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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对康乐及文化事务署而言，二零零七至零八年度是多彩多姿的一

年。年内，我们倾力举办了连串体育活动和文化节目，与市民共

庆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十周年。身为康乐及文化事务署署长，我

对部门过去一年所取得的工作成果深感自豪，并感谢全体同事克

尽己职，竭诚工作，令每项活动都能圆满举行。

本署年内另一项重要的工作成果，就是在二零零七年四月顺利推

行先导计划，与四个区议会试行共同管理地区设施，为二零零八年一月开始全面落实

「区议会角色、职能及组成的检讨」报告建议作先导测试。为此，本署训练组与公务员

事务局特别合办一系列培训课程，协助署内同事做好准备，迎接这项挑战。

另外值得一提的还有我们为多项体坛盛事所进行的筹备工作。我们一方面竭尽心力策划

二零零八年五月二日举行的北京2008年奥运会香港区火炬接力，以及同年八月和九月在

本港分别设立的奥运会和残奥会「文化广场」，另一方面又勉力协助东亚运动会(香港)

有限公司筹办定于二零零九年十二月揭幕的2009东亚运动会。在社区层面，本署联同

18个区议会在二零零七年四月至五月合办第一届全港运动会。这个两年一度的运动会旨

在推广社区「普及体育」的文化。

在文化服务方面，本署人员努力不懈，积极进行了多项保护文物工作。前威菲路军营改

作香港文物探知馆的活化项目，更荣获二零零七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区文物古迹保

护奖评审团创新奖。

年内，本署在为公众提供设施和服务方面亦续有新猷，其中一项利便市民的新措施是在

康乐场地装设自助服务站，让巿民能够使用智能身分证预订康乐设施或报名参加活动，

并以八达通卡付款。此外，香港文物探知馆和18间公共图书馆也分别在二零零七年七月

和二零零八年三月推出Wi-Fi服务，免费供巿民无线上网。

本署在过去一年所推展的各项工作，目标都是力求服务更臻完善。在未来的日子里，我

们会继续全心全意为巿民提供优质文康服务，以提升大众的生活质素。

康乐及文化事务署署长周达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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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承诺

康乐服务

我们承诺提供设施，鼓励市民参与康体活动，并举办各式各样的节目，为市民生活

增添姿采。

我们承诺把设施租用费和活动收费维持在市民大众可负担的水平，并继续为长者、

全日制学生、14岁以下青少年，以及残疾人士及其照顾者提供收费优惠。

我们承诺为市民提供安全优质的康体设施，并负责管理和维修工作。

文化服务

我们承诺为市民提供文娱中心设施和举办文娱节目，并推动表演和视觉艺术的发

展，提高市民这方面的兴趣和欣赏能力。

我们承诺为所有图书馆使用者提供高效有礼的服务，以满足社会在知识、资讯和研

究方面的需求；支援市民终身学习、持续进修和善用余暇；以及推广本地文学艺

术。

我们承诺提供并拓展博物馆及有关服务，以保存本地的文化遗产和提高市民对文化

遗产的欣赏兴趣。我们会致力修复古物古迹，推广文物教育和欣赏。我们又会积极

推广视觉艺术和介绍香港艺术家，并通过多元化的教育活动培养市民对香港的归属

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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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想、使命、信念

理想我们的理想是我们共同努力的目标。

使命我们的使命是我们订定的清晰工作路向，引领我们实现理想。

信念我们的信念是我们行为操守和表现的指引，也是本署致力推广的服务文化。

我们的理想：

竭诚提供优质文康服务，以配合香港发展为世界级大都会和盛事之都的路向。

我们的使命：

提供优质文康服务，为市民生活增添姿采；

发挥专业精神，务使文康服务更臻完善；

与体育、文化、社区团体紧密合作，发挥协同效应，以加强香港的艺术和体育发展

动力；

保护文化遗产；

广植树木，美化环境；

为顾客提供称心满意的服务；以及

建立一支积极进取、尽忠职守、服务为本的工作队伍。

我们坚守下列的基本信念，实践工作使命：

以客为本

我们关心顾客的需要，并承诺以礼待客，竭诚为顾客提供方便快捷的服务。 

质素至上

我们承诺以符合成本效益的方法提供优质服务。 

创意无限

我们鼓励多元化发展，重视原创意念。 

专业精神

我们奉行最高的专业标准和操守准则，并致力保持卓越的工作表现。 

讲求成效

我们重视工作成效，以期取得最佳成果。 

成本效益

我们务求以快捷并符合成本效益的方法，达至工作目标。 

精益求精

我们致力与时并进，积极回应社会不断转变的需求，竭力提升服务质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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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城劲舞贺回归」在伊

利沙伯体育馆上演连场体

育舞蹈比赛和表演。

香港回归十周年庆祝活动

二零零七年是香港特别行政区(香港特区)成立十周年。本署举办了各式各样的文化体育

活动，让市民一同庆祝香港回归十载。

康乐事务

为庆祝香港特区成立十周年，本署安排辖下各平日须收费的室内体育设施和公众游泳池

在二零零七年七月一日及二日供市民免费使用。在该两天内，约29万名市民使用了这些

设施和游泳池。

全港运动会在二零零七年首次举办，以庆祝香港特区成立十周年。这是本港历来第一个

全港大型多项目运动会，以18个区议会为参赛单位，以后会每两年举办一次，以期在香

港推广热爱体育的文化。

「全城劲舞贺回归」是一项由本署资助的香港特区成立十周

年大型庆祝活动。活动内容包括一连串为不同年龄组别人士

而设的舞蹈比赛和表演，是本港首次举办此类型的活动。这

项活动其中一个特别跳舞环节，名为「最多对舞者跳舞」，

是由540对舞蹈健儿在活动中翩翩起舞，一同参与打破「最

多对舞者跳舞」的健力士世界纪录。

「万人太极大汇演」在前启德机场旧址举行，旨在为这项国

术运动的爱好者提供一个互相交流心得的机会，并作为香港

特区成立十周年的主要庆祝活动之一。在这项壮举中，超过

两万名太极爱好者与多位来自内地的太极宗师一同演练太

极，刷新了香港最多人参与演练太极的纪录。

在六月至八月期间，本署另外还举办了多项获商界赞助的大

型体育活动，以作为香港特区成立十周年的部分庆祝活动，当中包括「香港特别行政区

十周年回归杯」(足球)、 「2007国际龙舟邀请赛」、「体操精英大汇演」、「欧亚桌球

大师挑战赛2007」和「2007世界女排大奖赛 香港站」。这些活动吸引了超过11万名市

民出席观看，并获传媒广泛报道。

国家体操队与香港体

操队一同在香港体育

馆表演竞技体操、艺

术体操和技巧体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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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事务

在庆典统筹办公室督导下，本署在六月三十日假香港会议展览中心举行了一个大型文艺

晚会，由本港和内地著名艺团、影视红星、流行歌手、金牌体育健儿、社区演艺人员等

参与演出，阵容强大，群星闪耀。节目并作现场直播，内地、香港和海外华人社会均可

即时欣赏到晚会的盛况。

年内，本署举办的其他大型庆祝活动包括「龙声鼓舞」万人青年音乐会，这是一项两岸

四地青少年云集参与的大型盛事，逾万名来自内地、澳门、台湾和香港的年轻人齐心击

鼓，携手打破健力士世界纪录；此外，还有京港两地合共四百多人组成合唱团演出的

《长征组歌》大型合唱音乐会、中国爱乐乐团呈献的两个音乐会、中国国家芭蕾舞团的

表演、两岸三地与日本流行歌手齐集于添马舰演出的户外流行摇滚音乐会、特别为「粤

剧庆团圆系列 戏说唐朝」委约制作的新编粤剧演出，以及粤港澳文化活动交流节目

「粤港澳名家荟萃」等。

「龙声鼓舞 万人青

年音乐会」节目丰富

多彩，包括万人鼓乐

演奏、青年舞龙、青

年音乐家十琴合奏、

千人大合唱、传统与

流行舞兼备的混合舞

表演，以及流行歌手

汇演。

本署又在各主要博物馆举办多项不同主题的展览及相关活动，以庆祝香港回归十周年，当

中重要的展览和活动包括「国之重宝 故宫博物院藏晋唐宋元书画展」及「国之重宝」国

际学术讲座系列、「飞龙在天 中国恐龙与古生物展」、「三星闪烁 金沙流采      神秘的

古蜀文明」、「中国考古新发现」、「世纪先驱 林风眠艺术展」，以及「世界文明瑰

宝：大英博物馆藏珍展」。在二零零七至零八财政年度内，这六个大型展览连同其他许多

节目，为本港各所博物馆创下了总访客人数达5 325 829人次的纪录。

访客在香港科学馆内

观看三只巨大恐龙搏

斗的壮观场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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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长官曾荫权在小西湾运动

场主持第一届全港运动会开幕

典礼，标志着香港社区体育发

展向前迈进一大步。

为庆祝香港特区成立十周年，本署还安排辖下七所平日须收取入场费的博物馆，在

二零零七年七月一日和二日免费向公众开放。在该两天到各所博物馆参观的访客大约有

77 000人次。 

庆祝活动精华

日期 活动 内容

2007年4月4

日至5月5日

庆祝香港特别行政区成

立十周年 植树日

植树日在全港18区举行，以「十年树木」为主

题，以纪念香港特区成立十周年。参加活动人

数超过7 000名。

2007年4月4

日至6月3日

世纪先驱 林风眠艺术

展(于香港艺术馆举行)

这个展览展出113幅二十世纪大师林风眠的代表

作品，藉此回顾他致力实践融合中西绘画风格的

卓越成就。

2007年4月

21日至22日

赤柱正滩春季帆船赛(于

赤柱正滩水上活动中心

举行)

这项大型风帆比赛专为风帆及滑浪风帆爱好者

而设，在大潭湾吹着春季季候风时举行，赛事

共分十个组别进行。

2007年4月

21日至5月6

日

第一届全港运动会 第一届全港运动会是本港历来首个全港大型多项

目运动会，以18个区议会为参赛单位，共有

1 287名运动员分别参加田径、羽毛球、篮球和乒

乓球四项受欢迎的比赛项目。

2007年5月4

日至6日

第一届全球杰出华人青

少年歌唱节(于香港文化

中心举行)

千多名来自中国十大少年合唱团与香港多个优

秀歌唱团的青少年同台表演。举办歌唱节的目

的，是为促进全球华人合唱界的相互交流、建

立友谊和联系，以及提升华人社群的歌唱和合

唱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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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星闪烁 金沙流采 神

秘的古蜀文明」展览在香

港文化博物馆举行，展品

包括图中在三星堆遗址发

现的戴金面罩铜人头像。

2007年5月

25日至11月

25日

飞龙在天 中国恐龙与

古生物展(于香港科学馆

举行)

展览展出在中国出土的龙鸟、其他恐龙、史前

生物等化石，并探索哺乳动物、鸟类和开花植

物的演化源头。这批化石精品显示中国蕴藏极

珍贵和丰富的生物演化史料。

2007年6月6

日至9月9日

「三星闪烁 金沙流采

神秘的古蜀文明」展览

(于香港文化博物馆举

行)

展览展出超过120件精选自三星堆博物馆、成都

博物院和四川省考古研究院藏品的珍贵考古文

物，展示数千年前曾经出现于古蜀地区的灿烂

文明。

2007年6月

21日至23日

华夏精英舞蹈团演出的

「魅力华采 民族舞蹈

庆回归」(于香港文化中

心、沙田大会堂和屯门

大会堂上演)

华夏精英舞蹈团是张继钢特别为本节目而组成

的百人舞蹈团，成员包括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

治部歌舞团与吉林市歌舞团的顶尖舞蹈家和专

业制作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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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八和会馆多位粤剧名伶合

演《群英会》中的折子戏。

2007年6月

23日

「粤剧庆团圆」系列

粤港澳名家荟萃(于香港

文化中心举行)

广东省文化厅、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文化局及

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民政事务局携手合作，为

观众呈献一台粤港澳三地粤剧名伶合力演出的

粤剧折子戏，共贺团圆。

2007年6月

23日至24日

大美督风帆比赛(于大美

督水上活动中心举行)

这项风帆大赛适合不同技术水平的风帆及滑浪

风帆爱好者参加。赛事分为绕泡赛及长途赛两

个项目。

2007年6月

23日至24日

2007香港国际龙舟邀请

赛(于尖东海旁举行)

香港国际龙舟邀请赛已成为国际瞩目的体育盛

事，每年吸引超过100支海外及本地龙舟队伍参

加。为纪念香港特区成立十周年，这项赛事在

2007年扩大规模，参赛队伍超过140支。

2007年6月

23日至7月8

日

2007年水生植物展览(于

香港公园举行)

展览旨在提高市民对绿化的兴趣，展出的水生

植物包括荷花及睡莲，吸引了逾139 000名游人

到场参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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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誉国际的中国国家芭蕾舞团

在香港文化中心上演中国芭蕾

舞剧《红色娘子军》。

2007年6月

28日至29

日、7月1日

中国国家芭蕾舞团

6月28日至29日

《海盗》(于香港文化中

心上演) 

7月1日

《红色娘子军》(于香港

文化中心上演)

中国国家芭蕾舞团演出两出芭蕾舞剧《海盗》

和《红色娘子军》，展现芭蕾舞艺术与中国文

化独特而完美的结合。

2007年6月

29日至8月

11日

国之重宝 故宫博物院

藏晋唐宋元书画展(于香

港艺术馆举行)

展览精选32件晋、唐、宋及元代名家中国古代书

画名迹，包括从未在内地以外展出的国宝级珍

品。

2007年6月

30日

「龙声鼓舞」万人青年

音乐会(于香港体育馆举

行)

音乐会中逾万名来自内地、澳门、台湾及本港

两岸四地青少年齐心击鼓以刷新最大型鼓乐表

演的健力士世界纪录。十位香港和澳门的青年

乐手以十座钢琴一同合奏，另外还有舞龙、大

合唱、舞蹈汇演等演艺节目，联同多名流行歌

手同台演出。

2007年6月

30日

大型文艺晚会(于香港会

议展览中心举行)

这个综合文娱表演节目汇聚本港和内地著名艺

团、影视红星、流行歌手、金牌体育健儿、社

区演艺人员等参与演出，阵容庞大，群星闪

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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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7月1

日

香港特别行政区十周年

回归杯(于香港大球场举

行)

这项盛事包括三场精彩赛事︰香港明星足球队

与中国明星足球队对垒、拜仁慕尼黑队火拼圣

保罗队，以及中国国家队挑战世界足球明星

队。比赛吸引了逾37 000名观众入场观看，并获

世界各地传媒广泛报道，加强了香港作为国际

盛事之都的形象。

2007年7月1

日至2日

免费使用室内康乐设

施、公众游泳池和博物

馆

本署辖下各平日须收费的室内体育设施、公众

游泳池和博物馆在该两天的开放时间内供市民

免费使用，吸引了近367 000人次(其中室内体育

设施126 000人次、游泳池164 000人次和博物馆

77 000人次)。

2007年7月2

日

拥抱十周年POP ROCK

大派对(于金钟添马舰举

行)

为年轻人筹办的大型户外流行摇滚音乐会，云

集中、港、台及日本的流行歌手和乐队参与演

出。

2007年7月7

日至8日

全城劲舞贺回归(于伊利

沙伯体育馆举行)

这项活动包括一项体育舞蹈国际排名赛，来自29

个国家或地区的顶级体育舞蹈高手同场较量，

竞逐冠军宝座。此外，540对舞者于7月7日共舞

五分钟「查查查」，以刷新最多对舞者跳舞的

健力士世界纪录。活动为期两天，到场观赏的

观众超过一万名，参加人数达3 000名。

2007年7月

12日至15日

欧亚桌球大师挑战赛

2007(于伊利沙伯体育馆

举行)

欧亚桌球大师挑战赛曾于2003年在香港首次举

行，现已蔚为城中盛事。香港桌球总会在2007年

再度主办这项世界级赛事，吸引了逾11 000名观

众入场欣赏。

2007年7月

13日至14日

体操精英大汇演(于香港

体育馆举行)

国家体操队和技巧体操队派出25名成员，联同香

港体操队进行两场示范表演。表演项目包括竞

技体操、艺术体操及技巧体操，共吸引两万名

观众入场观看，并获传媒广泛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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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考古新发现」展览

展出的鎏金铜龙柱释迦牟

尼像。

2007年7月

25日至9月

24日

「中国考古新发现」展

览(于香港历史博物馆举

行)

展览展出中国近几十年的重要考古成果，涵盖

精美的青铜器、彩俑、漆器、雕工精湛的玉器

饰物、佛教文物、罕见的金银器等新石器时代

以至清代的珍贵文物。

2007年8月

10日至12日

2007世界女排大奖赛

香港站(于香港体育馆举

行)

这是国际排球坛一年一度的盛事。四支顶尖球

队，包括中国、意大利、波兰和多米尼加共和

国来港进行六场比赛，竞逐殊荣。入场欣赏赛

事的观众逾26 000名。

2007年8月

11日

庆祝回归十年纪念公园

开幕仪式暨社区植树日

(于九龙公园举行)

这项植树仪式是回归十年纪念公园的开幕活

动。纪念公园位于九龙公园内。当日约有100人

出席仪式，并种植了50棵宫粉羊蹄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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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征组歌》是二十世纪华人

经典音乐作品之一，合唱音乐

会在港盛大举行。

2007年8月

26日至27

日、28日至

30日

昆曲名家名剧表演

8月26日至27日

檀板清歌 昆曲名家清

唱会(于新光戏院举行) 

8月28日至30日

戏以人传 昆剧四代承

传大汇演(于香港大会堂

举行)

难得一见的昆剧大汇演。上海昆剧团、北方昆

曲剧院、江苏省昆剧团、江苏省苏州昆剧院、

浙江昆剧团、湖南省昆剧团等六大昆班的四代

著名昆剧大师荟萃一堂，带领观众体验昆剧

「戏以人传」的传统。

2007年9月

14日至12月

2日

世界文明瑰宝：大英博

物馆藏珍展(于香港艺术

馆举行)

展览展出约250件珍稀文物，包括雕塑、绘画、

珠宝、瓷器、石器等，皆选自一七五三年创馆

的大英博物馆。该批文物来自世界五大洲，涵盖

古埃及、罗马、希腊、中东、印度及日本的文明

瑰宝。

2007年9月

17日至10月

14日

中国电影展2007(于香港

文化中心、香港电影资

料馆、香港太空馆和香

港科学馆举行)

「中国电影展2007」选映26场共十部内地摄制的

新电影，展示中国电影业最新的发展。

2007年8月

25日至26日

《长征组歌》合唱音乐

会(于香港文化中心举

行)

《长征组歌》是二十世纪华人经典音乐作品之

一，由北京军区战友文工团联同香港合唱团协

会组成四百多人的大型合唱团携手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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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万多名太极爱好者一同演练

太极，场面壮观。

2007年9月

30日

万人太极大汇演(于九龙

城前启德机场举行)

20 236名来自各阶层和不同年龄组别的太极爱好

者云集前启德机场旧址，一同演练20分钟太极，

刷新了香港最多人一同演练太极的纪录。

2007年9月

26日、28日

至29日、10

月1日至2

日、6日至7

日、9日

香港八和会馆演出的

「粤剧庆团圆系列 戏

说唐朝」(于香港文化中

心、屯门大会堂和荃湾

大会堂举行)

汇聚全港红伶新秀演出的大型粤剧活动，节目

丰富多彩，包括传统粤剧折子戏《盛世梨

园》、两出新编粤剧《大唐风云会》和《抡才

记》，以及「大唐骚韵」粤曲彩唱演唱会、粤

剧讲座及展览等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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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乐事务

本署辖下的康乐事务部负责管理和发展全港的康乐及体育设施，并提供多元化的康乐活

动，以协助市民建立健康的生活方式。此外，该部又负责在公园和康乐地带广植树木和灌

木，藉以促进自然保育和推动绿化香港的工作。

我们与区议会保持紧密合作，务求在筹划新设施时能够切合市民对康乐设施不断改变的

需要。在筹划过程中，我们也会考虑私营机构和邻近地区已提供的康乐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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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体设施

本署负责在全港18区提供体育及其他设施，包括41个刊宪泳滩、37个泳池、两个户外大

球场(香港大球场和旺角大球场)、46个天然草地球场、25个人造草地球场、233个硬地足

球场、两个曲棍球场、两个榄球场、88间体育馆、298个壁球场、24个运动场、272个网

球场、四个高尔夫球练习场、五个水上活动中心、四个度假营、22个大型公园和671个

儿童游乐场。这些康乐设施占地面积共2 272公顷。

本署辖下的人造草地

球场深受足球运动员

欢迎。

公园  

本署管理约1 470个公园和花园，面积大小不一，其中包括下列主要公园。

「岭南之风」以传统

的院落回廊为布局，

是荔枝角公园的地

标。

香港公园

香港公园在一九九一年五月正式启用，占地8.16公顷，坐落于前域多利军营旧址。园内

的主要设施包括观鸟园、温室、鸟瞰角、奥林匹克广场、壁球中心、体育馆、儿童游乐

场及餐厅等。

观鸟园的设计模拟热带雨林的环境，为约600只分属90个不同品种的雀鸟提供栖息之

所。年内有些雀鸟品种(分别是白耳猫鸟和紫胸凤冠鸠)成功在园内孵育幼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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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室由展览厅、旱区植物展览馆和热带植物展览馆组成。温室内安装了调控环境的设

备，经适当调控后，便可营造适合旱区植物和热带气候植物生长的不同气候环境。香港

公园一年四季都有新颖而富吸引力的植物供游人观赏。就以「疣柄魔芋」为例，因在开

花时会散发腐尸的臭味而出名。这稀有植物在二零零七年五月于温室内首次开花。此

外，公园亦在二零零七年九月把通过「名树赠香江计划」获送赠的恐龙杉种植于园内。

恐龙杉是现今全球最古老和最稀有的植物之一，远在恐龙时期已经存在。

香港公园内种植的恐

龙杉有「活化石」之

称，是通过「名树赠

香江计划」获赠的树

木之一。

维多利亚公园

维多利亚公园在一九五七年启用，并以园内的维多利亚女皇铜像命名。

占地19公顷的维多利亚公园开放给市民使用已达半个世纪，一直是香港最受欢迎的公园

之一。

除了为市民提供一个可作康体用途的理想场地外，公园也是举行社区活动的热门地点，

例如每年的年宵市场、香港花卉展览、中秋彩灯会等活动，均吸引成千上万游人参观。

九龙公园

九龙公园占地13.47公顷，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曾是军营，于一九七零年改建为公园。

