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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G 黑盒劇場 

場地租用及技術設施資料 (A) 

最近更新日期 2022 年 4 月 

 
 
 

聯絡 

地址：九龍 觀塘 興業街 16-18 號 美興工業大廈 B 座 12 樓 B5 室 (即劇場工作室 Drama Gallery 地址) 

電話 852-2372-9007 

傳真 852-2116-2701 

電郵 contact@dramagallery.com 

網址：www.dramagallery.com 

FB IG：dramagalleryhk 

場地租務聯絡：Gladys Liu 廖淑芬 

 

http://www.dramagallery.com/
mailto:contact@dramagallery.com
mailto:contact@dramagallery.com
http://www.dramagallery.com/
http://www.facebook.com/dramagallery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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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備 

 DG 黑盒劇場免費提供基本燈光及音響設施、實用設備等，亦備有傢俱道具及額外設施供租用。 

 基本燈具數量會因應維修略有變動，請場勘時向本團職員查詢。 

 歡迎租用人自行帶備裝置及器材，需留意每組電壓。DG 黑盒劇場採用三相供電。 

 在場有一名駐場技術監督協助，租用人可向駐場技術監督查詢有關加添設施、細節及要求。 

 

出入佈景 

 租用人不可預先安排裝置，請租用人預留足夠時間在租用期內自行裝拆設備。 

 2 部貨運升降機及 1 部客運升降機可從地面直達 12 樓 DG 黑盒劇場。 

 大廈大堂於週一至六晚 7 時後、週日及公眾假期全日關閉，需沿停車場斜路步行到 1 樓乘升降機。 

 大廈停車場收費：(私家車、客貨車)首半小時$15，次半小時$20，後每半小時$50。逢星期六下午

1:00 至星期日全日每小時 $20。此收費只供參考，租用人需自行向大廈管理處查詢最新收費情況。 

 

收費 

場租收費： 一律每天計算，基本場租 HK$5,500(包括提供基本燈光及音響設施及一名駐場技術人員) 

時間由 09:00-23:00 

 

超時收費： 超時半小時內 HK$250 

超時半小時後亦當 1 小時計，每小時 HK$450 

超時 2 小時當 1 時段(即 4 小時)計，每時段 HK$1,800 

 

收費須知： 

 場租租賃費的最低消費為 2 天的租場收費。 

 凡香港註冊藝團或慈善團體連續 5 天租用，每天基本場租可獲 8 折優惠(即 HK$4,400)，額外租用

設施及超時場租沒折扣。 

 租用人需於最遲在租用期首日起計 3 星期前付 50%費用，餘下 50%費用於租用首日付清。 

 租用人需於租用首日付按金 HK$2,000，若沒臨時額外租用設施或沒飲用食具間的飲品和小食或沒

破壞場內設施，將全數於租用尾日現金發還。 

 租用人若額外租借場內設施的費用超出按金金額，租賃費需租用尾日付清。 

 所有免費提供的「實用設備」若用作演出佈景及道具，則以租用傢俱道具計。 

 租用人務必事先場勘。 

 

資料下載 

地圖及導航    http://www.dramagallery.com/black_box/gps.pdf 

場地租用及技術設施資料 http://www.dramagallery.com/black_box/rental.pdf 

道具租用資料   http://www.dramagallery.com/black_box/props.pdf 

服裝租用資料   http://www.dramagallery.com/black_box/costume.pdf 

http://www.dramagallery.com/
mailto:contact@dramagallery.com
http://www.dramagallery.com/black_box/gps.pdf
http://www.dramagallery.com/black_box/gps.pdf
http://www.dramagallery.com/black_box/rental.pdf
http://www.dramagallery.com/black_box/props.pdf
http://www.dramagallery.com/black_box/costume.pdf


                             

地址：九龍 觀塘 興業街 16-18號 美興工業大廈 B座 12樓 B5室    電話：2372-9007       傳真：2116-2701 

網址：www.dramagallery.com                                電郵：contact@dramagallery.com 
 

 

P. 3 of 17 

 

乘港鐵(MTR)指示： 

 

