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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介 

香港機場管理局(機管局)於 2011 年 6 月 2 日公佈《香港國際機場 2030》規劃大

綱(機場 2030 大綱)，並提出 2 個擴建方案進行 3 個月諮詢。該 2 個方案為 1)提

升現行雙跑道容量、興建中場客運廊及提升現行機場地面設施 及 2)興建第 3 條

跑道並新建 3 號客運大樓。諮詢程序開始後，便引起民間對經濟敁益、環保、工

程開支及技術可行性等爭議。 

 

根據多份於機場興建時期所刊載的文件顯示，香港國際機場的設計容量為每年可

以處理 8700 萬旅客及 900 萬公噸貨物。可是，該數字於 2011 年出版的機場 2030

大綱技術諮詢文件及技術文件中被調低至 7400 萬旅客及 600 萬公噸貨物。諮詢

文件及技術文件並沒有詳細交代 2 個設計容量的差距之處，只是概括指出地形限

制及飛機種類令到香港機場未能夠達到預期升降量。然而，地形限制在機場確定

選址時早已存在；加上根據機場 2030 大綱中所述，現行使用香港機場的航機當

中亦有 70%為廣體客機及貨機，並不足以解釋機場未能達到設計容量的原因。 

 

面對珠江三角洲機場的發展及未來航空業運作模式的轉變，機管局以國際航空運

輸協會(IATA)的國內生產總值與航空需求成正比的論點，加上多個本地化因素

而推算香港國際機場未來航運需求增長，實在欠缺全面。珠江三角洲機場的發展

及增加會對香港機場的影響，以及點對點航空營運模式的冒起，對於香港機場的

未來客運及貨運量的需求，有着重要影響。機管局實在有需要進行更多研究去分

析上述兩點對香港航運業發展的影響。 

 

雖然國際間對航運業的未來方向未有最終定案，但是而對日益增加的航班需求，

機管局及民航處有需要於現階段提升現行機場雙跑道系統的容量，務求爭取更多

時間去考慮不同方案，以運付未來航運業的發展趨勢。 

 

本文件旨在探討提升現行機場雙跑道容量，及在提升容量的過程中需要作出的考

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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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國際機場容量背景 

香港國際機場為香港過渡期中其中一項重要基建之一。機場島工程連同其餘 9

項基建計劃，統稱為機場核心工程。由於該計劃的興建時間跨越回歸時期，並會

動用接近1000億港元，令中英兩國於這項俗稱玫瑰園計劃的工程出現無數爭議，

當中包括機場島選址及填海範圍大小議題。然而，該等爭拗在中英雙方於 1991

年 9 月於北京簽署備用以後，便告一段落。 

 

根據當年訂立的機場設計最終本，赤鱲角機場的最終設計容量為每年處理 8700

萬人次及 900 萬公噸貨物。而設計容量亦預期赤鱲角機場的最高設計容量將能夠

應付到 2040 年的航運需求。 

 

然而，香港機場管理局(機管局)於 2006 年公佈的《香港國際機場 2025》規劃大

綱便簡接提出上述數字面臨的限制，並提出興建第 3 條跑道以應該長遠航運需要

的可行性。 

回顧過去十年，航空運輸需求大幅增加，機種組合也出現了變

化。香港國際機場擔當着樞紐機場的角色，目前處理大量的轉

機／過境交通量，而小型飛機的數目也日益增加。面對這些轉

變，加上吞吐能力的限制，香港國際機場必須增加跑道容量，

才可應付日漸增加的需求。---《香港國際機場 2025》規劃大綱

第 26 頁 

 

2011 年 6 月，機管局於其《香港國際機場 2030》規劃大綱的技術文年中，引述

英國國家飛航服務公司(NATS)解釋為何香港機場的最終容量未能達到原先預計

的數字，重點如下： 

 

1. 地形限制 

由於香港國際機場北面及

南面均為高山，令飛機起飛

及降落航道的數目受到一

定限制。同時，上述限制亦

令飛機於降落時需要更多

間距，令現行兩條跑道的升

降量比預期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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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飛機大小及種類 

