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物馆专家顾问
(2016 年 4 月 1 日至 2018 年 3 月 31 日)
博物馆专家顾问由康乐及文化事务署署长委任，任期两年，为康乐及文化事务署
辖下各博物馆就推动艺术、历史、科学和电影等事宜，尤其在收购藏品方面，提
供专业意见。以下为负责艺术及历史范畴的顾问：
(姓名排列依笔划序)
姓名

专业背景

艺术
香港艺术
马桂顺博士



香港教育学院文化与创意艺术学系兼任副教授

王无邪先生, BBS



香港中文大学艺术系兼任教授

王禾璧女士



香港大学专业进修学院讲师
摄影艺术工作者
前香港艺术发展局及香港艺术中心艺术行政人员
展览策展人
前香港浸会学院传理系讲师
前香港中文大学新闻系讲师







王维仁教授




区大为先生





香港大学建筑系系主任及教授审批员
前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建筑系客座副教授 (2008 2009)
香港艺术发展局视觉艺术组顾问
香港中文大学艺术系兼任讲师
香港大学专业进修学院客席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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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文楼博士, BBS

专业背景



北京中央美术学院客座教授
复旦大学上海视觉艺术学院客座教授
福建师范大学客座教授
南京大学美术研究院学术顾问
香港美术家协会主席
香港雕塑家协会会长
香港树仁大学荣誉文学博士
香港浸会大学荣誉文学博士

尹丽娟女士



香港浸会大学视觉艺术院讲师

卢婉雯女士



香港浸会大学电影学院助理教授

冯力仁先生



著名雕塑家

冯汉纪先生



香港大学专业进修学院摄影深造文凭课程主任兼
讲师
香港摄影文化协会创会会员
香港艺术发展局顾问(视觉艺术)
民政事务局艺术发展咨询委员会专家顾问













冯永基教授, JP







冯浩然先生




邓凝姿博士





香港中文大学建筑学院客座教授
香港建筑中心董事
南莲园池咨询委员会委员
海滨事务委员会委员
艺术博物馆咨询委员会委员
香港理工大学设计学院高级专任导师
香港版画工作室主席
视觉艺术家及策展人
从事香港艺术的研究、编辑和教育工作
「读艺者」创办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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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朱济权先生

专业背景





刘小康先生, BBS





许焯权教授













严迅奇博士, BBS, JP




严惠蕙女士








李展辉先生








英国皇家摄影学会高级会士
前任香港摄影学会会长
香港艺术中心创会管理委员会委员
英国特许房屋经理学会资深会员
靳刘高创意策略创办人
亚洲设计连副主席
香港设计总会秘书长
香港恒生管理学院社会科学系(文化及创意产业)
教授
上海戏剧学院访问教授
起动九龙东办事处「九龙东工业传统及公共艺术与
城市设计潜力研究」研究顾问团总监
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兼任教授
前香港中文大学文学院副院长
前香港大学文化政策研究中心总监
前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专家顾问
前香港市区重建局非执行董事
文化及发展顾问有限公司执行董事
香港大学建筑系名誉教授
许李严建筑师事务有限公司合伙人
「艺坊」创作室创办人
艺术推广办事处艺术专修课程(陶艺)科目统筹
(2004 - 2007) 及 2013-2015 课程总监(陶艺)
香港教育学院文化及创意艺术学系荣誉驻院艺术
家(2012 – 2013)
香港陶瓷研究会会长(2014 年至今)
香港视觉艺术协会前会长 (2006-2009)及执行委员
伙炭艺术村董事局成员
赛马会创意艺术中心管理委员会委员
艺术发展咨询委员会「视觉艺术小组委员会」增补
委员
香港雕塑会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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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李慧娴女士

专业背景



前香港理工大学设计学院助理教授
香港邮政邮票设计咨询委员会成员
康乐及文化事务署艺术咨询委员会会员
香港版画工作室董事局成员
乐天陶社有限公司董事局成员

何兆基博士



香港浸会大学视觉艺术院副教授

张义先生, MBE



前香港中文大学艺术系系主任
专业艺术家








陈余生先生, MBE,BBS



香港视觉艺术协会创办会长
文苑画院创办人

陈育强教授



前香港中文大学艺术系教授

邵志飞教授



德国卡尔斯鲁 ZKM 媒体艺术中心视觉媒体学院
总监
澳洲悉尼新南威尔斯大学互动电影研究 iCinema
中心创办总监
香港城市大学创意媒体学院多媒体艺术教授
香港城市大学互动媒体与电算应用中心主任及互
动视觉及体现应用研究室(ALiVE)总监
伦敦帝国学院全球健康创新研究所客席教授
北京中央美术学院客席教授
澳洲悉尼新南威尔斯大学杰出教授












