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擴建香港國際機場成為
三跑道系統

機場社區聯絡小組會議（第八次）

香港機場管理局

2016年12月19日



議程

1.三跑道系統項目的最新進度

2.三跑道系統環境事宜

3.香港國際機場的中期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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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跑道系統工程龐大，規模遠超建設一條新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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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跑道系統工程施工計劃

1 前期工程

工程活動 施工時間

2
0

1
6
年

8
月

1
日

2 填海拓地

3 在現有機場島的工程

4 在新開拓土地上的工程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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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有公共設施改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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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空燃油管道改道

改道前 改道後



改道前 改道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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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海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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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海工程於2016年8月1日展開

深層水泥拌合

深層水泥拌合 – 海堤段深層水泥拌合 – 海堤段

深層水泥拌合 – 海堤段

深層水泥拌合 –

海堤段

碎石樁

塑料排水板 + 碎石樁

塑料排水板 + 碎石樁

塑料排水板 + 堆載預壓

塑料排水板 +碎石樁

塑料排水板+碎石樁

碎石樁

碎石樁

塑料排水板+堆載預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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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層水泥拌合的概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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攪拌轉頭

完成狀況



填海工程進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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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階段主要工程包括﹕

• 在工地範圍擺放浮標

• 水質監測

• 鋪設土工織物

• 鋪設砂墊層

• 組裝深層水泥拌合作業躉船

• 深層水泥拌合作業測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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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地範圍 - 工地邊界及船隻出入口

N

填海造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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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上浮標標示
- 已擺放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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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上浮標標示
- 浮標規格

最
少

3
米

最
少

2
米

最少2米

第1類浮標 第2類浮標

最少1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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鋪設土工織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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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砂墊層

第二砂墊層

第三砂墊層
第四砂墊層

鋪設砂墊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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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裝深層水泥拌合作業躉船

圖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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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層水泥拌合作業躉船組裝地點

低淨空高度深層水泥拌合組裝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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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3201 - DongJi 5 C3201 - Heyang HoC3204 - CCCC-DCM 1 C3202 - ECS 50C3203 - Chosuk 7 C3201 – New Sun

友聯船廠

C3201 - DongJi 2 and DongJi 3
C3202 – ESC 61

三艘作業躉船正從韓
國拖航中，預計於12

月下旬到達香港

深層水泥拌合作業躉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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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rol / 

Operation Room

DCM Mixing Shaft

Cement Silo

Cement Slurry Plant

Chain for Anchor

Anchor

Sand Blanket

Localised Silt Curtain

Enclosing the DCM Mixing 

Shaft for Contingency

DCM Mixing Blade

DCM Column

Geotextile Sheet

控制／操作室

水泥筒倉

水泥拌合倉

錨

土工織物防護膜

錨鏈

沙墊層

於指定範圍設置淤泥屏障，並
包圍深層水泥拌合鑽機，以應
付緊急事故

深層水泥拌合混合葉片

深層水泥拌合水泥柱

淤泥屏障（或稱「隔泥幕」）

1. 在深層水泥拌合鑽機四周的淤泥屏障 2. 在深層水泥拌合作業躉船/工程範圍四周設置淤泥屏
障，以應付緊急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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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rol / 

Operation Room

DCM Mixing Shaft

Cement Silo

Cement Slurry Plant

Anchor

DCM Mixing Blade

DCM Column

Localised Silt Curtain

Enclosing the DCM Mixing 

Shaft for Contingency

Chain for Anchor

Sand Blanket

Geotextile Sheet

深層水泥拌合水泥柱

深層水泥拌合混合葉片

錨

土工織物防護網
沙墊層

錨鏈於指定範圍設置淤泥屏障，並包
圍深層水泥拌合作業躉船，以應
付緊急事故

水泥拌合倉

水泥筒倉

控制／操作室

深層水泥
拌合鑽機

淤泥屏障保護淤泥屏障保護

深層水泥
拌合鑽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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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保措施 - 即時水質監測

水測監察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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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程

1.三跑道系統項目的最新進度

2.三跑道系統環境事宜

3.香港國際機場的中期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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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海洋生態基金

及

漁業提升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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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資金安排

