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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程

1.三跑道系统项目的最新进度

2.三跑道系统环境事宜

3.现有双跑道系统提升措施及智能机场

20171218CCD 2



三跑道系统项目的最新进度

• 于2017年5月完成11千伏海底电缆改道及相关工程

• 继续进行航空燃油管道改道工程

• 填海拓地工程（包括铺设砂垫层、地质改良及海堤工程的准备工作）

• 在现有机场岛展开陆上工程

 北跑道交叉滑行道工程

 扩建二号客运大楼初期工程

 现有旅客捷运系统改建工程

 新行李处理系统及旅客捷运系统隧道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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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跑道系统填海工程最新进度

2017年12月–填海区西面位置

2017年12月–填海区东面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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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层水泥拌合－作业趸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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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有机场岛陆上工程

北跑道交叉滑行道工程 现有旅客捷运系统改建工程

扩建二号客运大楼初期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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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三跑道系统项目的最新进度

2.三跑道系统环境事宜

3.现有双跑道系统提升措施及智能机场

议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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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监察及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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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M3A

NM4

NM5

AR2

NM1A

AR1A

NM6

空气 (2个监测站) 及噪音监察 (5个监测站)

• 共进行201次空气监察及132次噪音水平监察

• 没有出现与工程相关的超标情况

环境监察及审核 (2017年6月 – 11月)(1) 

噪音水平监察站
空气监察站

噪音水平监察仪 (NM3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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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质监察

• 12 个定点监测站，7 个敏感受体监测站及 3 个对照监测站

• 每星期 3 天，每天两次于涨潮及退潮间收集水质样本及进行现场水质检测

• 水质指标包括溶解氧、混浊度、悬浮固体、碱度、重金属(铬和镍)浓度

• 期间内共进行了 78 次水质监察

• 没有出现与工程相关的超标情况

深层水泥拌合法密集式水质影响监测

• 于2017年10月完成相关监测和分析，确认深层水泥拌合法不会对水质构成负面影响

环境监察及审核 (2017年6月 – 11月)(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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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豚管制区

• 期间发现中华白海豚在海豚管制区内出现共4次。工程人员即按照海豚管制区
计划停工，并在中华白海豚游离海豚管制区30分钟后，才恢复管制区内的工程

海洋哺乳动物观察计划

• 目前已接受培训的观察员共163人

• 敷设淤泥屏障期间，没有发现任何海洋哺乳动物

工程及相关船只的海上交通路线及管理计划

• 目前已接受培训的船长共800人

建筑噪音管理

• 推行及实施工作许可证申请制度

• 目前已进行了14次关于建筑噪音许可证的训练

化学品泄漏演习

• 目前已进行的化学品泄漏演习共37次

环境监察及审核 (2017年6月 – 11月)(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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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上样条线调查

• 共进行12组船上样条线调查，调查范围覆盖东

北大屿、西北大屿、机场西、西大屿及西南大屿

• 调查约2,693公里

陆上经纬仪追踪调查

• 共进行30次陆上经纬仪追踪调查（分别于龙鼓

洲及沙洲）

• 调查约180小时

静态声音监测

• 监测进行中，每次监测约5星期

• 每年进行数据分析

WLMM042

中华白海豚监察 (2017年6月 – 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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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白海豚监察结果 –船上样条线调查
(2017年6月 – 11月)

• 发现中华白海豚146次，共435条

• 在东北大屿调查范围内没有发现中华

白海豚

• 每组中华白海豚的数目为1至15条，平

均约3.05条；共27次母子共游记录

• 透过照片共辨认 115条中华白海豚

• 初步数据及观察显示情况与2016年相若

• 详细分析将会在取得2017年全年数据后

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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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白海豚记录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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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白海豚记录分布

船上样条线

沙洲及龙鼓洲海岸公园

大小磨刀海岸公园

三跑道系统工地范围

三跑道系统填海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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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白海豚监察结果 –陆上经纬仪追踪调查
(2017年6月 – 11月)

