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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塘工業區是香港早期的大型工業區，由五十年代
開始成型。至七十年代，工業發展一日千里，觀塘
區附近的大型屋村，為工業區提供了大量的勞動
力。至七八十年代，九龍灣填海地亦發展成輕工業
區。隨著工業北移，工業用地逐步轉型為商貿區，
不少舊工廠大廈重建為寫字樓、商場、酒店等。

近年活化工廈成為了觀塘區的發展焦點，有不少工
業用地已改作其他用途。大型商場及辦公室相繼落
成，而區內的創意產業亦日益蓬勃。同時，憑著觀
塘區的地理和租金優勢，不少開倉批發、創意產
業、非牟利團體和文化團體亦進佔現有工廈單位，
落地生根，並令區內的工廈用途更多元化。

政府更有意發展九龍東成為新的商業中心區，並提
出了一系列的政策，發展觀塘工業區及海濱一帶。
然而，觀塘區工廈的租金升幅顯著，令不少正在區
內冒起的產業都面臨困難。同時，業主亦指出要申
請活化困難重重，使活化的進度未如理想。究竟怎
樣的活化才能有效地運用觀塘區的土地和工廈，物
盡其用，以及改善區內道路的連接性，改善社區的
環境和生活質素？

為更深入了解觀塘及九龍灣一帶的工廈狀況，制訂
出合適的活化方向，觀塘區議會屬下觀塘區發展及
重建專責小組委託香港大學建築學院社區項目工作
坊，為觀塘工業區的活化和地區改善願景進行研
究。此研究探討持份者對活化的具體意願，並提供
地區改善建議，供政府及有關機構作參考。

本研究將從多角度作出深入的研究，並探討觀塘工
業區的未來發展方向。研究團隊期望提出改善觀塘
工業區面貌的建議，將觀塘轉化成更具特色的區
域，同時改善附近居民的居住環境和生活質素，推
動社會和經濟發展。

本研究着重探討如何透過市區更新的四大「策略」
(4R)，分別是重建發展(Redevelopment)、樓宇復
修(Rehabilitation)、文物保育(pReservation)及舊
區活化(Revitalization)，從而改善工業區的環境、
社會、經濟和市民的生活質素。四大「策略」中，
現時最多人關注的是重建發展。此舉雖能有效地重
整區內的基本建設及改善社區環境，但同時亦會破
壞原有的社區網絡和城市肌理。近年亦有不少聲音
認為應適切保留結構完整的工廈，發展成商業以外
的用途，減低對原有使用者的影響。可是當樓宇過
於殘破，復修成本太高，業主亦未必希望復修。因
此，活化工廈的策略需要因應個別工廈樓宇狀況、
業權分佈、使用者類型而釐訂，在兩者之間取得合
理的平衡，不能一概而論。本研究雖然未能為每一
幢工廈制訂最合適的方案，但亦提供了幾個重要的
方向，供有關持份者及制訂政策單位參考，並藉着
區議會諮詢及公眾參與活動，提供一系列的活化計
劃建議。
 

1.1 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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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1.1 APM是觀塘區其中一個大型重建項目

1.1 背景

重建發展(Redevelopment)
以靠近觀塘道及市中心一帶的地方為主，透過重新
規劃，建成新型的辦公室和商場。

圖1.1.2  apm成為了東九龍重要大型商場，亦吸引了不少遊客。

圖1.1.3  歷史悠久的九龍麵粉廠現正進行翻新。

文物保育(pReservation)
保育具建築、文化及歷史價值的建築，成為區內重
要地標及歷史見證。

樓宇改建(Rehabilitation)
按照工廈的樓宇狀況改建單位，發展成工業以外的
其他用途。

圖1.1.4  位於鴻圖道工廈的藝術展覽場地，成為視覺藝術新據點。
圖片來源：http://arts.cultural-china.com/en/105Arts5388.html

舊區活化(Revitalization)
改善舊區的經濟和環境狀況，重新將地段融入區域
發展。

圖1.1.5  起動九龍東策劃的全新活動「星期四玩轉駿業街之綠
生活藝術」，令原本人煙稀少的球場變成墟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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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將探討區內的工廈使用狀況，綜合各方
持份者，包括工廈業主、租戶、使用者、創意
單位、區內居民及其他相關持份者的意見，總
結出活化觀塘工業區的困難和機遇。研究團隊
將提出具體建議和政策反饋，使各方面都得以
平衡發展，讓工業區的土地和空間得到最好的
運用，並促進整個觀塘舊區的穩步更新。

研究範圍包括觀塘、牛頭角及九龍灣一帶工業區，
東面毗鄰觀塘道，西面靠著觀塘繞道，南面以翠屏
明渠為界，北面伸展至九龍灣啟祥道。由於涵蓋範
圍廣泛，本研究將集中於觀塘港鐵站一帶及九龍灣
工業區的發展，按照其特色及實際狀況，提出恰切
的建議，善用工業區空間。

1.2 研究目的 1.3 研究範圍

九龍灣啟祥道

觀塘繞道

翠屏明渠
觀塘道

圖1.3.1

研究
範圍

觀塘海濱

啟德發展區

九龍灣工業區 觀塘工業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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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研究分三個階段進行：

階段　　現況評估	

透過參考近期人口社會經濟報告、實地考察、區議會諮詢、規劃研究及訪問
有關人士，深入了解觀塘和九龍灣工業區內各方面的背景資料。現況評估包
括：
• 規劃背景 – 地區歷史及概況、政府最新發展方針、土地用途
• 工廈樓宇狀況 – 樓齡、高度、業權、用途、空置率、發展潛力
• 經濟 – 主要經濟活動種類、分佈、性質
• 交通 – 主要幹道、鐵路、交通狀況、未來相關工程
• 社會 – 附近範圍居民分佈、人口分析、地方特色、非物質文化遺產
• 歷史文物 – 具保育價值的地方及建築

階段　　識別和綜合活化工業區議題	-	機遇和困難

為收集不同層面的公眾意見，社區項目工作坊於2012年12月至2013年1月期
間，進行了超過500份街頭問卷訪問，以廣泛收集地區居民及持份者的意見。
同時，社區項目工作坊舉行了六場地區焦點小組，邀請公眾及工廈業主和使
用者參與討論，提出有關觀塘區更新的願景和建議。研究團隊亦訪問了10位
持份者，以了解活化觀塘工業區遇到的困難和機遇，並初步確立有關活化工
業區議題的策略要點。

階段　　制定發展概念方案

社區項目工作坊的成員根據區議會諮詢、持份者訪問、問卷調查及焦點小組
所收集的意見草擬發展概念方案。研究團隊於2013年2月5日觀塘區議會屬下
觀塘區發展及重建專責小組的會議中滙報研究成果，讓議員就方案草圖作檢
討及提出改善建議。社區項目工作坊聆聽議員意見後，再綜合建議，向區議
會提交最後報告。

1.4 研究方法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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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研究方法

實地考察

問卷調查、
持份者訪問、

焦點小組
會見區議會議員

查閱文獻
數據資料

及相關報告

找出活化工廈
當前的重要議
題，包括政策
配套、安置問

題等

綜合意見
草擬可行方案
及緩解措施

製作報告
報告提交區議
會審視後修訂

及
提交最後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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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塘區是九龍半島東的一個行政區，東以飛鵝山為
界，南至鯉魚門，西接啟德，北達黄大仙。觀塘區
總面積約為1,130公頃，當中包括觀塘市中心、牛頭
角、九龍灣、秀茂坪、藍田以及油塘等主要區域。
根據2011年的人口普查，觀塘區人口達62萬，佔全
港人口約8.8%，為十八區中人口第二多的行政區。

觀塘的歷史可追溯至南宋時期，而近代的發展起步
自50年代後。戰後廠家帶來大量的資金到香港發展
工業，由於當時牛頭角及荃灣的工業發展已達到飽
和的水平，政府一直積極尋找新發展用地。經研究
後認為，觀塘適合進行填海以發展工業，填海部分
即現今觀塘道以南一帶。新的土地都售予廠家開設
廠房，奠下了觀塘作為香港其中一個具規模的工業
市鎮的雛型。1961年，觀塘已經有69棟工業大廈落
成，並有超過90家工廠在生產紗線布疋、化妝品、

藥品、傢具、成衣服裝、電子用品、油漆、塑膠製
品、藤器、紙製品、印刷品、金屬製品、精測儀器
及機械零件等等。

60年代初，政府開始致力發展衛星城市，以解決香
港經濟發展所帶來的土地需求和人口激增的問題。
觀塘亦順理成章成為香港第一個新市鎮及新興工業
發展區，整個觀塘南部被規劃為工業區，而工業區
的北面則發展住宅，區內多個公共屋邨相繼落成。
隨着工業的持續發展以及人口銳增，觀塘事務顧問
委員會決定在觀塘區（即今日的裕民坊的位置）建
立一個商業區作為工業市鎮的中心，以服務整個東
九龍。及後政府於70年代後期興建地下鐵路觀塘
線，連接觀塘與九龍東的其他地區，令區內交通更
為完善。

2.1 觀塘工業區歷史及概況

圖2.1.1  觀塘工業區初發展時的鳥瞰圖（攝於1963 年）
圖片來源：http://www.had.gov.hk/tc/publications/press_releas-
es/press_20081226c.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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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觀塘工業區歷史及概況

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國內推行改革開放政策，
提供了廉價的土地及勞工。為減低成本，不少廠商
紛紛將生產線向國內遷移。當時觀塘不少廠房都空
置，所以有部分被改裝作貨倉或寫字樓，有些則重
建為綜合性住宅用途，如麗港城和淘大花園。

踏入90年代，隨着製造業繼續北移，香港的工業
日漸式微，觀塘的工業區亦逐漸轉型，更多的空置
工廠大廈開始改建成商業大廈、貨倉或其他用途。
其相對低廉的租金吸引了不少創意工業和特色商鋪

進駐，帶來不少新的商機，此趨勢以觀塘道及開源
道一帶較為普遍。城市規劃委員會於2001年修訂
有關的分區計劃大綱圖，把觀塘區內的65公頃的
工業用地改劃為「商貿」用途；政府在2009-2010
年的施政報告中，更宣佈了一系列有利工業大廈重
建及整幢改裝的措施，鼓勵活化工業大廈。這些都
不單使觀塘區的土地用途更具彈性，亦意味著觀塘
逐漸由昔日以工業為主的市鎮，演變成商業中心。
另外，近年多座大型商業購物中心相繼落成，如
apm、MegaBox等，更加速了區內的經濟轉型。

另外，市區重建局（市建局）於2007年3月宣布了
觀塘市中心重建計劃，希望透過市區重建，藉此重
整區內的基礎設施及改善社區環境，以提升市民的
生活質素。除重建計劃外，近年觀塘區內亦展開了
多項大型發展計劃，當中包括鯉魚門海濱改善計
劃，牛頭角下邨重建以及安達臣道發展計劃等。與
此同時，鄰近的啟德發展計劃郵輪碼頭項目即將啟
用。此計劃為東南九龍最大規模的發展項目。

圖2.1.2  活化後的觀塘海濱，成為了工業區附近的重要空間，以及連接觀塘及啟德的重要介面。圖為社區項目工作坊為活化觀塘海濱構思的未來發展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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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1.4  落成數年，九龍灣的Mega Box商場漸漸成為區內的新地標
圖片來源：http://www.simpledreamer.com/2011/04/megabox-kowloon-bay.html

圖2.1.3  近年，不少空置的單位都轉作迷你倉。

2.1 觀塘工業區歷史及概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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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政府最新發展方針 2.3 土地用途分佈

觀塘工業區一帶的規劃及土地用途根據「觀塘南部
分區計劃大綱圖S/K14S/17」而定。研究範圍內的
主要土地用途包括：

其他指定用途：商貿 (OU(B)) ［右圖橙色部份］
有關部門早年將研究範圍內的大量土地，規劃
成其他指定用途 ：商貿 (OU(B))，容許土地改建
成商業用途樓宇，以簡化工廈活化程序。不少
新落成的商廈和商場（例如MegaBox、創紀之
城等），都座落於其他指定用途地段。

商業 (C) ［右圖紅色部份］
觀塘工業區內少部份地段被劃成商業用途，當
中包括觀塘廣場等。

政府、機構或社區 (G/IC) ［右圖藍色部份］
研究範圍內有驗車中心、試驗所等政府或社區
機構用地。起動九龍東辦事處有意發展九龍灣
對出一帶政府、機構或社區用地，成為新發展
區的重點核心。其他同類型地段包括觀塘碼頭
巴士總站、消防局等設施。

休憩用地 (O) ［右圖綠色部份］觀塘一帶休憩
用地不多，工業區內三塊主要休憩用地為駿業
街遊樂場、海濱道公園和新建成的九龍灣零碳
天地。

政府近年銳意發展九龍東，希望觀塘可以成為第二
個核心商業區。蘊釀多年，政府正式成立「起動九
龍東」辦事處，統籌及協助推動觀塘工業區的活化
和轉型。（本報告第三章3.2節會詳細研究「起動九
龍東」的建議。）

與此同時，政府亦推出一系列活化工廈措施，包括
按實際發展密度繳付土地補價和免繳豁免費用等，
鼓勵工廈業主把工廈轉成其他用途。（本報告第三
章3.3節會詳細分析活化工廈措施的詳情和申請情
況。）

政府現時雖然鼓勵區內工業大廈改變成商業用途，
然而卻並未直接參與個別項目的發展。雖然有關部
門會邀請只有單一業主的工廈商討活化詳情，卻暫
未有計劃直接參與收購、重建等。現時活化工廈的
主導權在業主手上，業主可按意願，決定是否申請
活化改變土地用途。政府現時只把工業區內部份政
府、機構或社區 (G/IC) 地段，發展為核心行動區，
希望放射性地帶動區內更新發展。（本報告第三章
3.2節會詳細介紹有關的核心行動區。）

圖2.2.1  政府成立「起動九龍東」辦事處，推動工業區活化。

九龍灣工業區佔地22.21公頃，現存共有44座工業大
廈，包括39座分層工廠單位大廈、1座工貿(I-O)大
樓，以及4座貨倉。此外，研究範圍內亦有7座商業
大廈（並未計算興建中的地盤），以及巴士車廠、
專上學院校舍等。

工廈單位數目 5,244
總樓面面積 1,124,359平方米

九龍灣區

觀塘工業區佔地45.74公頃，現存共有256座工業大
廈，包括235座分層工廠單位大廈、15座工貿(I-O)
大樓、2座貨倉、4座空置的樓宇。區內亦有房屋署
轄下的業安工廠大廈。此外，研究範圍內亦有十多
座商業大廈及酒店（並未計算興建中的地盤），以
及巴士車廠、臨時停車場等。

工廈單位數目 15,179
總樓面面積 3,588,579平方米

觀塘及牛頭角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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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土地用途分佈

圖2.3.1  觀塘區法定土地用途分佈

觀 塘 海 濱

九 龍 灣

牛 頭 角

觀 塘

圖 例

商業  (C)

其他指定用途 (OU)

政府、機構或社區 (G/IC)

休憩用地  (O)

M e g a B o x

創 紀 之 城

觀 塘 碼 頭
巴 士 總 站

驗 車 中 心

駿 業 街 球 場

海 濱 道 公 園零 碳 天 地

九龍灣區

觀塘及牛頭角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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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觀塘工廈樓宇狀況

