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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基本資料 

1.1 工程項目名稱  

1.1.1 擬建的工程項目名為「啟德發展區新急症醫院天台直升機坪」(下稱「工程項目」)。 

1.2 工程項目目的及性質 

目的 

1.2.1 位於啟德發展區的新急症醫院 (下稱「該院」) 將成為中九龍的主要急症醫院，為公眾

以現代服務模式技術及設施提供全面的急症服務。根據醫院管理局的長期臨牀服務計劃

，新急症醫院有著策略性位置及定位，將成為未來指定的創傷治療中心，為嚴重病患者

提供服務，以及應對各種傷亡事故。為了能迅速及無誤地將特別個案中的傷病者送抵醫

院以得到及時和適當的治療，擬建之直升機坪需建於新急症醫院的急症大樓的急症室之

上。此外，該院亦可就突發嚴重事故利用擬建的直升機坪安排醫療團隊到事故現場作實

地救援工作。 

性質 

1.2.2 擬建之直升機坪只限用作政府飛行服務隊所提供的緊急救援服務（包括疏散運送死傷

者、搜索及救援行動，以及器官移植緊急運送），並且禁止用作一切商業用途。 

1.2.3 直升機坪將興建在擬建之新急症醫院急症大樓天台西南區上，加油設施並不會興建在此

天台上。而工程設計將會完全依照《國際民用航空組織標準直升機場設計》及《政府飛

行服務隊直升機升降場指引》。 

1.2.4 由於擬建的直升機坪 300 米範圍內有計劃中的住宅發展，根據《環境影響評估條例》附

表 2 第 1 部，擬建的直升機坪屬於 B.2 類之指定工程項目。 

1.2.5 在新急症醫院急症大樓天台上興建及營運直升機坪能有效地提高新急症醫院急症服務的

整體效率和有效性。本工程項目在新急症醫院急症大樓天台上興建及營運直升機坪，但

直升機坪並不是組成新急症醫院的主要部份。新急症醫院急症大樓的興建及營運皆會獨

立進行。 

1.3 工程項目倡議人 

1.3.1 醫院管理局(醫管局)為是次工程項目之倡議人。興建及運作新醫院大樓及包括管理擬建

的天台直升機坪將由該院負責。 

1.3.2 於 2017 年 9 月，醫院管理局委託王董集團 （下稱「王董」）為啟德發展區新急症醫院 

（下稱「本項目」）的建築顧問。邁進基建環保工程顧問有限公司（下稱「邁進」） 

同時被王董委任為本項目提供顧問服務，包括準備此工程項目簡介（下稱「本簡介」） 

。 

1.4 工程項目的地點、規模及場地歷史 

工程位置 

1.4.1 擬建之直升機坪將位於啟福道及觀塘繞道的南面，擬建的新急症醫院急症大樓的天台上

（見圖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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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規模 

