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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場離島、荃灣及屯門社區聯絡小組  

第十次會議記錄  

 

機場離島、荃灣及屯門社區聯絡小組第十次會議在  2017年12月21日（星

期四）下午 2 時正舉行，至下午 4 時正結束。  

 

出席者：  

吳自淇先生（機場管理局）－ 機場社區聯絡小組主席  

姚兆聰先生（機場管理局）－  機場社區聯絡小組副主席  

 

離島區  

傅曉琳議員  

郭平議員  

鄺官穩議員  

李桂珍議員  

劉焯榮議員  

余麗芬議員  

 

荃灣區  

黃偉傑議員  

陳振中議員  

陳崇業議員  

古揚邦議員  

林發耿議員  

林琳議員  

林婉濱議員  

羅少傑議員  

譚凱邦議員  

黃杏雲女士  

 

屯門區  

歐志遠議員  

潘永盛先生  

周錦祥先生  

劉志誠先生  

 

機場管理局  

李仲騰先生（三跑道項目環境事務總經理）  

方瑞文先生（一號客運大樓運作總經理）  

劉紹榮先生（三跑道項目建築工程高級經理）  

張永翔先生（首席傳訊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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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可出席者：  

 

離島區  

周玉堂議員  

余漢坤議員  

陳連偉議員  

張富議員  

周浩鼎議員  

鄧家彪議員  

曾秀好議員  

黃漢權議員  

黃文漢議員  

翁志明議員  

李文安先生  

 
荃灣區  

鍾偉平議員  

陳琬琛議員  

鄭㨗彬議員  

鄒秉恬議員  

李洪波議員  

文裕明議員  

伍顯龍議員  

黃家華議員  

何凱瑤女士  

趙耀年先生  

楊小玲女士   

傅振光先生  

 

屯門區  

李洪森議員  

陳文華議員  

陳有海議員  

程志紅議員  

朱耀華議員  

何杏梅議員  

何君堯議員  

甘文鋒議員  

劉業強議員  

龍瑞卿議員  

巫成鋒議員  

吳觀鴻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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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嘉雯議員  

蘇炤成議員  

譚駿賢議員  

陶錫源議員  

曾憲康議員  

徐帆議員  

黃麗嫦議員  

葉文斌議員  

林德亮先生  

袁國明先生  

麥磊樂先生    

  

歡迎及簡介   

 
1.0        小組主席歡迎成員出席機場離島、荃灣及屯門社區聯絡小組第十次

會議；並表示收到珀麗灣服務處通知，知道第  7 屆珀麗灣業主委員

會任期已於2017年12月底屆滿，由於新一屆業主委員會主席尚未

選出，所以今次由業委會代主席黃杏雲女士出席會議。  

 

主席指出，今次會議會向成員介紹機場三跑道系統項目的最新進展

及環境事宜、現有雙跑道系統的提升計劃及措施，當中包括：擴建

設施、應用新科技及優化流程等；並回應有成員於會議前提出討論

及跟進有關深宵航班的事宜，及聽取成員的意見。  

 

 

通過 2017 年 7 月 12 日機場離島、荃灣及屯門社區聯絡小組第九次會議

記錄  

 

2.0        成員沒有修改建議，會議記錄獲得通過。  

  

簡報  

 

3.0 機管局簡介三跑道系統填海拓地工程的最新進度，當中包括鋪設砂

墊層、地質改良及海堤工程的準備工作；並向成員報告在現有機場

島的相關陸上工程亦已展開，例如；北跑道交叉滑行道工程；擴建

二號客運大樓初期工程；現有旅客捷運系統改建工程；及新行李處

理系統及旅客捷運系統隧道工程。    

 

負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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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機管局向成員報告，由 2017 年 6 月至 11 月施工期間的環境監察及

