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SC 文件 6／ 12 
（ 2012 年 11 月 27 日討論）  

 
社區體育事務委員會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轄下  

康體設施預訂及分配安排改善建議  
 
 

目的  
 
 本文件旨在就有關香港申訴專員公署 (申訴專員 )對康樂及文化

事務署 (康文署 )的康體設施預訂及分配安排的主動調查報告當中所提

出的改善建議及康文署建議將推行的改善措施，諮詢各委員意見。  
 
 
背景  
 
2. 現時康文署設有多種康樂體育設施供市民及團體租用，為有效

管理設施的使用及確保公共設施能公平分配予公眾及團體租用，康文

署制訂了「康體設施的預訂程序」及「康樂及體育設施使用條件」，並

不時檢討有關的預訂程序及分配方法，以完善相關的安排及防止濫

用，切合團體及個別人士的需要。  
 
3.  根據預訂程序，學校可預訂一個學年前的康體設施，體育總會

及團體推廣和主辦在本地舉行的國際賽事、錦標賽、聯賽和訓練活動

等，均可在活動舉行前 3 至 12 個月預訂康體設施。同時，為了平衡團

體及個別人士對租用各類設施的需求，團體的長期預訂設有限額，一

般不能超過每個場地每月繁忙時間的三分之一節數，並且於每個場地

的同一時間，不能超過設施數目的一半，以預留大部分設施予個別市

民使用。上述指引旨在平衡不同持份者對使用康體設施作訓練、比賽

及康樂用途的不同需要。  
 
4. 另一方面，申訴專員接獲市民投訴有關康文署康體設施的使用

及預訂問題，主要包括體育設施經常被團體預訂、炒賣用場許可證等。

為保障市民使用設施的公平機會，並避免濫用和浪費，申訴專員於 2011
年 7 月展開主動調查，並於本年 9 月 19 日就康體設施的預訂和分配安

排發表調查報告及提出改善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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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訴專員對預訂場地的意見及建議  
 
5. 申訴專員在審研康文署現行康體設施的預訂安排後，指出現行

制度有待改善之處，並向本署提出多項涉及下列四個範疇的建議：  
 

(a)  打擊炒賣場地方面  
(b)  改善個人訂場安排方面  
(c)  改善團體訂場方面  
(d)  改善場地使用方面  

 
6. 有關申訴專員對康體設施預訂和使用安排的意見及建議詳載於

附件一的主動調查報告摘要。  
 
 
康文署對改善建議的回應及跟進工作  
 
7. 現時市民及團體對康體設施的需求甚殷，為平衡各方需求，康

文署一直作出努力以完善相關設施的預訂及分配安排，以滿足不同人

士的需要及防止設施被濫用。康文署整體上同意調查報告內的建議。

署方亦早於去年年中起就相關設施的預訂程序與分配機制進行全面檢

討，並在過去一年多推出多項改善措施。  
 
(A)  已落實的措施包括：  
 

(a)  終止以非香港身份證申請康體通用户 (報告摘要第 15 段 )  
 為防止市民以不同身份或不確資料在網上申請成為康體通用戶

並預訂康體設施，以達致租用超出個人預訂限額，本署自 2012
年 8 月 20 日起，限制康體通用户只可以香港身份證申請成為康

體通用戶，同時終止在網上憑其他證件 (例如旅行證件 )作申請

證明。  
 

(b)  改善電話預訂安排 (報告摘要第 18 段 ) 
 

 過往市民如以電話方式預訂場地，需於預訂場地當日起三天內

付款作實。我們發現曾有市民濫用此安排，以電話預留場地後

不付款，但在三天限期後隨即重覆預訂，最終沒有付款亦導致

其他使用者未能適時租用場地，造成浪費。有見及此，本署自

去年 9 月 29 日起實施了短期改善措施。在新安排下，市民如以

電話預訂康體設施，須最少在使用設施前三天預訂，並最少在

使用設施前一天繳費作實。此外，由本年 8 月 14 日起，本署進

一步優化訂場程序，把取消電話預訂的段節在預訂取消後翌日

凌晨一時載列於康體通網頁，讓所有市民可在同日上午 7 時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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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起，公平地以先到先得方式經電話、互聯網、訂場櫃檯或自

