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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事缺席委員 
 

陳東先生，BBS, JP 
趙不求先生 
凌劉月芬女士，MH 
孫啓昌先生，MH, JP 
湯偉掄先生，MH 
徐錦翔先生 
梁美莉博士 
潘太平先生     (民政事務局代表) 

 
列席者  
 

王倩儀女士，JP        (康樂及文化事務署) 
趙婉珠女士，JP   (民政事務局) 
蕭如彬先生，JP      (康樂及文化事務署) 
張耀江先生         (康樂及文化事務署) 
湯李欣欣女士        (康樂及文化事務署) 
香靜儀女士         (康樂及文化事務署) 
李蔡詠君女士        (康樂及文化事務署) 
冼柏榮先生 (秘書)    (民政事務局) 
羅錦發先生 (民政事務局) 
葉佩君女士 (民政事務局) 

 
開會詞 
 
1.1   主席歡迎委員出席是次會議。主席謂，新一任的行政長官順

利産生，他期望政府在施政方面能繼續著力發展體育事務，讓香港更趨繁

榮之餘，市民的素質可以相應提升。他亦希望各委員能繼續積極協助落實

委員會就社區體育事務發展的方針。 
 
議程專案 1：通過社區體育事務委員會第六次會議記錄 
 
2.1   秘書處已於 6 月 8 日向委員發出委員會第六次會議記錄初

稿，並已按委員意見修訂會議記錄。由於委員沒有提出其他的修訂，主席

宣佈通過委員會第六次會議記錄。 
 
議程專案 2：續議事項 
 
學生體育活動統籌小組委員會 
 
3.1   委員得悉新一屆的學生體育活動統籌小組委員會會議已於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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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15 日舉行。除了舊有的委員外，勞永樂醫生，陳瑞添先生，張小燕博

士、梁志祥先生和湯偉掄先生加入了小組委員會。范副主席報告康文署有

關學生體育活動調查的進展。他指出，康文署已初步收集各分區辦事處於

2004/05 年度爲各中、小及大專學生所舉辦的訓練及比賽的資料(包括參與

人數、支出及其它參與機構等資料)，康文署將於稍後發信予各體育總會、

香港學界體育聯會、香港大專體育協會及十八個地區體育會，要求提供

2004/05 年度爲小學、中學及大專學生所舉辦的訓練班、推廣計劃、發展

計劃及比賽的資料。康文署估計所有資料將最遲在 9 月底至 10 月初完成

收集工作。有關整體分析及報告應可望在 2005/06 年度內完成。小組委員

會將按調查結果，檢討現時推行學生體育活動的整體策略、資源分配和架

構。 
 

負責者 :  康文署  
 
3.2   范副主席報告，小組委員會已就「一學生一運動」的內容，

措施及推行策略作初步探討。小組委員會認爲，「一學生一運動」是發展

全民運動的基礎，須讓學生自幼培養運動的習慣，讓他們離開校園後也會

持之以恆地進行體育活動。 
 
3.3   主席對小組委員會工作的進展表示滿意，小組委員會對「一

學生一運動」作出務實的解釋，使這個課題不再留於口號。主席請小組委

員會繼續就「一學生一運動」訂出具體目標、內容和策略，然後就有關工

作的未來方向徵詢各委員的意見。 
 

負責者 :  學生體育活動統籌小組委員會 
 
社區體質測試計劃諮詢委員會 
 
3.4   勞永樂醫生報告，社區體質測試計劃諮詢委員會已經成立。

成員包括周賢明先生，以及來自香港運動醫學及研究中心、中國香港體適

能總會、衛生署、教育統籌局及康文署的代表。諮詢委員會已於 5 月 6 日

召開首次會議。就委員會的職權範圍，體質測試計劃的內容、推展及宣傳

策略，作出決定。有關諮詢委員會的工作進展情況見載於附件 A。 
 
3.5   勞醫生表示經諮詢衛生署、中國香港體適能總會和香港運

動醫學及研究中心的意見後，委員會建議採用“Physical Fitness Test 
for the Community”作爲計劃的英文名稱。 
 
3.6   主席說社區體質測試計劃是社區體育事務委員會今年的重點

事項。委員會定會支援社區體質測試計劃諮詢委員會的工作。他再次多謝

勞醫生和周賢明先生的參與。他也向各委員呼籲，希望各委員，包括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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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門代表，在宣傳和推廣方面積極參與及作出貢獻。 
 