1.4.2 擬建的直升機坪將根據政府飛行服務隊直升機升降場指引建造。擬建的直升機坪將為圓

形，直徑約為 40 米，並從急症大樓主屋頂水平升高，約+117.0 米主水平基準以上，但

確實的設計會根據規劃上的限制或設計上的發展而有所改變。 

工地歷史 

1.4.3 直升機坪位於啟德發展區的新急症醫院的急症大樓天台上。該位置在啟德分區計劃大綱

核准圖–編號 S/K22/6 上，已被法定規劃為「政府、機構或社區」用途。 

1.4.4 該院項目工地在香港兒童醫院附近，包括了位於啟德發展區的南面停機坪內的工地 A 及

工地 B，可見圖 1。 

1.5     新急症醫院直升機坪的需求 

1.5.1 新急症醫院位於啟德發展區，將成為中九龍區的主要急症醫院，不單為啟德社區提供服

務，更能為鄰近地區提供協助，如九龍城、 黃大仙及觀塘等。 

1.5.2 根據 2016 年醫管局所制定的九龍中聯網臨牀服務計劃，為解決因人口增長及老化問

題，長遠切合對保健服務及設施的增長需求，新急症醫院將會成立以提供約 2,400 個住

院及日間床位。新急症醫院將會提供多元化及全面的保健服務，包括符合現今國際標準

的服務模式，先進技術和最先進的設施，來進行急症護理服務。 

1.5.3 新急症醫院將成為指定的創傷治療中心，包括 24 小時急症服務及其他深切治療所需的

部門，如手術室、新生嬰兒深切治療部、新生嬰兒特別護理部、深切治療部、加護病房

及直升機坪。 

1.5.4 新急症醫院的直升機坪能讓重症患者透過直升機進出醫院。由於使用直升機的患者多處

於緊急狀態，因此需要一個安全、快速及有效的通道來往急症室及直升機坪 (鄰近上述

的重症監護區) 。一般會透過專用的升降機及控制系統以迅速運送患者。急症大樓的地

面為急症室，該大樓天台為擬建之直升機坪，因此公眾將能夠有持續高質素、高效率及

高成效的急症室服務。再者，新急症醫院的直升機坪還具有以下優勢: 

位置優勢 

1.5.5 由於啟德發展區的新急症醫院位置處於九龍的核心位置，其定位能為九龍中聯網提供多

類型的專科服務。天台的直升機坪設於中心位置，能有效地由離島或新界東北郊野地區

運送因意外發生的傷患者。 

多人傷亡運送 

1.5.6 當有重大災害發生並涉及大量的傷病者時，該院會聯同飛行服務隊啟德分區在擬建的直

升機坪上作為其中一個緊急支援降落地點，以同時應付運送多人傷亡的情況，有效控制

災難事故。 

惡劣天氣備用選址 

1.5.7 當天氣環境條件惡劣，包括能見度低、雲層高度低或強風等情況，在東區尤德夫人那打

素醫院或擬建瑪麗醫院新醫院樓的直升機坪可能不適用作直升機升降之用 。特別於春

季及夏季，大霧天氣和局部地區雷暴將降低直升機飛行時的能見度，因此飛行服務隊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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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其他地方替代因惡劣天氣而不能使用的瑪麗醫院及東區醫院，而本項目擬建的直升機

坪就能為空中救護和救援任務提供一個良好的著陸點，並確保最佳的飛行路線及更有效

地分配資源。 

1.6 工程項目簡介涵蓋的指定工程項目種類 

1.6.1 根據《環境影響評估條例》附表 2 第 1 部，擬建的直升機坪（不包括新急症醫院）屬

於 B.2 類的所指的「在現有的或計劃中的住宅發展 300 米內的直升機升降場」之指定

工程項目。 

1.6.2 興建及運作直升機坪需申請環境許可證。根據《環境影響評估程序的技術備忘錄》的附

件 1，本簡介預備以申請環境影響評估(環評)研究概要，來進行環評研究。 

1.6.3 本項目並不是擬建的新急症醫院的一部分，將會分開興建。而且新急症醫院並不屬於環

評條例下的指定工程項目。就新急症醫院的興建及運作所作出的初步環境審查將分開進

行。 

1.7 聯繫人姓名及電話號碼 

姓名: 侯漢輝 

職位: 高級行政經理 (基本工程)  

地址: 香港九龍亞皆老街147B醫院管理局大樓 

電話: 2300 6032 

傳真: 2882 43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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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規劃大綱及計劃的執行 

2.1     項目規劃 

2.1.1 是次工程項目由醫管局負責計劃及執行。 

2.1.2 是次工程項目於設計及實施階段均由醫管局連同相關顧問及承建商執行。 

2.2 工程項目實施時間表 

2.2.1 是項工程將在新急症大樓最後施工階段，包括油漆、支架和設備安裝。所有直升機坪的

相關結構將安裝在該院的新醫院大樓天台之上。 

2.2.2 醫院管理局將負責直升機坪的運作、管理和維修。直升機坪只限政府飛行服務隊用作提

供緊急服務。 

2.2.3 暫定的工程項目計劃和實施時間表可見以下表 2.1: 

表 2.1 暫定的工程項目計劃和實施時間表 

項目 主要里程碑日期 

項目設計 自 2017 年 9 月 

興建新急症醫院地基 2018 年第三季度至 2021 年第四季度 

興建新急症醫院大樓 2021 年第四季度至 2024 年第四季度 

興建直升機坪 2023 年第四季度至 2024 年第四季度 

直升機坪啓用／運作 2025 年 

 