審核報告，當中包括三跑道系統工程項目對空氣及噪音監察、水質

監察、中華白海豚監察，及其他環保措施的實行情況。機管局亦介

紹了 2018-19 年度改善海洋生態基金及漁業提升基金的申請時間

表，以及改善海洋生態及漁業的提升措施的最新進展。  

 
3.2 機管局向成員講解現有雙跑道系統的提升計劃及措施，包括擴建設

施，例如擴建一號客運大樓、東大堂、四號停車場及連接一號客運

大樓及北衛星客運廊的「天際走廊」等設施；廣泛應用科技以提升

旅客體驗；當中涵蓋「我的航班」流動應用程式增設的「行李通」

服務，以及網上即時停車位資訊及停車位預約服務。機管局代表在

現場即時示範如何使用有關功能。  

  

3.3 有成員就深宵航班升降、飛機噪音、航道及雙跑道系統飽和等事

宜，提出以下查詢，機管局亦在會議上作出回應：  

1) 2017 年航班季度，詢問機管局有否為深宵航班設上限。     

 

2) 2017 年航班季度，或只是 11 月，詢問起飛的深宵航班平均

每天有多少班。   

 

3) 2018 年航班季度 (2018 年 4 月 1 日) 起，詢問起飛的深宵航

班將會是維持、增加還是減少。  

 

4) 現時飛機噪音預測等量線在晚上 11 時至翌日 7 時的飛機噪音

計算是劃一乘以 16.5。成員尊重這計算方式的同時，亦希望

提出晚上 11 時至 12 時，以及凌晨 1 時至 2 時是有分別，後

者帶來的滋擾是更不能接受，詢問機管局在編排深宵航班的

時候會否考慮上述因素。   

機管局感謝成員的意見，並回應如下：  

 

1-4) 機管局回應，於2017年航班季度的夜間時段（即晚上  10 時

至翌日早上  7 時前）的航班的編排數量限額，目前是透過機

管局的「飛機音量管制配額先導計劃」規限。機管局於  

2017 年夏季推出「飛機音量管制配額先導計劃」，旨在透

過為所有航空公司制定年度飛機音量管制配額，鼓勵航空公

司改用較寧靜的飛機，從而確保在香港國際機場的航班夜間

的總音量維持於現有雙跑道系統的飛機總音量水平。此計劃

鼓勵航空公司轉換及使用經認證較寧靜新款飛機，以減少飛

機於夜間飛行發出的聲音。飛機音量管制配額規範所有在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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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時段在香港國際機場起飛和降落的航班，此規定適用於客

機及貨機。  

至於航班的升降時間，取決多方面因素，包括航班目的地或

啟程地機場的因素和運作。自「飛機音量管制配額先導計

劃」推出後，航空公司在安排夜間航班時，已有較大誘因轉

換或使用經認證的較寧靜新款飛機。至現時為止，在飛機音

量管制及航空公司轉換及使用較寧靜飛機運作等方面，均取

到一定成效。機管局會持續評估計劃的成效。  

至於夜間起飛航班數量及 2018 年夏季航班季度新増 /取消的

航班資料，機管局表示根據民航處資料，於 2017 年 11 月，

於夜間由香港國際機場起飛的航班數量為平均每天 123 架次

（包括客機和貨機）。由於 2018 年夏季航班季度的時間表

仍在編排中，現階段並沒有確實資料。根據民航處在馬灣監

察站錄得的噪音數據，在晚上 11 時至翌日早上 7 時前錄得

70 分貝或以上的次數，在 2017 年 1 至 9 月的數量較 2016

年同期下降幅度達 11%。由此可見，各項飛機噪音消減措施

取得一定成效。此外，航空科技的進步令飛機運作的噪音控

制在較低的水平，而多間航空公司正逐步更換更寧靜的飛

機，有助進一步減低飛機噪音對航道附近地區的影響。  

 

馬灣的飛機噪音  

5) 有成員表示，曾在晚上 11 時後於馬灣實地目測航機飛行情

況，發現很多飛機偏離航道，即沒有在到達馬灣前向南飛，

詢問機管局是否有罰則，懲罰飛機偏離航道。並表示會後會

提供相關的衛星圖片，以便機管局跟進。  

 

6) 成員表示，英國有研究報告指出如日間的噪音指數超過 63 分

貝；夜間的噪音指數超過 55 分貝，會對人類健康造成影響。

故建議當局應將晚間的噪音指數定在 55 分貝或以上，並制定

相關噪音消減措施。  

機管局感謝成員的意見，並回應如下：  

 