乘港鐵觀塘站 B1 出囗(圖 1)  靠左邊樓梯落即開源道(圖

2)  開源道直行兩條街(圖 3)  見麥當勞左轉入興業街，

步行半條街(圖 4)  右邊見美興工廈入口(圖 5)，沿左邊直

行到尾見美興工廈 B 座大堂(圖 6)，左轉進入大堂，乘大堂

升降機＼7:00pm 後，大堂正門關上，需由 B 座停車場進入

(圖6)  沿斜路步上轉左再轉右見B座升降機(圖7)   按

12 樓(圖 8)  升降機出轉右到尾見藍色鐵閘(圖 9)。 

地圖及導航下載 http://www.dramagallery.com/black_box/gps.pdf 

乘坐巴士指示：  

 

途徑 DG 黑盒劇場巴士路線一覽表 

巴士 
號碼 

巴士開出之總站位置 
落車 

車站位置 
11D 樂富巴士總站 

開源道 

23 觀塘碼頭巴士總站(循環線) 
28A 樂華 巴士總站 

74A 太和 火車站 
74X 大埔中心 

80 沙田 美林 
80P 大圍 顯徑村 

80X 大圍 秦石  石玉樓 對出 
83X 廣源/碧濤花園 黃泥頭巴士總站 

93A 將軍澳中心  新都城 2 期 
269C 天水圍市中心 巴士總站 

 

 

附近時租停車場：(收費只作參考，收費以停車場為準) 

停車場 地址 
週一至六 

私家車時租 

週日及公眾假期 

私家車時租 
日泊 夜泊 

中美中心停車場 興業街 15 號 $20 $15 / / 

敬業街露天停車場 敬業街 49 號 $15 $7 $80 $90 

皇廷廣場停車場 敬業街 55 號 $22 $22 $130 / 

寧晉中心(東廣場)停車場 成業街 7 號 $20 $20 $120-$60 $40 

泓富廣場停車場 成業街 6 號  $19 $15 $105 $50 

電訊新一代廣場停車場 成業街 10 號  $20 $20 $120 $40 

觀塘廣場多層停車場 開源道 68 號 $15-$12 $15-$12 $105 / 

利寶時中心停車場 開源道 50 號 $18 $18 / / 

金米蘭中心停車場 開源道 61 號 $25 $25 / / 

創貿廣場停車場 開源道 49 號 $25 $25 / / 

豐利中心停車場 開源道 54 號 $25 $25 / / 

http://www.dramagallery.com/
mailto:contact@dramagallery.com
http://www.dramagallery.com/black_box/gps.pdf
http://www.dramagallery.com/black_box/gps.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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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G 黑盒劇場 

場地租用及技術設施資料 (B) 
最近更新日期 2019 年 11 月 

除註「額外收費」的設施和雜項外，租用費已包括所有設施費用。 
 

觀眾席 

 

座位數目：44-60 個 

 

演區座向：可變化為單向、二向、三向、四向或中央形式，配合

不同類型的演出，觀眾席可按舞台變化容納，可提供作小型戲劇

和舞蹈演出、音樂會及講座。 

觀眾席 

 

可選擇不同型式座椅： 

軟座摺櫈 x  50 張 

木圓櫈   x  5 張 

木長櫈   x  7 張 (長 38”x 闊 9”x 高 15½”) 

 

觀眾席台由 6 個台階組成，可靈活編排： 

中型台階(4 個)：闊 3’ x 長 5’ x 高 1’ 

大型台階(2 個)：闊 3’ x 長 7.5’ x 高 1’ 

演區 

 
 

演區面積：約 625 sq² (約闊 25’x 深 25’) 

 觀眾區+演區面積約 900 sq² (約闊 30’x 深 30’) 

 觀眾區及演區可靈活編排，圍繞演區設有直橫形吊

軌及縣掛深藍色側幕，可靈活編排出入口 

 圍繞兩邊側幕後可作後台通道，約 2’闊(可擴闊至 3’

但演區面積相應減少) 

 

演區高度：約 9’ (台面至天花頂) 

約 7’ (扣除橫樑樓底淨高) 

 

