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更新日期：2021/04/08) 

香港青年協會賽馬會Media21媒體空間(M21) 

地址: 香港香港仔石排灣邨商場 LG2 層 2 室 │ 電話: 39790000 │ 網址: m21.hk/site 

 
場地介紹及價目表 (2021 年 4 月 8 日起適用) 

特惠租場時間：星期一至五：上午 9時至下午 6時 
標準租場時間：星期一至五：下午 6時至下午 10時及 

星期六、日及公眾假期：上午 9時至下午 10時 
特別優惠折扣 
青協會員 9折 

商業機構及個人 (單價滿$15,000或以上) 9折 

慈善團體、非牟利機構、政府部門、學校及全日制學生 7折 

包場活動、長期租用 更多優惠，歡迎查詢 

 
I. 場地價目表 

 
 

 
場 地 

場地價目表 (港幣) 
特惠時租 標準時租 

A. 大型及特色場地 (最少租用 4 小時)： 
(1) uCinema 青年影院   (2) T05 多用途劇場 
(3) 展覽區及紀念品店   (4) M21 Kitchen 
(5) uCafe  

$1150 $1500 

B. 多用途室 (最少租用 2 小時)：  
(6) T01 / T02 / T03 / T04 多用途室/  
(7) T15 化妝室 

$230 $310 

C. 拍攝及後製場地 (最少租用 2 小時)：  
拍攝: 
(8) Studio 01 / 02      (9) uTV 新聞錄影室 
(10) uChannel 錄音室  (11) T11 綠幕室 
(12) T13 攝影室 $580 $710 

後製及其他場地:  
(13) T06 樂隊室   (14) u21 電腦室 
(15) T07 電腦室   (16) 走廊  

備註： 

- 場地租用以小時為收費單位；不足 1 小時亦作 1 小時計算； 

- 以上租金包括基本場地設施，如需額外服務或器材，請參考「額外服務收費表」； 

- 所有折扣只適用於場地租用，不包括額外服務收費； 

- 租用申請將需視乎活動內容、場地、器材、人手情況、不可抗力之環境因素而作批核； 

- 星期日及公眾假期最低租用收費為$2400； 

- 所有款項必須於使用場地前繳付，或支付 20%行政費作延長付款日期之用； 

- 租用以上場地均可免費借用長枱兩張，數量有限，先到先得； 

- 其他注意事項請參考 M21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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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場地介紹 
A. 大型及特色場地 (最少租用 4小時) 

 

(1) uCinema 青年影院 
面積：260 平方米 
座位：262 個 
設備：188 吋投影幕、舞台、控制室及後台 
註：必須同時租用駐場技術人員服務  
    (詳見額外服務收費表) 

 

(2) T05 多用途劇場 
面積：200 平方米 
座位：180 個 
設備：舞台設 150 吋投影幕、兩側設 120 吋投影幕、 

控制室及後台 
註：必須同時租用駐場技術人員服務 
    (詳見額外服務收費表) 

 

(3) 展覽區及紀念品店  
展覽區面積：185 平方米 
人數：上限 70 人 
設備：21 個小屏幕、1 個小型舞台及 3 個投影機 
 
紀念品店面積：40 平方米 
設備：圓枱及椅 

 

(4) M21 Kitchen 
面積：150 平方米 
人數：上限 20 人烹飪及容納 30 人旁觀 
設備：主廚枱 1 張及學生枱 4 組，各設煤氣爐頭 1 組、 

62 公升焗爐及基本烹飪廚具。另備電蒸爐、微 
波爐、30 人餐具、梳化及 8 人餐枱椅。 

註：可預約清潔服務$300/次 

 

(5) uCafe 
面積：120 平方米 
人數：上限 50 人 
設備：82 吋觸控式屏幕、圓枱及椅。另可租用流動 
      音響設備 (詳見額外服務收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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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多用途室(最少租用 2小時) 

 

(6) T01 / T02 / T03 / T04 多用途室 
T01 面積：40 平方米，座位：30 個 
T02 面積：50 平方米，座位：45 個 
T03 面積：50 平方米，座位：45 個 
T04 面積：53 平方米，座位：50 個 
設備：T01 設有 46 吋電視可接駁 HDMI； 

  T02，T03 及 T04 均設投影幕及無線手咪 1 支 

 

(7) T15 化妝室 
面積：40 平方米 
人數：上限 20 人 
設備：化妝枱、梳化及 2 個更衣房。另可免費借用 
      熨斗、風筒及全身鏡 

C. 拍攝及後製場地 (最少租用 2小時) 

 

(8) Studio 01  
面積：51 平方米 
人數：上限 20 人 
設備 : 港鐵車箱及家居佈景，天花設有基本拍攝燈 
 

 

Studio 02 
面積：53 平方米 
人數：上限 20 人 
設備: 茶餐廳及病房佈景，天花設有基本拍攝燈 

 

(9) uTV 新聞錄影室  
錄影室面積：約 60 平方米 
控制室面積：約 60 平方米 
人數：上限 40 人 
設備：主播台 1 張、9 部背幕電視、綠色背幕、梳化及 
      基本拍攝燈 
註：如使用控制室器材，必須同時租用駐場技術人員 
    服務 (詳見額外服務收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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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拍攝及後製場地(續) 

 

(10) uChannel 錄音室 
面積：32 平方米 
人數：上限 15 人 
設備：設錄音器材及座台咪三支 
註：如使用控制室器材，必須同時租用駐場技術人員 
    服務 (詳見額外服務收費表) 

 

(11) T11 綠幕室 
面積：35 平方米 
人數：上限 20 人 
綠幕範圍：338 闊 x 600 深 x 285 高 (厘米) 
設備：設天花拍攝燈  
註：綠色範圍必須脫鞋或穿著鞋底不脫色之鞋款 

 

(12) T13 攝影室 
面積：31 平方米 
人數：上限 15 人 
設備：影相專用座地閃燈，場景背幕紙 
註：綠色範圍必須脫鞋或穿著鞋底不脫色之鞋款 

 

(13) T06 樂隊室 
面積：31 平方米 
人數：上限 20 人 
設備：樂隊樂器及錄音器材 
註：如使用控制室器材，必須同時租用駐場技術人員 
    服務 (詳見額外服務收費表) 

 

(14) u21 電腦室 
面積：31 平方米 
人數：上限 20 人 
設備：投影幕及無線手咪，8 台蘋果電腦 
後製軟件：Premiere, Photoshop, Illustrator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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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拍攝及後製場地(續) 

 

(15) T07 電腦室 
面積：31 平方米 
座位：上限 25 人 
設備：設有投影幕及無線手咪及 15 台桌上電腦 
後製軟件：Premiere, Photoshop 及 Illustrator 等 

 

(16) 走廊 
A 段: T03 至 T05 門外 
B 段: uCinema 至 Studio02 門外 
C 段: T11 至 T13 門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