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广场  

普通订租  

 

普通订租于订租月份前 2 至 5 个月内接受申请，由葵青剧院集合处理有关期间的

申请（例如： 2021 年 5 月会接受 2021 年 7 月至 10 月的订租申请）。  

填妥的申请表格须于接受申请月份的最后一个工作天 *下午 5 时 30 分前，交抵葵

青剧院租务部，或可透过「演艺租务通」（ http://www.lcsd.gov.hk/eaps）于网

上递交，葵青剧院会在截止日期后 14 个工作天内发出回复。  

如有多过一位申请人订租同一档期，康乐及文化事务署会根据以下因素及比重作

出考虑︰  

  拟办活动的性质（ 30%）  

 与表演艺术有关的节目为优先  

  拟办活动的艺术价值（ 40%）  

 具优良艺术价值为优先  

  拟办活动具于小区推动文化艺术的建设价值（ 10%）  

 活动具有于小区推动文化艺术的价值为优先  

  新申请人是否举办与艺术有关的活动／曾租用场地申请人筹办活动的能力，以

及申请租用日数（ 20%）  

如前述阶段的评分相同，会再考虑以下占相同评分比重的因素：  

  拟租用日期与上次成功订租同一设施的时距  

  拟租用日期前 12 个月内已订租用同一设施的日数  

经前述两阶段评分后，如仍有多过一位申请人取得相同评分，租务计算机系统会

随机抽签分配档期。  

后期订租  

 

在订租日期前 14 个工作天至订租月份前两个月内递交的申请一律视为后期订租，

并会按运作上的可行性及根据普通订租的审核因素，来考虑有关申请。后期订租申

请于星期一至星期五办公时间内（下午 5 时 30 分前）接受（星期六、星期日及公

众假期除外），葵青剧院会集中处理每星期的申请。  

特别订租  凡有特别原因须预早筹划的活动（例如：由著名访港艺人演出的文化节目或别具

规模的大型项目）可申请特别订租。特别订租申请于订租月份前 6 至 12 个月内接

受，填妥的申请表格须于接受申请月份的最后一个工作天 *下午 5 时 30 分前，交

抵葵青剧院租务部，或可透过「演艺租务通」（ http://www.lcsd.gov.hk/eaps）

于网上递交。葵青剧院会在截止日期后 14 个工作天内发出回复。  

室内场地  

相关活动  

葵青剧院两个主要室内场地（即演艺厅或黑盒剧场）的租用团体拟申请订租广场

举行相关活动，可于订租室内场地时一并提交申请。   

证明文件  凡申请租用葵青剧院广场的团体，须把下列文件的副本连同申请表格一并递交：  
 

(i) 按《公司条例》（第 622 章）发出的公司注册证书；或  

(ii) 按《社团条例》（第 151 章）发出的社团成立通知书；或  

(iii) 按《社团条例》（第 151 章）发出的社团注册证明书；或  

(iv) 注册为认可慈善机构或慈善信托的注册证书；或  

(v) 按《教育条例》（第 279 章）发出的学校注册证明书或法团证明书  

 

葵青剧院广场  订 租 安 排  

 (由 2021年 4月 1日起生效) 

 

 



 

 

 

 广场  

为非牟利团
体提供的特
惠场租计划
申请程序  

(1)   递交申请表时，申请人须一并提交下列文件：  

   
 (a) (i) 按《公司条例》（第 622 章）发出的公司注册证书；或  
  (ii) 按《社团条例》（第 151 章）发出的社团注册证明书或社团成立  

  通知书；或 
  (iii) 证明申请人为认可慈善机构或慈善信托的注册证书；及  
 

(b) 一份申请团体的组织章程大纲（如有）及章程细则或会章，并须由主席
及另一名干事正式签署，以示真确。申请人的公司组织章程大纲（如有）
及章程细则或会章必须订明，团体一旦解散，成员不得摊分其利润或资产。 

 

(2)   申请人须在活动举行前一个月，递交所有有关宣传资料各一份，并在活动举
行当日或之前递交场刊一份（如适用）。  

 

