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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基本資料基本資料基本資料基本資料  

1.1 工程項目名稱工程項目名稱工程項目名稱工程項目名稱 

1.1.1 工程項目名稱為《於望后石谷堆填區興建的射擊場》。 

1.2 工程項目的目的及性質工程項目的目的及性質工程項目的目的及性質工程項目的目的及性質 

1.2.1 射擊是在香港舉辦的 2009 年東亞運動會中的其中一個運動項目。因此有迫切的需要去興建一

個場地，以舉行射擊比賽項目。  

1.2.2 除了用作東亞運動會比賽之外，這射擊場亦將成為香港的一個永久的射擊活動訓練和推廣場

地。繼香港運動員在 2005 年於澳門舉行的東亞運動會中贏得射擊金牌後，預計假如有常規的射擊訓練

計劃和適合的場地提供的情況下，射擊將會是一項香港運動員在國際性比賽當中能有傑出表現的運動項

目。 

1.2.3 建議的射擊場將提供設施作 2009 年東亞運動會比賽，及成為香港的一個永久的射擊活動訓練

和推廣場地。在射擊場內可以使用的槍支包括氣槍、手槍和步槍。 

1.2.4 彈藥是受到火器及彈藥規例(第 238A 章)所監管。在擬建射擊場內火器及彈藥的處理及存放將嚴

格遵守由香港警務處批准的靶場規則。槍械及火藥儲存的安排將符合防火安全及其他保安要求。擬建發

展的射擊場規則需要得到根據第 238A 章所指定的負責監管射擊場內公眾安全的警務處處長的同意。 

1.3 工程倡議人工程倡議人工程倡議人工程倡議人 

1.3.1 香港射擊聯合總會是此項申請的工程倡議人，負責 2009 年東亞運動會的射擊比賽項目。 

1.4 工程項目選址工程項目選址工程項目選址工程項目選址的工地歷史的工地歷史的工地歷史的工地歷史 

1.4.1 射擊場將位於在屯門踏石角已收復的望后石谷堆填區。圖圖圖圖 1 展示了建議的射擊場工地位置。工

地佔據著望后石谷堆填區的垃圾堆填範圍(在青山練靶場界線南面的整個南面堆填區平台)和部份的垃圾

堆填斜坡(以慣常做法由政府一併給予工程倡議人作管理之用)。 

1.4.2 工地在青山南面的一個平台，高度位於主要基準面上 150 米。工地的東面、北面和西面地勢較

高。一條為堆填區興建的通道連接望后石谷堆填區北面平台，經堆填區西面接駁龍門路（見圖圖圖圖 2）。龍

門路是一條在望后石谷堆填區南面約 700 米位於主要基準面上 6 米由東至西的行車道。工地與屯門市

區被高至主要基準面上 330 米的山脊所隔離。 

1.4.3 望后石谷堆填區南面部份將用作興建和營運建議的射擊場。作為射擊場使用的土地許可證現正

在處理當中。總作為射擊場運作的工地面積為大約 4.4 公頃(見圖圖圖圖 2 標示”申請地點邊界”)。毗連的斜坡

將一併委託予工程倡議人管理。包括斜坡的面積大約為 6.4 公 (見圖圖圖圖 2 標示斜坡)。斜坡不會有任何設

施。而不包括斜坡的範圍將視作工程項目選址。有三類靶場和相關設施如下： 

• 兩個各有 30 條射道的 10 米射程室內氣槍靶場(每名使用者用一條射道)； 

• 一個有 60 條射道的 25 米射程室外氣槍靶場(每名使用者用一條射道)； 

• 一個有 60 條射道的 50 米射程室外步槍靶場(每名使用者用一條射道)； 

• 一幢辦公室連會所及洗手間/餐飲場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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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4 泵房和變壓器房將會在望后石谷堆填區和現存環境保護署之間的地方興建，其距離工程項目選

址 360 米以上(見圖圖圖圖 2)。工地上將不設發電機。  

1.4.5 在擬建的射擊場內可使用的槍支會受到限制。可使用的槍支包括氣槍(0.177 寸口徑)、手槍

(0.22/0.32 寸口徑)、步槍(0.22 寸口徑)、全管道步槍(7.66 毫米口徑)。氣槍會在室內靶場使用，而其他

槍支會在室外靶場使用。射擊姿勢包括站立、跪或俯伏(即射擊者俯伏於放置在升高地台射擊位置的長

檯上)。擬建射擊場的運作時間為早上七時至晚上十時三十分。擬建射擊場(包括室外及室內靶場)在夜間

將不可使用。 

1.4.6 圖圖圖圖 3 展示了擬建射擊場的設計圖。圖圖圖圖 4 展示了地面層的設計圖。所有建築物只會是單層設計。

公共設備將會鋪設在地上或在地下(挖掘淺至不足 300 毫米深度鋪設，然後再回填)。不設沙井。除建築

物和公共設備外，會改動現存的通道以能作大型旅遊車和其他小型車輛之用。 

1.4.7 望后石谷堆填區從 1983 年開始運作和接收廢物，並於 1996 年關閉。堆填區收復工程於 2004

年展開，並於 2006 年完工。望后石谷堆填區現時在環境保護署的管理下由復修後護理承辦商所維護，

至 2036 年為止。 

1.5 工程項目簡介涵蓋的指定工程項目的數目及種類工程項目簡介涵蓋的指定工程項目的數目及種類工程項目簡介涵蓋的指定工程項目的數目及種類工程項目簡介涵蓋的指定工程項目的數目及種類 

1.5.1 擬建射擊場包括 25 米和 50 米射程室外靶場。該工程項目屬於《環境影響評估條例》內附表 2 

第 O.5 條的指定工程：露天射擊場。 

1.5.2 在《環境影響評估條例》下，這個建議的射擊場（以下簡稱「本工程項目」）的建造和運作需

要領取環境許可證。本工程項目簡介是為了按照《環境影響評估條例》第 5(11) 條的規定，為本工程項

目申請批准直接申領環境許可證。當中闡述了本工程項目的範圍、評估其潛在環境影響，並建議能減少

這些影響的緩解措施。同時亦顯示：本工程項目的潛在環境影響，以及本工程項目簡介所闡述的緩解措

施，均能符合《環境影響評估程序技術備忘錄》的要求。 

1.6 聯絡人資料聯絡人資料聯絡人資料聯絡人資料 

聯絡人姓名 職位 電話號碼 

李維文 主席 2504 8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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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規劃大綱及執行計劃規劃大綱及執行計劃規劃大綱及執行計劃規劃大綱及執行計劃和項目設計和項目設計和項目設計和項目設計 

2.1.1 項目將由工程倡議人及其顧問/建築承辦商負責策劃及興建。擬建射擊場所在的平台位於望后石

谷堆填區的垃圾堆填範圍。平台主要為空地，部份地方有野草生長。堆填區內有以下設施： 

• 平台覆蓋系統。平台覆蓋系統包括專利的《Barrierdrain》膜層，是一種有兩種功能，上面作為排

水層和下面是低滲透性膜層。包括土工織物再黏合上有突出圖形紋的 1 毫米厚線性低密度聚乙烯

土工膠膜上。在上面再加上不少於 850 毫米厚度的覆蓋層並噴草。  

• 斜坡覆蓋系統。以不少於 2 米厚度的泥土覆蓋，並有適當的植物種植。 

• 滲濾污水處理設施。從堆填區收集並處理滲濾污水，污水會處理至要求的排放標準後再排放到公

共污水渠。 

• 堆填區沼氣收集系統。收集堆填區沼氣以重新獲得能源產生熱力作滲濾污水處理設施之用。一座

以堆填區沼氣作燃料的發電機會使用過剩的堆填區沼氣發電。過量的堆填區沼氣會經燃燒設備燃

燒。 

2.1.2 在與環境保護署的協議下，復修後護理承辦商負責運作和維護復修設施，為期 30 年。在復修

後協議期間內，復修後護理承辦商需要對滲濾污水、堆填區沼氣、地下水、地面水和滋擾作環境監察。

因此，設計和決定擬建射擊場建築物位置時，會避免影響現存的堆填區修復設施。另一方面，根據環境

保護署的通知，平台覆蓋系統的設計載荷能力為每平方米 60 千牛頓。故此，擬建射擊場只會有單層的

建築物，基腳亦會設計至載荷量在每平方米 60 千牛頓的範圍內，並且不需打樁和很深的挖掘。只需要

為鋪設地下設施以作出不深於 300 毫米的淺土挖掘。 

2.1.3 初步訂出的規劃及實施時間表如下。  

表表表表 1: 初步訂出的初步訂出的初步訂出的初步訂出的規劃及實施時間表規劃及實施時間表規劃及實施時間表規劃及實施時間表 

規劃及實施規劃及實施規劃及實施規劃及實施工序工序工序工序 實施實施實施實施時時時時間間間間 

城市規劃條例下之申請 2007 年 6 月 – 2007 年 12 月 

詳細設計 2007 年 8 月 – 2008 年 1 月 

興建射擊場 2008 年 6 月 – 2008 年 12 月 

申請營業許可證 2009 年 1 月 – 2009 年 2 月 

2009 年東亞運動會前的運作 2009 年 3 月 – 2009 年 11 月 

2009 年東亞運動會 2009 年 12 月 

 

2.1.4 擬建射擊場需於 2009 年 12 月為 2009 年東亞運動提供場地用作舉行射擊比賽之用。同時亦需

要在 2009 年東亞運動會前的運作中測試場地表現，以給予時間作進一步改善，令運動會射擊比賽能夠

順利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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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周圍環境的主要元素周圍環境的主要元素周圍環境的主要元素周圍環境的主要元素  

3.1 基本情況基本情況基本情況基本情況 

3.1.1 望后石谷堆填區(在位於主要基準面上大概 150 米)從以前直至 1996 年都是用作堆填區，在

2006 年修復完成。一條現時的通道接駁望后石谷堆填區和龍門路(在位於主要基準面上大概 6 米)。望后

石谷堆填區的北面平台在青山練靶場界線範圍以內，而南面平台在屯門區計劃大綱圖(S/TM/23)的周

邊。擬建射擊場位於望后石谷堆填區南面平台上。工地和毗連的地方(青山練靶場界線範圍以內的地方

除外) 現時規劃為綠化地帶。 

3.1.2 工地東面、北面和西面是山，比工地為高。工地東面的山脊達主要基準面上 330 米，因此完全

阻隔東面的市區。工地南面沿龍門路現時有工業(內河碼頭)和臨時娛樂(高球港)用途的發展。 

3.1.3 另外，在工地西南面的小冷水堆填區有一個已規劃的渡假營。渡假營的高度將低於擬建射擊

場，並會被達主要基準面上 245 米的山坡所分隔開，即渡假營會被地勢所遮蔽。而且，水平分隔距離達

大概 1.1 公里。 

3.1.4 工地遠離海域，與距離最近(在東南面)的海域有 700 米距離。在工地西面通道的對面有一條由

北至南的溪澗。工地和溪澗的分隔距離大概為 100 米。  

3.1.5 距離最近的具特殊科學價值地點是位於 1.4 公里外的小冷水(已知的過冬蝴蝶)和 500 米外的青

山(為風鈴草群及桔梗的生長地，在其東及西面更有密林，當中存有如哈蜜紫羅蘭等稀有灌木叢)。 

3.1.6 圖圖圖圖 1 展示工地位置和四周環境，並突出了現時和已規劃的用途發展作參考之用。 

3.2 噪音敏感受體噪音敏感受體噪音敏感受體噪音敏感受體 

3.2.1 根據《環境影響評估程序技術備忘錄》（EIAO-TM）附件 13，潛在噪音敏感受體(NSRs)包括

住宅、機構和其他如旅舍和郊野公園的用途。  

3.2.2 現時距離最接近的住宅用途建築物是位於屯門市區西面周邊的青山村散石灣南村。村的高度為

主要基準面上 70 至 80 米，工地被達主要基準面上 330 米的山坡完全阻隔。村和工地的水平分隔距離

達大概 940 米。現時距離最接近的機構用途建築物是位於美樂花園內的幼稚園，其位置在青山村散石灣

南村以東和東南面，地勢高度亦較低。 其水平距離遠於 1.3 公里。 

3.2.3 在小冷水近小冷水堆填區規劃了一個東華醫院青少年渡假營，位於工地西南面，高度約主要基

準面上 50 至 70 米。和工地的水平分隔距離接近 1.1 公里。而且，渡假營和工地會被達主要基準面上約

245 米的山坡完全阻隔。 

3.3 空氣敏感受體空氣敏感受體空氣敏感受體空氣敏感受體 

3.3.1 根據 EIAO-TM，所有住宅、酒店、旅舍、醫院、診所、托兒所、臨時房屋、學校、教育機構、

辦公室、工廠、店舖、購物商場、圖書館等均屬於空氣敏感受體。 

3.3.2 望后石谷堆填區的環境保護署辦公室位於工地南部 500 米以外。  

3.3.3 現時距離最接近的娛樂 (高球港) 和工業用途發展位於龍門路旁，在工地南面 700 米以外。  

3.3.4 根據屯門區計劃大綱圖(S/TM/23)，高球港是位於龍門路旁被規劃為「其他指定用途」（火葬

場，骨灰甕安置所葬儀服務中心及休憩用地)的範圍（約 22 公頃）。與工地的最短距離為超過 200 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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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5 現時娛樂用途發展和將來的火葬場發展將被視為空氣敏感受體。 

