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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场葵青及沙田小区联络小组  

第十三次会议记录  

 

机场葵青及沙田小区联络小组第十三次会议在  2019 年 8 月 5 日（星期一）

下午 2 时正举行，至下午 4 时正结束。会后并安排小组成员视察一号客运大

楼附属大楼的工程进展。 
 

出席者：  

 

机场管理局  

梁景然先生（三跑道项目管理副总监）  

李仲腾先生（三跑道项目环境事务总经理）  

张永翔先生（首席传讯主管）  

 

葵青区  

陈笑文议员  

周伟雄议员  

梁伟文议员  

鲍铭康议员  

方玉璋先生  

黎名橞女士  

王展庆先生  

李锦麟先生  

 

沙田区  

招文亮议员  

李子荣议员  

王虎生议员  

容溟舟议员  

郑志兴先生  

梁园鑫女士  

 

未可出席者：  

 

葵青区  

罗竞成议员  

周奕希议员  

朱丽玲议员  

郭芙蓉议员  

林翠玲议员  

林绍辉议员  

刘美璐议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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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志强议员  

梁志成议员  

梁子颖议员  

李世隆议员  

卢婉婷议员  

吴家超议员  

吴剑升议员  

潘志成议员  

谭惠珍议员  

徐晓杰议员  

黄耀聪议员  

黄润达议员  

陈志荣议员  

倪钧霖先生  

徐锦全先生  

何启华先生  

周剑豪先生  

陈碧文先生  

刘子芸女士  

 

沙田区  

陈国强议员  

陈敏娟议员  

郑则文议员  

程张迎议员  

赵柱帮议员  

黎梓恩议员  

林松茵议员  

梁家辉议员  

李永成议员  

吴锦雄议员  

庞爱兰议员  

萧显航议员  

丁仕元议员  

卫庆祥议员  

黄学礼议员  

黄嘉荣议员  

黄宇翰议员  

丘文俊议员  

余倩雯议员  

刘国良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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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锦鸿先生  

刘韵慧女士  

冯礼逊女士  

刘翀先生  

罗文生先生  

梁伟基先生  

 

欢迎及简介  

 
1.0         机管局代表欢迎小组成员出席机场葵青及沙田小区联络小组第十三

次会议，并向成员介绍两本书，其中一本是香港国际航空学院的

2019 年课程概要，另一本则是《从「城市机场」到「机场城

市」》的报告，介绍香港国际机场的未来愿景及策略。  

 

机管局代表介绍机场管理局（下称「机管局」）的其他代表，并表

示今次会议向成员介绍从城市机场到机场城市的概念、三跑道系统

项目的最新进展以及环境事宜等，及听取成员的意见。  

 

通过  2018 年  12 月 17 日机场葵青及沙田小区联络小组第十二次会议记

录  

 
2.0        成员没有修改建议，会议记录获得通过。  

 

简报 

 
3.0 机管局向成员讲解从城市机场到机场城市的概念，并表示发展机场

城市须要提升基建及功能，例如扩建一号客运大楼附属大楼和四号

停车场以增加运力；兴建航天城和收购亚洲国际博览馆提升功能；

以多式联运连系大湾区；发展高端物流中心提升货运服务；及善用

科技提升运作效率，使机场有组织地在社会整体层面与相关经济活

动及规划结合，从而围绕机场向外拓展网络，形成机场城市。机管

局亦介绍了三跑道系统项目的最新进度，深层水泥拌合工程已大致

完成，旅客捷运系统车厂结构已大致完成，填海工程正按计划分阶

段进行中。  

 
3.1 机管局简介三跑道系统填海拓地工程的最新进度，深层水泥拌合工

程已大致完成。填海工程正按计划放置海堤石料、铺设海堤和填

料。机管局表示，现正兴建南附属大楼、新行李处理系统和旅客捷

运转车站地库、及旅客捷运车厂结构。  

 
3.2 机管局向成员报告，由 2018 年 12 月至 2019 年 6 月施工期间的环

境监察及审核情况，当中包括三跑道系统工程项目对空气及噪音监

負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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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水质监察、中华白海豚监察，及其他环保措施的实行情况。机

管局亦介绍了改善海洋生态及渔业提升措施的最新进展，包括完成

安装首批环保海堤、已于 2019 年 5 月投放首批鱼苗及进行监察。

机管局并介绍环保机场设计策略及分享可持续建筑的前期工程成

果。  

 
3.3 有部分成员就三跑道系统项目相关事宜提出以下的意见和询问：  

 

填海工程进度和沉降问题  

 

(1) 有成员查询三跑道的填海工程与管道铺设是否同时进行。  

 

机管局响应说，三跑道系统填海工程是分阶段进行，会首先完

成新北跑道填海范围，预计于 2019 年至 2021 年中相继完成。

为简化工序，三跑道系统的管道铺设工程基本上与填海工程同

时进行。但如实际情况不容许，工程团队会将部分管道改于填

海后才铺设。  

 

(2) 有部分成员查询，机管局如何应对三跑道系统可能出现的不平

均沉降情况。  

 

