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要藝團 2018-19年度的資助金額（元） 2019-20年度的資助金額（元）
香港管弦樂團香港管弦樂團 8383,,287287,,861861 9494,,789789,,593593
香港中樂團香港中樂團 6969,,043043,,133133 7878,,008008,,394394

香港小交響樂團香港小交響樂團 3434,,100100,,324324 3737,,515515,,370370
香港話劇團香港話劇團 4242,,309309,,995995 4646,,392392,,980980
中英劇團中英劇團 1717,,097097,,817817 1818,,193193,,478478

進念進念．．二十面體二十面體 1313,,215215,,776776 1313,,962962,,054054
香港舞蹈團香港舞蹈團 4141,,137137,,702702 4545,,034034,,489489
香港芭蕾舞團香港芭蕾舞團 4444,,038038,,330330 4848,,347347,,797797
城市當代舞蹈團城市當代舞蹈團 2020,,722722,,631631 2020,,969969,,414414

總計 364,953,569 403,213,5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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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個銅板有兩面個銅板有兩面，，一面是一面是
曾經帶予老一代藝術工曾經帶予老一代藝術工

作者的豐滿作者的豐滿，，另一面則記載另一面則記載
着當下青春的貧瘠着當下青春的貧瘠。。在有限在有限
的光陰裡揮灑或揮霍青春的光陰裡揮灑或揮霍青春，，
這是年輕人獨有的彷徨無助這是年輕人獨有的彷徨無助。。儘管努力是充儘管努力是充
分必要條件分必要條件，，但是社會給予的支撐也必不可但是社會給予的支撐也必不可
少少，，千軍萬馬過獨木橋千軍萬馬過獨木橋，，每年數以千計的藝每年數以千計的藝
術專業畢業生術專業畢業生，，面對着茫茫前路面對着茫茫前路，，政府是否政府是否
應當給予他們更多的援助應當給予他們更多的援助？？

「「九大藝團九大藝團」」應否增年輕版藝團應否增年輕版藝團﹖﹖
現今現今，，每年政府提供固定資助予每年政府提供固定資助予「「香港九香港九

大藝團大藝團」，」，不過不過，，有聲音認為有聲音認為，「，「香港九大香港九大
藝團藝團」」職位有限職位有限，，吸納人數有限吸納人數有限，，未從年輕未從年輕
畢業生的就業問題出發畢業生的就業問題出發，，應否創立除了應否創立除了「「九九
大藝團大藝團」」外的新興團體外的新興團體，，或者或者「「九九
大藝團大藝團」」的的BB線年輕版藝團線年輕版藝團，，
一來為青年藝人製造表演一來為青年藝人製造表演
機會機會，，培養接班人培養接班人，，二二
來提供穩定的就業機來提供穩定的就業機
會會。。未來大灣區市場亦未來大灣區市場亦
可以容納到更多專業藝可以容納到更多專業藝
團團。。
對此對此，，香港舞蹈團行香港舞蹈團行
政總監崔德煒說政總監崔德煒說：「：「建建
立新的團體是不容易的立新的團體是不容易的，，
政府目前運作中的事情已經政府目前運作中的事情已經
有出於經濟上的資助有出於經濟上的資助，，在現在現
有的藝團環境中不太有很有的藝團環境中不太有很
好的立場去發展這樣的好的立場去發展這樣的
團體團體，，恐怕這個舉動或恐怕這個舉動或
會讓業界的人感覺工作會讓業界的人感覺工作
機會被分薄機會被分薄，，亦會令坊亦會令坊
間的個人團體感覺政府間的個人團體感覺政府
『『包辦包辦』』文藝活動文藝活動。」。」
香港中樂團行政總監錢香港中樂團行政總監錢
敏華指出敏華指出，，現時香港政府透現時香港政府透
過很多不同的渠道和形式資助過很多不同的渠道和形式資助
和支持本地大和支持本地大、、中中、、小型中小型中
樂團體和個別藝術家的發樂團體和個別藝術家的發
展和就業機會展和就業機會，，包括香包括香
港中樂團港中樂團、、竹韻小集竹韻小集、、
社區文化大使計劃社區文化大使計劃，，以以
及個別藝團和藝術家的及個別藝團和藝術家的
音樂會等音樂會等。「。「此外此外，，還還
有香港中樂團轄下的青少有香港中樂團轄下的青少

年中樂團年中樂團，，音樂事務統籌處轄下的中樂團音樂事務統籌處轄下的中樂團，，
以及其他很多個別小型中樂團以及其他很多個別小型中樂團。」。」他說他說。。
中樂團目前的演出形式包括傳統並富有時中樂團目前的演出形式包括傳統並富有時

