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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部分：引言 

1.1 本部分闡述就提供水上康樂及體育設施的情況進行審查的背景。 

背景 

1.2 康體活動有益身心，有助提高生活質素。政府的目標是營造理想的環

境，讓市民進行多元化的康體活動。康樂及文化事務署（康文署）負責在社區層

面推廣和發展康體事務，並且： 

卹 與18個區議會緊密合作，提供和管理康體設施，推動公眾參與康

體活動；及 

小）透過18個分區康樂事務辦事處，籌辦多類康體計劃，推廣“普及

體育”的概念。 

水上康樂及體育設施 

1.3 目前，康文署提供的游泳和水上活動設施主要有三類（即泳灘、泳館和

水上活動中心）。四月至十月是香港的泳季。六月、七月和八月是游泳旺季， 

四月、五月、九月和十月是游泳淡季。十一月至翌年三月則是冬季。 

泳灘 

1.4 截至二零零三年四月一日，康文署管理的刊憲泳灘有41個，其中只有 

32個開放予市民游泳。為保障泳客安全，所有開放供市民游泳的刊憲泳灘均

駐有合資格的救生員。為加強安全， 30個刊憲泳灘設有防鯊網。在 2002-03 
年度，刊憲泳灘的營運收人和開支分別為440萬元和1.385億元。由一九九三

至二零零二年，刊憲泳灘的數目由 42 個減至41個；至於前往泳灘人士的數

目，根據康文署的記錄，則由1 272萬人次減至875萬人次，減幅為31%。詳

情見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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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表－ 

刊憲泳灘數目及前往泳灘的人數 

（一九九三至二零零二無） 

年份 	 刊憲泳灘數目 	 前往泳灘的人數 

（百萬人次） 

1993 42 12.72 

1994 42 13.25 

1995 43 12.69 

1996 41 17.77(註) 

1997 41 12.30 

1998 41 13.23 

1999 41 12.45 

加00 41 10.51 

2001 41 10.53 

2002 41 8.75 

資料來源：康文署的記錄 

註：據康文署表示，一九九六年前往泳灘的人數增加，可能是由於該年降雨量低

所致。 

泳館 

1.5 截至二零零三年四月一日，康文署營辦36個泳館。在泳季，泳館通常

每天分三個時段開放。為保障泳客安全，所有泳館均駐有合資格的救生員。在 

2002-03年度，泳館的營運收人和開支分別為1.365億元和7.588億元。由一九

九三至二零零二年，泳館的數目由27個增至36個，增幅為33%；至於使用者

數目，則由 605 萬人次增至 1 033 萬人次，增幅為71% 。詳情見表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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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表二 

泳館數目及使用人數 

（一九九三至二零零二無） 

無份 泳館數目 使用人數 

（百萬人次） 

1993 叩 6.05 

1994 28 5.67 

1995 28 7.17 

1996 31 8.22 

1997 32 7.28 

1998 33 7.92 

1999 33 8.47 

2000 34 9.01 

2001 36 9.57 

2002 36 10.33 

資料來源：康文署的記錄 

水上活動中心 

1.6 截至二零零三年四月一日，康文署營辦四個水上活動中心，讓市民進行

風帆、滑浪風帆和獨木舟等活動。除每周休息日和農曆新年假期外，四個中心

全年開放。在2002-03年度，這四個中心的營運收人和開支分別為810萬元和 

4,040萬元。由一九九三至二零零二年，參加日營活動的市民由65 225人次增

至74 694人次，增幅為15%；至於參加露營活動的市民，則由3 859人次增至 

4 365 人次，增幅為13% 。詳情見表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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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表三 

水上活動中心的使用人數 

（一九九三至二零零二無） 

無份 
	

日營 	 露營 

1993 65 225 3 859 

1994 66002 4081 

1995 45 774 4 577 

1996 54157 3936 

1997 53615 3923 

1998 56 925 4 589 

1999 65764 4178 

2000 69 334 4 727 

2001 66610 4907 

加02 74 694 4 365 

資料來源：康文署的記錄 

帳目審查 

1.7 審計署就康文署提供和管理水上康樂及體育設施的情況進行審查，審計

署發現在若干方面可作改善，並就各方面提出一些建議。 

引言 

表三 

水上活動中心的使用人數 

（一九九三至二零零二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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帳目審查 

1.7 審計署就康文署提供和管理水上康樂及體育設施的情況進行審查，審計

署發現在若干方面可作改善，並就各方面提出一些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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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部分：刊憲泳灘 

2.1 本部分研究刊憲泳灘的管理問題，並提議一些措施提高泳灘的使用率和

成本效益。 

指定刊憲泳灘 

2.2 截至二零零三年四月一日，全部41個刊憲泳灘均已根據《公眾衛生及

市政條例》（第 132 章）附表 4 指定為公眾遊樂場地（即泳灘）。把泳灘指定為公

眾遊樂場地，目的是把場地交由政府依法管理。假如某泳灘的遊人愈來愈多， 

有需要加以管理及提供救生服務和泳灘設施，政府便會把該泳灘指定為公眾遊

樂場地。在41個刊憲泳灘中，12個位於港島，6個位於新界東，14個位於新

界西，另 9 個位於離島。詳情見附錄A。各刊憲泳灘由有關的分區康樂事務辦

事處管理，並有康樂助理員和救生員在當值時間內駐守（註 1)。 

已關閉的刊憲泳灘 

2.3 環境保護署（環保署）負責監察泳難的水質。康文署與環保署共同確保泳

灘安全，適宜游泳。如某泳灘的水質被列為“極差”（註助，根據環保署的準

則是不適宜游泳，康文署便會宣布關閉泳灘，並在泳灘當眼處張貼告示，告知

市民在該泳丰難；游泳並不安全。截至二零零三年四月一日，有九個刊憲泳灘因水

質欠佳或其他因素而關閉。雖然這些已關閉的泳灘沒有救生服務提供，但仍駐

有康樂助理員，負責日常管理工作。 

審計署的意見 

2.4 審計署就九個已關閉的刊憲泳灘提出以下意見： 

註I：在泳季，救生服務通常由上午九時至下午六時提供。在游泳旺季的星期六、星期日和

公眾假期，救生服務時問會延長，由上午八時至晚上七時。在冬季，救生服務則由上

午八時至下午五時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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卹 南區石澳後灘泳灘 石澳後灘泳灘（位於石澳泳灘附近）因水質欠

佳，已關閉超過十年。自一九九九年石澳污水隔滄廠啟用及二零

零一年年底淨化海港計劃（註3）有關工程完成後，該泳灘的水質已

逐漸改善。雖然該泳灘的水質已被列為“一般”級別，康文署認

為在二零零三年重開該泳灘並不符合成本效益，理由如下： 

。） 該泳灘的水仍較易受附近石澳村的化糞池和滲水井系統污

染， 

(ii）該泳灘設施不足；及 

併。設置防鯊網／浮台會增加營運開支。 

審計署注意到，在二零零零年就香港泳灘進行海岸安全審查的顧

問曾建議，基於安全理由和低使用率，該泳灘應從刊憲泳灘名單

中剔除。然而，康文署認為在憲報公布停止使用泳灘一事陸質敏

感，決定不採取進一步行動； 

。）荃灣區七個已關閉刊憲泳灘 荃灣區三個刊憲泳灘（即釣魚灣泳

灘、近水灣泳灘和汀九灣泳灘）在九十年代中期因水質欠佳而關

閉。二零零三年年初，再有四個刊憲泳灘（即更生灣泳灘、雙仙灣

泳灘、海美灣泳灘和麗都灣泳灘）在淨化海港計劃第一期全部完成

後水質變差，因而關閉。據環保署稱，該區泳灘的水質可望 快

在二零零六年荃灣區主要污水處理設施如期完成後有所改善。改

善的確實時間，須視乎把未有接駁公共污水渠的物業的污水渠接

駁到主要污水管的進度。審計署留意到，如表四所示，近年前往

這七個已關閉刊憲泳灘的每日平均人數甚少。 

註 3：淨化海港計劃第一期在二零零一年年底全部完成後，原先排人維多利亞港的污水輸往

昂船洲污水處註：降，經處理後排人本港西面水域。來自柴灣和將軍澳的污水原先排人

藍塘海峽，現輸往昂船洲污水處註日降進行處理，石澳後灘泳灘的水質因而有所改善。 

昂船洲污水處理廠能除去污水大部分有機物質，但只能除去50%細菌。雖然海港中部

和東部水域的細菌含量已顯著減少，西部水域的細菌含量卻有所增加，對荃灣區的泳

灘構成影響。 

略

 
妝
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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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四 

前往荃灣區七個已關閉刊憲泳灘的每日平均人數 

（二零零零至零二無） 

泳灘 

2OOO 無 

前往泳灘的每日平均人數 

2OO1 無 2OO2 無 

麗都灣 133 158 114 

釣魚灣 60 82 74 

近水灣 35 38 29 

更生灣 26 31 28 

汀九灣 26 24 15 

雙仙灣 2 1 9 

海美灣 9 2 3 

資料來源：康文署的記錄 

(c）屯門區青山灣泳灘 自一九八一年以來，青山灣泳灘水質欠佳， 

不適宜游泳。關於該泳灘的主要事件如下： 

(i） 屯門區議會在一九九四年十一月要求當局把該泳灘闢為游泳

場地，並附設水上活動設施（例如舢舨和水上單車）。一九九八

年七月，應區議會要求，當時的區域市政總署耗資約9,700萬

元，在該泳灘設置設施（包括兩層高泳灘大樓、售物亭、洗手

間、更衣／淋浴設施、燒烤爐、休憩處和兒童遊樂處）; 

（泌 一九九九年十一月，已重新發展的青山灣泳灘移交區域市政

總署。雖然自屯門多個污水處理廠啟用後，泳灘水質已改善

至“一般”級別，但由於海狀鋪滿一層混雜垃圾的鬆軟泥

土，故並不完全適宜游泳。二零零零年五月，由於公眾強烈

要求，當局開放泳灘設施（即燒烤爐、休憩處和兒童遊樂處）供

市民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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併。二零零一年，康文署要求土木工程署挖去泳灘海缽的泥土和

垃圾，以便開放泳灘予市民游泳。挖泥和填沙工程在二零零

一年十二月至二零零二年八月進行，耗資 190萬元； 

(iv）二零零二年十月，土木工程署匯報： 

重新鋪沙工程的效果未必持久；及 

除非再進行改善工程（規模和費用可能相當龐大），否則泳

灘仍不適宜游泳，然而划艇和風帆等水上活動則可以進

行 及 

(v）二零零三年二月，由於海狀狀況仍未明朗，康文署決定在二

零零三年繼續關閉泳灘。 

2.5 審計署注意到，在2002-03年度，在該九個已關閉刊憲泳灘中（除青山

灣泳灘外），康文署在餘下八個泳灘共設有35個設定職位（包括六個三級康樂

助理員和29個救生員職位），詳情見附錄B。由於這八個泳灘無需提供救生服

務，康文署把這29名救生員（包括石澳後灘泳灘三名救生員和荃灣區七個泳灘

共26名救生員）重行調配，填補其他空缺。據康文署稱，荃灣區七個已關閉刊

憲泳灘的附屬設施仍然開放給公眾使用。這些泳灘應繼續指定為刊憲泳灘，以

便管理和監察。在2002-03年度，這八個已關閉泳灘仍駐有六名三級康樂助理

員，所需職工成本為1卹萬元。 

審計署的建議 

2.6 審計署建議康樂及文化事務署署長應： 

卹 考慮在憲報公布停止使用石澳後灘泳灘，把它從《公眾衛生及市

政條例》附表 4 剔除（見第2.4(a）段）; 

小）考慮刪除八個已關閉刊憲泳灘共 29 個設定救生員職位（見第 2.5 
段）; 

(c）審慎檢討調派三級康樂助理員駐守八個已關閉刊憲泳灘的需要和

成本效益（見第 2.5段）；及 

(d) 就青山灣泳灘而言，盡快決定把該泳灘修復至適宜游泳一事是否

仍然符合成本效益，並考慮在該泳灘引進其他合適的康樂及水上

活動（例如舢舨、獨木舟、水上單車和沙灘排球等活動），以進一

步提高其使用率（見第2.4(c）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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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例如舢舨、獨木舟、水上單車和沙灘排球等活動），以進一

步提高其使用率（見第2.4(c）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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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局的回應 

2.7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署長表示： 

卹 原則上同意在憲報公布停止使用石澳後灘泳灘的建議，因為該泳

灘已棄用多時，而毗鄰的石澳泳灘提供非常全面的泳灘設施，保

留這個刊憲泳灘的需求不大。康文署會事先諮詢南區區議會，並

會徵求地政總署同意在憲報公布停止使用泳灘後收回該址； 

(b）該29個救生員職位已經凍結，原本擔任這些職位的救生員已被重

行調配，填補其他空缺。如果刪除這些職位而泳灘 終重開，則

需另行開設新職位。康文署在現階段看不到刪除職位的好處； 

(c）康文署會檢討在使用率低及只有基本設施的泳灘派駐三級康樂助

理員的成本效益。雖然八個刊憲泳灘已經關閉，但是荃灣區泳灘

的陸上附屬設施（如燒烤爐、設有觀眾看台的沙灘排球場、泳屋、 

洗手間、更衣室和淋浴設施）仍然開放給公眾使用。為了維持有關

的公眾服務，康文署仍需派駐屬於三級康樂助理員職級的監督人

員繼續負責設施的妥善管理、日常保養和清潔，以及執法和處理

公眾查詢； 

（。 康文署會檢討是否需要保留石澳後灘泳灘三級康樂助理員的職

位。該泳灘不設任何陸上設施，有關的三級康樂助理員已重行調

配到使用率較高的石澳泳灘，協助該泳灘的日常工作，並須監督

石澳後灘泳灘清潔承辦商的清潔工作；及 

(e）康文署會諮詢屯門區議會才決定青山灣泳灘的運作模式。 

市區泳灘的開放時段 

2.8 刊憲泳灘在開放期問均會提供救生服務。不過，並非所有刊憲泳灘都是

全年開放的。康文署會考慮天氣情況和使用率以決定開放時段。二零零三年， 

港島11個刊憲泳灘（下稱市區泳灘），以及新界和離島共21個刊憲泳灘開放供

泳客使用。就市區泳灘而言，深水灣泳灘全年開放，其餘十個泳灘則在二零零

三年三月至十一月開放。至於新界和離島的泳灘，清水灣第二灣泳灘、黃金泳

灘和銀線灣泳灘全年開放，餘下18個泳灘則在二零零三年四月至十月開放。 

自二零零零年起，康文署進行了多項檢討，重新訂定市區泳灘、新界和離島泳

灘的開放時段。不過，考慮到游泳常客和南區區議會可能會提出反對，康文署

決定市區泳灘的開放時段維持不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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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計署的意見 

2.9 審計署就11個市區泳灘在二零零二年三月及十一月的每日平均泳客人

數（註。進行分析，結果（見表五）顯示： 

卹 受歡迎的五個泳灘（即深水灣泳灘、淺水灣泳灘、中灣泳難、大

浪灣泳灘和赤柱正灘泳灘）吸引了 85%至 93%的泳客；及 

(b）其他六個泳灘每日平均泳客人數均低於所有泳灘的整體平均人

數。 

表五 

”個市區泳灘每日平均泳客人數 

（二零零二無三月及十一月） 

泳灘 

每日平均泳客人數 

2002 無 3月 	 2002無”月 

深水灣 450 	1 	 391 1 

淺水灣 

中灣 119 卜 93% 	 100 卜 85% 

大浪灣 32 100 

赤柱正灘 55J 6OJ 

石澳 27 53 

聖士提反灣 7 34 

南灣 s 加 

舂坎角 5 18 

龜背灣 8 11 

夏萍灣 2 1 

總計 821 905 

平均 75 82 

資料來源：康文署的記錄 

註 4 ：市區泳灘的記錄把前往泳灘人士細分為遊人和泳客。不過，其他地區的泳灘沒有類似

的分項數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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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憲泳灘 

