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物館專家顧問
(2016 年 4 月 1 日至 2018 年 3 月 31 日)
博物館專家顧問由康樂及文化事務署署長委任，任期兩年，為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轄下各博物館就推動藝術、歷史、科學和電影等事宜，尤其在收購藏品方面，提
供專業意見。以下為負責藝術及歷史範疇的顧問：
(姓名排列依筆劃序)
姓名

專業背景

藝術
香港藝術
尹麗娟女士



香港浸會大學視覺藝術院講師

文樓博士, BBS



北京中央美術學院客座教授
復旦大學上海視覺藝術學院客座教授
福建師範大學客座教授
南京大學美術研究院學術顧問
香港美術家協會主席
香港雕塑家協會會長
香港樹仁大學榮譽文學博士
香港浸會大學榮譽文學博士









王禾璧女士



香港大學專業進修學院講師
攝影藝術工作者
前香港藝術發展局及香港藝術中心藝術行政人員
展覽策展人
前香港浸會學院傳理系講師
前香港中文大學新聞系講師

王無邪先生, BBS



香港中文大學藝術系兼任教授

王維仁教授



香港大學建築系系主任及教授
前美國麻省理工學院建築系客座副教授 (2008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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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朱濟權先生

專業背景



英國皇家攝影學會高級會士
前任香港攝影學會會長
香港藝術中心創會管理委員會委員
英國特許房屋經理學會資深會員

何兆基博士



香港浸會大學視覺藝術院副教授

李展輝先生



香港視覺藝術協會前會長 (2006-2009)及執行委員
伙炭藝術村董事
賽馬會創意藝術中心管理委員會委員
藝術發展諮詢委員會「視覺藝術小組委員會」增補
委員
香港雕塑會會長











李慧嫻女士



前香港理工大學設計學院助理教授
香港郵政郵票設計諮詢委員會成員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藝術諮詢委員會會員
香港版画工作室董事局成員
樂天陶社有限公司董事局成員

官綺雲博士



香港大學藝術系副教授

林偉而先生



藝術家，曾參與多項大型公共藝術裝置項目。
藝術品收藏家
美國麻省註冊建築師
美國建築師註冊管理局註冊建築師
香港註冊建築師











邵志飛教授











德國卡爾斯魯 ZKM 媒體藝術中心視覺媒體學院總監
澳洲悉尼新南威爾斯大學互動電影研究 iCinema 中心
創辦總監
香港城市大學創意媒體學院多媒體藝術教授
香港城市大學互動媒體與電算應用中心主任及互動
視覺及體現應用研究室(ALiVE)總監
倫敦帝國學院全球健康創新研究所客席教授
北京中央美術學院客席教授
澳洲悉尼新南威爾斯大學傑出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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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專業背景

洪強博士



香港理工大學設計學院助理教授

祈大衛教授



香港大學藝術系教授

翁秀梅女士



香港版畫工作室創辦人及總監(項目策劃)

馬桂順博士



香港教育學院文化與創意藝術學系兼任副教授

高志強先生



香港專業攝影師公會前會長 (1989 - 1992)、創會會員
及榮譽會員
香港攝影文化協會主席
影藝攝影學校及攝影中心創辦人




區大為先生





張義先生, MBE




梁巨廷先生, MH

前香港中文大學藝術系系主任
專業藝術家



香港正形設計學院創辦人
前香港理工太古設計學院兼任講師
水墨畫家工作者
水墨教育工作者



香港中文大學藝術系系主任及教授





莫家良教授

香港藝術發展局視覺藝術組審批員
香港中文大學藝術系兼任講師
香港大學專業進修學院客席講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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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許焯權教授

