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賽馬會創意藝術中心（JCCAC） 

2015年7月1日至2016年6月30日完結年度之簡報 
 

1. 目的及定位 
 
1.1 前身為「石硤尾工廠大廈」的賽馬會創意藝術中心（下稱「JCCAC」），因香港賽馬會

慈善信託基金慷慨捐助進行改建活化工程而命名，曾獲香港建築師學會「全年境內建築

大獎」。JCCAC以自負盈虧及非牟利機構的模式運作，由香港浸會大學全資附屬的「香

港創意藝術中心有限公司」管理營運。 
 
1.2 JCCAC是一所多元化（但以視覺藝術為主）及對外開放的藝術村兼藝術中心，通過以下

成立目標為推動香港藝術發展出一分力：（a）提供工作室空間支援本地藝術家及藝術團

體；（b）於社區層面推廣藝術及文化；及（c）協助培育香港創意藝術人才。 
 

2. 支持藝術及文化發展的角色 
 
2.1 JCCAC集藝術村及藝術中心兩者於一身，前者回應本地藝術家及藝團對藝術工作室和營

運空間的需求，後者則專為展示藝術作品及舉辦文藝活動而設，讓公眾有機會近距離接

觸藝術。 
 

藝術村 
 

2.2 作為垂直藝術村，JCCAC提供136個工作室，予各類型藝術家和藝文團體租用，並按分級

租金制提供藝術學生／畢業生、藝術家／藝團、機構及商業四類租務安排。在分級租金

制下，小數（佔整體約11%）面積較大或適宜商業用途的單位劃分為機構及商業租務，

令JCCAC增加收入以提供優惠／資助租金予屬大多數（佔整體約89%）的藝術家／藝團

及藝術學生／畢業生類別租戶。 
 
2.3 公眾對JCCAC工作室單位的需求殷切（出租率全年大致100%），而JCCAC設立了有效的

演替機制管理工作室單位的租務流轉。 
 

藝術中心 
 

2.4 作為藝術中心，JCCAC的場地設施和共用空間對公眾開放，而JCCAC的租戶、廣大藝術

界和一般公眾，都可按分級場租訂用場地設施，舉辦各類藝術文化節目。JCCAC的場地

設施主要分正規場地及附設場地兩種：正規場地包括可容納約100人的「賽馬會黑盒劇場

」、兩層「藝廊」展覽廳及中央庭園；附設場地包括天台、兩個活動室和分布中心各樓

層的共用空間。在過去一年，JCCAC正規場地的使用率平均達7成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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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藝術及文化節目與夥伴合作 
 
3.1 JCCAC內的節目，不計租戶在工作室內自行舉辦的活動，該年就有過百場藝文節目（總

覽見附件1）在場地內由JCCAC、租戶或其他場地租用者主辦舉行。節目類型廣泛且涵蓋

多個藝術範疇，包括展覽、劇場表演、電影放映會、藝術工作坊、講座及創意市集等，

估計吸引訪客全年達31萬2千人次。 
 
3.2 JCCAC與在內設立公作室的各藝術家及藝文團體關係密切，合作無間。不少有積極參與

JCCAC主辦或合辦的節目（例如擔任參展藝術家、藝術工作坊導師、策展人或導賞員等

），包括年度「JCCAC藝術節」、季度「手作市集」，以及其他藝術教育活動和社區計

劃等。此外，於藝廊及中央庭園所舉行的活動，有近半數是由JCCAC提供場地及宣傳支

援的租戶主辦節目。 
 
3.3 為鼓勵公眾提升對藝術文化的鑑賞力，JCCAC定期為公眾舉辦參觀展覽和工作室的導賞

活動，包括專為學生而設的教育導賞團。該年共舉辦了超過60場導賞，受惠人數達2,300
人。此外，亦積極在電影放映會或劇場表演後，舉辦映後或演後座談會，以鼓勵不同層

