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北區區議會地區設施管理委員會  
第 13 次會議 (特別會議 )記錄  

 
日期︰ 2009 年 10 月 15 日  
時間︰下午 3 時 02 分至下午 3 時 52 分  
地點︰北區區議會會議室  

 
 

出席者︰  
  到席時間  離席時間  
    
主席︰  侯金林議員 ,  MH, JP 會議開始  會議結束  
副主席︰  藍偉良議員  會議開始  會議結束  
委員︰  蘇西智議員 ,  BBS, MH 會議開始  會議結束  
 鄧根年議員 ,  MH 會議開始  會議結束  
 葉曜丞議員 ,  MH 下午 3:08 會議結束  
 黃宏滔議員  會議開始  會議結束  
 賴心議員  會議開始  會議結束  
 廖國華議員  會議開始  會議結束  
 潘忠賢議員  會議開始  會議結束  
 盧佩珍議員 ,  MH 會議開始  會議結束  
增選委員︰  侯耀忠先生  會議開始  會議結束  
秘書︰  吳尚雅女士  北區民政事務處一級行政主任 (區議會 )  
 
列席者︰  
   
 陳羿先生 ,  JP 北區民政事務專員  
 勞頌雯女士  北區民政事務助理專員  
 周麗萍女士  康樂及文化事務署高級經理（新界東文化事務）

 馬錦榮先生  康樂及文化事務署高級經理（娛樂節目辦事處）

 陳志明先生  康樂及文化事務署經理 (新界東 )市場推廣及地區

活動  
 陸國強先生  康樂及文化事務署經理（娛樂節目辦事處）  
 
未克出席者︰  
    
  侯志強議員   
  劉國勳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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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負責人  

  余智成議員   
  溫和達議員   
  羅世恩議員   
  侯福達先生   

開會辭  

主席表示，委員會於 2009 年 9 月 17 日舉行的地區設施管理委員會第 12
次會議上，決定召開特別會議，討論康樂及文化事務署  (下稱「康文署」)
的地區免費文娛節目的運作模式。委員會召開是次會議，邀請了下列康

文署的代表出席，與委員作詳細的討論。他歡迎下列代表列席會議：  

康樂及文化事務署  

高級經理（新界東文化事務）周麗萍女士  

高級經理（娛樂節目辦事處）馬錦榮先生  

經理 (新界東 )市場推廣及地區活動陳志明先生  

經理（娛樂節目辦事處）陸國強先生  

2.  主席告知委員會，侯志強議員和侯福達先生因事請假。委員會備悉並

批准他們的休假申請。  

第 1 項 ⎯⎯
 討論北區免費定期文娛節目的運作模式  

3.  主席表示，康文署擬備了一份地區團體參與地區免費文娛節目作「附

加」演出的大綱，文件已於席上派發。  

(葉曜丞議員於此時到席 )  

4.  馬錦榮先生簡介 18 區現時的地區免費文娛節目的運作模式如下：  

式，但康文署亦會因應地區的需要對節

( i)  現時的運作模式主要沿用區域市政局年代的運作模式。由 2008 年

1 月起，地區免費文娛節目的撥款交由區議會管理，康文署每年

會向區議會申請撥款，舉辦地區免費文娛節目。現時一般的模式

仍然主要沿用康文署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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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負責人  