專業背景



香港恒生管理學院社會科學系(文化及創意產業)
教授
上海戲劇學院訪問教授
起動九龍東辦事處「九龍東工業傳統及公共藝術與
城市設計潛力研究」研究顧問團總監
北京中國傳媒大學兼任教授
前香港中文大學文學院副院長
前香港大學文化政策研究中心總監
聯合國教育科學及文化組織專家顧問
前香港市區重建局非執行董事
文化及發展顧問有限公司執行董事

陳育強教授



前香港中文大學藝術系教授

陳餘生先生,MBE, BBS



香港視覺藝術協會創辦會長
文苑畫院創辦人














曾章成先生



陶藝家及雕塑家
陶夢工房創辦人兼總監
香港雕塑學會會員

曾廣才先生



香港中文大學藝術系兼任講師 (2008 - 2013)

馮力仁先生



著名雕塑家

馮永基教授, JP



香港中文大學建築學院客座教授
香港建築中心–董事
南蓮園池諮詢委員會委員
海濱事務委員會委員
藝術博物館諮詢委員會委員









馮浩然先生




香港理工大學設計學院高級專任導師
香港版畫工作室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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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馮漢紀先生

專業背景






黃啟裕先生

香港大學專業進修學院攝影深造文憑課程主任
兼講師
香港攝影文化協會創會會員
香港藝術發展局顧問(視覺藝術)
民政事務局藝術發展諮詢委員會專家顧問



香港攝影文化協會創會會員
攝影、美術及電影評論家

黃麗貞女士



香港藝術學院課程高級講師、學科統籌及課程統籌

靳埭強博士, SBS



靳劉高創意策略創辦人
香港理工大學榮譽教授





廖少珍女士




熊海教授







劉小康先生, BBS





鄧凝姿博士





黎日晃博士

黎明海教授

香港視覺藝術中心藝術專修科版畫課程策劃兼導師
弘藝版畫工作室主席
香港大學專業進修學院客席教授
民政事務局「藝能發展資助計劃」專業顧問
中國美術家協會會員
香港美術家協會國畫委員會副主席
前香港中文大學藝術系兼任講師
靳劉高創意策略創辦人
亞洲設計連副主席
香港設計總會秘書長
視覺藝術家及策展人
從事香港藝術的研究、編輯和教育工作
「讀藝者」創辦人



廣州美術學院教授
澳門理工學院交流學者



香港浸會大學視覺藝術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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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專業背景

黎健強博士



香港藝術學院高級講師及學科統籌

盧婉雯女士



香港浸會大學電影學院助理教授

鮑藹倫女士





錄映太奇創辦人
微波國際新媒體藝術節董事
香港藝術發展局委員

韓秉華先生



韓秉華蘇敏儀設計空間創辦人兼設計總監

羅士廉先生



大陶工作室創辦人

羅淑敏教授



嶺南大學視覺研究系副教授

譚偉平先生



香港中文大學藝術系助理教授

嚴迅奇博士, BBS, JP



香港大學建築系名譽教授
許李嚴建築師事務有限公司合夥人





嚴惠蕙女士








「藝坊」創作室創辦人
藝術推廣辦事處藝術專修課程(陶藝)科目統籌
(2004 - 2007) 及 2013 – 2015 課程總監(陶藝)
香港教育學院文化及創意藝術學系榮譽駐院藝術家
(2012 – 2013)
香港陶瓷研究會會長(2014 年至今)

設計
尹泰尉先生



香港知專設計學院時裝及形象設計學系講師

文麗賢女士, MH



資深時裝設計師
緻達商理有限公司創辦人



吳文正博士





香港理工大學紡織及製衣學系副教授
前英國特許設計師協會香港區會長及顧問
英國皇家藝術學院華裔畢業生校友會創會會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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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林衍堂教授

專業背景



前香港理工大學設計學院教授
英國特許設計師學會資深會員
香港設計師協會資深會員
歐洲設計局會員

馬偉明先生



馬偉明有限公司創辦人

陳瑞麟先生



Qeelin 珠寶品牌主席及創作總監

黃炳培先生
(別名: 又一山人)





