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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灣 仔 區 議 會  

二○一五年六月十六日  撥 款 及 財 務 委 員 會  

討 論 文 件  文件第 1 2 2 / 2 0 1 5 號  

 

灣仔區議會  

社區參與計劃撥款申請 

 

 

1. 計劃名稱 

「美善之都‧水墨階梯」 

 

2. 團體名稱 

藝育菁英基金會有限公司 

 

3. 建議活動的資料 

 (a) 性質 

社區藝術文化項目 

 

 (b) 目的 

將中國水墨畫以特別技術裱貼在樓梯上，並進行工作坊及分享會，將水墨藝

術帶入社區，弘揚中華文化。 

 

 (c) 日期及時間 

2015年 8月 1日至 2016年 1月 31日 

  

 (d) 地點 

水墨階梯-灣仔區怡和街行人天橋及灣仔駱克道行人天橋(待定) / 中國水墨工

作坊-待定 (如社區會堂、青年中心等) 

 

 (e) 對象 

區內所有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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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 預計參加人數／觀眾人數： 

參加者／受惠者：200 000人（已包括工作坊的 40人） 

工作人員：15人(揭幕禮 10人及工作坊 5人) (受薪) 

表演者／講者： 3人(揭幕禮 2人及工作坊 1人) 

嘉賓： 60人(揭幕禮) 

 

 (g) 合辦機構 

靈美創意培育基金 

 

 

4. 預算支出分項說明 

 

   估計 向灣仔區議會  
  項  目 費用 申請的撥款額  
   元 元  

 (1) 水墨畫作特別處理費用 

($30,000x2) 

60,000 60,000  

 (2) 水墨畫版權費 

($10,000x2) 

20,000 20,000  

 (3) 徹底清潔準備設立「水墨階

梯」的樓梯 

(包括工人及機器) 

($10,000x2) 

20,000 20,000  

 (4) 將水墨畫裱貼在樓梯上 

(包括工人及物資) 

($10,000x2) 

20,000 20,000  

 (5) 「水墨階梯」製作雜項 

($9,000x1) 

9,000 9,000  

 (6) 「水墨階梯」揭幕禮 

(舞台搭建連拆卸) 

($8,000x1) 

8,000 8,000  

 (7) 「水墨階梯」揭幕禮 

(音響) 

($2,400x1) 

2,400 2,400  

 (8) 「水墨階梯」揭幕禮 

(燈光) 

($2,000x1) 

2,000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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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估計 向灣仔區議會  
  項  目 費用 申請的撥款額  
   元 元  

 (9) 「水墨階梯」揭幕禮： 

印製紀念狀 

($5x20) 

100 100  

 (10) 「水墨階梯」揭幕禮工作人

員，每人每小時$60，共 6

小時 

($360x10人) 

3,600 3,600  

 (11) 「水墨階梯」揭幕禮： 

名牌 

($5x60) 

300 300  

 (12) 「水墨階梯」揭幕禮： 

60位嘉賓的飲品 

($10x60) 

600 600  

 (13) 「水墨階梯」揭幕禮： 

介紹製作方式小冊子 

(設計及印製) 

($8x100) 

800 800  

 (14) 「水墨階梯」揭幕禮： 

電子邀請卡設計 

($2,000x1) 

2,000 2,000  

 (15) 「水墨階梯」揭幕禮 

雜項 

($2,000x1) 

2,000 2,000  

 (16) 水墨階梯創作理念大師分

享－大師費用 

(擁有專業資格) 

(3小時為$600) 

($200x6小時 x2位大師) 

2,400 2,400  

 (17) 中國水墨工作坊－導師費

用 

(擁有專業資格) 

(3小時為$600) 

($200x5小時) 

1,000 1,000  

 (18) 中國水墨工作坊－物資預

備(如毛筆、宣紙等) 

(每人$100) 

($100x40人) 

 

4,000 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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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估計 向灣仔區議會  
  項  目 費用 申請的撥款額  
   元 元  

 (19) 中國水墨工作坊－物資 

運輸 

($600x1) 

600 600  

 (20) 中國水墨工作坊－場地租

用，每小時$1,000 

($1,000x5小時) 

5,000 5,000  

 (21) 中國水墨工作坊－工作人

員，每人每小時$60，共 5

小時 

($300x5人) 

1,500 1,500  

 (22) 中國水墨工作坊－宣傳海

報設計費 

($2,000x1) 

2,000 2,000  

 (23) 中國水墨工作坊－宣傳海

報印刷費 

($3x500) 

1,500 1,500  

 (24) 中國水墨工作坊－參加者

飲品 

($10x40) 

400 400  

 (25) 中國水墨工作坊－「水墨階

梯」製作方式介紹小冊子 

(設計及印製) 

($8x50) 

400 400  

 (26) 中國水墨工作坊－掛咪 

租借 

($400x1) 

400 400  

 (27) 中國水墨工作坊－雜項 

($1,000x1) 

1,000 1,000  

 (28) 應急費用($9,000x1) 9,000 9,000  

   _______ _______  

  總數： 180,000 180,000  

   ====== ======  

 

 

5. 預支款項 

申請團體預計於 2015年 7月 1 日開始支付活動的費用，故須預支 90,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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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付款方法 

撥款及預支款項應支付給「Young Artists Development Foundation Limited」。 

 

7. 其他資料 

(a) 內容： 將水墨畫裱貼在樓梯上，讓途人能在日常生活中欣賞藝術 

 

(b) 宣傳和推廣方法： 報章、雜誌、於屋邨及公眾地方張貼海報 

 

(c) 預計效益／成果： (1) 市民前往怡和街欣賞「水墨階梯」，會增加該處人

流約 20%，附近商舖的營業額亦有機會增加 5-10% 

 (2) 令認識「中國水墨」的灣仔區居民增加約 30% 

 

(d) 工作計劃／推行時間表： 

 行動  時間表  

 選擇設立「水墨階梯」的樓梯，作相關申

請及等待批准 
2015年 8月 1日 – 15日 

 挑選畫作 / 邀請水墨大師親臨現場觀察

後，繪畫配合「水墨階梯」的水墨畫 
2015年 8月 10日 – 22日 

 將水墨畫交給製作單位作特別處理 2015年 8月 23日- 9月 22日 

 徹底清潔準備設立「水墨階梯」的樓梯 2015年 9月 23日 

 將水墨畫以特別技術裱貼在樓梯上，風乾

後完成 
2015年 9月 23日-30日 

 「水墨階梯」揭幕禮及大師分享 (一節 6

小時) 
2015年 10月 3日 

 「中國水墨工作坊」一課 5小時 「水墨階梯」完成後 3個月內舉行 

 

(e) 「水墨階梯」為政府全力支持的「美善之都」（Beautiful Hong Kong）社群

藝術計劃之一，目的為推廣社群藝術，以文化營造社區正能量，使香港成為

「美善之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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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徵詢意見 

請委員考慮支持撥款 180,000元資助這項計劃。 

 

 

 

 

 

灣仔區議會秘書處 

二○一五年六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