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使用工廠大廈進行藝術活動的現況及需求調查」研究摘要 
 
 

1. 調查對象 

1.1 工廠大廈使用者 
進駐工廠大廈，主要從事表演藝術、視覺藝術、電影及媒體或文學藝術

創作活動（包括行政/辦公、排練/培訓、展演活動），但不包括支援上

述藝術類別的服務行業，例如沖印/印刷、排版、發行、運輸、廣告/宣
傳、顧問服務等商業機構，亦不包括主要作為倉存用途。 
 

1.2 非工廠大廈使用者 
進駐於工廠大廈以外，主要從事上述 1.1 項活動的使用者。 
 

2. 調查發現 

2.1 受訪者背景（詳見報告內容第 3 節） 
 

2.1.1 工廠大廈使用者： 
 60.2%受訪者從事藝術文化工作不超過十年，年齡由 20 至 39

歲的比例佔 64.7%； 
 從事視覺藝術及音樂的受訪者最多，分別為 37.8%及 37.3%； 
 以個人名義使用單位，平均租金佔收入 24.7%，可承擔的月租

為$4,072； 
 以機構名義使用單位，平均租金佔收入 34.5%，可承擔的月租

為$7,267； 
 70.1%機構聘請少於十名全職及兼職員工。 

 
2.1.2 非工廠大廈使用者： 

 受訪者從事藝術文化工作的年期較長，不超過十年的只佔

22.5%； 
 從事視覺藝術的受訪者最多； 



 

 接近七成受訪者為 40 歲或以上人士，年齡介乎 20 至 39 歲的佔

26.8%； 
 以個人名義使用單位，平均租金佔 30%收入，可承擔的月租為

$12,152； 
 以機構名義使用單位，平均租金佔 34.4%收入，可承擔的月租

為$30,940； 
 39.8%機構聘請少於十名全職及兼職員工，亦有超過一成半機構

聘請五十名或以上的全職及兼職員工。 
 

2.1.3 從上述結果所得，使用工廠大廈單位從事藝文活動的工作者，不論年齡

及年資均為較年輕一代，可承擔的租金為非工廠大廈使用者的三分一；

進駐工廈的藝文機構主要屬規模較細的組織，可承擔的租金為非工廠大

廈藝文機構的四分一。可以說，工廠大廈單位可為從事藝文活動的新力

軍提供一個相對較便宜的發展空間。 
 

2.2 使用目前單位狀況（詳見報告內容第 4 節） 
 

2.2.1 工廠大廈使用者： 
 17.5%為業主，平均擁有該物業五年半，單位面積平均約 2,015

呎。80.6%為租戶，平均租用了兩年半，單位面積平均約 1,250
呎 

 所有租戶中全租戶佔所有租戶 46%，而合租戶則有 53.7%，平

均由 6 名工作者或 2.7 個團體共用； 
 所有租戶中，33.1%曾於 2009 年 10 月至 2010 年 11 月期間向業

主續租單位，2%未能續租，其餘可續租之受訪者中，61.5%增

加了租金開支，亦有 4.6%可獲減租； 
 按地區劃分，觀塘受訪者加租的比例最多（81.3%），平均增幅

為 15.7%；其次為新蒲崗（66.7%受訪者），平均增幅為 11.2%；

火炭（56.3%受訪者）平均增幅為 11.8%、牛頭角（54.5%受訪

者）平均增幅為 10.9%。火炭同時亦有 43.8%受訪者的租金維

持不變； 
 續租後所有租戶的平均加租幅度 14%。（有 42.6%受訪者加租幅

度為百分之六至十之間，有 26.2%的加租幅度少於百分之五，

有 16.4%的加租幅度為兩成以上）； 
 現單位集中於火炭（20.5%）、觀塘（19.6%）、牛頭角（12.7%）、

新蒲崗（10.6%）； 
 現單位主要用作創作/工作/製作室（69.6%）、排練（44.2%）

及儲物（30.9%）的情況最多。約三分一單位會對外開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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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非工廠大廈使用者： 
 35%使用商業樓宇，21%在自己家中從事藝文活動； 
 業主佔25.2%，平均擁有該物業十四年半，單位面積平均約1,413

