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C 藝術空間(泛亞中心)
藝術工作室(視覺/媒體藝術)第一期租賃
申請準則
1.

目標

1.1

為支持香港藝術發展和提供租金較相宜的創作空間予本地視覺/媒體藝術家，香港藝
術發展局(下稱「藝發局」)現公開邀請合資格的藝術家申請租用位於觀塘區的藝術工
作室。

2.

計劃內容

2.1

本計劃的藝術工作室位於觀塘偉業街 137 號泛亞中心 8/F。 (大廈位置圖見附件一)

2.2

基本資料：是次計劃共有五個單位可供申請，其分布請參閱附件二。工作室面積(以
建築面積計算)約 530 至 850 平方呎；樓高約 9 呎 10 吋，陣底約 7 呎 7 吋。

2.3

工作室用途：藝術家可租用工作室進行藝術創作或其相關的用途。除非獲得相關牌
照許可，不能用作公眾娛樂場所。 在任何情況均不可分租， 亦不可把工作室用作貨
品銷售、 倉庫或進行牟利活動。

2.4

租用年期：
(a) 兩年十個月(暫定由 2019 年 1 月 2 日開始至 2021 年 11 月 1 日為止)
(b) 本計劃不設續租安排，如本計劃有第二期租賃，藝發局會於租期約滿前通知
租戶提交申請的日期。 第一期的租戶可以在第二期再作申請，所有新及延續
申請會公平處理。 藝發局並不保證第一期的租戶可獲第二期租賃。

2.5

租金連管理費：
(a) 每月租金為$4.5/每平方呎；每月管理費現為$2.5/每平方呎(但將來可能有所
調整)。
(b) 租戶可獲 15 天免租金入伙期以進行裝修，期內租戶仍需要繳付管理費。

3.

申請者須符合以下要求

3.1

年滿 18 歲或以上及現時從事視覺/媒體藝術工作的香港居民合符資格申請工作室。
藝發局接受合夥租用的申請，但最多只可以四個聯名租戶申請。就合夥租用，每位
成員在申請書及租賃合約中，均享相同權利及承擔相同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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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每個申請者只能提交一份個人申請或聯名申請表格。申請者不能同時申請其他 ADC
藝術空間(泛亞中心)的藝術工作室。

4.

計劃入伙日期

4.1

單位預計可在 2019 年 1 月 2 日入伙，但藝發局保留提早或延遲入伙的權利。

5.

甄選工作

5.1

藝發局保留權利及完全酌情權審議收到的申請。申請者向藝發局提交申請，即表示
申請者確認及接受藝發局所作的任何決定為最終決定。

5.2

甄選申請的工作由藝發局或/及其屬下專責甄選小組負責，藝發局保留甄選程序安排
的最終決定權。

5.3

藝發局在有需要時會邀請申請者出席甄選小組會議。申請者亦須按藝發局的要求提
供進一步的資料或文件。

5.4

申請者向藝發局提供的所有資料及文件(包括補充資料及文件， 如有)必須為真確無
誤。

6.

甄選準則

6.1

藝發局將根據以下各項準則甄選申請。藝發局並保留絕對酌情權，訂立不違反現時
準則的甄選準則作補充以便審議申請。
(a) 申請者會否活躍和善用工作室
(b) 工作室的用途對申請者專業發展的重要性
(c) 申請者的藝術水平及/或專業發展需要的具體計劃
(d) 申請者計劃建議書內容是否合理可行、 配合本計劃目標及用途

7.

提交申請及申請截止日期

7.1

申請者須填寫本計劃的申請表格， 申請表格可於藝發局辦事處(香港鰂魚涌英皇道
1063 號 10 樓)索取或從藝發局網頁(http://www.hkadc.org.hk)中下載。

7.2

申請者在提交申請時，須包括以下申請文件：
(a) 完整填妥的申請表格， 尤其包括第三部(IV)項的工作計劃
(b) 身份證副本
(c) 履歷(請刪去身份證號碼、出生日期等個人資料)
(d) 作品資料(為節省紙張，歡迎申請者提供載有作品資料的網址，取代印刷資
料)

7.3

申請文件須於 2018 年 9 月 5 日(星期三)下午 6 時正或以前投進設於香港藝術發展局
辦事處的收集箱內。信封面請註明「ADC 藝術空間 (泛亞中心) - 藝術工作室(視覺/
媒體藝術)」。郵寄遞交的申請以郵戳日期為憑，郵戳日期不得遲於截止日期。速遞
表格則以所屬速遞公司單據上所載的確認收件日期為憑， 確認收件日期不得遲於截
止日期。 逾時遞交的申請表，或以傳真、電郵或其他媒體形式遞交的申請將不獲處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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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藝發局不接受於截止日期後提交的任何補充資料 (藝發局特別要求除外)。

7.5

請留意藝發局不會處理郵費不足的申請及支付有關費用。

7.6

申請者須自行承擔其就申請引致的任何費用或開支，藝發局不會承擔任何責任。

8.

公布結果

8.1

藝發局初步預計於 2018 年 11 月或之前發出甄選結果通知予所有申請者，但藝發局
保留延遲通知的權利。

9.