面的藝術分享及交流。 
 
4. 宣傳及出版 
 
4.1 JCCAC每年出版《藝術工作室指南》及《地圖指南》，增加公眾對在JCCAC設立工作室

的藝術家及藝文團體之認識。亦會通過多方面宣傳渠道，包括每月出版的《JCCAC節目

表》、場地內之宣傳點、官方網站、社交平台、電子通訊等，推廣各式由JCCAC、租戶

或其他場地租用者在JCCAC內舉辦的活動。更會為重點節目，例如年度「JCCAC藝術節

」和每季「手作市集」進行額外的港鐵和雜誌廣告宣傳，加強推廣效力。 
 
5. 贊助及籌款 
 
5.1 作為非牟利機構，有賴得到各贊助機構對JCCAC發展願景的認同及慷慨支持，才能順利

舉辦不少藝術節目和計劃，當中包括由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贊助的大樓維修改善工

程及「賽馬會黑盒劇場」的場地資助計劃、恆隆地產贊助的項目「孖住長者做文青」、

深水埗區議會贊助的教育項目「深水埗校園藝術大使計劃」及「深水埗校園藝術馬拉松

」等。此外，該年再次獲香港藝術發展局委約，舉辦每年一度「校園藝術大使計劃之創

意藝術日營」。其他方面，還有MOViE MOViE（安樂影片有限公司旗下收費電視頻道）

贊助7場「露天電影會」，以及得到香港旅遊發展局支持，於「香港藝術月」在港鐵中環

站進行為期2個月的展覽，展出多位駐JCCAC藝術家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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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財務狀況 
 
6.1 截至2016年6月30日，JCCAC的營運盈餘為$261,083，累計赤字為$2,608,803。財務概覽

如下︰ 
 

開支項目 
金額 

（最近千元） 
佔總開支百分比 

（%） 
設施管理及公用事業 $4,538.4 31.5% 
物業保養、維修及其他 $2,614.7 18.2% 
職員薪酬 $4,352.2 30.2% 
共用設施營運開支 $1,045.4 7.2% 
其他營運開支 $500.8 3.5% 
節目開支 $1,361.2 9.4% 

總數 $14,412.7 100% 
 

收入項目 
金額 

（最近千元） 
佔總收入百分比 

（%） 
租金 $10,725.6 * 73.1% 
共用設施收入 $855.5 5.8% 
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捐助 $1,885.3 12.9% 
節目贊助及資助 $840.6 5.7% 
其他節目收入 $346.4 2.4% 
非節目類贊助及其他收入 $20.4 0.1% 

總數 $14,673.8 100% 
* 約48%的租金收入，來自佔整體工作室單位數目約11%的機構及商業租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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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中央庭園、藝廊及賽馬會黑盒劇場活動總覽 