呎；而租戶則佔 58.3%，平均租用了六年半，單位面積平均約

1,579 呎；  
 所有租戶中全租戶佔所有租戶 82.1%，合租戶佔 17.9%，平均

由 5 名工作者或 2 個團體共用； 
 所有租戶中，36.6%曾於 2009 年 10 月至 2010 年 11 月期間向業

主續租單位，需要加租及租金維持不變的比例十分接近，分別

為 46.8%及 48.9%。沒有受訪者可獲減租； 
 按地區劃分，油尖旺受訪者加租的比例最多（88.9%），灣仔有

一半受訪者需要加租，另一半的租金維持不變； 
 租金的平均增幅為 17%（有 26.3%受訪者的加租幅度百分之十

一至十五，21.1%的受訪者的加租幅度為百分之六至十）； 
 現單位用作創作/工作/製作室（45.5%）、行政（32.5%）及排

練（32.2%）的情況最多； 
 

2.2.3 從上述結果所得，工廠大廈使用者多為租戶，單位的平均面積較小、合

租的比例和合租戶的數量又較非工廠大廈使用者多，每個合租戶支付的

租金相對較少，而可使用的空間亦較少。 
 

2.2.4 過去一年內曾續租目前工廈單位的受訪者中，超過六成均面對加租情

況，比例較續租的非工廈單位受訪者高。雖然資料顯示，工廈單位的平

均加租幅度為百分之十四，較非工廈單位的幅度少，但上述 2.1 項的結

果已顯示，工廠大廈使用者可承擔的租金為非工廠大廈使用者的三分

一，工廠大廈使用者對於可接受的加租幅度範圍將較窄。 
 

2.3 使用工廈單位的考慮要點（詳見報告內容第 5.1 至 5.8 節） 
 

2.3.1 工廠大廈使用者： 
 受訪者需要的單位樓底高度平均為 10.9 呎； 
 71.7%受訪者表示使用現單位時未遇到限制，其餘表示遇到限制

的多屬於一般使用問題，如：「隔音不足」（7.1%）、「大廈設施

未理想」（5.8%）等； 
 考慮租用/使用現單位的因素依次排序為：「租金/售價合理」

（59.9%）、「交通方便」（37.2%）、「與附近的其他藝術工作者/
團體已產生協同效應」（16.2%）； 

 89.6%受訪者表示於未來一年繼續使用現單位。不會繼續使用現

單位的 9.2%受訪者表示「要加租」（32.5%）、「業主不續約」

香港藝術發展局 
「使用工廠大廈進行藝術活動的現況及需求調查」研究摘要(2010 年 12 月) 

3 



 