至一九八九年，由前英皇御准香港赛马会将公园重建为现时的模式。公园位于尖沙咀的

中心地带，交通方便，是九龙区最大的公园。公园提供多元化的室内和户外康乐设施，

包括硬地足球场、体育馆和游泳池场馆。

由爱德华多‧鲍洛齐

创作的「牛顿的构

思」，是九龙公园雕

塑园长期展出的雕塑

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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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龙公园游泳池占地约三公顷，可供多达1 530人同一时间畅泳。过去三年，每年平均

入场人次超过90万。九龙公园游泳池不仅是香港设备最完善的泳池之一，也是不少国际

水上活动的主要训练和比赛场地。

除了提供这些设施，让市民可进行更多体育运动外，九龙公园还设有多个花园和多条径

道。雕塑廊供本地和海外艺术家长期或短期展览雕塑作品。雕塑花园内亦陈列由爱德华

多．鲍洛齐长期展览的雕塑作品「牛顿的构思」。此外，园内240米长的树木研习径还

种植了35棵香港最常见的显花品种树木。

另一主要景点是遍植花木的鸟湖和百鸟苑，当中饲养了百多只大小红鹳和不同种类的雀

鸟。

公园全年都会举办一些吸引游人的特色活动，包括每逢星期日及／或公众假期举办的

「功夫阁」和「艺趣坊」。公园亦会在早上举办定期观鸟活动，向市民介绍园内常见的

雀鸟品种。此外，在露天广场亦会定期举办全区性的社区活动，例如嘉年华会、户外展

览和娱乐节目。这些活动吸引成千上万的市民和游客到访公园。

公园全年举办多项吸

引游人的大型活动，

包括每逢星期日及／

或公众假期举办的

「功夫阁」。

南莲园池

南莲园池在二零零六年启用，面积3.5公顷，位于烦嚣喧闹的城市建设之中。园池的建

造，以唐代的山西省绛守居园池为蓝本，并采用传统古园林单向回游的设计布局。园池

内种有数以千计的树木和灌木，其中不少更是稀有珍贵品种。园中亦缀以奇石、小丘和

水景设施，与唐式木构建筑物(包括亭、台、阁、榭、轩、门等)互相衬托，古意盎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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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埔海滨公园

大埔海滨公园占地22公顷，是本署辖下最大型的公园。

大埔海滨公园是本署

辖下最大的公园，园

内建有香港回归纪念

塔，游人登临其上，

吐露港及四周景物尽

收眼底。

公园的中央为一座小山，游人可在山丘上饱览公园全景，或登上32米高的香港回归纪念

塔，从高处俯览吐露港和四周的雄伟景观。

公园设有各类设施，包括1 000米长的海滨长廊、陈列有关昆虫生态的标本和模型的昆

虫屋、设有600个座位的露天剧场、中央水景设施、可容纳660名观众的有盖观景台、儿

童游乐场、草地滚球场和门球场。

公园还设置了多个主题花园，包括花海、香花园、锦葵园、西式花园、生态花园、棕榈

园和香草园，均深受市民欢迎。

屯门公园

屯门公园是新界首个提供多种康乐设施的大型公园。公园的第一期、第二期和第三期分

别在一九八五年、一九八八年和一九九一年开放给市民使用。

该公园建于填海区，占地12.5公顷。园内种植超过2 500棵树木和12万株灌木，品种繁

多，为屯门居民和来自全港其他地区的游人提供一个大型绿化休憩园地。

占地近一公顷的人工湖为园内广受欢迎的景点，而同样是游人热点的爬虫馆每年亦吸引

逾390 000人次参观，当中包括47 000名团体访客。

其他设施包括一道人工瀑布、一个模型船池、一个露天剧场、一个滚轴溜冰场、三个儿

童游乐场、一个快餐亭、一个自然保育园地、两个长者健身角、四条卵石步行径、凉亭

和一个多用途球场。

元朗公园

元朗公园在一九九一年年初开放给市民使用。公园坐落于一幅面积7.5公顷的天然林

地，园内种植逾1 000棵树木，包括两棵原生的人面子，属常绿高大乔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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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岗上建有一座百鸟塔，低层辟作鸟舍，高层则作观景塔，供游人眺望景色。

瀑布花园内的小桥流水、人工湖和瀑布，景色宜人，令人乐而忘返。

公园亦设有自然保育园地，以提倡保育野生雀鸟、蝴蝶和蜻蜓。其他设施包括草地门球

场、足球场、儿童游乐场、健身径和喷泉广场。

青衣公园

青衣公园占地7.09公顷，采用欧陆式设计，在一九九六年九月全面开放给市民使用。由

于公园邻近青衣港铁站，吸引不少游人参观。

农历新年期间，青衣

公园内桃花盛放，鲜

艳夺目。

公园设施包括七个网球场、一个七人硬地足球场、一个篮球场和一间小食食肆。

其他康乐设施包括两条分别为900米及1 200米长的优质健行径、两个儿童游乐场、一个

长者健体园地、一个太极园、一个露天剧场、人工湖、一道大型瀑布、一个观景台、一

个野餐区、三条卵石步行径、一个棕榈园和一个桃花园。

泳滩和泳池

游泳是本港最受欢迎的夏日消闲活动之一。在二零零七至零八年度，前往本署辖下泳滩

和公众泳池游泳的人士，分别有1 105万人次和909万人次，合共逾2 000万人次。本署与

香港拯溺总会和其他有关部门合办了一系列水上安全运动和活动，以推广水上安全。

救生员示范驾驶水上电单车，以加强市民的水上活动安全

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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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国际七人榄球赛」

是在香港大球场举行的最

受欢迎体育活动之一。

年内，为保持本港公众游泳池的清洁，本署继续推行「泳池清洁约章」计划，对象为

11岁或以下的儿童及其家长。约章的设计采用卡通小猪「麦兜」为主角，以宣扬保持泳

池清洁的信息。在二零零七至零八年度，共有134间小学逾164 000名学生参加了该项运

动。

水上活动中心和度假营

康文署辖下设有五个水上活动中心(创兴水上活动中心、赤柱正滩水上活动中心、

圣士提反湾水上活动中心、大美督水上活动中心和黄石水上活动中心)和四个度假营

(麦理浩夫人度假村、西贡户外康乐中心、曹公潭户外康乐中心和鲤鱼门公园及度假

村)。年内，共有105 000人次参加水上活动中心所举办的活动，并有566 000人次享用度

假营设施。本署又设有黄昏营活动，方便更多市民在公余时间享用营舍设施。年内，超

过38 000人次参加了黄昏营活动。

「大美督风帆比赛

2007」是香港特区成

立十周年的庆祝活动

之一。

香港大球场

香港大球场是人所熟知的国际活动举行场地，设有可容纳多

达四万个座位的看台，是全港最大型的户外多用途娱乐和体

育场地。为保持世界一流的服务水准，以及符合二零零九年

在香港举行的第五届东亚运动会的要求，大球场展开了一系

列改善工程计划。

年内，大球场举行了逾53项活动，其中包括「香港特别行政

区十周年回归杯」、「雄鹰翱翔庆回归」、「巴克莱亚洲锦

标赛」、「香港国际七人榄球赛2007」、「香港国际七人榄

球赛2008」等各类大型活动，观众总数达684 000人次。

改善场地管理措施

工作改善小组

截至二零零八年三月底，本署在各区康乐场地成立了262个工作改善小组，以推行由员

工自发或部门制定的改善服务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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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改善小组提出多

项建议，包括以大小

不一的植物美化龙琛

路体育馆大堂。

鉴于改善服务措施卓有成效，本署会继续支持工作改善小组在各主要康乐场地(包括体

育馆、泳池、泳滩、公园和游乐场)的工作。

改变使用率偏低设施的用途

为配合地区的需要，本署已把两幢使用率偏低的独立壁球场大楼(即摩士公园壁球场和

粉岭新城市壁球场)改建为休憩用地，并在该处设置长者健体设施。

九龙仔公园网球场和

壁球场已改建为专用

体育训练基地，以培

育具潜质的运动员。

本署亦已把两个使用率偏低的体育场地，即九龙仔公园网球场和壁球场及赛马会葵盛公

众壁球场，分别改建为网球和气枪射击专用训练基地，以协助体育团体提供培训和推广活

动，藉此推动特定体育项目在香港的长远发展。该两个基地已交由香港网球总会和香港射

击联合总会以自负盈亏的方式承办。气枪射击和网球训练基地的合约分别由二零零八年二

月一日和三月一日起生效，为期84个月。

本署会继续研究以灵活方式把使用率偏低的体育设施改作其他更具效益的用途，以配合

地区的需要。

康乐场地免费使用计划

为提高现有康乐设施的使用率，本署推行「康乐场地免费使用计划」，让符合资格的团

体(包括学校、体育总会、地区体育会和受资助的非政府机构) 在非繁忙时段免费使用各

体育馆的主场和活动室、壁球场、曲棍球场、户外草地滚球场和障碍高尔夫球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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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文署的康体通

「康体通」服务自二零零二年起推行，让市民可通过互联网、以电话或亲临设于全港各区

的订场处柜台，租订康体设施和报名参加社区康体活动。为进一步提高预订服务的效率和

质素，并配合政府推广电子服务的政策，本署在二零零八年三月推出自助服务站。

自助服务站的操作方法简单快捷，市民只需使用其智能身份证，然后以八达通卡付款，即

可租订康体设施或报名参加活动。

截至二零零八年三月三日，康文署辖下47个场地已设立自助服务站，当中八个位于香港

岛，13个位于九龙，26个位于新界。

一站式服务

本署已在150个康乐场地全面推行一站式服务，通过此项服务，市民可于同一个场地预订康

体设施、报名参加康体活动和缴付有关费用，并就使用康体设施和安排体育活动事宜，获

得专业意见和协助。

为体育总会提供设施

本署为37个体育总会提供场地，作为香港代表队的集训中心，以便这些体育总会可以训练

其运动员。这项安排既可鼓励体育总会使用本署的设施，又可为香港代表队和运动员提供

更多集训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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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体计划

为推广「普及体育」概念和鼓励市民经常参与康体活动，本署通过辖下各地区康乐事务

办事处举办各式各样的训练班、康乐活动，以及体育计划和比赛，供市民参与。活动对

象包括长者和残疾人士。本署又举办各类大型康体节目和全港大型活动，包括全港运动

会、工商机构运动会和先进运动会。

运动员在第一届全港

运动会中展开龙争虎

斗。

在二零零七至零八年度，本署为不同年龄和体能的人士举办了约33 600项社区康体活

动，参加者超过1 816 000人次，筹办活动的费用约为1.07亿元。

普及健体运动

提高市民对运动的兴趣，鼓励他们勤做运动，建立健康的生活模式，是本署一项持续的

使命。「普及健体运动」是本署与卫生署自二零零零年四月起携手合办的全民运动。在

二零零七至零八年度，「普及健体运动」计划于全港18区举行的活动种类繁多，包括专

为儿童、残疾人士和长者而设的健体计划；「行山乐」和「优质健行」等健行活动；

「跳舞强身」活动和「跳绳乐」活动。此外，本署亦举办了各种宣传活动，包括在购物

商场、学校、营地、青少年和长者中心举办一系列巡回展览，以及在香港电台播出一辑为

期16周的电台节目，藉此向公众宣扬「普及健体运动」所提倡的「日日运动身体好，男女

老幼做得到」信息。「普及健体运动」举办了1 430项活动，共有73 000人次参加，反应令

人鼓舞。

本署委任了33位体坛健将为普及健体大使，协助宣传「普及健体运动」。此外，又制作

了介绍健康教育和健体操的录影带、录像光碟、宣传单张和小册子，并把这些宣传资料

上载于本署一个特别设计的网页，以供市民浏览。

为进一步鼓励市民每日做运动，并加深普罗大众对北京奥运会的认识，本署在二零零七

年十月十三日和十四日，在两个大型购物商场举办「北京、青岛、香港奥运伙伴城市全

民健身交流展示活动」。是次活动吸引了3 000名观众前来欣赏由北京、青岛和香港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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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奥运伙伴城市的代表所作的体育示范表演。同场并设有其他配合活动，包括问答游戏

和许愿树等，让参加者表达对北京2008年奥运会的支持。

在「北京、青岛、香

港奥运伙伴城市全民

健身交流展示活动」

中，来自这三个城市

的代表示范他们擅长

的体育项目，并呼吁

市民支持北京奥运

会。

学校体育推广计划

本署与多个体育总会和教育局合作推行「学校体育推广计划」。这项计划旨在让中小学和

特殊学校的学生有更多机会参与体育运动，藉以提升学界的运动水平。

参加「外展教练计

划」的学生在武术表

演中演示武艺。

这项推广计划包括：「运动教育计划」、「简易运动计划」、「外展教练计划」、「运

动领袖计划」、「联校专项训练计划」、「运动章别奖励计划」、「sportACT奖励计

划」，以及在二零零七年十一月最新推出的「sportFIT奖励计划」。在二零零七至零八

年度，共有32个体育总会参与「学校体育推广计划」，举办的体育活动逾7 200项，参

加的学生约有54万人次。

逾千名中学生齐集湾

仔运动场同做15分钟

运动，为「sportFIT奖

励计划」揭开序幕，

并以此展示对北京

2008年奥运会的支

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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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体育会计划  

推行「社区体育会计划」的目的，在于扩大本港体育发展的层面，以及提升社区层面的

体育水平。这项计划有助促进和加强年轻人在体育方面的发展、鼓励市民终身参与体育

运动，以及吸纳义工参与社区体育发展工作。

参加「社区体育会计

划」的儿童正在学习

使用划艇机。

本署拨款资助社区体育会举办体育发展活动，以及提供技术支援。此外，本署也为社区

体育会的会员举办讲座、训练课程和工作坊，增进他们在管理和技术方面的知识。现时

已有28个体育总会和约330个社区体育会参与这项计划。在二零零七至零八年度，获本

署资助的社区体育会举办了约1 800项体育活动，吸引了四万人参加。

地区体育队训练计划

为提高市民对体育运动的兴趣，本署在有关的体育总会协助下，在全港18区成立地区足

球队、篮球队、手球队和排球队。超过11 500名市民加入这些地区体育队。年内举办的

训练活动和区际比赛超过260项。

在「地区体育队训练

计划」中，参加者接

受正规训练，并在一  

年一度的区际比赛中

代表所属地区出赛。

青苗体育培训计划  

推行「青苗体育培训计划」的主要目的，是在地区层面加强青少年在不同运动项目方面

的培训，以期选拔有潜质的年轻运动员，然后推荐给有关的体育总会，接受进一步培

训。表现优秀的运动员更有机会入选香港青少年代表队，代表香港参加国际体育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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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进运动会为年届35岁的

人士提供友好竞赛环境，

让他们参与多个体育项目

的赛事。

在沙田石门训练中心

的训练池内，年轻运

动员坐在独木舟模拟

器上练习划艇技术。

在二零零七至零八年度，「青苗体育培训计划」涵盖21个体

育项目。根据这项计划举办的活动约有820项，参加的青少

年人数达27 800名，其中191名有潜质的学员已获推荐给有关

的体育总会，接受进一步培训。

先进运动会

先进运动会旨在鼓励35岁或以上的人士通过做运动保持身心健

康，以及让参赛者有机会与年龄相若的对手切磋技术，藉此保

持对参与体育活动的兴趣。在二零零七至零八年度，先进运动

会设有十个比赛项目，参加人数共4 600名。

工商机构运动会

工商机构运动会是为本港工商界及公营机构的雇主和雇员举

办的大型体育推广活动，旨在鼓励在职人士定期做运动，以

及通过参与体育比赛提升团队精神，并加强对所属机构的归属感。

「工商机构运动会

2007」综合颁奖典礼

于石硖尾公园体育馆

举行，颁发奖项予各

组的团体总冠军。

「工商机构运动会2007」于二零零七年九月至二零零八年一月在全港多个康乐场地举

行。运动会设有14个比赛项目，吸引了273个工商机构合共超过8 500名员工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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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鼓励长者建立健康的生活模式，本署自二零零三年起推行「活力长者计划」，在各体

育馆的周日非繁忙时段，为长者免费提供康体活动。在二零零七至零八年度，共举办了

约730项免费活动供长者参加。

包山嘉年华

二零零七年的抢包山活动于五月十二日至二十五日在长洲举行。一如往年，这项活动吸

引了成千上万的市民和外地游客到场观看。抢包山比赛和其他相关活动共有超过6 000

人参加。大会今年更邀请了邻近城市和长洲地区团体的攀爬好手参与抢包山接力赛，使

这项活动更加精彩刺激。此外，大会今年采用「仿真包」代替「真包」，以符合安全及

环保的考虑。

在抢包山比赛圆满结

束后，观众一同欣赏

壮观的烟火表演。

堆沙交流活动

在八月十日至十三日期间，香港派出一支由五名成员组成的堆沙队前往日本鹿儿岛参加

日置市国际堆沙艺术节。

香港堆沙队在日本鹿

儿岛参加日置市「国

际堆沙艺术节

2007」。

本署于十月十四日在丽都湾泳滩举行「荃湾区堆沙大赛」，作为堆沙交流活动的一个环

节。日本鹿儿岛的堆沙代表队应邀专程来港作示范表演，展示非凡的创意和出色的堆沙

技巧。堆沙大赛吸引了16队共约100名本地堆沙好手参加，以及超过200名市民到场观

赏。

活力长者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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堆沙代表队于二零零

七年十月十四日应邀

来港示范堆沙技巧。

为配合猪年，他们的

作品取名「一只福

猪」，祝愿港人身心

康泰，诸事顺遂。福

猪造型维妙维肖，令

人叹为观止。

日本鹿儿岛日置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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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资助计划

本署负责管理用作推广和发展本港体育活动的政府拨款，并向体育总会和体育会提供资

助金，以供举办各类体育活动、训练计划和体育比赛。在二零零七至零八年度，本署提

供1.78亿元资助予体育总会和体育会举办9 000项各类体育活动，参加者逾656 000人次。

这项计划共资助了74项在本地举行的国际赛事，让观众和体育爱好者有更多机会观赏体

育赛事，并提高对参与体育运动的兴趣。这些体育赛事包括「网球精英赛2008」、「香

港公开滑浪风帆锦标赛」、「世界杯马拉松游泳赛 香港2007」、「第十六届超级工

商杯国际篮球邀请赛」、「环南中国海国际自行车大赛」、「2007香港ITU三项铁人赛

亚洲杯」、「第十二届亚洲城市金杯跆拳道锦标赛」、「第十届亚洲蹼泳锦标赛」、

「香港国际草地滚球精英赛2007」、「全国青少年回归杯手球邀请赛」、「香港城市田

径挑战赛2007」、「第三十三届香港国际保龄球公开赛」、「第二十九届香港赛艇锦标

赛」、「香港国际柔道锦标赛」，以及「香港青少年壁球公开赛」。

「环南中国海国际自

行车大赛」是获得

「体育资助计划」资

助的体育活动之一。

各体育总会亦举办了349项各类本地比赛，参赛人数约为358 000名。这些比赛旨在培养

运动员和观众爱好体育运动的文化，其中的大型赛事计有「全港学生街头篮球赛」、

「Nike香港五人足球赛」、「香港运动攀登锦标赛」、「香港滑水及尾波花式滑水锦标

赛」、「香港杯射箭比赛」、「全港青少年网球锦标赛」、「香港青少年室内赛艇锦标

赛」、「香港卧推举锦标赛」、「全港公开乒乓球排名锦标赛」，以及「香港杯乒乓球

团体锦标赛」。此外，各体育总会还为中小学的学生举办了一连串校际体育竞赛。

体育推广计划和训练课程均为「体育资助计划」的重要项目。在二零零七至零八年度举

办的体育发展活动包括学校体育推广活动和各类训练计划，例如「网球明日之星计

划」、「柔道新星发展计划」、「2007年香港青少年(男女子)篮球训练计划」、「青少

年滑浪风帆推广计划」、「青少年武术普及训练班」，以及「青少年手球训练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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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运动会及冬季运动会

第六届全国城市运动会于二零零七年十月二十五日至十一月三日在武汉举行，而第十一

届全国冬季运动会则于二零零八年一月十八日至二十八日在齐齐哈尔举行。体育界人

士、中国香港体育协会暨奥林匹克委员会委员(港协暨奥委会)和相关政府官员组成了筹

备委员会，负责筹备香港特别行政区代表团参加这两个运动会的事宜。本署则提供了秘

书处支援服务，负责安排一切参赛、行政和后勤事宜。

二零零七年十月，中

华人民共和国第六届

全国城市运动会在武

汉举行。香港特区代

表团在开幕式上步入

会场。

在第六届全国城市运动会中，香港共派出107名运动员参与15个比赛项目，并夺得一面

金牌。另外又在第十一届全国冬季运动会中，派出26名运动员参与三个比赛项目。

二零零八年一月，中

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一

届全国冬季运动会在

齐齐哈尔举行，其中

参加花样滑冰(女子短

节目)的运动员有18

人，本港选手小野珠

实排名第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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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2008年奥运会

北京2008年奥运会香港区火炬接力

奥运会火炬接力是奥运会最重要的活动之一。香港非常荣幸能够跻身122个主办北京

2008年奥运会火炬接力的国际城市之列，并且成为奥运圣火传遍世界五大洲后回到祖国

国土传递的第一站。本署与第29届奥林匹克运动会组织委员会(北京奥组委)、港协暨奥

委会和相关政府决策局／部门及团体携手合作，协力筹办这项令人难忘的盛事。

北京2008年奥运会香

港区火炬接力为本港

体育发展写下光辉篇

章。民政事务局局长

曾德成(左三)在记者

会上手持奥运火炬，

与其他主礼嘉宾同庆

火炬接力在港举行。

北京2008年奥运会香港奥运文化广场

香港很荣幸能够有机会协办奥运马术比赛项目，并且成为奥运城市。为营造喜庆热闹的

奥运气氛，我们设立了三个奥运文化广场，让全港市民共同分享奥运会的欢乐和喜悦。

这三个奥运文化广场分别设于维多利亚公园和沙田公园，在二零零八年八月八日至二十

四日北京奥运会举行期间及于沙田公园在九月六、七、十三及十四日的残奥运期间开

放。在筹备香港奥运文化广场的过程中，本署与北京奥组委和相关政府部门／团体紧密

合作。

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二

十七日，第29届奥林

匹克运动会组织委员

会(北京奥组委)执行

副主席蒋效愚(前排

右)与康乐及文化事务

署署长周达明分别代

表北京奥组委和香港

特区政府在北京签署

《关于设立香港奥运

文化广场的安排》文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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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费使用康乐设施计划