滬港體育交流與合作 - 青少年體育交流夏令營 2005 
 
3.7   秘書匯報會議記錄第 3.5 段有關邀請委員參加在 7 月 25 日至

29 日舉行的夏令營，楊開將先生及陳鉅賢先生將代表委員會出席。 
 
3.8   康文署香靜儀女士報告，夏令營的港方代表團團長及副團長

分別是楊開將先生及陳鉅賢先生。夏令營現已有 90 人報名參加，聯同各

體育總會代表及工作人員，全團人數爲 104 人。康文署亦得到有關商戶的

夏令營制服和現金 2 萬元的贊助。 
 
改善健身室使用率 
 
3.9   秘書匯報會議記錄第 5.15 段有關安排委員參觀健身室，以決

定那些器材使用的限制可以免除，使服務更靈活。康文署張耀江先生報告

勞永樂醫生及張小燕博士在 5 月 27 日參觀了佛光街及何文田兩間體育中

心的健身室，並提出以下建議由康文署跟進： 
 

(a) 爲使用非帶氧運動健身器材的人，提供 2 小時的使用指示及

講解，以代替現時使用者必需持有健體金咭的要求； 
(b) 豁免合資格體能老師必須獲取認可健身教練資格才可使用

健身器材的要求；以及 
(c) 降低現時使用者年齡的下限(18 歲)。 

 
3.10   有關建議(a)，康文署會考慮有關安排並執行。而有關建議(b)
及(c)，署方會與和中國香港體適能總會研究，待有結果後，再向委員會彙

報。 
負責者 :  康文署  

 
政府與私人團體(如體育總會)合作管理運動場地 
 
3.11   秘書匯報會議紀錄第6.10段提及有關召開特別會議討論與地

區團體合作管理運動場地建議的進展。有關會議已於6月13日舉行，共有7
位委員參加，就這議題原則及方向發表意見。出席委員均認同此方向，認

爲此舉有助凝聚市民參與體育活動，從而推行普及運動。委員並建議利用

使用率較低的場地作試點。委員亦討論到計劃的模式，認爲可按場地實際

情況而作彈性處理(例如准許在場地內賣廣告、接受資助等)。而因應體育

總會的有限資源，政府仍須繼續負責場地的維修及保養費用。此外，有委

員關心到地區體育會，因爲缺乏體育專項的發展工作，是否不能參與計

劃。經討論後，委員建議在推行計劃方面，須再作探討，而委員亦討論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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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社區體育會管理場地的可行性。 
 
3.12   主席說政府在 2002 年發表的「體育政策檢討小組報告書」，

建議探討如何促進私營機構參與提供及管理公衆體育場地。出席特別會議

的各位委員均認同此一方向，及認爲此舉有助推動社區體育活動和發展。

至於具體的落實方案，由於問題牽涉廣泛，故此需要多些時間，詳細考慮

各可行的方案。但他補充委員會會繼續跟進這項課題。他請當局認真考慮

委員的意見，並儘快提出具體方案，向委員會徵詢意見。 
 

負責者 :  秘書處及康文署 
 
議程專案 3：  國家體育總局邀請訪問內地報告書 
    (CSC 文件 08/05 號) 
 
