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航
位於北大嶼山的香港國際機場於 1998 年正式啟用。機場是

、酒店客車和的士。

香港經濟的重要一環，對促進旅遊業與商業的發展極為重要
。香港位處亞洲要衝，因此成為區內的重要轉口中心、乘客
往來樞紐及通往中國內地其他城市的門戶。

怡中機場地勤服務有限公司及新翔（香港）有限公司在機場

香港國際機場有兩條跑道正在運作。一號客運大樓擴建

提供優質的停機坪飛機服務。這些服務包括處理郵件和旅客

部分已於 2019 年 11 月投入運作，新增一條設有 48 個旅
客登記櫃檯的旅客登記行段、兩個新行李認領轉盤、小食亭
、辦公室及其他服務。

行李、運送貨物、操作旅客登機橋和旅客梯等。機場設有先

香港國際機場是全球最繁忙的機場之一，有約 120 航
空公司提供直接航班服務往來香港至全球約 150 個航點。
在 2019 冠狀病毒病爆發前，香港國際機場的航空交通量錄
得持續增長。2019 年，香港國際機場共處理旅客約 7 150
萬人次、空運貨物約 480 萬公噸，以及飛機升降約 42 萬架
次。在2021年，2019 冠狀病毒病疫情仍對全球航空業帶來
沉重打擊。香港國際機場在 2021 年只處理旅客約 140 萬人
次，以及飛機升降約 14.5 萬架次，但處理的空運貨物量則
錄得輕微增長至約 500 萬公噸。航空業界同心協力，為疫情
過後航空交通的復蘇作好準備。
行政： 2021 年，有約 120 家國際航空公司為香港提供客貨
運航班來往香港及約 150 個遍布全球的目的地。
民航處負責提供航空交通管制服務、為在香港註冊的
飛機簽發證書、監管航空公司履行雙邊民用航空運輸協定，
管制在本港的一般民航活動，以及監察機場的安全及保安。
香港機場管理局（機管局）需使香港國際機場的運作符合民
航處的安全及保安要求，方可獲得民航處簽發機場牌照營運
。

行李處理和停機坪飛機服務：香港機場地勤服務有限公司、

進的行李處理系統，該系統主要部分位於客運大樓的地庫層
，而兩個特快行李中轉設施則位於客運廊大堂西端及 T1 中場
客運廊，以處理緊接的轉寄行李。該行李處理系統藉着一條
33 公里長的輸送帶處理離境、抵港和轉機行李，並利用條碼
掃描器及無線射頻科技，解讀國際航空運輸協會的標準行李
標籤，把行李送往目的地。大部分抵港行李在飛機着陸 20 至
40 分鐘內，便會輸送到 14 個行李認領轉盤。
航空貨物： 2021 年，香港國際機場共處理了約 500 萬公噸
貨物。機場配備世界級航空貨運設施。香港空運貨站有限公
司營運的超級一號貨站，是全球最大的航空貨物處理設施之
一，佔地約17公頃，每年設計處貨量可達 260 萬公噸。另一
個服務營辦商是亞洲空運中心有限公司，該公司的貨運站設
計處貨容量為每年約 150 萬公噸。國泰航空貨運站總佔地約
11 公頃，設計容量為 260 萬公噸。DHL 中亞區樞紐中心佔地
約 3.5 公頃，每小時可處理超過 3.5 萬個包裹及 4 萬份文件
。中心現時正進行擴建工程，工程完成後預計可將運力增
加 50%。此外，香港郵政的空郵中心佔地約 2 公頃，每天可
處理 70 萬件郵件。政府早前宣布計劃重新發展空郵中心，
以進一步提高其處理能力。同時，香港國際機場正發展一座
高端物流中心，全面運作後預計每年可為香港國際機場額外

跑道和停機坪：香港國際機場現有南、北兩條跑道，均長
3 800 米，闊 60 米，可以容納空中巴士 A380 型飛機升降
。至於精確進場類別，南跑道屬第 II 類；北跑道 25R 方
向屬第I類，北跑道 07L 方向則屬等級較高的第III類，可供
廣體飛機的飛行員在能見度低至 100 米的情況下着陸。兩
條跑道的容量為每小時 69 架次起降。中跑道現正暫時關閉
進行重新配置，直至整個三跑道系統於2024年全面落成。
目前，機場設有 77 個廊前停機位和 42 個遠方停機位
，貨運停機坪的停機位則有 55 個。其中八個廊前停機位可
供A380 飛機停泊。

飛機維修服務：香港飛機工程有限公司和中國飛機服務有限
公司提供外勤維修和基地維修服務，而泛亞太平洋航空服務
有限 公司則只提供外勤維修服務。
外勤維修服務包括對飛機在正常回程起飛前和預定停航
期間進行例行維修工作；基地維修服務則包括飛機機身維修
服務。負責提供基地維修服務的香港飛機工程有限公司具備
三個飛機庫，共 22 個維修泊位，可同時容納不同型號的商用
飛機，並設有維修工場。中國飛機服務有限公司有一個飛機
庫，可容納一架廣體及一架窄體飛機，毗鄰亦設有修理工場