演區地面：淺櫸木色無縫木板 

可自行鋪地膠或其他地板，但不可用釘。 

 

基本設施：音響系統、燈光系統、觀眾席燈、後台暗燈 

牆身設有足夠英式 13A 三腳牆邊插座 

提供英式 13A 三腳插座 1-6 位拖板使用 

http://www.dramagallery.com/
mailto:contact@dramagaller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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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景 

 

由地面直達 12 樓的貨運升降機有 2 部及客運升降機 1 部 

(週一至六 7 pm 後、週日及公眾假期，需沿斜路步行到 1 樓乘升降機) 

 

 DG 黑盒劇場大門入口處：闊 4’x 高 6½’ 

 進大門後需通過走廊才到演區，需留意佈景傢俬的大小：走

廊約闊 3’x 高 9’ 

 存放佈景 / 儲存空間 / 後台位置非常有限 

空調 

 

窗口式 3 匹冷氣 x 1 部 

分體式 3 匹冷氣 x 2 部 

後台 

 

舞台監督控制檯(DSM Desk)可靈活設置於演區其中三方 

已安裝燈光及音響控制台 

 

免費提供基本設施外，可要求提供使用的設備有： 

工具：電拖板、鋁梯(3 級&5 級)、基本工具及電批 

潔具：吸塵機、掃把、地拖、水盆、水勺、清潔劑 

實用：摺枱、梯級 

其他：電子鋼琴 

備註：沒設對講系統、表演轉播系統、閉路電視、提示燈、傳呼、

洗衣機、燙板。 

 

額外收費的租借設施有：(費用看後頁「雜項收費」) 

傢俱、道具、中西服裝、沙包、煙機、投影設備、電視、無線咪、

麥克風支架、譜架，等等 

http://www.dramagallery.com/
mailto:contact@dramagaller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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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台 

 

可靈活設置於門外走廊位 

提供檯、櫈、小型 LED 座枱燈、小型 USB 風扇使用 

已駁有電源(13A 三腳插座 4 位拖板) 

化妝間 

 

1 間 

可同時容納 4-6 人 

化妝長枱 1 張：70”x 闊 17½” 

牆邊設有英式 13A 三腳插座 4 位拖板 

提供鏡、風筒(2 個)、衣帽架使用 

另備有熱風乾衣架、蒸汽燙斗、燙斗根據要求提供 

沒設洗衣機、燙衫板 

休息間 

 

1 間 

可轉變成化妝間，可同時容納 6-8 人 

備有化妝長枱 1 張：70”x 闊 17½”，需要可加添 

牆邊設有英式 13A 三腳插座 2 位及 4 位拖板 

洗手間 

 

2 間 

沒淋浴設備 

http://www.dramagallery.com/
mailto:contact@dramagaller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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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具間 

 

免費提供使用：雪櫃、微波爐、上流式蒸餾水機、熱水器、 

滴漏式咖啡機、nescafe dolce gusto 咖啡機、 

基本餐具及杯碟(需用後清洗)、紙杯碟、膠餐具 

 

額外收費：備有不同凍飲、茶包、熱飲包、咖啡粉、咖啡囊杯麵、

餅及小食(費用看後頁「雜項收費」) 

吸煙區 

 

全場禁煙 

吸煙區設在門外後樓梯區 

燈光 

 

掛燈吊杆 4 條： 

2 條 x 長 12’  x 直徑 2” 

2 條 x 長 18’  x 直徑 2” 

 

沒設座地燈架 

燈光 

 

12 路數字調光台硅箱 (DIMMER) 

 

可接收 DMX512 信號調光控制，可獨立設置 DMX 起始位址。 

12 個調光通道，每通道電流 20A，最大 120A。 

http://www.dramagallery.com/
mailto:contact@dramagaller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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燈光 

 

24 路調光控制台(LX PANEL) 

設在舞台監督控制檯 

1 部 

 

請事先下載「Scene Setter 手冊」了解其操作： 

www.dramagallery.com/black_box/lxbdguide.pdf 

燈光 

 

DMX 網絡燈光控制器(LX Panel Extra) 

