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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場葵青及沙田社區聯絡小組  

第十三次會議記錄  

 

機場葵青及沙田社區聯絡小組第十三次會議在  2019 年 8 月 5 日（星期一）

下午 2 時正舉行，至下午 4 時正結束。會後並安排小組成員視察一號客運大

樓附屬大樓的工程進展。 
 

出席者：  

 

機場管理局  

梁景然先生（三跑道項目管理副總監）  

李仲騰先生（三跑道項目環境事務總經理）  

張永翔先生（首席傳訊主管）  

 

葵青區  

陳笑文議員  

周偉雄議員  

梁偉文議員  

鮑銘康議員  

方玉璋先生  

黎名橞女士  

王展慶先生  

李錦麟先生  

 

沙田區  

招文亮議員  

李子榮議員  

王虎生議員  

容溟舟議員  

鄭志興先生  

梁園鑫女士  

 

未可出席者：  

 

葵青區  

羅競成議員  

周奕希議員  

朱麗玲議員  

郭芙蓉議員  

林翠玲議員  

林紹輝議員  

劉美璐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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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志強議員  

梁志成議員  

梁子穎議員  

李世隆議員  

盧婉婷議員  

吳家超議員  

吳劍昇議員  

潘志成議員  

譚惠珍議員  

徐曉杰議員  

黃耀聰議員  

黃潤達議員  

陳志榮議員  

倪鈞霖先生  

徐錦全先生  

何啟華先生  

周劍豪先生  

陳碧文先生  

劉子芸女士  

 

沙田區  

陳國強議員  

陳敏娟議員  

鄭則文議員  

程張迎議員  

趙柱幫議員  

黎梓恩議員  

林松茵議員  

梁家輝議員  

李永成議員  

吳錦雄議員  

龐愛蘭議員  

蕭顯航議員  

丁仕元議員  

衛慶祥議員  

黃學禮議員  

黃嘉榮議員  

黃宇翰議員  

丘文俊議員  

余倩雯議員  

劉國良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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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錦鴻先生  

劉韻慧女士  

馮禮遜女士  

劉翀先生  

羅文生先生  

梁偉基先生  

 

歡迎及簡介   

 
1.0         機管局代表歡迎小組成員出席機場葵青及沙田社區聯絡小組第十三

次會議，並向成員介紹兩本書，其中一本是香港國際航空學院的

2019 年課程概要，另一本則是《從「城市機場」到「機場城

市」》的報告，介紹香港國際機場的未來願景及策略。  

 

機管局代表介紹機場管理局（下稱「機管局」）的其他代表，並表

示今次會議向成員介紹從城市機場到機場城市的概念、三跑道系統

項目的最新進展以及環境事宜等，及聽取成員的意見。  

 

通過  2018 年  12 月 17 日機場葵青及沙田社區聯絡小組第十二次會議記

錄 

 
2.0        成員沒有修改建議，會議記錄獲得通過。  

 

簡報 

 
3.0 機管局向成員講解從城市機場到機場城市的概念，並表示發展機場

城市須要提升基建及功能，例如擴建一號客運大樓附屬大樓和四號

停車場以增加運力；興建航天城和收購亞洲國際博覽館提升功能；

以多式聯運連繫大灣區；發展高端物流中心提升貨運服務；及善用

科技提升運作效率，使機場有組織地在社會整體層面與相關經濟活

動及規劃結合，從而圍繞機場向外拓展網絡，形成機場城市。機管

局亦介紹了三跑道系統項目的最新進度，深層水泥拌合工程已大致

完成，旅客捷運系統車廠結構已大致完成，填海工程正按計劃分階

段進行中。  

 
3.1 機管局簡介三跑道系統填海拓地工程的最新進度，深層水泥拌合工

程已大致完成。填海工程正按計劃放置海堤石料、鋪設海堤和填

料。機管局表示，現正興建南附屬大樓、新行李處理系統和旅客捷

運轉車站地庫、及旅客捷運車廠結構。  

 
3.2 機管局向成員報告，由 2018 年 12 月至 2019 年 6 月施工期間的環

境監察及審核情況，當中包括三跑道系統工程項目對空氣及噪音監

負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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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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管局亦介紹了改善海洋生態及漁業提升措施的最新進展，包括完成