（2015年7月至2016年6月） 
 

月份 
主辦機構 

（租戶以工作室單位號

碼顯示） 

 
節目名稱 

 
場地 

 
活動性質 

第一季（2015年7月至9月） 

6月29日– 

7月5日 

L4-09-10 筆加思索 筆加思索「筆是生產」十週年

師生畫展 

L1藝廊 展覽 

6月30日– 

7月5日 

L6-29 影．陶工作室 影．陶工作室學生作品展 中央庭園 展覽 

7月1 - 5日 少言劇社 舉頭有野望 賽馬會黑盒劇場 表演 

7月3 - 18日 L2-05-08 社區文化發展中心 《記憶的藏寶格》系列 L0藝廊 展覽 

7月6 - 8日 明愛樂進學校 藝術共享嘉年華 賽馬會黑盒劇

場、L1藝廊及 

中央庭園 

表演及展覽  

7月9 - 21日 L2-10 光影作坊 “對望 回首”與樂齡長者互動

之藝術家回應展 

L1藝廊 展覽 

7月10 - 15日 L5-16 W Studio 「以．心．傳．心」陳榭渠 X 

W Studio 展覽 

中央庭園 展覽 

7月12日 L5-25 指非指出版社 符瑋知覺失調演唱會 賽馬會黑盒劇場 表演 

7月13 - 19日 余玉華 傷健裝置劇場系列之二  <輪

上．心更清> 

賽馬會黑盒劇場 表演 

7月20 - 26日 灣仔劇團 灣仔創作集2015 賽馬會黑盒劇場 表演 

7月22 - 26日 L5-03 石門畫室 駿現藝展2015 L0藝廊 展覽 

7月23日– 

8月12日 

L6-22 豆腐膶工作室 「交換陽光」香港．冰島造相

機攝影交流展覽 

L1藝廊 展覽 

7月26日 電視廣播有限公司 警犬巴打 中央庭園 實景拍攝 

7月30日– 

8月2日 

花火製造 下落不明 賽馬會黑盒劇場 表演 

7月30日– 

8月9日 

L4-12 城市創作實驗室 藝術巴塞爾：買不起，送給你 L0藝廊 展覽 

7月31日– 

8月3日 

綠色力量有限公司 全城愛蝶：BUTTERFLY x 

ART 蝴蝶裝置藝術展覽 

中央庭園 展覽 

8月3 - 9日 TOMOTO 那些你不敢解決的問題 賽馬會黑盒劇場 表演 

8月10 - 31日 L8-04B Studio 3+ 知蘭而行 L0、L1藝廊及 

中央庭園 

展覽 

8月13 - 16日 葉彩鳳 媒體演義 賽馬會黑盒劇場 表演 

8月17 - 18日 香港當代無伴奏合唱協會 我們的專場2015 賽馬會黑盒劇場 表演 

8月19 - 23日 馬戲班 逆水行 賽馬會黑盒劇場 表演 

8月26 - 30日 盛夏劇團 鑽石在天空，露西 賽馬會黑盒劇場 表演 

9月1 - 9日 阮素玲 傳統與創新 L1藝廊 展覽 

9月1 - 17日 東華三院 藝術課程(三年)學年作品展II      L0藝廊 展覽 

9月6日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觀眾拓展

辦事處 

社區文化大使計劃2015 –竹韻

小集「香港仔的故事」 

巡迴音樂會：鄉音寄懷 

中央庭園 表演 

9月7日 香港影視製作有限公司 基本法宣傳片 中央庭園 實景拍攝 

9月9 - 14日 L7-20 空間工作室 西方花藝歷史展 賽馬會黑盒劇場

及中央庭園 

講座及展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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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份 

主辦機構 

（租戶以工作室單位號

碼顯示） 

 
節目名稱 

 
場地 

 
活動性質 

9月10 - 13日 香港創意藝術會 香港創意藝術會2015年展 L1藝廊 展覽 
9月19日 JCCAC JCCAC x MOViE MOViE 電

影放映 
JCCAC各樓層 露天放映會、 

pop-up放映室 
及露天畫廊 

9月21 - 27日 人間搞作創藝傳意有限公司 《婚．貝．黑》 賽馬會黑盒劇場 表演 

9月21 - 30日 L2-01 香港美術教育協會 全港兒童中秋花燈設計比賽

展覽 

L1藝廊及 

中央庭園 

展覽 

9月23 - 30日 何婉玲 My Doll娃娃遊世界 L0藝廊 展覽 

9月30日– 

10月4日 

L6-25 音樂原住民 再見小樹林-童陶音樂劇場 賽馬會黑盒劇場 表演 

第二季（2015年10月至12月） 

10月1 - 26日 L7-21 香港國際攝影節及

L7-22 失焦工作室 

生態攝影展覽 L0、L1藝廊及 
中央庭園 

展覽 

10月13 - 18日 草乙坊 三寅軒@草乙坊《糊塗居》 賽馬會黑盒劇場 表演 

10月19 - 25日 拾劇坊 籠豬ZZZ 賽馬會黑盒劇場 表演 

10月30日– 

11月6日 

L6-01 Spitting Gecko Studio TRIBUTE: TARIE HO L0藝廊 展覽 

10月31日– 

11月1日 

向谷祐樹 木哥杏子の“漫”聖節快樂 

 