• 在龙鼓洲监测站发现共86组中华白海豚

• 在沙洲监测站发现共2组中华白海豚

• 初步数据及观察显示情况与2016年相若

• 详细分析将会在取得2017年全年数据后进行

20171218CCD

在龙鼓洲监测站追踪中华白海豚
的记录

在沙洲监测站追踪中华白海豚
的记录

中华白海豚记录分布

龙鼓洲监测站

沙洲及龙鼓洲海岸公园

中华白海豚记录分布

沙洲监测站

沙洲及龙鼓洲海岸公园

三跑道系统工地范围

监测角度

监测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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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日来往海天客运码头高速船班次最多为97，低于125的限制要求

• 2016年12月至2017年11月共9,570班次高速船须使用改行路线，平均每日有

26班次

• 全部改行班次符合指定航段平均15海浬船速的要求

• 初步数据及观察显示情况与2016年相若，即改行班次没有对中华白海豚造成

可见的影响

共举办了6次船长培
训，检讨平均速度
超速和偏离航道的
个案及分享经验

海天客运码头高速船的海上交通路线及管理计划实施情况
(2016年12月 – 2017年11月) 

20171218CC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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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持份者 –处理投诉及查询

2015

(自12月28日)

2016                

(全年)

2017                

(1月至11月)

投诉 0 1 7

查询 0 25 14

总计 0 26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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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海洋生态及

渔业提升策略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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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海洋生态及渔业提升策略

机管局直接拨款的

潜在提升措施

可行性研究

* 敷设
人工鱼礁

* 放养／投放
鱼苗及虾苗

* 其他潜在提升
措施

自愿性监察 环保海堤设计

限制海天客运
码头高速船及
工程船进入特

定区域

改善海洋
生态基金

加强海洋生境
的承载能力

「海豚友
善」活动

恢复渔业
资源

科学研究

渔业提升基金

支援渔业 提升渔业资源

*根据可行性研究的结果决定实施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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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18年度获资助的项目

改善海洋生态基金

香港西部水域八放珊瑚Guaiagorgia 的生殖
生物学研究

利用「环境DNA」探测香港西面水域隐藏动物的
生物多样性

珠江口伶仃洋中华白海豚种群动态监测

协助规划海洋资源 ─ 与香港渔业合作辨识海豚与
渔业作业交迭的区域

利用影像解剖识别及纪录在香港水域搁浅的中华
白海豚因人类活动所造成的伤害和死亡的研究

1920171218CCD

渔业提升基金

珍珠养殖试验计划

香港海洋捕捞业现状调查及可持续发展对策

研究

15米以下渔船雷达反射器装置计划

香港渔业节~「渔跃香江」筹备活动计划及可

行性研究



改善海洋生态基金及渔业提升基金
接受新一年度申请

时间表 事项

2017年7月 公布2017-18年度基金申请结果
• 改善海洋生态基金：5个项目(港币423万)

• 渔业提升基金：4个项目(港币293万)

2017年12月–

2018年1月/2月
2018-19年度基金申请期

2018年2月 – 5月 评核个别项目申请

2018年7月 公布2018-19年度基金申请结果

• 基金详情可参阅以下网址：
http://env.threerunwaysystem.com/tc/meef/index.html

http://env.threerunwaysystem.com/tc/fef/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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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海洋生态及渔业提升策略

机管局直接拨款的

潜在提升措施

可行性研究

* 敷设
人工鱼礁

* 放养／投放
鱼苗及虾苗

* 其他潜在提升
措施

自愿性监察 环保海堤设计

限制海天客运
码头高速船及
工程船进入特

定区域

改善海洋
生态基金

加强海洋生境
的承载能力

「海豚友
善」活动

恢复渔业
资源

科学研究

渔业提升基金

支援渔业 提升渔业资源

*根据可行性研究的结果决定实施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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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措施 进度

环保海堤设计 已纳入详细设计，承建商将按设计建造海堤

监测海岸公园活动 – 自愿性措施

已进行可行性研究，将展开计划的准备工作敷设人工鱼礁

放养／投放鱼苗

22

改善海洋生态及渔业提升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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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考海外海堤设计的经验