代感適合年輕人欣賞的音樂會代感適合年輕人欣賞的音樂會，，亦與亦與
香港演藝學院和其他機構合作香港演藝學院和其他機構合作，，
推出多種為年輕的藝術出路推出多種為年輕的藝術出路
而設的項目而設的項目，，期望在保期望在保
守守、、傳統的藝術團體中謀傳統的藝術團體中謀
出一條路為年輕的藝術出一條路為年輕的藝術
工作者提供機遇工作者提供機遇。。
香港話劇團藝術總監香港話劇團藝術總監

陳敢權則認為陳敢權則認為，，現今香現今香
港的文化藝術需要政府港的文化藝術需要政府
的大力支持的大力支持，，而究竟有多而究竟有多
少個劇團才足夠少個劇團才足夠？？是一個值是一個值
得思考的問題得思考的問題。「。「我們現在我們現在
面對的是觀眾量不足面對的是觀眾量不足，，設設
立更多藝團立更多藝團，，但市場不但市場不
足對藝術發展並無幫足對藝術發展並無幫
助助，，所以需要思考的是所以需要思考的是
如何令行業持續發如何令行業持續發
展展。」。」他說他說。。
前香港話劇團藝術總前香港話劇團藝術總

監毛俊輝對於藝團現狀感監毛俊輝對於藝團現狀感
到滿意到滿意：「：「這幾年的很多藝這幾年的很多藝
團都是由政府管理團都是由政府管理，，是經過是經過
很多時間來打磨的很多時間來打磨的。。現在的現在的
『『九大藝團九大藝團』』已經很懂得已經很懂得
怎麼經營怎麼經營、、運作運作，，也給也給
了很多的空間讓年輕人了很多的空間讓年輕人
來發揮來發揮。。例如香港話劇例如香港話劇
團很多時候都會和不同團很多時候都會和不同
的單位合作的單位合作，，在製作中在製作中
提供更多的空間給自由提供更多的空間給自由

身演員發揮身演員發揮，，一個藝團始終不能包容所有一個藝團始終不能包容所有
人人，，但是已經有了很多的空間但是已經有了很多的空間。」。」
他補充道他補充道：「：「其實現在除了九大藝團其實現在除了九大藝團，，還還

有藝發局資助下的很多大大小小的劇團有藝發局資助下的很多大大小小的劇團，，我相我相
信很多年輕人是想從業信很多年輕人是想從業，，但是這個行業不壯大但是這個行業不壯大
是沒有可能多機會的是沒有可能多機會的，，這是一個很長遠的問這是一個很長遠的問
題題。」。」他認為劇團的成立只是一種形式他認為劇團的成立只是一種形式，，更多更多
需要政府幫助的地方其實是一種強而有力的政需要政府幫助的地方其實是一種強而有力的政
策策，，才能真正令年輕人受惠才能真正令年輕人受惠。。

自酌轉換新模式吸引觀眾自酌轉換新模式吸引觀眾
事實上事實上，，近年娛樂產業愈發趨向科技化近年娛樂產業愈發趨向科技化，，

網絡大行其道網絡大行其道，，傳媒工業可以塑造傳媒工業可以塑造「「線上線上」」
明星明星，，大眾娛樂的模式早已不再單一大眾娛樂的模式早已不再單一。。電電
影影、、電視劇電視劇、、音樂音樂、、傳統藝術傳統藝術，，再出色的藝再出色的藝
術也難以成為觀眾的集體記憶術也難以成為觀眾的集體記憶，，而自媒體而自媒體、、
視頻平台……越來越多的形式衝破傳統枷視頻平台……越來越多的形式衝破傳統枷
鎖鎖，，營造觸手可及的精彩營造觸手可及的精彩。。
資深電台節目主持人資深電台節目主持人、、傳媒人路芙提到傳媒人路芙提到，，

資深一輩的電台節目主持人早已深諳只靠電資深一輩的電台節目主持人早已深諳只靠電
台是注定會流失大部分聽眾台是注定會流失大部分聽眾，，很多主持人會很多主持人會
依靠網絡模式依靠網絡模式，，譬如譬如Facebook liveFacebook live、、InstaInsta--
gramgram等平台去擴張等平台去擴張、、吸納受眾群體吸納受眾群體，，從而從而
使他們重返電台平台收聽節目使他們重返電台平台收聽節目，「，「就算人不就算人不
變變，，班底不變班底不變，，但聽眾會變但聽眾會變。。一直都在保持一直都在保持
一樣的模式一樣的模式，，就是不進則退就是不進則退。」。」她說她說。。
通過訓練班通過訓練班、、歌唱比賽及選美比賽發掘新歌唱比賽及選美比賽發掘新

