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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I (1a) 

 

香港文化中心音樂廳  

 

(i) 簡介  

 

香港文化中心音樂廳是本港首要的音樂表演場地。音樂廳設有

1 971 個座位，既是本地和訪港大型中西樂團舉行演奏會的主要場

所，也是舉辦各式音樂節目的熱門場地。現屆場地伙伴舉辦多項音

樂節目及觀眾拓展活動。2019-20 年度，音樂廳的使用率達 100%，

全為與藝術相關的節目，並以音樂節目為主。  

 

 

(ii)  個別場地的伙伴計劃條款  

 

 建議藝術形式：音樂  

 

 建議場地伙伴數目： 1 至 2 

 

每年最高可使用日數：所有場地伙伴合共 165 日  

 

 合作模式：場地伙伴在訂租香港文化中心音樂廳時，可獲優先處

理，確實的使用額和日期則須視乎設施的租用情況、議定的每年可

使用日數和業務計劃而定。場地伙伴如需訂租場地配套設施，亦須

視乎設施的租用情況而作安排。不受民政事務局每年撥款資助的演

藝團體／機構可向康文署申請節目費，用作支付節目的部分開支。

至於獲民政事務局每年撥款資助的主要演藝團體／機構，相關場地

伙伴的費用須與民政事務局另作撥款安排。  

 

租金安排：除本邀請提交建議書第 4.3 和 4.4 段所述以外，場地伙

伴在一般情況下可免費使用以上場地設施。  

 

 

(iii) 個別場地的伙伴計劃特別條款  

 

  獲民政事務局每年撥款資助的主要演藝團體／機構如成為香港文

化中心音樂廳的場地伙伴，須每年度在元朗劇院或屯門大會堂舉辦

最少一個正規舞台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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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I (1b) 

 

香港文化中心大劇院  

 

(i) 簡介  

 

香港文化中心大劇院是本港主要的大型舞台表演場地。大劇院設有

1 734 個座位，是舉辦大型舞台節目，如中國戲曲、舞蹈、戲劇、

歌劇和音樂劇的場地。康文署不時收到將大劇院用作上演國際及／

或本地大型製作的長檔期訂租申請，亦會盡力作出安排。現屆場地

伙伴舉辦多項芭蕾舞表演、跨媒體劇場節目及觀眾拓展活動。

2019-20 年度，大劇院的使用率達 100%，全為與藝術相關的節目，

並以戲劇、舞蹈和音樂節目為主。  

 

 

(ii)  個別場地的伙伴計劃條款  

 

 建議藝術形式：舞台藝術  

 

 建議場地伙伴數目： 1 至 2 

  

 每年最高可使用日數：所有場地伙伴合共 70 日（訂租期以星期為

單位）  

  

場地伙伴可建議同時使用以下設施：  

 

設施  面積／座位數目  每年最高可使用日數  

劇場  303 至 496 個座位  所有場地伙伴合共 63 日   

(訂租期以星期為單位 ) 

 

合作模式：場地伙伴在訂租香港文化中心大劇院及上列設施時，可

獲優先處理，確實的使用額和日期則須視乎設施的租用情況、議定

的每年可使用日數和業務計劃而定。場地伙伴如需訂租場地配套設

施，亦須視乎設施的租用情況而作安排。不受民政事務局每年撥款

資助的演藝團體／機構可向康文署申請節目費，用作支付節目的部

分開支。至於獲民政事務局每年撥款資助的主要演藝團體／機構，

相關場地伙伴的費用須與民政事務局另作撥款安排。  

 

租金安排：除本邀請提交建議書第 4.3 和 4.4 段所述以外，場地伙

伴在一般情況下可免費使用以上場地設施。  

 

(iii) 個別場地的伙伴計劃特別條款  

 

獲民政事務局每年撥款資助的主要演藝團體／機構如成為香港文

化中心大劇院的場地伙伴，須每年度在元朗劇院或屯門大會堂舉辦

最少一個正規舞台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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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I (2a) 

 

香港大會堂音樂廳  

 

(i) 簡介  

 

香港大會堂音樂廳是本港首個專為演藝活動而建的場地，音響效果

極佳，是著名的音樂節目表演場地。音樂廳設有 1 430 個座位，除

了舉辦音樂節目外，也是舉行不同類型節目，包括中國戲曲、舞蹈、

跨媒體藝術、綜藝表演等的熱門場地。現屆場地伙伴舉辦多項別具

特色的音樂節目及觀眾拓展活動。 2019-20 年度，音樂廳的使用率

達 100%，當中 99%為與藝術相關的節目，並以音樂節目為主。  

 

 

(ii)  個別場地的伙伴計劃條款  

  

建議藝術形式：音樂  

 

建議場地伙伴數目： 1 

 

每年最高可使用日數： 70 日  

 