林伟而先生



艺术家，曾参与多项大型公共艺术装置项目。
艺术品收藏家
美国麻省注册建筑师
美国建筑师注册管理局注册建筑师
香港注册建筑师

罗士廉先生



大陶工作室创办人

罗淑敏教授



岭南大学视觉研究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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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专业背景

官绮云博士



香港大学艺术系副教授

祈大卫教授



香港大学艺术系教授

洪强博士



香港理工大学设计学院助理教授

莫家良教授



香港中文大学艺术系系主任及教授

翁秀梅女士



香港版画工作室创办人及总监(项目策划)

高志强先生





香港专业摄影师公会前会长 (1989 - 1992)、创会会
员及荣誉会员
香港摄影文化协会主席
影艺摄影学校及摄影中心创办人

黄丽贞女士



香港艺术学院课程高级讲师、学科统筹及课程统筹

黄启裕先生



香港摄影文化协会创会会员
摄影、美术及电影评论家





梁巨廷先生, MH



香港正形设计学院创办人
前香港理工太古设计学院兼任讲师
水墨画家工作者
水墨教育工作者

韩秉华先生



韩秉华苏敏仪设计空间创办人兼设计总监

曾广才先生



香港中文大学艺术系兼任讲师 (2008 - 2013)

曾章成先生



陶艺家及雕塑家
陶梦工房创办人兼总监
香港雕塑学会会员








靳埭强博士, SBS




靳刘高创意策略创办人
香港理工大学荣誉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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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鲍蔼伦女士

专业背景




廖少珍女士

录映太奇创办人
微波国际新媒体艺术节董事
香港艺术发展局委员



香港视觉艺术中心艺术专修科版画课程策划
兼导师
弘艺版画工作室主席

谭伟平先生



香港中文大学艺术系助理教授

熊海教授



香港大学专业进修学院客席教授
民政事务局「艺能发展资助计划」专业顾问
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
香港美术家协会国画委员会副主席
前香港中文大学艺术系兼任讲师








黎日晃博士



广州美术学院教授
澳门理工学院交流学者

黎明海教授



香港浸会大学视觉艺术院副教授

黎健强博士



香港艺术学院高级讲师及学科统筹

马伟明先生



马伟明有限公司创办人

文丽贤女士, MH




资深时装设计师
致达商理有限公司创办人

尹泰尉先生



香港知专设计学院时装及形象设计学系讲师

叶智荣先生



叶智荣设计有限公司创办人

刘小康先生, BBS



靳刘高创意策略创办人
亚洲设计连副主席
香港设计总会秘书长



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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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专业背景

杨棋彬先生



香港时装设计师协会主席

吴文正博士





香港理工大学纺织及制衣学系副教授
前英国特许设计师协会香港区会长及顾问
英国皇家艺术学院华裔毕业生校友会创会会长

陈瑞麟先生



Qeelin 珠宝品牌主席及创作总监

林衍堂教授



前香港理工大学设计学院教授
英国特许设计师学会资深会员
香港设计师协会资深会员
欧洲设计局会员







罗启妍女士, SBS



珠宝首饰设计师、历史学者、文化艺术策划、咨
询顾问

黄炳培先生
(别名: 又一山人)



八万四仟沟通事务所有限公司创办人
香港理工大学顾问
香港设计学院顾问
香港知专设计学院校外学术顾问
艺术发展咨询委员会视觉艺术小组委员会增补
委员






韩秉华先生



韩秉华苏敏仪设计空间创办人兼设计总监

靳埭强博士, SBS



靳刘高创意策略创办人
香港理工大学荣誉教授



中国古代文物
关善明博士




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咨询委员会委员
前香港大学美术博物馆管理委员会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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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李美贤女士

专业背景







李景勋先生

敦煌研究院特别研究员
香港中华文化促进中心学术顾问（民族文化）
香港大学专业进修学院导师
中国少数民族服饰、丝绸及刺绣专家
佛像艺术研究专家
敦煌文化艺术研究专家



敏求精舍资深会员
建筑师

杨建芳先生



珠海学院中国文学及历史研究所教授

柯玫瑰女士



李约瑟研究所荣誉研究员
大卫德基金会受托人
英中教育信托主席
格拉斯哥大学荣誉研究员
前英国东方陶瓷学会主席
前维多利亚阿伯特博物馆远东部总馆长
景德镇荣誉市民










钟华培先生




葛师科先生, MH




黎淑仪女士




钟伍顾问工程师(香港)执行董事
结构工程师
中国古陶瓷学会理事
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咨询委员会顾问
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研究员(至 2015)
中国宜兴市陶瓷 (紫砂)文化研究院研究员
(2015-2017)

