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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场离岛、荃湾及屯门社区联络小组  

第四次会议记录   

 

机场离岛、荃湾及屯门社区联络小组第四次会议在 2014 年 8 月 20 日（星

期三）上午 10 时 30 分于富豪机场酒店举行，至中午 12 时 30 分结束。  

  

出席者：  

张李佳蕙女士（机场管理局）－副主席  

  

离岛区  

周浩鼎议员  

邝官稳议员  

老广成议员  

黄福根（森桂）议员  

王少强议员  

余汉坤议员  

蔡国波女士  

  

荃湾区  

陈耀星议员  

钟伟平议员  

陈金霖议员  

陈崇业议员  

陈伟明议员  

陈琬琛议员  

邹秉恬议员  

林琳议员  

李洪波议员  

罗少杰议员  

陶桂英议员  

黄家华议员  

黄伟杰议员  

曾文典议员  

华美玲女士  

鲍小伟先生  

  

屯门区  

欧志远议员  

陈文华议员  

陈云生议员  

陈树英议员  

程志红议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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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锦祥议员  

朱耀华议员  

林德亮议员  

李洪森议员  

龙瑞卿议员  

黄丽嫦议员  

何杏梅议员  

余大伟先生  

李桂芳女士  

刘志诚先生  

庞创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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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离岛区  

周转香议员  

李志峰议员  

陈连伟议员  

张富议员  

樊志平议员  

李桂珍议员  

邓家彪议员  

余丽芬议员  

余俊翔议员  

翁志明议员  

林伟强先生  

王舜义先生  

梁兆棠先生  

伍兆缘先生  

释智慧大和尚  

  

荃湾区  

林发耿议员  

林婉滨议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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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北辰议员  

陈恒镔议员  

陈振中议员  

文裕明议员  

叶蔚林先生  

  

屯门区  

朱顺雅议员  

陈有海议员  

何君尧议员     

林颂铠议员  

龙更新议员  

吴观鸿议员  

苏嘉雯议员  

苏爱群议员  

陶锡源议员  

曾宪康议员  

徐帆议员  

叶顺兴女士  

张国显先生  

冯仕强先生  

王伟英先生  

曾展雄先生  

陈秀云女士  

陈洁芳女士  

  

欢迎及简介                                                                  

 

1.0            副主席欢迎小组成员出席机场离岛、荃湾及屯门社区联络小组第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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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离岛、荃湾及屯门三区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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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及扩建机场成为三跑道系统的需要，并进一步听取大

家的意见。  

  

  

通过  2013  年  12  月  6  日机场离岛及荃湾社区联络小组以及 2013 年 12 月

10 日机场屯门社区联络小组第三次会议记录  

 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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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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环境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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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部分成员表示扩建机场成为三跑道系统是刻不容缓，希望机管局

尽快完成咨询工作，展开下一阶段的工程施工，以维持香港的竞争

优势，亦可减低因工程延误所带来的经济损失。  

有部分成员赞赏机管局在推广三跑道系统的地区工作做得很全面，

亦能积极应对社会上不同人士的诉求。例如成立的社区联络小组，

有助加强机场与邻近社区之间的了解及合作，让小组成员掌握更多三

跑道的资讯；而为居民及学校举办的机场参观活动、与及定期发放

三跑道专讯，让机管局与地区人士保持紧密联系，认为这些工作必

须持续做下去。成员同意扩建三跑道系统可为香港创造大量就业机

会；建议机管局继续安排学校参观，向学生宣传三跑道系统的需要

时，更可鼓励他们毕业后投身航空业发展。  

机管局多谢多位成员的意见，明白成员关注三跑道的进展。解释现

阶段已向环保署提交环评报告，并同时筹备下一阶段工作，亦会积

极争取尽快开展三跑道系统的详细设计及建造工作，工程预计于

2023 年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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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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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洋生态∕渔业  

(1)  忧虑三跑道施工期间，会令中华白海豚在大屿山西北部水域

绝迹，故提出「先保育、后兴建」，建议机管局在工程进行

前，考虑在大屿山西南面，兴建海岸公园，作为中华白海豚

的临时栖息地。   

(2)  三跑道需填海 650 公顷，加上拟建的海岸公园，令大部分

香港西北海域变为陆地及禁区，严重影响渔民的生计。询问

如何补偿给受影响的渔民。   

(3)  海上交通方面，有成员建议减少大型船只进出马湾至屯门海

峡一带，较环评建议的减速更为有效。建议大型船只可取道

大屿山以南的航道，纾缓马湾及屯门航道的挤迫。     

               噪音  

(4)   部分成员表示虽赞成三跑道系统尽快动工，但忧虑噪音对  

居民的影响，并提出以下的意见和询问。  

i)  询问能否修改航道，减少对屯门居民的滋扰。屯门码头

一带是否已纳入噪音评估研究范围。   

i i ) 建议机管局提供更多噪音影响评估的资料，特别是青龙

头、马湾、深井和屯门黄金海岸一带。  

i i i) 浪翠园、珀丽湾和梨木树居民夜间受噪音影响，现行的

噪音缓解措施亦未能减少噪音，建议机管局与民航处商

讨订定罚则，惩罚飞机偏离航道及限制航空公司使用旧

型号高噪音的飞机。        

iv) 有成员认为环评报告过份乐观、多假设，没有符合环评

要求的评估最差的情况。建议机管局邀请民航处代表出

席小组会议，以解答成员有关噪音的问题及解释噪音数

据。又建议编制噪音地图，让居民了解现时的情况。对

机管局建议的飞机噪音环境监察及审核安排表示欢迎，

例如编制年度检讨报告，以检讨与噪音相关的运作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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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及合规状况；每五年编制一份飞机噪音预测等量线