 合作模式：場地伙伴在訂租香港大會堂音樂廳時，可獲優先處理，

確實的使用額和日期則須視乎設施的租用情況、議定的每年可使用

日數和業務計劃而定。場地伙伴如需訂租場地配套設施，亦須視乎

設施的租用情況而作安排。不受民政事務局每年撥款資助的演藝團

體／機構可向康文署申請節目費，用作支付節目的部分開支。至於

獲民政事務局每年撥款資助的主要演藝團體／機構，相關場地伙伴

的費用須與民政事務局另作撥款安排。  

 

 租金安排：除本邀請提交建議書第 4.3 和 4.4 段所述以外，場地伙

伴在一般情況下可免費使用以上場地設施。  

 

 

(iii) 個別場地的伙伴計劃特別條款  

 

獲民政事務局每年撥款資助的主要演藝團體／機構如成為香港大

會堂音樂廳的場地伙伴，須每年度在元朗劇院或屯門大會堂舉辦最

少一個正規舞台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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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I (2b) 

 

香港大會堂劇院  

 

(i) 簡介  

 

香港大會堂劇院是上演戲劇節目的熱門場地。劇院設有 463 個座

位，由於場地大小適中，音響效果理想，故歷來亦經常成為本地和

訪港音樂家舉行個人音樂會、中小型樂團舉行演奏會，以及電影放

映的地方。現屆場地伙伴舉辦多項不同類型的戲劇節目及觀眾拓展

活動。2019-20 年度，劇院的使用率達 100%，當中 99%為與藝術相

關的節目，並以戲劇和音樂節目為主。  

 

 

(ii)  個別場地的伙伴計劃條款  

 

 建議藝術形式：舞台藝術  

 

 建議場地伙伴數目： 1 

 

 每年最高可使用日數： 91 日（訂租期以星期為單位）   

 

 合作模式：場地伙伴在訂租香港大會堂劇院時，可獲優先處理，確

實的使用額和日期則須視乎設施的租用情況、議定的每年可使用日

數和業務計劃而定。場地伙伴如需訂租場地配套設施，亦須視乎設

施的租用情況而作安排。不受民政事務局每年撥款資助的演藝團體

／機構可向康文署申請節目費，用作支付節目的部分開支。至於獲

民政事務局每年撥款資助的主要演藝團體／機構，相關場地伙伴的

費用須與民政事務局另作撥款安排。  

 

租金安排：除本邀請提交建議書第 4.3 和 4.4 段所述以外，場地伙

伴在一般情況下可免費使用以上場地設施。  

 

 

(iii) 個別場地的伙伴計劃特別條款  

 

 獲民政事務局每年撥款資助的主要演藝團體／機構如成為香港大

會堂劇院的場地伙伴，須每年度在元朗劇院或屯門大會堂舉辦最少

一個正規舞台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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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I (3) 

 

油麻地戲院劇院  

 

(i) 簡介  

 

油麻地戲院於 2012 年啓用，是一所專為戲曲演出和相關活動（特

別是為粵劇新秀和新進粵劇團提供演出、排練和培訓設施）的場

地。戲院位於油麻地的心臟地帶，鄰近油麻地港鐵站，交通便利，

設有 300 個座位的劇院及兩個活動室。現屆場地伙伴舉辦多場專注

培訓粵劇新秀的演出及觀眾拓展活動。 2019-20 年度，劇院的使用

率為 99%，以粵劇節目為主。  

 

(ii)  個別場地的伙伴計劃條款  

     

建議藝術形式：粵劇（必須包括粵劇培訓）  

 

建議場地伙伴數目： 1 

 

每年最高可使用日數
註
： 182 日（訂租期以星期為單位）  

 

場地伙伴可建議同時使用以下設施：  

 

設施  面積／座位數目  每年最高可使用日數  

活動室 (2) 35 平方米  (20 個座位 ) 365 日  

 

(註：油麻地戲院擬於 2022 年進行為期約三年的第二期發展工程。

在工程進行期間，場地伙伴可使用高山劇場新翼演藝廳 (最高可使

用 70日 )及高山劇場新翼一號排演室 (最高可使用 50日 )作為替補場

地。場地設施的可使用日數須作適量調配或減少，有關細節將由場

地與獲選的場地伙伴於日後商討。 ) 

  

合作模式：場地伙伴在訂租油麻地戲院劇院及上列設施時，可獲優

先處理，確實的使用額和日期則須視乎設施的租用情況、議定的每

年可使用日數和業務計劃而定。不受民政事務局每年撥款資助的演

藝團體／機構可向康文署申請節目費，用作支付節目的部分開支。

至於獲民政事務局每年撥款資助的主要演藝團體／機構，相關場地

伙伴的費用須與民政事務局另作撥款安排。  

 