改善海洋生態基金 漁業提升基金

港幣1.5億元 港幣1億元

港幣5千萬元

年度分配額目標: 

港幣6百萬元
年度分配額目標: 

港幣4百萬元

增補基金
（合計上限為港幣1億
元，支援兩個基金）

注資合共港幣2.5億元
作種子基金，以賺取

投資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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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第四季 2017年第二季
2017年

第一至第二季
2016年第四季

2016年
第二至第三季

基金運作時間表

前期

準備工作

成立督導及

管理委員會

基金

接受申請

評核個別

項目申請

公佈

申請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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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12月1日
起接受申請

•2016年11月18日
改善海洋生態基金
管理委員會就職會議

•2016年11月21日
漁業提升基金
管理委員會就職會議

•2016年11月8日
督導委員會就職會議

20161219CC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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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海洋生態基金
管理委員會成員名單

成員 姓名 機構

主席 林群聲教授 香港城市大學

環保團體

鄭睦奇博士 綠色力量

梁恩銘先生 世界自然基金會香港分會

蘇國賢先生 長春社

余遠騁博士 世界綠色組織

相關學者

伍澤賡教授 香港中文大學

邱建文博士 香港浸會大學

譚鳳儀教授 香港城市大學

曾寶強博士 香港教育大學

海豚專家 布蓮詩博士 SMRU Hong Kong

機場管理局成員 傅文同先生 機場管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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漁業提升基金
管理委員會成員名單

成員 姓名 機構

主席 梁美儀教授 香港大學

漁民團體代表

張少強先生 香港漁民團體聯會

霍家輝先生 港九漁民聯誼會

何俊賢議員
立法會議員

（漁農界功能界別）

何玉生先生 -

姜紹輝先生 香港漁業聯盟

布家玲女士 -

楊上進先生 香港漁民團體聯會

漁業專家 王柏萱博士 -

相關持份者 –綠色團體 李美華女士 世界自然基金會香港分會

相關持份者 –學者 黃煥忠教授 香港浸會大學

機場管理局成員 徐文亮先生 機場管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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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導委員會成員名單

成員 姓名 機構

主席 林天福先生 機場管理局

成員暨改善海洋生態基金
管理委員會主席

林群聲教授 香港城市大學

成員暨漁業提升基金
管理委員會主席

梁美儀教授 香港大學

其他成員

鄺天生先生
水務及環境管理學會

（香港分會）

黎嘉恩先生 德勤中國

李炳權工程師 香港工程師學會環境分部

黃元山先生 香港專業及資深行政人員協會

20161219CCD



環境監察及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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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監察計劃

• 水質影響監測 (包括對深層水泥拌合進
行特定監察)

• 中華白海豚影響監測

• 執行和實施：

 工程及相關船隻的海上交通路綫及
管理計劃

 海豚管制區計劃

 海洋哺乳動物觀察計劃

 淤泥屏障敷設計劃

 其它與海事工程有關的緩解措施

• 在2016年6月30日正式通知環保署，填

海相關的海事工程將會於同年8月1 日展

開

• 進行水質基線監測

• 進行中華白海豚基線監測

• 向環保署提交水質及中華白海豚基線監

測報告

• 向環保署提交並批准海豚管制區計劃

在2016年8月1日前進行的工作： 在2016年8月1日後進行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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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已提交的環境許可證文件
 環境許可證條件 2.1 投訴管理計劃

 環境許可證條件 2.4 管理架構

 環境許可證條件 2.5 施工時間表及位置圖

 環境許可證條件 2.7 海岸公園建議

 環境許可證條件 2.8 海洋生態保育計劃

 環境許可證條件 2.9 工程及相關船隻的海上交通路綫及管理計劃

 環境許可證條件 2.10 海天客運碼頭高速船的海上交通路綫及管理計劃

 環境許可證條件 2.11 海洋哺乳動物觀察計劃

 環境許可證條件 2.12 珊瑚移植計劃

 環境許可證條件 2.13 漁業管理計劃

 環境許可證條件 2.14 鷺鳥林調查計劃

 環境許可證條件 2.15 淤泥屏障敷設計劃

 環境許可證條件 2.16 溢漏應變計劃

 環境許可證條件 2.17 深層水泥拌合法的詳細計劃

 環境許可證條件 2.19 廢物管理計劃

 環境許可證條件 3.1 更新環監手冊

 -- 海豚管制區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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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氣監察

