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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廊、中央庭園及賽馬會黑盒劇場 

租用須知 

 

訂租類別定義 普通訂租 臨時訂租 

即於擬租期開始的3至12個月前提交的租用場

地申請。 
 

 

JCCAC 場地一般不接受超過 12 個月前的預

訂，但會按個別情況作出考慮。如有具體理由

需要提前超過 12 個月預訂場地，請直接聯絡場

地經理，提交詳細計劃內容及活動資料；但請

留意，JCCAC 保留是否接受處理的最終決定

權。 

即於擬租期開始的不足 3 個月前提交的租用場

地申請。 

 

JCCAC 將按個別情況及場地實際運作的可行

性，考慮有關申請，並保留是否接受臨時訂租

的權利。 

 

提交訂租申請 申請者必須填妥「場地訂租表格」，附上擬舉辦活動的節目內容、參與活動人員名單、作品或演

出簡介等資料，連同下列(a)或(b)的文件，郵寄或於辦工時間親自遞交到 JCCAC L1 接待處，信

封面應註明「場地訂租申請」： 

 

(a) 以團體名義提交場地訂租申請，必須附上下列文件的副本： 

 主要成員名單，及 

 商業登記證；或 

 按公司條例發出的公司註冊證書；或 

 社團成立通知書；或 

 按社團條例發出的註冊證書。 

或 

(b)  以個人名義提交場地訂租申請，申請人必須附上身分證或護照副本供核對。 

  有關「處理個人資料(私隱)守則」，請見後頁。 

 

申請場地 

租金優惠 

 

如所舉辦的活動符合以下條件，場地租用者可向 JCCAC 申請場地租金優惠（即「租金價目表」

內「第二類」的收費）。JCCAC 將視乎場地租用者的身份和所舉辦活動是否完全符合以下條件，

而決定是否批准場地租金優惠： 

 

1.  必須是公開非牟利及免費入場，並與文化藝術有關的展覽、演出、開幕禮或講座，及 

2.  場地租用者，無論是主辦或合辦單位，均必須符合以下資格: 

 (a) 個人必須是藝術工作者（須提交相關藝術創作資料和個人履歷等証明，供 JCCAC 考慮）

 或 

 (b) 團體必須是非牟利性質的註冊團體（須提交下列文件副本證明）: 

 團體的註冊證明和章程（而章程細則必須載有不分發利潤的條文）；或 

 稅務局確認根據《稅務條例》第 88 條獲豁免繳稅慈善機構或信託團體通知書。 
   

申請租金優惠的場地租用者，如不遵守本「租用須知」內所要求的條件或提供虛假資料，JCCAC

有權取消已批核的租金優惠，並向場地租用者索取有關場租差額，及/或取消有關場地訂租批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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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核、通知及 

