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課題一 香港的公共財政 

 

配合課程課題：香港經濟：香港的公共財政

適用年級：中一至中三級 

 
360 全景圖考察介紹 

此課題以啟德發展區為考察對象，分成 3 個考察行程，共 16 個考察點。考察行程包

括啟德跑道公園第一期、啟德郵輪碼頭及啟晴邨。 

啟德發展計劃是一項規模宏大和用途多元的發展項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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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糅合了社區、房屋、商

業、旅遊和基建用途，是香港政府運用公共財政促進社會發展的具體的例子。因此，透過考

察啟德發展區，能夠讓學生學習政府的收入再分配政策，以及城市規劃的情況。 

 
設計理念 

 讓學生考察啟德發展區，探究和分析公共財政與社會持續發展的關係 

 利用 360 全景圖，讓學生猶如置身當地，提升學習動機 

 思考題由淺入深，引導學生針對性地進行考察，了解政府在經濟體系中的角色，明
白資源分配及其作用 

 透過分組考察活動，訓練學生的溝通及協作能力，培養互相尊重的價值觀 



2   

 

 

行程 B：啟德郵輪

碼頭 

行程 A：啟德跑道

公園第一期 

行程 C：啟晴邨 

360 全景圖考察點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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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05.地盤 

 

A04.啟德歷史軸 
A03.啟德跑道公

園廁所 

A02.定翼飛機 

「捷流41」 

A01.啟德跑道公
園第一期 

考察行程 A：啟德跑道公園第一期 

此行程的考察點如下： 
 
 

 

 
考察目的： 

 展示啟德發展區的休憩設施，理解政府如何運用公帑，提升市民生活質素 

 展示與舊啟德機場相關的資訊，認識政府如何在經濟發展與文化保育之間取得平衡 

 認識啟德發展區部份的未來發展，明白政府在促進可持續發展上的決策 

 
介紹 

2012年建築署向立法申請撥款，以建設啟德跑道公園第一期。文件指出，按付款當日

價格計算，估計所需費用為 1 億 6,970 萬元。 

啟德跑道公園第一期建於啟德香港國際機場舊址跑道末端，已於 2014 年完工。公園毗

鄰啟德郵輪碼頭，佔地 2.82 公頃，每日 24 小時開放予遊人使用。公園採用簡約及綠化的設

計，廣植花木，附有一個面積與 20 個籃球場相約的大型草坪，遊人可以在公園舒適的綠化空

間中漫步，欣賞怡人的海港景致。 

公園的設計融入多項航空元素。昔日在航空界會把舊跑道命名為「一三跑道」或「三一

跑道」，公園把這兩組數目字重現，並保留了舊跑道前端的黃黑相間棋盤格標記，這個標記

正是機師降落時的目視地標。公園的部分座位更設計成飛機形狀，供市民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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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市民還可以於「啟德歷史軸」看到多幅珍貴的歷史圖片，回顧前啟德機場的光輝

歷史。 

根據發展局的文件指出，  啟德跑道公園第一期將增設特色遊樂設施，  包括空中

滑索、鞦韆及特色攀爬等設施。亦會配合航空主題，  提供水上康樂活動及餐飲設

施。啟德跑道公園將會成為一個既能彰顯前機場的歷史價值，又能為市民提供休閒玩樂

的好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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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01.  啟德跑道公園第一期  

考察重點：  探索公共空間與生活質素的關係  

 

啟德跑道公園建於啟德香港國際機場舊址跑道末端，毗鄰啟德郵輪碼頭。公園佔地 

2.82 公頃，每日 24 小時開放予遊人使用。 

思考題（ 簡易版） 思考題（ 進階版） 

 你曾到啟德跑道公園嗎？  

 你認為這個環境舒適嗎？   

 你家附近有類似的設施嗎？  

那是甚麼？  

 你會在公園或海濱長廊進行  

甚麼活動？  

 試想想，興建海濱長廊對市民的

生活質素有何影響？  

增加休憩空間、改善居住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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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02.  定翼飛機「捷流  41」 

考察重點：  探索公共空間的用途  

 