2.3     與其他工程項目的關連  

2.3.1 下列多個工程項目可能與本項目有關連。此列表將在環境影響評估階段中再作檢討，以

確保把當時的持份者提供的毗鄰工程項目全部納入考慮。同期施工及運作的工程項目所

產生的任何累積影響，會作評估及採取適當的解決方法。其中包括但不限於以下表 2.2

項目。 

表 2.2 同時施工項目 

項目名稱 預計開工日期  預計完工日期 

政府飛行服務隊啟德分部及跨境直升機場 2018 年第四季度 2021 年第一季度 

啟德發展計劃第三期 -承昌道及啟德橋 

(D4) (KL2014/03) - 土木工程拓展署 

2015 2020 

S5 支路- 路政署 2023 2024 

T2 主幹路- 土木工程拓展署 2020 2026 

L10 路及 L18 路 - 土木工程拓展署 2019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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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對環境可能造成的影響 

3.1 在興建階段對環境造成的潛在影響 

空氣質素   

3.1.1 本工程將在新急症大樓最後施工階段進行油漆，安裝支架，升降平台，照明系統及消防

設備工序。預計在施工期間產生的塵埃，氣體排放和氣味影響較少。承建商在施工期間

將採用在《空氣污染管制（建造工程塵埃）規例》中建議的防塵措施，以把所產生的塵

埃減至最少。 

建築噪音 

3.1.2 雖然工程期間會帶來噪音影響，但由於工程只涉及油漆，安裝支架，升降平台，照明系

統及消防設備工序，預計只有輕微的噪音影響。必要時亦會實施噪音緩解措施。因此，

在施工期間不會有顯著噪音影響。 

水質污染  

3.1.3 本工程鄰近的水質敏感受體，包括觀塘避風塘及機電工程署區的供冷系統海水入口。通

過專業人士環保事務諮詢委員會 1/94 守則《建築工地排水》和《建築合約的污染控制

條款建議》的規定，實施良好的施工手法和適當的建議緩解措施，預計在施工期間不會

對水質造成重大影響。 

廢物管理 

3.1.4 在施工期間將會產生建築廢物。因此，工程合約會要求承建商實施良好的施工手法和適

當的廢物處理程序，所以在施工期間將不會構成顯著的建築廢物。在施工期間將會產生

少量的化學廢物。 

生命危害 

3.1.5 本工程項目沒有發現潛在危險設施。雖然在工程現場附近發現有潛在危害的危險源包括

液化石油氣站及將於 2020 年停運的嘉里危險品倉庫，但在工地內並不會有因為興建直

升機坪而增設燃料添加或儲存設施、或產生任何其他危險性物品，因此在施工期間都不

會構成影響。因此通過工程實施良好的施工手法如正確使用設備及妥善處理和棄置燃油

，這些危險源對施工期間的危害都是微不足道。根據現有資料，嘉里危險品倉庫將會於

2020 年停運，但嘉里危險倉庫的營運/停運情況亦會在環境影響評估內更新。 

土地污染  

3.1.6 擬建的直升機坪將在該院擬建的新醫院大樓天台上興建，因此在施工期間不會構成土地

污染。 

景觀及視覺 

3.1.7 擬建的直升機坪將在該院擬建新醫院大樓的天台上興建，因此在施工階段不會對景觀和

視覺有顯著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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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遺產 