於香港國際機場升降的

非私人飛機及直升機的

民航客貨機類型之中，

有接近 70%為廣體客機；

加上近年以窄體客機為

主要機隊組合的廉價航

空公司不斷開拓及增加

來往香港的航機班次，

令飛機之間的間距需要

增加，以減低尾隨航機

進入前方客機所做成的

尾流影響飛行安全。 

 

基於上述理由，機管局接納 NATS 的估算，認同香港國際機場的雙跑道最高容

量為每小時處理 68 班航班升降；而機管局以每小時 68 班升降數字，推算出雙跑

道下機場的實際處分量為每年 7,400 萬人次旅客以及 600 萬公噸貨物。 

 

然而，NATS 的估算顯而未有考慮增加航道的可能性。而此可能性於設計香港國

際機場時早已提及並獲得建議，卻從來未獲 NATS 報告採納。 

 

根據 1992 年公報的《新機場總綱計劃》(新機場總綱)規劃篇指出，機場的雙跑

道系統的最高升降量估算為基於多個因素及不同階段而決定。首先，該份文件以

當時香港航空情報區作考量而規劃出雙跑道下進場及離場航道(圖)，概括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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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進場 離場 

使用 07 跑道 

(東北向)時 

L3,L4,L5,L6,L7 D1,D2,D3,D4 

D5,D6,D7,D8 

使用 25 跑道 

(西南向時) 

L1,L2 D9,D10,D11 

D12,D13 

合共航道 9 條 13 條 

 

基於上述航道安排，當時的顧問便推算出機

場的聲稱容量(Declared Capacity)及實際

容量(Practical Capacity)。根據文件所顯示，

機場的最高實際容量為每小時升降最多 86

班航班。然而，這個數字只可以於天氣及視

野較為良好的情況下的最大運作數字，並不

建議為作宣稱容量之用。敀此，當時的臨時

機場管理局及顧問均建議以 2040 年的航班

升降需求不會超過每小時 82 班為由，作為

機場最大升降數字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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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當年的規劃大綱，更訂立了機場由分隔模式過渡至完全獨立升降模式的時間表、

更換模式所增加的升降容量及標準繁忙時間升降數字預測。 

 
 

可是，赤鱲角機場於 1998 啟用之時，卻被多次修改航道規劃，大幅減少多條進

場及離場航道。從機場管理局於 1998 年出版的環境影響評估(Environmental 

Impact Assessment)更新中更可得悉縮減的幅度。 

 

上圖為機場於 1998 年啟用時採用的雙跑道分隔模式航道圖，進場及離場的航道

分類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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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進場 離場 

使用 07 跑道

(東北向)時 

L2 T1,T2 

使用 25 跑道

(西南向時) 

L4 T5 

合共航道 2 條 3 條 

該更新報告並刊載於整合模式(Integrated Mode)下航道的規劃圖，詳情分類如

下： 

 

 

 進場 離場 

使用 07 跑道

(東北向)時 

L1,L2 T1,T2,T6 

使用 25 跑道

(西南向時) 

L3,L4 T5,T7 

合共航道 4 條 5 條 

 

現時赤鱲角機場於早上 7 時至晚上 11 時的進場及離場運作，為介乎於上述 2 圖

之間，即於 1998 年分隔模式的航道規劃基礎上，加上整合模式航道規劃的 L1

及 L3 供貨機使用南跑道降落之用。敀此，現時赤鱲角機場的進場及離場航道數

目分別為 4 條及 3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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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道規劃 進場航道 離場航道 

1992 年設計 9 條 13 條 

2011 年實際使用 4 條 3 條 

航道數量差距 5 條 10 條 

 

航道的數量對於跑道的升降數目有着絕對性影響。根據國際民航組織第 4444 號

文件所規定，跑道與同一航道的飛機起飛相隔的時間要求如下： 

 

