003/2004 青少年武術普及訓練班」等。

籃球明星姚明在香港國際籃

球挑戰賽 2003 中勇戰墨爾

本老虎隊。

本署也通過這項計劃撥款資助體育總會舉辦各類大型賽事，例如「 2003 香港國際馬拉

松」、「第十二屆超級工商（河源盃）國際籃球邀請賽」及「第三屆智障人士世界游泳錦

標賽」。舉辦這些國際體育賽事，有助鞏固香港作為亞洲區內體育中心的地位。此外，為

響應「重建香港經濟活力」計劃，本署亦資助各體育總會籌辦了 14 項大型體育活動，活

動內容涵蓋所有備受歡迎的體育項目，包括「香港國際籃球挑戰賽 2003 」、「皇家馬德

里亞洲之旅 2003 」、「歐亞桌球大師挑戰賽」、「 2003 女子世界盃乒乓球賽」、「 2003
年香港公開羽毛球錦標賽」及「世界網球冠軍挑戰賽」，入場觀眾人數創歷年新高。這些

大型體育活動更在本地及世界各地作電視轉播，供全球數以百萬計的觀眾觀賞。舉辦這些

世界級體育盛事，不但可以提升香港在國際體壇的地位，更有助恢復國際社會對香港這個

旅遊和商業中心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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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泳大匯演中

的精彩表演。

世界女子壁球錦標賽 2003 的龍爭虎鬥。

在香港國際巨

星跳水及花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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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屆全國城市運動會

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五屆城市運動會於十月十八日至二十七日在湖南省長沙市舉行。體育界

知名人士與中國香港體育協會暨奧林匹克委員會、香港康體發展局的成員組成了籌備委員

會，負責籌備香港特區代表團參加城運會的事務；而本署則提供秘書支援服務，處理一切

行政事務和後勤輔助安排。

香港特區代表團共派出 129 名運動員和隨隊工作人員參與其盛。香港運動員參加了 13 個
比賽項目，並在單車、網球兩個項目中勇奪金牌，以及在滑浪風帆項目中贏得銅牌。另

外，運動員及運動隊伍共打破了本身的六項記錄，成績令人鼓舞。

香港代表團徐徐步入第五屆全國城市運動會開幕禮的會

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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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零九年東亞運動會

東亞運動會總會於十一月三日在澳門舉行會議後，隨即於當日正式宣佈，香港成功取得二

零零九年第五屆東亞運動會的主辦權。各界一致認為，香港成功取得主辦權，對香港、體

育界以至東亞地區的運動員均有好處。

香港申辦東亞運動會委員會主席霍震霆（前排中央）向

傳媒宣佈香港奪得二零零九年東亞運動會主辦權的消

息。

香港贏得第五屆東亞運動會的主辦權，除了有賴全港各界人士的鼎力支持和鼓勵外，亦是

中國香港體育協會暨奧林匹克委員會、申辦委員會、體育團體及政府，經過多月來努力耕

耘的成果。

為配合運動會的籌備工作，政府會改善現有的體育運動設施，以期達至所需的水平，並會

成立專責機構籌備這項體育盛事。

在未來六年，政府和康文署會繼續號召本港市民支持這個運動會，參與其盛，使運動會成

為東亞地區精英體育的標準典範，並作為激勵區內運動員爭取更佳成績的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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粵港澳體育交流與合作協議書

香港、廣東省和澳門三地的政府在十二月二十九日簽署了一項粵港澳體育交流與合作協議

書，共同合作以期提升粵港澳三地的體育運動水平。建議交流合作的範疇包括競技體育、

群眾體育、體育人才交流與培訓、體育科研與學術交流和體育產業合作。三地政府將會成

立一個體育合作專責小組，負責擬定合作細則及確定實施合作計劃的時間表。本署將會協

助推行各項有關計劃。

香港、廣東省和

澳門三地的政府

代表簽署粵港澳

體育交流與合作

協議書，共同合

作以提升三地的

體育運動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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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服務措施

工作改善小組

截至十二月，本署已在各區康樂場地設立 261 個工作改善小組，以推行由員工自發提出或

由部門制定的改善服務措施。

鑑於工作改善小組計劃成效理想，本署會繼續對設於各主要康樂場地（包括體育館、游泳

池場館、泳灘、公園及遊樂場）的工作改善小組給予支持。

本署不斷精益求精，在各康樂場地推行由員工自發提

出或由部門制定的改善措施，務求為市民提供更卓越

的服務。

改建使用率低的設施作其他用途

為提高康體設施的使用率，本署已把五個使用率低的網球場改建為籃球場和太極花園，並

計劃把 75 個壁球場改建為多用途活動室，供進行其他受歡迎的活動，例如乒乓球、舞

蹈、柔道、射箭及射擊等。本署亦會繼續研究把使用率偏低的體育設施靈活改建為供體育

總會使用的訓練場地。

為體育總會提供設施

本署為 34 個體育總會提供場地，作為香港代表隊訓練中心。體育總會可充分使用這些場

地，為其運動員提供訓練。這項安排既可鼓勵體育總會善用本署的設施，也為香港代表隊

和運動員提供更多的練習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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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樂場地免費使用計劃

本署推行的「康樂場地免費使用計劃」，容許合資格的團體（包括學校、體育總會、地區

體育會和受資助的非政府機構）在非繁忙時段，免費使用各體育館的主場和活動室、壁球

場、曲棍球場、戶外草地滾球場和障礙高爾夫球場，使現有康樂設施能夠獲得充分使用。

康文署的「康體通」

「康體通」電腦租訂系統自二零零二年三月推出後，市民可以利用互聯網、電話或親臨各

訂場處，租訂全港的康體設施。年內，本署就這項系統作出多項改善，讓市民在使用電話

及互聯網租訂服務時更感方便。市民毋需再預先登記成為用戶，只須於租訂服務時輸入香

港身份證號碼即可。本署的網站更提供有關各項康體設施的最新租訂情況，使市民在訂場

時更加方便。

市民可通過本署

網站內的「康體

通」電腦租訂系

統租訂康體設

施。

康體設施開放日

為配合政府「重建香港經濟活力」計劃，以及鼓勵市民積極參與康體活動，本署於七月共

舉辦了五個開放日，讓市民免費使用本署所選定的體育設施，包括 83 間體育館、19 個獨

立羽毛球／壁球／乒乓球場館、伊利沙伯體育館和 35 個游泳池。開放日深受市民歡迎，

吸引逾 100 萬人次使用這些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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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民於開放日輪候進入九龍公園游泳池。

一站式服務的康樂場地

由十月起，本署在 144 個康樂場地全面推行一站式服務，務求為市民提供更佳服務。市民

除可在同一場地預訂各區的康體設施、報名參加康樂活動及繳付有關費用外，還可獲得使

用康體設施及舉辦體育活動方面的專業意見和協助。

收藏康樂和體育資料的專科圖書館

設於本署總部 15 樓的康樂及體育專科圖書館，是本署的康體資訊中心，讓員工可以跟上

最新的發展，與時並進。除了部門員工外，康樂經理、學生、教師和運動員等有興趣人士

亦可使用該圖書館查閱資料。現時館內藏有 1,500 冊書籍、雜誌、期刊、目錄、研究著作

及報告。我們會繼續增添合適的參考書籍，豐富圖書館的館藏。

遊樂場所牌照

本署自二零零零年一月一日起，根據《遊樂場所規例》（《公眾衛生及市政條例》（第

132 章）附屬法例），成為所有桌球室、公眾保齡球場及公眾溜冰場的發牌當局。年

內，本署已為 86 間桌球室、六間公眾保齡球場及四間公眾溜冰場簽發牌照。

泳灘和游泳池

游泳是香港人最喜愛的夏日康樂活動之一。年內，前往本署轄下泳灘和公眾游泳池游泳的

人士，分別有 1,012 萬人次和 915 萬人次（近 2,000 萬人次）。為推廣水上安全，本署於

年內繼續與香港拯溺總會合作，舉辦多項水上安全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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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比賽」的冠軍作品切

合主題，清楚傳達水上

安全的信息。

救生員在泳灘保障市民的安全。

「水上安全運動海報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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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大球場

本署繼續通過進行一系列維修保養計劃，改善香港大球場的設施。年內，草地經保養後已

達舉辦國際級賽事的標準，而球場的狀況更贏得本地及訪港的運動員的讚譽。

主要改善工程包括安裝消防閃燈系統及更換計分板。現正計劃更換大球場的廣播系統。

為中國首飛航天員楊利偉而設的盛大歡迎會，

是香港大球場年內舉行的大型活動之一。

大球場全年共舉辦了 34 項活動，觀眾人數約 479,000 人次。本署正致力提高大球場的使用

率，以及以更靈活的方式處理訂場申請。大球場也提供優惠租場計劃，按實際營運開支計

算租場費用，把場地租予非牟利和慈善團體舉辦社區活動。

儘管近年經濟持續不景，以致大球場的使用率及收益受到若干程度的影響，但本署正採取

措施推廣大球場的用途，讓其可供舉辦更多不同類型的體育、娛樂和社區節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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園藝和市容

動植物公園

香港動植物公園雖然位於市內，卻是俯瞰港島中區的「市肺」。公園佔地 5.6 公頃，飼養

了 17 種瀕危哺乳類動物、雀鳥和爬蟲，為瀕危物種提供理想的保護中心。動植物公園是

亞洲區內鳥類品種最多的公園之一，園中有雀鳥 500 多隻，分屬 177 類不同品種，其中逾

15 種已成功繁殖。另外，園內亦飼養了 63 隻哺乳類動物，分屬 20 類不同品種，以靈長類

為主。

香港動植物公園是香港的「市肺」。

公園內的樹木、灌木、攀籐類植物和賞葉植物超過 750 種。園內的藥用植物園和溫室先後

於一九八七年和一九九三年設立，種有約 500 種藥草、蘭花、蕨類植物、鳳梨科植物、食

蟲植物及室內植物，吸引了不少遊人參觀。

動植物公園持續進行改善計劃，改良園內的動物籠舍及設施。

香港公園、九龍公園、屯門公園和元朗公園也飼養了多類動物。�

種植和保護樹木

年內，本署繼續進行大規模的植樹計劃，種植了約四萬株樹木。大部分植樹工作是在雨季

（三月至十月）進行，以確保樹木能順利培植和生長。這些樹木有七成種植於新界，其餘

則分佈於市區各處；當中約有 28,000 株樹木種植於路旁， 12,000 株則栽種於公園和花園

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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鳳凰木是本港其中一種常

見的開花樹木。

以往，種植樹木是為遮蔭、設置屏障、保護泥土或保育用途，這些樹木為綠化環境工作

建立良好的基礎。然而，年內進行的植樹計劃更着重美化效果。種植的開花樹木約有 
32,000株，例如洋紫荊、木棉、黃槐、鳳凰木及火焰木等，藉以增添四時繽紛色彩，令四

周環境更為優美宜人。

為確保樹木能茁壯成長，本署定期為樹木澆水、修枝及施肥，並進行除草、防治蟲害和鬆

脫扶托樹木的枝繩工作。

由於植樹數量不斷增加，本署建立了一個電腦化樹木資料庫，以加強管理和保養品種繁多

的樹木。

此外，本署現正為政府土地上的古樹名木編訂名冊，藉此加強保存和保護古樹名木的工

作。

動物園和園藝教育

本署為學校團體舉辦的動物園和園藝教育計劃，繼續深受學生歡迎。年內，約有 16,000 名
來自 442 所小學的學生參加了「動物園教育活動」，另有 9,300 名來自 239 間學校的學生

則參加了「園藝教育計劃」。此外，還有 613 名女童軍參加了 21 個自然保育課程。本署

又為市民舉辦了 26 個園藝班，有大約 800 名愛好園藝的人士參加。

本署於十二月在香港動植物公園舉行了一項展覽，藉以推廣市區公園的觀鳥活動。展覽吸

引了 6,000 名不同年齡的人士參觀。其後展覽又於香港公園、九龍公園、屯門公園、元朗

公園和大埔海濱公園巡迴展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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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學生對在動植物公園舉行的動物園教育活動甚感興

趣。

另外，本署為學校及志願機構舉辦了 21 項外展推廣計劃，包括園藝講座及示範。參加者

反應熱烈，令人鼓舞。

園藝和美化環境工作

由於本署負責改善市區環境和整體景觀，因此須蒐集關於園藝和林木學的最新資料，以便

按最新情況修訂有關政策及指引。本署亦定期檢討這方面的工作，確保市容設施的管理及

保養達到高水平。

本署員工進行園藝保養，改善市區環境。

為配合綠化香港計劃，本署密切監察各區總植樹計劃的推行情況，並把重點放在保存現有

樹木、培植新樹苗和發展地區補栽樹木。年內，我們成功保存了超過 7,600 株樹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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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署又負責審核所有新公共工程項目內的園景美化工程，確保達至廣植林木和提供高質素

園景設計的目標。年內，本署為 33 公頃現有場地和路旁市容設施進行了園景改善工程。

園藝及市容事務顧問委員會負責就園藝和市容的推廣和發展向本署提供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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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花卉展覽

「二零零三年香港花卉展覽」於三月七日至十六日在維多利亞公園舉行，盛況空前。展覽

以「蘭香蝶舞笑春風」為主題，並以「蝴蝶蘭」為主題花，花卉展品琳琅滿目，美不勝

收。

超過五十五萬名市民參觀香港花卉展覽 2003 。花展的

主題花為蝴蝶蘭。

展覽為期 10 天，參展園藝組織共 130 個，當中包括 12 個政府機構、 73 個本地園藝組

織，以及 49 個分別來自內地及海外的園藝組織。參觀花展的市民逾 55 萬人次。

「香港花卉展覽」的展品

極具創意，令參觀者目不

暇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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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展吉祥物深受兒

童歡迎。

會場除了展出各式各樣的園景設計、藝術插花、園藝及盆景展品外，還舉辦一連串教育與

娛樂並重的活動，包括園藝講座、插花示範、音樂演奏、文娛表演、電視綜合晚會、繪畫

和攝影比賽、植物護理工作坊及導賞服務，藉以提高市民對園藝的興趣，以及推廣綠化香

港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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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化香港運動

為改善香港的城市景觀，本署推行大規模的種植計劃，又舉辦一連串教育及社區計劃，以

期在社會和政府部門推廣綠色文化。年內，共舉辦了 2,240 項綠化活動，參加人數多達

113 萬名。

在教育推廣方面，本署舉辦「綠化校園資助計劃」，以現金津貼形式，資助 746 所學校和

幼稚園綠化校園及舉辦綠化教育活動，並派出園藝導師探訪學校，提供技術意見。本署又

舉辦「一人一花」計劃，向約 276,000 名學童派發花苗，供家中或學校培植，藉此加深學

童對植物的認識及培養對栽種植物的興趣。本署還推行「學校公園園圃計劃」，讓參與計

劃的 40 所學校的學童在各公園和花園參與植物護理工作。

綠化義工協助美化大埔

海濱公園。

為配合社區參與計劃，本署於二月與地區團體在大埔文娛中心合辦「大埔國際蘭花欣賞大

會」，其後又於四月與地區團體在香港公園合辦「牡丹花展覽」。兩項展覽均深受市民歡

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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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朋友參加由綠化義工籌辦的「馬鞍山公園親子種植

日」，學習種植技巧。

年內，本署在全港 18 區推行「地區綠化香港大使計劃」，並招募了超過 1,000 名綠化義

工。這些義工負責為公園內的樹木進行簡單的護理工作、為路旁樹木掛上標籤、實地蒐集

樹木的資料供樹木普查之用，以及在綠化推廣活動中擔任服務員。

本署又繼續與區議會及地區組織攜手合辦「社區種植日」，共舉辦約 40 項活動，期間，

10,190 名參加者共種植了 1,720 株樹木及 43,000 株灌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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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土經濟