簽署合約

9.1

獲選的每一位申請者須與藝發局簽署一份按藝發局訂明格式草擬的合約，而獲選的
申請者須於藝發局指定限期前簽署合約，否則其獲選資格將無效。 合約將在雙方簽
妥合約後生效。 在藝發局與獲選的申請者簽訂合約前， 藝發局沒有法律責任向獲選
的申請者提供分租任何工作室。

9.2

獲選的申請者將以藝發局的分租戶的身分租用相關工作室。 租戶不得作出或容許作
出任何可能構成或導致違反藝發局與業主所簽訂的主租約(下稱「主租約」) 的事宜。

9.3

藝發局有絶對權力在其認為合適的情況下拒絕和取消任何申請。

9.4

藝發局有絶對權力取消任何租用安排及任何租約/合約。

9.5

對於任何被拒絕、取消資格或落選的申請者或被取消租用安排的任何獲選申請者，
藝發局毋須負上任何補償的責任。

9.6

申請者藉此同意及接受為其申請負全責，並為任何違反本申請準則、申請、計劃建
議書、合約或主租約而可能令藝發局招致的任何損失或損害作出彌償。

10.

個人資料處理

10.1 根據個人資料私隱專員發出有關身分證號碼及其他身分代號的實務守則第 2.3.3 條，
藝發局將收集申請者的身分證號碼，以正確識辨其身分證持證人的身分及處理其申
請。
10.2 填報於申請文件上的個人資料是供藝發局處理及甄選申請之用，未能提供上述所需
資料可能會影響申請的甄選和結果。
10.3 如填報於申請文件上的個人資料有更改，申請者須書面通知藝發局，以確保藝發局
持有的個人資料正確。為了推廣藝術發展及保持透明度，申請者須同意藝發局將成
功申請之有關資料發表於藝發局年報、藝發局網頁、藝發局通訊及其他宣傳刊物內。
藝發局並可能會以這些資料協助藝發局的研究或政策發展。如申請者不希望收取任
何藝發局或有關機構的宣傳資料，請以書面方式致函藝發局，以便藝發局作出適當
的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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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為了甄選申請，申請者及其相關人員須同意藝發局有權把申請文件所載個人資料印
發給藝發局委員、藝術顧問、審批員/藝評員、民政事務局、其他政府部門及任何其
他參與評審的人士作參考之用。
10.5 藝發局會盡合理努力避免發放任何可能引致申請者之商業活動蒙受損失之資料。藝
發局保留權利，根據《個人資料(私隱)條例》(第 486 章) (下稱「私隱條例」)的適用
條文，外判聘用資料處理者處理任何個人資料並向該等資料處理者提供相關個人資
料。
查閱個人資料
10.6 根據私隱條例第 18 及 22 條，以及附表 1 第 6 原則的規定，申請者的相關人員有權
查詢藝發局是否持有關其個人資料，並有權取得該等資料的副本及更改任何不準確
的資料。索取或更改資料，請以書面方式寄往香港英皇道 1063 號 10 樓香港藝術發
展局行政總裁收。
11.

防止賄賂條例

11.1 藝發局根據《防止賄賂條例》(第201章) (下稱「防止賄賂條例」)屬於「公共機構」。
藝發局所有成員(包括委員會委員、審批員和藝術顧問)和僱員，須按照防止賄賂條例
遵守當中有關收受利益的規定。
11.2 根據防止賄賂條例第 4 條，申請者不可向藝發局任何成員(包括委員會委員、審批員
和藝術顧問)和僱員提供利益，亦不可向該等人士索取或收受利益，請申請者注意及
遵守有關的法例。
12.

覆核程序

12.1 藝發局的決定為最終的決定。藝發局保留絕對的酌情權接受或拒絕落選申請者就有
關甄選小組所作出的決定的覆核申請，而有關覆核申請將交由藝發局屬下的覆檢委
員會處理。要求覆核申請者必須填寫一份由藝發局提供的特定表格，並於接獲申請
結果通知後 30 個曆日內交回藝發局。
12.2 藝發局不會接受有關藝術評價和判斷的覆核申請。覆檢委員會只會受理有關處理申
請的程序不當，或基於不正確資料以致申請被拒的決定的覆核要求個案。此等個案
必須有具體理由作依據。
13.

其他細則

13.1 藝發局已採取一切合理的謹慎措施，藉以確保本申請準則各重要方面均屬準確無
誤，但對於本申請準則的準確性或充足性，藝發局不作出任何明示或隱含的聲明、
陳述、保證或擔保。
13.2 藝發局可全權就獲選的申請者的成功甄選而作出公布。申請者在未得藝發局事先書
面同意下不得自行對甄選結果作任何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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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查詢

14.1 如有查詢，可致電羅小姐(電話：2820 1006)或李小姐(電話：2820 1071)。
15.

藝發局保留所有權利

15.1 藝發局藉此保留所有絕對權利及酌情權，不接受此計劃邀請下收到的任何申請。藝
發局亦保留權利隨時修改/補充此申請準則或終止此項計劃邀請，不作另行通知。

香港藝術發展局
2018 年 8 月 9 日
(如中英文版本有差異之處，以中文版本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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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ADC 藝術空間(泛亞中心) – 大廈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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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8/F 平面圖
(只供參考)

802 單位

801 單位

(建築面積:
782 平方呎)

(建築面積:
529 平方呎)

803 單位

804 單位

805 單位

(建築面積:
834 平方呎)

(建築面積:
669 平方呎)

(建築面積:
854 平方呎)

Wai Yip Street 偉業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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