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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書  

李鳳鳴女士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 

 

 

開會詞  

 

   主席歡迎各委員及政府部門代表出席會議。同時，歡迎首次出席本

年度會議的新委任委員高達倫先生。另外，委員黃婷女士及連鎮邦先生

因事將於稍後時間出席會議。  

 

 

議程項目 1：通過社區體育事務委員會上次會議記錄  

 

2.  秘書處於本年 5 月 12 日將社區體育事務委員會第四十二次會議記錄

初稿電郵予各委員審閱，秘書處沒有收到任何修訂會議記錄的建議。由

於委員在會議上沒有提出其他修訂，主席宣布通過第四十二次會議記錄。 

 

 

議程項目 2：續議事項  

 

3.  主席報告會議並沒有續議事項，故直接進入討論議程第 3 項有關「香

港殘疾人士體育發展顧問研究跟進工作計劃」 (CSC 文件 03/17)。  

 

 

議程項目 3：「香港殘疾人士體育發展顧問研究跟進工作計劃」(CSC 文件

03/17) 

 

4.  主席請民政事務局賴俊儀女士以投影片形式介紹 CSC 文件 03/17 內

容。  

 

5.  賴俊儀女士介紹 CSC 文件 03/17 內容。委員提供意見的要點及署 /局

方的回應綜合如下 :  

 

 (a) 陳毅宇先生感謝民政事務局的跟進工作。就第六屆全港運動

會（港運會）已增加了｢輪椅籃球挑戰賽｣及｢智障人士游泳

邀請賽｣兩個項目的安排，建議於來屆能成為恆常項目，以

提供機會予殘疾人士展示其能力。  

   

 (b) 張琪騰先生表示就跨區報名安排，殘疾人士參加活動時租用

易達巴士的配套不足，建議於網上報名參加跨區活動時可同

時租用易達巴士，方便殘疾人參與康體活動。此外，他查詢

在諮詢過程中有否收到持份者要求設立殘疾人士專用康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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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施或有關使用共融康體設施等意見。  

   

 (c) 副主席容樹恒醫生多謝民政事務局主動提出措施推動殘疾

人士參與體育活動，並認為殘疾人士參與運動的首要考慮是

其安全及能力，因此醫護人員的配合十分重要。他建議政府

可更積極主動聯絡有關單位例如香港殘疾人士體育協會或

香港智障人士體育協會，加強推動相關人員的培訓，以配合

殘疾人士的體育發展。  

   

 (d) 署理康文署署長范偉明先生表示，康文署除在香港、九龍及

新界各區域選取一個指定體育館進行場地優先預訂試驗計

劃外，更努力嘗試在新界區揀選多一個體育館，加入試驗計

劃。他補充這計劃可讓相關殘疾人士團體優先預訂指定的康

文署體育館，以鼓勵殘疾人士積極參與體育運動，希望各委

員能在不同崗位如區議會等支持這個特意為殘疾人士推行

的政策。與此同時，他表示康文署將會為香港公共康體服務

開發一個以客為本的全新智能系統，供市民預訂康文署的體

育及康樂設施和活動。這新系統不單方便殘疾人士，亦惠及

所有參與康樂體育的人士，康文署會在立法會復會後儘快申

請撥款，以早日展開有關工作，他希望各委員多加支持。  

   

 (e) 賴俊儀女士多謝委員的意見，並綜合回應如下 :  

 

  (i)  就復康巴士服務方面，她表示勞工及福利局轄下的

康復諮詢委員會的報告內已提及會與復康巴士服務

營運者合作以方便殘疾人士，冀能繼續跟進及至有

成果。  

 

  (ii)  為殘疾人士興建專用設施方面，在諮詢過程中於社

福機構收集到部份意見曾有要求設立專用設施，惟

有部份殘疾人士及群組對使用體育設施均有不同的

要求及意見，設立殘疾人士專用體育中心未必能滿

足個別殘疾人士的需要，故此，政府會以設施共融

為目標。她續表示范偉明先生剛才提及於較多殘疾

人士群組的區域揀選一個容易到達的體育館推行場

地試驗計劃，反而更能滿足殘疾人士的需要。  

    

  (ii i)  她表示會繼續跟進文件中提及的一系列措施，並會

適時向委員會報告進度及聽取意見。  
 

 

6.  主席多謝委員的意見，並表示民政事務局會將委員的意見記錄在

案。此外，他對殘疾人士在港運會新增的籃球及游泳比賽中的投入態度

感到欣喜，希望日後能有更多項目可供他們參與，讓他們得到社會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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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認同及接受，在運動之餘，更重要是締造社會的共融氣氛。  

