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審核 2014-15年度 答覆編號 
 開支預算 

SB197 
  

 管制人員的答覆管制人員的答覆管制人員的答覆管制人員的答覆  
   

(問題編號問題編號問題編號問題編號：：：：1824) 

總目：  (166) 政府飛行服務隊 

分目： (-) 沒有指定 

綱領： (1) 政府飛行服務 

管制人員： 政府飛行服務隊總監 (陳志培機長) 

局長： 保安局局長 

此問題出自： 開支預算  卷 1  第 255 頁  (如適用者) 

問題 (議員問題編號：14)：  

飛行服務隊在 2014-15年度的撥款預算為 3.673 億元，較 2013-14年度增加 6,970 萬元，增幅達

(23.4%)，主要由於更換定翼機所需的現金流量及飛機維修費用有所增加。今年 2 月有報道指飛行服

務隊「買錯機」，請列表方式列出 2009-10年度至 2013-14年度間，飛行服務隊每年共購買了多少架

飛機，其用途及飛行時數分別為何？預計在 2014-15年度會購入多少架飛機，其用途及預算開支、維

修費用分別為何？請以列表方式列出過去五年，有多少架飛機因折舊而要更換，其服役年期為多少

年？ 
 
提問人：林大輝議員 

答覆： 

政府飛行服務隊在 2009-10年度至 2013-14年度期間，購買飛機的資料表列如下︰ 
 

年度年度年度年度# 購買飛機購買飛機購買飛機購買飛機數數數數量量量量 用途用途用途用途 飛行時數飛行時數飛行時數飛行時數 
2009-10 0 -- -- 

2010-11 1 架輕型雙引擎 
DA42NG型定翼機 

主要用於提供飛行訓練，及讓機師累積遠

航飛行經驗，加速培訓。 
111@ 

2011-12 2 架挑戰者 605型 
定翼機 

用作更換現役兩架於 1999 年開始投入服務

的捷流 41 型定翼機，主要負責在香港水域

以外進行長程搜救行動、為執行離岸搜救

行動的本隊直升機提供空中支援、以及為

其他政府部門提供協助(例如進行空中地理

及氣象測量和支援執法行動)。 

0^ 

2012-13 0 -- -- 

2013-14 0 -- -- 

 
 
 
 



此外，政府飛行服務隊已於 2013年 6 月獲立法會財務委員會撥款，購買 7 架直升機及相關的行動裝

備，以更換現役 7 架直升機。政府飛行服務隊現正草擬相關標書，預計購買合約會在 2015-16年度批

出。 
 
 

註： 
#     以批出訂購合約的日期為標準計算。 
@   輕型雙引擎定翼機於 2013年 1 月投入服務，飛行時數為累積至 2014年 2 月(共 13個月)的總數。 
^    有關定翼機正進行必要的改裝及相關測試，目前尚未付運。 



 
 審核 2014-15年度 答覆編號 
 開支預算 

SB198 
  

 管制管制管制管制人員的答覆人員的答覆人員的答覆人員的答覆  
   

(問題編號問題編號問題編號問題編號：：：：3172) 

總目：  (166) 政府飛行服務隊 

分目： (-) 沒有指定 

綱領： (1) 政府飛行服務 

管制人員： 政府飛行服務隊總監 (陳志培機長) 

局長： 保安局局長 

此問題出自： 開支預算  卷 1  第 250 頁  (如適用者) 

問題 (議員問題編號：1)：  

政府飛行服務隊為公眾提供搜索及救援服務，請告知本會 
 
a. 過去一年，政府飛行服務隊與內地機構、國外機構(包括海軍)，以及駐港解放軍部隊的交流 
 
b. 過去一年，政府飛行服務隊與內地機構、國外機構(包括海軍)，以及駐港解放軍部隊進行演習或訓

練的數字，以及該項目內容 
 
c. 請分別提供超級美洲豹直升機及海豚直升機去年度在各種任務之總飛行時數、以及在疏散運送傷

病者、救援、執法行動、滅火、為政府部門執行的其他工作、訓練及其他工作的飛行時數 
 
d. 請分別提供各款定翼機去年度執行不同任務之飛行時數 
 
e. 請提供以下三款飛機去年度在以下不同距離(由飛行服務隊總部計)執行任務之出勤次數。 
 
  50海里或

以下 
51-100海

里 
101-150海

里 
151-200
海里 

201-250
海里 

251-300海

里 
301海里以上 

捷流定翼

機 
              

超級美洲

豹直升機 
              

海豚直升

機 
              

 
 