2.10 由於11個市區泳灘均位處南區，康文署應重新研究這些泳灘是否需要

在三月及十一月全數開放。康文署應考慮在三月及十一月關閉較少人使用的市

區泳灘。審計署注意到，2002-03年度這兩個月為六個較少人使用的市區泳灘 

（即在二零零二年三月及十一月每日泳客少於55人的泳灘——見表五）提供救生

服務，所需職工成本為 190萬元。 

審計署的建議 

2.11 審計署建議康樂及文化事務署署長應考慮在每無三月及十一月關閉較

少人使用的市區泳灘（見第 2.10 段）。 

當局的回應 

2.12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署長原則上同意審計署的建議。康文署在落實建議之

前會先尋求南區區議會的支持。 

使用率較低的泳灘 

2.13 刊憲泳灘的使用率差異甚大。二零零二年，前往刊憲泳灘的人士有875 
萬人次， 受歡迎的十個泳灘錄得706萬人次（或81%)。在 不受歡迎的十個

泳灘中，八個位處離島（大嶼山五個、西貢橋咀洲、長洲、南丫島各一個）。審

計署檢討了這八個離島泳灘的使用情況，有關意見載於第2.14至 2.16段。 

審計署的意見 

2.14 大嶼山的泳灘 大嶼山有五個泳灘（即銀礦灣泳灘、貝澳泳灘、上長沙

泳灘、下長沙泳灘和塘福泳灘）。二零零二年，前往泳灘的每日平均人數以銀

礦灣泳灘 多，有 110 人；塘福泳灘 少，有41人。塘福泳灘並無淋浴設

施。審計署認為康文署須考慮在大嶼山的刊憲泳灘提供足夠設施。 

2.15 西貢橋咀洲橋咀泳灘 橋咀泳灘地處偏遠，遊人只可在西貢乘搭街渡前

往。二零零零年，就香港泳灘進行海岸安全審查的顧問建議，由於橋咀泳灘的

海！休多岩石，應在憲報公布停止使用該泳灘，改而指定其南面毗鄰一個較受泳

客歡迎的泳灘為刊憲泳灘。審計署認為，康文署日後規劃發展橋咀洲為度假島

時，須研究應否把上述的“毗鄰泳灘”指定為刊憲泳灘，以代替橋咀泳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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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6 南丫島蘆鬚城泳灘及長洲觀音灣泳灘 在二零零二年游泳淡季，前往蘆

鬚城泳灘的人士每日約有 42 人，而附近的洪聖爺灣泳灘則有 172 人。同樣

地，前往長洲東灣泳灘的人士每日約有 300 人，附近的觀音灣泳灘則只有 33 

人。康文署須考慮削減蘆鬚城泳灘和觀音灣泳灘在游泳淡季的救生服務，以減

低管理成本。 

審計署的建議 

2.17 審計署建議康樂及文化事務署署長應： 

卹 考慮在大嶼山所有刊憲泳灘提供足夠的泳灘設施（見第 2.14 段）; 

(b) 研究應否繼續指定橋咀泳灘為刊憲泳灘（見第 2.15段）; 

(c）詳細檢討可否只在游泳旺季及在游泳淡季的星期六 ∼ 星期日及公

眾假期在蘆鬚城泳灘和觀音灣泳灘提供全面救生服務（見第2.16 

段）；及 

叻 定期檢討刊憲泳灘使用率低的原因，以期找出改善方法。 

當局的回應 

2.18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署長表示： 

卹 康文署的宗旨是在所有刊憲泳灘提供足夠的附屬設施。不過，大

嶼山一些泳灘由於受到地點所限（即缺乏淡水供應和適當排污系

統），現階段未能提供淋浴和洗手間設施。康文署會留意附近地區

的淡水供應和排污駁引設施，在適當時候看手改善這些泳灘； 

化）康文署會繼續留意橋咀洲度假島私人發展計劃的進展。曾有私人

發展商表示有意在橋咀泳灘發展水上活動，以及把沙灘面積較大

的毗鄰泳灘闖作游泳場地。康文署會在日後發展橋咀洲時一併考

慮在憲報公布停止使用橋咀泳灘； 

(c）康文署會在不損安全標準的情況下，研究在游泳淡季平日（公眾假

期除外）削減蘆鬚城泳灘和觀音灣泳灘的救生服務是否可行和其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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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部分：泳館 

3.1 本部分研究泳館的管理問題，並建議一些措施提高泳館的使用率和成本

效益。 

劃一收費 

3.2 二零零零年八月，財經事務及庫務局（當時的庫務局）批准把收回泳館全

部營運成本的目標比率，定為14%。2002-03年度，康文署收回成本的比率達

到 18% 。 

3.3 康文署的定價政策，是確保在財政考慮與使用者的負擔能力之間取得合

理平衡，以求把轄下設施的使用率維持於高水平。由於泳館的人場費在《公共

衛生及市政條例》的附屬法例中列明，如要調整收費，必須由立法會根據《釋

義及通則條列》（第1章）第 35 條，按照先訂立後審議的程序處理。 

審計署的意見 

3.4 由於前市政局和前區域市政局的政策不同，市區和新界區的文康設施的

人場收費並不一致。二零零一年三月，康文署進行了檢討，以期劃一收費。二

零零一年四月，該署把泳館的特惠收費安排，擴大至適用於新界區的全日制學

生。然而，劃一收費的工作卻擱置沒有落實。該署在考慮香港的經濟環境後， 

認為為了劃一收費水平而增加市區或新界區設施的收費，會增加市民的負擔， 

至於為求劃一而調低收費，則會相應增加政府的資助開支。 

3.5 二零零一年十一月，康文署建議延遲劃一文康服務和設施的收費和場

租。政務司司長同意康文署的建議，不過要求該署因應將要面對的難題，為劃

一收費的工作定出合理的依據。康文署雖未能全面落實劃一收費的工作，但在

二零零三年九月劃一了給予兒童／幼兒、殘疾人士、學生、學校及資助機構使

用市區和新界區多項康樂設施不同的特惠收費安排。 

3.6 審計署注意到，新界區泳館非繁忙日子（即星期一至五）的人場費，低於

繁忙日子（即星期六、日及公眾假期）的人場費。至於市區的泳館，人場費並無

繁忙日子和非繁忙日子之分（註5）。審計署又注意到，康文署並未就不同類別

的文康服務，檢討資助水平和收回成本比率。 

註 5：特惠人場費適用於14歲以下兒童和60歲以上長者。市區泳館的成人人場費是19元， 

特惠收費 9元。新界區泳館繁忙日子的成人人場費是20元，非繁忙日子 17元；繁忙

日子的特惠收費是9元，非繁忙日子 8元。 

-14 - 

第 3部分：泳館 

3.1 本部分研究泳館的管理問題，並建議一些措施提高泳館的使用率和成本

效益。 

劃一收費 

3.2 二零零零年八月，財經事務及庫務局（當時的庫務局）批准把收回泳館全

部營運成本的目標比率，定為14%。2002-03年度，康文署收回成本的比率達

到 18% 。 

3.3 康文署的定價政策，是確保在財政考慮與使用者的負擔能力之間取得合

理平衡，以求把轄下設施的使用率維持於高水平。由於泳館的人場費在《公共

衛生及市政條例》的附屬法例中列明，如要調整收費，必須由立法會根據《釋

義及通則條列》（第1章）第 35 條，按照先訂立後審議的程序處理。 

審計署的意見 

3.4 由於前市政局和前區域市政局的政策不同，市區和新界區的文康設施的

人場收費並不一致。二零零一年三月，康文署進行了檢討，以期劃一收費。二

零零一年四月，該署把泳館的特惠收費安排，擴大至適用於新界區的全日制學

生。然而，劃一收費的工作卻擱置沒有落實。該署在考慮香港的經濟環境後， 

認為為了劃一收費水平而增加市區或新界區設施的收費，會增加市民的負擔， 

至於為求劃一而調低收費，則會相應增加政府的資助開支。 

3.5 二零零一年十一月，康文署建議延遲劃一文康服務和設施的收費和場

租。政務司司長同意康文署的建議，不過要求該署因應將要面對的難題，為劃

一收費的工作定出合理的依據。康文署雖未能全面落實劃一收費的工作，但在

二零零三年九月劃一了給予兒童／幼兒、殘疾人士、學生、學校及資助機構使

用市區和新界區多項康樂設施不同的特惠收費安排。 

3.6 審計署注意到，新界區泳館非繁忙日子（即星期一至五）的人場費，低於

繁忙日子（即星期六、日及公眾假期）的人場費。至於市區的泳館，人場費並無

繁忙日子和非繁忙日子之分（註5）。審計署又注意到，康文署並未就不同類別

的文康服務，檢討資助水平和收回成本比率。 

註 5：特惠人場費適用於14歲以下兒童和60歲以上長者。市區泳館的成人人場費是19元， 

特惠收費 9元。新界區泳館繁忙日子的成人人場費是20元，非繁忙日子 17元；繁忙

日子的特惠收費是9元，非繁忙日子 8元。 

-14 - — 14 —

3

–

5



泳館 

審計署的建議 

3.7 審計署建議： 

卹 民政事務局局長應在切實可行的情況下，盡快就不同類別文康服 

務的資助水平作出政策方面的決定（見第 3.6 段）；及 

(b）在實行劃一收費的工作時，康樂及文化事務署署長應根據民政事

務局局長所定的資助水平，為所有泳館釐定入場費（見第3.6段）。 

當局的回應 

3.8 民政事務局局長表示，考慮到當前的經濟環境，調整收費並不實際，目

前應擱置劃一收費的工作。此外，檢討不同類別設施的資助水平和收回成本比

率的工作，應連同劃一收費的工作一併進行。 

3.9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署長表示： 

卹 康文署的目標是在切實可行的情況下盡快完成劃一收費的工作， 

在制定劃一收費的新時間表時，會考慮整體的經濟情況；及 

(b）劃一收費的工作現正擱置，因此目前並無迫切需要就資助水平和

收回成本比率制定指引。這些指引應該留待經濟情況好轉，劃一

收費的工作得以落實時才一併制定。康文署會根據有關方面（包括

民政事務局和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商定的資助水平，以及在諮詢立

法會之後，為所有泳館釐定人場費。 

冬泳 

3.10 2002-03年度，在36個泳館之中， 14個設有暖水泳池，在冬季開放。 

除灣仔游泳池主要供訓練用之外，餘下13個泳館（6個有室內暖水泳池及7個
有戶外暖水泳池）均開放給公眾使用。 2002-03 年度冬季，共有 153 萬名泳客

使用這 13 個泳館。 

審計署的意見 

暖水泳池的需求殷切且集中 

3.11 審計署注意到，冬季期間暖水泳池的每月平均人場人次由2000-01年度

的294 160人增加至 2002-03 年度的 333 377 人，增幅達 13% 。在13 個設有暖

水泳池的泳館中，以九龍公園游泳池、摩理臣山游泳池和城門谷游泳池 受歡

迎。在2002-03年度冬季，這三個游泳池的人場人次佔泳客總人數55%，顯示

冬季期問，泳客多集中使用該三個游泳池。 

一15 一 

泳館 

審計署的建議 

3.7 審計署建議： 

卹 民政事務局局長應在切實可行的情況下，盡快就不同類別文康服 

務的資助水平作出政策方面的決定（見第 3.6 段）；及 

(b）在實行劃一收費的工作時，康樂及文化事務署署長應根據民政事

務局局長所定的資助水平，為所有泳館釐定入場費（見第3.6段）。 

當局的回應 

3.8 民政事務局局長表示，考慮到當前的經濟環境，調整收費並不實際，目

前應擱置劃一收費的工作。此外，檢討不同類別設施的資助水平和收回成本比

率的工作，應連同劃一收費的工作一併進行。 

3.9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署長表示： 

卹 康文署的目標是在切實可行的情況下盡快完成劃一收費的工作， 

在制定劃一收費的新時間表時，會考慮整體的經濟情況；及 

(b）劃一收費的工作現正擱置，因此目前並無迫切需要就資助水平和

收回成本比率制定指引。這些指引應該留待經濟情況好轉，劃一

收費的工作得以落實時才一併制定。康文署會根據有關方面（包括

民政事務局和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商定的資助水平，以及在諮詢立

法會之後，為所有泳館釐定人場費。 

冬泳 

3.10 2002-03年度，在36個泳館之中， 14個設有暖水泳池，在冬季開放。 

除灣仔游泳池主要供訓練用之外，餘下13個泳館（6個有室內暖水泳池及7個
有戶外暖水泳池）均開放給公眾使用。 2002-03 年度冬季，共有 153 萬名泳客

使用這 13 個泳館。 

審計署的意見 

暖水泳池的需求殷切且集中 

3.11 審計署注意到，冬季期間暖水泳池的每月平均人場人次由2000-01年度

的294 160人增加至 2002-03 年度的 333 377 人，增幅達 13% 。在13 個設有暖

水泳池的泳館中，以九龍公園游泳池、摩理臣山游泳池和城門谷游泳池 受歡

迎。在2002-03年度冬季，這三個游泳池的人場人次佔泳客總人數55%，顯示

冬季期問，泳客多集中使用該三個游泳池。 

一15 一 — 15 —

( 3.6 )

( 3.6 )

–

–

–

–

–



泳館 

3.12 審計署比較了 13 個泳館在 2002-03 年度冬季和游泳淡季的每月平均泳

客人數。為了作出公平比較，審計署並無採用二零零二年學校暑假期問泳客特

別多的游泳旺季的數據。審計署的分析顯示，與游泳淡季的數字比較，三個

受歡迎的泳館在冬季期間的每月平均泳客人數轉變不大（九龍公園游泳池增加 

7% 、摩理臣山游泳池減少 4% 、城門谷游泳池減少7% 一見附錄C)。至於

其他十個泳館在冬季期間每月平均泳客人數，與游泳淡季比較，減幅大小不

一，由 12% 至69% 不等。康文署須設法推廣泳客使用這十個泳館。 

室內暖水泳池泳客人數較多 

3.13 冬季期問，室內暖水泳池的泳客人數一般較戶外暖水泳池多。在 

2002-03年度冬季期間，在333 377名泳客當中，有218463人（66%）使用室內

暖水泳池，而使用戶外暖水泳池的則有114914人（34%)（見附錄C)。此外， 

與游泳淡季的數字比較，戶外暖水泳池在冬季期問的每月平均泳客人數錄得的

跌幅，一般亦較室內暖水泳池大。舉例來說，三個設有戶外暖水泳池的泳館， 

包括屯門游泳池、將軍澳游泳池和元朗游泳池的每月平均泳客人數，錄得 大

跌幅，分別為 69%、65% 和48%（見附錄C)。二零零二年一月，立法會民政

事務委員會催促當局加怏提供更多室內暖水泳池，審計署注意到提供戶外暖水

泳池並不環保，因為戶外暖水泳池散熱較室內暖水泳池快，加熱戶外池水所需

的電費／燃）卜｝費亦較高。康文署日後籌建新泳館時，會興建室內暖水泳池，而

不會蓋建戶外暖水泳池。 

3.14 由於室內暖水泳池較適合冬泳，康文署正試行研究是否可加建輕型卜

蓋，把荔枝角公園游泳池和元朗游泳池的戶外泳池改建為室內泳池。由於把戶

外泳池改建為室內泳池的費用高昂（註6)，康文署須考慮這個做法的成本效

益。 

戶外暖水泳池晚上時段泳客人數偏低 

3.15 在2002-03年度冬季期間，晚上時段的每日平均泳客人數遠較上午和下

午時段的人數少，詳情見表六。在13個泳館中，有九個晚上時段的每日平均

泳客人數少於80人，其中又以何文田游泳池的泳客人數 少，只得40人。在

九個泳客較少的泳館中，有六個設有戶外暖水泳池，三個（包括兩個可容納人

數較少的嬉水池）則設有室內暖水泳池。冬季晚上時段戶外暖水泳池的泳客人

數偏低，可能是由於天氣寒冷所致。為了節省營運成本，康文署須考慮縮短戶

外暖水泳池在冬季期間的開放時間。 

註 6：把荔枝角公園游泳池和元朗游泳池的副池改建為室內暖水泳池的預算成本，分別為 

3,500萬元和 3,200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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暖水泳池，而使用戶外暖水泳池的則有114914人（34%)（見附錄C)。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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跌幅，一般亦較室內暖水泳池大。舉例來說，三個設有戶外暖水泳池的泳館， 