(3) 申请人能否获得特惠场租 (请参阅葵青剧院场租收费表表 V(D))，须视乎申请
人是否完全符合为非牟利团体提供的特惠场租计划准则及遵守租用条款而
定。如申请人不遵守这项规定或提供虚假的数据，康乐及文化事务署有权索
取标准场租，并收回任何欠款。  

 

(4) 对于是项计划的资格准则，以及是否给予特惠场租，康乐及文化事务署拥有
绝对决定权，任何人均不得异议。  

 

备注  (1)   申请人就订租申请所提交有关申请人／申请团体法律地位的资料及相关证
明文件，应全属最新、有效及存续的数据及文件；如有任何更改，申请人须
要提供相关的数据及文件给康乐及文化事务署。  

 
(2)   申请人若就订租申请提供任何虚假数据及／或无效的文件，申请人有可能

会被检控。  
 
(3)   任何申请人或其成员、雇员、代理人及承办商就订租申请或与康乐及文化

事务署进行任何事务往来时，向康乐及文化事务署人员提供任何利益，即属
违反《防止贿赂条例》（第 201 章）。  

 
查询 : 

 

传真 : 

地址 : 

2406 7505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 9 时至下午 5 时 45 分（公众假期除外）  

2944 8743 

新界葵涌兴宁路 12 号葵青剧院  

*工作天指星期一至星期五（公众假期除外）  

基本场租  

用途  服务细节  标准场租  
特惠场租  
（见注 2）  

公开让公众人士免费入场的演出、
集会、讲座或任何活动（见注 1）  

上午 9 时至下午 6 时，每 4 小时

的基本场租  5,200元  1,820元  

超过 4小时的超时收费（每小时

计，不足 1小时亦作 1小时计）  
1,310元  460元  

 

注 1： 广场场租仅为租用场地及基本供电（包括：一个 63 安培三相电源或一个 32 安培三相电源；

及两个 15 安培插座或四个 13 安培插座）的收费，葵青剧院不会为租用人提供特别清洁、控

制人群或保安服务、技术设备或技术服务。  

注 2： 特惠场租不适用于场地正常租用时间（上午 9 时至下午 6 时）以外的时段。  



 

 

 

葵青剧院广场 

租用条件 
 

除葵青剧院一般租用条款外，下列条件亦适用于所有订租申请。除非另有订明，这些条件中的字

眼及措词，均根据葵青剧院租用条款阐释。  

 

 
项目  详述  

1. 租用人／主办    租用人／主办机构必须是按照社团条例注册的社团、按照公司条例注册的

机构，或按照法规成立并获注册归入公共性质之认可慈善机构或信托团体

名单的机构。它须是非牟利机构，其会章、公司章程、条例或信托契约内

须有条文说明其成员在它解散后不得分享任何股分或利益，或其资产的任

何部分。  

 

2. 合办／协办  

 

  如有合办／协办机构而在申请场地未有提及，租用人须以信件形式交由康

乐及文化事务署（下称「署方」）批准，并有公司盖章及负责人签署，及提

供该机构的注册证明书；及  

  公众责任保险的名义需包括合办机构。  

 

3. 公开活动    在广场举行的活动，必须公开让市民免费参加；及  

  所举办的活动不得与在葵青剧院内举行的活动有所抵触。  

 

4. 场地使用    租用人除非事先获得署方许可，否则不得或不得试图：  

(a)  将场地用作与申请表格所述不符的用途；  

(b)  更改活动性质；  

(c)  使用／占用其他未获批准使用的场地及订租时间；或  

(d)  征求或更换赞助人。  

 