中国书画
万青屴教授





前香港浸会大学视觉艺术院建院总监 (2006 2011)
前香港大学教授 (1989 -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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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李润桓教授

专业背景



前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文物馆名誉
研究员
前香港中文大学艺术系系主任及教授

官绮云博士



香港大学艺术系副教授

高美庆教授



前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馆长
前香港中文大学艺术系讲座教授





唐锦腾教授




黄贵权医生, BBS



沙龙影友协会名誉会长
香港摄影学会名誉会长
中国文联第八届全国委员会委员 (2006 -2011)
敏求精舍主席 (2009 - 2011)
中国摄影家协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顾问
(2013 - )
澳门摄影学会名誉会长
澳门沙龙影艺会名誉会长
澳门数码摄影学会名誉会长



香港中文大学艺术系兼任讲师 (2008 - 2013)



香港中文大学客席教授及名誉高级研究员
前香港历史博物馆总馆长










曾广才先生

香港中文大学艺术系副教授
西泠印社社员

历史绘画
丁新豹博士



汤比达博士, SBS,
OBE, LLD, JP






前香港演艺学院委员会成员
前香港艺术节协会委员
香港艺术中心永久会员
前孖士打律师行高级合伙人 (已退休)

9
-

姓名
何安达先生

专业背景







范岱克教授

香港海事博物馆创馆及荣休主席
前香港东方陶瓷学会主席
前香港艺术馆之友副主席
前香港船东会主席
航运业专家
美国塞勒姆皮博迪埃塞克斯博物馆观察员



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及博士生导师
前澳门大学历史系系主任(2010 – 2011)

官绮云博士



香港大学艺术系副教授

戴伟思博士





前香港海事博物馆总监
香港大学香港人文社会研究所荣誉院士
香港大学建筑学院房地产及建设系荣誉教授

马桂顺博士



香港教育学院文化与创意艺术学系兼任副教授

文洁华教授



香港浸会大学文学院人文及创作系教授

邓凝姿博士





视觉艺术家及策展人
从事香港艺术的研究、编辑和教育工作
「读艺者」创办人

李焯芬教授, GBS, JP



香港大学饶宗颐学术馆馆长

杨黄蕙吟博士



香港教育学院幼儿教育系教育研究顾问及前首席
讲师
香港大学教育系前荣誉副教授





研究及教育





张灿辉教授




香港中文大学哲学系教授
香港中文大学郑承峰通识教育研究中心名誉副主
任兼名誉高级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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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专业背景

历史
考古
邓聪教授



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教授
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中国考古艺术研究
中心主任

刘唯迈博士, BBS



前香港大学美术博物馆总监

饶宗颐教授, GBM



香港中文大学艺术系荣誉教授

黄慧怡博士



香港中文大学人类学系助理教授

伍荣仲博士



美国德州大学历史系教授

许舒博士, ISO, JP





民俗学



(至 2017 年 8 月 31 日)




杨春棠先生




余少华博士, JP





张展鸿教授




罗碧诗博士



前皇家亚洲学会(香港分会)会长 (1983 – 1990)
香港大学名誉文学博士 (1992)
香港科技大学荣誉院士 (2008)
香港大学香港人文社会研究所荣誉院士
前香港大学美术博物馆总监
一新美术馆总监
岭南大学文化研究系兼任教授
前香港中文大学音乐系副教授
前非物质文化遗产咨询委员会主席(2011-2014)
香港中文大学人类学系教授
香港中文大学文学院副院长
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人类学博物馆荣誉退休
馆长及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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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饶玖才先生

专业背景



施天赐教授

前渔农自然护理署助理署长
香港史地和风物研究专家



前香港浸会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
前香港人类学会会长
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副研究员

容世诚博士



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副教授

黄兆汉教授



前香港大学中文学院正教授
澳洲塔斯曼尼亚博物和艺术馆名誉首席顾问
(中国艺术及古物)
香港大学饶宗颐学术馆名誉研究员








曹本冶教授




梁沛锦博士, MH

香港中文大学音乐系高级研究员
香港中文大学伍宜孙书院高级导师



前香港中文大学中文系副教授
中国健康工程引发基金主席

蔡志祥教授



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副系主任及教授

廖迪生教授



香港科技大学人文学部副教授及华南研究中心主任



香港中文大学客席教授及名誉高级研究员
前香港历史博物馆总馆长



本地史
丁新豹博士



吕元骢教授



前香港大学历史系系主任及教授
美国哈佛燕京学社博士后
美国访问教授

刘润和博士



香港大学文学院名誉副教授

刘智鹏教授, JP



岭南大学历史系副教授及香港与华南历史研究部
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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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专业背景



