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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四大到九大藝團﹕論香港文化資助政策的變與不變 

 
鄭威鵬

1
 

 

摘要 

 

香港的藝術資助政策向來備受批評，例如政府大部分文化資助長期向「九大藝團」傾斜，至使

資源分配不均。然而，「九大藝團」是晚近才出現的事物。 

 

在 2007 年以前，在香港政府的文化資助架構下，原本只有「四大藝團」(指香港管弦樂團、香

港舞蹈團、香港話劇團與香港中樂團)。 由 2005 年至 2007 年，香港政府對本地文化資助政策

進行了檢討。結果，2006 年年底政府宣佈將原本接受藝發局「三年資助」的「六大藝團」(中

英劇團、劇場組合、進念二十面體、香港小交響樂團、香港芭蕾舞團及城市當代舞蹈團) 脫離

藝發局資助架構，與原由康文署資助的四大藝團，一併以「主要演藝團體」的名義(民間簡稱

「十大藝團」)，由 2007 年度開始改由民政事務局直接資助。有趣的是，在 2008 年，原本位列

「十大藝團」的劇場組合卻決定脫離政府資助架構，成立「PIP 文化產業」。 

 

本文將會回到「由四大到十大藝團」前後的歷史時空，疏理香港文化資助政策的變與不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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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言 

 

香港的藝術資助政策向來備受批評，例如有人認為政府大部分文化資助長期向「九大藝團」傾

斜，至使資源分配不均。然而，「九大藝團」是晚近才出現的事物。 

 

在 2007 年以前，在香港政府的文化資助架構下，原本只有「四大藝團」(指香港管弦樂團、香

港舞蹈團、香港話劇團與香港中樂團)。 由 2005 年至 2007 年，香港政府對本地文化資助政策

進行了檢討。結果，2006 年年底政府宣佈將原本接受藝發局六個「三年資助藝團」(中英劇團、

劇場組合、進念二十面體、香港小交響樂團、香港芭蕾舞團及城市當代舞蹈團) 脫離藝發局資

助架構，與原由康文署資助的四大藝團，一併以「主要演藝團體」的名義(民間簡稱「十大藝

團」)，由 2007 年度開始改由民政事務局直接資助。有趣的是，在 2008 年，原本位列「十大藝

團」的劇場組合卻決定脫離政府資助架構，成立「PIP 文化產業」。 

 

本文將會回到「由四大到十大藝團」前後的歷史時空，疏理香港文化資助政策的變與不變。 

 

 

表演藝術委員會的出現 

 

然而，要了解「十大藝團」的出現，我們必須回帶至 2000 年由政府成立的文化委員會。文化委

員會屬董建華任特首時期的產物，由當時城大校長張信剛統領，「是高層次的諮詢組織，負責

就文化政策及資源分配的優先次序向政府提出議 ，首要任務是制定推動本港文化長遠發展的原

則和策略。」
2
及後，文化委員會分別在 2001 年 3 月與 2002 年 11 月，發表了《人文薈萃 日新

又新》與《一本多元 創新求變》等兩份諮詢文件。經過兩輪諮詢後，委員會最後在 2003 年 4

月向政府提交《文化委員會政策建議報告》，並隨即解散。 

																																																								
1
 作者: 鄭威鵬 (香港中文大學通識教育部講師) 
2
 見「香港年報 2003」〈文化委員會〉項，

http://www.yearbook.gov.hk/2003/tc_chi/chapter19/19_0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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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化委員會政策建議報告》中，文化委員會提出了本港長遠文化政策的原則以及多項具體

策略的建議，而民政事務局則在 2004 年 2 月作出了正式回應。
3
為了回應《文化委員會政策建

議報告》中有關資源調配及行政架構的檢討與建議，民政事務局允諾盡快成立圖書館諮詢委員

會、博物館諮詢委員會與演藝事務諮詢委員會，以進一步吸納民間意見。正正是在這樣的背景

下，政府於 2004 年 11 月成立表演藝術委員會，跟進《文化委員會政策建議報告》中跟表演藝

術有關的政策建議，進一步向民政事務局提供意見。 

 

 

由四大到十大藝團 

 