其他注意事項 

1. JCCAC 將於接獲訂租表格後 7 個工作天內發出訂租覆函，以確認收到申請。倘若申請者

在遞交訂租表格後10個工作天仍未收到訂租覆函，應主動致電2353-1311向場地職員查詢。 

2. 在一般情況下，倘若申請者遞交的資料齊備，場地職員可於 30 個工作天內回覆訂租是否

獲批核。 

3. 如申請者遞交的資料不足或所需文件不齊全，JCCAC 有權要求申請者在限期內提交補充

資料。如申請者未能在限期內提交補充資料，JCCAC 有權立即終止及不接受處理該訂租

申請，而不作另行通知。 

4. JCCAC 在任何階段均有權要求申請者提交補充資料，以進一步了解計劃內容、使用場地

細節和申請者及合辦單位的背景/性質。 

5. JCCAC 不設場地檔期預留服務，任何有興趣租用 JCCAC 場地的人士或團體，必須正式遞

交申請。JCCAC 在收到正式申請後（即收到填妥的「場地訂租表格」及齊全的所需附加

資料/文件），方會開始安排訂租及考慮批核。 

6. JCCAC 在批核場地訂租申請時，考慮因素會包括（但不限於）以下： 

▪ 租金價目表中的規定條件 

▪ 場地在期檔和運作上能否配合 

▪ 租用者所舉辦活動的性質和內容 

▪ 租用者的背景/性質、組織能力和過往活動紀錄 

7. JCCAC 保留批核訂租申請與否的最終決定權，而不需作任何解釋。 

8. 任何未經 JCCAC 書面確認批核的場地訂租申請均屬未落實，申請者切勿進行任何形式的

宣傳。 

9. 倘若申請者未有依時繳交場地租金，即代表申請者放棄有關租用安排。JCCAC 有權立即

取消有關場地訂租批核並收回有關檔期安排，而不作另行通知。JCCAC 有權不退還申請

者已支付的任何場地租金或費用。 

10. 申請者於繳付租金時須另繳交清潔及清理廢物按金，以$2,000 或基本場租 10%中較高金額

為準。 

11. 申請者需了解有關活動可能存在的風險，並盡力確保所有裝置的安全性及穩固程度；及考

慮自行為活動購買保險。JCCAC 並不會對租用者所舉辦的活動可能出現的意外，或所展

示物品的損耗或失竊負責及作出賠償。申請者需自行評估其可能存在的風險，並作出適當

的保護措施，如需協助可聯絡 L1 接待處職員。 

12. 在租用日期/時段屆滿後，租用者需把放置於租用空間內的物品搬離。倘若於租用日期後仍

有物品遺留在租用場地內，JCCAC 可視租用者放棄該物品，並有權自行處理有關物品而

無須通知租用者，而租用者或其他有關人士則須在接獲通知後，立即支付中心清移及存放

這些物品的費用。 

13. 中心在尊重藝術表達自由之餘，亦要平衡各持分者的利益，JCCAC 在批核場地申請時會

根據申請人提供的資料如活動內容、方式、時間/時段、設置等來評估活動對租戶和中心運

作的整體影響。因此，任何未經批核或未清楚說明的活動內容、方式、設置等不可在中心

場地內進行或使用，而且中心有權在活動進行期間，就活動進行的實際情況，要求場地使

用者即時和充分地配合中心任何合理可行的相應調整要求。倘若場地使用者不能充份地配

合，即違反租用條款，中心將保留即時終止活動的權利而不會向租用者作出任何退款或賠

償。 

14. JCCAC 保留權利隨時修訂本「租用須知」及「租金價目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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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繳費安排 

 

訂租類型 繳費時段 

普通訂租 
首期租金： 

必須於 JCCAC 確認批核場地訂租申請後 1 個月內，繳交基本場租之 25% 

(成功申請賽馬會黑盒場地資助計劃之人士/團體，必須於 JCCAC 確認批核場地訂租申請後 1 個月內，

繳交基本場租之 10%) 

餘額： 必須於租用日期開始的 3 個月前繳交 

臨時訂租 必須於 JCCAC 確認批核場地訂租申請後 1 星期內，繳交基本場租全額 

 

提交申請及查詢  

填妥的「場地訂租表格」及齊全的所需附加資料/文件，須郵寄或在辦公時間內親身遞交到: 

九龍石硤尾白田街 30 號 JCCAC L1 接待處 

場地經理收（信封面註明：場地訂租申請）  

請留意 JCCAC 不接納以其他方式（例如電郵或傳真）遞交的訂租申請。 

如有查詢，歡迎致電 2353-1311 與場地職員聯絡，辦公時間為每日上午 10 時至晚上 7 時半。 

有關處理個人資料(私隱) 

收集資料目的  

1. JCCAC 將使用「場地訂租表格」內的個人資料作下列用途： 

a. 辦理 JCCAC 場地訂租事宜； 

b. 在一般情況下或發生緊急事故時聯絡申請人；及  

c. 就 JCCAC 其他服務聯絡申請人。 

2. 表格上的個人資料均由申請人自願提供。倘若申請人提供的資料不足，JCCAC 安排及批核訂租的程序可能會延遲，或甚至 JCCAC 會立即終止及不接受處

理該訂租申請。 

資料傳交  

3. 為作上文第 I 段所述的用途，JCCAC 可能會把訂租人提供的資料向管理機構、關聯團體或政府部門透露。 

查閱個人資料  

4. 根據個人資料(私隱)條例第 18 條、第 22 條及附表 1 第 6 原則，申請人有權要求查閱或改正表格上的個人資料。 

查詢 

5. 如欲查詢本表格上的個人資料，包括查閱或改正已填報的個人資料，請致電 2353-1311 或傳真 2353-1269，與 JCCAC 場地經理聯絡（信封面註明：查詢

