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私人遊樂場地契約政策檢討公眾諮詢  

公民黨意見書  

 

公民黨建議全面檢討並研究適量收回私人遊樂場地用地。雖然私人

遊樂場地契約的發展原是為了舒緩公共體育設施不足的壓力及推動

體育發展而設，公民黨亦絕對認同有關體育會過去的貢獻。惟發展

至今，私人體育會發展為私人會所的趨勢越來越明顯，包括收取昂

貴會費、發展大量商業活動等，遑論一般公眾更是難以使用有關設

施。公民黨認為有關情況反映私人體育會偏離宗旨，突顯其政策荒

謬。公民黨重申本建議書並非「仇富」，僅希望借此機會解決有關歪

風。  

 

現時，全港市民對土地需求日益嚴重的情況下，私人遊樂場地用地

竟可以象徵式地價租用，市民多年來不但被剝削使用有關土地，更

要不斷補貼佔地龐大、使用人數小的私人體育會發展，做法並不公

允。  

 

A.  將由「社區組織」及「私人體育會」持有的契約分開處理，並以

特殊用途契約 (而非私人遊樂場地契約 )處理由「社區組織」持有

的體育及康樂用地  

 

公民黨認同民政事務局將由社區組織持有的契約用地與私人體育會

分別處理，亦原則上同意契約期滿後，若得到相關政策局支持和行

政會議通過，可獲批新的特殊用途契約。但公民黨對民政事務局建

議以特殊用途契約模式有保留，並認為 21 年的初次批出年期及每次

可續期 15 年的年期太長。鑑於該 38 份契約期滿後實際上是獲得政

府續約，公民黨建議，參考 1968 年的私人遊樂場地租約問題諮詢委

員會報告書內的建議，這些契約在期滿後應獲批 10 年的特殊用途契

約，而其後每次最多可續期 10 年。公民黨亦認為，政府在續約前，

必須公開相關契約文本，以便公眾監察。  

 

同時，特殊用途契約內應保留並強化現時的開放設施計劃，即與私

人體育會的計劃一致。公民黨亦認為開放設施計劃有助部門監測及

掌握使用率等數據，不應豁免日後根據特殊用途契約續約的設施；

此外，鑑於有個別由社區組織持有的契約用地的體育及康樂設施的

使用率偏低，民政事務局在未來批出的契約內應加入條款，促使承

租人設法提高設施的使用率，並達至由康文署管理的同類體育設施



 

 

使用率水平；如使用率強差人意，政府當局亦應促使承租人採取措

施，例如降低收費、加強宣傳，或設立免費時段讓合資格的團體使用

設施等。  

 

B.  繼續沿用私人遊樂場地契約安排處理私人體育會持有的契約用

地，但須大幅修改契約條款以更切合支持體育發展和善用土地的

雙重需要   

C.  按私人體育會對推動本港體育發展的貢獻，考慮會否在契約期滿

後為它們續約  

 

公民黨認同民政事務局繼續以私人遊樂場地契約處理 27 幅私人體

育會持有的用地，但當局沒有審視設施使用率，只列出四項重要考

慮因素，公民黨質疑民政局未有處理如何有效運用土地資源的問題。

政府在考慮為私人體育會土地續約時，必須審視該設施使用率，並

設法促使私人體育會的設施使用率達至政府管理的同類型康樂設施

的使用率。例如根據康文署 2017 年年報，其轄下草地滾球場的使用

率為 42%，但同期九龍草地滾球會設施的平均使用率只有約 10%，

同區的九龍木球會設施的平均使用率更只有 3%，遠遜政府設施的使

用率，亦令公眾質疑是否真的要為這些使用率甚低的設施，繼續以

優惠地價向該等私人體育會提供土地。  

 

另外，公民黨質疑私人體育會場地設施能否紓緩公共體育設施的壓

力。根據不同私人體育會的季度報告及傳媒報導， 1上述設施的外來

團體平均使用率僅有 28%；公民黨亦發現多個位於九龍塘區的私人

體育會均設有網球賽事或訓練場地，但其使用率依然偏低。以油尖

旺區計算，公眾網球場有 10 個，但 11 所私人會所卻坐擁 29 個網球

場，惟有關使用率最低只有 10%。因此，公民黨建議政府當局在考

慮是否續約時，一併考慮該等私人體育會對推廣體育的貢獻，而非

單憑有否向外界提供場地。  

 

公民黨認為有關設施不但未能紓緩公共體育設施的壓力，亦對社區

推廣無甚作用，有關私人體育會卻能以特惠價格租用珍貴的地段，

並不乎合公眾期望。公民黨建議重新評估使用率低及重覆體育設施

的契約，考慮合併部分同區契約用地的體育設施並釋放部分用地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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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體育設施用途或重新規劃作其他發展。  

 

同時，公民黨反對沿用現時契約的續約年期安排與私人體育會續約。

公民黨建議，參考 1968 年的私人遊樂場地租約問題諮詢委員會報告

書內的建議，有關契約每次最多可續期 10 年。  

 