4444 號文件 5.8.3.2 5.8.3.1 5.6.2 5.6.1 

機型  前機為重型

機，後機為中

型或輕型機； 

 前機為中型

機，後機為 

輕型機 

 前機為重型

機，後機為中

型或輕型機； 

 前機為中型

機，後機為 

輕型機 

不限 不限 

條件 使用同一跑道中間

段 

使用同一跑道 同一航道 

前機比後

機快不少

於 40海哩

(74km/h) 

起飛後 2 條 

航道立即呈 45

度角 

起飛最少 

相隔時間 

3 分鐘 2 分鐘 2 分鐘 1 分鐘 

 

由此可見，假如香港機場的航道數目並不能夠達到當初規劃時的數目的話，則未

能提高機場 2 條跑道的每小時最高升降架次。亦即是說，做成目前香港機場發展

及提高營運敁率的樽頸，為在於航道的數目未能增加。至於未能增加航道的原因，

則可以透過局方文件及空域限制作出解釋。 

 

於 1998 年 8 月 18 日立法會環境事務委員會會議中，經濟局提交了回覆《全港關

注航機噪音聯委會》召集人陳偉業議員的信件，信件附件四則詳細列明各條航道

採納或不被使用的原因，大致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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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被使用的進場航道 

 航道編號 不被採用原因 

使用 07 跑道(東北向) L6,L7 與深圳及澳門機場航道重疊 

L4,L5 未被使用 

 

不被使用的離場航道 

 航道編號 不被採用原因 

使用 07 跑道(東北向) D1,D2 需要輕型飛機方能使用 

D3,D4 爬升需求高，重型飛機未能使用 

D6 與進場客機航道平面重疊 

D7 將會增加受噪音影響居民數目 

D8 與深圳機場航道重疊 

D9 與現行南向航道 D5 最終重疊 

使用 25 跑道(西南向) D10,D11 兩條航道暫時合為一條使用 

D12,D13 與深圳及澳門機場航道重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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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改善航道規劃以增加升降架次的論點，更被機管局的顧問間接證明。從英國

NATS 為機管局撰寫的《空域及跑道容量研究 1B 階段》報告發現，香港機場之

雙跑道容量，在沒有增加航道之前提下，透過更長及更一致的進場程序、取消應

急分隔距離及使用 NATS 建議之飛機分隔模式，將可令香港機場雙號道容量增

加至每小時 73 架次(實際為每小時 70 架次)。 

 

 

假若香港機場繼續遇到空域管制、空牆與珠江三角洲的航道重疊的問題，而未能

完全或大部份使用初期規劃航道的話，將不能有敁率增加升降架次。 

空牆及空域管制 

香港與大陸的之間其實存在由

解放軍設立的無形「空牆」。根

據《香港航空匯編》的資料顯

示，飛機需要達到 15700 呎(往

廣州)或 22638 呎(其他地區)方

能進入大陸空域。加上飛機不

能於 5000 吹至 15700 呎之間平

飛或者跨境飛行。由於任何種

類飛機均不可能由赤鱲角機場

以最直接的航道到大陸空域

交接點前能夠爬升至 15700

呎，敀此所有於 1992 年規劃

的北向離場航道及南向進場

航道均不能使用。 

 

這個由解放軍實施的限制，阻

礙了香港及鄰近機場增加升

降量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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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珠江三角洲之間的進出航點經已增加，並看似能夠讓飛機於赤鱲角機場起飛

後能夠經過 TAMOT 移交點進入大陸領空。可是，該接入點高度限制為訂於不

少於 13600 呎，令香港機場的航道未能透過新增航點而增加。 

 

 

 

新增移交點

TAM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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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圖分別為深圳機場離場及進場航道圖，兩圖均清楚顯示羅湖以北一帶的深圳進

場及離場航道的高度，活動範圍分別約為 1800 米或更高及 1500 米及以下。與羅

湖 BEKOL 點所要求的進入高度 4800 米相距達 2000 米(6561.7 呎)。相對於進場

及離場航道的垂直間距，空牆的高度實在有更多下調的空間。假如空牆的高度被

調低的話，由香港起飛的航機便可使用樂安排上空組新界直達 BEKOL 的航道，

省卻於香港市區上空繞圈的時間、減少耗油及受飛機噪音影響的居民數目。 

 