為推動本土經濟，本署對多個地區的現有文康設施進行改善工程，以期更能吸引本地及海

外遊客，從而協助營造更多商機和創造更多職位。年內完成的項目包括在西貢海濱公園提

供露天飲食設施、在沙田公園及大埔海濱公園設置單車亭，以及在九龍寨城公園進行改善

工程。現正進行的項目，則包括建造連接屯門五個泳灘的步行徑、就淺水灣海景大樓改作

酒店用途進行可行性研究，以及在九龍寨城公園開設中式茶寮和藝墟。

沙田公園和大埔海濱公園的遊人可在公園內的單車亭

租借單車，享受騎單車的樂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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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樂大事紀要

日 期 活 動
2003年1月1至4日 香港女子網球挑戰賽

2003年1月至10月 恆生乒乓球學院 ── 「新一代」乒乓球訓練班

2003年2月16日 2003 香港國際馬拉松

2003年2月22日 「宣傳與活動推廣」講座暨「社區體育會管理課程」證書頒發典禮

2003年2月22至23日 寵物嘉年華 ── 新春狗狗喜洋洋

2003年3月7至16日 香港花卉展覽 2003

2003年3月16日 地區體育隊綜合頒獎典禮暨區際足球賽開球禮

2003年3月21日 香港傑出運動員選舉

2003年3月28至30日 香港國際七人欖球賽 2003

2003年5月31日 NIKE 全港青少年足球挑戰盃 2003 頒獎典禮

2003年6月4日 活力香港強身健體 SHOW
2003年7月5及6日 迪士尼奇幻星空匯愛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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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7月12日 2003 校際簡易運動大賽

2003年7月19日至

2004年1月11日
2003/2004 工商機構運動會

2003年7月26至27日 香港國際巨星跳

水及花樣游泳大

匯演

2003年7月至9月 青少年羽毛球推展計劃 2003
2003年7月至11月 2003 麥當勞青少年足球推廣計劃

2003年7月至 
2004年6月

2003/2004 青少年武術普及訓練班

2003年8月6日 香港國際籃球挑戰賽 2003 ── 中國對墨爾本老虎隊

2003年8月8日 皇家馬德里亞洲之旅 2003 ── 香港對皇家馬德里足球賽

2003年8月17日至

2004年2月4日
先進運動會 2003/2004

2003年8月21至24日 歐亞桌球大師挑

戰賽

2003年7月5及7至9日 少林武術精華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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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8月22至24日 2003 運動領袖訓練營

2003年8月24日至

2004年2月22日
全港分齡體育比賽

2003年8月26至31日 第十二屆超級工商（河源盃）國際籃球邀請賽

2003年9月5至7日 國際女排挑戰賽 ── 香港

2003年9月至 
2004年3月

壁球生力軍招募計劃 2003/2004

2003年10月2日 星光大道打手印儀式

2003年10月5日 中華人民共和國第

五屆城市運動會香

港特別行政區代表

團授旗禮暨火炬傳

遞活動

2003年10月18日 2003 水上活動嘉年華

2003年10月18至27日 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五屆城市運動會

2003年10月28日
2003年11月2日

2003 年香港公開羽毛球錦標賽

國際堆沙交流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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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11月3日 香港成功申辦 2009 年東亞運動會

2003年12月4至7日 香港高爾夫球公開賽

2003年12月7至12日 世界女子壁球錦標賽 2003

2003年12月13日 學校體育推廣計劃 ── 運動章別獎勵計劃匯展嘉年華

2003年11月2日 環島帆船大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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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12月17至19日 2003 女子世界盃乒乓球賽

2003年12月29日 粵港澳體育交流與合作協議書簽署儀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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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事務

文化事務部策劃及管理表演場地、提供及舉辦文娛活動，以推廣香港的藝術及文化。該部

亦提供公共圖書館服務，以配合社會人士對資訊、工餘進修及善用餘暇的需求，以及推廣

本港的文學藝術。該部亦提供和拓展博物館與相關服務，藉以保存本地的文物和加強市民

珍惜文物的意識。

透過這些服務，文化事務部致力培育文化藝術的發展，提高普羅大眾的文化水平，令文化

藝術成為市民生活的一部份，達致一個更融和美善及具競爭力的社會。

香港文化中心（左）、香港太空館（中）和香港藝

術館（右）是本署的主要文化設施。

不同的表演藝術及文化設施遍佈全港：計有13個表演場地、六間主要博物館、六間較小規

模的博物館、一所電影資料館、兩所室內體育館及香港公共圖書館體系共 70 間公共圖書

館，包括八間流動圖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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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演藝術

年內，本署成功奪得二零零六年國際演藝協會國際會議的主辦權，充分凸顯香港日益鮮明

的國際文化中心形象。預計屆時會有超過 300 名海外代表來港出席會議，互相交流經驗，

為未來合作建立網絡關係。

為推動本地表演藝術的發展，並提高市民對欣賞藝術的興趣，本署繼續致力提供優質文化

設施和籌辦各類型的文化活動。年內，本署舉辦了豐富而多元化的節目，匯聚海外和本地

知名藝術精英參與演出，讓市民有更多機會接觸藝術。此外，粵港澳藝文合作會議成立了

粵劇工作小組，以加強大珠三角地區內各城市的合作，共同推廣粵劇藝術和推介粵劇這項

文化遺產。香港於十一月底首次舉辦「粵劇日」。

首屆「粵劇日」於香港文化中心揭開序幕。

本署的「節目夥伴計劃」已擴展至四個演藝場地，並再推出「文化藝術義工計劃」，以加

強與藝術團體和社區之間的夥伴關係。

香港文化中心

一向被譽為香港演藝殿堂的香港文化中心，既是香港管弦樂團的駐團之所，也是香港芭

蕾舞團和香港小交響樂團定期排練的場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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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中心的多功能設施，對藝術愛好者來說絕不陌生，其中包括設有 2,019 個座位的音樂

廳、設有 1,734 個座位的大劇院，以及深受觀眾歡迎、可容納 496 名觀眾的劇場。文化中

心是各大型藝術節如「香港藝術節」、「香港國際電影節」、「國際綜藝合家歡」和「中

國傳奇」藝術節的主要演出場地。此外，文化中心也是國際知名的藝術家和本地專業藝團

經常演出的場地。年內的重點節目計有史圖加歌劇院、法國國家樂團、漢堡芭蕾舞團、聖

彼德堡愛樂樂團、郎朗、李雲迪、珍妮花‧賴慕雅的演出。全年共有超過 600 個節目在文化

中心上演。

除了室內表演節目外，文化中心於農曆新年期間還在露天廣場舉行了一個為期七天的「中

電全城動感耀燈輝 2003 」燈光匯演節目。這個燈光匯演是在文化中心面向維港外牆利用

智能燈光系統和激光圖像，加上動聽的配樂和影像投射，營造獨特的燈光效果，令觀眾耳

目一新。每場燈光匯演歷時 14 分鐘，共吸引逾 13 萬人次觀賞。

「中電全城動感耀燈輝 2003 」令香港文化中心露天廣
場的上空充滿動感色彩，絢麗奪目。

香港文化中心是香港芭蕾舞

團定期排練的場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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露天廣場亦是舉行大型戶外活動的理想場地，活動包括「 2003 香港國際博物館日」、中

秋綵燈會、「香港活力鼓令 24 式擂台賽」、「粵劇日」和每週舉行一次的藝墟。

在香港文化中心露天廣場

舉行的中秋綵燈會展出五

光十色的花燈。

為鼓勵更多市民參與藝術活動，文化中心舉辦不少免費的工作坊和教育活動。到訪者除可

參與這些活動外，亦可參加由中心附屬設施租用人舉辦的各類與藝術有關的興趣班。

文化中心的管理人員不時與觀眾和租用人會面，聽取他們的意見，以履行部門不斷致力

為市民提供優質服務的承諾。從年內蒐集的意見所得，觀眾對文化中心的場地環境、衛

生情況，以至帶位、售票和解答查詢等前線服務，均感到十分滿意。

香港大會堂

香港大會堂於一九六二年三月啟用，是第一間為提升本港市民生活質素而建的多用途文化

中心，迄今已有超過一萬個本港和海外優秀藝術團體在這裏獻藝。大會堂一直在世界藝壇

上擔當重要的聯繫樞紐，為促進中西文化交流作出貢獻。

大會堂設有 1,448 個座位的音樂廳、 463 個座位的劇院、 111 個座位的演奏廳、 590 平方

米的展覽廳和 260 平方米的展覽館。音樂廳適合舉行各類型音樂會，以及舞蹈、戲劇、中

國戲曲等其他藝術表演活動，而劇院則是舉辦中型的製作節目和播放電影的理想場地。年

內上演的精彩節目，包括著名的馬塞‧馬素默劇演出、大衛‧羅素結他演奏會、徐惟聆小提

琴演奏會、查理‧萊特爵士樂音樂會、北京京劇院京劇表演和「 2003 年華人作曲家音樂

節」。年內，大會堂共舉辦 675 場節目，吸引觀眾達 335,982 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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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會堂繼去年為配合 40 週年紀念在低座和紀念花園進行大規模翻新工程後，年內續在高

座進行維修升降機和外牆翻新工程。經翻新後，高座的外貌煥然一新。

社區演藝場地

香港有各式各樣的演藝設施，供社區舉辦文化活動。大型的演藝場地有沙田大會堂、荃灣

大會堂、屯門大會堂、葵青劇院、元朗劇院和高山劇場。小型的場地則有西灣河文娛中

心、上環文娛中心、牛池灣文娛中心、大埔文娛中心及北區大會堂。

為了在地區層面推廣和推動藝術發展，本署為地區藝術團體提供場地贊助，讓地區藝術團

體免費使用社區演藝場地，為區內居民舉辦文化活動。年內，本署共贊助 100 個社區藝術

團體舉辦 685 項活動，參加者達 111,107 人次。不少獨立團體也經常租用社區演藝場地的

附屬設施，舉辦各類與藝術有關的活動。

節目夥伴計劃

二零零二至零三年度在北區大會堂和元朗劇院推行的「節目夥伴計劃」是本署的一項新措

施，旨在讓私營機構參與藝術節目的編排。在此項計劃下，藝術團體可向本署提交建議

書，以便在指定期間內使用本署轄下的演藝設施。「節目夥伴計劃」讓場地管理人員與本

地藝術團體建立夥伴關係，從而舉辦一些既有助加強各文娛中心的形象而又受歡迎的表演

藝術活動。此外，有關藝術團體也可為區內居民特別設計合適的藝術教育活動。

由於試驗計劃成效理想，「節目夥伴計劃」已於二零零三至零四年度擴展至上環文娛中心

和牛池灣文娛中心，而選定的節目夥伴分別為春天實驗劇團和灣仔劇團。在上環文娛中心

推行的計劃中，春天實驗劇團舉辦了五齣戲劇製作（合共演出 27 場）、公開講座、視覺

藝術工作坊和藝術品展覽；計劃自四月推行以來，上環文娛中心共舉辦 33 項活動，吸引

約 9,000 人參加。至於灣仔劇團舉辦的活動內容，則包括話劇、舞蹈和音樂表演、工作坊

和藝術訓練班等；截至年底，劇團共舉辦 31 場演出和 15 個工作坊／訓練班，參加人數超

過 4,000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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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節目

本署的文化節目組年內舉辦的文化節目包括音樂、舞蹈、戲曲、戲劇和跨媒體演藝節目，

異彩紛呈。當中既有傳統經典節目，也有嶄新而富創意的演出，讓香港觀眾得以欣賞本地

藝人和國際巨星的精湛演出。本署舉辦了約 1,800 場的文化節目，觀眾達 660,113 人次。

精選節目包括多個專題系列，以提高觀眾的興趣。當中包括由蜚聲國際的音樂家演出的

「喝彩系列」、「古琴音樂系列」、「繽紛爵士樂系列」、「青年演奏家系列」、「香港

大會堂音樂名家韻集」和「開懷集系列」等。

在音樂節目方面，多位首屈一指的音樂名家從世界各地來港獻藝，包括尤里‧特米爾卡洛夫

指揮的聖彼德堡愛樂樂團、張永宙與英國室樂團、鋼琴家郎朗、結他演奏家約翰‧威廉士、

女中音珍妮花‧賴慕雅及爵士樂色士風手查理‧萊特。此外，還有全新委約製作的意大利歌

劇《馬克白》，亦大獲好評。

意大利歌劇《馬克白》其

中一幕。

舞蹈方面，精彩節目計有西班牙柏高班拿佛蘭明高舞蹈團、溫‧范德基伯斯／比利時終極舞

團、中國人民解放軍總政歌舞團等內地知名藝團、台北越界舞團、香港芭蕾舞團和城市當

代舞蹈團的演出。主要戲劇節目則包括享譽國際的默劇大師馬塞‧馬素技驚四座的表演、中

英劇團與日本藝術家攜手製作的粵語音樂劇《十一隻貓》，以及進念二十面體與南京、香

港和台灣不同演藝領域的藝術家共同創作的多媒體演出《好風如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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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中英劇團與日本藝術家攜手製作的粵語音樂劇《十一

隻貓》。

至於精彩的跨媒體藝術節目，則有瑞士默劇團《連環變》、加拿大的兩個世界兩個人劇團

和亮睛睛木偶劇團的演出、明日劇團與廣西壯族自治區木偶劇團聯合製作的《小小魚仙

子》，以及樹寧‧現在式單位製作的本地跨媒體音樂劇場《賣火柴女孩》等。

由進念二十面體與不同演藝領域的藝術家共同創作

的多媒體演出《好風如水》。

年內，本署還舉辦了多個大型的中國戲曲節目，包括由三位來自上海、瀋陽和貴陽的著名

京劇武旦展示其精湛藝術的「中國京劇武旦群英會」。至於委約新編的粵劇，則有根據李

我的天空小說改編的《蕭月白》（上下本）、《蝴蝶夫人》、《楚漢爭》、《荊釵記》、

《嫦娥奔月》和《伍子胥傳》（上下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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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目，好評如潮。

此外，本署亦與多個駐港領事館和文化機構合作，贊助和合辦各類大型活動。此舉有助推

動文化交流，促進各地人民的相互瞭解，以及鞏固香港作為亞洲國際都會的形象。

本署在年內舉辦了

多個大型中國戲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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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教育及觀眾拓展計劃

為培養市民的文化質素，本署於年內分別在社區和學校推行多項藝術教育及觀眾拓展計

劃。年內，各項計劃的參加人數超過 215,653 人次。

在學校層面

本署在學校推行多元化的藝術教育計劃，以鼓勵學生從小培養對文化藝術的認知和興趣。

「多媒體舞蹈教

育計劃

2002/03：願望

樹」的學員完成

一系列藝術培訓

課程後，在結業

演出中展示他們

在藝術上取得的

成就。

本署與具備豐富藝術教育經驗的本地藝團合作推行「學校藝術培訓計劃」，以學校為平

台，向學生深入介紹各類形式的表演藝術，從而激發他們的創意和藝術潛能。學生在校內

完成一系列藝術培訓課程後，會在結業演出或相關活動中，展示學習的成果。

本署推出「學校文化日計劃」，鼓勵學校安排學生在上課時間內到本署轄下的演藝場地、

博物館和圖書館，參加專為學生而設的文化藝術活動，藉此把藝術、歷史和科學融入學習

過程和生活之中。活動內容豐富多元，強調互動學習，深受中小學和特殊學校學生歡迎。

本署又特別設計了多項藝術教育活動，以配合兩個藝術節的主要節目。暑假期間舉辦的

「國際綜藝合家歡」設有超過 60 個獨立及連續性小型工作坊，為兒童介紹表演及視覺藝

術。「新人類的自我探索歷程」青少年工作坊和一系列的公開節目／活動，則讓青少年

通過頻密參與獲得寶貴的藝術經驗。在「國際綜藝合家歡」開幕前，本署又安排藝術團

體前往 114 所中小學巡迴演出，把藝術帶進學校。

為配合「學校文化日計劃」，「中國傳奇」藝術節為中學生提供免費表演節目。藝術節亦

將京劇小劇場作品《閻惜姣》和佛樂音樂會「淨土梵音」帶到大學校園演出，以及為中學

生安排示範演出。此外，在香港文化中心露天廣場舉行的一個大型的戶外音樂會，由多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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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自內地的傳統鼓樂團為觀眾獻藝，吸引眾多市民駐足欣賞。藝術節期間還舉行了展覽、