客運設施：香港國際機場是現今交通最方便的機場之一。客
運 大樓地方寬敞，而且設計極為便利，令旅客倍感舒適。大
樓布局簡單俐落，標誌清楚易明，並設有自動人行道和旅客
捷運系統，方便旅客往來大樓。此外，大樓亦照顧到殘疾人
士的需要，為他們提供符合法定要求和守則的設施。完善的
交通運輸系統配合機場的運作，這套系統包括一個與客運大
樓同步設計的地面運輸中心。乘客不僅可以直達機場快綫車
站，更可轉乘其他公共交通工具，例如公共巴士、旅遊巴士
「香港政府一站通」網站：http://www.gov.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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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 170 萬公噸空運貨量。

。
航空交通管制服務：隨着航空交通管理系統（航管系統）投
入服務及香港國際機場第三跑道展開熟習運作，位於東航空
交通管制中心（東空管中心）、南指揮塔及位於第三跑道旁
的指揮塔的全部主要系統已投入運作。
航管系統按照國際安全標準設計，並符合國際上最先進
的航空交通管理技術。系統具備強化能力及先進的系統設計

民航處互聯網網址：http://www.cad.gov.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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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以應付發展機場三跑道系統預期帶來的航空交通增長。

開熟習運作，第一期數碼指揮塔設施已按計劃投入使用，以
進一步提升空管人員的整體效率和對實際情況的警覺性。

衞星通訊、導航及監察／航空交通管理系統：為符合國際民
用航空組織（國際民航組織）全球空中航行計劃，民航處已
展開對衞星通訊、導航及監察／航空交通管理系統的研究和
測試工作。目前，香港國際機場已推行部分衞星通訊、導航
及監察／航空交通管理系統的嶄新服務，以提升空管工作效
率和飛行安 全。這些服務包括：


數據化自動航站情報服務；



數據化遠航氣象情報服務；



飛前放行指示雙向數據鏈路服務；

香港－曼谷、香港－北京、香港－福岡、香港－澳門
、香港－馬尼拉及香港－台北航空電訊網及航空交通
服務訊息處理系統；
香港－廣州、香港－三亞、香港－馬尼拉及香港－台
北空中交通服務設施間數據通訊；
為加強監察機場內飛機和車輛活動而採用的先進場面
活動引導和控制系統；及
為輔助航空交通管制員優化抵港航機排序及有效地善
用本港空域而設的「抵港航機排序系統」。
廣播式自動相關監察系統及陸基增強系統：為了有效運用新
導航技術，民航處已完成在香港飛行情報區內實施廣播式自

航空氣象服務：香港天文台的機場氣象所，負責為航空界提
供氣象服務，其服務符合國際民航組織和世界氣象組織的標
準及建議運作程序。除定時觀測天氣及發出香港國際機場的
天氣預報和着陸預報外，氣象所亦在特定情況下作額外觀測
。氣象所會就雷暴、強地面風、海嘯及其他災害天氣及事件
發出機場警告，以保障地面工作人員、機場設施及停泊飛機
的安全。此外，氣象所亦發出有關雷暴、熱帶氣旋、湍流、
積冰、火山灰及其他可能對香港飛行情報區內的飛行安全構
成影響的重要天氣資料。為加強在香港國際機場升降的航機
的安全，氣象所發出有關低空風切變及湍流的預警。氣象所
為空管提供度身定制的機場及附近的天氣資訊，以支援航空
交通管理運作。氣象所並營運機場雷暴和閃電預警系統，以
支援機場紅色閃電警告服務。在資訊服務方面，天文台以網
頁形式為航空公司及飛行員提供最新氣象資料及飛行文件，
包括香港國際機場、目的地機場及備降機場的天氣預報、航
路上重要天氣預報圖、風及溫度數據、閃電定位資料、氣象
雷達和衞星圖像，以及機場附近強對流天氣的資料。天文台
亦提供一個可以在駕駛艙使用的電子飛行包應用程式「我的
航班天氣」，為飛行員提供適用於該航班的天氣資訊。除服
務本地航空單位外，香港天文台作為亞洲航空氣象中心的備
份中心，亦提供危險天氣指導產品予鄰近的航空氣象單位。