租金安排：除本邀請提交建議書第 4.3 和 4.4 段所述以外，場地伙

伴在一般情況下可免費使用以上場地設施。  

http://hk.search.yahoo.com/search;_ylt=A3xsaE8Gu6JMWwYArX3wzAt.?ei=UTF-8&meta=rst%3Dhk&fr=FP-tab-web-t&p=%E6%B2%B9%E9%BA%BB%E5%9C%B0&rs=0&fr2=rs-top
http://hk.search.yahoo.com/search;_ylt=A3xsaE8Gu6JMWwYArX3wzAt.?ei=UTF-8&meta=rst%3Dhk&fr=FP-tab-web-t&p=%E6%B2%B9%E9%BA%BB%E5%9C%B0&rs=0&fr2=rs-t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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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I (4) 

 

牛池灣文娛中心劇院  

 

(i) 簡介  

 

牛池灣文娛中心位於東九龍，毗鄰彩虹港鐵站，交通方便，是深受

歡迎的社區表演場地。劇院設有 354 個座位，適合舞台藝術節目。

現屆場地伙伴舉辦多項戲劇節目、舞蹈表演及觀眾拓展活動。

2019-20 年度，劇院的使用率為 97%，當中 95%為與藝術相關的節

目，並以戲劇、舞蹈和綜藝表演為主。  

 

 

(ii)  個別場地的伙伴計劃條款  

 

 建議藝術形式：舞台藝術（專注青少年節目可獲優先考慮）  

 

 建議場地伙伴數目： 1 至 2 

  

 每年最高可使用日數：所有場地伙伴合共 84 日（訂租期以星期為

單位）  

    

場地伙伴可建議同時使用以下設施：  

 

設施  面積／座位數目  每年最高可使用日數／時數  

文娛廳  93 至 146 個座位  所有場地伙伴合共 98 日  

(訂租期以星期為單位 ) 

演講室  100平方米  (70個座位 ) 所有場地伙伴合共 1150 小

時  

 

 

 

舞蹈練習室  35 平方米  (35 個座位 ) 

美術室 (1)及  17 平方米  (10 個座位 ) 

美術室 (2) 26 平方米  (18 個座位 ) 

音樂練習室  14 平方米  (7 個座位 ) 

 

 合作模式：場地伙伴在訂租牛池灣文娛中心劇院及上列設施時，可

獲優先處理，確實的使用額和日期則須視乎設施的租用情況、議定

的每年可使用日數／時數和業務計劃而定。不受民政事務局每年撥

款資助的演藝團體／機構可向康文署申請節目費，用作支付節目的

部分開支。至於獲民政事務局每年撥款資助的主要演藝團體／機

構，相關場地伙伴的費用須與民政事務局另作撥款安排。  

 

租金安排：除本邀請提交建議書第 4.3 和 4.4 段所述以外，場地伙

伴在一般情況下可免費使用以上場地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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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I (5) 

 

西灣河文娛中心劇院  

 

(i) 簡介  

 

西灣河文娛中心是港島東深受歡迎的社區表演場地，毗鄰港鐵港島

線西灣河站，交通便利。劇院設有 482 個座位，是一個多用途場地，

適合舉行中小型舞台藝術和音樂節目。現屆場地伙伴舉辦多項戲劇

表演、藝術教育及觀眾拓展活動。 2019-20 年度，劇院的使用率達

100%，當中 97%為與藝術相關的節目，以戲劇、音樂及粵曲節目為

主。   

 

 

(ii)  個別場地的伙伴計劃條款  

 

建議藝術形式：舞台藝術（專注藝術教育可獲優先考慮）  

 

建議場地伙伴數目： 1 

 

每年最高可使用日數
註
： 56 日（訂租期以星期為單位）  

  

場地伙伴可建議同時使用以下設施：  

 

設施  面積／座位數目  每年最高可使用日數／時數  

文娛廳  110 個活動座位  49 日  (訂租期以星期為單

位 ) 

美術室 (1)或  37 平方米  (20 個座位 ) 合共 100 小時  

美術室 (2) 67 平方米  (30 個座位 ) 

 

(註：西灣河文娛中心計劃於 2022 年或稍後進行為期約兩年半的大

型翻新工程。在工程進行期間，場地伙伴的場地使用安排及可使用

日數／時數須作調配或減少，有關細節將由場地與獲選的場地伙伴

於日後商討。 )  

 

合作模式：場地伙伴在訂租西灣河文娛中心劇院及上列設施時，可

獲優先處理，確實的使用額和日期則須視乎設施的租用情況、議定

的每年可使用日數／時數和業務計劃而定。不受民政事務局每年撥

款資助的演藝團體／機構可向康文署申請節目費，用作支付節目的

部分開支。至於獲民政事務局每年撥款資助的主要演藝團體／機

構，相關場地伙伴的費用須與民政事務局另作撥款安排。  

 

租金安排：除本邀請提交建議書第 4.3 和 4.4 段所述以外，場地伙

伴在一般情況下可免費使用以上場地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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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I (6) 

 

上環文娛中心劇院  

 

(i) 簡介  

 

