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審核 2019-20年度  答覆編號  

 開支預算  
HAB318 

  

 管制人員的答覆  

 

 

(問題編號： 5072) 

 

 

總目：  (95)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分目：  (-) 沒有指定  

綱領：  (1) 康樂及體育， (5) 公共圖書館  

管制人員：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署長  (李美嫦 ) 

局長：  民政事務局局長  

問題：  

1.  過去 5年，當局有否適時檢討全港 18區的康樂設施使用率，包括標準運

動場、暖水游泳池、單車公園及室內體育館等，如有，詳情及涉及開

支為何；過去 5年，當局有否在全港 18區就增建康體設施舉行公眾諮

詢，如有，詳情及涉及開支為何。於 2019-20年度，當局有否計劃檢討

全港 18區的康樂設施使用率，包括標準運動場、暖水游泳池、單車公

園及室內體育館等，如有，詳情及預算開支為何；於 2019-20年度，當

局有否計劃在全港 18區就增建康體設施舉行公眾諮詢，如有，詳情及

預算開支為何。  

 

2.  請詳列過去 5年，全港 18區的康樂設施的等候時間，包括標準運動場、

暖水游泳池、單車公園、公共圖書館及室內體育館等，如有，詳情及

涉及開支為何；當局會否於 2019-20年度，在全港 18區合適地點增建等

候時間超過 1個月的康樂設施，如有，詳情及涉及開支為何。  

 

3.  2019-20年度，康樂及文化事務署繼續在全港各區推廣大型運動場、室

內體育館、暖水泳池及緩跑徑等設施，其詳情及人員預算分別為何。  

 

4.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會否繼續將現有的泳池改建為暖水泳池，或加快完

成已計劃的改建工程，其詳情及人員預算分別為何。  

 

5.  葵涌公園已於 2000年落成，但至今仍然丟空，具體開放時間為何；康

樂及文化事務署會否於 2019-20年撥款改善葵涌公園的設施，以符合對

公眾開放的標準，其詳情及人員預算為何。  

 

6.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會否考慮增加轄下設施及服務的收費，以收回成

本，如會，其詳情及推行時間表為何。  

 



 

7.  請以表列方式，提供過去 5年，康樂及文化事務署用於檢驗轄下每一個

人造草場地，是否含有有害物質，其檢驗詳情、次數及涉及開支為何。 

 

8.  請以表列方式，提供 2019-20年，康樂及文化事務署預計用於檢驗轄下

每一個人造草場地，是否含有有害物質，其檢驗詳情、次數及涉及開

支為何。  

 

9.  過去 5年，當局有否適時檢討全港 18區的公共圖書館使用率，如有，詳

情及涉及開支為何；過去 5年，當局有否在全港 18區就增建圖書館舉行

公眾諮詢，如有，詳情及涉及開支為何。於 2019-20年度，當局有否計

劃檢討全港 18區的公共圖書館使用率，如有，詳情及預算開支為何；

於 2019-20年度，當局有否計劃在全港 18區就增建公共圖書館舉行公眾

諮詢，如有，詳情及預算開支為何。  

 

10. 過去 5年，當局有否適時檢討全港 18區的流動圖書車使用率，如有，詳

情及涉及開支為何；過去 5年，當局有否在全港 18區就增加流動圖書車

舉行公眾諮詢，如有，詳情及涉及開支為何。於 2019-20年度，當局有

否計劃檢討全港 18區的流動圖書車使用率，如有，詳情及預算開支為

何；於 2019-20年度，當局有否計劃在全港 18區就增加流動圖書車舉行

公眾諮詢，如有，詳情及預算開支為何。  

提問人：陳淑莊議員  (立法會內部參考編號： 107) 

答覆：  

1.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康文署 )定期檢視各種體育設施的使用率。運動

場、體育館主場和暖水公眾游泳池過去 5年 (即 2014年至 2018年 )的

使用率載於附件。由於市民無須預訂便可使用單車場，故康文署

並無記錄有關設施的使用率統計數字。預計有關設施於 2019年的

使用率與 2018年相若。  

 

 康文署在規劃新康體設施或改善現有設施時，會就擬議場地的工

程範圍和設計諮詢有關的區議會和其他相關持份者。康文署通過

調配現有資源和人手，持續進行檢視設施使用率和徵詢意見的工

作。  

 

2.  過去 5年，康文署的以下服務均已履行服務承諾：  

 

服務種類  
目標  

(分鐘 ) 

體育設施  親身到場地的訂場櫃檯租訂體育設

施的輪候時間  

15 

(繁忙時段除外 ) 

游泳池  游泳池入場輪候時間  20 

公共圖書館  親身到圖書館櫃檯使用以下服務的  

輪候時間  

 

 (a) 申請新圖書證  10 



服務種類  
目標  

(分鐘 ) 

(b) 補領圖書證  10 

(c) 外借 1項圖書館資料  5 

(d) 歸還 1項圖書館資料  5 

(e) 預約 1項圖書館資料  5 

 

 康文署致力推廣使用電子服務及自助服務。體育設施方面，市民

可使用網上服務或康樂場地所設的自助服務站，登入康體通系統

預訂設施。至於無須預訂的設施 (例如單車公園及供緩步跑之用的

運動場跑道 )，可供市民即場免費使用。圖書館服務方面，市民可

透過網上平台及流動應用程式，享用多元化的圖書館服務。大部

分圖書館已裝設自助借書機，方便讀者借閱及續借圖書館資料。  

 