助服務站預訂這些段節。自上述措施實施以來，被取消的電話

預訂段節由改善措施實施前的平均每日 1,300 至 1,500 宗，下降

至本年 9 月中每日平均約 420 宗。我們相信這安排已大大減低

炒賣場地人士透過電話預留而不繳費作實的機會。長遠來說，

我們會安排電話預訂即時繳費，由於有關安排須電腦系統配

合，預計在 2014/2015 年度完成，屆時可進一步防止市民濫用

電話預訂服務。  
 

(c)  嚴格執行查核使用場地人士身份證明文件 (報告摘要第 28 段 ) 
 

  為防止未經授權轉讓預訂設施，康文署一向已在使用條件中列

明租用人必須在登記櫃檯出示身份證明文件以供查對的要求。

由於公眾人士對設施可能被濫用及炒賣的關注，因此我們於去

年已要求所有場地職員全面及嚴格執行查證工作，核實所有簽

場者的身份證明文件，並再次提示現時接受的身份證明文件只

包括香港身份證、護照及回港證，至於沒有身份證的 11 歲以下

兒童，則可出示出生證明書或貼有持證人相片的學生證  / 手冊

（此乃由於兒童的身份證沒有附有照片）。當租用人士到達場地

使用設施前，須在登記櫃檯出示其已登記預訂場地的身份證明

文件以供查對，以確定使用場地人士為租用者，如簽場者並非

已登記的租用人士，場地職員會拒絕有關人士簽場。以上嚴格

執行查核使用者的身份證明文件的措施已證明可有效防止濫用

及減低租用人轉讓場地使用權予其他人士或進行炒賣。  
 

(d)  提升康體通電腦訂場系統 (報告摘要第 44 段 ) 
 
 由於康體通的訂場系統已被使用多年及用量已達飽和及出現擠

塞情況，為紓緩早上繁忙時間網絡擠塞的問題，康文署已於本

年三月完成首階段的康體通提升工程，自系統獲提升後，在早

上 7 時最繁忙時段內，系統的中央處理器負荷已由以往的平均

約 90%降至不多於 40%，網路擠塞的問題已得到明顯改善。該

時段的網上交易量亦由平均 360 宗增至 560 宗，增幅約達 56%；
而訂場櫃檯的輪候時間則由平均 14 分鐘縮短為 9 分鐘，約縮短

36%。待第二期改善工程在 2013 年年中完成後，網上訂場速度

將會進一步提高。  
 
(B)  未來兩年實行的措施：  
 
8. 至於申訴專員在報告內提出的其他建議，由於當中有多項涉及

將現有預訂程序作出重大改動，及會影響公眾人士現時使用體育設施

的安排，而有關改動亦需要修改康體通電腦系統，以作出配合；或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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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建議需進一步詳細研究，才能定出可行性方案。因此本署需在完成

檢討及收集各持份者，包括區議會的意見後，才可制定詳細的推行安

排。有關主要改善措施如下 : 
 

(a)  縮短現時個人可於 30 天前預訂的安排  (報告摘要第 10 段 ) 
 

現時，個人可於 30天前預訂康體設施，我們理解很多市民未必

可在 30天前確定自己及朋友的運動日程，但為免遲了訂不到

場，只好盡早預訂。相反地，對炒賣者來説， 30天提供了充裕

的時間去找尋「買家」。  
 
此外，本署曾於本年初於多個使用率較高的體育館進行了問卷

調查，諮詢公眾人士對個人預訂收費康樂場地的安排。在收到

1 430合資格的問卷當中，有約60%同意縮短個人預訂期限，在

這些回應中認為應將個人預訂期限由 30天縮短至 7天或 10天佔

70%。  
 
本署在綜合上述資料，初步認為將個人可於 30 天前預訂的安排

縮短為 10 天前的安排較為可取。一方面炒場人士租用場地後將

場地放售或轉讓的時間將大為縮短；另一方面租場人士更能確

定可否親自使用場地，減少不能親自取場使用的機會。  
 

 (b) 檢討後補免費用場安排 (俗稱「執雞」 ) (報告摘要第 32 段 ) 
 

