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審核 2019-20年度  答覆編號  

 開支預算  
HAB403 

  

 管制人員的答覆  

 

 

(問題編號： 6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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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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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署方按 18區列表，提供署方管理的公廁 (1)公廁名稱、地址、(2)興建年份、

(3)上一次翻新年份、 (4)造價、 (5)使用率、 (6)清潔次數 (每日及每周 )、 (7)

負責清潔的人數、 (8)每周更換紙巾、梘液數目  

提問人：郭家麒議員  (立法會內部參考編號： 56) 

答覆：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康文署 )聘用私人承辦商為轄下設施 (包括廁所 )提供潔

淨服務。潔淨服務承辦商須按照合約開列的服務要求和服務表現標準履行

合約。關於紙巾和梘液，承辦商會在有需要時予以補充，確保足敷市民使

用。由於廁所屬公共康體場地設施的一部分，康文署並無備存各區清潔廁

所所涉人手的獨立數字。康文署員工會定期視察，確保承辦商遵守相關要

求和標準。  

 

按 18區劃分附設廁所的康文署場地一覽表載於附件。至於提問的第 (2)、

(3)、 (4)、 (5)部分，康文署並無所索取的資料。  

 

  



答覆編號HAB403附件  

 

地區  場地名稱  地址  

九龍城  九龍仔運動場  九龍城延文禮士道 13號  

九龍城  巴富街運動場  何文田石鼓街  

九龍城  佛光街體育館  何文田牧愛街 18號佛光街體育館 9樓  

九龍城  何文田體育館  何文田忠義街 1號  

九龍城  紅磡市政大廈體育館  紅磡馬頭圍道11號紅磡市政大廈3至5樓  

九龍城  九龍城體育館  九龍城衙前圍道100號九龍城市政大廈3樓  

九龍城  土瓜灣體育館  土瓜灣下鄉道 66號  

九龍城  亞皆老街遊樂場  九龍城亞皆老街  

九龍城  廣播道花園  九龍塘廣播道  

九龍城  廣播道遊樂場  九龍塘廣播道  

九龍城  賈炳達道公園  九龍城賈炳達道  

九龍城  忠義街花園  何文田忠義街  

九龍城  歌和老街兒童遊樂場  九龍塘歌和老街  

九龍城  佛光街一號花園  紅磡佛光街  

九龍城  東何文田配水庫遊樂場  何文田佛光街  

九龍城  海心公園  土瓜灣旭日街  

九龍城  紅磡南道休憩花園  紅磡紅磡南道  

九龍城  和黃公園  紅磡戴亞街  

九龍城  聯合道公園  九龍城聯合道 195號   

九龍城  啓德郵輪碼頭公園  啓德承豐道 33號啓德郵輪碼頭頂層平台  

九龍城  啓德跑道公園  啓德承豐道 33號  

九龍城  根德道花園  九龍塘根德道 19號  

九龍城  高山道公園  九龍城高山道 77號  

九龍城  九龍仔公園  九龍城延文禮士道 13號  

九龍城  九龍寨城公園  九龍城東正道  

九龍城  貴州街／旭日街休憩處  土瓜灣貴州街與旭日街交界  

九龍城  樂富公園  九龍城富安街  

九龍城  龍翔道公園  畢架山龍翔道  

九龍城  馬頭圍道遊樂場  土瓜灣馬頭圍道  

九龍城  馬頭圍配水庫遊樂場  土瓜灣馬頭圍配水庫  

九龍城  牛津道遊樂場  九龍塘牛津道  

九龍城  太平道遊樂場  何文田太平道 5號A 

九龍城  律倫街兒童遊樂場  九龍塘律倫街  

九龍城  常樂街花園  何文田常樂街  



地區  場地名稱  地址  

九龍城  常盛街公園  何文田公主道  

九龍城  大環山公園  紅磡環海街  

九龍城  天光道遊樂場  何文田天光道 17號  

九龍城  天光道網球場  何文田天光道 15號  

九龍城  土瓜灣市政大廈遊樂場  土瓜灣馬頭圍道 165號  

九龍城  土瓜灣遊樂場  土瓜灣下鄉道 66號  

九龍城  九龍公共圖書館  何文田培正道 5號  

九龍城  高山劇場  紅磡高山道 77號  

九龍城  何文田游泳池  何文田忠義街 1號  

九龍城  九龍仔游泳池  九龍城延文禮士道 13號  

九龍城  大環山游泳池  紅磡環海街 7號  

大埔  大埔運動場  大埔大埔頭路 21號  

大埔  富亨體育館  大埔富亨邨商場 1樓  

大埔  富善體育館  大埔富善邨多層停車場 6樓  

大埔  大埔墟體育館  大埔鄉事會街 8號大埔綜合大樓 6樓  

大埔  大埔體育館  大埔汀太路 13號  

大埔  太和體育館  大埔太和邨太和商場平台  

大埔  廣福球場  大埔廣福道   

大埔  廣福公園  大埔廣進街  

大埔  梅樹坑遊樂場  大埔梅樹坑路  

大埔  大埔滘公園  大埔大埔公路－大埔滘段  

大埔  大埔舊墟遊樂場  大埔安浩里  

大埔  大埔頭遊樂場  大埔大埔頭徑  

大埔  大埔海濱公園  大埔大發街  

大埔  運頭角遊樂場  大埔運頭角里  