D.  向適合續約的私人體育會徵收十足市值地價的三分之一  

 

公民黨必須指出，現時政府當局建議只向私人體育會徵收十足市值

地價的三分之一，當中地價的計算方法已經沒有評估該等土地若作

其他用途的價值，低估該用地的潛在價值。私人體育會用地的地價

（未計算三分之一前）已經比政府批出的短期租約（大部份用作停

車場及貨物存放等用地）的租金和新界農地價錢更低。社會正熱烈

討論應否收回 341 公頃的私人體育會用地用作其他公共用途，政府

當局的建議等同容許私人體育會繼續以低廉價錢佔用土地。其次，

民政事務局從未交代徵收十足市值地價的三分之一的依據，只指出

若收取更高的地價有可能令私人體育會無法繼續經營。公民黨質疑

這是對私人體育會的第二重優惠，促請政府當局應盡快公布有關計

算地價的詳情，並提高收取的市值地價比例，而長遠目標應是收取

十足市值地價。  

 

公民黨絕不認同民政事務局所指，私人體育會若因收取十足地價而

無法繼續經營，將對香港社會和體育發展帶來相當負面影響，反而

如前文所述，部份私人體育會的體育設施比由康文署營運的設施的

使用率更低，令公眾質疑其對推廣體育的貢獻，甚至政府當局有偏

頗之嫌。因此，政府當局應鼓勵更多私人體育會透過開放其會員制

度及以低廉收費，讓更多市民使用其體育及康樂設施，令私人體育

會的設施更大眾化。若政府當局向私人遊樂場地契收取較高比例的

市值地價，將有更大的財政誘因令承租人轉為「半公共」性質的特殊

用途契約，若有私人體育會因此決定停止經營，政府當局則應收回

該等土地用作公共康樂或其他用途。  

 

另一方面，若私人體育會有能力繳交較高比例的市值地價，民政事

務局更不應只收三分一地價，並繼續透過加強開放時數計劃，令市

民能夠享用相關設施；   

 

 



 

 

另外民政事務局指現時私人體育會總共僱用約 2,400 名全職員工，

若眾多私人體育會關閉，將會令他們面臨失業或轉業。惟公民黨認

為，若政府當局成功促使該等私人體育會轉為「半公共」性質，這些

員工可繼續獲聘，同樣亦不會大幅減少本港所提供的體育及康樂設

施。  

 

E.  規定私人體育會須向合資格外界團體開放其體育及康樂設施總

量的 30%，並與體育團體合辦公眾人士可參與的體育活動每月最

少 240 個活動時數  

 

公民黨指出民政局建議增加開放時數至 30%的政策明顯是在玩弄數

字遊戲。根據民政局的回覆 2，2017 年合資格外界團體實際租用的體

育設施總時數佔可供合資格外界團體實際租用的體育設施總時數僅

為 31%。  

 

就現時私人遊樂場地契約下的開放計劃的文件顯示，大多私人體育

會開放的時間及收費均不切合外界團體的期望，如以清水灣鄉村俱

樂部為例，其 18 洞高爾夫球設施只於平日開放 2 小時，收費為每人

900 元，相反，政府滘西洲高爾夫球場全日通行證則只需 360 元；另

外香港鄉村俱樂部的網球設施亦只於平日開放，包括中午 12 時至 3

時及晚上 9 時至 10 時，每人收取 70 元，相比康文署提供的場地每

場每小時 17-57 元的價格為高。  

 

根據民政局提供的季度報告顯示，雖然團體需按規定開放體育設施，

惟有關實際租用率一直偏低，更有體育會全年均沒有團體租用，有

關體育會亦沒有提供任何宣傳計劃。  

 

公民黨質疑即使民政局要求增加開放時數至 30%，如開放時間及收

費均由體育會決定，加上可供外界團體使用的時間相對「雞肋」，增

加開放時間根本無助增加實際使用率，亦無針對外界團體的實際需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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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釐定私人遊樂場地契約可容許的體育配套設施及附屬設施清單  

 

公民黨質疑，大多私人體育會的主要收入來源是餐飲、停車場租金

或麻雀耍樂等非體育活動，每年更錄得至少千萬盈餘。公民黨認為

以其他收入來源補貼體育活動開支是無可厚非，但現時不少私人體

育會的主要業務並不是向公眾推廣體育活動，而是成為會員的娛樂

消遣場所，難免有「掛羊頭賣狗肉」之嫌。根據政府提供季度報告中

顯示，至少一半的的私人體育會的商業收益比體育活動收益為多：

以香港中華遊樂會為例，其牌房收入為 170 萬元、按摩室收入為 58

萬元、餐飲收入則超過 2000 萬元，商業收入比率為 56%，但全年體

育設施平均使用率只有 27%；  

 

