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錄 A 
社區會堂/社區中心設施收費表及豁免收費詳情 

豁免收費詳情  

 
( 1 )  民政事務總署及政府其他部門可免費使用有關設施。  

 

( 2 )  屬於下列其中一種類別的機構如使用有關設施以舉辦非牟利活動，則可獲完全豁免收費：  

( i )  資助福利機構；  

( i i )   資助教育機構、津貼學校和非牟利學校；  

( i i i )   立法會議員辦事處和區議員的辦事處；  

( i v )   根據《稅務條例》 (第 112 章 )第 88 條獲豁免繳稅的慈善團體或慈善信託；  

( v)   根據《社團條例》 (第 151 章 )註冊的非牟利機構，或根據《公司條例》 (第 32 章 )成立為法團的非

牟利機構，而該等機構的會章或組織章程大綱明確規定當機構解散時，成員不會分攤任何利潤

或資產。  

( v i )   政府認可的地方委員會／團體，如地區青年活動委員會、分區撲滅罪行委員會、互助委員會、

鄉事委員會、街坊福利會、業主立案法團、業主委員會等。  

 

(3 )  立法會和區議會的候選人如申請在提名結束後至選舉日期間，使用有關設施以舉辦選舉會議，則可獲

完全豁免收費。  

 

租用社區會堂 /社區中心設施收費表  

(生效日期 :1.11.2013) 
 

設施  收費 (每小時 )  備註  
   

多用途禮堂 -基本收費  $90(註一 )  提供椅子。如有需要，申請人須自

備擴音系統、自行聘請技術員操縱

燈光控制板，並須自行安排座位。 

多用途禮堂 -空調收費  詳見多用途禮堂空調設備收費表  
  
多用途禮堂 -使用燈光控制板  $18 
   

化妝室 (男或女 ) -基本收費   $6.5  

化妝室 (男或女 ) -空調收費  $7  

   

會議室 -基本收費  $44 提供椅子及黑板  

會議室 -空調收費  $10  

   

籃球場 -日間   $46  

籃球場 -晚間  $63 晚間提供照明  

   

羽毛球場 -基本收費  $68  

羽毛球場 -空調收費  與多用途禮堂空調設備收費相同   

   

課室 /小組會議室 /活動室 -基本收費  $48  

課室 /小組會議室 /活動室 -空調收費  $11  

   

有蓋遊戲地方 -基本收費  $49  

   

有 蓋 遊 戲 地 方 (梁 顯 利 油 麻 地 社 區 中 心 ) -
空調收費  

$25  

   

展覽廳 (大埔社區中心 )   $55  

展覽廳 (大埔社區中心 ) -空調收費   $19  

   

戶外遊戲地方 (西貢賽馬會大會堂 ) -  
日間 (由上午九時至晚上六時 ) 

$51 有照明設備及 2 個 13 安培的防水

電力插掣。  

戶外遊戲地方 (西貢賽馬會大會堂 ) -  
晚間由晚上六時至晚上十時  

 

$53 晚間提供照明  

註一：葵芳社區會堂的分隔禮堂區域Ａ(連舞台)及分隔禮堂區域Ｂ(不連舞台)的基本收費分別為每小時 59 元及 31 元；葵盛社區會

堂的分隔禮堂區域Ａ(連舞台)及分隔禮堂區域Ｂ(不連舞台)的基本收費分別為每小時 53 元及 37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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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多用途禮堂空氣調節設備的收費  
地區 社區會堂/中心名稱 使用禮堂空氣 

調節設備的收費 

元 / 每小時 

地區 社區會堂/中心名稱        使用禮堂空氣 
調節設備的收費 

元 / 每小時 

中西區 西營盤社區綜合大樓社區會堂 140 離島 愉景灣社區會堂 140 

東區 興華社區會堂 89  東涌社區會堂 140 

 漁灣社區會堂 89 北區 沙頭角社區會堂 38 

 銅鑼灣社區中心 140  打鼓嶺社區會堂 38 

 愛秩序灣社區會堂 116  祥華社區會堂 116 

 鰂魚涌社區會堂 140  聯和墟社區會堂 140 

 小西灣社區會堂 140 西貢 翠林社區會堂 89 

南區 利東社區會堂 116  健彩社區會堂 116 

 海怡社區中心 116  景林鄰里社區中心 116 

 鴨脷洲社區會堂 116  尚德社區會堂 116 

 華貴社區中心 140  西貢賽馬會大會堂 180 

 赤柱社區會堂 89  康城社區會堂 116 

灣仔 禮頓山社區會堂 116 沙田 廣源社區會堂 89 

觀塘 藍田(西區)社區中心 38  博康社區會堂 89 

 秀茂坪(中區)社區中心 38  瀝源社區會堂 116 

 觀塘社區會堂 116  顯徑鄰里社區中心 116 

 樂華社區中心 116  沙角社區會堂 116 

 順利社區中心 116  秦石社區會堂 116 

 茜草灣鄰里社區中心 116  新田圍社區會堂 116 

 啟業社區會堂 116  禾輋社區會堂 116 

 藍田(東區)社區會堂 140  恒安社區中心 140 

深水埗 大坑東社區中心 116  隆亨社區中心 140 

 白田社區會堂 116  利安社區會堂 140 

 石硤尾社區會堂 116  美田社區會堂 140 

 長沙灣社區中心 140 大埔 富善社區會堂 89 

 南昌社區中心 140  大元社區會堂 89 

 麗閣社區會堂 140  富亨鄰里社區中心 116 

 荔枝角社區會堂 140  太和鄰里社區中心 116 

 美孚社區會堂 140  運頭塘鄰里社區中心 116 

黃大仙 黃大仙社區中心 89  廣福社區會堂 116 

 彩雲社區中心 140  大埔社區中心 140 

 竹園社區中心 140 荃灣 雅麗珊社區中心 116 

 鳳德社區中心 140  梨木樹社區會堂 140 

 慈雲山社區會堂 140  石圍角社區會堂 140 

 慈雲山(南區)社區中心 89 屯門 屯門市中心社區會堂 38 

 東頭社區中心 140  山景社區會堂 89 

油尖旺 旺角社區會堂 89  大興社區會堂 116 
 梁顯利油麻地社區中心 140  建生社區會堂 116 

葵青 葵芳社區會堂 89*  安定/友愛社區中心 140 

 葵盛社區會堂 89*  良景社區中心 140 

 荔景社區會堂 89  蝴蝶灣社區中心 140 

 大窩口社區中心 116  井財街社區會堂 116 

 長亨社區會堂 116  湖山路社區會堂 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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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衣邨社區會堂 116 元朗 天瑞社區中心 89 

 長發社區中心 140  朗屏社區會堂 116 

 石籬社區會堂 140  天耀社區中心 140 

 長青社區中心 140  天晴社區會堂 140 

*分隔禮堂區域Ａ及分隔禮堂區域Ｂ的空氣調節設備收費為每小時 38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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