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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JOR SPORTS EVENTS COMMITTEE 

Progress of Kai Tak Sports Park and Public Engagement Exercise 

PURPOSE 

To update Members on the progress of the Kai Tak Sports Park and 

the related public engagement exercise in May to July 2016. 

BACKGROUND 

2. Spreading across 28 hectares and bigger than the Victoria Park by 9

hectares, the Kai Tak Sports Park is Hong Kong’s most important investment

in sports infrastructure in recent decades. The Sports Park will support our

sports development policy objectives by providing multi-purpose venues that

allow the hosting of major international sports events and giving Hong Kong

athletes more opportunities to compete at a home venue with players from

other parts of the world.  It will also provide many sports and leisure

facilities for professional and amateur athletes as well as members of the

public to enjoy.

LATEST PROGRESS 

3. The Home Affairs Bureau and its consultants have been actively

engaging with the sports sector in the planning of the Sports Park during the

past year.  Taking into consideration inputs from the sports sector and other

potential users, we propose that the key sports facilities of the Kai Tak Sports

Park should include a main stadium with a seating capacity of around 50,000

allowing for hosting major sports events such as international football and

rugby matches, leisure and entertainment events, and other uses such as

concerts, carnivals and large community events; a public sports ground with a

seating capacity of around 5,000 suitable for hosting school athletic events,

athletic training and local football matches, and open for members of public to

jog, exercise and play football during non-event days; and a multi-purpose



- 2  -

indoor sports centre with a seating capacity of around 7,000 providing a 

playing surface equivalent to around 30 standard badminton courts during 

non-event days for community badminton, basketball, volleyball and other 

indoor sports activities. 

PUBLIC ENGAGEMENT EXERCISE 

4. To provide information on the planning of the project and collect

public views on the Sports Park, the Government launched a two-month

public engagement exercise on 20 May 2016.  The engagement exercise

includes the launch of a dedicated project website

(www.KaiTakSportsPark.hk), roving exhibitions in over 20 locations across

the territory, a questionnaire survey (which is available both online and at the

exhibition venues) and consultations with the concerned District Councils,

including Wong Tai Sin, Kwun Tong and Kowloon City.  More details about

the public engagement exercise are explained in our latest consultation paper

to the District Facilities Management Committee of the Wong Tai Sin District

Council, which is attached at Annex for Members’ information.  The public

engagement exercise will end on 19 July.

ADVICE SOUGHT 

5. Members are invited to note the latest progress of the Kai Tak Sports

Park and express their views by participating in our questionnaire survey.

Secretariat, Major Sports Events Committee 

June 2016 



黃大仙區議會轄下

地區設施管理委員會

第 26/2016 號文件  

(諮詢文件 ) 

啟德體育園的進展及公眾參與活動

目的

本文旨在向委員簡介啟德體育園 (下稱體育園 )的進

展及即將開展的公眾參與活動。  

背景

2. 我們在 2014 年 1 月曾就體育園的擬議工程範圍諮詢

委員的意見，並獲委員會支持推動落實體育園計劃。

3. 體育園位於前啟德機場北面停機坪，佔地達 28 公

頃，較維多利亞公園大，落成後將成為全港最大的體育公

園。體育園距離建造中的沙中線啟德站和土瓜灣站約 10 至

15 分鐘步程，鄰近兩個公共交通交滙處及九龍城碼頭，而

毗連體育園的啟德車站廣場將設有行人通道連繫土瓜灣和

馬頭角現有社區，以及啟德發展區內的新社區。有關體育

園計劃的工作進度如下。  

Annex               
(Chinese version on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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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問研究  

 

4.  鑑於體育園項目規模龐大和相當複雜，我們委聘了

不同專業的顧問進行研究及準備各項重要的數據和資料。  

 

5.  在環境影響評估方面，我們已在大型體育和娛樂場

館進行的足球比賽、欖球比賽和流行音樂會量度聲浪，以

收集數據進行環評研究。初步的環評研究結果顯示，從噪

音影響角度而言，倘關上擬建的可開合上蓋，主場館內可

以在日間和晚上舉行大型活動。環評研究亦顯示，對附近

大部分已規劃的住宅用地而言，在連接體育園和未來啟德

港鐵站的休憩用地 (即啟德車站廣場項目 )擬建的有蓋行人

通道，可以隔阻部分由體育園人羣疏散所產生的聲浪。  

 

6.  在體育園規劃方面，我們在 2015 年 11 月向海濱事

務 委 員會 轄下 的啟 德 海濱 發展 專責 小 組匯 報顧 問研 究 結

果，包括提高主場館的高度上限，由香港主水平基準以上

55 米的高度限制提高至 75 米，以提高設計上的靈活程度；

在體育園設置 1 所酒店，為參加體育及其他活動的人士及

一般訪客提供住宿；以及修訂體育園南北部分之間園景行

人平台的規劃，以加強與鄰近地方的連繫。因應專責小組

的意見，我們正預備更詳盡的資料，供專責小組考慮。  

 

7.  另外，我們亦委聘了營運顧問、工料測量顧問和技

術服務顧問。營運顧問正協助我們制訂體育園的運作與業

務規劃、財政預測、採購方法和服務要求，並協助民政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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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局於規劃過程中徵詢相關團體的意見。我們的工料測量

顧問正在檢視和估算體育園內個別設施的開支，並將為主

要工程項目擬備招標文件。我們的技術服務顧問亦剛開始

進行技術研究，並會為體育園擬備詳細規格和初步設計。

各顧問的工作預期於 2017 年年底完成。  

 