为响应北京2008年奥运会，并鼓励市民多参与体育运动和推广社区体育，以提升市民的

生活质素，本署于二零零八年七月一日至九月三十日期间积极推行「免费使用康乐设施

计划」，让市民免费使用康文署辖下各平日须收费的康乐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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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东亚运动会

二零零三年十一月，香港获得二零零九年第五届东亚运动会的主办权。当局在二零零四

年六月成立2009东亚运动会筹备委员会。委员会成员包括政府、体育界、商界、银行

界、航空界和旅游界的代表。筹备委员会负责筹办这项体育盛事，争取社会各界支持东

亚运动会，制定宣传和市场推广策略，并就筹办运动会所需的场地和设施事宜提供意

见。

2009东亚运动会吉祥

物东仔(右)和亚妹。

至于政府方面，则负责策划把13个现有体育场地和设施提升至举办国际体育比赛的水平

以配合东亚运动会的各项比赛。现正施工的将军澳运动场亦将会用作举行东亚运动会的

田径赛事。

本署会继续与港协暨奥委会和负责筹办及执行东亚运动会各项工作的执行机构 2009

东亚运动会(香港)有限公司紧密合作，务求办好这个香港首次举办的大型及多项目的国

际性运动会。

在二零零七年，2009东亚运动会(香港)有限公司透过举办一连串宣传活动，包括在

香港花卉展览设置宣传展览摊位、推行一项名为「奥林匹克主义与2009东亚运动会」的

学校运动教育计划、在东亚运动会展览廊举行专题展览和两场筹款演唱会，以引起市民

对2009东亚运动会的注意，以及鼓励他们支持这项体育盛事。此外，2009东亚运动会

(香港)有限公司还与香港设计师协会合办吉祥物设计比赛，并得到本地专业设计师的参

与。随着东亚运动会吉祥物的得奖作品在二零零八年三月揭晓，东亚运动会特许商品销

售计划亦同时展开。

2009东亚运动会(香港)有限公司将会继续进行各项宣传计划和活动，其中包括挑选会

歌、推展义工计划、与区议会合办一系列社区计划，以及举办其他社区活动和文化节目

等，这些宣传活动会持续进行至二零零九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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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届全港运动会

为进一步在社会推广「普及体育」的文化、加强市民对所属地区的归属感，以及促进

18区的沟通和友谊，体育委员会在二零零七年首次举办全港运动会。运动会由社区体育

事务委员会负责统筹，每两年举办一次。体育委员会邀得其主要伙伴，包括18个区议

会、港协暨奥委会、有关体育总会和政府部门的代表组成第一届全港运动会筹备委员

会。

第一届全港运动会是本港历来首个全港大型多项目运动会，以18个区议会作为参赛单

位。运动会的参加者必须居住在所代表的地区，而每名运动员亦只可代表一个地区参

赛。运动会的开幕典礼和闭幕暨综合颁奖典礼分别于四月二十一日和五月六日举行，而

各个比赛项目则于四月八日至五月五日期间举行，共有1 287名运动员分别参加田径、

羽毛球、篮球和乒乓球四个受欢迎的比赛项目。最后由葵青区夺得总冠军的殊荣。

学生在第一届全港运

动会闭幕暨综合颁奖

典礼上表演助兴。

为宣传第一届全港运动会，并鼓励市民支持和参与这项盛事，筹备委员会共举办了12项

宣传和公关活动，包括记者招待会、开展礼、开幕典礼、闭幕暨综合颁奖典礼、四个体

育项目的精英运动员进行示范表演和经验交流分享活动、啦啦队大赛，以及投票选举

「我最支持的体育社区」和竞猜「第一届全港运动会总冠军」等活动。这些活动均深受

欢迎，吸引逾十万名市民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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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交流与合作计划

为提高香港和内地的体育水平，并推动两地体育界进行学术与体育交流和合作，香港与

内地签署了下列五份协议书／备忘录，包括：

i. 粤港澳体育交流与合作协议书(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ii. 香港与国家体育总局签署的体育交流与合作协议(二零零四年五月十三日)

iii. 香港与上海市体育局签署的体育交流与合作协议(二零零四年五月三十日)

iv. 香港与海南省文化广电出版体育厅签署的琼港体育交流与合作备忘录(二零零四年

十一月十五日)

v. 香港与云南省体育局签署的体育交流与合作备忘录(二零零五年五月二十八日)

「体育交流与合作计

划」旨在促进香港与

中国内地城市之间的

体育交流和合作。

有关的政府单位已各自设立联络小组，负责筹划和推行上述合作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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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艺和市容

动植物公园

香港动植物公园是俯瞰港岛中区的「市肺」，占地5.6公顷。公园既是香港市区内休憩

的好去处，也为公园内饲养的16种濒危哺乳类动物、雀鸟和爬虫，提供理想的保育中

心。动植物公园是亚洲区内饲养鸟类品种最多的公园之一。园中有雀鸟约400只，分属

140个不同品种，其中超过15种已在园内繁殖幼雏。另外，园内饲养的哺乳类动物有21

种之多，共70只，以灵长类为主。

香港动植物公园是中

区的「市肺」。

公园内的树木、灌木、攀缘和赏叶植物，品种超过900个。药用植物园和温室先后于一

九八七年和一九九三年建成，两处种有大约500种药草、兰花、蕨类植物、凤梨科植

物、食虫植物及室内植物，吸引不少对这些植物有兴趣的游人前往参观。

动植物公园持续推行计划，改善园内的动物笼舍及其他设施。

另外，香港公园、九龙公园、屯门公园和元朗公园也饲养了多类动物。

动物园和园艺教育

本署举办各类动物园和园艺教育计划，以引起市民对自然保育和绿化环境的兴趣。在二

零零七至零八年度，逾二万人参加了426项动物园活动，以及约有21 500人参加了432项

园艺计划。本署为学校举办的教育计划亦继续深受欢迎，吸引了18 000名小学生及2 800

名幼稚园学童参加。

本署在大埔海滨公园举办的动物园教育展览，参观人次超过7 300；在九龙公园举办的

园艺教育展览，也吸引了逾7 000人次参观。两项展览的展品其后再在香港公园、香港

动植物公园、荔枝角公园、元朗公园、屯门公园、北区公园和大埔海滨公园巡回展出。

本署又为童军及女童军举办了21个自然保育课程，协助他们考取兴趣章。这些活动所得

的反应令人鼓舞，显示活动广受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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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民在九龙公园的园

艺教育展览中兴致勃

勃地利用再造物品制

作装饰。

「绿化校园资助计划」是本署推行的学校绿化活动之一，以现金津贴形式，资助超过

770间学校和幼稚园在校园内栽种植物和举办绿化教育活动，并安排兼职导师提供园艺

技术指导。本署又举办「一人一花」计划，约35万名学生获派发幼苗以供在家中或校内培

植，藉此增加学生对栽种植物的认识，并鼓励他们培养对种植的兴趣。

种植和保护树木

在二零零七至零八年度，本署继续进行大规模的植树计划，共种植了大约一万棵树木。

植树工作主要在雨季(三月至十月)进行，以确保树木能顺利培植和生长。

这些树木有89%种植于新界，其余则遍植于市区各处；当中有7 000棵种植于路旁，3 000棵

则栽种于公园和花园内。

种植树木一向是为了提供遮荫、设置屏障、保护泥土及保育用途，为创造绿化环境奠定良

好的基础。不过，近年进行的植树计划亦着重于美化环境。在二零零七至零八年度，本署

在全港各区种植了大约7 000棵开花树木，包括宫粉羊蹄甲、凤凰木、刺桐、蓝花楹、洋紫

薇及火焰木，藉以增添四时色彩，令四周环境更优美宜人。

为确保树木能茁壮成长，本署进行定期的护理工作，包括浇水、修枝、施肥、除草和防

治虫害。 

园艺和美化环境工作

本署负责改善市容和美化环境，因此会收集有关园艺和林木学方面的最新资料，再根据

这些资料修订有关政策及指引。本署又定期检讨这方面的工作，确保市容设施的管理及

保养达到高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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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花卉镶嵌而成的奥

运五环标志，竖立在

海底隧道港岛区入

口。

为配合绿化香港的工作，本署密切监察各区推行植树计划的情况。工作重点在于保存现

有树木、培植新树苗，并在发展地区栽种树木。年内，本署成功保存了逾4 400棵树

木。

本署也负责审核所有新公共工程项目的园景美化设施，以确保尽量广植林木，以及提供

高质素的园景设计。年内，本署为现有文康场地、行人天桥、空置政府土地和路旁市容

设施共43公顷地方进行了景观改善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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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插花是「香港花卉展

览」的精彩节目之一。

绿化推广／新猷

香港花卉展览

「二零零八年香港花卉展览」于三月十四日至二十四日在维多利亚公园举行。这个展览

深受市民欢迎，入场参观人次逾548 000。本届展览以「太阳花」为主题花，参观人士

除可欣赏150多种太阳花，以及来自世界各地的奇花异卉外，更可观赏到由本地、中国

内地和海外园艺机构精心创作的优美花艺摆设。参展的园艺组织、私人机构和政府部门

逾200个，分别来自香港及中国内地和其他国家包括澳洲、加拿大、法国、德国、印

尼、意大利、日本、韩国、马来西亚、荷兰、纽西兰、爱沙尼亚共和国、菲律宾、俄罗

斯、新加坡、南非、西班牙、瑞士、英国及美国等。

名为「活力万花迎奥

运」的大型花坛，由

三万多株花卉镶嵌而

成，在「二零零八年

香港花卉展览」中展

出。

会场内除展出令人赏心悦目的园景设计、艺术插花、园艺及

盆景展品外，还举办各式各样教育与娱乐并重的活动，包括

园艺讲座、插花示范、厨艺表演、音乐演奏、文娱表演、展

品比赛、绘画比赛、摄影比赛、植物护理工作坊及导赏服务，

藉以提高参观人士对园艺的兴趣，以及推广绿化香港的工作。

39



参加「社区园圃计划」的

市民可在住处附近的公园

学习种植赏花植物和瓜果

蔬菜，并把收成带回家。

摄影比赛是「香港花

卉展览」的另一重头

节目，大会在其中一

组比赛中安排了无线

电视艺员和香港小姐

竞选优胜者担任模特

儿。

绿化香港运动

本署在推行大型植树计划以美化市容的同时，又举办了一连串教育推广活动和社区参与

计划，以期在社会和各政府部门推广绿色文化。年内，本署举办了超过2 800项绿化活

动，参加者多达1 348 000人次。

在社区绿化计划下，本署于二零零七年六月及七月与本地机构在香港公园合办「二零零

七年水生植物展览」。此外，本署亦举办了超过140项外展绿化推广活动，吸引了超过

35 000人次参加。

年内，本署的「绿化义工计划」在全港18区推行，招募了大约1 500名市民担任绿化义

工，负责在各公园进行简单的园艺保养工作，以及在绿化推广活动中担任服务员。

「社区园圃计划」已在二零零五年年底扩展至全港18区。该

计划旨在鼓励市民积极参与社区层面的绿化活动，把绿化活

动融入生活之中，并通过参加种植活动，培养绿化和环保意

识。本署在每区辟设一个社区园圃，在二零零七至零八年度

共举办了35个种植研习班，参加者约6 500人。

本署又继续与区议会及地区组织合办社区种植日，合共举办

了27项活动。其间，12 000名参加者共种植了约900棵树木及

74 600株灌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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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油尖旺区的文昌

街社区园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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牌照签发

 

由二零零零年一月一日起，本署根据《游乐场所规例》(《公众卫

生及市政条例》附属法例(第132BA章))，成为所有桌球馆、公众保

龄球场和公众溜冰场的发牌当局。年内，76间桌球馆、八个公众保

龄球场和七个公众溜冰场已获本署签发牌照。

康文署是公众溜冰场

(上)和公众保龄球场

(左)的发牌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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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乐大事纪要

日期 活动

2007年3月30日至4

月1日

香港国际七人榄球赛2007

2007年4月21日至5

月6日

第一届全港运动会*

2007年5月5日至13

日

2007世界杯青少年室内草地滚球单人赛

2007年5月12日至

25日

包山嘉年华2007*

2007年6月23日至7

月8日

二零零七年水生植物展览*

2007年6月23日至

24日

2007国际龙舟邀请赛*

2007年7月1日 香港特别行政区十周年回归杯(足球)*

2007年7月7日至8

日

全城劲舞贺回归*

2007年7月7日至14

日

2007亚太区少棒联盟决赛

2007年7月9日至15

日

第十届亚洲学校保龄球锦标赛

2007年7月12日至

15日

欧亚桌球大师挑战赛2007*

2007年7月13日至

14日

体操精英大汇演*

2007年8月1日至11

日

世界女子青少年锦标赛(壁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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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8月10日至

12日

2007世界女排大奖赛 香港站*

2007年9月1日至9

日

第六届亚洲杯女子曲棍球赛

2007年9月9日至

2008年2月17日

先进运动会2007/08

2007年9月13日至

15日

第十届亚洲蹼泳锦标赛

2007年9月30日 万人太极大汇演*

二零零七年九月三十日，逾两

万名太极爱好者齐集前启德机

场，进行「万人太极大汇

演」，一同演练20分钟太极，

为香港缔造了新纪录。

2007年9月30日至

2008年1月13日

工商机构运动会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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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10月25日至

11月3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六届全国城市运动会

王史提芬在中华人民共和

国第六届全国城市运动会

男子小轮车越野赛中勇夺

金牌。

2007年10月27日至

28日

2007香港国际六人木球赛

2007年11月2日至

11日

鳄鱼恤香港沙滩节 国际女子沙滩手球及排球挑战赛

2007年11月5日至

11日

二零零七香港壁球公开赛

2007年11月15日至

18日

香港高尔夫球公开赛2007

2007年11月26日至

12月2日

二零零七香港公开羽毛球超级赛

2008年1月18日至

28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一届全国冬季运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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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2月17日 香港马拉松2008

「香港马拉松」已成为一项广

受欢迎的体育活动，吸引众多

本地和来自世界各地的健儿参

加。

2008年3月1日至23

日

第二届香港体育舞蹈节

2008年3月6日至9

日

2008奥运乒乓球亚洲区外围赛

2008年3月14日至

24日

二零零八年香港花卉展览

「二零零八年香港花卉展览」

的花艺摆设色彩艳丽。

2008年3月28日至

30日

香港国际七人榄球赛2008

备注: 

*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十周年庆祝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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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事务

香港是亚洲区内其中一个最具活力的文化艺术都会，也是区内一个荟萃东西方创意人才

的中心。本署的文化事务部负责策划和管理辖下的演艺场地，并举办各式各样的文娱节

目，以推动香港文化艺术的发展。此外，该部也负责提供公共图书馆服务，以满足社会

人士对知识、资讯、自学进修和善用余暇等方面的需求，并致力推广本港的文学艺术。

文化事务部另一项重要职责，是透过提供和拓展博物馆及有关服务，以协助保存本港的

文化遗产，并加强市民珍惜文化遗产的意识。

文化事务部旨在通过提供这些服务，营造一个鼓励表达自由和艺术创作的环境，推动社

会人士欣赏文化艺术，从而促进香港发展成为一个更开放、更成熟，并包容文化艺术于

生活的社会。

香港拥有一流的文娱设施，以供举办各类型的文化活动。这些设施包括13个演艺场地、

七所大型博物馆、七所较小规模的博物馆、两所文物中心、一所电影资料馆、一所视觉

艺术中心、两间室内体育馆，以及包括66间固定图书馆和十间流动图书馆的图书馆网

络。

香港艺术馆是康文署

辖下七所大型博物馆

之一，展出形形色色

的艺术品，供市民欣

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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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演艺术

在二零零七至零八年度，本署继续致力提供高质素的文化节目，以配合香港作为亚洲国

际都会的地位。本署全年举办丰富多元兼富创意的演艺节目，并广邀本地和国际著名艺

人参与演出，精彩节目源源不绝，由供大众参与的传统专题节庆活动，以至在社区和学

校层面举办的观众拓展活动，应有尽有。本署亦负责管理如香港文化中心等优质文化表

演设施，这些设施不仅是本地居民的文化聚焦点，也是举办形形色色文化节目的场地，

有助促进文化旅游业的发展。

香港文化中心是文化

活动专用场地，为市

民和旅客提供非凡的

文化体验。

表演艺术委员会

本署全力支持表演艺术委员会及其辖下三个工作小组的工作。该三个工作小组分别负责

研究节目推广与观众拓展政策、艺术教育，以及场地租赁政策。本署向委员会及三个工作

小组提供专业意见和相关资料，以供会议上讨论和进行公众谘询。本署已跟进表演艺术委

员会《建议报告(I)》的建议，把为四个主要演艺团体提供资助，以及向六个接受香港艺术

发展局三年资助艺团提供财政支援的工作交给民政事务局。本署亦成立了场地伙伴计划委

员会，专责推行「场地伙伴计划」，并继续与节目与发展委员会和六个演艺小组合作，制

订举办和推广演艺节目的策略、发掘及支援本地的新进和小型演艺团体，以及检讨节目策

划和资源分配方面的政策。

香港文化中心

香港文化中心位处尖沙咀海旁，是本港首屈一指的表演艺术中心，自一九八九年启用至

今，一直是香港管弦乐团和香港芭蕾舞团等的主要演出场地。

文化中心的设施可供各式各样的演艺活动举行，当中包括一个设有2 019个座位的音乐

厅、一个设有1 734个座位的大剧院，以及一个最多可容纳496名观众的多功能剧场。

二零零七至零八年度，在文化中心上演的表演共有891场，观众超逾849 000人次。年内

的重点节目，包括四个大型艺术节 「香港艺术节」、「香港国际电影节」、「国际

综艺合家欢」和「地中海艺术节」。此外，香港文化中心亦是举行为庆祝香港特别行政

区成立十周年节目的主要场地，当中包括著名的台湾云门舞集、伦敦交响乐团、中国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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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云门舞集在香港文化

中心大剧院演出新作

《白》和过去三十年多出

经典舞作选粹。

二零零七年「粤剧日」提

供多项免费节目，包括粤

剧表演、粤曲卡拉OK、摊

位游戏等，吸引数以千计

的市民参与。

家芭蕾舞团等的精彩演出。其他令观众难忘的节目还包括占士‧高威和玛利亚芝傲‧皮

莉斯的演奏会、音乐剧《小王子》、西方歌剧《罗密欧与茱丽叶》和《阿伊达》，以及

丝路合奏团与马友友、香港管弦乐团与李云迪的音乐会等。

「地中海艺术节」为

观众呈献西班牙佛兰

明高舞、葡萄牙法多

音乐、意大利假面喜

剧、威尼斯狂欢节音

乐、古希腊悲剧、埃

及东方舞、土耳其回

旋祭礼、拜占庭世俗

音乐、北非纳瓦和苏

非音乐。

文化中心露天广场亦是举行「香港国际博物馆日」、「粤剧日」、「农历新年花车巡

游」等大型活动的热门地点。

为致力向市民提供优质的服务，本署定期安排与文化中心的使用人士举行会议，以听取

他们的意见。年内收集所得的意见令人鼓舞，使用者对文化中心的各项服务一致好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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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大会堂为无数本地和

海外的杰出艺团提供演出

场地，让观众有机会欣赏

到不同艺术形式的精彩演

出。

香港大会堂于一九六二年三月启用，是首个为本港市民而建的

多用途文化场地。大会堂这座具典型包浩斯风格的建筑物，已

经成为中区的地标。

大会堂设施齐备，包括一个设有1 434个座位的音乐厅、一个

设有463个座位的剧院，另有一个可容纳111名观众的演奏

厅、一个占地590平方米的展览厅和一个面积260平方米的展

览馆。二零零七至零八年度，在大会堂举行的表演有697

场，吸引观众多达416 000人次。年内在大会堂演出的知名艺

人和艺团包括贝尔格四重奏、莱‧哈葛罗夫爵士五人组、优

人神鼓、泰菲宴乐巴洛克乐团、希腊国家剧院、袁晨野、傅

聪、帕斯卡尔‧罗热、石原江里子、卡露‧基德、贾克‧路

西耶、山东省柳子剧团等。大会堂也是举行大型艺术节的主

要场地之一。 

社区演艺场地

本署提供的社区演艺设施遍布全港。这些演艺场地在各个社区往往成为举办文化活动的

热门地点。较大型的演艺场地有沙田大会堂、荃湾大会堂、屯门大会堂、葵青剧院、元

朗剧院和高山剧场。较小型的场地则有西湾河文娱中心、上环文娱中心、牛池湾文娱中

心、大埔文娱中心和北区大会堂。

为推动和鼓励基层民众参与艺术，本署向地区艺术团体提供场地赞助，让这些团体可免

费使用社区演艺场地为区内居民举办文化活动。在二零零七至零八年度，约有100个社

区艺术团体获得场地赞助。这些艺术团体举办了432项活动，参加者逾121 000人次。另

外，多个独立团体也经常租用社区演艺场地的附属设施，举办与艺术有关的活动。

支持粤剧发展

支持香港粤剧发展是政府的政策。民政事务局在二零零四年成立粤剧发展谘询委员会，关

注粤剧界对表演场地的需求。本署为粤剧团体推行的一系列特别订租安排包括在高山剧场

实施粤剧演出特别预订安排措施，以及在特定档期，让粤剧团体优先租用主要的表演场地

及新界区的演艺场地。

香港八和会馆《戏说

唐朝》。

香港大会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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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回应粤剧界对表演、培训及排练场地不足的关注，本署现正计划把油麻地戏院及红砖

