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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场葵青及沙田社区联络小组  

第四次会议记录  

 

机场葵青及沙田社区联络小组第四次会议在2014年8月22日（星期五）

上午10时30分于富豪机场酒店举行，至下午12时30分结束。  

  

出席者：  

张李佳蕙女士（机场管理局）－副主席   

 

葵青区  

罗竞成议员  

朱丽玲议员  

何少平议员  

林翠玲议员  

林立志议员  

李志强议员  

梁志成议员  

梁子颖议员  

卢慧兰议员  

潘小屏议员  

谭惠珍议员  

徐晓杰议员  

徐生雄议员  

黄耀聪议员  

黄润达议员  

谭仲文先生  

黎振东先生  

陆伟贤先生  

李永权先生  

李美英女士  

 

沙田区  

何厚祥议员   

彭长纬议员  

郑楚光议员  

程张迎议员  

招文亮议员  

庄耀勤议员  

林松茵议员  

李子荣议员  

梁志伟议员  

萧显航议员  

邓永昌议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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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宝珍议员  

杨倩红议员  

余倩雯议员  

容溟舟议员  

谢良兴先生  

麦炳辉先生  

梁振邦先生  

黄裕财先生  

吴锦权先生  

李图明先生  

 

机场管理局  

梁景然先生（建筑工程总经理）  

李仲腾先生（建筑工程环保事务总经理）  

徐忠明先生（企业传讯总经理）  

姚兆聪先生（飞行区运作副总经理）  

 

缺席者：  

吴自淇先生（机场管理局）－主席  

 

葵青区  

陈笑文议员  

周伟雄议员  

周奕希议员  

许祺祥议员  

林绍辉议员  

刘美璐议员  

梁伟文议员  

潘志成议员  

张伟文先生  

阮黎丽冰女士  

陈正全先生  

 

沙田区  

陈国添议员  

陈敏娟议员  

郑则文议员  

罗光强议员  

李锦明议员  

梁家辉议员  

李世荣议员  

庞爱兰议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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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佩帆博士  

董健莉议员  

卫庆祥议员  

黄泽标议员  

黄嘉荣议员  

丘文俊议员  

杨祥利先生  

杨文锐议员  

姚嘉俊议员  

刘典祥先生  

陈美娟女士  

李胜财先生  

刘根雄先生  

吴信昌先生  

 

 

欢迎及简介                          负责人 

 

1.0 副主席欢迎小组成员出席机场葵青及沙田社区联络小组第四次会

议，并介绍机场管理局（下称「机管局」）的代表。副主席表

示，机管局已于今年 4 月，向环境保护署（下称「环保署」）递

交环境影响评估研究报告（下称「环评报告」），并希望藉着今

次会议，向两区小组成员讲解环评报告的主要结果和缓解措施，

以及机场三跑道系统计划规划的工作进度，包括新跑道客运廊概

览，以及扩建机场成为三跑道系统的需要，并进一步听取小组成

员的意见。  

 

 

通过 2013 年 12 月 11 日机场沙田社区联络小组第三次会议记录以及

2013 年 12 月 13 日机场葵青社区联络小组第三次会议记录  

 

2.0 小组成员没有修改建议，两份会议记录获得通过。  

 

 

简报 

 

3.0 机管局向成员讲解机场三跑道系统计划规划的工作进度和环境影

响评估研究的结果。在全部 12 个环境范畴均获评估为在环境方

面属可接受，并完全符合《环境影响评估程序的技术备忘录》及

研究概要的要求。环评制订了超过 250 项措施，以应对各项环

境事宜。例如使用免挖方法进行拓地；采用「定向钻挖法」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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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油管道改道；在可行情况下南跑道于夜间将处于备用状态，令

飞机噪音对北大屿山的影响减至最少；设立 2 400 公顷的新海

岸公园，并与邻近海洋保护区连接，成为超过 5 000 公顷的保

护区，以保育中华白海豚。  

 

3.1 机管局向成员报告新跑道客运廊的内部设计，当中包括中央客运

廊离港层的景观、中央庭院的景观、中央客运廊的抵港走廊和抵

港层花园等，并播放二号客运大楼与新跑道客运廊的短片。最后

机管局重申扩建机场成为三跑道系统的需要。  

 

3.2 大部分成员支持三跑道系统工程，认为有关工程应尽快开展，以

巩固香港作为国际航空枢纽的领先地位。有部分成员就机场运作

和周边交通配套规划，提出以下的意见及询问。  

 

(1) 关注三跑道于营运一段时间后，可能要面对饱和问题，询问

机管局会否制定机场长远发展大纲，以确保机场有足够容量

以应付未来交通需求量。   

 