• 162次空氣質素監察(2個監測站)

• 結果顯示沒有超標情況

環境監察及管理 (7-11月)

31

在未鋪設的地面灑水，
改善塵埃飛揚情況

覆蓋多塵的物料
地盤出口洗車池 《空氣污染管制（非道路移

動機械）（排放）規例》標
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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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監察及管理 (7-11月)

噪音監察

• 持續協調承建商於限制時間內的「建築噪音許可證」申請

• 實行限制時間許可證系統, 管理和監察限制時間內進行的工程

32

在躉船上的張貼「建築噪音許可證」的要求限制時間許可證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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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監察及管理 (7-11月)

噪音監察

• 109次噪音水平監察(5個監測站)

• 結果顯示沒有超標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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噪音屏障 噪音監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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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監察及管理 (7-11月)

廢物管理

• 定期進行工地巡查, 監察廢物管理

- 提供化學廢物儲存箱

- 提供廢物回收箱

- 為油桶提供接油盤

20161219CCD



水質監察

• 監察工程相關污水和生活污水的處理

• 循環使用工程相關污水

• 暫時儲存生活污水, 由持牌分判商定期收集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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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監察及管理 (8-11月)
(註:海上建築工程於10月展開)

躉船上的生活污水儲存缸躉船上的工程相關污水儲存缸躉船上的化學廁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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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質監察

• 定期進行工地巡查, 監察淤泥屏障設置情況

36

設置淤泥屏障

環境監察及管理 (8-11月)
(註:海上建築工程於10月展開)

鋪設砂墊層的淤泥屏障

20161219CCD



水質監察

• 50次水質監察(共22個監測點)

• 結果顯示沒有與工程相關的超標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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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監察及管理 (8-11月)
(註:海上建築工程於10月展開)

20161219CCD



陸地生態監察

• 4次上沙洲陸地生態監察

• 工程遠離鷺鳥林地區，監察結果顯示對鷺鳥沒有造成干擾

• 已控制上沙洲工地照明以盡量減少對陸地生態的干擾

• 禁止於夜間和繁殖季節（4月 - 7月）在上沙洲進行建築活動

38

環境監察及管理 (7-11月)

上沙洲生態監察
已偽裝外圍的工程設備

20161219CCD



海洋哺乳動物觀察計劃

• 海豚觀察員於設置淤泥屏障前觀察附近情況, 以防中華
白海豚接近淤泥屏障

• 海豚觀察員持續監控躉船附近情況,避免中華白海豚接
近工地範圍, 特別是鋪設砂墊層的淤泥屏障附近

• 定期進行工地巡查, 監察海豚觀察員觀察海豚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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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監察及管理 (7- 11月)

海豚觀察員於鋪設砂墊層的躉船上觀察海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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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白海豚監察

• 已進行海豚觀察員培訓9次, 共51人

40

環境監察及管理 (7- 11月)

海豚觀察員培訓 海豚觀察員培訓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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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白海豚監察

• 8次船上樣線監察

• 20次陸上經緯儀追蹤監察

• 持續監察中華白海豚的數量及分佈，以便作出與工程相關的相應
措施

41

環境監察及管理 (7-11月)

船上樣線監察 陸上經緯儀追蹤



海天客運碼頭高速船監察

• 4,153高速船班次 (珠海及澳門航綫)，其中25個個案需要跟進(包括
24宗偏離航道和1宗平均速度超速)

• 每日航班低於125的限制要求

• 對於平均速度超速和偏離航道的個案，已進行調查和複習培訓

• 進行調查後發現大部分為安全問題和緊急情況

• 對於其中屢犯偏離航道的個案已發出警告信

42

環境監察及管理 (7-11月)

航道監察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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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及相關船隻監察

• 根據工程及相關船隻的海上交通路
綫及管理計劃，要求所有進入工地
範圍的船隻需安裝自動識別系統

• 持續監察船隻速度和航道

43

環境監察及管理 (8-11月)