大埔  元洲仔公園  大埔元洲仔里  

大埔  完善公園  大埔完善路  

大埔  大美督水上活動中心  大埔大美督船灣淡水湖主壩  

大埔  香港鐵路博物館  大埔大埔墟崇德街 13號  

大埔  大埔公共圖書館  大埔鄉事會街 8號大埔綜合大樓 5樓  

大埔  大埔文娛中心  大埔安邦路 12號  

大埔  大埔游泳池  大埔汀太路 11號  

中西區  香港公園體育館  中環紅棉路 29號  

中西區  香港壁球中心  中環紅棉路 23號  

中西區  石塘咀體育館  皇后大道西470號石塘咀市政大廈5樓  

中西區  上環體育館  皇后大道中 345號上環市政大廈 11樓  



地區  場地名稱  地址  

中西區  士美非路體育館  堅尼地城士美菲路 12號K士美非路市政大

廈 4樓  

中西區  中山紀念公園體育館  西營盤東邊街北 18號   

中西區  卑路乍灣公園  堅尼地城堅彌地城海旁  

中西區  卜公花園  上環普慶坊  

中西區  蒲魯賢徑臨時遊樂場  半山蒲魯賢徑  

中西區  堅巷花園  上環堅巷  

中西區  堅道花園  半山堅道  

中西區  吉席街花園  堅尼地城爹核士街 8號  

中西區  中西區海濱長廊－中環段 中環龍和道  

中西區  遮打花園  中環遮打道  

中西區  科士街臨時遊樂場  堅尼地城科士街與士美菲路交界  

中西區  克頓道休憩處  半山克頓道  

中西區  山道花園  西環山道  

中西區  荷李活道公園  上環荷李活道近竹連里  

中西區  香港公園  中環紅棉路 19號  

中西區  香港動植物公園  中環雅賓利道  

中西區  加惠民道花園  堅尼地城加惠民道  

中西區  九如坊兒童遊樂場  上環九如坊  

中西區  堅彌地城配水庫遊樂場  堅尼地城摩星嶺道堅彌地城配水庫  

中西區  香港佐治五世紀念公園  西營盤東邊街與高街交界  

中西區  光漢臺花園  中環鴨巴甸街光漢臺  

中西區  柯士甸山遊樂場  山頂柯士甸山道  

中西區  三號碼頭花園  中環民光街中環 3號碼頭平台  

中西區  薄扶林道遊樂場  薄扶林薄扶林道  

中西區  西湖里遊樂場  西營盤西湖里  

中西區  西營盤郵政局兒童遊樂場 西營盤第三街與薄扶林道交界  

中西區  中山紀念公園  西營盤東邊街北  

中西區  添馬公園  金鐘夏慤道添馬公園  

中西區  山頂花園  山頂柯士甸山道  

中西區  堅尼地城游泳池   堅尼地城西祥街北 2號  

中西區  中山紀念公園游泳池   西營盤東邊街北 16號  

中西區  中西區海濱長廊－西區

副食品批發市場段  

西環豐物道 8號  

中西區  中西區海濱長廊－上環段 上環中港道  

中西區  夏慤花園  金鐘夏慤道  



地區  場地名稱  地址  

中西區  堅彌地城臨時遊樂場  堅尼地城西寧街 33號對面   

中西區   香港視覺藝術中心  中環堅尼地道 7號A 

中西區   孫中山紀念館  半山衛城道 7號  

中西區   石塘咀公共圖書館   石塘咀皇后大道西 470號石塘咀市政大廈

3至4樓  

中西區   上環文娛中心  中環皇后大道中 345號上環市政大廈 5樓  

中西區   香港大會堂  中環愛丁堡廣場 5號  

元朗  天水圍運動場  天水圍天瑞路 2號  

元朗  元朗大球場  元朗體育路 6號  

元朗  鳳琴街體育館  元朗鳳攸北街 20號  

元朗  朗屏體育館  元朗朗屏邨朗屏商場 2樓 202號  

元朗  屏山天水圍體育館  天水圍聚星路 1號  

元朗  元朗羅弼時爵士壁球場  元朗屏會街屏輝徑 1號  

元朗  大橋街市壁球場  元朗橋樂坊 2號  

元朗  天暉路體育館  天水圍天瑞路 63號  

元朗  天瑞體育館  天水圍天瑞路 7號  

元朗  天水圍體育館  天水圍天柏路 1號  

元朗  元朗賽馬會壁球場  元朗建德街 32號  

元朗  元朗體育館  元朗馬田路52號元朗文化康樂大樓3樓及4樓  

元朗  龍園  天水圍天龍路  

元朗  安興遊樂場  元朗安興街  

元朗  屏柏里公園  元朗屏山屏柏里   

元朗  西菁街網球場  元朗西菁街 6號  

元朗  上村公園  元朗八鄉上村錦上路與錦田公路交界   

元朗  水邊村遊樂場  元朗體育路  

元朗  大陂頭休憩花園  元朗大陂頭徑  

元朗  德業街遊樂場  元朗德業街  

元朗  天河路遊樂場  元朗天水圍天河路  

元朗  天柏路公園  元朗天水圍天柏路  

元朗  天秀路公園  元朗天水圍天秀路  

元朗  天水圍公園  天水圍天瑞路 6號  

元朗  天業路人造沙灘球場  天水圍天業路   

元朗  天業路公園  天水圍天業路  

元朗  東頭工業區遊樂場  元朗東頭工業區強業街  

元朗  元朗兒童遊樂場  元朗康樂路   

元朗  元朗公園  元朗公園北路 1號  



地區  場地名稱  地址  

元朗  元朗公共圖書館  元朗馬田路 52號元朗文化康樂大樓地下

至 1樓  

元朗  屏山天水圍公共圖書館  天水圍聚星路 1號屏山天水圍文化康樂大

樓高座  

元朗  天水圍北公共圖書館  天水圍天澤邨天澤商場 313號舖位  

元朗  元朗劇院  元朗體育路 9號  

元朗  元朗游泳池  元朗體育路 10號  

元朗  天水圍游泳池  天水圍天柏路 1號  

元朗  屏山天水圍游泳池  天水圍聚星路 1號  

屯門  兆麟運動場  屯門兆麟街 16號  