3.1.8 工程項目附近沒有發現有文化遺產。 

生態 

3.1.9 擬建的直升機坪將在該新醫院大樓天台上興建。由於只進行直升機坪的結構安裝工作，

因此預計不會產生生態影響。 

3.2     在運作階段對環境造成的潛在影響 
 

直升機噪音 

3.2.1 擬建的直升機坪只供政府飛行服務隊用作緊急服務（包括疏散運送死傷者、搜索及救援

行動和緊急運送移植器官），不會容許作任何商業性飛行活動。 

3.2.2 由於直升機的噪音會做成某程度上的滋擾，因此在規劃上須十分謹慎。直升機的靠近／

降落、起飛、及直升機坪上或上空的機動動作均會造成噪音。本環境評估研究將會就擬

建的直升機坪之運作對鄰近噪音敏感受體所造成的即時最高噪音水平–最高聲級作出評

估，必要時亦會在環境影響評估內詳細建議措施以緩減直升機坪運作造成的影響。擬建

的新急症醫院將不會提供員工宿舍及初步檢視顯示在擬建直升機坪位置附近 300 米範

圍內沒有發現任何依靠開窗戶通風的噪音敏感受體。最近的噪音敏感受體是位於祥業街

與直升機坪距離 150 米計劃中的住宅用地。 

3.2.3 由於擬建的直升機坪只限作緊急用途，而患者/傷者將於擬建之新醫院內部運送，所以

直升機坪的運作對路面交通將不會造成任何影響。 

空氣污染  

3.2.4 擬建的直升機坪只供用作緊急用途所以使用次數不會頻繁，因此不會產生明顯的氣體排

放、灰塵及氣味。至於直升機所排出的氣體排放物亦會被其旋翼有效地驅散，因此所造

成的環境影響將會極輕微。此外，隨著開始使用直升機機坪預計將減少使用救護車的次

數和減低氣體的排放。直升機坪運作引致的空氣污染將在環境影響評估內詳細進行研究

。最近的空氣敏感受體為擬建醫院，但醫院的天台入氣口將會謹慎地選取適當位置以減

低影響。 

水質污染 

3.2.5 直升機坪將會按照消防處要求裝設滅火泡沫系統用作應付緊急火警事故。然而，由於消

防系統供應僅用作緊急用途，預計只有少量泡沫和水的混合物排出。因此，不會造成明

顯水質影響問題。 

3.2.6 擬建的直升機坪將不會附設燃料添加設施。由於不會產生污水、排放物或受污染的徑流

，因此並不構成明顯水質影響問題。   

廢物管理 

3.2.7 擬建的直升機坪只限於緊急情況時用作運送傷病者接受治療和接收捐贈器官，因此將不

會產生任何廢棄物及副產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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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危害 

3.2.8 本工程項目現場沒有發現潛在危險設施及擬建的直升機坪將不會設置任何燃料添加或儲

存設施、或產生任何其他危險性物品或廢棄物。雖然在工程現場附近發現有潛在危害的

危險源(例如:液化石油氣站及嘉里危險品倉庫) 。根據現有資料，嘉里危險品倉庫將會

於 2020 年停運及發展為住宅項目，但嘉里危險倉庫營運/停運情況亦會在環境影響評估

內更新。 

景觀、視覺及眩光 

3.2.9 擬建的直升機坪本身並不是一個干擾性的結構，而且將興建在該院的新醫院大樓天台之

上，所以不會影響附近環境的景觀和視覺。當在夜間運作時，燈光照明會在直升機坪夜

間操作時提供。由於擬建的直升機停機坪將在該新醫院大樓天台上興建及高於附近的項

目，已減低對附近地區的光污染。    

文化遺產 

3.2.10 工程項目附近沒有發現有文化遺產。 

生態 

3.2.11 工程項目預計不會產生生態影響。 

3.3     潛在環境影響摘要 

3.3.1 在工程的興建及運作階段都有相關的潛在環境影響，並總結於下列表 3.1。 

表 3.1 本工程的潛在環境影響 

潛在影響 興建階段 運作階段 

空氣污染 

 氣體排放   

 灰塵   

 氣味   

噪音 

 建築噪音   

 固定裝置噪音   

 直升機噪音   

水質污染   

廢物管理   

生命危害   

土地污染   

景觀、視覺及眩光影響   

文化遺產   

陸地生態   

註: = 存有可能性;  = 不大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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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周圍環境的主要元素 
              
4.1 周邊的土地用途 

4.1.1 由於擬建的直升機坪將會設於該院的新醫院大樓之天台，對敏感的自然環境（例如水敏

感受體、漁場、野生動物棲息地等）將不會構成影響。 

4.1.2 初步檢視顯示在附近 300 米範圍內沒有發現任何依靠開窗戶通風的現存噪音敏感受體

及新急症醫院將不會提供員工宿舍。 

4.1.3 表 4.1 為現有和計劃中具代表性的敏感受體，其他具代表性的敏感受體將會在環境影響

評估中作詳細研究。 

表 4.1 具代表性的敏感受體 

敏感受體 描述 狀況 與項目邊界相距最

短的水平距離 (米) 

