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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龍城段通訊

土瓜灣站建造工程
土瓜灣站共有四個出入口，其中一個設於北帝街，另一個設

2013年1月

於九龍城的南角道，連接車站與出入口的行人隧道先接通世
運花園再接駁兩條現有的行人隧道往南角道，方便市民往返
九龍城。南角道將於2013年第一季實施臨時交通管理措施，
以騰出空間興建車站出入口。街道兩旁的部份泊車位將會被
取消。另外，部分宋皇臺遊樂場將被徵用作臨時支援工地，
受影響的休憩設施將於沙中綫工程完成後盡快還原。此外，
宋皇臺道和世運道現正進行前期工程，包括拆除行車分隔
土瓜灣站將以行人隧道
連接南角道的出入口。

帶、豎立圍板等，以興建行人接駁隧道。

沙田至中環綫資訊中心啟用

很大的變化。
沙田至中環綫(沙中綫)資訊中心已於2012年10月啟用。九龍城區議會
主席劉偉榮先生、九龍城民政事務專員徐耀良先生、九龍城區議會交

首先是馬頭圍道在去年十二月

通及運輸事務委員會主席李蓮女士、關注沙中綫工作小組主席張仁

二日正式實施臨時交通管理措

康先生、港鐵公司總經理(沙中綫/觀塘綫延綫)林慶樟先生及總經理

施。在人口稠密的社區興建鐵

(沙中綫)黃唯銘先生等，與約三十多名來自社區和政府各部門的嘉賓

路及地底車站是一件甚為複雜

為配合工程，世運花園部
分範圍已被封閉。休憩設
施將於沙中綫工程完成後
盡快還原。

一起 主持開幕

和艱巨的工程。由於馬頭圍道的車站位於馬頭圍道地底，

禮。市民可於中

因此在建造車站期間，需要在馬頭圍道分階段進行臨時

心辦公時間內

交通管理措施。透過與地區人士積極商議，我們盡量保

查閱有關沙中

留現有南行及部分北行巴士站的位置，希望能減輕對市

綫的資料，或就

民造成的不便。

工程相關問題
提供意見。

躉船轉運站
資訊中心為九
龍城區 居民提
供一個更 直接
的渠道，了解沙
中綫工程的資
料和反映 對工
程的意見。

盡量減低運泥車對路面交通的影響，沙中綫工程挖出的物料
會運往正於啟德發展區內興建的躉船轉運站，直接經海路
運走。預計所有工程 於今年年中完成，現時部分設 施經已

鐵路通通識
相片中的黃色桶是膨潤土儲
存缸。在興建地底車站時，會
先用大型機械挖掘深坑以建
造車站的垂直隔牆，我們需要
一面挖掘，一面注入質地如泥漿
的膨潤土以鞏固深坑結構。挖
掘完成後，再放入鋼筋架，注入混
凝土並同時抽去膨潤土，隔牆
的建造工程便大致完成。膨
潤土是可以循環再用，非常
環保啊！

如有任何查詢，請致電：

港鐵工程熱綫

辦公時間

2993 3333
沙中綫網頁

www.mtr-shatincentrallink.hk

隨著臨時交通管理措施實施，工程現正全速進行，各種
大型機械已陸續在工地出現。港鐵憑藉超過三十年的車
站及隧道建造經驗，會一如既往將安全放在首位。

沙中綫九龍城段為地底鐵路，在建造時須挖掘大量泥石。為

啟用。

九龍城區在過去兩個多月出現

辦公時間以外或綫路繁忙時，電話會自動接駁至留言系統，市民可留下口訊，職員
會於辦公時間內盡快回覆。

因應沙中綫建造工程展開，我們在土瓜灣設立沙中綫資
訊中心，為市民提供多一個渠道與港鐵人員溝通，讓我們
知道公眾，尤其當區居民對工程的期望和意見，令沙中綫
的工程做得更好，貫徹公司「用心聽•用心做」的理念。有
大家的鼎力支持，我相信沙中綫的工程定必進展順利。

馬頭圍道臨時交通管理措施
為配合於馬頭圍道建造地底車站的工程，馬頭圍道已於2012年12月
2日實施為期約一年的第一階段臨時交通管理措施，包括將介乎浙江
街至上鄉道的一段馬頭圍道改為兩條南行綫及一條北行綫、於天光
道/靠背壟道交界增設行人過路設施和右轉、農圃道由西行改為東行
等。港鐵公司及承建商在馬頭圍道附近增設閉路電視，以提供實時路
面情況，監察附近路面交通。同時
亦在多條主要道路增設電子訊息
顯示屏，提示駕駛人士馬頭圍道路
面情況，以便及早計劃行車路綫。

沙田至中環綫資訊中心

九龍土瓜灣浙江街30A號地舖

辦公時間

星期一至五 下午2時至6時
星期六 上午10時至下午1時
星期日及公眾假期休息

中心電話

2334 2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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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鐵及承建商向馬
頭圍的居民派發宣
傳單張，指示臨時
交通管理措施和
新巴士站和專綫小
巴站位置。同時亦
在當眼位置掛上橫
額，指示駕駛者有
關的安排。

馬頭圍站建造工程

為分流天光道東行交通，
農圃道由西行改為東行。
為加強駕駛人士及行人安
全，農圃道加設欄杆、在
路面鋪設防滑鋼沙、加設
供校車上落學童的位置、
在部分路段收窄路面以方
便行人過路等措施。

區議員於改
道實施初期
實地考察。措
施運作至今，
交通情況大
致令人滿意。

讓駕駛人士可採用浙江街、靠背壟道、天光道替代路綫，避
免使用受影響的馬頭圍道，天光道與靠背壟道交界增設交通
燈、右轉安排，和過路設施，分流交通，保障行人安全。

馬頭圍道
臨時交通管理措施

樂民新邨

高山劇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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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

由於馬頭圍道兩旁樓宇林立，故此可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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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置車站的空間有限，地底車站需採
農圃道

美善同道

天光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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漆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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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上下兩層月台式的設計。連車站大堂
計，整個地底車站共有三層。車站深約
30米、闊22米、長三百多米，橫跨馬頭
圍道六條行車綫的地底。車站要盡量
接近地面，故此需要以明挖回填方式建
馬頭圍道

馬頭圍道

新增交通燈

單程行車

油站出入口

新增行人過路設施

油站

貨車上落貨區

土瓜
灣市
及街 政大
市 廈

土
瓜
灣
道

學校

炮仗
街

譚公
道

行人替代路綫

在受影響路段
的巴士站及專
綫小巴站需要
臨時向南北方
向遷移。

撐牆需要使用十多米高的重型機械。

新山
道

雙程行車

上鄉
道

施工用地

造。興建車站結構垂直隔牆和橫向支

為提醒市民有關馬頭圍道臨
時交通管理措施，多個工地
的圍板均貼上相關資訊，建議
市民採取便捷的替代路綫到
達目的地。

鐵路通通識
相中的建築設施是甚麼？

關 懷 大使 亦 在 受 影
響的巴士站，指示市
民新巴士站位置，協
助乘客 排隊 輪候 上
車。

馬頭圍道附近學校林
立，為提升路面安全，承
建商在上、下午的繁忙
時間，在 農圃道、馬頭
圍道和靠背壟道派出關
懷大使指揮交通，協助
學童和行人橫過馬路。

(答案見第四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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