屯門  屯門鄧肇堅運動場  屯門青松觀路  

屯門  良田體育館  屯門田景邨停車場 4樓  

屯門  大興體育館  屯門青松觀路 38號  

屯門  賽馬會屯門蝴蝶灣體育館 屯門湖山路 11號   

屯門  屯門游泳池壁球場  屯門海皇路 8號屯門游泳池側  

屯門  友愛體育館  屯門興安里 3號  

屯門  蝴蝶灣公園  屯門龍門路第 45B區  

屯門  恆貴街遊樂場  屯門恒貴街 5號   

屯門  杯渡路 (南 )休憩花園  屯門天后路  

屯門  新墟遊樂場  屯門鄉事會路  

屯門  新和里遊樂場  屯門新和里  

屯門  田廈路遊樂場  屯門田廈路  

屯門  青龍花園  屯門青龍路  

屯門  青山兒童遊樂場  屯門青山坊  

屯門  青善遊樂場  屯門青善街   

屯門  青田遊樂場  屯門良運路  

屯門  屯門文娛廣場  屯門屯門鄉事會路  

屯門  屯門公園  屯門屯門鄉事會路  

屯門  屯門河畔公園  屯門屯門河畔  

屯門  華發遊樂場  屯門華發街近錦輝花園   

屯門  湖山草地滾球場  屯門湖山路近青山警署及悅湖山莊  

屯門  湖山遊樂場  屯門湖山路  

屯門  湖山網球場  屯門湖山路  

屯門  楊景遊樂場  屯門楊景路   

屯門  楊小坑錦簇花園  屯門楊青路  

屯門  屯門康樂體育中心  屯門龍門路  



地區  場地名稱  地址  

屯門  屯門公共圖書館  屯門屯喜路 1號  

屯門  屯門大會堂  屯門屯喜路 3號  

屯門  賽馬會仁愛堂游泳池  屯門青松觀路 37號  

屯門  屯門西北游泳池  屯門鳴琴路 95號  

屯門  屯門游泳池   屯門海皇路 8號  

屯門  蝴蝶灣泳灘   屯門龍門路第 45區  

屯門  青山灣泳灘   屯門青山公路 19咪  

屯門  加多利灣泳灘   屯門青山公路 183/4咪  

屯門  舊咖啡灣泳灘   屯門青山公路 183/4咪  

屯門  黃金泳灘   屯門青山公路 181/2咪  

北區  粉嶺遊樂場  粉嶺新運路 55號  

北區  北區運動場  上水天平路 26號  

北區  粉嶺公共圖書館  粉嶺和滿街 9號2樓  

北區  上水公共圖書館  上水智昌路 13號石湖墟市政大廈 3樓  

北區  北區大會堂  上水龍運街 2號  

北區  聯和墟體育館  粉嶺聯和墟和滿街 9號3樓  

北區  龍琛路體育館  上水馬會道 155號  

北區  保榮路體育館  上水百和路 19號  

北區  天平體育館  上水天平邨天平商場 3樓  

北區  和興體育館  粉嶺和鳴里 8號  

北區  粉嶺樓路遊樂場  粉嶺聯和墟粉嶺樓路  

北區  粉嶺康樂公園  粉嶺新運路  

北區  吉祥街花園  上水吉祥街 29號  

北區  聯和墟遊樂場  粉嶺聯和墟聯和道  

北區  北區公園  上水馬會道  

北區  百福田心遊樂場  粉嶺一鳴路第 42區  

北區  百和路遊樂場  粉嶺百和路  

北區  保榮路遊樂場  上水保榮路  

北區  沙頭角遊樂場  沙頭角順興街 2號   

北區  石湖墟賽馬會遊樂場  上水寶運路 6號   

北區  石湖墟遊樂場  上水符興街  

北區  上水花園第一號  上水龍琛路與智昌路交界  

北區  粉嶺游泳池   粉嶺新運路 73號  

北區  上水游泳池   上水天平路 38號  

西貢  西貢鄧肇堅運動場  西貢福民路 41號  

西貢  將軍澳運動場  將軍澳寶康路 109號  



地區  場地名稱  地址  

西貢  坑口體育館  將軍澳培成路 38號西貢將軍澳政府綜合

大樓 1至3樓  

西貢  香港單車館  將軍澳寶康路 105至 107號  

西貢  寶林體育館  將軍澳寶林邨   

西貢  西貢壁球場   西貢惠民路  

西貢  調景嶺體育館  將軍澳翠嶺路 2號   

西貢  將軍澳體育館  將軍澳運隆路 9號   

西貢  翠林體育館  將軍澳翠林邨   

西貢  坑口文曲里公園  將軍澳坑口文曲里 6號  

西貢  香港單車館公園  將軍澳寶康路 105至 107號  

西貢  寶康公園  將軍澳運隆路 10號  

西貢  寶翠公園  將軍澳毓雅里 16號  

西貢  培成花園  將軍澳培成路 38號  

西貢  西貢網球場  西貢惠民路  

西貢  西貢海濱公園  西貢惠民路  

西貢  常寧遊樂場  將軍澳常寧路  

西貢  唐明街公園  將軍澳唐明街唐賢里  

西貢  將軍澳海濱公園  將軍澳唐俊街  

西貢  惠民路遊樂場  西貢惠民路  

西貢  環保大道寵物公園  將軍澳環保大道  

西貢  魷魚灣遊樂場  將軍澳坑口魷魚灣村道   

西貢  麥理浩夫人度假村  西貢北潭  

西貢  西貢戶外康樂中心  西貢對面海區康健路 21號  

西貢  賽馬會黃石水上活動中心 西貢萬宜水庫西壩  

西貢  賽馬會黃石水上活動中心 西貢黃石碼頭  

西貢  調景嶺公共圖書館  將軍澳翠嶺路 4號  

西貢  將軍澳公共圖書館  將軍澳運隆路 9號  

西貢  西貢游泳池   西貢惠民路 12號  

西貢  將軍澳游泳池   將軍澳運隆路 9號  

西貢  三星灣泳灘   西貢白沙灣三星灣  

西貢  橋咀泳灘   西貢橋咀洲  

西貢  廈門灣泳灘   西貢橋咀洲廈門灣  

西貢  銀線灣泳灘   西貢清水灣道銀線灣  

西貢  清水灣第一灣泳灘   西貢清水灣道大環頭  