屋改建为戏曲活动中心，以及在高山剧场加建新翼大楼。

场地伙伴计划

本署将于辖下的演艺场地推行「场地伙伴计划」，为表演艺术的持续发展营造一个有利

的环境，反映了本署对表演艺术长远的承担。「场地伙伴计划」是表演艺术委员会在二

零零六年发表的《建议报告(I)》内所建议的一项措施，旨在让场地与演艺团体建立伙伴

关系，以实现计划的主要目标：建立个别场地的艺术形象和特色、扩大观众层面、充分

利用现有设施、鼓励社会各界投入参与艺术发展，以期使表演艺术界得以健康地发展。

场地伙伴计划委员会于二零零六年十一月成立，负责就推行伙伴计划向本署提供意见。

这项为期三年的计划为各场地伙伴提供场地支援，场地伙伴可优先订租表演场地，并会

因应需要获提供节目费，用以支付节目的部分开支。预计部分场地伙伴将于二零零八年

秋季开始举办活动，而整项计划将于二零零九至一零年度，在本署辖下十个场地全面推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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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斯科市立芭蕾舞团演出

十九世纪浪漫主义时期的

芭蕾舞名作《吉赛尔》，

故事交织着一幕幕爱恨缠

绵的经典场面。

文化节目

本署的文化节目组全年举办音乐、舞蹈、中国戏曲、戏剧和跨媒体演艺节目，类型众

多，由传统经典艺术至前卫而富创意的节目，应有尽有，务求让香港观众欣赏到本地和

国际演艺巨星的精彩演出。在二零零七至零八年度，文化节目组举办了1 000项文化节

目，当中包括庆祝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十周年的大型节目，入场观众逾486 000人次。

本地制作的威尔第不

朽歌剧《阿伊达》，

布景设计与服装均参

考罗马歌剧院，由本

港和海外多位歌唱名

家配合本地艺团倾力

呈献。

文化节目组全力支持香港作曲家联会与其他机构合办「香港2007年国际现代音乐节」。

音乐节共有来自六十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二百多名作曲家和音乐家参加。其他重点音乐节

目包括由香港歌剧院制作、本地与访港艺术家倾力演出的威尔第不朽歌剧《阿伊达》。

不少本地艺团亦在年内举行表演，尽展演艺才华，当中包括香港城市室乐团、无极弹拨

乐团、竹韵小集等。此外，由丹尼奥‧哈汀任指挥的伦敦交响乐团音乐会，以及「喝采

系列」、「缤纷爵士乐」系列和「无伴奏合唱系列」等专题节目，为乐迷带来非凡的视

听享受。

舞蹈方面，中国国家芭蕾舞团倾情演出的经典芭蕾舞剧《红

色娘子军》，精彩绝伦。其他于年内上演的舞蹈节目包括台

湾云门舞集的《白蛇传与云门精华》和《白》、华夏精英舞

蹈团的「魅力华采 民族舞蹈庆回归」，以及莫斯科市立

芭蕾舞团的《吉赛尔》。本地艺术家的表演亦获得支持：

「舞出当下」现代舞系列上演梅卓燕与李镇洲、多空间、动

艺、玄牝舞集，以及○○合、不加锁舞踊馆和黄大徽三个前

卫当代舞团的演出，均受到本地舞蹈界欢迎，广获好评。

俄罗斯契诃夫国际戏剧节制作的普希金经典名剧《沙皇鲍里

斯》，是年内备受瞩目的节目，大受观众欢迎。除了访港剧

团的精彩演出外，本署还继续与香港戏剧协会、演戏家族、

7A班戏剧组等本地剧团携手合作，上演多个戏剧节目。由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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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剧团策划的「剧场里的卧虎与藏龙II」剧本创作计划，为观众献上本地编剧赢得好评

的作品。

在跨媒体艺术节目方面，法国菲腊‧尚狄木偶剧团的《天地终结时》是年内的重点节目

之一。本地艺团包括明日艺术教育机构、树宁‧现在式单位、大细路剧团、偶友街作等

的演出，节目内容丰富多彩。文化节目组于复活节和圣诞节假期分别举办了「合家乐缤

纷」和「开怀集」两个每年一度的节目系列，为市民提供节日期间的亲子节目，由本地

和访港表演团体担纲演出。「亚洲木偶系列」除了有来自中国内地、香港、台湾、日本

和韩国等地七个木偶剧团别具特色的演出外，又举行巡回展览，得到观众热烈支持。

推广中国戏曲艺术的欣赏，是本署另一主要工作目标。除在二零零七年十一月最后一个

星期日举办了第五届「粤剧日」外，年内还为庆祝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十周年而呈献了

精彩戏曲节目，当中包括粤剧及不同地方的戏曲表演，如上海越剧院的演出、「戏以人

传 昆剧四代承传大汇演」，以及京剧名宿与北京京剧院名家荟萃的「南麒北马关外

唐京剧名家展演」。新编粤剧则包括香港八和会馆筹划的《大唐风云会》和《抡才

记》。

本署还积极与各国驻港领事馆及文化机构合作，通过以赞助或合办形式举办各类大型文

化节目。这些文化节目不仅有助促进国际间的文化交流和了解，也进一步巩固了香港作

为亚洲国际都会的声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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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节

国际综艺合家欢2007

本署每年暑假都举办「国际综艺合家欢」，为儿童、青少年和家长提供林林总总的文娱

节目。「合家欢」由七月初开始，为期六周，呈献不同文化团体的演出，也为本地艺术

家和艺团提供了拓展观众层面的机会。除了各项表演节目外，「合家欢」还安排外展队

前往各学校，以及文娱中心大堂和商场等公共地方，进行推广艺术的活动。

由中国广东杂技团担纲演出的《天鹅湖》，为「国际综艺合家欢2007」揭开序幕。这个

节目将杂技与芭蕾舞共冶一炉，令观众叹为观止，门票销售一空。其他重点节目还有荷

兰大地剧团的《小驴的天空》、美国飞天兄弟的《Play头四》、风车草剧团的《穿红靴

的猫》，以及Harry哥哥的《无嗰样……玩嗰样……》。为响应国际戏剧／剧场与教育

联盟第六届世界会议，「合家欢」在七月举办了一个跨文化的青少年剧场表演《渡》及

「吉祥醒狮」青少年工作坊。「合家欢」的其他精彩节目和活动还包括一个供全港学校

参加的「平面设计比赛」、表演艺术精修工作坊、音乐营、儿童娱乐周及夏日嘉年华

会。

《小驴的天空》是以

友谊和宽恕为主题的

儿童木偶表演，温情

洋溢。

「合家欢」举办的节目和活动共有443项，吸引近134 000人次参加。参与演出的本地艺

团有42个，海外艺团则有12个。至于参与外展活动的幼稚园和中小学，则合共110间。

「合家欢」各项凭票入座的节目和活动平均入座率达89%。

地中海艺术节

鉴于二零零五年举办的「情迷拉丁艺术节」深受观众欢迎，本署于二零零七年再接再

厉，拣选了地中海为主题，举办第二届「世界文化艺术节」，命名为「地中海艺术

节」，由十月十九日至十一月十八日举行。其间邀请到多位来自葡萄牙、西班牙、

德国、意大利、希腊、土耳其、埃及、突尼西亚及摩洛哥的顶级艺人，为观众呈献充满

异域风情的拿手节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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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化中心露天广

场举行的户外嘉年华

是「地中海艺术节」

节目之一，市民免费

欣赏佛兰明高舞和肚

皮舞。

由巴塔萨‧纽曼合唱团及室乐团演出的《情迷意大利》音乐会，在舞台上重现十七世纪

意大利传统狂欢节音乐、戏剧和舞蹈，为今届「艺术节」掀起序幕。其他受到高度评价

的表演节目包括米兰小剧院的意大利假面喜剧经典作品《一仆二主》、希腊国家剧院的

古希腊悲剧《普罗米修斯之缚》，以及赢得观众起立鼓掌的闭幕节目西班牙《星汇佛兰

明高》舞蹈大汇演。「艺术节」为期一个月，共有30个海外和19个本地艺团担演94项表

演节目和活动。当中除了29场舞台表演节目外，还有多项社区活动，例如舞蹈工作坊和

大师班、学校巡回演出、展览、文娱中心大堂的表演、讲座等，举办场地遍及广场、学

校、茶座、书店、餐馆和兰桂坊一带街道。「地中海艺术节」共吸引逾78 000人次参

加，平均入座率达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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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教育及观众拓展计划

为提高学生和大众对文化艺术的认识，本署在二零零七至零八年度于全港各区举办了

990项艺术教育及观众拓展活动，参加者逾274 000人次。

在学校层面

本署在学校推行了多项艺术教育计划，鼓励学生从小培养对文化艺术的认识和兴趣。

本署联同本地具艺术教育经验的演艺团体合办「学校艺术培训计划」，深入学校开展艺

术教育活动。参与计划的学生会先参加为期数月以至整个学年的连串工作坊，完成培训

后再参与总结演出，实践所学。年内，与本地演艺团体合办的艺术教育计划共有八个，

涵盖现代舞、芭蕾舞、多媒体艺术、音乐剧和戏剧等范畴。合办机构包括城市当代舞蹈

团、香港芭蕾舞团、国际演艺评论家协会(香港分会)、动艺、新域剧团、赫垦坊剧团、

树宁‧现在式单位和7A班戏剧组。

「学校艺术培训计

划」 7A班戏剧组在

牛池湾文娱中心剧院

举行「中华文化戏剧

培训试验计划」的活

动。

「学校文化日计划」旨在鼓励各中小学和特殊学校安排学生在上课时间内前往本署辖下

的演艺场地、博物馆和图书馆，参与特别为他们设计的文化艺术活动。计划以互动学习

形式进行，将艺术、历史和科学融入学生的学习和生活之中，深受各校学生欢迎。

二零零七至零八年度

「学校文化日计划」

在高山剧场举行「青

少年粤剧欣赏」示范

讲座，两名小学生化

妆成粤剧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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疯祭舞台在维多利亚公园

大草坪举行「社区文化大

使计划」下的「重整香港

新版图2之维港六面观」

展览和总结演出。

为配合将于二零零九至一零年度实施的新高中学制，本署与教育局合作推行试验计划，

在全港多间中学为高中生提供融入互动和教育元素的艺术节目。

在社区层面

本署在社区层面推行的观众拓展计划，包括「社区文化大使

计划」和「社区粤剧巡礼」。

参与「社区文化大使计划」的艺术家，在公园、商场、社区

中心和志愿机构场地等公共地方进行文化艺术外展活动，让

市民有更多机会接触艺术。在二零零七至零八年度，共有20

个艺团／艺术家参与这项计划。

「社区粤剧巡礼」旨在推广粤剧艺术，让新秀和业余的粤剧

团有机会在区域／地区场地上演足本粤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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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组合「飞跃舞台轻飘

飘」在「除夕倒数嘉年华

2007」中施展浑身解数，

传统与现代杂技、舞台表

演和舞蹈技巧共冶一炉。

嘉年华及娱乐节目

为庆祝各个中国传统节日及重要的节庆日子，本署在年内举

办了八个大型彩灯会及嘉年华会，其中在沙田公园举行的

「除夕倒数嘉年华」吸引了九万人次参加。当晚节目内容非

常丰富，既有英国组合「飞跃舞台轻飘飘」为观众呈献糅合

体育与演艺的空中杂技表演，以及花式滚轴溜冰、艺术体操

表演、管弦乐和合唱团表演、探戈舞和爵士舞等，另外，还

有穿上滑稽服装的高跷艺人在场内穿梭往来，与观众打成一

片。节目的高潮是迎接新岁的倒数仪式，接着更有精彩的烟

火表演，变幻多姿的激光投影在大型水帘幕上，与烟火互相

辉映，璀璨夺目。

中秋节期间，本署在香港文化中心露天广场及西九龙海滨长

廊举办盛大的专题彩灯展览，让本地市民和游客欢度佳节。

这一年的中秋彩灯会暨中国民族艺术巡礼邀请到内地多个民

族超过150名艺术家作同台演出，阵容鼎盛。此外，「青年

乐队马拉松」音乐会由多队业余青年流行摇滚乐队献技，各

展才华。

北京2008年奥运会吉

祥物福娃欢欢的骑马

造型彩灯，标志着香

港已准备好举办奥运

马术项目，是西九龙

海滨长廊最悦目的中

秋彩灯之一。

中国民族文化艺术团

在香港文化中心举行

的中秋彩灯会中献上

「民族艺术巡礼」，

展示丰富多彩的中华

民族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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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鼓励市民踊跃参与娱乐节目，本署在全港各区举办了601项定期免费文娱节目，当中

包括各种中国传统表演艺术，以及音乐、舞蹈、合家欢节目等，并安排在周末或假期举

行，老幼咸宜。此外，本署亦分别与日本和菲律宾驻港领事馆合办「亚裔艺采」系列及

「菲岛乐悠扬」音乐会，加强与日本和菲律宾侨民的文化交流。

在二零零七至零八年度，本署在全港各区举办的嘉年华会、特备节目和定期免费文娱节

目，共吸引观众及参加者逾76万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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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香港艺术节的资助

本署以按年拨款方式资助香港艺术节协会。「香港艺术节」在每年二月至三月举行，是

亚洲区最重要的国际艺术节之一。「2008香港艺术节」表演节目多达90个，吸引约

88 000人次观赏。此外，协会亦与香港赛马会慈善信托基金合办「星跃马术奇艺坊」，

从法国远道而来的艺团于户外举行了32场马术表演，入座人次几达四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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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及文化交流

会议

本署经常派遣艺术管理人员出席不同的国际会议和艺术节，让他们紧贴国际艺坛的最新

发展、加强与世界各地艺术管理人员之间的交流，并顺道搜罗高质素的外地节目来港上

演。在二零零七至零八年度，本署的代表先后出席了「爱丁堡国际艺术节」，以及国际

演艺协会和全美演艺界协会的年会。

与内地和澳门的交流

本署与中国内地及澳门的文化机构不时安排互访活动，藉此增进彼此间的文化交流、加强

合作和扩展联系网路。年内，多个文化机构的代表曾经探访本署，包括广州市文化局、广

州亚运会组委会新闻宣传部、广东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中国博物馆协会、北京市文化

局和上海市文化广播影视管理局。

本署按照粤港澳文化合作会议的决定，举办了名为「粤港澳『名家荟萃』」的文化交流

节目，于二零零七年六月在香港文化中心上演两场粤剧，邀请得粤港澳三地粤剧名伶同

台演出。「粤港澳『名家荟萃』」由广东省文化厅、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民政事务局和

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文化局合办，是庆祝香港特区成立十周年的节目之一。

为使粤港澳三地能进一步共享和交流文化资讯，三地机构在二零零八年一月合建了一个

全新网站( www.prdculture.org )。该网站有助加强和促进三地各类文化合作资讯的共享

和发布。有关的资讯包括三地的演艺活动和场地、图书馆、展览会和博物馆、文化遗

产、相关的行政安排和指引，以及其他有趣的文化资讯。

全新的粤港澳三地文

化合作资讯网站在二

零零八年一月推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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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和录像节目

电影节目办事处专责培育和推广本港的电影文化。在二零零七至零八年度，办事处筹办

了不同类型的电影及录像节目和研讨会，观众反应热烈。这些节目让本地观众有机会欣

赏到世界各地的电影艺术，并体验多元化的文化活动。

年内的重点节目包括「儿童电影合家欢」、「中国电影展2007」和「第三十六届法国电

影节」。「世界电影经典回顾」分别以「奥逊‧威尔斯」(美国)、「路易士‧布纽尔」

(西班牙)，以及「费德里柯‧费里尼」(意大利)为专题，放映各地经典作品。其他专题

节目还包括「江山多娇人物风流 李翰祥电影回顾」、「九七前后 回归十周年电影

节目」、「幽微灵秀聂小倩」、「天涯歌女 纪念周璇逝世五十周年」、「大娱乐家

王天林电影回顾」，以及「珍姐邦」电影。

为了支持本地影坛盛事，电影节目办事处为一年一度的「香港国际电影节」及「香港电

影金像奖颁奖典礼」提供场地和票务赞助。此外，办事处还分别为香港艺术中心每年举

办的「香港独立短片及录像比赛」和微波有限公司举办的「微波国际新媒体艺术节」提

供经费赞助，以鼓励独立短片及录像创作和推广媒体艺术。

「第三十二届香港国

际电影节」为影迷呈

献多出精彩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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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事务处

音乐事务处致力提供器乐和乐团训练，并举办各类音乐活动，务求提高市民尤其是青少

年对音乐的认识和欣赏能力，从而培育新一代对音乐的兴趣。在二零零七至零八年度，

音乐事务处为4 700名学员提供器乐训练，以及为18队青年乐团、乐队、合唱团共1 400

名团员提供乐团训练，并开办短期外展音乐课程，参加者共2 100人，另外又举办了约

390项音乐活动，包括音乐营、青年音乐汇演，以及为学生和市民而设的多元化教育为

本活动，共有18万名市民参加。

此外，音乐事务处又积极促进本地与世界各地青少年乐手之间的音乐交流。香港青年中

乐团前赴江苏进行音乐之旅，其间参与当地多项盛大的音乐活动，包括江苏二胡之乡民

族音乐节，成果丰硕。音乐事务处又协助到访的英国、美国、新加坡和中国内地青年音

乐团体在访港期间举办交流活动。

参加「2007香港青年

音乐营」的年轻人在

轻松愉快的气氛下接

受本地、海外和内地

知名音乐家的深入指

导。

香港青年中乐团与二

胡演奏家朱昌耀在

「2007江苏二胡之乡

民族音乐节」中一起

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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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内体育馆

香港体育馆和伊利沙伯体育馆均是设备完善的多用途室内体育馆，分别设有座位12 500

个和3 600个，用以举办各式各样的活动，包括国际体育赛事、大型文娱表演、庆典活

动和会议等。

「龙声鼓舞 万人青

年音乐会」在香港体

育馆举行，万多名来

自内地、澳门、台湾

和香港的年轻人合力

打破最大型敲击演奏

的健力士世界纪录。

香港体育馆

香港体育馆设有可灵活安排的座位，加上一流的设备，是举办大型活动的理想场地。年

内，曾在香港体育馆举行音乐会的歌手和组合包括日本的滨崎步；澳洲的奥莉花‧纽

顿‧庄；马来西亚的梁静茹；台湾的庾澄庆、五月天、周杰伦、蔡琴和陶喆；以及本地

的黎明、刘凤屏、张伟文、郑秀文、林子祥、杜丽莎、关菊英、张学友、古巨基、夏韶

声、汪明荃、杨千嬅、黎小田、陈奕迅、郭富城、刘德华、容祖儿、李克勤和钟镇涛。

此外，还有林海峰的栋笃笑表演，以及郑中基和梁汉文联同香港管弦乐团的特别演出，

而钢琴家郎朗也举行了一场演奏会。

本地艺人杨千嬅在香

港体育馆举行演唱

会。

其他重要活动包括「2007世界女排大奖赛 香港站」、「体操精英大汇演」、「龙声

鼓舞 万人青年音乐会」，以及分别为庆祝香港特区成立十周年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立五十八周年而举办的综合表演。另一特别活动是为送别深受香港人爱戴的「开心果」

沈殿霞而举行的追悼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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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体育馆全年共举行了185场节目，吸引观众达1 862 900人次。

伊利沙伯体育馆

年内，伊利沙伯体育馆举行了多项不同类型的活动，包括「庆祝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十

周年 欧亚桌球大师挑战赛2007」、「全城劲舞贺回归」、「二零零七香港公开羽毛

球超级赛」、「全港羽毛球锦标赛决赛」、「香港卧推举邀请赛2007」、「IDEA 2007

国际戏剧／剧场与教育联盟第六届世界会议专题工作坊」、香港管弦乐团的「交响‧情

人梦的音乐世界」音乐会和黄子华栋笃笑表演等。

多位欧亚顶尖桌球好

手与香港桌球之星傅

家俊一同参加「欧亚

桌球大师挑战赛

2007」。

伊利沙伯体育馆全年共举行了198场节目，观众达334 200人次。

为迎接二零零九年年底举行的东亚运动会，伊利沙伯体育馆由二零零八年一月起关闭约

六个月，进行大型改善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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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电脑售票网

城市电脑售票网于一九八四年设立，至今已成为本港主要的票务系统，服务范围遍及全

港43个表演场地，座位总数逾十万个。目前，全港共有35个城市电脑售票处，其中15个

设于本署辖下的文化场地内。

城市电脑售票网在二零零六年十月采用崭新系统，为节目主办机构和市民提供各种方便

可靠的订票服务。顾客可通过不同订票途径，包括亲临遍布各区的售票处享用票房售票

服务，以及利用电话和24小时网上预订服务，即时购买系统所提供的最佳座位门票。这

个方便使用的系统以中英双语显示订票详情、节目资讯和座位表，让顾客拣选其属意的

座位。在二零零七至零八年度，该售票网合共为9 610场表演节目售出门票514万张，总

值达8.19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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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中央图书馆举办「香

港的发展 回顾与前瞻」

讲座系列。

公共图书馆

本署负责营运香港公共图书馆网络共66间固定图书馆和十间流动图书馆，另管理书刊注

册组。公共图书馆体系提供免费的图书馆和资讯服务，以满足市民在知识、资讯、研究和

消闲方面的需求，并藉以支援终身学习和持续教育。此外，公共图书馆体系还致力推广阅

读风气和文学艺术，并为不同年龄人士举办图书馆推广活动。

香港公共图书馆的登记读者多达358万名，馆藏丰富完备，

包括书籍1 064万册和多媒体资料155万项。年内，76间公共

图书馆外借的书籍及其他图书馆资料数目逾5 844万项。

香港中央图书馆是本港的主要资讯和文化中心，共收藏图书

馆资料230万项，并提供多元化的设施，其中较特别的包括

艺术资源中心、多媒体资讯系统、设有六个专科参考部门的

中央参考图书馆、香港文学资料室、地图图书馆、语言学习

室、青少年图书馆和玩具图书馆。此外，馆内还备有可供租

用的设施，包括面积达1 500平方米的展览馆、设有290个座

位的演讲厅、两个活动室、一个音乐练习室和多个研讨室。

除定期举办文化活动和讲座外，香港中央图书馆还举办了林

林总总的大型文化学术活动，例如香港特区成立十周年庆祝

活动「香港的发展 回顾与前瞻」讲座系列。其他文化讲座和活动包括「育医造才百

二载：探索医学世界」讲座、「抉择生死」讲座、「2007至2008年度中华货殖论坛」，

以及与香港歌德学院合办的「淘书宝藏 得奖儿童少年图书展」全港展览。

香港中央图书馆与香

港歌德学院合办「淘

书宝藏 得奖儿童少

年图书展」。

图书馆委员会

图书馆委员会在两年任期届满时，向当局提交了一份全面报告，就改进香港公共图书馆

服务提出多项建议。政府原则上接纳委员会全部建议，并正逐步予以推展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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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议会检讨先导计划