5. 噪音管制   租用人必须遵守环境保护署发出的「音乐、曲艺或歌唱表演活动的噪音管

制指引」

(https://www.epd.gov.hk/epd/sites/default/files/epd/english/environmentinhk/

noise/ 

help_corner/files/a_entgui_c.pdf)，确保该项活动所产生的声浪不得高于持续

的背景噪音超过十分贝，以免对其他人士造成滋扰；  

  租用人须指派一名适当人士，在广场邻近「噪音感应强的地方」（最好是最

受影响的地方），以声级计监测噪音情况，纪录在噪音监测表，并于活动完

毕实时交予葵青剧院负责人存盘；  

  根据《噪音管制条例》（第 400 章）第 5 条，任何人于任何时间，在住用处

所或公众地方因进行以下活动而发出噪音，而该噪音对任何人而言是其烦

扰的根源，即属犯罪：  

(a)  奏玩或操作任何乐器或其他器具，包括唱机、录音机、收音机或电视

机；  

(b)  使用扬声器、传声筒或其他扩音装置或器具；  

(c)  进行任何游戏或消遣活动；或  

(d)  经营生意或业务。  

因此，若然活动发出的声量对任何人构成烦扰，租用人必须调节活动所发

出的声量，直至不造成滋扰。  

 

6. 赞助    未获署方事前批准，租用人不得接受商业赞助；及  

  任何与赞助有关的宣传、鸣谢和活动，包括但不限于派发赞助人的商品和

推销服务，不论收费与否，均须事先得到署方同意。  

 



 

 

 
项目  详述  

7. 宣传物品    租用人须事先向署方提交宣传物品样本，包括横额、旗帜、展示板和布景

板等，以及向署方提供有关内容、设计和措词的详情。该宣传物品必须事

先取得署方的批准，方可向公众展示；  

  租用人不得制作、发布、展示或派发任何与活动有关的含有失实、偏颇、具误导或欺

骗性内容的宣传物品；及  

  租用人事先未获署方以书面许可，不得制作、发布、展示、派发或安排制

作、发布、展示、派发任何宣传物品，以明示或默示的方式提述署方，藉

以宣传任何活动。  

 

8. 展示广告或  

商标  

  未获署方事先批准，租用人不得在场地展示任何广告或商标。场地内严禁

展示烟草产品 /烟草产品名称的广告。  

 

9. 销售商品    租用人不准进行任何性质的零售活动，如事先得到署方同意，则可售卖主

办人或其附属成员制造的手工艺品／物品；及  

  署方可自行决定随时终止或在任何一段署方认为合适的时间暂停该等销售

活动。  

 

10. 财物损失、  

损毁或身体  

受伤  

  在租用期内，无论基于何种原因，以致租用人、其雇员、其代理人或其他

人士有任何财物损毁或遗失，康文署、政府以及两者的雇员及代理人一概

无须负责；倘因任何财物损毁或遗失而导致有任何索偿、要求、法律行动

及诉讼时，租用人须负全责，并保障署方、政府以及两者的雇员及代理人

均无须作出赔偿；及  

  如有任何人士（除执行公务的康文署雇员或政府公务员外）在租用人所租

用的场地内因意外或事故而死亡或受伤，或有任何人士因该死亡或受伤事

作而蒙受损失，以致引起任何索偿、要求、法律行动或诉讼时，租用人也

须负全责，并保障署方、政府以及两者的雇员及代理人无须作出赔偿。  

 

11. 设施受损    如活动令场地地面和设施受损，租用人须在接获通知后，按原价另加 20% 向

署方作出赔偿，或缴付重新安装、更换器材或对象的全部或任何部分的费

用，两者以款额较高者为准。  

 

12. 公众责任保险  

 

  以「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或“The Government of HKSAR” 与租用人及

合办者（如适用）共同名义，购买公众责任保险，投保额最少港币壹仟万

元，投保任何人身损伤和财物损失或损毁，以便根据上文第 10 款，保障康

文署无须作出赔偿；承保人、投保条款和投保金额必须获得署方批准；   

  受保地点为「葵青剧院广场」或“Kwai Tsing Theatre Plaza”，保险应

包括安装及拆卸舞台及装置；及  

  租用人须在活动举行前至少七天提交保险单和保险费收据的副本予本剧

院。  

 

13. 搭建物  

 