西貢  清水灣第二灣泳灘   西貢清水灣大坳門路  

沙田  馬鞍山運動場  馬鞍山恆康街 1號  



地區  場地名稱  地址  

沙田  沙田運動場  沙田源禾路 18號  

沙田  恆安體育館  沙田馬鞍山恆安邨恆安商場 4樓  

沙田  顯徑體育館  沙田顯徑邨顯徑商場  

沙田  馬鞍山體育館  沙田馬鞍山鞍駿街 14號  

沙田  美林體育館  沙田大圍美林邨第三期  

沙田  沙田賽馬會公眾壁球場  沙田源禾路 12號  

沙田  圓洲角體育館  沙田銀城街 35號  

沙田  源禾路體育館  沙田源禾路 8號  

沙田  車公廟路遊樂場  沙田大圍車公廟路  

沙田  翠田街足球場  大圍翠田街  

沙田  恆輝街公園  沙田馬鞍山恆輝街  

沙田  顯田遊樂場  沙田大圍車公廟路  

沙田  馬鈴徑休憩花園  沙田九肚山馬鈴徑  

沙田  馬鞍山公園  沙田馬鞍山鞍駿街 12號  

沙田  馬鞍山海濱長廊  沙田寜泰路  

沙田  馬鞍山遊樂場  沙田馬鞍山恆康街 1號  

沙田  牛皮沙街遊樂場  沙田牛皮沙街  

沙田  鞍祿街花園  沙田馬鞍山鞍祿街  

沙田  安睦街花園  石門安睦街  

沙田  沙田公園  沙田源禾路 2號  

沙田  沙田交通安全公園  沙田崗背街 1號  

沙田  石門遊樂場  沙田石門安平街  

沙田  城門河第一海濱花園  沙田大涌橋路  

沙田  城門河第二海濱花園  沙田大涌橋路  

沙田  城門河第三海濱花園  沙田源禾路  

沙田  小瀝源路遊樂場  沙田小瀝源路 1號  

沙田  曾大屋遊樂場  沙田沙角街 2號  

沙田  銅鑼灣山路花園  大圍銅鑼灣山路  

沙田  王屋花園  沙田圓洲角路  

沙田  圓洲角公園  沙田圓洲角路 17號A 

沙田  源禾遊樂場  沙田源禾路 16號  

沙田  香港文化博物館  沙田文林路 1號  

沙田  沙田公共圖書館  沙田源禾路 1號  

沙田  馬鞍山公共圖書館  沙田馬鞍山鞍駿街 14號  

沙田  圓洲角公共圖書館  沙田銀城街35號圓洲角綜合大樓高座  

沙田  沙田大會堂  沙田源禾路 1號  



地區  場地名稱  地址  

沙田  顯田游泳池  沙田大圍車公廟路 68號  

沙田  馬鞍山游泳池  沙田馬鞍山鞍駿街 33號  

沙田  沙田賽馬會游泳池  沙田源禾路 10號  

東區  小西灣運動場  小西灣富康街 8號  

東區  香港電影資料館  西灣河鯉景道 50號    

東區  油街實現  北角油街 12號  

東區  柴灣公共圖書館  柴灣柴灣道 338號柴灣市政大廈 4至5樓  

東區  鰂魚涌公共圖書館  鰂魚涌鰂魚涌街 38號鰂魚涌市政大廈 4至

5樓  

東區  小西灣公共圖書館   柴灣小西灣道 15號小西灣綜合大樓地下  

東區  西灣河文娛中心  筲箕灣道 111號地下  

東區  柴灣體育館  柴灣怡順街 6號  

東區  港島東體育館  西灣河鯉景道 52號  

東區  渣華道體育館  北角渣華道 99號渣華道市政大廈  

東區  鰂魚涌體育館  鰂魚涌鰂魚涌街 38號鰂魚涌市政大廈  

東區  西灣河體育館  西灣河筲箕灣道 111號  

東區  小西灣體育館  小西灣道15號小西灣綜合大樓2至4樓  

東區  愛秩序灣公園  西灣河愛德街 10號   

東區  愛秩序灣遊樂場  筲箕灣南安街    

東區  愛秩序灣海濱花園  筲箕灣愛禮街  

東區  寶馬山道遊樂場  北角寶馬山道   

東區  柴灣公園  柴灣翠灣街   

東區  賽西湖公園  北角寶馬山寶馬山道  

東區  雲景道配水庫遊樂場  北角寶馬山雲景道  

東區  炮台山遊樂場  北角炮台山道  

東區  杏花邨遊樂場  柴灣創富道  

東區  英皇道遊樂場  北角英皇道  

東區  羅屋民俗館休憩花園  柴灣柴灣道  

東區  北角配水庫遊樂場  北角寶馬山天后廟道   

東區  百福道交通安全城  北角百福道  

東區  鰂魚涌公園  鰂魚涌近海堤街   

東區  鰂魚涌海濱花園  鰂魚涌海裕街   

東區  西灣河遊樂場  西灣河鯉景道  

東區  筲箕灣街市天台兒童遊

樂場  

筲箕灣筲箕灣東大街  

東區  筲箕灣配水庫遊樂場  筲箕灣耀興道    

東區  小西灣海濱花園  小西灣小西灣道  



地區  場地名稱  地址  

東區  永泰道花園  柴灣永泰道  

東區  鯉魚門公園  柴灣柴灣道 75號  

東區  柴灣游泳池  柴灣新廈街 345號  

東區  港島東游泳池  西灣河鯉景道 52號  

東區  小西灣游泳池  小西灣道 15號小西灣綜合大樓 1樓  

油尖旺  旺角大球場  旺角花墟道 37號  

油尖旺  界限街一號體育館  旺角洗衣街 200號  

油尖旺  界限街二號體育館  旺角洗衣街 200號  

油尖旺  花園街體育館  旺角花園街 123號A花園街市政大廈 10至

13樓  

油尖旺  九龍公園體育館  尖沙咀柯士甸道 22號  

油尖旺  官涌體育館  佐敦寶靈街 17號官涌市政大廈 6樓  

油尖旺  大角咀體育館  大角咀褔全街63號大角咀市政大廈6樓  

油尖旺  界限街遊樂場  旺角洗衣街 200號  

油尖旺  櫻桃街公園  旺角櫻桃街 1號  

油尖旺  覺士道兒童遊樂場  佐敦覺士道九龍木球會側  

油尖旺  渡船街遊樂場  油麻地渡船街 230號  

油尖旺  京士柏曲棍球場  油麻地衛理道 2至6號  