f. 定翼機挑戰者 605原本之交付日期為 2013年底，請簡介現時之交付進度，以及當局評估是否需要

延長捷流定翼機之服役時間？ 
 
g. 飛行服務隊將以一款中型直昇機取代現時兩款直升機，當局計劃採購之中型直昇機，續航力及搜

索半徑之要求會否達到現時美洲豹直升機之水平？ 
 
h. 在分目 631 飛機組件、組件檢修及安全設備(整體撥款)項下的撥款 131,190,000元，較 2013-14年

度的修訂預算大幅增加 67.9%，服務隊指出這是出於在 2014-15年度“到期檢修或維修的主要飛機組



件的需求有所增加。” 請進一步說明，是何種型號之飛機，以及何種組件或檢修，導致撥款大幅上

升？  
 
提問人：馬逢國議員 

答覆： 

a.  過去一年(即 2013-14年度)，政府飛行服務隊與內地和海外政府(包括海軍)，以及中國人民解放

軍駐香港部隊(下稱「駐港部隊」)的交流次數(不包括下列(b)項所列出的演習或訓練)表列如下︰ 
 

 2013-14年度(截至28.2.2014) 

內地政府部門 1 

海外政府部門(包括海軍) 1 

駐港部隊 0 
 
b.  過去一年(即 2013-14年度)，政府飛行服務隊與內地和海外政府(包括海軍)，以及駐港部隊進行演

習或訓練的詳情如下︰ 
 

 2013-14年度(截至28.2.2014) 

內地政府部門 沒有 

海外政府部門(包括海軍) 與訪港法國軍艦進行救援演練 (1次) 

駐港部隊 沒有 

 
 
c. 去年度(即 2013-14年度)，超級美洲豹直升機及海豚直升機用以疏散運送傷病者、救援、執法行

動、滅火、為政府部門執行的其他工作、訓練及其他工作的飛行時數表列如下︰ 
 

 2013-14年度 (截至28.2.2014) 

超級美洲豹直升機 海豚直升機 
疏散運送傷病者 213 1 019 

救援 389 57 

執法行動 39 43 

滅火 145 4 

為政府部門執行的其他工作 413 606 

訓練 1 002 496 

其他工作 81 66 

總計總計總計總計 2 282 2 291 
 
 
d. 政府飛行服務隊現時共有四架定翼機。兩架捷流 41 型定翼機主要負責執行在香港水域以外進行

長程搜救、空中測量、湍流及熱帶氣旋數據收集等任務。另外兩架飛行訓練定翼機，即單引擎定

翼機(ZLIN242L 型飛機)及輕型雙引擎定翼機(DA42NG 型飛機)，主要用於為初級機師、空勤主

任、飛機工程師及飛機技術員提供培訓。去年度(即 2013-14 年度)兩架捷流 41 型、一架

ZLIN242L 型及一架 DA42NG型定翼機的飛行時數分別為 1 137小時、49小時及 80小時。 
 
 
 
 
 
 
 
 
 



