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啓德機場的綜合回顧



50年代初的啓德機場及其邊旁的建設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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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島東區 (筲箕灣及鰂魚涌)

九龍城寨



於50年代擴建中的機場跑道

正在開發中的九龍灣

1970年代所見的啓德機場客運大樓

當年第一代
名為珍寶機的
波音747客機



1980年代所見的啓德機場

2010所見啓德土地情況



2013

仍在興建中
的郵輪碼頭

安達臣發展
新區

2010所見啓德及其邊隣土地，現大致納入一個名為東九龍發展的規劃方案

彩雲發展新區

官塘區

九龍灣區



經過近七年位於赤鱲角的香港新國際機場落成啓用
後，位於九龍市區的啓德機場即時關閉，土地待完
成咨詢和規劃後，再作其他更全面的發展。

可惜，自1998年七月完成搬遷，啓德土地一直閒
置多年，至2010年後，才依照定案後的初期規劃，
陸續開始建設。

直至2018年末，完成了的項目約有百分之六十。
整個計劃，期望於2025年當啟德體育園，及相連
的幹道完工後，啓德發展基本可算完成。

自1998至2005年期間，啓德閒置的土地曾作一些
臨時用途，以下是一些例子：

• 一些政府部門的臨時用地

• 公共汽車/ 大巴停放場地

• 混凝土製作設施

• 短期出租作停車場、修車場、機械工場、可回
收物料場地、 建築物料倉庫

• 挖土泥石儲存場地

• 短期社區文娛活動空間

• 哥爾夫球練習場地



2005 所見的啓德用地情況

2000 – 2006 在跑道
末端的高爾夫球場地



2009 年所見的跑道末端，
土地已騰空準備興建郵輪碼頭

2005 - 2012 所見的啓德用地情況



2005 - 2012 所見的啓德用地情況

混凝土製作場在2012開始清拆



啓德土地/跑道作為材
料卸運碼頭/靠岸設施



2006 – 2010 停機坪
作為汽車停泊車場

2010



泥石材料儲存空間

2017



1999至2010年間進行了以下的工作，作為啓德土地
整理及環境提昇的前期安排：

• 解除機場控制及空管設施

• 拆除舊機場大樓

• 拆除舊機場相關設施，如維修庫、儲油庫、貨物
處理中心及其他支援服務設施

• 前期土地除污

• 部分臨時及新道路的舖設

搬遷初期 (1999) 所見的啓德用地情況



2001年所見的機場大樓

搬遷初期 (1999) 所見的啓德用地情況



2017

2011

2002年所見的啓德用地情況



2005年所見的啓德用地情況

2002年所見的
啓德用地情況



2010

2012



2013

正在興建中的郵輪碼頭

土瓜灣

九龍灣

九龍城

臨時泥石卸運碼頭



運輸帶路線

在啓德邊旁約3公里一個山坡正在進行平整 (2001 - 2008)，
開挖後的泥石，用運輸帶運送到啓德的臨時卸運碼頭處理。

客運大樓及邊旁的服務設施於 2006 年開始拆卸



2007



2017

The Kai Tak Nullah, one of the environmental hotspots in the redevelopment of Kai Tak



啓德土地與邊旁區域的
土地應用情況

從邊旁的九龍城區所見的啓德土地 (2008)



從邊旁的九龍城區所見的啓德土地 (2005)

從邊旁的九龍灣區所見的啓德土地 (2008)



從邊旁的九龍灣區所見的啓德土地 (2011)

從邊旁的土瓜灣區所見的啓德土地 (2010)



從邊旁的官塘區
所見的啓德土地

(2006)

在閒置期間啓德土地的
一些有趣的臨時用途



高爾夫球練習場 (2010)

香港飛行總會 (長期合約用地)







啓德土地埋藏著的歷史遺跡

因興建沙田至中環地鐵線， 在啓德近土
瓜灣站範圍內， 發現有兩個歷史遺跡，
第一個共掘出五個宋及清代古井及200
多個遺址，第二個發掘一個宋代方井，
另一個則保留了頗完整的宋代明渠和房
屋地基，亦有耕地、房屋地基及過千箱

陶瓷及錢幣。

宋皇臺石刻 (於1960年代初期
搬遷至現今的宋皇臺公園)



考古挖掘工作於2014-15 年在進行中







另一歷史遺址是建於晚清
的龍津橋， 由當年的海旁

直達九龍城寨



從衛星圖所見的啓德用地變化

2007



2010

2010
沙中線地鐵興建過程



2012
沙中線地鐵興建過程

2014
沙中線地鐵興建過程



2015
沙中線地鐵興建過程

Anderson Quarry 
Formation

South-East 
Kowloon 
Development

Choi Wan 
Formation

啓德及邊旁區域 (2010)



2010年所見啓德的
臨時土地應用情況



Design focus of the Kai Tak Development Plan 啓德發展計劃簡介

• Land area about 200 hectares.