上環文娛中心是港島西深受歡迎的社區表演場地，鄰近港島線上環

站，交通便利。劇院設有 480 個座位，是一個多用途場地，適合舉

行中小型舞台藝術和音樂節目。現屆場地伙伴舉辦多項戲劇表演及

觀眾拓展活動。2019-20 年度，劇院的使用率為 100%，當中 98%為

與藝術相關的節目，並以戲劇和音樂節目為主。  

 

 

(ii)  個別場地的伙伴計劃條款  

 

建議藝術形式：舞台藝術  

 

建議場地伙伴數目： 1 

 

每年最高可使用日數： 56 日（訂租期以星期為單位）  

 

場地伙伴可建議同時使用以下設施：  

 

設施  面積／座位數目  每年最高可使用日數／時數  

演講廳  150 個座位  20 小時   

展覽廳  360 平方米  (可使

用 1/3、2/3或全廳 ) 

合共 30 日  (包括不多於 6 組星

期五至日檔期 ) 及 88 小時  

排練廳或  224 平方米  合共 80 小時  (包括不多於 48

小時繁忙時段 註
) 舞蹈練習室  70 平方米  

 

(註：繁忙時段為星期一至五下午 6 時至晚上 10 時，及星期六至日

上午 9 時至晚上 10 時 ) 

 

合作模式：場地伙伴在訂租上環文娛中心劇院及上列設施時，可獲

優先處理，確實的使用額和日期則須視乎設施的租用情況、議定的

每年可使用日數／時數和業務計劃而定。不受民政事務局每年撥款

資助的演藝團體／機構可向康文署申請節目費，用作支付節目的部

分開支。至於獲民政事務局每年撥款資助的主要演藝團體／機構，

相關場地伙伴的費用須與民政事務局另作撥款安排。  

 

租金安排：除本邀請提交建議書第 4.3 和 4.4 段所述以外，場地伙

伴在一般情況下可免費使用以上場地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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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個別場地的伙伴計劃特別條款  

 

我們鼓勵上環文娛中心劇院的場地伙伴使用展覽廳的非繁忙時段

檔期，舉辦藝術教育及觀眾拓展活動  (非演出 ) 或作排演之用。如

倡議人提交的建議書中包含此項活動建議，評審小組會予特別考

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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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I (7) 

 

葵青劇院演藝廳  

 

(i) 簡介  

 

葵青劇院是為配合本地對中型表演場地的需求而興建的，劇院毗連

葵芳港鐵站，交通方便。演藝廳設有 899 個座位，特別為劇藝節目

而設計，配備了先進的舞台機械裝置。自 1999 年啟用以來，不少

著名訪港藝團以及本地藝團的節目均在葵青劇院上演。隨著展覽館

於 2008 年成功改裝成黑盒劇場，葵青劇院進一步成為孕育戲劇表

演新秀的重要場地，使葵青劇院作為戲劇表演場地的形象更鮮明。

現屆場地伙伴舉辦多項戲劇表演及觀眾拓展活動。 2019-20 年度，

演藝廳的使用率為 100%，當中 90%為與藝術相關的節目，並以戲

劇節目為主。  

 

 

(ii)  個別場地的伙伴計劃條款  

 

 建議藝術形式：戲劇  

 

 建議場地伙伴數目： 1 至 2 

   

每年最高可使用日數：所有場地伙伴合共 77 日（訂租期以星期為

單位）  

     

場地伙伴可建議同時使用以下設施：  

 

設施  面積／座位數目  每年最高可使用日數／時數  

黑盒劇場  130 至 160 個活動座位  所有場地伙伴合共 49 日  

(訂租期以星期為單位 ) 

廣場  約 5 000 平方米  所有場地伙伴合共 4 日  

排演室  226 平方米  (50 個座位 )  所有場地伙伴合共 430 小時  

(包括不多於 300 小時繁忙

時段 註
) 

舞蹈室  198 平方米  (50 個座位 ) 所有場地伙伴合共 150 小時  

演講室  100 平方米  (98 個座位 ) 所有場地伙伴合共 110 小時  

(包括不多於 70 小時繁忙時

段 註
) 

 

(註：繁忙時段為星期一至五下午 6 時至晚上 10 時，及星期六至日

上午 9 時至晚上 10 時。 ) 

 

合作模式：場地伙伴在訂租葵青劇院演藝廳及上列設施時，可獲優

先處理，確實的使用額和日期則須視乎設施的租用情況、議定的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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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可使用日數／時數和業務計劃而定。不受民政事務局每年撥款資

助的演藝團體／機構可向康文署申請節目費，用作支付節目的部分

開支。至於獲民政事務局每年撥款資助的主要演藝團體／機構，相

關場地伙伴的費用須與民政事務局另作撥款安排。  

 

租金安排：除本邀請提交建議書第 4.3 和 4.4 段所述以外，場地伙

伴在一般情況下可免費使用以上場地設施。  

 

 