• 主要的生态考虑

- 粗糙度

- 空间和空隙

- 岩池

- 斜坡倾斜度

• 其他考虑

- 避免吸引鸟类，以确保飞机运行安全

- 海堤结构的完整性及安全性

环保海堤设计

20171218CCD



• 提升海洋生物多样性及人工

海堤的生态价值

• 改善生态环境设计

 具生态提升的混凝土砖

 岩池

• 进行监测以比较成效

环保海堤设计以提升生态环境

潮下带岩池

具生态提升的混凝土砖

潮间带和潮下带的岩池

24

*初步设计，视乎最后设计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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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测海岸公园活动 –自愿性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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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录在海岸公园内进行的怀疑违规／禁止活动

• 建议于沙洲及龙鼓洲海岸公园推行为期

约六个月的计划：

 利用现有的中华白海豚环境监察工作

 额外的巡逻工作

• 与渔农自然护理署分享有关资料

• 使用海上交通控制中心现有的自动识别

系统数据或相类似的数据

沙洲及龙鼓洲海岸公园

填海拓地范围

20171218CCD



• 在现有机场进口航道区内及三跑道系统工程范围外敷设人工鱼礁

• 于大部分海堤工程完成后敷设人工鱼礁

• 需成功取得前滨及海床(填海工程)条例的授权

敷设人工鱼礁

建议人工鱼礁密度：
~1500立方米 / 平方公里

矿石

混凝土砖（例如﹕礁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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敷设范围： ~1平方公里
水深: <-5.5 mCD

香港特别行政区边界

11千伏海底电缆

航空燃油管道

现有机场进口航道区

填海拓地范围

海事工程范围

图例

20171218CCD



分两个阶段进行

• 第一阶段：于现有人工海堤区域进行

• 第二阶段：在新敷设的人工鱼礁区域进行

放养／投放的鱼类品种

• 具高商业价值

• 本地品种及在邻近的鱼类孵化场有供应，

例如石斑鱼、鲷鱼、石首鱼

其他考虑

• 放养／投放密度

• 避免在低溶解氧（夏季）及低水温（冬季）

期间进行

放养／投放鱼苗

2720171218CCD

于海堤区域 / 拟建人工鱼礁区域
放养 / 投放鱼苗 (机场进口航道区内)

11千伏海底电缆
航空燃油管道
现有机场进口航道区
填海拓地范围
海事工程范围

图例

由左至右﹕石首鱼、石斑鱼、鲷鱼



下一步工作

28

提升措施 准备及实行时间

环保海堤设计 进行中

监测海岸公园活动–自愿性措施 2017年底至2018年

敷设人工鱼礁 2017年底至2021年

放养／投放鱼苗 第一阶段：2017年底至2019年

第二阶段：2020年至2021年

• 机管局已向环境咨询委员会介绍改善海洋生态及渔业提升措施，

并听取委员意见

20171218CC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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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env.threerunwaysystem.com/tc/index.html
http://env.threerunwaysystem.com/en/index.html

三跑道系统的环境监察专题网站

20171218CC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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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察行程

3) 三跑系统工程地盘

1

3

2

2) 三跑系统工地码头

1) 海上交通控制中心

3020171218CCD



议程

1.三跑道系统项目的最新进度

2.三跑道系统环境事宜

3.现有双跑道系统提升措施及智能机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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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挑战

机管局致力提供高水平服务

邻近机场
竞争

跑道容量
限制

人手短缺 旅客期望

3220171218CCD



扩建设施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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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建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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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号客运
大楼

一号客运
大楼

* 仅作说明用途。

天际走廊

扩建东大堂

一号客运大楼附属大楼

扩建四号停车场

北卫
星客
运廊

扩建四号停车场一号客运大楼
附属大楼

天际走廊

扩建东大堂

20171218CC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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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建一号客运大楼

增设有超过40个新增旅客登记柜台及自助行李托
运设施的旅客登记站台新东大堂美食广场

新天台花园 全新设计休息区不同主题登机闸口

20171218CCD



扩建四号停车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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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建四号停车场

* 仅作说明用途。

20171218CCD



网上提供即时泊位资讯

http://www.hongkongairport.com/chi/transport
/zcarp/index.html

机场管理局网址 「我的航班」流动应用程式

3720171218CC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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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上停车位预约服务

