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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文件   文件 YS/6/2022  

青年廣場  

管理服務工作季度報告

(2022 年 4 月至 6 月 )  

目的

本文件旨在向青年廣場管理諮詢委員會提交管理服務承

辦商新世界設施管理有限公司 (下稱「管理公司」 ) 2022 年 4 月

至 6 月的管理服務工作季度報告 (即 2022 至 2023 年合約年度第

一季 )。  

背景

2. 青年廣場管理諮詢委員會的職責包括協助民政事務局監

察承辦商的表現。根據管理及服務合約的條款，承辦商按照合約

提供服務至滿意水平，政府須向承辦商支付基本管理費。

日常運作及服務指標

活動場地

3. Y 綜藝館、Y 劇場、Y 展覽平台及多用途場地的使用率及

場地活動類別比例載於附件一 (A)。

4. 本季於青年廣場舉辦的活動總數達到 290 項，其中青年

活動共有 194 個 (66.9%)，而參與這些青年活動的人次為 18,873。

辦公室及零售商舖

5. 辦公室及零售商舖的使用率載於附件一 (B)。

6. 有關青年廣場於 2022 年 4 月 19 日至 5 月 27 日為 8 個辦

公室及 11 個零售商舖進行的公開招租 1，管理公司一共收到 7 份

辦公室及 15 份零售商舖的租賃申請，並同時審批有關 12 個零售

商舖的優先續租申請。

1 8 個辦公室分別是位於 8 及 9 樓的 802、 811、 820、 904、 907、 912、 915 及

918 號單位。 11 個商舖分別是位於 3 樓的 303、 304、 311、 312、 313、 314、

329、 330、 331、 337 及 338 號商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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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管理公司已根據分配準則審閱上述申請，並作出分配建

議，供租賃評審小組考慮及提供意見。  

 

8.  有關自 2018 年 5 月推出的期間限定商舖 (Pop-up Store)計

劃，現時兩個期間限定商舖單位正由同一位人士營運。  

 

旅舍  

 

9. Y 旅舍的使用率載於附件一 (C)。第一季住房晚數相比去

年同期的情況如下：  

  

  住房晚數  

相比去年同期  

(i)  青年 /非牟利團體旅客  下跌 60.2%  

(即 3,527 個房晚 )  

(ii)  個別旅客  下跌 23.4%  

(即 1,134 個房晚 )  

(iii)  旅行社  上升 0.4%  

(即 2 個房晚 )  

(iv)  網上訂房代理  上升 635.2%  

(即 3,557 個房晚 )  

 整體  下跌 9.3%  

(即 1,102 個房晚 )  

 

10. 受 2019 冠狀病毒病第五波疫情影響，旅舍入住率出現跌

幅。由於疫情嚴峻，第五波疫情迅速傳播，市民減少外出，對租

住酒店有所顧慮而影響入住率。此外，已確診 2019 冠狀病毒病

的客人需要縮短住宿或取消預訂亦影響入住率。  

 

維修及保養  

 

11. 主要機電系統的服務可用率  ： 100%符合規定  

符合管理和維修保養及設施的所有法例規定  ： 100%符合規定  

 

資料載於附件一 (D)。  

 

12. 除以上恆常維修保養外，在青年廣場進行的維修和改善

工程的資料載於附件一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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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業管理  

 

13. 提供保安服務及緊急支援  ： 100%符合規定  

按照工作進度表定期提供清潔服務  ： 100%符合規定  

 

資料載於附件一 (F)。  

 

客戶關係  

 

14.  有關客戶滿意程度的資料將於周年報告提供。  

 

人流  

 

15.  青年廣場入口訪客總人流數量 :  2022 年 4 月份人流數量

共 52,656 人次，5 月份共 94,592 人次，6 月份共 89,478 人次。  

本季訪客總人次為 236,726。季度人流數字載於附件二。  

 

 

市場部推廣活動  

 

(i) 主要活動  

 

16.  管理公司於 2022 年 4 月至 6 月期間透過舉辦多項推廣活

動，提升青年廣場的知名度及人流。本季主要活動詳列如下：  

 

STEAM for Challenge 2022  

 