工作坊在2012年12月10至31日期間，分別在九龍灣
及觀塘工業區進行了初步的樓宇年齡分析。是次研
究涵蓋區內樓宇共356棟，主要為工業、工貿或純
商業用途。調查結果顯示，觀塘工業區當中，樓齡
超過40年的約佔同區比例31%；樓齡為31至40年約
佔26%；樓齡為21至30年約佔18%；樓齡為1至20

年約佔24%。一般樓齡20年或以下的樓宇皆為新建
的商用樓宇。

從圖2.4.1可見，九龍灣工業區一帶由於在七、八十
年代才開始發展，所有工廈樓齡皆在30年以下。當
中不少工廈更被改建成商業大廈（圖中1號區域－宏

照道）。另外，牛頭角一帶（圖中2號區域）有大量
舊工廈，有部份已重建成新樓宇，使20年以下和40
年以上的工廈各佔一半。而開源道一帶（圖中3號區
域） 則有大量介乎21至40年樓齡的工廈。

樓齡

九 龍 灣

牛 頭 角

觀 塘

圖 例

21-30年

1-20年

31-40年

41年或以上

觀 塘 海 濱
空地/
發展中

圖2.4.1  觀塘工業區樓齡

1
2

3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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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地/
發展中

2.4 觀塘工廈樓宇狀況

圖2.4.2  觀塘工業區樓宇高度

圖 例

11-20層

1-10層

21-30層

31層或以上

觀 塘 海 濱

九 龍 灣

牛 頭 角

觀 塘

空地/
發展中

樓宇高度
從左頁和右頁的分析圖比較可見，樓齡和樓宇高度
有一定的反面關係。新落成的商業大廈，主要散佈
於九龍灣及觀塘道一帶，樓宇普遍較高。觀塘工業
區樓宇平均高度約11-20層，約佔整體數目64%。而
20層以上的大廈佔整體樓宇數目約18%，其中高於
30層約佔4%。然而，雖然高聳的樓宇數目並不多，

卻可能會大大影響附近的環境（如光線、空氣流通
等）。由下圖分析可見，觀塘道一帶的樓宇大多樓
高11-20層，不會阻擋觀塘的天然山脊線。

另外，審批重建項目時，亦應考慮附近樓宇的高
度，不宜破壞附近的環境肌理。

研究團隊認為，觀塘道以北一帶以高密度公共房屋
及住宅區為主，因此審批活化工廈申請，重建成商
廈或酒店項目時，需要仔細考慮東九龍的地勢及風
向，以免影響居民的生活質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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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觀塘工廈樓宇狀況

研究團隊亦分析了觀塘區工廈空置率。根據規劃
署現時最新的全港工業用地分區研究，近年全
港工廈的空置率都上升。

單位空置情況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全港 7.1% 6.3% 6.0% 5.7% 5.9% 8.4%
九龍區 6.6% 5.4% 5.6% 6.0% 6.4% 9.1%

觀塘 8.6% 6.6% 7.0% 7.6% 8.3% 12.0%

九龍灣 4.1% 3.7% 3.1% 3.2% 2.3% 4.1%

現時觀塘和九龍灣區工廈的空置率，都跟隨全港
的數字上升和下跌。按最新的統計，觀塘區工廈
空置率達12%，較全港平均數值高出三分之一。
數字可能與租金、供應及工廈環境等因素有關。
比較過往數字，可以發現觀塘區的單位空置率升
幅較大。這可能因為觀塘區由工業地區慢慢轉化
成商貿區，以致租金不斷上漲，租戶繼而遷出另
覓廠房，其後單位丟空。不過，此數字並未計算
活化工廈推出後的最新情況，所以活化措施的成
效和影響，仍有待觀察。

與此同時，九龍灣區工廈單位空置率為4.1%，
遠較全港及九龍區數字為低，只是全港及九龍
的一半。由此可見，該區工廈需求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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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觀塘工廈樓宇狀況

研究團隊亦分析了觀塘及九龍灣工業區一帶的工廈
業權，把業主的數目，分成三類：單一業主、多位
業主和政府持有三類。

現時觀塘區的工業樓宇中，共有84座單一業權
的 工 廈 。 當 中 包 括 7 0 座 分 層 單 位 工 廈 、 9 座 工
業/辦公室混合樓宇、1座貨倉及4座空置樓宇。

而擁有多位業主的工廈共有172幢，包括165座
分層單位工廈、6座工業/辦公室混合樓宇及1座
貨倉。此外，政府亦擁有兩塊空置土地，共佔
區內面積7.3%。

業權分佈（觀塘及牛頭角區）

圖2.4.3  觀塘區工廈的業權分佈狀況　　資料來源：規劃署

圖 例

單一業主

多位業主

政府持有

暫未有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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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觀塘工廈樓宇狀況

九龍灣區的工業樓宇中，共有13座單一業權的
工廈。當中包括10座分層單位工廈及3座貨倉。

而擁有多位業主的工廈共有30幢，包括29座分
層單位工廈及1座貨倉。此外，政府亦擁有業安
工廠大廈及政府車場，共佔區內面積15.5%。

業權分佈（九龍灣區）

圖2.4.4  九龍灣工廈的業權分佈狀況　　資料來源：規劃署

圖 例

單一業主

多位業主

政府持有

暫未有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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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權分佈（九龍灣區）

2.4 觀塘工廈樓宇狀況

研究團隊亦重點分析了觀塘工業區一帶的工廈
業權，得出每幢業主的數目，分成四類：1 位 業
主 、 2 - 5 位 業 主 、 6 - 1 5 位 業 主 和 1 6 位 業 主 以
上。

業權分佈（開源道一帶） 圖 例

6-15位業主

16位業主或以上

2-5位業主

1位業主

單一業權的大廈
單一業權的大廈，用 途 多 為商業樓宇，或
仍在運作的公司廠房。
例子：觀塘廣場、利寶時中心

2-5位業主的大廈
此類工廈極有可能在不久的將來進行活
化，或者已經進行活化。
例子：城東誌、新星工業大廈

6-15位業主的大廈
由於業權相對分散，未有具規模的併購行
動，此類樓宇短期內未有進行活化的迹象。
例子：大眾工業大廈

16位業主以上的大廈
除非有中介機構協調，此類工廈在短期內活
化的機會不大。
例子：開聯工業中心

觀 塘 道

開
源

道

圖2.4.5  開源道一帶工廈的業權分佈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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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觀塘工廈樓宇狀況

研究團隊亦分析了樓宇的外部及內部結構，並結合
了規劃署的樓宇評估報告，給予了三個程度的評
分－A、B、C。工廈的外部及內部環境理想的工廈
獲評「A」級，一般的獲評「B」級，未如理想的評
為「C」級。評審準則包括工廈通道和單位的維修
狀況，以及大廈外牆的外觀及完整程度。

樓宇狀況	（觀塘及牛頭角區）

圖2.4.6  觀塘及牛頭角區工廈樓宇狀況

由於觀塘及牛頭角區內部份工廈歷史悠久，加上
管理未盡妥善，共有12幢工廈被評為「C」級，未
如理想。其餘的工廈一般獲評「B」級，少數獲評
「A」級的樓宇以新發展商廈或工貿樓宇為主。

圖 例

B級
A級

C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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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觀塘工廈樓宇狀況

九龍灣工業區內，大部份工廈建於80年代以後，
一般環境較好。而且不少工廈由單一或少數業主
持有，定期進行樓宇維修，所以樓宇狀況較令人
滿意。九龍灣區內只有1幢工廈被評為「C」級，
樓宇狀況不達標。其餘有少數工貿樓宇獲評「A」
級，41座工廈獲評「B」級。

樓宇狀況	（九龍灣區）

圖2.4.7  九龍灣區工廈樓宇狀況

圖 例

B級
A級

C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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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主要經濟活動分佈

為應付當時本港的工業用地需求，政府於1956至
1959年期間於觀塘南部進行填海工程，範圍主要包
括現時觀塘道、創業街、海濱道及駿業街一帶，為
該區製造大量新土地，興建工廠大廈。隨後政府亦
陸續於九龍灣及茶果嶺等地進行填海工程，進一步
擴大工業用地的空間。

70年代工業發展進入全盛時期，觀塘工業區曾經
為香港最大規模的工業基地。各類型的輕工業如製
衣、電子、塑膠、日用品等紛紛湧現。政府亦於觀
塘道以北陸續興建公共房屋，為區內帶來主要的勞
動人口，加速推動香港工業的發展。然而隨著內地
改革開放，低廉的地價和工資吸引了不少工廠，改
為將部份或全部工序北移到珠三角等地。觀塘工業
區在香港經濟所擔當的角色漸漸減弱。隨著工業北
移，現時觀塘工業區內，從事製造業或輕工業的單
位銳減。即使有電子、製衣公司等，亦以辦公室居
多，只有少數的工廠將生產線保留於觀塘。九龍灣
一帶由於開發較遲，早已有大量辦公室出現。而亦

工業區內的產業分佈
觀塘工業區內的產業分佈

產業類別 數目
設計 357

攝影工作室 52
印務 445

紡織及布匹批發 86
儲存、倉庫及物流 228

社團組織 205
影音 48

製造及批發（成衣、電子） 1303
教育 11
餐飲 77
貿易 745
地產 78
會計 37
金融 48
零售 577
投資 124

有相當多的工廈於近十年間相繼轉型為商貿大廈及
商場等服務性行業。

2001年，城市規劃委員會修訂觀塘工業區的分區計
劃大綱圖，把區內的工業用地改劃為「其他指定用
途」（註明「商貿」）地帶，顯示該地段未來的發
展方向主要為商業用途，此舉亦令現存的工業和工
貿樓宇的使用變得更具彈性。不少大廈局部或分層
改裝以切合新的用途，地面空間亦轉型為銀行、零
售、展銷場等商業用途。由於工廈單位租金相較其
他市區地段低廉，近年亦吸引了不少商業以外的團
體，如教會、畫廊、藝術工作室等，他們的出現亦
為此區帶來了新的特色。

研究團隊利用網上搜查的方式，分析在黃頁網站登
記的資料，初步瞭解觀塘工業區內的產業分佈狀
況。研究團隊搜尋黃頁紀錄中的公司資料，點算了
觀塘工業區內不同產業的數目，羅列出圖表，比較
各行業的大概數目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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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主要經濟活動分佈

從右面的分析圖可見，現時觀塘工業區內仍有不少
製造及批發公司。此外，亦有不少貿易公司的辦公
室設於區內。而觀塘區至今仍為印刷及設計業的集
中地。研究團隊認為，面對活化工業區帶來的轉
變，有關部門需要重點照顧以上的行業，了解他們
的需要，協助他們適應轉變。

除了以上的幾大產業外，觀塘工業區內亦有不少儲
存空間和倉庫。由於工業地段租金一般較辦公室或
住宅相宜，迷你倉等的出現，大大減輕了辦公室或
住宅的儲物負擔。此外，亦有不少社團組織（如教
會等）購買或者租用工廈單位，作為辦公室和活動
空間。

圖2.5.1  觀塘工業區內的產業分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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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主要經濟活動分佈

比較全港的工業大廈，觀塘區工業大廈空置率達
12%，較平均數值高出三分之一。觀塘區的工廈樓
齡偏高，多為三十年或以上，而且多由數個業主持
有。區內的產業分佈以辦公室及貨倉為主。附屬辦
公室及辦公室佔用區內工廈近三成半樓面面積。而
貨倉、製造工場及其他工業操作的工序則佔用大約
三成。

九龍灣是一個工商業混合的地區，區內所有工業大
廈樓齡都不超過30年，樓高最多只有二十層。在全
港規劃為「其他指定用途（商貿）OU(B)」的土地
中，其空置率為最低，只有4.1%。九龍灣區的產
業分佈，與觀塘區大致相近。九龍灣區的工廈以貨
倉、製造工場及其他工業操作的工序為主，佔全區
大約三成樓面面積。而附屬辦公室及辦公室亦共佔
三成半。

從以上分析可見，現時兩區的工廈都以辦公室及貨
倉為主，工業製造生產相對較少。

用途
2009

平方米 百分比
製造及工場 42,455 3.8

貨倉 307,387 27.3

附屬辦公室 148,664 13.2

辦公室 255,087 22.7

其他 35,037 3.1

空置 45,995 4.1

翻新中 6,712 0.6

未有匯報數據 283,023 25.2

總和 1,124,359 100.0

九龍灣區工廈單位用途統計

用途
2009

平方米 百分比
製造及工場 258,781 7.2

貨倉 873,741 24.3

附屬辦公室 415,781 11.6

辦公室 968,611 27.0

其他 156,108 4.3

空置 428,974 12.0

翻新中 27,529 0.8

未有匯報數據 459,354 12.8

總和 3,588,879 100.0

觀塘區工廈單位用途統計

資料來源：規劃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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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大部分本地工業已經北移，觀塘區的獨特歷史
背景及地理位置，令區內仍然保留不少工廠，包括
印刷業、紡織及電子工業。研究團隊揀選了兩座較
為特別的工廈－觀塘工業中心和駱駝漆大廈，作焦
點分析，詳細研究兩棟大廈內的主要產業。

觀塘工業中心

觀塘工業中心的產業分佈

產業類別 數目
印刷 81

廣告及製作公司 8
包裝，產品及平面設計 20

紙業 11
貿易公司 28

工業 88
其他 23

觀塘工業中心位處觀塘道，是區內其中一座最大型
的工業建築群。觀塘工業中心的建築規格較高，能
夠承受較大的負重，包括機器和紙品。現時，裡面
仍有多間印刷廠及包裝製造商，成為行業集中地。

駱駝漆大廈

駱駝漆大廈的產業分佈

產業類別 數目
零售 33
商貿 111

批發及製造 34

駱駝漆大廈自90年代成功轉型，由油漆製造廠，變
身成油漆倉庫，以及各類衣飾、傢具、食品等的開
倉批發點。現時駱駝漆大廈最低幾層，都有大量零
售店，每逢假日都有大批遊人前往。

個別工廈產業分佈舉隅

圖2.5.2  觀塘工業中心

2.5 主要經濟活動分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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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項目工作坊亦對在觀塘區上班的人士進行了調
查。根據政府2011年最新的人口普查，觀塘區目前
是繼油尖旺及中環區以後，全港第三大工作上班地
點。隨著不少工廈活化成商廈，觀塘區的上班人數
會急速上升。因此，活化觀塘工業區必須照顧到交
通配套等問題。

研究團隊詳細檢視了區內工作人口流動狀況。現
時觀塘區居民人數為622,152，當中工作人口有
289,592人（包括僱員、僱主及自營作業者）。而同
區工作人數為65,199人，佔工作人口22.5%，比例
並非特別高。

另一方面，根據人口普查資料，現時全港（包括觀
塘區在內）在觀塘區工作的人口共有289,093人。
雖然政府統計處的數據涵括了整個觀塘區，但由於
觀塘區的主要工作活動區域都集中在工業/商貿區一
帶，因此工業區內的工作人口數字亦應相若。

現時在觀塘區上班的人士，分別各有約三成乘坐巴
士和港鐵上班。因此，活化工業區的時候，需要注
意巴士走線的安排，以及港鐵的接駁。現時，絕大
部份的巴士線都行經觀塘道，研究團隊認為，可以
研究增設巴士線道，行走偉業街等，減輕觀塘道的
負擔，以及減輕連接港鐵站與觀塘海濱道路的負
荷。