3.3.6 圖圖圖圖 6 展示了工地四周已被確定的空氣敏感受體的位置。 

3.4 潛在環境污染源頭潛在環境污染源頭潛在環境污染源頭潛在環境污染源頭 

3.4.1 建議的發展項目包括一幢辦公室連會所建築物。辦公室將採用合適窗口式分體冷氣或/及抽氣扇

作通風之用，並配以連密封墊的窗戶等良好的隔音設備，因此環境噪音不會是一個問題。 

3.4.2 可能影響建議發展項目的潛在環境污染源頭包括在工地上的已修復的望后石谷堆填區排氣管釋

放出的堆填區沼氣，和距離工地超過 500 米以堆填區沼氣作為滲濾污水處理設施燃料的望后石谷堆填區

燃燒設備排放的污染物。根據其設備的煙囪監測數據，該設施排放的污染物水平未有超出規限 (見附錄附錄附錄附錄

D 的表 S2.8.1.6)，而在燃燒過程中將不會產生任何顯著的空氣污染物排放，因此預期經由遠距離(多於

500 米)擴散後將不會對鄰近的空氣敏感用途構成不可接受的空氣質素影響。滲濾污水處理設施是個位

於工地 500 米外的密封設施。由設施所引致的潛在氣味影響並不大。另外，青山練靶場內的射擊活動亦

可能產生如鉛塵埃釋放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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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對環境可能造成的影響和納入設計中的環境保護措施對環境可能造成的影響和納入設計中的環境保護措施對環境可能造成的影響和納入設計中的環境保護措施對環境可能造成的影響和納入設計中的環境保護措施 

4.1 基本情況基本情況基本情況基本情況 

4.1.1 工地位於望后石谷堆填區。工地平台主要為空地，部份地方有野草生長但沒有樹木。工地沒有

任何高的生態價值。工地及其毗連地方沒有水體。工地離屯門主要發展地區很遠。建議的工程項目只有

單層的建築物。最接近的住宅高樓是美樂花園和蝴蝶邨(即視覺敏感受體)，位於工程項目選址東面超過

1.2 公里，而且被山脊完全遮蔽。同樣地，建議射擊場所處的地方高度位於主要基準面上 150 米，因此

從位於主要基準面上 6 米的龍門路(另一視覺敏感受體)不能望到工程項目選址。工程項目選址和龍門路

的分隔距離超過 650 米，建議射擊場在建築和營運期間將不會對視覺敏感受體做成顯著的視覺影響。 

4.1.2 最接近的住宅/機構用途發展(包括現存和已規劃的設施)位於工地距離大約 1 公里，而且完全被

地勢所遮蔽。而現存最接近的辦公室是位於 500 米外的環境保護署辦公室。已規劃的最接近辦公室用途

將會是火葬場的辦公室，但目前為止還沒有設計資料作參考。最接近的水體在工地 100 米外。 

4.1.3 在龍門路旁已規劃的火葬場和骨灰甕安置所與小冷水的渡假營還沒有實施時間表。因此在擬建

射擊場建造完成前，這些發展項目能夠開始運作的機會很低。這些已規劃的發展項目將不會受到項目工

程在建造時的影響。 

4.1.4 擬建射擊場只會涉及興建幾幢單層建築物，建築規模有限，因此不認為會造成顯著的影響。因

為地處偏遠，在營運期間的影響亦是有限度的。雖然射擊活動可能產生噪音，但因為擬建射擊場與噪音

敏感受體距離遠，並且已完全被遮蔽，因此不認為會產生任何不能接受的影響。 

4.1.5 另一方面，由於擬建項目位於已復修的堆填區上，所以應顧及到潛在的堆填區沼氣危險。 

4.1.6 個別環境影響會在下面有所論述。 

4.2 噪音影響噪音影響噪音影響噪音影響 

建築期間 

4.2.1 建築噪音是受《噪音管制條例》所管制。在條例下禁止在受管制時段(平日晚上 7 時至早上 7 時

及包括星期日的公眾假期任何時間)在沒有由當局發出有效的建築噪音許可證下使用機動設備。《管制

建築工程噪音（撞擊式打樁除外）技術備忘錄》註明了發出許可證的要求和程序。 

4.2.2 在一般工作時間(即不是星期日及公眾假期日子的上午 7 時至晚上 7 時)下，一般建築工作對噪

音敏感受體可開窗戶的噪音影響需根據在 EIAO-TM 附件 5 表 1B 的指引作評估。指引的噪音標準分別

是：住宅為 75 分貝(A)，教育機構為 70 分貝(A)，當進行考試時為 65 分貝(A)。 

4.2.3 項目工程建造時，主要的噪音將會來自機動設備。這個項目不需要打樁和很深的挖掘，主要的

地盤平整工作包括填土和壓土。其他地面結構建築和公共設備安裝工作不可能產生過量的噪音影響。 

4.2.4 項目工程建造時，最接近的噪音敏感受體是青山村散石灣南村，但被完全遮蔽和距離工地約 1

公里。 

4.2.5 由於噪音敏感受體所在很遠和完全被地勢所遮蔽，而且機動設備的應用將會很有限，因此預期

不會有不能接受的建築噪音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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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6 在任何情況下，擬建射擊場的建築承辦商需要遵守和符合《噪音管制條例》及其附例。建築承

辦商需要實施最佳管理辦法的做法去控制和減緩由工地產生的噪音以使影響減到最少。所有在工地使用

的設施需要適當地維持在良好的運作狀態，嘈雜的建築活動需要加上滅聲器、減音器、隔音布、護罩、

隔音棚和屏幕等設備或其他方法有效把噪音降低，避免對附近的噪音敏感受體產生騷擾。建築承辦商在

建造時需要設計和安排工作方法以使對附近環境的噪音影響減至最少，並需提供有經驗和經過適當訓練

的人員確保能實施這些方法。 

營運期間 

4.2.7 擬建射擊場在射擊活動時會產生噪音。其他工地上的設施不認為是嘈雜的。氣槍產生的噪音很

有限，而且只會在室內的靶場使用。室內靶場將採用窗口式分體冷氣機或/及抽氣扇作空氣調節之用，

並且配以連密封墊的窗戶等良好隔音裝置。預期室內氣槍靶場的運作將不會產生顯著的噪音影響。  

4.2.8 室外靶場不會在夜間使用，因此預期不會有夜間噪音影響。 

4.2.9 小冷水的渡假營和青山村散石灣南村及其他屯門區內的噪音敏感用途發展都很遙遠，和不能直

接望見擬建射擊場。雖然如此，因為射擊場產生出來的噪音的脈衝和斷續性，所產生的影響相信比其他

典型的噪音源為大。已規劃的小冷水渡假營和青山村散石灣南村被選作評估之用。 

4.2.10 根據 EIAO-TM，噪音標準是(a) 低於《管制非住用處所、非公眾地方或非建築地盤噪音技術備

忘錄》(TM-1)表 3 所示可接受的噪音聲級 5 分貝(A) ，或 (b)現有背景噪音聲級(適用於比可接受的噪音

聲級低 5 分貝(A)的低噪音地方)。根據 TM-1，一個噪音敏感受體的可接受的噪音聲級取決於時段及

「地區對噪音感應程度的級別」。 

4.2.11 已規劃的渡假營位於包括有暫時性填料庫，回收園和內河碼頭的屯門第 38 區附近。渡假營會

直接受這些發展影響。因此該地區的「地區對噪音感應程度的級別」被定為”C”級。至於青山村散石灣

南村則會受到龍富路直接影響。該地區的「地區對噪音感應程度的級別」被定為”A”級。兩處地區在日

間和傍晚時間的可接受的噪音聲級分別是 70 分貝(A)及 60 分貝(A)。 

4.2.12 在 2007 年 9 月 13 日的日間量度了這兩個地方的背景噪音。附錄附錄附錄附錄 A 展示了當時的量度位置。 

背景在大約 15 至 20 分鐘後當等效連續噪音聲級數值維持不變時，背景噪音讀數便被記錄下。就當時

現場所觀察到，小冷水堆填區的噪音環境主要來自內河碼頭和龍門路的交通。另一方面，青山村散石灣

南村的噪音環境主要是交通噪音。因為有樹木或地勢遮擋的關係，在這兩個地方的量度位置都不能直接

望到主道路。基於量度結果，下面表表表表 2 描述了背景噪音水平和可應用的標準。 

表表表表 2: 背景噪音量度結果及背景噪音量度結果及背景噪音量度結果及背景噪音量度結果及可應用的可應用的可應用的可應用的標準標準標準標準 

噪音噪音噪音噪音敏感受體敏感受體敏感受體敏感受體 量量量量度出的度出的度出的度出的背景背景背景背景

噪音噪音噪音噪音 

低於可接受的噪低於可接受的噪低於可接受的噪低於可接受的噪

音聲級音聲級音聲級音聲級 5 分貝分貝分貝分貝(A) 

可應用的標可應用的標可應用的標可應用的標

準準準準 

位於小冷水已規劃的渡假營 56.8 分貝(A) 65 分貝(A) 56.8 分貝(A) 

青山村散石灣南村 58.6 分貝(A) 55 分貝(A) 55 分貝(A) 

 

4.2.13 噪音將會在室外和半開放式的靶場射擊時才能產生和影響及周圍的地方。10 米射程室內氣槍靶

場會完全被遮蔽，因此噪音在穿過密閉房間出來後不可能會顯著。而且室內靶場只會用作氣槍射擊，比

其他槍械產生較少的噪音。所以由室內靶場產生的噪音不算顯著，亦不會在是次研究中考慮。而另外兩

個室外靶場產生的噪音則會在評估中考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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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14 分別在 2007 年的 6 月 1 日和 6 月 4 日在香港槍會和香港射擊總會以槍擊進行噪音測試。測試

包括不同的槍械，如氣槍、手槍、步槍和霰彈槍。在量度每一種槍械時，會在 5 個不同位置(在槍擊位

置正前面和 4 個周圍的位置)量度，而當中最高的噪音水平會用作推論噪音影響。 

4.2.15 下面的表綜合了槍擊量度結果。附錄附錄附錄附錄 B 展示了詳細的噪音量度結果。 

表表表表 3: 噪音測量結果噪音測量結果噪音測量結果噪音測量結果摘要摘要摘要摘要 

槍枝槍枝槍枝槍枝 每槍每槍每槍每槍最高最高最高最高暴露聲級暴露聲級暴露聲級暴露聲級 量度距離量度距離量度距離量度距離 可應用的可應用的可應用的可應用的靶場靶場靶場靶場 

氣槍 91.7 分貝(A) 2 米 10 米射程室內氣槍靶場 

.22 寸口徑步槍 105.0 分貝分貝分貝分貝(A) 2 米 50 米射程室外靶場 

9 毫米口徑手槍 113.7 分貝(A) 2 米 25 米射程室外靶場 

.45 寸口徑手槍 114.4 分貝分貝分貝分貝(A) 2 米 25 米射程室外靶場 

.22 寸口徑手槍 105.4 分貝(A) 2 米 25 米射程室外靶場 

.32 寸口徑手槍 106.3 分貝(A) 2 米 25 米射程室外靶場 

.38 寸口徑左輪手槍 110.5 分貝(A) 2 米 25 米射程室外靶場 

*粗體字代表對應於每一個靶場的最高暴露聲級，並會用作噪音評估之用 

 

4.2.16 據香港射擊聯合總會提供的資料，以噪音作考慮的最差情況為 25 米射程和 50 米射程室外靶場

的 120 條槍道在同時運作。在 50 米射程和 25 米射程室外靶場內，最高槍擊頻率為每條槍道每 5 分鐘

有 5 次槍擊。在 30 分鐘時段內，50 米射程和 25 米射程室外靶場內最多各有 1800 次槍擊。 

4.2.17 假設噪音源為點噪音源來計算距離噪音減弱的程度。脈衝修正系數假設為+3 分貝。因為地勢的

遮蔽能大量地把噪音減低，屏障的隔聲修正系數假設為-15 分貝。聲音反射的修正系數假設為+3 分貝，

以充分考慮牆壁反射。在位於小冷水已規劃的渡假營和青山村散石灣南村的噪音敏感受體的噪音量計算

如下： 

表表表表 4: 槍砲射擊所致槍砲射擊所致槍砲射擊所致槍砲射擊所致的噪音影響計算的噪音影響計算的噪音影響計算的噪音影響計算 

位於小冷水的渡假營位於小冷水的渡假營位於小冷水的渡假營位於小冷水的渡假營 25 米射程室外靶場米射程室外靶場米射程室外靶場米射程室外靶場 50 米射程室外靶場米射程室外靶場米射程室外靶場米射程室外靶場 

一次槍擊的參考暴露聲級 114.4 分貝(A) 105.0 分貝(A) 

參考距離 2 米 2 米 

30 分鐘內的槍擊數量 1800 1800 

與噪音敏感受體的距離 1100 米 1100 米 

脈衝修正系數 +3 分貝(A) +3 分貝(A) 

屏障的隔聲修正系數 -15 分貝(A) -15 分貝(A) 

聲音反射的修正系數 +3 分貝(A) +3 分貝(A) 

   

在參考距離 30 分鐘內的暴露聲級 147.0 分貝(A) 137.6 分貝(A) 

在沒有修正下噪音敏感受體 30 分鐘內的暴露聲級 92.1 分貝(A) 82.7 分貝(A) 

在沒有修正下噪音敏感受體的等效連續噪音聲級（30 分鐘
的量度） 59.6 分貝(A) 50.2 分貝(A) 

經脈衝、屏障的隔聲和聲音反射修正後的等效連續噪音聲
級（30 分鐘的量度） 50.6 分貝(A) 41.2 分貝(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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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總總總等效連續噪音聲級等效連續噪音聲級等效連續噪音聲級等效連續噪音聲級（（（（30 分鐘的量度分鐘的量度分鐘的量度分鐘的量度）））） 51.1 分貝分貝分貝分貝(A)  