個人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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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廊及中央庭園 

核准活動
(1)

租金價目表 

（2020 年 1 月 1 日生效） 
 

 

一般適用類別： 

第一類 – 商業機構、私人 

第二類 – 藝術工作者、藝術團體、非牟利團體 

 

藝廊及中央庭園
 

場地  L0 藝廊 L1 藝廊 中央庭園 

可用面積 約 195 平方米 約 302 平方米 17 米 x 8 米 

天花高度 約 4 米 約 2.6 米 不適用 

 

公開非牟利及免費入場的核准活動、佈置或清場(6)的場地租金(2) 

 
L0 藝廊 L1 藝廊 中央庭園 

第一類 第二類 第一類 第二類 第一類 第二類 

每天租金(4) 

1000 – 2200 
$ 3,000 $ 1,500 $ 5,000 $ 2,500 

租金另議(3) 

$ 1,500 

附加時間每小時租金 

0800 – 0900 或 0900 – 1000 或 

2200 – 2300 或 2300 – 2400 

$ 500 $ 250 $ 500 $ 250 $ 200 

通宵佈置或清場每小時租金(5)  

2400 – 0800 
$ 1,800 $ 900 $ 1,800 $ 900 $ 800 

 

註釋： 

1. 一般情況下，核准活動指與文化藝術有關的展覽、演出、開幕禮或講座。JCCAC 有權決定申請人的活動是

否屬於核准活動，而不需作任何解釋。 

2. 以上場地租金只適用於公開非牟利及免費入場的核准活動。一般情況下，其他公開非牟利及免費入場的非

核准活動，須支付第一類的場地租金。至於私人聚會/活動、非公開活動及/或活動含銷售、商業性質或需要

收入場費，場地租金將視乎活動性質、規模、複雜性及影響而須另議。 

3. 如商業機構或私人租用中央庭園，則不論任何活動性質，租金將視乎活動性質、規模、複雜性及影響而須

另議。 

4. 租金包括提供場內基本電力裝置及藝廊內空調設備（電力只提供給場地內固定設備及裝置）。 

5. JCCAC 不會為通宵佈展及拆置提供技術人員支援。JCCAC 保留權利視乎人手分配情況，而決定是否提供

通宵租用服務。 

6. 租用者於繳付租金時須另繳交清潔及清理廢物按金，以$2,000 或基本場租 10%中較高金額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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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廊及中央庭園 

額外場地服務及技術設備收費 

（2019 年 3 月 1 日生效） 

 

 

場地服務或技術設備 收費 

多媒體投射器 每部/ 每日 $ 300 

投影幕 (9尺 x 12尺)  每日 $ 100 

電視 42吋 

     65吋 

每日 $ 100 

每日 $ 300 

全套音響服務(3) 

(包括1名音響控制技師及2枝無線話筒) 

4小時以內 (連安裝及拆除) $ 600 

額外每小時  $ 150 

舞台   

(最大尺寸：24尺橫 x 8尺深，8寸或24寸高) 

每次裝拆及使用 $ 2,000  

舞台背板   

(尺寸：24尺橫 x 8尺高，由租用者提供背板噴畫) 

每次裝拆及使用 $ 2,000  

舞台 及 舞台背板     

(同一時間租用及裝拆) 

每次裝拆及使用 $ 2,500  

使用藝廊背板，租用者提供背板噴畫及由中心技師釘裝 

(尺寸：L1藝廊 144寸橫 x 89寸高 L0藝廊 96寸橫 x 96寸高) 

每次釘裝 $ 480  

  

技師(4) 每節收費 (4小時以內) $ 480 

額外每30分鐘  $ 80  

保安員(4) 每節收費 (4小時以內)  $ 450 

額外每小時  $ 120 

清潔員(4) 每節收費 (4小時以內)  $ 350 

額外每小時  $ 95 

額外30Amp電源  

(租用者須安排合資格電力人士安裝及提交WR1證書) 

首天安排及使用 $ 1,000 

以後每天 $ 200 

核准活動(1)特准銷售點 

(數量一般只限1個，並須事先獲得JCCAC批准(2)) 