17.    為慶祝香港特別行政區成立二十五週年，青年廣場於

2022 年 4 月及 6 月份推出「STEAM for Challenge 2022」，揉合

藝術  (Art) 的元素，透過舉辦一系列的工作坊鼓勵青年發揮創

意思維，促進他們探索與培育應用科學的精神，並透過舉辦展覽

加深公眾對本地 STEAM 教育與發展的認識。透過 STEAM 工作

坊及展覽的結合，藉以加強青年人對 STEAM 的興趣，培育新一

代的創科人才，幫助提升整體社會的科學素養。活動其中一個工

作坊「燈牌製作工作坊」更以「慶祝香港回歸二十五週年」作主

題，以極具香港特色的霓虹燈製作出相關燈牌作品，以此慶祝香

港回歸。  

 

YS 網絡新人初創社 2022  

 

18.    進入高度發達的網絡社會，網絡營銷人才對香港多個主

流行業的發展而言尤其重要。為慶祝香港特別行政區成立二十五

週年及培育更多網絡營銷人才，青年廣場於 2022 年 6 月至 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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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間舉辦「YS 網絡新人初創社 2022」，為有意投身網絡營銷行業

的青年人提供一系列訓練課程。青年不但能掌握實用技巧，更能

透過導師及行內人士的專業分享，深入回顧香港網絡營銷行業的

發展及探索未來的行業趨勢，幫助他們與國際社會接軌，為香港

社會與國家提供人才，推動整體經濟發展，建設更美好的將來。  

 

YOUth Can Live  

 
19.    青年廣場透過舉辦「YOUth Can Live」網上表演節目，邀

請一班青年歌手和表演者為觀眾帶來精彩演出，並透過青年廣場

的社交平台將街頭音樂及舞蹈由街上移師至網上。青年廣場分別

於 2022 年 4 月及 5 月份舉行了兩場「YOUth Can Live」，透過直

播技術讓大家即使在家中亦能透過電腦或手機欣賞青年人的才

藝，感受青年人於音樂或舞蹈表演當中綻放的青春活力。  

 

「敢創．藝術營 2022」  

 

20.    由香港藝術發展局主辦，並與青年廣場一同策劃的「敢創．

藝術營 2022」  已於 2022 年 4 月份順利舉行，活動反應熱烈，

得到來自「校園藝術大使計劃」的學生參與，一同分享藝術的樂

趣。受疫情影響，今年活動繼續以線上視像形式進行。活動再次

邀得四個來自不同領域的藝術團體，包括敲擊樂隊「敲擊襄」、  

多元化藝術工作室「Ting Art Studio」、沙畫製作室「雪沙藝術創

作」及本地偶戲劇團「偶友街作」，  以「探索藝術」為引旨，設

計出四個不同主題的線上藝術工作坊。在導師們的帶領下，學生

能體驗不同模式的藝術創作，學習將藝術融入生活，感受、體會

及探索多姿多彩的藝術世界。  

 

YS 撐起你！ #為中學生打氣  

 

21.    疫情緩和後的復課期間，學生們不但要追趕受疫情影響

的學習進度，每天更須進行快速抗原測試，而應屆香港中學文憑

試學生更加緊準備考試。有見及此，青年廣場於 2022 年 3 月至

5 月期間推出「YS 撐起你！ #為中學生打氣」，向中學生派發「醒

神抗疫包」，為他們打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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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S 期間限定「打卡位」  

 

22.    疫情緩和期間，青年廣場在 Y 展覽平台增設一系列以花

作主題的「打卡位」，讓公眾前往拍照並上傳到社交平台與朋友

們分享，希望在艱難時刻藉此發放愛和關懷，在社區內發放更多

正能量。「打卡位」為期間限定活動，設互動體驗，如暖心鎖及送

花活動，讓參加者除可拍照外，更可向更多人表達心意，傳遞快

樂訊息，發放正能量。  

 

電影欣賞  

 

