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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跑道系統發展時間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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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跑道系統工程龐大，規模遠超建設一條新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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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跑道系統填海工程最新進度

2017年12月 –填海區西面位置

2017年12月 –填海區東面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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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跑道系統的經濟效益

2030年職位數目

創造123,000個直接職位

及165,000個間接及連帶

職位*

建造業職位

在施工階段創造

139,000個
人工作年^

* 直接、間接及連帶增加值
^ 「人工作年」是指一個人獲僱用全職工作一年
資料來源：Enright, Scott & Associates Ltd.分析（2015年）

三跑道系統下的就業機會 三跑道系統將帶來龐大經濟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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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址: http://env.threerunwaysystem.com/tc/index.html

環境監察數據及報告可在專題網站查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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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env.threerunwaysystem.com/tc/index.html


1998年7月2日國家主席江澤民主持香港新機場開幕典禮，出席典禮的嘉賓還包括
副總理錢其琛、香港特區行政長官董建華及機場管理局主席黃保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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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7月6日凌晨1時17分，隨著「再見啓德，謝謝你！」(Goodbye Kai Tak, and thank you!）
這句最後說話後，施高理按下燈制熄滅跑道全部燈光，正式替啓德機場畫上句號。





一架客機在九龍城上空低飛，準備降落啓德機場。曾經流行過一句誇張的
說話，說是只要在大廈高層拿着晾衫竹便可以把飛機掃下來。



內容

•啓德的誕生
•機場的擴建
•跑道傳奇



啓德的誕生





1920年間，大律師何啓及商人區德兩位
社會熱心人士，向港府申請在九龍灣進行
填海造地，開辦民航機場。

機場完成後，港府為了記念二人功績，以
兩人的姓名中各取一字，取名「啓德機
場」。



啓德機場的命名
是不是記念兩人？



「啓」代表何啓

何啓爵士 (1859-1914)



「德」代表區德

區德(1840-1920)



1859年，何啓於香港出
生，早期於中央書院 (皇
仁書院前身) 就讀。年僅
12歲負笈英國。十年留學
期間，考獲醫科學士、外
科碩士銜及高級法律學位。



區德(又名區澤民)於1840年
在香港出生，創立昭隆泰百
貨公司，主要售賣珠寶、傢
俬及攝景器材為主。 1920年
9月離世，享年80歲。



1914年何啓因病離世，何啓好友區德承繼何啓遺願，正式創立
「啓德營業有限公司」(Kai Tack Land Investment Co. Ltd)。



1916年，「啓德營業有限公司」於九龍灣發展大型填海計劃。四年時間完
成了第一期填海工程，一個呈三角形新地域、新社區名叫「啓德濱」(Kai 

Tack Bund)誕生。



1860年10月24日中英簽定<<北京條約>> ，
清朝割讓香港界限街以南的九龍半島給英國



啟德濱



啓德濱剛位於九龍界限街以北位置，
避免落入<<北京條約>>內註明的
割讓範圍。

深信在1898年中英簽定<<展拓香
港界址專條>>租借期完結日(即
1997年6月30日)或之前，歸還中
國。



1920年開始數年期
間，香港發生了多宗
大型罷工事件及反英
浪潮風波，引致香港
經濟不景。

1925年更發生長達
15個月的「省港大罷
工」，啓德濱售樓計
劃失敗。



啓德公司倒閉！港府接管九龍灣填地。1927

年，英國皇家空軍(啓德)基地正式成立。



啟德代表着九龍灣填地、啓德濱。官方文件最初以「在啓德的機場」
(Aerodrome at Kai Tack)形容機場的名稱，至後來正式命名為「啓德機場」。



啟德代表着九龍灣填地、啓德濱。官方文件最初以「在啓德的機場」
(Aerodrome at Kai Tack)形容機場的名稱，至後來正式命名為「啓德機場」。



1936年3月24日，從倫敦出發的英帝國航空公司「多拉多」
(Dorado) 雙翼飛機首次抵達啓德機場，標誌着香港民航業務新的
里程碑開始。



1941年12月25日 ~ 1945年08月15日
「三年零八個月」香港淪陷。



1944年10月16

日，美軍合眾
B-24轟炸機正
進行高空襲擊紅
磡黄埔船塢一帶
地方，日軍零式
戰機從啓德高速
爬升迎擊。圖中
近右位置可見啟
德機場已擴建了
不少，交叉跑道
可見雛形



交义跑道(13/31 & 07/25)設計圖



1950年代的啓德水陸兩用機場



碼頭上泊有的不是船隻，而是上一世紀30至50年代的大型水上飛機。圖為
1950年代泛美航空的 「香港飛剪」S-42B 水上飛機，正停泊於啓德登機碼頭，
座落機場近海堤南岸上。



民航處成立於1946年5月1日，同年9月24日，前身為澳華出入口公司的
國泰航空在港正式註冊。國泰首架飛機為道格拉斯DC-3雙發動螺旋槳
客機，名叫「貝茜」(Betsy) ，香港註册编號為VR-HDB。



1947年6月，以混凝土興建的第四代客運大樓正式啓用，
取代用上約一年以帳篷搭建的臨時客運站。



1950年代的啓德機場，當飛機降落後旅客都需要步下機梯，從停機坪步行數分鐘
前往位於海堤邊的第四代客運大樓，辦理入境手續。



龍津石橋遺跡的位置

始建於1873年連接九
龍寨城正門與登岸碼
頭的「龍津石橋」。



機場的擴建



1952年啓德機塲13跑
道延伸點照片。該處
約今天的彩虹道、爵
祿街及大成街交間處。



1951年1月，港府完成了啓德13跑道延伸工程，2月初便開放使用。圖右
可見一班日航客機正降落於13跑道上，著陸點接近新的延伸位置。巴士、
貨車及途人於清水灣道(即今彩虹道)停下等候，前有交通管制亭及升降欄
閘。