(2) 赞扬香港国际机场所提供的服务和配套，充分关顾不同国籍

旅客的需求，并关注珠三角机场的迅速扩展，会否对香港国

际机场构成竞争。另有成员指出，由于高铁列车班次频密，

网络覆盖亦日趋完善，建议机管局利用高铁进一步优化机场

现时的航空网络，减少部分内地城市航点，从而纾缓机场容

量饱和的问题。  

 

(3) 询问会否提升现时一号及二号客运大楼的运作容量及周边的

交通配套设施，例如增设入境柜位和扩展机场铁路网络，以

应付在三跑道系统之前的预期高增长客运量。  

 

(4) 认为旅客需要乘搭旅客捷运系统或停机坪接驳巴士前往登机，

会对他们构成不便，询问机管局是否有方法改善情况。另有

成员询问，机管局新购入的双头接驳巴士载客量较低，能否

应付预期高增长的客运量。  

 

(5) 关注机场现时只提供五个供 A380 型客机使用的停机位是否

足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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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机管局感谢成员一直以来对项目的支持，并回应如下﹕  

 

(1) 机管局会每五年更新机场的二十年规划大纲，因应航空业的

最新发展趋势，适时调整机场发展需要。  

 

(2) 现时内地航班数目约占香港国际机场总航班量一成多。高铁

虽然可以吸引飞机旅客，但只限于短途旅客，大部分长途旅

客仍会以飞机作为主要的交通工具。此外，航空连系紧密度

对香港十分重要，有助保持香港的国际商业中心地位。香港

国际机场作为枢纽机场，拥有完善的航空网络，能够让旅客

（特别是商务旅客）享有更多航点及班次选择。  

 

机管局曾就航空交通需求量作研究及预测，研究充分考虑珠

三角机场之间的竞合关系，高铁和两岸直航等调整因素，而

得出的结果显示即使珠三角五个机场完全落实所有已公布的

发展计划，都不足以应付未来区内的航空交通需求量。所

以，珠三角五个机场之间并不存在必然竞争关系，反而是肩

负共同支援中国发展成国际航空中心的重要角色。  

 

(3) 机管局表示，三跑道系统设计方案已考虑到大批旅客的入境

安排，并将会扩建二号客运大楼，提供出入境手续办理设

施，以应付未来高增长的客运量。此外，机管局亦已经全面

评估机场岛上的交通配套设施，包括屯门至赤鱲角连接路通

车对青马大桥的影响、道路改建和加设停车位等等；机场快

线列车亦会加密班次，以全面配合三跑道系统运作。  

 

(4) 对于部分旅客需要乘坐停机坪接驳巴士前往登机闸口而感到

不便，机管局表示理解；并指出中场客运廊及相关设施的建

造工程预计于2015年年底完成，届时，新客运廊将提供约

20个停机位，可减少旅客乘坐停机坪接驳巴士的情况。  

 

至于新购入的双头巴士，每架载客量为80至90人，适合停机

坪的运作需要。机管局陆续引入低排放量的欧盟五型双头停

机坪接驳巴士，逐步取代于1998年开始运作的欧盟二型双头

巴士，既应付增长需求，亦可以减低停机坪碳排放。  

 

(5) 机管局解释，由于航空公司使用A380型客机的数目增幅较

少，机场现时提供五个停机位的比例属合理，而中场范围内

亦将设有两个停机位供A380型客机停泊，相关停机位数目

共有七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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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有部分成员就空域管制、航道及其安全问题，提出以下的意见和

询问﹕  

 

(1) 询问内地空中高度管制（俗称「空墙」）会否影响将来三跑

道系统运作，以及机管局与内地民航局商讨有关解决空域问

题的进展。  

 

(2) 由于飞机的班次将会随三跑道系统全面运作而大幅上升，关

注飞机与飞机之间的距离是否足够而引起安全问题。  

 

(3) 有成员就近期的报章报道提问，指拟建的第三条跑道的进口

航道区和船只高度限制区，部分范围将会伸延至深圳水域，

影响多条海上航道，邻近的船厂也可能因此被迫结业；询问

机管局将会如何处理事件，以确保飞机安全升降。    

 
 机管局的回应如下﹕  

 

(1) 机管局表示，为确保位于不同空域内的航机安全有效地运作，

航机需达到一定高度才可由一个航空交通管理单位移交至另

一个空管单位，这是世界各地其他繁忙空域，包括澳门与内

地空域之间的航空交通管理，亦为伦敦及纽约等惯常采用的

航空交通管理做法，旨在确保航机的飞行安全。这项安排与

航机升降之间的间距并无直接关系，因此不会对跑道容量构

成任何影响。  

 