4.1   主席說是次探訪非常成功，參與的委員以認真態度，與國家

體育總局，北京市體育局和天津市體育局人員交流，對內地群衆體育發展

有更深入的瞭解，獲益良多。 
 
4.2   周賢明先生表示很高興得知國家在體育發展方面以科研爲

本，有關當局在不同年紀的運動習慣、體育運動器材等資料，均有所掌握。

他說委員會可以引爲借鑒，設下目標，便能掌握不同年紀人士的運動習慣

及改善方法。他亦建議有關當局爲 50 歲以上人士，提供適量的運動場地。

他認爲政府應先考慮增加藝術及體育發展基金的資源，然後才考慮設立

「體藝奬券」。范副主席回應，藝術及體育發展基金現時只餘下 1.5 億元，

待用完後，如政府不再注資，才考慮設立「體藝奬券」的可行性。 
 
4.3   張小燕博士指出，現時只有大學能提供經費進行科研活動，

其他團體科研活動所需的經費，以前可以向前康體發展局申請。她詢問現

時政府有否提供相關經費。至於「公園體育化」的概念，她建議有關當局

除了多鼓勵市民參與體育活動外，亦需要進行多些推廣工作。她建議由 18
區帶動舉行不同的體育活動。此外，政府亦需考慮訂定體育法，爲市民提

供指引。 
 
4.4  主席回應有關科研經費的提問，稍後會向秘書處瞭解，並在下次

會議向委員會匯報。 
 

負責者 :  社區體育事務委員會秘書處 
 
4.5   陳鉅賢先生留意到國內的教育部門負責組識及實施青少年(包
括學生)的體質監測工作。他詢問本港如何使學生的體質達標。教統局鄧發

源先生說該局在網上上載了有關體質標準，供家長們參考。勞醫生說在設

計社區體質測試計劃的問卷時，會考慮加入學生的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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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責者 :  康文署 
 
議程專案 4：  東南九龍興建體育館之建議 

(CSC 文件 09/05 號) 
 
5.1   主席說是項議題曾在體育委員會討論，體育委員會認爲下設

的三個事務委員會應就有關建議作詳細討論。精英體育事務委員會及大型

體育活動事務委員會均已討論了此建議。委員普遍贊成在東南九龍建多用

途體育館，以配合香港長遠體育發展。此外，體育學院亦就建議將體院主

要設施放在體育館內一事表示贊成，認爲可爲精英運動員提供優良訓練設

施。主席請各位委員就是否支持香港興建一座多用途體育館，其選址及此

體育館如何幫助促進社區人士參與體育運動的興趣，發表意見。 
 
5.2   委員一致支持在東南九龍興建多用途的體育館的建設，認爲

此舉可配合香港長遠體育發展。他們就體育館的配套設施、融資安排、體

育館所舉行的專案和香港大球場及其它大型運動設施的長遠使用等議題

提出以下意見： 
 

(a) 對多用途體育館的需求 
 委員一致支援本港興建大型多用途體育館。該體育場館

一方面可彌補香港大球場及同類型設施的不足，另一方

面也可作爲香港地標，增強香港作爲國際大都會的形

象。有委員認爲 建議興建的體育館雖可作多種用途，但

應以發展體育爲中心，並且要講求實用性； 
  
(b) 選址 
 委員支持在東南九龍選址興建體育館，認爲該處位於市

區中心，交通方便，市民容易到達，有助增加該設施的

使用率。建議的體育場館佔地約 24 公頃。委員相信此面

積可容納更現代化的設施； 
  
(c) 設施和用途 
 委員認爲多用途體育館必須設有開合天幕，以解決很多

使用上的限制。爲配合「體育城」的發展概念，委員建

議在多用途體育館內加入不同類形的體育場館/設施，進

一步增加體育活動的氣氛。這些設施包括：- 
• 體育/運動進修培訓設施； 
• 體育學校(以助國際/內地體育運動技術交流)； 
• 體育總會、體育團體辦事處，使體育館發展成「體

育總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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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運動醫學或科研設施；及 
• 常設的體檢中心。 
 