此外，由於九龍灣區內部份商廈離港鐵站較遠，有
個別公司亦有提供公司巴士等服務，接送職員來往
公司。

2.6 道路網絡

區內交通工具使用情況

巴士
96,046
(33.2%)

港鐵
（東鐵線以外路線）

88,929
(30.8%)

在觀塘區工作人口
289,093

公司巴士
9,503
(3.3%)

步行
22,193
(7.7%)

公共小巴
26,244
(9.1%)

私家車	/	客貨車
22,550
(7.8%)

東鐵線
14,642
(5.1%)

的士
2,867
(1.0%)

屋村巴士
3,421
(1.2%)

其他
2,698
(0.9%)

圖2.6.1  在觀塘區工作人口的交通使用狀況
資料來源：2011年香港人口普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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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道路網絡

觀塘工業區被觀塘道、將軍澳道及觀塘繞道等主要
幹道包圍，形成清晰的三角形地帶。為應付未來活
化後的觀塘工業區的需求，有關部門可研究車流和
人流的走向，考慮適當調整區內的交通安排。

主要幹道

圖2.6.2  觀塘區主要幹道一覽圖

觀 塘 道

將 軍 澳 道

觀 塘 繞 道

啟 福 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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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時觀塘工業區內行人天橋數量不多，未能將人車
分隔，導致人車爭路的情況時有發生。上落貨的貨
車往往停在道路上，令行人路更見擠迫。目前，仍
未有行人天橋直接接駁海濱及九龍灣、牛頭角和觀
塘三個港鐵站。而通往海濱的行人路環境則未如理
想，區內居民如想到海濱，需要穿過狹窄多車的街
道，險象環生。

行人天橋

圖2.6.3  觀塘區行人天橋網絡一覽圖

2.6 道路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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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文物保育

觀塘工業區內，大部份樓宇均在50年代以後興建，
並無法定古蹟。然而，觀塘工業區是香港獨一無二
的區域，見證了香港的工業發展歷史。觀塘工業區
為附近的居民提供了大量的工作崗位，活生生的呈
現了一代香港人的故事。

位於海濱道的九龍麵粉廠是其中一幢極具特色的工
廈，早前前發展局局長林鄭月娥女士亦點名要求重
點保育麵粉廠，使它成為九龍東的文物地標。九龍
麵粉廠由1966年2月1日起開始運作至今，西面有
六條儲存小麥用的大圓柱。二樓有搬運吊臂伸展出
來，橫跨海濱道連接對出的碼頭，直接從碼頭輸送
小麥到麵粉廠。

圖2.7.1  位於海濱旁邊的九龍麵粉廠 圖2.7.2  九龍麵粉廠現正進行外牆翻新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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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鄰近啟德發展計劃的啟示

自前啟德機場遷往赤鱲角，啟德的大片空地一直丟
空。至近年，政府大力發展九龍東，除了銳意活化
觀塘工業區，亦啟動啟德發展計劃。啟德發展計劃
規模龐大，總規劃面積超過三百二十公頃。啟德的
發展將會為觀塘工業區帶來新機遇。

圖3.1.1  啟德分區計劃大綱圖
圖片來源：土木工程拓展署 - 啟德發展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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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鄰近啟德發展計劃的啟示

按照政府最新公佈的規劃藍圖，郵輪碼頭第一泊位
將於2013年年中落成啟用。郵輪碼頭將會為九龍
東，特別是觀塘帶來大量遊客。

政府目前規劃藍圖與觀塘的連繫

圖3.1.2  政府最新公佈的啟德發展藍圖
圖片來源：土木工程拓展署 - 啟德發展計劃

郵輪碼頭一號泊位率先落成（圖中①②④）

啟德郵輪碼頭位處跑道的最南部，觀塘海濱的對
岸。隨著新碼頭的落成，估計觀塘工業區，特別是
海濱道一帶，會有不少工廈改建成酒店。現時觀塘
工業區內有酒店相繼落成，但由於區內尚未有旅
遊設施及配套，入住酒店的住客暫時仍以旅行團為
主。而目前工業區入夜後人煙稀少，較為僻靜，亦
不是接待旅客的理想環境。研究團隊建議研究發展
工業區的街道成飲食夜市，讓區內的酒店住客可以
在晚上到附近消遣，帶旺入夜後的觀塘工業區。而
夜市街亦應接駁港鐵站和海濱一帶的酒店，方便遊
客來往港鐵站及酒店。另外，除了酒店，不少服務
式住宅（serviced apartment）亦在九龍灣及牛頭
角對出一帶相繼落成。

啟德跑道上④號位置亦會興建一旅遊設施「旅遊
點」。研究團隊建議加強觀塘工業區和啟德的連
繫，研究以專線小巴或觀光橫水渡，接駁觀塘海濱
與跑道的可行性。同時，觀塘海濱及翠屏明渠一帶
亦可以改建成水上活動中心及食肆區，同時滿足區
內居民及遊客的需要。

郵
輪

碼
頭

T2幹
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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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鄰近啟德發展計劃的啟示

圖3.1.3  活化後的翠屏河，能夠吸引大批郵輪旅客，同時方便區內居民消遣。圖為社區項目工作坊為翠屏河構思的未來發展圖。 圖3.1.4  韓國首爾的清溪川，跟翠屏河一樣位處工商業區和民居
旁邊，美化市容之餘，更成為享負盛名的綠色旅遊熱點。
圖片來源：http://bbeans.blogspot.hk/2011/08/cheonggyecheon-river.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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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鄰近啟德發展計劃的啟示

多用途體育館（圖3.1.2中⑧）及綠化跑步徑

啟德新發展區內預留了不少綠化空間作休憩設施。
按照最新藍圖，跑道上會有緩跑徑等康樂設施。現
時觀塘區居民要前往觀塘海濱一帶，必須穿過工業
區的道路。優化工業區道路，改善通往海濱道路的
環境，能夠吸引更多區內居民前往海濱，甚至未來
的啟德休憩設施。

圖3.1.5  優化連接海濱的道路，將人車分隔，讓休憩人士能在舒適的環境直達海邊休憩區。圖為社區項目工作坊構思的未來發展圖。

T2主幹路 - 觀塘工業區對出路段（圖3.1.2中⑤）

政府計劃興建T2主幹路，接駁將軍澳及中九龍幹
線。道路建成後，將會大大減低路經觀塘來往將軍
澳的車流，減輕觀塘道、牛頭角道等的擠塞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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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起動九龍東」的發展構思

行政長官在2011-2012年施政報告中，宣佈採用富
遠見和相互協調的綜合模式，加快把包括觀塘、九
龍灣和啟德新發展區的九龍東轉型，成為本港另一
個具吸引力的核心商業區，以支持經濟發展。

為落實九龍東轉型措施，起動九龍東辦事處在2012
年6月7日正式成立，負責引領、督導、監督和監管
九龍東轉型的工作，並進行公眾參與活動。起動九
龍東辦事處的主要職務包括：

• 提倡和發展起動九龍東概念總綱計劃，以及探
討策略性修訂分區計劃大綱圖的不同方案；

• 讓主要持份者和公眾參與推廣九龍東予本地和
海外的發展商和用家；

• 提供一站式的支援予有利於九龍東轉型的私人
發展項目的土地發展計劃；與

• 協調政府改善地區工程所運用的人力和資源。

成立「起動九龍東」辦事處

圖3.2.1  「起動九龍東」辦事處在2012年6月7日正式成立，協助推動工業區活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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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起動九龍東」的發展構思

起動九龍東的發展根據「CBD2」的策略而制定，
著眼於改善「連繫」（Connectivity）、「品牌」
（Brand）、「設計」（Design）和「多元化」
（Diversity）四個要素。根據這個策略，當局規劃
了九龍東的概念總綱計劃，並設下下列目標：

• 整合九龍東及周邊地區

• 營造方便行人的環境，富魅力的街道和促進城
市綠化

• 地方營造，促進高質素的城市設計和創新的建
築，為公共空間添加活力，方便市民暢達海
濱，將文化及藝術帶入城市生活

• 促進九龍東轉型成為另一個核心商業區——一
個讓市民能工作玩樂、寫意遛躂、悠閒消遣的
好地方

「起動九龍東」的計劃藍圖大綱

圖3.2.2  「起動九龍東」的概念總綱
圖片來源：「起動九龍東」辦事處

1

2

3

4

5

6

78 9

10



41觀塘工業區 - 活化和發展研究

3.2  「起動九龍東」的發展構思

現時的「概念總綱計劃2.0」包括了十個項目，其中
第一至四項是改善道路和行人網絡的工程，第五至
七項是改善工業區環境的計劃，第八至九項是將政
府用地重新規劃，發展成全新的核心行動區帶動周
邊發展，而第十項則是改善觀塘工業區對出海面的
計劃。

十大焦點工程

1

2

3

4

5

6

改善道路和行人網絡的工程

加強整合：改善九龍東與相鄰地區的行人連接
及考慮建造環保連接系統

改善九龍灣的行人暢達度和街道景觀：建高架
行人橋連接港鐵站及騰出地面空間建立公園和
廣場

改善牛頭角港鐵站的行人暢達度：考慮勵業街
的行人通道連接的不同方案

加強觀塘港鐵站的暢達度：改善開源道的行人
通道及行人環境

改善工業區一帶環境的計劃

優化海濱道旁的濱海地區：改善海濱道的景
觀；考慮連繫海濱道公園和海旁及活化觀塘繞
道和觀塘避風塘

優化駿業街遊樂場：改造駿業街遊樂場為觀塘
工業傳統公園；改造駿業街熟食中心的外貌；
美化駿業街一帶的街道

將敬業街明渠改成翠屏河：在不影響雨水排放
功能的前提下，把明渠改成河，改善環境；善
用兩幅政府土地；美化敬業街一帶的街道

改善工業區對出海面

加添濱海地區的活力：活化11公里的海濱及
發展附近的水陸用地

發展全新核心行動區

釋放行動區1（海濱道重建）的發展潛力：
騰出約6.4公頃的土地作不同用途的混合發展
用，提供寫字樓、展覽 / 會議設施、酒店 /  服
務式住宅及零售 / 娛樂場所，成為一個全新及
具活力的樞紐

釋放行動區2（觀塘渡輪碼頭海旁發展項目）
的發展潛力：約2.7公頃的土地將設有小型寫
字樓、藝術創作室、娛樂場所、畫廊、零售專
門店及沿海濱長廊而建的食肆中心區，以配合
日後在啓德跑道末端的旅遊發展

7

8

9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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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起動九龍東」的發展構思

6 優化駿業街遊樂場：改造駿業街遊樂場為觀塘工業傳統公園

圖3.2.3  早前「起動九龍東」籌劃「星期四玩轉駿業街」活動，邀請本地樂隊在午飯時間，到駿業
街遊樂場表演，吸引附近工作的上班族觀賞。

圖3.2.4  場內亦有本地有機農墟，向工業區上班人士，售賣新鮮農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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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2.5  社區項目工作坊為未來單軌列車製作的願景圖

有關部門亦建議建設單軌列車，接駁九龍灣和觀塘
港鐵站，並繞過啟德新發展區。單軌列車一方面為
啟德郵輪碼頭的旅客提供了觀光交通，鼓勵他們來
到觀塘區，另一方面亦為觀塘工業區提供了綠色的
交通工具。

單軌列車的好處，是能夠利用半空的空間，將地面
的人流和車流分散，減低地面擠迫的情況。與此同
時，單軌列車的環境亦較舒適，能夠將乘客快捷運
送到目的地。

不過，按照現時的走線，單軌列車將會沿開源道直
接接駁到啟德（圖3.2.2），未有經過工業區內地
帶和牛頭角港鐵站。研究團隊在訪問和公眾諮詢期
間，收到不少相關意見，希望單軌列車能調整走
線，接通工業區內地帶，帶動區內人流活動。另一
方面，亦有意見指出，由於單軌列車的載客量較
低，未能有效地在工業區的上下班繁忙時間疏導人
流，此外，開源道的空間本來已經相當有限，假如
再在開源道上面，加建單軌列車，需要考慮實際安
全和緊急應變問題。

單軌列車貫穿觀塘工業區

3.2  「起動九龍東」的發展構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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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活化工廈」政策措施及申請情況

行政長官在2009-2010年施政報告中宣佈推行政策
措施鼓勵活化非工業地帶內已經空置及使用率偏低
的工業大廈。政府在2010年推出有關的措施，包括 
1項永久措施和3項為期3年的措施。當局在2010年
底至2011年9月期間進行中期檢討，並延長活化措
施申請期3年，把截止申請日期由2013年3月31日延
長至2016年3月31日。

促進在非工業地帶內重建工廈的措施

所有位於非工業地帶的工廈均符合申請資格，但新
用途須符合相關地段的規劃意向，重建項目須於五
年內完成。

• 政府為針對多層工廈業權分散的問題，就 
《土地（為重新發展而強制售賣）條例》（第
545章）修例，將位於非工業地帶而樓齡達30
年或以上的工業大廈申請強制售賣令的門檻由
90%降低至80%。有關的附屬法例於2010年 
4月1日生效。

• 批准特別契約修訂及以「按實補價」（即按最
佳用途及重建項目擬議的總樓面面積）方式評
定土地補價。

• 如修訂土地契約作重建的土地補價總額超過
2,000萬元，業主可選擇按固定利率（即三間
發鈔銀行的平均最優惠貸款利率加2%），在 
5年內按年分期攤付80%的土地補價。

市區重建局（市建局）於2007年3月宣布了觀塘市
中心重建計劃，希望藉著市區重建，重整區內的基
礎設施及改善社區環境，以提升市民的生活質素。
除重建計劃外，近年觀塘區內亦展開了多項大型發
展計劃，當中包括鯉魚門海濱改善計劃、牛頭角下
邨重建以及安達臣道發展計劃等。與此同時，鄰近
的啟德發展計劃即將展開，作為東南九龍最大規模
的發展項目，與啟德接壤的觀塘區可藉此催化兩區
互動發展，面向啟德的觀塘海濱及商貿區更應率先
定下規劃方向。

現行有關工廠大廈活化的政策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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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廈業主可免繳豁免費用，申請在現有工業大廈的
整段使用期內或現行契約期間，改變這些大廈用途
（兩個日期以較早者為準）。大廈整幢改裝後的新
用途須符合相關地帶的規劃意向。業主須在豁免書
發出後三年內完成改裝工程。

有關申請須符合以下準則：
• 位於「工業」、「商業」或「商貿」地帶的工

廈，而樓齡不少於15年；
• 申請須由大廈全部業主提出；
• 大廈改裝後，樓宇的高度、體積或總樓面面積

都不得增加；
• 在豁免期間，大廈不得回復作工業用途；
• 大廈將來重新發展時，須繳付十足市值土地補

價。

3.3  「活化工廈」政策措施及申請情況

促進在規劃為工業(I)、
其他指定用途註明商貿	(OU/B) 
或商業	(C) 地帶內
整幢改裝工廈的措施

截至2012年底，政府共收到88宗申請，包括74宗整
幢改裝的申請和14宗重建的申請。在九龍區有47宗
整幢改裝的申請（佔所有申請的64%）和10宗重建
的申請（佔所有申請的77%）。