（12.5%）； 
 

2.3.2 非工廠大廈使用者： 
 受訪者需要的單位樓底高度平均為 11.5 呎； 
 76.7%受訪者表示使用現單位時未遇到限制，其餘表示遇到限制

的多屬於一般使用問題，如：「地方不足」（10.8%）、「管理問題」

及「大廈設施未理想」（4.1%）等； 
 87.8%受訪者表示於未來一年繼續使用現單位，原因包括：「自

己物業」（10.5%）、「免費借用」（9.9%）、「租金便宜」（9.6%）；

不考慮的 7.3%受訪者則表示「租金貴」（18.5%）、「沒有需要」

（14.8%）、「單位不獲續租」（14.8%）； 
 33.3%受訪者會於未來一年考慮使用工廠大廈單位，考慮因素依

次為：「租金/售價合理」（63.4%）、「交通方便」（38.2%）、「單

位面積大」（21.5%）。 
 

2.3.3 從上述結果所得，不論工廠大廈或非工廠大廈使用者，租金/售價及交通

方便均為最主要的租用/使用考慮因素。不同之處，是工廠大廈使用者更

重視已產生的協同效應。 
 

2.4 有關「活化工廈措施」的影響及意見（詳見報告內容第 5.9 至 5.21 節） 
 

2.4.1 工廠大廈使用者： 
 81.6%受訪者聽聞「活化工廈措施」，當中 57.6%表示已面對負

面影響，38.1%表示未有影響，3.4%有正面影響； 
 面對負面影響的受訪者中包括：「租金增加/加重負擔」

（82.4%）、「被迫遷/面臨清拆」（4.9%）。至於 3.4%受正面影響

的表示：「有更大發展空間」（41.7%）； 
 所有受訪租戶中，超過七成半「擔憂現時的工廈不獲續租」；超

過八成半「擔憂現時的工廈加租，難以負擔」。 
 

2.4.2 非工廠大廈使用者： 
 74.8%受訪者聽聞「活化工廈措施」，當中 67.4%表示未有影響，

表示已有正面影響（15.9%）及負面影響（16.7%）的比例相若。 
 面對負面影響的 16.7%受訪者中包括：「租金上升」（80.4%），

至於 15.9%受正面影響的表示「有更多地方選擇」（6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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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3 其他意見 工廈使用者 非工廈使用者 

工廈可以用作藝術發展空間 94%同意 85.9%同意 
活化工廈措施能為業界提供使用

空間 
 

-受正面影響的受訪者 
-面對負面影響的受訪者 

 
 
 
91.7% 同意 
68.6% 不同意 

 
 
 
90.9% 同意 
49.9% 不同意 

擔心活化工廈措施推出後，工廈將

轉為高增值行業的用途而減少工

廈的選擇 

77.2% 同意 
19.1% 不同意 
 

51.8% 同意 
33.3% 不同意 
 

政府將轄下的空置建築物翻新改

裝發展創意中心／藝術村 
 

72.4% 同意 
25.3% 不同意 

84.0% 同意 
9.5%  不同意 

政府在工廈活化的圖則內必須保

留一定的面積比例給予文化創意

團體租用 
 

77.4% 同意 
17.5% 不同意 

78.3% 同意 
12.2% 不同意 

以專項基金形式直接資助租用工

廈的文化創意團體 
77.6% 同意 
18.7% 不同意 

70.7% 同意 
18.4% 不同意 

政府應購買工廈再租予藝術團體 
 

57.4% 同意 
38.9% 不同意 

72.6% 同意 
17.1% 不同意  

3. 現況及建議 

3.1 藝文界的憂慮 
 

3.1.1 雖然自 2010 年 4 月至 11 月底，地政總署只接獲 8 宗重建及 28 宗整幢改

裝工廈的申請，但從《香港物業報告》的數字可得悉，「活化工廈措施」

已經刺激了工廈的買賣情況。 
  

物業買賣宗數 分層工廠大廈 增/減 寫字樓 增/減 
2008 年 7 月 498 － 216 － 

11 月 194 -304 76 -140 
2009 年 10 月 547 +353 282 +206 
2010 年 3 月 637 +90 342 +60 
       4 月 691 +54 308 -34 
      10 月* 838 +147 378 +70 

* 2010 年 5 月至 10 月的物業買賣宗數屬臨時數字。資料來源：差餉物業估價署《香港

物業報告－每月補編》。2010 年 12 月。 
 

3.1.2 從數字看，2010 年 10 月的私人分層工廠大廈買賣宗數較一年前增加了

291 宗，而同期的私人寫字樓只增加 96 宗。自「活化工廈措施」消息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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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一年多，私人分層工廠大廈較寫字樓的買賣增長多出三倍，比例較往

