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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應否申辦 2023 年亞洲運動會？  

 

引言  

主辦 2009 年東亞運動會（東亞運）給香港留下

了寶貴經驗。我們見證了香港運動員的驕人成就：他們

憑藉“主場＂之利，獲得社會各界鼎力支持，在各項賽

事中屢創佳績。得獎運動員的數目創出新高，他們在頒

獎台上接受最高榮譽時，背後的香港特區區旗迎風飄

揚，此情此景捕捉在攝影機的鏡頭下，亦在市民腦海中

留下美好回憶。一股強烈的自豪感在公眾心中油然而

生，非筆墨所能形容，亦非金錢可以量度。  
 
2. 東亞運成功提升了本地青年運動員的表現、鼓

勵市民參與體育活動，並改善了體育設施及場地－  這
些都是政府發展及推廣體育長遠政策的內容。這套政策

旨在培育本地精英運動員，幫助他們不斷提升實力，挑

戰極限；同時鼓勵公眾參與體育活動，實踐健康生活模

式；以及鞏固香港作為區內國際體壇盛事中心的地位。

舉辦大型國際盛事有助這些政策目標在較短時間內落

實。  
 
3. 過去數年，政府逐步增加資源落實長遠的體育

政策目標。我們已增撥資源建造新的體育場地、讓各體

育總會發展其運動項目，以及協助香港體育學院培育精

英運動員。就以場地為例，自 2005 年至今，政府已在

不同地區完成超過 35 億元的體育設施建造或改善工

程。這些投資將為我們的下一代帶來莫大裨益：不僅有

助他們按自己的喜好鍛鍊技術、培養健康的生活模式，

亦可以享受觀賞國際大賽的喜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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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在 2006 年，政府採取進一步的措施推動香港的

體育發展。政府把握推行新啟德發展計劃的良機，建造

日後的體育活動中心，例如啟德多用途體育館。新體育

館設有多個場地，可供不同種類的體育活動使用。規劃

工作已經展開，竣工日期初步預計為 2019 年。  
 
5. 2023 年亞洲運動會（亞運會）現接受申辦，我

們認為這是落實長遠體育政策目標的另一機遇。不過，

我們亦注意到作出有關決定時必須考慮其他因素。本文

件旨在分析主辦亞運會的潛在成本和效益。歡迎你就此

發表意見。  
 
 

I. 何謂亞運會？  

 
6. 亞運會每四年舉辦一次。來屆亞運會定於 2010
年 11 月在廣州舉行，共設 42 個比賽項目（項目清單載

於附件 A，當中包括 28 個奧運會項目和 14 個亞運會項

目）。預計將有 11 000 位運動員和職員、 1 000 位貴賓

和技術代表、 247 000 至 347 000 位觀眾，以及 4 800
位傳媒工作者參與亞運會。   
 
7. 更多有關亞運會的背景資料，包括亞運會的歷

史，以及香港參與亞運會的紀錄和成績，已上載於申辦

亞運會的網站 (www.asiangames.hab.gov.hk)。  
 



 
 

3 

 

II. 香港申辦 2006 年亞運會的經驗  

 
8. 2000 年 6 月，中國香港體育協會暨奧林匹克委

員會 (港協暨奧委會 )在特區政府的支持下，向亞洲奧林

匹克理事會 (亞奧理事會 )提出申辦 2006 年亞運會，但

最終由卡塔爾多哈取得主辦權。  
 
9. 雖然香港未能取得 2006 年亞運會的主辦權，但

我們在籌備過程中成功凝聚市民的支持，而市民亦因此

更加關注運動的重要性，以及本地運動員的成就。我們

亦檢視了香港當時所擁有的體育設施，以及評估未來體

育發展的需求。  
 

III. 為何香港應考慮再次申辦亞運會？  

 
10. 香港首次申辦亞運會至今已超過十年。這些年

來，香港體育持續發展，我們更順利舉辦了 2009 年東

亞運這項大型國際綜合運動會，且成績美滿。因此，社

會上有意見認為現在是考慮再次申辦亞運會的適當時

機。  
 
11. 對於香港體育的長遠發展，我們有三個清晰的

策略方向─  
 

 協助精英運動員追求卓越；  
 在社區建立熱愛體育運動的文化；以及  
 提升香港作為國際體壇盛事中心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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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已增撥更多資源以達成上述目標。更多香港精英運