前皇家亚洲学会(香港分会)会长 (1983 – 1990)
香港大学名誉文学博士 (1992)
香港科技大学荣誉院士 (2008)
香港大学香港人文社会研究所荣誉院士

吴伦霓霞教授



前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主任及教授

何佩然教授



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副系主任及教授

何培斌教授, JP




新加坡国立大学建筑系系主任
前香港中文大学建筑学院院长及教授

冼玉仪教授, BBS



香港大学香港人文社会研究所名誉教授

郑宝鸿先生



本地知名钱币、邮票及明信片专家

钟宝贤教授



香港浸会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科大卫教授



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比较及公众历史研究中心主
任及伟伦历史学研究教授

夏思义博士



香港史学者
香港大学香港人文社会研究所荣誉院士
皇家亚洲学会（香港分会）前会长及名誉院士
伦敦古物专家学会会员

许舒博士, ISO, JP




(至 2017 年 8 月 31 日)







萧国健教授, MH



珠海学院中国文学学系教授及香港历史文化研究
中心主任



香港邮票学会永远会员
香港理工大学塑胶工程高级讲师(已退休)

钱币及集邮
区德仁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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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林准祥博士

专业背景





张文德医生

本地和中国货币学、中国西方银行业发展及早期
基督宗教在华发展专家
香港及中国商埠早期经济金融史研究
香港早期地名研究



香港邮学会理事长
世界集邮联评审



本地知名钱币、邮票及明信片专家




香港浸会大学历史学系助理教授
近代亚洲及香港军事历史专家

李金强教授



香港浸会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高添强先生



前古物咨询委员会委员(2011-2014)
本地历史专家，主要研究本地军事历史
前皇家亚洲学会（香港分会）干事 (1998 - 2004)

郑宝鸿先生



军事史
邝智文博士




萧国健教授, MH



珠海学院中国文学学系教授及香港历史文化研究
中心主任

冯添枝先生, BBS



国际唱片业协会(香港会)总裁

吕大乐教授



香港教育学院香港社会研究讲座教授

向雪怀先生




国际华语音乐联盟主席
香港作曲家及作词家协会前副主席



香港中文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

流行文化

苏钥机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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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专业背景

吴俊雄博士



香港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

郑国江先生




资深粤语流行曲作词家
粤剧发展基顾问委员会委员(2015 年 8 月至 2017
年 7 月)



孙中山先生曾侄孙

李金强教授



香港浸会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吴伦霓霞教授



前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主任及教授

陈守仁博士



孙中山文教福利基金会创会及现任主席

陈捷贵先生,BBS,JP





中西区区议会议员
古物咨询委员会委员
长春社文化古迹资源中心主席
非物質文化遺產委員會委員

冼玉仪教授, BBS



香港大学香港人文社会研究所名誉教授

潘汉唐先生



亚太台商联合总会总会长
世界华商组织联盟顾问主席
中山学会荣誉会长

孙中山纪念馆
孙必达先生







粤剧
李小良博士







岭南大学文化研究系副教授、系主任及群芳文化
研究及发展部副主任
粤剧发展咨询委员会及粤剧发展基金顾问委员会
成员
非物质文化遗产咨询委员会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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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专业背景

阮兆辉先生, BBS




吴凤平博士








余少华博士, JP

香港八和会馆副主席
资深粤剧表演艺术家
香港大学教育学院助理教授
粤剧发展咨询委员会委员
艺术发展咨询委员会委员
非物质文化遗产咨询委员会委员
八和会馆顾问
油麻地戏院场地伙伴计划督导委员会委员



岭南大学文化研究系客席教授
前香港中文大学音乐系副教授
前非物质文化遗产咨询委员会主席(2011-2014)

容世诚博士



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副教授

黄兆汉教授



前香港大学中文学院正教授
澳洲塔斯曼尼亚博物和艺术馆名誉首席顾问
(中国艺术及古物)
香港大学饶宗颐学术馆名誉研究员








梁沛锦博士, MH



前香港中文大学中文系副教授
中国健康工程引发基金主席

史秀英女士



东华三院档案及历史文化总主任

苏基朗教授



香港科技大学人文学部主任及讲座教授

杨秀珠博士



香港中文大学教育学院课程与教学系专业应用
副教授
香港中文大学教育学院课程教育学士(通识教育)
课程主任



研究及教育



周佳荣教授




香港浸会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香港新闻博览馆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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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郑培凯教授

专业背景



单周尧教授

梁操雅博士

团结香港基金会中华学社社长
非物质文化遗产咨询委员会主席



前香港大学明德教授暨中文学院主任
香港大学香港人文社会研究所荣誉院士



前香港教育学院社会科学系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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