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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場沙田社區聯絡小組  

第三次會議記錄  

 

機場沙田社區聯絡小組第三次會議在  2013年12月11日（星期三）下午3時

於香港國際機場行政大樓舉行。  

 

出席者：  

吳自淇先生（機場管理局）－主席  

張李佳蕙女士（機場管理局）－副主席  

鄭楚光議員  

梁志偉議員  

蕭顯航議員   

鄧永昌議員  

黃嘉榮議員  

楊倩紅議員  

衛慶祥議員   

容溟舟議員  

李勝財先生   

劉典祥先生  

謝良興先生   

麥炳輝先生  

梁振邦先生  

蔡新榮先生  （機場管理局建築工程執行總監）  

馬耀文先生  （機場管理局飛行區運作總經理）  

李仲騰先生  （機場管理局建築工程環保事務總經理）  

 

缺席者：  

何厚祥議員  

彭長緯議員  

陳國添議員  

陳敏娟議員    

程張迎議員   

莊耀勤議員   

林松茵議員  

羅光強議員    

李子榮議員   

梁家輝議員  

李世榮議員   

葛珮帆議員   

湯寶珍議員    

董健莉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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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澤標議員    

丘文俊議員  

楊文銳議員   

姚嘉俊議員   

余倩雯議員   

鄭則文議員  

李錦明議員  

龐愛蘭議員  

招文亮議員  

黃裕財先生  

劉根雄先生   

吳錦權先生  

吳信昌校長   

李圖明先生  

楊祥利先生  

陳美娟女士  

  
 
 

歡迎及簡介  

 
1.0 主席歡迎小組成員出席機場沙田社區聯絡小組第三次會議，並介紹

機場管理局（下稱「機管局」）的代表。主席表示機場三跑道系統

方案環境影響評估研究（下稱「環評」）工作，現已進入最後階段，

希望藉著今次會議向成員匯報機場三跑道系統項目規劃的工作進度，

以及有關項目在噪音、空氣質素及健康影響方面的環境影響評估最

新進展，並進一步收集小組成員的意見，尤其是三跑道系統對相關

社區可能帶來的環境影響。  

 

 

通過 2013 年 6 月 28 日機場沙田社區聯絡小組第二次會議記錄  

 

2.0 小組成員沒有修改建議，會議記錄獲得通過。  

 

簡報             

3.0 機管局向成員講解機場三跑道系統項目規劃的工作進度，當中包括

環評的最新進展，以及第三條跑道客運廊的方案設計特點、旅客捷

運系統和行李運送系統等等。  

 

負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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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機管局向成員報告有關飛機噪音影響評估、空氣質素影響評估和健

康影響評估的調查方法、最新硏究結果和建議中的緩解措施。同時，

機管局亦向成員介紹在現時機場運作、過渡至三跑道系統運作階段

及三跑道系統運作的情況下，有關飛機噪音預測等量線的初步評估。

在 2011 年的現行情況下，由於航班增長較預期快，  加上夜間航班

比例較預期高，現行等量線較 1998 年發表的非法定環評報告的預

測等量線稍為南移及略為擴大，但沒有覆蓋東涌新市鎮及馬灣等人

口稠密的地區。在過渡至三跑道系統的階段，即當新增北跑道與南

跑道兩條跑道同時運作，2021 年的飛機噪音預測等量線將向北伸

延至海面，而南面的噪音預測等量線的位置與 2011 年相若。在三

跑道系統運作下，2030 年的飛機噪音預測等量線將向北移，東涌

及北大嶼山一帶的噪音情況將有明顯改善。隨著飛機科技不斷進步，

2038 年的飛機噪音預測等量線覆蓋範圍與 2030 年相若。  

 

3.2 多位成員表示支持三跑道系統計劃，並促請機管局盡快落實及展開

有關工作，以保持香港作為航空樞紐的競爭優勢。有部分成員就工

程開展、與珠三角機場的競爭與合作關係、三跑道客運廊設計和相

關的配套設施，提出以下意見和詢問：  

 