動員取得優異成績。截至 2010 年 6 月，有 32 名分別參

與 7 個體育項目的香港運動員打入世界前 20 名位置；

29 名參與 6 個體育項目的運動員位居亞洲前 10 名。香

港殘疾運動員的表現亦十分出色：他們在 2009-10 年度

先後贏得 4 項世界冠軍和 2 項亞洲冠軍。我們會在未來

數年興建和改善更多體育設施，包括將軍澳室內單車

場，以及重建後的旺角大球場和維多利亞公園游泳池場

館等。  
 
12. 香港成功主辦 2008 年奧運馬術比賽和 2009 年

東亞運，證明我們有能力和社會資源籌辦國際大型體育

活動，而從主辦上述兩項大型體育活動中汲取的經驗，

對我們日後舉辦同類盛事亦大有幫助。  
 

IV. 主辦亞運會可帶來的好處  

 
13. 爭奪國際大型體育盛事主辦權的過程不但備受

注目，而處且競爭激烈。不少城市及國家明白舉辦這類

盛事可帶來不少好，會投入大量資源去奪取主辦權。舉

辦體育盛事的好處一般可分為三大類：推動體育發展、

加強社會凝聚力，以及刺激經濟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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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育發展  

14. 按主辦 2009 年東亞運的經驗，大型國際體育盛

事可提升體育在社會上的關注、鼓勵運動員藉 “主場 ”
之利爭取佳績，同時增强公民自豪感。當局為配合高水

平賽事的需要而改善體育設施，可為精英運動員和公眾

提供更好的運動場地，有助推動體育發展。舉辦體育盛

事往往可增加市民對參與體育活動的興趣，對促進健康

及提高生活質素大有裨益。  
 
(a) 提升運動員的表現  
  
15. 香港隊在 2009 年東亞運取得空前佳績，總共贏

得 110 面獎牌，遠遠超越上屆贏得 13 面獎牌的紀錄。

2009 年東亞運結束後，香港體育學院向參與精英運動

員訓練計劃的運動員和教練進行調查，他們均認為 “主
場 ”優勢是香港隊成績突飛猛進的重要因素。  
 

香港贏得的獎牌數目  年份  東亞運主辦

城市  金  銀  銅  獎牌總數  
1993 上海  1 2 8 11 
1997 釜山  1 2 2 5 
2001 大阪  3 1 3 7 
2005 澳門  2 2 9 13 
2009 香港  26 31 53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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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改善體育設施  
 
16. 各地城市的常設體育設施一般難以應付國際大

型綜合運動會所需。以亞運會為例，在大約兩星期的賽

程內，會有超過 11 000 名運動員參與多項體育賽事。

為各項賽事提供適當場地，主辦城市通常會採用雙管齊

下的策略，即一方面興建新的體育設施，另一方面改善

原有設施，以符合高水平賽事的標準。  
 
17. 如香港決定申辦亞運會，我們會小心研究如何

提供既符合亞運會要求，又有利香港體育發展的設施。

興建新場地尤其能夠鼓勵更多市民參與體育活動，並為

精英運動員提供更多訓練計劃及比賽機會。我們的初步

評估顯示，除了利用現有設施舉行亞運會賽事外，我們

亦可使用（並按情況加以提升）多項未來計劃興建的體

育設施。下文第 30 至 33 段會詳細交代我們的場地策略。 
 
(c) 公眾參與體育活動  
 
18. 舉辦大型體育活動可加深公眾對運動益處的認

識，同時鼓勵市民養成定期參與體育活動。迎接大型運

動會的前奏活動，可讓全港市民以參加者、觀眾或組織

者的身分直接參與。投入這類活動既可建立市民定期參

與體育活動的信心，亦有助推動市民長期鍛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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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凝聚力  