年高。 
 

3.1.3 經濟復甦、市區更新計劃、物業位置鄰近公共交通設施等，均能刺激買

賣及租賃的供求。位於九龍市區的前工業地帶，差不多已改劃作非工業

用途，這些地帶內的工廈單位除了吸引各行業進駐使用外，再加上「活

化工廈措施」的因素影響將更具潛力改作其他經濟效益的用途，吸引投

資者進入租賃和買賣市場。這些呎價較低的單位一旦出現供求轉變，將

影響藝術工作者/團體租用的議價能力。事實上，已有六成受訪者在過去

一年續約工廈單位時需增加租金開支，部分受訪者更表示被迫遷。從調

查顯示，大部分進駐觀塘工廈的續租受訪者均被加租。 
 

3.2 藝文界對創作生產空間的需求 
 

3.2.1 過去十年，經濟衰退浪潮接二連三，工廠大廈單位持續大量空置，為藝

術工作者/團體提供相對便宜的空間進行藝術創作。伙炭群聚自 2000 年

的經濟衰退浪潮開始逐步自然地發展，至今己有接近 60 個工作室超過

200 名藝術工作者從事創作。新蒲崗自 2001 年至今亦逐漸形成一個藝術

圈子，活躍進行各類創作、排練及表演活動。 
 

3.2.2 政府推出「活化工廈措施」，期望藉此善用土地資源，以便把空置的工廈

重新發展，提供更多可用樓面，屬整體的社會利益。推出的優惠措施旨

在推動整幢工廈改裝或重建，令更多行業界別有更多土地空間使用。 
 

3.2.3 從是次調查所得，工廈單位的使用者均為從事藝文活動的新力軍，可承

擔的租金有限。若呎價較便宜的發展空間持續減少，將會增加從事藝文

活動的難度。從受訪者中可得悉，部分租用者使用現工廈單位前未有進

行任何藝文活動/業務，假若將來不能使用工廈單位，將有更多藝術工作

者/團體難以進行有關的活動/業務。 
 

3.3 法定規劃圖則規定的適切性 
 

3.3.1 雖然城市規劃委員會在過去二十年間修訂《法定圖則註釋總表》，擴大「工

業用途」的定義，較《工廠及工業經營條例》中「工廠」的定義涵蓋範

圍更廣，但現時仍有不少藝文團體及工作者使用的工廈單位屬於未符合

規劃許可，只能透過申請取得准許臨時改變用途而繼續進行藝文活動/
業務。 
 

3.3.2 目前的《法定圖則註釋總表》是城市規劃委員會於 2003 年修訂的版本，

當時文化創意產業仍屬於新興的概念和議題，近年政府和社會各界因著

發展西九文化區才增加了討論。要發展新興產業，不能單提供土地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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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作辦公或陳列、研發或貯存就足夠，更要提供足夠空間供整個產業的

製作生產流程使用，才能得以逐步發展。城市規劃委員會及有關部門應

重新檢視各種相關條例，配合不斷轉變的社會需要和期望。 
 

3.4 藝發局的意見 
  

3.4.1 藝術界認同工廈可用作藝術發展空間，對於租金/售價合理、交通方便的

單位普遍有潛在需求。由舊式廠廈改建成的「賽馬會創意藝術中心」，啟

用時出現超額申請租用，反映出藝術工作者對創作生產場地需求非常

大。創作生產空間對於每個產業的發展均屬基本條件。藝術行業是整體

文化創意產業的一部分，促請政府關注藝術行業所需的創作生產空間，

提供適切協助扶植產業發展。 

 
3.4.2 對一個行業發展，新力軍不斷加入才能有質和量的提升。目前藝術界新

力軍可承擔的租金有限，隨著「活化工廈措施」及經濟復甦，藝術界因

租金上升而受到負面影響，促請政府關注藝術行業生態的長遠發展。 

 
3.4.3 面對「活化工廈措施」及藝文界對創作空間的需求，藝發局有以下建議： 

 
 i. 政府應檢討及考慮修訂《法定圖則註釋總表》及相關的管

制規例，擴大「工業用途」的涵蓋範圍，使其包括藝術創

作、製作、排練等文化過程中的活動，讓藝文工作者/團體

在「工業」地帶的工廈單位合法地進行相關活動。 
ii. 應在工廈活化的圖則內考慮保留一定的面積比例給予文化

創意團體租用； 
iii. 為租用工廈的年青/新進文化創意工作者/團體提供資助 
iv. 將政府轄下的空置建築物翻新改裝/發展為創意中心或藝

術村，模式可參考賽馬會創意藝術中心或其他合適的範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