e. 以下三款飛機去年度(即 2013-14年度)在不同距離(由飛行服務隊總部計算)執行任務之出勤次數表

列如下︰ 
 

  50海里 
或以下 

51-100 
海里 

101-150 
海里 

151-200 
海里 

201-250 
海里 

251-300 
海里 

301海里

以上 
捷流 41型 
定翼機 

2 1 1 7 2 0 10 

超級美洲豹 
直升機 

813 1 3 5 2 0 0 

海豚直升機 1 759 0 0 0 0 0 0 
 
 
f. 由於兩架挑戰者 605 型新定翼機在經過必要的改裝後出現未能預見的飛行穩定性問題，需要作

出修正及通過相關測試後才能付運。在新飛機投入服務前，政府飛行服務隊會繼續以捷流 41 型

定翼機執行飛行任務。 
 
g. 政府飛行服務隊計劃採購的中型直升機，其續航力及搜救飛行半徑均與超級美洲豹直升機相

若。 
 
h. 飛機組件及設備有使用年限，隨著飛行時數的增加及累積，亦會加快組件及設備的老化及耗

損，增加更換次數。此外，由於機隊不時需要改裝以應付不同飛行任務的需要，部份設備亦因

移除及安裝次數頻繁而加速耗損，因此政府飛行服務隊在 2014-15年度預算用以檢修或維修飛機

的需求有所增加，當中以直升機機隊的定期及非定期維修相關開支增幅最大。 



 
 審核 2014-15年度 答覆編號 
 開支預算 

SB373 
  

 管制人員的答覆管制人員的答覆管制人員的答覆管制人員的答覆  
   

(問題編號問題編號問題編號問題編號：：：：6058) 

總目：  (166) 政府飛行服務隊 

分目： (-) 沒有指定 

綱領： (1) 政府飛行服務 

管制人員： 政府飛行服務隊總監 (陳志培機長) 

局長： 保安局局長 

此問題出自： 開支預算  卷 1  第 250 頁  (如適用者) 

問題 (議員問題編號：411)：  

現時政府飛行服務隊擁有的 4 架定翼機及 7 架直升機的使用年期及產地分別為何；當局在未來三年

更換及添置定翼機及直升機的計劃詳情為何？ 
 
提問人：張國柱議員 

答覆： 

政府飛行服務隊現役機隊的使用年期及產地資料表列如下︰ 
 
 投入服務年份 產地 
定翼機   

捷流41型 1999 英國 
ZLIN 242L 型 2009 捷克 

DA42NG型 2013 奧地利 
直升機   

超級美洲豹AS-332 L2型 2001 及 2002 法國 
EC 155B1 型 2002 法國 

 
 
 
政府飛行服務隊已獲立法會財務委員會撥款，購買兩架新的定翼機及相關的行動裝備，以更換兩架

現役捷流 41 型定翼機。新的定翼機正進行必要的改裝及相關測試，目前尚未付運。此外，政府飛行

服務隊亦已獲立法會財務委員會撥款，購買七架直升機及相關的行動裝備，以更換現役三架超級美

洲豹 AS-332 L2型及四架 EC 155B1 型直升機。政府飛行服務隊現正草擬相關標書，預計購買合約會

在 2015-16年度批出。 
 
 



 
 審核 2014-15年度 答覆編號 

 開支預算 
SB374 

  

 管制人員的答覆管制人員的答覆管制人員的答覆管制人員的答覆     
   

(問題編號問題編號問題編號問題編號 6059) 

總目：  (166) 政府飛行服務隊 

分目： (-) 沒有指定 

綱領： (1) 政府飛行服務 

管制人員： 政府飛行服務隊總監 (陳志培機長) 

局長： 保安局局長 

此問題出自： 開支預算  卷 1  第 250 頁  (如適用者) 

問題 (議員問題編號：412)：  

過去五年，各職級的政府飛行服務隊僱員的工傷及致命工傷的次數，以及上述數字佔該職級的比例

分別為何；政府飛行服務隊每年就預防工傷及推廣職安健進行的工作分別為何？ 
 
提問人：張國柱議員 

答覆： 

過去五年，政府飛行服務隊共錄得 36宗普通工傷個案。工傷數字按職級表列如下︰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見習機師 - - - - 1 (50%) 

飛機工程師 - 1 (5%) - - - 

一級空勤主任 - 1 (25%) - - - 

三級空勤主任  1 (5%) 1 (5%) 1 (5%) 1 (5%) 

總飛機技術員 - - - 1 (33%) - 

高級飛機技術員 3 (14%) 2 (10%) - 1 (5%) 1 (5%) 

飛機技術員 4 (9%) 5 (11%) 1 (2%) 3 (6%) 3 (6%) 

高級文書主任 - - - 1 (50%) - 

一級工人 1 (100%) - - - - 

二級工人 - 1 (17%) - 1 (20%) 1 (20%) 