 
19. 舉辦大型運動會可展示主辦城市在組織和效能

方面已具備與國際最高標準看齊的實力，並且提高公民

自豪感，加強社會凝聚力。 2009 年東亞運的規模雖然

不及亞運會，但仍吸引到大批觀眾欣賞賽事，不少人更

特別為香港和中國內地的運動員打氣。運動員的表現為

比賽場地掀起熱烈的氣氛，而在賽事舉行期間及結束

後，整個社會都為他們的優秀表現而着迷。根據中央政

策組近日所做的一項民意調查，81%的受訪市民為香港

運動員在東亞運的表現感到自豪，另有 74%的市民認為

香港主辦東亞運是正確的決定。  
 
20. 香港如主辦亞運會，相信會對香港人的士氣帶

來更大的鼓舞；而主辦殘疾人亞運會（緊接亞運會舉行）

將進一步提振士氣，並可凸顯本地殘疾運動員激勵人心

的角色，以及充分肯定殘疾人士對社會的貢獻。  
 
經濟活動  
 
21. 主辦亞運會可帶來商機、鼓勵遊客消費和增加

就業機會，為香港帶來直接和間接經濟收益。主辦亞運

會既有助提高市民對體育的興趣，亦會吸引遊客到訪。

我們預計亞運會將創造大量職位，並可鞏固香港作為體

育盛事之都的形象。國際社會亦將因此而加倍留意及認

同香港作為國際金融中心、及亞洲國際都會的獨特地

位，刺激入境旅遊業和相關各業。這些可長遠帶來的好

處難以準確量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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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至於可以量化的好處，我們已聘請顧問公司進

行研究。顧問根據歷屆亞運會的經驗，預計主辦亞運會

可直接／間接創造約 10 450 至 11 170 個職位，並會吸

引約 49 000 至 69 000 名遊客訪港。按現時的價格水平

計算，可量化的經濟收益估計可達 4 至 6 億元。  
 

V. 主辦亞運會的潛在成本  

 
23. 亞運會一般歷時兩星期，來自 45 個國家或地區

超過 11 000 名人士將參與 35 至 40 項不同項目的賽事。

舉辦亞運會需要投入龐大資金。我們必須提供交通、保

安、傳媒支援、醫療服務、科技及通訊等基本服務，並

確保場地質素和容量能夠配合亞運會的規模。此外，我

們亦要為主辦緊隨亞運會舉行的殘疾人亞運會作好準

備。按現時的價格水平計算，我們預計主辦亞運會的總

直接成本約為 137 至 145 億元，當中包括 32 至 40 億元

的運作開支，以及 105 億元的資本開支。  
 

運作開支   

 
24. 亞運會和亞洲殘疾人運動會的運作開支十分龐

大，而社會及公務員隊伍亦須投入大量人手應付有關工

作。我們需要在亞運會舉行前，提早數年成立全職籌備

小組，負責各項規劃及協調工作。按現時的價格水平計

算，初步估計亞運會的運作開支約為 32 至 40 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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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部分運作開支可透過門票和商品銷售，以及贊

助等方式抵銷。據顧問的初步估計，並按現時的價格水

平計算，這方面的收入約為 7 至 8.6 億元。換言之，即

使各方合力進行市場推廣，有關收入仍難以完全抵銷運

動會的開支。  
 

資本開支  

 
26. 除應付亞運會的運作開支外，我們亦要為提供

合適的亞運會場地而支付資本開支。這些設施可配合香

港體育發展的長遠需要，為本港運動員提供更佳的訓練

場地，在亞運會結束後提供給普羅市民、青少年及學生

等持續享用，所以是為我們的未來作出投資。  
 
27. 今年的廣州亞運會將為場地容量創下一個更高

標準。以室內體育館為例，廣州將動用 11 個每個可容

納 4 000 名觀眾或以上的場館。相比之下，2006 年多哈

亞運會的比賽場地，大部分只能容納 2 000 名或以下的

觀眾。有一點要注意的是，今屆亞運會設有 42 個比賽

項目，但亞奧理事會規定由 2014 年起，比賽項目將減

至 35 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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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香港目前只有一個可容納 4 000 名以上觀眾的