可應用的標準可應用的標準可應用的標準可應用的標準 56.8 分貝分貝分貝分貝(A)  

是否符合標準是否符合標準是否符合標準是否符合標準? 是是是是  

青山村散石灣南村青山村散石灣南村青山村散石灣南村青山村散石灣南村 25 米射程室外靶場米射程室外靶場米射程室外靶場米射程室外靶場 50 米射程室外靶場米射程室外靶場米射程室外靶場米射程室外靶場 

一次槍擊的參考暴露聲級 114.4 分貝(A) 105.0 分貝(A) 

參考距離 2m 2m 

30 分鐘內的槍擊數量 1800 1800 

與噪音敏感受體的距離 940m 940m 

脈衝修正系數 +3 分貝(A) +3 分貝(A) 

屏障的隔聲修正系數 -15 分貝(A) -15 分貝(A) 

聲音反射的修正系數 +3 分貝(A) +3 分貝(A) 

   

在參考距離 30 分鐘內的暴露聲級 147.0 分貝(A) 137.6 分貝(A) 

在沒有修正下噪音敏感受體 30 分鐘內的暴露聲級 93.5 分貝(A) 84.1 分貝(A) 

在沒有修正下噪音敏感受體的等效連續噪音聲級（30 分鐘
的量度） 61.0 分貝(A) 51.6 分貝(A) 

經脈衝、屏障的隔聲和聲音反射修正後的等效連續噪音聲
級（30 分鐘的量度） 52.0 分貝(A) 42.6 分貝(A) 

   

總總總總等效連續噪音聲級等效連續噪音聲級等效連續噪音聲級等效連續噪音聲級（（（（30 分鐘的量度分鐘的量度分鐘的量度分鐘的量度）））） 52.4 分貝分貝分貝分貝(A)  

可應用的標準可應用的標準可應用的標準可應用的標準 55 分貝分貝分貝分貝(A)  

是否符合標準是否符合標準是否符合標準是否符合標準? 是是是是  

 

4.2.18 基於結果，因為工地位處偏僻和被地勢遮蔽的關係，在最差情況下的預測噪音水平是在可接受

標準內。 

4.2.19 不過，露天的射擊場仍然會設置無空隙的圍牆，圍牆將會有 3.5 米高，包括射擊棚 1.5 米高的

地台升高部分。圖圖圖圖 5 顯示了露天靶場的剖面。露天靶場的三面會有以木隔板建造的圍牆。考慮到所有發

現的噪音敏感受體全都位於比建議射擊場低的位置，這些建議的措施將會幫助確保在射擊活動和噪音敏

感受體間不能直接望見和或增加遮蔽的程度，從而可減輕噪音影響。 

4.2.20 每個射擊場均會有由香港警察批准的射擊場規則。將準備射擊場規則，包括開放時間，准許使

用的武器等資料。而這些資料是會和工程項目簡介內噪音影響評估所基於的資料吻合的。在建議射擊場

運作期間將嚴格遵守射擊場規則，所以不會因為違反規則而増加噪音影響。附錄附錄附錄附錄 C 顯示了為射擊場規

則準備的射擊場規則，規則或需再修改待有關部門批准。 

4.3 空氣質素影響空氣質素影響空氣質素影響空氣質素影響 

4.3.1 香港主要規管空氣污染的法例是《空氣污染管制條例》(第 311 章). 在香港有設立空氣質素指

標，說明不同污染物的法定濃度限制和在特定的時期內最多可容許超過的次數。《環境影響評估程序的

技術備忘錄》中有轉載這些空氣質素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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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2 除空氣質素指標外，《環境影響評估條例》下發佈的《環境影響評估程序的技術備忘錄》附件

4 中設立了一小時平均懸浮粒子總量為每立方米 500 微克的標準作建築塵埃影響評估之用。 

4.3.3 包括了辦公室的建議射擊場在運作期間屬於空氣敏感用途。另一方面，在建築和營運期間，這

個工程項目亦將對附近的空氣敏感用途產生空氣質素影響。 

背景空氣質素 

4.3.4 工程項目選址位於望后石谷堆填區的垃圾堆填範圍之內，但於屯門青山練靶場以外。根據環保

署出版的《香港空氣質素報告》，環保署最接近工程項目選址的空氣質素監測站位於元朗。另外，中電

位於蝴蝶邨及龍鼓灘的空氣質素監測站亦鄰近工程項目選址。各項污染物的背景空氣質素水平是基於最

近 5 年的年均污染物水平計算所得，並列出如下。根據背景空氣質素水平，懸浮粒子總量及可吸入懸浮

粒子均超出了空氣質素指標。 

表表表表 5: 背景空氣質素背景空氣質素背景空氣質素背景空氣質素 

空氣質素監測站空氣質素監測站空氣質素監測站空氣質素監測站 二氧化硫二氧化硫二氧化硫二氧化硫 懸浮粒子總懸浮粒子總懸浮粒子總懸浮粒子總

量量量量 

可吸入懸浮可吸入懸浮可吸入懸浮可吸入懸浮

粒子粒子粒子粒子 

二氧化氮二氧化氮二氧化氮二氧化氮 

環保署的元朗監測站 24µg/m
3
 100µg/m

3
 62µg/m

3
 60µg/m

3
 

中電的蝴蝶邨監測站 17µg/m
3
 - - 43µg/m

3
 

中電的龍鼓灘監測站 12µg/m
3
 - - 28µg/m

3
 

空氣質素指標 (年均值) 80µg/m
3
 80µg/m

3
 55µg/m

3
 80µg/m

3
 

µg/m
3
=每立方米微克每立方米微克每立方米微克每立方米微克量量量量 

 

建築期間 

4.3.5 工程項目會盡量就著現時地勢而設計。因此不預期有大規模的工地平整工作。當項目建造時，

不會有深度大的挖掘。因為建築規模有限，產生塵埃的活動如工地平整時的起卸、深度小的挖掘和回填

等都預期輕微。最接近的空氣敏感受體是環保署的工地辦公室和在工地南面龍門路旁娛樂設施的辦公

室，但分隔距離超過 500 米。因此預期工程項目不會引致不可接受的空氣質素影響。 

4.3.6 在任何情況下，工程建築承辦商需要遵守和符合《空氣污染管制條例》及其附例，特別是《空

氣污染管制（露天焚燒）規例》，《空氣污染管制（建造工程塵埃）規例》和《空氣污染管制（煙霧）

規例》。建築承辦商需要無時無刻遵照最佳管理辦法，避免建築活動產生塵埃滋擾和煙霧。建築承辦商

需要確保在有需要時有足夠的水儲存和供應以作抑制塵埃。建築承辦商在建造時需要設計和安排工作方

法以使對附近環境的塵埃影響減至最少，並需提供有經驗和經過適當訓練的人員確保能實施這些方法。 

營運期間-對建議射擊場內空氣敏感受體可能產生的影響 

4.3.7 在工程項目邊界 500 米範圍內的潛在排放源包括堆填區內排氣管排放的堆填區沼氣。工地內不

會有發電機，並且不預期有由燃燒燃料引致的排放。其他的排放源包括滲濾污水處理設施燃燒系統等是

位於工程項目工地 500 米外。 

評價由排氣管的排放產生的影響 

4.3.8 沿工地東北面邊界有兩支排氣管，另外有兩支在工地以外的南面平台端，而建議中的空氣敏感

用途接近西南面邊界，因此工地與排氣管的距離拉至最遠。辦公室連會所及洗手間/餐飲場所與最近的

排氣管相隔的距離分別為 115 米及 90 米。排氣管是用作阻止堆填區沼氣積累，因此預期堆填區沼氣會

從排氣管釋放到大氣層。甲烷、氧氣和二氧化碳是堆墳區沼氣的主要成分，並會由復修後護理承辦商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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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監測。附錄附錄附錄附錄 D 的表 S.2.8.1.4 顯示了排氣管監測記錄。除卻甲烷和二氧化碳之外，預期沒有其他顯著

的空氣污染排放。另一方面，望后石谷堆填區的復修後護理承辦商進行定期的堆填區沼氣及空氣監察，

當中包括表面氣體排放的調查、鑽孔及水壓計的監察、工地內建築物的堆填區沼氣監察、工地外建築物

的調查、排氣管的監察、煙囪排放的監察、抽氣井的監察、塵埃監察、大氣有機物排放的監察、氣味監

察及氣候監察。根據由復修後護理承辦商在望后石谷堆填區所監測的揮發性有機化合物（附錄附錄附錄附錄 D 的表

S.2.8.5.2）最新量度數據(自 2007 年起)顯示周遭的揮發性有機化合物水平普遍遠低於規限。預期沒有

顯著的揮發性有機化合物排放影響。根據由復修後護理承辦商在望后石谷堆填區所錄得的氣味監測數據

（附錄附錄附錄附錄 D 的表 S.2.8.5.3），並未錄到有氣味。預期不會產生顯著的氣味影響。 

4.3.9 甲烷本身不含毒性但易燃。因此必須謹慎以避免甲烷積累至可點燃和爆炸的水平。另一方面，

二氧化碳的積累會引致窒息的危險。 

4.3.10 再者，望后石谷堆填區的復修工作已經在 2006 年完成。在與環保署的合約下，復修後護理承

辦商負責在往後 30 年內維修和監測設施，以確保沒有過量的堆填區沼氣排放到大氣層。預計將來不會

對設施使用者產生不可接受的影響。 

營運期間-對工地外的空氣敏感受體可能產生的影響 

4.3.11 在建議射擊場 500 米範圍內沒有現存的空氣敏感受體。至於以已規劃的用途而論，在工地南面

龍門路旁的火葬場/骨灰甕安置所會有部份地方在建議射擊場 500 米範圍內。現時還沒有規劃用途的詳

細資料，因此假設將可能有屬於空氣敏感受體的潛在設施在建議射擊場 500 米範圍內。 

4.3.12 建議射擊場內會有電力供應。建議的發展項目不需依賴柴油發電，因此由燃燒燃料所產生的污

染在此不是問題。 

4.3.13 氣槍將會以二氧化碳發動。使用氣槍時不會產生污染物。因此，室內靶場的通風排氣管不會排

放污染物。 

4.3.14 另一方面，在平常情況下，槍彈射擊時會產生少量的排放。第一，含鉛的槍彈射擊主要會包括

約 97%的鉛。因含鉛子彈碎開而產生的鉛塵埃(包括鉛金屬，鉛離子和氧化鉛)是最主要的空氣污染來

源。第二，槍彈射擊會包括燃燒藥引混料。藥引混料含有重氮二硝基苯酚，鉀鹽和惰性敏化劑(陶粉)，

但不含鉛化合物(即無鉛)，因此燃燒藥引混料本身不會帶來鉛煙排放。可是，當熱空氣在和含鉛子彈通

過槍管發生作用時會產生少量鉛煙。最後，子彈在撞向目標時或會碎裂成較小的粒子，因而產生鉛塵

埃。 

4.3.15 明白到槍彈射擊時大部份風媒的鉛是來自子彈射出。鉛主要是以鉛塵埃或鉛煙的型態經由空氣

所傳播。由於重的金屬粒子很難被風帶到很遠的距離，大部份的(主要是鉛塵埃)鉛排放會在排放源附近

沈積。槍彈射擊時的拉力是脈衝式的，故不被認為是把鉛粒子帶到遠處的重要途徑，幾乎所有的鉛排放

會被視為小範圍的排放。而且，建議射擊場的設計是在槍彈射擊時會向著東北面的山坡地而最接近的空

氣敏感受體(火葬場/骨灰甕安置所)是位於南面的，其實拉力會把鉛塵埃和鉛煙帶離空氣敏感受體。 

4.3.16 無鉛燃燒藥引混料能有效防止鉛煙的排放，並且將會應用於在擬建射擊場內使用的槍械，所以

鉛煙排放將不會是需關注的項目。 

4.3.17 最後，為了將產生微粒的機會減至最低，豎立在標靶後用以收集子彈的擋子彈設施會採用軟的

檔網，從而令子彈不會碎開，以避免子彈射向標靶時產生鉛塵埃
1
。從圖圖圖圖 5 中可以看到，擋子彈設施會

採用木隔板和沙包。並會建造離地面 3.5 米高的圍牆進一步阻擋和減輕在靶場內較重的鉛塵埃飄散。 

                                                      
1
 USEPA, 2005 年 6 月, Best Management Practices for Lead at Outdoor Shooting Ran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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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18 青山練靶場中心距離工地約有 3.3 公里。為防止對公眾構成滋擾，將可合理地假設青山練靶場