工作坊及講座等其他推廣活動。

在社區層面

本署在社區層面推行的觀眾拓展計劃，包括「藝術家駐場計劃」、「社區文化大使計劃」

和「社區粵劇巡禮」。

2003年社區文化大使 ── 香港舞蹈總會「舞出新天地」

的「舞蹈嘉年華」活動中，小朋友站在台上手舞足蹈，

非常投入。

「藝術家駐場計劃」讓公眾有機會在藝術工作者留駐各個演藝場地期間，透過一些趣味與

教育並重的活動，瞭解他們的藝術創作工作。為了配合「學校文化日」計劃，部分計劃亦

特別設計適合青少年欣賞的活動，包括楊清意「掌上乾坤」布袋木偶推廣計劃、香港嶺南

音樂團「走進中樂世界」、動藝「音樂劇的奇異旅程」等。

「社區文化大使計劃」透過在公共空間如公園、商場、社區中心及志願機構的場地進行文

化藝術外展活動，讓社區人士可輕易接觸藝術。年內的部分活動內容，包括中英劇團「區

區一齣戲 ── 社區戲劇實踐計劃」、樹寧．現在式單位「香港影像前與後」和瘋祭舞台

「重整香港新版圖」，更着重探討和展現社區的歷史文化特色。

「社區粵劇巡禮」則為具潛質的業餘粵劇團和新秀提供公開表演的機會，讓他們一顯身

手，並藉此在社區推廣粵劇藝術。

年內，本署繼續舉辦上一年推出的「文化藝術義工計劃」，鼓勵市民善用餘暇，參與推廣

文化藝術的義務工作，並藉此進一步認識及體驗各類文化藝術，拓闊視野和提升人文質

素。此項計劃，已招募 1,800 名義工，達到預期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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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年華及娛樂節目

年內，為慶祝中國傳統節日及其他重要節慶，本署在中秋節、元宵節、聖誕節前後及除夕

夜舉辦了九個大型綵燈會及嘉年華會。其中在沙田公園及沙田大會堂舉行的「除夕倒數嘉

年華」，吸引約九萬名市民參與，大家在欣賞一連串不同風格的舞蹈和音樂表演後，還在

璀璨耀目的煙火表演中共迎新歲。來自澳洲的 Batacuda 藝團把強勁節拍的敲擊樂、雜耍和

舞蹈共冶一爐，為現場觀眾帶來無限歡樂。

本署分別於中秋節和元宵節期間，在香港文化中心舉辦大型綵燈展覽，供遊客及市民觀

賞。為配合綵燈會而舉辦的中國花燈紮作展覽，讓市民有機會欣賞花燈紮作這門中國傳統

藝術。另外，為響應「重建香港經濟活力」計劃，本署聯同香港旅遊發展局在維多利亞公

園舉辦盛大的綵燈會及嘉年華，參加者達 376,000 人次，為歷年最高記錄。

在維多利亞公園舉行的中秋綵燈會展出巨型花燈紮作，

遊人如鯽。

本署舉辦的娛樂節目，不僅着重與眾同樂，也重視社會參與。「亞裔藝采」系列及「菲

島樂悠揚」音樂會促進本地居民與日本、韓國和菲律賓僑民之間的文化交流。本署在全

港各區舉辦了合共 616 項表演節目，當中包括各種傳統中國表演藝術、音樂、舞蹈及合

家歡節目。這些通常在週末及假期舉行的節目，老少咸宜。

本署於年內在全港各區舉辦的嘉年華會、特備節目和定期舉行的免費娛樂節目，參加人

數共達 797,311 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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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藝術團體的資助

本署以按年撥款方式資助五個獨立的非牟利藝術團體 ── 香港中樂團、香港舞蹈團、香港

話劇團、香港管弦協會及香港藝術節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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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節及國際會議

國際綜藝合家歡 2003

本署在暑假舉辦為期六星期的「國際綜藝合家歡」，為兒童、青少年及家庭觀眾提供高質

素的文娛節目。

鞋都飛甩樂團成員個個表情趣怪，帶來非一般的「白

頭叔叔合家歡音樂會」。

「合家歡」為家庭觀眾提供不同文化和藝術形式的精彩表演。這個藝術節同時讓本地藝

術家和藝團有機會提升藝術水平和擴闊觀眾層面。除了一系列多姿多采的舞台演出外，

「合家歡」也首次為家長及成人舉辦互動形式的表演及講座。其他活動包括公開給全港

中小學生參加的「平面設計比賽」、與南華早報青年報合辦的青少年寫作比賽，以及學校

巡迴活動、工作坊、日營、大堂演出和戶外嘉年華等。

「國際綜藝合家歡」的大堂演出令大人小孩都樂在其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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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型芭蕾舞劇《睡美人》在七月中旬為「合家歡」揭開序幕，這個由香港芭蕾舞團演出的

節目大受歡迎，門票全部售罄。其他叫好叫座的節目包括荷蘭鞋都飛甩樂團的「白頭叔叔

合家歡音樂會」、魔法音樂劇《五行欠玩》、美國肥嘉寶脹卜卜劇團、劇場組合的《弊傢

伙！巫婆靚靚唔見咗！》、香港小交響樂團的「我和莫扎特的約會」、香港中樂團的「家

有一寶」和演戲家族的《四川好人》等。

儘管有少數海外藝團因「沙士」疫症而未能來港演出，「合家歡」整體上仍能維持原來的

節目陣容，舉辦的節目和活動多達 449 項，參與演出的本地和海外藝團共 26 個，吸引觀

眾逾 133,000 人次。此外，由於「文藝同心」計劃為觀眾提供購票優惠，「合家歡」舉辦

的節目和活動平均錄得近九成入座率。

「中國傳奇」藝術節 2003

有見及二零零一年首屆「中國傳奇」藝術節深受觀眾歡迎，本署在十月中旬至十一月期間

再以同一專題舉辦藝術節。本屆「中國傳奇」藝術節的節目取材，也由中國的歷史和傳奇

人物，擴闊至包括傳奇的歷史時代及民間故事。除了傳統表演節目外，藝術節也選演現代

作品，以推動「在傳統中尋新意，在現代中探根源」的藝術承傳。

「中國傳奇」藝術節的頭炮節目是由兩岸三地華人藝術精英攜手演出的中國神話歌劇《瑤

姬傳奇》。該歌劇取材自中國神話，並以西方歌劇的形式創作。

歌劇《瑤姬傳奇》為「中國傳奇」藝術節揭開序幕。

藝術節亦帶來多個經典戲曲節目，計有上海京劇院的作品《貍貓換太子》、北京市河北梆

子劇團的「梆子戲人間」、匯聚崑淮越滬戲曲精粹的「江浙戲曲展演」、甘肅甘南拉卜楞

寺佛樂團藏傳佛教音樂會「淨土梵音」、甘肅敦煌藝術劇院的「敦煌舞樂」、香港八和會

館統籌的「梨園四泰斗」，以及一系列的古琴音樂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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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尚有台灣當代傳奇劇場的《金烏藏嬌》和北京京劇院的《閻惜姣》以現代手法演繹

傳統經典劇目。中央民族樂團的「中華樂府畫廊」也為觀眾帶來嶄新的音樂體驗。

本地製作則包括中英劇團的《香港電影第一 Take ── 黎民偉‧開麥拉！》、瘋祭舞台的《七

重天》和進念二十面體的《半生緣》等，為藝術節增添姿采。除了舞台表演外，藝術節亦

舉辦各式各樣的活動，包括到中學及大學作巡迴表演；舉辦展覽、講座、示範演出及免費

戶外表演等。

藝術節舉辦了合共 94 項節目和活動，參與演出的本地和海外藝團共 26 個，觀眾人數逾七

萬人次。

國際會議

為了跟上國際藝壇的最新發展、促進本港與世界各地藝術工作者的交流，以及蒐羅高質素

的外地節目在本港上演，本署每年均派出藝術管理人員前赴世界各地，出席不同的國際會

議和藝術節。

國際演藝協會於十二月在倫敦舉行的週年會議上，宣佈香港正式獲得二零零六年國際演藝

協會國際會議的主辦權。預計二零零六年的會議將有超過 300 名海外代表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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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內地及澳門的交流

本署的高層要員與內地及澳門文化機構代表團不時互訪，以加強彼此之間的聯繫。十月，署

長王倩儀及副署長（文化）蔡淑娟應澳門文化局局長的邀請，出席觀賞「第十七屆澳門國際

音樂節」的開幕歌劇《魔笛》。

七月，中央人民政府駐香港特別行政區聯絡辦公室邀請本港音樂舞蹈界代表團訪問吉林省多

個政府部門和藝術機構，包括新聞辦公室、文化廳、吉林市歌舞團及延邊歌舞團。

三月，深圳市文化局邀請本署代表一行九人前往參觀該市的文化設施和訪問文物單位，包括

深圳大劇院和關山月美術館等。

十二月，本署代表獲邀出席由佛山市文化局主辦的佛山市粵劇文化周開幕酒會。

年內也有不少內地和澳門的文化官員到訪本署，並出席各類文化活動，包括：

‧ 一月，河北省文化廳五名官員訪港，並與本署代表交流心得；

‧ 四月，上海市建設和管理委員會的代表訪港，參觀香港文化中心；

‧ 十月，廣東省文化廳副廳長余其鏗、廣州市文化局局長陶誠和深圳市文化局藝術處處長姚

峰應邀來港，出席「中國傳奇」藝術節開幕典禮；

‧ 九月和十二月，文化部港澳臺文化事務司港澳處處長米繼紅訪港，並與本署首長級人員會

面，商討未來合作計劃，其中包括演藝節目建議；

‧ 十二月，深圳市文化局五名官員訪港，與本署首長級人員交換意見，並參觀了香港文化中

心和葵青劇院；以及

‧ 江蘇省無錫市文化局局長朱建平連同該局外事處處長塗坤源和無錫市歌舞團團長劉仲寶也

於年內訪港，與本署首長級人員進行會談，並參觀了香港文化中心和香港藝術館。

54



電影和錄像節目

電影節目辦事處主力推廣本港的電影和錄像文化。二零零三年內，該辦事處籌辦了多種不

同類型的電影和錄像節目、工作坊及研討會，深受市民歡迎。這些節目可讓市民欣賞到世

界各地的電影藝術，以及體驗多元化的文化活動。

重點節目包括香港電影專題回顧展「珍藏展‧春 2003 」、「邵氏名片大展」、「風流無價‧
灼灼其華 ── 張國榮人間光影」、「許鞍華的人間異境」、「影劇先鋒：盧敦」和「黎民

偉的足跡」。辦事處亦策劃了涵蓋各類題材的電影節目，例如「茂瑙的幽魅世界」、「 2-
D 舞影錄」和「細說韓流：韓國映畫五十年」。

邵氏影星與影評人在「邵氏名片大展」的座談會

細說當年。

為培養青少年對電影藝術的欣賞能力和對製作電影和錄像作品的興趣，辦事處特別舉辦了

多項社區及青少年節目計劃，包括「名片巡迴放映系列」、「大錄人訓練計劃」、「兒

童電影合家歡」及「錄像製作日營」。此外，辦事處也分別與香港藝術中心和錄影太奇

攜手策劃一年一度的「香港獨立短片及錄像比賽」和「微波國際媒體藝術節」。

電影節目辦事處與各國駐港領事館和文化機構合辦各國專題電影節目，放映多個國家的優

秀電影和錄像作品。在二零零三年內，放映的電影，分別來自內地、加拿大、以色列、法

國、德國和其他歐盟國家。通過這種合作方式，讓本地觀眾有機會欣賞到數百齣可能無法

通過本地商業渠道發行的電影和錄像作品。

辦事處同時為一年一度的「香港國際電影節」及「香港電影金像獎頒獎典禮」提供場地贊

助，以示對本地的影壇盛事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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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樂事務處

音樂事務處的宗旨是向市民，特別是青少年，推廣普及音樂教育、提高市民對音樂的興趣

和欣賞能力，以及促進本地與世界各地青年樂手之間的音樂交流。年內，音樂事務處為

4,162 名學員和 18 隊青年樂團／合唱團共 1,299 名團員分別提供器樂訓練和樂團訓練，並

為 2,000 名學員開辦外展音樂短期課程，另外又舉辦了 340 項音樂活動，吸引約 19 萬名市

民參加。

年內，音樂事務處舉辦多項全港大型音樂活動，包括音樂營、青年音樂匯演，以及為本

港、內地和海外青年樂手安排的音樂交流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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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內體育館

香港體育館和伊利沙伯體育館均是精心設計、設備完善的多用途室內體育館，分別設有座

位 12,500 個和 3,600 個，可供舉辦各式各樣的活動，包括大型娛樂節目、文化表演、國際

體育賽事、慶祝活動和會議等。

香港體育館設有可靈活安排的座位，加上一流的設備，是舉辦大型活動的理想場地。年

內，曾在該體育館舉行音樂會的著名歌手包括英國的奇里夫‧李察、日本的松任谷由實、

台灣的黃品源和陶喆而本地藝人則有黃霑與香港中樂團、許志安和蘇永康與香港小交響樂

團、陳小春、張學友、譚詠麟、李克勤、陳奕迅、梁詠琪、 Beyond 、盧巧音、汪明荃、

吳國勁、陳慧嫻、容祖兒、黃耀明、梅艷芳、林敏怡、林敏聰、陳寶珠、王菲和TWINS。

其他在香港體育館舉辦的大型活動還包括國際賽事「香港國際籃球挑戰賽 2003 ── 中國對

墨爾本老虎隊」、「國際女排挑戰賽 ── 香港」和「世界香港夜光龍醒獅錦標賽 2003」，

以及大型慶典活動「香港同胞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五十四週年文藝晚會」。香港體育

館全年共舉行了 158 場節目，觀眾達 1,329,750 人次。

夜光龍隊在香港體育館演出各類精彩套式，栩栩如

生，光彩奪目。

年內，伊利沙伯體育館舉行了多項不同類型的活動，包括「中國少林 1,500 年珍粹大展 ─
─ 少林武術精華專場表演」、「第十二屆超級工商（河源盃）國際籃球邀請賽」、

「 2003 年香港公開羽毛球錦標賽」、「 2003 女子世界盃乒乓球賽」、英國著名樂隊 
Suede演唱會、日本歌手小田和正演唱會、本地歌手張偉文演唱會、本地二重唱組合張崇

基和張崇德演唱會，以及黃子華棟篤笑等。伊利沙伯體育館全年共舉行了 234 場節目，觀

眾達402,590 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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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務辦事處和城市電腦售票網

城市電腦售票網於一九八四年投入服務，現已成為全港最受歡迎而又最方便的電腦化售票

系統，服務範圍遍及全港 42 個場地，各場地提供的座位總數達九萬個。目前，全港共有

31 個電腦售票處，其中 15 個設於本署轄下場地內。

城市電腦售票網的一般售票服務包括票房售票、電話留座、團體訂票、信用卡訂票、網上

訂票和大型節目郵購訂票。年內，經城市電腦售票網售票的表演節目共有 6,384 場，售出

門票約 350 萬張，總值達 4.67 億元。

透過城市電腦售票網購票方便快捷。

本署繼續支持一個開放的售票服務市場，容許轄下大部分場地的租用人選擇使用城市電腦

售票網或其他售票系統的服務，以便主辦機構能夠更靈活銷售節目門票。本署現正推行外

判計劃，以提供更先進的售票服務，其中包括開發一個後端系統，預計可於二零零五年投

入服務。服務提升後，本署仍會繼續營運轄下場地的電腦售票處，並為場地租用人提供各

項票務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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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圖書館