5-6) 據機管局了解，民航處於 2012 年 2 月實施了一套新的飛行

程序，旨在讓可使用衛星導航技術飛行的飛機，在向香港國

際機場東北方向起飛及南轉入西博寮海峽時，更緊貼航道的

中線飛行，與航道附近地區保持距離，從而減低飛機噪音對

馬灣的影響。民航處會繼續鼓勵航空公司讓符合要求的飛機

採用該程序，並密切監察上述飛行程序的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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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管局就擴建香港國際機場成為三跑道系統進行的環境影響

評估，共涵蓋十二個環境的範疇，其中包括健康影響的評

估，這亦是香港首次大型運輸基建工程在環評中進行健康影

響評估。有關環評報告的全文，已刊載於環境保護署網

站 :http:/ /www.epd.gov.hk/eia/register/report/eiareport/eia_

2232014/html/，報告指出在評估範圍內與工程項目飛機噪音

相關的整體健康影響屬極微。現時，世界各地就飛機噪音對

健康影響評估均有不同標準及計算方法。例如三跑道系統的

噪音對健康影響評估是採用 Lden、Lnight 等標準，與成員所

講的噪音分貝是兩個不同的標準，兩者實難以比較。  

 

雙跑道系統運作時間及飽和情況  

7) 成員查詢，機管局現時航機的升降時間是否在早上7時開始。

另有成員關注雙跑道系統即將飽和，詢問機管局如何應付不

斷增長的航空交通量。   
 

機管局回應，現時雙跑道系統運作的時間，是由上午 7 時 45

分至翌日凌晨 1 時 30 分。為確保跑道維持最佳狀態，讓飛機

安全起降，機管局必須為跑道進行定期維修，每晚 1 時 30 分

開始會關閉其中一條跑道，以便進行不同的維修工程。為應

付不斷增長的航空交通需求，機管局在三跑道系統投入服務

前會在有限的空間下，探討各項提升容量的可行措施，例

如：在確保飛行安全、跑道維修和運作需符合各項與安全和

環境相關的要求的前提下，研究提高晚間維修跑道的效率而

略為提前完成維修及重開雙跑道運作的時間；與民航處繼續

研究和應用最新的航空交通管理技術，更新及改進衛星導航

技術，以優化香港的導航程序，務求在三跑道系統啟用前有

限度地提升現有雙跑道系統的容量。但長遠而言，香港國際

機場的容量必須在三跑道系統啟用後，才可大幅提升。  

 

三跑道系統下的航道  

8) 有成員讚賞機管局專業的團隊精神，不單努力不懈提升機場

的容量及服務質素，更積極回應社會對機場發展的訴求，故

表示支持香港國際機場擴建成三跑道系統，期望工程可盡快

完成；並詢問在三跑道系統全面運作下，現時荃灣區的航道

是否會北移。  
 
機管局感謝成員的意見，並回應表示，當三跑道系統全面運

作後，預期飛機噪音預測等量線將向北移，東涌及北大嶼山

一帶噪音情況將有明顯改善。環評報告並就飛機噪音消減措

http://www.epd.gov.hk/eia/register/report/eiareport/eia_2232014/html/
http://www.epd.gov.hk/eia/register/report/eiareport/eia_2232014/html/


7 
 

施提出了多項建議，當中包括在符合飛行運作要求及安全的

情況下，晚上抵港的航機會安排從西南面經海面降落，減少

航機在晚間飛越人口稠密的地區如荃灣、深井、青龍頭、葵

涌、青衣及沙田等；及規定飛機於夜間時段，在符合飛行運

作要求及安全的情況下，向東北方起飛的航機採用經西博寮

海峽的南行航道，減少航機在晚間飛越人口較稠密的地區。  

 

3.4 有成員就三跑道系統的環境監察及管理事宜，提出以下的意見和詢

問：  

 

改善海洋生態及漁業提升措施  

 

1) 有部分成員讚賞機管局就改善海洋生態的環保工作，當中包

括設計環保海堤、敷設人工魚礁及投放魚苗等措施。成員建

議機管局可考慮開放海岸公園供公眾人士垂釣、及投放中華

白海豚喜愛食用的魚種。  

 