(iii)  個別場地的伙伴計劃特別條款  

 

 獲民政事務局每年撥款資助的主要演藝團體／機構如成為葵青劇

院演藝廳的場地伙伴，須在每一屆場地伙伴計劃內在元朗劇院或屯

門大會堂舉辦最少一個正規舞台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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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I (8a) 

 

沙田大會堂演奏廳  

 

(i) 簡介  

 

沙田大會堂位於沙田市中心，毗鄰東鐵線沙田站，有完備的交通和

道路網絡連接區內外各處，是新界東的主要表演場地。沙田大會堂

演奏廳設有 1 372 個座位，其設施適合多種用途，可供上演大型音

樂和舞台藝術節目，包括戲劇、舞蹈、歌劇以及中西樂團的演奏會

等，是新界東舉行文化活動的熱門地點。現屆場地伙伴舉辦多項不

同類型的粵劇、舞蹈節目及觀眾拓展活動。 2019-20 年度，演奏廳

的使用率為 100%，當中 92%為與藝術相關的節目，並以粵劇、音

樂、舞蹈與跨媒體節目為主。從沙田區的人口及社區條件來看，場

地適合發展多元舞台藝術推廣。  

 

 

(ii)  個別場地的伙伴計劃條款    

     

建議藝術形式：舞台藝術  

 

建議場地伙伴數目： 1 至 2 

 

每年最高可使用日數
註 1：所有場地伙伴合共 70 日（訂租期以星期

為單位）  

 

場地伙伴可建議同時使用以下設施
註 1：  

 

設施  面積／座位數目  每年最高可使用日數／時數  

文娛廳  300 個座位  所有場地伙伴合共 4 日  

展覽廳  378 平方米  所有場地伙伴合共 18 日 (包

括不多於 8 組星期五至日檔

期 )  

廣場  供搭建舞台的可用面積約

360 平方米  

所有場地伙伴合共 12 日  

演講室  116 平方米  (120 個座位 ) 所有場地伙伴合共 260 小時

(包括不多於 200 小時繁忙

時段
註 2) 

會議室  135 平方米  (50 個座位 ) 

舞蹈室  285 平方米  

音樂室  240 平方米  

 

(註 1：沙田大會堂展覽廳擬於 2022-23 年度進行為期約 4 個月的大

型維修工程，而沙田大會堂演奏廳則擬於 2024-25 年度進行為期 4

至 6 個月的大型維修工程，工程進行期間場地設施的可使用日數／

時數須作適量調整／調配，有關細節將由場地與獲選的場地伙伴於

日後商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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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2：繁忙時段為星期一至五下午 6 時至晚上 10 時，及星期六至日

上午 9 時至晚上 10 時。 ) 

  

合作模式：場地伙伴在訂租沙田大會堂演奏廳及上列設施時，可獲

優先處理，確實的使用額和日期則須視乎設施的租用情況、議定的

每年可使用日數／時數和業務計劃而定。不受民政事務局每年撥款

資助的演藝團體／機構可向康文署申請節目費，用作支付節目的部

分開支。至於獲民政事務局每年撥款資助的主要演藝團體／機構，

相關場地伙伴的費用須與民政事務局另作撥款安排。  

 

租金安排：除本邀請提交建議書第 4.3 和 4.4 段所述以外，場地伙

伴在一般情況下可免費使用以上場地設施。  

 

 

(iii)  個別場地的伙伴計劃特別條款  

 

 獲民政事務局每年撥款資助的主要演藝團體／機構如成為沙田大

會堂演奏廳的場地伙伴，須在每一屆場地伙伴計劃內在元朗劇院或

屯門大會堂舉辦最少一個正規舞台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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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I (8b) 

 

沙田大會堂文娛廳  

 

(i) 簡介  

 

沙田大會堂位於沙田市中心，毗鄰東鐵線沙田站，有完備的交通和

道路網絡連接區內外各處，是新界東的主要表演場地。沙田大會堂

文娛廳設有活動舞台和 300 個座位，是一個多用途場地，適合上演

小型製作，尤其是戲劇節目和音樂會。現屆場地伙伴舉辦多項戲劇

表演和觀眾拓展活動。 2019-20 年度，文娛廳的使用率為 98%，當

中 96%為與藝術相關的節目，並以戲劇節目為主。  

 

 

(ii)  個別場地的伙伴計劃條款    

     

建議藝術形式：舞台藝術  

 

建議場地伙伴數目： 1 

 

每年最高可使用日數
註 1： 60 日（訂租期以星期為單位）  

 

場地伙伴可建議同時使用以下設施
註 1：  

 

設施  面積／座位數目  每年最高可使用日數／時數  

展覽廳  378 平方米  56 日  (訂租期以星期為單位 )  

廣場  
供搭建舞台的可用面積約

360 平方米  

6 日  

演講室  116 平方米  (120 個座位 ) 合共 130 小時  

(包括不多於 100 小時繁忙時

段
註 2) 