机管局响应说，三跑道系统主要采用深层水泥拌合法进行填

海。这是一种先进而环保的非挖掘填海方法，可加强原有软土

层的硬度和稳定性，减少沉降，并避免释出污染物。另外，机

管局须为三跑道系统设施的设计及施工制定沉降监察计划，包

括会在新填海土地及建筑物设置多个沉降监察点作定期监察，

并将监察结果与预期沉降量作比较。若监察点上的沉降结果与

预期沉降量不相符，施工团队会通知设计团队作审查及采取相

关措施，包括加强监察的次数，分析沉降对建筑物结构的影

响，及考虑发出停工指示，确保建筑物符合安全及质量要求。

至于跑道方面，国际民航组织对不平均沉降有严格的规定。机

管局每年会使用人造卫星定位系统来监测地面变化，再把数据

交给外国的顾问公司分析，即使出现偏差，也可实时作出调

整。凭着双跑道的经验和相关沉降监察计划，机管局有信心解

决填海工程中可能出现的技术问题，以符合国际民航组织的严

格规定。  

 

(3) 有成员查询，三跑道系统使用深层水泥拌合法，填海土地是否

能在短时间内进行基建工程。  

 

机管局解释，工程团队主要采用免挖式的 (深层水泥拌合法 )填

海方法，可缩短沉降时间，亦可避免释出污染物。三跑填海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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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完成后九个月至一年内便可进行基建工程，较传统填海方法

可更快、更有效供应土地。  

 

环境影响、缓解措施及监察事宜  

 

应付恶劣天气变化  

 

(4) 有见于早前日本关西机场严重水浸，有成员查询现时三跑系统

新填海土地的水平基准是否能应付恶劣天气变化。  

 

机管局指出，香港机场与日本关西机场的情况是截然不同。日

本关西机场的沉降问题是由于填土压力以及非常独特的地质环

境所造成。加上在填海造地初期，可能未有实时处理沉降问

题，故一旦遇上恶劣天气便容易水浸。三跑道系统工程采用了

「深层水泥拌合法」的技术，于填海之前，大量水泥会被拌合

入淤泥层之中，令加固后的淤泥能够有足够的承载力，有效减

少填海期间沉降及长远出现的剩余沉降。加上其水平基准在工

程初期定得较高，如遇上与关西机场相若的飓风，亦不会对香

港机场造成威胁。另外，机管局早于兴建双跑道系统时，针对

极端恶劣天气影响进行过评估，并确定机场的设计有能力抵御

任何恶劣天气。  

 

(5) 有见于时有恶劣天气引致飞机延误或取消，有成员查询香港机

场有否为旅客提供短暂休息的地方。  

 

机管局响应说，机管局重视与旅客的连系，并通过「我的航

班」流动应用程序，为旅客提供实时航班信息，避免旅客于恶

劣天气下太早前来机场。如遇上紧急事故，机管局成立的旅客

关顾组会出动，向旅客派发毛毯及饮用水，并协助有需要的旅

客。另外，机管局亦正计划在一号客运大楼增设服务设施，如

为转机旅客提供稍作休息的地方。  

 

机场绿化  

 

(6) 有成员询问，会否参考新加坡樟宜机场的绿化设施，在香港国

际机场增加绿化元素，以增加其吸引力及提升旅客形象。  

 

机管局响应说，香港国际机场正积极为旅客提供独特的机场体

验，不单提升其运力，更将客运大楼翻新，换上焕然一新的现

代设计。机场将提供更多科技主导及个人化设施与服务，以满

足新一代旅客需要。另外，三跑道系统无论在设计、施工和营运

三方面，均注入大量的环保元素，相信会是全球最环保机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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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新跑道客运廊的庭院会加强采光效果及加入绿色元素，为

旅客带来舒适的机场体验。  

 

海豚保育  

 

(7) 有成员关注，最近渔农自然护理署发表的海洋哺乳类动物监察

报告显示中华白海豚数字急剧下降；并查询机管局有关中华白

海豚的保育措施。  

 

机管局响应说，自三跑道工程展开以来，工程团队会定期进行

有关中华白海豚的调查。调查结果显示，自 2016 年三跑道系统

工程展开后，中华白海豚数量稳定。由于中华白海豚不只生活

于香港，亦会出没于珠三角口岸一带，机管局正积极支持相关

研究及保育项目，包括成立改善海洋生态基金，透过改善海洋

生态基金资助的珠江口伶仃洋中华白海豚种群动态的长期监测

项目，以了解珠江口伶仃洋中华白海豚的现存数量和分布，并

对比往年的监测结果以了解其资源量变动状况，希望能对中华

白海豚有更全面的了解。  

 

(8) 有成员提议在机场设立中华白海豚展馆，及举办相关展览，让

旅客可多了解香港的海洋生物。  

 