及後，經過一年內多次正式和非正式的會議，表演藝術委員會終於在 2005 年 11 月推出《表演

藝術委員會諮詢文件》。其中有關「資助主要演藝團體」的部分，表演藝術委員會建議「集中

處理康文署資助的四個演藝團體與香港藝發局的三年資助藝團，即由同一機構提供資助。」
4
  

如前所述，所謂康文署資助的四個演藝團體，乃指香港管弦樂團、香港舞蹈團、香港話劇團以

及香港中樂團，而香港藝發局的六個三年資助藝團，則指中英劇團、劇場組合、進念二十面體、

香港小交響樂團、香港芭蕾舞團以及城市當代舞蹈團。 

 

為甚麼表演藝術委員建議改由單一機構，為來自康文署與香港藝發局這兩個不同資助系統的十

大藝團提供資助? 我們知道，在港英殖民時代，香港管弦樂團、香港舞蹈團、香港話劇團與香

港中樂團等四大藝團，原本由前市政局直接資助，資助範圍包括藝團製作和舉辦節目的費用、

聘請藝術家和員工，以及支付行政費用。 

 

1998 年 6 月，政制事務局發佈《區域組織檢討諮詢文件》，開展對包括兩個市政局在內的區域

組織檢討。及後，民政局於 1999 年 3 月公佈《文化藝術及康樂體育服務顧問報告》以及政府初

步回應，成立康樂及文化事務署(即康文署)，接管兩個市政局有關提供及發展文化藝術、體育

及康樂的工作(其中包括承接前市政局的職責，資助四大藝團，並着其公司化
5
)，並成立文化委

員會，而兩個市政局亦於同年年底解散。這是整個改革的歷史由來。 

 

至於香港藝發局的六個三年資助藝團，香港藝發局的資助撥款則僅僅用以資助演藝團體運作，

例如聘請藝術家／員工以及支付行政費用。與此同時，這些三年資助藝團則透過康文署選取他

們的個別製作項目／節目，獲取表演費、免費提供場地和售票服務。換言之，跟康文署直接資

助的四大藝團不同，三年資助藝團除了三年一度向香港藝發局申請行政資助，還必須每年與康

文署討論節目計劃，以取得撥款支付製作費用以及場租。很明顯，香港藝發局與康文署分別為

三年資助藝團提供的資助是兩頭馬車，兩者之間存在着潛在的矛盾與衝突，也窒礙了藝團整體

節目策劃與資源調配的靈活性。
6
 

 

除了建議集中處理康文署資助的四個演藝團體以及香港藝發局的三年資助藝團，《表演藝術委

員會諮詢文件》也指出，由同一機構提供資助，「方便制訂一套評估表現的共用準則，以及提

供公平公開的環境，讓演藝團體爭取公共資源。」
7
 根據諮詢文件建議，這一套新的評估機制

和準則應該依照三個大原則訂立﹕(一)推動藝術界和整個社會的藝術發展；(二)加強運用公帑

的問責性；(三)使措施更公平公開和更具透明度。
8
 值得注意，諮詢文件強調，評估重點應由

「成果」評核擴展至「影響」評核，其中包括藝團在拓展觀眾與爭取贊助方面的表現、對香港

																																																								
3
 見「文化委員會政策建議報告：政府回應」，

http://www.hab.gov.hk/file_manager/sc/documents/policy_responsibilities/arts_culture_recreat

ion_and_sport/chcresponse.pdf 
4
 見《表演藝術委員會諮詢文件》，頁 11 

[http://www.hab.gov.hk/tc/related_departments_organizations/asb45_news.htm]。 
5
 香港管弦樂團除外，因為樂團自成立以來一直都是獨立公司，而香港中樂團、香港舞蹈團和香港話劇團

則於 2001 年 4 月經過公司化成為獨立的公司。 
6
 同註 4。 
7
 同註 4。 
8
 同註 4，頁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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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民以及香港國際形象的影響。
9
 換言之，新的評估機制不單對藝團的整體藝術水平與表現作

出評核，更關注藝團在社會與國際上的影響力。 

 

諮詢文件認為，新的評估機制乃(一)一套著重藝術成果和社會影響的評估準則；(二)「信賞必

罰」制度(即可按照藝團表現，增加或減少資助)；(三)「可進可出」制度。
10
 至於評估準則，

則需要清晰和可量度，並在(一)對藝術及社會的影響；(二)量化的成果和成就；(三)管治與管

理等三方面給予適當的比重。
11
 

 