內的射擊練習會在練靶場中心位置遠離練靶場邊緣的地方進行。而且，自工程項目選址眺望 500 米至

700 米的距離內並未發現有射擊訓練。因為所有最接近的空氣敏感受體都是在工程項目選址南面，而且

遠離青山練靶場和可能的射擊練習地點。考慮到空氣敏感受體遠離工程項目選址，工程項目選址內的排

放有限和與青山練靶場內可能的射擊練習地點距離更遙遠的關係，建議射擊場在有緩解措施實行下對空

氣敏感用途所產生的潛在空氣質素影響與和青山練靶場同時運作時的累積性影響均不顯著。 

4.4 水水水水質質質質污染污染污染污染 

4.4.1 在 1980 年生效的《水污染管制條例》〔第 358 章〕是香港主要的水質控制法例。在《水污染

管制條例》之下，香港水域被劃分為 10 個水質管制區。每一個水質管制區都有法定的水質指標。需達

到和維持在《水污染管制條例》訂下的水質指標以促進保護和善用水資源來符合公眾利益。 

4.4.2 《水污染管制條例》第 21 章所發出的《技術備忘錄──排放入排水及排污系統、內陸及海岸

水域的流出物的標準》中定義了不同類型接收水域的可接受的流出物排放標準。在條例之下，除家居流

出物排放到公眾污水渠和未被污染的水排放到雨水渠和河流外，如有排放入水質管制區需要牌照和遵守

牌照下的有關條款。 

建築期間 

4.4.3 包括由其在雨季的徑流和洗滌水的流出物，被燃油污染的液體和不當的工程項目選址內部管理

都會引致水質污染。 

4.4.4 在有需要時，徑流和其他排放會以現時或臨時的雨水渠收集。並會提供沙收集器和油截流管。 

4.4.5 工地內及毗連沒有水體。在工程項目選址西面 100 米的分隔距離有現存的溪/渠。而海邊遠離工

程項目選址，有超過 700 米的分隔距離。建議的工程項目不認為會對所發現的水體有直接的水質影響。 

4.4.6 在任何情況下，工程建築承辦商需要遵守和符合《水污染管制條例》及其附例。建築承辦商在

建造時需要設計和安排工作方法以使對工程項目選址內外水質的不良影響減至最少。建築承辦商需要遵

從由環保署署長發出的《專業人士環保事務諮詢委員會專業守則》PN1/94「建築工地排水」守則和負

責設計、建造、營運和維護所有緩解措施。 

營運期間 

4.4.7 工程項目會提供放置在地面的貯水箱和化學洗手間設施。所有廢棄物會儲在貯水箱內，然後由

廢棄物處理代理商負責棄置。工程項目會提供明渠收集雨水。將遵從《水污染管制條例》的要求，不會

批准排放污水。因此，預期沒有不能接受的水質影響。 

4.4.8 射擊活動不如其他運動項目般會吸引大量的觀眾，預期人群高峰期只會在大型活動如東亞運動

會中出現。根據推算，預料最多會有 500 名人次，當中包括觀眾及工作人員。假定每個人的設計流量為

每日 23 公升，最多每日將產生 11.5 立方米的廢水。貯水箱的預算容量將定為每日最高流量的兩倍，即

23 立方米。污水將安排於使用高峰期間作每日排放。預期由污水引到的影響並不顯著。 

4.5 生態影響生態影響生態影響生態影響 

4.5.1 工程項目選址是在 2006 年完成復修工程的望后石谷堆填區垃圾堆填範圍內。工程項目選址主

要由已被滋擾的土地和少部份草地組成。在工程項目選址內沒有發現任何重要的品種和高生態價值的棲

息地。建議的工程項目不會引致顯著的直接生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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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2 在屯門區內發現的具特殊科學價值地點（青山及小冷水）均遠離工程項目選址（分別相距 500

米及 1.4 公里）。最接近的青山具特殊科學價值地點，其重要性是針對植物群。另一方面，小冷水的具

特殊科學價值地點與擬建射擊場將受地勢所阻隔。基於兩處具特殊科學價值地點距離工程項目選址頗遠

而小冷水又受到天然屏障的保護，興建擬建的射擊場將不會對工程項目選址以外地方構成顯著的影響。

另外，在項目的營運期間，射擊活動只限於在室內靶場或於三面豎立圍板作遮擋的室外靶場內進行。由

於距離遠和受到圍板阻擋，加上地勢的阻隔，相信對工程項目選址以外具有高生態價值的生境所引致的

潛在影響並不顯著。 

4.6 廢物管理廢物管理廢物管理廢物管理 

4.6.1 《廢物處置條例》〔第 354 章〕和附例是香港規範廢物管理的主要法例。條例在 1980 年生

效，大致涵蓋了廢物管理所有階段，從產生廢物至最後的棄置位置。在 1992 年於《廢物處置條例》下

生效的《廢物處置（化學廢物）（一般）規例》提供對棄置化學廢物，包括儲存、收集、運輸，處理和

最後棄置的控制。 

4.6.2 除了《廢物處置條例》和附例，下列的法例亦有關於在香港運送、處理和棄置廢物： 

• 《海上傾倒物料條例》〔第 466 章〕(1995)； 

• 《官地條例》〔第 28 章〕； 

• 《公眾衞生及市政條例》〔第 132 章〕公眾潔淨及防止妨擾(區域市政局)附例；和 

• 《危險品條例》 

 

建築期間 

4.6.3 考慮到建議發展項目的有限規模，建築活動相信是很少量的。工地平整不會需要大量的回填和

挖掘，因此產生的建築廢料會是微不足道的。有可能在深度淺的挖掘中產生的填料會用作在工地內其他

地方回填之用。所以不會有剩餘的填料產生。項目工程的建築不會產生顯著的泥頭車交通和有關問題。 

4.6.4 另一方面，其他建築廢料和化學廢料將會很有限。普通垃圾量預期輕微。 

4.6.5 在任何情況下，工程建築承辦商需要遵守和符合《廢物處置條例》及其附例。如果產生化學廢

物，建築承辦商需要在化學廢物的處理方面根據《廢物處置（化學廢物）（一般）規例》申請登記成為

化學廢物產生者。所有化學廢物需要根據規例妥善儲存、標籤、包裝和收集。 

4.6.6 工程建築承辦商需要在工作時盡量減少廢物的產生。至於避免和減少廢物產生可通過改變或改

進設計和操作，小心計劃和良好的工地管理。工程建築承辦商需要確保不同類型的廢物在工地會儲存在

不同儲存器，分隔區和廢物堆，以促使廢物可再用/回收，以至最後能適當地棄置到不同地點。廢物利

用應該盡可能實行。循環再用物料可包括紙/紙板，木材和金屬等。含有金屬、木材、紙、玻璃、廢棄

的舊物和普通垃圾的建築廢料應該廢物利用，最後才選擇棄置在堆填區。工程建築承辦商需要記錄產生

的廢物，廢物利用和棄置(包括棄置位置)的數量。工程建築承辦商在有需要棄置廢物到指定的公眾填料

設施和/或堆填區時要採取運載記錄制度。要給予工人訓練講解工地清潔概念和適當的管理程序，包括

減少廢物，再用和回收。 

營運期間 

4.6.7 基於建議工程項目的性質，在營運期間會產生子彈殼和其他的岩屑。子彈殼和其他的岩屑會定

期每天由營運職員收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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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8 在會所和洗手間/餐飲場所會設置兩個貯水箱(建於地面和沒有滲水系統)和化學洗手間。圖圖圖圖 4 顯

示貯水箱的位置。所有在貯水箱的廢物將由廢棄物處理代理商負責棄置。 

4.6.9 預期在營運期間，工程項目會和其他商業和旅遊設施一樣，只會產生有限的城市廢物。相關的

環境影響不顯著。雖然如此，在日後運作時，仍會訂出適當的廢物管理要求。 

4.7 沼氣危害影響沼氣危害影響沼氣危害影響沼氣危害影響 

4.7.1 擬建射擊範圍將建於已復修的望后石谷堆填區上。該處將會直接連繫於堆填區的維修運作及堆

填區設施。 

4.7.2 在本章中，潛在的堆填區沼氣擴散影響已作評估。另外，在施工期間﹐這個項目將不需要在擬

建的射擊範圍內進行打摏和作深層挖掘。所有設施將建於該射擊塲之上，其中一些公共設備只會建於淺

土中，並不會影響現存堆填區的修復設施。鋪設地下設施只需要作不深於 300 毫米的淺土挖掘。在該項

目建造和運作期間，該處並沒有接觸滲濾污水的機會。故此，滲濾污水並不會產生顯著的潛在危害。 

4.7.3 環境保護署 (環保署) 已推出兩份有關堆填區沼氣危害評估的指引，包括鄰近堆填區的發展的沼

氣危害評估 (ProPECC PN 3/96) 和堆填區沼氣危害評估(EPD/TR8/97)。根據政府採用由英國環境部門

在廢物管理報告(編號  27) 中的指引，距離堆填區邊界以外 250 米範圍的地方將被定為諮詢區 

(consultation zone)。擬建地盤正位於望后石谷堆填區的上面，肯定在這諮詢區中，故此應依從指引評

估由沼氣擴散所引致的潛在危害。根據指引，需要就定性風險評估定立源頭-路徑-目標分析框架，並用

於這評估之中。 

擬建射擊場及其活動 

4.7.4 擬建射擊場將包括兩個室內氣槍靶場、一個 25 米射程室外氣槍靶場及一個 50 米射程室外步槍

靶場。日常的射擊訓練及射擊活動將在擬建射擊場內進行，並且限制在日間及傍晚時間進行。所有公眾

需遵守射擊場規則，而且只可使用經批准的槍械。室外的射擊(站立、跪、俯伏)會在升高的地台上進

行，身體不會直接接觸地面。 

4.7.5 室內射擊場只限進行氣槍射擊以防止射擊活動燃點起積存的堆填區沼氣。所有室外靶場將於三

面設有圍板（射擊位置背面除外）。所有現有的堆填區設施（例如氣井、抽取井、排氣管）將不會受到

影響。在擬建建築物/結構下並不會存有氣井。在兩個室外靶場的露天範圍只有 3 個氣井。而該些氣井

通常會被覆蓋及沒有其他地面的結構。位於露天靶場內的氣井蓋將額外加以保護，所使用物料為橡膠輪

胎及沙包的組合以防止被子彈擊中時產生火花。 

堆填區沼氣的特性及背景 

4.7.6 堆填的廢物在無氧微生物降解過程中會不斷產生大量堆填氣體。堆填區沼氣的成份包括 50-

60% 甲烷、30-40%二氧化碳和少量的揮發性有機化合物。甲烷和二氧化碳的比例符合典型的產烷堆填

區情況。堆填區沼氣所產生的實際速度將受到一連串的環境因素所影響，包括濕度、氣溫及大氣壓力。

預期堆填區沼氣的產生在高峰期過後，將會急速下降，然後在一段時間內維持在較低水平。 

4.7.7 雖然堆填區沼氣的密度會根據實際的成份組成而變動，但一般與空氣的密度相若。堆填區沼氣

的上升通常是由於高於大氣的壓力所引致，並非依靠浮力。另外大氣壓力的改變或地下水位上升所造成

的抽動效應可引致大量氣體的流動，而氣體濃度的差距則可導致表層經由半透氣層、裂縫或斷層的橫向

氣體擴散。於發展過程中，應盡力防止氣體的擴散或疏導氣體以避免氣體在不理想的位置積聚。堆填區

沼氣存有以下的潛在危害： 

• 當甲烷在空氣中的濃度(按體積計算)接近 5 – 15% 時，將形成具爆炸性的氣體。如果任由氣體積

聚於樓築物內，點燃氣體將引致足以破壞建築物結構的爆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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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氧化碳是一種窒息劑。根據 HSE 的指引 EH40，二氧化碳的職業衞生標準 – 長期及短暫暴露限

值分別為 0.5% 及 1.5% (以體積計)。因此，當堆填區沼氣累積至高於甲烷的爆炸下限(即 5%，以

體積計)時，將足於對人類或其他動物構成嚴重窒息的危害。 

來源及分類 

4.7.8 望后石谷堆填區自 1983 年開始運作，並於 1996 年關閉。該堆填區佔地約 38 公頃，總共接收

的廢物約有一千一百萬立方米。最大的廢物堆積深度為 69 米。所接收的廢物包括建築廢料、家居、商

業、工業及特殊廢物。 

4.7.9 堆填區的修復工作於 2004 年展開，並於 2006 年完成及安置了平台式覆蓋層、斜坡覆蓋層、滲

濾污水處理廠及堆填區沼氣收集系統。修復期過後的護理承辦商與環保署訂下 30 年的合約期，期內將

負責滲濾污水處理廠和堆填區沼氣收集系統的運作，及維持修復設施。於護理期內將就滲濾污水、堆填

區沼氣、地下水、地面水及滋擾等方面進行連續的環境監察。擬建射擊場所位處的平台是位於望后石谷

堆填區廢物區界線之內。該平台主要是禿地和部份被草覆蓋的土地。 

近期的監察結果 

4.7.10 環保署提供了復修後護理承辦商於 2006 年 7 月(復修後)至 2007 年 4 月期間於特定鑽孔所進行

的堆填區沼氣監察結果及堆填區沼氣的地面排放數據。附錄附錄附錄附錄 D 的表 S.2.8.1.2 展示了鑽孔/地面監測點的

位置圖及監察結果。根據監察結果，在個別鑽孔的甲烷監察濃度介乎 0.0 至 0.1%。另一方面，二氧化

碳的監察濃度波幅較大，界乎 0.1 至 13.1%。甲烷的監察濃度於大多數時間均為極微量，但二氧化碳的

監察濃度仍處於高水平，從而反映出可引致窒息的可能性。另一方面，地面的堆填區沼氣濃度顯示最高

的甲烷濃度約為 30ppm 或 0.003%(見附錄附錄附錄附錄 D 的表 S.2.8.1.1)，遠低於 0.5%，即爆炸下限的 10%水平。

二氧化碳的監察數據極為低。結果證明堆填區沼氣在露天或有足夠通風地點的擴散可能並不是需關注的

項目。 

分類 

4.7.11 儘管監察結果顯示大多數時間所量度到的甲烷濃度為極微量，但基於望后石谷堆填區現時仍有

積極性氣體收集系統在運作中，加上在某些監察站所錄得的高二氧化碳濃度顯示出潛在的沼氣擴散。而

堆填區只是在 2006 年完成復修工程，暫時未有足夠的數據顯示堆填區沼氣的擴散風險屬於非常低。所

以望后石谷堆填區(來源)應被評級為中中中中等等等等。  

擴散途徑及分類 

建築期間的擴散途徑及分類 

4.7.12 擬建射擊場發展於建築期間的主要潛在氣體擴散途徑是透過泥土。在復修過程中，該堆填區加

置了覆蓋層， 但假若覆蓋層維護不當，仍可造成堆填區沼氣的擴散。堆填區沼氣可穿過泥土層直接擴

散至大氣中。而安置了積極性沼氣收集系統則可減低氣體擴散的可能性。但假若維護不當，堆填區沼氣

管理系統及喉管可產生泄漏或破損，構成氣體擴散的風險。  

4.7.13 如前文所提及，本發展項目將不會作深層挖掘，以避免損毀覆蓋層及氣體喉管。另一方面，部

份區域將額外堆上泥土層。而原有的覆蓋層及氣體喉管將不會受到干擾及保持原好無缺。  

4.7.14 關於安裝在堆填區內的排氣管排放，沼氣將由排氣管釋放至大氣層並沒有累積的機會。但是，

若在排放管道附近進行可涉及明火的建築工程，則仍有可能引發爆炸。只要避免在排氣管附近進行明火

工序，預期不會產生顯著的風險。 

4.7.15 根據堆填區沼氣危險評估指引的第 3.14 節，由於擬建的康樂設施與接近埋在下層的廢物，所以

該路徑定為非常短非常短非常短非常短/直接直接直接直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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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運期間的擴散途徑及分類 