计算所有始发地∕目的地，现时本港航班只有约23%进出珠

三角空域，其他77%航班不会使用珠三角空域。为了配合珠

三角区内包括香港、广州、深圳、澳门及珠海各机场航空交

通量持续快速增长及发展需要，香港民航处与国家民航局和

澳门民航局三方于2004年成立了珠三角地区空中交通管理规

划与实施专题工作组（下称「三方工作组」），并在2007年

制定空域方案，包括香港国际机场三跑道运作模式所需的北

边航道等。经共同努力，三方工作组已落实多项改善措施，

透过新增珠三角外围航道、增设空管移交点及调整空域结构

等，以提升区内航空运输能力，并满足区内机场发展需要，

包括香港国际机场三跑道发展方案。  

 

(2) 机管局回应表示，世界各地的航空业界都要依循严格的国际

航空安全标准，例如飞机与飞机之间的距离，都有清晰而必

须遵从的指引，不会因为飞机班次增加而缩短飞机之间的间

距。航空安全由民航处严格管制，有一系列严谨及完善的国

际安全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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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机管局现正就三跑道计划进行相关规划工作，当中包括方案

设计。在进行有关方案设计过程中，机管局就与三跑道相连

的机场进口航道区及高度限制区聘请专家顾问展开专题研究，

有关研究预计可于2014年内完成。机管局在专题研究过程中，

已主动与深圳方面相关的持份者，包括海事局、航运业、船

公司、港口营办商等接触，并一直与他们保持紧密沟通及磋

商，以确保海上交通运作畅顺。   

 

3.6 有部分成员就三跑道系统环境影响评估提出以下的意见和询问﹕  

 

噪音及空气质素  

 

(1) 询问机管局有否考虑削去大屿山两个山丘，让南向航机提早

转弯，以增加航班升降效率，和减低飞机噪音对马湾居民的

影响。  

 

(2) 飞机的班次将会随三跑道系统全面运作而大幅上升，关注东

涌未来的空气质素及飞机噪音水平。  

 

(3) 询问第三条跑道是否只用作飞机降落。在噪音缓解措施方

面，由于使用第六航道的飞机需要有适当设备及符合相关的

运作要求，所以目前适合使用第六航道的飞机数目不多，询

问机管局和民航处会否实施其他噪音缓解措施，如考虑进一

步限制符合第三章噪音标准的飞机于夜间时段起降，以尽量

减少噪音对沙田居民的影响。   

 

(4) 有成员表示，环保团体曾就港珠澳大桥环评和三跑道系统环

评作比较，前者未有预计三跑道系统带来的累积影响，二氧

化氮浓度为 54 微克。后者计算了港珠澳大桥的累积影响，

二氧化氮浓度却下降至 39 微克，询问机管局是甚么原因。  

  

(5) 在三跑道系统下，预计飞机飞越沙田及西贡上空的数量将会

增加，询问现时甚么类型飞机符合采用第六航道的要求，以

及能否修改现行航道，以减少飞机飞越沙田上空；建议机管

局提供诱因，如机场停泊费优惠，以鼓励航空公司加快引入

较宁静的新型号飞机，减少噪音对沙田及西贡居民的影响。  

 

海洋生态  

 

(6) 建议机管局在中华白海豚保育方面投放更多资源，以及提供

更多有关工程对中华白海豚和船只航道影响的资料，有助释

除公众的疑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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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管局的回应如下﹕  

 

(1) 在规划早期，曾经提出削山的建议，但执行上有实际困难，

而且削山令航道南移，影响愉景湾居民，而削山的工程亦牵

涉其他环保议题。  

 

(2) 机管局指出，在三跑道系统全面投入运作后，南跑道在晚间

11 时至早上 6 时 59 分时段内，在一般情况下将维持备用状

态。未来的中跑道与东涌之间的距离，将较现时南跑道与东

涌之间的距离增至三公里以上，飞机噪音预测等量线将向北

移至海面，东涌及北大屿山一带的噪音情况将明显改善。  

 

空气质素方面，三跑道环评报告亦评估了工程项目五公里范

围内易受空气污染影响的地方，结果符合空气质素指标，工

程项目的施工及营运将不会造成负面的空气质素影响。虽然

如此，香港国际机场会持续推行措施，致力减少空气污染物

排放，包括禁区内所有车辆及设备不得空转引擎、于 2014

年年底前禁止飞机在廊前停机位使用辅助动力装置，以及规

定于 2017 年年底前机场禁区内所有房车须为电动车。  

 

(3) 机管局解释，第三条跑道会按照机场不同的运作情况，供飞

机起飞和降落。于 0800 至 2300 时段，三条跑道会全面运

作，届时第三条跑道将用作飞机降落；而当跑道晚间关闭进

行例行维修，即机场转为单跑道运作时，第三条跑道可供飞

机起飞和降落。  

 