「活化工廈」政策的申請情況

整幢改裝 重建 總數
接獲申請 74 14 88
已批出申請 48 13 61
　已簽立土地文件 27  2  30  
　待簽立土地文件 11  7  18  
　申請人在取得批准後撤回申請 9  4  13  
正在處理申請 16 1 17
在處理途中申請人撤回申請 6 0 6
不符資格而被拒申請 4 0 4

表3.3.1  全港活化工廈申請情況（截至2012年11月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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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觀塘區內已簽立契約修訂的重建個案有1宗，地
點位於觀塘海濱道135-137號，重建後的新用途為
「非住宅用途」。契約修訂在26/9/2011簽辦，涉及
3.865億的補地價。

在觀塘區內已簽立特別豁免書的整幢改裝個案有18
宗，改裝後的主要新用途包括辦公室、食肆、零
售、服務行業和酒店。

簽辦日期 註冊地點 特別豁免書所准許的用途
20/10/2010 觀塘勵業街11號 辦公室

22/12/2010 觀塘巧明街94-96號 商店及服務行業、辦公室

30/12/2010 觀塘海濱道163號

食肆、教育機構、展覽或會議廳、資訊科技及電訊
業、機構用途（未另有列明者）、場外投注站、 
辦公室、娛樂場所、康體文娛場所、私人會所、 
雷達、電訊微波轉發站、電視及/或廣播電台發射塔
裝置、宗教機構、學校（包括特別設計的獨立校舍
及幼稚園）、商店及服務行業、訓練中心

31/12/2010 觀塘偉業街137號 辦公室

3/3/2011 觀塘鴻圖道71號 辦公室

11/3/2011 觀塘興業街4號 食肆、商店及服務行業

1/6/2011 觀塘觀塘道326號 地下: 商店及服務行業
一樓至六樓：辦公室

30/9/2011 九龍灣常悅道21號

商營浴室或按摩院、食肆、教育機構、資訊科技及
電訊業、場外投注站、辦公室、娛樂場所、康體文
娛場所、私人會所、雷達、電訊微波轉發站、電視
及/或廣播電台發射塔裝置、宗教機構、研究所、設
計及發展中心、學校（包括特別設計的獨立校舍及
幼稚園）、商店及服務行業、訓練中心

27/10/2011 九龍灣宏基街3號 食肆、資訊科技及電訊業、辦公室、商店及服務行業

28/10/2011 觀塘觀塘道332號 辦公室

2/12/2011 觀塘開源道71號 食肆、辦公室、娛樂場所、私人會所、學校（包括
特別設計的獨立校舍及幼稚園）、商店及服務行業

3.3  「活化工廈」政策措施及申請情況

表3.3.2  全港活化工廈申請情況 （2010-1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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簽辦日期 註冊地點 特別豁免書所准許的用途
7/3/2012 觀塘鴻圖道28號A 酒店

18/7/2012 觀塘駿業街64號 食肆、辦公室、商店及服務行業

18/7/2012 觀塘鴻圖道21號 辦公室

24/8/2012 觀塘偉業街164號 酒店

14/9/2012 觀塘偉業街213號 食肆、辦公室、私人會所、商店及服務行業

19/9/2012 觀塘成業街6號

商營浴室及按摩院、食肆、教育機構、展覽或會議
廳、資訊科技及電訊業、機構用途（包括社會福利
設施）、場外投注站、辦公室、娛樂場所、康體文
娛場所、私人會所、公用事業設施裝置、雷達、電
訊微波轉發站、電視及/或廣播電台發射塔裝置、研
究所、設計及發展中心、學校（包括特別設計的獨
立校舍及幼稚園）、商店及服務行業、訓練中心

22/10/2012 觀塘鴻圖道16號 食肆、辦公室

表3.3.2  全港活化工廈申請情況（2012年）

參考資料：
活化工業大廈網站
http://www.devb.gov.hk/industrialbuildings/chi/home/index.html

地政總署的個案資料
http://www.landsd.gov.hk/tc/exc_mod/rcib.htm

3.3  「活化工廈」政策措施及申請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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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公眾諮詢意見
 4.1 焦點小組
 4.2  問卷調查
 4.3 專訪持份者 

4.1 焦點小組

為了解當區工業大廈業主、租戶、區內居民及其
他持份者對觀塘工業區未來發展的期望，研究
團隊於2012年11月10/11/16/18日假觀塘社區
中心以及觀塘民政事務處會議室，舉辦了共六場
「觀塘工業區的活化和發展研究公眾諮詢工作
坊」。研究團隊期望透過與不同持份者直接接
觸，獲取第一手的反饋，同時促進不同持份者的
交流，以達致「由下而上」的規劃方針，尋找最
適切的活化工業區方向。

公眾諮詢工作坊的流程主要根據Nick Wates所
著的《The Community Planning Event Man-
ual》的建議諮詢框架，並按研究團隊在香港舉
行同類活動的經驗作適當的調整。是次工作坊的
定位共有超過40位的參加者，包括大廈業主、
租戶、區內居民、藝術單位代表、地區關注人
士及社區組織代表。這種高效率的活動不單會
預先在當區不同界別中邀請參加者，同時歡迎
居民自發參加。每場工作坊長約2小時，易於在
規劃前期吸引廣泛界別的持份者參與，以及促
進持份者盡早交流的優點。

鑑於參加者的背景、對區內的認識和參與的目的或
有所不同，研究團隊先簡介「起動九龍東」最新發
展建議，和觀塘工業區的背景資料。這講解讓各參
加者了解區內的基本現況、掌握討論的範圍和知悉
工作坊的流程，使各參加者能夠參照發展藍圖，就
最新的發展計劃，給予合適的提議。

公眾諮詢工作坊隨即進入討論。該環節的形式參考
《The Community Planning Event Manual》中主
題工作坊的形式。在主持介紹當區面臨的一些問題
後，參加者於小組就地區問題、發展願景、交通出
行、文化保育、社區設施和居住環境的現況和展望
等各方面交換看法。第二輪討論的重點是在各議題
中找尋相對具體的共識和初步解決方案，以供研究
團隊作後續分析和設計。討論時，協調員幫助安排
居民的發言次序，確保每名參加者都有機會發表意
見，讓討論環節暢順和有效進展。每當小組成員取
得一些共識時，協調員會將該意見重述一遍，檢視
贊成者的比例。如有需要，他也可暫停過長的發
言，騰出時間讓其他參加者各抒己見。

如有發言者析述遇上困難時，協調員會嘗試根據觀
塘工業區的發展狀況提問，幫助發言者釐清其想
法，讓小組其他成員都可以掌握其意見。協調員不
會為公眾諮詢工作坊預設立場和限制規劃方向，也
不會參與辯論。因此，參加者可以自由地發表意
見，主導討論的議題，並透過互動認識各方的立
場，減少分歧。協調員只會在居民要求時，才會發
表意見。

每一場的諮詢會也獲分配一名記錄員。他負責為討
論進行筆錄，同時觀察各參加者的立場，並將達成
一致的意見標註在白板或簡報紙上。在公眾諮詢工
作坊結束時，記錄員也會協助協調員總結討論，並
在報告內反映討論的過程和重點。

研究團隊也在工作坊的尾聲派發問卷，以收集個別
參與者未及發表的想法。

總體而言，雖然各參加者的主觀角度不同，但亦能
達成部份共識。他們最關心活化觀塘工業區時，道
路配套和交通工具系統能否應付日益增多的人流。
例如，大部份參加者都關注觀塘工業區與觀塘和牛
頭角港鐵站，以及啟德發展區的連接。同時，活化
觀塘工業區的時候，需要注意劃出海濱空間，給原
區居民享用，並為觀塘注入活力。而重建或者活化
時，亦應注意原有群體的需要，幫助有需要的單位
尋找合適的地方搬遷。

研究團隊在公眾諮詢工作坊結束後，綜合了各小組
的意見，並從中選出較有支持基礎和可行的意見，
發展成一系列建議方案。這些方案都為公眾諮詢工
作坊增添了設計的元素，有助研究團隊進行後續跟
進工作。

焦點小組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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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焦點小組

圖4.1.1-3  觀塘區議會的議員親身到焦點小組現場，與市民互動，了解不同持份者的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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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份者意見語錄

4.1 焦點小組

達成活化共識的難度

「部份年長的業主只靠收取微薄的租金過活，
要他們參與活化，繳付大廈維修費，對他們來
說頗吃力。」

「部份歷史悠久的工廈樓宇質素欠佳，有欠安
全，有業主希望發展商主動收購。惟個別工廈
業權分散，例如觀塘工業中心（觀中）一至四
期合共1072戶，共有836位業主。不少業主覺
得單位地段優勝，暫時都未有轉售打算，因此
業主間難以達成共識，要由個別業主完成收購
活化觀中並非容易事。」

「政府可考慮主動參與活化，協助達成共識，
甚至參與項目發展。」

「發展局只主動接觸單幢單一業權、單層單一
業權的工廈，了解發展意向。對於業權分散的
工廈，則未有政策。政府應詳細了解小業主的
情況，加以配合。」

「現時部份工廈業權太分散，要加速活化，最
終必定有需要犧牲部份業主。」

「有關部門可幫助鼓勵年長小業主參與活化，
讓他們認識改善區內環境和交通等好處。」

活化審批有欠靈活

「現時要活化工廈，要越過政策和手續上的重
重難關。所以活化最大的困難，就是政策障礙
重重。政府應要跨部門合作，否則活化效率會
大減。」

「工業樓宇的建築質素一般都很穩固安全，而
且能承受極大重量，容易改建。活化工廈時，
其實無需硬性要求工廈，改成符合商業樓宇的
標準。假如活化工廈時要大廈全面改裝，投資
的意欲會大減。」

照顧現有工廈使用者的需要

「政府應考慮幫助小租戶，在油塘一帶空地劃
出空間，協助他們遷往該區發展。」

「有關部門可考慮把工廈改建成青年宿舍，規
定租給某類特定有需要人士（例如從事創意產
業的年青人），並與社企合作經營。當這些創
意群體慢慢成熟起來，就能帶動區內發展。此
舉可視為對年青人的長期投資。」

「政府應協助舊有行業生存。例如當低產值的
行業被迫遷走重置，離開現有工業區地段時，
政府應協助舊有行業適應新環境。」

「現時政府要求表演場地申領臨時娛樂場所牌
照，要求過時，令他們難以生存。這些條例一
旦要執行，工廈內的不少活動都會被取締，不
能繼續下去。」

「活化工廈措施出台後，炒賣投資活動急增。
不少地產商想收購單位，間接令租戶承受龐大
租金升幅。」

「假如公司賣出單位搬走，便難以找到像觀塘
一樣交通方便、租金相宜、鄰近客戶的地方再
開業。」

－工廈業主

　
－觀塘工業中心業主

－工廈業主

－工廈業主

－工廈業主

－工廈業主

－工廈業主

－工廈業主

－工廈租戶

－觀塘居民

－規劃師

－獨立音樂表演場地負責人

－工廈租戶

－自置工廈單位的工業家



52

4.1 焦點小組

圖4.1.4  獨立音樂表演唱地的負責人表示，活化工廈帶動租金
上升，加上政府各部門的種種規管，令文化藝術單位
生存相當困難。

活化發展的方向

「我身為工廈業主，十分支持年青文化藝術工
作者。我願意以優惠價租出單位，給他們作工
作室和排練室。」

「希望工業區內不會興建豪宅。」　　

「政府有需要可以考慮放寬工廈土地用途，把
高層單位改作住宅，低層則用作商業和辦公室
用途。」

工廈的硬件設施

「部份工廈環境及樓宇質量欠佳，就算投資維
修亦相當繁複，重建可能更符合經濟效益。」

「業主可能需要專業人士的技術協助，勘察老
化工廈的毛病。」

改善觀塘海濱面貌及與啟德的互動

「建議興建全球最大的音樂噴泉，吸引遊客到
觀塘海濱觀賞，帶旺觀塘工業區一帶人流。」

「可以考慮在啟德河興建水上活動中心，或者
水上舞台。」

「政府發展啟德時，應避免在跑道發展高層豪
宅，阻擋觀塘海濱景觀。」

「應更改現時的啟德發展計劃，取消興建啟德
直升機場，改為建觀光塔，直駁觀塘海濱。」

「啟德河應有開合橋接駁觀塘和啟德，如此既
可加強連繫，又可保留內港讓船隻避風。」

「政府只劃出天橋底用作樂隊表演，卻忽略了
區內樂隊的長期生存狀況。要把觀塘發展成有
個性的社區，突顯其悅目的文化景觀，應先著
重發展觀塘本區的創意產業等軟件。」

「可以考慮增加酒店供應，配合啟德郵輪碼頭
的發展。」

－工廈業主

－觀塘居民

－觀塘居民

－工廈業主

－工廈業主

－區議會議員代表

－區議會議員代表

－觀塘居民

－區議會議員代表

－區議會議員代表

－觀塘區創意產業單位負責人

－觀塘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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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劃師

－區議會議員代表

－工廈業主

－工廈業主

－區議會議員代表

－區議會議員代表

－觀塘居民

－區議會議員代表

－區議會議員代表

－觀塘居民

－區議會議員代表

「重建時補地價的收入亦可用作地底行人道網
絡的發展。行人道網絡可貫穿啟德河，連接舊
機場郵輪碼頭一帶。」

「 現 行 單 軌 列 車 方 案 未 必 能 應 付 區 內 實 際 需
要，增加專線小巴更能改善區內交通。」

「加強牛頭角港鐵站與海傍的連結，因為牛頭
角港鐵站與海傍的距離最短。並且盡量將觀塘
站人流分流到牛頭角站。盡快興建T2主幹路，
分散出入將軍澳的車流。」

「 從 前 觀 塘 碼 頭 一 帶 有 不 少 海 鮮 檔 在 路 邊 擺
賣，現時經已息微。我們可把觀塘碼頭發展成
墟市和休憩用地，讓居民能夠自由在那裡進行
康樂文娛活動，或者擺賣趁墟。同時，亦可研
究假日時開放開源道，成為行人專用區，辦個
墟市，在假日時善用工業區空間。」

「可以多在區內興建像零碳天地一樣的市肺，
供市民休憩。觀塘區亦有工廈發展天台種植，
改善區內綠化環境。」

「在工業區內多增設高級食肆，帶旺人流。」

4.1 焦點小組

改善、重整工業區道路、環境

「任何發展都應該由一個核心開始，起動九龍
東的方案亦應要有一重心。政府應考慮把九龍
灣對出的政府用地發展成核心，讓發展沿著觀
塘工業區幾條橫向道路，幅射性擴展開去。」

「近年觀塘道一帶交通流量急速上升，改善交
通網絡極為迫切。」

「 區 內 交 通 擠 塞 情 況 嚴 重 ， 車 輛 往 往 在 巧 明
街、駿業街一帶寸步難移。」

「我們有需要擴闊工業區一帶行人路，但實際
執行上有一定困難，因為沒有業主會願意劃出
自己的空間興建道路。另一方面，劃分行人專
用區時，亦應考慮區內貨車上落貨問題。」

「興建地下行人道網絡，分隔行車和行人。地
下行人系統網絡應接駁海濱及觀塘、牛頭角港
鐵站，並橫向延伸至鴻圖道、偉業街等。出口
位置應以競投方式決定，價高者得。投得出口
的業主，可把行人道網絡出口建在自己新落成
的酒店或商場底層，帶旺人流。而競投出口的
款項可用作投資行人道系統的建設。」

圖4.1.5-6  觀塘區議員與工廈業主交換對活化工業區的寶貴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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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焦點小組