4.7.16 與施工期間類近，主要的擴散途徑是透過泥土。由於沼氣是經由排氣管排放，禁止吸煙及任何

明火和在排氣管足夠距離外安置設施可減輕潛在的風險。 

4.7.17 在運作期間，沼氣擴散至擬建發展的另一個潛在途徑將會是經由裝置，例如電纜、食水管道

等。 

4.7.18 由於透過泥土或地下裝置這兩個途徑的距離都非常短，根據堆填區沼氣危險評估指引的第 3.14

節，運作期間的路徑定為非常短非常短非常短非常短/直接直接直接直接。 

 

目標及分類 

建築期間的目標及分類 

4.7.19 為避免損毁現有的地下復修設施，項目施工時將不會進行深層挖掘工作。鋪設地下設施只需要

作不深於 300 毫米的淺土挖掘。擬建發展的選址已考慮現存沼氣回收設施以避免任何衝突。而且工地將

不會進行打樁活動。但為了鋪設地下公共設施，可能會進行淺土挖掘工作。 

4.7.20 施工時的敏感目標包括產生明火的活動、有潛在燃燒源的設備、 缺乏自然通風而有潛在窒息危

險的地方。任何會產生明火或帶有燃燒源頭的設備只容許在沒有任何沼氣累積的開放地點進行。在地盤

平整和鋪設地下公共設施的時候，有可能形成缺乏通風的密閉空間。根據堆填區沼氣危險評估指引的第

3.18 節，施工期間的目標敏感程度為中等中等中等中等。 

運作期間的目標及分類 

4.7.21 在擬建射擊場的範圍將不會設有地下建築物。已倡議的發展包括幾幢密封的建築大樓，當中有

會所大樓、設有共 60 條射道的室內氣槍射擊場、及一個洗手間/餐飲場所。其他發展包括兩個射手專用

的有蓋開放式射擊場地。預期戶外射擊活動不會有窒息風險。擬建發展範圍內將嚴禁吸煙及其他明火活

動。另外將提供軟擋網以限制潛在的點燃來源只在射擊區域內發生。有可能引發燃燒的戶外活動是進行

中的射擊活動。而室外區域將有良好通風。地面的堆填區沼氣監測結果顯示甲烷濃度(於接近廢物區界

線)不多於 0.003%，遠低於 0.5%，即爆炸下限的 10%水平。點燃的風險相信為低。從排氣管釋出的氣

體將會是唯一逹到爆炸下限的來源。由於射擊地點遠離排放點(例如排氣管)，預期堆填區沼氣擴散至射

擊地點的濃度將被稀釋至遠低於可燃燒的濃度。擬建射擊場的射擊地點與最接近的排氣管距離多於 50

米。因此，於射擊地點發生甲烷濃度高於爆炸下限的機會甚低。另外，將使用軟物料作擋網收集子彈以

防止子彈在擊中擋網時產生火花。在室外靶場的三面邊線將豎立圍板，從而阻隔豎立於圍板外的排氣

管。子彈亦不能夠意外擊中排氣管。 

4.7.22 自然通風不足而牆壁和地板緊貼泥土的敏感目標屬於敏感目標。 

4.7.23 由於敏感目標並非只容許受過訓練的職員進入，亦同時讓參與射擊活動的人仕及訪客進入 (雖

然一般只限會員)，根據堆填區沼氣危險評估指引的第 3.18 節，目標在運作期間的敏感度被視為高。會

所內的彈藥庫則只會准許受過訓練的職員進入，但由於儲存彈藥，堆填區沼氣累積及燃點的後果將為嚴

重。將目標的敏感度視為高是個保守的評估方案。其他場所，如在工地外的泵房、變壓房等，將只限經

許可及受過訓練的職員進入，其敏感度被定為中等中等中等中等。 

 

源頭-路徑-目標分析 

4.7.24 根據堆填區沼氣危險評估指引，如下表所示，中等源頭、短/直接路徑及中等/高度敏目標的風

險分類將為中/高風險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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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表表 6: 源頭源頭源頭源頭-路徑路徑路徑路徑-目標目標目標目標 分析分析分析分析 

源頭源頭源頭源頭 路徑路徑路徑路徑 目標目標目標目標 危機評估危機評估危機評估危機評估 

S1. 望后石谷堆填區望后石谷堆填區望后石谷堆填區望后石谷堆填區 

堆填區存有 1 千 1 百萬立方

米廢物，於 1996 年關閉。修

復工程在 2004 年展開，並於

2006 年完成 。 

於 2006 年 7 月至 2007 年 4 月

期間的堆填區沼氣監察結果

顯示堆填區沼氣遷移的機會

屬於低(在大部份時間錄得微

不足道的的甲烷量)。  

但因為堆填區只是在近期才

修復，所以沒有足夠數據去

證明緩解措施的效用。而且

堆填區始終是依賴著一些積

極性控制方法。  

(中程度的中程度的中程度的中程度的源頭源頭源頭源頭) 

P1. 中間中間中間中間的泥土的泥土的泥土的泥土 

發展項目位於堆

填區正上面  

P2. 公共設備公共設備公共設備公共設備 

公共設備從地底

經地板進入房間 

(非常短非常短非常短非常短/直接的直接的直接的直接的

路徑路徑路徑路徑)  

C1. 在在在在幽閉幽閉幽閉幽閉空間或半封閉式工作點工空間或半封閉式工作點工空間或半封閉式工作點工空間或半封閉式工作點工

作作作作，，，，例如例如例如例如挖掘挖掘挖掘挖掘和安裝和安裝和安裝和安裝公共設備公共設備公共設備公共設備。。。。

在露天在露天在露天在露天地點地點地點地點焊接焊接焊接焊接、、、、以以以以火焰切割火焰切割火焰切割火焰切割和和和和

需需需需加溫加溫加溫加溫的工作的工作的工作的工作 

(中程度的中程度的中程度的中程度的敏感敏感敏感敏感目標目標目標目標) 

T1. 房間地板會和地面接觸和可讓公房間地板會和地面接觸和可讓公房間地板會和地面接觸和可讓公房間地板會和地面接觸和可讓公

眾進入的的眾進入的的眾進入的的眾進入的的會所、、、、室內靶場和洗室內靶場和洗室內靶場和洗室內靶場和洗

手間手間手間手間/餐飲場所餐飲場所餐飲場所餐飲場所(有密閉房間有密閉房間有密閉房間有密閉房間)  

T2. 在在在在會所會所會所會所內有限制進入的內有限制進入的內有限制進入的內有限制進入的彈藥彈藥彈藥彈藥庫庫庫庫 

(高高高高程度的程度的程度的程度的敏感敏感敏感敏感目標目標目標目標) 

T3. 其餘有限制進入的其餘有限制進入的其餘有限制進入的其餘有限制進入的密閉密閉密閉密閉地方地方地方地方，，，，包包包包

括括括括泵泵泵泵房和變壓器房房和變壓器房房和變壓器房房和變壓器房 

(中程度的中程度的中程度的中程度的敏感敏感敏感敏感目標目標目標目標) 

 

中程度中程度中程度中程度 

 
 
 
 
 

高程度高程度高程度高程度 

 
 
 

高程度高程度高程度高程度 

 

中程度中程度中程度中程度 

 

 

建議中的緩解沼氣擴散措施 

4.7.25 工程項目選址評級為風險程度 B(高程度危機)或 C(中程度危機)。風險程度 B 將要求採取重大的

工程措施以保護擬建發展。風險程度 C 將要求採取工程措施以保護擬建發展，及採取一些預防措施以

確保擬建發展的安全。一般相應風險程度 B 的保護措施必須包括積極性氣體控制裝置，配備屏障及探測

系統。相應風險程度 C 的保護措施必須包括半積極性或強化排氣控制及探測系統。 

4.7.26 建議在施工期間及發展項目的運作期間實施堆填區沼氣保護措施。 

建築期間的措施 

4.7.27 於建築期間，堆填區沼氣的可燃性或其潛在可導致窒息的特性均構成危害。因而建議在建築合

約文件中加入合適的相關條款。一般而言，承建商應注意及通知建築承辦商以下事項： 

• 泥土空隙中通常存有甲烷及二氧化碳； 

• 堆填區沼氣的物理及化學特性； 

• 堆填區沼氣的探測方法； 

• 與堆填區沼氣相關的火警及爆炸危害； 

• 與堆填區沼氣相關的毒性影響及健康危害；及 

• 與滲濾液/受滲濾液污染的地下水直接接觸的潛在健康影響。 

4.7.28 有關挖坑和挖土及在接近地面/地底產生密閉空間的工序，應該清楚列明預防措施及嚴厲執行，

以將堆填區沼氣/滲濾液擴散對工人所構成的危害減至最低。 

4.7.29 當工人需要進入密閉空間而欠缺良好通風系統時，除了一般的工地安全程序，應提供氣體探測

裝置和合適的呼吸儀器並在有需要時使用。在建築期內應委派一位受過訓練的人員 (例如安全主任) 駐

守工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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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30 應提醒所有在工地工作的人員及訪客注意，由於堆填區沼氣擴散可能會引致在挖掘地點附近燃

點沼氣及在密閉空間 (例如深坑或只有細小出入口的地下空間)引致窒息。應張貼安全告示提醒有關的潛

在危害。 

4.7.31 負責或在「危險地帶」工作的人員，包括所有在諮詢區工作的挖土工人、主管及工程師，應接

受由承辦商或其他公司所安排有關在受到堆填區沼氣、火警或爆炸危險影響的地區工作的訓練。 

4.7.32 承辦商應該制定一套挖掘程序及作業指引以減少包括與沼氣相關的風險，並落實執行。 

4.7.33 工人在工地工作時應該遵守安全守則。 

4.7.34 在半密閉及密閉空間和接近排氣管的地方，在可能的情況下應該嚴禁吸煙及明火。在工地的當

眼處應該張貼「不准吸煙」及「不准明火」的告示，在有需要的情況下劃定吸煙區。 

4.7.35 任何電子設備，例如電動機及延伸線，應該符合防爆安全。重型建造機械應該配備較高的垂直

排氣喉及避雷針。 

4.7.36 在可行的情況下，在組合喉管或鋪設水管時，所有氣閥/密封墊應該在安裝後立即關閉。在建築

期內，所有氣閥/密封墊應該如同在安裝時保持關閉以防止沼氣經由喉管或水管擴散。所有喉管/水管應

該在每個工作日完工時蓋好。 

4.7.37 流動辦公室、設備儲存室、飯堂等應該設於確定沒有沼氣的區域 (以手提氣體探測器檢驗)及應

該進行持續的監察以確保這些區域沒有沼氣。另外，這些建築物應該昇高於地面最少 500 毫米。 

4.7.38 在建築期內，工地應該配備足夠的滅火設備、防火衣及呼吸器。營辦商應該制定一套健康及安

全守則、標準及指引讓工地工人遵守。 

4.7.39 鑽探工序應參考堆填區沼氣危險評估指引內的「有關鑽孔工作的特別建議」，以確保工序進行

時將受到妥善監督、提供安全裝備和衣服及制定完善的工作及安全施工程序。 

4.7.40 在有需要的情況下，燒焊、氣體切割或其他加熱工序應盡可能限制在遠離任何土坑或挖掘地點

最少 15 米的露天地方進行。這類工序只可在受到「工作許可」程序監控的土坑或密閉空間內進行，而

「工作許可」程序是交由安全主任或其他適當的合資格人士所批准。「工作許可」程序應該訂明在整個

加熱工序中持續監察甲烷、二氧化碳及氧氣的要求。工作程序應該要求一名適當的合資格人士在限制區

域外負責監督氣體測量的進行，並在出現不可接受或有危險的情況下暫停工序的進行。只有受過相關訓

練及完全認識潛在的危險狀況的工作人員方可准許進入密閉空間內進行加熱工序。 

4.7.41 如有其他在密閉空間內進行的工作的話，將受到《工廠及工業經營(密閉空間)規例》所監管﹐

工人在密閉空間內工作必須遵守安全指引以確保符合以上條例的要求。有關密閉空間作業而受到堆填區

沼氣影響的事項詳列如下： 

• 在出入口應清楚標示中英文警告字句，列明該處有可能有易燃及窒息性氣體積聚。 

• 警告字句應列出適當的聯絡人電話，聯絡人需可提供在進入密閉空間前或在密閉空間內工作時所

採用的安全措施。 

• 工人應提防進入密閉空間時的潛在有害氣體，如適用，工人應該接受使用氣體探測器的相關訓

練。 

• 在進入密閉空間前應該先檢查內裡的氧氣、甲烷及二氧化碳濃度。只有當內裡的氧氣濃度高於

18% (以體積計算)，甲烷濃度低於爆炸下限的 10%，即相等於約 0.5%(以體積計算)，而二氧化碳

濃度低於 0.5%(以體積計算)，方可進入空間內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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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二氧化碳或甲烷的濃度高於標準，或氧氣濃度低於標準，則應禁止進入該密閉空間並需咨詢專