本署負責營運香港公共圖書館體系共 70 間公共圖書館，包括八間流動圖書館，並負責管

理書籍註冊組。香港公共圖書館體系提供免費的公共圖書館服務，以滿足社會人士對資

訊、研究、自學進修和善用餘暇方面的需求；此外又致力推廣閱讀風氣和文學藝術，並支

持市民終身學習。香港公共圖書館館藏豐富完備，共有書籍 898 萬冊和多媒體資料 119 萬
項；登記讀者總數達 297 萬名。

香港中央圖書館

自二零零一年五月啟用至今，香港中央圖書館已發展成為本港的主要資訊和文化中心。中

央圖書館樓高 12 層，總樓面面積為 33,800 平方米，共收藏圖書館資料 182 萬項，並提供

多元化的圖書館設施，包括多媒體資訊系統、設有六個專科參考部門的中央參考圖書館、

藝術資源中心、香港文學資料室、《基本法》參考特藏室、地圖圖書館、語言學習室、青

少年圖書館和玩具圖書館。此外，還備有完善的設施可供租用，包括面積達 1,500 平方米

的展覽館、設有 293 個座位的演講廳、兩個活動室、一個音樂練習室和多個研討室。

香港中央圖書館是本港的主

要資訊和文化中心。

中央圖書館年內除了定期舉辦文化活動和專題講座外，還舉辦多元化的全港大型活動。

該館在十月與中國科學技術協會和京港學術交流中心合辦「當代傑出華人科學家公開講

座」，入場觀眾超逾 800 人次，另吸引不少人收看網上直播。此外，該館又與德國科隆

公共圖書館合辦「海因里希‧伯爾：生平與著作展覽」，展出這位一九七二年諾貝爾文學

獎得主的照片、手稿、獎項和剪報，並與香港歷史博物館和古物古蹟辦事處合辦「吾土吾

情：香江文化傳承展覽」，展出一百多件文化展品。其他大型活動還包括「樂與[ 緣 ] ── 
吳大江音樂作品展」，展出由這位著名音樂大師的後人捐贈的作品特藏；「文獻足徵 ── 
文獻徵集藏品展」，展出「文獻徵集活動」收集所得的七萬項歷史文獻中的 280 多項，以

促進市民對本港歷史的瞭解和研究；以及「清角遺音：古琴文化展覽」，介紹古琴音樂和

文化的發展，並展出 20 張珍貴罕見的古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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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中央圖書館舉辦多元化文化節目，「閱

讀繽紛月」的精彩活動是其中出色項目。

圖書館服務的新措施

隨著圖書館館藏和登記讀者人數日益增加，公共圖書館借出的圖書館資料已超過 5,862 萬
項，較二零零二年上升 10.04% 。

年內，公共圖書館在推動及支持市民終身學習的目標上扮演重要角色，並與教育統籌局繼

續攜手推行「一生一卡」計劃，鼓勵小學生善用圖書館服務，亦與學校圖書館主任定期舉

行會議，研究如何提供圖書館服務以支援學校課程。此外，又繼續為「毅進計劃」提供支

援服務，其中 15 間公共圖書館更存放了香港公開大學的教材，方便市民自學進修。另

外，九龍公共圖書館現正計劃設立教育資源中心。

一月，兩間新圖書館分別落成啟用，一間是位於粉嶺的分區圖書館，另一間是位於富山

的小型圖書館；三月，蝴蝶邨公共圖書館也完成翻新工程，重新開放。本署正計劃於二

零零四年在東湧和馬鞍山分別開設兩間新的圖書館，另增設一間新的流動圖書館；以及把

現有大埔公共圖書館遷往新落成的大埔綜合大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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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粉嶺公共圖書館內，兒童聚精會神地聽故事。

本署與香港藝術發展局合辦「藝術品外借試驗計劃」。根據這個計劃，個人和團體讀者可

分別向香港中央圖書館藝術資源中心外借不超過兩項和五項藝術品，為期 30 日。

一輛流動圖書車的新貌。

二零零三年也是流動圖書館服務發展的一個重要里程碑。年內，三間流動圖書館相繼完成

翻新工程，外觀設計煥然一新，各具特色，並設有聯機公眾檢索目錄終端機，方便讀者檢

索和預約圖書館資料。其餘的流動圖書館已訂於二零零四年進行翻新工程。

參考和資訊服務

香港中央圖書館和五間主要圖書館（大會堂、九龍、沙田、荃灣和屯門）為市民提供參考

和資訊服務。香港中央圖書館的中央參考圖書館設有六個專科參考部門，共收藏 76 萬項

資料，提供全面的參考和資訊服務，當中包括包羅廣泛的電子資料，例如唯讀光碟、網上

數據庫、電子書籍、電子期刊和多媒體程式等，這些資料均可供市民在網上查閱。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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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參考圖書館還存放了根據《書刊註冊條例》註冊的書刊，並且獲指定為世界貿易組

織、世界銀行、聯合國教育、科學及文化組織（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聯合國和歐洲聯盟

等九個國際組織在香港的刊物托存圖書館。年內，大會堂參考圖書館已翻新改建為工商專

科參考圖書館，並於十一月與 Creative Initiatives Foundation 合作成立創造力及創新資源中

心。該中心旨在加強創新和創意思維的教育，並增進市民對創造潛力的瞭解，以提升香港

的創意文化。年內，圖書館人員共處理 391 萬項參考資料查詢。

創造力及創新資源中心為市民提供不少有關創造力和創

意思維的資料。

四月，本署與基本法研究中心簽署修訂諒解備忘錄，共同合作於大會堂公共圖書館設立基

本法圖書館，並訂於二零零四年底啟用。

資訊科技和數碼圖書館方面的新措施

香港公共圖書館的電腦系統是全球中英雙語兼容的最大型圖書館電腦系統之一，提供全日

24 小時網上圖書館服務，供讀者於網上檢索、預約和續借圖書館資料。年內，通過互聯網

和電話續借服務續借的圖書館資料共有 1,410 萬項。由於網上公共圖書館服務日益受讀者

歡迎，香港公共圖書館網站（ www.hkpl.gov.hk ）名列本港第六個最受歡迎的網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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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公共圖書館網頁在本港甚受歡迎。

自年中政府開始簽發新的香港智能身份證後，公共圖書館即讓香港市民選擇是否把其智能

身份證用作圖書證，以外借、續借和預約圖書館資料。此外，多部接駁互聯網的電腦終端

機已安裝可兼讀電子證書的智能卡閱讀器，供市民使用，以鼓勵市民廣泛使用資訊科技和

電子服務。公共圖書館又於十二月推出電郵通知書服務，以電郵方式向登記讀者發出逾期

還書和預約通知，藉以提高服務效率和節約用紙。公共圖書館現正計劃增設自助借書終端

機，以期進一步推廣圖書館的自助服務。

公共圖書館年前成功設立一個多媒體資訊系統，是開發數碼圖書館服務的轉捩點。多媒體

資訊系統通過圖書館內的多媒體工作站和互聯網，為讀者提供自選視聽資料、瀏覽唯讀光

碟、查閱參考資料和檢視文件等服務。年內，該系統由香港中央圖書館擴展至 24 間主要

和分區圖書館，所覆蓋的網絡大幅延伸至分佈全港的 592 個工作站；為進一步普及服務，

系統的網上服務時間更由十一月起延長至午夜。一月，該系統加盟了由國際兒童數位圖書

館發起的網上閱讀兒童圖書計劃，以數碼形式蒐集在不同國家著作出版的兒童讀物和文學

作品，然後通過互聯網免費供世界各地的讀者閱覽。多媒體資訊系統儲存大量檔案，資料

豐富，四月更加入聯合國教育、科學及文化組織（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參考資訊網，全

球各地的檔案保管員和研究人員可通過該網站研究世界不同民族的歷史文化。

為了令市民更方便快捷地得知圖書館的消息，公共圖書館於年內推出《香港公共圖書館電

子通訊》，市民可在網上登記訂閱。

推廣圖書館服務、閱讀和文學的活動

服務推廣活動是圖書館服務重要的一環。年內定期舉辦的活動包括兒童時間、書籍展覽、

專題講座、研討會、興趣小組和參觀圖書館活動。此外，為配合數碼圖書館計劃，公共圖

書館還定期舉辦簡介課程，介紹如何使用聯機公眾檢索目錄、網上數據庫、唯讀光碟、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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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體資訊系統和互聯網查閱資料。年內，公共圖書館舉辦的推廣活動共有 15,248 項，參加

者達 16,044,363 人次。

公共圖書館除了舉行全年閱讀計劃外，還於年內舉辦各類與閱讀有關的活動，以鼓勵市民

閱讀。在暑假期間，公共圖書館舉辦了為期一個月的大型閱讀推廣計劃，活動包括「如詩

如畫‧詩歌伴成長」展覽和一系列的兒童閱讀活動，例如音樂劇、小型音樂會、電影欣賞、

閱讀分享會、講故事時間、新詩創作坊、親子演繹比賽和親子舊曲新詞創作比賽。此外，

香港中央圖書館和五間主要圖書館所舉辦的青少年讀書會已推展至 25 間分區圖書館。為

配合青少年讀書會而舉辦的多項活動如「與作家會面」講座，亦廣受參加者歡迎。

公共圖書館除了為學校、非牟利組織、復康機構、懲教院所、安老院和肢體傷殘人士宿舍

提供集體借用書籍和錄音帶的常設服務外，還與保良局和教育統籌局合作推行「流動校園

圖書服務」計劃，為缺乏圖書館設施的學校提供圖書到校服務。

舉辦「十本好書」計劃的目的是推廣閱讀風氣。

公共圖書館又繼續一年一度與香港電台合作，舉辦第十屆「十本好書」閱讀推廣計劃。此

外，公共圖書館還於二月再次舉辦「舊書義賣活動」，以鼓勵市民分享書籍並支持書本循

環再用。這項活動為香港公益金籌得 677,000 元。至於未售出的舊書，則已轉送予本地學

校和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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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書義賣活動旨在鼓勵市民分享書籍並支持

書本循環再用。

年內，公共圖書館舉辦了多項特別節目和大型比賽，以推廣文學創作，並推動文學藝術的

欣賞和發展。主要活動包括「全港詩詞創作比賽」和「學生中文故事創作比賽」，以及與

香港藝術發展局合辦的「香港中文文學雙年獎」。各項比賽的得獎作品均結集出版。至

今，公共圖書館已先後出版 99 本中文文學書籍。

文化交流

年內，香港公共圖書館加強與外地的公共圖書館合作，包括與德國科隆公共圖書館簽訂諒

解備忘錄，以便雙方在圖書館發展、資源共用和專業人員培訓方面推行合作計劃。

此外，圖書館又與內地，特別是大珠三角地區的圖書館加強文化聯繫，尤其是在培訓、刊

物交換、圖書館參觀、參考服務，以及合辦講座和展覽等活動方面。年內，深圳圖書館派

遣了 16 位圖書館人員來港，暫駐各公共圖書館，進行專業交流。

書籍註冊組

書籍註冊組的主要職能是為本地印製的書刊註冊，協助保存香港的文學遺產，並監察國際

標準書號系統的應用。書籍註冊組每季在《政府憲報》刊登《香港印刷書刊目錄》，該目

錄可在網上瀏覽。年內，該組共登記 13,075 冊書籍和 13,427 份期刊，另新簽發 669 個國

際標準書號的出版社識別代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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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物館

康文署轄下有六間主要博物館：計有香港藝術館、香港歷史博物館、香港海防博物館、香

港科學館、香港太空館及香港文化博物館。這些博物館負責購藏、復修、研究、展出，以

及傳達可以反映人類的精神和物質文明及生活環境的實物遺存，以供研究、教育和欣賞之

用。

除此之外，康文署亦負責管理香港電影資料館及六間較小規模的博物館，包括茶具文物

館、李鄭屋漢墓博物館、羅屋民俗館、上窰民俗文物館、三棟屋博物館及香港鐵路博物

館。�

香港藝術館

香港藝術館為公眾提供多元化的展覽和教育活動，以增加觀眾對世界各地藝術的興趣和認

識。年內，藝術館共舉辦了 12 個展覽，其中七個為專題展覽，五個為常設展覽。專題展

覽中有三個是大型展覽，展出來自內地和海外難得一見的文物藝術珍品，包括「一個老紅軍

的私人生活」、「上海博物館藏過雲樓書畫」與「慾望與虔誠：約翰與巴馥．福特藏印度、

尼泊爾及西藏藝術」。此外，曾在「倫敦香港節」舉行的「香港風情‧水墨變奏」展覽載譽

歸來，這個展覽勾劃近數十年水墨畫在香港的發展及其影響。「香港藝術雙年展 2003 」更

是本港藝壇兩年一度的盛事，參展作品充分反映了本港當代藝術的最新發展和藝術家的創

意。

「香港風情‧水墨變奏」展覽勾劃近數十年水墨畫在香

港的發展及其影響。

為提高市民對藝術的興趣，藝術館舉辦了不同類型的教育及推廣活動，包括錄像節目、專

題講座、親子活動、藝術工作坊及展覽導賞等。藝術館也積極參與多項大型藝術推廣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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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例如「 2003 香港國際博物館日」及二零零二至零三年度的「學校文化日計劃」。此

外，博物館為本屆「香港藝術雙年展」聯絡了不同的藝術機構、團體、大專院校及畫廊，

以及籌辦了逾 20 項配套展覽及活動，使雙年展成為全城盛事。上述展覽連同各項教育與

推廣活動，年內吸引觀眾和參加者逾 217,000 人次。

「香港藝術雙年展 2003 」展示近年香港藝術的潮流

和發展。

茶具文物館

藝術館轄下的茶具文物館設於香港公園內，以介紹中國茶具和推廣茶文化為主。

為了培養飲茶的文化及提高茶具陶器製作的創意，文物館舉辦比賽邀請香港的陶器製作家

參與設計陶瓷茶具。

「鴛鴦：咖啡與茶具展」展出超過 100 件茶具、咖啡器

皿及其他陶瓷雕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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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歷史博物館

除了「香港故事」常設展外，香港歷史博物館於年內舉辦了多個專題展覽，題材範圍廣

泛，包括「吾土吾情 ── 香江文化傳承」、「香港廣播七十五年」、「萬眾一心 ── 香港

史上疫症的抗爭」以及「孫中山與親屬 ── 從翠亨到香港」，從不同的角度闡釋內地與本

港的歷史和文化傳承。博物館更與內地和海外的文博機構合辦四個大型專題展覽，包括

「戰爭與和平 ── 秦漢文物精華展」、「拿破崙大展」、「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旗、國徽、

國歌展」和「學海無涯 ── 近代中國留學生展」。這些展覽不但擴闊了市民的文化視野，

也促進香港與內地和海外的學術文化交流。年內，參觀展覽的人數達 1,017,240 名。

「拿破崙大展」反映十八和十九世紀絢麗多采的法國文

化和宮廷生活。

為培養市民對本港歷史和文化遺產的興趣，博物館經常舉辦形形色色的教育活動和推廣服

務，包括展覽導賞、專題講座、工作坊、野外考察、館內錄像觀賞、學校文化日活動、巡

迴展覽、國際研討會和校際考察報告比賽等，市民反應踴躍，參加者眾。年內，博物館又

與香港教育學院合辦「第二屆小小博物館館長培訓班」，學界反應十分熱烈，學員在接受

半年培訓後，於十一月在博物館舉行畢業展覽。

香港歷史博物館轄下有三間分館，分別為香港海防博物館、深水埗的李鄭屋漢墓博物館

和柴灣的羅屋民俗館。年內，後兩間分館的參觀人數分別為 37,065 人和 31,337 人。

香港海防博物館

香港海防博物館座落於筲箕灣，佔地約 34,000 平方米，由舊鯉魚門炮台改建而成，主要分

接待區、堡壘和古蹟徑三大部分。堡壘設長期展覽廳，當中的常設展覽「香港海防六百

年」闡述本港自明清兩代、英治時期、日軍侵港以至回歸後的海防歷史。參觀者還可仔細

觀賞堡壘和古蹟徑上的炮台、魚雷發射裝置、溝堡、彈藥庫等軍事遺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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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艦文物展」展出著名炮艦中山艦的歷史文物，見