包括屯門游泳池、將軍澳游泳池和元朗游泳池的每月平均泳客人數，錄得 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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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 

戶外暖水泳池晚上時段泳客人數偏低 

3.15 在2002-03年度冬季期間，晚上時段的每日平均泳客人數遠較上午和下

午時段的人數少，詳情見表六。在13個泳館中，有九個晚上時段的每日平均

泳客人數少於80人，其中又以何文田游泳池的泳客人數 少，只得40人。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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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6：把荔枝角公園游泳池和元朗游泳池的副池改建為室內暖水泳池的預算成本，分別為 

3,500萬元和 3,200萬元。 

一16 一 — 16 —

–

——

–

( 6)

–

6



泳館 

表六 

13個設有暖水泳池的泳館每日平均泳客人數 

(2002-03無度冬季） 

游泳池 上午時段 

(a) 

每日平均泳客人數（註” 

下午時段 晚上時段 	所有時段 

九龍公園（註 2) 1 067 710 725 2502 

摩理臣山（註 2) 874 615 471 1 960 

城門谷（註 2) 588 363 146 1 097 

深水涉公園（註 3) 443 271 77 791 

沙田賽馬會 290 257 58 605 

粉嶺 254 273 51 578 

元朗 214 196 149 559 

荔枝角公園（註 3) 298 179 58 535 

斧山道（註 2) 257 146 63 466 

屯門 155 236 47 438 

將軍澳 176 167 42 385 

港島東（註 2及註4) 182 95 69 346 

何文田（註 2及註5) 108 61 40 209 

總計 4 906 3 569 1 996 10471 

資料來源：康文署的記錄 

註1：不包括在分段休息時間人場接受訓練的泳客人數。 

註 2：泳館設有室內暖水泳池。 

註 3：深水I之〉園游泳池和荔枝角公園游泳池晚上時段的泳客人數，是指泳館對外關閉後， 

由團體集體租用的人場人次。 

註 4：設於體育館內的港島東游泳池是嬉水池，可容納人數較少，只可容納 190名泳客。 

註 5：設於體育館內的何文田游泳池是嬉水池，可容納人數較少，只可容納 156 名泳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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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計署的建議 

3.16 審計署建議康樂及文化事務署署長應： 

卹 致力提高使用率偏低的泳館在冬季的泳客人數（見第 3.12 段）; 

。）詳細研究把現有戶外暖水泳池改建為室內暖水泳池的成本效益（見

第 3.14 段）; 

(c）記錄戶外暖水泳池在冬季期間不同時段的每小時泳客人數（見第 

3.15段）；及 

（。 考慮縮短使用率偏低的戶外暖水泳池的開放時間，以節省營運成

本（見第 3.15段）。 

當局的回應 

3.17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署長表示： 

卹 由於冬季期間，室內暖水泳池的游泳環境較戶外暖水泳池理想， 

泳客自然會集中在室內暖水泳池，而不在戶外暖水泳池游泳。然

而，值得留意的是，不論是室內暖水泳池還是戶外暖水泳池，泳

客數目在過去數年均不斷增加，顯示戶外暖水泳池在冬季亦有需

求。康文署會積極與體育總會聯絡，把部分訓練課程由室內暖水

泳池改為在戶外暖水泳池進行； 

(b）康文署會詳細檢討把戶外暖水泳池改建為室內暖水泳池的範圍和

成本效益； 

(c） 自二零零三年泳季開始，所有泳館都會記錄每小時的人場人次。 

康文署會繼續這樣做；及 

（由 康文署會研究泳池的使用量和需求，以決定日後泳池在冬季的開

放安排。康文署每年均會對所有公眾泳池的開放安排進行檢討。 

目前的開放時間安排已顧及早上游泳人士和下班後才游泳的人士

的需要，並顧及有沒有其他游泳場所可供選擇。市區的戶外暖水

泳池現時只開放兩節時段，這是因為市民可選擇使用其他五個在

晚上開放的室內暖水泳池。新界區的戶外暖水泳池必須在晚上開

放，因為新界區目前只有一個室內暖水泳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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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放時間在近無延長至十一月 

3.18 大部分不設暖水泳池的泳館會在冬季關閉。然而，五個泳館（即佐敦谷

游泳池、堅尼地城游泳池、九龍仔游泳池、包玉剛游泳池和維多利亞公園游泳

池）在過去數年均延長開放至十一月。泳季期問，這些泳池的一般開放時問為

早上六時三十分至晚上十時。二零零二年十一月，泳池的開放時問為早上六時

三十分至下午六時三十分。 

審計署的意見 

3.19 康文署服務質素檢定組在二零零一年三月發表的服務質素審核報告中， 

建議康文署管理當局應基於使用率低的理由，考慮在十一月關閉這五個泳館。 

然而，康文署管理當局認為泳館在十一月仍有需求。審計署發現在二零零零至

零二年間，泳館在十一月的使用率持續偏低（見附錄D)。二零零三年三月，康

文署公眾泳池及泳灘節約開支策略工作小組報告，鑑於二零零二年十一月使用

率偏低（見表七），建議在十一月關閉這五個泳館。 

表七 

二零零二無十一月五個泳館的泳客人數 

游泳池 可容客量 

（註） 

（人數） 

每月泳客人數 

（人數） 

每日平均泳客人數 

（人數） 

佐敦谷 823 1578 53 

堅尼地城 1500 4890 163 

九龍仔 900 4866 162 

包玉剛 2000 2045 68 

維多利亞公園 1124 5038 168 

資料來源：康文署的記錄 

註：泳館的可容客量指在開放時間內，任何時間 多可容納的泳客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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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0 二零零二年十一月，五個泳館中錄得 高的每日平均泳客人數為 168人 

（見表七）。這數字較13個設有暖水泳池的泳館在 2002-03 年度冬季每日平均泳

客 低的何文田游泳池所錄得的209 名泳客還要少（見表六）。審計署認為在十

一月開放這五個泳館並不符合成本效益。除職工成本外，在十一月關閉這五個

泳館每年可節省營運成本 150 萬元。 

審計署的建議 

3.21 審計署建議康樂及文化事務署署長應考慮在十一月關閉五個沒有暖水

泳池的泳館（見第 3.20 段）。 

當局的回應 

3.22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署長同意審計署的建議，並會在實施這項建議之前， 

諮詢有關的區議會。 

游泳訓練班 

3.23 二零零零年年初，康文署推行游泳進階計劃，以向不同年齡的人士提供

更多機會報讀游泳訓練斑。這項目的為引起市民對游泳興趣的吉檀j，主要提供

下列三個階段的游泳進階課程： 

卹 第一階段 學員學習捷泳或胸泳。在完成課程後，通過測驗者（即

游畢 20米）將獲發證書； 

(b）第二階段 在完成課程後，通過測驗（即游畢 50 米）的學員將獲發

證書；及 

(c）第三階段 在完成課程後，通過測驗（即游畢 100 米）的學員將獲

發證書。 

此外，康文署為已達到第二階段資格的學員舉辦少量背泳和蝶泳高級游泳班。 

在 2002-03年度，18 個分區康樂事務辦事處共舉辦了 3313個訓練班。 

審計署的意見 

3.24 審計署發現： 

卹 在2002-03年度，游泳班的收費不足以支付教練費。此外，課程收

費低於泳館的人場費。在市區，課程收費為108元，只是總人場費 

190 元（共 10 次，每次 19 元）的 57% 。在新界區，課程收費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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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書；及 

(c）第三階段 在完成課程後，通過測驗（即游畢 100 米）的學員將獲

發證書。 

此外，康文署為已達到第二階段資格的學員舉辦少量背泳和蝶泳高級游泳班。 

在 2002-03年度，18 個分區康樂事務辦事處共舉辦了 3313個訓練班。 

審計署的意見 

3.24 審計署發現： 

卹 在2002-03年度，游泳班的收費不足以支付教練費。此外，課程收

費低於泳館的人場費。在市區，課程收費為108元，只是總人場費 

190 元（共 10 次，每次 19 元）的 57% 。在新界區，課程收費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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泳館 

100元，只是總人場費 200 元（共 10 次，每次 20 元）的 50%。康文

署須收回教練費和人場費； 

化）在不同分區，第一階段游泳班及格率的差異極大，由南區的 44% 
至屯門區的 82% 不等（見附錄B)；及 

(c）較高級游泳班的名額不足。在 2002-03 年度，只有 52% 第一階段

及格的學員升級至第二階段，而只有 69% 第二階段及格的學員升

級至第三階段或其他高級游泳班。康文署需要舉辦更多游泳班， 

以應需求。 

審計署的建議 

3.25 審計署建議康樂及文化事務署署長應： 

卹 定期評估游泳進階計劃的成績及成本效益； 

小）考慮提高游泳班的收費至較合理的水平（見第 3.24(a）段）; 

(c）調查各分區第一階段課程及格率各異的原因（見第 3.24(b）段）；及 

仲 考慮舉辦較多高級游泳班，以應需求（見第 3.24(c）段）。 

當局的回應 

3.26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署長表示： 

卹 二零零零年夏季，康文署推出游泳進階計劃。同年十月，該署與

轄下 18 個分區的職員和香港游泳教師總會的代表進行了數次評估

會議，目的是收集學員、教練及場地職員的意見，以找出可以改

善的地方。結果，該署於二零零一年實施了兩項建議的措施，即

應公眾要求，開辦蝶泳班，以及在兒童游泳班採用新的評核方

法，記錄學員游畢的途程，而不是只在評核中註明“及格”或“不

及格”。其後，游泳進階計劃成為該署各分區舉辦的常規活動； 

化）康文署每年都收集游泳進階計劃的統計數字（包括報名人數、出席

率和及格率），以監察計劃推行的情況。此外，職員會在視察游泳

班上課時，或者在各分區的顧客聯絡小組會議席上，收集學員和

教練的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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泳館 

(c）康文署將於二零零四年進一步調查學員對游泳進階計劃的滿意程 

度，以期更深人了解學員的意見，提高該計劃的質素； 

(d) 游泳班現行的收費與先前兩個市政局的收費一樣。根據民政事務

局的意見，鑑於當前的經濟環境，檢討收費一事暫時擱置； 

(e）待經濟環境好轉，康文署便會檢討收費。屆時，康文署會考慮把

游泳班的收費提高，讓市民既能負擔之餘，游泳進階計劃亦可收

回較多成本； 

o 二零零三年八月一日起，游泳班的教練費由每小時 162 元減至 122 
元。經此調整，教練費可以如數收回； 

(g）及格率受多種因素影響，例如學員的水平或天份、為不同年齡組

別舉辦訓練斑的數目、評核當天的天氣等。為了查明根本的原

因，康文署日後會在各分區收集更多意見，進行分析；及 

。 鑑於高級游泳班要使用主池，但場地有限，故該署未能隨意大幅

增加這些游泳班的數目。該署會鼓勵掌握了基本泳術的學員自行

練習，或者加人有舉辦高級游泳班的游泳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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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 部分：水上活動中心 

4.1 本部分研究水上活動中心的管理問題，並建議一些措施提高中心的使用

率和成本效益。 

水上活動中心提供的服務 

4.2 康文署營辦四個水上活動中心，即位於赤柱的聖士提反灣水上活動中

心，西貢的創興水上活動中心和賽馬會黃石水上活動中心，以及大埔的大尾篤

水上活動中心。 

4.3 上述四個水上活動中‘l！戶提供各類水上活動，包括風帆，滑浪風帆和獨木

舟，中心全年開放，每星期開放六天。聖士提反灣水上活動中心和賽馬會黃石

水上活動中心逢星期二休息，大尾篤水上活動中心逢星期三休息，創興水上活

動中心則逢星期四休息。中心每天由上午九時至下午四時開放，供使用者進行

各項水上活動，正午十二時至下午一時則為午膳時問，暫停開放。 

4.4 四個水上活動中心均定期開辦訓練課程（註7)。此外，亦按興趣和學習

進度為機構、公司和自行組合的團體特別編訂團體訓練課程。不論參加定期開

辦的訓練課程或特別編訂的團體訓練課程，只要通過所需的考試／評估，學員

均可獲發水上活動證書。持有證書的人士可於上述任何一個水上活動中心租賃

船艇練習或航行，租船以每小時計算，每天可租六小時。在2002-03年度，共

有 77 935 名人士參加中心的各類水上活動，其中包括 73851名日營營友和 

4 084 名露營營友（註8)。以全年總容客量為107 192名參加人士計算，整體使

用率為73%。 

水上活動中心的使用情況 

4.5 水上活動屬季節性。四月至——月為旺季，而十二月至三月則為淡季。 

水上活動中心在繁忙日子（即星期六、日及公眾假期）的使用率通常較非繁忙日

子（星期一至五）高。審計署就 2002-03 年度的使用數字按旺季和淡季及繁‘！亡和

非繁忙日子分類加以分析，詳見表八。 

註7：創興水上活動中心只定期開辦初級訓練課程，其餘三個中心則定期開辦初級至高級的

訓練課程。 

註 8：四個水上活動中心的日營營友可於日問開放時問進行水上活動。他們可參加訓練課

程、租賃船艇練習或航行。四個中心當中，只有創興水上活動中心提供露營設施，營

友可於下午二時三十分人營，逗留至翌日下午十二時三十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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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上活動中心 

表八 

水上活動中心的使用人數 

(2002-03年度） 

繁忙日子 

（星期六、日及公眾假期） 

總容 

非繁忙日子 

（星期一至五） 

總容 
水上活動中心 	 客量 使用人數 使用率 客量 使用人數 使用率 

（註） （註） 

休）旺季（2002 無 4月至 2002無”月） 

(I）日營活動 

創興水上活動中心（100) 	7 600 8 606 113% 13 100 5 275 40% 

黃石水上活動中心（100) 	7 420 11805 159% 13 400 6 552 49% 

聖士提反灣水上活動中心。0 3750 5808 155% 6600 5446 83% 

大尾篤水上活動中心。o 	5180 7301 141% 9380 8292 88% 

小計 	23950 

(ii）露營活動 

創興水上活動中‘。。。 	1170 

33520 

1786 

140% 

153% 

42480 

4200 

25565 

1184 

60% 

28% 

(B）淡季（2002年”2月至 2003 無 3月） 

(I）日營活動 

創興水上活動中心（100) 	3600 2178 61% 6500 418 6% 

黃石水上活動中心（100) 	3932 2698 69% 6400 1484 23% 

聖士提反灣水上活動中心（50) 1850 2138 116% 3200 985 31% 

大尾篤水上活動中心。0 	2520 3156 125% 4900 1709 35% 

小計 	11902 

(ii）露營活動 

創興水上活動中心。。 	540 

10170 

821 

85% 

152% 

21000 

1950 

4596 

293 

22% 

15% 

總 j- 	37562 46297 123% 69630 31638 45% 

資料來源：康文署的記錄 

註： 括號內的數字代表各水上活動中心以每天可容納的 高人場人數計算的每天容客量。 

總容客量是該段期問可容納的 高人場人數。由於大尾篤水上活動中心在 2002-03 年

度進行翻新工程，所以每天容客量由 100減至70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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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上活動中心 