永 久 室 內 體 育 館 ─ 香 港 體 育 館  ( 現 有 座 位  12 500 
個 )。不過，多哈的例子證明，即使未能提供相當於廣

州亞運會的座位數目，我們仍可舉辦一個高水平的亞運

會。我們必須確保新建的比賽場地對香港體壇具有長遠

價值，日後亦可用作訓練及比賽用途，或供公眾使用，

以符合長遠經濟效益。我們應基於本身的情況，及相關

因素（包括可供使用的土地；建造、管理及保養開支；

以及有關設施在亞運會結束後的使用率）來決定如何為

亞運會提供比賽場地。  
 
29. 香港申辦 2006 年亞運會時，我們建議善用現有

場地和設施。當時並未計劃興建新的體育場地；而是建

議在經過適當改良的現有場地，或經臨時改裝的展覽場

地舉行所有賽事。  
 
30. 我們正研究各項有關興建啟德多用途體育館的

事宜。假設以規劃中的啟德多用途體育館作為亞運會的

主要比賽場地，並考慮到可利用上文第 11 段提及的多

項興建中的體育設施，以及盡量避免有關設施在亞運會

結束後淪為 “大白象 ”工程，我們的評估是不用專為亞運

會而興建全新場地。取而代之，我們建議採取三管齊下

的策略：  
 
(a) 善用現有的政府及非政府體育設施─我們需要在這

些場地安裝臨時座位和配套設施，並提供目前欠缺

的某些專門設施（例如傳媒採訪室、貴賓室和熱身

場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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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擴充及提前興建已規劃的體育館以達至舉行亞運會

的標準─這些設施包括三個已長遠規劃在不同地區

興建，並已預留用地的室內體育館。  
 
(c) 加快研究可作重建或新建的項目─這些項目包括一

些較舊或已過時體育設施的長遠重建規劃，以及一

些早已預留用地作體育館及運動場用途的新設施發

展計劃項目。  
 
31. 附件 B 列出了 28 個奧運會項目，以及擬議中

的 7 個非奧運會項目的建議比賽場地。我們對場地需求

的初步評估顯示，按現時的價格水平計算，上文第 30(a)
及 (b)段所述工程（包括現有設施的臨時改裝工程，以

及為符合亞運會標準而對規劃中的新場地進行提升工

程，亦即那些為了主辦亞運會而規劃及推行的工程／項

目）的直接資本開支約為 105 億元。這筆開支預計會在

未來 10 至 13 年內攤付。在推展這些設施的規劃工作

時，我們會致力減少它們淪為 “大白象 ”工程的風險，並

會在亞運會結束後，善用這些設施以舉辦其他國際體育

活動及進行精英體育訓練。  
 
32. 啟德多用途體育館及其他長遠規劃項目（請參

考上文第 30(b)及 (c)段）的用地早已確立用作興建／重

建用途，以滿足社會的需要。這些不是只為亞運會而興

建的項目的建造成本預計約為 301.7 億元。但為了在

2023 年舉辦亞運會，我們必須在既定時限內推展這些

項目（分項數字載於附件 C）。事實上，無論香港是否

主辦亞運會，我們也會考慮規劃興建這些有助香港長遠

體育發展以及滿足社會需要的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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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除了上文第 30 段所述的建議場地，我們亦會考