油尖旺  京士柏遊樂場  油麻地京士柏道 23號  

油尖旺  九龍公園  尖沙咀柯士甸道 22號  

油尖旺  樂羣街公園  旺角樂群街 25號  

油尖旺  麥花臣遊樂場  旺角洗衣街 59號  

油尖旺  文昌街公園  油麻地文昌街與渡船街及欣翔道交界  

油尖旺  中間道兒童遊樂場  尖沙咀中間道與梳士巴利道交界  

油尖旺  訊號山花園  尖沙咀緬甸台  

油尖旺  詩歌舞遊樂場  旺角柳樹街 12號  

油尖旺  地士道街休憩花園  旺角地士道街 23號  

油尖旺  塘尾道兒童遊樂場  旺角塘尾道 170號  

油尖旺  市政局百週年紀念花園  漆咸道南╱麼地道╱加連威老道  

油尖旺  香港太空館  尖沙咀梳士巴利道 10號  

油尖旺  香港科學館  尖沙咀東部科學館道 2號  

油尖旺  香港歷史博物館  尖沙咀漆咸道南 100號  

油尖旺  大角咀公共圖書館  大角咀福全街 63號大角咀市政大廈 3樓  

油尖旺  香港文化中心  尖沙咀梳士巴利道 10號  

油尖旺  油麻地戲院  油麻地窩打老道 6號  

油尖旺  香港體育館   紅磡暢運道 9號   

油尖旺  九龍公園游泳池  尖沙咀柯士甸道 22號  



地區  場地名稱  地址  

油尖旺  大角咀游泳池  大角咀福全街63號大角咀市政大廈4樓  

南區  香港仔運動場  香港仔黃竹坑道 108號  

南區  鴨脷洲公共圖書館  鴨脷洲洪聖街 8號鴨脷洲市政大廈 5樓  

南區  香港仔體育館  香港仔香港仔大道 203號香港仔市政大廈 5

樓及 6樓  

南區  香港仔網球及壁球中心  香港仔香港仔海傍道 1號  

南區  鴨脷洲體育館  鴨脷洲洪聖街 8號鴨脷洲市政大廈 1至 4樓  

南區  赤柱體育館  赤柱赤柱市場道 6號赤柱市政大廈地面上

層及 1樓  

南區  黃竹坑體育館  香港仔黃竹坑道 168號  

南區  漁光道體育館  香港仔漁光道 43號  

南區  香港仔海濱公園  香港仔香港仔海傍道   

南區  鴨脷洲公園  香港仔鴨脷洲大街   

南區  鴨脷洲海濱長廊  鴨脷洲平瀾街   

南區  鴨脷洲風之塔公園  鴨脷洲利枝道   

南區  大浪灣郊遊區  石澳大浪灣道   

南區  康富遊樂場  香港仔華富邨華富道   

南區  石排灣邨一號遊樂場  香港仔漁光道   

南區  石排灣道遊樂場  田灣石排灣道 60號  

南區  瀑布灣公園  香港仔華富邨瀑布灣道   

南區  黃竹坑遊樂場  香港仔黃竹坑道 108號   

南區  黃竹坑配水庫休憩花園  香港仔黃竹坑配水庫頂層平台   

南區  黃泥涌水塘花園  黃泥涌大潭水塘道   

南區  聖士提反灣水上活動中心 赤柱黄麻角徑  

南區  赤柱正灘水上活動中心  赤柱赤柱連合道 1號  

南區  包玉剛游泳池  黃竹坑深灣道 2號   

南區  深水灣泳灘   深水灣香島道  

南區  淺水灣泳灘   淺水灣海灘道  

南區  赤柱正灘泳灘   赤柱赤柱灘道  

南區  夏萍灣泳灘  赤柱赤柱灘道    

南區  舂坎角泳灘   舂坎角舂坎角道      

南區  聖士提反灣泳灘   赤柱黃麻角徑   

南區  龜背灣泳灘   赤柱大潭道   

南區  石澳泳灘   石澳石澳道   

南區  大浪灣泳灘   石澳大浪灣道  

荃灣  城門谷運動場  荃灣城門路 21號  



地區  場地名稱  地址  

荃灣  荃景圍體育館  荃灣美環街 38號  

荃灣  荃灣體育館  荃灣永順街 53號  

荃灣  荃灣西約體育館  荃灣海安路 68號  

荃灣  蕙荃體育館  荃灣廟崗街 6號  

荃灣  楊屋道體育館  荃灣楊屋道45號楊屋道市政大廈4樓及5樓  

荃灣  圓環公園  荃灣青山公路－荃灣段  

荃灣  國瑞路公園  荃灣國瑞路  

荃灣  沙咀道遊樂場  荃灣沙咀道 171至199號  

荃灣  深慈街遊樂場  荃灣深井深慈街   

荃灣  城門谷公園  荃灣城門路 21號  

荃灣  荃景圍兒童遊樂場  荃灣荃景圍 178號  

荃灣  荃景圍遊樂場  荃灣荃景圍  

荃灣  荃景圍遊樂場及休憩花園 荃灣荃景圍  

荃灣  荃灣公園  荃灣永順街 59號  

荃灣  荃灣海濱公園  荃灣怡康街 2號A 

荃灣  荃灣天后廟花園  荃灣惠荃路  

荃灣  荃榮街遊樂場  荃灣荃榮街  

荃灣  橫窩仔街花園  荃灣橫窩仔街  

荃灣  曹公潭戶外康樂中心  荃灣荃錦公路 105號  

荃灣  三棟屋博物館  荃灣古屋里 2號  

荃灣  荃灣公共圖書館  荃灣西樓角路 38號  

荃灣  荃灣大會堂  荃灣大河道 72號  

荃灣  城門谷游泳池  荃灣城門道 21號  

荃灣  荃景圍胡忠游泳池  荃灣荃景圍 178號  

荃灣  馬灣東灣泳灘   馬灣珀麗路  

荃灣  釣魚灣泳灘   青山公路－深井段 13咪  

荃灣  雙仙灣泳灘  青山公路－深井段 12咪  

荃灣  海美灣泳灘   青山公路－汀九段 113/4咪  

荃灣  麗都灣泳灘   青山公路－汀九段 11咪半  

荃灣  汀九灣泳灘   青山公路－汀九段 11咪  

荃灣  近水灣泳灘   青山公路－汀九段 10咪半  

深水埗  深水埗運動場  長沙灣興華街 3號  

深水埗  長沙灣體育館  長沙灣道與興華街交界  

深水埗  歌和老街壁球及乒乓

球中心  

九 龍 塘 歌 和 老 街 17 號  

  

