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  民政事务总署及政府其他部门可免费使用有关设施。   

 

(2 )  属于下列其中一种类别的机构如使用有关设施以举办非牟利活动，则可获完全豁免收费：  

( i )  资助福利机构；  

( i i )   资助教育机构、津贴学校和非牟利学校；  

( i i i )   立法会议员办事处和区议员的办事处；  

( iv)   根据《税务条例》 (第 112 章 )第 88 条获豁免缴税的慈善团体或慈善信托；  

( v)   根据《社团条例》 (第 151 章 )注册的非牟利机构，或根据《公司条例》 (第 32 章 )成立为法团的非牟

利机构，而该等机构的会章或组织章程大纲明确规定当机构解散时，成员不会分摊任何利润或资

产。  

( v i )   政府认可的地方委员会／团体，如地区青年活动委员会、分区扑灭罪行委员会、互助委员会、乡事

委员会、街坊福利会、业主立案法团、业主委员会等。  

 

 立法会和区议会的候选人如申请在提名结束后至选举日期间，使用有关设施以举办选举会议，则可获完

全豁免收费。

1.4.2012

设施  收费 (每小时 )  备注  
   

多用途礼堂 -基本收费  $90 提供椅子。如有需要，申请人须自

备扩音系统、自行聘请技术员操纵

灯光控制板，并须自行安排座位。  

多用途礼堂 -空调收费  详见多用途礼堂空调设备收费表  
  
多用途礼堂 -使用灯光控制板  $18 
   

化妆室 (男或女 ) -基本收费   $6.5  

化妆室 (男或女 ) -空调收费  $7  
   
会议室 -基本收费  $44 提供椅子及黑板  

会议室 -空调收费  $10  
   

篮球场 -日间   $46  

篮球场 -晚间  $63 晚间提供照明  
   

羽毛球场 -基本收费  $68  

羽毛球场 -空调收费  与多用途礼堂空调设备收费相同   
   
课室 /小组会议室 /活动室 -基本收费  $48  

课室 /小组会议室 /活动室 -空调收费  $11  
   

有盖游戏地方 -基本收费  $49  
   
有 盖 游 戏 地 方 (梁 显 利 油 麻 地 社 区 中 心 ) -
空调收费  

$25  

   

展览厅 (大埔社区中心 )   $55  

展览厅 (大埔社区中心 ) -空调收费   $19  
   
户外游戏地方 (西贡赛马会大会堂 ) -  
日间 (由上午九时至晚上六时 ) 

$51 有照明设备及 2 个 13 安培的防水

电力插掣。  

户外游戏地方 (西贡赛马会大会堂 ) -  
晚间由晚上六时至晚上十时  

$53 晚间提供照明  

   



地区 社区会堂/中心名称 使用礼堂空气 
调节设备的收费 

元 / 每小时 

 地区 社区会堂/中心名称        使用礼堂空气 
调节设备的收费 

元 / 每小时 

中西区 西营盘社区综合大楼社区会堂 140  北区 沙头角社区会堂 38 

东区 兴华社区会堂 89   打鼓岭社区会堂 38 

 渔湾社区会堂 89   祥华社区会堂 116 

 铜锣湾社区中心 140   联和墟社区会堂 140 

 爱秩序湾社区会堂 116   和兴社区会堂 140 

 鲗鱼涌社区会堂 140  西贡 翠林社区会堂 89 

 小西湾社区会堂 140   健彩社区会堂 116 

 北角社区会堂 140   景林邻里社区中心 116 

南区 利东社区会堂 116   尚德社区会堂 116 

 海怡社区中心 116   西贡赛马会大会堂 180 

 鸭脷洲社区会堂 116   康城社区会堂 116 

 华贵社区中心 140   坑口社区会堂 140 

 赤柱社区会堂 89  沙田 广源社区会堂 89 

湾仔 礼顿山社区会堂 116   博康社区会堂 89 

九龙城 红磡社区会堂 140   沥源社区会堂 116 

 启德社区会堂 140   显径邻里社区中心 116 

观塘 蓝田(西区)社区中心 38   沙角社区会堂 116 

 秀茂坪社区会堂 140   秦石社区会堂 116 

 观塘社区会堂 116   新田围社区会堂 116 

 乐华社区中心 116   禾輋社区会堂 116 

 顺利社区中心 116   恒安社区中心 140 

 茜草湾邻里社区中心 116   隆亨社区中心 140 

 启业社区会堂 116   利安社区会堂 140 

 蓝田(东区)社区会堂 140   美田社区会堂 140 

 油塘社区会堂 140   圆洲角社区会堂 140 

深水埗 大坑东社区中心 116  大埔 富善社区会堂 89 

 白田社区会堂 140   大元社区会堂 89 

 石硖尾社区会堂 116   富亨邻里社区中心 116 

 长沙湾社区中心 140   太和邻里社区中心 116 

 南昌社区中心 140   运头塘邻里社区中心 116 

 丽阁社区会堂 140   广福社区会堂 116 

 荔枝角社区会堂 140   大埔社区中心 140 

 美孚社区会堂 140  荃湾 雅丽珊社区中心 116 

黄大仙 黄大仙社区中心 89   梨木树社区会堂 140 

 彩云社区中心 140   石围角社区会堂 140 

 竹园社区中心 140  屯门 屯门市中心社区会堂 38 

 凤德社区中心 140   山景社区会堂 89 

 慈云山社区会堂 140   大兴社区会堂 116 

 慈云山(南区)社区中心 89   建生社区会堂 116 

 东头社区中心 140   安定/友爱社区中心 140 

油尖旺 旺角社区会堂 89   良景社区中心 140 

 梁显利油麻地社区中心 140   蝴蝶湾社区中心 140 

葵青 葵芳社区会堂 89   井财街社区会堂 116 

 葵盛社区会堂 89   湖山路社区会堂 180 

 荔景社区会堂 89   龙逸社区会堂 140 

 大窝口社区中心 116   兆麟社区会堂 140 

 长亨社区会堂 116  元朗 天瑞社区中心 89 

 青衣村社区会堂 116   朗屏社区会堂 116 

 长发社区中心 140   天耀社区中心 140 

 石篱社区会堂 140   天晴社区会堂 140 

 长青社区中心 140   天晖路社区会堂 160 

离岛 愉景湾社区会堂 140   元朗市东社区会堂 140 

 东涌社区会堂 14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