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審核 2021-22年度  答覆編號  

 開支預算  
HAB121 

  

 管制人員的答覆  

 

 

(問題編號： 26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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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劉明光 ) 

局長：  民政事務局局長  

問題：  

 演辭提及提升康體設施，預留三億一千八百萬元推行「提升足球場設

施五年計劃」，加快更新人造草地，請政府告知本委員會：  

按以下表格列出各人造草地足球場的人造草地最近更新日期。  

地域  區議會分區  場地名稱  人 造 草 地 最 近

更新日期  

九龍  九龍城  九龍仔公園  2   

九龍  九龍城  九龍仔公園  1   

九龍  油尖旺  界限街遊樂場    

九龍  油尖旺  櫻桃街公園    

九龍  深水埗  石硤尾公園    

九龍  深水埗  興華街西遊樂場    

九龍  觀塘  九龍灣公園    

九龍  觀塘  觀塘遊樂場    

九龍  觀塘  順利邨公園    

九龍  觀塘  九龍灣公園    

九龍  黃大仙  摩士公園 1   

九龍  黃大仙  摩士公園 2   

九龍  黃大仙  摩士公園 3   

九龍  黃大仙  樂富遊樂場    

九龍  黃大仙  蒲崗村道公園 1   

九龍  黃大仙  蒲崗村道公園 2   

九龍  黃大仙  摩士公園  4   

新界  元朗  天業路公園    

新界  北區  百福田心遊樂場    

新界  大埔  廣福球場    

新界  大埔  廣福公園    



 

新界  屯門  湖山遊樂場    

新界  沙田  馬鞍山遊樂場    

新界  沙田  曾大屋遊樂場    

新界  葵青  青衣東北公園    

新界  西貢  寶翠公園    

新界  離島  文東路公園    

香港島  中西區  中山紀念公園    

香港島  南區  黃竹坑遊樂場    

香港島  南區  香港仔運動場    

香港島  東區  鰂魚涌公園  2   

香港島  東區  鰂魚涌公園  1   

香港島  灣仔  跑馬地遊樂場  3   

香港島  灣仔  跑馬地遊樂場  2   

香港島  灣仔  跑馬地遊樂場  4   

香港島  灣仔  跑馬地遊樂場  8   

香港島  灣仔  跑馬地遊樂場  1   

香港島  灣仔  跑馬地遊樂場  10   

香港島  灣仔  跑馬地遊樂場  9   

香港島  灣仔  跑馬地遊樂場  6   

 

  

提問人：陳沛然議員  (立法會內部參考編號： 48) 

答覆：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轄下各人造草地足球場最近更新日期的資料載列於附

件。  

 

  



 

答覆編號HAB121附件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轄下人造草地球場的資料  

 

地域  區議會分區  場地名稱  人造草地最近

更新日期  

九龍  九龍城  九龍仔公園  2 2020 

九龍  九龍城  九龍仔公園  1 2015 

九龍  油尖旺  界限街遊樂場  2007 (1 )  

九龍  油尖旺  櫻桃街公園  2019 

九龍  深水埗  石硤尾公園  2020 

九龍  深水埗  興華街西遊樂場  2018 

九龍  觀塘  九龍灣公園  2014 

九龍  觀塘  觀塘遊樂場  2015 

九龍  觀塘  順利邨公園  2013 

九龍  觀塘  九龍灣公園  2019 

九龍  觀塘  安秀道公園  2021 

九龍  黃大仙  摩士公園 1 2020 

九龍  黃大仙  摩士公園 2 2012 

九龍  黃大仙  摩士公園 3 2012 

九龍  黃大仙  樂富遊樂場  2014 

九龍  黃大仙  蒲崗村道公園 1 2010 

九龍  黃大仙  蒲崗村道公園 2 2010 

九龍  黃大仙  摩士公園  4 2015 

新界  元朗  天業路公園  2014 

新界  北區  百福田心遊樂場  2016 

新界  大埔  廣福球場  2016 

新界  大埔  廣福公園  2020 

新界  屯門  湖山遊樂場  2012 

新界  沙田  馬鞍山遊樂場  2019 

新界  沙田  曾大屋遊樂場  2016 

新界  葵青  青衣東北公園  2019 

新界  西貢  寶翠公園  2017 

新界  離島  文東路公園  2019 

香港島  中西區  中山紀念公園  2010 

香港島  南區  黃竹坑遊樂場  2020 

香港島  南區  香港仔運動場  2017 

香港島  東區  鰂魚涌公園  2 2013 

香港島  東區  鰂魚涌公園  1 2016 

香港島  灣仔  跑馬地遊樂場  3 2015 

香港島  灣仔  跑馬地遊樂場  2 2016 

香港島  灣仔  跑馬地遊樂場  4 2015 



 

香港島  灣仔  跑馬地遊樂場  8 2017 

香港島  灣仔  跑馬地遊樂場  1 2017 

香港島  灣仔  跑馬地遊樂場  10 2017 

香港島  灣仔  跑馬地遊樂場  9 2017 

香港島  灣仔  跑馬地遊樂場  6 2013 

 

註  

(1) 將安排於 2021年第二季更新有關人造草地。  

 

– 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