另外，渣甸山居民協會的商業收入比率竟達 77%，其中大部分收入

近 1000 萬元更是來自餐飲服務，而全年體育設施平均使用率僅有

10%，體育活動收入則只有 20 多萬元，當中租借藍球場每年收入只

有 100 元，以每小時場地租金為 40 元計算，即有關體育會全年只進

行了 2.5 場藍球活動，體育活動收入與商業收入完全不成比例。  

 

公民黨對有關數字感到驚訝及荒謬，更質疑有關會所「以體育作包

裝」，實以市民資產補貼商業活動，何來對本港體育發展有很大貢獻。  

 

G.  加強對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的監察及承租人的企業管治   

 

政府當局要求所有私人遊樂場地契約承租人必須提交季度報告，根

據民政局提供的季度報告顯示，大部分季度報告參次不一，不少契

約承租人只要選取「不適用 (No Applicable)」就可免去提供使用率數

據，其中更不用給予任何原因。  

 

另外，政府當局的年度巡查更是令人不能接受，多間私人體育會持

續漏報設施及數據長達 5 年，巡查小組多番巡視亦未能察覺。同時，

根據私人遊樂場地契約，有關的私人體育會必須招待會員。公民黨

獲悉有私人體育會竟然接待非會員，涉嫌違反有關契約。  當中渣甸

山居民協會的兩間餐廳包括「渣甸山小廚 Jardine Kitchen」及「法國

雪山咖啡 Le Cafe Du Mont Blanc」內均註明「非會員必需先辦理入

會手續」，惟兩間餐廳均沒有為食客登記，更指「可（借）用另一個

會員資料」，會員制度形同虛設。公民黨質疑巡查的成效，並直指對

有關監察沒有信心。   



 

 

公民黨要求當局必須加緊巡查，同時對於屢次違規的私人體育會，

需考慮收回有關土地。  

 

就此公民黨要求有關當局必須收緊季度報告要求：  

1.  收緊季度報告，要求承租人如無特殊原因，必須提供設施使用率

及收費數據，並在季度報告內刪除表格「不適用  (Not applicable)」

的選項；    

2.  提高對資料的要求，政府應該為各類設施設立統一的使用率計算

準則，  並公布有關準則，同時要求承租人提交資料時必須依照

該準則；    

3.  更改季度報告條款，承租人提交季度報告時需同意讓政府公開報

告。   

 

對於有關規管發售及買賣新債券的條款及增加透明度的措施，公民

黨支持相關建議。  

 

H.  釐定審批新康樂及體育用地申請的原則   

 

公民黨認同撤銷新界市鎮和郊區之間的分別，亦同意原則上不應考

慮新的私人遊樂場地契用地申請的建議。但就社區組織而言，公民

黨認為相關特殊用途契約應與上述社區組織續約年期的建議一致，

即初次為期  10 年，而其後每次最多可續期 10 年。  

 

總結  

 

公民黨理解私人遊樂場地契約原為鼓勵體育發展，並絕對認同有關

體育會過去的貢獻，惟過去多年政府一直缺乏監察，對相關問題亦

置之不理。政府一直推卻指私人體育會對本地體育發展有深遠影響，

對體育  「普及化」、「精英化」、「盛事化」有重大貢獻，惟有關準則

難以量化，政府更是沒有一貫指標。更甚是種種證據均顯示這些私

人體育會有「私有化」、「商業化」、「特權化」的問題，公民黨必須再

次重申本建議書並非「仇富」，而是反對不公義的公共資源運用。現

時，全港市民對土地需求殷切，這些私人體育會以特惠地價租用大

量土地，市民卻未能享用有關設施及服務，以公帑惠及一小撮特權

人士，對社會大眾極為不公。  

 

 



 

 

就此，公民黨對私人放樂場地契約的去向有以下建議：  

(一 )  政府應考慮收回部分私人體育會契約土地另作用途，包括佔

地大會員少丶屢次違規丶體育設施使用率低及多有重覆體育設施的

私人體育會；  

(二 )  政府可考慮協助更多私人體育會轉型至半公開性質，使更多

公眾可享用有關體育設施，並促請政府當局應盡快公布有關計算地

價的詳情，及提高收取的市值地價比例，而長遠目標應是收取十足

市值地價；  

(三 )  檢討將增加開放時數至 30%是否有效，考慮與有關私人體育會

訂立特定的開放時數予合資格團體使；  

(四 ) 檢討現時民政局批准的康樂及附屬設施是否導致私人體育會

現時側重發展商業活動而忽略體育活動；  

(五 )  建議成立體育基金，規定私人體育會的康樂及附屬設施中的部

分收入撥至基金內以支援體育界的發展；  

(六 )  民政局必須嚴肅跟進及檢討有關季度報告及年度巡查問題。  

 

同時，公民黨提醒行政會議內多人持有私人體育會會籍 3，在小組作

總結時有關委員必須避嫌。公民黨再次重申香港土地為社會的珍貴

資源，絕不能以社會資源補貼少數人享樂之用。  

 

2018 年 9 月  

公民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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