1951年2月初一班日航客機正
降落於13跑道上，著陸點於
延伸位置。巴士、貨車及途
人於清水灣道(即今彩虹道)停
下等候，前有交通管制亭及
升降欄閘。



1951年初，英國民航部非常關注啓德機場跑道長度不足的問題。同年三
月，英國民航部代表布律賓(R. Broadbent)來港視察，研究擴充啓德機場
的方案及計劃。



1952 年 6 月 三位工程師 William Scott 、 Dr. Guthlac Wilson 及 Sir Cyril

Kirkpatrick組成的一間英國建築公司，名叫「史葛‧惠柳新‧高柏力組合土木建築
工程師」(Scott & Wilson, Kirkpatrick & Partners) (即今天的偉信顧問集團有限
公司 (Scott Wilson Ltd.) 的前身)，曾草擬啓德機場的擴建計劃和計算有關承造
價格。



整個啓德機場擴建計劃，主要以12張建造合約組成：

1. 填海及跑道
2. 客運大樓: 樁基
3. 客運大樓: 結構
4. 客運大樓: 空調系統及設備
5. 機場照明及電力裝置
6. 渠務及橋樑
7. 消防局及臨時控制塔
8. 客運停機坪
9. 西北進場結構
10.航空貨運大樓及空郵中心
11.道路及停車場(第一階段)

12.道路及停車場(第二階段)



以上12類建造合約，總投標價格為722萬1000英磅(約1億
1553萬港元)。其中以填海及興建跑道合約價格最高，造價達
533萬英磅(約8530萬港元)，成為當時香港歷史上單一最大的
工程合約。



1956年位於宋皇臺道寶嘉公司建築地盤入口，可見門前寫有法國寶嘉公
司及金門(馬來亞) 公司名稱的告示牌。圖右可見聖山差不多被移平，臨時
放置於聖山前的呈方體石塊，採自安達臣道礦石場，等候興建海堤之用。



建築工人以鑽洞方法將刻有「宋王臺」三個大字的石塊弄成方體，
以便擺放於原址(即聖山)相隔三百呎的宋皇臺公園內。



1956年3月起，「衙前圍道」被劃定為專供運泥貨車通過的道路，直至跑道填海工程

完畢為此。在道路兩旁建有臨時鐵網，圍成一條專用通道。圖中央位置可看一臨時鐵
橋專供行人於南角道橫越衙前圍道之用。圖左成昌大押旁邊的街道為城南道。



一九五五年八月，填海及跑道建造合約由法國寶嘉建築公司 (The Societe

Francaise d'Enterprises de Dragages et de Travaux Publics) 獲得，其主要承
建商為金門(馬來亞)有限公司 (Gammon (Malaya) Ltd.) 。法國寶嘉專責挖泥、填

海、興建跑道及其他海事工程，陸上工程包括開山、建路、排污及部份海堤建造
則由金門(馬來亞)負責。



1958年9月12日開幕的啓德13/31跑道，全長8340呎及濶200呎，由時任
港督柏立基爵士(Sir Robert Black)主持開幕儀式。港督連同夫人及女兒
乘坐英軍「野鵝」直升機，衝過新跑道上的紅絲帶，正式為跑道揭開新的
一頁。





1959年9月1日，一座原是空運貨站的大樓被改作臨時客運
大樓(即第五代客運大樓)，服務一直維持至1962年11月12

日，為期3年有多。



耗資1600萬港元興建的啓德第六代客運大樓於1962年11月2日正式開幕，成
為當時遠東最新穎及最先進的國際機場。港府曾有意將這座現代化機場大厦
命名為「伊利沙伯客運大樓」，但最終沒有實行。



50 年代泛美航空(Pan Am)旅行袋、紙機票及行李標貼



國泰第一至第六代紙機票(1946 - 2008)



國泰及中國民航(CAAC)紙機票。





50 年代國泰及港航行李標貼及登機証。



跑道傳奇



早期啓德機場並沒有跑道設施，雙翼飛機只在半沙半土上起降。



日治期間，日軍強迫戰俘興建了交叉跑道(13/31 & 07/25)



13跑道

31跑道



跑道由九龍灣伸出鯉魚門望向着維多利
亞港的一方，其座標度數為134度，稱
為13跑道。



跑道由鯉魚門向九龍灣的一方，其座標
度數為314度 (即134度 + 180度)，名
為31跑道。



90度

44度

44度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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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跑道

31跑道

270度

跑道由九龍灣伸出鯉魚
門望向着維多利亞港的
一方，其座標度數為
134度，稱為13跑道。

跑道由鯉魚門向九龍灣
的一方，其座標度數為
314度 (即134度 + 180

度)，名為31跑道。



曲線進場



31跑道 : 

ILS (Instrument Landing System)

儀錶著陸系統

13跑道 :
IGS (Instrument Guidance System) 

儀錶駕駛導引系統



IGS與ILS不同，它只能引導飛機沿
航道進近和降低高度，不能自動引
導飛機著陸，需要由機師以手動目
視方式操作。



啓德機場儀錶進場曲線圖





Q & A



再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