慮與鄰近城市（例如內地城市或澳門）合辦一至兩個在

香港找不到合適場地舉行的比賽項目，以及在經過臨時

改裝的非體育或展覽場地舉行少數賽事。我們估計有關

開支只佔總開支的極少部分。  
 

其他開支  

 
34. 主辦亞運會須提供設有約 3 000 個單位的 “選手

村 ”，以接待參賽代表團，而有關開支亦屬於總資本開

支的一部分。安排住宿設施可能涉及直接成本和機會成

本，視乎提供住宿的方式而定。為了減少所需的資本開

支，並在考慮過保安、交通、後勤支援等多方面的要求

後，我們在申辦 2006 年亞運會時曾提出，政府可要求

一個私人住宅項目的發展商在向買家交付單位之前，容

許把單位闢作 “選手村 ”，但政府須就有關用地收取較低

的地價，以換取發展商推遲銷售計劃、在發售單位前展

開復原工程，以及減低建築設計靈活度。我們建議申辦

2023 年亞運會時採用相同的做法。我們正研究把市區

及新界一些用地撥作上述用途，稍後會就減免地價的金

額作出評估。  
 
35. 除了直接的運作及資本開支外，在評估香港應

否申辦亞運會時，亦要考慮其他相關的開支，包括在亞

運會結束後，管理及保養經提升的體育設施所涉及的額

外人手及開支；以及社會各界為支持亞運會所付出的額

外社會資源。雖然這方面的開支部分難以量化，但在亞

運會結束後管理及保養經提升體育館的額外經常開

支，預計約為每年 1,560 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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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 其他考慮因素  
 
為何選擇 2023 年？  
 
36.  申辦 2023 年而非 2019 年亞運會的原因包括－   
 

(a) 我們會有更多時間興建既符合香港體育發展需

要，又適合舉行亞運會賽事的體育場地；  
 

(b) 培訓初級運動員成為國際級選手，需要長遠的

策劃及投資。如主辦 2023 年亞運會，我們可為

運動員的培訓工作訂定清晰的目標，務求在亞

運會上爭取佳績；以及  
 

(c) 由於 2019 年之前的兩屆亞運會均在東亞地區

舉行（ 2010 年在中國廣州，而 2014 年則在韓

國仁川），同屬東亞區的香港奪得 2019 年亞運

會主辦權的機會或因此受到影響。位處其他地

區（即中亞、南亞、東南亞和西亞地區）的成

員國或地區奪得 2019 年亞運會主辦權的機會

似乎較大。  
 

對環境的影響  
 
37. 如決定申辦亞運會，外界或會質疑香港的空氣

質素是否符合運動員及國際社會對世界體育盛事的期

望。我們會研究最恰當的環保措施，並確保任何新建或

經提升體育場地的設計及運作，均可在合理的預算內達

至最高的能源效益標準。至於日後的體育活動及亞運會

場地建造期間對環境的影響，亦會根據適用的環保法例

及標準處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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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I. 我們的評估  

 
38. 整體而言，主辦亞運會可為香港帶來明顯的好

處。儘管這些好處大多難以準確量化，但透過舉辦亞運

會，我們能夠提供更好的體育設施讓市民參與體育活

動、提倡健康生活、提升運動員的水平、推動本地體育

發展、加強社會凝聚力，以及鞏固香港作為亞洲國際都

會及國際體育盛事之都的地位。當有關體育場館相繼落

成後，我們預計將可吸引更多國際大型運動比賽在香港

舉行，為香港帶來更多直接和間接經濟收益。在亞運會

正式舉行前，本港運動員及市民將熱切期待比賽的蒞

臨，在體育界及社區產生濃厚的體育氛圍和追求卓越的

決心，這種社會凝聚力將會在亞運會結束後延續下去。

成功主辦亞運會亦可展示我們籌辦大型活動的能力、管

理水平、運動員的成就及潛能、香港社會的多元化及活

力，以及為香港體壇及社區留下傳承項目的好處。主辦

亞運會可為我們和我們的下一代帶來極多有形及無形

的利益，為我們的未來作出精明的投資。然而，我們注

意到主辦亞運會可能涉及龐大的社會及財政開支，更明

白需要與體育界及其他持份者通力合作，透過審慎的規

劃和籌備，在合理的預算內舉辦最高水平的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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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II. 你的意見  
 
 
39. 本諮詢文件概括了香港申辦 2023 年亞運會的主

要考慮因素。懇請您與我們分享您對申辦亞運的看法，

並歡迎您回答以下問題─  
 

 您認為透過主辦亞運會是否可提升本

地運動員的表現水平？  
 

 您認為主辦亞運會會否成為香港體育

發展的重要里程碑？  
 

 基於開支及其他相關因素，申辦 2023
年亞運會是否符合香港在體育發展、

社會及經濟方面的整體利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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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市民的支持對香港申辦亞運會極其重要，因

