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根據作業備考編號1/2010, 1/2010A及 1/2010B

二０一八年度


已簽立的特別豁免書個案 (註1)


簽辦日期

(註2) 

地段編號 地點 用途

(註4) 

註冊日期 

(註3) 

2018/1/5 青山市地段第23號 新界屯門新合里1及3號 鈞善工廠大廈 

食肆

辦公室

私人會所

商店及服務行業

鈞善工廠大廈二期

辦公室 

2018/1/23

2018/1/10 丈量約份第51約地段第 
5366號

新界粉嶺樂業路17號 食肆 

私人會所

商店及服務行業 

2018/2/5

2018/2/5 新九龍內地段第3873號
餘段

九龍長沙灣青山道495號 商營浴室/ 按摩院 

食肆

教育機構

展覽或會議廳

資訊科技及電訊業

機構用途 (不包括社會福利設施)

場外投注站

辦公室

娛樂場所

康體文娛場所

私人會所

公用事業設施裝置

雷達、電訊微波轉發站、電視及/或
廣播電台發射塔裝置

研究所、設計及發展中心

學校(不包括特別設計的獨立校舍及

幼稚園)

商店及服務行業

訓練中心 

2018/2/21

2018/3/5 荃灣市地段第325號 新界荃灣 研究所、設計及發展中心 

訓練中心

康體文娛場所

商店及服務行業

食肆

2018/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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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3/28 丈量約份第445約地段第 
693號B分段第3小分段

新界葵涌 食肆 

商店及服務行業 

2018/4/20

2018/6/6 觀塘內地段第65號 九龍觀塘敬業街69及71號 酒店  2018/6/20 

2018/6/20 葵涌巿地段第146號及丈
量約份第444約地段第 
316號

新界葵涌和宜合道97-107
號

救護站 

商營浴室/ 按摩院

食肆

教育機構

展覽或會議廳

政府用途 ( 只限報案中心、郵政局 )

資訊科技及電訊業

機構用途 (不包括社會福利設施)

圖書館

場外投注站

辦公室

娛樂場所

康體文娛場所

私人會所

政府診所

公厠設施

公用事業設施裝置

雷達、電訊微波轉發站、電視及/或
廣播電台發射塔裝置

可循環再造物料回收中心

宗教機構

研究所、設計及發展中心

學校(不包括特別設計的獨立校舍及

幼稚園)

商店及服務行業

訓練中心

私人發展計劃的公用設施裝置 

2018/7/17

2018/6/26 青山市地段第24號 新界屯門 食肆 

商店及服務行業 

2018/7/24

2018/7/17 元朗巿地段第362號 新界元朗宏業東街21-35號食肆  

辦公室

娛樂場所

商店及服務行業

2018/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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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8/28 沙田巿地段第273號 新界沙田源順圍13-15號 食肆 

辦公室

商店及服務行業 

2018/9/14

2018/9/4 柴灣內地段第98號 香港柴灣豐業街8號 只限現有建築物的地下、1樓及2樓 

食肆

機構用途 (不包括社會福利設施)

場外投注站

辦公室

娛樂場所

康體文娛場所

私人會所

商店及服務行業

訓練中心

只限現有建築物的3樓及4樓

停車場

只限現有建築物的5樓至13樓及屋頂

房間

資訊科技及電訊業

辦公室 (只限影音錄製室、設計及媒
體製作、與工業用途相關的辦公室)

雷達、電訊微波轉發站、電視及/或

廣播電台發射塔裝置

研究所、設計及發展中心 

2018/10/4

2018/9/13 屯門巿地段第102號 新界屯門建發里4號 食肆 

商店及服務行業

辦公室 

2018/10/4

2018/9/24 觀塘內地段第618號 九龍觀塘鴻圖道86號 商營浴室/ 按摩院 

食肆

展覽或會議廳

資訊科技及電訊業

場外投注站

辦公室

娛樂場所

康體文娛場所

私人會所

雷達、電訊微波轉發站、電視及/或
廣播電台發射塔裝置

宗教機構

研究所、設計及發展中心

學校(不包括特別設計的獨立校舍及

幼稚園)

商店及服務行業

訓練中心

2018/1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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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9/24 粉嶺上水市地段第70號 新界粉嶺安居街19號 食肆 

辦公室

商店及服務行業 

2018/10/12

2018/11/6 粉嶺上水市地段第148號 新界上水彩發街2號 食肆 

商店及服務行業

2018/11/27

註 :
(1) 上表所載的個案為已於土地註冊處註冊。 如欲查閱個別個案詳情 , 可直接到該處查閱。 

(2) 上表所載的個案為已於土地註冊處註冊 , 這些個案早已於本署公布上表前簽立。

(3) 土地註冊處之註冊日期。 

(4) 特別豁免書所准許的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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