「区议会参与管理地区设施先导计划」于二零零七年一月在湾仔、黄大仙、屯门和西贡

四区推行。这四区的区议会根据计划参与检讨分区图书馆的日常运作模式和使用情况；

制定图书馆推广活动周年计划；以及提出有关馆藏发展和流动图书馆服务的建议。

在先导计划下，四区还推出了多项新计划和加强多元化兼具地区特色的推广活动，务求

更适切满足区内居民的需要和期望。这些计划和活动包括在西贡区试行延长分区图书馆

开放时间；在屯门区推行「社区图书馆伙伴计划」以推广社区阅读风气；在湾仔区举办

湾仔历史讲座系列和英语故事时间；以及在黄大仙区举办长者专题讲座系列和亲子玩具

工作坊。区议会检讨的建议将于二零零八年在全港18区全面落实，预期会为公共图书馆

服务开拓新领域。

新图书馆

二零零七年十二月，顺利村公共图书馆正式迁往顺利村体育馆继续服务，为市民提供更

完善的图书馆服务和设施。

小朋友在顺利村公共

图书馆一起阅读故事

书，其乐融融。

社区图书馆

「便利图书站 社区图书馆伙伴计划」的目的是满足社区对阅读和学习资料和资讯的

需要。公共图书馆通过这项计划与非牟利地方组织携手设立社区图书馆，提供读物予使

用者免费借阅。截至本年度完结时，各区共成立了54间社区图书馆。

图书馆服务的新措施

香港公共图书馆致力改善对市民的服务，不断丰富馆藏，加强参考和资讯服务，广泛应

用资讯科技，并在社会上积极推广良好阅读风气。沙田公共图书馆、土瓜湾公共图书

馆、花园街公共图书馆、牛头角公共图书馆、瑞和街公共图书馆和骆克道公共图书馆均

已开展翻新工程以改善设施。

九龙公共图书馆教育资源中心于二零零七年五月正式启用。该中心为一间教育专科参考

图书馆，馆藏书籍、期刊、电子资料和线上资料库逾26 000项，为教师、研究人员和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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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提供有关教育和语言学习的资讯、资料和参考服务。

教育资源中心提供林

林总总的教育和参考

资料，鼓励市民持续

进修和自学。

为推动并支持市民终身学习，香港公共图书馆继续与教育局携手推广「一生一卡」计

划，鼓励小学生善用公共图书馆服务。另外，香港公共图书馆又与学校图书馆主任定期

举行会议，以加强相互了解，并支援学校在教与学和筹办阅读活动方面善用图书馆资

源。

此外，16间公共图书馆备有香港公开大学的教材可供借阅，方便市民自学进修。

参考和资讯服务

香港中央图书馆和另外五间主要图书馆(大会堂公共图书馆、九龙公共图书馆、沙田公

共图书馆、荃湾公共图书馆和屯门公共图书馆)为市民提供参考和资讯服务。香港中央

图书馆的中央参考图书馆设有六个专科参考部门，共收藏96万项资料，提供全面的参考

和资讯服务，当中包罗各类电子资源，例如资料库、电子书籍、电子期刊和多媒体节目

等。此外，馆内还存放了有关香港资料档案的常设特藏和九个国际组织特藏。

香港中央图书馆的艺术资源中心、香港文学资料室和地图图书馆也为市民提供专科参考

服务。至于大会堂公共图书馆则通过其工商业图书馆、创造力及创新资源中心和基本法

图书馆，提供专科参考服务。年内，香港公共图书馆共处理408万项资料查询。

香港中央图书馆艺术

资源中心是一间艺术

专科参考图书馆，提

供艺术相关资料和参

考谘询服务。

为进一步支援市民的研究需要，香港中央图书馆于二零零七年五月推出转介服务，让已

登记的图书馆使用者有机会阅览香港大学图书馆馆藏。读者在香港中央图书馆搜寻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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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目资料时，可随时要求协助；如该馆馆藏未能提供读者所需资料，职员会发出转介

信，转介读者向香港大学图书馆申请临时阅读证，以阅览该图书馆馆藏。

资讯科技新措施和数码图书馆服务

香港公共图书馆的电脑系统是全球最大型的中英双语兼容图书馆电脑系统之一，提供全

日24小时网上图书馆服务，包括网上检索目录、预约和续借图书馆资料等。此外，香港

公共图书馆还通过其网站( www.hkpl.gov.hk )提供多种网上服务。在二零零七至零八年

度，图书馆网站录得逾1.19亿人次浏览。

香港公共图书馆继续扩大资讯科技的应用范畴，务求为市民提供更方便、更有效率的服

务。

年内，香港公共图书馆额外安装了八个电脑工作站，全部均可接驳互联网，并配备可兼

读电子证书的智能卡阅读器，鼓励市民更广泛使用资讯科技和电子服务。自二零零八年

三月二十七日起，部门已陆续于各公共图书馆分阶段设立Wi-Fi无线上网服务。到了二

零零八至零九年度，读者可通过66间公共图书馆提供的免费Wi-Fi无线上网服务浏览互

联网。

市民在设有Wi-Fi设施

的公共图书馆使用免

费无线上网服务。

多媒体资讯系统开拓了资讯检索新领域，让市民得以即时阅览各类数码文件并欣赏自选

影音节目。该系统提供强劲先进的一站式检索功能，图书馆使用者可通过互联网或使用

分布于香港中央图书馆和26间主要或分区图书馆内的600个工作站，进入多媒体资料库

浏览。自二零零一年启用以来，多媒体资讯系统多次荣获本地和海外奖项；其操作系统

和浏览器会于二零零八年提升功能，务求与时并进，赶上科技发展。

推广图书馆服务、阅读和文学艺术的活动

推广活动是图书馆服务重要的一环。香港公共图书馆年内继续举办种类均衡的活动，例

如定期举行的儿童故事时间、书籍介绍和展览，以及图书馆简介讲座，总数达18 162

项。

香港公共图书馆又举办多元化的阅读计划和阅读相关活动，以推广阅读风气，让图书馆

使用者培养持久的阅读兴趣，其中以中国文化为主题的「2007阅读缤纷月」，便是为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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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儿童的阅读兴趣和推广家庭阅读而设。

「小龙镇 中华文化

游」是「2007阅读缤

纷月」的活动之一，

藉互动游戏鼓励小朋

友多开卷阅读。

年内，除31间图书馆设有青少年读书会外，四间主要图书馆也成立了家庭读书会。此

外，香港公共图书馆又举办不同主题的「与作家会面」活动，让年轻人汲取更多阅读经

验。为响应「4‧23世界阅读日」，香港公共图书馆特别以「香港是我家」为题，为学生举

办阅读报告、征文和明信片创作比赛，藉以推广阅读和写作文化，并趁香港特区成立十周

年的大日子，培养年轻人对祖国的归属感，加深他们对香港和中国内地的了解。

香港公共图书馆举办了多项特别节目和比赛，以推广文学创作，并推动文学艺术的欣赏

和发展，例如与香港艺术发展局合办的第九届香港中文文学双年奖，目的便是鼓励中文

文学创作，扶掖新晋作家。其他主要比赛还包括全港诗词创作比赛和学生中文故事创作

比赛。

第九届香港中文文学

双年奖颁奖典礼。

文化交流  

香港公共图书馆年内继续加强与外地公共图书馆的文化联系和合作，例如与广东省立中

山图书馆、深圳图书馆和澳门中央图书馆互相连结网站和联机目录，以便互通图书馆消

息和馆藏资讯。为庆祝香港特区成立十周年，深圳图书馆特别以「香港印象」为题，在

深圳举办学生征文比赛，作为深港图书馆交流项目之一。两地还联合展出得奖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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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港两地政府官员欣

赏在深圳图书馆展出

的深圳征文比赛得奖

作品。

书刊注册组

书刊注册组为本地印制的书刊注册，协助保存香港的文学遗产，并监察国际标准书号系

统的有效应用。书刊注册组每季在《政府宪报》刊登《香港印刷书刊目录》，该目录可

在互联网上浏览。在二零零七至零八年度，该组共登记了13 919册书籍、13 648份期刊

和691个国际标准书号的出版社识别代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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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物馆

本署负责管理七所大型博物馆，分别是香港艺术馆、香港历史博物馆、香港海防博物

馆、香港科学馆、香港太空馆、香港文化博物馆和孙中山纪念馆。这些博物馆专门购

藏、复修、研究、展出和处理有形与无形的文化遗产，以供研究、教育和欣赏之用。

本署亦负责管理香港电影资料馆、艺术推广办事处、香港文物探知馆、屏山邓族文物馆

暨文物径访客中心，以及七所规模较小的博物馆，即茶具文物馆、李郑屋汉墓博物馆、

罗屋民俗馆、上窑民俗文物馆、三栋屋博物馆、香港铁路博物馆和葛量洪号灭火轮展览

馆。

香港铁路博物馆展出

的51号柴油电动机

车。

博物馆委员会

当局在二零零四年十一月成立博物馆委员会，负责就公共博物馆服务事宜，向民政事务

局局长提供意见。委员会由民政事务局局长委任的22名非官方委员组成，下设两个小组

委员会，分别为博物馆服务管治小组委员会及博物馆服务发展策略小组委员会。委员会

于二零零七年五月向政府提交了建议报告，当中载列公共博物馆设施和服务的长远发展

计划。委员会提出的建议涵盖下列范畴：(a)公共博物馆服务发展策略、(b)提升服务表

现及入场率、(c)民间参与和伙伴关系、(d)公共博物馆经费、(e)公共博物馆的管治模

式，以及(f)公共博物馆员工的发展。政府原则上接纳委员会的建议，并正拟定施行方

案，落实建议。

香港艺术馆

香港艺术馆经常举办不同类型的专题展览，展出本港及世界各地的艺术珍品，务求让本

港居民和访港旅客欣赏到丰富多彩的艺术作品。

年内，艺术馆举办了12个展览，当中包括专题展览和常设展览各六个。为庆祝香港特区

成立十周年，艺术馆隆重举办三个大型专题展览：「世纪先驱 林风眠艺术展」、

「国之重宝 故宫博物院藏晋唐宋元书画展」、「世界文明瑰宝：大英博物馆藏珍

展」，分别展出享誉国际的画坛大师林风眠的现代国画、中国古代书画瑰宝，以及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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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今文明珍品。其他专题展览还包括「不中不英 香港艺术展」和「香港制造 当代

艺术展」。在这两个展览中，本地艺术家各自以不同的艺术手法，演绎在香港的生活体

验，尽显香港当代艺术的特色。

香港艺术馆举行「世

界文明瑰宝：大英博

物馆藏珍展」，展出

270件大英博物馆的珍

贵文物，让参观人士

有机会穿越历史长

河，了解人类文明的

古今面貌。

为了加强艺术教育，艺术馆在年内举办各种各样的教育及推广活动，包括讲座、电影节

目、导赏团、艺术工作坊和示范、以教师为对象的讲座、教育角和网上资源等。大型活

动包括「国之重宝」国际学术讲座系列，全新的户外雕塑流动导赏，以及连串特别为庆

祝香港艺术馆成立四十五周年而举办的活动。年内，艺术馆共吸引621 682人次参观。

位于香港公园内的茶具文物馆是香港艺术馆的分馆，专门展出中国茶具文物和负责推广

茶艺文化。

「陶瓷茶具创作二零

零七」展览旨在推广

本港的陶瓷艺术和饮

茶文化。

年内，茶具文物馆举办了三个专题展览。「陶瓷茶具创作二零零七」展出本地陶艺家精

心创制的茶具。「日本茶道用具展」展出明治时代(一八六八至一九一二年)至二十一世

纪日本茶道使用的茶具。「茗趣源流：茶具文物馆罗桂祥珍藏」则展出逾110件唐代

(六一八至九零七年)至二十世纪中国本土及外销的陶瓷茶具精品。年内，茶具文物馆的

参观人次达182 241。

香港历史博物馆

香港历史博物馆致力搜集、保存和展出与本港和华南地区历史息息相关的文物。博物馆

以丰富市民的文化生活，增强社会的凝聚力，以及培养市民对国家的归属感为使命。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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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建立丰富的馆藏，对不同项目进行研究，把博物馆的资料数码化，以及与中国和海外

机构进行交流，香港历史博物馆充分发挥在教育和文化方面的社会功能。

除了举办「香港故事」常设展览外，香港历史博物馆还与本港和内地其他文博单位和商

业机构合办各种不同的专题展览。年内举办的两项大型展览，即「中国考古新发现」和

「从钱庄到现代银行 沪港银行业发展」，不但扩阔了普罗大众的文化视野，也促进

了香港与海内外的学术文化交流。博物馆又继续与政府部门和非牟利机构合作，安排了

多个展览，当中包括「香江文教发展五十年」、「旅业50载共创新里程」、「商贸世

代：香港贸易四十年」、 「古建游学 香港历史建筑探究学习比赛」作品展览、「香

港回归祖国十周年邮票展览」、「家谱及家庭历史展览」、「皇仁书院‧香港‧中国

145年的历史与回忆」等。通过这些展览活动，观众能认识香港不同时期的生活特色

和丰富的本地历史与文化风貌。

「中国考古新发现」

展览于香港历史博物

馆举行；访客正在仔

细欣赏展出的西汉银

缕玉衣。

为提高市民对本地历史和文化遗产的兴趣，历史博物馆也举办各式各样的教育和推广活

动，包括讲座、工作坊、示范、为教师而设的训练课程、导赏团、实地考察备受公众关

注的历史遗址等。为配合「从钱庄到现代银行 沪港银行业发展」的举行，历史博物

馆举办了研讨会和校际问答比赛。年内重要的活动还包括由历史博物馆与岭南大学、中

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广东省社会科学院联合主办的「香港历史与社会」国际学

术研讨会，以及与香港中文大学合办的「余英时先生历史讲座」。

行政长官曾荫权正在

参观「从钱庄到现代

银行 沪港银行业发

展」展览。这个展览

展示上海和香港银行

业的发展历程，以及

两地长久以来的商贸

合作历史。

年内，博物馆的参观人次达618 9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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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纪念馆是香港历史博物馆辖下的分馆，前身为古宅甘棠第。在馆内举行的以孙中

山生平事迹为题的展览，年内共吸引135 650人次参观。

葛量洪号灭火轮展览馆位于鲗鱼涌公园，在二零零七年九月启用。设立这座展览馆的目

的，是为了把历史悠久的葛量洪号灭火轮保存下来，并增进市民对本港过去海上救援行

动历史的认识。这个展览馆在开放后的首六个月内，便吸引了191 653人次参观。

在海上救援历史中担

当重要角色近半世纪

的葛量洪号灭火轮，

经修复后成为葛量洪

号灭火轮展览馆。

香港历史博物馆辖下还有两所规模较小的分馆，分别是位于深水埗的李郑屋汉墓博物馆

和柴湾的罗屋民俗馆。年内，这两所分馆分别吸引了40 351和20 923人次参观。

香港海防博物馆

香港海防博物馆是历史博物馆辖下的分馆，由筲箕湾的旧鲤鱼门炮台改建而成，占地约

34 000平方米。馆内的常设展览「香港海防六百年」阐述本港自明、清两代、英治时

期、日军侵港至回归后的海防历史。参观者更可仔细观赏堡垒和古迹径上的各项军事遗

迹，包括炮台、鱼雷发射站、沟堡、弹药库等。

年内，海防博物馆举办了两个专题展览，分别为「福建船政：近代中国海军的摇篮」和

「白山黑水的战士 清代八旗文物展」。博物馆也举办各类教育活动，包括讲座、亲子工

作坊、表演示范、步操表演，以及军事遗址实地考察等。年内，博物馆吸引了

152 024人次参观。

香港海防博物馆举行

「白山黑水的战士

清代八旗文物展」，

图为当中展出的棉甲

胄和旗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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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科学馆

香港科学馆的使命，是促进公众对科技的兴趣，并发展成为一所具国际水平的科学中

心。科学馆也致力建立与科技有关的丰富馆藏，以供市民作研究、教育和欣赏之用。

为庆祝香港特区成立十周年，科学馆举办了大型专题展览：「飞龙在天 中国恐龙与

古生物展」，展出约200件在中国出土的恐龙及其他远古动植物珍贵化石。展览吸引参

观者逾284 000人次。年内，科学馆还举办了其他专题展览，包括「地球行星任务」，

通过外星人的眼睛，带领观众审视人体各个系统的运作；「油电混合动力汽车科技」展

览则专门探讨环境问题，并介绍能减少汽车对环境造成的影响的最新科技发展；「野外

生态摄影年展」则综合展现了艺术视野、专业摄影技巧，以及各种动物在不同生活环境

的美态。

由香港城市大学赞助的全新展品「虚拟情境艺术治疗」，介绍一种应用虚拟现实互动媒

体技术于艺术治疗的崭新疗法。二零零七年九月新推出的「镜子世界」常设展览，展示

镜子各种有趣的反射特性。二零零八年三月启用的「职业安全健康展览廊」新展厅则旨

在利用「扩增实境」的尖端科技，加深市民对职业安全健康的认识。

科学馆的「科讯廊」，以展览形式，向市民介绍本地大学的学者在科学研究上取得的突

破和成就；今年内共展示三个主题：《从配子到成人：生殖、发育与成长的奥秘》、

《人工耳蜗 让弱听人士走进有声世界》及《掌纹辨识系统》。

科学馆与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京港学术交流中心和香港中华科学与社会协进会共同举办

了「2007当代杰出华人科学家公开讲座」，多位内地和香港的著名科学家应邀担任讲

者。科学馆又与英国文化协会和教育局合办「2007活的科学」活动，由裘槎基金会提供

赞助，为学校团体和科学馆访客安排了展览，以及一连串讲座、工作坊、科学话剧表演

等节目。

在「活的科学」活动

中，学生以互动展品

进行实验，从中领悟

科学道理。

年内，科学馆与各学术机构和教育团体合办了多项科普活动，向市民推广科学，当中包

括「趣味科学比赛」、「联校机械奥运会」、「香港学生科学比赛」和「第四十届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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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校科学展览」。由科学馆和三十多个政府部门合办的「科学为民」服务巡礼，在

「2007年公务员优质服务奖励计划」中夺得部门合作奖季军。

年内，科学馆共吸引1 184 335人次参观。

香港太空馆

香港太空馆致力在本港推广天文和太空科学知识，馆内设有两个展览厅和何鸿燊天象

厅。展览厅内共有59组展品，大部分可让访客亲自操作，寓学习于娱乐。在天象厅内直

径23米的半球形银幕下，观众可享受全天域电影震撼而逼真的视觉效果。

「天文快乐时光」每

月在太空馆天台举

行，让市民暂时忘却

俗务，在繁星闪烁的

夜空中找到慰藉。

为配合中国发射第一颗月球探测卫星「嫦娥一号」，太空馆举办了名为「奔向月球」的

短期展览，介绍中国和世界各国的探月工程。太空馆网站( http://hk.space.museum )载有

大量关于观星和基本天文学的有用资料和教材，一直深受欢迎，并获得2007年优秀网站

奖。

太空馆通过网站发放「2008电子天文月历」，并出版了《中国古星图》增强版。二零零六

年六月，香港特区行政长官便选择了《中国古星图》的初版作为纪念品，送赠给来港访问

的国际知名物理学家霍金教授。年内，太空馆推出了三个天象节目、五部全天域电影和四

套学校节目，共吸引380 670名观众。此外，太空馆也举行了177项推广活动，共有18 757名

市民参加。太空馆年内所举办的12个短期专题展览，连同天文展览厅和太空科学展览厅，

总计参观人次达382 554。

在全天域电影《南美

巨龙》放映期间，太

空馆草坪上展出样子

凶猛的充气暴龙。

78



香港文化博物馆

香港文化博物馆是举办有关历史、艺术、文化等展览的综合性博物馆，致力通过多元化

和活泼有趣的互动展览及节目，让参观者在欣赏文物之余还可参与轻松的活动，寓教育

于娱乐之中。

为庆祝香港特区成立十周年，香港文化博物馆与四川省文物管理局合办「三星闪烁  金沙流

采 神秘的古蜀文明」专题展览，展出超过120件珍贵的考古文物，重现三千年前蜀地的灿

烂文明。年内举行的其他专题展览包括「相里‧镜外」，通过展出一百多部摄影机和本地

摄影家的作品，介绍摄影科技和本地摄影艺术的发展史。「潮 香港时装设计」是「香港

设计系列」的第五项展览，展出九位本港杰出设计师的作品，尽展本地时装设计的创作

力。「超越二度空间 2007香港国际海报三年展」则是一项结合了比赛、展览和研讨会的

大型节目，旨在促进国际间的交流。这项节目吸引了737位来自46个国家／地区的设计师参

加，博物馆从2 252份参赛作品中选出152位设计师的299项作品展出。文化博物馆亦举办了

一个名为「歌潮‧汐韵 香港粤语流行曲的发展」的展览，介绍过去数十年粤语流行曲的

发展。

在配合香港文化博物

馆「潮 香港时装设

计」展览而举行的时

装汇演中，设计师展

示最新的时装潮流。

「歌潮‧汐韵 香港

粤语流行曲的发展」

展览回顾上世纪五十

年代至今的粤语流行

曲发展历程，阐述其

与社会变迁、传媒推

动和香港音乐工业发

展等的互动关系，广

受大众欢迎。

年内，博物馆举办了形形色色的教育及推广活动，例如讲座、实地考察、表演、工作坊

和比赛等。除了「博物馆小先锋」与「文化新人类」两项以年青观众为对象的计划外，

博物馆亦在二零零七年举行「共融计划 从博物馆的天空出发」、「博物馆长者学

堂」、「博物馆家长会」等全新活动，让各界人士都享有参与文化活动和接触艺术的同

等机会。为使市民可从更多不同途径欣赏馆藏，博物馆在港铁中环站举行一连串的「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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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博物馆」展览。二零零八年春季，博物馆亦推出崭新的「1+1文化伴侣节目」，包含