机管局感谢成员的建议，并响应由于机场现时地方有限，故未

能兴建有关的展馆。机管局每年会定期在机场举办文化艺术展

览，向旅客展现香港独特及精彩的一面。例如，早前便有以保育

大自然为题材，在机场接机大堂举行的「重临香港的森林鸟类展

览」，以摄影镜头捕捉三十八种回流香港的森林鸟类，显示出大自

然的复原力及灵活的环境政策。另外，机管局亦曾举办「香港国

际机场环保摄影比赛」展览，在客运大楼展出由机场员工参与

的摄影比赛的优秀作品，向旅客呈现机场岛上的野生动物的生

命力及变化多端的大自然景象。机管局会继续举办更多不同主

题的展览，让旅客有更多元的文化体验。  

 
 

3.5 有部分成员就飞机噪音、机场地面交通、机场员工休息设施、航天

城等事宜，提出以下的意见和询问：  

 

飞机噪音  

 

(1) 有成员查询三跑道系统工程完成后，飞机航道会向北移，将来

会有多少航班减少经过沙田小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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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管局解释，在三跑道系统全面运作下，预期飞机噪音预测等

量线将向北移，东涌及北大屿山一带噪音情况将有明显改善。

就沙田区的飞机噪音问题，现行的飞机噪音消减措施将会在三

跑道系统启用后继续实施，包括在符合飞行运作要求及安全的

情况下，晚上抵港的航机会安排从西南面经海面降落，减少航

机在晚间飞越人口较稠密的地区如沙田、葵涌、青衣、荃湾、

深井及青龙头等。机管局亦推出「飞机音量管制配额先导计

划」，制定年度飞机音量管制配额，限制航空公司晚间航班可

产生的飞机总音量，从而确保在香港国际机场的航班的总音量

维持于现有双跑道系统的飞机总音量水平。航空公司如属于同

一机构，可把配额互相分配，机管局亦鼓励航空公司把剩余的

配额退回，以重新分配。如机管局发现航空公司于该年所分配

的配额未能尽用，便会于来年减少分配配额予该航空公司。另

外，自本年 3 月底开始，民航处不再接受航空公司编排未能符

合第四章噪音标准或同等标准的飞机，在晚上 10 时至翌日早上

7 时在香港升降。此安排有助鼓励航空公司更换及使用更多较

宁静新型机种，有助进一步减低飞机噪音对航道附近地区的影

响。机管局从多方面着手减低飞机噪音，而从民航处位于沙田

大围的噪音监测站所收集的飞机噪音数据，亦未有录得高分贝

的噪音水平。  

 

机场地面交通  

 

(2) 有成员表示，现时沙田区的夜间机场巴士并不足够，曾向运输

署反映意见；期望三跑道系统启用时，机管局会加强有关的机

场巴士服务。  

 

机管局多谢成员的意见，并表示会向相关部门反映。  

 

(3) 有成员反映，现时机场范围的交通指示欠清晰，询问机管局有

何改善措施。  

 

机管局响应说，现时机场范围内正进行多项扩建工程，例如二

号客运大楼将于 2019 年关闭并进行扩建，为配合扩建工程，机

场现正进行相关前期工作，当中包括一系列道路工程。机管局

会在工程期间设置适当的交通标志，为驾驶人士提供清晰的指

示。  

 

机场泊车位  

 

(4) 有成员查询将来机场的泊车位数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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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管局回应说，机场现时有超过 3,000 个公共泊车位，待四号

停车场于 2020 年第一季扩建完成后，将可增加约 1,400 个公

共泊车位，届时机场的公共泊车位将超过 4,400 个。现时，旅

客可从机场网站和「我的航班」流动应用程序，查询停车场的

可用泊位信息。然而，机管局一直以来都鼓励旅客尽量使用公

共交通工具，以配合机场整体发展及贯彻环保理念。  
 

机场员工休息设施  

 

(5) 有成员询问当二号客运大楼关闭进行扩建时，机管局会否为机

场员工提供足够的休息地方。  

 

机管局响应说，当二号客运大楼关闭进行扩建时，机场员工的

休息地方会较现时少。但待四号停车场在 2020 年完成扩建后，

内设的机场员工小区中心及员工餐厅，可为机场员工提供更宽

敞、更舒适的休息地方。  
 

 航天城  

 

(6) 有成员查询，航天城是否可以连接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及航

天城启用日期，及如何前往航天城。  

机管局响应说，机管局现正积极研究在多式联运中转客运大楼

的封闭行车桥附近兴建行人走廊，连接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

客运大楼和航天城。拟建的行人走廊，供公众人士使用，方便

由香港口岸到达航天城。另外，航天城将于 2023 至 2027 年间

分阶段落成。  

 

加强小区宣传  

 

(7) 有成员赞赏机管局把香港机场发展成「机场城市」的美好愿

景；并建议机管局应加强向小区教育及宣传，从而让市民多了

解机场的未来发展，及对小区的裨益。  

 

机管局感谢成员意见，并响应说机管局每年会为不同的持分者

举办参观机场活动，当中包括地区人士、居民团体及学校等组

织，以加强他们对机场的认识。另外，机管局每年亦会定期在

地区上举办招聘会和机场展览，向地区人士介绍机场的最新发

展情况。机管局并补充说，如有任何地区团体有兴趣参观机

场，可直接与秘书处联络及跟进。  

 

其他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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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会议于下午 4 时正结束。  

 
 

香港机场管理局   

2019 年 11 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