捷流 41 服務了香港 17 年，曾經在本港和境外執行不同種類的搜救、反罪惡及氣象監測

任務。 現設置於啟德跑道公園作長期公開展覽。 

思考題（ 簡易版） 思考題（ 進階版） 

 圖中的飛機屬於哪個機構？ 

飛行服務隊 

 為何會把飛機放在公園？ 

宣傳飛行服務隊、增加公園吸引力 

 你曾見過其他裝置藝術的展覽嗎？ 

 你喜歡到草地野餐嗎？ 

 啟德跑道公園對本港經濟及文化保育有何

好處？ 

經濟：作為休憩、消閑及旅遊的設施 

文化保育：推廣飛行文化，推廣政府服務；
作為舊機場原址，見證本地航空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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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03.  啟德跑道公園廁所  

考察重點：探索綠化與公共設施的作用  

 

公廁是用舊貨櫃箱組裝而成，透過採用縱向和橫向的攀爬藤蔓和灌木屏，在視覺上融入公

園的綠化設計。 

思考題（ 簡易版） 思考題（ 進階版） 

 猜猜這是甚麼？ 

洗手間 

 這設計有何特別？ 
以綠化的設計令洗手間融入公園環

境 

 除了公共厠所，這裡還有甚麼公共設

施？ 涼亭、椅子 

 你家附近有綠化設計嗎？ 

 公共厠所由甚麼政府部門負責管理？ 
香港的公廁主要由食物環境衞生署管理； 

公園及康樂設施內的公廁由康樂及文化事

務署管理； 

郊野公園的公廁設施由漁農自然護理署管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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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04.  啟德歷史軸  

考察重點：  探索文化保育與社會發展的平衡  

 

啟德歷史軸展示珍貴的歷史圖片，介紹舊啟德機場的歷史。 

思考題（ 簡易版） 思考題（ 進階版） 

 啟德郵輪碼頭前身是甚麼？ 

機場 

 現在的機場在哪裡？ 

赤鱲角 

 為何在碼頭放置歷史照片？ 

紀錄及推廣啟德歷史 

 看到舊時的照片與現在環境的分別， 

你有何感想？ 

 試提出保育香港歷史文化的可行建議。 

加強宣傳教育、增加博物館、活化歷史建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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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05.  地盤  

考察重點：探索基礎建設的作用與發展  

 

啟德發展計劃是一個進行中的發展項目，前北面停機坪區、前跑道區、前南面停機坪區等

地方仍在施工，建設更多社區設施、基礎建設。 

思考題（ 簡易版） 思考題（ 進階版） 

 為何此空地被圍封？ 

仍有工程項目進行中 

 猜猜啟德發展計劃還有甚麼工程項

目？ 

新急症醫院、啟德體育園等 
啟德發展計劃對附近居民生活有何

幫助？ 

滿足交通、醫療、休憩等需求 

 香港未來還有甚麼基礎建設項目？ 

明日大嶼、第三條機場跑道等 

 大型基建項目對香港發展有何利弊？ 

利：方便居民生活、創造就業機會、促進經

濟發展 

弊： 工程影響附近居民生活、項目超支、破

壞生態環境 

 基建由政府撥款興建。請問政府支出的款項

源於哪裡？  

稅收及投資收入 

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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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06.一樓停
車場 

B05. 天台
花園 

B04.報案中
心 

B03.商店 
B02.登船大

堂 

 

B01. 啟德郵輪碼
頭大門入口 

 
 

考察行程 B：啟德郵輪碼頭

此行程的考察點如下： 

 

 
 

 

 

 
考察目的： 

 展示啟德郵輪碼頭的內部設施，理解政府如何協助香港把握亞太區郵輪旅遊業市場
增長所帶來的機遇 

 認識政府在營運及發展大型基建項目時，有何收入來源及開支項目 

 展示啟德郵輪碼頭的環保設計，明白政府如何運用公帑促進環境可持續發展 

 
介紹 

啟德郵輪碼頭是重要的郵輪設施，能同時容納兩艘超級郵輪和處理 8,400 名旅客及 

1,200 名工作人員。設有三層高的大樓，擁有完善的配套、高效率而舒適的乘客設施及服

務，讓市民及遊客在候船區、入境及出境大堂流暢地完成所有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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郵輪碼頭配備不同商業設施，包括證婚公司、能容納 960 人的中式茶樓、港式茶餐