證中國在近代史上的盛衰。

年內，博物館舉辦了三個專題展覽，分別為「中山艦文物展」、與消防處合辦的「葛量洪

號滅火輪文物展」，以及「百步穿楊：亞洲傳統射藝」展覽。

為喚起市民對本港海防及軍事歷史的興趣，博物館舉辦了不同類型的教育活動，例如展覽

導賞、古蹟徑導遊、專題講座、親子工作坊、表演示範、野外考察等。年內，共有

213,895 人參觀展覽和參加活動。

香港科學館

香港科學館在二零零二年十一月二十二日至二零零三年三月二十三日期間舉行「失儀學：

生理現象解究」展覽。展品非常吸引，包括機動模型和互動展品，由美國的供應商借出。

這個展覽闡釋多數人認為骯髒的人體廢物的產生原因和過程，參觀者達 153,797 人次。

香港科學館提供不少可供觸摸和操作的展品，參觀者躍躍欲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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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月十二日至四月二十一日期間，科學館在大堂舉行「愛因斯坦 ── 世紀風雲人物」展

覽。展品來自耶路撒冷希伯來大學的猶太國家和大學圖書館阿爾伯特‧愛因斯坦檔案館的館

藏，包括這位偉大科學家的珍貴照片和記錄其生活的電影片段，把這位世界級科學家兼人

道主義者的形象活現觀眾眼前。

科學館於五月二日至八月三日期間舉行「科學隧道」展覽，吸引了 64,870 人參觀。這個展

覽由德國馬克斯‧普朗克科學促進協會製作，會場是一條長達 170 米的多媒體隧道，內有

12 個相連的分站，引領參觀者進入各個現代科研的新領域，欣賞從組成一切物質的基本粒

子以至宇宙間最大型結構等最新科學成就。

「科學隧道」展覽介紹最新的科技成就。

為響應國際博物館協會發起的國際博物館日，本署於五月十六至十八日期間舉辦「香港國

際博物館日」，主題為「情迷博物館」。科學館是這項活動的統籌單位，與其他 20 間公

共博物館和文化機構合作，籌辦了二百多項娛樂教育並重的節目，其中在香港文化中心露

天廣場舉行為期三天的「博物館博覽會」吸引了近二萬名市民參加。在「香港國際博物館

日」舉辦期間，各間博物館免費開放給市民參觀，共接待了 64,200 名參觀者。

六月三十日至十二月二十日期間，科學館於大堂舉行了「沙士與病毒」展覽。展覽由科學

館自行製作，旨在向市民介紹關於「沙士」疫症和各類病毒的科學，展品包括一個立體冠

狀病毒模型和一部紅外線前額溫度掃瞄器。

科學館於十月十日至十二月十日期間舉行「野外生態攝影年展」，展出英國自然歷史博物

館二零零一年和二零零二年野外生態攝影大賽中的得獎作品共二百多幀。攝影師通過藝術

觸覺和精湛的攝影技術，把乾旱的沙漠、高聳的山巒、茂密的森林和深邃的海洋中各種動

物的美態捕捉下來，展現了人與大自然的和諧，並帶出環保的信息。

為紀念中國於十月十五日完成首次載人航天飛行的創舉，科學館於十一月一日至四日期間

在特備展覽廳舉行「中國首次載人航天飛行展」，讓市民一睹神舟五號太空船的返回艙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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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天員楊利偉在這次壯舉中穿着的太空衣等展品。為了讓更多市民可以參觀展覽，科學

館日以繼夜的連續開放七十六個半小時，刷新了公共博物館的開放時間紀錄。是次展

覽吸引逾 103,000 人次參觀。

航天員楊利偉（藍衣者）與一眾嘉賓主持「中國首次載

人航天飛行展」開幕典禮。

航天員楊利偉的太空衣。

「中國首次載人航天飛行展」舉辦後不久，科學館隨即於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二十四日至二

零零四年三月二十一日期間舉辦一個小型展覽，名為「中國首次載人航天飛行展 II ── 給
香港的禮物」，展出中國首次載人航天飛行代表團送給香港的禮物。重點展品包括航天

員楊利偉捐出的工作訓練服，以及兩幅顯示香港特區和珠江三角地區的大型衛星圖片。

同場展出的還有科學館二零零零年和二零零三年航天展的紀念展品。

十月至十二月期間，科學館與香港天文台合辦了六個專題講座，分別由美國、內地和本港

的傑出氣象學者主講，探討厄爾尼諾、颱風、氣候轉變等公眾關注的氣象學課題，參加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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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 1,400 人。

以介紹本地大學正在進行的科研計劃和最新科技發展為主的科訊廊，在年內先後舉行了三

個專題展覽 ── 「利用照片和畫像進行人像識別」、「有益的『害蟲』 ── 果蠅」和「宇

宙之最」。這些與大學合辦的展覽展示科研人員與博物館專業人員攜手合作推廣科學的成

果。科訊廊會定期更新展覽的內容，讓市民獲得有關科學發展和技術突破的最新資訊。

科訊廊為市民提供最新的科技發展資訊。

一如去年，本署在年內繼續推行「教師博物館入場證計劃」，以鼓勵教師參觀博物館和善

用博物館資源輔助課堂教學。負責統籌工作的科學館為中小學教師安排簡介會，並處理了

約 2,000 所學校的申請。

年內，科學館繼續與各教育機構、大學和專業團體合作，舉辦多項普及科學的特別活動。

部分備受歡迎的活動包括二月的「趣味科學比賽」、七月的「環境議題教育研討會」與

「第六屆常識百搭科學專題設計比賽」、八月的「第三十六屆香港聯校科學展覽」，以及

十一月的「聯校機械奧運會」活動。

科學館的展覽和推廣活動年內共吸引逾 87 萬人次參加。

香港太空館

香港太空館致力向市民推廣天文和太空科學知識。年內，太空館加強天文觀測活動。在八

月二十八日至三十日「火星大衝」期間，太空館特別開放至凌晨時分，讓超過 5,000 名市

民通過天文望遠鏡觀測火星。十月，太空館又與天文學會在尖沙咀海旁合辦「路邊天文」

活動，沿路架起約 50 台望遠鏡，讓超過 1,500 名市民觀測天象。此外，為配合十月份中國

首次載人航天飛行取得成功，太空館舉辦了展覽、飛船模型展覽、工作坊等多項活動，還

製作了相關的教育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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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香港太空館播放的兩齣全天域電影：極度深潛和大峽

谷。

太空館出版了《 2004 天文月曆》，並推出兩個天象節目「征空傳奇」和「勇闖火星」，

四齣全天域電影「國際太空站」、「大峽谷（千禧版）」、「極度深潛」和「直升機行動

組」，以及六套學校節目「星星、月亮、太陽」、「飛越太陽系」、「太空之旅」、「遷

徙奇觀」、「時空之旅」和「七大奇景」，吸引了約 290,100 名市民入場觀看。太空館還

舉辦了 190 項推廣活動，參加人數逾 40,700 人。年內，太空館舉辦的 14 個小型專題展

覽，連同天文展覽廳和太空科學展覽廳長期展出的展品，共吸引超過 325,000 人參觀。

香港文化博物館

香港文化博物館致力提供多元化的展覽和節目，題材範圍涵蓋本地的歷史、藝術和文化，

以加強本港市民的文化意識，以及向訪港旅客推廣香港的文化遺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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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博物館在二零零三至零四年度以飲食文化為主題，推出多項展覽和教育活動。於二零

零三年推出的專題展覽包括「味之塑：陶瓷藝術展」和「港飲港食」。「味之塑」由 12
位本地陶瓷藝術家以全年不同月份為主題，設計別出心裁的菜單，並創作藝術性與實用性

兼備的餐具器皿。「港飲港食」則介紹本地飲食源流、食肆演變和食品的包裝設計。

年內舉辦的其他專題展覽，計有「城鄉舊事：『五四』前後的中國 ── 甘博中國攝影

1908-1932 」、「陳幼堅 ── 生活的藝術」、「眾裡尋『她』」、「時裝匯演 ── 轉變中

的香港女性形象」和「亞洲拼圖 ── 第十八屆亞洲國際美術展覽會」。

「陳幼堅 ── 生活的藝

術」展示藝術家把傳統中

國藝術與工藝元素融入現

代設計之中的獨特才華。

「亞洲拼圖」展覽呈現亞洲當代藝術發展的多元面貌。

文化博物館也為市民舉辦了 1,138 項教育和推廣活動，並於七月份推出全新的「博物館小

先鋒計劃」，藉此培養小學和幼稚園學生對本地歷史、藝術和文化的興趣。該計劃由推出

至年底，已招收了近 4,600 名「小先鋒」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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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內，博物館舉辦的展覽連同教育和推廣活動，觀眾和參與活動者達 455,629 人次。

文化博物館轄下有三間分館，分別為荃灣的三棟屋博物館、大埔墟的香港鐵路博物館和

西貢的上窰民俗文物館。年內三間分館共吸引近 40 萬人參觀。

香港電影資料館

香港電影資料館致力蒐集、保存、編目和記錄香港電影及相關物品。經過多年來努力追

尋，資料館現藏有大量的影片、拷貝和有關影片的資料，在保存香港面貌之餘，亦見證了

本港的歷史和社會發展。資料館坐落於西灣河，設施包括一間設有 127 個座位的電影院、

一個佔地 200 平方米的展覽廳、四個設有溫度和濕度調控裝置的影片資料儲藏庫和一間備

有全電腦化編目系統的資源中心。目前，資料館已蒐集到約 5,600 套電影拷貝及約 60 萬項

相關資料。現藏的影片拷貝中，有早至一八九八年美國愛迪生公司在香港拍攝的風光紀錄

短片，以至八、九十年代的名作。

香港電影資料館的「魔幻與奇觀 ── 早期歐洲電

影」展覽。

年內，資料館舉辦了九項展覽、 460 場電影放映會、 14 次座談會、 33 項學校活動和 12
項導賞活動，共吸引逾 16 萬人次參加。

此外，資料館還出版了《香港影片大全》第四卷（ 1953-1959 ）、《邵氏電影初探》、

《粵語戲曲片回顧》（修訂本）等書刊。

藝術推廣辦事處

藝術推廣辦事處積極舉辦各式各樣的公眾和社區藝術活動，以推廣本港的視覺藝術，並致

力與不同夥伴合作推行各項計劃，以進一步提高公眾對藝術的欣賞能力和參與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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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事處由二零零三年五月至二零零四年一月期間，與香港藝術發展局、新世界第一渡輪服

務有限公司和新世界第一巴士有限公司合辦「海上動感藝廊」，在三艘渡輪和中環的五號

碼頭展出三組裝置作品和 20 組平面作品。

年內，辦事處又與多個夥伴合作推行第二屆「藝遊鄰里計劃」，在本署轄下各個場館、地

鐵站、醫院、商場等展出六位藝術家和一個藝團的作品。此外，辦事處亦與「藝術在醫

院」在年底合辦一項社區藝術計劃「天天新開始」，把視覺藝術繼續推廣至多所醫院，讓

醫護人員和病人分享藝術。

辦事處同時負責香港視覺藝術中心的管理工作。該中心提供藝術工作室和展覽廳等設施

讓公眾人士以優惠價租用，並着重視覺藝術的培訓工作。「第二屆藝術專修課程」為有

志接受有系統專業藝術訓練的藝術愛好者提供陶瓷、版畫、繪畫、雕塑和水墨畫等五類視

覺藝術課程。這項為期九個月的專修課程在十月結束，隨後舉行畢業展覽，展出 62 位學

員的作品。

第二屆「藝遊鄰里計劃」其中的一項展覽 ── 「凹凸世

界 ── 尹麗娟陶塑作品展」，於香港視覺藝術中心舉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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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物修復組

文物修復組負責為博物館藏品和文物擬定和評估各項保存計劃，並執行有關工作。年內，

該組共修復 2,633 件文物，當中包括書畫、紙本文物、織品、照片、金屬品、陶瓷器、有

機類文物和出土文物。此外，該組還繼續為 79 個專題展覽提供技術支援，並協助 12 間公

共博物館和藝術推廣辦事處管理 20 萬件藏品。

在教育和推廣活動方面，文物修復組藉着舉辦「學校文化日計劃」，為五所中學師生安

排講座和修復室「幕後遊」活動，並配合「 2003 香港國際博物館日」舉辦了共 14 節工

作坊和導賞活動。連同其他講座和修復室參觀活動，該組年內共接待了逾 5,000 名訪客。

文物修復組又通過「文化義工計劃」招募了 40 名文化義工，協助進行不同類型的修復和

推廣工作，例如「香港國際博物館日」、「葛量洪號」滅火輪的修復計劃等。

年內，文物修復組一直為保存「葛量洪號」滅火輪及逾 500 件相關文物積極進行籌劃和修

復工作，務求在二零零四年把這艘獨一無二、已服役達 50 年的滅火輪全面修復妥當，然

後放置於鰂魚湧公園供市民參觀。

鑑於在香港國際機場舉辦的第一期文物展覽深受旅客歡迎，文物修復組再度與香港機場管

理局攜手合作，於四月份在機場舉辦另一個常設展覽「造型對話 ── 香港雕塑大師作品

展」，展出本地兩位雕塑大師的 28 件精心傑作。該組並計劃在來年於離境大堂裝置更多

當代陶瓷藝術品，以供本地和訪港旅客欣賞。

旅客可在香港國際機場的離境大堂欣賞到風格獨特的本

地藝術創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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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物古蹟辦事處

本署致力保護和推廣本港的文物，並由轄下的古物古蹟辦事處負責執行。年內的重點工作

包括宣佈居石侯公祠為「法定古蹟」，使本港法定古蹟的數目增至 78 處。此外，古物古

蹟辦事處為 40 幢歷史建築物進行修復和修葺工程，當中包括大埔文武二帝廟、沙田王

屋、新田麟峯文公祠、上水味峰侯公祠和廖萬石堂。

古物古蹟辦事處的職員視察上水味峰侯公祠

的修復工程。

古物古蹟辦事處繼續在受發展計劃影響的考古遺址進行搶救發掘工作，並監察其他遺址的

情況。年內，辦事處共進行了約 180 項相關工作。辦事處又為多個發展計劃的環境影響評

估研究提供意見，並監察田野調查和文物影響評估緩解措施的執行。

由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與古物古蹟辦事處聯合主辦，並由衞奕信勳爵文物信託和香港大學美

術博物館協辦的「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亞太區水下文化遺產保護公約 （ 2001 ）研討會

議」，在十一月十八日至二十日期間假香港歷史博物館舉行。會議為期三日，過百位來自

超過 20 個國家和城市的水下考古和海事法專家蒞臨出席。參加者和社會人士對是次會議

反應良好。

雷氏家族於十月慷慨捐贈歷史建築物「雷生春」予香港特區政府作保存和活化再利用。古

物古蹟辦事處將推行試驗計劃，先為「雷生春」安排進行基本維修工程，使該建築物注入

新的活力，俾能日後變成區內的旅遊熱點和文化地標。政府將引入私營機構參與日後「雷

生春」的營運和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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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生春」屬一級歷史建
築物，是本地少數僅存的
四層高唐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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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事務顧問

本署委任兩類顧問，就有關提供文化服務的政策和運作事宜提供意見：

文化事務顧問

三組共 54 名文化事務顧問分別就表演藝術、圖書館和博物館的設施與服務，向本署提供

意見。這些顧問包括專家、專業人士，以及具推廣本港文化服務經驗的社區領袖。

文化藝術專家顧問

為數共 195 名顧問分為九個類別，負責就演藝節目、文學藝術和博物館活動等事宜提供意

見。這些顧問包括藝術工作者、學術界人士，以及其他在行業內有重大貢獻的從業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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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客聯絡小組會議

為加強與市民的直接溝通和蒐集他們的意見，以便進一步改進本署的服務，我們在各文娛

中心、公共圖書館和博物館舉行顧客聯絡小組會議，直接聽取服務使用者對各項服務的意

見，並藉此向他們解釋部門的政策和推介新服務。這些措施正好符合本署的服務承諾，即

致力為市民提供優質而具成本效益的服務，以切合他們的期望和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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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大事紀要