机管局与相关政府部门已自本年 3 月底起逐步推出一系列短

期及直接缓解噪音措施，例如民航处已禁止仅符合第三章噪

音标准但噪音水平偏高的飞机在晚间（即晚上 11 时至早上

7 时期间）升降，并已计划于本年 10 月底起把措施伸延至

全日。民航处亦会持续监察，从而评估是否需要调整实施中

的噪音缓减措施。  

 

(4) 机管局表示，相对三跑道环评于 2014 年完成，港珠澳大桥

的环评是于 2009 年完成及公布，当中的空气质素评估只能

考虑到当时已确立的最新数据和减排措施。其中有关车辆废

气排放，只能考虑到当时预计将适用于新登记车辆的欧盟五

期废气排放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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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跑道系统环评的空气质素评估中则考虑了最新的数据，及

粤港两地政府为达致 2015 年及 2020 年的减排目标而将实

施的新一轮减排措施，当中除了包括于 2012 年 6 月起已实

施的欧盟五期废气排放标准，亦包括了香港将会随着最新欧

盟六期型号的车辆供应而收紧的有关新登记车辆排放标准，

及已计划采取积极措施逐步淘汰高排放的商业柴油车辆。因

此汽车污染物排放量较港珠澳大桥环评报告之估算减少，三

跑道系统环评报告估算的潜在累积空气质素影响亦较低。  

 

(5) 机管局表示，使用第六航道的飞机会经过西博寮海峡降落，

由于使用这新航道的飞机需要有适当设备及符合相关的运作

要求，对飞机上的自动导航系统及机组人员的要求相对较

高，所以目前适合使用第六航道的飞机数目不多。预计当三

跑道系统投入运作后，随着航空公司机队的更新，夜间大部

分飞机将会陆续采用第六航道，从而减少对沙田居民的影

响。  

 
机管局正进行详细研究，制订环境收费∕奖励计划，以鼓励

航空公司采用较宁静的飞机机种，并会在全面咨询航空业界

后推出有关计划。实际上，机场停泊费一般只占航空公司运

作成本一小部分，而飞机燃油费则占成本约三分之一，所以

随着油价高企，相信越来越多航空公司加快引入新型号的飞

机，取代机队内较旧式机种，减少耗油量且较宁静。例如国

泰航空公司正进行优化机队计划，陆续引入新型号及较宁静

的机种。  

(6) 机管局将设立海洋生态提升基金，以支援全港性的中华白海

豚保育，并会采用先进的设计和建造方法，将工程对环境的

影响减至最少。此外，机管局会进行全面环境监察及审核，

管理海天客运码头高速船和工程船只的交通，减低对中华白

海豚的影响，并将有关建议提交环境咨询委员会作考虑。  

 
3.7 有部分成员提出以下有关三跑道系统人力资源和工程财务安排的

意见和询问﹕  

  

(1) 关注三跑道系统和多项大型基建项目同期动工，建造业人手

不足问题可能会进一步恶化；询问机管局是否需要增加工程

成本以招聘人手。  

 

(2) 询问三跑道系统工程造价、财务及融资安排，以及三跑道系

统营运多少年后才可达至收支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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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管局的回应如下：  

 

(1) 机管局定期与航空业界合办工作坊及举行业务伙伴会议，讲

解三跑道系统计划规划的工作进度，有助业务伙伴制定长远

的人力资源计划，以全面配合三跑道系统运作。此外，机管

局亦与政府相关部门保持沟通，持续监察建筑业界的人力资

源，以制定合适的人力资源计划，避免工程因劳工短缺而延

误。  

 

(2) 机管局须待完成环评程序及相关设计后，才可更新三跑道系

统工程成本的估算，有关工作预期可在 2014 年内完成，由

于上述工作尚未完成，现时未有相关资料。机管局会考虑所

有可行的融资方法，并征询政府的意见。  

 

其他事项          

 

4.0   机管局表示第一届机场社区联络小组（2012/14 年）为期两年的

任期将于 8 月 31 日届满。副主席代表机场管理局，感谢各成员

在过去两年对小组的支持和指导。秘书处将发信邀请现届区议会

议员、分区委员会正、副主席等社区领袖出任第二届小组成员，

任期两年，由 2014 年 9 月起至 2016 年 8 月底。  

 

［会后备注：秘书处已于 2014 年 9 月 8 日发出邀请信。］  

 

4.1 会议于下午 12 时 30 分结束。  

 

 

香港机场管理局   

2014 年 9 月  

小 组 成 员 、

秘书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