圖4.1.7-8  由觀塘區議會屬下觀塘區發展及重建專責小組主辦的焦點小組，邀得多位關注工業區發展的專業人士親臨區議會發表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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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焦點小組

整體政策 工廈業主 工廈租戶及使用者 地區居民 創意產業
• 對工廈空間用途及分佈

進行深入研究
• 政府跨部門合作以加

強效率
• 詳細研究活化重建構成

的人流及車流問題
• 工業區的發展需有長遠

規劃，例如發展住宅、
創意產業，都需要長遠
且一致的政策

• 審批轉變用途申請時，
應靈活處理建築要求問
題，避免過度嚴苛的規
例阻礙活化進度

• 政府應改善區內環境，
讓業主看見發展潛力和
願景，主動提出活化，
為單位增值

• 研究分層活化工廈的可
能性，協調不同土地用
途間的衝突

• 成立社區調解隊協助受
影響租戶同區重置

• 完善地面交通網絡及增
設行人天橋

• 深入了解及全面研究工
業區內車流情況

• 增加綠化空間
• 發展海濱地段予本區居

民使用
• 活化及改善啟德明渠為

社區休憩空間
• 平衡區內的商業及文娛

康樂設施用地
• 於海傍興建緩跑徑或

單車徑
• 可研究將單軌列車接駁

到油塘、藍田、秀茂坪
及順天

• 研究工廈改建為居住空
間的可行性，部份地區
居民認為可以興建公共
房屋，但不建議興建低
密度住宅

• 鼓勵以低價短期租約，
租出暫時空置空間

• 將觀塘碼頭巴士站一
帶發展成文化創意產
業中心

• 興建小型劇場及練
習場地

• 可參考愛丁堡等地的發
牌系統，彈性處理臨時
娛樂牌問題。

• 政府對區內創意單位認
識不足，可深入研究單
位分佈及生態

研究團隊根據公眾諮詢工作坊內容，整理出下表，總結對應不同持份者的建議：

持份者意見語錄



56

4.2 問卷調查

社區項目工作坊亦展開了問卷調查，收集區內超過
500位居民及其他工業區使用者的意見和期望。問
卷調查於2012年12月1日至12月18日期間進行。是
次研究收集了市民對活化觀塘工業區的期望，涵蓋
包括現況及發展願景等問題。同時，問卷調查有定
量的特點，能反映整體社會對活化觀塘工廈的各議
題的支持度，增加研究的準確性和認受性。

問卷調查員於不同時段，分別到觀塘港鐵站的四個
出口，抽樣調查訪問區內市民。問卷調查員平均地
訪問不同年齡、性別的市民，務求結果能夠如實反
映各方意見。研究小組共訪問了524位市民，當中
511份為有效樣本，其餘樣本因為填寫不完整或資
料有誤而被排除。問卷的範本請參考附錄。

您是否觀塘區居民？

511位受訪者中，有46%為觀塘區居民，而其餘
的54%包括在觀塘工業區工作、到商場購物，以
及路過等人士。

Q1

54%
(276)

46%
(235)

觀塘區居民非觀塘區居民

您是否在觀塘區工作？

511位受訪者中，有52%在觀塘區工作，而其餘
的48%包括其他地區就業的人士、家庭主婦，以
及退休人士。

Q2

52%
(266)

48%
(245)

觀塘區工作非觀塘區工作

而在266位觀塘區工作的受訪者中，共有246位在
觀塘工業區工作。（參考問題3）

研究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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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到觀塘工業區（包括開源道、鴻圖道、偉業街等）從事甚麼類型的活動？
（可選多過一項）Q3

購
物

工
作

消
閒
活
動

文
化
活
動

路
經

100

200

300

問卷調查探討了受訪者到觀塘工業區的原因。此調查能
幫助規劃者了解現時市民使用工業區的情況，從而調整
發展方向。結果顯示，511位受訪者中，最多人到工業區
工作，共有246人（48%）。其次是購物（包括到商場及
開倉），有217位（42%）。而另外有145人從事消閒活
動 （28%），17人參加文化活動 （3%），及190人路經
工業區範圍 （37%）。

217
(42%)

246
(48%)

145
(28%)

17
(3%)

190
(37%)

從以上結果可見，工業區現時的主要用途以工貿為主。
而不少人亦會到區內購物，未來活化發展時，應考慮納
入更多商業項目，保留開倉及商場等元素。此外，約三
成人都曾到過工業區參加消閒活動，可見工廈單位的活
動用途日漸多樣。

4.2 問卷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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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認為觀塘工業區應該朝著哪些方向發展？
（可選多過一項）Q4

辦公室
（288）

保留工業用途
（294）

創意產業
（260）

公屋
（315）

居屋
（164）

私人樓宇
（77）

豪宅
（14）

旅遊設施
（119）

酒店
（59）

商場
（257）

除了探討現時市民使用工業區空間的狀況，問卷調查亦
訪問了市民對未來整體發展方向的期望（Q4-5）。

問題Q4提供了十個選擇，讓受訪者揀選對活化工業區的
期望。十個選擇中，包括了四大範疇的項目：工業、文
化、住宅、商業。此問題與Q5的問題互相補足。此問題
的結果能有助了解未來活化觀塘工業區應包含的項目，
而Q5則提供了定量數據，顯示市民對各範疇項目比例的
期望。

調查結果顯示，511位受訪者中，最多人支持活化觀塘工
業區時興建公屋（315人），其次是保留工業用途（294
人）、建辦公室（288人）、發展創意產業（260人），
以及發展成商場（257人）。以上五項都獲得超過50%
的受訪者支持。此結果顯示，不少受訪者支持目前活化
工廈的方向，包括建商廈、商場及發展創意產業。而市
民亦普遍支持保留工業用途，因此發展時可考慮保留一
定的工業設施，讓適當的行業繼續在區內營運。除此之
外，市民普遍認為可考慮在工業區內發展公營房屋。此
取向可能與近期社會對房屋議題的關注有關。社區項目
工作坊建議可詳細考慮在區內興建公屋的可行性，或研
究把工廈改建成暫時性中轉房屋的適切性。

值得留意的是，雖然Q3中，僅有少數受訪者（3%）表示
曾到觀塘區工廈參加文化活動，但不少人（51%）認為
應向創意產業方向發展，可見市民對把觀塘工業區發展
成文化創意匯聚點有一定期望。

與此同時，只有不夠2.8%的受訪者支持興建豪宅，受訪
居民普遍認為區內環境並不適合興建豪宅。此結果與現
時觀塘區的房屋環境脗合，現時區內住宅以公屋、居屋
及中價私人樓宇為主，發展豪宅時需要考慮項目與周邊
環境及居民的融合。

4.2 問卷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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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問卷調查

Q5

此問題估算市民認為活化觀塘工業區時，各範疇應佔比
例百分比。這問題與Q4互相補足，能實體化呈現市民對
完成活化後的工業區的想像圖畫。受訪者按著自己期望
的比例，為四個範疇（工業、住宅、商業及文化）分別
填上百分比，而四者相加必須等如100%。為達至公平起
見，如四者相加多於或少於100%，該問卷會作廢。

研究團隊把收集得到的各個項目數據相加，除以有效問
卷的數目，得出算術平均值，以獲得受訪者心中期望四
大範疇的平均比例：

　　　　各範疇算術平均值 = 
Σ 511

i=1 xi

511

工業
21.8%

住宅
32.9%

商業
26.9%

文化
18.4%

工業	21.8% 住宅	32.9% 商業	26.9% 文化	18.4%

受訪者認為活化後的觀塘工業區中，住宅應佔32.9%，商
業項目應佔26.9%，工業佔21.8%，文化18.4%。調查結
果顯示，受訪者普遍認為四者應該平衡發展，不宜一面
倒側重發展商業或住宅項目。此外，亦有不少受訪者均
表示，住宅和商業應該相互帶動，才得以平衡發展。

此項分析雖然不能用作精密的規劃考量，但亦有助了解
活化工廈時，應朝哪些方向出發。規劃時，政府亦需要
考慮不同土地用途的相容性。例如，現時觀塘區較少重
工業，那麼工業與住宅區的距離是否可以拉近？又例
如，樂隊排練室又能否與住宅或酒店共處？現時活化工
廈多以零散的個案進行，政府亦未有大規模的規劃。現
階段可考慮適當放寬針對各範疇的政策，來維持各個板
塊的平衡。本研究報告的4.3訪問部份和第5章亦會再詳
細討論平衡各範疇的具體困難和展望。

您認為工業、住宅、商業及文化的比例應各佔百分之幾？
（四者比例相加應為100%）



60

您支持拆卸工廈，改建成更高的建築物嗎？Q6

37%
(190)

63%
(321)

支持拆卸重建
更高的建築物

您支持容許改變工廈內部結構，以適應新用途？Q7

82%
(419)

18%
(92)

支持容許改
變內部結構

問卷中的第6和第7題分別探討市民對活化建築物的具體
想法。兩條題目分別詢問受訪者是否贊成「拆卸工廈，
改建成更高的建築物」，以及「容許改變工廈內部結
構，以適應新用途」。調查結果顯式，兩個方案亦得到
大多數市民的支持。而其中超過八成受訪者支持容許改
變工廈內部結構，方案得到大眾共識。社區項目工作坊
分析結果，認為有關機構應盡快及適當地放寬管制，以
及提供財政協助，幫助有意改建內部結構的工廈業主盡
快活化。而綜合受訪者意見，研究團隊亦建議審批活化
申請時，不宜過度放寬高度管制和地積比率，以免新建
的建築物破壞了觀塘的山脊線，或阻擋市中心一帶的空
氣流通。

不支持拆卸重建
更高的建築物

不支持容許改
變內部結構

4.2 問卷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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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卷中的最後一題探討受訪者認為工業區首要解決的問
題。受訪者可以剔選八個選擇，以及在其他一欄填寫特
定的意見。此題反映了市民對當前工業區的具體改善建
議，有關部門能在活化過程中，嘗試短期內處理這些問
題，令觀塘工業區的環境更舒適。

研究結果顯示，最多人認為空氣污染（326人）、塞車
（318人）和行人路太窄（305人）是首要有待解決的
問題。其次，亦有一定數量的受訪者認為區內綠化不足
（272人），以及休憩設施不足。社區項目工作坊建議有
關部門審批活化申請時，可提出附帶條款，要求新建成
或改建的項目，需要在地面騰出更多空間，讓行人能穿
過，或者作綠化用途，以提昇行人路網絡的質素。而早
前在社區焦點小組中（段4.1），亦有不少聲音建議興建
地下行人道網絡，將人車分流。早年社區項目工作坊亦
有進行過研究，討論興建地下行人道網絡的可行性。此
方案值得更深入探討。

此外，較少人認為區內食肆或商店不足，顯示目前商業
配套尚算完善。惟隨著活化步伐加快，未來或有更多辦
公室相繼落成，規劃時亦應留意附近食肆是否足夠，是
否需要容許更多工廈單位改建成食肆或商店，以應付需
要。

您認為觀塘工業區首要解決以下哪些問題？
（可選多過一項）Q8

塞車
（318）

行人路太窄
（305）

停車位不足
（15）

空氣污染
（326）

綠化不足
（272）

食肆不足
（78）

商店不足
（42）

休憩設施不足
（150）

4.2 問卷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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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專訪持份者

除了社區焦點小組及問卷調查，社區項目工作坊亦
於2012年12月至2013年1月期間訪問了共10位的持
份者，了解不同人士對活化觀塘及九龍灣工業區的
想法和期望。是次的專訪有助我們更深入了解個別
群體，如工廈業主等面對的具體困難，為活化工廈
提出了實際、切實且深刻的問題。了解這些問題癥
結，能讓活化工廈得以順利進行，並照顧到各群體
的需要。

是次專訪訪問了：

• 觀塘及牛頭角區工廈業主

• 觀塘區工廈租戶

• 觀塘及九龍灣區居民

• 關注地區發展人士（如建築師）

• 創意產業個體戶

訪問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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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專訪持份者

林先生出身工業世家，雖然自己的工廠並非在觀
塘，但他在觀塘區擁有多個工廈單位。林先生認
為，觀塘區跟其他工業區一樣，位處市區核心地
帶，應地盡其用，發展成商住並融的社區。住宅區
的人流及活力，能夠帶動商業活動。居民的活動能
在假日時為觀塘工業區帶來生氣和活力。他認為相
關政府部門如城規會應盡快開綠燈，容許業主或發
展商補地價，把工廈改建或重建成住宅。

林先生認為現時活化速度緩慢，一大困難是政府政
策混亂，使得不少業主無所適從。往往業主希望推
動活化，把工廈單位改作其他用途，為城市發展出
一分力，卻擔心改變用途會觸犯法例，最後只能望
洋興嘆。「舉個例，有工廈單位改建成食肆。這邊
廂消防處叫他把門加大，那邊廂屋宇署又說他不能
把門加大，實在令他進退維谷。現時不同政府部門
就活化改建各有政策，界線模糊，欠缺清楚指引，
令業主卻步。業主就算有心活化，也會擔心有太多
不明朗因素。起動九龍東的小組應起牽頭作用，統
領整合各部門，協助業主善用工廈地方。」

除此之外，林先生認為，要加速推動活化，官方機
構亦宜參與協助收購工廈單位。「現時重建強拍的
門檻為八成至九成。假如有一些中介組織，如土發
公司、市建局等，主動協助業主收購，用高於市價
幾成的價格，收購餘下的少量單位，協助單位搬
遷，活化過程定會更加順暢。畢竟一幢百多戶的工
廈，要大家達成共識，實在有多少難度。」林先生
亦補充指，政府的政策應要更加靈活，而首要的是

盡快容許分層改建活化。以他持有幾個單位的觀塘
工業中心為例，就可以容許最低幾層先活化，發展
成商場或者創意產業中心，而毋須硬性規定整幢改
建。當低層成功發展過來，上面的單位看見成效，
就會主動加入活化行列。

早前政府建議在工業區一帶，興建行人天橋網絡，
連接工廈二、三樓，林先生亦相當支持。「假如港
鐵站旁邊的觀中也發展起來，像apm和鱷魚恤一樣
接駁起來，容讓商場兼行人通道網絡擴展，直通較
遠的商場，就能產生連鎖效應，帶旺人流。小商場
一般都不會太熱鬧，只有把商場貫串起來，匯聚成
大商場，才能暢旺起來。例如加拿大的商場，都大
得很，一直貫穿幾個火車站。」林先生亦支持在觀
塘明渠上面建單軌列車站，上蓋則可以建住宅，讓
單軌列車站像屯門西鐵站一樣帶動社區發展。

除此之外，林先生認為海濱道和開源道一帶亦應配
合啟德郵輪碼頭的發展，化身東九龍的彌敦道。否
則，工業區內的酒店便不會成熟起來，因為工業區
入夜後人煙稀少，旅客也不會喜歡居於這樣的酒
店。現時，入住觀塘工廈改建成的酒店的，都是一
車車旅遊巴送來的旅行團。要改變這狀況，就必須
把觀塘工業區改變成商住共融、富有活力的社區。
林先生認為，要加快推動活化，政府需要進行多方
面的規劃，並且放寬限制。當中最重要的是讓觀塘
工業區變成一個與周邊地區聯繫的商住社區，帶動
人流，讓工業區轉變成一個有活力的綜合發展區。