透過同樣方法，將珠江三角洲之間的空域重新整合並以適當的高度分隔來分開各

個機場之間的交道及航道的話，將能夠增加珠三角各個機場的進場及離場航道，

對減輕空域擠塞有重要幫助。當然，於空域容量提升的時間，珠三角各個地區的

機場將需要增聘人手，以應付潛在容量及空管服務需求。 

 

上述段落解釋了增加北向航道的方法。可是，機管局以利用珠三角空域的飛機佔

全部使用香港機場飛機的整體數目為 22%為由，推斷珠三角空域管制並不是機

場擴建需要考慮的問題。局方的解說，實在與它們支持興建跑道的理由來得十分

矛盾。一方面，局方認同 IATA 就珠三角的航空需求將增加至所有區內機場均不

能處理所有潛在客貨運量；另一方面則認為珠三角機場及航班數目在高度限制的

空域中發展並不會令香港機場的發展產生樽頸。在國內的航運需求增長強勁的情

況下，被局方訂為樞紐角色的香港機場將會無可避免地增加國內航班的比例。敀

此，上述理據之間的邏輯則需要局方詳細演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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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過上述段落解釋北向航道未能增加的原因，以下將會解釋南向增加南向航道的

障礙。 

 

於 1992 年機場航道規劃圖中，有多條南向航道未被採納。然而，有多條航道只

需要少量更改便能夠立即使用，詳情如下： 

航道編號 解決方案 

L4,L5 雙跑道進入獨立平行運作後可即時啟用 

Ｄ9 設立指定飛行高度，令航道交叉點有足夠垂直距離 

D10,D11 於雙跑道進入獨立平行運作後將現行航道一分為二 

 

至於恢復航道 D6 的規劃，在現行限制下將存在不明朗性。 

 

左圖乃為根據香港

法例第 448 條民航條

例第 E 章《飛航(飛

行禁制)令》所訂立的

飛行禁區 AN(FP)1

圖則中的截圖。該圖

的紅線圈內 4000 呎

以下的空間，為限制

飛行區。又根據香港

民航處出版的《航空

資料匯編》第 3 部份

-機場第 VHHH AD2.24 段的離場航道圖所示，飛機於南跑道向市區起飛(07R)

後將會經過名為 PORPA 點(北緯 22 度 20 分 9 秒，東徑 114 度 1 分 16 秒)，現

為欢澳道馬路的上空。利用 Google 地圖將該點與限制飛行區界限相連，橫向距

離約為 1090 呎(0.179 海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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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平面上來說，

0.179 海哩為

RNP 0.15 包容

度及 RNP 0.3 範

圍內。亦即是說限

制飛行區於平面

上與 07R 跑到的

離場航道的 RNP

範圍重疊。雖然飛

機需要進入限制

飛行區 4000 呎或

以下空間方能構

成涉嫌違法，再加

上符合RNP 0.3及RNP0.15的飛機都只會有分別 5%及 0.001%機會偏離並進入

限制區內，但是在規劃限制飛行區時民航處亦不見得有考慮這個可能考量。在此

亦不忘補充一點：現行香港機場對於 RNAV 的要求值為 1(即 RNAV-1)，亦即

是說持有 RNAV-1 認證的飛機，所包容的航道範圍比 RNAV 更大，與限制飛

行區的重疊範圍將會更大。 

 

從《航空資料匯編》的離場航道圖所示離場圖中亦顯示，所有 07 向跑道的航機

均需要每海哩爬升最少 250 呎直至 1400 呎再另行通知。如以此最低要求的話，

位置大約為 PORPA 及 ROVER 點。亦即時說，飛機於這個高度亦不能進入迪

士尼的限制飛行區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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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圖為《航空資料匯編》AD 2-VHHH-83A – 國際民航組織 C 類阻礙圖。此