會議室  135 平方米  (50 個座位 ) 

舞蹈室  285 平方米  

音樂室  240 平方米  

 

(註 1：沙田大會堂展覽廳擬於 2022-23 年度進行為期約 4 個月的大

型維修工程，工程進行期間場地設施的可使用日數／時數須作適量

調整／調配，有關細節將由場地與獲選的場地伙伴於日後商討。  

 

註 2：繁忙時段為星期一至五下午 6 時至晚上 10 時，及星期六至日

上午 9 時至晚上 10 時。 ) 

  

合作模式：場地伙伴在訂租沙田大會堂文娛廳及上列設施時，可獲

優先處理，確實的使用額和日期則須視乎設施的租用情況、議定的

每年可使用日數／時數和業務計劃而定。不受民政事務局每年撥款

資助的演藝團體／機構可向康文署申請節目費，用作支付節目的部

分開支。至於獲民政事務局每年撥款資助的主要演藝團體／機構，



15 

相關場地伙伴的費用須與民政事務局另作撥款安排。  

 

租金安排：除本邀請提交建議書第 4.3 和 4.4 段所述以外，場地伙

伴在一般情況下可免費使用以上場地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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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I (9a) 

 

荃灣大會堂演奏廳  

 

(i) 簡介  

 

荃灣大會堂是本港首個在新界興建的表演場地，擁有出色的音響效

果，適合舉行音樂節目，而且毗鄰港鐵西鐵線荃灣西站及荃灣線荃

灣站，交通便利。演奏廳設有 1 420 個座位，是新界南舉行文化活

動的熱門地點。現屆場地伙伴舉辦多項管弦樂、音樂劇、無伴奏合

唱表演及相關的觀眾拓展活動。 2019-20 年度，演奏廳的使用率為

100%，當中 90%為與藝術相關的節目，並以音樂節目和舞台表演為

主。  

 

 

(ii)  個別場地的伙伴計劃條款                    

 

建議藝術形式：音樂或舞台藝術  

 

建議場地伙伴數目： 1 

 

每年最高可使用日數： 42 日（訂租期以星期為單位）  

 

場地伙伴可建議同時使用以下設施：  

 

設施  面積／座位數目  每年最高可使用日數／時數  

文娛廳  260 個座位  21 日  (訂租期以星期為單

位 )  

展覽館  372 平方米  合共 21 日  (訂租期以星期

為單位 )  廣場  扇形舞台 :  4米深 x 7.3米闊  

演講室  64 平方米  (50 個座位 ) 合共 290 小時 (包括不多於

150 小時繁忙時段 註
) 會議室  42 平方米  (30 個座位 ) 

 

(註：繁忙時段為星期一至五下午 6 時至晚上 10 時，及星期六至日

上午 9 時至晚上 10 時。 ) 

 

合作模式：場地伙伴在訂租荃灣大會堂演奏廳及上列設施時，可獲

優先處理，確實的使用額和日期則須視乎設施的租用情況、議定的

每年可使用日數／時數和業務計劃而定。不受民政事務局每年撥款

資助的演藝團體／機構可向康文署申請節目費，用作支付節目的部

分開支。至於獲民政事務局每年撥款資助的主要演藝團體／機構，

相關場地伙伴的費用須與民政事務局另作撥款安排。  

 

租金安排：除本邀請提交建議書第 4.3 和 4.4 段所述以外，場地伙

伴在一般情況下可免費使用以上場地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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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I (9b) 

 

荃灣大會堂文娛廳  

 

(i) 簡介  

 

荃灣大會堂文娛廳適合舉行小規模的舞台藝術表演和音樂會。文娛

廳設有活動舞台和 260 個座位，是一個多用途場地。現屆場地伙伴

舉辦多項兒童戲偶表演及觀眾拓展活動。 2019-20 年度，文娛廳的

使用率為 95%，當中 92%為與藝術相關的節目，並以戲劇和音樂節

目為主。  

 

 

(ii)  個別場地的伙伴計劃條款    

       

建議藝術形式：舞台藝術  

 

建議場地伙伴數目： 1 

 

每年最高可使用日數：  60 日（訂租期以星期為單位）  

  

場地伙伴可建議同時使用以下設施：  

 

設施  面積／座位數目  每年最高可使用日數／時數  

展覽館  372 平方米  60 日  (訂租期以星期為單

位 ) 

演講室  64 平方米  (50 個座位 ) 合共 30 小時   

會議室  42 平方米  (30 個座位 ) 

廣場  扇形舞台 :  4米深 x 7.3米闊  2 日  

 

合作模式：場地伙伴在訂租荃灣大會堂文娛廳及上列設施時，可獲

優先處理，確實的使用額和日期則須視乎設施的租用情況、議定的

每年可使用日數／時數和業務計劃而定。不受民政事務局每年撥款

資助的演藝團體／機構可向康文署申請節目費，用作支付節目的部

分開支。至於獲民政事務局每年撥款資助的主要演藝團體／機構，

相關場地伙伴的費用須與民政事務局另作撥款安排。  

 