廳、歐陸美食以及親子餐廳，為旅客及遊人服務。 碼頭內部場地可用作商業活動和產品發

布會；而毗鄰的地段更能進行音樂會，促進經濟發展。 

啟德郵輪碼頭採用環保建築設計，獲得香港綠色建築議會綠建環評（BEAM Plus）新

建建築的鉑金級認證。碼頭頂層擁有佔地 23,000 平方米的空中花園，能以園景平台減少熱

島效應。碼頭大樓亦採用節約、循環和可再生能源的環保系統裝置，如：屋頂的太陽能電池

板可提供熱水、地面和一樓的行車區域採用自然通風、數個中庭和天窗讓自然光透入室內 

等，能提高能源效益。 



12   

 

 

B01.  啟德郵輪碼頭大門入口  

考察重點：探索政府發展郵輪旅遊業的建設  

 

啟德郵輪碼頭大樓座落舊啟德機場跑道南端。可供大型的郵輪停泊，提供優質的郵輪服

務，鞏固香港作為區內重要郵輪中心的地位，更為本地居民和外地遊客提供遊樂選擇。 

思考題（ 簡易版） 思考題（ 進階版） 

 猜想政府斥資多少錢興建啟德郵輪碼

頭？ 

逾 82 億元 
 為甚麼要興建郵輪碼頭？ 

促進經濟、郵輪旅遊業發展 

 除了郵輪服務，碼頭還有何功能？ 

舉行商業活動 

 猜猜啟德郵輪碼頭在何時啟用？ 

2013 年 

 發展郵輪旅遊業對香港整體發展有何幫

助？ 

促進長遠經濟發展、提升香港國際形象、

完善社區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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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02. 登船大堂 

考察重點：  探索政府營運基礎建設的開支 

 

碼頭大樓樓高三層，乘客登船手續辦理和輪候區、 行李處理區佔地 23,000 平方米。在繁

忙時間，海關、出入境及衛生檢疫設施每小時可處理多達 3,000 名乘客。 

思考題（ 簡易版） 思考題（ 進階版） 

 猜猜這裡是甚麼地方？ 

登船大堂 

 登船手續牽涉哪個政府部門？ 

入境事務處 

 入境處開支由誰負擔？入
境處對社會有何功能？ 

入境處由政府負擔開

支。 

具有提供出入境服務、

檢疫、維持治安等職能 

 猜猜啟德郵輪碼頭佔全港郵輪停泊

次數及郵輪乘客人次多少？ 

超過八成 

 參考資料，猜猜啟德郵輪碼頭已接待多少

人次及郵輪停泊次數？ 

至 2017 年為止，接待多少人次為 

784,073 人，郵輪停泊次數為 186 次 

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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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03. 商店 

考察重點：  探索政府建造基礎建設的收入 

 

郵輪碼頭商場佔地面積約 5,600 平方米，合共有 7 個舖位，是碼頭的附屬商業區。 

思考題（ 簡易版） 思考題（ 進階版） 

 為何在碼頭設立商店？ 

刺激消費、吸引人流等 

 在碼頭設商店主要為政府帶來甚麼

收入？ 

租金 
 商店可帶動香港哪個產業？ 

零售業、旅遊業 

 你會到碼頭的商店消費嗎？ 

 政府直接向商店收取租金嗎？ 
不是，政府向碼頭營運商收取固定租金，並按

出租鋪位及其他收入收取一定比例的浮動租

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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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04. 報案中心 

考察重點：  探索提供公共服務的開支 

 

報案中心位於啟德郵輪碼頭二樓。該中心由牛頭角分區管轄，並設警察行動室，以便在郵

輪碼頭發生緊急事故時作為現場的指揮及控制中心。 

思考題（ 簡易版） 思考題（ 進階版） 

 在碼頭內設立警察報案中心的主要

原因是甚麼？ 

保安 
 警察報案中心牽涉哪個政府部門？ 

香港警務處 

 警務處開支由誰負擔？ 

政府 

 你家附近有警署嗎？ 

 2021-2022 年度，香港警務處財政預

算是多少？ 

250.632 億元 

 若碼頭內沒有報案中心，對旅客及市

民有甚麼影響？ 

增加應對緊急事故的難度，危及旅客及

市民生命財產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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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05. 天台花園 