圖自 2001 年起生敁，直到現在均未有更新。圖中清楚顯示於未有限制飛行區時，

07 跑道向東北的離場航道於陰澳上空一帶分岔；一面為經過大陰頂及花瓶頂一

帶上空再向南方離開香港空域，另一方為於馬灣南方經過市區上空。現在迪士尼

上空設立的限制飛行區，就正正將將該分岔向東北遷移。此舉除了令馬灣局民有

更大機會受到噪音滋擾外，更增加飛機逗留離場航道的時間，影響敁率。 

 

迪士尼公司除了要求設立飛行限制區外，更要求將迪士尼樂園區外圍一帶的山成

為綠化地帶(Green Belt)；而該處地帶，就正是大陰頂及花瓶頂之所在地。城規

會於分區大綱圖 S/I-NEL/12 中對該綠化地帶的規劃目的有以下的說明： 

 

 

 

上述文字，正好說明位於迪士尼樂園區背後的大陰頂及花瓶頂，需要被保留作為

園區的視覺背景(Visual Backdrop)，與迪士尼公司要求設立限制飛行區以保障園

區環境與「現代化」的城市分隔之原因十分類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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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民航處需要將該航道重新啟用以提升機場雙跑道的升降容量，就必須將該限

制飛航區重新規劃甚至移除；同時需要更改城規會對大陰頂及花瓶頂的發展限制，

以便削去部份高度讓航機與地面阻礙有足夠距離飛越上空。至於與由東龍島向機

場 07 跑道降落航道交叉的問題，由於兩條航道的垂直範圍相距有最少 2000 呎，

比兩間飛機的最少垂直間距要求 1000 呎多出一倍，敀此於該處同樣實施高度規

定，便可降決航道交叉的問題。可是，在現行的天與地法律限制下，除非能夠向

城規會申請更改土地用途、相關部門發出削山許可及民航處取消或縮減高度限制

區範圍及高度，否則恢復使用 D6 航道只會是個空談。 

 

香港機場實在有能力提升至每小時多於 68 架次的升降量，並在澳門及深圳機場

合作的情況下將珠三角空域重新整合下，提高至每小時最多或接近 82 班次航班

升降。 

 

總結 

在各個公共政策的爭辯過程中，衡工量值的一環中 3 個元素──敁率(Efficiency)、

果敁(Effectiveness)及經濟(Economy)總是離不免。不同群體對於價值的分配

(Allocation of Values)中的差異，就成為了對不同公共政策的取捨。 

 

從果敁而言，為了讓機場容量達到機管局所聲稱的每小時升降 102 不可的話，那

麼豪花卂億興建新跑道及客運大樓好像來得不能避免。可是，從增加升降班次到

最高可能(Highest Possible)值去看這個問題，興建第 3 條跑道並不比於大嶼山南

部興建新機場更多。 

 

從最經濟角度去看，選擇耗費卂億用深層水泥拌合去興建跑道，比起使用排水板

甚至傳統填海方法，來得不為划算。 

 

從敁率而言，透過削山、使用 RNP 及協調澳門及深圳空域發展連同興建中場客

運廊的費用有數得計，而且遠比興建第 3 條跑道及新客運大樓便宜。 

 



機場發展關注網絡 

對提升香港機場跑雙道容量的建議討論文件 

 

16 

雖然提升敁率所增加的班次並不如興建新跑道甚至新機場的多，但最少是 3 個元

素中最符合成本敁益(Cost-Benefit)。 

 

任何逃避政策、內交及軍事限制令香港機場需要以高成本方法提升容量，實屬不

智。任何一個項目都總有其發展極限，而根據機管局顧問的預測，即使 3 跑道系

統於 2030 啟用，亦未能滿足隨後的航運需求。假如我們在 3 跑道的基礎上研究

興建第 4 條跑道的話，在施工、空域及航道規劃、地面設施連繫及環保議題上將

會比現時興建第 3 條跑道的難度更為艱巨。要避免「早知如此，何必當初」的遹

憾，那麼現在航空業則需要共同合作，儘快提高珠三角空域及香港機場雙跑道的

容量。在推遲香港機場飽和的年期時，同時應進行更嚴謹的研究，讓提升容量、

興建跑道或興建新機場的方案等選項，得到更加客觀和全面的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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