(    ) 括號為佔該職級人員的比例 
 
政府飛行服務隊非常重視職業安全及健康，並一直致力為員工提供安全及健康的工作環境。除了提

供職安健相關簡介予所有新聘人員外，政府飛行服務隊亦不時安排督導及前線人員接受職安健訓

練，並按季進行一般安全檢查，以跟進及改善任何不符合職安健指引的情況。政府飛行服務隊亦設

有「環境安全及健康委員會」，透過定期會議，討論職安健議題及商討對應方法，以減低相關風險。 



 
 審核 2014-15年度 答覆編號 
 開支預算 

SB375 
  

 管制人員的答覆管制人員的答覆管制人員的答覆管制人員的答覆  
   

(問題編號問題編號問題編號問題編號：：：：6060) 

總目：  (166) 政府飛行服務隊 

分目： (-) 沒有指定 

綱領： (1) 政府飛行服務 

管制人員： 政府飛行服務隊總監 (陳志培機長) 

局長： 保安局局長 

此問題出自： 開支預算  卷 1  第 251 頁  (如適用者) 

問題 (議員問題編號：413)：  

政府飛行服務隊的直升機 2012年及 2013年在晚上 10時至翌日上午 6時 59分的時段接獲近岸搜索及

救援召喚後無需額外機員或特別裝備的情況下到達現場的時間為 40分鐘內的比率分別為 79%及 78%
的原因為何？ 

提問人：張國柱議員 

答覆： 

政府飛行服務隊在 2012 年及 2013 年，曾由於天氣惡劣、需要額外時間在飛行前進行策劃、機件故

障，或需按個案實況調派機組人員進行任務，以致未能在晚上 10 時至翌日上午 6 時 59 分的時段在

40分鐘內到達搜索及救援現場。 
 



 
 審核 2014-15年度 答覆編號 
 開支預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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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管制人員的答覆管制人員的答覆管制人員的答覆管制人員的答覆  
   

(問題編號問題編號問題編號問題編號：：：：6061) 

總目：  (166) 政府飛行服務隊 

分目： (-) 沒有指定 

綱領： (1) 政府飛行服務 

管制人員： 政府飛行服務隊總監 (陳志培機長) 

局長： 保安局局長 

此問題出自： 開支預算  卷 1  第 252 頁  (如適用者) 

問題 (議員問題編號：414)：  

政府飛行服務隊 2012年及 2013年在接獲港島及離島區以外地方的召喚後無需額外機員或特別裝備

的情況下到達現場的時間為 30分鐘內的比率分別為 83%及 76%的原因為何？ 
 
提問人：張國柱議員 

答覆： 

政府飛行服務隊在 2012 年及 2013 年曾由於天氣惡劣、需要額外時間在飛行前進行策劃，或機件故

障，以致未能在 30分鐘內到達港島及離島區以外的救助現場。 
 



 
 審核 2014-15年度 答覆編號 
 開支預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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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管制人員的答覆管制人員的答覆管制人員的答覆管制人員的答覆  
   

(問題編號問題編號問題編號問題編號：：：：6062) 

總目：  (166) 政府飛行服務隊 

分目： (-) 沒有指定 

綱領： (1) 政府飛行服務 

管制人員： 政府飛行服務隊總監 (陳志培機長) 

局長： 保安局局長 

此問題出自： 開支預算  卷 1  第 250 頁  (如適用者) 

問題 (議員問題編號：415)：  

過去三年，政府飛行服務隊每年進行的空中救護服務、搜索及救援行動、執法行動及滅火工作的無

需額外機員或特別裝備及需要額外機員或特別裝備的召達次數分別為何？ 
 
提問人：張國柱議員 

答覆： 

題述的相關資料表列如下︰ 
 

 

2011 2012 2013 

無需 
額外機員 

或特別裝備 

需要 
額外機員 

或特別裝備 

無需 
額外機員 

或特別裝備 

需要 
額外機員 

或特別裝備 

無需 
額外機員 

或特別裝備 

需要 
額外機員或

特別裝備 

空中救護服務 *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搜索及救援行動 274 8 376 6 353 6 

執法行動 86 0 77 0 97 0 

滅火工作 95 0 37 0 45 0 
 
*空中救護服務的召喚次數按傷病者危急狀況統計，當局沒有備存所查詢的數據。 
 



 
 審核 2014-15年度 答覆編號 

 開支預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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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管制人員的答覆管制人員的答覆管制人員的答覆管制人員的答覆     
   