23.    青年廣場精選「香港製造」的電影向公眾播映，當中包括

勵志故事，藉此向公衆傳遞堅毅不屈的精神與正能量。2022 年 5

月的「電影欣賞」選播了三套電影，包括《春嬌救志明》、《我的

印度男友》及《童夢奇緣》。 2022 年 6 月的「電影欣賞」則選播

了《爸爸可否不要老》及《殺出個黃昏》兩套電影。  

 

職場體驗計劃@YS  

 

24.    「職場體驗計劃@YS」於 2022 年 4 月公開招募，並舉辦

了網上簡介會，提供青年廣場及計劃介紹，讓申請者能更了解計

劃詳情。實習工作為期六星期，成功獲聘的實習生可於 2022 年

6 月至 7 月期間在青年廣場的各個部門體驗職場生活，包括 Y 旅

舍、設施管理部、營運部、財務部、人力資源及行政部及市場及

企業傳訊部等，全面體驗職場生活。  

 

光藝廊  

 

25.    青年廣場於六樓設立「光藝廊」，透過於長廊引入嶄新投

影技術，以及配合不同風格的輕音樂，讓訪客猶如置身虛幻仙境，

自由發揮創意與光影互動，打造最新「打卡」勝地。長廊更設有

全身鏡，青年人亦可在光影互動下隨音樂起舞。  

 

AI Zone  

 

26.    「AI Zone」透過一系列以人工智能為主題的展覧及工作

坊，包括人工智能創意展品、智能家居產品應用等，讓青年體驗

透過結合科學、技術、工程、美術和數學  (STEAM) 知識，啟發

創造力及解難能力。「AI Zone」內更設有「混合實境乒乓球」遊

戲，融合人工智能 (AI)和機器學習 (ML)技術來跟蹤乒乓球的軌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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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玩家可以在乒乓球桌上輕易看到得分投影，為玩家帶來全新互

動混合實境 (MR)的運動體驗。  

 

 

(ii)  其他活動  

 

社交媒體平台   

 

27.    截至 2022 年 6 月底，青年廣場的 Facebook 專頁共錄得

超過 58,700 位支持者，而 Instagram 則有逾 4,300 位追蹤者。    

除於 Facebook 專頁定期推出不同遊戲及活動以回饋支持者並吸

引更多青年關注外，青年廣場的各項活動片段亦已上載至專屬的

YouTube 頻道，多方位接觸青年群體，宣傳青年廣場的品牌及活

動。  

 

 

 

 

新世界設施管理有限公司  

2022 年 11 月  

 



附件一(A)

 2022/2023年  2021/2022年 

 第一季度*  第一季度* 

場地 服務指標  (四月至六月)  (四月至六月) 

Y 綜藝館 90.1% 89.9%

Y 劇場 94.2% 89.9%

Y 綜藝館及Y 劇場 使用率 92.3% 89.9%

平均使用率 不低於75%

Y 展覽平台 使用率 100.0% 100.0%

不低於50%

多用途場地** 使用率 68.9% 61.8%

(2M/F, 5-6/F, 8-9/F) 不低於50%

 2022/2023年  2021/2022年 

 第一季度  第一季度 

場地使用者 服務指標  (四月至六月)  (四月至六月) 

青年活動 小計 (節目) 比例 194 277

小計 (比例) 不低於50% 66.9% 64.7%

非青年活動 小計 (節目) 96 151

小計 (比例) 33.1% 35.3%

青年活動 + 非青年活動 總計 (節目) 290 428

總計 (比例) 100.0% 100.0%

*受2019冠狀病毒病疫情影響，Y綜藝館、Y劇場及Y展覽平台自2020年1月29日至2020年9月30日、

自2020年12月10日至2021年2月18日，以及自2022年1月7日至2022年4月22日暫停開放。可供租用的

多用途場地自2020年1月29日至2020年6月14日、自2020年7月15日至2020年9月30日、自2020年12月

Y綜藝館、Y劇場、Y展覽平台及多用途場地使用情况

青年廣場

10日至2021年2月18日，以及自2022年1月7日至2022年4月30日暫停開放。五樓及六樓興趣小組美術

作品展覽區自2021年2月19日至2022年4月30日暫停開放。計算設施使用率時已扣除暫停開放的節

數。

 **合併計算可供租用的多用途場地及由香港藝術中心為香港藝術學校租用的多用途場地的使用

率。

青年廣場

場地活動類別比例



附件一(B)