 本署就檢討「執雞」安排收集了下列資料：  
 
 (i)  為讓公眾人士可充份使用康體設施及減少因租場者未能取

場而浪費場地資源，本署設有「執雞」安排，如租用人於

所租用段節開始 10 分鐘後仍未取場使用設施，而當時又無

其他未被預訂或使用的設施可供租訂，則可讓其他使用者

登記免費使用該設施，直至原租人抵達後交還場地使用

權。可是本署近期察覺有關安排可能被炒場人士濫用，他

們在預訂場地及將場地轉售予其他人士後，會通知有關人

士在場等候 10 分鐘，然後以「執雞」形式取場，有關濫用

情況在足球場尤其顯著。  
 
 (ii)  根據本署天然草地足球場及人造草地足球場在 2011 年 7 月

至 9 月的個人預訂及用場記錄，個人在租用設施後，當中

分別有 31%及 37%的租用人沒有到場使用天然草地足球場

及人造草地足球場，原租用人沒有取場的節數而被「執雞」

的 人 士 免 費 取 得 用 場 ， 有 關 的 百 分 比 分 別 約 為 85% 及

87%；而「執雞」的節數佔預訂天然草地足球場及人造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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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足球場的整體節數分別約為 27%及 33%。由於足球活動

是需多人參與的隊際活動，而每個場地大部份只有一個足

球場，在未能預知是否有租用人預訂場地後不取場，而有

多人一起到場等候「執雞」的情況不應常見，但現時資料

顯示「執雞」情況約佔整體預訂節數的三分之一的情況，

實屬不尋常及有炒場及濫用「執雞」安排之嫌。  
 
 (iii)  另外，根據體育館主場及網球場兩項設施中有較高使用率

的場地的個人預訂及用場記錄，59 個較高使用率的體育館

主場及 24 個設有網球場的場地於 2011 年 7 月至 9 月期間，

個人在租用設施後，當中分別有 8%及 17%的租用人沒有到

場使用體育館的主場及網球場，原租用人沒有取場的節數

被「執雞」的百分比分別約為 84%及 60%，而「執雞」的

節數佔整體的預訂節數分別約為 6%及 10%。根據用場資料

顯示，設施在被預訂後沒有取場及被「執雞」的比例相對

天然草地 /人造草地足球場為低。由於設施只需兩個人便可

使用場地，而場館通常提供多過一個球場，因此不少租用

人士有可能會即場租用未被租用的設施或「執雞」。這種情

況並非不尋常，所以濫用「執雞」的安排沒有足球場般明

顯。  
 

 至於申訴專員建議本署考慮向「執雞」者收取費用，本署有以下

意見：  
 
 (i)  向「執雞」者收費及若原租用人出現可獲退款  - 有關安排

未能減低炒場活動，原因是炒場人士在租場後，會以徵收

服務費形式將場地轉讓予「買家」，並通知他們到場「執雞」

並即場再繳交場租，而炒場人士可隨後到場申請退款，此

舉讓炒場人士無須承受損失。另外，假若有原租人因事遲

到10分鐘才出現取場，但場地已被「執雞」者使用，可能

會因而引起原租人、「執雞」者以及場地管理人員之間的爭

拗。此外，有關申請退款安排亦會大幅增加本署審批申請

退款的行政工作。  
 
 (ii)  向「執雞」者收費及若原租用人出現不獲退款  - 有關安排

會被原租用人視為嚴重影響他們已付款租用場地的權益。

況且，原租用人士可能因一些不能預計的原因，例如交通

擠塞而遲到取場，若他們因遲到十分鐘便失去用場資格及

已付出款項，將會極為不滿。此外，建議的做法在香港的

公眾設施亦無先例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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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ii)  大部份租用人士均會約同親友使用場地，他們多會連續租