每天每個銷售點  $ 200 

  

於場地內進行廣告及影片製作用途之商業拍攝活動 每小時 $ 1,600 

(早上10時至晚上10時內)  

 註釋： 

1. 一般情況下，核准活動指與文化藝術有關的展覽、演出、開幕禮或講座。JCCAC 有權決定申請人的活動是

否屬於核准活動，而不需作任何解釋。 

2. 一般情況下，特准銷售點數量只限 1 個，用途限作輔助性質售賣與主要核准活動有關的紀念品或相關物品。

租用者須提供詳細資料（如銷售的目的及售賣物品的清單）供中心考慮以決定是否批核。如欲在 JCCAC 內

進行任何其他性質或規模的銷售活動，場地租金視乎活動性質、規模、複雜性及影響而須另議。 

3. JCCAC 沒有駐場音響技術人員支援。JCCAC 保留權利視乎人手分配情況，而決定是否提供此服務。 

4. JCCAC 保留權利視乎人手分配情況，而決定是否提供此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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賽馬會黑盒劇場 

核准活動
(1)

租金價目表 

（2020 年 1 月 1 日生效） 

 

一般適用類別： 

第一類 – 商業機構、私人 

第二類 –  藝術工作者、藝術團體、非牟利團體 

第三類 –  JCCAC 租戶 

可選擇時段 

0900-1300 

1400-1800 

1900-2300 

賽馬會黑盒劇場 

主場及後台 
劇場前廰(2) 服務 

第一類 
第二類或

第三類 
第一類 

第二類或

第三類 
 

表演／會議／講座 

以 4 小時計算 $ 4,260 $ 2,130 $ 1,300 $ 650 提供空調、電力（只限現有器材
及設備）、音響設備和燈光系
統、化妝間及基本帶位服務。 每附加 30 分鐘(3) $ 540 $ 270 $ 180 $ 90  

綵排／佈置／清場 

以 4 小時計算 $ 3,300 $ 1,650 $ 1,300 $ 650  提供空調、電力（只限現有器材及
設備）、音響設備和燈光系統、化
妝間。 每附加 30 分鐘(3) $ 420 $ 210 $ 180 $ 90 

短期佔用(4) 

以 4 小時計算 $ 500 $ 250 不適用 不適用 
不提供任何服務。短期佔用期間亦

禁止租用者進出黑盒劇場。 
全日(0900-2300) $ 1,500 $ 750 不適用 不適用 

 

通宵綵排／佈置／清場(5) 

2400-0800 

（以每小時計算） 
$ 1,600  $ 800 $ 1,600 $ 800 

提供空調、電力（只限現有器材及設
備）、音響設備和燈光系統、化妝間。 

註釋： 

1. 一般情況下，核准活動指與文化藝術有關的展覽、演出、開幕禮或講座。JCCAC 有權決定申請人的活動是

否屬於核准活動，而不需作任何解釋。以上場地租金只適用於公開非牟利的核准活動。一般情況下，其他

公開非牟利的非核准活動，須支付第一類的場地租金。至於私人聚會/活動、非公開活動及/或活動含銷售、

商業性質，場地租金將視乎活動性質、規模、複雜性及影響而須另議。 

2. 如只獨立租用劇場前廰並需要技術人員服務，額外收費為每 4 小時$ 480，每附加 30 分鐘為$ 80。 

3. 可供租用時段為 0800-0830, 0830-0900, 1300-1330、1330-1400、1800-1830、1830-1900、2300-2330 及

2330-2400。JCCAC 保留權利因應人力資源情況而決定是否提供有關租用服務。 

4. 短期佔用主要為租用者保留佈置。此段時間亦禁止租用者及其團隊進出賽馬會黑盒劇場。 

5. JCCAC 保留權利視乎人手分配情況決定是否提供通宵租用服務。 

備註﹕ 

1. 賽馬會黑盒劇場的觀眾數量為 100 位，另設 4 個輪椅位置。 

2. 為確保擬議活動能順利進行，租用者在訂租前應先參閱賽馬會黑盒劇場技術資料、場地運作指引及雜項收

費表。如有疑問，歡迎致電 2353-1311 與場地職員聯絡查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