    

7.  主席表示在進入下一個議程前，藉此機會衷心祝賀委員王威信先生

獲頒授榮譽勳章，表揚他盡心竭力為元朗區服務，積極推動足球運動發

展的貢獻。同時亦祝賀李正雅女士獲頒行政長官社區服務獎狀。李正雅

女士服務東區康樂體育促進育會、中西區青年活動委員會及西營盤街坊

福利會，積極為社區服務。兩位委員獲獎是實至名歸的。  

 

 

議程項目 4：「第六屆全港運動會籌備委員會」報告  (CSC 文件 04/17) 

 

8.  主席表示第六屆港運會已於本年 5 月 28 日圓滿結束，籌備委員會 (籌

委會 )及常務委員會 (常委會 )已於 8 月 9 日舉行聯席會議檢討各項安排，

他請籌委會秘書長傅麗珍女士向各委員介紹 CSC 文件 04/17 內容。  

 

9.  傅麗珍女士先後以錄像及投影片形式介紹港運會精華片段及 CSC 文

件 04/17 的內容。委員提供意見的要點綜合如下 :  

 (a) 就隊際比賽甄選及參賽資格，王威信先生表示對港運會隊際

項目的甄選方式由最初採用個人技術測試以挑選個別運動

員組成地區代表隊，至近年改以甄選賽選拔球隊的方法已經

有所保留，如容許區外人士參加甄選賽，會出現挑選球會多

於選拔地區運動員的情況，認為籌委會須審慎思考日後發展

的方向。此外，就比賽的連貫性，他建議在隔年舉辦的港運

會之間，可舉辦區域性運動會，以令每年都有一個大型體育

比賽的進行。他亦建議增設競猜遊戲以吸引更多市民留意及

參與港運會。最後，他認為開幕典禮十分成功，過程流暢及

令人印象深刻，但運動員代表在台上宣讀誓詞時似乎忘記了

部份誓詞，故建議下屆在場館的大型屏幕顯示誓詞，以作提

示。  

   

 (b) 連鎮邦先生亦對隊際比賽甄選的參賽資格放寬予區外人士

的安排有所保留。他表示過往曾收到地區人士不知道甄選的

安排，而部份分區更因報名冷淡而依賴學校派出隊伍出賽，

故籌委會首先要檢視港運會的目標對象而再決定是否開放

此安排。此外，就同是以推廣普及體育為目標的體育節和港

運會，長遠來說，可否探討有協作或互動空間，以善用社會

資源及讓更多市民可以參與體育運動。  

 

10.  傅麗珍女士就 CSC 文件 04/17 中第二十段活動檢討的建議重點向

委員逐一介紹。委員提供意見的要點綜合如下 :  

   

 (a) 就研究增辦示範項目的建議，鍾志樂先生提議在下屆考慮加

入兩個示範項目，例如較冷門的跳繩比賽或水上活動項目如



- 5 -  

獨木舟、賽艇、龍舟、帆船等，並容許跨區報名，待有關體

育項目發展成熟後，才列入為正式比賽項目。另外，他認為

今屆的欖球示範項目很成功，如未來舉辦的示範項目受資源

所限，建議繼續由相關體育總會以自資形式舉辦示範項目。

李致和先生表示近期興起的電子競賽 (eSports)是鬥智的運動

項目，建議在未來可考慮增設為示範項目。朱麗玲女士認

為，就文件建議考慮增辦的四個示範項目，其中花式跳繩和

龍舟項目因其分別於中小學及社區普遍發展，較易落實，她

建議下屆可以考慮增設上述項目。  

 

 (b) 就檢討第五至八名排名賽的建議，連鎮邦先生認為要參考運

動員出賽次數的數據，並建議籌委會可考慮因應個別賽事及

運動員參賽的頻繁程度而決定排名賽的安排；另外，他認為

在八強或之後賽事被判棄權的參賽者或隊伍，他們之前所得

的分數不應保留。  

   

 (c) 就檢討認可有效住址證明文件的種類，如電訊公司單據以減

低參賽者虛報住址的情況，連鎮邦先生認為現時任何證明文

件都不能杜絕虛報情況，故建議籌委會可繼續沿用以往做

法。而鍾志樂先生則表示為避免參加者因欲提升獲獎機會而

提供虛假住址證明，建議籌委會可借鏡今屆全運會跨省參賽

的做法，以研究下屆港運會可否接受跨區參賽及共享分數的

安排，讓更多市民參與港運會。  

   