• Development consists of large proportion of public open space, green area 
and sport-recreation-community facilities.

• A pedestrian promenade will be provided along the waterfront from To Kwa 
Wan up to Cha Kwo Ling.

• Linking through with environmental friendly transportation system 
integrating/merging into existing and future traffic network, including link 
bridges to Kowloon Bay and Kwun Tong, connection to future Central 
Kowloon Route, station for Shatin Central Link, or a possible regional light 
rail/mono-rail system.

• Majority of the developments are in medium-low density allowing spacious 
vision for hill-line and harbour view.

• Cruises terminal will be provided at the south-eastern tip of the previous 
runway with landscape and open space for public.

• The development will also include the following elements:

- a metro park, multi-purpose stadium complex, public housing, 
government office, hospital, limited private residential and 
commercial developments.

啟德發展計劃是一項規模宏大和相當繁

複的發展項目， 規劃範圍總面積逾320 

公頃， 包括前機場用地， 以及毗連九龍

城、黃大仙和觀塘一帶的腹地。經過全

面的規劃和公眾參與活動後， 啟德發展

計劃的最終方案糅合了社區、房屋、商

業、旅遊和基建用途。

註：1公頃 = 10000 平方米



海濱行人堤岸帶



土地用途規劃

公眾用地及園景規劃



啓德道路規劃及體育園佈局

啓德體育園

啓德相連交通規劃



部分代表性的啓德建設項目

https://www.ktd.gov.hk/tchina/programmeandprogress.html







啓德區一個河道/水質/環境優化項目

- 啓德河整體環境整治工程



2008所見未啓動整治
工程前部分的啓德明渠



位於德成街與彩虹道交界位置
的啓德明渠於工程展開前後的
所見 (2008 及 2016)







啓德明渠在太子道地底通過的情況及改道隧道

改造成暗渠的段落

明渠段落



2017所見的
園景裝置工作



2017所見的
園景裝置工作



啓德範圍涉及收集雨水/排洪的區段



特別經過綠化設計的淤泥清理站. 



未展開整治工程的啓德明渠

2015年啓德明渠施工期間所見的臨時明渠改道安排，並配合地下鐵路工程的展開

啟睛/德朗邨

樓換樓計劃房屋

煥然一居



2014 年所見的臨時明渠改道安排

Exiting nullah
to be diverted

temporary 
nullah

temporary roadway 
crossing the temporary 
nullah

2014 年所見的臨時明渠改道安排



2016 年所見的明渠改道及新渠管施工





2017所見的園景裝置工作



2014年所見的臨時明渠改道安排，
及配合地下鐵路工程的展開

2016



2017

啓德明渠接入九龍灣的段落 (2015)

新建的排洪暗渠





啓德明渠接入九龍灣的段落 (2016)



啓德跑道末端的郵輪碼頭
(2010 - 2013)



Site access to the Cruise 
Terminal as seen in 2011 

郵輪碼頭用海樁承托
而建造的泊位平台



Construction of the berth deck 
(December 2011)

2011



Construction of 
the terminal 
main structure 
as in Dec 2011

碼頭大樓是一個特
大 跨度的結構，
最大跨度超過 60米。

碼頭大樓是一個特 大 跨度的結構，
最大跨度超過 60米。



Views seeing the structural arrangement of the cruise terminal building. Long span and 
use of large amount of precast elements is one of the major features in construction



啓德近期的一些住宅項目發展



Kai Ching Estate

Tak Long Estate

North Apron of Kai Tung as seen in 2011
Foundation work for the Kai Ching & Tak Long 
Estate



2012興建中的啓睛及德朗邨 (公共房屋)



2017興建中的其他私人住宅發展項目

啓德近期的一些政府
或市政設施項目



於2018年落成的兒童醫院

於2017年落成的工業貿易大樓



預計於2023年落成的啓德體育園及都會公園

體育園將由設計台北大巨蛋的POPULOUS建
築師事務所，聯同關善明建築師事務所合作設
計，並由新世界發展轄下的協興建築承建。

臺北大巨蛋（Taipei Dome）是臺灣臺北市位
於信義區一座興建中的都市開發區。（現部分
區域已經劃為松山文創園區），由臺北市政府
以BOT模式交由遠雄集團旗下的遠雄巨蛋公司
興建與營運。主體為一座多功能室內體育館，
設有約40000坐位。



其他涉及啓德地段範圍的
一些大型交通基建項目





The overall alignment of Shatin-Central 
Link



啓德站

土瓜灣站

穿越啓德區內的地下鐵路 (原計劃於2018年通車)

此佈道因編幅所限，
暫此告一段落，再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