安裝首批環保海堤、已於 2019 年 5 月投放首批魚苗及進行監察。

機管局並介紹環保機場設計策略及分享可持續建築的前期工程成

果。  

 
3.3 有部分成員就三跑道系統項目相關事宜提出以下的意見和詢問：  

 

填海工程進度和沉降問題  

 

(1) 有成員查詢三跑道的填海工程與管道鋪設是否同時進行。  

 

機管局回應說，三跑道系統填海工程是分階段進行，會首先完

成新北跑道填海範圍，預計於 2019 年至 2021 年中相繼完成。

為簡化工序，三跑道系統的管道鋪設工程基本上與填海工程同

時進行。但如實際情況不容許，工程團隊會將部分管道改於填

海後才鋪設。  

 

(2) 有部分成員查詢，機管局如何應對三跑道系統可能出現的不平

均沉降情況。  

 

機管局回應說，三跑道系統主要採用深層水泥拌合法進行填

海。這是一種先進而環保的非挖掘填海方法，可加強原有軟土

層的硬度和穩定性，減少沉降，並避免釋出污染物。另外，機

管局須為三跑道系統設施的設計及施工制定沉降監察計劃，包

括會在新填海土地及建築物設置多個沉降監察點作定期監察，

並將監察結果與預期沉降量作比較。若監察點上的沉降結果與

預期沉降量不相符，施工團隊會通知設計團隊作審查及採取相

關措施，包括加強監察的次數，分析沉降對建築物結構的影

響，及考慮發出停工指示，確保建築物符合安全及質量要求。

至於跑道方面，國際民航組織對不平均沉降有嚴格的規定。機

管局每年會使用人造衛星定位系統來監測地面變化，再把數據

交給外國的顧問公司分析，即使出現偏差，也可即時作出調

整。憑著雙跑道的經驗和相關沉降監察計劃，機管局有信心解

決填海工程中可能出現的技術問題，以符合國際民航組織的嚴

格規定。  

 

(3) 有成員查詢，三跑道系統使用深層水泥拌合法，填海土地是否

能在短時間內進行基建工程。  

 

機管局解釋，工程團隊主要採用免挖式的 (深層水泥拌合法 )填

海方法，可縮短沉降時間，亦可避免釋出污染物。三跑填海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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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完成後九個月至一年內便可進行基建工程，較傳統填海方法

可更快、更有效供應土地。  

 

環境影響、緩解措施及監察事宜  

 

應付惡劣天氣變化  

 

(4) 有見於早前日本關西機場嚴重水浸，有成員查詢現時三跑系統

新填海土地的水平基準是否能應付惡劣天氣變化。  

 

機管局指出，香港機場與日本關西機場的情況是截然不同。日

本關西機場的沉降問題是由於填土壓力以及非常獨特的地質環

境所造成。加上在填海造地初期，可能未有即時處理沉降問

題，故一旦遇上惡劣天氣便容易水浸。三跑道系統工程採用了

「深層水泥拌合法」的技術，於填海之前，大量水泥會被拌合

入淤泥層之中，令加固後的淤泥能夠有足夠的承載力，有效減

少填海期間沉降及長遠出現的剩餘沉降。加上其水平基準在工

程初期定得較高，如遇上與關西機場相若的颶風，亦不會對香

港機場造成威脅。另外，機管局早於興建雙跑道系統時，針對

極端惡劣天氣影響進行過評估，並確定機場的設計有能力抵禦

任何惡劣天氣。  

 