用兩節體育設施，例如兩小時羽毛球場，假如原租用人士

遲到10多分鐘，其租用的首小時被撤消使用權及有關時段

已被他人付款租用，原租用人及其朋友便需等候 50分鐘至

其租用的第二節開始才可取場，有關建議在執行上會帶來

極大困難，並不會為市民接受。  
 

 (iv)  現時很多足球場均沒有收費櫃檯，有關建議需在場地額外

安排人手及設施配套，為有需要「執雞」的人士作即場收

費，這安排並不符合成本效益。  
  

在考慮到現行足球場「執雞」約佔整體預訂節數的三分之一的

情況，實屬不尋常及有炒場及濫用「執雞」安排之嫌，若非有

作配合，十多人相約等候「執雞」的情況實在令人懷疑。假如

取消足球場的「執雞」安排，應可大大減低濫用的情況。因此

本署建議試行取消足球場的「執雞」安排，以杜絕濫用「執雞」

情況。本署會在推行足球場取消「執雞」措施後檢討其成效，

再考慮應否將有關措施進一步推行至其他設施。   
 
(c)  就個人不取場或違規訂立懲罰安排  (報告摘要第 32、 35 及 36

段 ) 
 

為減低租用人士在租用場地後不用場又不通知本署將場地重新

開放予市民租訂，而造成濫用「執雞」或浪費的情況；同時，

為加強對個人預訂違規的懲罰，針對以下情況，本署建議違規

者可被暫時取消預訂康樂設施資格 : 
 

 (i)  租用人在一段時間內有重覆不取場的記錄，而又未能在用

場前取消預訂  
 
  初步建議如租用人在 30 日內有兩次不取場的記錄，而又不

能在用場前至少一天通知本署，本署會暫時取消其可預訂

陸上收費康樂設施的資格為期 90 天。  
 
  為方便租用人在用場前取消預訂，本署會於 2013/14 年度

實施簡化個人取消訂場手續 (見附件二第 (d)(15)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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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i)  租用人違規轉讓場紙  
    
  由於違規轉讓場紙涉及炒賣，因此本署建議加強租用人被

確定違規轉讓場紙的行政罰則。如租用人被確定有違規轉

讓或炒賣場紙的情況，建議即時暫停其預訂康樂場地的資

格為期 180天。  
 

(iii)  租用人濫用優惠收費預訂場地  
 

如租用人被確定有濫用優惠收費預訂場地，建議即時暫停

其預訂康樂場地的資格為期 90 天。  
 
9.  至於申訴專員提出的其他改善措施簡列如下：  
 
 (a)  打擊炒賣場地方面  
 
  (i)  收緊個人預訂收費設施的時數上限；  
  (ii)  限制個人必須以身份證預訂場地；  

(iii)  就電話預訂引進即時繳費安排；  
(iv)  檢討以有限公司登記的團體的預訂安排；  

  (v)  檢討惡劣天氣補場安排；  
   
 (b)  改善個人訂場安排方面  
 
  (i)  檢討繁忙時段團體（包括民政事務局／康文署）的配額；  
  (ii)  就預訂免費康體設施提供電子化服務；  
  (iii)  就個人簽場安排引進彈性；  
  
 (c)  改善團體訂場方面  
 
 (i)  檢討團體取消預訂的通知期；  
 
 (d)   改善場地使用方面  
 

 (i)  簡化個人取消預訂手續；  
 (ii)  檢討團體不取場的懲罰安排；  

(iii)  調節場地開放時間。  
 

有關本署對申訴專員提出的所有改善措施及初步回應詳列於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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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如前文所述，由於部份改善措施會影響公眾人士現時訂場的安

排，因此本署在考慮推行有關改善措施前，會諮詢市民及團體的意見，

包括提交文件諮詢 18 個區議會及體育委員會轄下的社區體育事務委

員會、去信各體育總會邀請他們提供意見，於本年十二月至明年二月

期間在轄下各主要康體設施例如體育館、網球場及草地足球場進行問

卷調查，及將諮詢文件上載本署網頁供公眾人士參閱並邀請他們就改

善措施提交意見。本署在完成收集、分析及平衡各方面的意見後，會

修訂有關的預訂及分配場地程序及安排，並會進行康體通電腦預訂系

統的相關工程以便配合推行有關改善措施。  
 
 
徵詢意見  
 
11. 請委員參閱文件及就上文第 8 至 9 段有關申訴專員提出各項改

善措施及本署的建議跟進安排提供意見。  
 
 

********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2012 年 11 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