此，我們希望市民踴躍提出意見。您可以直接去信下列

地址，或加入我們的網上論壇發表意見，詳情請瀏覽民

政事務局網站www.asiangames.hab.gov.hk。  

 
41. 由於提交正式申辦文件的限期為 2011 年 2 月

15 日，請於 2010 年 12 月 1 日前提出您的意見，以助

我們決定是否正式申辦亞運會。  
 
 
 
 
 
民政事務局  
申辦亞運專責小組  
灣仔告士打道 5 號  
稅務大樓 41 樓  
傳真號碼： 2877 9380 
二零一零年九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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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 A  

 

亞洲運動會背景資料  

 
亞洲運動會（亞運會）是亞洲最大規模的綜合運動會。 
 
亞運會是在國際奧林匹克委員會監察下，受亞洲奧林匹

克理事會（亞奧理事會）規管。首屆亞運會於 1951 年

在印度新德里舉行。第 16 屆亞運會定於 2010 年 11 月

12 至 27 日在中國廣州舉行。  
 

比賽項目  

 
亞運會的正式比賽項目必須包括奧林匹克運動會（奧運

會）全部 28 個項目。亞運會的比賽項目須獲亞奧理事

會批准。  
 
2016 年奧運會的 28 個比賽項目為─  
 

田徑 水上項目 射箭 羽毛球 籃球 拳擊 

皮划艇 單車 馬術 劍擊 足球 高爾夫球 

體操 手球 曲棍球 柔道 現代五項 賽艇 

欖球 帆船 射擊 乒乓球 跆拳道 網球 

三項鐵人 排球  舉重 摔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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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亞運會主辦國家或地區可以舉辦獲得亞奧理事會

承認的非奧運會項目。廣州亞運會有 14 個非奧運會項

目，包括棒球、保齡球、桌球、卡巴迪、空手道、板球、

藤球、壁球、武術、棋類、龍舟、滾軸運動、壘球及體

育舞蹈。這是龍舟、滾軸運動和體育舞蹈首次成為亞運

會的正式比賽項目。  
 
亞奧理事會已決定有需要自 2014 年起精簡亞運會。從

2014 年韓國仁川亞運會開始，比賽項目最多 35 個，包

括 28 個奧運會項目和 7 個非奧運會項目，以反映亞洲

五大區（東亞、東南亞、南亞、中亞及西亞）不同的體

育文化。  
 
按照香港運動員具備的相對優勢，我們建議 2023 年亞

運會加入以下 7 個非奧運會項目：保齡球、板球、桌球、

體育舞蹈、空手道、壁球及武術。  
 

主辦城市  

 
亞奧理事會規定，如要申辦亞運會，須由其屬下成員國

家或地區的奧林匹克委員會（成員奧委會）提出，並於

亞奧理事會周年大會上由各成員奧委會投票選出。在挑

選主辦城市時，成員奧委會將考慮各申辦城市的能力和

經驗等多項因素，包括比賽場地的水平、接待參賽隊伍

的選手村、當地氣候、交通配套、治安狀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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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與國家或地區  

現時，亞奧理事會轄下有 45 個成員奧委會─  
 

東亞 東南亞 南亞 中亞 西亞 

中國 文萊 阿富汗 哈薩克斯坦 巴林 

朝鮮民主主義

人民共和國 

 

緬甸 孟加拉國 吉爾吉斯坦 伊朗 

中國香港 印度尼西亞 不丹 塔吉克斯坦 伊拉克 

日本 老撾 印度 土庫曼斯坦 約旦 

韓國 馬來西亞 馬爾代夫 烏茲別克斯坦 科威特 

中國澳門 菲律賓 尼泊爾  黎巴嫩 

蒙古 新加坡 巴基斯坦  阿曼 

中華台北 泰國 斯里蘭卡  巴勒斯坦 

 越南   卡塔爾 

 柬埔寨   沙特阿拉伯 

 東帝汶   敘利亞 

    阿拉伯聯合

酋長國 

 
    也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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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洲運動會歷史及香港獎牌數字  