機管局感謝成員的意見，並回應說環保海堤組件主要敷設在

機場禁區內，故不可開放給公眾人士垂釣。至於少部分敷設

在非禁區範圍內的海堤組件，機管局會考慮開放給公眾人士

使用。另外，投放魚苗的措施主要提升海洋生物多樣化及提

升海洋生態環境，而其中一種計劃投放的石首魚正是中華白

海豚喜愛食用的魚種。 

 

中華白海豚  

 

2) 如發現中華白海豚在三跑工程水域出現，詢問海豚觀察員是

否有能力叫停工程。  

 

機管局回應說，海豚觀察員如發現中華白海豚在海豚管制區

內出現，相關工程必須按照規定停工，並在中華白海豚游離

海豚管制區 30 分鐘後，才恢復管制區內的工程。監測人員亦

會檢視所有監測紀錄和海豚觀察員的工作紀錄，作出對照核

實，確保所有於海豚管制區內的工程，在發現中華白海豚時

即時停工。工程團隊亦會定期監測及提醒承建商必須做好中

華白海豚的保育工作，以減少對中華白海豚的影響。  

 

3.5 有部分成員就多式聯運中轉客運大樓、香港國際航空學院、智能機

場及雙跑道系統的提升措施等事宜，提出以下的意見和詢問：  

多式聯運中轉客運大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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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有成員對多式聯運中轉客運大樓〈聯運大樓〉持反對意見，

認為大樓造價達 30 多億元，而每日約五千旅客，不符合經濟

效益，建議機管局以「用者自負」原則收費。  

機管局回應說，香港國際機場一直重視發展多式聯運，以跨

境高速船、跨境客車 /旅遊巴及跨境轎車服務，連繫整個珠三

角地區以及澳門。港珠澳大橋開通之後，將有效促進香港、

珠三角西部及澳門之經濟發展，帶動其國際航空需求之增

長。接駁巴士服務及聯運大樓為策略性項目，不但可擴展香

港國際機場的腹地範圍，縮短往來香港、珠三角西部及澳門

的中轉時間，從而提升香港機場整體客運量、航空連繫緊密

度以及競爭力。整個計劃將有助應付機場長遠發展及航空交

通需求，以維持卓越服務及高效運作。機管局並補充會在下

次小組會議上向成員報告聯運大樓的最新發展。  

香港國際航空學院  

2) 有成員對學院提供的專業課程感興趣，並表示值得向年青人

推廣。另有成員建議學院可考慮與東涌的中學合作，為離島

區學生提供相關的課程。  

機管局感謝成員的意見，並回應說，學院成立至今機管局積

極透過不同宣傳方法，向公眾和航空業界推廣學院舉辦的各

項課程，包括學院的官方網站和社交媒體等。學院亦與各教

育團體、學校及非牟利機構舉辦簡介會和課程講座，鼓勵不

同人士報讀學院課程。有興趣的學校團體，可與機管局聯

絡，安排簡介會和課程講座等事宜。至於與東涌學校合辦航

空課程的建議，機管局稍後會與相關的學校團體聯絡，了解

情況。有關學院課程的詳細資料，可瀏覽學院網頁： 

www.hkinternationalaviat ionacademy.com。 

 

（會後備註：機管局分別於 2018 年 1 月 17 日安排香港國際

航空學院的代表與大澳佛教筏可紀念中學校長和老師會面；

及 2018 年 1 月與東涌天主教學校的升學及就業輔導主任聯

絡，並得悉學院代表已於 2017 年 10 月 6 日到訪該校，向學

生介紹航空學院的課程。）  

 

 

智能機場  

 

3) 有成員詢問  「我的航班」流動應用程式的機場室內地圖及實

時導向功能，是否能準確而快捷地引導旅客去到目的地方，

及是否有聲控功能。  

http://www.hkinternationalaviationacadem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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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管局回應，「我的航班」是香港國際機場的官方流動應用

程式，為旅客提供全面的機場資訊。這個免費應用程式提供

的香港國際機場室內地圖及實時導向功能、實景路向指示等

服務，能準確而快捷地引導旅客去到目的地，並備有聲控功

能。「我的航班」採用無障礙設計，方便有需要人士。  

 