深水埗  荔枝角公園體育館  荔枝角荔灣道 1號  



地區  場地名稱  地址  

深水埗  北河街體育館  深水埗基隆街 333號北河街市政大廈 5至

U6樓  

深水埗  保安道體育館  深水埗保安道 325至 329號保安道市政大

廈 1至2樓  

深水埗  石硤尾公園體育館  深水埗南昌街 290號  

深水埗  長沙灣遊樂場  深水埗長沙灣道 425號  

深水埗  歌和老街公園  九龍塘歌和老街 17號  

深水埗  花墟公園  深水埗界限街  

深水埗  興華街西遊樂場  深水埗興華街西 5號  

深水埗  荔枝角公園  深水埗荔灣道 1號  

深水埗  李鄭屋遊樂場  深水埗東京街 60號  

深水埗  龍翔道眺望處  深水埗龍翔道  

深水埗  楓樹街遊樂場  深水埗黃竹街 2號M 

深水埗  南昌公園  深水埗深旺道 20號  

深水埗  南昌街休憩花園  深水埗南昌街  

深水埗  保安道遊樂場  深水埗保安道 400號  

深水埗  深水埗公園  深水埗荔枝角道 733號  

深水埗  石硤尾中央遊樂場  石硤尾大坑西街  

深水埗  石硤尾公園  深水埗南昌街 270號  

深水埗  石硤尾配水庫遊樂場  深水埗龍翔道  

深水埗  上李屋花園  深水埗大埔道  

深水埗  順寧道遊樂場  深水埗順寧道  

深水埗  大坑東邨一號遊樂場  深水埗大坑東道與棠蔭街交界  

深水埗  大坑東邨二號遊樂場  深水埗龍珠街  

深水埗  大坑東遊樂場  深水埗界限街 63號   

深水埗  桃源街遊樂場  深水埗桃源街  

深水埗  雀橋街休憩處  深水埗雀橋街  

深水埗  通州街公園  深水埗通州街 163號  

深水埗  偉智街遊樂場  深水埗偉智街  

深水埗  永康街休憩花園  深水埗永康街  

深水埗  元州街公共圖書館  深水埗元州街59至63號元州街市政大廈1樓  

深水埗  石硤尾公共圖書館  石硤尾窩仔街 100號石硤尾邨服務設施大

樓 7樓  

深水埗  荔枝角公園游泳池  荔枝角荔灣道 1號  

深水埗  李鄭屋游泳池  深水埗廣利道 25號  

深水埗  深水埗公園游泳池  深水埗荔枝角道 733號  



地區  場地名稱  地址  

深水埗  蝴蝶谷道寵物公園  深水埗蝴蝶谷道 2號  

黃大仙  斧山道運動場  黃大仙斧山道 158號  

黃大仙  彩虹道羽毛球中心  黃大仙新蒲崗彩虹道 150號  

黃大仙  彩虹道體育館  黃大仙新蒲崗彩虹道 150號  

黃大仙  竹園體育館  黃大仙竹園道竹園北  

黃大仙  東啓德體育館  新蒲崗六合街 30號  

黃大仙  摩士公園體育館  黃大仙鳳舞街 40號  

黃大仙  牛池灣體育館  黃大仙清水灣道 11號  

黃大仙  蒲崗村道體育館  黃大仙蒲崗村道 120號  

黃大仙  彩虹道遊樂場  新蒲崗彩虹道 150號  

黃大仙  鳳德公園  黃大仙鳳德道 42號  

黃大仙  斧山公園  黃大仙斧山道  

黃大仙  東啓德遊樂場  新蒲崗六合街 30號  

黃大仙  獅子山公園  黃大仙竹園道  

黃大仙  樂富遊樂場  黃大仙杏林街 1號  

黃大仙  樂華街遊樂場  慈雲山樂華街  

黃大仙  馬仔坑遊樂場  黃大仙馬仔坑道 30號  

黃大仙  摩士公園  黃大仙鳳舞街 40號  

黃大仙  睦鄰街遊樂場  黃大仙睦鄰街 7號  

黃大仙  南蓮園池  黃大仙鑽石山鳳德道 60號  

黃大仙  牛池灣公園  黃大仙豐盛街 71號  

黃大仙  蒲崗村道公園  鑽石山蒲崗村道 140號  

黃大仙  石鼓壟道遊樂場  黃大仙樂善道 18號  

黃大仙  慈雲山邨中央遊樂場  慈雲山雲華街 1號  

黃大仙  黃大仙配水庫遊樂場  慈雲山雙鳳街  

黃大仙  仁愛街遊樂場  新蒲崗仁愛街 1號  

黃大仙  牛池灣文娛中心  牛池灣清水灣道 11號牛池灣市政大廈 2樓

及 3樓  

黃大仙  斧山道游泳池  黃大仙龍翔道 30號  

黃大仙  摩士公園游泳池  黃大仙鳳舞街 80號  

葵青  葵涌運動場  葵涌興盛路 93號  

葵青  青衣運動場  青衣青敬路 51號  

葵青  和宜合道運動場  葵涌和宜合道 298號  

葵青  長發體育館  青衣長發邨長發廣場 4字樓  

葵青  楓樹窩體育館  青衣楓樹窩路 10號青衣邨第二期  

葵青  荔景體育館  葵涌荔景邨麗祖路 60號  