 (d) 就甄選運動員方法及機制方面，王威信先生查詢五人足球項

目的甄選可否回復以個人技術作為評核準則，並認為現時以

隊際甄選的制度未能揀選最強的運動員代表參賽。另外，他

亦建議可憑教練的專業判斷從其他球隊中挑選個別技術水

平較高的球員加入地區代表隊，組成更強的球隊代表地區參

賽。  

 
【容樹恒醫生於下個項目介紹前離開會議室。】  

   

 (e) 在宣傳策略方面，鍾志樂先生建議頒發參與證書予所有參賽

運動員，以鼓勵市民參與；李致和先生認為港運會已透過網

頁或不同網站做到很廣泛的宣傳，在電子傳媒如網頁上的宣

傳效果亦很好；而黃婷女士則建議可參考香港馬拉松或慈善

節目的做法在直播屏幕上播出支持運動員的滾動式留言，以

鼓勵全民參與。另外，亦可考慮採用較具經濟效益及彈性的

數碼平台，包括已設有社交互動平台的傳統媒體例如報章、

電視等，令宣傳活動更有效地進行。  

   

 (f)  陳毅宇先生表示他曾代表香港智障人士體育協會出席港運



- 6 -  

會游泳及智障人士游泳邀請賽（邀請賽）兩日的賽事，認為

活動各項安排理想，其中包括主題橫額列明邀請賽名稱，以

及安排署理行政長官頒發邀請賽的獎項，令智障運動員及其

家長十分感動及有被重視的感覺。他亦高度讚揚康文署職員

在兩日比賽中，充份表現出他們的幹勁和熱誠；另外，就善

用資源及考慮到康文署職員的工作量，他建議下屆可減省訂

制啦啦隊評判紀念品。  

 

11.  就委員因應 CSC 文件 04/17 內容及活動檢討的建議重點提供意見

的要點，署／局方的綜合回應如下：  

   

 (a) 署理康文署署長范偉明先生表示今年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第

十三屆全國運動會 (全運會 )  推出多項新猷，包括新增普羅大

眾參與的活動，運動員可跨省組隊參賽等，籌委會可考慮在

示範項目容許跨區報名。  

   

 (b) 康文署助理署長黃達明先生表示全運會今年有三個突破，首

個突破是增加群眾項目，目的讓更多人民參與，其報名形式

多樣化，包括可以個人、透過總會、俱樂部或其附屬會的身

份報名，其制度雖與香港不同，但其方向性是讓有興趣而技

術一般的普羅大眾也可參與全運會的機會，他亦表示很高興

今年香港運動員在群眾項目取得六面獎牌，其中攀岩項目更

奪得一面金牌；第二突破點是運動員可自行跨省組隊參賽；

而最後的突破點就是邀請海外高運動水平華人 /華僑運動員

參賽。總括來說，他認為全運會的群眾項目安排對同是以推

廣普及體育為定位的港運會有很大啟示，可藉此思考將來的

推廣形式。  

   

 (c) 傅麗珍女士補充今年全運會於開幕禮場館懸掛全運會口號

「全運惠民  健康中國」的大型橫額，清晰地帶出全民普及

健體，讓體育運動成為公眾的一種生活模式的概念。舉辦的

群眾項目包括舞龍、柔力球、太極拳、健體氣功、氣排球等

比賽。接受跨省隊員參賽是以體育交流為重點，強烈帶出全

民參與運動的訊息。  

   

 (d) 賴俊儀女士表示港運會的定位是普及體育，因此所舉辦的比

賽及活動旨在鼓勵地區不同年齡人士的參與，例如在參賽資

格上要限制精英運動員參賽，便可讓地區運動員更有機會發

揮所長，而舉辦全民參與活動如活力跑，能提供機會予市民

一起享受親子運動的樂趣，從而推廣普及體育。就個別活動

的不同性質及目標，她認為港運會必須有清晰的定位。  

   

 (e) 就委員建議在大型屏幕顯示誓詞給運動員宣讀及頒發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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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書給參賽者，傅麗珍女士表示來屆會積極考慮。  

   