日 期 活 動
2002年11月1日
至

2003年1月19日

「張徹紀念展」在香港電影資料館舉行

2002年11月22日
至

2003年3月23日

「失儀學：生理現象解究」展覽在香港科學館舉行

2002年11月27日
至

2003年3月17日

「戰爭與和平 ── 秦
漢文物精華展」在香

港歷史博物館舉行

2003年1月2日至

2月16日
舊書義賣活動

2003年1月6日 新粉嶺公共圖書館投入服務

「眾裡尋『她』」展覽在香港文化博物館舉行2003年1月8日至

7月28日
2003年1月11日
至5月21日

「利用照片和畫像進行人像識別」展覽在香港科學館舉行

2003年1月14日 香港公共圖書館與德國科隆公共圖書館簽訂合作備忘錄

2003年1月17日 富山公共圖書館開幕

柏高班拿佛蘭明高舞蹈團在沙田大會堂演出2003年1月24至
26日
2003年1月25日
至3月3日

「花月『籠』情」大型綵燈展覽在香港文化中心露天廣場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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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2月11至
13日
2003年2月12日
至4月21日
2003年2月14
至16日
2003年2月21日
至5月25日

新編粵劇《蝴蝶夫人》在葵青劇院演出

「愛因斯坦 ── 世紀風雲人物」展覽在香港科學館舉行

「癸未年元宵綵燈會」在青衣公園、高山道公園及高山劇場、粉嶺遊樂場

「一個老紅軍的私人生活」在香港藝術館舉行

2003年3至9月 香港公共圖書館多媒體資訊系統分階段擴展至主要及分區圖書館

「上海博物館藏過雲樓書畫」展覽在香港藝術館舉行2003年3月21日
至6月15日
2003年4月4日至

6月1日
「邵氏星河圖」展覽在香港電影資料館舉行

2003年4月6日 「第二十二屆香港電影金像獎頒獎典禮」

2003年4月8至23
日

「第二十七屆香港國際電影節」

2003年4月8日至

6月1日
「邵氏名片大展」在香港電影資料館舉行

2003年2月2日 二零零三年農曆新年煙花匯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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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破崙大展」在香

港歷史博物館舉行

2003年4月30日
至6月29日

2003年5月2日至

8月3日
2003年5月3日至

10月6日
2003年5月11至
12日
2003年5月16至
18日
2003年5月18日
至6月14日
2003年6月10日
至10月26日
2003年6月13日
至8月24日
2003年6月18日
至

2004年1月5日

「科學隧道」展覽在香港科學館舉行

「城鄉舊事：『五四』前後的中國 ──甘博中國攝影 1908 - 1932 」展覽

在香港文化博物館舉行

「風流無價．灼灼其華 ── 張國榮人間光影」在香港文化中心舉行

「 2003 香港國際博物館日」在香港文化中心露天廣場舉行

「吾土吾情：香江文化傳承展覽」在香港中央圖書館舉行

「有益的『害蟲』 ── 果蠅」展覽在香港科學館舉行

「茂瑙的幽魅世界」展覽在香港電影資料館舉行

「味之塑：陶瓷藝術展」展覽在香港文化博物館舉行

2003年6月23日 香港智能身份證可用作外借、續借和預約圖書館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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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6月24日 「喝采系列」 ── 珍妮花．賴慕雅女中音演唱會在香港文化中心演出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旗、國徽、國歌展」在香港大會堂舉行

「陳幼堅：生活的藝術」展覽在香港文化博物館舉行

香港中樂團「香港鼓樂節」

開幕式在維多利亞公園舉行

「國際綜藝合家歡」

「兒童電影合家歡」

「 2003 香港青年音樂營」

「第九屆香港獨立短片及錄像比賽」

江蘇崑劇院「南戲北劇名作展」在香港文化中心舉行

2003年6月28日
至7月14日

2003年7月6日至

10月27日
2003年7月13日

2003年7月18日
至8月24日
2003年7月26日
至8月24日
2003年7月27日
至8月10日
2003年8月至

2004年3月
2003年8月1至3
日

2003年8月13日
至9月22日

「香港廣播七十五年」展覽在香港歷史博物館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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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8月22日
至11月2日

「慾望與虔誠：約翰與巴馥．福特藏印度、尼泊爾及西藏藝術」在香港藝

術館舉行

2003年8月28日 「喝采系列」 ── 郎朗鋼琴演奏會在香港文化中心舉行

2003年8月31日 「藝術品外借計劃」開始

2003年9月9日 「喝采系列」 ── 雷賓及別列佐夫斯基小提琴及鋼琴二重奏音樂會在香港

文化中心舉行

2003年9月9日至

10月19日
「仙月奇緣」大型綵燈展覽在香港文化中心露天廣場舉行

2003年9月10至
12日

「癸末年中秋綵燈

會」在屯門公園、維

多利亞公園、香港文

化中心露天廣場和大

埔海濱公園舉行

「黎文偉的足跡」展覽在香港電影資料館舉行2003年9月12日
至11月9日
2003年9月17
日至

2004年4月26日

「港飲港食」展覽在香港文化博物館舉行

溫．范德基伯斯／比利時終極舞團在葵青劇院演出2003年9月19至
20日
2003年9月19日
至10月8日

「文獻足徵 ── 文獻徵集藏品展」在香港中央圖書館舉行

2003年9月25至 威爾第歌劇《馬克白》在香港文化中心上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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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10月1日 二零零三國慶煙花匯演

2003年10月5日 「喝采系列」 ── 約翰．威廉斯結他演奏會在香港文化中心舉行

2003年10月5及
12日

二零零三年香港國際煙花音樂匯演

2003年10月7日 「雷生春」捐贈儀式

2003年10月10日 「野外生態攝影年展」在香港科學館舉行

至12月10日
2003年10月11至 「當代傑出華人科學家公開講座」在香港中央圖書館舉行

12日
2003年10月16日 「中國傳奇」藝術節2003
至11月28日
2003年10月20至 「中國電影展 2003 」
31日
2003年10月21至 馬塞．馬素默劇表演在香港大會堂舉行

22日
2003年10月24至 聖彼得堡愛樂樂團音樂會在香港文化中心和沙田大會堂舉行

26日
2003年10月25日 「亞洲傳統射藝」研討會於香港海防博物館舉行

2003年10月29日 「微波國際媒體藝術節 2003 ── 聚．焦．點」

至11月30日
2003年10月31日  中國人民解放軍舞蹈團「軍旗的召喚」在屯門大會堂和沙田大會堂舉行

至11月2日

2003年11月1日   香港各界歡迎楊利偉一行訪港活動在香港大球場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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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12月4至
14日

「第二十六屆法國電影節」

2003年12月7日 張永宙及英國室樂團音樂會

2003年11月1至4日 「中國首次載人航天飛行展」在香港科學館舉行 

2003年11月5日 「第七屆香港中文文學雙年獎」頒獎典禮

2003年11月5日 「學海無涯 ── 近代中國留學生展」在香港歷史博物館舉行

至

2004年2月9日
2003年11月21日 「香港藝術雙年展 2003 」在香港藝術館舉行

至

2004年2月1日
2003年11月27日 大會堂公共圖書館設立「創造力及創新資源中心」

2003年11月28日 「細說韓流：韓國映畫五十年」

至12月15日
2003年11月29日 「 2003 香港青年音樂匯演」

至12月14日
2003年11月30日 「繽紛爵士樂系列」 ── 查理．萊特色士風演奏會在香港大會堂舉

行2003年11月30日 「粵劇日」在香港文化中心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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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3月21日
2003年12月31日 「除夕倒數嘉年華」在沙田公園、沙田大會堂廣場和平台舉行

2003年12月10日
至

2004年3月8日

「亞洲拼圖 ── 第十八屆亞洲國際美術展覽會」在香港文化博物館舉行 

「近代中國留學生國際學術研討會」在香港歷史博物館舉行2003年12月17至
18日
2003年12月24日
至

「中國首次載人航天飛行展 II ── 給香港的禮物」在香港科學館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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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管理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署長是部門財政預算的管制人員，負責管理及交代轄下一切開支，並確

保部門以有效快捷而又符合經濟效益的方式，為市民提供優質的服務。

撥款來源

本署的工作開支由政府一般收入帳目撥付。在二零零三至零四財政年度，本署從總目 95
──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項下獲得撥款共 52.86 億元，用以支付康樂及體育、園藝及市容設

施、文物及博物館、表演藝術和公共圖書館等範疇的營運及非經常開支。

本署的工作開支由政府一般收入帳目撥付。

本署也負責管理從總目 176 ── 資助金：雜項項下撥付予香港拯溺總會、香港考古學會及

各非政府機構營舍的資助金，金額為 3,200 萬元。

本署的主要系統及設備的個別項目費用若超逾 200 萬元和電腦化計劃，會由政府的基本工

程儲備基金撥款支付。這些主要項目包括圖書館電腦系統（ 1.23 億元）及數碼圖書館系統

（ 1.44 億元）。

本署籌劃進行的基本工程計劃，也是由基本工程儲備基金撥款進行，而工程的撥款及進

度，則由建築署負責監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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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署維持一套財政預算管制系統，以確保妥善監察部門的開支不會超逾核准預算，並且通

過三層架構，讓署內超過 150 名財政管制人員可實施財務管理及預算管制。雖然不同級別

的主管均獲授權力調配資源，但他們亦有責任實施預算管制，並對轄下每項開支負責。

財政預算的監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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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費及收入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署長負責管理超過 700 項收費，並確保定期檢討各項收費，以及迅速地

把收款妥為入帳。

在二零零三至零四年度，經修訂的收入預算總額約為 6.58 億元。收入主要來自文康活動的

入場費、文康設施的租用費和租金收入，有關款額會記入政府一般收入帳目內。

鑑於近年的經濟氣候，本署已把各項文康服務的收費凍結在現時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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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眾意見

年內，我們共進行了八項意見調查，以評估公眾對本署服務和設施的意見和滿意程度。調

查結果有助管方改善有關服務和制定日後的政策。根據年初的基準調查結果顯示，對本署

服務和設施給予良好評價的受訪者數目，較兩年前同類調查結果的人數為多。

新設計的「顧客讚賞卡」讓員工直接得知

顧客的意見。

本署設立的管理資訊系統一直維持有效運作，其資料庫儲存了關於公眾意見類別、性質和

次數的資料。公眾投訴檢討專責小組根據該等資料，每季檢討公眾提出投訴的原因和找出

可予改善的服務範圍。兩個行動部在推行改善建議方面均取得理想成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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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判服務

本署一向致力推行具成本效益的外判服務計劃，以配合政府引進更多私營機構參與提供公

共服務的措施。藉着持續推行的外判服務計劃，本署力求提高服務效率和進一步節省開支。

在擬定外判服務計劃時，本署遵照一套既定原則如下：

‧ 有關計劃須具成本效益；

‧ 有關計劃不會導致服務質素下降；

‧ 訂立的合約須合乎經濟原則；

‧ 部門內部應維持足夠能力以提供基本服務，一旦承辦商未能履行責任，仍可作出補救；以

及

‧ 有關計劃不會導致人手過剩。

本署自二零零零年二月起把賽馬會屯門蝴蝶灣體育館的管理工作外判，並由二零零一年七

月開始把另外五間體育館（即鰂魚涌體育館、港島東體育館、振華道體育館、長沙灣體育

館和竹園體育館）的管理工作外判。外判管理服務的主要目的，是引入私營機構的運作模

式，以營運體育館，藉此提高公共服務的質素，並以更具成本效益的方式提供有關服務。

本署計劃於二零零四年四月再把另外四間體育館的管理工作外判。

此外，本署正着手進行一項外判計劃，以期在二零零五年年底前把城市電腦售票網的後端系

統外判。根據這項計劃，售票服務供應商將會為本署提供並營運一個更先進的售票系統，但

本署會繼續負責前端行政管理工作，並保留必需的現有人員，以維持轄下場地電腦售票處的

優良服務。�

合約管理

合約管理工作小組在二零零零年年中設立，負責監察一切合約管理事宜，並提供一個溝通渠

道，讓各科別人員就關於投標條款和合約管理的事宜進行商討，並制訂未來路向。

工作小組在年內取得的部分工作成果如下：

‧ 就護衞和潔淨服務合約草擬周詳完備的標書格式；

‧ 分別就潔淨、護衞和園藝保養服務的劃一評分標準擬備中文真確本；

‧ 每半年舉辦一次關於採購和合約管理事宜的研討會。年內舉行的兩個研討會共吸引逾 300
名人員出席；

‧ 把關於物料、採購和合約管理事宜的資料上載至部門的內聯網數據庫圖書館，並予以更

新，以便部門人員查閱；

‧ 要求承辦商在本署場地內的員工簽到處展示約定的工人薪金水平和可容許工作時數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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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便更妥善保障承辦商員工的利益﹔以及

‧ 推出聯機合約物品系統，方便使用者訂購貨品，並在日後進行合約監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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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資源

削減人手

年內，本署在不影響服務質素的前提下，通過更有效調配資源及繼續推行外判計劃，把

常額編制人員的數目再由 8,247 名減至 7,961 名。常額人員的數目得以減少，主要是通過

刪除現有的空缺及員工自願退休後出現的職位空缺。

本署已制訂人力資源計劃，務求進一步削減編制人員的數目，以配合行政長官在《施政

報告》中訂下於二零零七年三月底前把公務員數目減至約 16 萬人的目標。

自願退休計劃

本署有大約 330 名員工（大部分是技工、工人及一般職系人員）根據「第二輪自願退休計

劃」獲批准退休。這項計劃有助部門解決在推行各項節省開支措施及進一步把服務外判時

可能出現的人手過剩問題。

員工訓練及發展

員工訓練及發展對建立一支能幹而具備多種才能的工作隊伍至為重要。經培訓後，員工可

為市民提供更優質的服務，並能應付未來的種種新挑戰。

年內，超過 7,000 名人員報讀了本署內部舉辦的培訓課程，以及公務員培訓處和其他本地

機構開辦的訓練課程。該等課程涵蓋專業知識、管理、顧客服務、溝通和資訊科技等範

疇。本署亦邀請本地及海外專家就特定課題主持講座和研討會。此外，為進一步協助同事

掌握最新的專業知識，本署資助了 24 名人員報讀海外的培訓課程。

員工參加由部門舉辦的訓練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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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國家事務研習課程方面，超過 50 名人員報讀公務員培訓處開辦的短期課程，另有三名

人員獲公務員事務局資助，參加了熟悉內地事務探訪團。

本署還為 1,100 名青少年安排訓練課程，以支持政府為向畢業生提供職前訓練所制訂的措

施。這些訓練課程包括課堂訓練和在職培訓。

通過員工訓練及發展，本署繼續致力培養一支充滿幹勁和以客為尊的工作隊伍為市民服

務。

員工關係與溝通

我們十分重視與員工保持良好的關係和有效的溝通，特別是由於本署負責的工作種類繁

多，而且各辦事處及場地分散於全港不同地點。隨着市民對本署服務的期望愈來愈高，

加上資源的限制，我們更須確保管職雙方能夠保持密切對話，並建立共同的目標，攜手應

付工作上的種種挑戰。

我們定期與部門協商委員會、一般職系協商委員會和職工會舉行會議，讓管職雙方定期接

觸。在有需要時，我們還會舉行特別會議、非正式會晤及簡報會，與員工商討共同關注的

事項。

我們同樣關注個別同事的需要。員工關係／員工福利小組人員隨時樂意處理和解答個別同

事就福利和利益事宜提出的要求和查詢。我們亦舉辦各類康樂活動，例如日營、卡拉 OK
比賽及興趣班，為員工提供樂趣無窮的休憩活動，以期加強員工的歸屬感。我們又支持部

門義工隊和部門體育隊的活動，以鼓勵同事善用餘暇。

員工在興趣班中學習水仙頭切割技巧。

此外，部門每兩個月出版一次的《員工通訊》，不但內容豐富，也是管職雙方保持溝通的

有效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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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月刊《員工通訊》是有效的員工溝通