明顯地，《表演藝術委員會諮詢文件》是沿着《文化委員會政策建議報告》中不少對「十大藝

團」的資源調配及行政架構的判斷和建議，作出進一步的具體建議。根據原來的《文化委員會

政策建議報告》，雖然「旗艦藝團」(即「十大藝團」)值得政府支持，「但這些藝團的資助水

平，主要是基於歷史因素，而不是基於它們在其界別內的角色、定位和發展的通盤考慮。」
12
此

外，《文化委員會政策建議報告》亦指出，大部分「旗艦藝團」在爭取民間贊助方面的成績並

不如理想。
13
 簡言之，《文化委員會政策建議報告》與《表演藝術委員會諮詢文件》不過是沿

着政府於 1999 年 3 月公佈《文化藝術及康樂體育服務顧問報告》中有關「旗艦藝團」公司化的

政策建議，重新訂立一套合乎新自由主義的管治精神的統一評估機制。 

 

 

有關單一資助機構的三個方案 

 

關於單一資助機構的設立，《表演藝術委員會諮詢文件》提出了三個方案﹕(a) 政府(民政事務

局／康文署)；(b) 香港藝發局；或(c) 新的資助機構。
14
 對於三個方案，諮詢文件作出了不同

的分析。對於方案(a)，諮詢文件指出，政府具有管理資助藝團的專業知識和經驗，加上公務員

專業公正，交由他們負責主要演藝團體的資助，好處是能夠保持高度問責。但諮詢文件亦指出，

這個方案有違文委會提出的「民間主導」原則，未必輕易為藝術界及普羅大眾所接受。
15
  

 

至於方案(b)，諮詢文件提到，由香港藝發局負責主要演藝團體的資助，好處是其三年資助的撥

款和評估機制受到藝術界認可與信任。不過，諮詢文件亦指出，藝術界與香港藝發局均認為香

港藝發局該着重培育新進藝術家，而非資助主要演藝團體。
16
 

 

最後，諮詢文件則提出了其囑意的方案(c)，即新的資助機構。根據方案(c)，新的資助機構可

以信託或非牟利團體形式成立，成員由政府委任。然而，這個新的資助機構該與政府保持距離，

主要負責資助主要演藝團體和向社會尋求資源。除了獨立性，諮詢文件認為新的資助機構亦具

有較大彈性，「可按照需要修改資助機制和準則，尋求企業贊助，以及爭取民間資源。」此外，

由於機構並非直接隸屬於政府，亦符合文委會倡議的「民間主導」原則。同時，諮詢文件也提

到，新機構的委員必須是「有經驗的管治人才」，而「受聘的藝術行政人員亦須為盡忠職守的

專業人士」，才能順利推行新的資助制度。諮詢文件認為若果選取方案(c)，他們希望該機構於

2006 至 2007 年度成立。
17
 

 

 

 

 

																																																								
9
 見《表演藝術委員會諮詢文件》，頁 10。 
10
 同註 9，頁 10。 

11
 同註 9，頁 11。 

12
 見《文化委員會政策建議報告》，頁 19 

[ http://www.hab.gov.hk/file_manager/en/documents/policy_responsibilities/CHC-

PolicyRecommendationReport_C.pdf]。 
13
 同註 12。 

14
 同註 9，頁 12。 

15
 同註 9，頁 12。 

16
 同註 9，頁 12-13。 

17
 同註 9，頁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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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失了的方案(c) 

 

諮詢文件發佈以後，大約經過了半年的公開諮詢，表演藝術委員會終於在 2007 年 6 月 1 日發佈

了《表演藝術委員會建議報告(I)》。
18
 根據建議報告，委員會經考慮諮詢期間收集到的意見

(包括大部份由康文署及香港藝發局資助的藝團、其他演藝團體及個人意見)後，建議採納方案

（c）。該機構將以一撥款委員會的形式成立，「負責就對大型演藝團體的資助（不包括新進和

小型演藝團體）提出建議，及為這些藝團訂立一套可共用的評估準則。該機構將由民政事務局

給予行政支援。」
19
換言之，方案（c）中的所謂「新的資助機構」，已微妙地由原諮詢文件中

「與政府保持距離」的獨立機構變為向民政事務局「提出建議」的撥款委員會。兩者看似職責

相同，但跟民政事務局的權力關係，卻有天淵之別。1999 年解散兩個市政局後，市政局的幽靈

卻似乎一直陰魂不散，無論是文化委員會建議成立的文化藝術基金會，
20
還是《表演藝術委員會

諮詢文件》的原方案(c)，都有一種「與政府保持距離」的獨立傾向，只可惜兩個委員會最終都

敵不過九七後中央集權之大勢，在表演藝術的事務上，到頭來還是權歸民政事務局。 

 