賽馬會黑盒劇場 表演 

10月31日– 

11月1日 

L6-23 ALTERNATIF ALTERNATIF時裝表演2015 L1藝廊 展覽 

11月3 - 8日 香港玩劇團 一個都不留 賽馬會黑盒劇場 表演 

11月5 - 8日 香港中文大學專業進修學院 香港中文大學專業進修學院

第十七屆西方藝術文憑畢業

展 

L1藝廊 展覽 

11月9 - 15日 L2-05-08 社區文化發展中心 鬼同你革命: 遇上泰戈爾/ 楊
衢雲/ 黎剎 

賽馬會黑盒劇場 表演 

11月9 - 25日 L4-15 HK Carbon 「十五字真言、二十週年」- 藝

緣展2015     

L0及L1藝廊 展覽 

11月16 - 22日 德思戲劇教育工作室 香港式童話 賽馬會黑盒劇場 表演 

11月26日 樂樂國樂團 《躍動墨韻-中國水墨與中西

樂對碰》音樂會 

賽馬會黑盒劇場 表演 

11月28 - 29日 JCCAC JCCAC 手作市集 JCCAC各樓層 創意市集、 

露天電影會及導賞

團 

11月28日– 

12月31日 

JCCAC JCCAC 藝術節 2015 JCCAC各樓層 展覽及公共藝術活

動 

11月30日– 
12月5日 

演活藝術 「輪上．我更強」重演 賽馬會黑盒劇場 表演 

12月14 - 20日 第四線劇社 沙膽大娘和她的兒女 賽馬會黑盒劇場 表演 

12月21 - 27日 主力場 再生 賽馬會黑盒劇場 表演 
第三季（2016年1月至3月） 

1月2 - 3日 樂樂國樂團 《躍動墨韻-中國水墨與中西

樂對碰》音樂會 

賽馬會黑盒劇場 表演 

1月6 - 17日 L7-12A 環境藝術館 黃澤雄關四方聯展 - 水墨三

味 

L1藝廊 展覽 

1月7 - 10日 House Open House Open 2016 音樂互動劇

場－夢(想)．Dream 

賽馬會黑盒劇場 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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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份 

主辦機構 

（租戶以工作室單位號

碼顯示） 

 
節目名稱 

 
場地 

 
活動性質 

1月9 - 17日 賽馬會體藝中學 賽馬會體藝中學畢業展       L0藝廊 展覽 

1月11 - 24日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文化節目組 《「續．舞」系列》 賽馬會黑盒劇場 表演 

1月18日– 

2月2日 

L3-04 香港展能藝術會 賽馬

會共融藝術工房 

多一點藝術節2015 L1藝廊及 

中央庭園 

展覽及表演 

1月21 - 28日 啟勵扶青會 All of ME  真．我 L0藝廊 展覽 

1月25 - 31日 鄭鳳玲 玩轉陰暗面系列 賽馬會黑盒劇場 表演 

1月30日 鄰舍輔導會深水埗康齡社區

服務中心 

留住埗城香分享會暨耆藝工

作坊 

中央庭園 表演 

1月30日– 

2月7日 

L7-12A 環境藝術館 越界 過渡 L0、L1藝廊及 

中央庭園 

展覽及表演 

2月11 - 21日 L4-09 筆加思索 Art Shake 當代藝術展 L1藝廊 展覽 
2月12 - 14日 東華三院余墨緣綜合服務中心 Art Corner 藝術創作展覽 L0藝廊 展覽 
2月12 - 20日 L6-29 影．陶工作室 美風攝影學院同學會2015 中央庭園 展覽 

2月18 - 21日 L6-06 6樓6工作室   <緣．夢創作展> L0藝廊 展覽 
2月23 - 28日 JCCAC及深水埗學校聯絡委

員會 
深水埗校園藝術馬拉松 
2015-2016 
 

JCCAC各樓層 展覽、 

表演及 

藝術工作坊 

2月27日 貓頭鷹藝術團 中東夢幻旅程 賽馬會黑盒劇場 表演 

2月28日 樂樂國樂團 《躍動墨韻-中國水墨與中西

樂對碰》音樂會             

賽馬會黑盒劇場 表演 

2月29日– 

3月6日 

腦震盪 原罪 賽馬會黑盒劇場 表演 

3月1 - 10日 L2-01 香港美術教育協會 「展藝飛翔」共融計劃成果展 L0藝廊 展覽 

3月1 - 10日 L2-05-08 社區文化發展中心 共振 × 響心in 香港入選作品

展 

L1藝廊及 

中央庭園 

展覽 

3月10日 SASCIA PELLEGRINI MUSIC FROM OUTER 

SPACE 

賽馬會黑盒劇場 表演 

3月12 - 13日 JCCAC JCCAC 手作市集 JCCAC各樓層 創意市集、 
露天電影會及導賞

團 
3月14 - 20日 7A班戲劇組 文字再造V 賽馬會黑盒劇場 表演 
3月15 - 19日 李廣添 李廣添 < 畫 ． 好香港 > 作

品巡迴展 
L0藝廊 展覽 

3月18 - 20日 黃錦如 畫展 L1藝廊 展覽 
3月18 - 21日 基督教懷智服務處 筆凡生活藝術匯展 中央庭園 展覽 
3月22 - 26日 JCCAC及香港藝術發展局 校園藝術大使計劃 之 創意藝