文化导赏团、创意工作坊、富启发性的讲座等，为夫妇、情侣带来文化艺术新体验。

一、二、三，笑！博

物馆长者学堂与康龄

社区大学的300名毕业

生在香港文化博物馆

摆好姿势拍集体照。

「360°爱」讲座是香

港文化博物馆「1+1文

化伴侣节目」的活动

之一，夫妇、情侣一

边品茶，一边探讨幸

福甜蜜关系的秘诀。

年内，文化博物馆共吸引474 393人次参观。文化博物馆辖下还有三所分馆，分别是三栋屋

博物馆、香港铁路博物馆和上窑民俗文物馆。年内，三所分馆分别有181 048、275 676和

53 881人次参观。

香港电影资料馆

香港电影资料馆的主要功能在于搜集和保存香港电影和相关物品，并把资料编目和存

档。馆内的主要设施包括一个电影院、一个展览厅、一个资源中心和四个可调节温度的

储存库。资料馆目前搜集了分别超过7 500部影片及840 000项相关物品，主要由市民及

电影公司捐赠或寄存于馆内。年内，该馆主要征集了逾700部上世纪七十至九十年代的

香港电影、来自海外戏院的3 000项相关物品，以及天映娱乐有限公司的224部邵氏电

影。

资料馆继续致力研究香港电影，并进行「口述历史计划」，访问了多名资深电影人。资料

馆年内出版的刊物包括《风花雪月李翰祥》、《香港影片大全 第六卷(1965 - 1969)》、

《香港影人口述历史丛书之四 王天林》，而举行的大型展览则包括「电影海报集体回

忆」和「光之幻 佩慈‧约克与星同行四十载」。年内，资料馆吸引了163 371人次参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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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李翰祥和他的演

员」讲座中，(左起)

狄龙、主持罗卡、胡

锦和李殿朗一起回忆

与这位著名导演合作

的点滴。李殿朗并忆

述其父率直洒脱的性

格，让观众认识李导

演鲜为人知的一面。

王天林的儿子王晶导

演(左)与著名电视暨

电台主持人刘天赐

(右)一起缅怀王天林

(中)多彩多姿的往

事。

香港电影资料馆举行

「电影海报集体回

忆」展览，展出不少

珍贵的原装电影海

报。

艺术推广办事处  

艺术推广办事处的宗旨，是通过举办多元化的公众和社区艺术活动，推广本港的视觉艺

术，并致力与不同伙伴合作推行各项计划，以进一步提高公众对视觉艺术的欣赏能力和

参与兴趣。办事处在二零零七年五月在香港文化中心展览厅举行「公众艺术计划1999－

2006」展览，介绍该计划自一九九九年以来所取得的丰硕成果。办事处举办的大型社区

艺术计划「艺游邻里计划III」，已在二零零七年四月圆满结束。办事处也在多个场地举

办了五个巡回展览，展出两个入选艺术单位的作品。「艺游邻里计划IV」在二零零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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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推出，而新一轮展览将于来年在多个地区举行，展出五位艺术家和三个艺团的佳

作。此外，为迎接二零零八年在北京举行的奥林匹克运动会，办事处与中国香港体育协

会暨奥林匹克委员会在二零零七年十二月合办了2008奥运前奏：「运动及艺术」比赛。

「艺游邻里计划IV」

为艺术家提供崭新的

展览场地，让他们把

最新作品带进社群，

令艺术与日常生活更

紧密联系起来。

艺术推广办事处亦负责管理香港视觉艺术中心。中心设有九个艺术工作室、一个演讲

厅、一个展览厅和一个多用途活动室。中心重点提供视觉艺术的培训和推广视觉艺术，

并出租设施予艺术工作者使用。年内，中心续办第六届艺术专修课程，为有志接受系统

性专门训练的人士提供水墨画和中国书法这两类课程。为支持和推广香港艺术的发展，

中心推出了一系列「艺术家留驻计划」，邀请在当届「香港艺术双年展」获奖的艺术家

参与。此外，中心又与香港版画工作室合办「香港图像艺术节2007」，以推动国际间的

艺术交流，以及发扬当代版画艺术。这些节目于年内共吸引了584 813人次参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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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物修复组

文物修复组主要为公营博物馆的馆藏提供修护服务，使文物得以长久保存，世代相传。

修复组在年内共为563项文物进行修复，当中包括书画、历史文献、印刷品及照片、织

品、金属品、陶瓷器、有机文物和出土文物。

文物修复专家正在修

补一幅清代祝寿贺帐

上松脱的金线。

文物修复专家正为屏

山愈乔二公祠进行修

复处理，把溶剂涂在

壁画上。

继二零零六年把重达511公吨的历史文物葛量洪号灭火轮吊运至鲗鱼涌公园妥善装置

后，修复组在二零零七年八月完成了灭火轮保存计划最后阶段的工作，并把数以百计经

修复处理的文物和配件装回灭火轮上，配合葛量洪号灭火轮展览馆在二零零七年九月二

十九日隆重揭幕。为方便市民登上灭火轮参观，并确保参观者的安全，修复组在灭火轮

上进行了多项改善和改装工程。该组又得到土木工程拓展署的协助，使用最新的三维雷

射扫描技术，记录灭火轮所有结构组件和特色装置的现存状况，以便继续监察灭火轮于

户外展出的变化，并于日后为船上不便开放的地方制作虚拟旅程。

为配合各博物馆举办大型展览以庆祝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十周年，修复组积极参与相关

的筹备及支援工作，并装置展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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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物修复专家与大英

博物馆人员正为「世

界文明瑰宝：大英博

物馆藏珍展」检验一

具少女像展品的状

况。

在文物保存的教育和推广工作方面，修复组在年内举办了40个文物修复工作坊、修复室

幕后游和专题讲座，吸引共980人次参加。为了推动更多市民支持香港的文物保存工

作，修复组招募及培训了一队文物修复义工。年内义工为多项修复计划提供合共340小

时的服务。

为推广本地的文物修复工作，并加强与海外同行的专业联系，文物修复组于二零零七年

十月，派员出席由澳洲文物修复学会在布里斯班举行的国际会议，并在会上发表了三份

学术论文海报，题目分别为《当代艺术品的保存探究》、《金色？还是黑色？ 「迎

亲吉课」的秘密》和《虫害的威胁 在博物馆展出食物素材的艺术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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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物古迹办事处

本署通过古物古迹办事处，在保护和推广本港的考古与建筑文物方面担当重要的角色。

年内的重点工作包括宣布元朗八乡植桂书室和元朗厦村邓氏宗祠为历史建筑物，使本港

法定古迹的总数增至83处。此外，古物古迹办事处也为其他历史建筑物进行修复和修葺

工程，当中包括位处屏山的愈乔二公祠、厦村杨侯宫、新田的麟峰文公祠和大夫第、大

埔文武二帝庙，以及坪輋长山古寺。办事处为八乡植桂书室进行了修复研究和测绘记

录，以便为将于二零零八年进行的植桂书室全面修复工程作好准备。

古物古迹办事处在受发展计划影响的考古遗址进行抢救发掘工作，并监察其他遗址的情

况。此外，办事处又就多个发展计划的环境影响评估研究提供协助，并监察田野调查和

文物影响评估缓解措施的执行。

二零零六年十一月至二零零七年四月期间，办事处在白石角进行抢救考古发掘。办事处

也在旧总督山顶别墅、旧中央书院遗址及新界区多个小型屋宇工地进行考古调查。

前威菲路军营改作香港文物探知馆的活化项目，荣获二零零七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

区文物古迹保护奖评审团创新奖。探知馆位于九龙公园内，由二零零五年十月起局部开

放。二零零七年七月至八月期间，古物古迹办事处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驻香港特别

行政区特派员公署和香港明天更好基金携手合作，在探知馆举行「庆香港回归暨中国外

交邮品展览」。在二零零七年十一月至十二月期间，办事处又与美国子午线国际中心合

作，于探知馆举行「美国西部当代艺术展」。此外，办事处也于馆内举办多项教育及推

广活动，以加深公众对文物保护的认识。

屏山邓族文物馆暨文物径访客中心在二零零七年四月启用。文物馆由旧屏山警署改建而

成，馆内介绍屏山邓族的历史文物及文物径沿途的古迹。此外，办事处还邀请学校在馆

内举行不同的文物专题展览。年内，香港文物探知馆和屏山邓族文物馆暨文物径访客中

心分别吸引了109 944和117 384人次参观。

屏山邓族文物馆暨文

物径访客中心在二零

零七年四月揭幕，馆

内介绍当地的民俗文

化和屏山文物径沿途

的古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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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物古迹办事处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洲遗产管理学院在二零零七年五月合办「亚洲骑

楼的演变及复修」国际研讨会。另外，办事处又与香港中文大学在同年十二月合办「文

物保护与南中国史前考古」国际研讨会。

古物古迹办事处在二零零七年七月推出「虚拟文物探索」计划，为本港大约60处历史建

筑和遗址提供360度立体全景影像，市民可通过办事处的网站( www.amo.gov. hk )或设立

在香港文物探知馆内的资讯站，体验古迹的面貌，如同亲临其境。办事处也将「虚拟文

物探索」的数码影像光碟分发给各学校，以供教学用途。除了通过香港文物地理资讯系

统上载的83个法定古迹记录外，年内办事处还把另外162幢由政府拥有的已评级历史建

筑物和156处考古遗址的记录上载于互联网，以供市民查阅。

86



文化艺术专家顾问

本署委任了178名文化艺术专家顾问，以便就表演艺术、文学和博物馆活动等事宜，征

询顾问的意见。这些顾问分别来自26个专业领域，包括艺术家、学术界人士，以及在所

属领域内有重大贡献的从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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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大事纪要

日期 活动

2007年1月至7月 第十三届学生中文故事创作比赛

2007年1月至9月 第十七届全港诗词创作比赛

第十七届全港诗词创作比赛颁

奖典礼在香港中央图书馆举

行。

2007年1月至11月 第九届香港中文文学双年奖

2007年1月至11月 4‧23世界阅读日创作比赛(香港是我家)与获奖作品巡回展览

2007年1月至12月 「育医造才百二载：探索医学世界」公开讲座系列

2007年2月4日至9

月3日

「相里‧镜外」展览在香港文化博物馆举行*

2007年4月4日至6

月3日

「世纪先驱 林风眠艺术展」在香港艺术馆举行*

「世纪先驱 林风眠艺术

展」综合回顾林氏六十载的艺

术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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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4月14日 屏山邓族文物馆暨文物径访客中心开幕典礼

2007年4月25日至5

月14日

薪火相传：香港儿童文学发展六十五年回顾展

2007年4月25日至

26日及28日至29

日

台湾云门舞集在香港文化中心演出*

2007年4月26日至

27日

伦敦交响乐团在香港文化中心演出*

2007年5月 「南音：香港文化瑰宝」讲座系列

2007年5月至7月 中国情怀 学者名人讲座系列

2007年5月4日至6

日

「第一届全球杰出华人青少年歌唱节」在香港文化中心举行*

2007年5月10日至

12日

「亚洲骑楼的演变及复修」国际研讨会在香港文物探知馆举行

2007年5月11日 赤柱公共图书馆正式启用

小学生在新落成的赤柱公共图

书馆参与活动。

2007年5月18日 九龙公共图书馆教育资源中心正式启用

2007年5月25日至

11月25日

「飞龙在天 中国恐龙与古生物展」在香港科学馆举行*

2007年5月26日 喝采系列：贝尔格四重奏音乐会在香港大会堂举行

2007年6月至9月 「香港的发展 回顾与前瞻」专题讲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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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6月6日至9

月9日

「三星闪烁  金沙流采 神秘的古蜀文明」展览在香港文化博物馆

举行*

2007年6月21日至

23日

华夏精英舞蹈团的「魅力华采 民族舞蹈庆回归」在香港文化中

心、沙田大会堂和屯门大会堂上演*

2007年6月23日 「粤剧庆团圆系列 粤港澳名家荟萃」在香港文化中心举行*

2007年6月28日至

29日及7月1日

中国国家芭蕾舞团在香港文化中心演出*

2007年6月29日至8

月11日

「国之重宝 故宫博物院藏晋唐宋元书画展」和「国之重宝」国际

学术讲座系列在香港艺术馆举行*

「国之重宝 故宫博物院

藏晋唐宋元书画展」展出

北宋张择端举世闻名的画

作《清明上河图卷》，吸

引数以千计参观人士。

2007年6月30日 「龙声鼓舞」万人青年音乐会在香港体育馆举行*

2007年6月30日 大型文艺晚会在香港会议展览中心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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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7月1日 幻彩咏香江暨烟花汇演*

「幻彩咏香江暨烟花汇演」先

有结合楼顶烟火效果的灯光音

乐表演，接着还有盛大烟花汇

演，是香港特区成立十周年的

大型庆祝节目之一。

2007年7月2日 「拥抱十周年POP ROCK大派对」在添马舰举行*

2007年7月2日至3

日

中国爱乐乐团在香港文化中心演出*

2007年7月4日至8

月12日

国际综艺合家欢2007*

2007年7月13日至

15日

上海越剧院在香港文化中心演出*

著名的上海越剧院来港演出

《赵氏孤儿》。

2007年7月21日至8

月31日

2007阅读缤纷月

2007年7月25日至9 「中国考古新发现」展览在香港历史博物馆举行*

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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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8月8日至9

日

亚洲青年管弦乐团在香港文化中心演出*

2007年8月17日 「穗港青年管乐汇演」在香港文化中心露天广场举行*

穗港两地的青年管乐好手在香

港文化中心露天广场献奏多首

家喻户晓的古典轻音乐名曲。

2007年8月19日至

2008年3月31日

「潮 香港时装设计」展览在香港文化博物馆举行*

2007年8月25日至

26日

《长征组歌》合唱音乐会在香港文化中心举行*

2007年8月26日至

27日

「檀板清歌 昆曲名家清唱会」在新光戏院举行*

2007年8月28日至

30日

「戏以人传 昆剧四代承传大汇演」在香港大会堂举行*

2007年9月7日 「缤纷爵士乐」系列：莱‧哈葛罗夫爵士五人组音乐会在香港大会

堂举行

92



2007年9月14日至

10月1日

中秋大型专题彩灯展览在西九龙海滨长廊举行

全长80米的大型金龙彩灯

加上真人大小的「十兄

弟」造型彩灯，象征港人

同心同德，团结一致。

2007年9月14日至

10月21日

中秋大型专题彩灯展览在香港文化中心露天广场举行

2007年9月14日至

12月2日

「世界文明瑰宝：大英博物馆藏珍展」在香港艺术馆举行*

2007年9月17日至

10月14日

「中国电影展2007」在香港文化中心、香港电影资料馆、香港太空

馆和香港科学馆举行*

2007年9月22日至

25日

中秋彩灯会在东涌文东路公园、大埔海滨公园、香港文化中心露天

广场和维多利亚公园举行

2007年9月26日至

10月9日

香港八和会馆的「粤剧庆团圆系列 戏说唐朝」在香港文化中

心、屯门大会堂、荃湾大会堂和沙田大会堂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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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9月29日 葛量洪号灭火轮展览馆开幕典礼

葛量洪号灭火轮展览馆于二零

零七年九月二十九日开幕，展

出的灭火设备令人大开眼界，

参观人士络绎不绝。

2007年10月至12月 「抉择生死」讲座系列

2007年10月1日 国庆烟花汇演

2007年10月11日至

15日

香港歌剧院制作的威尔第歌剧《阿伊达》在香港文化中心上演*

2007年10月19日 「缤纷爵士乐」系列：石原江里子音乐会在香港大会堂举行

2007年10月19日至

20日

「地中海艺术节」开幕特备户外节目「地中海谜情」在香港文化中

心露天广场举行

2007年10月19日至

11月18日

地中海艺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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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10月30日 喝采系列：占士‧高威长笛演奏会在香港文化中心举行

享有「金笛子」美誉的占

士‧高威于二零零七年十

月重临香江举行音乐会。

2007年11月4日 日航空中畅游2007

2007年11月8日 喝采系列：玛利亚芝傲‧皮莉斯钢琴演奏会在香港文化中心举行

2007年11月11日 「缤纷爵士乐」系列：李‧莱特诺音乐会在香港文化中心举行

2007年11月11日至

2008年8月4日

「歌潮‧汐韵 香港粤语流行曲的发展」展览在香港文化博物馆

举行

2007年11月17日至

18日

「青年乐队马拉松」在香港文化中心露天广场举行

2007年11月21日至

12月2日

淘书宝藏 得奖儿童少年图书展

2007年11月22日至

24日

俄罗斯莫斯科市立芭蕾舞团在沙田大会堂、荃湾大会堂和屯门大会

堂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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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11月22日至

12月1日

「香港2007年国际现代音乐节」在香港文化中心、香港大会堂、元

朗剧院、香港文物探知馆、香港公园、香港科学馆、香港中文大

学、香港大学、香港演艺学院、南莲园池和澳门旅游塔会展娱乐中

心举行*

「香港2007年国际现代音乐

节」在香港公园奥林匹克广场

举行，吸引数以千计乐迷。

2007年11月25日至

2008年5月19日

「超越二度空间 2007香港国际海报三年展」在香港文化博物馆

举行*

「超越二度空间 2007香港

国际海报三年展」展出来自46

个国家和地区四百多张海报，

展现世界各地多姿多彩的文

化。

2007年11月29日至

12月2日

俄罗斯国际戏剧组织联盟的《沙皇鲍里斯》在香港文化中心上演

2007年12月至2008

年1月

第十九届香港印制大奖获奖作品展览

2007年12月2日 「亚裔艺采」在香港文化中心露天广场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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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12月3日 「缤纷爵士乐」系列：卡露‧基德音乐会在香港大会堂举行

2007年12月6日 「缤纷爵士乐」系列：贾克‧路西耶三重奏音乐会在香港大会堂举

行

2007年12月9日 「菲岛乐悠扬」音乐会在香港文化中心露天广场举行

2007年12月21日至

2008年4月6日

「香港制造 当代艺术展」在香港艺术馆举行

2007年12月28日
重置顺利村公共图书馆

2007年12月28日至

30日 「南麒北马关外唐京剧名家展演」在香港文化中心举行*

2007年12月31日 「除夕倒数嘉年华」在沙田公园举行

市民在沙田公园参加「除夕倒

数嘉年华」，在轻松愉快的气

氛中迎接新年。

2008年2月 2007至2008年度中华货殖论坛

2008年2月1日至24

日

春节大型专题彩灯展览在西九龙海滨长廊举行

2008年2月1日至3

月9日 春节大型专题彩灯展览在香港文化中心露天广场举行

2008年2月8日 农历新年烟花汇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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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2月21日至

23日

春节元宵彩灯会在青衣公园、将军澳宝翠公园、高山道公园及高山

剧场举行

备注: 

*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十周年庆祝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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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管理

康乐及文化事务署署长是康文署财政预算的管制人员，负责交代辖下各项开支。署长必

须确保部门以符合经济效益的方式提供成效和效率兼备的高质素服务。

拨款来源

本署的日常工作开支由政府一般收入帐目拨付。在二零零七至零八财政年度，本署从上

述帐目的总目95 康乐及文化事务署项下获得拨款49.14亿元，用以支付康乐及体育、

园艺及市容设施、文物及博物馆、表演艺术和公共图书馆等范畴的运作和非经常开支。

本署也负责向香港拯溺总会、香港考古学会、本地体育团体及非政府机构的营舍提供资

助金，以协助该等机构支付其运作开支。

本署的主要系统、电脑化计划及设备的个别项目费用若超逾200万元，会由政府的基本

工程储备基金拨款支付。二零零七至零八年度的主要项目包括新的图书馆电脑系统(1.96

亿元)。

本署筹划进行的基本工程，也是由基本工程储备基金拨款支付。工程的拨款及进度，均

由建筑署负责监管。

香港文物探知馆是运

用创意，把现有建筑

物活化再利用作新功

能的例子。该址原为

旧军营，改建后成为

文物教育和研究中

心，展出本港部分历

史文物，供市民观

赏。

财政预算的监察

本署设有一套财政预算管制系统，确保妥善监察部门的开支，使其不超逾核准预算。本

署透过超过150名财政管制人员，分三层架构，实施财务管理及预算管制。各级管理人

员虽获授权调配有关资源，但他们必须负责实施预算管制，并对辖下每项开支负责。

收费及收入

康乐及文化事务署署长负责管理超过700项收费，并确保定期检讨此等收费，以及迅速

而妥善地把来自收费方面的收入入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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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二零零七至零八年度，本署经修订的收入预算总额为8.22亿元。收入主要来自文康活

动的入场费、文康设施的租用费和租金收入。有关款额会记入政府一般收入帐目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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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众意见

为收集使用者对本署服务的意见，本署在二零零七至零八年度共完成了16项顾客满意程

度意见调查，其中包括14项关于已外判的体育馆的意见调查，以及两项关于公众游泳池

及演艺场地的大型意见调查。据调查结果显示，超过八成的使用者均表示满意本署的服

务。此外，有多项意见调查，包括关于博物馆和公共图书馆的服务水平的调查，则尚在

进行中。调查收集所得的意见提供有用的参考资料，使管理层在制订策略及分配资源

时，更能切合服务使用者的需要。

本署设有一个「公众意见登记系统」的数据储存库，用以储存部门从不同渠道收集得到

公众对本署服务、设施及员工表现的意见。本署会分析所得资料，并定期编制有关公众

投诉及建议的报告，以协助管理层针对服务未如理想之处作出改善措施。

本署已采用一套与效率促进组综合电话查询中心共通的系统界面，藉此简化收集及汇报公

众意见资料的程序。该系统并已完成项目提升，使搜寻个案和制作统计报告的速度更加快

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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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判服务