  未获署方事先批准，租用人不得在场地盖建任何永久或临时搭建物；  

  租用人必须遵守与建造搭建物和安装水电设备等事宜有关的法例和规定，

包括但不限于建筑物条例、水务设施条例、消防条例和电力条例；及  

  租用人须按照署方的要求为重型架构或设备（如舞台、背景板或灯架等）

的结构安全进行检测，并提供经有关测量师或注册结构工程师批签的证书。 

 



 

 

 
项目  详述  

14. 电力供应及  

装置  

  租用人安排在广场进行任何电力装置工程时，须遵照自 1992 年起执行的

1990 年电力条例（第 406 章）。该条例规定，任何电业工程，包括临时装

置电源、改动、接驳或截断器材或照明设备的电线，均须由注册电业工程

人员进行测试，证明操作情况良好安全，然后由该名电业工程人员发出一

张经有关注册电业工程承办商批签的完工证明书（ WR(1) ），以示上述工程

已经完成。在该电力装置通电应用前，上述完工证明书（ WR(1)）须呈交署

方。  

 

15. 家具和器材    租用人必须自行提供所有家具和器材。未获署方事先批准，租用人不得使

用或导致要动用署方的任何设施或用具。  

 

16. 紧急车辆通道    租用人在筹备和实际进行活动以及事后拆卸和清理期间，必须保持紧急车

辆通道不受任何搭建物和装置阻塞。  

 

17. 公众秩序及  

安全  

  租用人必须负责采取适当的人群控制措施；  

  租用人、表演者或获租用人授权的任何人士均不得进行任何活动而导致煽

动观众作出引致秩序混乱的行为或导致危害观众的安全。租用人亦不得容

许任何人士，不论基于恶意或无事实根据的指称与否，作出相当可能会鼓

动他人憎恨或害怕任何人士的行为，亦不得展示具相同目的的任何物品；  

  租用人必须向香港警务处和其他主管当局查询是否须要取得某些牌照和批

准，以举行所办的活动；及  

  如有需要，租用人须安排一名符合资格的注册执业医生，在活动举行期间

随时准备护理任何突发事故的伤者。  

 

18. 公众卫生    为防止传染病散播及保持个人和公共卫生，参加广场公众活动人士如身体

不适，出现发烧或其他病征，不应参与活动，并尽早求医。在有需要时，

任何人士在进入场地及广场的租用设施前或须接受体温测量，如拒絶接受

上述测量，该等人士或会被禁止参加广场活动及使用场地的其他设施。  

 

19. 《国歌条例》    租用人如拟在活动举行期间奏唱国歌，须遵守《国歌条例》(文件 A405）的

规定指引，并须于租用日期四星期前将相关安排通知负责的副经理 (场地运

作 )。详情请浏览： https://www.elegislation.gov.hk/hk/A405。有关国

歌 的 标 准 曲 谱 及 官 方 录 音 请 见 政 制 及 内 地 事 务 局 网 页 ：

https://www.cmab.gov.hk/tc/issues/national_anthem_occasions.htm 

 

20. 《国旗及国徽

条例》及  

《区旗及区徽

条例》  

  根据《国旗及国徽条例》 (文件 A401) 及《区旗及区徽条例》 (文件 A602)，

租用人如欲于租用期间展示或使用国旗、国徽、区旗及区徽或其图案，必

须按相关条例规定的规格制造及展示，并须事先以书面方式向副行政署长

提出申请（电邮： flags&emblems@cso.gov.hk；传真： 2804 6552），所需

的时间则视乎个别情况而定，一般而言，需要大约 3 至 4 个星期。详情请

浏览：  

https://www.elegislation.gov.hk/hk/A401 (《国旗及国徽条例》 ) 

https://www.elegislation.gov.hk/hk/A602 (《区旗及区徽条例》 ) 

 

21. 维护国家安全    租用人须确保其本人、其雇员、代理人及在租用期间获准进入租用场地的

任何人士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法》和香港

特别行政区有关维护国家安全的其他法律，不得从事违反上述法律的行为

和活动。  

 

https://www.elegislation.gov.hk/hk/A405
https://www.cmab.gov.hk/tc/issues/national_anthem_occasions.htm
https://www.elegislation.gov.hk/hk/A401
https://www.elegislation.gov.hk/hk/A6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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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其他法例    租用人须确保其本人、其雇员、代理人及在租用期间获准进入租用场地的