審計署的意見 

4.6 水上活動中心的使用率是按每天可容客量計算，但實際使用人數是按時

數計算。以每天可容納人數來計算使用率，會誇大實際使用人數。舉例來說， 

聖士提反灣水上活動中心每天可容納50名使用者，假如在上下午兩個三小時

的時段均有 50人租用船艇，則該中心全日可容納100名使用者。換言之，實

際的使用人數應為100人。如以現時每天可容納50名使用者來計算，該中心

會錄得200%的使用率。如按三小時為一時段計算，每天可容納的人數會改為 

100人，而使用率會改為100% 。審計署認為，康文署在評定水上活動中心的

使用率時，須採用更公平的基準，以提供更有用的管理資料。 

4.7 根據康文署錄得的使用統計數字（見表ID，審計署注意到，在2002-03 
年度： 

卹 四個水上活動中心在旺季繁忙日子的使用率令人滿意。可是，在

旺季非繁忙日子，創興水上活動中心和黃石水上活動中心日營設

施的使用率不足50%，創興水上活動中心露營設施的使用率更只

有 28%；及 

化）在淡季繁忙日子，聖士提反灣水上活動中心和大尾篤水上活動中

心錄得的使用率依然甚高，但創興水上活動中心日營設施的使用

率較低，只有61% 。在非繁忙日子，四個水上活動中心的使用率

均不足40% 。兩個位於西貢的水上活動中心，使用率偏低。創興

水上活動中心的日營和露營設施，使用率分別只有 6% 和 15%, 
而黃石水上活動中心日營設施的使用率只有 23%。審計署注意

到，為改善使用情況，四個水上活動中心在2003-04年度策劃了新

活動，例如舉辦不同主題的輕肉任縱橫海上旅程及海洋生態之旅。 

審計署實地考察了四個水上活動中心，意見載於第 4.8至4.14段。 

創興水上活動中心及黃石水上活動中心 

4.8 創興水上活動中心及黃石水上活動中心位於西貢。創興水上活動中‘Li'位
處西貢萬宜水庫西灞北端，佔地 53 000平方米，盡覽郊野美景，中心內廣闊

的人工湖可進行水上活動。鑑於地點偏遠，康文署提供免費穿梭巴士服務。除

了乘搭康文署的穿梭巴士外，營友也可乘搭的士或在西貢碼頭乘搭街渡前往。 

創興水上活動中心是本港唯一附設陸卜康樂設施的水上活動中心，康樂設施包

括設有燒烤爐的露營營地、營火會場地、籃球場、射箭場、大型遊樂場，以及

可供舉行集體活動的多用途會堂。黃石水上活動中心鄰近黃石碼頭，佔地 

7 300 平方米，有公共巴士直達，交通比較便利。在2002-03年度，黃石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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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上活動中心 

審計署的意見 

4.6 水上活動中心的使用率是按每天可容客量計算，但實際使用人數是按時

數計算。以每天可容納人數來計算使用率，會誇大實際使用人數。舉例來說， 

聖士提反灣水上活動中心每天可容納50名使用者，假如在上下午兩個三小時

的時段均有 50人租用船艇，則該中心全日可容納100名使用者。換言之，實

際的使用人數應為100人。如以現時每天可容納50名使用者來計算，該中心

會錄得200%的使用率。如按三小時為一時段計算，每天可容納的人數會改為 

100人，而使用率會改為100% 。審計署認為，康文署在評定水上活動中心的

使用率時，須採用更公平的基準，以提供更有用的管理資料。 

4.7 根據康文署錄得的使用統計數字（見表ID，審計署注意到，在2002-03 
年度： 

卹 四個水上活動中心在旺季繁忙日子的使用率令人滿意。可是，在

旺季非繁忙日子，創興水上活動中心和黃石水上活動中心日營設

施的使用率不足50%，創興水上活動中心露營設施的使用率更只

有 28%；及 

化）在淡季繁忙日子，聖士提反灣水上活動中心和大尾篤水上活動中

心錄得的使用率依然甚高，但創興水上活動中心日營設施的使用

率較低，只有61% 。在非繁忙日子，四個水上活動中心的使用率

均不足40% 。兩個位於西貢的水上活動中心，使用率偏低。創興

水上活動中心的日營和露營設施，使用率分別只有 6% 和 15%, 
而黃石水上活動中心日營設施的使用率只有 23%。審計署注意

到，為改善使用情況，四個水上活動中心在2003-04年度策劃了新

活動，例如舉辦不同主題的輕肉任縱橫海上旅程及海洋生態之旅。 

審計署實地考察了四個水上活動中心，意見載於第 4.8至4.14段。 

創興水上活動中心及黃石水上活動中心 

4.8 創興水上活動中心及黃石水上活動中心位於西貢。創興水上活動中‘Li'位
處西貢萬宜水庫西灞北端，佔地 53 000平方米，盡覽郊野美景，中心內廣闊

的人工湖可進行水上活動。鑑於地點偏遠，康文署提供免費穿梭巴士服務。除

了乘搭康文署的穿梭巴士外，營友也可乘搭的士或在西貢碼頭乘搭街渡前往。 

創興水上活動中心是本港唯一附設陸卜康樂設施的水上活動中心，康樂設施包

括設有燒烤爐的露營營地、營火會場地、籃球場、射箭場、大型遊樂場，以及

可供舉行集體活動的多用途會堂。黃石水上活動中心鄰近黃石碼頭，佔地 

7 300 平方米，有公共巴士直達，交通比較便利。在2002-03年度，黃石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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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上活動中心 

活動中心的使用率較創興水上活動中心為高，原因可能是創興水上活動中心的

位置較為偏遠。為提高使用率，創興水上活動中心的交通須予改善。 

4.9 在2002-03年度的淡季，創興水上活動中心的設施有時閑置，繁忙日子

錄得的使用率為61%，非繁忙日子為 6%；在非繁忙日子，露營設施的使用率

只有其容客量的 15%。相比之下，黃石水上活動中心的情況較佳，在2002-03 
年度淡季的繁忙日子，使用率達 69% ，在非繁忙日子則有 23% 。 

4.10 審計署注意到，四個水上活動中心在2002-03 年度的淡季，合共舉辦了 

719項活動，其中42項由創興水上活動中心舉辦，佔總數6%。黃石水上活動

中心舉辦了 235 項，佔總數 33% 。鑑於創興和黃石水上活動中心的使用率較

低，審計署認為，康文署須設法推廣上述兩個中心在淡季的活動。 

聖士提反灣水上活動中心 

4.11 聖士提反灣水上活動中心位於南區的赤柱半島，2002-03年度錄得的使

用率頗高。為應付水上活動需求的增長，康文署現正興建一個全新的赤柱正灘

水上活動中心，估計耗資5,100萬元，預定在二零零四年十二月落成，每天可

容納 80名使用者。 

4.12 聖士提反灣水上活動中心在一夕u毛八年由當時的市政總署興建，面積較

小，只有 860平方米，每天只能容納50名使用者，在繁忙日子非常擠迫。毗

鄰該中心的香港青年協會赤柱戶外活動中心，由香港青年協會自一九七五年起

營辦至今。香港青年協會在二零零零年十二月曾提出將中心的用地交給康文

署。當時康文署有意將之與聖士提反灣水上活動中心合併。二零零一年七月， 

香港青年協會重提放棄中心用地的建議。然而，自此之後，康文署不再接到該

會進一步的建議。審計署認為，為紆緩聖士提反灣水上活動中心的擠迫情況， 

康文署須與香港青年協會磋商，以期擴大該水上活動中心的場地。 

大尾篤水上活動中心 

4.13 船灣淡水湖在一九七六年建成後，政府批准數個團體在大尾篤康樂活動

區發展水上活動。區內的大尾篤水上活動中心在一九八一年啟用，佔地6 820 
平方米（註 9)，每天可容納 100名使用者。同年，屬於私人風帆會的大埔船會 

註 9；大尾篤水上活動中心在二零零三年七月完成翻新工程，增闢了472平方米的空地，用

作改善中心的輔助設施，例如洗手間、更衣室和服務樓的天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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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上活動中心 

活動中心的使用率較創興水上活動中心為高，原因可能是創興水上活動中心的

位置較為偏遠。為提高使用率，創興水上活動中心的交通須予改善。 

4.9 在2002-03年度的淡季，創興水上活動中心的設施有時閑置，繁忙日子

錄得的使用率為61%，非繁忙日子為 6%；在非繁忙日子，露營設施的使用率

只有其容客量的 15%。相比之下，黃石水上活動中心的情況較佳，在2002-03 
年度淡季的繁忙日子，使用率達 69% ，在非繁忙日子則有 23% 。 

4.10 審計署注意到，四個水上活動中心在2002-03 年度的淡季，合共舉辦了 

719項活動，其中42項由創興水上活動中心舉辦，佔總數6%。黃石水上活動

中心舉辦了 235 項，佔總數 33% 。鑑於創興和黃石水上活動中心的使用率較

低，審計署認為，康文署須設法推廣上述兩個中心在淡季的活動。 

聖士提反灣水上活動中心 

4.11 聖士提反灣水上活動中心位於南區的赤柱半島，2002-03年度錄得的使

用率頗高。為應付水上活動需求的增長，康文署現正興建一個全新的赤柱正灘

水上活動中心，估計耗資5,100萬元，預定在二零零四年十二月落成，每天可

容納 80名使用者。 

4.12 聖士提反灣水上活動中心在一夕u毛八年由當時的市政總署興建，面積較

小，只有 860平方米，每天只能容納50名使用者，在繁忙日子非常擠迫。毗

鄰該中心的香港青年協會赤柱戶外活動中心，由香港青年協會自一九七五年起

營辦至今。香港青年協會在二零零零年十二月曾提出將中心的用地交給康文

署。當時康文署有意將之與聖士提反灣水上活動中心合併。二零零一年七月， 

香港青年協會重提放棄中心用地的建議。然而，自此之後，康文署不再接到該

會進一步的建議。審計署認為，為紆緩聖士提反灣水上活動中心的擠迫情況， 

康文署須與香港青年協會磋商，以期擴大該水上活動中心的場地。 

大尾篤水上活動中心 

4.13 船灣淡水湖在一九七六年建成後，政府批准數個團體在大尾篤康樂活動

區發展水上活動。區內的大尾篤水上活動中心在一九八一年啟用，佔地6 820 
平方米（註 9)，每天可容納 100名使用者。同年，屬於私人風帆會的大埔船會 

註 9；大尾篤水上活動中心在二零零三年七月完成翻新工程，增闢了472平方米的空地，用

作改善中心的輔助設施，例如洗手間、更衣室和服務樓的天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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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上活動中心 

被臨時遷移至大尾篤水上活動中心內（註10)，佔用1 200平方米的空地。截至

二零零三年四月一日，除了大埔船會外，大尾篤康樂活動區內另有六個團體 

（註 11）專為會員提供類似的水上活動。 

4.14 由於大埔船會佔用部分場地，大尾篤水上活動中心環境擠迫，在繁忙日

子尤甚。一九九零年，當時的區域市政總署計劃提升該中心的設施，以應付水

上活動需求的增長。可是，由於大埔船會一直佔用中心場地，該計劃的優先次

序較低。雖然大尾篤水上活動中心在二零零三年七月採取了臨時措施以增闢空

地，但環境依然擠迫。既然大尾篤康樂活動區由多個團體共用逾22無，康文

署須重新評估在該處提供水上活動的潛力。 

審計署的建議 

4.15 審計署建議康樂及文化事務署署長應： 

整體建議 

卹 採用更公平的基準評定水上活動中心的使用率，以提供更有用的

管理資料（見第 4.6 段）; 

小）繼續舉辦新活動，鼓勵市民參加水上活動（見第 4.7(b）段） ; 

創興水上活動中心及黃石水上活動中心 

(c）改善創興水上活動中心的交通接駁，以改善其使用情況（見第4.8 

段）; 

（。 利用陸上的康樂設施，進一步把創興水上活動中心推廣為郊遊和

露營地點，從而改善其使用情況，特別是在淡季期間（見第 4.10 

段）; 

(e）在黃石水上活動中心舉辦更多水上活動，以改善淡季的使用情況 

（見第 4.10 段）; 

註 10 ：大埔船會自一九八一年起位於大尾篤水上活動中心內。一九八一年，政府收回大埔

沿岸土地興建吐露港公路，大埔船會因而由大埔潛暫時被遷移至大尾篤水上活動中

心。由於設計的改動，該會一直不獲准遷回原址。地政總署曾多次為大埔船會物色

合適的永久會址，但建議選址不獲船會接納。 

註 11 ：在大尾篤水上活動中心附近設有活動設施的六個團體：香港青年旅舍協會、警察歷

險會、香港學校風帆協會、香港女童軍總會梁省德海上活動訓練中心、香港童軍總

會大尾篤海上活動中心，以及香港青年協會大尾篤戶外活動中心。 

一27 一 

水上活動中心 

被臨時遷移至大尾篤水上活動中心內（註10)，佔用1 200平方米的空地。截至

二零零三年四月一日，除了大埔船會外，大尾篤康樂活動區內另有六個團體 

（註 11）專為會員提供類似的水上活動。 

4.14 由於大埔船會佔用部分場地，大尾篤水上活動中心環境擠迫，在繁忙日

子尤甚。一九九零年，當時的區域市政總署計劃提升該中心的設施，以應付水

上活動需求的增長。可是，由於大埔船會一直佔用中心場地，該計劃的優先次

序較低。雖然大尾篤水上活動中心在二零零三年七月採取了臨時措施以增闢空

地，但環境依然擠迫。既然大尾篤康樂活動區由多個團體共用逾22無，康文

署須重新評估在該處提供水上活動的潛力。 

審計署的建議 

4.15 審計署建議康樂及文化事務署署長應： 

整體建議 

卹 採用更公平的基準評定水上活動中心的使用率，以提供更有用的

管理資料（見第 4.6 段）; 

小）繼續舉辦新活動，鼓勵市民參加水上活動（見第 4.7(b）段） ; 

創興水上活動中心及黃石水上活動中心 

(c）改善創興水上活動中心的交通接駁，以改善其使用情況（見第4.8 

段）; 

（。 利用陸上的康樂設施，進一步把創興水上活動中心推廣為郊遊和

露營地點，從而改善其使用情況，特別是在淡季期間（見第 4.10 

段）; 

(e）在黃石水上活動中心舉辦更多水上活動，以改善淡季的使用情況 

（見第 4.10 段）; 

註 10 ：大埔船會自一九八一年起位於大尾篤水上活動中心內。一九八一年，政府收回大埔

沿岸土地興建吐露港公路，大埔船會因而由大埔潛暫時被遷移至大尾篤水上活動中

心。由於設計的改動，該會一直不獲准遷回原址。地政總署曾多次為大埔船會物色

合適的永久會址，但建議選址不獲船會接納。 

註 11 ：在大尾篤水上活動中心附近設有活動設施的六個團體：香港青年旅舍協會、警察歷

險會、香港學校風帆協會、香港女童軍總會梁省德海上活動訓練中心、香港童軍總

會大尾篤海上活動中心，以及香港青年協會大尾篤戶外活動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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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上活動中心 

聖士提反灣水上活動中心 

(f）與香港青無協會磋商，確定該會就赤柱戶外活動中心用地安排

的意向，以解決聖士提反灣水上活動中心的擠迫問題（見第 4.12 

段）；及 

大尾驚水上活動中心 

(g）為應付水上活動需求的增長，考慮與大尾篤康樂活動區的水上活

動營辦機構合作的可行性，以期把該處發展為大型綜合水上活動

中心（見第 4.14 段）。 

當局的回應 

4.16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署長表示： 

整體建議 

卹 康文署注意到審計署的意見，並會研究可否採用不同指標，如船

艇出租時數，以反映水上活動中心的使用率； 

(b）該署已制定了策略計劃和設計了新活動，加強鼓勵市民參加水上

活動中心的活動。已經舉辦的新活動包括地質及生態之旅、風帆

／獨木舟暨露營活動。該署在轄下各個訂場處張貼單張和海報， 

廣泛宣傳這些活動。該署現正製作介紹水上活動的視像光碟和介

紹專題活動的網頁，以期加強宣傳； 

創興水上活動中心及黃石水上活動中心 

(c）萬宜水庫西壩是通往創興水上活動中心的唯一通道，但水務署基

於結構安全理由，不准超過五公噸的車輛通過萬宜水庫西壩。在

這限制下，中心只可使用 24 座位小巴接載參加活動的市民。由

二零零三年四月起，康文署已視乎營友的需要，增加免費穿梭小

巴的班次，由每日兩班增至六班。班次增加使中心非繁忙日子的

使用率，由36%增至44%。此外，該署會進一步廣泛宣傳西貢區

現有的街渡服務，還會研究提供公共小巴服務的可行性，吸引沒

有預約的使用者； 

（由 該署現正舉辦新的專題露營活動（例如營火會、遠足、戶外歷奇和

天文活動），以提高非繁忙日子的使用率。此外，露營設施（例如

帳幕、地墊、睡袋和煮食器具）亦已改善； 

一28 一 

水上活動中心 

聖士提反灣水上活動中心 

(f）與香港青無協會磋商，確定該會就赤柱戶外活動中心用地安排

的意向，以解決聖士提反灣水上活動中心的擠迫問題（見第 4.12 

段）；及 

大尾驚水上活動中心 

(g）為應付水上活動需求的增長，考慮與大尾篤康樂活動區的水上活

動營辦機構合作的可行性，以期把該處發展為大型綜合水上活動

中心（見第 4.14 段）。 

當局的回應 

4.16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署長表示： 

整體建議 

卹 康文署注意到審計署的意見，並會研究可否採用不同指標，如船

艇出租時數，以反映水上活動中心的使用率； 

(b）該署已制定了策略計劃和設計了新活動，加強鼓勵市民參加水上

活動中心的活動。已經舉辦的新活動包括地質及生態之旅、風帆

／獨木舟暨露營活動。該署在轄下各個訂場處張貼單張和海報， 

廣泛宣傳這些活動。該署現正製作介紹水上活動的視像光碟和介

紹專題活動的網頁，以期加強宣傳； 

創興水上活動中心及黃石水上活動中心 

(c）萬宜水庫西壩是通往創興水上活動中心的唯一通道，但水務署基

於結構安全理由，不准超過五公噸的車輛通過萬宜水庫西壩。在

這限制下，中心只可使用 24 座位小巴接載參加活動的市民。由

二零零三年四月起，康文署已視乎營友的需要，增加免費穿梭小

巴的班次，由每日兩班增至六班。班次增加使中心非繁忙日子的

使用率，由36%增至44%。此外，該署會進一步廣泛宣傳西貢區

現有的街渡服務，還會研究提供公共小巴服務的可行性，吸引沒

有預約的使用者； 

（由 該署現正舉辦新的專題露營活動（例如營火會、遠足、戶外歷奇和

天文活動），以提高非繁忙日子的使用率。此外，露營設施（例如

帳幕、地墊、睡袋和煮食器具）亦已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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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上活動中心 