租金安排：除本邀請提交建議書第 4.3 和 4.4 段所述以外，場地伙

伴在一般情況下可免費使用以上場地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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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I (10a) 

 

屯門大會堂演奏廳  

 

(i) 簡介  

 

屯門大會堂位於屯門市中心，毗鄰西鐵及輕鐵站，有完備的交通和

道路網絡連接區內外各處，是屯門區最主要的表演場地。演奏廳設

有 1 368 個座位，可供上演大型的音樂和舞台藝術節目，並適合舉

辦各種演藝活動。現屆場地伙伴舉辦多項不同類型的戲劇、粵劇節

目及觀眾拓展活動。 2019-20 年度，演奏廳的使用率為 99%，當中

88%為與藝術相關的節目，並以曲藝和綜藝表演為主。從屯門區的

人口分布及社區條件來看，該場地適合大力發展多元藝術推廣。  

 

 

(ii)  個別場地的伙伴計劃條款   

                  

建議藝術形式：舞台藝術  

 

建議場地伙伴數目： 1 

 

每年最高可使用日數： 70 日（訂租期以星期為單位）  

 

場地伙伴可建議同時使用以下設施：  

 

設施  面積／座位數目  每年最高可使用日數／時數  

展覽廳  370 平方米  63 日 (訂租期以星期為單位 ) 

演 講 室 (1)或

(2) 

各有 116 平方米  

(120 個座位 ) 

合共 160 小時 (包括不多於 80

小時的繁忙時段 註
)  

 

(註：繁忙時段為星期一至五下午 6 時至晚上 10 時，及星期六至日

上午 9 時至晚上 10 時。 ) 

 

合作模式：場地伙伴在訂租屯門大會堂演奏廳及上列設施時，可獲

優先處理，確實的使用額和日期則須視乎設施的租用情況、議定的

每年可使用日數／時數和業務計劃而定。不受民政事務局每年撥款

資助的演藝團體／機構可向康文署申請節目費，用作支付節目的部

分開支。至於獲民政事務局每年撥款資助的主要演藝團體／機構，

相關場地伙伴的費用須與民政事務局另作撥款安排。  

 

租金安排：除本邀請提交建議書第 4.3 和 4.4 段所述以外，場地伙

伴在一般情況下可免費使用以上場地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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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個別場地的伙伴計劃特別條款  

 

我們鼓勵屯門大會堂演奏廳的場地伙伴使用展覽廳及演講室的

非繁忙時段檔期，舉辦藝術教育及觀眾拓展活動  (非演出 ) 或作

排演之用。如倡議人提交的建議書中包含此項活動建議，評審小

組會予特別考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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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I (10b) 

 

屯門大會堂文娛廳  

 

(i)  簡介  

 

屯門大會堂位於屯門市中心，毗鄰西鐵及輕鐵站，有完備的交通和

道路網絡連接區內外各處，是屯門區最主要的表演場地。屯門大會

堂文娛廳設有活動舞台和 290 個座位，是一個多用途場地，適合舉

行各類型小規模的舞台藝術表演。現屆場地伙伴舉辦多項不同類型

的兒童戲劇節目及觀眾拓展活動。 2019-20 年度，文娛廳的使用率

為 93%，當中 91%為與藝術相關的節目。  

 

 

(ii)  個別場地的伙伴計劃條款  

 

 建議藝術形式：舞台藝術  

 

 建議場地伙伴數目： 1 

  

每年最高可使用日數： 91 日（訂租期以星期為單位）  

  

 場地伙伴可建議同時使用以下設施：  

 

設施  面積／座位數目  每年最高可使用日數／時數  

展覽廳  370 平方米  77 日  (訂租期以星期為單位 ) 

演 講 室 (1)或

(2) 

各有 116 平方米  

(120 個座位 ) 

合共 200 小時  (包括不多於

120 小時的繁忙時段 註
)   

 

(註：繁忙時段為星期一至五下午 6 時至晚上 10 時，及星期六至日

上午 9 時至晚上 10 時。 ) 

 

合作模式：場地伙伴在訂租屯門大會堂文娛廳及上列設施時，可獲

優先處理，確實的使用額和日期則須視乎設施的租用情況、議定的

每年可使用日數／時數和業務計劃而定。不受民政事務局每年撥款

資助的演藝團體／機構可向康文署申請節目費，用作支付節目的部

分開支。至於獲民政事務局每年撥款資助的主要演藝團體／機構，

相關場地伙伴的費用須與民政事務局另作撥款安排。  

 

租金安排：除本邀請提交建議書第 4.3 和 4.4 段所述以外，場地伙

伴在一般情況下可免費使用以上場地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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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個別場地的伙伴計劃特別條款  

 