人人，，然後和藝人簽約然後和藝人簽約，，這是香港沿用了多年的這是香港沿用了多年的
「「出道出道」」形式形式。。專業的藝術表演者專業的藝術表演者，，或就讀相或就讀相
關藝術學校關藝術學校，，由各大藝團甄選由各大藝團甄選，，或或「「野生野生」」訓訓
練練，，由低做起由低做起，，逐漸嶄露頭角逐漸嶄露頭角。。但是但是，，近年的近年的
表演工作者表演工作者，，則多具備則多具備「「十八般武藝十八般武藝」，」，甚至甚至
在街頭表演也可達成為生目的在街頭表演也可達成為生目的。。
崔德煒希望有空缺的時候能夠有合適的人崔德煒希望有空缺的時候能夠有合適的人

選來申請選來申請，，由此開始舞蹈生涯由此開始舞蹈生涯，「，「我們相信我們相信
一定是很喜歡藝術的人才會去讀相關科系一定是很喜歡藝術的人才會去讀相關科系，，
沒能成功成為我們的一分子沒能成功成為我們的一分子，，我們當然會感我們當然會感
覺遺憾覺遺憾，，但是有時可能性很多但是有時可能性很多，，不能說只有不能說只有
在幕前表演才算是得到藝術行業的事業機在幕前表演才算是得到藝術行業的事業機
會會。」。」
陳敢權則認為演藝工作類型變化很多陳敢權則認為演藝工作類型變化很多，，除除

了表演工作了表演工作，，在戲劇教育方面亦吸納不少人在戲劇教育方面亦吸納不少人
才才。「。「固定工作雖能帶來固定收入固定工作雖能帶來固定收入，，而現今而現今
年輕人更流行年輕人更流行SlashSlash，，可接觸不同的工作機可接觸不同的工作機
會會，，比較有彈性比較有彈性。」。」他說他說。。

前輩應多前輩應多「「成全成全」」年輕新人年輕新人
崔德煒說崔德煒說：「：「年輕人是幫不完的年輕人是幫不完的。」。」他表他表

示其實自示其實自20062006年開始年開始，，香港舞蹈香港舞蹈
團已經有針對青少年團已經有針對青少年、、兒童的兒童的
舞蹈培訓計劃舞蹈培訓計劃，，有不少的學有不少的學
生完成這些課程後報讀香生完成這些課程後報讀香
港演藝學院港演藝學院，，從而成為從而成為
專業的舞者專業的舞者。。而目前在而目前在
不少大型演出中不少大型演出中，，亦有亦有
針對自由職業的舞者及針對自由職業的舞者及
學生提供兼職的機會學生提供兼職的機會，，
希望他們從中獲取經驗希望他們從中獲取經驗，，
一方面從中了解到自己是否一方面從中了解到自己是否
適合職業舞者這個行業適合職業舞者這個行業，，另一另一
方面亦能有大型表演的實戰方面亦能有大型表演的實戰
經歷經歷。。
毛俊輝認為毛俊輝認為，，沒有人可沒有人可

以保證年輕人的出路以保證年輕人的出路，，
「「這和環境這和環境、、個人能個人能
力力、、花出的心血花出的心血、、時間時間
都有很大的關係都有很大的關係。」。」他他
希望一個城市希望一個城市、、社會可以社會可以

提供很好的環境給年輕人來發提供很好的環境給年輕人來發
揮揮，，但是香港這個城市應當更但是香港這個城市應當更
大地改善整個藝能環境和文大地改善整個藝能環境和文
化化，「，「創意產業是要壯大整個創意產業是要壯大整個
行業行業，，而香港沒有政策去鼓勵而香港沒有政策去鼓勵

企業去贊助本地的作品企業去贊助本地的作品，，藝術工作者需要環藝術工作者需要環
境境，，需要一個能看得見的未來需要一個能看得見的未來，，而不是眼前而不是眼前
的那一點回饋的那一點回饋。」。」他說他說，「，「香港是很有條件香港是很有條件
的地方的地方，，但真的需要更新但真的需要更新、、更有前瞻性的文更有前瞻性的文
化政策化政策。」。」
路芙認為在這個問題上年輕人應當首先對路芙認為在這個問題上年輕人應當首先對