不難預料，政府在 2006 年 11 月 20 日作出了正式回應，接納表演藝術委員會所提出的「設立單

一資助機構」的建議，並成立表演藝術資助委員會，「就現時主要演藝團體，即康樂及文化事

務署資助的四個藝團及香港藝術發展局六個三年資助團體的資助政策提供建議，包括制訂綜合

資助細節、參考『表演藝術委員會』報告內的建議範疇，發展一套新的資助機制及準則，並考

慮香港是否需要成立旗艦藝團」
21
，而十個「主要演藝團體」亦由 2007 年度開始，正式交由民

政事務局直接資助。 

 

有趣的是，在 2008 年 3 月 12 日，原本位列「十大藝團」的劇場組合向外公佈，決定於 2008 年

3月31日的資助期屆滿後，主動放棄政府的資助，並把「劇場組合」重組為「PIP文化產業」。 

 

 

主權移交以後文化資助政策的變與不變 

 

或許，大家會疑問，《表演藝術委員會諮詢文件》中所提出的方案（c）為甚麼最終會胎死腹中?

最表層的原因是改朝換代。如前所述，文化委員會的成立可算是首任特首董建華在文化政策上

最具野心的表現。雖然《文化委員會諮詢文件》與之後的《文化委員會政策建議報告》當時備

受各界批評，但總算具有一定的文化視野，讓特區政府有機會擺脫港英殖民時期「以沒有文化

政策為文化政策」的惡名。只可惜董建華於 2002 年連任後僅僅一年，便因為 2003 年七一五十

萬人反政府遊行而提早落台，改由曾蔭權接任特首。可以這麼說，《表演藝術委員會諮詢文件》

與之後的《表演藝術委員建議報告(I) 》都是文化委員會遺留下來的工作。雖然 2002 年出任民

政事務局局長的何志平曾任文化委員會委會，該充份理解並認同《文化委員會政策建議報告》

所提出的「民間主導」原則，為何原《表演藝術委員會諮詢文件》中所建議成立的獨立資助機

構最終會「降格」為提供意見的表演藝術資助委員會?這是否因為「新人事，新作風」所致?特

區政府一日不正式制訂具法律約束力的檔案法，這個謎團大概永遠無法打開。 

 

當然，若果把整件事放回 1999 年政府解散兩個市政局後的中央集權發展的脈絡看，無論是文化

委員會建議成立的文化藝術基金會，還是《表演藝術委員會諮詢文件》的原方案(c)，都有一種

「與政府保持距離」的獨立傾向。《表演藝術委員會諮詢文件》中的原方案(c)為甚麼會最終被

「移花接木」為為主要演藝團體提供資助政策建議以及發展一套新的資助機制及準則的表演藝

術資助委員會，也就不難理解。 

 

然而，就算政府真的接納了《表演藝術委員會諮詢文件》中原來的方案(c)，就真的如文化委員

會所建言的，取得「民間主導」的權力，踐行某程度上的真正「文化民主」嗎?還是如前所述，

																																																								
18
 見《表演藝術委員建議報告(I) 》[ http://www.legco.gov.hk/yr05-

06/chinese/panels/ha/papers/ha0703cb2-report-c.pdf ]。 
19
 見註 18，頁 32。 

20
 見《文化委員會政策建議報告》，頁 19-21。 

21
 見政府新聞公佈〈委任表演藝術委員會及表演藝術資助委員會成員〉，2006 年 11 月 20 日 

[ http://www.info.gov.hk/gia/general/200611/20/P200611200230.htm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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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委員會政策建議報告》與《表演藝術委員會諮詢文件》都不過是沿着政府於 1999 年 3 月

公佈《文化藝術及康樂體育服務顧問報告》中有關「旗艦藝團」公司化的政策建議，重新訂立

一套合乎新自由主義的管治精神的統一評估機制。當新自由主義碰上港英殖民時代遺留下來的

龐大官僚體制，衡功論值的新時代審計文化也就無法徹底實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