術日營 
JCCAC各樓層 藝術興趣班 

3月30日– 
4月9日 

105 劇團 羅生門 賽馬會黑盒劇場 表演 

第四季（2016年4月至6月） 

4月2 - 3日 蘇美麗 童心我創 (二) L0藝廊 展覽 
4月7 - 18日 L8-09 MIO Studio 只有今生 - 雅集盡興 L0、L1藝廊及 

中央庭園 

展覽 

4月10 - 11日 樂樂國樂團 《躍動墨韻-中國水墨與中西

樂對碰》音樂會 
賽馬會黑盒劇場 表演 

4月18 - 24日 顛覆盒子 未成年少女的駕駛課程 賽馬會黑盒劇場 表演 

4月21 - 24日 香港基督教服務處天恒幼兒

學校 

幼兒創意藝術展 L0、L1藝廊及 

中央庭園 

展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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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份 

主辦機構 

（租戶以工作室單位號

碼顯示） 

 
節目名稱 

 
場地 

 
活動性質 

4月26 - 30日 L2-05-08 社區文化發展中心 得左失左跨界別藝術節 L1藝廊 展覽 

4月26日– 

5月16日 

L2-04 香港藝術及設計聯會 香港劏房展 中央庭園 展覽 

4月27日– 

5月1日 

荃灣青年劇藝社 約定 賽馬會黑盒劇場 表演 

4月29 - 30日 Art for Kids Art for kids 「童創希望」國際

兒童繪畫大賽2015藝術年展 

L0藝廊 展覽 

5月2 - 8日 福戲網絡 馬丁．路德 賽馬會黑盒劇場 表演 

5月12 - 15日 零與一 因教之名 賽馬會黑盒劇場 表演 

5月16 - 22日 好友好報 老豆，我返嚟食飯 賽馬會黑盒劇場 表演 

5月20 - 25日 L5-16 W Studio W Studio X 陳樹渠 藝術展覽 中央庭園 展覽 

5月23 - 29日 童真小盒 1 人計短．2人計長    賽馬會黑盒劇場 表演 

5月28日 JCCAC及恒隆地產 孖住長者做文青 中央庭園 藝術工作坊 

5月29日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觀眾拓展

辦事處 

社區文化大使計劃2016 –糊塗

戲班「人人有障礙，個個有才

能」 

中央庭園 表演 

5月31日– 

6月5日 

劇場脈搏 《牛》﹝升級瘋格版﹞ 賽馬會黑盒劇場 表演 

6月1 - 5日 中華基督教會望覺堂啟愛學

校 

啟藝力．愛社區 中央庭園 展覽 

6月2 - 8日 L6-11 藍圖工作室 三人行 L0藝廊 展覽 

6月3 - 5日 香港教育學院文化與創意藝

術學系 

2015/16年度視覺藝術教育(榮

譽)學士課程畢業展 

L1藝廊 展覽 

6月6 - 12日 Arts’ Options Limited 石頭記之誤墮現代教獄 賽馬會黑盒劇場 表演 

6月8 - 14日 德信學校 視覺藝術展覽 - 「圓之舞」 中央庭園 展覽 
6月18 - 19日 JCCAC JCCAC 手作市集 JCCAC各樓層 創意市集、 

露天電影會及導賞

團 

6月20 - 22日 佛教真如幼稚園(東涌) 藝術．毅術 L1藝廊 展覽 

6月21 - 26日 Artist Mission 逆行在星塵間的光年鐵路 賽馬會黑盒劇場 表演 

6月23 - 26日 利民會 藝術無彊界 L0及L1藝廊 展覽 

6月28日– 

7月4日 

聖公會聖彼德小學 聖公會聖彼得小學視覺藝術

展 

L1藝廊 展覽 

6月29日 吳偉忠 Say You Care MV 拍攝 賽馬會黑盒劇場 實景拍攝 

6月30日– 

7月5日 

香港大學專業進修學院 香港大學專業進修學院建築

設計展2015/2016 

中央庭園 展覽 

顏色代碼︰ 

 賽馬會黑盒劇場節目 

 L0 藝廊及／或L1藝廊節目 

 中央庭園節目 

 JCCAC主辦，於賽馬會黑盒劇場、藝廊及／或中央庭園舉行的活動或節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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