目前身處的這個時代有充分的理解目前身處的這個時代有充分的理解，，並不像並不像
早前演藝人只能夠通過電視等固化的平台出早前演藝人只能夠通過電視等固化的平台出
道道，「，「再有才華的人失去平台再有才華的人失去平台，，走在路上也走在路上也
沒有人認識你沒有人認識你，，但在網絡平台上但在網絡平台上，，人人都可人人都可
以看到你以看到你。」。」她說她說。。
並且並且，，她認為光是身懷演出能力是不行她認為光是身懷演出能力是不行

的的，，加強自己的能力包括策劃加強自己的能力包括策劃、、後期等後期等，，能能
夠為自己製作視頻夠為自己製作視頻，，是一份很好的是一份很好的「「簡歷簡歷」」
來顯示自己的特長來顯示自己的特長。。傳統途徑也有很多關於傳統途徑也有很多關於
幕後的培訓幕後的培訓，，至少是個踏腳石可以進入這個至少是個踏腳石可以進入這個
行業行業，「，「以前人際關係以前人際關係，，外形等比較重要外形等比較重要，，
有才華的人通過參加歌唱比賽有才華的人通過參加歌唱比賽、、選美之類的選美之類的
平台出道平台出道。」。」路芙說路芙說，「，「但是現在裝備需要但是現在裝備需要
更加強更加強，，年輕人學東西很快年輕人學東西很快，，最容易上手的最容易上手的
其實是製作其實是製作，，全面就變得更重要了全面就變得更重要了。。台前幕台前幕

後都需要知道怎麼做後都需要知道怎麼做，，對於展現自己對於展現自己
來說就很關鍵來說就很關鍵。」。」

她談到她談到，，其實娛樂圈是其實娛樂圈是
「「沒變過的沒變過的」：」：你要去展你要去展
示自己的能力示自己的能力，，有能力有能力
但不站出來是沒用的但不站出來是沒用的。。
她更覺作為前輩應當多她更覺作為前輩應當多
「「成全成全」」年輕新人年輕新人，，在在
一個大型演出中能夠分一個大型演出中能夠分
配哪怕十分鐘的時間給配哪怕十分鐘的時間給
新人來表演新人來表演，，對於有些藝對於有些藝
人來說可能是改變一生的機人來說可能是改變一生的機
會會，，這個機會應當不吝給出這個機會應當不吝給出。。
縱使競爭再大縱使競爭再大，，觀眾的基數觀眾的基數
也是遠也是遠遠多於表演者的數遠多於表演者的數
量量，，年輕人不必擔心自年輕人不必擔心自
己的心血己的心血「「被浪費被浪費」，」，
因為機會無處不在因為機會無處不在，，
「「讀書的時候你也不知讀書的時候你也不知
道究竟哪一課會有用道究竟哪一課會有用，，
但是努力總是沒但是努力總是沒錯的錯的。」。」

香港讀藝術意味着香港讀藝術意味着「「捱窮捱窮」？」？ 之四之四

強有力政策鼓勵企業支持文化藝術強有力政策鼓勵企業支持文化藝術

城市孕育城市孕育、、

發展文化發展文化，，是文化產生是文化產生

與興旺的唯一平台與興旺的唯一平台。。香港這個城香港這個城

市市，，為不少藝術工作者提供了數量可觀的機為不少藝術工作者提供了數量可觀的機

遇遇，，可是可是，，文化會不會老化文化會不會老化？？會不會固守成規會不會固守成規？？誰曾想誰曾想

到到，，曾經撐起了那個時代半壁江山的那一代年輕人曾經撐起了那個時代半壁江山的那一代年輕人，，目前仍是演藝界目前仍是演藝界

的頂樑柱的頂樑柱，，當藝術不再吃當藝術不再吃「「青春飯青春飯」，「」，「星途星途」」逐漸變成了逐漸變成了「「迷途迷途」。」。香港香港，，年輕年輕

人還有人還有「「做夢做夢」」的權利嗎的權利嗎？？多位藝團總監認為多位藝團總監認為，，沒有人可以保證年輕人的就業沒有人可以保證年輕人的就業，，只希望一個城只希望一個城

市市、、社會可以提供很好的環境給年輕人來發揮社會可以提供很好的環境給年輕人來發揮，，是要壯大整個創意行業是要壯大整個創意行業，，而香港沒有政策鼓勵企業去贊助而香港沒有政策鼓勵企業去贊助

本地的作品本地的作品，，藝術工作者需要一個能看得見的未來藝術工作者需要一個能看得見的未來。。 採訪採訪：：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胡茜胡茜 圖片由受訪者提供圖片由受訪者提供