(e）黃石水上活動中心現正舉辦各種生態旅遊活動（例如尋找紅樹林之

旅、尋找珊瑚之旅、輕舟任縱橫海上旅程和精心設計的海上探索

等），提高淡季時的使用率。此外，中心已與香港地質學會聯絡， 

合辦地質講座，以及組團前往赤洲和東坪洲考察； 

聖士提反灣水上活動中心 

(f） 目前正在與香港青年協會商討赤柱戶外活動中心場地的事宜；及

大尾篤水上活動中心 

(g）康文署會維繫社區內的合作網絡，並繼續研究是否需要與有關的

非政府機構組成聯合委員會，在區內進一步發展大規模的綜合水

上活動。大尾篤水上活動中心一直致力與大尾篤各個活動中心和

協會，例如香港青年協會大尾篤戶外活動中心、大埔體育會和香

港外展訓練學校同學會合作，匯聚資源，定期舉辦大型活動，其

中包括吐露海峽風帆大賽、吐露港獨木舟大賽及吐露港渡海泳。 

4.17 地政總署署長表示，鑑於各個組織性質各異，而這些組織持有的土地文

件各不相同，第 4.15(g）段提及的審計署建議是否可行，須仔細研究。 

水上活動中心各類船艇的使用情況 

4江8 四個水上活動中心配備了各類船艇，例如風帆、滑浪風巾F坏口獨木舟，供

定期開辦的訓練課程和團體訓練課程使用。這些船艇也以時租方式供租賃之

用，每天可供租用六小時。審計署分析了 2002-03 年度各類船艇供卻―隨課程使

用的時數和租賃的時數，意見載於第 4.19 及 4.20 段。 

審計署的意見 

4.19 如表九所示，2002-03年度船艇的使用時數大部分用於訓練課程（即風

帆佔 85%、滑浪風帆佔 69%、獨木舟佔 92%)，只有小部分作租賃用途（即風

帆佔 15% 、滑浪風帆佔 31%、獨木J訓占 8%)。訓練課程佔用了大部分船艇的

使用時數，可能是由於訓練課程收費低廉，而且已經包括水上活動訓練和使用

船艇的費用。以風帆為例，訓練課程費用為每小時七元，只是時租 30 元的 

23% 。 

水上活動中心 

(e）黃石水上活動中心現正舉辦各種生態旅遊活動（例如尋找紅樹林之

旅、尋找珊瑚之旅、輕舟任縱橫海上旅程和精心設計的海上探索

等），提高淡季時的使用率。此外，中心已與香港地質學會聯絡， 

合辦地質講座，以及組團前往赤洲和東坪洲考察； 

聖士提反灣水上活動中心 

(f） 目前正在與香港青年協會商討赤柱戶外活動中心場地的事宜；及

大尾篤水上活動中心 

(g）康文署會維繫社區內的合作網絡，並繼續研究是否需要與有關的

非政府機構組成聯合委員會，在區內進一步發展大規模的綜合水

上活動。大尾篤水上活動中心一直致力與大尾篤各個活動中心和

協會，例如香港青年協會大尾篤戶外活動中心、大埔體育會和香

港外展訓練學校同學會合作，匯聚資源，定期舉辦大型活動，其

中包括吐露海峽風帆大賽、吐露港獨木舟大賽及吐露港渡海泳。 

4.17 地政總署署長表示，鑑於各個組織性質各異，而這些組織持有的土地文

件各不相同，第 4.15(g）段提及的審計署建議是否可行，須仔細研究。 

水上活動中心各類船艇的使用情況 

4江8 四個水上活動中心配備了各類船艇，例如風帆、滑浪風巾F坏口獨木舟，供

定期開辦的訓練課程和團體訓練課程使用。這些船艇也以時租方式供租賃之

用，每天可供租用六小時。審計署分析了 2002-03 年度各類船艇供卻―隨課程使

用的時數和租賃的時數，意見載於第 4.19 及 4.20 段。 

審計署的意見 

4.19 如表九所示，2002-03年度船艇的使用時數大部分用於訓練課程（即風

帆佔 85%、滑浪風帆佔 69%、獨木舟佔 92%)，只有小部分作租賃用途（即風

帆佔 15% 、滑浪風帆佔 31%、獨木J訓占 8%)。訓練課程佔用了大部分船艇的

使用時數，可能是由於訓練課程收費低廉，而且已經包括水上活動訓練和使用

船艇的費用。以風帆為例，訓練課程費用為每小時七元，只是時租 30 元的 

2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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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上活動中心 

表九 

水上活動中心各類船艇供訓練課程使用和租賃的時數 

(2002-03年度） 

水上活動中心 

訓練課程 	租賃 ― 訓練課程 租賃 ― 訓練課程 租賃 

(,J'時） 

創興水上 	9 72001%) 1010 0%) 9464 (81%) 2 200 (19%) 14 146 (73%) 5 109 (27%) 
活動中心 

聖士提反灣 22595 (80%) 5 653 (20%) 15 985 頃1%) 10050 (39%) 1529108%) 370 (2%) 
水上活動中心 

大尾篤水上 28620 (82%) 6336 (18%) 28 587即%) 12346 (30%) 2259309%) 249 (1%) 
活動中心 

黃石水上 	4039100%) 4411 (10%) 2095501%) 8730 (29%) 2873505%) 1 478 (5勁 
活動中心 

總計 101 326 (85%) 17410 (15%) 74 991(69%) 33 326 (31%) 80 765 (92%) 7206 (8%) 

資料來源：康文署的記錄 

註： 數字包括日營和露營人士使用船艇的時數。括號內的百分比代表每一個中心有關活動

使用船艇時數的比率。 

4.20 審計署對四個水上活動中心各類船艇的使用率所作的分析顯示，船艇可

供使用的時數未獲充分使用（如表十所示）。為提高使用率，審計署認為康文署

應鼓勵更多認可資歷證書持有人租賃水上活動中心的各類船艇。 

水上活動中心 

表九 

水上活動中心各類船艇供訓練課程使用和租賃的時數 

(2002-03年度） 

水上活動中心 

訓練課程 	租賃 ― 訓練課程 租賃 ― 訓練課程 租賃 

(,J'時） 

創興水上 	9 72001%) 1010 0%) 9464 (81%) 2 200 (19%) 14 146 (73%) 5 109 (27%) 
活動中心 

聖士提反灣 22595 (80%) 5 653 (20%) 15 985 頃1%) 10050 (39%) 1529108%) 370 (2%) 
水上活動中心 

大尾篤水上 28620 (82%) 6336 (18%) 28 587即%) 12346 (30%) 2259309%) 249 (1%) 
活動中心 

黃石水上 	4039100%) 4411 (10%) 2095501%) 8730 (29%) 2873505%) 1 478 (5勁 
活動中心 

總計 101 326 (85%) 17410 (15%) 74 991(69%) 33 326 (31%) 80 765 (92%) 7206 (8%) 

資料來源：康文署的記錄 

註： 數字包括日營和露營人士使用船艇的時數。括號內的百分比代表每一個中心有關活動

使用船艇時數的比率。 

4.20 審計署對四個水上活動中心各類船艇的使用率所作的分析顯示，船艇可

供使用的時數未獲充分使用（如表十所示）。為提高使用率，審計署認為康文署

應鼓勵更多認可資歷證書持有人租賃水上活動中心的各類船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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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上活動中心 

表十 

水上活動中心船艇使用率 

(2002-03無度） 

水上活動中心 風帆 

I 
滑浪風帆 獨木舟 

船艇可供 	船艇已供

使用的時數 使用的時數 

船艇可供 	船艇已供

使用的時數 使用的時數 

船艇可供

使用的時數 

船艇已供 

使用的時數 

創興水上 38 970 10730 (28%) 66708 11 664 (17%) 108948 19255 (18%) 
活動中心 

聖士提反灣水上 75768 28 248 (37%) 134 904 26035 (19%) 68376 15 661 (23%) 
活動中心 

大尾篤水上 89322 34956 (39%) 83412 40933 (49%) "044 玆 842 (36勁 

活動中心 

黃石水上 117222 44802 。8%) 155874 "685 (19%) 180288 30213 (17勁 

活動中心 

總計 321 282 118736 (37%) 440898 108317 (25%) 421 656 87971 (21 

資料來源：康文署的記錄 

註： 船艇可供使用的時數指 2002-03年度水上活動中心船艇可供活動使用的總時數。 

審計署的建議 

4.21 審計署建議康樂及文化事務署署長應： 

卹 定期監察水上活動中心船艇的使用情況，以便制定長期策略目

標，務求 適度地分配舟召！艇，以供訓練課程使用或作租賃用途（見

第 4.19段）；及 

化）定期進行調查，搜集使用者對四個水上活動中心各類船艇的使用 

情況和租賃費用的意見，以期作出改善（見第4.20 段）。 

當局的回應 

4.22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署長表示： 

卹 康文署會密切監察市場需求，並使船艇的使用維持 適度的平

衡。康文署完全明白把船艇分配給訓練課程或作租賃用途，兩者 

水上活動中心 

表十 

水上活動中心船艇使用率 

(2002-03無度） 

水上活動中心 風帆 

I 
滑浪風帆 獨木舟 

船艇可供 	船艇已供

使用的時數 使用的時數 

船艇可供 	船艇已供

使用的時數 使用的時數 

船艇可供

使用的時數 

船艇已供 

使用的時數 

創興水上 38 970 10730 (28%) 66708 11 664 (17%) 108948 19255 (18%) 
活動中心 

聖士提反灣水上 75768 28 248 (37%) 134 904 26035 (19%) 68376 15 661 (23%) 
活動中心 

大尾篤水上 89322 34956 (39%) 83412 40933 (49%) "044 玆 842 (36勁 

活動中心 

黃石水上 117222 44802 。8%) 155874 "685 (19%) 180288 30213 (17勁 

活動中心 

總計 321 282 118736 (37%) 440898 108317 (25%) 421 656 87971 (21 

資料來源：康文署的記錄 

註： 船艇可供使用的時數指 2002-03年度水上活動中心船艇可供活動使用的總時數。 

審計署的建議 

4.21 審計署建議康樂及文化事務署署長應： 

卹 定期監察水上活動中心船艇的使用情況，以便制定長期策略目

標，務求 適度地分配舟召！艇，以供訓練課程使用或作租賃用途（見

第 4.19段）；及 

化）定期進行調查，搜集使用者對四個水上活動中心各類船艇的使用 

情況和租賃費用的意見，以期作出改善（見第4.20 段）。 

當局的回應 

4.22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署長表示： 

卹 康文署會密切監察市場需求，並使船艇的使用維持 適度的平

衡。康文署完全明白把船艇分配給訓練課程或作租賃用途，兩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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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上活動中心 

有需要取得平衡。然而，康文署積極把船艇分配給訓練課程，是

由於 

。） 這有助訓練有潛質的使用者掌握相關的技術，使他們日後能

租賃船艇；及 

併）通過舉辦如輕舟任縱橫海上旅程和生態之旅等特別活動，提

高非繁忙時間的使用率；及 

(b）康文署會在有需要時進行大規模的使用者意見調查。康文署定期

向水上活動中心使用者派發問卷，收集意見，以便改善服務。

近一次大規模的使用者意見調查已於二零零三年八月進行。 

水上活動中心 

有需要取得平衡。然而，康文署積極把船艇分配給訓練課程，是

由於 

。） 這有助訓練有潛質的使用者掌握相關的技術，使他們日後能

租賃船艇；及 

併）通過舉辦如輕舟任縱橫海上旅程和生態之旅等特別活動，提

高非繁忙時間的使用率；及 

(b）康文署會在有需要時進行大規模的使用者意見調查。康文署定期

向水上活動中心使用者派發問卷，收集意見，以便改善服務。

近一次大規模的使用者意見調查已於二零零三年八月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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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部分：提供救生員 

5.1 本部分探討在泳灘和泳館提供救生員的情況，並就救生員的調配提出改

善措施。 

救生員的人手需求 

救生員的人手編制比例 

5.2 為保障泳客的安全，泳灘和泳館均駐有救生員。在泳灘方面，救生員的

數目視乎每個泳灘的獨特情況（例如指定游泳區域的面積、淺水區和深水區的

面積、泳客人數、水流、浪濤、海水和天氣情況及救生設施）而定。 

5.3 至於康文署轄下的泳館，救生員數目則根據標準人手褊制比例，視乎所

提供設施的種類（見附錄珍而定。標準人手編制比例如下： 

卹 每個主池和副池各有三名救生員（兩名負責駐守固定瞭望台，另一

名負責巡邏）; 

(b）每個跳水池、習泳池／訓練池、兒童戲水池和兒童池各有一名救

生員；及 

(c）一名救生員負責急救。 

不過，嬉水池沒有標準人手編制比例，康文署根據每個嬉水池的獨特情況決定

救生員的數目。 

核心與非核心救生員的比例 

5.4 康文署屬下一個工作小組經檢討救生員的人手需求後，在二零零零年建

議： 

卹 維持一隊由高級救生員和按常額蝙制或全年合約條款受聘的救生

員組成的核心救生員隊伍（以下簡稱核心救生員）。該隊救生員加上

按非公務員合約條款按月或按日受聘的臨時救生員（以下簡稱非核

心救生員），以應付泳季期問對救生服務的額外需求； 

小）核心與非核心救生員的整體比例應維持不少於1:1；及 

(c）由於大部分泳灘和泳館均在冬季關閉，康文署應在確保救生員人

手穩定和經驗延續的同時，盡量減少救生員冬季工作不足的情

況。核心救生員的數目應為游泳旺季救生員人手總需求的一半。 

第5部分：提供救生員 

5.1 本部分探討在泳灘和泳館提供救生員的情況，並就救生員的調配提出改

善措施。 

救生員的人手需求 

救生員的人手編制比例 

5.2 為保障泳客的安全，泳灘和泳館均駐有救生員。在泳灘方面，救生員的

數目視乎每個泳灘的獨特情況（例如指定游泳區域的面積、淺水區和深水區的

面積、泳客人數、水流、浪濤、海水和天氣情況及救生設施）而定。 

5.3 至於康文署轄下的泳館，救生員數目則根據標準人手褊制比例，視乎所

提供設施的種類（見附錄珍而定。標準人手編制比例如下： 

卹 每個主池和副池各有三名救生員（兩名負責駐守固定瞭望台，另一

名負責巡邏）; 