本署依据政府以具成本效益的方式提供公共服务的政策，把一些非核心工作外判予私营

机构执行。已外判的服务主要包括洁净、护卫、园艺保养和设施管理。截至二零零八年

三月三十一日，由本署管理的外判服务合约共112份，涵盖文化及康乐场地和设施，合

约总值19.86亿元。外判服务的主要目的，旨在提高服务效率和达致成本效益。

西九龙海辉道是本署提供园艺保养的地点之一。

在拟订外判服务计划时，本署采用以下既定原则：

订立的合约必须具商业利益；

服务质素不得有所下降；

有关服务须合乎成本效益；以及

不会因外判服务而遣散任何员工。

自二零零零年以来，本署已把16间体育馆的管理服务外判，藉此以更具成本效益的方式为

市民提供高质素的服务，并善用私营机构在管理这些设施方面的专门知识。有关体育馆分

别为：在二零零零年把服务外判的赛马会屯门蝴蝶湾体育馆；在二零零一年把服务外判的

鲗鱼涌体育馆、港岛东体育馆、振华道体育馆、长沙湾体育馆和竹园体育馆；在二零零四

年把服务外判的彩虹道体育馆、和兴体育馆、北葵涌邓肇坚体育馆和鸭脷洲体育馆；在二

零零五年把服务外判的花园街体育馆、黄竹坑体育馆和大角咀体育馆；以及在二零零七年

把服务外判的晓光街体育馆、杨屋道体育馆和天水围体育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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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水围体育馆是二零

零七年外判管理服务

的设施之一。

合约管理

为保障非技术工人的工资和雇佣福利，本署在监察和评估服务合约承办商方面继续维持

严格的监管。总部的合约管理组定期与承办商的高层管理人员会晤，以评核承办商的表

现，并就合约管理事宜及有关政策与承办商交换意见。这些会晤提供途径，让本署向合

约承办商传达绝不容忍非技术工人受到任何剥削的信息，以及加强双方的沟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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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资源

人力策划

本署的人手续有增加。截至二零零八年三月底，署内常额人员的数目已达到7 012名。

本署增加公务员人数的原因，是为了应付推行新措施和服务，以及开放新设施方面的人

手需求，当中包括全面落实让18区区议会参与管理地区设施的计划，以及在两年内(即

二零零七至零八年度及二零零八至零九年度)以公务员职位取代约800个非公务员合约雇

员岗位。公务员事务局曾在二零零六年就各政府决策局和部门聘用非公务员合约雇员的

情况进行特别检讨，确定由公务员来执行这800个岗位所涉职务会较为恰当。

展望二零零八至零九年度，本署预期会继续推出新服务和加强现有的服务，因此仍有需

要增加人手执行有关工作，包括在二零零八年全面落实「区议会角色、职能及组成的检

讨」的建议，以及以公务员职位取代余下的上述非公务员合约雇员岗位。

非公务员合约雇员的聘用情况

公务员事务局在二零零六年年底完成上述特别检讨后，确定本署约有1 400个非公务员

合约雇员负责提供短期／季节性或正在检讨的服务；另有800个非公务员合约雇员所执

行的职务由公务员来执行会较为恰当。截至二零零八年三月，本署已经以公务员职位取

代约300个非公务员合约雇员岗位。我们会继续与公务员事务局合作，务求在二零零九

年年初或之前，逐步以公务员职位取代大部分余下的500个非公务员合约雇员。

招聘公务员

为配合当局恢复公开招聘公务员的决定，本署已为辖下几个部门职系进行招聘工作，包

括二级助理康乐事务经理、三级康乐助理员、技工(泳滩／泳池)(即救生员)、图书馆助

理馆长、文化工作副经理，以及博物馆助理馆长(历史)，以便招聘人手填补现有的公务

员空缺及为配合新措施和服务而开设的公务员职位，以及以公务员职位取代上述非公务

员合约雇员岗位。截至二零零八年三月，已有约380名新招聘的部门职系人员到任。

员工训练和发展

在二零零七至零八年度，本署的员工训练和发展继续着眼于下述范畴：

装备员工以支援全面落实区议会检讨建议的工作；

提升顾客服务；以及

培养团队精神，让员工更能发挥协同效应，改善服务。

为达到此等目标，训练组为有关人员开办并提供各种各样的训练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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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议会检讨的建议由二零零八年一月起在各区全面落实。为支援落实工作，训练组与公

务员事务局辖下公务员培训处合作，在二零零七年九至十二月期间推出一系列训练课

程，培训有关员工，确保他们具备必需的知识和技能，以协助区议会应付角色上的转

变。这些课程内容包括压力管理、演说技巧、策略性思维、谈判和游说技巧、传媒技巧

训练、区议会文件撰写技巧，以及沟通技巧和提升情绪智商。

为增进员工对树木培植的知识，并提高他们的专业资格，本署在九月为约40名康乐事务

经理和康乐助理员安排专业培训。培训课程由国际树木学会的树木专家主持；学员均认

为课程有助于提升专业知识和技能，获益良多。全体学员已于十月参加国际树木学会注

册树艺师考试。此外，本署亦安排了员工参加海外课程并取得英国的有关学术资格，所

修读课程包括「英国商业及科技教育局园艺第一文凭连园景保养中级文凭课程」、「技

工修树课程」、 「树木培植国家证书课程」等。本署又定期举办实务研讨会和工作

坊，包括园艺复修课程、绿化市区研讨会  、修剪及除草工作坊等，协助员工更新及巩固

其园艺知识，使他们能更有效地处理地区绿化和景观美化计划。

为了让员工能够精益求精提高服务水平，培训组全力支援文化事务部二零零七至零八年

度的顾客服务培训工作，年内推出了第二期加强顾客服务培训课程，以提升公共图书馆

员工的技能，令服务更臻完善。此外，培训组还设计了其他课程，指导员工如何面对难

以应付的顾客和服务残疾人士。

在二零零七至零八年度，另一项主要工作是建立优秀的团队以争取更佳工作成果。继二

零零六年三月完成为康乐事务经理职系人员而设的活动为本团队协作工作坊后，另一项

为480名来自公园、游乐场、游泳池、体育馆等康乐场地的前线督导人员和员工而设的

大型团队协作计划，也于二零零七年九至十二月圆满举行。

训练组年内还继续提供大量常设课程，涵盖不同的康乐和文化服务范畴，以及一般管

理、督导管理、语言和沟通、电脑软件应用、资讯科技等知识和技能训练。本地和海外

专家应邀就多项特定课题主持讲座和研讨会，内容包罗草地设施管理、国际修树标准和

做法、泳池管理、泳池水质与卫生、大型活动管理、马术运动、人群控制管理、图书馆

服务、博物馆服务、演艺场地舞台管理，不一而足。

为促进职业健康和工作安全，并配合政府日益重视职业安全健康(职安健)的方针，训练

组与各部别的安全主任紧密合作，提供职安健训练课程，以期尽量减少工伤意外。年内

训练组不但加强了培训，增设「显示屏幕设备评估合格证书」和「体力处理操作合格证

书」等以地区和场地安全主任为对象的合格证书课程，还提供林林总总培养员工基本职

安健意识的课程，内容包括人力提举和搬运、避免蜂螫、高空工作、湿滑地面工作、预

防软组织过劳、工具和机械操作、户外工作与天气预报、灭火、安全使用显示屏幕设

备、预防工作上暴力事故、压力管理等。

为确保我们的工作队伍廉洁守法，我们还举行研讨会和讲座，深化员工持廉守正的观

念，并让他们认识《个人资料(私隐)条例》和各项反歧视法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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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二零零七至零八年度，我们为帮助员工掌握更多有利于本署提供服务的先进知识和工

作方式，一共资助了45名人员到海外接受培训或参加暂驻实习计划，其中七人修读园艺

培训课程、15人接受运动和康乐培训、23人参与文化服务训练。我们在这些人员学成返

港后安排汇报会，让他们与其他同事分享经验。

训练组深明员工工作繁忙，所以继续制作自学录影带以鼓励自学进修，例如于十月推出

了「公园及游乐场管理之执法全『恭』略」录影带。员工在公余时可按各自的进度，利

用这些培训材料复修工作知识和技能。

在二零零七至零八年度，本署依据政府延续公营部门临时职位的决定，举办泳池事务见

习员、泳滩见习员和图书馆助理见习员三项计划。泳池事务见习员计划和泳滩见习员计

划为145名青少年提供为期四至六个月的训练，当中逾九成见习员已通过指定考试，并

取得救生员资格。各结业见习员目前可为公私营水上活动场地提供宝贵的救生员人手。

整体而言，二零零七至零八年度的培训工作取得丰硕成果，成绩媲美往年。大部分训练

课程都得到员工极高评价，成效显著。我们提供的培训名额超过16 000个，为所有职系

和职级员工，包括前市政局合约员工和非公务员合约雇员提供了大量培训机会。未来一

年，训练组会继续善用有限的财政资源，尽量提供多元化的培训课程，以配合本署的目

标和员工的培训发展需要。

训练组为泳池事务见

习员计划和泳滩见习

员计划的学员提供内

容实用的密集训练。

修读「树木培植国家

证书课程」的员工在

英国接受为期十个月

的海外训练，训练内

容包括参加实用机械

工作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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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工关系与沟通

员工是本署最重要的资产。我们非常重视与员工维持良好关系和有效沟通，以便管职双

方能够达到共同的目标，齐心协力应付部门所面对的种种挑战。

本署的管理层通过举行部门协商委员会会议、一般职系协商委员会会议和职工会会议，

与员工保持恒常接触。在有需要时，还会与员工举行特别会议、非正式会晤和简报会，

商讨共同关注的问题。署长也会亲自接见员工和职工会代表，以便能更加了解他们所关

注的事项。

员工热心参与捐血活

动。

农历年前，员工参加

水仙花切割工作坊，

学习花艺技巧。

我们亦同样关怀个别同事的需要。如有同事就其福利和关注事项提出要求或查询，员工

关系／员工福利组的人员随时乐于提供协助。我们又定期为员工举办各类康乐活动，例

如卡拉OK比赛，该项比赛继续是部门的周年活动，同时也成为了总部圣诞联欢会的重

点节目。为加强部门的团队精神，我们开办了园艺和普通话等兴趣班，同事对这些兴趣

班反应良好。部门所成立的义工队和体育队鼓励同事善用余暇参与有意义的活动。年

内，部门义工队探访了一个复康中心的院友，又安排了弱势社群的家庭参观香港艺术馆

的「世界文明瑰宝：大英博物馆藏珍展」和每年一度的「香港花卉展览」。部门义工队

还参加了由公务员事务局举办的「公务义工传爱心」活动，并获颁发感谢状。另外，部

门成立的15支体育队亦积极参加了多项公开及跨部门的体育比赛。

部门出版的季刊《员工通讯》除了报道部门的资讯外，也是部门与员工沟通的另一有效

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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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义工队与社会福

利署合作，陪同约50

名长沙湾居民参观香

港花卉展览。

部门足球队勇夺工商

机构运动会七人小型

足球比赛(丙组)冠

军。

激励员工

我们的使命之一，是建立一支积极进取和尽忠职守的工作队伍。为达致此目的，我们大

力表扬对部门有贡献的员工。服务满20年的员工，均符合资格获部门考虑颁发「长期优

良服务奖状」及「长期优良服务公费旅行奖励」。在二零零七至零八年度，本署颁发了

231份「优良表现奖状」予表现值得嘉许的员工。

我们一向乐于推荐员工参加部门以外的嘉许计划。在二零零七至零八年度，四位在日常

工作中表现持续优秀的人员获公务员事务局局长颁发嘉许状。我们特别感到骄傲的是，

部门下列人员在二零零七年度授勋典礼上，分别获得行政长官颁授勋衔及嘉奖，以表扬

他们克尽厥职，为市民提供专业的服务：

荣誉勋章

陆超恩先生(高级康乐事务经理)

黄婉莉女士(高级康乐事务经理)

卢剑洪先生(高级文书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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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级康乐事务经理陆

超恩先生获颁荣誉勋

章。

高级康乐事务经理黄

婉莉女士获颁荣誉勋

章。

高级文书主任卢剑洪

先生获颁荣誉勋章。

行政长官公共服务奖状

陈淑端女士(高级康乐助理员)

高级康乐助理员陈淑

端女士获颁行政长官

公共服务奖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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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署还推行「顾客赞赏卡计划」，让员工有直接渠道得知顾客的意见。另外，又通过部

门推行的「员工建议计划」、在康乐场地设立的工作改善小组和「员工奖励计划」，以

及在公共图书馆推行的「提升图书馆服务计划选举」，鼓励员工拓展服务并提升服务水

平。

鲤鱼门体育馆的设施

改善工程夺得「最佳

工作改善小组大奖」

金奖。

鸭脷洲公共图书馆的

同事合力推广自助借

书终端机，赢得「最

佳推广成绩大奖」。

顾客服务

以客为本是部门坚守的基本信念。本署于二零零七至零八年度共收到7 666张嘉许员工

的「顾客赞赏卡」及614份赞赏。顾客的好评是对本署前线人员最大的鼓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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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保护工作

为响应政府的环保政策，我们由开展计划以至部门管理／运作等各个环节，都会考虑环

境因素，务求减少污染、节约资源、保护自然环境，以及鼓励市民欣赏优美的环境。

为达到此等目标，我们致力：

推动绿化工作和推广园艺活动；

保存文物古迹；

提供环境宜人的休憩用地；

实施减少废物和节约能源的措施；以及

在举办文康活动时尽量减少空气和噪音污染。

元朗公园由天然林地

辟建而成，中央草坪

是一片青葱的城市绿

洲。

在规划新设施和维修保养现有设施时，我们都不忘这些环保目标，每每考虑采用节能屋

宇装备装置和环保物料。我们尽可能使用备有电子镇流器的荧光管、动作感应器和光导

纤维等高效能照明系统以节约能源，又因应情况合理调整了场地照明装置的操作时间以

减少耗电量。概括而言，我们致力遵循政府所订的夏季室温指标，把办公室温度维持在

摄氏25.5度。至于特定场地(如博物馆、体育馆和演艺场地)内某些地方，如因运作理由

和顾客服务需要而必须偏离上述温度标准，我们则与机电工程署紧密合作，监察有关情

况，并在可行而适当的情况下把室温尽量调校至接近摄氏25.5度。

本署的其他环保工作主要包括：

改善现有园景区并广植树木和灌木；

举办学校和社区活动，例如绿化校园资助计划、香港花卉展览、社区植树日和绿化

义工计划；

举办教育活动，向市民推广保护文物古迹的信息；

在合适地点种植抗旱植物，并减少大型公园水景设施的用水量，以收节约用水之

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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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办公室范围安装活

动感应器，控制照明装置

的开关，以减少能源耗用

量。

与机电工程署和建筑署合作进行能源审核和各项可行的节能改善工程；

在辖下多个康乐场地和总部大楼安装活动感应器，控制

照明装置的开关，务求减少能源耗用量；

使用环保产品并提倡使用再造纸；

委聘承办商回收旧书、杂志、报纸、废纸和打印机碳粉

盒；

在辖下场地利用废物分类箱回收废纸、铝罐和胶樽；

为车队中所有属欧盟I及II期废气排放标准的柴油车辆安

装柴油催化器；改用欧盟IV期车辆；以及在部门内所有

小巴退役时以废气排放量较少的石油气小巴车辆替代，

直至把部门小巴全数更换为止，以支持「蓝天行动」，

改善香港空气质素；

在科学馆安装太阳能电池板以宣扬节能观念；

在办公室和场地广泛推广环保措施和宣传绿色锦囊；以

及

呼吁员工响应夏日轻装上班，协力节约能源。

本署购置废气排放量

较少的石油气小巴，

以响应「蓝天行

动」，改善空气质

素。

十二月，我们发表了第七份《环境报告》，详述本署的环保管理措施及在环保方面的活

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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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施和工程计划

本署非常重视为市民提供文康设施。本署辖下的策划事务组与各区议会一直紧密联系，

以期提供最能满足当区居民需要的设施。本署自二零零零年成立以来，已完成约70项工

程计划，工程费用总额约110亿元。本署目前正积极推行两个前市政局遗留下来的46项

工程计划，以及已获选定须优先处理和尽快施工的新工程计划。

在二零零七至零八年度，本署在提供新文康设施方面取得重大进展。

新落成的设施

年内，共有六项新设施相继落成，包括位于天水围的体育馆(设有多项体育设施)；沙田

显田游泳池第2期(包括一个室内暖水池)；天水围第25、25A和25B区的邻舍休憩用地；

东涌第2区的地区休憩用地；粉岭／上水第39区的地区休憩用地和荃湾第35区的地区休憩用

地 第2期。新落成设施一览表载于附录六。

显田游泳池第二期是

本年度新建成的康乐

设施之一。

现正施工的设施

在二零零七至零八年度结束时，正在施工的基本工程计划共有38项，其中包括九项大型

设施，即将军澳运动场(设有适合举办国际田径赛事的田径设施和两个天然草地足球

场)；天水围公共图书馆兼体育馆；马鞍山海滨长廊；东涌第2区游泳池场馆(设有一个

室内暖水池)；东涌第17区体育馆、社区会堂兼图书馆；黄大仙蒲岗村道的地区休憩用地和

牛池湾游乐场；中山纪念公园暨游泳池场馆；以及小西湾市政大厦(设有一间体育馆、两个

游泳池、一间小型图书馆和一个社区会堂)。全部工程计划一览表载于附录五。

小型工程计划

年内，本署完成了16项小型工程计划，每项工程计划的费用不超逾1,500万元；另有26项

工程计划现正在施工。

113



资讯科技

本署一向善用资讯科技作为重要辅助工具，致力为市民提供高质素的服务。在二零零七至

零八年度，本署动用了2,500万元推行18项电脑化计划，藉以提升部门的服务质素和运作效

率。

公共图书馆电脑化计划

图书馆电脑系统已投入服务约七年，一直提供自动化图书馆服务，包括支援图书馆内部

运作的采购和编目功能，以及供市民使用的书籍借还服务和联机公众检索目录。为了提

升服务质素，本署已在二零零八年一月就更换图书馆电脑系统发出招标通告，以便委聘

承办商于二零零九年年底完成更换系统的工程。数间图书馆分馆亦将会推行无线射频识

别技术试验计划，以改善运作。

市民现时已广泛使用八达通卡支付小额款项。由二零零八年二月起，他们更可以在各图

书馆分馆以八达通卡缴付逾期归还图书馆资料的罚款和预约图书馆资料的费用，十分方

便。

公共图书馆现接受市

民以八达通卡缴费。

多媒体资讯系统是一套数码图书馆系统，读者可通过该系统在香港中央图书馆和26间分

区图书馆检索及即时读取数码文件和播放以数码或模拟格式制作的视听资料。在接近

二零零七至零八年度完结时，我们已把多媒体工作站的操作系统提升为视窗XP，并进

行了其他提升系统的工程，让读者在使用该系统和浏览互联网时，更加得心应手。

图书馆分馆内的电脑资讯中心提供个人电脑以及常用的软件和设施，供市民浏览互联

网。为配合日益增加的需求，本署在二零零七至零八年度增设了四个共设有54部电脑的

电脑资讯中心。截至二零零八年三月，电脑资讯中心的数目达24个，合共提供454部电

脑。

114



市民使用自助服务站预

订本署的康乐设施或报

名参加康体活动，快捷

方便。

政府Wi-Fi无线上网计划名为「香港政府WiFi通」，已于二零零七年七月三十一日正式

推出。根据该计划，政府会在辖下约350个场地设置Wi-Fi热点，以方便市民无线上网。

本署辖下约166个使用率较高的场地，也将设置Wi-Fi设施。香港文物探知馆和18间公共

图书馆，已分别在二零零七年七月三十一日和二零零八年三月推出Wi-Fi设施。在二零

零九年年中前，本署辖下其余指定场地，包括博物馆、大型公园、体育馆、公共图书

馆、大球场和演艺场地，亦会陆续设置Wi-Fi设施。

康体通电脑租订系统

康体通电脑租订系统让市民可通过多种途径预订康乐设施和

报名参加康体活动。我们已在本财政年度内就该系统完成多

项改善措施，包括在接近二零零七至零八年度完结时，在辖

下多个场地设立47个自助服务站，让市民除了可以亲临订场

处柜台、使用互联网和致电预订康乐设施和报名参加康体活

动外，还可以享用多一种方便快捷的预订途径。为确保以互

联网报名的途径得到公平使用，本署在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为

系统增设了一项特别功能，让新报名参加器械健体训练班的

人士可在首个报名日优先报名。

除上述改善工程外，本署还对该系统作出两大改革。其一是

在二零零八年一月，把网上预订服务由商营的生活易平台成

功转移至政府管理的香港政府一站通入门网站，让市民可以

继续享用优质的网上预订服务；其二是为庆祝香港特区成立

十周年，本署以该系统发出免费的入场券，供市民在二零零

七年七月一日及二日免费使用本署的室内体育设施。

市民在港湾道体育馆

「康体通」订场处预

订本署在二零零七年

七月供免费使用的体

育设施。

政府Wi-Fi无线上网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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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署向全港学校派发介绍