訪問01	-	專訪觀塘工廈業主	林先生

圖4.3.1  林先生認為，觀塘工業區應發展成商住並融的社區，
而要加速活化就必須容許分層改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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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先生擁有多個觀塘區工廈單位，他認為現時活化
工業區面對的最大困難，是政府一直處於被動角
色，未能把握機會，推動活化。陳先生指自己身為
市民，都希望協助加速活化，讓土地地盡其用。可
是就算業主主動希望配合活化，卻受不同政府部門
的諸多規條限制。

陳先生認為政府鼓勵業主活化工廈時，應讓業主有
執行緩衝期。政府需考慮簡化程序，容許業主先提
交計劃書入紙申請改變用途。假如計劃書獲審批通
過，業主就可以在指定限期內（例如三年）完成活
化工程。因為業主也會擔心，自己主動拉攏其他業
主參與活化後，計劃卻遭打回頭。「如果能容許業
主先遞交計劃書，再執行計劃，邀請其他業主參
與，便能省卻麻煩。畢竟沒有業主希望大費周章，
拉攏其他業主過後，最終失敗而回。自己花錢申請
活化，倒頭來卻未必成功。業主也會衡量三思，最
後往往怕麻煩，一動不如一靜了。 」

陳先生指出，現時工廈業主並非要求政府豁免補地
價，亦不是希望從政府身上找利益。業主亦是一般
市民，希望與政府合作，讓城市的土地和空間得以
好好利用。可是政府卻一直未有把握機遇，放寬管
制，使得活化進度未如理想。「假如政府容許業主
在成功活化、產業增值後，才補回地價，讓業主有
更大彈性，同時減低風險，相信必定會有更多業主
願意多行一步。現時往往業主衡量過情況，覺得單
位尚未升值就要補地價，有如未見官先打三十大
板，都不禁卻步。」「其實業主願意出售單位與

否，也要視乎回報及風險如何。如果政府能夠提供
低息貸款，減低業主投資在改建或重建的風險，相
信定能推動活化。」

同時，現時就算有業主希望活化，都擔心申請手續
太繁複，令不少業主都怕麻煩。陳先生建議城規會
應先一次過放寬成業街以北一帶的限制，讓觀塘道
一帶先活化起來，這樣工業區便會一步步發展。現
在活化了的工廈，往往被未活化的舊廠廈包圍，難
以接駁到港鐵站。活化觀塘工業中心以後，觀塘港
鐵站一帶可以成為新發展的核心，催化周邊發展。
當中，政府最需要推動分層局部活化，容許單位改
建成其他用途，供非牟利團體、藝術團體或商業團
體使用。這樣一小撮逐步活化，能減低風險，並且
較靈活，亦能加速活化。他認為局部性的改變，能
夠產生漣漪效應（ripple effect），鼓勵帶動其他業
主主動活化。

陳先生亦認為，觀塘工業區交通方便，正好適合作
為文化創意產業試點。他坦言自己雖然樂意把工廈
單位租給文化團體，卻因政府不清晰的政策，擔心
把單位租給文化單位後，會觸犯法例。他希望觀塘
工業區能乘地理位置之利，讓更多藝術單位及非牟
利團體進駐，不要白白浪費了觀塘區的寶貴空間。

訪問02	-	專訪觀塘工廈業主	陳先生

圖4.3.2  陳生先提議讓工廈業主有緩衝期，逐步執行活化計劃，
而政府亦應統一預先審批申請。

4.3 專訪持份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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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專訪持份者

杜澄興和朋友在建築師樓工作，四位朋友一年多
前，決定自組建築工作室，並希望在觀塘租用單位
做辦公室。「我們四個人住在不同地方，而觀塘的
地理位置最方便。我們下班以後過來工作最節省時
間，因為觀塘始終鄰近港鐵站，比起新蒲崗等地區
都要方便。」杜先生和朋友按照公司業務需要，
搜羅中小型的單位。杜先生指觀塘工業區內選擇較
多，不同大小的單位都有大量供應，較容易物色到
合心水的單位。他們最終租用了位於偉業街和巧明
街交界的單位，面積約600呎，月租8,300元，慶幸
業主至今尚未加租。由於他們製作建築模型時，牽
涉少量工程，要使用電鑽等器材，發出少量噪音，
所以不能租用辦公室單位。而工廈的車場或路邊泊
車空間，亦方便他們運送建築模型。

杜先生的工作室承接各種小型建築設計工作，而觀
塘工業區內各個行業一應俱全，能夠提供他們所需
要的各種有用材料。「其實觀塘區內有一個很完
善的網絡，應有盡有，包含了各種的programme 
types（行業類別），例如餐廳、士多、五金、泥
水、噴畫等…我們在這裡工作非常方便。而正正因
為這裡有各式各樣的行業，在這裡工作會得到很多
靈感。」他們選址除了取決於租金和交通，亦主要
考慮區內配套。「假如五花八門的供應商、五金舖
和廉價食肆結業，我們都會慎重考慮另覓其他配套
更方便的地段。」

杜先生直言觀塘工業區內的創意產業群聚效應，不
及火炭的成功。「火炭的創意產業單位較為集中，
而觀塘的則分散在區內不同工廈，所以大家也不太
認識。」儘管如此，他亦認同在觀塘區擁有創作單
位，有一定名牌效應。「跟別人說自己在觀塘有一
個創作室，好像很自然的事。相比起在大角咀等
地，客戶聽見自己的公司在觀塘，都會感覺到一種
無形的品牌效應。觀塘彷彿成為了優秀年青創意產
業單位的搖籃。」

杜先生綜觀現時工業區的狀況，指出現時仍有不少
業主，因為當年在區內發迹，對工業單位有感情，
所以不願意隨便賣出單位改建成商廈。但他預計，
當老一輩業主退役，新一代業主接手，就可能會以
利益出發。他指亦有個別業主希望將單位租給從事
創意產業的年青人，可是卻孤掌難鳴。他亦坦言，
希望工業區活化成商廈的速度不會過快。「我亦希
望多一點時間讓我們的公司建立起來，他日成為茁
壯的租戶，可以抵受租金的升幅。假如我們未壯
大，就要終日離流失所，實在難以發展起來。」

訪問03 -	專訪atelier	j-ar工作室負責人	杜澄興

圖4.3.3  atelier j-ar工作室負責人杜澄興和他的工作室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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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先生是個體戶，他兩年前在駱駝漆大廈開設年青
潮流時裝店，售賣自家代理的服裝。他租用的舖
位，面積約800平方呎，空間充足，足夠他擺放所
有貨品。

楊先生並非觀塘區居民，當初選擇在觀塘區開店，
除了因為觀塘區地點便利，亦因為其他地方較少像
觀塘駱駝漆中心一樣的工廈開倉零售集散地。由工
廠大廈改建的駱駝漆大廈，地下舖位早已成為各連
鎖運動服裝品牌的展銷場，因此能夠吸引固定客
源，帶動樓上店舖的生意。楊先生開業前有比較過
其他地區，例如葵青區等小型商場的舖租，最後仍
然決定租用觀塘的工廈。「對於仍在創業階段的小
型零售店來說，租用工廈單位作零售是一個不錯的
選擇，最起碼我不用投資大筆裝修費，可以簡簡單
單開業。」

雖然工廈樓上舖的人流不及地舖暢旺，但只要能聚
集到一班固定熟客，都能夠維持成本。楊先生認
為，現在的生意已不及他初搬進來時暢旺。他指
出，當早一兩年開倉蔚為風潮的時候，經營情況比
現在要容易得多。雖然舖位所處的工廈，仍繼續有
大量單位轉型為零售，可是楊先生卻並不對這裡的
前景特別樂觀。「我在這裡兩年，看著人搬進搬
出。不少店舖因為生意不好撐不住，一年租約期
滿，又再搬走。然後又有別的店舖搬進來，然後同
樣撐不住要搬走。所以現在這裡都是人進人出。」

另一位租戶陳先生，亦在駱駝漆大廈經營傢俱店一
年多。陳先生出售的設計，全部由他們自己一手包
辦。他們賣的是自家出品，亦是自己的品牌。他認
為租用工廈單位是退而求其次，假如他有錢，也會
希望在商場做生意。「現在香港的商場全是名店，
又或者是大集團旗下的連鎖店，就算是附近相對小
型的商場，我們也根本租不起。連鎖店的利潤高，
來貨價也比我們要便宜，而且它們有品牌效應，商
品定價都比我們要高得多。」

陳先生認為在工廈開設零售點，是創業的第一步。
「像我們沒有龐大資金做宣傳，也不能一下子開設
多間分店，所以只能在工廈開始。我們現在營業一
年多，漸漸累積到一班熟客，我們現在正計劃在油
塘的商場開第一間商場分店。所以，工廈空間是一
個不錯的暫時性空間，它的存在幫助了我們這些沒
有大財力撐腰的小店，讓我們有開始的可能。假如
沒有工廈單位作「次等空間」，不少新興的事物都
難以出現。」

陳先生亦認為，活化工業區不應只有大規模的重
建。「如果一下子把整幢大廈重建為新型商場，就
沒有地方容納我們這類個體設計品牌。在商言商，
假如把我們都迫到偏遠的地區，也沒有人願意長途
跋涉光顧。其實只要把像駱駝漆大廈這類工廈，稍
為完善一下配套，就自然能吸引到中小型的零售租
戶。現在香港愈來愈難找到這樣的空間。」

訪問04/05 -	專訪駱駝漆大廈租戶	時裝店及傢俱店東主	楊先生及陳先生

現時，楊先生和陳先生都分別表示，顧客主要以網
上認識他們的客戶或者熟客居多。其中楊先生指
出，由於平日這裡始終是工廠區，人流不多，一般
只有周末才會稍為熱鬧。近年，也開始有內地旅行
團來此區購物消費，但他們都尚未習慣這種消費模
式，一般只會光顧樓下的體育用品連鎖店，所以有
點旺丁不旺財。他認為，旅客會慢慢適應新的消費
模式。

兩位租客亦表示，活化工廈政策推出以來，租金雖
有上升，但幅度與整體香港租金相若。以他們的舖
租為例，感覺上只稍為比正常多加租一成左右，他
們未有覺得觀塘區的升幅特別大。但他們亦指出，
這可能與駱駝漆大廈早已活化有關。由於駱駝漆大
廈短期內未有活化改建的計劃，所以租金相對穩
定。傢俱店東主陳先生更指出，他只視在工廈開店
為跳板。他的最終目標是可以打入主流商場，所以
他只希望在升幅超過他所能承受前，儲夠一定客
源，準備在商場開店。但兩位都同時認為，現時中
低價的小型零售空間，確實有一定需求。

楊先生寄望活化觀塘工業區時，能同時改善地面行
人路的擠迫狀況，讓港鐵站的人流能帶到工業區的
中心。同時他歡迎更多的創意品牌進駐觀塘區，形
成一種特色和力量，吸引到更多人前來購物。

4.3 專訪持份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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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先生的家族約30年前開設紡織廠，選址觀塘區，
廠房位處鴻圖道的工廈。由於樓宇歷史悠久，外牆
和內部已經相當殘破。現時該工廈只有約一半樓層
被使用，而方先生的廠房佔用了其中3層。

方先生的家族最初選擇在觀塘區設廠，除了因為當
時紡織及相關行業都集中在觀塘外，亦因為觀塘交
通方便，租金價格亦算合理。方先生租用現時單位
多年，指出雖然近年單位租金有上升，但並未覺得
升幅因為活化政策特別顯著。

方先生的紡織廠見證著同行在觀塘工業區的盛衰。
「現在做平價生意的紡織廠，都不能夠承受香港的
租金。而觀塘在市區，租金就更加高。大部份這類
工廠早已遷往內地。現在能夠留在本地的，都是做
高檔次的生意。」方先生主要的客戶來自歐美、日
本等地，對布料的要求較高，對技術及質量的要求
亦較為嚴謹。他選擇留在香港，因為內地廠房無論
紡織技術和產品質量，都比不上香港。這亦是他沒
有跟隨大環境北移的原因。他表示，在國內難以找
到同樣高技術的技工。方先生的企業曾有逾百名員
工，直至今天，仍然聘用80多名員工。

被問及倘若觀塘工廈租金顯著上升，他可有如何對
策，方先生表示只會見步行步。「看看可以做多久
就做多久。雖然現在工廠的規模大不如前，但始終
仍然養活著幾十個家庭。」不少觀塘區工廈的租戶
面對租金升幅，都因為工廠的員工，不願隨便關閉
工廠，堅持從事製造業生產。甚至乎有部份工廠老

闆，本身亦擁有單位的業權，都因為顧念到員工的
飯碗，而未有計劃活化轉售單位。雖然方先生的工
廠單位並不是自資擁有，而他所處的工廈亦已有幾
層丟空多時，但由於業權暫時仍未歸邊，以及尚有
另一工廠仍然正常運作，所以暫時沒有受到活化工
廈措施影響。

對於政府的計劃將此區發展為商業區，方先生表示
同意改建工業大廈為商業用途。「發展乃是不能改
變的事實，要是業主真的決定要收回發展，就只好
找別的地方繼續經營了，但仍然希望能儘量留在本
區，畢竟在這地方經營了這麼多年了。我們很多配
件及材料，也是靠同區的公司或批發商供應。只是
要是物業真的被收回，就難以再找到同類空間營
運，而且搬運機器的成本亦很高，我們的機械一點
也不輕省。」方先生直言，現在也不會太早下決
定，要繼續與否。公司能否繼續營運下去，要看看
到時情況和經營成本。

方先生亦認為，觀塘工業區有需要改善整體環境。
他表示，現時需要工業大廈的建築硬件上有改變，
但工業區內的配備並未見到明顯的改善。「多年
來，每逢繁忙時段，人車爭路的問題必定會出現。
現在多了一些新的高樓層的商廈，有時我們上落貨
時，需要特別留神。」他認為，無論工業區未來會
用作商業、工業或其他用途，都需要改善交通、道
路等的基礎建設。否則，道路的脈絡一日未打通，
區內的活動便一日難以暢順運行，最終只會降低營
商者的投資意欲。

訪問06 -	專訪工廈租戶	紡織廠東主	方先生

4.3 專訪持份者

方先生認為觀塘工業區有它特定的優勢，不論地理
位置、單位的種類等，都能滿足不同人的需要。他
寄望觀塘工業區的空間，能夠被不同人善用，不要
浪費了城市裡面的寶貴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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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專訪持份者

訪問07 -	專訪	何文堯建築師

圖4.3.4  何文堯建築師曾與團隊規劃一改善觀塘工業區環境方
案，對區內情況有深入了解。

何文堯建築師曾經在2002年，為「關注觀塘發展
聯席會議」設計出最新觀塘工業區的藍圖。何先生
對於觀塘工業區有深入認識，提出了獨到的見解。
「當年，我們看見觀塘改變規劃大綱的土地用途一
段時間後，變化仍然極少，只有少量的工廈轉型，
所以希望以工程，協助觀塘工業區轉化。」