(b）每個跳水池、習泳池／訓練池、兒童戲水池和兒童池各有一名救

生員；及 

(c）一名救生員負責急救。 

不過，嬉水池沒有標準人手編制比例，康文署根據每個嬉水池的獨特情況決定

救生員的數目。 

核心與非核心救生員的比例 

5.4 康文署屬下一個工作小組經檢討救生員的人手需求後，在二零零零年建

議： 

卹 維持一隊由高級救生員和按常額蝙制或全年合約條款受聘的救生

員組成的核心救生員隊伍（以下簡稱核心救生員）。該隊救生員加上

按非公務員合約條款按月或按日受聘的臨時救生員（以下簡稱非核

心救生員），以應付泳季期問對救生服務的額外需求； 

小）核心與非核心救生員的整體比例應維持不少於1:1；及 

(c）由於大部分泳灘和泳館均在冬季關閉，康文署應在確保救生員人

手穩定和經驗延續的同時，盡量減少救生員冬季工作不足的情

況。核心救生員的數目應為游泳旺季救生員人手總需求的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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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救生員 

這是 理想的核心救生員數目，可確保個別水上活動場地全無的

核心與非核心救生員比例不少於”: ”。 

康文署在二零零零年十二月接納了工作小組的建議。 

審計署的意見 

核心救生員的數目超逾 理想數目 

5.5 康文署的工作小組認為， 理想的核心教生員數目應是在游泳旺季救生

員人手總需求的一半，爺津議維持一隊由高級救生員和救生員組成的核心救生

員隊伍。康文署在二零零四年二月告知審計署，在計算核心與非核心救生員的

比例時，應豁除高級救生員，因為他們的主要職責是督導效生員、在發生意外

或進行拯救時調動救生員、檢查救生設備，以及協助維持秩序。在二零零三年

六月至八月的游泳旺季期間聘用的救生員，數目 多為1887人，包括980名
核心救生員（不包括140名高級救生員）和907名非核心救生員，因此核心與非

核心救生員的比例為 1.08 二 1。審計署認為，在 2003-04 無度， 理想的核

心救生員數目應為 944 人（"887人十2)。 

5.6 在泳季聘用一名非核心救生員（一年 長佔七個月）的成本，約為全年

聘用一名核心救生員的成本的40%（註 12)。如在2003-04 年度泳季聘用 36 
080 一 944）名非核心救生員以替代核心救生員，則該年度可節省職工成本 480 
萬元（註 13)。審計署認為，康文署須減少核心救生員的數目，以節省營運成

本，此舉亦有助減輕核心救生員在冬季工作不足的情況（見第6 部分）。 

核心與非核心救生員的分布不平均 

5.7 審計署分析2002-03年度游泳旺季全部18個第1類泳館（註1。的核心與

非核心救生員比例，發現該等比例有很大差別，由0.5:1至1.9:1不等，詳

情見表——。葵盛游泳池、北葵涌賽馬會游泳池、元朗游泳池不哪）嶺游泳池的 

註 12：根據《職工成本計算便覽第2002/1號》，聘用一名常額編制救生員的每年職工成本

為220,728元，而聘用一名臨時救生員七個月（四月至十月）的成本（包括酬金和強制性

公積金供款）則為87,808元。因此，聘用一名非核心救生員七個月的成本為聘用一名

常額編制救生員的成本的40%(87,808元：220,728元 ×100%)。 

註”3：可節省的職工成本按以下方式計算： 

(220,728 元一 87,808 元）×36:4,785,120元（約 480萬元） 

註 14 ；只選擇第1類泳館作比較，是因為其他類別泳館設有的嬉水池沒有標準人手編制比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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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救生員 

這是 理想的核心救生員數目，可確保個別水上活動場地全無的

核心與非核心救生員比例不少於”: ”。 

康文署在二零零零年十二月接納了工作小組的建議。 

審計署的意見 

核心救生員的數目超逾 理想數目 

5.5 康文署的工作小組認為， 理想的核心教生員數目應是在游泳旺季救生

員人手總需求的一半，爺津議維持一隊由高級救生員和救生員組成的核心救生

員隊伍。康文署在二零零四年二月告知審計署，在計算核心與非核心救生員的

比例時，應豁除高級救生員，因為他們的主要職責是督導效生員、在發生意外

或進行拯救時調動救生員、檢查救生設備，以及協助維持秩序。在二零零三年

六月至八月的游泳旺季期間聘用的救生員，數目 多為1887人，包括980名
核心救生員（不包括140名高級救生員）和907名非核心救生員，因此核心與非

核心救生員的比例為 1.08 二 1。審計署認為，在 2003-04 無度， 理想的核

心救生員數目應為 944 人（"887人十2)。 

5.6 在泳季聘用一名非核心救生員（一年 長佔七個月）的成本，約為全年

聘用一名核心救生員的成本的40%（註 12)。如在2003-04 年度泳季聘用 36 
080 一 944）名非核心救生員以替代核心救生員，則該年度可節省職工成本 480 
萬元（註 13)。審計署認為，康文署須減少核心救生員的數目，以節省營運成

本，此舉亦有助減輕核心救生員在冬季工作不足的情況（見第6 部分）。 

核心與非核心救生員的分布不平均 

5.7 審計署分析2002-03年度游泳旺季全部18個第1類泳館（註1。的核心與

非核心救生員比例，發現該等比例有很大差別，由0.5:1至1.9:1不等，詳

情見表——。葵盛游泳池、北葵涌賽馬會游泳池、元朗游泳池不哪）嶺游泳池的 

註 12：根據《職工成本計算便覽第2002/1號》，聘用一名常額編制救生員的每年職工成本

為220,728元，而聘用一名臨時救生員七個月（四月至十月）的成本（包括酬金和強制性

公積金供款）則為87,808元。因此，聘用一名非核心救生員七個月的成本為聘用一名

常額編制救生員的成本的40%(87,808元：220,728元 ×100%)。 

註”3：可節省的職工成本按以下方式計算： 

(220,728 元一 87,808 元）×36:4,785,120元（約 480萬元） 

註 14 ；只選擇第1類泳館作比較，是因為其他類別泳館設有的嬉水池沒有標準人手編制比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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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救生員 

核心與非核心救生員比例均少於1:1；柴灣游泳池和維多利亞公園游泳池的

比例則分別為1.9:1和1.8:1。由此可見，各泳館的核心與非核心救生員分

布不平均。審計署認為，康文署須確保每個泳館全無的核心與非核心救生員比

例不少於”: ”，以及各泳館的核心和非核心救生員數目更為平均分配。 

表十一 

18個第 1 類一般泳館的核心與非核心救生員比例和救生員數目 

(2002-03無度游泳旺季） 

游泳池 

(p1) 

核心 

救生員 

每日數目 

（註 2) 

非核心 

救生員 

每日數目 

(註 3) 

核心與

非核心

救生員

的比例 

按照標準人

手編制比例

提供的救生

員每日數目 

(註 4) 

每日的額 

外救生員 

數目 

平均每節 

高泳客 

人數 

平均每名救生員看

顧的 高泳客人數 

(註 5) 

(a) (b) 
(a) 』 

電 c'＝鬥鬥∼；∼ 
(0) 

(d) (e) (
f)
  

)(g (g)
＝  【（a)+(f )= 	】＋2 

葵盛(8) 12 16 0.8:1 22 6 361 26 

北葵涌賽馬會 (4) 8 16 0.5:1 14 10 318 27 

包玉剛 (8) 21 18 L2:1 24 15 641 33 

深水涉公園（8) 19 泌 1:1 22 17 666 34 

李鄭屋0) 21 18 L2:1 20 19 685 35 

九龍仔。） 18 17 1.1:1 18 17 645 37 

荔枝角公園（8) 21 泌 1.1:1 22 19 79s 39 

堅尼地城 (4) 19 18 1.1:1 18 19 757 41 

大環山 (9) 加 14 1.4:1 22 12 733 43 

柴灣 (10) 23 12 1.9:1 22 13 817 47 

沙田賽馬會（8) 20 18 1.1:1 22 16 904 48 

觀塘 (8) 19 17 1.1:1 22 14 940 s2 

維多利亞公園 (5) 18 10 1.8:1 18 10 818 s8 

元朗。 12 14 0.9:1 20 6 788 61 

粉嶺 (4) 11 16 0.7:1 18 9 850 63 

摩士公園 (8) 19 15 L3:1 22 12 1063 臼 

摩理臣山 (4) ls 13 L2:1 14 14 1044 7s 

屯門 (8) 14 14 1:1 20 8 1115 80 

資料來源：康文署的記錄 

註 1: 括號內的數字代表泳館內的游泳池數目。 

註2： 每個泳館的兩名高級救生員和後備執勤救生員不包括在內。 

註3： 新界區泳館的後備執動臨時救生員不包括在內。不過，市區泳館沒有後備執勤臨時救生員的分項數字，故
把這類救生員包括在內。 

註4： 救生員數目是根據兩班制的標準人手編制！二b例而定（即後備執勤救生員和分段休息時間的後備救生員不包括
在內）。 

註 s： 救生員分兩班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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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救生員 

核心與非核心救生員比例均少於1:1；柴灣游泳池和維多利亞公園游泳池的

比例則分別為1.9:1和1.8:1。由此可見，各泳館的核心與非核心救生員分

布不平均。審計署認為，康文署須確保每個泳館全無的核心與非核心救生員比

例不少於”: ”，以及各泳館的核心和非核心救生員數目更為平均分配。 

表十一 

18個第 1 類一般泳館的核心與非核心救生員比例和救生員數目 

(2002-03無度游泳旺季） 

游泳池 

(p1) 

核心 

救生員 

每日數目 

（註 2) 

非核心 

救生員 

每日數目 

(註 3) 

核心與

非核心

救生員

的比例 

按照標準人

手編制比例

提供的救生

員每日數目 

(註 4) 

每日的額 

外救生員 

數目 

平均每節 

高泳客 

人數 

平均每名救生員看

顧的 高泳客人數 

(註 5) 

(a) (b) 
(a) 』 

電 c'＝鬥鬥∼；∼ 
(0) 

(d) (e) (
f)
  

)(g (g)
＝  【（a)+(f )= 	】＋2 

葵盛(8) 12 16 0.8:1 22 6 361 26 

北葵涌賽馬會 (4) 8 16 0.5:1 14 10 318 27 

包玉剛 (8) 21 18 L2:1 24 15 641 33 

深水涉公園（8) 19 泌 1:1 22 17 666 34 

李鄭屋0) 21 18 L2:1 20 19 685 35 

九龍仔。） 18 17 1.1:1 18 17 645 37 

荔枝角公園（8) 21 泌 1.1:1 22 19 79s 39 

堅尼地城 (4) 19 18 1.1:1 18 19 757 41 

大環山 (9) 加 14 1.4:1 22 12 733 43 

柴灣 (10) 23 12 1.9:1 22 13 817 47 

沙田賽馬會（8) 20 18 1.1:1 22 16 904 48 

觀塘 (8) 19 17 1.1:1 22 14 940 s2 

維多利亞公園 (5) 18 10 1.8:1 18 10 818 s8 

元朗。 12 14 0.9:1 20 6 788 61 

粉嶺 (4) 11 16 0.7:1 18 9 850 63 

摩士公園 (8) 19 15 L3:1 22 12 1063 臼 

摩理臣山 (4) ls 13 L2:1 14 14 1044 7s 

屯門 (8) 14 14 1:1 20 8 1115 80 

資料來源：康文署的記錄 

註 1: 括號內的數字代表泳館內的游泳池數目。 

註2： 每個泳館的兩名高級救生員和後備執勤救生員不包括在內。 

註3： 新界區泳館的後備執動臨時救生員不包括在內。不過，市區泳館沒有後備執勤臨時救生員的分項數字，故
把這類救生員包括在內。 

註4： 救生員數目是根據兩班制的標準人手編制！二b例而定（即後備執勤救生員和分段休息時間的後備救生員不包括
在內）。 

註 s： 救生員分兩班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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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救生員 

使用率低的泳館的救生員數目過多 

5.8 審計署曾根據標準人手編制比例（見第5.3段）、泳客人數和救生員可看

顧泳客人數的能力，分析全部 18 個第1類泳館的救生員數目。據康文署表

示，一名核心救生員 多應可看顧150名泳客，而一名非核心救生員 多可負

責看顧100名泳客。康文署在釐定救生員的 理想數目時，須比較泳客人數與

救生員可看顧泳客人數的能力。 

5.9 審計署計算全部18個第1類泳館在2002-03年度游泳旺季平均每節 高

泳客人數。如表十一顯示，各泳館平均每名救生員看顧的 高泳客人數有很大

差別。舉例來說，葵盛游泳池每名救生員看顧26名泳客，而屯門游泳池每名

救生員則看顧80名泳客。審計署認為，康文署須檢討這個情況，評估是否需

要重新分配各泳館的救生員數目。 

5.10 審計署就將軍澳游泳池（第 2類泳館）的個案研究顯示，根據標準人手

編制比例、救生員可看顧泳客人數的能力和 高泳客人數（1 600 人），二零零

三年將軍澳游泳池的救生員數目可從66名減至52名。關於這一點，審計署注

意到康文署曾檢討二零零四年各個泳館的救生員數目。根據康文署二零零四年

的救生員調配計劃，該署會在二零零四年把將軍澳游泳池的救生員數目進一步

減至40人。 

5.11 為提高成本效益，審計署認為應定期檢討並按泳客人數調整各泳館的救

生員數目（有關數目主要根據所提供設施的標準人手編制比例而定）。此外，康

文署須釐定個別泳館核心和非核心救生員的 理想組合數目。 

游泳淡季的泳客人數偏低 

5.12 在游泳淡季，由於泳客人數偏低，各泳館大多由核心救生員提供服務。 

審計署就11個使用率 低的泳館（即資助率較核准資助率86%為高的泳館）在 

2002-03年度游泳淡季每日平均泳客人數，分析核心救生員的數目，結果顯示

在游泳淡季，梅窩游泳池（資助率為97%）每日平均泳客人數只有51人，而西

貢游泳池（資助率為 94%）則有 218 人。雖然泳客人數偏低，但這些泳館仍聘

用了按月薪計的臨時救生員。 

5.13 審計署進行兩項個案研究，檢討了梅窩游泳池和西貢游泳池的情況，並

有以下意見： 

提供救生員 

使用率低的泳館的救生員數目過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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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生員可看顧泳客人數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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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救生員 

卹 梅窩游泳池僅5類泳館) 該泳館只有一個275平方米的訓練池， 

多可容納180 名泳客，只在泳季開放。由於泳客人數偏低，在 

2002-03 年度的營運赤字達 650萬元。在2002-03 年度游泳淡季， 

平均每天只有泳客51人（即上午時段7人、下午時段35人和晚上時

段9 人），然而，按照標準人手編制比例， 少需要6 名核心救生

員（分兩班工作，每班各有2名救生員在固定瞭望台當值，另有1 
名負責巡邏）和1名後備執勤臨時救生員。審計署認為，泳館的營

運並不符合成本效益，以平均每天上午時段只有 7 名泳客及晚上

時段只有 9 名泳客計算，上午時段每名泳客的資助高達513元，而

晚上時段則為 394元（註 15)。康文署須： 

(i） 設法鼓勵公眾使用該泳館，以改善其使用情況；及 

（泌 考慮在游泳淡季縮減該場館的開放時間；及 

化）西貢游泳池際3類泳館J 該泳館可容納800名泳客，只在泳季開

放。在2002-03年度，該泳館的營運赤字為1,900萬元。審計署的

分析顯示，在二零零三年的游泳淡季，泳館的救生員可從26人減

至22人。根據康文署制定的二零零四無救生員調配計劃，康文署

會在二零零四無的游泳淡季把泳館的救生員數目進一步減至 18 
人。 

為分段休息時間提供的臨時救生員數目過多 

5.14 泳館每天有兩節分段休息時間，每節長一小時，但仍可供訓練課程使

用。為應付分段休息時間的服務需求，康文署在每個泳館增派一至兩名額外臨

時救生員。在2002-03年度泳季內，康文署為泳館分段休息時問提供救生服務

而增聘的額外臨時救生員相等於412個人工作月。 

5江5 以西貢游泳池為例，在2002-03年度游泳淡季，有兩名臨時救生員每天

由早上→一時至晚上七時三十分當值，以應付兩節分段休息時間的服務需求。 

由於該泳館在游泳淡季每日平均只有218名泳客，審計署認為康文署須更靈活

地重行調配救生員，以應付分段休息時問的服務需求。 

5.16 審計署估計，如康文署在游泳淡季不再純粹為了在每天兩節分段休息時

間提供服務而聘請額外臨時救生員，每年可節省職工成本 300萬元。 

註 15：在2002-03年度游泳淡季每個時段的預算經常開支為3,730元。扣除上午時段7名泳

客所帶來的140元收人後，平均營運赤字為3,590元，在該時段，每名泳客的資助額

為 513 元。同樣，扣除晚上時段9名泳客所帶來的180 元收人後，平均營運赤字為 

3,550元，在該時段，每名泳客的資助額為 394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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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救生員 