 署方通過調配現有資源和人手持續提供上述服務。  

 

3.  在 2019-20年度，康文署會繼續通過調配現有人手，在全港各區持

續推廣使用大型運動場、體育館、暖水游泳池及緩跑徑等設施。

署方沒有推廣使用有關設施所涉人手的獨立分項數字。有關設施

的詳情載於康文署網頁。  

 

4.  康文署已於 2018年獲財務委員會 (財委會 )批出撥款，在摩士公園游

泳池場館提供暖水游泳池，工程預計於 2022年完成。康文署計劃

把包玉剛游泳池場館的室外游泳池改建為暖水游泳池，亦計劃重

建九龍仔游泳池場館，該 2項工程計劃目前仍處於不同的規劃階

段。康文署會在諮詢立法會民政事務委員會，以及向財委會申請

撥款時提供有關工程計劃的詳情。  

 

5.  2017年 1月的《施政報告》公布政府將會在未來 5年開展 26個體育

及康樂設施項目，而擬議的葵涌公園是其中之一。康文署一直就

有關項目的規劃工作與持份者 (包括葵青區議會 )緊密合作。政府擬

於 2020-21立法年度就有關項目向立法會申請撥款。康文署向立法

會申請撥款時會提供有關項目的詳情。  

 

6.  康文署正全面檢討康體設施和服務的收費，除徵詢有關決策局的

意見外，還會考慮多項因素，包括推廣體育的政策目標、設施使

用率、可用作比較的市場價格、市民的負擔能力和成本回收率。

新收費的實施會視乎檢討結果而定。  

 

7.及8. 康文署第三代人造草地球場目前採用的人造草地系統 (包括填充物

料 )，符合國際足球協會的規定，並在世界各地廣泛使用。此外，

香港足球總會及香港欖球總會亦支持使用和增建第三代人造草地

球場。  

 



 康文署已檢討轄下場地的人造草地球場現行標準，以及設計、建

造工程、安裝、運作及維修保養的要求和常規。檢討結果和建議，

將會在日後人造草地球場的規劃和維修保養工作中予以考慮。  

 

9.及10. 康文署一直致力提升公共圖書館服務的質素、方便程度和成本效

益。香港公共圖書館除了監察到館人流及使用率的統計數據外，

還定期進行全港公眾意見調查，以及在地區層面舉辦年度讀者聯

絡小組茶敍和與學校圖書館主任、社區團體及非牟利組織等的聚

焦小組會面，就圖書館服務、設施及館藏和未來需要蒐集市民的

意見。  

 

 康文署對上一次於 2014-15年度進行全港「香港公共圖書館意見調

查」，蒐集市民對當時公共圖書館服務及未來需要的意見。意見

調查的開支約為 90萬元。調查結果顯示，85.6%的圖書館使用者滿

意公共圖書館的服務及設施。調查結果摘要已上載至香港公共圖

書館網站。   

 

 在考慮設置新的公共圖書館時，政府會顧及多項因素，包括《香

港規劃標準與準則》的規定；在全港和地區層面上，現有圖書館

目前的服務提供和使用情況；人口特徵及變動；社區不斷轉變的

需求；區議會的意見；可供使用的土地；技術上是否可行；以及

服務的成本效益。  

 

 流動圖書館服務方面，上述意見調查的結果顯示，78.6%受訪者整

體上對流動圖書館服務感到滿意。除了進行意見調查外，康文署

還會定期留意和檢討流動圖書館服務，並就服務的提供及流動圖

書館服務站與區議會保持溝通，包括每 2個月匯報一次流動圖書館

服務的使用情況，以及在有需要時就重新編配服務時間和搬遷服

務站事宜進行檢討。因應區議會的意見及有關檢討的結果，康文

署引入了 2輛新的流動圖書車和重新編配現有流動圖書車的路

線，自 2014年 7月起逐步提升流動圖書館服務。至今，已經增設或

正在籌備的流動圖書館服務站有 19個。就流動圖書館服務進行檢

討的開支，會以現有人手資源承擔。   

 

 康文署會因應從不同渠道蒐集得的公眾意見，繼續留意和檢討固

定及流動圖書館服務的使用情況，從而有效運用資源，為市民提

供更佳服務。  

  



答覆編號HAB318附件  

 

過去 5年 (2014年 -2018年 )體育館和運動場的使用率  

及暖水公眾游泳池的入場人數  

 

設施  

類別  

2014年  2015年  2016年  2017年  2018年  

場地 

數目 

使用率／

入場人數 

場地 

數目 

使用率／ 

入場人數 

場地 

數目 

使用率／ 

入場人數 

場地 

數目 

使用率／ 

入場人數 

場地 

數目 

使用率／ 

入場人數 

體育館

(主場 )  
93 80% 94 82% 95 85% 97 85% 98 86% 

運動場  25 99% 25 99% 25 99% 25 99% 25 99% 

暖水  

公眾  

游泳池

(入場  

人數 )  

24 9 622 353 24 10 198 946 24 10 688 127 26 11 241 643 26 11 153 783 

 

– 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