家意見。 

• 就算密閉空間被定為可以安全進入，除非地面有另一名工人駐守，否則工人仍然嚴禁進入該密閉

空間。進入密閉空間的工人應穿著合適的全身/安全吊帶，和配備一個手提式甲烷、二氧化碳及氧

氣探測儀。 

• 在一般情況下，當需要在密閉空間進行工作，則需要提供足夠的合規格急救器材、呼吸儀器及安

全電筒。相關的工人或監督該工序的人員應該接受有關使用這些儀器的訓練及練習。准許進入密

閉空間施工的管理制度須要由適當的合資格人士制定，並且持續執行。 

 

建築期間的堆填區沼氣監察 

4.7.42 在工程項目的建築期間進行沼氣監察的目的是要確保堆填區沼氣不會積聚在欠缺良好通風的工

地範圍內，例如泥坑、土坑、沉箱和空隙，以避免構成潛在的爆炸風險或對工人帶來危害。 

4.7.43 必須確保任何濃度的堆填區沼氣均可被探測得到，亦要確保能採取及時的補救措施以將堆填區

沼氣降低至安全水平，令工程得以恢復施工。 

4.7.44 每天開工前應該於鄰近堆填區的工地邊界之現有監察井以手提探測器檢查堆填區沼氣的濃度，

手提探測器須為安全及足以量度以下濃度範圍的氣體：- 

• 甲烷  0-100 % LEL 及 0-100 % v/v 

• 二氧化碳  0-100 % 及 

• 氧氣  0-21 % 

4.7.45 下面所列為行動計劃以供附加於工程合約當中。 

表表表表 7: 建築期間堆填區建築期間堆填區建築期間堆填區建築期間堆填區沼氣沼氣沼氣沼氣監察監察監察監察行動行動行動行動計畫計畫計畫計畫 

參數參數參數參數 量度結果量度結果量度結果量度結果 行動行動行動行動 

氧氣 < 19 % 在溝和空間換氣，令氧氣回復至 > 19% 

  < 18 % 停止工作  

疏散人員/禁止再進入 

增加換氣，令氧氣回復至 > 19% 

甲烷 > 10 %爆炸下
限 

貼出「不准吸煙」告示 

禁止進行需加熱的工作 

換氣，令甲烷回復至 < 10 %爆炸下限 

 > 20 %爆炸下
限 

停止工作  

疏散人員/禁止再進入 

增加換氣，令甲烷回復至 < 10 %爆炸下限 

二氧化碳 > 0.5 % 換氣，令二氧化碳回復至< 0.5% 

 > 1.5 % 停止工作  

疏散人員/禁止再進入 

增加換氣，令二氧化碳回復至< 0.5% 

4.7.46 監察活動將於挖掘地點及其他密閉和半密閉空間進行。如有需要的話，所有挖掘地點的監察度

管不應高於地面 10 毫米。在密閉和半密閉空間進行加熱工序及其他涉及明火的工序前，如有的話，應

先進行氣體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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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47 執行以上預防措施須由指定及合資格的人士所負責。指定人士應進行監察活動，和決定監察地

點及實際的監察次數。最少需要在工人進入密閉空間或空氣流通欠佳的地點前進行一次的測量。 

運作期間的措施 

4.7.48 射擊場的營辦商將在運作期內進行維修時施行在工程項目建築期內的堆填區沼氣緩解措施建

議。 

4.7.49 跟據環保署的建議，覆蓋平台的設計負重度為每平方米 60 千牛頓。由於擬建的射擊場將位處

於廢物層及覆蓋平台之上，在設計擬建設施時會考慮到以上的負重要求。為求不影響到覆蓋系統，在興

建地基時不會打摏。亦不會興建地庫，而所有建築物將在地面上建設底部。所有的建築物均為單層建

築，而其負重將盡可能減至最低及符合負重要求以避免損害到覆蓋層和其他地底喉管裝置。設計設施的

位置時將顧及到不影響現有的堆填區設施，即工程並不需要拆卸、遷移及改建現有設施。所有位於 25

米/50 米射程靶場內的監察或抽取井將有額外的保護設施 (例如在現有氣井蓋上放置橡膠輪胎及沙包以

避免被子彈擊中時產生火花) 以避免在射擊活動中受到損毁。 

4.7.50 另外，在射擊場內不容許任何明火和吸煙。「不准吸煙」和其他的警告字句應張貼於鄰近排氣

管的地方。 

4.7.51 除了在現有復修設施執行的保護措施外，將列入設計內以保護將來的使用人的措施如下所列。 

4.7.52 辦公室及會所、室內射擊場及其他室內建築 (如有的話) 將使用昇高的地台設計，而地台與地面

將保持不少於 500 毫米高的空隙。 

非積極性控制 

4.7.53 擬建射擊場整幢建築包括室內靶場、辦公室及會所、洗手間/餐飲場所，及水泵和變壓房的危機

評級為高高高高/中等中等中等中等，將使用昇高地台的設計。圖圖圖圖 7 顯示望后石谷堆填區內配合了昇高地台設計的建築設

計。建築物旳地板將不會直接接觸到泥土，而地板與地面將保持不少於 500 毫米高的空隙。在地板與地

面中間會留有空隙讓空氣流通不受阻擋。空隙的設計將便利自然風的流動，以致從地面釋出的任何氣體

可與空氣混合及被稀釋。根據這些特別的建築設計，密封房間的建築將有較少機會讓沼氣流入。另外，

將在整幢建築物的地板鋪上 1 毫米厚的高密度聚乙烯土地薄膜或同類物料 (其導水性少於每秒 10
-12

米) 

來減低沼氣擴散入房間內的可能性，以提供強化的非積極性控制措施。圖圖圖圖 7 顯示整幢建築物鋪設土地薄

膜的範圍。除此以外，任何進入建築物的設施接駁口將以密封劑、環圈或缸通填塞以防止沼氣擴散入房

間。高密度聚乙烯環套將緊接高密度聚乙烯喉管(接連到駁入房間的喉管)，並連接到地板的薄膜層。食

水管及污水管將以水封防止堆填區沼氣的侵入(於”U”型喉管部份儲水以阻塞空氣流入)。圖圖圖圖 8 顯示一般以

環圈及水封的密封設計。最後，為防止堆填區沼氣擴散至工程項目選址以外，建議連接至工程項目選址

以外的設施需鋪於地面以上，而並非地面下，但需配合接駁至工程項目選址的公共設施最終設計。例如

水泵及電纜將鋪於山坡上及接駁至工地外的水泵及變壓房。 

積極性控制 

4.7.54 高危機評級的發展 (即包括室內射擊場、會所及洗手間/餐飲場所的整幢建築) 將配備每小時可換

氣 5 次的機動抽風系統以避免堆填區沼氣在滲入密封房間後積聚。 

監測系統及堆填區沼氣的監察 

4.7.55 監測系統將安裝於會所、兩個室內靶場及洗手間/餐飲場所內 (高危機評級)。將監察甲烷及二氧

化碳的濃度。由於堆填區沼氣本身在氧氣含量不高時，其二氧化碳含量會相對較高，所以二氧化碳探測

儀器已經能夠發揮作用，將不會另外再監察氧氣的濃度。圖圖圖圖 9 展示了暫定的堆填區沼氣探測器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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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56 下面列出的行動計劃列舉了在監察點不同沼氣濃度所需採取的行動。項目倡議人需要進行進一

步勘察，必要時需聘請這方面的環境顧問進行研究。有需要時應該咨詢專家意見。項目倡議人將與堆填

區的復修及復修後承辦商保持溝通以得悉有關堆填區沼氣的管理消息。  

表表表表 8: 營運期間堆填區營運期間堆填區營運期間堆填區營運期間堆填區沼氣沼氣沼氣沼氣監察監察監察監察行動行動行動行動計畫計畫計畫計畫  

參數參數參數參數 濃度濃度濃度濃度% 體積體積體積體積/體積體積體積體積 行動行動行動行動 

甲烷達可偵測的濃度 記錄和進行額外監察和調查。如有需要，應咨詢專業人士。 

甲烷超出 0.5 %體積/體積 

(10%爆炸下限) 或  

二氧化碳超出 0.5 % 

觸發程度，  

通知環境保護署/堆填區復修及復修後承辦商，增加換氣和監察堆填區沼
氣濃度，進行再進一步調查。  

甲烷超出 1 %體積/體積 

(20%爆炸下限) 或  

二氧化碳超出 1.5 % 

 

行動程度，  

疏散人員/禁止再進入有關敏感目標，增加換氣 

通知環境保護署，以和堆填區承辦商/營辦商相討一些可能的辦法糾正堆
填區沼氣遷移問題 

 

4.7.57 將來的營辦商應制定一套有關堆填區沼氣事故的緊急逃生計劃/撤退程序。 

4.7.58 除了在敏感目標區域安裝探測系統，在擬建發展項目的運作前須由合資格人士進行監察工作。

監察目的包括：- 

• 防止堆填區沼氣在敏感區域積聚，並有可能引致火警、爆炸或窒息； 

• 預早發現有可能出現問題的地方，並提供時間讓望后石谷堆填區的物業經理作出補救行動； 

• 為居民及社區提供多重保障； 

• 監察氣體應包括二氧化碳、氧氣及甲烷。 

4.7.59 監察工作應該在本研究中確認的擬建發展敏感目標進行。所以應該在會所、室內射擊場及洗手

間/餐飲室進行監察工作。 

其他 

4.7.60 擬建射擊場的營辦商將與環保署及復修承辦商緊密聯繫以確保擬建發展的興建及運作不會為現

有堆填區帶來壞影響。擬建射擊場的營辦商需負責確保進入工程項目範圍內進行復修工作的環保署及復

修後護理承辦商員工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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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項目工程概要項目工程概要項目工程概要項目工程概要 

5.1 對環境影響可能的嚴重性對環境影響可能的嚴重性對環境影響可能的嚴重性對環境影響可能的嚴重性、、、、分佈和時期的評論分佈和時期的評論分佈和時期的評論分佈和時期的評論 

5.1.1 在《環境影響評估條例》涉及的範圍下從項目的長期營運和相關的暫時性建築施工方面估量了

環境影響。評估結果顯示在建築和營運階段對建議的工程項目和鄰近的敏感用途均沒有做成不能接受的

影響。 

5.1.2 在項目建築期間的影響是暫時性的，基於工程項目簡介內列出的一些緩解措施，影響可以減至

可接受的水平。 

5.1.3 在項目營運期間預期將不會對附近環境產生嚴重的影響。另一方面，對建議項目的潛在環境影

響被認為是可接受的。 

5.2 提供的環境保護措施提供的環境保護措施提供的環境保護措施提供的環境保護措施 

5.2.1 附錄附錄附錄附錄 E 列出了環境緩解措施的實施時間表。主要的環境保護措施列舉如下。 

建築期間 

5.2.2 一般的建築階段環境緩解措施建議由工程建築承辦商負責。工程建築承辦商需要完全遵守所有

有關法例和規條，技術備忘錄和專業守則，施工時要跟隨有關標準。  

營運期間 

5.2.3 在工程營運期間，室內靶場將採用窗口式分體冷氣機或/及抽氣扇作空氣調節之用，並且配以連

密封墊的窗戶等良好隔音裝置，從而阻隔室內射擊時產生的噪音。 

5.2.4 露天靶場會設置無空隙的木隔板圍牆。圍牆將會有 3.5 米高，密度不低於每平方米 20 千克，包

括射擊棚 1.5 米高的地台抬起部分。建議的緩解措施將提供額外的屏障作用以減輕對噪音敏感受體的潛

在噪音影響，並且可進一步防止在射擊場內潛在的較重沿塵擴散。圍板將可以阻擋豎立於射擊場外的排

氣管受到子彈意外擊中，亦可避免對工程項目選址以外的具特殊科學價值地點產生滋擾。 

5.2.5 無鉛燃燒藥引混料將應用於在擬建射擊場內許可使用的槍械，所以鉛煙排放將不會是需關注的

項目。 

5.2.6 在標靶後將豎立用以收集子彈的軟檔網(採用木隔板及沙包)，從而令子彈不會碎開。因此可避

免子彈破開時的鉛排放。另一方面，子彈擊中擋網時不會產生火花。即使在接近檔網的地方甲烷濃度逹

致爆炸下限，亦可以避免爆炸的風險。 

5.2.7 所有廢棄物會儲在貯水箱內以避免排放到鄰近水體做成污染，然後由廢棄物處理代理商負責棄

置。射擊場將會遵從《水污染管制條例》的要求，不會批准排放污水。 

5.2.8 將每天收集射擊場內的所有子彈殼及其他廢物以避免潛在的污染。 

5.2.9 在工程項目選址內不准許明火和吸煙。在排氣管附近會展示「不准吸煙」的告示和其他標誌以

避免燃點起堆填區沼氣。 

5.2.10 辦公室加會所建築物、室內靶場和其他封閉式的房間以及水泵和變壓房會採用昇高地板的設計

及與地面保留不少於 500 毫米的垂直距離，以防止堆填區沼氣滲入建築物之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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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11 在封閉式的建築物地板會舗設 1 毫米厚的高密度聚乙烯土工膠膜或同等物料(液壓傳導性低於每