(1) 多位成員促請機管局盡快落實三跑道系統的建造工程，以免香

港失去作為航空樞紐的競爭優勢。詢問機管局如何確保環評報

告符合環保署的法定要求，使工程可在 2015/16 年順利開展。 

 

(2) 有見於珠三角的機場迅速擴展，尤其是深圳機場，加上內地機

場收費便宜、國內航點選擇多，擔心日後旅客會傾向選擇到內

地機場乘坐飛機，影響香港的競爭力。詢問機管局有否考慮特

別措施吸引珠三角的旅客使用香港機場；及有否評估深圳機場

擴展對香港國際機場的影響。    

 

(3) 有成員表示香港國際機場與珠三角機場是互補關係，多於互相

競爭，故不擔心會影響香港的競爭力。詢問機管局與內地機場

有何合作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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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在三跑道系統計劃上，建議提升現時一號及二號客運大樓的運

作容量及周邊的交通配套設施，以應付預期高增長的客運量。

詢問由機場到市區的交通接駁安排是否足夠，並建議考慮安排

由市區直達三跑道客運廊的交通工具，以縮短旅客的交通時間。 

 

(5) 詢問機場的一號及二號客運大樓將來如何安排航空公司分流。  

 

(6)讚賞三跑道客運廊的環保設計，尤其是空中庭院的概念；並詢

問頂部是否有上蓋。  

 

機管局感謝成員的意見，並回應如下：  

 

(1) 感謝成員對項目的支持，表示團隊會全力以赴，做好環評工作。

三跑道系統得以落實興建，會全面依照所有法定程序及取得相

關政府部門審批，過程必須按部就班。預計所有環評程序會於

2014 年第三季完成，然後須經過其他審批程序，包括向立法

會申請撥款等等。如一切順利，預計三跑道系統可在

2015/16 年開始興建。       

 

機管局正按照《環境影響評估條例》進行法定的環評程序，整

個過程公開透明。顧問團隊就 12 個不同環境範疇進行環評，

成員包括國際及本地知名專家，進行相關環評研究，例如是有

關中華白海豚、人類健康影響評估的硏究等。此外，機管局亦

邀請獨立的環評顧問公司，審核環評報告的內容，確保符合

《環評條例》的所有法定要求。除了與五個機場社區聯絡小組

保持緊密聯繫，機管局亦聽取地區人士的意見，以及透過與噪

音、空氣質素、中華白海豚和海洋生態及漁業這四個技術研討

小組，與具備專業知識的專家及學界交流意見。在現行的《環

評條例》下，當環評報告呈交環保署審批時，環保署及相關政

府部門會審核報告內容，以確保符合《環評條例》的法定要求，

然後經過公眾查閱階段，最後須由環保署署長審批。  

 

(2) 及 (3)國際航空運輸協會在《香港國際機場 2030 規劃大綱》

中，就航空交通需求量所作出的預測結果顯示，直至 2030 年，

珠三角地區航空需求量將會比供應大，即使珠三角五個機場完

成擴建所有已公布的擴展容量計劃，預計日後每年仍然無法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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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約一億人次的空運需求。所以，珠三角五個機場之間並不存

在必然競爭關係，反而是肩負共同支援中國發展成國際航空中

心的重要角色。香港必須盡快興建三跑道系統，以配合未來的

航空需求增長。此外，機管局一直與澳門、珠海、廣州和深圳

的機場保持緊密聯繫，例如舉辦培訓交流會和進行高層會議，

共同商議未來航空業的發展。  

 