考察重點： 探索經濟發展與環保的平衡  

 

天台花園位於碼頭頂層平台，佔地 23,000 米，設有多項靜態設施，包括中央草坪、觀景

平台、水景花園及噴泉廣場等。 

思考題（ 簡易版） 思考題（ 進階版） 

 為甚麼要在天台建造花園種植植

物？ 

綠化環境 
 園景平台對保護環境有何幫助？ 

綠化、減少熱島效應 

 為甚麼建築物採用落地大玻璃的

設計？ 

自然採光 

 為何碼頭採用這些環保設計？ 

提高能源效益、促進可持續發展 

 除綠化外，提出政府促進環境可持續發展的

方法。 

增加回收設施、增加使用潔淨能源、鼓勵使

用電動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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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06. 一樓停車場 

考察重點：  探索政府推動可持續發展的措施  

 

啟德郵輪碼頭地下為公共交通停車場及上落車處。一樓為私家車停車場，內設傷殘人士專

用泊車位置及電動車充電站。停車場設有升降機連接商場及碼頭公園。 

思考題（ 簡易版） 思考題（ 進階版） 

 猜猜這是甚麼？ 

電動車充電站 

 你知道電動車為何較為環保嗎？ 

零排放、能源效益高 

 除了私家車電動化之外，還有哪些交

通工具已逐步電動化？ 

巴士、小巴、的士 

 你認為碼頭交通方便嗎？ 

 指出香港政府推動電動車普及化的措施。

寬減電動車首次登記稅、企業購置電動車

輛，有關的資本開支可在第一年獲 100% 

利得稅扣減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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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05.港鐵啟德
站 

C04.晴朗商場 
C03.保良局何
壽南小學 

C02.屋邨公園 

C01.啟晴邨 

 
 

考察行程 C：啟晴邨此

行程的考察點如下： 

 

 

 
 

 

 
 

考察目的： 

 展示啟晴邨環境及附近社區，讓學生認識政府如何運用公帑規劃城市 

 透過屋邨設施引導學生思考日常生活中，有何項目與公帑相關 

 明白完善的公帑運用及城市規劃，需要照顧市民的不同需要 

 
介紹 

啟晴邨是以「綠茵家居」為主題的公共屋邨，位於啟德發展區 1A 區，原為北面停機

坪地方，毗鄰啟德大道公園，共有六幢住宅大廈，提供約 5,200 個居住單位，能夠為 

13,300 人提供房屋，並已於 2013 年開始入伙。啟晴邨在設計和建築階段採納多項環保措

施，例如：採用創新的海泥環保處理法，減少污染，減輕香港堆填區的負擔。一般而言，在

地盤挖出的海泥會傾倒於堆填區或海上傾倒物料區，但啟晴邨地盤把海泥拌合水泥和沙土， 

重用作原地回填和製作路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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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晴邨附近有兩所小學，一所中學，保良局何壽南小學便是其中之一，位於啟晴邨、

德朗邨及承啟道之間。校舍採用環保設計，加入大量採光面，在不同位置採納日光；垂直綠

化設計配合木材和金屬屏風及遮陽裝置，減少日照從而降低空調系統所需的耗電量；綠化屋

頂亦減少日照帶來的熱力。 

晴朗商場，於 2013 年中落成。商場樓高兩層，包括 62 間商舖、整體出租街市及 2 間

非牟利機構，為啟晴邨、德朗邨及鄰近地方的居民提供日常服務及購物設施。鄰近的港鐵啟

德站則於 2020 年 2 月通車，是屯馬線的一部分，方便啟德居民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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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01.啟晴邨 

考察重點：探索公營房屋的發展  

 