將時間追溯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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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的是香港管弦樂團、香港舞
蹈團、香港話劇團與香港中樂團。2004
年香港政府對本地文化資助政策進行了
檢討及重新規劃，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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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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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2007年度開始改由民政事務
局直接資助。如此一來，便成為了目前民間
所稱呼的「香港九大藝團」。
現今，每年政府提供固定資助予「香港九

大藝團」，過去兩年，政府為香港藝術發展

局、九個主要演藝團體、香港藝術節協
會和康文署的場地夥伴提供的資助共增
加1.25億元。
而從修例風波開始，財政司司長宣佈

由2019年10月1日至2020年3月31日六
個月期間，為租用康文署文娛中心設施
的租用者，提供百分之五十的基本場租減
免作支持。 資料來自政府新聞公報

香港各大藝術團體目前基本都
是採用招聘制度來吸納新的成
員，香港舞蹈團行政總監崔德煒
說：「藝團會經由一些就業網站
平台及自己的網頁去發佈招聘信
息。」畢業生也是經由「投遞簡
歷—面試—甄選—獲聘」這樣的
傳統模式入行，「藝團負責人也
會前往演藝學院等培訓學院觀看表

演，但並不會因此遞出橄欖枝。」他認
為就業問題是一個雙方選擇的過程。
香港中樂團則每年向全球公開招聘
各地優秀的演奏家，現在最年輕的香港
中樂團演奏家是香港演藝學院的畢業
生，只有22歲；而轄下的青少年中樂
團是特別為香港本地青少年而設，每年
於7-8月份期間公開招考。
而香港舞蹈團目前設有四種舞蹈
員，分別為首席、高級、舞蹈員及實習
生，其中實習生由香港藝術發展局資
助，近幾年每年都有一、兩名畢業生獲
得這個實習名額。至於每年僅一、兩位
的名額是否足夠？崔德煒說：「由於香

港目前中小型舞團很多，藝術發展局會
希望百花齊放，不會針對一個團給過多
的名額，我們會根據指引給予適合人選
相關的機會。」
以全職演員而論，香港話劇團也是
以公開招聘形式招募新成員，視乎職位
空缺的實際需要來遴選。劇團現有老、
中、青演員分演不同年齡層的角色。陳
敢權說：「有時為配合不同作品的需
要，我們另外會聘請自由身演員及舞
台設計藝術家。亦會透過學院的資料
庫將招聘的訊息發佈給畢業生。」
此外，香港話劇團每年舉辦「演

藝行政人員見習計劃」、「新戲匠
系列計劃」、「新戲匠系列劇評計
劃」等。2013-14年度透過民政事
務局資助的「具競逐元素的資助試
驗計劃」，開展「新戲匠」系列，
迄今已製作了15個由新進編劇所
寫的全新劇目。透過劇團自行管
理的黑盒劇場，提供平台讓年輕
新進發表作品，讓自由身舞台工
作者參與台前幕後的工作。

壯大整個創意行業壯大整個創意行業
藝術生方有出路藝術生方有出路

各大藝團的招聘模式

◆◆民政事務局在2018-19年度向9個主要演藝團體（主要藝團）提供的經常資助金額，以及在
2019-20年度提供的資助金額： 另外，「藝術發展配對資助計劃」

（「藝配計劃」）為合資格的藝團／藝
術機構所籌募的捐款和贊助款額提供配
對資助，以期擴大他們的資助來源，並
鼓勵社會支持藝術和文化的發展。根據
「藝配計劃」，配對資助並非按項目發
放予申請資助的主要藝團，而是按主要
藝團所籌得的捐款／贊助款額以1:1的
比例發放（但主要藝團必須符合「藝配
計劃」的相關條件）。在2018-19年
度，已根據「藝配計劃」向8個主要藝
團發放共2,390萬元的配對資助款額。

政府年資助「九大藝團」逾四億

■■香港話劇團藝香港話劇團藝
術總監陳敢權術總監陳敢權。。

■■香港中樂團目前的演出形式包括傳統並富有時代感適合年輕人欣香港中樂團目前的演出形式包括傳統並富有時代感適合年輕人欣
賞的音樂會賞的音樂會。。

■■資深傳媒人路芙資深傳媒人路芙。。

■■香港戲劇教父香港戲劇教父
毛俊輝毛俊輝。。

■■香港舞蹈團目前在不少大型演出中有為自由職業舞者及學生提供香港舞蹈團目前在不少大型演出中有為自由職業舞者及學生提供
兼職的機會兼職的機會。。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香港舞蹈團行政香港舞蹈團行政
總監崔德煒總監崔德煒。。

■■香港中樂團行政香港中樂團行政
總監錢敏華總監錢敏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