秒 10
-12

米)以減低堆填區沼氣進入封閉房間的可能性，從而提高被動式的沼氣緩解程度。在設施進入建

築物位置的環形物會以適合的物料如密封劑、環型或混拌膠土凸緣有效封口，避免沼氣從設施入口位進

入建築物。高密度聚乙烯環套將緊接高密度聚乙烯喉管(接連到駁入房間的喉管)，並連接到地板的薄膜

層。水管和水渠，如有的話，會以水密封方法處理(於”U”型喉管部份儲水以阻塞空氣流入)以防止堆填區

沼氣進入。公用設施將鋪設於地面上以防止堆填區沼氣沿設施擴散。不會加設沙井。封閉房間如室內靶

場、會所和洗手間/餐飲場所等都會採用窗口式分體冷氣或/及抽氣扇作為機動抽風系統並提供每小時 5

回換氣，以避免倘若堆填區沼氣能進入時有沼氣積累。探測器會安置在會所、室內靶場和洗手間/餐飲

場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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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附附附圖圖圖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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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錄附錄附錄附錄 A: 

背景噪音量度位置背景噪音量度位置背景噪音量度位置背景噪音量度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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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附錄附錄附錄 B: 

噪音測量詳細結果噪音測量詳細結果噪音測量詳細結果噪音測量詳細結果 

 



噪音測量記錄噪音測量記錄噪音測量記錄噪音測量記錄
項目: 建議在望后石的射擊場

日期: 2007年6月1日

時間: 12:00-15:30

地點: 大帽山香港槍會靶場

主體: 手槍, 霰彈槍, 左輪手槍

記錄記錄記錄記錄 ID 陳述陳述陳述陳述 參參參參數數數數 噪音聲級噪音聲級噪音聲級噪音聲級

1 背景噪音 -  飛靶射擊場 - 有飛機和路上交通噪音 等效連續噪音聲級 56.0 分貝(A)

2 12 口徑 霰彈槍 - 飛靶射擊場, 測量距離=4米, 在 12:00 方向 暴露聲級 92.7 分貝(A)

3 12 口徑 霰彈槍 - 飛靶射擊場, 測量距離=4米, 在 1:30 方向 暴露聲級 98.3 分貝(A)

4 12 口徑 霰彈槍 - 飛靶射擊場, 測量距離=4米, 在 10:30 方向 暴露聲級 100.8 分貝(A)

5 12 口徑 霰彈槍 - 飛靶射擊場, 測量距離=4米, 在 7:30 方向 暴露聲級 99.3 分貝(A)

6 12 口徑 霰彈槍 - 飛靶射擊場, 測量距離=4米, 在 4:30 方向 暴露聲級 100.2 分貝(A)

7 背景噪音 - 25米射程 靶場 等效連續噪音聲級 64.5 分貝(A)

8 .22 手槍 - 25米射程 靶場, 測量距離=2米, 在 12:00 方向 暴露聲級 96.8 分貝(A)

9 .22 手槍 - 25米射程 靶場, 測量距離=2米, 在 1:30 方向 暴露聲級 105.0 分貝(A)

10 .22 手槍 - 25米射程 靶場, 測量距離=2米, 在 10:30 方向 暴露聲級 105.4 分貝(A)

11 .22 手槍 - 25米射程 靶場, 測量距離=2米, 在 7:30 方向 暴露聲級 104.4 分貝(A)

12 .22 手槍 - 25米射程 靶場, 測量距離=2米, 在 4:30 方向 暴露聲級 104.9 分貝(A)

13 .32 手槍 - 25米射程 靶場, 測量距離=2米, 在 12:00 方向 暴露聲級 99.7 分貝(A)

14 .32 手槍 - 25米射程 靶場, 測量距離=2米, 在 1:30 方向 暴露聲級 106.2 分貝(A)

15 .32 手槍 - 25米射程 靶場, 測量距離=2米, 在 10:30 方向 暴露聲級 105.6 分貝(A)

16 .32 手槍 - 25米射程 靶場, 測量距離=2米, 在 7:30 方向 暴露聲級 106.1 分貝(A)

17 .32 手槍 - 25米射程 靶場, 測量距離=2米, 在 4:30 方向 暴露聲級 106.3 分貝(A)

18 .38 左輪手槍 - 25米射程 靶場, 測量距離=2米, 在 12:00 方向 暴露聲級 100.1 分貝(A)

19 .38 左輪手槍 - 25米射程 靶場, 測量距離=2米, 在 1:30 方向 暴露聲級 105.9 分貝(A)

20 .38 左輪手槍 - 25米射程 靶場, 測量距離=2米, 在 10:30 方向 暴露聲級 105.5 分貝(A)

21 .38 左輪手槍 - 25米射程 靶場, 測量距離=2米, 在 7:30 方向 暴露聲級 109.6 分貝(A)

22 .38 左輪手槍 - 25米射程 靶場, 測量距離=2米, 在 4:30 方向 暴露聲級 110.5 分貝(A)

注: 12:00 方向 - 射手前面

1:30 方向 - 射手右前方

4:30 方向 - 射手右後方

7:30 方向 - 射手左後方

10:30 方向 - 射手左前方



噪音測量記錄噪音測量記錄噪音測量記錄噪音測量記錄
項目: 建議在望后石的射擊場

日期: 2007年6月4日

時間: 11:30-12:30

地點: 九華徑香港步槍會

主體: 氣槍,手槍,步槍

記錄記錄記錄記錄 ID 陳述陳述陳述陳述 參參參參數數數數 噪音聲級噪音聲級噪音聲級噪音聲級

1 背景噪音 - 25米射程 靶場 等效連續噪音聲級 53.2 分貝(A)

2 .22 步槍 - 25米射程 靶場, 測量距離=2米, 在 12:00 方向 暴露聲級 103.7 分貝(A)

3 .22 步槍 - 25米射程 靶場, 測量距離=2米, 在 1:30 方向 暴露聲級 105.0 分貝(A)

4 .22 步槍 - 25米射程 靶場, 測量距離=2米, 在 10:30 方向 暴露聲級 103.6 分貝(A)

5 .22 步槍 - 25米射程 靶場, 測量距離=2米, 在 7:30 方向 暴露聲級 100.3 分貝(A)

6 .22 步槍 - 25米射程 靶場, 測量距離=2米, 在 4:30 方向 暴露聲級 103.1 分貝(A)

7 9mm 手槍 - 25米射程 靶場, 測量距離=2米, 在 12:00 方向 暴露聲級 104.2 分貝(A)

8 9mm 手槍 - 25米射程 靶場, 測量距離=2米, 在 1:30 方向 暴露聲級 105.4 分貝(A)

9 9mm 手槍 - 25米射程 靶場, 測量距離=2米, 在 10:30 方向 暴露聲級 105.1 分貝(A)

10 9mm 手槍 - 25米射程 靶場, 測量距離=2米, 在 7:30 方向 暴露聲級 113.6 分貝(A)

11 9mm 手槍 - 25米射程 靶場, 測量距離=2米, 在 4:30 方向 暴露聲級 113.7 分貝(A)

12 .45 手槍 - 25米射程 靶場, 測量距離=2米, 在 12:00 方向 暴露聲級 107.3 分貝(A)

13 .45 手槍 - 25米射程 靶場, 測量距離=2米, 在 1:30 方向 暴露聲級 106.8 分貝(A)

14 .45 手槍 - 25米射程 靶場, 測量距離=2米, 在 10:30 方向 暴露聲級 106.5 分貝(A)

15 .45 手槍 - 25米射程 靶場, 測量距離=2米, 在 7:30 方向 暴露聲級 114.4 分貝(A)

16 .45 手槍 - 25米射程 靶場, 測量距離=2米, 在 4:30 方向 暴露聲級 114.4 分貝(A)

17 背景噪音 - 10米射程室內 靶場 等效連續噪音聲級 63.1 分貝(A)

18 .177 氣槍 - 10米射程 靶場, 測量距離=2米, 在 12:00 方向 暴露聲級 91.7 分貝(A)

19 .177 氣槍 - 10米射程 靶場, 測量距離=2米, 在 1:30 方向 暴露聲級 90.2 分貝(A)

20 .177 氣槍 - 10米射程 靶場, 測量距離=2米, 在 10:30 方向 暴露聲級 87.7 分貝(A)

21 .177 氣槍 - 10米射程 靶場, 測量距離=2米, 在 7:30 方向 暴露聲級 82.7 分貝(A)

22 .177 氣槍 - 10米射程 靶場, 測量距離=2米, 在 4:30 方向 暴露聲級 84.9 分貝(A)

注: 12:00 方向 - 射手前面

1:30 方向 - 射手右前方

4:30 方向 - 射手右後方

7:30 方向 - 射手左後方

10:30 方向 - 射手左前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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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posed Shooting Range at Pillar Point for 

Hong Kong Shooting Association 

 

Standard Operating Procedures and Range Order 

 
 

1.0 Name and Location of the Range  

   

 The name of the range is “Hong Kong Shooting Association Shooting Range”, 

hereinafter called “the range”. 

 

It is located at the present landfill site at Pillar Point, Tuen Mun.   

 

   

2.0 Name and Unit of Officer or Person Responsible for the Range  

   

 The person-in-charge of the range shall be the Chairman of the Hong Kong Shooting 

Association or a full time ranger officer (hereinafter refer to as the Chief Range Officer) 

appointed by the Chairman of the Hong Kong Shooting Association. 

 

The Chief Range Officer shall be an Approved Ranger Officer (RO) and an Authorized 

Arms Instructor (AI) of the Hong Kong Police Force and certified by the Arms 

Licensing Office.  

 

The Chief Range Office may deputize any persons, Duty Range Officers or Authorized 

Instructors, he deems fit to operate the range within their capacity.  However, such 

persons must possess qualifications recognized by the Hong Kong Shooting Association. 

 

   

3.0 Other Related Bye-Law  

   

 The range shall only be operated and use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Shooting Bye-law of 

all I.S.S.F. Disciplines.  

 

   

4.0 Description of the Range  

   

 *Notes - A Range Order would only apply for a shooting range of a specific 

  firing distance.  A separate Range Order should be prepared for the 

  proposed 10m indoor range, 25m outdoor range and 50m outdoor 

  range.   

   

  The descriptions provided under item 4.1 should be read in relation to 

  the specific firing distance. 

 

   

4.1 The firing distance (the area of firing emplacements from which firing may take place) 

 

* The 10m indoor range is set up for I.S.S.F competition shooting in accordance with 

 I.S.S.F. Technical Rules.  Only static firing positions are allowed from the basic 

 firing lines with approved “back stops”. 

 

* The 25m range is set up for I.S.S.F. competition shooting in accordance with I.S.S.F. 

 Technical Rules with approved “Back Stops”. 

 

* The 50m range is set up for I.S.S.F. competition shooting in accordance with I.S.S.F. 

 Technical Rules with approved “Back Sto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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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Description of the Range (cont’d)  

   

4.2 Only the type of firearms allowed for the specific firing distance should be used.  

   

4.3 The layout of the range is attached and displayed together with the Range Order.   

   

4.4 Permanent warning signs are erected along the access road at 200m, 100m and  50m 

away from the Main Entrance Gate, and, at the front of the Main Entrance Gate.   

 

The warning signs are of size 1200mm x 600mm in red coloured background and white 

wording in English and Chinese with wording: 

 

 WARNING : FIRING RANGE 200 METRES AHEAD.  LIVE FIRE 

 PRACTICE IN PROGRESS WHEN RED FLAG IS HOISTED. 

 

  ! : "# 200 $%&'()* +,-./0&'()12#3 

  

 WARNING : FIRING RANGE 100 METRES AHEAD.  LIVE FIRE 

 PRACTICE IN PROGRESS WHEN RED FLAG IS HOISTED. 

 

  ! : "# 100 $%&'()* +,-./0&'()12#3 

 

 WARNING : FIRING RANGE 50 METRES AHEAD.  LIVE FIRE 

 PRACTICE IN PROGRESS WHEN RED FLAG IS HOISTED. 

  

  ! : "#   50 $%&'()* +,-./0&'()12#3 

  

 WARNING : FIRING RANGE.  LIVE FIRE PRACTICE IN PROGRESS 

 WHEN RED FLAG IS HOISTED. 

 

  ! : &'()* +,-./0&'()12#3 

 

   

4.5 Permanent warning signs same as the ones at the front of the Main Entrance Gate are 

erected on the boundary fence at approximately 50m intervals. 

 

   

4.6 A red warning flag measuring 900mm x 600mm to be posted on a 7m high flag pole at 

the right side of the Main Entrance Gate.  This flag shall be raised during all live fire 

practice and will be lowered and retrieved for safe keeping whenever live fire practice 

ceased. 

 

   

4.7 Six red butt stop flags each measuring 900mm x 600mm to be posted on at a 7m high 

flag pole located at the flanks and/ or behind the bullet catchers.  

 

   

4.8 The location of the 10m, 25m and 50m firing ranges, warning signs and flags are 

illustrated on the key plan attached as Annex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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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Range Staff  

   

 * Notes-  A Range Office(RO)  and Arms Instructor(AI)  must be qualified by the 

  Hong Kong Police Force based on a recommendation by  

  Chairman of the Hong Kong Shooting Association. 

  Upon such approval/ authorization, the RO and AI candidates must 

  attend a class given by the Chief Range Officer (CRO) on the operation 

  and administration of the range. 

 

   

5.1 Chief Range Officer (CRO)  

   

 (a) Maintain and manage the range. 

(b) Ensure the Duty Range Officers (DRO) receives written schedules including 

 matches, recreational firing and any special instructions. 

(c) Report for duty at least one hour prior to the first scheduled live fire for the day. 