設在舞台監督控制檯 

1 部 

 

2 路 DMX 信號加 SPI 信號同時輸出，支持 Free Styler 

Programme 軟件，ArtNet 控制器雙向 1024 通道 

 

請事先到相關網頁了解其操作 

燈光 

 

觀眾席燈調光器(HOUSE LIGHT DIMMER) 

設在舞台監督控制檯 

1 部 

燈光 

 

帕燈-56 (PAR LIGHT) 

鹵素燈泡 300W 

10 支 

http://www.dramagallery.com/
mailto:contact@dramagallery.com
http://www.dramagallery.com/black_box/lxbdguide.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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燈光 

 

成像燈 750 (PROFILE LIGHT) 

鹵素燈泡 750W 

3 支 

燈光 

 

泛光燈“小太陽” (FLOOD LIGHT) 

小太陽燈管 300W 

5 支 

燈光 

 

座地泛光燈 (FLOOR FLOOD LIGHT) 

小太陽燈管 300W 

5 支 

燈光 

 

四葉 LED PAR-3 導軌射燈 (SPOT LIGHT) 

COB 燈泡 30W 

2 支 

http://www.dramagallery.com/
mailto:contact@dramagaller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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燈光 

 

LED 帕燈 (LED PAR) 

54 顆 3W 高亮度 LED 燈泡 

4 顏色、漸變、跳變、頻閃 

4 支 

燈光 

 

半透光背幕(GLOSS BACKDROP) 

約闊 8’x 長 9” 

1 塊 

根據要求提供 

燈光 

 

煙機 DJ POWER V9A (FOG MACHINE) 

附遙控器及環保煙油 

1 部 

 

地方有限，適量使用，以免煙霧不散 

額外收費：每部每日計 HK$100.00 

燈光 

 

變速風扇 (FAN) 

4 部 

根據要求提供 

http://www.dramagallery.com/
mailto:contact@dramagaller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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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影 

 

投影機 EPSON EB-1960 (PROJECTOR) 

白色/彩色亮度 5000lm 

USB 儲存裝置投影，可投影 PDF 或 JPG 檔案，支援 iProjection 

1 部 

 

額外收費：每日計 HK$250.00 

投影 

 

60”x 60”伸縮前投投影幕 (PROJECTION SCREEN) 

1 個 

 

額外收費：每日計 HK$100.00 

投影 

 

座枱 32” SAMSUNG 液晶體電視 (LCD TV) 

外框：橫 35”x 直 20” 

備有基本接駁訊號線(HDMI) 

1 部 

 

額外收費：每日計 HK$50.00 

音響 

 

8 路 XENYX1222FH 音響控制台 (Console 8 Channels) 

設在舞台監督控制檯 

1 部 

音響 

 

10 路 Soundcraft MFX8i 音響控制台(Console 10 Channels) 

1 部 

根據要求免費提供 

http://www.dramagallery.com/
mailto:contact@dramagaller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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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響 

 

UBL EON 喇叭 (SPEAKER) 

2 個，已固定掛牆 

音響 

 

ONKYO 迷你 HIFI 

已固定一雙掛牆迷你喇叭 

可播放 CD、MD 及 AUX IN 

1 部 

音響 

 

麥克風--結他支架 (MIC STAND---GUITAR) 

1 支 

 

額外收費：每支每日計 HK$10.00 

音響 

 

麥克風支架 (MIC STAND) 

1 支 

 

額外收費：每支每日計 HK$10.00 

http://www.dramagaller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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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響 

 

譜架 (MUSIC STAND) 

10 個 

 

額外收費：每個每日計 HK$10.00 

音響 

 

Sennheiser SK100 無線咪 (HEADSET WIRELESS MIC) 

6 支 

最多可同時使用六支無線咪 

 

額外收費：每支每日計 HK$100.00 

自備電池 (每份耗 2 粒 2A 電池) 

音響 

 

Sennheiser SKM100 手提無線咪 (HANDHELD MIC) 

2 支 

最多可同時使用六支無線咪 

 

額外收費：每支每日計 HK$100.00 

自備電池 (每份耗 2 粒 2A 電池) 