任何人士遵守《公众卫生及市政条例》 (第 132 章 )和根据该条例而制定的

所有附属法例，以及所有适用于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法例，和有关当局就订

租场地及 /或订租申请不时订立的规定或规例。  

  

23. 广场整洁    租用人必须保持广场整洁；及  

  租用人须将所有道具、布景、器材、家具、宣传数据、装饰、垃圾和临时

装置在活动结束后立刻清理，并于租用时段内交还场地。  

 

24. 拍摄  

﹙包括摄影及

摄录﹚  

  如在活动期间进行时拍摄，租用人需在活动举办前至少十个工作天前提出

申请；  

  如拍摄内容会被公开，除基本场租外，每四小时收费 8,860 元，其后每四

小时 1,770 元；  

  如拍摄只为保留纪录之用，可申请豁免拍摄收费；及  

  在拍摄前需向剧院的职员出示有关拍摄批准书。  

 

25. 录像播放    如在公众地方播放录像，租用人须根据电影检查条例（第 392 章）取得核

准证明书（查询电话： 2594 5788 / 2594 5762）。  

 

26. 募捐／筹款活

动  

  租用人不得在现场收集捐款，除非有关募捐活动符合下列准则：  

(a) 现场收集捐款为订租该场地所举办的活动的一部分；  

(b) 租用人须预早向社会福利署申领公开筹款许可证或向民政事务总署申

领在公众地方进行非慈善性质筹款许可证，获准在现场收集捐款；  

  (c) 租用人已提交受惠慈善团体／受惠机构发出的确认函件。  

 

* 根据香港法例第 228 章《简易程序治罪条例》第 4 (17) (i) 条，租用

人须向社会福利署申领「公开筹款许可证」（查询电话： 2832 4311）；如

为其他非慈善用途而进行现场收取款项的活动，租用人须在这项活动举

行前向民政事务总署申领许可证（查询电话： 2835 2500）。  

 

27. 抽奖活动    如在租用期内进行抽奖活动，租用人须向民政事务总署牌照事务处领取「有

奖娱乐游戏牌照」（查询电话：2116 5230）或「奖券活动牌照」（查询电话：

2117 3916 / 2117 3798）。  

 

28. 售卖食物    如欲售卖加热熟食，租用人必须领取由食物环境卫生署发出的临时食物制

造厂牌照，并遵守牌照所载的条件（查询电话： 3183 9234）；  

  租用人必须禁止使用电力以外的燃料；及  

  未获批准，不得容许派发或售卖小食饮品。  

 

29. 舞龙／舞狮／

舞麒麟  

  如在租用期内进行舞龙／舞狮／舞麒麟，租用人应根据香港法例第 228 章

《简易程序治罪条例》第 4C 条向香港警务处取得舞龙／舞狮／舞麒麟许

可证（查询电话： 2860 6551）。  

 

30. 烟火表演    如在租用期内进行烟火表演，租用人应根据香港法例第 560 章《娱乐特别

效果条例》第 14 条的规定向创意香港的特别效果牌照组申请许可证（查询

电话： 2594 0465 / 2594 04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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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其他主管当局

批准／相关  

牌照  

  除上述第 25 至 30 项外，租用人须为举办的活动领取法例规定所需的牌照

及许可证，并负责所有相关费用。所需办理的事项按情况包括但不限于下

列各项：   

(a) 入境事务处（就业及旅游签证组，查询电话： 2824 6111）；  

(b) 劳工处（劳工视察科总部，查询电话： 2852 4142）；  

(c) 民航处（航班事务及安全管理部，查询电话： 2910 6611）；  

(d) 通讯事务管理局办公室（电影、报刊及物品管理办事处，  

查询电话： 2594 5788 / 2594 5762）。  

 