審計署的建議 

5.17 審計署建議康樂及文化事務署署長應： 

核心救生員的數目 

卹 確保聘用的核心救生員總人數接近 理想數目（即相等於游泳旺季

受聘救生員 多人數的一半——見第5.5段）; 

核心和非核心救生員的分布 

(b）檢討第”類泳館的情況，並研究是否需要重行調配各泳館的核心

和非核心救生員（見第5.7段）; 

(c）確保個別水上活動場地全無的核心與非核心救生員比例不少於 

":"（見第 5.7段）; 

使用率低的泳館的救生員數目 

(d) 在顧及第”類泳館的標準人手編制比例的情況下，按泳館的泳客

人數詳細檢討救生員數目，並評估是否需要重行調配各泳館的救

生員（見第 5.9段）; 

(e）定期檢討泳館的救生員數目，以釐定核心和非核心救生員的 理 

想組合數目及按泳客人數作出適當調整（見第 5.11段）; 

游泳淡季的泳客人數 

0 檢討各泳館在游泳淡季的救生員數目，尤其是聘用臨時救生員的

事宜（見第 5.12 段）; 

(g）採取措施提高梅窩游泳池的使用率，並研究應否在游泳淡季縮減

該泳館的開放時間（見第5.13(a）段）; 

卹 減少西貢游泳池在游泳淡季的救生員數目（見第5.13(b）段）；及 

為分段休息時間提供的臨時救生員 

。） 在游泳淡季，不再為泳館的分段休息時間聘用臨時救生員，改而

靈活地重行調配現有的救生員以應付服務需求（見第 5.15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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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救生員 

當局的回應 

5.18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署長表示： 

核心救生員的數目 

卹 訂定核心和非核心救生員的 低比例，旨在確保有足夠具經驗的

人員照顧泳客的安全。過去兩年聘用的核心救生員人數接近 理

想數目； 

核心和非核心救生員的分布 

(b）康文署會經常檢討有關情況，在適當時候重行調配人手以調節有

關比例， 

(c）由於以下的實際困難，不能硬陸規定每個泳館實施1:1的比例； 

(i） 為應付特殊因素所引致的工作需要，有些場地須調派較多核

心救生員（例如位處偏遠地點的游泳池，如梅窩游泳池，難以

招聘臨時救生員）; 

（泌 核心救生員的數目只能透過自然流失和自願退休作出調整， 

否則會出現人手過剩而須遣散的問題； 

恤）如需經常維持個別泳館的核心與非核心救生員的比例，將導

致頻繁和大規模的職位調動。需花很長時間往返新工作地點

的救生員可能因此感到不滿，而且泳館的運作亦會受到其他

不必要的干擾；及 

（幼臨時救生員如在受聘前五年內於泳灘／泳館累積了450天的工

作經驗，即被視為經驗豐富，可以媲美核心救生員。根據康

文署的經驗，水上活動場地的臨時救生員大部分均定期受僱 

（即每逢泳季均受僱當值）。因此，即使個別泳館的核心與非核

心救生員比例低於1:1，也無損安全標準； 

使用率低的泳館的救生員數目 

仲 康文署同意，個別泳館在游泳旺季的額外臨時救生員數目應按泳

館的實際泳客人數加以檢討。這方面的檢討現正進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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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臨時救生員如在受聘前五年內於泳灘／泳館累積了450天的工

作經驗，即被視為經驗豐富，可以媲美核心救生員。根據康

文署的經驗，水上活動場地的臨時救生員大部分均定期受僱 

（即每逢泳季均受僱當值）。因此，即使個別泳館的核心與非核

心救生員比例低於1:1，也無損安全標準； 

使用率低的泳館的救生員數目 

仲 康文署同意，個別泳館在游泳旺季的額外臨時救生員數目應按泳

館的實際泳客人數加以檢討。這方面的檢討現正進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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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救生員 

(e） 自二零零三年起，康文署已按實際泳客人數檢討不同泳季的救生

員需求。根據前市政局和區域市政局及現時康文署轄下各游泳安

全事宜工作小組的建議，凡向公眾開放的泳池設施，不論泳客人

數多寡，也須提供基本數目的救生員，並在游泳旺季聘用額外救

生員以加強服務； 

o 康文署已按實際泳客人數為各泳館擬備建議的二零零四年救生員

調配計劃。康文署亦已藉此機會檢討核心與非核心救生員的比

例。由於已有足夠的核心救生員應付二零零四年的需求，康文署

會聘用短期合約救生員（即合約期為七個月）代替全年合約救生員， 

以填補職位空缺，從而減省更多費用。該署現正諮詢執行人員， 

以確定建議的調配計劃是否可行。如落實調配計劃，可進一步有

效調配救生員； 

(g）康文署同意定期檢討泳館的救生員數目，以配合服務需求；

游泳淡季的泳客人數 

。 由二零零三年起，康文署已詳細檢討游泳淡季的臨時救生員人手

需求。在二零零三年的泳季，聘用的臨時救生員已削減了約 

23%。康文署已進一步檢討上文 C）分段所述二零零四年各泳館的

救生員數目； 

。） 康文署會詳細檢討梅窩游泳池的開放時間。由於該區人口不多， 

而梅窩游泳池的服務範圍只限於東大嶼山，因此難以提高該泳館

的使用率。康文署會就開放游泳池的安排徵詢區內居民的意見， 

尋求他們的支持； 

(j）當局會按上文o分段所述的建議救生員調配計劃，減少西貢游泳

池的救生員數目；及 

為分段休息時間提供的臨時救生員 

(k) 根據上文0分段所述的檢討，在游泳淡季當值的救生員會因應服

務需求縮減至 低的基本數目。 

任用義務救生員 

5.19 為提供救生訓練及加強一般救生服務，康文署已要求香港拯溺總會（拯

溺總會）在四月至十一月期間的星期六、日及公眾假期，在刊憲泳灘和泳館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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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救生員 

供義務救生服務，每當泳季開始前，康文署會要求拯溺總會提供義務救生員。 

不過，這全屬自願性質，拯溺總會不能保證會完全滿足康文署的需求。在 

200 1-02 及 2002-03 年度，康文署在義務救生服務方面的開支分別為 

671,000元及 844,000元。 

審計署的意見 

5．加 審計署注意到： 

卹 任用一名義務救生員的每日成本為380元（包括每名救生員每日酬

金 260元及向拯溺總會支付的行政費用 120元），而聘請一名臨時

救生員的每日成本為426元，兩者的差額很少； 

化）相比之下，臨時救生員經驗較豐富。義務救生員通常是剛考獲資

格，當值時須由 少一名核心救生員陪同。即使天氣惡劣，臨時

救生員亦須獨立地工作，但義務救生員在天文台懸掛颱風訊號或

發出紅／黑色暴雨警告時，無須當值；及 

(c）義務救生員並非康文署的僱員。他們大部分是青少年學生，有些

只得 16 歲。如他們因公受傷，政府應承擔多少賠償責任並不清

楚。 

5.21 審計署就二零零一及零二年義務救生員的實際出勤記錄進行分析，結果

顯示他們的出勤率偏低： 

卹 在二零零一年四月至十一月，康文署需要義務救生員當值12564 
更次，但只有3 531 (28%）更次獲提供服務。在需要這項服務的 58 
個游泳池及泳灘中，有 18 (31%）個未能得到所需服務；及 

小）在二零零二年四月至十一月，康文署需要義務救生員當值 11 900 
更次，但只有4 442 (37%）更次獲提供服務。在需要這項服務的56 
個游泳池及泳灘中，有 14 (25%）個未能得到所需服務。 

鑑於出勤率偏低，審計署認為康文署須研究任用義務救生員的成本效益。 

審計署的建議 

5.22 審計署建議康樂及文化事務署署長應與拯溺總會共同： 

卹 評估在提供實際救生訓練予剛取得資格救生員方面，康文署擔當

的角色（見第 5.20(a）及（b）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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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救生員 

(b）查明義務救生員出勤率偏低的原因，並採取措施改善義務救生員

的出勤率（見第 5.2”段）；及 

(c）確定如義務救生員因公受傷，政府須負上的責任及在法律上的承

擔（見第 5.20(c）段）。 

當局的回應 

5.23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署長表示： 

卹 康文署會在諮詢拯溺總會後全面檢討義務救生員制度； 

。）在進行全面檢討時會研究義務救生員出勤率偏低的原因和改善出

勤率的措施；及 

(c）在進行全面檢討時亦會一併處理如義務救生員因公受傷，政府須

負上的責任及在法律上的承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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勤率的措施；及 

(c）在進行全面檢討時亦會一併處理如義務救生員因公受傷，政府須

負上的責任及在法律上的承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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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部分：冬季過剩人手的調配 

6.1 本部分研究冬季過剩人手的調配問題，並建議如何更密切監管康文署

的冬季工程計劃。 

監管冬季工程 

6.2 根據康文署的資料，在 2002-03 年度冬季開放的 22 個泳灘及泳館 

（註16)，共需要485名救生員當值。截至二零零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止，聘用的

救生員共有1 006人，因此在2002-03年度冬季，聘用的救生員比所需人手多

出521人（1 006 一 485)。 

6.3 康文署制定一項冬季工程計劃，以確保在冬季善用該521名過剩的救生

員。此外，66名負責泳館水質衛生的濾水機房技工亦參與冬季工程計劃。在

加02-03年度冬季，該521名過剩的救生員及66名過剩的滄水機房技工的職工

成本分別為4 500萬元及6卯萬元。在冬季，救生員及技工放取例假、參與救

生訓練課程及動員演習、參加跨部／跨區計劃，以及留在原屬分區進行小型

維修及建造工程、園藝工作及一般清潔工作，詳情見圖一。 

註 16：除外判服務的港島東游泳池外，有4個泳灘及 13 個泳館在2002-03年度整個冬季開

放。此外，有 5個泳館在二零零二年十一月開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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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部／跨區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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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救生員及技工在冬季工程計劃的人日工作分配比例 

(2002-0 3年度冬季） 

小型維修及

建造工程、 

園藝工作及 

J11&  .．一般:  I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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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勁 

資料來源：審計署對康文署記錄的分析 

註： 以上分析是以以個泳灘及19個泳館提供的記錄為依據。其他泳灘及泳館並無備存工

作記錄。 

審計署的意見 

監管程序不足 

6.4 康文署不能完全確保在冬季善用過剩的救生員和技工。審計署注意到， 

在 2002-03年度，某些分區（即東區、南區、離島、九龍城、葵青及大埔）未

有就個別職務備存妥善的人日工作記錄。康文署沒有就冬季工程計劃制定監管

程序，亦沒有就計劃的個別職務設定工作標準，以評估執行這些職務的成本效

益。審計署認為康文署須確保在冬季善用過剩的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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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季過剩人手的調配 

跨部／跨區計劃的參與有欠理想 

6.5 為配合冬季工程計劃，康文署亦為救生員和濾水機房技工推行跨部／跨

區計劃，以便為各部／各分區提供額外人手，應付臨時的人力需求。計劃屬自

願性質，過剩員工可在申請表上標明自己的意願。在加02-03年度冬季，521 
名過剩的救生員中，只有109名申請計劃指定的88個臨時職位，其中71名救

生員獲編配所選擇的工作，其餘38名則參與所屬分區的冬季工程計劃；至於 

66名過剩的濾水機房技工，只有2名提出申請並獲編配工作。結果，跨部／跨

區計劃下的28個臨時職位不能由過剩的救生員和濾水機房技工填補，詳情見

表十二。 

表十二 

跨部／跨區計劃下救生員和濾水機房技工的調配情況 

（二零零二無十一月至二零零三無三月） 

救生員 濾水機房技工 總數 

提供的臨時職位數目（a) 88 13 101 

申請人數小） 109 2 111 

獲編配職位的申請人數（c) 71 2 73 

不獲編配職位的申請人數 38 0 38 
(d) = (b) - (c) 

空缺職位數目（e)=(a）一（c) 17 " 28 

資料來源：康文署的記錄 

6.6 雖然康文署為救生員和濾水機房技工制定跨部／跨區計劃，但參與率有

欠理想。部分申請人不獲褊配工作，部分職位則懸空。康文署須改善其跨部／

跨區計劃的效益。 

康樂助理員工作不足 

6.7 康樂助理員職級的人員主要負責刊憲泳灘和泳館的日常管理工作（註 

17)。當大部分刊憲泳灘和泳館在2002-03年度冬季關閉時，140名康樂助理員 

註 17：康樂助理員的主要職責包括：(a）確保泳灘和泳館運作暢順；卿督導員工；。確保拯

救和急救服務快捷迅速；(d）確保設施獲妥善保養和收取的款項獲妥善保管；及 

(e)為員工籌劃冬季工程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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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季過剩人手的調配 

跨部／跨區計劃的參與有欠理想 

6.5 為配合冬季工程計劃，康文署亦為救生員和濾水機房技工推行跨部／跨

區計劃，以便為各部／各分區提供額外人手，應付臨時的人力需求。計劃屬自

願性質，過剩員工可在申請表上標明自己的意願。在加02-03年度冬季，521 
名過剩的救生員中，只有109名申請計劃指定的88個臨時職位，其中71名救

生員獲編配所選擇的工作，其餘38名則參與所屬分區的冬季工程計劃；至於 

66名過剩的濾水機房技工，只有2名提出申請並獲編配工作。結果，跨部／跨

區計劃下的28個臨時職位不能由過剩的救生員和濾水機房技工填補，詳情見

表十二。 

表十二 

跨部／跨區計劃下救生員和濾水機房技工的調配情況 

（二零零二無十一月至二零零三無三月） 

救生員 濾水機房技工 總數 

提供的臨時職位數目（a) 88 13 101 

申請人數小） 109 2 111 

獲編配職位的申請人數（c) 71 2 73 

不獲編配職位的申請人數 38 0 38 
(d) = (b) - (c) 

空缺職位數目（e)=(a）一（c) 17 " 28 

資料來源：康文署的記錄 

6.6 雖然康文署為救生員和濾水機房技工制定跨部／跨區計劃，但參與率有

欠理想。部分申請人不獲褊配工作，部分職位則懸空。康文署須改善其跨部／

跨區計劃的效益。 

康樂助理員工作不足 

6.7 康樂助理員職級的人員主要負責刊憲泳灘和泳館的日常管理工作（註 

17)。當大部分刊憲泳灘和泳館在2002-03年度冬季關閉時，140名康樂助理員 

註 17：康樂助理員的主要職責包括：(a）確保泳灘和泳館運作暢順；卿督導員工；。確保拯

救和急救服務快捷迅速；(d）確保設施獲妥善保養和收取的款項獲妥善保管；及 

(e)為員工籌劃冬季工程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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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季過剩人手的調配 

便成為過剩人員。他們主要留駐原屬場地，監督參與冬季工程計劃的救生員和

滄水機房技工。審計署注意到，由於場地工作量大減，康樂助理員在冬季亦可

能沒有足夠工作。舉例來說，屬二級或三級康樂助理員職級的池面主管在泳館

關閉時便沒有特定工作，須獲重行調配執行其他職務。在 2002-03 無度冬

季，140名康樂助理員的職工成本約為2,100萬元，因此，康文署須確保在冬

季善用這些人員。 

審計署的建議 

6.8 審計署建議康樂及文化事務署署長應： 

監管冬季工程計劃 

卹 推行冬季工程計劃時，制定妥善的程序，備存不同員工的工作和

執勤時間記錄（見第6.4段）; 