虚拟文物探索之旅的教育

数码光碟，让学生加深对

香港文物的认识。

管理资讯系统

旨在为部门建立企业数据库而进行的建立机构数据库架构研究，已于二零零七年七月完

成。该项研究为推行管理资讯系统的第二阶段奠下基础，有助部门更快速地就公共服

务、资源分配和规划等事务作出决策和制定有关政策。

发展中的项目

其他正在进行的项目如下：

于二零零七年十二月开始为更换多媒体资讯系统而进行的可行性研究，预期在

二零零八年年中完成；

现正开发一套人力资源管理系统，用以取代现有的人事资料系统。新系统将有助于

处理招聘、聘用，以及工作表现评核等人力资源管理程序；以及

现正推出一套合约管理系统，以改善采购和合约管理的工作。该系统提供一个统一

平台，供有关人员处理上述工作及其他与物料供应有关的事务。

文物资讯电脑化计划

本署在二零零七年七月推出一套虚拟文物探索系统，为全港约60处历史建筑物／古迹制

作虚拟之旅，供市民经互联网欣赏。此外，我们又在屏山邓族文物馆暨文物径访客中心和

香港文物探知馆内各安装了一台文物资讯站，供市民浏览此等虚拟之旅。我们亦在二零零

八年二月向学校派发了3000张介绍虚拟之旅的教育数码光碟。另外，本署在二零零八年三

月推出一套香港传统中式建筑资讯系统，提供22所传统中式建筑物及51条村落的建筑资料

供市民经互联网检索。

116



公共关系和宣传

新闻及公共关系组在发放资讯和推广部门的服务、设施、活动方面，担当重要的角色。

为方便传媒报道和增加本署工作的透明度，该组在二零零七至零八年度内发放了2 210

份新闻稿，安排了107次传媒参观，并举行了84次记者招待会和简报会。

新闻及公共关系组还负责筹划落实本署的宣传╱教育计划，并担任活动宣传工作的执行

和统筹者。举例来说，为了向小朋友传达保持泳池清洁的信息，该组年内继续以深得小

朋友喜爱的卡通小猪「麦兜」为主角，推行「与麦兜携手保持泳池清洁」宣传计划。此

外，该组又为刊物和宣传资料(如海报、户外展板、展览、电视和电台公告、广告)的制

作，提供创作和摄影支援服务。

麦兜急口令游戏传递

保持泳池清洁的信

息，大受小朋友欢

迎。

新闻及公共关系组年内出版的主要刊物，包括概述本署职能和发展的电子版年报、促进

本署8 700名员工内部关系的《员工通讯》季刊，以及推动市民参与社区体育活动和培

养各社区体育会归属感的《活力新一代社区体育会专刊》。

为服务与日俱增的互联网用户，本署建立了资讯丰富的网站，方便市民直接取得本署资

讯，包括各项服务和设施详情、文康活动资讯、刊物和招标公告，并下载申请表格。在

二零零七至零八年度，本署网页的总浏览次数达264 591 738次，在本港所有政府网站中

排行第四。此外，本署又以电子杂志形式把每周主要活动的精华摘要直接寄送至订户的

电邮地址；截至财政年度终结，订户的数目已增至210 704名。

二零零七年是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十周年，本署举办多项文化和体育庆祝活动，并于

七月一至二日开放辖下平日须收费的博物馆、室内体育设施和公众泳池免费供市民享

用。新闻及公共关系组年内与部门其他同事合力推广宣传这些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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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公众泳池于二零零

七年七月免费开放，

泳客反应踊跃，鱼贯

入场。

遇有台风等紧急事故，新闻及公共关系组即调派人员到紧急新闻中心当值，发布消息让

公众得知本署节目和活动的最新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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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康乐及文化事务署架构图

人手编制、实际员额及空缺 — 按部别及职系划分

工作成绩

二零零七至零八财政年度预算收支表

康乐及文化事务署现正施工的基本工程计划

康乐及文化事务署在二零零七至零八年度竣工的基本工程计划

康体市容设施

康体设施使用情况

康体活动和美化市容计划

康乐及文化事务署各地区康乐事务办事处地址及查询电话

文娱节目入场人次

文化节目、艺术教育和观众拓展计划入场人次

博物馆参观人数

公共图书馆使用情况

主要文化场地

有关文物和博物馆书刊精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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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康乐及文化事務署架構圖
（截至二零零八年三月三十一日止）

康乐及文化
事務署署長

文化事務部

副署長
（文化）

康乐事務部

副署長
（康乐事務）

職系管理及
支援組

職系管理組

支援組

東亞運動會籌備
委員會秘書處

演藝科 助理署長
（演藝）

文物及博物館科 助理署長
（文博）

圖書館及發展科 助理署長
（圖書館及發展）

康乐事務科 1 助理署長
（康乐事務）1

康乐事務科 2 助理署長
（康乐事務）2

康乐事務科 3 助理署長
（康乐事務）3

行政科 部門秘書

策劃事務組

財務及物料供應科 助理署長
（財務）

訓練組

翻譯組

總務組

人事事務組

人力資源組

資訊科技辦事處

管理參議及
統計組

物料供應組

財務組

服務質素檢定組

新聞及公共
關係組

資訊科技總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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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人手編制、實際員額及空缺 — 按部別及職系劃分
（截至二零零八年三月三十一日止）

部別╱職系 人手編制 實際員額 空缺（數目）

4 4 0
康乐事務部
首長級職系
非首長級職系
部門職系 1 600 1 577 23
一般╱共通職系 3 204 3 041 163

小計 4 808 4 622 186

文化事務部
首長級職系 4 3 1
非首長級職系
部門職系 1 231 1 096 135
一般╱共通職系 845 803 42

小計 2 080 1 902 178

行政
首長級職系 3 2 1
非首長級職系
部門職系 13 12 1
一般╱共通職系 485 474 11

小計 501 488 13

總計 7 389 7 012 3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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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
工作成績

文化服務

1. 表演藝術

(A) 文娛中心

服務類別 目標
二零零七至零八年度

的工作成績
未能達到標準的原因

確認下列各類預訂申請：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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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特別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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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遲遞申請
(i) 大型設施

a) 在每周的截止申請日期起計 
7個工作天內給予書面回覆

100%

b)

包括演奏廳、音乐廳
和展覽廳╱展覽館
香港體育館和伊利沙
伯體育館的表演場

在接獲申請起計7個工作天內
給予書面回覆

100%

(ii) 小型設施
包括演講室、舞蹈室、
會議室等

在接獲申請起計7個工作天內
給予書面回覆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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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
工作成績

(B) 售票服務

服務類別 目標
二零零七至零八年度

的工作成績
未能達到標準的原因

售票處售票 在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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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5% 顧客查詢多項節目和
活動的詳情時（尤其
是受歡迎的活動和節
目系列），需時可能
超過4分鐘。門票須待
顧客確認購票後方可
印發，而由顧客確認
購票至印發門票需時
少於1分鐘。

    

電話留座和查詢服務 在5分鐘內為顧客提供服務，
繁忙時段（上午10時至11時，
下午12時30分至2時）除外

99% 顧客來電時多時少；
來電多的時候偶然會
引致線路繁忙。

    

電話訂票服務 在下一個工作天內把門票郵
寄給訂票的登記客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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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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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
工作成績

2. 圖書館服務

(A) 圖書館

服務類別 目標
二零零七至零八年度

的工作成績
未能達到標準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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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申請新圖書證 10分鐘 100%

(b) 補領圖書證 10分鐘 100%

(c) 外借一項圖書館物品 5分鐘 100%

(d) 歸還一項圖書館物品 5分鐘 100%

(e) 預約一項圖書館物品 5分鐘 100%

(B) 書刊註冊

服務類別 目標
二零零七至零八年度

的工作成績
未能達到標準的原因

根據《書刊註冊條例》（香港法例第142章）
在憲報刊登註冊書刊的目錄

每季刊登一次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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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
工作成績

3. 文物和博物館服務

(A) 博物館

服務類別 目標
二零零七至零八年度

的工作成績
未能達到標準的原因

處理學校提出的參觀活動和
導賞服務申請

在7個工作天內處理有關申請 100%

    

為香港科學館和香港太空館
內可供參觀者觸摸和操作的
展品進行保養

至少有九成展品經常維持可
供使用的狀況

100%

    

提供種類均衡的博物館活動 (i) 每月舉辦4個不同主題的
展覽

(ii) 每月舉辦750項教育活動

100%

100%
    

添購藝術作品、影片和歷史
文物，以保存香港的藝術和
物質文化

館藏量每年增加1%至2% 100%

    

(B) 古物和古蹟

服務類別 目標
二零零七至零八年度

的工作成績
未能達到標準的原因

處理拍攝外景申請 10個工作天 100%
    

處理複製相片和幻燈片申請 14個工作天 100%
    

處理索取遺址和古蹟記錄複印本申請 4個工作天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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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
工作成績

康乐服務

服務類別 目標
二零零七至零八年度的

工作成績
未能達到標準的原因

以先到先得方式接受報名的
活動
(a) 在地區康乐事務
辦事處╱場地的櫃檯
報名

輪候時間不超過15分鐘，繁
忙時段（上午8時30分至10時
30分）除外

100%

(b) 郵遞報名表格 在截止報名日期起計7個工作
天內通知申請人

100%

以抽籤方式接受報名的活動 (i) 在抽籤日期起計5個工作
天內公布抽籤結果

(ii) 在抽籤日期起計7個工作
天內通知中籤申請人

100%

100%

親自前往場地櫃檯申請
租用體育設施

輪候時間不超過15分鐘，繁
忙時段（上午7時至7時30分）
除外

100%

泳池的輪候入場時間 輪候入場時間少於20分鐘，
泳池額滿除外

100%

處理桌球館、公眾保齡球場
和公眾溜冰場牌照的申請
(a) 認收申請 7個工作天內 100%

(b) 徵詢有關政府部門意見 7個工作天內 100%

(b) 在確定符合發牌規定後發
出牌照

10個工作天內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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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
二零零七至零八財政年度預算收支表

二零零七至零八 二零零六至零七
百萬元 (1) 百萬元 (2)

收入
租金 151 167
各項收費
入場費和租用費 563 545
活動收費 38 37
其他 28 35

其他收入 42 49

收入總額 822 833

1,732 1,620
3 1

2,475 2,408
157 168
112 98
86 88
51 48
50 51

經常開支
個人薪酬
強制性╱公務員公積金供款
部門開支
文化節目、娛乐節目、活動和展覽
康乐及體育活動、節目、運動和展覽
圖書館物料及多媒體服務
文物和博物館展覽
宣傳工作
資助金 202 336

經常開支總額 4,868 4,818

扣除經常開支後的全年赤字 4,046 3,985

非經常開支
機器、車輛和設備 56 65
其他 27 32

非經常開支總額 83 97

全年赤字總額 4,129 4,082

註 

(1) 有關數字是二零零七至零八財政年度的修訂預算。
(2) 有關數字是二零零六至零七財政年度的實際收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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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五
康乐及文化事務署現正施工的基本工程計劃

工程名稱 動工日期 目標竣工日期

將軍澳運動場 二零零六年四月 二零零九年四月
深水埗公園第2期 二零零六年十二月 二零零八年八月
將軍澳第40A區的地區休憩用地 二零零六年十二月 二零零八年十月
大嶼山東涌第17區體育館、社區會堂暨圖書館 二零零六年十二月 二零零九年十月
天水圍第107區的地區休憩用地 二零零六年十二月 二零零八年十二月
屯門第16區（友愛南）的鄰舍休憩用地 二零零七年一月 二零零八年七月
維多利亞公園網球中心的改善工程 二零零七年一月 二零零九年七月
圖書館翻新工程——第2期工程
（鰂魚涌公共圖書館、花園街公共圖書館、
瑞和街公共圖書館、土瓜灣公共圖書館、
駱克道公共圖書館、沙田公共圖書館）

二零零七年二月 二零零九年一月

荃灣深井第50區的鄰舍休憩用地 二零零七年四月 二零零八年八月
粉嶺╱上水第28區的鄰舍休憩用地 二零零七年四月 二零零八年十一月
葵涌石蔭邨第1及4期的地區休憩用地 二零零七年四月 二零零九年一月
馬鞍山海濱長廊
第1期 二零零七年五月 二零零九年年中
第2期 二零零七年五月 二零零九年年底
第3期 二零零七年五月 二零一零年年中

香港大球場和九龍公園游泳池的改善工程 二零零七年六月 二零零九年二月
香港體育館和伊利沙伯體育館的改善工程 二零零七年八月 二零零九年二月
京士柏曲棍球場的改善工程 二零零七年九月 二零零九年一月
荔枝角公園體育館、石硤尾公園體育館和赤柱正灘水上活動中心
的改善工程

二零零七年九月 二零零九年四月

香港壁球中心、小西灣運動場、將軍澳體育館和西區公園體育館
的改善工程

二零零七年九月 二零零九年五月

大嶼山東涌第2區游泳池場館 二零零七年九月 二零一零年六月
鴨脷洲北部填海區康乐發展工程 二零零七年十月 二零零九年三月
青衣第9區的地區休憩用地 二零零七年十一月 二零零九年十月
天水圍公共圖書館兼體育館 二零零七年十一月 二零一一年五月
觀塘佐敦谷前堆填區康乐設施工程 二零零七年十二月 二零零九年十二月
黃大仙牛池灣遊乐場 二零零八年一月 二零一零年三月
黃大仙蒲崗村道地區休憩用地 二零零八年一月 二零一零年十二月
小西灣市政大廈 二零零八年三月 二零一零年十一月
中山紀念公園暨游泳池場館 二零零八年三月 二零一一年四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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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六
康乐及文化事務署在二零零七至零八年度竣工的基本工程計劃

工程名稱
工程費用
（百萬元） 竣工日期

天水圍第17區的體育館 119.6 二零零七年四月
天水圍第25、25A、25B區的鄰舍休憩用地 67.6 二零零七年四月
沙田顯田游泳池第2期 173.8 二零零七年四月
東涌第2區的地區休憩用地 48.1 二零零八年一月
粉嶺╱上水第39區的地區休憩用地 42.7 二零零八年二月
荃灣第35區的地區休憩用地——第2期 54.7 二零零八年三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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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七
康體市容設施

康體市容設施 數目

康體設施

體育館 88

球場（室內外）
羽毛球 547
籃球 466 (1)

手球 41
排球 240 (2)

投球 38
壁球 298 (3)

網球 272
網球練習場 17

草地球場（天然）
足球 31
足球兼其他球類 12
欖球 2
欖球兼其他球類 3
大球場（戶外） 2

草地球場（人造）
足球 13
足球兼其他球類 12
曲棍球 2

硬地足球場 233

門球場（天然和人造草） 30

運動場 24

草地滾球場（室內外） 10

障礙高爾夫球場 1

露天劇場 14

射箭場 2

滾軸溜冰場 33

康體市容設施 數目

緩跑徑╱健身徑 88

單車徑 13

模型船池 6

划艇公園 1

泳灘 41

游泳池 37

水上活動中心 5

度假營 4

騎術學校 2

高爾夫球練習場（室內外） 4

露營地點 1

休憩設施

大型公園 22

公園╱花園╱休憩處 1 450

噴水池 83

兒童遊乐場 671

動物園╱鳥舍 5

溫室 2

泳屋 41

燒烤爐 638

交通安全城 4

社區園圃 18

轄下園藝保養地點總面積 (4) （以公頃計） 1 610.7

轄下康乐設施總面積 (5) （以公頃計） 2 272

註

(1) 包括七個三人籃球場。
(2) 包括兩個沙灘排球場。
(3) 包括八個用作美式桌球室的壁球場。
(4) 包括所有由本署負責園藝保養和除草的本署場地、政府建築物和路旁市容地帶。
(5) 包括由本署保養的室內外康乐設施和路旁市容地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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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八
康體設施使用情況
百分比（另有註明除外）

康體設施類別 單位 使用率（百分比）

硬地球場
 網球 小時 52.1
 障礙高爾夫球（數目） 局 2 497

   

草地球場
 天然草地球場 場 102.9*
 人造草地球場 場 76.1
 草地滾球場 小時 26.2
 曲棍球（人造草） 小時 56.3
 欖球 小時 100

   

運動場 小時 96.7
   

體育館
 主場 小時 76.8
 活動室╱舞蹈室 小時 61.2
 兒童遊戲室 小時 93.1
 壁球場 (1) 小時 48.4

   

度假營
 日營 人 90.8
 宿營 人 75.1
 黃昏營（使用人數） 人 38 337

   

水上活動中心
 日營 人 79.2
 露營 人 113.3+

 已使用的船艇時數 小時 400 933
   

註

使用率(%) =
使用總時數╱場數

x 100% 或
使用人數

x 100%
可供使用總時數╱場數 可容納人數

(1) 包括獨立式壁球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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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高於100%的數字表示場地實際使用人數超過其可容納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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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九
康體活動和美化市容計劃

活動╱計劃 活動╱計劃數目 參加╱出席人數

康體活動 33 588 1 816 000

體育資助計劃 9 031 656 769

動物園教育計劃 426 20 732

園藝教育計劃 432 21 500

綠化校園資助計劃 779 200 000

「一人一花」計劃 1 056 350 000

香港花卉展覽 1 548 000

綠化香港活動資助計劃 8 153 000

綠化義工計劃 387 5 000

社區種植日 27 12 000

綠化展覽╱講座 449 37 123

社區園圃計劃 35 6 500

推廣綠化外展活動 149 35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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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十
康乐及文化事務署各地區康乐事務辦事處地址及查詢電話

地區 地址 查詢電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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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土瓜灣政府合署10樓 2711 0541

深水埗 九龍深水埗元州街59至63號元州街市政大廈7樓 2386 0945

東區 香港鰂魚涌鰂魚涌街38號鰂魚涌市政大廈3樓 2564 2264

觀塘 九龍觀塘翠屏北邨翠樟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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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龍黃大仙清水灣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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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中環統一碼頭道38號海港政府大樓6樓622室 2852 3220

葵青 新界葵涌興芳路166至174號葵興政府合署8樓805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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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樓 2791 3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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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埔 新界大埔鄉事會街8號大埔綜合大樓3樓 3183 9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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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界元朗橋乐坊2號元朗政府合署2樓 2478 43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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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十一
文娛節目入場人次

場地 表演場數 (2) 入場人次 (2)

（數目）

香港文化中心 (1) 717 599 253

香港大會堂 298 143 504

西灣河文娛中心 115 33 283

上環文娛中心 156 32 712

高山劇場 69 56 281

牛池灣文娛中心 123 17 290

荃灣大會堂 (1) 168 77 759

屯門大會堂 (1) 170 96 557

沙田大會堂 (1) 241 99 191

葵青劇院 (1) 161 63 860

元朗劇院 135 69 185

大埔文娛中心 37 10 916

北區大會堂 51 15 115

香港電影資料館電影院 335 30 849

香港體育館 2 22 071

伊利沙伯體育館 8 5 828

香港科學館演講廳 174 26 997

香港太空館演講廳 217 22 587

其他康乐及文化事務署場地 314 617 439

非康乐及文化事務署場地 1 761 487 333

總計 5 252 2 528 010

註

(1) 包括在大堂和廣場舉行的節目。
(2) 不包括租用者舉辦的節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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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十二
文化節目、藝術教育和觀眾拓展計劃入場人次

文化節目入場人次

節目類別 表演場數 入場人次

音乐 261 136 415

舞蹈 101 65 293

跨媒體 228 87 382

戲劇 245 50 068

中國戲曲 165 147 084

總計 1 000 486 242

藝術教育和觀眾拓展計劃入場人次

計劃類別 表演場數 入場人次

觀眾拓展辦事處 990 273 6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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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十三
博物館參觀人數

場地 入場人次

香港藝術館 621 682

香港歷史博物館 618 976

香港科學館 1 184 335

香港太空館 781 981

香港文化博物館 474 393

香港海防博物館 152 024

三棟屋博物館 181 048

香港鐵路博物館 275 676

茶具文物館 182 241

上窰民俗文物館 53 881

羅屋民俗館 20 923

李鄭屋漢墓博物館 40 351

香港電影資料館 163 371

香港文物探知館 109 944

屏山鄧族文物館暨文物徑訪客中心* 117 384

孫中山紀念館 135 650

葛量洪號滅火輪展覽館** 191 653

其他場地 入場人次

香港視覺藝術中心 584 813
（中心內20 716人次，中心外 564 097人次）

* 二零零七年四月十五日起開放。
** 二零零七年九月二十九日起開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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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十四
公共圖書館使用情況

圖書館數目 76

登記讀者人數 3 581 400

圖書館館藏
 書籍數目 10 641 605

 多媒體資料數目 1 553 754

外借資料數目 58 435 301

多媒體服務申請數目 3 411 405

處理參考和資訊查詢數目 4 080 524

推廣活動數目 18 162

推廣活動參加人次 16 913 411

網上圖書館服務
 圖書館網頁瀏覽次數 119 439 043

 網上續借數目 14 059 186

 網上預約數目 599 451

多媒體資訊系統使用次數 1 697 564

登記書籍數目 13 919

登記期刊數目 13 648

簽發國際標準書號數目 6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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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十五
主要文化場地

文娛場地 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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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號
上環文娛中心 香港中環皇后大道中345號上環市政大廈4至8樓
西灣河文娛中心 香港筲箕灣筲箕灣道111號
牛池灣文娛中心 九龍黃大仙清水灣道11號牛池灣市政大廈2至3樓
高山劇場 九龍紅磡高山道77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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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體育館 九龍紅磡暢運道9號
伊利沙伯體育館 香港灣仔愛群道18號

公共圖書館 地址

香港中央圖書館 香港銅鑼灣高士威道66號
大會堂公共圖書館 香港中環大會堂高座2至6樓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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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博物館 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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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中環紅棉路10號（香港公園內）
李鄭屋漢墓博物館 九龍深水埗東京街41號
羅屋民俗館 香港柴灣吉勝街14號
上窰民俗文物館 新界西貢北潭涌自然教育徑
香港鐵路博物館 新界大埔大埔墟崇德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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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文物探知館 九龍尖沙咀海防道九龍公園
孫中山紀念館 香港中環半山衞城道7號
葛量洪號滅火輪展覽館 香港鰂魚涌公園
屏山鄧族文物館暨文物徑訪客中心 新界元朗屏山坑頭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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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十六
有關文物和博物館書刊精選

1 《中國古星圖》增強版
2 《中國考古新發現》
3 《從錢莊到現代銀行——滬港銀行業發展》
4 《风花雪月李翰祥》
5 《香港影片大全》第六卷 (1965-1969)

6 《香港影人口述歷史叢書之四——王天林》
7 《世紀先驅——林风眠藝術展》展覽圖錄
8 《國之重寶——故宮博物院藏晉唐宋元書畫展》展覽圖錄
9 《萬茂傳德：何漆園書畫作品捐贈展》展覽圖錄
10 《陶瓷茶具創作二零零七》展覽圖錄
11 《香江遺珍——遮打爵士藏品選》展覽圖錄
12 《世界文明瑰寶：大英博物館藏珍展》展覽圖錄
13 《飛龍在天——中國恐龍與古生物展》展覽圖錄
14 《三星閃爍　金沙流采——神秘的古蜀文明》展覽圖錄
15 《超越二度空間——2007香港國際海報三年展》展覽圖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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