有委員建議，體育館的副場館可供社區體育活動用途(例
如舉辦校際比賽等項目)。此外，體育館也可用作舉辦大

型國際會議(故有需要在館內提供演講廳等設施)。委員不

反對考慮將體育學院設在體育館範圍內，唯需配合整個

項目發展； 
  
(d)  交通配套 
 須注意交通配套，以應付因大型活動人流增加對附近交

通網絡做成的壓力； 
  
(e)  現有大型設施發展 
 委員普遍對應否拆卸其他大型設施(如香港大球場、紅磡

體育館等)有保留。有委員應認爲某些場地(如紅磡體育

館)可改變用途，以推動地區體育和配合推動全民體育的

目標； 
  
(f)  融資安排、成本效益 
 委員指出，興建多用途體育館涉及龐大支出，故必須謹

慎考慮融資的問題。但很多委員都認同在長遠而言，興

建體育館除本身的經濟成效外，還可以帶動鄰近地區經

濟活動，有助增加該區的社會凝聚力和經濟活力。 
 
雖然發展體育館附近地區土地的發展收入可補貼體育館

的建築費用，但有委員不贊成將成本的太大比重由地產

專案補貼。另外有委員指出，在興建體育館專案上，政

府須作出承擔。委員建議當局可考慮以等額補助金

(Matching Fund) 的 模 式 ， 或 以 建 造 - 營 運 - 轉 移

(Build-Operate-Transfer) 的方法興建體育館； 
 

(g)  營運 
 爲保障體育館的營運能力(Viability) 和長遠持續發展

(Sustainability)，委員建議體育館應加入商業元素（例如：

商場、酒店、食肆、停車場等），唯需配合整體規劃。 
 
委員亦指出，須注意收支平衡的問題。除經營大型體育

活動外，也可考慮在沒有活動的日子，開放體育館爲旅

遊景點，以增加收入。有委員提出加入私人機構參與體

育館的營運，不過當局須注意服務監察方面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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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有委員提出，爲推動、鼓勵本港體育的發展，應有不

同收費(租場)的模式，如對本地體育總會租用場地提供優

惠。 
  
(h)  考慮長遠可持續性 
 在考慮體育館的使用量和評估參與大型活動的人數方

面，委員認爲當局應考慮吸引整個珠三角地區人流。爲

此，委員建議政府應當與內地加強聯繫。協調和宣傳，

提高體育館的使用和增加收入。 
  
(i) 其他 
 委員同意應照顧傷殘運動員的需要。 

   
5.3   秘書說規劃署即將展開東南九龍規劃大綱的第二輪公衆諮

詢，各委員可以就建議興建體育館一事，向規劃署提交意見。 
 
5.4   主席多謝各位委員提出的寶貴意見。這些意見會轉交體育委

員會考慮。 
 

負責者 :  社區體育事務委員會秘書處 
 
議程專案 5：  加強公衆游泳池衛生的新增措施 

(CSC 文件 10/05 號) 
 
6.1   康文署張耀江先生向委員介紹文件 CSC 10/05內容。勞醫生說

指引列明泳客在進入池面前要徹底沖洗身體是正確的，但是，部門亦應提

醒泳客在泳後進入更衣室前亦應徹底沖洗身體，以及不要共用毛巾。康文

署王倩儀女士回應指出，康文署會加強教育及宣傳，及在發現及收到有關

投訴時第一時間通知公衆及泳客，以增加運作的透明度。  
 
6.2   周賢明先生說沐浴室少暖水設備，而水簾及洗腳池的水溫亦

是比較冰冷的。李瑞成先生說一般泳客都選擇避開水簾而進入泳池，部門

應解釋水簾的作用，使泳客不再逃避。 康文署張耀光先生回應，沐浴室

是冷熱水兼備的，而水簾及洗腳池的水溫，是和池水的溫度一樣的。他說

在泳客入場時，部門有清潔大使提示他們應守的指示，而水簾亦經過特別

的設計，使泳客難以逃避沖身。部門會繼續加強宣傳。康文署蕭如彬先生

說會和機電工程署跟進，將水簾的水溫提高。  
 

負責者 :  康文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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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   楊開將先生說若學校舉辦水運會時，泳手會進出泳池及更衣