八萬四仟溝通事務所有限公司創辦人
香港理工大學顧問
香港設計學院顧問
香港知專設計學院校外學術顧問
藝術發展諮詢委員會視覺藝術小組委員會增補委員

楊棋彬先生



香港時裝設計師協會主席

葉智榮先生



葉智榮設計有限公司創辦人

靳埭強博士, SBS



靳劉高創意策略創辦人
香港理工大學榮譽教授











劉小康先生, BBS



靳劉高創意策略創辦人
亞洲設計連副主席
香港設計總會秘書長

韓秉華先生



韓秉華蘇敏儀設計空間創辦人兼設計總監

羅啟妍女士, SBS



珠寶首飾設計師、歷史學者、文化藝術策劃、諮詢
顧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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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專業背景

中國古代文物
李美賢女士








李景勳先生




柯玫瑰女士

敦煌研究院特別研究員
香港中華文化促進中心學術顧問（民族文化）
香港大學專業進修學院導師
中國少數民族服飾、絲綢及刺繡專家
佛像藝術研究專家
敦煌文化藝術研究專家
敏求精舍資深會員
建築師



李約瑟研究所榮譽研究員
大衛德基金會受託人
英中教育信託主席
格拉斯哥大學榮譽研究員
前英國東方陶瓷學會主席
前維多利亞阿伯特博物館遠東部總館長
景德鎮榮譽市民

楊建芳先生



珠海學院中國文學及歷史研究所教授

葛師科先生, MH



中國古陶瓷學會理事
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諮詢委員會顧問










黎淑儀女士




鍾華培先生




關善明博士




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研究員(至 2015)
中國宜興市陶瓷 (紫砂)文化研究院研究員
(2015-2017)
鍾伍顧問工程師(香港)執行董事
結構工程師
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諮詢委員會委員
前香港大學美術博物館管理委員會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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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專業背景

中國書畫
李潤桓教授



前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文物館名譽研究員
前香港中文大學藝術系系主任及教授

官綺雲博士



香港大學藝術系副教授

唐錦騰教授



香港中文大學藝術系副教授
西泠印社社員





高美慶教授



前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館長
前香港中文大學藝術系講座教授

曾廣才先生



香港中文大學藝術系兼任講師 (2008 - 2013)

黃貴權醫生, BBS



沙龍影友協會名譽會長
香港攝影學會名譽會長
中國文聯第八屆全國委員會委員 (2006 -2011)
敏求精舍主席 (2009 - 2011)
中國攝影家協會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顧問 (2013 - )
澳門攝影學會名譽會長
澳門沙龍影藝會名譽會長
澳門數碼攝影學會名譽會長











萬青屴教授




前香港浸會大學視覺藝術院建院總監 (2006 - 2011)
前香港大學教授 (1989 -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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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專業背景

歷史繪畫
丁新豹博士




何安達先生

香港中文大學客席教授及名譽高級研究員
前香港歷史博物館總館長



香港海事博物館創館及榮休主席
前香港東方陶瓷學會主席
前香港藝術館之友副主席
前香港船東會主席
航運業專家
美國塞勒姆皮博迪埃塞克斯博物館觀察員

官綺雲博士



香港大學藝術系副教授

范岱克教授



中山大學歷史系教授及博士生導師
前澳門大學歷史系系主任(2010 – 2011)









湯比達博士, SBS,
OBE, LLD, JP






戴偉思博士





前香港演藝學院委員會成員
前香港藝術節協會委員
香港藝術中心永久會員
前孖士打律師行高級合伙人(已退休)
前香港海事博物館總監
香港大學香港人文社會研究所榮譽院士
香港大學建築學院房地產及建設系榮譽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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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專業背景