4) 有成員關注機場的網絡安全，詢問如旅客在機場為手機進行

充電時，手機內的個人資料會否被盜取。  

 

機管局回應說，機場十分重視資訊保安及網絡安全，一直推

行多層保安措施，以監測、偵察及堵截資訊系統及網絡可能

受到的惡意攻擊，保護機場的資訊系統及網絡免被入侵，而

且相關措施一直行之有效。  

 

「市區價格保障」計劃  

 

5) 有成員表示，近日有報導指機場的購物及餐飲價格高昂，高

於其在香港市中心開設的同一商號及性質相若的分店所訂的

售價，查詢是否屬實。另外，有建議機管局考慮為機場食肆

提供特別優惠，讓旅客在機場消費受惠，以增加機場競爭

力。  
 

機管局表示，為讓旅客無須擔心在機場的購物及餐飲價格過

於高昂，機管局於 2004 年推出「市區價格保障」計劃，規

定機場零售商戶及食肆經營者不得把同一貨品、食品或飲品

的訂價高於其在香港市中心開設的同一商號及性質相若的分

店所訂的售價。相關要求已訂明於零售商戶及食肆經營者的

牌照條款之內。就未符合規定的商戶或食肆，機管局已逐一

跟進，聯絡並要求有關商戶或食肆更正。若商戶或食肆未有

即時作出修正，機管局會持續跟進，直至有關商戶或食肆完

成修正為止。為加強「市區價格保障」計劃的效力，機管局並

已收緊新簽訂租約牌照條款。根據新簽訂的租約牌照條款，機

管局保留對未符合「市區價格保障」規定的零售商戶及食肆經

營者提出罰則的權利，對嚴重違規者更可終止合約。現時，有

關「市區價格保障」計劃的資料及有關詳情，已詳載於香港國

際機場網頁。機管局未來會在機場店鋪及通過其他渠道加強宣

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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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運大樓的優化措施  

 

6) 有部分成員讚賞客運大樓的優化措施，並建議機管局在全面

實行時要考慮不同旅客的需要，包括： i) 在客運大樓內加添

標誌性香氣時，要照顧不同旅客的需要及可接受程度； i i )當

東大堂美食廣場進行擴建工程時，機管局可預早通知旅客受

影響的零售商戶及食肆，及有關的新安排，以免對旅客造成

不便； i i i) 由於外國旅客不熟識香港入境程序，機管局可於入

境大堂當眼處張貼指示，例如如何填寫入境申報表等。  

 

機管局回應，機場客運大樓的優化措施是要照顧不同旅客的

需要，以提升機場的旅客服務質素。優化措施將分階段推

出，會以試行形式推行，並會觀察旅客反應及接受程度，試

行反應理想才全面推行。機管局早在東大堂美食廣場進行擴

建工程前，已完成西大堂美食廣場的擴建工程及加強宣傳，

藉以分流旅客往西大堂消費，盡量減低對旅客的影響。  

 

至於香港入境程序，現時大部分的航空公司會在航機抵港前

會播放影片，提示外國旅客香港的入境程序，同時會派發入

境表格讓旅客填寫。機場的入境大堂亦會張貼宣傳海報，提

示旅客須填寫表格。另外，機管局正與入境處研究使用電子

表格的可行性，以簡化入境程序。  
 

行李處理  

 

7) 有成員表示機場近來時常出現行李延誤的情況，詢問機管局

改善方法。  

機管局回應說，香港國際機場的行李處理有服務指標，到港

航機的首件行李必須於航班抵達後的 20 分鐘內送抵行李認領

大堂，而最後一件寄艙行李須於 40 分鐘內送抵，2017/18 年

度達標率為 96.8%。機管局十分重視行李運送效率，成立專

責團隊，監察營運商的行李處理效率及調配人手實時監察抵

港行李流量。此外，亦會引入自動化行李運送系統，減少依

賴人手，提高行李處理的效率。  

 

其他事項  

 
 4.0 會議於下午 4 時正結束。  

 
 

香港機場管理局   

2018 年 4 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