船隻安裝自動識別系統以監察速度和航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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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及相關船隻監察

• 已進行船長培訓29次, 312人

44

環境監察及管理 (8-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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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址: http://env.threerunwaysystem.com/tc/index.html

環境監察數據及報告可在專題網站查閱

4520161219CC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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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答環節



議程

1.三跑道系統項目的最新進度

2.三跑道系統環境事宜

3.香港國際機場的中期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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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三跑道系統完成前，機管局將全力推進一號客運大樓運
力提升項目及中場範圍發展計劃的餘下部份

中場範圍
發展計劃的餘下

部份

48

①

擴建後的
四號停車場

一號客運大樓附屬
大樓

②

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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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場範圍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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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場範圍發展計劃餘下部份

將新增34個
停機位

預期於2017至2020年期間
分階段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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擴建一號客運大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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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號客運大樓運力提升項目：
擴建一號客運大樓

52

一號客運大樓
一號客運大樓

附屬大樓

擴建後的四號
停車場

20161219CCD



53

一號客運大樓運力提升項目：
擴建一號客運大樓



一號客運大樓運力提升項目：
擴建四號停車場及員工設施

一號客運大樓
附屬大樓

擴建後的
四號停車場

54

四號
停車場



機場幼兒園

5520161219CCD



機場幼兒園

56

• 為三歲或以下嬰幼兒而設

• 服務時間：星期一至五

• 2017年3月開始營運，提供逾40個學位

• 2019年，可提供約90-100個學位

20161219CCD



香港國際航空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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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國際航空學院
應付未來香港航空業的人力需求

目標

1) 應付現時及未來三跑道系統項目的人力及人才需求

2) 進一步鞏固香港民航業的競爭力

3) 讓香港成為區域民航培訓樞紐，為香港及區內航空業培育人才

5820161219CCD



多方面培訓航空業人才

進階深造

持續進修

基礎培訓

吸引人才

 提供超過50個專業課程

 計劃與海外航空學院合辦碩士課程

 鼓勵員工在航空業內持續發展

 提供航空業知識及技能的證書課程

 在機場提供兼讀制學術課程，包括文憑課程、銜接學位課程
及深造學位課程

 讓新一代機場員工熟悉機場的工作環境

 提供獲認可為資歷架構第三級的航空業基礎課程（設實
習安排）

 與非政府機構及東涌的中學合辦工作為本的學習課程

 為學生舉辦夏令營，增加對機場的認識

 舉行學校講座 ∕ 推介活動，向青年介紹機場及航
空業不同專業範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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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人才
2017年的學院課程
與航空業同業及教育機構合辦

• 機管局設計課程

• 國際民用航空組織／

國際航空運輸協會課程

• 機場保安有限公司課程

外展課程 夏令營 基礎課程 技能培訓 兼讀課程 進階課程
專業認證

課程

• 與本地中學、職業訓練

局及大學合作

• 實習及就業安排

• 與本地及海外機構

合辦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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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場運作／
航空管理

航空保安 維修、工程航空服務
航空交通

服務

香港國際航空學院

航空基本課程

香港國際航空學院
計劃在2017年中開始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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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行業學術課程

與海外及本地大學、大專院校合作

香港城市大學專業進修學院

香港城市大學專上學院香港大學專業進修學院

Ecole Nationale

I’Aviation Civ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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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院配備完善設施

虛擬實境培訓中心

真實比例的飛機機身培訓設施

2017年年底前，設有:

兩個面積寬敞可容納110個座位的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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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久設施

第九層：
香港國際航空學院

2019年年底前

• 面積5,500平方米的永久學院設施，包括教學劇院、大小型培訓室和
培訓實驗室

• 清潔培訓中心

• 機場禁區駕駛考試中心

• 科技創新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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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資格

專業培訓

在職培訓

職業培訓

透
過

資
歷

認
可

發
展

人
才

，
協

助
員

工
晉

升

資歷認可

建立資歷認可制度，提供獲行業
及／或教育局及國際航空業認可
的航空學科認證、文憑或學位課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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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答環節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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