(5) 有見於時有惡劣天氣引致飛機延誤或取消，有成員查詢香港機

場有否為旅客提供短暫休息的地方。  

 

機管局回應說，機管局重視與旅客的連繫，並通過「我的航

班」流動應用程式，為旅客提供實時航班資訊，避免旅客於惡

劣天氣下太早前來機場。如遇上緊急事故，機管局成立的旅客

關顧組會出動，向旅客派發毛毯及飲用水，並協助有需要的旅

客。另外，機管局亦正計劃在一號客運大樓增設服務設施，如

為轉機旅客提供稍作休息的地方。  

 

機場綠化  

 

(6) 有成員詢問，會否參考新加坡樟宜機場的綠化設施，在香港國

際機場增加綠化元素，以增加其吸引力及提升旅客形象。  

 

機管局回應說，香港國際機場正積極為旅客提供獨特的機場體

驗，不單提升其運力，更將客運大樓翻新，換上煥然一新的現

代設計。機場將提供更多科技主導及個人化設施與服務，以滿

足新一代旅客需要。另外，三跑道系統無論在設計、施工和營運

三方面，均注入大量的環保元素，相信會是全球最環保機場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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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新跑道客運廊的庭院會加強採光效果及加入綠色元素，為

旅客帶來舒適的機場體驗。  

 

海豚保育  

 

(7) 有成員關注，最近漁農自然護理署發表的海洋哺乳類動物監察

報告顯示中華白海豚數字急劇下降；並查詢機管局有關中華白

海豚的保育措施。  

 

機管局回應說，自三跑道工程展開以來，工程團隊會定期進行

有關中華白海豚的調查。調查結果顯示，自 2016年三跑道系統

工程展開後，中華白海豚數量穩定。由於中華白海豚不只生活

於香港，亦會出沒於珠三角口岸一帶，機管局正積極支持相關

研究及保育項目，包括成立改善海洋生態基金，透過改善海洋

生態基金資助的珠江口伶仃洋中華白海豚種群動態的長期監測

項目，以了解珠江口伶仃洋中華白海豚的現存數量和分佈，並

對比往年的監測結果以了解其資源量變動狀況，希望能對中華

白海豚有更全面的了解。  

 

(8) 有成員提議在機場設立中華白海豚展館，及舉辦相關展覽，讓

旅客可多了解香港的海洋生物。  

 

機管局感謝成員的建議，並回應由於機場現時地方有限，故未

能興建有關的展館。機管局每年會定期在機場舉辦文化藝術展

覽，向旅客展現香港獨特及精彩的一面。例如，早前便有以保育

大自然為題材，在機場接機大堂舉行的「重臨香港的森林鳥類展

覽」，以攝影鏡頭捕捉三十八種回流香港的森林鳥類，顯示出大自

然的復原力及靈活的環境政策。另外，機管局亦曾舉辦「香港國

際機場環保攝影比賽」展覽，在客運大樓展出由機場員工參與

的攝影比賽的優秀作品，向旅客呈現機場島上的野生動物的生

命力及變化多端的大自然景象。機管局會繼續舉辦更多不同主

題的展覽，讓旅客有更多元的文化體驗。  

 
 

3.5 有部分成員就飛機噪音、機場地面交通、機場員工休息設施、航天

城等事宜，提出以下的意見和詢問：  

 

飛機噪音  

 

(1) 有成員查詢三跑道系統工程完成後，飛機航道會向北移，將來

會有多少航班減少經過沙田小瀝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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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管局解釋，在三跑道系統全面運作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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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沙田區的飛機噪音問題，現行的飛機噪音消減措施將會在三

跑道系統啟用後繼續實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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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機在晚間飛越人口較稠密的地區如沙田、葵涌、青衣、荃灣、