只需提前1天预约
并于网上付款

用已登记的卡进入
所选择的停车场 使用同一张卡离开

透过机管局网址或「我的航班」流动应用程式

3820171218CCD



推广绿色运输，鼓励使用公共交通工具

工程期间，停车场停车位将会调整

有关机场发展的工程已展开

使用公共交通工具来往机场

3920171218CCD



更换地毯

室内设计及装饰

全新座位

景观美化工程

客运大楼新体验

标志性香气

40

花岗石

营造气氛的灯光

20171218CCD



崭新机场服务体验

关爱阁数码显示屏

全新设计洗手间

休闲阁

全新设计登机闸口 禁区内医疗服务

20171218CCD
41



购物及餐饮体验

新东大堂美食广场

网上购物

登机闸口送货服务

试行自助商店 一站式餐饮及购物概念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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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国际航空学院

43

* 仅作说明用途。

20171218CCD

第九层：
香港国际航空学院



自2017年4月首个课程开办以来，截止11月底，学院共开办154个课程，学员人数
超过4,800人次，其中机场员工占约88％。

专业课程

包括：飞行区 / 客运大楼运作及管理、机场
危机及持续业务运作管理、航空法简介、航
空交通管理课程、安全及保安在职培训

>1,400

入门课程

包括：香港国际机场简介、机场服务人员基
本英语课程、航空夏日营、机场服务及营运
证书课程、客户服务研讨会

~3,400

学员人数

44

香港国际航空学院

20171218CCD



机场服务及营运证书课程（设12个月全薪实习计划）

与香港大学专业进修学院 (HKU SPACE)合办

• 课程合共120小时，设有三个学科单元，每个单元均设理论课程及实习活动

• 其他辅助课程包括：
• 机场服务人员基本英语课程
• 职前培训 : 面试、口头汇报、撰写履历技巧以及仪容班

20171218CCD 45



机场服务及营运证书课程（设12个月全薪实习计划）

学员与参与实习机构的配对情况

工作种类 人数

货运 4

航空配餐 4

机场保安 5

飞机工程 8

地勤 ∕ 旅客服务 64

总共 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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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场服务及营运证书课程毕业典礼（9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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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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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客出发过程单一身分认证

转机保安闸离港保安闸 自助登机闸登记 自助行李托运 出入境手续

登记 保安检查站 出入境手续 保安检查站 登机

使用流动智
能登记服务 核准 使用保安闸及核准通过 核准 核准

使用保安闸及核准通过
（与其他机场合作）

检查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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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机场旅客体验

自助行李托运 流动智能登记柜枱
iCUSS

无线射频识别技术
在家列印行李标签

香港国际机场网上购物平台

实时排队轮候资讯 扩增实境技术 新世代 Wi-Fi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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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化机场管理及营运

行李搬运机械臂自动驾驶汽车 全球定位系统车辆追踪

行李手推车监控智能眼镜 多功能机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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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广本地研发技术

自动检查跑道灯「速拍」技术

行李处理应用无线射频识别技术 行李手推车监控

香港国际机场创新科技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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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航班」

流动应用程式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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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y Flight「我的航班」流动应用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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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Fi 登入: CLG mee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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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y Flight 「我的航班」流动应用程式

主要功能包括提供﹕

 航班资料
 购物资讯
 客车资讯
 快船资料
 停车场
 位置图
 设施
 天气资讯

「我的航班」是由香港国际机场制作的官方免费流
动应用程式，为旅客提供全面的机场资讯

「我的航班」采用无障碍设计，以方便所有人士获取网上资讯，并获得由政府资讯科技总监办公室与平等机会委员会合办的「2016 无障碍网页嘉许计划」流动应用
程式组别金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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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功能陆续推出:

• 停车场泊位预定
• 扩增实境导向功能
• 虚拟助理
• 翻译指示牌

My Flight 「我的航班」流动应用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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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增实境
导向功能

翻译指示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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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李送达通知

MyTAG 行李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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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步
开启「我的航班」
点选行李送达通知
按照指示登记行李牌

行李通 MyTAG 使用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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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步
扫描行李牌及命名
输入电邮地址
拣选你的抵港航班
设定完成

行李通 MyTAG 使用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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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李通 MyTAG 使用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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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答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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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