香港獎牌數字  
屆別  年份  主辦城市／國家  參賽國家／

地區數目

比賽  
項目  

運動員  
數目  金  銀  銅  總數

1 1951 新德里／印度  11 6 489 - - - - 
2 1954 馬尼拉／菲律賓  19 8 970 0 0 1 1 
3 1958 東京／日本  16 13 1 820 0 1 1 2 
4 1962 雅加達／印尼  12 13 1 460 0 2 0 2 
5 1966 曼谷／泰國  16 14 1 945 0 0 1 1 
6 1970 曼谷／泰國  16 13 2 400 - - - - 
7 1974 德黑蘭／伊朗  19 16 3 010 - - - - 
8 1978 曼谷／泰國  19 19 3 842 0 2 3 5 
9 1982 新德里／印度  23 21 3 411 0 0 1 1 

10 1986 首爾／韓國  22 25 4 839 1 1 3 5 
11 1990 北京／中國  36 29 6 122 0 2 5 7 
12 1994 廣島／日本  42 34 6 828 0 6 7 13 
13 1998 曼谷／泰國  41 36 6 554 5 6 6 17 
14 2002 釜山／韓國  44 38 7 711 4 6 11 21 
15 2006 多哈／卡塔爾  45 39 9 520 6 12 11 29 
16 2010 廣州／中國  45 42 待定  待定 待定 待定 待定

17 2014 仁川／韓國  待定  待定  待定  待定 待定 待定 待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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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B 

28 個奧運會項目和擬議中的  
7 個非奧運會項目的擬議比賽場地清單  

 
─ 28 個奧運會項目  
 
體育項目  擬議場地  

1) 維多利亞公園游泳池場館  水上項目  
2) 鄰近城市  

射箭  大坑東遊樂場  
田徑  啟德多用途體育館  
羽毛球  香港體育館  

1) 在新規劃的體育館舉行預賽 # 
2) 提升規劃中的新體育館以舉行預賽 * 

籃球  

3) 在香港體育館舉行決賽／準決賽  
拳擊  會議／展覽場地  
皮划艇  城門河水上活動中心  

將軍澳室內單車場  單車  
香港賽馬會國際小輪車場  

馬術  騎術中心  
劍擊  會議／展覽場地  

1) 在香港大球場舉行決賽／準決賽  
2) 小西灣運動場  
3) 旺角大球場  
4) 元朗大球場  
5) 將軍澳運動場  
6) 城門谷運動場  

足球  

7) 香港仔運動場  
高爾夫球  高爾夫球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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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育項目  擬議場地  
體操  啟德多用途體育館  
手球  提升規劃中的新體育館 * 
曲棍球  新規劃的運動場 # 
柔道  伊利沙伯體育館  
現代五項  香港體育學院  
賽艇  城門河水上活動中心  
欖球  香港大球場  
帆船  遊艇會／泳灘  
射擊  望后石射擊場／鄰近城市  
乒乓球  會議／展覽場地  
跆拳道  伊利沙伯體育館  
網球  經重建／重置的網球場 # 
三項鐵人  大美督水上活動中心及船灣淡水湖主壩  

1) 在新規劃的體育館舉行預賽 # 
2) 提升規劃中的新體育館以舉行預賽 * 

排球  

3) 在香港體育館舉行決賽／準決賽  
舉重  馬鞍山體育館  
摔跤  馬鞍山體育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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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議中的 7 個非奧運會項目  
 
體育項目  擬議場地  
保齡球  保齡球中心  
板球  天光道運動場  
桌球  會議／展覽場地  
體育舞蹈  會議／展覽場地  
空手道  伊利沙伯體育館  
壁球  香港壁球中心  
武術  會議／展覽場地  
 
# 建造新規劃／重建體育設施的可能選址：東區、九龍

城區、深水埗區、荃灣區和灣仔區  
 
* 提升規劃中體育設施的可能選址：沙田區、大埔區和

元朗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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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C 

為香港長遠體育發展而推行的項目的資本開支分項數字  
 
 

 億元  
(a) 擬議啟德多用途體育館的建造成本  197 
(b) 兩個新體育館的建造成本  47.3 
(c) 一個新運動場的建造成本  16.2 
(d) 重建／重置一個網球中心的建造成本  33 
(e) 三個新體育館在提升規格前的建造成本  8.2 

  
總額 301.7 

 (按現時

的價格水

平計算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