(4)感謝成員的意見，並表示現正進行提升現時一號及二號客運大

樓的設施，以應付未來高增長的客運量。將來，連接第三條跑

道客運廊的旅客捷運系統會有四條路軌，提供 24 小時服務；

機場快綫列車將會相應由每小時六班増至八班，車卡數目亦可

増至八卡；其他陸路交通亦會全面配合三跑道系統運作。至於

第三條跑道客運廊，登機時間會與現時一樣，同樣需要在飛機

起飛前 40 分鐘內完成登機手續。雖然二號客運大樓與第三條

跑道客運廊相距 3.6 公里，但相關的連接系統是高速度、高效

率的，其中包括連接二號客運大樓至第三條跑道客運廊的高速

行李運送系統和旅客捷運系統均會引進最新的科技，較現行的

系統更快、更高效率。  

  

(5)將來一號及二號客運大樓內航空公司的分流安排，仍在硏究階

段，未有定案。  

 

(6) 三跑道客運廊的空中庭院設計尚在硏究階段，最終設計還未

落實，但會考慮採取與大自然融合的概念，例如設有半或全

天幕式上蓋，設計盡量不受天氣限制。  

 

 

3.4 有部分成員提出以下有關航道、噪音、健康影響評估的意見及詢

問﹕  

 

(1) 詢問會否考慮第二章的飛機全面禁飛，以及鼓勵航空公司採用

第六航道，即是經西博寮海峽以北降落，減少噪音對沙田及馬

灣居民的影響，並查詢現時有多少架飛機符合第六航道的要求。 

 

(2) 當三跑道系統全面運作後，南跑道在晚間將處於備用狀態，以

盡量減少對北大嶼山的影響。詢問機管局能否承諾晚上不使用

南跑道作飛機升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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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健康評估影響研究中，受高度睡眠困擾 LNight 的人口變化將

會減低 79%。詢問有關研究會否增加從未受噪音影響的人口。  

 

機管局感謝成員的意見，並回應如下：  

 

(1) 現時民航處已全面禁止第二章飛機在香港國際機場升降；而民

航處將進一步分階段限制符合第三章噪音標準但噪音水平較高

的飛機在日間、夜間時段起降。  

   

使用第六航道的飛機會經過西博寮海峽降落，由於使用這新航

道的飛機需要有適當設備及符合相關的運作要求，對飛機上的

自動導航系統及機組人員的要求相對較高，所以目前適合使用

第六航道的飛機數目不多。預計當三跑道系統投入運作後，夜

間大部分飛機將會陸續採用第六航道，從而減少對沙田居民的

影響。   

 

(2) 機管局表示當三跑道系統投入運作後，南跑道晚間大部分時段

將會處於備用狀態。但如遇上緊急事故，例如颱風或意外事件

後，南跑道會用作飛機升降。  

 

(3)機管局選擇在飛機噪音預測等量線 25 範圍以外，而較鄰近機

場的地區，進行綜合噪音健康影響評估，包括東涌、馬灣及小

欖。初步研究結果顯示，在三跑道系統下，於這些地區因飛機

噪音而受高度煩擾的人口將較雙跑道運作整體減少約 16%；

而睡眠受高度影響的人口將整體減少約 79%。整體而言，在

機場鄰近地區因飛機噪音帶來煩擾及睡眠受影響的人數將會減

少，亦不會增加從未受噪音影響的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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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有成員提出其他意見及詢問﹕  

 
(1) 第三條跑道客運廊的客運量預計將會由 2023 年的 3 000 萬

上升至 2030 年的 5 000 萬人次。詢問有關客運量的增長是

根據甚麼基準。  

 

(2) 詢問機場有關行李處理失當的情況。  

 

機管局回應如下：  

 

(1) 根據國際航空運輸協會的預測，在 2023 年至 2030 年這七年

間，第三條跑道客運廊的客運量會有約 2 000 萬人次的增長。 

 

(2) 根據 2013 年最新的統計數據顯示，在香港國際機場每 100

萬名離境旅客中，約有 40 件離港行李未能隨客機抵達目的地。

若與歐洲及北美洲的其他國際機場比較，香港國際機場的比率

相對較低。  

 

其他事項 

 

4.0 會議於下午 4 時 30 分結束。  

 

 

機場沙田社區聯絡小組   

香港機場管理局   

2014 年 1 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