我們鼓勵屯門大會堂文娛廳的場地伙伴使用展覽廳及演講室的非

繁忙時段檔期，舉辦藝術教育及觀眾拓展活動  (非演出 ) 或作排演

之用。如倡議人提交的建議書中包含此項活動建議，評審小組會予

特別考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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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I (11) 

 

元朗劇院演藝廳  

 

(i) 簡介  

 

元朗劇院是新界西北區設備最完善的中型表演場地，設有 923 個座

位的演藝廳配備先進的舞台設施，適合不同類型的演藝活動以及高

技術規格的舞台製作。一直以來，劇院的粵劇演出備受區內長者坊

眾喜愛。新市鎮及中產社區的發展，加上劇院鄰近學校群及住宅

區，亦令兒童及闔家歡節目大受歡迎。現屆場地伙伴舉辦多項粵劇

／曲藝節目及觀眾拓展活動。 2019-20 年度，演藝廳的使用率為

90%，當中 80%為與藝術相關的節目。元朗整體人口較年青，是一

個具活力及潛質的社區，適合推廣傳統、創新及兒童藝術，同時有

利開拓新觀眾群。  

 

 

(ii)  個別場地的伙伴計劃條款  

  

 建議藝術形式：舞台藝術  (專注藝術教育可獲優先考慮 ) 

 

 建議場地伙伴數目： 1 

  

每年最高可使用日數
註 1： 42 日（訂租期以星期為單位）  

  

場地伙伴可建議同時使用以下設施
註 1：  

 

設施  面積／座位數目  每年最高可使用日數／時數  

大堂展覽場地  120 平方米  30 日  

活動室  136 平方米  

(40 個座位 ) 

200 小時  (包括不多於 120 小

時繁忙時段
註 2) 

演講室  117 平方米  

(100 個座位 ) 

200 小時  (包括不多於 120 小

時繁忙時段
註 2) 

 

(註 1：元朗劇院擬於 2022-23 及 2023-24 年度進行為期合共約 4 至

6 個月的大型維修工程，工程進行期間場地設施的可使用日數／時

數須作適量調整／調配，有關細節將由場地與獲選的場地伙伴於日

後商討。 ) 

 

 (註 2：繁忙時段為星期一至五下午 6 時至晚上 10 時，及星期六至

日上午 9 時至晚上 10 時。 ) 

 

合作模式：場地伙伴在訂租元朗劇院演藝廳及上列設施時，可獲優

先處理，確實的使用額和日期則須視乎設施的租用情況、議定的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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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可使用日數／時數和業務計劃而定。不受民政事務局每年撥款資

助的演藝團體／機構可向康文署申請節目費，用作支付節目的部分

開支。至於獲民政事務局每年撥款資助的主要演藝團體／機構，相

關場地伙伴的費用須與民政事務局另作撥款安排。  

 

租金安排：除本邀請提交建議書第 4.3 和 4.4 段所述以外，場地伙

伴在一般情況下可免費使用以上場地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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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I (12) 

 

北區大會堂演奏廳  

 

(i) 簡介  

 

北區大會堂位於上水市中心，毗鄰東鐵線上水站，有完備的交通和

道路網絡連接區內外各處。北區大會堂是附設於北區社區中心的表

演場地。演奏廳設有 456 個座位，適合舉辦戲劇、舞蹈、中國戲曲

／曲藝音樂會等小型舞台節目。現屆場地伙伴舉辦多項戲劇  (包括

兒童戲偶 ) 演出及觀眾拓展活動。 2019-20 年度，演奏廳的使用率

為 91%，當中 88%為與藝術相關的節目，並以戲劇、音樂和綜藝表

演節目為主。北區整體人口較年青，是一個具活力及潛質的社區，

適合發展創新及兒童藝術推廣。  

 

 

(ii)  個別場地的伙伴計劃條款  

 

 建議藝術形式：舞台藝術  

 

 建議場地伙伴數目： 1 

 

 每年最高可使用日數： 77 日（訂租期以星期為單位）  

 

場地伙伴可建議同時使用以下設施：  

 

設施  面積／座位數目  每年最高可使用時數  

活動室 (1)及／或  

活動室 (2) 

100平方米  (50 個座位 )  合共 88 小時  

144平方米  (60個座位 ) 

 

 合作模式：場地伙伴在訂租北區大會堂演奏廳及上列設施時，可獲

優先處理，確實的使用額和日期則須視乎設施的租用情況、議定的

每年可使用日數／時數和業務計劃而定。不受民政事務局每年撥款

資助的演藝團體／機構可向康文署申請節目費，用作支付節目的部

分開支。至於獲民政事務局每年撥款資助的主要演藝團體／機構，

相關場地伙伴的費用須與民政事務局另作撥款安排。  

 

租金安排：除本邀請提交建議書第 4.3 和 4.4 段所述以外，場地伙

伴在一般情況下可免費使用以上場地設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