動相關監察系統。民航處安裝了八個廣播式自動相關監察地
面站，以加強對於在香港飛行情報區內高空和低空飛行的飛

機場滅火及救援服務：這些服務由消防處機場消防隊提供。

機和直升機的監測覆蓋。民航處並開發了一套觀察數據分析

機場消防隊各級軍裝人員約 260 人，派駐兩間機場消防局

系統，對載有相關監察設備的飛機進行安全監察和分析，以

及兩間海上救援中心，提供 24 小時緊急服務。該隊配備有

提高香港飛行 情報區內的飛行安全。

14 輛消防車，在清晰視野和良好路面情況下，可於兩分鐘

陸基增強系統透過對全球衞星導航系統進行差分校正及

內到達並處理發生在跑道上任何一處的意外事故，符合國際

完好性監測，為航機提供進場和着陸支援。自 2012 年起，

民航組織建議的召達時間。海上救援方面，機場消防隊配備

民航處一直與地政總署緊密合作，建立一個全港性的衞星定

兩艘大型救援 指揮船及八艘快艇。

位數據庫，更與周邊地區共同評估亞太地區上空的電離層對
陸基增強系統性能的影響及其最佳的安裝位置。民航處於

機場發展：機場業務是流量的管理，包括人流、物流和資訊

2018 年年底在香港國際機場進行了陸基增強系統實地試驗

流。為維持業務增長，香港國際機場繼續加強與新拓展客貨

，獲參加試驗的機師給予正面評價。於試驗中獲得的經驗對

運市場的連繫，即加強與中國內地迅速增長的市場，尤其是

未來部署陸基增強系統的應用具有珍貴的參考價值。

與大灣區的連繫。

協同決策：「協同決策」是一個政府與航空業界合作的計劃

大灣區各城市，包括客車及快船服務。旅客可乘搭客車前往

，旨在通過各航空業界持份者之間的實時信息交流，提升航

逾 110 個大灣區城市，或使用點對點跨境轎車服務前往大

空交通運作效率。民航處於 2013 年 7 月推出第一階段桌面

灣區目的地。

香港國際機場為旅客提供四通八達的海陸交通網絡來往

版及手機版協同決策服務，受業界廣泛歡迎。為應對持續增

另外，海天客運碼頭為旅客提供快船轉駁服務往返九個

長的航班升降量，機管局於 2017 年 7 月推出第二階段的協

大灣區口岸，即深圳的蛇口及福永、澳門的外港客運碼頭及

同決策系統，並實施全新航班離港程序。自 2018 年 11 月

氹仔、東莞虎門、中山、珠海、廣州南沙及蓮花山。往返機

開始全面運作至今，民航處與機管局緊密合作優化離港排序

場與大灣區的旅客無須在香港國際機場辦理出入境及海關手

系統及相關空管程序，致力提高目標啟動許可時間的可靠性

續，節省過境時間。為進一步簡化程序，香港國際機場於所

。自 2020 年 12 月起改善離港航班的放行程序，同時有賴

有口岸為海空聯運旅客推出預辦登機服務，讓旅客可在抵達

各持份者通力合作，離港航班的準時表現及機場整體效率獲

香港國際機場前領取登機證及託運行李。機場的跨境客車、

得進一步提升。

轎車及快船服務，將空運、海運及陸運結合，促使香港國際
機場成為真正 的多式聯運樞紐。

數碼指揮塔：數碼指揮塔設施配備超高解像攝影機及影像分
析技術，提供機場的實時全景，而當中的航機和車輛影像更
可顯示相關的飛行資訊。數碼影像結合人工智能，提供更強
的預警功能，例如及早偵測到航機過於接近另一航機或誤進
飛行區的限制區域等情況。為配合香港國際機場第三跑道展
「香港政府一站通」網站：http://www.gov.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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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用航空運輸：為促進來往香港的定期航班服務，香港與其
民航夥伴簽訂民用航空運輸協定。自香港國際機場啟用以後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堅決和積極實施逐步開放航空服務的
政策，給消費者帶來更多選擇，並加強競爭，為香港和其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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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夥伴的航空公司提供擴展服務的機會。
商業飛行、私人飛行及政府飛行服務隊： 2021 年，香港註
冊的飛機約有320架。這些飛機主要由八間持有民航處發出
航空營運人許可證的航空公司，作提供商業服務之用。當中
包括的飛機如 A300、A320、A321、A330、A350、B737800、B747、B777，以及 AW139 和 MD900 型直升機。
座落於香港國際機場的香港商用航空中心設有自用大樓
和設施，為商務客機和乘客提供24小時全面的服務，包括地
勤服務、行李處理、加油服務、保安和飛行計劃。商用航空
中心更設有供私人飛機使用的指定泊位。
在香港註冊的飛機當中，大約有 20 架直升機和定翼機
由非商業營運機構註冊，主要用作非商業飛行活動，包括
R22、R44、R66、C152、C172、C182 及 EA 300/L型號
的直升機和定翼機等。
政府飛行服務隊提供全日24小時飛行服務，包括搜索
和拯救、支援內部保安、緊急空中救護及進行滅火行動，
並提供多種服務支援不同政府部門的工作。其機隊包括12
架直升機和定翼機，機型包括 175、EC155、CL605及DA
42 NG。

「香港政府一站通」網站：http://www.gov.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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