空氣敏感受體  

空氣敏感受體一 運輸署新九龍灣驗車中心 

(計劃中的商業發展暨環保

連接系統車廠及車站) 

現有 

115 

空氣敏感受體二 香港警務處九龍灣車輛扣留

及驗車中心 

(計劃中的綜合廢物處理設

施) 

現有 

195 

空氣敏感受體三 啟德消防局 現有 110 

空氣敏感受體四 太平洋貿易中心 現有 200 

空氣敏感受體五 傲騰廣場 現有 160 

空氣及噪音敏感受體 

空氣及噪音敏感受體六 啟興道計劃中的住宅用地 

(現存嘉里危險品貨倉) 

計劃中 
245 

空氣及噪音敏感受體七 祥業街計劃中的住宅用地 

(現存城巴九龍灣泊車場) 

計劃中 
150 

空氣及噪音敏感受體八 祥業街計劃中的住宅用地 

(現存工務局中央試驗所大

樓) 

計劃中 

150 

空氣及噪音敏感受體九 承豐路計劃中的住宅用地 計劃中 440 

空氣及噪音敏感受體十 承豐路計劃中的住宅用地 計劃中 400 

空氣及噪音敏感受體十一 承豐路計劃中的住宅用地 計劃中 400 

空氣及噪音敏感受體十二 承豐路計劃中的住宅用地 計劃中 420 

空氣及噪音敏感受體十三 計劃中的新急症醫院 計劃中 取決於鮮風入口的

詳細設計 

空氣及噪音敏感受體十四 香港兒童醫院 將於 2018 年

第四季度開始

運營 
60 

水質敏感受體  

水質敏感受體一 觀塘避風塘 現有 325 

水質敏感受體二 啟德區域供冷系統海水入口

(南座) 

計劃中 
6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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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影響工程項目的周邊環境主要元素   

4.2.1 政府飛行服務隊將在啟德跑道末端建設啟德分部，距離擬建的直升機坪大約 1.5 公里。

由於兩個直升機坪之間的間隔距離較遠，預計不會產生累積的噪音影響。另外，政府飛

行服務隊確認兩個直升機停機坪使用者會作妥善溝通以避免其飛行路徑重疊。擬建的直

升機坪和政府飛行服務隊直升機坪的累積噪音影響將會於環境影響評估作詳細研究。 

4.2.2 雖然位於啟德開發區的空氣污染源包括 T2 主幹道/通風大樓及郵輪碼頭，但它們遠離直

升機停機坪超過 500 米，預計不會對累積空氣質量造成影響。 

4.2.3 選址的附近環境中沒有影響工程項目的主要元素。有關方面將會聯同民航署和政府飛行

服務隊一同設計直升機的航道以盡量遠離鄰近現有或計劃中的住宅用地和避免或盡可能

減低對鄰近現有或計劃中的住宅用地造成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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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環境保護措施  