 2022/2023年  2021/2022年 

 第一季度  第一季度 

場地 詳情 服務指標  (四月至六月)  (四月至六月) 

寫字樓 出租率 94.9% 89.9%

(5/F, 7/F, 8/F 及 9/F) 總租賃面積(平方呎) 53,736 53,736

已出租面積(平方呎) 51,005 48,300

商舖 出租率 100.0% 99.3%

(LG1/F, 2M/F & 3/F) 總租賃面積(平方呎) 43,749 43,749

已出租面積(平方呎) 43,749 43,462

出租率 97.2% 94.1%
總租賃面積(平方呎) 97,485 97,485
已出租面積(平方呎) 94,754 91,762

附件一(C)

 2022/2023年  2021/2022年 
 第一季度  第一季度 

詳情 服務指標  (四月至六月)  (四月至六月) 

入住率
入住率

不低於70%
79.8% 87.5%

平均租金 (包含服務費) $336 $312
房晚總數 10,689 11,791

政府部門/青年團體/
非牟利團體的青年活動
晚數 2,332 5,859
比例 不低於40% 21.8% 49.7%

附件一(D)

 2022/2023年 2021/2022年
 第一季度  第一季度 

詳情 服務指標  (四月至六月)  (四月至六月) 

不低於95% 100.00% 100.0%

可用性 符合規定 符合規定

消防裝置

電力供應裝置
空調裝置

青年廣場

寫字樓及商舖使用情况

電梯及自動扶梯

青年廣場
主要機電系统使用情况

辦公室及商舖

平均出租率

出租率

不低於80%

Y 旅舍使用情况



  附件一(E) 

維修及改善工程 

A. 維修及改善工程 - Y綜藝館、Y展覽平台及 Y劇場

a) Y 綜藝館觀眾席位置的油漆翻新工程，已於 2022 年 4 月完成。
b) Y 綜藝館及Y 劇場的 5G 網絡及天線安裝工程，已於 2022 年 6 月完成。

B. 維修及改善工程 - 多用途空間

a) 501、502及 503多用途室的油漆翻新工程，已於 2022年 4月完成。

b) 505及 509-510多用途室的設備改善工程，正在進行中。

C. 維修及改善工程 - Y旅舍

a) 旅舍 G/F的更換玻璃門地鉸工程，已於 2022年 4月完成。

b) 旅舍 6/F公共走廊的更換外牆玻璃工程，已於 2022年 4月由建築署的承辦

商完成。

c) 旅舍 1209客房入口門的油漆翻新工程，已於 2022年 5月完成。

d) 旅舍的更換熱水供應系統工程，正在進行中。

D. 維修及改善工程 - 其他

a) G/F及 LG1/F 8號升降機大堂，LG1/F公共走廊（近消防控制室），消防控

制室，A1、A5及 C1樓梯出口的油漆翻新工程，已於 2022年 4至 5月完

成。

b) 更換 LG2/F 2A及 2B污水泵工程，已於 2022年 6月完成。

c) 4/F食肆樓層的餐廳設施還原工程，已於 2022年 6月完成。

d) G/F及 LG1/F電梯大堂入口門的安裝門禁設備工程，已於 2022年 6月完

成。

e) 位於 305號舖的更換排水管工程，已於 2022年 6月完成。



附件一(F)

 2022/2023年  2021/2022年 

 第一季度  第一季度 

詳情 服務指標  (四月至六月)  (四月至六月) 

值班警衛以提供安全服務 100％的時間 100% 100%

和緊急支援 (每星期 x 7天 x 24小時) 符合規定 符合規定

根據投標文件內工作 至少有90％的時間 100% 100%

計劃 /時間表，提供定 符合規定 符合規定

期清洗服務

保安服務及清潔服務

青年廣場



附件二

 2022/2023年  2021/2022年 
 第一季度  第一季度 

詳情  (四月至六月)  (四月至六月) 

入口訪客總人流 236,726 239,575

青年廣場
入口訪客總人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