地區  場地名稱  地址  

葵青  北葵涌鄧肇堅體育館  葵涌和宜合道 292號  

葵青  林士德體育館  葵涌興芳路 176號  

葵青  大窩口體育館  葵涌大窩口大廈街 39號  

葵青  青衣西南體育館  青衣涌美路 70號  

葵青  青衣體育館  青衣青綠街 38號青衣市政大廈 2樓及3樓  

葵青  中葵涌公園  葵涌新葵街  

葵青  青康路遊樂場  青衣青康路  

葵青  坑坪街遊樂場  葵涌坑坪街  

葵青  興芳路遊樂場  葵涌興芳路  

葵青  葵涌新區公園  葵涌大窩口道  

葵青  葵盛圍花園  葵涌葵盛圍  

葵青  葵盛圍遊樂場  葵涌葵盛圍  

葵青  葵盛遊樂場  葵涌葵盛圍  

葵青  葵義路遊樂場  葵涌葵義路  

葵青  荔景山路遊樂場  葵涌荔景山路  

葵青  寮肚路遊樂場  青衣寮肚路  

葵青  安捷街足球場  葵涌安捷街  

葵青  石籬探奇遊樂場  葵涌石背街  

葵青  石梨街網球場  葵涌石梨街  

葵青  石排街公園  葵涌石排街  

葵青  石蔭梨木道公園  葵涌梨木道  

葵青  大隴街遊樂場  葵涌大隴街  

葵青  大窩口道遊樂場  葵涌大窩口道  

葵青  大窩口道南遊樂場  (a)一區：葵涌大窩口道  

(b)二區：葵涌葵業街  

(c)三區：葵涌葵盛圍  

(d)四區：葵涌石頭街  

葵青  青衣東北公園  青衣担杆山路 10號  

葵青  青衣公園  青衣青敬路 60號  

葵青  青衣公共圖書館  青衣青綠街 38號青衣市政大廈 1樓  

葵青  葵青劇院  葵涌興寧路 12號  

葵青  葵盛游泳池   葵涌葵盛圍 306號  

葵青  北葵涌賽馬會游泳池  葵涌和宜合道 290號  

葵青  青衣游泳池  青衣青敬路 51號  

葵青  青衣西南游泳池  青衣涌美路 70號   

離島  長洲運動場  長洲花屏路  



地區  場地名稱  地址  

離島  長洲體育館  長洲長洲醫院路 3號  

離島  梅窩體育館  大嶼山銀石街 9號  

離島  坪洲體育館  坪洲寶坪街 6號  

離島  海傍街體育館  長洲大興堤路 2號  

離島  東涌文東路體育館  東涌文東路 39號  

離島  長洲公園  長洲長碩路 29號  

離島  張保仔洞郊遊區  長洲西灣  

離島  文東路公園  東涌文東路 55號  

離島  梅窩遊樂場  大嶼山銀石街 5號  

離島  坪洲小型足球場  坪洲山頂村  

離島  銀鑛灣瀑布花園  大嶼山銀鑛灣  

離島  大嶼山大澳遊樂場  大嶼山石仔埗街  

離島  達東路花園  東涌達東路  

離島  東涌北公園  東涌文東路 29號  

離島  榕樹灣遊樂場  南丫島榕樹灣  

離島  東涌公共圖書館  大嶼山東涌文東路 39號東涌市政大樓地

下至 1樓  

離島  長洲公共圖書館  長洲大興堤路 2號長洲市政大廈 2樓  

離島  梅窩游泳池  大嶼山銀石街 5號  

離島  東涌游泳池  東涌達東路 5號  

離島  洪聖爺灣泳灘   南丫島榕樹灣  

離島  蘆鬚城泳灘  南丫島索罟灣  

離島  觀音灣泳灘   長洲黑排路  

離島  長洲東灣泳灘   長洲長洲東堤路  

離島  銀礦灣泳灘  大嶼山梅窩東灣頭路  

離島  貝澳泳灘   大嶼山貝澳  

離島  上長沙泳灘   大嶼山嶼南路  

離島  下長沙泳灘   大嶼山嶼南路  

離島  塘福泳灘   大嶼山嶼南路  

灣仔  銅鑼灣運動場  銅鑼灣高士威道  

灣仔  灣仔運動場  灣仔杜老誌道 20號  

灣仔  香港大球場  銅鑼灣掃桿埔東院道 55號  

灣仔  港灣道體育館  灣仔港灣道 27號  

灣仔  駱克道體育館  灣仔軒尼詩道 225號駱克道市政大廈 10樓  

灣仔  黃泥涌體育館  跑馬地毓秀街2號黃泥涌市政大廈4樓  

灣仔  寶雲道花園  灣仔寶雲道  



地區  場地名稱  地址  

灣仔  寶雲道網球場  灣仔寶雲徑 2號B 

灣仔  鵝頸街市天台兒童遊樂場 灣仔寶靈頓街  

灣仔  菲林明道花園  灣仔菲林明道近中環廣場  

灣仔  跑馬地遊樂場  跑馬地體育路 2號  

灣仔  港灣道花園  灣仔港灣道近華潤大廈  

灣仔  香港網球中心  灣仔黃泥涌峽道 133號  

灣仔  桂芳街遊樂場  跑馬地桂芳街  

灣仔  駱克道遊樂場  灣仔駱克道  