渠道。

激勵員工

本署設有一套表揚員工的獎勵計劃，藉以激勵員工。凡服務超過 20 年的員工，均有資格

獲考慮頒發「長期優良服務獎狀」，而表現值得嘉許的員工，亦會獲頒發「優良表現獎

狀」和「嘉獎信」。年內更有多名員工特別因對抗「沙士」疫症作出的貢獻，榮獲公務員

事務局局長頒發嘉許狀。另有部分員工則由於為「中國首次載人航天飛行展」提供支援表

現出色而獲民政事務局局長嘉獎。該等獎項旨在鼓勵在不同崗位上勤於職守並為市民提供

專業服務的員工。

本署亦通過「員工建議計劃」鼓勵員工提出具建設性及切實可行的建議。年內，公務員事

務局就「員工建議計劃」特別推行「為節流 齊獻計」運動，本署員工積極響應計劃，提

交了 19 份建議書。員工的熱烈反應，充分顯示他們樂於協助政府藉改善效率而節省開

支，以克服財政上遇到的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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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署又推行「顧客讚賞卡計劃」，鼓勵員工提供優質顧客服務。該計劃可讓員工直接得知

顧客的意見，以及在服務表現受到讚賞時即時獲得鼓勵。為進一步激勵員工，本署設計了

一款新卡，供二零零四年擴大推行「顧客讚賞卡計劃」時使用，屆時新計劃將擴展至更多

場地和內部辦事處。本署又在各主要康樂場地設立工作改善小組，作為推廣顧客服務的另

一措施。本署鼓勵員工通過討論和互相合作，制定及改善服務的標準。本署每年也會舉辦

比賽嘉許服務表現出色的員工。

本署鼓勵員工提出具建設

性及切實可行的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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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保護工作

為響應政府的環保政策，本署在開展以至實施每項計劃時，都會深入考慮種種環境因素，

務求減少污染、節約資源和保護自然環境。

本署支持環保，轄下場地設置廢物分類收集箱。

為達到這些目標，本署致力：

‧ 推動綠化工作和推廣園藝活動；

‧ 保存香港的文化遺產；

‧ 提供環境宜人的休憩用地；

‧ 實施減少廢物和節約能源的措施；以及

‧ 在舉辦文康活動時盡量減少空氣和噪音污染。

本署的環保工作主要包括：

‧ 改善現有園景區並廣植樹木和灌木；

‧ 舉辦社區參與活動，例如花卉展覽、社區種植日，以及為私人物業管理公司而設的綠化

屋苑比賽；

‧ 舉辦教育活動，向市民推廣保存文物古蹟的信息；

‧ 提供環境宜人的休憩用地；

‧ 密切監察大型公園灌溉植物和水景設施的用水情況；

‧ 與有關電力公司、機電工程署和建築署合作進行能源審核／環境評審；

‧ 在游泳池採用臭氧消毒系統或鹹水系統代替氯氣系統；

‧ 使用政府物流服務署供應的環保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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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循環再用舊書、雜誌、報紙、廢紙和打印機碳粉盒；

‧ 舉辦舊書義賣活動；

‧ 在轄下場地利用廢物分類收集箱回收廢紙、鋁罐和膠樽；以及

‧ 部門年報只提供電子版本，以減少用紙。

此外，部門環保事宜委員會又定期檢討各項有關環保的政策，並協助統籌監察整個部門推

行各項環保措施的情況。十月，本署出版了第三份《環境報告》，詳列本署在環保方面的

各項工作和活動。

為節約能源，本署年內成立了節約能源工作小組，專責確保轄下各場地和辦公室均嚴格遵

行內務管理環保方法，並負責商議推行各項節約能源計劃，進一步減少能源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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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施和工程計劃

年內，本署在提供新設施和推行新工程計劃方面均有重大進展。

現正施工的設施

截至年底，正在施工的基本工程計劃共有 23 項，其中包括五項大型設施，即大埔綜合大

樓、馬鞍山第 100 區體育館暨圖書館、大角咀大樓（第二期）、赤柱市政大廈及鑽石山斧

山道公園。這些工程計劃的一覽表載於附錄五。

畫家筆下的斧山道公園。

斧山道公園已開始動工興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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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內落成的兩項設施分別是佐敦谷遊樂場（第 II 期第二階段）和屯門第 44 區鄰舍休憩用

地。新落成設施的一覽表載於附錄六。

小型工程計劃

年內，本署完成了約十項小型工程計劃，每項工程的費用均不超逾 1,500 萬元；另有十項

則正在施工中。

星光大道

「星光大道計劃」由香港旅遊發展局與香港電影金像獎協會共同倡議，並獲得旅遊事務署

和本署的支持。這項計劃為訪港旅客提供一個新的旅遊景點，讓影迷有機會欣賞其偶像的

手印和牌匾，並表揚本地電影工作者對香港和國際影壇的貢獻。

本地電影工作者與來自各政府

部門和機構的代表一起出席

「星光大道」的打手印儀式。

有關設計是在尖沙咀海濱長廊的其中一段路面，鋪設本地電影名人的牌匾或星形銅片。此

外，還會設置雕塑、小賣亭、休憩處，以及具有互動元素的設施，為星光大道一帶營造獨

特的氣氛。

香港電影金像獎協會一直全力支持這項計劃，並擔任計劃的榮譽顧問。該協會屬下的十個

屬會以投票方式選出一群曾為香港電影史寫下輝煌的一頁，並在電影界有卓越成就和貢獻

的人士。這些電影界知名人士的簽名和手印將會製成模型，展示於星光大道之上。

新落成的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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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項計劃的建造費用預算為 4,000 萬元。新世界發展有限公司已答應全力贊助整個計劃，

只收取一元的象徵式費用，並在計劃完成後的 20 年內負責星光大道的管理和維修工作。

星光大道的建造工程已於六月展開，並會於二零零四年三月底竣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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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科技

本署全力支持使用資訊科技，以改善公共服務，並滿足市民愈來愈高的期望。年內，本署耗

資 5,000 萬元，推行約 35 項電腦化計劃，以提升服務質素和內部運作效率。

公共圖書館電腦化計劃

隨着兩間分別位於粉嶺和富山的新公共圖書館落成啟用，香港公共圖書館數目進一步增

加，目前共有 62 間固定圖書館和八間流動圖書館為市民服務，而每間圖書館均由圖書館電

腦系統連接。圖書館電腦系統是全球最大型的中英雙語兼容圖書館電腦系統之一。年內，該

系統曾進行提升工程，增設數據保安和保密措施、跨圖書館目錄搜尋功能，以及簡體中文版

的網上聯機公眾檢索目錄。此外，公共圖書館還新增電郵通知書服務，向登記使用者發送圖

書館通知書，例如外借書籍過期通知。

市民以智能身份證使用圖書館服務。

本署又配合政府簽發香港智能身份證而推出新服務，讓圖書館使用者選擇以智能身份證使

用圖書館服務，外借和續借圖書館資料。另外，各公共圖書館內合共165部電腦已加裝智能

卡閱讀器，方便讀者在網上使用電子服務。

多媒體資訊系統年內進一步擴展至全港 24 間圖書館分館。在各圖書館分館內設置的多媒體

資訊系統工作站，與設於香港中央圖書館的多媒體資訊系統工作站功能大致相同，主要是方

便市民瀏覽珍貴資料，例如數碼視聽資料和文件圖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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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館職員指導市民如何使用多媒體資訊系統。

創造力及創新資源中心

位於大會堂公共圖書館內的創造力及創新資源中心於年底啟用。該中心由香港公共圖書館和

Creative Initiatives Foundation 共同成立，現藏有超過 1,500 本關於創意和創造力的書籍和期

刊，主要供商界人士、家長、教師、學校行政人員和學生研究或學習有關課題之用。使用者

可利用設於該中心和各公共圖書館的聯機公眾檢索目錄終端機，以及網上聯機公眾檢索目錄

系統，瀏覽該中心的館藏目錄。

香港歷史博物館電腦化計劃

香港歷史博物館已進行電腦化計劃，提供整套的館藏管理功能，包括館藏登記、盤點、物品

移動記錄、館藏外借記錄，以及文物修復檔案和展覽記錄管理。市民現可通過互聯網瀏覽博

物館館藏和展覽資料。

網上用戶登記系統

網上用戶登記系統自二零零二年投入服務至今，登記用戶的數目已大幅上升至超逾 37,000
人，其中約 21,000 人訂閱《電子雜誌》，另外超過 22,000 人則登記成為「康體通」用戶。

為配合未來的用戶增長，並確保服務可供使用，本署已於七月加強系統功能，以應付全面復

原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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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署網站也於十一月全面革新，以符合「外觀與風格」設計的標準，令網上搜尋資料和使用

電子服務更為容易。重新設計的網站加入了新的圖標，以及更清晰的資訊和服務分類，讓市

民可更便捷地找到所需資料和更容易選取正確的網頁。這個網站是本署多元化節目、活動和

簡便電子服務的最佳指南。

重新設計的康文署網站更方便市民搜尋資

料。

「生活易」的「康體通」系統

「生活易」的「康體通」系統由四月起加入新功能，提供更全面的場地租訂資料。登記用戶

現可建立個人訂場檔案，預先設定有關詳情和喜好，以便更快捷地租訂設施和場地。此外，

市民也可憑香港身份證號碼預訂康樂和體育場地。該系統將於二零零四年進行進一步的改善

工作。

管理資訊系統

本署廣泛應用管理資訊系統的入門網站和公眾意見登記系統，令處理公眾投訴和制定應付問

題策略的效率得以大大提升。管理資訊系統旨在讓部門人員共用各種最新資訊，包括公眾對

員工表現的投訴、意見和讚賞。年內，全面推行管理資訊系統計劃的撥款申請獲得批准，本

署正籌備推行該項為期 16 個月的計劃。

進行中的項目

其他正在進行的項目包括：

‧ 革新公共圖書館的網站，以符合「外觀與風格」設計的標準。

康文署網站全面革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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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面檢討圖書館電腦系統和多媒體資訊系統，方便規劃系統容量和提升應用系統。

‧ 設立地理資訊系統，把本港考古遺蹟和建築文物的文字、照片和製圖資料電腦化。這套系

統有助加深公眾對本港文化遺產的認識，並可促進與海外文物組織的文化交流。此外，還

可提升處理本港考古遺蹟和建築文物資料的效率。

‧ 推出全新的粵港澳文化資訊網，通過香港、廣東和澳門之間的文化交流，推廣三地的藝術

設施和節目。資訊網涵蓋表演場地、文化節目、博物館、圖書館、藝術團體和網上售票服

務等六個範疇。

‧ 革新城市電腦售票網服務，物色票務承辦商負責開發、營運和保養一個靈活的後端售票系

統及有關服務，以期為市民提供更佳的售票服務。

‧ 推行建立樹木資料庫的第二階段工作，一方面利用互聯網科技讓市民瀏覽本署的綠化資

料，另一方面加入地理資訊系統功能，方便部門人員搜尋中央樹木數據庫。

‧ 在本署場地提供自助資訊亭服務，方便市民預訂康樂設施，以及報名參加社區康體活動。

‧ 推行體育資助辦事處電腦化計劃，協助管理並分配約 80 個體育總會的資助款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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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關係和宣傳

新聞及公共關係組擔任部門的傳媒顧問，負責推廣本署各項活動和設施、處理傳媒查詢和

回應投訴，藉此協助本署建立正面的形象。

年內，新聞及公共關係組有效地使用一系列宣傳工具，包括記者招待會、新聞簡報會、傳

媒參觀、廣告、海報和刊物，以宣傳推廣本署的活動。該組共舉行了 75 次記者招待會和

新聞簡報會，安排了 264 次傳媒參觀，發放了 2,505 份新聞稿，印製了 92 款海報，製作了

27 個電視廣告，並舉辦了 47 個展覽。

新聞及公共關係組負責安排新聞簡報會，宣傳本署的

活動。

新聞及公共關係組同事埋首設計宣傳海報。

新聞及公共關係組年內定期出版刊物，向各界匯報本署的工作進展，以提高部門運作的透

明度。這些刊物包括推介每週精選活動的《電子雜誌》週刊、《員工通訊》雙月刊、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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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社區體育會動態的《活力新一代社區體育會專刊》半年刊，以及概述本署職能和工作成

果的年報。

本署又設計了內容豐富、簡便易用的網站，方便市民查閱本署的資料。新聞及公共關係組

擔任資料上載的統籌工作，也就網頁的展示形式和設計提供意見。市民可通過互聯網瀏覽

本署刊物、服務、設施、文化節目和康樂活動的詳細資料，並可下載各類申請表格和閱覽

招標公告。

遇有颱風或暴雨等緊急事故，該組即調派新聞主任到緊急新聞中心當值，定時發放情況報

告，讓公眾得知本署節目活動的最新安排。在七月和九月颱風「伊布都」和「杜鵑」分別

襲港期間，新聞及公共關係組便啟動了緊急新聞中心，處理傳媒查詢並向傳媒發放有關消

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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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架構圖

● 人手編制、實際員額及空缺 ── 按部別及職系劃分

● 工作成果

● 二零零三至零四財政年度預算收支結算表

●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現正施工的基本工程計劃

●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在二零零三年竣工的基本工程計劃

● 康體市容設施

● 康體設施使用情況

● 康體活動和美化市容計劃

●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各地區康樂事務辦事處地址

● 文娛節目入場人次

● 文化表演項目與入場人次

● 博物館參選人數

● 公共圖書館使用情況

● 主要文化場地

● 有關文物及博物館書刊精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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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樂及文化事務署架構圖

附錄一

康樂及文化

事務署署長

新聞及公共關係組

演藝科

文化事務部

副署長(文化)

康樂事務部

副署長(康樂事務)

行政科

助理署長(行政)

助理署長(演藝)

文物及博物館科

圖書館及發展科

助理署長(文物及博物館)

助理署長(圖書館及發展)

資訊科技科

職系管理及支援組

資訊科技科總監

康樂事務科 1 助理署長(康樂事務)1

康樂事務科 2 助理署長(康樂事務)2

康樂事務科 3 助理署長(康樂事務)3

職系管理及支援組

重組工作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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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成果

附錄三

服務類別

確認下列各類預訂申請：

(i)	 一般申請 在每月的截止申請日期起計１４個工作天內給予書面回覆 100%

100%

100%

目標 二零零三年的工作成果

文化服務

表演藝術

(A)	文娛中心

(B)	售票服務

售票處售票 在2 5分鐘內為顧客提供服務（受歡迎節目

和大型藝術節／電影節門票開售時的繁忙

時段除外），並在４分鐘內完成發售一張

門票

顧客查詢多項節目和活動的

詳情時（尤其是受歡迎的節

目和活動系列），需時可能

超過４分鐘。門票須待顧客

確認購票後方可印發，但由

顧客確認購票至印發門票需

時少於１分鐘。

99.5%

電話訂票服務 在下一個工作天內把門票郵寄給電話訂票

的登記客戶

100%

經城市電腦售票網

處理郵購訂票

在截止訂票日期起計５個工作天內把門票

寄出

100%

電話留座和查詢服務 99%

在每月的截止申請日期起計１４個工作天內給予書面回覆

在接獲申請起計７個工作天內給予書面回覆

(ii)	 特別申請

(iii)	遲遞申請

服務類別 目標
二零零三年
的工作成果 未能達到標準的原因

在５分鐘內為顧客提供服務，繁忙時段

（上午1 0時至1 1時，下午1 2時3 0分至2時）

除外

一般來說，顧客來電會時多

時少；來電多的時候偶然會

引致線路繁忙。

註� 1�由於預訂申請數以千計，而確認時間未能達至目標的卻只有一項，所以達標率視作1 0 0 %論。�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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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類別 目標 二零零三年的工作成果

(A)	圖書館

(B)	書籍註冊

根據《書刊註冊條例》(第１４２章)，在憲報刊登

註冊書籍的目錄

每季刊登一次 100%

在圖書館開放使用時（包括繁忙時段）有九成時間達至下述服務標準：

(i)	 申請新借書證 １０分鐘 100%

(ii)	 補領借書證 １０分鐘 100%

(iii)	外借一項圖書館物品 ５分鐘 100%

(v)	 預訂一項圖書館物品 ５分鐘 100%

(iv)	歸還一項圖書館物品 ５分鐘 100%

服務類別 目標 二零零三年的工作成果

圖書館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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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類別 目標 二零零三年的工作成果