「其實觀塘工業區在香港發展史上地位相當特別。
不少本土資本家，例如鱷魚恤、美亞、駱駝漆等，
都在這裡開始，從事真正產業、實業（actual pro-
duction）打天下，帶起香港經濟。而活化的癥結，
在於現時觀塘工業區的規劃，仍然根據50-60年代的
規劃，所以現在路太窄、人太多，供水供電排污亦
是當年的規格。」何先生認為，現在私人產業業權
分散，需要一個協調人（facilitator），協助自然的
更新和轉變用途，以及城市自然更新（renewal）。
他認為，城市有自我治癒（self-healing）的能力。
不過，現時香港已是一個高度發展的社會，而這類
社會必然要面對規矩制肘太多的問題，不夠靈活。
因為現時要活化工廈，往往會被法例管制，而要改
變這些制肘，又會牽一髮動全身。他認為，現時比
較可行的方法，是讓未活化的業主，看見成功者能
賺取大量利潤，讓他們能下決心活化工廈。

何先生認為，現時觀塘工業區活化的方向，不夠多
元化。他認為觀塘本來是一個有個性的地方，變成
另一個中環，實在可惜。他認為香港不需要每一區
都變成甲級寫字樓、商場、酒店和豪宅。城市是人
居住的地方，人的生活不應只有商場、酒店和豪
宅。城市必須要有個性。

何先生亦對工業區空間的使用有一套看法。「香港
人居住環境狹窄，需要像迷你倉一類空間，作為城
市中的容納空間。就算是甲級寫字樓，都需要租用
觀塘一類的儲存空間，因為你總不會用甲級寫字樓
空間存放公司文件。」

他亦認同「起動九龍東」的方向，由小做起。「傳
統的規劃通常由上而下丟出一個設計，然後進行大
規模可行性研究，再進行公眾諮詢。」他認為，有
關部門可以買起一些地舖，串連起街道空間。「這
些地舖可以做music & food，帶起觀塘工業區晚上
的空間，發展行人專用區（pedestrianization）。
太古坊發展時，亦買起附近的店舖，以控制整體環
境。」何先生亦關心區內創意產業的發展。「我第
一次到北京798藝術區時，只有藝術家創作室，和
少量小食店。第二次去時，就變得太商業，只有咖
啡室和高級畫廊。」他認為，較為可行的方法，是
由個人業主出發，希望他們成功活化工廈，賺取差
額後，可用個人名義成立基金，資助創意產業。

他認為，現時首要的工作是詳細研究觀塘工業區內
的交通，包括人車流量、上落貨及改道安排等，並
適當實施道路按時段收費，以將部份道路變成行人
專用區。而他亦建議，過渡期間，可由專責道路督
導員，靈活地協調車流，反而更能改善問題。他認
為由於活化工廈有太多複雜問題困擾，所以應由改
善環境工程開始，逐步推動發展，而過程亦需要民
間社會協力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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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先生是一名年青攝影師，由出生至今都住在樂華
邨。林先生自己開設攝影工作室，選址葵涌。他直
言，觀塘的租金太高昂。林先生表示，自己一直有
關心活化工廈的新聞。他擔心觀塘工業區活化成商
業區，會帶動其他地區的工廈租金上升。

林先生坦言，自己並不希望觀塘區變成第二個中
環。「我不是在觀塘區上班，也只是普通的市民，
並不希望觀塘變成另一個中環，到處都是商廈。」
他擔心，假如觀塘變成另一個中環，有大批旅客到
訪，會令觀塘居民喘不過氣。

他亦指出，自從活化工廈措施推出以來，他知道有
部份私人業主開始豪裝，希望藉此拉高收購價格。
他相信，這脫離了實際需要。因為工廈未被收購以
前，使用工業單位的都仍然只是一般租戶。一般工
業租戶，根本不需要豪華的裝潢。而業主豪裝後，
往往會大幅加租，令租戶難以承受。

此外，身為創意產業工作者，他希望政府大力支持
個體戶工作室，甚至可以主動出動，向業主收購合
適工廈，以優惠條款租用給合適的小企業或個體
戶。這樣，才能夠真正扶植六大優勢產業之中的
「科技創新」和「文化創意」產業。

另一位觀塘區的居民蘇先生，住在麗港城。他對觀
塘工業區的最大感覺，是觀塘工業區的使用愈見多
元。「從前我甚少到觀塘工業區，現在我們一家人
會經常到apm及旁邊的酒樓飲茶。」蘇先生認為活
化工業區，讓區內居民有更多好去處。「從前只有
藍田有商場，觀塘區沒有大商場，現在我們都喜歡
到觀塘的商場逛街。」

不過，蘇先生亦指出，自己認識的朋友中，有不少
工廈租戶，都表示租金升幅厲害。而他的鄰居亦會
到觀塘工業區上教會。「他們會到在工廈裡面的禮
拜堂做禮拜。」蘇先生認為，應讓工業區內的用途
變得更多元，使觀塘區更見活力。

林先生和蘇先生都不約而同表示，希望未來觀塘工
業區，不單能照顧商業用戶的需要，亦需要關注觀
塘區居民的需要。林先生表示，近年觀塘區，特別
是近九龍灣一帶，亦有新公共屋邨落成。而隨著人
口上升，對於社區設施的需求亦會增加。所以，他
認為可以在工業區內物色合適的地方，發展成為休
憩用途。

蘇先生表示，他亦曾經路過駿業街公園，參觀了玩
轉星期四的農墟。他認為可以多辦這類墟市，帶旺
觀塘工業區，並吸引更多居民，走進工業區。林先

訪問08/09 -	專訪觀塘區居民	林先生及蘇先生

4.3 專訪持份者

生亦認為，活化工業區，可以由軟件著手。他認為
要達致有效的活化，就必須先培育裡面的軟件和內
涵，方能支持硬件和建築上的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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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先生1980年左右入住德福花園，是首批入伙的住
戶。李先生在九龍灣區至今超過三十年，見證著九
龍灣工業區的變遷。他認為，現時九龍灣的交通配
套未必能承受大量人流。他個人亦不支持把九龍灣
工業區發展成第二個中環，全面興建辦公室。「居
民首要寄望活化工業區不會令區內環境變差。近年
九龍灣興建了多座商業大廈和專上學院，令九龍灣
的人流急增。現在每逢下班時段，港鐵站都迫得水
洩不通。九龍灣的交通和活動配套，始終難以跟中
環相比。假如繼續大量興建商廈，相信將會不勝負
荷，甚至嚴重影響區內居民生活。」

李先生認為，現時工業區提供了其他地方讓區內居
民購買生活必須品。由於德福花園內的店舖多售賣
高檔次商品，李先生多前往工業區的五金舖等購買
家居用品。而此外，工業區內的食肆亦較價廉物
美。李先生經常會到區內的茶餐廳用膳，假日亦會
到新建商廈內的茶樓飲茶。不過，他亦指出隨著九
龍灣漸漸變成第二個中環，區內的消費指數亦見上
升。不過，他認為適當興建商場（如Mega Box），
能讓區民有新的購物消閒和飲食好去處。

「我們單位的窗口對著九龍灣工業區。最初遷入
時，單位能看到海景，現在九龍灣興建了不少高聳
的商業大廈，擋住了開揚的景觀。」他亦指出商廈
的光污染問題值得關注，不少商廈晚上十一點仍然

開射燈，把民居附近的天空射得眩目。

李先生希望工業區內保留不同用途，指出工業邨的
存在，為區內居民帶來方便：「例如淘大工業邨就
有一間迷你倉，我們都會考慮把物件儲存在迷你
倉。像這樣使用工廈既不會浪費空間，亦能有效分
配利用香港的土地資源，減輕居民面對空間不足的
壓力，畢竟香港人的居住空間有限。」

李先生表示，現在他的子女都希望成家立室。他歡
迎在工業區內適當地段發展廉價的住宅，認為有助
年青一族上車。「我都希望我的子女能在九龍灣區
附近置業，可是現在德福、淘大甚至得寶的樓價都
急升，區內連低價的選擇都沒有。」同時，李先生
亦希望能在工業區內騰出多些空間興建像零碳天地
一樣的公園，讓居民可以到附近散步。他更指出現
時區內有大量建築工程，多劃出綠色空間，能夠改
善空氣質素。

「我希望未來工業區能夠更多元化，既能容納工
業、車房等，又能有一些中低價的辦公室讓人廉價
租用，或者建一些適合居民消費的商場等。這樣才
是一個健康、平衡的社區。」李先生寄望未來九龍
灣和觀塘工業區的環境會更舒適，更能照顧區內居
民需要。

訪問10 -	專訪九龍灣區居民	李先生

圖4.3.5 李先生的單位正對九龍灣工業區，從單位望出去，可見
幾座新建的商廈

4.3 專訪持份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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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未來發展願景及建議
 5.1  優劣危機分析
 5.2  未來發展的可能性
 5.3  焦點工程
 5.4  結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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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團隊綜合基線調查、政府規劃及公眾諮詢成
果，綜合出觀塘工業區現有的優勢、劣項、機遇和
危機。優劣機危分析法（SWOT analysis model）
是城市規劃中常見的競爭形勢分析方法。它主要將
觀塘工業區與鄰近地區的情況顯示出來，以便研究
團隊為該區度身訂造建議。

5.1 優劣機危分析

優 劣
機 危

Strengths

Opportunities

Weaknesses

Threats

• 觀塘工業區內的產業相當多元化，從傳
統工業、辦公室到創意產業，並存在區
內，建構出完整且多元的生態網絡

• 交通方便，來往港九各地都非常快捷

• 工業區的佔地大，有大量的工廈，令可
塑性大大提高

• 鄰近啟德發展區帶動觀塘海傍發展

•	 工業區內交通經常擠塞，行人路等環境
設施亦未如理想

• 現時活化以業主自發為主，步伐緩慢，
亦相當被動

• 不同部門政策混亂，令有心活化的業主
無所適從

• 現行「活化工廈」政策未能解決業權分
散工廈的問題

• 觀塘正穩步朝著商貿區的方向發展，不
少業主都把工廈主動活化成商廈

• 啟德發展區及觀塘海濱工程，有助將觀
塘工業區發展成新的旅遊中心

• 區內有大量創意產業單位，能將觀塘發
展成新型且別具特色的「第四產業」核
心

• 如能善用現時區內的大量空置單位，將
能增加觀塘工業區的可能性

• 現時政府未有全盤計劃，協助工業區有
系統地活化；不同土地用途未能妥善協
調，容易產生規劃上的衝突

• 工廈單位租戶未能承受租金升幅，未能
立刻找到合適地方搬遷

• 未有仔細規劃道路及休憩設施等問題，
容易令工業區變成過份密集的商業區，
欠缺生氣活力

• 剛冒起的新型產業被扼殺，令工業區特
色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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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未來發展可能性

社區項目工作坊詳細分析了觀塘和九龍灣工業區的
土地使用狀況，並綜合了現時的產業分佈、土地規
劃、樓宇質素及樓齡等因素，初步勾勒出不同地段
的發展趨勢。研究團隊鼓勵有關部門，詳細探討下
列地段發展相關用途的可能性。

研究團隊按照現時活化或重建工廈後的用途，辨識
出不同地段的發展方向，並提出建議，加強同類用
途的產業群聚。然而，以下的發展趨勢並非籠統的
土地規劃。有關部門亦應尊重個別業主意見，不宜
硬性更改土地用途。研究團隊建議利用補助政策等
措施，鼓勵區內不同產業調整位置，加強群聚效應

和互惠關係，令觀塘工業區的用途得到最妥善和公
平的安排發展。

在考慮以下發展趨勢同時，亦需考慮個別工廈建
築，能否滿足該產業的需求，方能切實的幫助各個
產業重置。

個別地段未來發展趨勢和機遇

圖 例

工業/文化

住宅

酒店/旅遊

辦公室/商場

觀 塘 海 濱
起動
九龍東
行動區

圖5.2.1  觀塘工業區內不同地段的發展趨勢

九 龍 灣

牛 頭 角

觀 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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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未來發展可能性

觀塘道一帶交通方便，鄰近巴士站及港鐵站，人流
暢旺，現時已有不少座落在觀塘道的工廈重建成辦
公室大樓（例如：創紀之城）。另外，觀塘道及開
源道亦有不少商場，除了歷史悠久的觀塘廣場外，
近年落成的apm、鱷魚恤中心和東廣場等，亦成為
了觀塘居民的新消費點。除了商場，座落於開源道
的駱駝漆大廈，在90年代成功轉型為開倉零售集散
點，現時成為了旅客的購物熱點。把工廈改用作開
倉零售用途，開創了商場文化以外的另類消費場所
模式。此舉能減少重建工程，是活用工廈的成功例
子。

鑑於以上的發展趨勢，研究團隊認為觀塘道及開源
道一帶，未來有機會發展成為商業大廈、商場及零
售開倉的中心。現時，商場或商廈之間的連繫並不
多，只有個別隸屬同一集團的商廈有行人網絡接
駁。因此，距離港鐵站較遠的商場，人流一般都較
少，舖位出租率偏低。研究團隊估計，未來該區將
會有更多商廈發展。屆時，可以考慮將區內的商廈
連接起來，帶動人流，達到群聚效應，帶旺所有商
場，成為九龍東的商業活動核心。

除了商場外，研究團隊亦認為可以研究，將未能整
幢活化的工廈，發展成特色開倉集散地，為區內居
民及遊客提供另類購物消閒場所，容納不同需要的
消費模式。

辦公室、商場及開倉
九龍灣、觀塘道及開源道一帶

圖5.2.2  區內新發展成商廈和商場的地段：（左）九龍灣及（右）觀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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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店及旅遊設施
海濱道一帶

海濱道一帶毗鄰啟德郵輪碼頭和旅遊設施，估計未
來將有大批旅客由啟德通往觀塘。現時海濱道一
帶，已有服務式住宅相繼落成。由於海濱道一帶能
一覽跑道景觀，估計未來會有酒店座落該地段。研
究團隊認為，可以考慮將個別工廈改建成特色的酒
店，一方面既能保存觀塘工業區的歷史風貌，同時
亦能吸引遊客。

工業用途
鴻圖道、偉業街

觀塘工業區內仍有不少工業，在觀塘區營運多年，
與同行及其他行業形成了有機的網絡。雖然陸續
有工廈被改建成商業用途，但大量工廠和後勤辦公
室，仍然希望留守觀塘區。研究團隊認為，鼓勵活
化的同時，亦需要協助本來位處較優越地利位置的
低產值行業，遷住內街。這樣方能夠真正協調不同
產業的需要，按各自意願重整區內的土地用途分
佈。惟鼓勵工業遷離原有單位，搬到新單位時，必
須考慮不同工廈的建築設計和限制，能否滿足各低
產值行業需要（例如樓宇負重、電梯、走廊闊度）
不能一概而論。研究團隊亦鼓勵相關部門或者起動
九龍東參考外國經驗，成立舊區更新調解隊伍，協
助業主和租戶協調搬遷方案，減少對原有工業的影
響。

文化創意產業
鴻圖道、偉業街

現時鴻圖道及偉業街近牛頭角一段，租金相對較
低。不少樂隊和創意單位，都租用那一帶的工廈單
位作排練室和工作室。研究團隊估計，該區未來或
會有更多創意單位聚集。

同時，由於工業和文化單位對音量管制的要求相對
較低，而且兩者對租金升幅的承受力亦有限，研究
團隊認為兩者可以在上述地帶並存。社區項目工作
坊亦在研究期間發現，有不少業主都有興趣把自己
名下單位，租給年青文化工作者，作電影工作室、
排練室、藝術家創作室及表演場地。可是，由於現
時政府的政策模糊，令不少業主都擔心觸犯法例，
而有所卻步。研究團隊建議有關部門盡快釐清相關
政策，協助觀塘區的創意產業發展。研究團隊認為
相關部門或志願團體可與有興趣的業主商討，將個
別工廈發展成創意產業的中心，達到群聚效應，讓
觀塘的創意產業社群，亦能像火炭一樣，更加集中
和活躍。