目安排作出適度調整；  

( i i )  按類別計，地區免費文娛節目中 65%為傳統節目， 25%為流行節

目及 10%為兒童節目。現時有關節目由區議會撥款進行，區議會

在節目編排上可有更彈性的安排，例如部分區議會會調整不同類

別節目的比例。他表示在全港 18 區各場地舉行的節目共有 666
場，每年在北區舉辦的有 48 場節目，現時區內合適的表演場地共

有 19 個，節目多於星期五晚上、星期六、星期日及公眾假期舉

符合基本資格，康

文署會邀請團體試演，經兩次試演合格後才會獲推薦加入表演團

署會按分區印製海報及製作橫額，在有需要時，亦會為

個別節目印製單張，透過議員辦事處及地區團體派發，加強宣傳

5.  馬錦榮先生

行，但如需配合有關場地的安排，亦會在日間舉辦節目；  

( i i i )  現時康文署有一份指定的表演團體名單，如演藝團體希望加入名

單內，便需向康文署提交申請。合資格的團體需於香港註冊成立

最少 3 年以上及經常有演出經驗。若有關團體

體的名單內，再由康文署安排於 18 區演出；  

( iv)  在宣傳方面，地區免費文娛節目的資料除會上載至康文署的網頁

外，康文

效果。  

續介紹文件內有關地區團體參與地區免費文娛節目作為「附

加」演出的大綱。  

6.  盧佩珍議員認為，委員會建議加入地區團體表演的目的是希望增加互

動性，吸引更多觀眾欣賞地區免費文娛節目。康文署擬議的大綱內列出

不少地區團體須遵守的條款，她認為康文署只需邀請團體參與 48 場節目

7.  黃宏滔議員

作同類型的「附加」演出，應盡量簡化團體參與演出的程序。  

認為，地區團體除在 48 場節目舉行前或後作「附加」演出

外，康文署可考慮增加節目場數，由地區團體負責整個節目的演出。  

8.  侯耀忠先生歡迎有關建議，認為可增加表演平台及推動文化發展。他

建議康文署在計劃 48 場節目時，將部分「附加」演出的時間增加至半小

時或一小時，讓地區團體有更多時間表演。  

9.  馬錦榮先生表示，現時的安排是希望透過在同一場合進行同類型的演

出，令運作更加暢順。康文署每年向區議會申請撥款時會提出節目的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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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負責人  

別建議，屆時區議會可邀請合適的地區團體參與「附加」演出。至於建議

增加演出的節目場數，他表示由於資源及場地時間的限制，未能將表演

場數增加至超過 48 場。他建議可進一步考慮在 48 場的節目內，揀選某些

場數全部由地區團體表演。至於減少藝術團體表演時間的建議，他指出

因康文署與有關藝術團體簽訂合約時已訂明表演時間，如作出更改或會

牽涉額外費用及其他較複雜的因素，須再作研究。  

10.  主席表示，委員會主要希望在康文署現有的平台加入新元素，吸引更

多地區居民觀賞節目。現時青少年的問題值得關注，他建議先邀請學校

及與青少年事務有關的地區團體參與「附加」演出，增加青少年表演的平

台。此外，他詢問是否可由區議會增加撥款資助「附加」節目的額外費

用，以及由康文署負責「附加」節目的保險責任。  

11.  馬錦榮先生表示，於本財政年度，「附加」節目所牽涉的額外費用將

以原來申請的撥款中的餘款抵銷。在下個財政年度，康文署在申請區議

會撥款時將連同這些額外開支，交由委員會一併審批。至於保險責任方

面，由於「附加」表演是由區議會推薦的團體演出，因此不包括在康文署

承擔的保險責任範圍內。他查詢現時區議會推行活動的保險安排。  

12.  秘書表示，區議會及民政事務處轄下的委員會或工作小組在舉辦區議

會撥款資助的活動時，若有關活動是與非政府機構合辦，會由非政府機

構購買保險，如活動由民政事務處職員負責推行，便不需要購買保險。  

13.  馬錦榮先生表示，康文署與藝術團體在簽訂合約時已包括免責條款，

但參與「附加」節目的地區團體並非由康文署以合約的形式邀請演出，因

此有關的保險安排須再作探討。  

14.  侯耀忠先生 指出，在國慶大巡遊活動中也有很多中、小學生參與演

出，他贊成先讓青少年參與「附加」節目演出，既可讓青少年有平台進行

表演，又可吸引更多觀眾欣賞。  

15.  盧佩珍議員表示，「附加」演出的條款過於複雜。康文署在確定 48
場節目的類型後，應可直接安排地區團體參與同類型的表演。她認為由

地區設施管理委員會推薦地區團體的程序可以簡化，並改由康文署負責

推薦。  

16.  馬錦榮先生 回應說，康文署所舉辦的節目是以恆常的模式進行，而

「附加」節目並非由康文署安排，而是由區議會建議，故此由區議會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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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負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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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主席

管理會較為合適，康文署則負責提供表演場地等硬件的安排。  

表示，委員會可更有系統地管理參與「附加」演出的地區團體，

配合康文署的節目安排。  

18.  蘇西智議員表示，委員都接受「附加」演出的概念，至於如何運作及

推行的細節可再詳細商議。「附加」節目是希望為地區團體提供一個方便

的表演平台，當康文署確定 48 場的節目後，便可透過區議會邀請地區團

體參與，並由當區議員協助宣傳。至於保險責任方面，他認為「附加」節

目既然包括在康文署的節目之內，康文署應承擔有關的保險責任，以盡

19.  主席

量簡化地區團體參與「附加」演出的程序。   

表示，委員會原則上同意康文署建議的地區團體參與地區免費文

次會議將再跟進有關細節安排。  

0.  會議於下午 3 時 52 分結束。  

北區區議會秘書處

娛節目作「附加」演出的大綱，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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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 年 11 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