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二  
 

九龍城區政府建築物  

（資料由各決策局和部門提供）  

 
建 築 物  啟 用 年 份  用 途  

紅磡市政大廈  1996 公眾街市  
公共圖書館  
運動設施  
辦公室  

九龍城市政大廈  1988 公眾街市  
公共圖書館  
運動設施  
潔淨服務  
公共設施  

土瓜灣市政大廈暨政府合署  1983 地區康樂服務  
公共圖書館  
社福服務  
勞工服務  

九龍城政府合署  2013 社區會堂  
民政諮詢服務  
醫療服務  
辦公室  

工業貿易大樓  2015 社區會堂  
勞工服務  
郵政局  
學生資助服務  
工業貿易服務  
地政服務  
教師註冊  

土木工程拓展署大樓  1976 辦公室  
執照及許可證申請服務  
土木工程圖書館  

九龍動物管理中心   1960 動物管理中心  
 
為騰出現址的土地發展

公營房屋及提升中心的

設施及服務，政府計劃

在啟德發展區興建一座

動物管理及動物福利綜

合大樓，以重置中心和

提供額外空間及設施  

九龍醫院  1952 醫療服務  

香港眼科醫院  2012 醫療服務  

忠義街駕駛考試中心  1993 駕駛考試中心  

天光道駕駛考試中心  1978 駕駛考試中心  

培正道駕駛考試中心  1961  駕駛考試中心  

土瓜灣驗車中心  1970 年代  驗車中心  
辦公室  



啟德隧道行政大樓  1982 辦公室  

路政署工地及訓練中心  2009 辦公室  

九龍公共圖書館  1985 公共圖書館  

九龍仔游泳池    1964 運動設施  

大環山游泳池    1977 運動設施  

土瓜灣體育館  1987 運動設施  

佛光街體育館    1990 運動設施  

何文田體育館    1999 運動設施  

何文田游泳池  1999 運動設施  

高山劇場  1983：劇院  
2014：新翼  

表演場地  

賽馬會官立中學  1959 校舍  

何文田官立中學  1958 校舍  

藝術與科技教育中心  1985 校舍  

農圃道官立小學  1955 校舍  

馬頭涌官立小學  1961 校舍  

馬頭涌官立小學（紅磡灣）  2000 校舍  

九龍塘官立小學  2000 校舍  

港青基信幼兒學校（農圃道）  1998 校舍  

九龍塘教育服務中心  2006 教育服務中心  

教育電視中心   1971 教育服務  

英才賽馬會教育中心   1959：校舍  
2009：職業教育      

及培訓中

心  

職業教育及培訓中心  

前紅磡官立小學校舍   根據資料，有

關校舍在 1960

年代興建。  
 

教育局現正透過校舍分

配工作，分配有關空置

校舍作為重置現有公營

及直接資助小學之用  
 

前九龍船塢紀念小學校舍  根據資料，有

關校舍在 1960

年代興建。  

將重建作重置小學（天

神嘉諾撒學校）之用  
 

前香港高等教育科技學院  

（九龍塘）  

1979 將重建作高等教育及特

殊學校用途  

亞皆老街賽馬會學童牙科診所  1982 學童牙科診所  
口腔健康教育事務科  

中九龍兒童體能智力測驗中心  1999 兒童體能智力測驗中心  

中九龍診所  超過 60年  普通科門診診所  

何文田美沙酮診所  超過 50年  美沙酮診所  

紅磡診所  1962 美沙酮診所  
普通科門診診所  



九龍胸肺科診所  超過 60年  胸肺科診所  

九龍城健康中心  2013 政府牙科診所  
公務員診所  
母嬰健康院  

九龍公眾殮房  1976 公眾殮房  
(只會在緊急情況下開放

作為儲存遺體之用）  

李基紀念醫局  1952 普通科門診診所  

獅子會健康院  1964 長者健康中心  
學生健康服務中心  

青州街海關人員宿舍  2012 部門宿舍  

馬頭涌消防局  1958 行動設施  

馬頭涌救護站  1967 行動設施  

九龍塘消防局暨救護站  2006 行動設施  

紅磡消防局  1968 行動設施  

啟德消防局  2013 行動設施  

何文田救護站  1993 行動設施  

西九龍總區總部  1973 行動設施  

九龍城分區警署  1925 行動設施  

紅磡分區警署  1976 行動設施  

大環山報案中心及西九交通行動

基地  

1985 行動設施  

新東九龍總區總部  預計 2020 年中

落成啟用  

行動設施  

戴亞街警務處行動設施  1992 行動設施  

信用街入境事務處主任宿舍  1975 部門宿舍  

醫療輔助隊總部大樓  1990 行動設施  

廣播大廈  1969 香港電台公共廣播服務  

電視大廈  1987 香港電台公共廣播服務  

馬頭角道垃圾收集站   2001 潔淨服務  

崇安街垃圾收集站   1993 潔淨服務  

浸會大學道垃圾收集站   1999 潔淨服務  

東正道垃圾收集站  1981 潔淨服務  

鶴園街垃圾收集站   1988 潔淨服務  

貴州街垃圾收集站   1978 潔淨服務  

龍崗道垃圾收集站  1982 潔淨服務  

太平道垃圾收集站   1983 潔淨服務  

九龍城道垃圾收集站  1981 潔淨服務  

長寧街垃圾收集站  1983 潔淨服務  

必嘉街垃圾收集站   1981 潔淨服務  



石鼓壟道垃圾收集站   2004 潔淨服務  

安靜道垃圾收集站   1982 潔淨服務  

廣播道垃圾收集站   1978 潔淨服務  

機利士路垃圾收集站    1972 潔淨服務  

文運道垃圾收集站   1979 潔淨服務  

仁風街垃圾收集站   2017 潔淨服務  

承啟道垃圾收集站  2019 潔淨服務  

戴亞街公廁  1949 公共設施  

馬頭角道公廁及浴室  1957 公共設施  

九龍城道公廁  1956 公共設施  

新碼頭街公廁  1963 公共設施  

機利士南路公廁  1983 公共設施  

必嘉街公廁  1972 公共設施  

鶴園街公廁  1959 公共設施  

新紅磡碼頭公廁  1991 公共設施  

石鼓壟道公廁  1978 公共設施  

東正道公廁  1990 公共設施  

龍崗道公廁  1986 公共設施  

培正道公廁  1985 公共設施  

九龍塘公共運輸交滙處公廁  2006 公共設施  

安靜道生花市場   1979 公眾街市  

紅磡市立殯儀館  1978 殯儀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