(A)	博物館

(B)	古物及古蹟

處理拍攝外景申請 １０個工作天 100%

處理借用巡迴展覽資料及錄影帶申請 ７個工作天 100%

處理複製相片及幻燈片申請 １４個工作天 100%

處理索取遺址和古蹟記錄複印本申請 ５個工作天 100%

處理學校提出的參觀活動及導賞服務申請 在７個工作天內處理有關申請 100%

提供種類均衡的博物館活動 100%

為科學館及太空館內可供參觀者觸摸和操作

的展品進行保養

無論何時至少有九成展品可供

使用

100%

添購藝術作品、影片和歷史物品，以保存

香港的藝術和物質文化

館藏量每年增加１%至２% 100%

每月舉辦４個不同主題的展覽

每月舉辦７５０項教育活動

服務類別 目標 二零零三年的工作成果

文物及博物館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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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理康體活動的報名申請：

(i)	 在地區康樂事務辦事處的櫃檯報名  輪候時間不超過2 0分鐘，繁忙時段

（上午8時3 0分至1 0時3 0分）除外

100%

(ii)	 郵遞 在截止報名日期起計７個工作天內

通知申請人

100%

處理體育設施的租用申請： 

(i)	 在場地的櫃檯辦理手續  輪候時間不超過2 0分鐘，繁忙時段

（上午7時至7時3 0分）除外

100%

(ii)	 郵遞 在截止申請日期起計７個工作天內

通知申請人

100%

處理桌球室、公眾保齡球場和公眾溜冰場牌照的申請：

(i)	 認收申請 ７個工作天內 100%

(ii)	 徵詢有關政府部門意見 ７個工作天內 100%

(iii)	在確定符合發牌規定後，發出牌照 １０個工作天內 100%

游泳池的輪候入場時間 輪候入場時間少於２５分鐘，繁忙

時段除外

100%

服務類別 目標 二零零三年的工作成果

康樂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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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 9

4 4 5

3 5

3 0

2 9

6 5 8

1 , 8 5 8

1

2 , 3 5 1

1 6 6

1 1 8

9 8

6 2

5 0

5 2

2 1 8

4 , 9 7 4

4 , 3 1 6

7 3

7 0

1 4 3

4 , 4 5 9

1 1 1

5 2 0

3 9

4 4

3 2

7 4 6

1 , 8 8 9

0

2 , 2 4 7

1 6 3

1 1 3

9 8

5 8

4 9

3 9

2 0 7

4 , 8 6 3

4 , 1 1 7

4 6

1 2

5 8

4 , 1 7 5

1 2003 04

2 2002 03

2003-04

   (1)

2002-03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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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樂及文化事務署現正施工的基本工程計劃

附錄五

大埔綜合大樓

馬鞍山第１００區體育館暨圖書館

大角咀大樓 ( 第二期 )

粉嶺第1 8及2 1區的鄰舍休憩用地

屯門第1 4區(老鼠島)的鄰舍休憩用地

青衣第3及8區的地區休憩用地

九龍灣遊樂場

馬鞍山運動場 ── 第2期

大埔第5區的地區休憩用地

大埔第5區的足球場

天水圍第1 5區的鄰舍休憩用地

赤柱正灘的水上活動中心

元朗屏山的鄰舍休憩用地

大嶼山東涌第7區的地區休憩用地

觀塘樂華遊樂場改善工程

在晒草灣前堆填區闢設多用途草地球場

屯門第1 8區的地區休憩用地

赤柱綜合大樓

鑽石山斧山道公園

中華基督教青年會馬鞍山烏溪沙青年新村翻新工程

荃灣大會堂毗鄰增闢休憩用地

天水圍第1 7區的體育館

大角咀櫻桃街公園

1 2 / 1 9 9 9

1 0 / 2 0 0 0

1 / 2 0 0 1

7 / 2 0 0 2

1 0 / 2 0 0 2

1 0 / 2 0 0 2

1 0 / 2 0 0 2

1 0 / 2 0 0 2

1 2 / 2 0 0 2

1 2 / 2 0 0 2

1 2 / 2 0 0 2

2 / 2 0 0 3

2 / 2 0 0 3

2 / 2 0 0 3

2 / 2 0 0 3

3 / 2 0 0 3

5 / 2 0 0 3

6 / 2 0 0 3

7 / 2 0 0 3

1 0 / 2 0 0 3

1 1 / 2 0 0 3

1 2 / 2 0 0 3

1 2 / 2 0 0 3

1 / 2 0 0 4

4 / 2 0 0 4

2 0 0 5年中

2 0 0 4年底

3 / 2 0 0 4

5 / 2 0 0 4

5 / 2 0 0 4

9 / 2 0 0 4

8 / 2 0 0 4

8 / 2 0 0 4

1 1 / 2 0 0 4

2 0 0 4年底

1 0 / 2 0 0 4

4 / 2 0 0 5

1 2 / 2 0 0 4

3 / 2 0 0 4

7 / 2 0 0 5

1 / 2 0 0 6

2 0 0 6年中

4 / 2 0 0 4

1 0 / 2 0 0 5

4 / 2 0 0 6

8 / 2 0 0 5

動工日期工程名稱 目標竣工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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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在二零零三年竣工的基本工程計劃

附錄六

康樂設施

麥理浩夫人度假村及西貢戶外康樂中心改善工程

屯門第4 4區鄰舍休憩用地

佐敦谷遊樂場（第 I I期）（第2階段）

108.60

54.30

70.10

4/2003

5/2003

6/2003

工程費用 
(百萬元)工程名稱 竣工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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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體市容設施

附錄七

康體設施

體育館

球場(室內外)

� 羽毛球

� 籃球

� 手球

� 排球

� 投球

� 壁球

� 網球

� 網球練習場

草地球場(天然)

� 足球

� 足球兼其他球類

� 欖球

� 欖球兼其他球類

� 大球場(戶外)

草地球場(人造)

� 足球

� 足球兼其他球類

� 曲棍球

硬地足球場

門球場(天然及人造草)

運動場

草地滾球場(室內外)

障礙高爾夫球場

露天劇場

射箭場

滾軸溜冰場

緩跑徑/健身徑

單車徑

模型船池

83

	507

	427

	31

	232

	27

	323

	268

17

	35

	11

	2

	3

	2

	7

	8

	2

222

22

24

10

1

18

2

35

76

9

4

康樂市容設施 數目

(1)

康體設施

划艇公園

泳灘

游泳池場館

水上活動中心

度假營

騎術學校

高爾夫球練習場(室內外)

露營地點

休憩設施

大型公園

公園/花園/休憩處

噴水池

兒童遊樂場

動物園/鳥舍

溫室

泳屋

燒烤爐

交通安全城

轄下園藝保養地帶總面積

(以公頃計)

轄下康樂設施用地總面積

(以公頃計)

3

41

36

4

4

2

4

2

22

1,316

80

624

5

2

51

619

4

1,501.6

2,091

康樂市容設施 數目

(2)

(3)

註�( 1 )包括９個用作桌球檯室的壁球室。

� ( 2 )包括所有本署負責保養和除草的場地、政府建築物及

路邊美化市容地。

� ( 3 )包括室內及室外的康樂設施用地和路邊美化市容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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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體設施使用情況

附錄八

百分比(另有註明除外)

硬地球場

網球

障礙高爾夫球(數目)

草地球場

天然草地球場

人造草地球場

草地滾球場

曲棍球(人造草)

欖球

運動場

體育館

主場

活動室/舞蹈室

健身室

兒童遊戲室

壁球場

度假營

日營

宿營

黃昏營(使用人數)

水上活動中心

日營

露營

小時

局

場

場

小時

小時

小時

小時

小時

小時

小時

小時

小時

人

人

人

人

人

註：

� (1)�包括獨立式壁球場/中心、乒乓球中心及羽毛球中心。

� *�高於１００％的數字表示場地實際使用量超過限定可供使用的場數。

單位康體設施類別 使用率(百分比)

使用率(百分比)

48.8

2,715

104.6

81.1

19.8

53.4

97.1

91.9

68.3

59.2

71.7

84.8

30.2

80.47

59.54

20,729

79.74

51.89

*

使用總時數/場數

可供使用總時數/場數
x 100%使用率 (%)  ＝

使用人數�  

可容納人數�  
x 100%使用率 (%)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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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體活動及美化市容計劃

附錄九

康體活動

體育活動資助計劃

動物園教育計劃

園藝教育計劃

綠化校園資助計劃

「一人一花」計劃

學校公園園圃計劃

香港花卉展覽

綠化香港活動資助計劃

綠化香港大使計劃

社區種植日

綠化展覽 / 講座

27,642

5,524

442

239

746

934

40

1

5

300

40

169

1,622,356

537,195

16,047

9,275

200,000

270,000

2,000

550,000

80,000

8,000

10,185

9,964

節目/活動數目節目/活動 參加/出席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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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各地區康樂事務辦事處地址

附錄十

中西區 香港中環皇后大道中３４５號上環市政大廈１０樓１００１室 2853 2566

九龍城 九龍馬頭圍道１６５號土瓜灣街市暨政府合署１０樓 2711 0541

深水　 九龍深水　元州街５９至６３號元州街市政大廈７樓 2386 0945

東區 香港　魚街３８號　魚涌市政大廈３樓 2564 2264

觀塘 九龍觀塘翠屏北　翠樟樓Ｍ１樓１３至１８室及Ｍ２樓１１０至１１８室 2343 6123

南區 香港香港仔大道２０３號香港仔市政大廈４樓　 2555 1268

灣仔 香港灣仔軒尼詩道２２５號駱克道市政大廈９樓 2879 5622

黃大仙 九龍清水灣道１１號牛池灣市政大廈４樓 2328 9262

油尖旺 九龍尖沙咀柯士甸道２２號九龍公園辦事處１樓 2302 1762

離島 香港中環統一碼頭路３８號海港政府大樓６樓 2852 3220

葵青 新界葵涌興芳路１６６至１７４號葵興政府合署８樓 2424 7201

北區 新界上水智昌路１３號石湖墟市政大廈４樓 2679 2819

西貢 新界西貢親民街３４號西貢政府合署５樓 2792 4149

沙田 新界沙田鄉事會路１３８號新城市中央廣場１座１２樓１２０７至１２１２室 2634 0111

大埔 新界大埔汀角路１號大埔政府合署４樓 2654 1406

荃灣 新界荃灣楊屋道４５號楊屋道市政大廈３樓 2212 9702

屯門 新界屯門屯喜路１號屯門政府合署３樓 2451 0304

元朗 新界元朗橋樂坊２號元朗政府合署暨大橋街市２樓 2478 4342

地址地區 查詢電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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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娛節目入場人次 

附錄十一

表演場地 入場人次

206

596

75

70

93

192

148

116

-

2

191

134

97

39

366

178

124

462

331

1,297

4,717

82,109

527,449

7,014

7,849

64,197

16,825

29,482

32,265

-

1,843

75,432

61,005

11,493

7,924

125,242

79,907

61,882

40,833

912,343

370,656

2,515,750

香港大會堂

香港文化中心

香港科學館演講廳

香港太空館演講廳

高山劇場

牛池灣文娛中心

西灣河文娛中心

上環文娛中心

香港體育館

伊利沙伯體育館

荃灣大會堂

屯門大會堂

北區大會堂

大埔文娛中心

沙田大會堂

葵青劇院

元朗劇院

香港電影資料館電影院

其他康樂及文化事務署的場地 

非康樂及文化事務署的場地

合計

數目

註� 包括在大堂及廣場舉行的節目。

� 數字不包括租用者舉辦的節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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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表演項目與入場人次 

附錄十二

275

130

208

237

133

812

1,795

167,672

79,969

33,146

62,498

101,175

215,653

660,113

表演場數節目類別 入場人次

音樂

舞蹈

跨媒體

戲劇

中國戲曲

觀眾拓展

合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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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物館參觀人數

217,517

1,017,240

870,645

655,800

455,629

213,895

154,933

197,415

182,882

44,434

31,337

37,065

160,413

其他場地

69,414香港視覺藝術中心

場地 入場人次

入場人次

香港藝術館

香港歷史博物館

香港科學館

香港太空館

香港文化博物館

香港海防博物館

三棟屋博物館

香港鐵路博物館

茶具文物館

上　民俗文物館

羅屋民俗館

李鄭屋漢墓博物館

香港電影資料館

附錄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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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圖書館使用情況

附錄十四

圖書館總數

登記讀者

總館藏

借出資料

處理參考查詢

推廣活動舉辦次數

網上圖書館服務

    網頁到訪次數

    網上續借

    網上預約

    多媒體資訊系統網上到訪次數

70

2,965,908

10,170,043

58,621,063

3,912,985

15,248

70,698,365

9,571,002

418,179

114,8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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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文化場地

附錄十五

香港文化中心 九龍尖沙咀梳士巴利道１０號

香港大會堂 香港中環愛丁堡廣場

上環文娛中心 香港皇后大道中３４５號上環市政大廈５樓

西灣河文娛中心 香港筲箕灣道１１１號

牛池灣文娛中心 九龍清水灣道１１號牛池灣市政大廈２－３樓

高山劇場 九龍紅磡高山道７７號

地址文娛場地

荃灣大會堂 新界荃灣大河道７２號

沙田大會堂 新界沙田源禾路１號

屯門大會堂 新界屯門屯喜路３號

葵青劇院 新界葵涌興寧路１２號

元朗劇院 新界元朗體育路９號

大埔文娛中心 新界大埔安邦路１２號

北區大會堂 新界上水龍運街２號

伊利沙伯體育館 香港灣仔愛群道１８號

香港體育館 九龍紅磡暢運道９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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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會堂公共圖書館 香港中環大會堂高座２至６樓及８至１１樓

九龍公共圖書館 九龍培正道５號

沙田公共圖書館 新界沙田源禾路１號

荃灣公共圖書館 新界荃灣西樓角路３８號

屯門公共圖書館 新界屯門屯喜路１號

香港藝術館 九龍尖沙咀梳士巴利道１０號

香港歷史博物館 九龍尖沙咀東部漆咸道南１００號

香港科學館 九龍尖沙咀東部科學館道２號

香港太空館 九龍尖沙咀梳士巴利道１０號

茶具文物館 香港中區紅棉路１０號香港公園

李鄭屋漢墓博物館 九龍深水　東京街４１號

羅屋民俗館 香港柴灣吉勝街１４號

上�民俗文物館 新界西貢北潭涌

香港鐵路博物館 新界大埔崇德街１３號

三棟屋博物館 新界荃灣古屋里２號

香港海防博物館 香港筲箕灣東喜道１７５號

香港電影資料館 香港西灣河鯉景道５０號

香港文化博物館 新界沙田文林路１號

地址博物館

香港中央圖書館 香港銅鑼灣高士威道６６號

地址公共圖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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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文物及博物館書刊精選

附錄十六

１.� 《呂壽琨──新水墨畫》

２.� 《鴛鴦：咖啡與茶具展》

３.� 《虛白齋藏中國書法》

４.� 《香港藝術雙年展200 3》

５.� 《拿破崙大展》

６.� 《百步穿楊亞洲傳統射藝》

７.� 《學海無涯近代中國留學生展》

８.� 《香港歷史博物館簡介》

９.� 《星‧移‧物‧換──中國古代天文文物精華》

１０.�《陳經──「陳幼堅生活的藝術」展覽圖錄》

１１.�《宋至清陶瓷──徐氏藝術基金捐贈》

１２.�《亞洲拼圖：第十八屆亞洲國際美術展覽會》

香港電影書刊精選

１.� 《香港影片大全(四)19 5 3 - 1 9 5 9 (英文版)》

２.� 《香港影片大全(四)19 5 3 - 1 9 5 9 (中文版)》

３.� 《邵氏電影初探(英文版)》

４.� 《邵氏電影初探(中文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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