小）制定工作標準，確保在冬季善用過剩員工（見第 6.4 段）; 

跨部／跨區計劃的參與 

(c) 鼓勵所有過剩的員工參與跨部／跨區計劃，以提升工作技巧（見

第6.5及 6.6 段）；及 

調配康樂助理員 

（。 把康樂助理員納入冬季工程計劃和跨部／跨區計劃中，以確保在

冬季盡量善用這些人員（見第6.7段）。 

當局的回應 

6.9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署長表示： 

監管冬季工程計劃 

卹 康文署會劃一做法和設立制度，監管冬季工程計劃的推行情況， 

以確保記錄獲妥善備存，工作計劃的表現合乎應有標準； 

跨部／跨區計劃的參與 

(b）康文署會在全面檢討冬季工程計劃時，研究如何鼓勵過剩的救生 

員參與跨部／跨區計劃，以確保在冬季善用這些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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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季過剩人手的調配 

便成為過剩人員。他們主要留駐原屬場地，監督參與冬季工程計劃的救生員和

滄水機房技工。審計署注意到，由於場地工作量大減，康樂助理員在冬季亦可

能沒有足夠工作。舉例來說，屬二級或三級康樂助理員職級的池面主管在泳館

關閉時便沒有特定工作，須獲重行調配執行其他職務。在 2002-03 無度冬

季，140名康樂助理員的職工成本約為2,100萬元，因此，康文署須確保在冬

季善用這些人員。 

審計署的建議 

6.8 審計署建議康樂及文化事務署署長應： 

監管冬季工程計劃 

卹 推行冬季工程計劃時，制定妥善的程序，備存不同員工的工作和

執勤時間記錄（見第6.4段）; 

小）制定工作標準，確保在冬季善用過剩員工（見第 6.4 段）; 

跨部／跨區計劃的參與 

(c) 鼓勵所有過剩的員工參與跨部／跨區計劃，以提升工作技巧（見

第6.5及 6.6 段）；及 

調配康樂助理員 

（。 把康樂助理員納入冬季工程計劃和跨部／跨區計劃中，以確保在

冬季盡量善用這些人員（見第6.7段）。 

當局的回應 

6.9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署長表示： 

監管冬季工程計劃 

卹 康文署會劃一做法和設立制度，監管冬季工程計劃的推行情況， 

以確保記錄獲妥善備存，工作計劃的表現合乎應有標準； 

跨部／跨區計劃的參與 

(b）康文署會在全面檢討冬季工程計劃時，研究如何鼓勵過剩的救生 

員參與跨部／跨區計劃，以確保在冬季善用這些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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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季過剩人手的調配 

調配康樂助理員 

(c）康文署會進一步檢討可否設立監察制度，確保在冬季善用康樂助

理員； 

（。 在泳館／泳灘工作的康樂助理員負責與工務部門聯絡，確保設施

在下一個泳季重開前，在冬季進行的每年維修和改善工程能夠順

利和及時完竣；及 

(e）康文署會安排大部分康樂助理員參與培訓課程，放取賺取的例

假，擔任各分區其他職位的替假人員，協助籌備每年三月舉辦的

香港花卉展覽並在展覽期間當值，因此不會有太多剩餘時間可供

跨區或跨部有效調配。 

6.10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表示他大致上支持審計署有關加強康文署員工調

配的建議。 

冬季過剩人手的調配 

調配康樂助理員 

(c）康文署會進一步檢討可否設立監察制度，確保在冬季善用康樂助

理員； 

（。 在泳館／泳灘工作的康樂助理員負責與工務部門聯絡，確保設施

在下一個泳季重開前，在冬季進行的每年維修和改善工程能夠順

利和及時完竣；及 

(e）康文署會安排大部分康樂助理員參與培訓課程，放取賺取的例

假，擔任各分區其他職位的替假人員，協助籌備每年三月舉辦的

香港花卉展覽並在展覽期間當值，因此不會有太多剩餘時間可供

跨區或跨部有效調配。 

6.10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表示他大致上支持審計署有關加強康文署員工調

配的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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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A 

（參閱第 2.2段） 

香港4”個刊憲泳灘 

（二零零三無四月一日） 

港島 新界東 新界西 離島 

(12 個泳灘） (6 個泳灘） (14 個泳灘） (9個泳灘） 

南區 西貢區 荃灣區 長洲 

大浪灣 清水灣第一灣 釣魚灣＊ 長洲東灣 

舂坎角 清水灣第二灣 近水灣＊ 觀音灣 

深水灣 廈門灣 更生灣＊ 

夏萍灣 橋咀 雙仙灣＊ 南丫島 

中灣 銀線灣 海美灣＊ 洪聖爺灣 

淺水灣 三星灣 麗都灣＊ 蘆鬚城 

石澳後灘＊ 馬灣東灣 

石澳 汀九灣＊ 大嶼山 

南灣 下長沙 

聖士提反灣 屯門區 上長沙 

赤柱正灘 蝴蝶灣 貝澳 

龜背灣 新咖啡灣 銀礦灣 

舊咖啡灣 塘福 

青山灣＊ 

黃金 

加多利灣 

資料來源：康文署的記錄 

註：＊號代表不宜游泳並已關閉的泳灘。 

附錄A 

（參閱第 2.2段） 

香港4”個刊憲泳灘 

（二零零三無四月一日） 

港島 新界東 新界西 離島 

(12 個泳灘） (6 個泳灘） (14 個泳灘） (9個泳灘） 

南區 西貢區 荃灣區 長洲 

大浪灣 清水灣第一灣 釣魚灣＊ 長洲東灣 

舂坎角 清水灣第二灣 近水灣＊ 觀音灣 

深水灣 廈門灣 更生灣＊ 

夏萍灣 橋咀 雙仙灣＊ 南丫島 

中灣 銀線灣 海美灣＊ 洪聖爺灣 

淺水灣 三星灣 麗都灣＊ 蘆鬚城 

石澳後灘＊ 馬灣東灣 

石澳 汀九灣＊ 大嶼山 

南灣 下長沙 

聖士提反灣 屯門區 上長沙 

赤柱正灘 蝴蝶灣 貝澳 

龜背灣 新咖啡灣 銀礦灣 

舊咖啡灣 塘福 

青山灣＊ 

黃金 

加多利灣 

資料來源：康文署的記錄 

註：＊號代表不宜游泳並已關閉的泳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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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B 
（參閱第 2.5 段） 

200 3-04 無度八個已關閉刊憲泳灘的每無職工成本 

每無線 

泳灘 
	

編制職位數目 	 職工成本 

（每名人員的每無 

職工成本） 

三級康樂 	 全無合約 

助理員 高級救生員 救生員 救生員 

(268,452元）(252,732元）(220,728元）("64,427元） 

(A）南區 

石澳後灘 1 0 0 3 761,733 

(B）荃灣區 

釣魚灣 1 0 0 0 268,452 

更生灣 1 1 3 0 1,183,368 

雙仙灣 1 1 3 0 1,183,368 

海美灣 

麗都灣 1 1 10 1 2,892,891 

近水灣／ 0 0 2 0 441,456 
汀九灣 

總數 6 4 20 5 7,858,335 

（約 790 萬元） 

資料來源：康文署的記錄 

註： 三級康樂助理員負責泳灘的日常管理工作。鑑於上述泳灘不設救生服務，救生員在 

2003-04 年度已獲重行調配，填補其他空缺。每年職工成本按《職工成本計算便覽 

2002/1號》計算。 

附錄B 
（參閱第 2.5 段） 

200 3-04 無度八個已關閉刊憲泳灘的每無職工成本 

每無線 

泳灘 
	

編制職位數目 	 職工成本 

（每名人員的每無 

職工成本） 

三級康樂 	 全無合約 

助理員 高級救生員 救生員 救生員 

(268,452元）(252,732元）(220,728元）("64,427元） 

(A）南區 

石澳後灘 1 0 0 3 761,733 

(B）荃灣區 

釣魚灣 1 0 0 0 268,452 

更生灣 1 1 3 0 1,183,368 

雙仙灣 1 1 3 0 1,183,368 

海美灣 

麗都灣 1 1 10 1 2,892,891 

近水灣／ 0 0 2 0 441,456 
汀九灣 

總數 6 4 20 5 7,858,335 

（約 790 萬元） 

資料來源：康文署的記錄 

註： 三級康樂助理員負責泳灘的日常管理工作。鑑於上述泳灘不設救生服務，救生員在 

2003-04 年度已獲重行調配，填補其他空缺。每年職工成本按《職工成本計算便覽 

2002/1號》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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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C 
（參閱第 3.12及 3.13 段） 

13個設有暖水泳池的泳館每月平均泳客人數 

(200 2-0 3 無度游泳淡季及冬季） 

每月平均泳客人數 

游泳池 
	

游泳淡季 冬季 百分比增幅／（減幅） 

(a) 
∼ a) 

泳客人數較多的泳館 

九龍公園（註” 

摩理臣山（註” 

城門谷（註” 

小計 

其他泳館 

75378 
68803 
39788 

81011 
66296 
36897 

(55黝 

7、 

(4%) 
(7%) 

”83969 184 204 

港島東（註1) 14 410 12 731 (12%) 
深水涉公園／荔枝角公園（註 2) 47 247 39 928 (15%) 
何文田（註1) 8810 6500 (26勁 

粉嶺 26630 17959 (33%) 
沙田賽馬會 30384 18683 (39勁 

斧山道（註1) 24 922 15 028 (40%) 
元朗 27455 14378 (48黝 

將軍澳 36187 12660 (65黝 

屯門 37002 "306 (69黝 

總計 437016 333 377 (100%) 

資料來源：康文署的記錄 

註1： 泳館設有室內暖水泳池。在冬季的333 377名泳客中，218463人（66%）使用室內暖水

泳池，114914 人（34%）使用戶外暖水泳池。 

註2： 就深水以區的泳館而言，在冬季期間，深水f釦〉園游泳池開放兩個月，而荔枝角公

園游泳池則開放三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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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C 
（參閱第 3.12及 3.13 段） 

13個設有暖水泳池的泳館每月平均泳客人數 

(200 2-0 3 無度游泳淡季及冬季） 

每月平均泳客人數 

游泳池 
	

游泳淡季 冬季 百分比增幅／（減幅） 

(a) 
∼ a) 

泳客人數較多的泳館 

九龍公園（註” 

摩理臣山（註” 

城門谷（註” 

小計 

其他泳館 

75378 
68803 
39788 

81011 
66296 
36897 

(55黝 

7、 

(4%) 
(7%) 

”83969 184 204 

港島東（註1) 14 410 12 731 (12%) 
深水涉公園／荔枝角公園（註 2) 47 247 39 928 (15%) 
何文田（註1) 8810 6500 (26勁 

粉嶺 26630 17959 (33%) 
沙田賽馬會 30384 18683 (39勁 

斧山道（註1) 24 922 15 028 (40%) 
元朗 27455 14378 (48黝 

將軍澳 36187 12660 (65黝 

屯門 37002 "306 (69黝 

總計 437016 333 377 (100%) 

資料來源：康文署的記錄 

註1： 泳館設有室內暖水泳池。在冬季的333 377名泳客中，218463人（66%）使用室內暖水

泳池，114914 人（34%）使用戶外暖水泳池。 

註2： 就深水以區的泳館而言，在冬季期間，深水f釦〉園游泳池開放兩個月，而荔枝角公

園游泳池則開放三個月。 

一50 一 — 5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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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03 )

( )

(a) (b)

( 1) 75 378 81 011 7%

( 1) 68 803 66 296 (4%)

( 1) 39 788 36 897 (7%)

183 969 184 204 (55%)

27 455 14 378 (48%)

36 187 12 660 (65%)

37 002 11 306 (69%)

437 016 333 377 (100%)

========== ==========

C

(b) – (a)

(a)
(c)= × 100%



附錄D 

（參閱第 3.19 段） 

五個泳館在十一月的泳客人數 

（二零零零至零二無） 

游泳池 

2000無”月 

泳客人數 

2001無”月 2002無”月 

佐敦谷 1598 1847 1578 

堅尼地城 2763 4119 4890 

九龍仔 3775 5549 4866 

包玉剛 743 1306 2045 

維多利亞公園 4612 5436 5038 

資料來源：康文署的記錄 

附錄D 

（參閱第 3.19 段） 

五個泳館在十一月的泳客人數 

（二零零零至零二無） 

游泳池 

2000無”月 

泳客人數 

2001無”月 2002無”月 

佐敦谷 1598 1847 1578 

堅尼地城 2763 4119 4890 

九龍仔 3775 5549 4866 

包玉剛 743 1306 2045 

維多利亞公園 4612 5436 5038 

資料來源：康文署的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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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E 
（參閱第 3.24(b）段） 

第一階段游泳班的及格率 

(2002-0 3 無度） 

接受評核的 通過評核的 

分區 	 學員人數 學員人數 學員人數 及格率 

(a') 
(b) 

屯門 1552 1149 947 82% 

觀塘 2040 1360 1102 81% 

西貢 885 657 493 75% 

北區 1591 1272 903 71% 

灣仔 862 516 360 70% 

葵青 1276 1108 707 64 

元朗 2391 1632 993 61% 

東區 2125 1532 929 61% 

油尖旺 1704 1190 710 60% 

荃灣 1 094 825 478 58% 

深水涉 1939 1444 813 56% 

大埔 1 457 1170 643 55% 

九龍城 2052 1494 816 55% 

沙田 1 733 1 595 880 55% 

中西區 1181 856 442 52% 

離島 271 137 71 52% 

黃大仙 2053 1562 785 50% 

南區 1 429 1129 498 44% 

總計 27635 20 628 12570 61 

資料來源：康文署的記錄 

一52 一 

附錄E 
（參閱第 3.24(b）段） 

第一階段游泳班的及格率 

(2002-0 3 無度） 

接受評核的 通過評核的 

分區 	 學員人數 學員人數 學員人數 及格率 

(a') 
(b) 

屯門 1552 1149 947 82% 

觀塘 2040 1360 1102 81% 

西貢 885 657 493 75% 

北區 1591 1272 903 71% 

灣仔 862 516 360 70% 

葵青 1276 1108 707 64 

元朗 2391 1632 993 61% 

東區 2125 1532 929 61% 

油尖旺 1704 1190 710 60% 

荃灣 1 094 825 478 58% 

深水涉 1939 1444 813 56% 

大埔 1 457 1170 643 55% 

九龍城 2052 1494 816 55% 

沙田 1 733 1 595 880 55% 

中西區 1181 856 442 52% 

離島 271 137 71 52% 

黃大仙 2053 1562 785 50% 

南區 1 429 1129 498 44% 

總計 27635 20 628 12570 61 

資料來源：康文署的記錄 

一52 一 — 52 —

E

(c)

(b)
(d)= × 100%

(2002–03 )

(a) (b) (c)

82%

44%

27 635 20 628 12 570 61%



附錄F 

（參閱第 5.3 段） 

泳館類別 

類別 	 設施簡介 

第1類 	屬一般泳館，設有 50米主池、副池、跳水池、訓練池／習

泳池和兒童池 

第 2類 	泳館設有 50米主池、訓練池／習泳池、兒童池和附設大型

滑水梯及／或大型歷險嬉水設施的嬉水池 

第 3 類 	泳館設有小型嬉水池及／或較小型的歷險嬉水設施 

第4類 	泳館只設有嬉水池 

第 5 類 	泳館設有非標準池 

資料來源：康文署的記錄 

附錄F 

（參閱第 5.3 段） 

泳館類別 

類別 	 設施簡介 

第1類 	屬一般泳館，設有 50米主池、副池、跳水池、訓練池／習

泳池和兒童池 

第 2類 	泳館設有 50米主池、訓練池／習泳池、兒童池和附設大型

滑水梯及／或大型歷險嬉水設施的嬉水池 

第 3 類 	泳館設有小型嬉水池及／或較小型的歷險嬉水設施 

第4類 	泳館只設有嬉水池 

第 5 類 	泳館設有非標準池 

資料來源：康文署的記錄 

— 53 —

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