 (f)  在甄選球隊代表地區參賽方面，何秀芬女士補充五人足球最

初的安排是採用個人技術評核，由相關體育總會派出教練進

行測試及挑選技術水平最高的個人參加者組成球隊代表地

區參賽。唯及後收到地區反映意見，指由甄選到比賽的時間

相距太短，隊員之間仍未能建立合作默契，影響球隊表現。

籌委會經考慮後，由第四屆開始才改以甄選賽形式，挑選勝

出的球隊代表地區參賽。至於替補球員方面，現時的甄選機

制是容許冠軍球隊的教練從亞軍球隊中揀選合適的球員填

補冠軍球隊參賽名額的空缺。傅麗珍女士補充除非仍有未報

滿的名額，否則不可容許冠軍隊棄掉原先的球員而在另外隊

伍揀選替換球員，因為有關做法對被棄掉的球員不公及會引

起投訴。  

   

 (g) 署理康文署署長范偉明先生表示舉辦「活力跑」原先的目的

是作為港運會的頭炮活動。但今屆「活力跑」早於一月舉行，

遠距四月舉行的比賽，失去頭炮的意義，故可考慮以其他活

動於較近比賽時間作為頭炮活動，而活力跑則可考慮分開獨

立舉行。此外，由於涉及多個技術層面的問題，要再增加活

力跑的參加名額未必可行。  

   

 (h) 在宣傳策略方面，署理康文署署長范偉明先生表示今屆港運

會的網上直播點擊率非常高，鑑於現時市民多從手提電話讀

取資訊，故日後的宣傳必須能透過手提電話瀏覽。他續表示

今年因為慶祝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成立二十周年，財政資源

比較豐富，預計下屆資源會有所調整，屆時須研究開源節流

的方法。  

   

 (i)  賴俊儀女士表示，港運會的宣傳已越見進步，就最近兩屆的

宣傳在選拔賽前已在多項公共交通工具例如地鐵、巴士、電

車上可以看到。採用公共交通工具宣傳具經濟效益，尤其在

有限的資源下，能讓更多市民留意到港運會的資訊。  

 

12.  主席多謝各委員的寶貴意見，並表示籌委會秘書長已將委員的意

見記錄在案。他認為港運會提供機會給更多市民參與運動，同時提升地

區人士對居住地區的歸屬感。而活力跑由最初舉辦時名額三千至今屆的

五千已是一個極限。他感謝康文署的努力，並讚揚今屆港運會無論在組

織、活動規模、市民的參與及支持程度都有提升。他在此感謝港運會籌

委會主席湯徫掄先生的英明領導、區議會及體育總會的協助，以及民政

事務局、康文署、籌委會及常委會的努力，並希望各委員繼續給予意見，

讓籌辦單位集思廣益，把大家的寶貴意見發揮在第七屆港運會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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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程項目 5：其他事項  

「滬港青少年體育交流夏令營 2017」  

13.  主席請康文署蕭有光先生以投影片形式滙報「滬港青少年體育交流

夏令營 2017」。  

 

14.  康文署蕭有光先生報告「滬港青少年體育交流夏令營 2017」 (夏令

營 )已於 7 月 17 至 21 日在香港體育學院順利舉行。是次夏令營由鍾志樂

先生及董健莉女士分別擔任團長及副團長帶領代表團出席夏令營活動。

香港及上海分別各有 42 及 41 名 11 至 16 歲的青少年運動員參加。是次

體育交流項目為羽毛球、籃球及乒乓球，並採用混合形式比賽，加強兩

地運動員的技術交流。其他交流活動主要包括相關體育項目的共同訓

練、友誼比賽、參觀體育及文化設施及遊覽名勝等。他感謝鍾志樂先生

及董健莉女士付出寶貴時間支持運動員訓練及協助招待國內工作人員。  

 

15.  鍾志樂先生多謝主席給予他機會擔任團長。他表示今次夏令營各項

安排都很完善，訓練期間教練及運動員互相交流、切磋經驗，進一步推

動兩地的體育發展；而兩地運動員混合組隊比賽，可增進友誼及促進兩

地裁判的交流。而參觀香港名勝的安排，讓團長感受到香港的迅速發展；

此外，團長亦十分讚賞香港體育學院先進的設備器材。他多謝董健莉女

士、相關體育總會的積極協助，並感謝康文署同事在各方面的悉心安排，

而上海代表團團長亦高度讚揚康文署職員全心為人民服務的精神，令整

個活動順利地舉行。  

 

16.  主席感謝鍾志樂先生及董健莉女士代表香港接待上海的代表團。  

 

會議結束  

17.  主席多謝委員出席今次會議，秘書處將會另行通知委員下次會議日

期。  

 

18.  會議於下午 5 時 15 分結束。  

****** 

 

 

社區體育事務委員會秘書處  

2017 年 10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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