室多次，他詢問康文署可否放寬有關的衛生要求。康文署張耀江先生說如

學生進入更衣室後，再返回泳池，則他們應遵守有關的指引，才可以再度

進入泳池。康文署王倩儀女士說部門需要嚴格執行有關指引，以求達到一

致性和確保泳客的衛生。 
 
6.4   陳鉅賢先生說康文署可以和學校合作，讓學校可以多使用泳

池，從而教育學生。部門在舉辦習泳班時，亦可以要求教練教育參加者。  
 
6.5   經討論後，委員支持文件所列的各項新增措施。 
 
議程專案 6：其他事項 
 
在康文署轄下康樂場地的更衣室內利用內置照相/攝錄功能的流動電話偷

拍相片或影片 
 
7.1   康文署張耀江先生提出近日有傳媒投訴某網站展示一些顯然

是偷拍自康文署游泳場地更衣室的泳客照片。康文署已即時將投訴轉交警

方處理，並加強巡視轄下水上活動場地的更衣室。除了場地人員保持一貫

警覺外，康文署還調派了一支特別隊伍，負責巡視所有公衆泳池和泳灘的

更衣室。除了採取以上各項即時措施以防止偷拍事件外，康文署亦提出以

下四個可行方案，請委員就這些方案提供意見： 
    

(a) 在康文署康樂場地的所有更衣室實施寄存及禁止使用內置照

相/攝錄功能流動電話的規定； 
    

(b)  只在康文署現時派有固定職員爲泳客服務的公衆泳池更衣室

實施寄存和禁用的規定； 
  

(c)  禁止在公衆泳池及泳灘的更衣室內使用內置照相/攝錄功能的

流動電話，不設寄存電話的規定；以及 
  

(d) 維持現狀，不實施寄存及禁用的規定，但提高警覺及加強巡

視工作，以及改善更衣室的設施。 
 
7.2   經討論後，委員一致通過方案(d)。康文署將跟進執行有關措

施。 
 

負責者 : 康文署 
 
六個月前可預訂康文署康樂體育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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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   康文署請委員參閱在會上呈上有關預訂部門康樂體育設施

的新聞稿。由於所述事項已在上次會議通過。委員在會上並無其他意見，

康文署將發出有關新聞稿。[會後備註：新聞稿於 6 月 29 日發出。] 
 
委員會會期 
 
9.1   秘書說由於康文署建議委員會會議應隔三、四個月召開一

次，爲此，秘書處在會上呈上經修訂的會議日期表。他請各委員留意，並

預留時間出席會議。 
 
9.2   主席說由於社區體育事務委員會所需處理和決定的事項繁

多，若有需要的話，可能會召開特別會議。另外，如委員就某些議題有興

趣作深入討論，亦可通知秘書處，以召開專題小組會議。 
 
下次會議日期 
 
10.1   主席多謝委員參加是次會議，並提出寶貴意見。下次開會日

期爲 9 月 21 日上午 10 時 30 分。 
 
10.2   會議於下午 12 時 55 分結束。 
 
 
 
 
 
社區體育事務委員會秘書處 
2005 年 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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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 A 

 
社區體質測試計劃諮詢委員會 

工作進展情況 
 
(a) 計劃內容 

  測試計劃將于本年 9 月展開，預計於年底完成。計劃內容將參照

國家體育總局設計的體質測試專案和問卷，再配合香港的情況作

修改。測試對象爲本港 3 歲至 69 歲的市民，檢測樣本量爲 6 000
至 8 000 人。 

 
(b) 推展計劃 
  爲確保計劃能以專業方式進行，康文署將以公開招標委聘專業機

構，協助執行此計劃。報價邀請書經諮詢委員會委員提供意見

後，已於 6 月 8 日發出。投標者須於 6 月 30 日或之前提交報價。

如順利於 7 月成功委聘專業機構，體質測試工作將如期於 9 月展

開。推展方式將分別于周末、周日及公衆假期，在 18 分區的體

育場館舉行體質測試日；以及帶同測試儀器，到參與計劃的團體

進行外展測試工作。 
 
 
(c) 宣傳計劃 
  爲推動及鼓勵市民積極參與這個計劃，康文署會向區議會、幼稚

園、學校、青年中心、長者中心、公司、婦女組織、屋邨及其它

社區組織廣泛派發宣傳資料。此外，還會利用政府新聞處、地鐵、

九鐵、民政事務總署和康文署各場地的海報位宣傳這項計劃。爲

吸引更多市民參與計劃並提高回應率，每名參與者在完成有關的

測試和問卷後，會獲發紀念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