灣仔  掃桿埔運動場  銅鑼灣加路連山道 55號  

灣仔  修頓遊樂場  灣仔盧押道  

灣仔  司徒拔道眺望處  灣仔司徒拔道  

灣仔  大坑徑遊樂場  灣仔大坑徑  

灣仔  天后廟花園  天后天后廟道  

灣仔  銅鑼灣花園  灣仔告士打道 300號  

灣仔  維多利亞公園  銅鑼灣興發街 1號  

灣仔  灣仔峽公園  灣仔司徒拔道  

灣仔  灣仔公園  灣仔交加里  

灣仔  黃泥涌道新月花園  跑馬地黃泥涌道  

灣仔  香港茶具文物館  中環紅棉路 10號  

灣仔  香港中央圖書館  銅鑼灣高士威道 66號  

灣仔  駱克道公共圖書館   灣仔軒尼詩道225號駱克道市政大廈3至5樓  

灣仔  黃泥涌公共圖書館  跑馬地毓秀街 2號黃泥涌市政大廈 3樓  

灣仔  伊利沙伯體育館  灣仔愛群道 18號  

灣仔  摩理臣山游泳池   灣仔愛群道 7號  

灣仔  維多利亞公園游泳池   銅鑼灣興發街 1號  

灣仔  灣仔游泳池  灣仔港灣道 27號  

觀塘  九龍灣運動場  九龍灣啟樂街 1號  

觀塘  振華道體育館  牛頭角振華道50號樂雅苑停車場頂樓  

觀塘  曉光街體育館  觀塘曉光街 2號  

觀塘  九龍灣體育館  九龍灣啟樂街 15號  

觀塘  藍田 (南 )體育館  觀塘藍田碧雲道 170號  

觀塘  鯉魚門體育館  油塘鯉魚門市政大廈 2至 5樓  

觀塘  牛頭角道體育館  牛頭角牛頭角道183號牛頭角市政大廈2至4樓 

觀塘  瑞和街體育館  觀塘瑞和街9號瑞和街市政大廈8至9樓  

觀塘  順利邨體育館  觀塘順利邨道 33號  

觀塘  彩禧路公園  觀塘平山彩禧路 3號  



地區  場地名稱  地址  

觀塘  彩榮路公園  觀塘平山彩榮路 88號  

觀塘  曉光街草坪公園  觀塘曉光街  

觀塘  曉明街遊樂場  觀塘曉明街 17號  

觀塘  海濱道公園  觀塘海濱道  

觀塘  康寧道公園  觀塘康寧道 180號  

觀塘  康寧道遊樂場  觀塘康寧道   

觀塘  佐敦谷公園  觀塘新清水灣道 71號  

觀塘  佐敦谷遊樂場  牛頭角彩霞道  

觀塘  九龍灣公園  九龍灣啟禮道 11號   

觀塘  九龍灣遊樂場  九龍灣啟樂街 1號  

觀塘  功樂道遊樂場  觀塘功樂道   

觀塘  觀塘碼頭廣場  觀塘開源道與偉業街交界   

觀塘  觀塘海濱花園  觀塘海濱道 80號  

觀塘  觀塘遊樂場  觀塘翠屏道 6號  

觀塘  麗港公園  觀塘茶果嶺道  

觀塘  藍田巴士總站休憩處  藍田安田街  

觀塘  藍田公園  藍田碧雲道   

觀塘  臨華街遊樂場  九龍灣臨華街   

觀塘  鯉魚門道遊樂場  油塘鯉魚門道與高超道交界  

觀塘  樂華遊樂場  觀塘牛頭角樂華南邨  

觀塘  牛頭角公園  觀塘牛頭角觀塘道 199號  

觀塘  安德道遊樂場  觀塘牛頭角安德道  

觀塘  坪石遊樂場  觀塘新清水灣道 20號  

觀塘  晒草灣遊樂場  觀塘茜發道 90號  

觀塘  三家村遊樂場  觀塘三家村茶果嶺道與四山街交界   

觀塘  秀茂坪道交通安全城  觀塘秀茂坪秀明道  

觀塘  秀明道公園  觀塘秀茂坪秀明道 20號   

觀塘  秀雅道遊樂場  觀塘曉光街與秀雅道交界   

觀塘  順利邨公園  觀塘順利邨道 33號  

觀塘  順利邨遊樂場  觀塘利安道與順利邨道交界   

觀塘  茜發道網球場  觀塘茜發道  

觀塘  翠屏河花園  觀塘成業街與敬業街交畀  

觀塘  油塘道遊樂場  油塘油塘道   

觀塘  月華街遊樂場  觀塘月華街   

觀塘  藍田公共圖書館  藍田慶田街 1號藍田綜合大樓 5至6樓  

觀塘  瑞和街公共圖書館  觀塘瑞和街 9號瑞和街市政大廈 5至6樓  



地區  場地名稱  地址  

觀塘  順利邨公共圖書館  觀塘順利邨道 33號順利邨體育館 3樓  

觀塘  鯉魚門公共圖書館  觀塘鯉魚門徑 6號鯉魚門市政大廈 1樓  

觀塘  觀塘音樂中心  藍田慶田街1號藍田綜合大樓3樓及4樓  

觀塘  佐敦谷游泳池  牛頭角彩霞道 6號  

觀塘  觀塘游泳池  觀塘翠屏道 2號   

觀塘  藍田游泳池  藍田慶田街 1號藍田綜合大樓 1樓   

 

 

 

– 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