5.1     興建階段   

建築塵埃 

5.1.1 承建商將會根據合約條款實施《空氣污染管制（建造工程塵埃）規例》所建議的工地塵

埃消減措施，以減少潛在散發塵埃的影響。 

建築噪音 

5.1.2 採取適當的噪音控制措施包括使用更安靜的機動設備，消音器和安裝可移動的隔音屏障

以盡量減少噪音影響。根據環境影響評估程序的技術備忘錄，應避免同時進行嘈雜的工

序以進一步降低噪音水平。 

水質管制 

5.1.3 工地實施水污染控制措施以減輕施工階段的水質影響。在施工期間產生的污水會被妥善

收集及處理，以確保污水在排放前符合《水污染管制條例》。 

廢物管理 

5.1.4 在施工期間，承建商將會實施良好的施工程序和適當的廢物管理措施以減低影響。 

5.1.5 工程預計只會產生少量的化學廢物（例如石油，燃料和電池），因此不需要採取緩解措

施。根據環保署《廢物處置(化學廢物)(一般)規例》，所有化學廢物需按照守則把廢物

包裝，標籤及貯存進行處理，並需經由持牌收集商收集及運送到持牌的化學廢物處理設

施（例如青衣化學廢物處理設施）。因此預計工程產生的化學廢物對環境沒有影響。 

生命危害 

5.1.6 擬建直升機坪沒有燃料添加或儲存設施、或產生任何其他危險性物品。雖然在工程現場

附近有危險源(例如:液化石油氣站及嘉里危險品倉庫)，但只要工程實施適當的工地守則

如正確使用設備及妥善處理和棄置燃油，工地的運作對這些危險源的影響都是微不足

道。 

景觀及視覺影響 

5.1.7 工程項目將不會構成顯著的景觀及視覺問題。因此，不需要實施緩解措施。 

文化遺產 

5.1.8 工程項目對文化遺產將不會構成顯著的問題。因此，不需要實施緩解措施。 

生態 

5.1.9 工程項目將不會構成陸地生態問題。因此，不需要實施緩解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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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運作期間 

空氣質素   

5.2.1 在運作期間直升機坪預計會有潛在的氣體排放。如有需要緩解措施，將會在環境影響評

估作詳細研究。 

直升機噪音 

5.2.2 初步檢視顯示在附近 300 米範圍內沒有發現任何現在依靠開窗戶通風的噪音敏感受體

及新急症醫院將不會提供員工宿舍。祥業街計劃中的住宅用地為最鄰近的噪音敏感受

體，距離直升機坪約 150 米。環境影響評估研究將會對直升機所發出的噪音進行評估，

如有需要亦會建議緩解噪音影響的措施。已與飛行服務隊進行初步討論，他們建議飛行

路徑應遠離任何現有和計劃中的住宅用地，以盡量減少噪音滋擾。 

水質管制 

5.2.3 消防系統將需要進行常規／年檢的測試和維修，以確保系統是妥善裝備的，使之能夠處

理在直升機坪的緊急火警事故。消防系統產生的所有水都將會通過污水收集系統後再排

出。   

5.2.4 在運作期間直升機坪不會有污水流出，將不會構成顯著的水質問題。因此，不需要實施

緩解措施。 

廢物管理  

5.2.5 工程項目將不會產生顯著的廢物問題。因此，不需要實施緩解措施。 

生命危害 

5.2.6 在運作期間直升機坪沒有燃料添加或儲存設施、或產生任何其他危險性物品。因此直升

機坪對在工程現場附近的危險源(例如:液化石油氣站及嘉里危險品倉庫) 將不會構成顯

著危險影響。根據現有資料，嘉里危險品倉庫將會於 2020 年停運及發展為住宅項目，

但嘉里危險品倉庫營運/停運情況亦會在環境影響評估內更新。 

景觀，視覺及眩光 

5.2.7 工程項目將不會構成顯著的景觀及視覺問題。因此，不需要實施緩解措施。另外，直升

機坪的照明燈光只會在夜間運作時使用，擬建的直升機坪將在新醫院大樓天台上興建及

高於附近的區域， 所以預計眩光影響相對較少。 

文化遺產 

5.2.8 工程項目對文化遺產將不會構成顯著的問題。因此，不需要實施緩解措施。 

生態 

5.2.9 工程項目將不會構成陸地生態問題。因此，不需要實施緩解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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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使用之前通過的環境影響評估報告           

6.1.1 下列已獲批准的環境影響評估報告，包括一些香港擬議直升機坪及於工程項目附近的擬

議基建項目，將會用作本研究參考： 

 瑪麗醫院新醫院大樓天台直升機坪    

(登記編號 : AEIAR-208/2017，獲批准日期 2017 年 3 月) 

 T2 主幹路 

(登記編號 : AEIAR-174/2013，獲批准日期 2013 年 9 月) 

 啟德發展區 

(登記編號 : AEIAR-130/2009，獲批准日期 2009 年 3 月) 

 港澳碼頭直升機場擴建計劃 

(登記編號 : AEIAR-095/2006，獲批准日期 2006 年 2 月) 

 南丫島榕樹灣直升機升降坪 

(登記編號 : AEIAR-094/2006，獲批准日期 2006 年 1 月) 

 坪洲直升機升降坪 

(登記編號 : AEIAR-087/2005，獲批准日期 2005 年 8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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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