报告；与及在可行情况下南跑道于夜间处于备用状态

等。希望机管局能确保有关措施得以落实，并建议部分

的缓减措施可尽早实行，如晚间多用北跑道作升降。   

空气质素  

(5)  建议机管局提供更多空气质素评估的资料，如二氧化

氮、二氧化硫及可吸入悬浮粒子等，特别是青龙头、深

井和马湾一带。   

 

机管局感谢成员的意见，并就环境方面的关注逐项回应如下：  

  

海洋生态∕渔业  

  

(1)   明白成员的关注，机管局表示政府当局承诺会根据海岸公

园条例所规定的法定程序，设立环评报告中建议的新海岸

公园。机管局建议在项目批准后，尽快展开设立新海岸公

园的相关准备工作及程序，包括咨询所有直接或间接受影

响的持份者。机管局致力以一切可行的方法，避免、尽量

减少、缓解及补偿机场扩建成为三跑道系统可能对白海豚

造成的潜在影响。  

(2)   机管局建议成立渔业提升基金，支持一系列建议的提升渔

业措施，并一直与业界保持沟通。未来亦会继续与相关持

份者保持联系，征询渔民的意见。  

  

(3)   感谢成员的建议，有关航道属海事处管辖范围，机管局会

向海事处反映成员的意见。  

  

   噪音  

(4) i) - i i)  

环评报告显示，机场无论在双跑道或三跑道系统运作

下，噪音预测等量线均不会覆盖东涌、珀丽湾及屯门

等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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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随着短、长期噪音缓解措施的实



7 
 

施，加上飞机科技不断进步，2032 年的飞机噪音预测

等量线覆盖范围将会与 2030 年的相若。屯门区亦不会

有新增地点纳入噪音预测等量线范围内。  

  

i i i) 表示会向民航处反映成员对飞机偏离航道事宜的意见。  

  

iv) 感谢成员的建议，并会向民航处转达成员的意见。此

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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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于本年

10 月底起把措施伸延至全日。民航处亦采用经西博寮

海峡海面进场的新航道（航道 6），供飞机于夜间优先

使用，减少噪音对人口较稠密地区造成的影响，并会

继续与地区人士保持紧密沟通，听取意见。   

空气质素  

(5)   环评报告详细列出有关空气质素的评估方法、结果及缓解  

方案，包括各地区的相关数字。研究显示，在三跑道系统

最高飞机排放情况下，所有易受空气污染影响地方，包括

东涌及西面填海区，累计二氧化氮、可吸入悬浮粒子、微

细悬浮粒子、二氧化硫及一氧化碳水平，均符合空气质素

指标。东涌是最接近机场的社区，都全部达标，表示在其

他更远离机场的位置，受到机场在空气质素上的影响会更

少。  

   

3.4         有部分成员提出有关三跑道系统的其他意见和询问﹕  

  

(1) 建议新客运廊除采用绿化设计外，亦可考虑摆放艺术作

品，如油画和照片等，以美化大楼。软件方面，可多培训

员工，让旅客置身机场感受员工笑容可掬，及宾至如归的

感觉。又建议在机场附近增设旅游点，如开放海岸公园，

吸引转机旅客参观。   

(2)  询问三跑道系统的融资安排，机管局会否承担部分的兴建

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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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询问三跑道系统何时饱和、会否考虑兴建第四条跑道或兴

建第二个机场。   

(4)  现时往来屯门至机场只有一条巴士路线，不足以应付需

求，建议机管局考虑重开屯门至机场的渡轮服务。   

(5)  现时内地高铁发展迅速和高客运流量，与国内的三、四城

市紧密连接，询问机管局将来会否考虑与高铁系统联系，

协助分流旅客到其他国内城市转机，以纾缓在三跑道系统

未落成前的高增长客运量。   

(6)  询问国内空墙问题对飞机升降的影响。  

 

机管局的回应如下﹕  

  

(1)  感谢成员的建议，机管局会继续为现有客运大楼的设施增

值，以提升香港国际机场的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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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根据《2030 规划大纲》，扩建机场成为三跑道系统，能让

机场应付直至 2030 年甚或其后的预测需求量。视乎飞机

导航技术的未来发展，以及空域和航空交通管理的改进及

完善，跑道的容量则可进一步提升。至于如何应付直至

2035 年的预测需求量，将会在下一个规划周期作评估。  

(4)  机管局表示，屯门至赤鱲角连接路的工程现正进行，预计于

2018 年全面启用，届时将会新增一条来往屯门至赤鱲角的

道路，改善往来机场的交通。至于重开屯门至机场的渡轮

服务安排，机管局会视实际情况及需要，向相关政府部门

反映意见。  

 

(5)  感谢成员的建议，表示为了应付短、中期增长需求，机管

局于 2011 年年底展开中场范围发展计划，兴建一座客运

廊、20 个停机位及其他配套设施，预计 2015 年年底前完

成。机场亦正加建 28 个停机位，其中 20 个已于去年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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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此外，我们已展开中场范围发展计划第二期的设计工

作，研究增建额外停机位。在三跑道系统投入运作前，机

管局会继续与民航处、航空公司、货运营运商及其他机场

同业紧密联系及商讨，以共同处理过渡期内流量紧张的情

况。机场同业亦会致力进一步提升客、货运流程的效率，

务求增加处理能力，纾缓高增长的客运量。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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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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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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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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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组成员、

秘书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