啟晴邨是公共房屋，以環保及綠化作為主要特色。居民已於 2013 年入伙，至 2021 年，總 

數為 12,200 人。 

思考題（ 簡易版） 思考題（ 進階版） 

 啟晴邨是甚麼類型的房屋？ 

公營房屋 

 你還認識甚麼屋邨是公營房屋？ 
 啟晴邨的房屋用料有何特別？ 

使用環保建築物料 

 猜猜啟晴邨的造價？ 

17億 4726.2 萬港元 

 猜猜2021年啟晴邨30 平方米3–4人

公屋單位月租上限是多少？  

2,810元 

 政府可如何增加公營房屋供應？ 
填海、發展棕地、收回高爾夫球場用地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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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02. 屋邨公園 

考察重點：探索公共空間的作用  

 

啟晴邨內有多個公園，包括兒童遊樂設施、長者健身設施等，部分公園加入飛機、機場的設

計，呼應舊啟德機場的歷史。 

思考題（ 簡易版） 思考題（ 進階版） 

 你到過公共屋邨的公園遊玩嗎？ 

 為何公園會以飛機作為主題？ 

啟晴邨位於昔日啟德機場的範圍， 

與舊機場的歷史相關 

 公園有何作用？ 

供市民休憩、娛樂、平衡城市發展 

 公園屬於誰人的？ 

大眾，公園是公共空間 

 近年市民在使用公園設施上，出現哪些問

題？ 
屯門公園噪音、疑似色情活動問題 

參考資料： 

 



22   

 

 

C03. 保良局何壽南小學 

考察重點： 探索社區規劃的重要性  

 
學校位於啟德發展區的德朗邨、啟晴邨及承啟道之間，被高層住宅及公路環繞。建築設計用

上了花園、垂直綠化和木材屏風，為周遭的繁忙提供了緩衝，成為市區中的綠洲。學校是津

貼小學，小一收生人數為150人。 

思考題（ 簡易版） 思考題（ 進階版） 

 你就讀的學校距離你的家有多遠？ 
 此學校設計有何特色？ 

綠化、戶外空間較多 

 為何屋邨內有學校？ 

滿足附近學童教育需要 

 你希望跨區還是原區升學呢？ 

 2021-2022 年度，香港教育財政預算是多

少？ 

1,007 億 

 啟晴邨還有哪些基本建設以滿足區內居民的生

活需要？ 

中學、籃球場、晴朗商場  

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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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04. 晴朗商場 

考察重點： 探索商業活動與市民、政府的關係 

 

晴朗商場商舖經營各種零售及服務行業，如中式酒樓、超級市場、餅店、便利店、髮型及美容

屋、藥房、家庭用品及電器店、西醫診所、牙醫診所和其他零售服務行業。 

思考題（ 簡易版） 思考題（ 進階版） 

 你家附近有商鋪嗎？ 
 商鋪對市民的日常生活有何作用？ 

購買日常用品等 

 經營商鋪取得利潤，需要交甚麼稅？ 

利得稅 

 屋邨商場屬於政府嗎？ 

不屬於 

 屋邨商場現由私人機構領展所擁有，你認為

政府應否收購領展？ 
應該：減少連鎖商戶壟斷、為小商戶提供

廉宜租金 

不應該：回購費用高、長期補貼費用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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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05.港鐵啟德站  

考察重點：探索公共交通的作用與發展 

 

港鐵啟德站於 2020 年２月通車，是屯馬線的一部分。站內設有「啟德回憶︰1925-1998」展 

覽，展示 30 張與啟德機場歷史相關照片。 

思考題（ 簡易版） 思考題（ 進階版） 

 你家附近有港鐵站嗎？ 
 啟德站對啟邨居民生活有何作用？ 

交通出行 

 猜猜港鐵最大股東是誰？ 

政府 

 除了地鐵，還有甚麼公共

交通工具？ 

巴士、小巴 

 啟德站至中環地鐵站，行車時間需多

少分鐘？ 

24分鐘 

 試查找政府對未來鐵路發展的研究計劃。 
《跨越 2030 年的鐵路及主要幹道策略性研

究》 

 屯馬線對本港社會及經濟發展有甚麼好

處？ 

社會：節省市民出行時間；連接社會各

區；交通開流 

經濟：帶旺沿線地區，刺激本地消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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