音響 

 

直身電子鋼琴 

1 部 

根據要求免費提供 

若用作演出佈景及道具，則以租用傢俱道具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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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用 

 

長摺枱 (長 6’ x 闊 2.5’ x 高 29”) 

4 張 

根據要求免費提供 

若用作演出佈景及道具，則以租用傢俱道具計 

實用 

 

方摺枱 (30”X30” x 高 31”) 

2 張 

根據要求免費提供 

若用作演出佈景及道具，則以租用傢俱道具計 

實用 

 

1 級木級(1 個)、2 級膠梯(2 個) 

根據要求免費提供 

若用作演出佈景及道具，則以租用傢俱道具計 

實用 

 

3 級鋁梯(1 個)、5 級鋁梯(1 個) 

根據要求免費提供 

若用作演出佈景及道具，則以租用傢俱道具計 

實用 

 

抽濕機 (1 部) 

根據要求免費提供 

若用作演出佈景及道具，則以租用傢俱道具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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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用 

  

燙斗及燙板(1 部) 

蒸汽燙斗(1 部) 

根據要求免費提供 

若用作演出佈景及道具，則以租用傢俱道具計 

實用 

 

電池充電器 (2-3 部) 

可充 2A 及 3A 電池 (電池自備) 

根據要求免費提供 

若用作演出佈景及道具，則以租用傢俱道具計 

實用 

 

衣帽架 (4 個) 

根據要求免費提供 

若用作演出佈景及道具，則以租用傢俱道具計 

實用 

 

附有手挽沙包 (10 個) 

尺吋 : 24”x 8”   重量 : 7kg/個 

額外收費：每個每日計$10.00 

其他 

 

防火 

劇場內設有天花消防灑水系統、滅火筒、exit 路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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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 

 

前台銷售 

劇場內設有自助式書店，供入場人士購買劇本 

其他 

 

票務：ARTMATE 劇場資訊平台+網上售票系統 

ARTMATE 為劇場工作室的網購伙伴，租用人可向本團提出網上

售票合作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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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G 黑盒劇場 ~ 雜項收費 
 

分類 項目 收費 HK$ 

Fog Machine 煙機 DJ POWER V9A (包環保煙油) 每部每日計$100.00 

Mic (headset) Sennheiser SK100 無線咪 x6 支 每支每日計$100.00 

Mic (handheld) Sennheiser SK100 手提無線咪 x2 支 每支每日計$100.00 

Mic Stand 麥克風支架 x 2 支 每支每日計$10.00 

Music Stand 譜架 x2 個 每個每日計$10.00 

Projection Screen 60”x 60”伸縮前投投影幕 每日計$100.00 

Projector 投影機 EPSON EB-1960 每日計$250.00 

TV SAMSUNG LCD 電視機 每日計$50.00 

Sandbag 沙包 x 10 個 每個每日計$10.00 

Tuckshop 罐裝飲品 每罐$ 4.00 

Tuckshop 支裝飲品 每支$ 8.00 

Tuckshop 熱飲沖包 每包$ 5.00 

Tuckshop 杯麵 每個$ 6.00 

Tuckshop 叮叮點心 每包$ 10.00 

Tuckshop 餅乾 每包$ 2.00 

Tuckshop 朱克力 每包$ 2.00 

Tuckshop 雪條 每條$ 5.00 

 
 
 

 所有在 DG 黑盒劇場免費提供的「實用設備」，若用作演出佈景及道具，則以租用傢俱道具計，

租金再議。 

 劇場工作室備有多種不同傢俱、道具、中西服裝等等供租借。若在 DG 黑盒劇場使用，租金若

超過$2,000，亦以$2,000 計。若外借則每件計和需付一筆$1,000 保証金(無損及準時歸還則全

數發回)。 

 下載道具及服裝資料覧閱： 

道具租用資料 http://www.dramagallery.com/black_box/props.pdf 

服裝租用資料 http://www.dramagallery.com/black_box/costume.pdf 

 詳情請向本劇團職員查詢：電話 2372-9007 電郵 contact@dramagaller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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