32. 暂停／撤销  

使用  

  署方可自行决定随时指令租用人暂停使用广场一段时间，或限制租用人所

使用的广场范围或面积；  

  署方无须负责租用人因活动暂停和使用面积受到限制而招致或蒙受的任何

损失或损害赔偿，但可自行决定就暂停期间或限制使用面积发还一个合理

比例的租用费﹙如租用费已全数缴付﹚；及  

  署方可随时视乎情况需要撤销对使用场地的批准，并无须对租用人为此蒙

受的直接或间接开支、讼费、损失或损害赔偿负责。  

 

33. 活动取消    如租用人因任何理由﹙包括但不限于恶劣的天气或天气的转变﹚而决定取

消所举办的活动或活动任何部份，署方无须负责租用人因取消活动而可能

蒙受或招致的任何直接或间接的损失或开支；及  

  在任何情况下，署方均无须向租用人提供其他可供选择或用以替代的场地。 

 

34. 租用费  

 

  连同葵青剧院主要室内场地申请租用广场的租用人，须按照适用于订租室

内场地的付款方式缴交广场部份的租用费；  

  以「普通订租」方式租用广场的租用人，须于递交覆实订租表格时，按适

用场租收费表上所列的收费，立即缴交一笔相等于整体覆实租用期的基本

场租（以下称为「基本场租」） 25%的款项，作为保证金；其后再于距离整

体覆实租用期首日 2 个月前，按前述场租收费表上所列的收费，再缴交一

笔相等于基本场租 75%的保证金。  

  以「特别订租」方式租用广场的租用人﹕ - 

(a)  可在订租覆实当日或之前，以书面向经理确实表示会选择按照下列各

节所述付款办法，缴交基本场租的保证金（一经选定，不得更改）：- 

(i)  倘订租覆实的日期，距离整体覆实租用期首日最少有 14 个月，

租用人须于递交覆实订租表格时，按适用场租收费表上所列的收

费，立即缴交一笔相等于基本场租 25%保证金；其后再于订租覆

实后 2 个月内，或于距离整体覆实租用期首日 13 个月前，按前

述场租收费表所列的收费，再缴交一笔相等于基本场租 75%的保

证金，两者以日期较早者为准；  

(ii)  倘订租覆实的日期，距离整体覆实租用期首日不足 14 个月，租

用人须于递交覆实订租表格时，按适用场租收费表上所列的收

费，立即全数缴交一笔相等于基本场租的保证金。  

(b)  在其他情况下，租用人须于递交覆实订租表格时，按随附适用场租收

费表上所列的收费，立即缴交一笔相等于基本场租 25%的保证金，又

假如按适用场租收费表上所列的收费，该笔保证金与基本场租 25%出

现差额的话，则这笔差额须于距离整体覆实租用期首日最少 11 个月前

缴交；其后租用人须于距离整体覆实租用期首日最少 2 个月前，按适

用场租收费表上所列的收费，再缴交一笔相等于基本场租 75%的保证

金。  

  以「后期订租」方式租用广场的租用人，须于递交覆实订租表格时，按适

用场租收费表上所列的收费，立即全数缴交一笔相等于基本场租的保证金。 

 



 

 

 
项目  详述  

34. 取消订租    连同葵青剧院主要室内场地申请租用广场的订租，将按照室内场地的取消

订租条款处理有关赔偿安排；  

  倘租用人取消获覆实的广场订租，将按照以下方法办理：  

(a)  倘在距离覆实租用期首日最少两个月前取消订租，署方将没收一笔相

等于适用场租收费表上所列基本场租 25%的款项，作为赔偿取消订租

的损失；或  

(b)  倘在距离覆实租用期首日不足两个月内取消订租，署方将没收一笔相

等于适用场租收费表上所列基本场租的款项，作为赔偿取消订租的损

失。  

  倘因悬挂 8 号风球或黑色暴雨警告而取消订租，则由经理酌情决上述赔偿

条款规定在此是否适用。  

 

 

除上述特定条件外，康文署保留在适当及有需要时，就个别用途或场合增订其他特定条件的权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