深井及青龍頭等。機管局亦推出「飛機音量管制配額先導計

劃」，制定年度飛機音量管制配額，限制航空公司晚間航班可

產生的飛機總音量，從而確保在香港國際機場的航班的總音量

維持於現有雙跑道系統的飛機總音量水平。航空公司如屬於同

一機構，可把配額互相分配，機管局亦鼓勵航空公司把剩餘的

配額退回，以重新分配。如機管局發現航空公司於該年所分配

的配額未能盡用，便會於來年減少分配配額予該航空公司。另

外，自本年 3 月底開始，民航處不再接受航空公司編排未能符

合第四章噪音標準或同等標準的飛機，在晚上 10 時至翌日早上

7 時在香港升降。此安排有助鼓勵航空公司更換及使用更多較

寧靜新型機種，有助進一步減低飛機噪音對航道附近地區的影

響。機管局從多方面著手減低飛機噪音，而從民航處位於沙田

大圍的噪音監測站所收集的飛機噪音數據，亦未有錄得高分貝

的噪音水平。  

 

機場地面交通  

 

(2) 有成員表示，現時沙田區的夜間機場巴士並不足夠，曾向運輸

署反映意見；期望三跑道系統啟用時，機管局會加強有關的機

場巴士服務。  

 

機管局多謝成員的意見，並表示會向相關部門反映。  

 

(3) 有成員反映，現時機場範圍的交通指示欠清晰，詢問機管局有

何改善措施。  

 

機管局回應說，現時機場範圍內正進行多項擴建工程，例如二

號客運大樓將於 2019年關閉並進行擴建，為配合擴建工程，機

場現正進行相關前期工作，當中包括一系列道路工程。機管局

會在工程期間設置適當的交通標誌，為駕駛人士提供清晰的指

示。  

 

機場泊車位  

 

(4) 有成員查詢將來機場的泊車位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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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管局回應說，機場現時有超過 3,000 個公共泊車位，待四號

停車場於 2020 年第一季擴建完成後，將可增加約 1,400 個公

共泊車位，屆時機場的公共泊車位將超過 4,400 個。現時，旅

客可從機場網站和「我的航班」流動應用程式，查詢停車場的

可用泊位資訊。然而，機管局一直以來都鼓勵旅客盡量使用公

共交通工具，以配合機場整體發展及貫徹環保理念。  

 

機場員工休息設施  

 

(5) 有成員詢問當二號客運大樓關閉進行擴建時，機管局會否為機

場員工提供足夠的休息地方。  

 

機管局回應說，當二號客運大樓關閉進行擴建時，機場員工的

休息地方會較現時少。但待四號停車場在 2020年完成擴建後，

內設的機場員工社區中心及員工餐廳，可為機場員工提供更寬

敞、更舒適的休息地方。  

 

 航天城  

 

(6) 有成員查詢，航天城是否可以連接港珠澳大橋香港口岸；及航

天城啟用日期，及如何前往航天城。  

機管局回應說，機管局現正積極研究在多式聯運中轉客運大樓

的封閉行車橋附近興建行人走廊，連接港珠澳大橋香港口岸、

客運大樓和航天城。擬建的行人走廊，供公眾人士使用，方便

由香港口岸到達航天城。另外，航天城將於 2023 至 2027 年間

分階段落成。  

 

加強社區宣傳  

 

(7) 有成員讚賞機管局把香港機場發展成「機場城市」的美好願

景；並建議機管局應加強向社區教育及宣傳，從而讓市民多了

解機場的未來發展，及對社區的裨益。  

 

機管局感謝成員意見，並回應說機管局每年會為不同的持分者

舉辦參觀機場活動，當中包括地區人士、居民團體及學校等組

織，以加強他們對機場的認識。另外，機管局每年亦會定期在

地區上舉辦招聘會和機場展覽，向地區人士介紹機場的最新發

展情況。機管局並補充說，如有任何地區團體有興趣參觀機

場，可直接與秘書處聯絡及跟進。  

 

其他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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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會議於下午 4 時正結束。  

 
 

香港機場管理局   

2019 年 11 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