體育園的擬議工程範圍  

 

8.  我們聯同委聘的營運顧問在 2015 年 8 月至今，已聯

絡體育界和娛樂業界，在聽取他們對體育園整體及各項擬

議設施的意見後，我們為體育園擬議的工程範圍如下  

 

(a) 主場館：容納約 50,000 名觀眾。可供舉辦大型體

育賽事，如國際足球和欖球賽；亦可作文娛或其

他用途，如音樂會、綜藝滙演、大型社區活動等； 

 

(b) 公眾運動場：容納約 5,000 名觀眾。適合舉行學

校陸運會及田徑訓練，可以舉辦本地足球聯賽，

平時亦會開放予市民跑步健行；  

 

(c) 室內體育館：容納約 7,000 名觀眾。沒有賽事時，

可提供相當於 30 個標準羽毛球場的空間，讓市

民作羽毛球、籃球、排球或其他室內運動；  

 

(d) 園景公園：設施包括綠化園林、兒童遊樂場、健

身區、緩跑徑、單車徑及戶外球場，是居民散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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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身、休閒的好去處；  

 

(e) 零售餐飲：運動主題的商場，提供零售、餐飲服

務；  

 

(f)  辦公室：供體育界及相關行業租用；及  

 

(g) 酒店：供到訪運動員、裁判、觀眾及一般訪客使

用（註：在體育園內發展酒店需要城市規劃委員

會的規劃批准）。  

 

體育園的位置圖及總綱發展示意圖載於附件一。  

 

公眾參與活動  

 

9.  我們於 5 月下旬至 7 月展開公眾參與活動，讓市民

對體育園的規劃有更多了解，同時聽取市民的意見。相關

活動包括推出體育園的新網頁，及在全港各區進行巡迴展

覽，介紹體育園的設施和進展。在巡迴展覽的場地及體育

園新網頁，我們將以問卷調查，收集市民意見。巡迴展覽

的地點載於附件二，供委員參考。一般來說，每個地點的

展期約為一星期。我們將安排人手在展覽場地向市民講解

關於啟德體育園的資訊，並邀請市民參與問卷調查。  

 

10.  我們正準備問卷，希望從中了解市民對發展啟德體

育園的看法、對體育園內三個主要體育設施的意見，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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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市民會如何使用體育園的設施等。市民除了可於參觀

巡迴展覽時參加問卷調查，亦可通過體育園的新網頁填寫

問卷，給予我們意見。  

 

推行進展  

 

11.  我們希望在 2017 年完成體育園的籌備工作，隨後向

立法會申請主要工程的撥款。我們期望於 2018 年展開工程。 

 

徵詢意見  

 

12.  請委員備悉啟德體育園的進展，並給予意見。  

 

 

民政事務局  

2016 年 5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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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啟德體育園的位置圖及總綱發展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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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啟德體育園巡迴展覽的地點 

 

地區 地點 

香港島 • 香港中央圖書館 

• 伊利沙伯體育館 

• 香港公園體育館 

• 柴灣體育館 

 

九龍西 • 紅磡社區會堂 

• 啟德社區會堂 

• 佛光街體育館 

• 九龍公園體育館 

• 麥花臣場館 

• 香港體育館 

• 北河街體育館 

 

九龍東 • 藍田東社區會堂 

• 鯉魚門體育館 

• 彩雲社區中心 

• 蒲崗村道體育館 

 

新界東 • 坑口體育館 

• 大埔墟體育館 

• 源禾路體育館 

• 馬鞍山公共圖書館 

 

新界西  • 長發體育館 

• 蕙荃體育館 

• 鳳琴街體育館 

• 友愛體育館 

 

 

http://r.search.yahoo.com/cbclk2/dWU9NTlCNkNDOTAyMTMxNEE2MSZ1dD0xNDYxNTczODYzMDc2JnVvPTc3Mjc4NjY1NjgmbHQ9MiZlcz03ak1Hc2RzR1BTOUdCQy5m/RV=2/RE=1461602663/RO=10/RU=http%3a%2f%2f37001389.r.msn.com%2f%3fld%3dd3V9Uz3nAKaO1dFc1zBGo5HjVUCUyGynfTb3B5E8hJOClTce4N_0qJow0TvLwLpPz7MbfV-n79s3ijH4hxCdSb-uHgJBn5C42AIKzv4IyjcQQVLgkTkS6-eBPnelaanJWUMcMVBlWWJuoJHNg5UvVFYUSBHU4%26u%3dhttp%253a%252f%252fwww.booking.com%252fdistrict%252fhk%252fhong-kong%252foutlyingislands.zh-tw.html%253faid%253d812870%2526label%253dmsn-HDVUbIOUnPtOK5FXXaN28w-7727866568%2526utm_campaign%253dHong%252bKong%2526utm_medium%253dcpc%2526utm_source%253dbing%2526utm_term%253dHDVUbIOUnPtOK5FXXaN28w/RK=0/RS=1xTFdlOuZN3SfC1eTKZ20Hza6Yo-;_ylt=A2oKmKLm2B1XT0kAbFuzygt.;_ylu=X3oDMTE3bWVndDI1BGNvbG8Dc2czBHBvcwMxBHZ0aWQDSEtDMDA4XzEEc2VjA292LXRvcA--?p=Hong+Kong+Isl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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