(問題編號問題編號問題編號問題編號 6332) 

總目：  (166) 政府飛行服務隊 

分目： (-) 沒有指定 

綱領： (1) 政府飛行服務 

管制人員： 政府飛行服務隊總監 (陳志培機長) 

局長： 保安局局長 

此問題出自： 開支預算  卷 1  第 250 頁  (如適用者) 

問題 (議員問題編號：58)：  

請列出最近五年飛行服務隊平均每天出勤次數；最近五年定翼機及直升機出勤所涉及的燃料費用

（以公里計）。 

 

提問人：郭家麒議員 

答覆： 

政府飛行服務隊的主要工作包括進行海陸搜索及救援行動、提供緊急空中醫療服務、支援香港警務

處及其他紀律部隊履行執法職務和提供有關訓練、協助滅火及在其他人命攸關或對財產造成損失的

緊急事故中採取行動、為空中測量工作進行拍攝及運載經保安局局長批准的乘客。最近 5 年，政府

飛行服務隊的每天平均出勤數字表列如下： 
 
 2009年年年年 2010年年年年 2011年年年年 2012年年年年 2013年年年年 
每天平均出勤次數 12 13 15 15 15 

 
政府飛行服務隊的飛機沒有安裝任何抄錶系統以紀錄飛機的飛行里數，部門只有統計每小時飛行時

數的平均燃料費用數字。最近 5 年，定翼機及直升機出勤所涉及的每小時飛行時數的平均燃料費用

表列如下：  
 

 2009年年年年 2010年年年年 2011年年年年 2012年年年年 2013年年年年 
定翼機      

捷流(元) 2,466  3,236 4,599 5,498 5,817 
ZLIN 242L 型(元) 745  1,044  1,075 1,489 1,528 
DA42NG型(元) *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802 

直升機      
超級美洲豹AS-332 L2 型(元) 2,296  3,013 4,282 5,119 5,416 

EC 155B1 型(元) 1,870 2,455 3,489 4,171 4,413 
  * DA42NG型定翼機在 2013年 1 月起投入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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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編號問題編號問題編號問題編號：：：：5690) 

總目：  (166) 政府飛行服務隊 

分目： (-) 沒有指定 

綱領： (1) 政府飛行服務 

管制人員： 政府飛行服務隊總監 (陳志培機長) 

局長： 保安局局長 

此問題出自： 開支預算  卷 1  第 250 頁  (如適用者) 

問題 (議員問題編號：60)：  

2013-14年度的預算與修訂相差數目為 2 億元，原因為何？ 
 
提問人：湯家驊議員 

答覆： 

2013-14年度的修訂預算較原來預算減少約 2.182億元，主要由於原來預計用作支付更換 2 架定翼機

的現金流量(即 2.01億元)，因該 2 架定翼機延期付運而未有在 2013-14年度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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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編號問題編號問題編號問題編號 5245) 

總目：  (166) 政府飛行服務隊 

分目： (000) 運作開支 

綱領： 沒有指定 

管制人員： 政府飛行服務隊總監 (陳志培機長) 

局長： 保安局局長 

此問題出自： 開支預算  卷 1  第 258 頁  (如適用者) 

問題 (議員問題編號：21)：  

2014至 2015年度政府飛行服務隊到中國大陸作公務考察或交流的預算為何？請告知計劃於 2014至

2015年度進行的中國大陸公務考察或交流的主題。有關當局如何避免公務外訪出現與公務無關的活

動？有關當局又如何避免更改造訪地點的申請變得徒具形式？ 
 

提問人：黃毓民議員 

答覆： 

在 2014-15年度政府飛行服務隊暫時未有具體計劃到內地相關單位考察或交流。 
 
公務外訪的開支如由公帑支付，會受到有關規例及指引規管，以確保有效監管及公帑用得其所。有

關規管包括必須在運作上有充分理由才可進行公務外訪；所有公務外訪必須事先獲得正式批准，並

避免包含非公務性質的事項；有關人員在遞交申請時，必須盡量提供有關擬進行外訪的一切所需資

料；如有關的外訪安排其後有變，有關人員必須盡快通知審批人員，而審批人員亦須評估是否需要

重新考慮該項申請等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