研究及教育
文潔華教授



香港浸會大學文學院人文及創作系教授

李焯芬教授, GBS, JP



香港大學饒宗頤學術館館長

馬桂順博士



香港教育學院文化與創意藝術學系兼任副教授

張燦輝教授



香港中文大學哲學系教授
香港中文大學鄭承峰通識教育研究中心名譽副主任
兼名譽高級研究員



楊黃蕙吟博士





鄧凝姿博士





香港教育學院幼兒教育系教育研究顧問及前首席
講師
香港大學教育系前榮譽副教授
視覺藝術家及策展人
從事香港藝術的研究、編輯和教育工作
「讀藝者」創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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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專業背景

歷史
考古
黃慧怡博士



香港中文大學人類學系助理教授

劉唯邁博士, BBS



前香港大學美術博物館總監

鄧聰教授




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教授
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中國考古藝術研究
中心主任



香港中文大學藝術系榮譽教授

伍榮仲博士



美國德州大學歷史系教授

余少華博士, JP



嶺南大學文化研究系兼任教授
前香港中文大學音樂系副教授
前非物質文化遺產諮詢委員會主席(2011-2014)

饒宗頤教授, GBM
民俗學




施天賜教授



前香港浸會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
前香港人類學會會長
哈佛大學費正清中國研究中心副研究員

容世誠博士



新加坡國立大學中文系副教授

張展鴻教授



香港中文大學人類學系教授
香港中文大學文學院副院長






曹本冶教授




香港中文大學音樂系高級研究員
香港中文大學伍宜孫書院高級導師

12
-

姓名
梁沛錦博士, MH

專業背景



許舒博士, ISO, JP




(至 2017 年 8 月 31 日)




黃兆漢教授






楊春棠先生

前香港中文大學中文系副教授
中國健康工程引發基金主席
前皇家亞洲學會(香港分會)會長 (1983 – 1990)
香港大學名譽文學博士 (1992)
香港科技大學榮譽院士 (2008)
香港大學香港人文社會研究所榮譽院士
前香港大學中文學院正教授
澳洲塔斯曼尼亞博物和藝術館名譽首席顧問
(中國藝術及古物)
香港大學饒宗頤學術館名譽研究員



前香港大學美術博物館總監
一新美術館總監

廖迪生教授



香港科技大學人文學部副教授及華南研究中心主任

蔡志祥教授



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副系主任及教授

羅碧詩博士



加拿大英屬哥倫比亞大學人類學博物館榮譽退休
館長及研究員

饒玖才先生



前漁農自然護理署助理署長
香港史地和風物研究專家





本地史
丁新豹博士



香港中文大學客席教授及名譽高級研究員
前香港歷史博物館總館長

何佩然教授



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副系主任及教授

何培斌教授, JP



新加坡國立大學建築系系主任
前香港中文大學建築學院院長及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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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專業背景

吳倫霓霞教授



前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主任及教授

呂元驄教授





前香港大學歷史系系主任及教授
美國哈佛燕京學社博士後
美國訪問教授

冼玉儀教授, BBS



香港大學香港人文社會研究所名譽教授

科大衛教授



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比較及公眾歷史研究中心主任
及偉倫歷史學研究教授

夏思義博士



香港史學者
香港大學香港人文社會研究所榮譽院士
皇家亞洲學會（香港分會）前會長及名譽院士
倫敦古物專家學會會員







許舒博士, ISO, JP




(至 2017 年 8 月 31 日)




前皇家亞洲學會(香港分會)會長 (1983 – 1990)
香港大學名譽文學博士 (1992)
香港科技大學榮譽院士 (2008)
香港大學香港人文社會研究所榮譽院士

劉智鵬教授, JP



嶺南大學歷史系副教授及香港與華南歷史研究部
主任

劉潤和博士



香港大學文學院名譽副教授

鄭寶鴻先生



本地知名錢幣、郵票及明信片專家

蕭國健教授, MH



珠海學院中國文學學系教授及香港歷史文化研究
中心主任

鍾寶賢教授



香港浸會大學歷史學系教授

14
-

姓名

專業背景

錢幣及集郵
林準祥博士






區德仁先生




張文德醫生

本地和中國貨幣學、中國西方銀行業發展及早期
基督宗教在華發展專家
香港及中國商埠早期經濟金融史研究
香港早期地名研究
香港郵票學會永遠會員
前香港理工大學塑膠工程高級講師