5.2 未來發展可能性

發展住宅的可能性
欣業街以北一段大業街

有鑑現時社會對房屋的需求迫切，研究團隊亦初步
探索了在區內發展住宅的可能性。觀塘工業區內大
部份地段，密度都相當高。而且，由於地段毗鄰業
務繁雜的工業大廈，一般都不適宜發展住宅用途。
倘若要騰出空地發展住宅，較為合理的選址只有欣
業街以北一段大業街。該地段離工業區最繁忙的核
心地段（近觀塘港鐵站一帶）相對較遠，而且鄰近
德福花園及定安街等住宅區，在土地用途規劃上較
為合理。可是，現時地段內仍然有大量工廠、倉庫
以及辦公室。除非有官方機構協調，否則要大規模
改建工廈成住宅，過程將會困難重重，而且項目亦
並非短期內能夠完成。不過，從長遠規劃的角度出
發，在大業街一段發展住宅，能夠同時改善連接牛
頭角港鐵站及海濱公園道路的環境。居民步行前往
海濱，便不需要穿過工業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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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團隊認為，有關當局可重新審視鼓勵活化工
廈成為閣樓工作室住宅（loft living）或服務式住宅
（serviced apartment）的可能性。發展閣樓工作
室住宅，一方面能鼓勵年青人創業，將單位發展成
特色店舖、表演場地等創意產業。此舉亦能幫助年
輕中小企確立品牌，更能帶動整體工業區的活化。
不少外國城市，都會在工業區推動loft living，以加
速城市活化的步伐。Loft living的出現，能為工業區
增添生氣，鼓勵附近工廈改善環境，推動活化。

圖5.2.3  發展閣樓工作室住宅，能帶動附近工廈活化更新，美化
整體工業區環境。
圖片來源：http://bettercities.net/sites/default/files/palacelofts.jpg

5.2 未來發展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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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未來發展可能性

社區項目工作坊亦建議優化活化工廈政策，以容納
更有效及更多元的活化：

優化活化工廈政策

研究容許分層改建的可能性

研究團隊在公眾諮詢過程中，多番接獲業主表示，
難以與工廈內的所有業主協調，整幢活化工廈。這
樣變相拖慢了活化的進度，亦令只有財力雄厚的業
主，方能活化。而由於整幢改建牽涉大量人力物
力，往往只有工廈活化成辦公室或商場用途，減低
了活化工廈的多元性。

研究團隊認為可以詳細研究分層改建的可能性，讓
未能達成共識的工廈，申請分層改建，改變用途。
有業主認為，當兩三個樓層成功活化，有更多成功
案例，其他樓層亦會相繼學效。惟研究團隊認為，
審批活化申請時，必需要詳細考慮不同用途能否妥
善協調（例如：住宅、酒店與工業用途的連接需要
小心處理）。團隊亦建議不能用硬性政策審批，需
要利用民間協調員，協助不同樓層參與和不參與活
化的業主磋商，以免損害任何一方利益。

政府部門統一審批活化申請

不少業主亦表示，考慮申請活化時，往往有「未見
官先打五十大板」的感覺。不同部門對改建的建築
要求不同，甚至有衝突。例如，消防處要求把食肆
通道加大，屋宇署卻要求縮小之類。研究團隊認為
應該研究統一審批活化申請的可行性，盡量簡化申
請程序，方能鼓勵業主主動申請活化。

利用補助，鼓勵多元活化

現時活化申請政策，變相令商業和辦公室發展成為
主導。現時觀塘工業區內產業極為多元，研究團隊
認為可以利用優惠、補助等，在不同地段鼓勵個別
行業發展，協助重整工業區空間，減少土地用途衝
突。社會需要像觀塘工業區一樣多元的空間，容納
各種新型冒起中的事物。

此外，研究團隊認為可以詳細研究如何善用暫時空
置的工廈單位。現時有大量工廈單位，甚至整幢的
工廈丟空多時。假如能夠研究以相宜租金，租用
給中小企或創業人士，成為商店、工作室、演出
場地、迷你倉等，相信定能令觀塘區發展成更有特
色、更有活力的社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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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焦點工程建議

社區項目工作坊因應上述的建議，制訂出以下的焦
點工程藍圖，希望可以藉此優化工業區環境，帶動
觀塘工業區發展成更優質的社區。

焦點工程優化工業區環境

1 特色夜市街

隨著啟德郵輪碼頭的落成，相信未來觀塘區將
會有更多酒店落成。研究團隊建議優化現時來
往觀塘地鐵站及海濱的道路，研究入夜後將部
份路段轉換成行人專用區的可能性。

研究團隊認為可以研究將工業區的道路（例如
開源道），變成夜市和食肆的可行性。發展特
式夜市一方面既可以善用工業區的地方，同時
能為入住區內酒店旅客及觀塘區居民提供消遣
好去處。此外，夜市可以邀請觀塘區內的樂隊
和藝術家表演擺攤，讓他們可以有更多的空間
演出。發展夜市能將入夜後的觀塘工業區變成
別具特色的地區，成為另一個帶有文化氣息的
小蘇豪。由於工業區遠離民居，相信夜市不會
對觀塘區居民造成騷擾。

2 橫水渡連接啟德海濱

現時觀塘區與啟德跑道的連接未盡完善。隨著
觀塘海濱的活化，加上區內水質的改善，觀塘
海濱將有潛力發展成更有活力的旅遊點。研究
團隊建議可以利用靈活的橫水渡，接駁遊客和
居民來往觀塘和啟德，成為特色的水上交通。
利用橫水渡接駁兩岸，可以省卻龐大的工程，
不用築橋或建大型碼頭，而且能夠吸引遊客。

圖5.3.1  發展夜市，既不會影響觀塘工業商貿區的日常運作，亦
能協助區內產業轉型。
圖片來源：http://www.tropicalisland.de/ireland/dublin/temple_bar/

圖5.3.2  利用橫水渡，吸引啟德遊客橫跨海灣，到訪觀塘。
圖片來源：http://www.colourbox.com/image/gondola-at-the-canal-in-
venice-italy-image-27479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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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塘海濱興建大型音樂噴泉

研究團隊亦建議善用觀塘海濱，發展成大型音
樂噴泉，美化觀塘區的生活環境，並吸引來自
啟德的郵輪旅客。政府現時的規劃未有加強觀
塘工業區和啟德的融合，興建音樂噴泉，相信
能吸引居民及遊客到啟德跑道的休憩地帶。與
此同時，興建音樂噴泉等亦能鼓勵工業區內，
特別是跑道對面的海濱道一帶工廈，活化成商
業用途或特色旅遊設施。

3

圖5.3.3  社區項目工作坊建議，在觀塘海濱對出的啟德河，興建
大型的音樂噴泉，吸引觀塘區居民及郵輪碼頭的遊客橫跨海灣，
前來享用觀塘海濱，並鼓勵附近工廈活化轉型。

5.3 焦點工程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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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開合橋連接觀塘工業區及啟德跑道

除了橫水渡和音樂噴泉外，研究團隊亦建議長
遠可考慮興建開合橋，接駁觀塘工業區和啟德
跑道的末端。橋樑除了應付實際的交通用途
外，亦應預留一條綠色的小徑，供居民休憩使
用，令居民亦能在舒適的環境，接駁到啟德跑
道的綠色地帶。

圖5.3.4  西班牙畢爾包建築師卡拉特拉瓦所設計的渡河行
人天橋

圖5.3.5  倫敦千禧橋帶動了兩岸的經濟活動交流

圖片來源: wikiwak, 2010 (http://www.wikiwak.com/image/Mill.
bridge.from.tate.modern.arp.jpg), coachingwithinsight, 2010 
(http://sparkswithinsight.typepad.com/P1000194.JPG)

5.3 焦點工程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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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揮「起動九龍東」行動區潛力

「起動九龍東」提出把九龍灣驗車中心及觀塘
碼頭發展為兩個核心行動區。「起動九龍東」
建議把位處九龍灣的行動區1，發展成寫字
樓、會議設施、酒店及娛樂場所等。研究團隊
認為可以詳細及深入研究發展成特色廣場的可
能性。現時觀塘工業區的發展密度相當高，而
且以商業元素為主。研究團隊認為，可以適當
協調發展密度，利用政府用地，發展為商業以
往的設施，改善地區環境及形象，令觀塘工業
區發展成為有個性的城市中心。

而位處觀塘碼頭旁邊的核心行動區2將有小型
寫字樓、藝術創作室、娛樂場所及海濱長廊食
肆等旅遊設施，以配合旅遊發展。研究團隊認
為發展時，可以保育觀塘碼頭，配合本來的工
業區環境發展成特色旅遊點。

研究發展閣樓住宅（loft	living）的可能性

早在數十年前，紐約市有大批工廈空置。不少
人士隨即進駐工廈單位，發展成工作室，並在
那裡居住。其後這些工業單位環境慢慢改善，
發展成新型、有格調的居室。現時香港住宅供
應緊張，有不少聲音都提議研究發展工廈成為
住宅。研究團隊認為，可以先以發展loft living
作試驗，發展空置工廈單位成為一般人能夠負
擔，且具有質素的住宅及工作室，鼓勵有志的
年青人創業，為觀塘工業區增添更多可能性。
除了發展工作室外，亦可研究發展商住共融單
位的可行性。社區內有更多人流，就能帶動其
他經濟發展，製造更多可能性。

5.3 焦點工程建議

7

6

圖5.3.6  發展loft living，能夠製造更多樣的房屋，並且善用閒置
的工廈單位。
圖片來源：http://mixinfo.id-china.com.cn/a-9099-1.html

5 綠色緩跑徑連接市中心及海濱

工業區人車爭路情況嚴重，行人環境未如理
想。工業區的道路未能成功吸引觀塘區居民前
往海濱。研究團隊建議活化工業區時，預留一
定空間，興建寬敞舒適的綠化行人路，令居民
能夠更方便享用海濱的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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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地下行人網絡

研究團隊亦建議有關當局研究發展地下行人網
絡的可行性，由觀塘港鐵站，接駁到工業區內
的不同地段。尖沙咀的地下行人網絡，是現時
本港最成功例子。由於香港人口密集，發展地
下行人網絡不但能分散地面人流，更能創造出
新的活動空間，帶動地區經濟發展。此外，行
人網絡的出口位置能夠直駁區內的商場或商貿
大廈，帶動人流。

地下網絡的發展，可以由政府推動。有關部門
可以將發展地下商店的收益，匯集成儲備基
金，支援地區的其他發展，或用作補助推動活
化。

8

圖5.3.7  社區項目工作坊建議研究發展地下街的可能性，減輕路
面擠塞之餘，亦能締造新的營商空間。

5.3 焦點工程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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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結語

觀塘工業區曾經是香港工業和經濟的樞紐。隨
著社會轉型，觀塘工業區亦應改變，以推動整
個城市的發展。活化工業區，能夠讓工業區的
空間得到最佳的利用。活化過程雖然牽涉問題
眾多，是長遠且艱辛的過程，但是只要憑著不
同持份者的努力和協商，定能平衡各方意見，
把觀塘工業區發展成為別具特色且多元的社
區。社區項目工作坊深信，只要藉著地區人士
及有關部門的努力，定能將觀塘工業區變成充
滿活力和朝氣的社區，為區內居民、工業、商
業及創意產業，提供適當的空間，發展所長。

結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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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問卷

觀塘區議會 
Kwun Tong District Council

邀請居民參與
活化觀塘工業區問卷調查

觀塘區議會委託香港大學建築學院社區項目工作坊，進行觀塘工業區的活化和發
展研究，目的是探討活化工廈的可行性及發展方向。您的寶貴意見將有助構建更
美好的社區。完成問卷需時約5分鐘，感謝您的積極參與和配合。若您對研究內
容或問卷有任何疑問，請與劉先生聯絡（電話：2859 2130）。

1. 您是否觀塘區居民？ □ 是   □ 不是

2. 您是否在觀塘區工作？□ 是   □ 不是

3. 您到觀塘工業區（包括開源道、鴻圖道、偉業街）從事甚麼類型的活動？
 （可選多過一個）
 □ 購物  □ 工作  □ 消閒活動
 □ 文化活動  □ 路經  □ 其他：＿＿＿＿

4. 您認為觀塘工業區應該朝著哪些方向發展？（可選多過一個）
 □ 保留工業用途 □ 創意產業聚集點 □ 公屋
 □ 居屋  □ 私人樓宇  □ 豪宅
 □ 辦公室  □ 商場  □ 酒店
 □ 旅遊設施

5. 您認為工業、住宅及商業的比例應佔百分之幾？
 工業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住宅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商業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文化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共                     100                   %

6. 您支持拆卸工廈，改建成更高的建築物嗎？
 □ 支持　　  □ 不支持

7. 您支持容許改變工廈內部結構，以適應新用途嗎？
 □ 支持　　  □ 不支持

8. 您認為觀塘工業區首要解決以下哪些問題？（可選多過一個）
 □ 塞車  □ 行人路太窄  □ 停車位不足
 □ 空氣污染  □ 綠化不足  □ 食肆不足
 □ 商店不足  □ 休憩設施不足 □ 其他：_________

 填表人：＿＿＿＿＿＿＿＿ 聯絡方法：＿＿＿＿＿＿＿＿

感謝您的參與！



有關社區項目工作坊

香港大學建築學院是一所國際領先的教學和研究機
構。建築學院的學術人員長期而積極地參與各種社
區項目及專業服務。他們的項目遍及香港、澳門、
中國內地和臺灣等地。2009年，香港大學建築學院
決定參與四川地震的重建工作。建築學院透過整合
自身的社區資源，與北京師範大學共同開展四川漢
旺紀念公園的前景規劃。在資源整合的過程中，促
使了一個以社區為基礎的部門——香港大學建築學
院社區項目工作坊——的誕生。

社區項目工作坊是向政府和非政府機構提供設計、
諮詢和其他需要建築學院專業知識的非商業服務。
所提供的意見均出自學院所有學科（建築、建築文
物修復、園境建築、房地產及建設、城市規劃及設
計）的專家團隊，如有需要，社區項目工作坊更可
連同香港大學其他學院的專家和外部顧問共同策
劃。

社區項目工作坊有一個活躍的團隊，該團隊擅於將
現實生活中的項目作有建設性的評估、分析和綜
合。團隊由來自學院的教員、專業人士、大學學生
和社區代表共同組成。團隊根據每個項目的背後的
理性依據設計和規劃，提出實用的設計方案。為了
滿足社區項目特殊的需求和目標，社區項目工作坊
採用互動參與的辦法，以保證設計與社區要求及反
饋保持持續的同步。

研究團隊



香港大學建築學院
祈宜臻 助理教授，社區項目工作坊總監
劉驍  研究助理
盧韻淇 研究助理
李淳朗 研究助理
江詩雅 研究助理

香港大學城市規劃及設計系
陳振光 副教授
關羚  研究助理
馬釗明

研究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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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定安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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顏汶羽先生
柯創盛先生, MH
潘進源先生, MH
潘任惠珍女士, MH
蘇麗珍女士, MH
施能熊先生
譚肇卓先生
謝淑珍女士
黃春平先生
黃　風先生, MH
黃啟明先生
葉興國先生, M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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