香港郵學會理事長
世界集郵聯評審
亞洲集郵聯合會副會長



本地知名錢幣、郵票及明信片專家

李金強教授



香港浸會大學歷史學系教授

高添強先生



前古物諮詢委員會委員(2011-2014)
本地歷史專家，主要研究本地軍事歷史
前皇家亞洲學會（香港分會）幹事 (1998 - 2004)




鄭寶鴻先生
軍事史




蕭國健教授, MH



珠海學院中國文學學系教授及香港歷史文化研究
中心主任

鄺智文博士



香港浸會大學歷史學系助理教授
近代亞洲及香港軍事歷史專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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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專業背景

流行文化
向雪懷先生



國際華語音樂聯盟主席
香港作曲家及作詞家協會前副主席

吳俊雄博士



香港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

呂大樂教授



香港教育學院香港社會研究講座教授

馮添枝先生, BBS



國際唱片業協會(香港會)總裁

鄭國江先生




資深粵語流行曲作詞家
粵劇發展基顧問委員會委員(2015 年 8 月至 2017 年
7 月)



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

吳倫霓霞教授



前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主任及教授

李金強教授



香港浸會大學歷史學系教授

冼玉儀教授, BBS



香港大學香港人文社會研究所名譽教授

孫必達先生



孫中山先生曾侄孫

陳守仁博士



孫中山文教福利基金會創會及現任主席

陳捷貴先生, BBS, JP



中西區區議會議員
古物諮詢委員會委員
長春社文化古蹟資源中心主席
非物質文化遺產委員會委員

蘇鑰機教授



孫中山紀念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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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潘漢唐先生

專業背景




亞太台商聯合總會總會長
世界華商組織聯盟顧問主席
中山學會榮譽會長

粵劇
余少華博士, JP





吳鳳平博士








李小良博士







阮兆輝先生, BBS

嶺南大學文化研究系客席教授
前香港中文大學音樂系副教授
前非物質文化遺產諮詢委員會主席(2011-2014)
香港大學教育學院助理教授
粵劇發展諮詢委員會委員
藝術發展諮詢委員會委員
非物質文化遺產諮詢委員會委員
八和會館顧問
油麻地戲院場地伙伴計劃督導委員會委員
嶺南大學文化研究系副教授、系主任及群芳文化
研究及發展部副主任
粵劇發展咨詢委員會及粵劇發展基金顧問委員會
成員
非物質文化遺產咨詢委員會委員



香港八和會館副主席
資深粵劇表演藝術家

容世誠博士



新加坡國立大學中文系副教授

梁沛錦博士, MH



前香港中文大學中文系副教授
中國健康工程引發基金主席





黃兆漢教授






前香港大學中文學院正教授
澳洲塔斯曼尼亞博物和藝術館名譽首席顧問
(中國藝術及古物)
香港大學饒宗頤學術館名譽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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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專業背景

研究及教育
史秀英女士



東華三院檔案及歷史文化總主任

周佳榮教授




香港浸會大學歷史學系教授
香港新聞博覽館顧問

梁操雅博士



前香港教育學院社會科學系助理教授

單周堯教授



前香港大學明德教授暨中文學院主任
香港大學香港人文社會研究所榮譽院士



楊秀珠博士





鄭培凱教授

蘇基朗教授

香港中文大學教育學院課程與教學系專業應用
副教授
香港中文大學教育學院課程教育學士(通識教育)
課程主任



團結香港基金會中華學社社長
非物質文化遺產諮詢委員會主席



香港科技大學人文學部主任及講座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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