(d) Ensure all DRO check in and receive briefing prior to the scheduled live fire. 

(e) Ensure all DRO wear the proper attire and identification. 

(f) Ensure proper setting up of all equipment, targets, warning flags, etc. and 

 provision of first-aid kit. 

(g) Ensure all DRO understand and execute live fire procedures. 

(h) Inspect the range with all the DRO prior to the scheduled live fire. 

(j) Inspect the range with all the DRP after the scheduled live fire. 

(k) Conduct RO training as required. 

 

   

5.2 Duty Range Officer (DRO)  

   

 (a) Check in with the CRO half an hour prior to the first scheduled live fire. 

(b) Present relevant and valid RO or AI identification for verification of 

 authenticity. 

(c) Obtain and execute briefing and all instructions given by the CRO. 

(d) Provide briefing to the shooters assigned to observe. 

(e) Maintain the highest standard of safety precaution in accordance with the 

 Standard Operation Procedures and Range Orders. 

 

   

5.3 Range Staff/ Security Personnel  

   

 (a) Assist the CRO and DRO in administration and management of the range. 

(b) Control access and security.  Check in of all shooters and/ or visitors. 

(c) Setting up of warning flags and signs. 

(d) Ensure no trespassers enter the boundary of the range. 

(e) Maintain the highest standard of safety precaution in accordance with the  

 Standard Operation Procedures and Range Orders. 

 

   

5.4 All shooters are encouraged to book their firing time in advance.  The range should only 

be opened for live fire with the minimum staffing of one RO.  The number of RO or 

DRO may vary depending on the booking and the anticipated number of shooters.  The 

attendance shall be determined by the C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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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Use of the Range (cont’d)  

   

6.1 The range is opened from 0700 hours to 2230 hours daily. 

 

The range shall be closed upon hoisting of Typhoon Signal no.3 or higher. 

 

The range or portions of the range may also be closed in case of accidents or other 

emergency incidents at the discretion of the Hong Kong Shooting Association. 

 

   

6.2 Users 

 

(a) Members of the Hong Kong Shooting Association 

(b) Guest of members approved by the Hong Kong Shooting Association who have 

 attended the prescribed course or are under the supervision of AI, or  in 

 possession of the relevant and valid arms license, are eligible to be engaged with 

 shooting activities. 

(c) Guest shooters attending competitions who are in possession of the relevant and 

 valid armed license and personal firearms. 

(d) Children of age 15 and under are prohibited from entering the range. 

 

   

6.3 Only competitions organized and/ or approved by the Hong Kong Shooting Association 

can be held on the range.   

 

The schedule, operation, staffing, safety precautionary measures shall be determined or 

subject to the approval of the Hong Kong Shooting Association.     

 

   

6.4 Targets  

   

 Only the I.S.S.F competition paper targets are permitted.  

   

7.0 Arms and Ammunition  

   

7.1 Only arms and ammunitions permitted under the I.S.S.F. rules and regulations are 

allowed. 

 

   

7.2 All firearms should be licensed.  

   

7.3 The following ammunitions are not allowed: 

  

- Jacket ammunitions 

- Armour piercing ammnitions  

- Tracer ammunitions 

- Any ammunition with energy exceeding the range capa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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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 Arms and Ammunition (cont’d)  

   

7.4 Restrictions specifically for each firing distance  

  

(a) 10m indoor range  - only 177 cal. Pellet air gun is allowed. 

(b) 25m and 50m outdoor range - hand guns and ammunitions up to .45 or 9mm 

       caliber with a muzzle velocity of not more 

       than 1,400 ft. per sec.   

     - rifles up to 0.22 or full bore rifle up to  

       7.62mm 

 

   

8.0 Security and Safety  

   

8.1 The boundary of the range including the car/ coach drop-off and parking area is fully 

fenced with only one entrance point through the Main Entrance gate.   

 

Access for emergency vehicles is provided. 

 

   

8.2 Control of Entry 

 

(a) The range shall only be opened to users as delineated in item 6.2 above. 

(b) All users are required to report and register at the Reception Table inside the 

 Club House as the control entrance of the range. 

(c) All users will be issued a “user” tag at the Reception Table that should be worn  

 and displayed after entry into the range.   

(d) All users are restricted to carry out firing activity at the designated shooting bay.    

 

   

8.3 Safety Rules - Gun Handling   

   

 (a) Treat every firearm as is it is loaded. 

(b) Never point at anything that you don’t want to destroy. 

(c) Keep your finger off the trigger unless you are ready to fire. 

(d) Be sure of your target. 

 

   

9.0 Display of Range Orders  

   

9.1 The Range Order in both English and Chinese shall be posted permanently and at 

location prominent to view by the users at all firing ranges.    

 

   

9.2 The safety rules, emergency procedures, and other operation regulations shall also be 

posted at the Main Entrance of the range and at the Reception Table inside the Club 

House.   

 

   

9.3 For 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s, English will be the only language for official 

commun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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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Emergency Procedure  

   

10.1 Misfire or Accidental Discharge that causes Body Injury  

   

 (a) The Range Officer should instruct all shooters, at the range where the accident 

 happened to unload their firearms and to clear the range. 

(b) The injured person shall be treated with first-aid. 

(c) Call the Police who will direct ambulance at scene. 

(d) If the injured person is shot by his own firearms, remove the firearms and keep 

 in unloaded conditions for police inspection upon arrival. 

(e) The range where the accident happened will not be open until the injured person 

 is removed and sent to hospital, and, obtains a clear instruction from the Police 

 that the range is not required to be closed for investigation. 

(f) The Range Officer should submit an accident report at his best knowledge to the 

 arms licensee and the council of the Hong Kong Shooting Association. 

 

   

10.2 Misfire or Accidental Discharge that causes Material Damage  

   

 (a) The Range Officer should stop the subject range activities and clear all shooters, 

 if any, away from the range where the accident happened. 

(b) The Range Officer should report if the damage is done by firing in a safe manner 

 to the arms licensee and the council of the Hong Kong Shooting Association for 

 final assessment. 

(c) If the firing that causes the damage is not safe or breaches the range order, the 

 arms licensee will write to the Police for investigation should the alleged 

 offence, if any be substantia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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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附錄附錄附錄 D:  

復修後護理承辦商的煙囪排放復修後護理承辦商的煙囪排放復修後護理承辦商的煙囪排放復修後護理承辦商的煙囪排放、、、、揮發性有機化揮發性有機化揮發性有機化揮發性有機化合物合物合物合物、、、、氣味氣味氣味氣味、、、、鑽孔及鑽孔及鑽孔及鑽孔及 

水水水水壓計壓計壓計壓計、、、、排氣管及表面氣體排放監察數據排氣管及表面氣體排放監察數據排氣管及表面氣體排放監察數據排氣管及表面氣體排放監察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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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附錄附錄附錄 E: 

建議的環境緩解措施實施時間表建議的環境緩解措施實施時間表建議的環境緩解措施實施時間表建議的環境緩解措施實施時間表 



附錄 E 

第 1頁，共 6頁 

建議中的環境緩解措施實施時間表 

期間 相關

章節 

環境保護措施 / 緩解措施 

 

地點/時間 實施人 

設
計 

建
築 

運
作 

相關法例及

指引 

噪音 

4.2.6 需遵守和符合《噪音管制條例》及附例。 

需要實施最佳管理辦法的做法去控制和減緩由工地產生的噪音以使影響減到最少。 

所有在工地使用的設施需要適當地維持在良好的運作狀態，嘈雜的建築活動需要加上滅聲器、減音器、隔音布、

護罩、隔音棚和屏幕等設備或其他方法有效把噪音降低，避免對附近的噪音敏感受體產生騷擾。 

建築承辦商應在安排工序及在進行工序時將對附近環境的噪音影響減至最少，並需提供有經驗和經過適當訓練

的人員確保能實施這些方法。 

工程項目選址/ 

建築期 

建築承辦商  √  NCO 

4.2.7 室內靶場將採用窗口式分體冷氣機或/及抽氣扇作空氣調節之用，並且配以連密封墊的窗戶等良好隔音裝置。 工程項目選址/ 

運作期 

項目倡議人 

及營運商 

√ √ √ NCO 

4.2.8 室外及室內靶場均不會在夜間使用。 工程項目選址/ 

運作期 

營運商   √ NCO 

4.2.19 露天的射擊場設置圍牆。圍牆將會有 3.5米高，包括射擊棚 1.5米高的地台升高部分。露天靶場的三面會有以

木隔板建造的圍牆。  

工程項目選址/ 

運作期 

項目倡議人 

及營運商 

√ √ V NCO 

空氣質素 

4.3.6 需要遵守和符合《空氣污染管制條例》及其附例，特別是《空氣污染管制（露天焚燒）規例》，《空氣污染管

制（建造工程塵埃）規例》和《空氣污染管制（煙霧）規例》。建築承辦商需要無時無刻遵照最佳管理辦法，

避免建築活動產生塵埃滋擾和煙霧。建築承辦商需要確保在有需要時有足夠的水儲存和供應以作抑制塵埃。  

建築承辦商應在安排工序及在進行工序時將對附近環境的塵埃影響減至最少。 

需提供有經驗和經過適當訓練的人員確保能實施這些方法。 

工程項目選址/ 

建築期 

建築承辦商  √  APCO 及附例 

4.3.16 在擬建射擊場內使用的槍械將應用無鉛燃燒藥引混料。 工程項目選址/ 

運作期 

營運商   √ APCO 

4.3.17 在標靶後豎立軟檔網以收集子彈令子彈能保持完整，從以防止在擊中目標時產生鉛塵埃。配以沙包的木板可用

作檔網。在射擊區域建造離地面 3.5米高的圍牆以進一步阻擋和減輕在靶場內較重的鉛塵埃飄散。 

 

工程項目選址/ 

運作期 

營運商 √ √ √ APC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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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質 

4.4.6 需遵守和符合《水污染管制條例》及其附例。 

建築承辦商應在進行挖掘工序時採取措施將對水質的影響減至最少，及編排工序以將工地內外的水質污染減至

最低。 

建築承辦商需要遵從由環保署署長發出的《專業人士環保事務諮詢委員會專業守則》PN1/94「建築工地排水」

守則和負責設計、建造、營運和維護所有緩解措施。 

工程項目選址/ 

建築期 

建築承辦商  √  WPCO及附

例; ProPECC 

PN 1/94  

4.4.7 將提供放置在地面的貯水箱和化學洗手間設施。不會排放污水至附近環境。 

所有廢棄物會儲在貯水箱內，然後由廢棄物處理代理商負責棄置。 

將會提供明渠收集雨水。  

不會批准排放污水。 

工程項目選址/ 

運作期 

項目倡議人 √ √ √ WPCO及附例 

4.4.8 貯水箱的預算容量將定為每日最高流量的兩倍。污水將安排於每日的使用高峰期間排放。 工程項目選址/ 

運作期 

項目倡議人 

及營運商 

√ √ √ EIAO-TM 

生態影響 

4.5.2 射擊活動只限於在室內靶場或於三面豎立圍板作遮擋的室外靶場內進行。 工程項目選址/ 

運作期 

營運商 √ √ √ EIAO-TM 

廢物管理 

4.6.5 需遵守和符合《廢物處置條例》及其附例。 工程項目選址/ 

建築期 

建築承辦商  √  WDO 

4.6.5 建築承辦商需申請登記成為化學廢物產生者。 工程項目選址/ 

建築期 

建築承辦商  √  WDO 

4.6.6 應改變或改良設計及工序、規劃及良好的工地管理以避免及減少工程項目產生的廢物。 

需確保不同類型的廢物在工地會儲存在不同儲存器，分隔區和廢物堆，以促使廢物可再用/回收，以至最後能

適當地棄置到不同地點。 

廢物利用應該盡可能實行。  

循環再用物料可包括紙/紙板，木材和金屬等。  

含有金屬、木材、紙、玻璃、廢棄的舊物和普通垃圾的建築廢料應該廢物利用，最後才選擇棄置在堆填區。 

需要記錄產生的廢物，廢物利用和棄置(包括棄置位置)的數量。 

工程項目選址/ 

建築期 

建築承辦商  √  EIAO-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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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有需要棄置廢物到指定的公眾填料設施和/或堆填區時要採取運載記錄制度。 

要給予工人訓練講解工地清潔概念和適當的管理程序，包括減少廢物，再用和回收。 

4.6.7 子彈殼和其他的岩屑會每天從射擊場收集。 工程項目選址/ 

運作期 

營運商   √ EIAO-TM 

4.6.8 所有在貯水箱的廢物將由廢棄物處理代理商負責棄置。 工程項目選址/ 

運作期 

營運商   √ EIAO-TM 

沼氣危害影響 

4.7.28 有關挖坑和挖土及在接近地面/地底產生密閉空間的工序，應該清楚列明預防措施及嚴厲執行，以將堆填區氣

體/滲濾液擴散對工人所構成的危害減至最低。 

工程項目選址/ 

建築期 

建築承辦商  √  ProPECC PN 

3/96及 

LFGHAGN 

4.7.29 當工人需要進入密閉空間或深於一米而欠缺良好通風系統的土坑時，除了一般的工地安全程序，應提供氣體探

測裝置和合適的呼吸儀器並在有需要時使用。在建築期內應委派一位受過訓練的人員 (例如安全主任) 駐守工

地。 

工程項目選址/ 

建築期 

建築承辦商  √  ProPECC PN 

3/96及 

LFGHAGN 

4.7.30 應提醒所有在工地工作的人員及訪客有關由堆填區沼氣擴散所引致在挖掘地點附近可能會燃點沼氣及在密閉

空間 (例如深坑或只有細小出入口的地下空間) 可能引致窒息。應張貼安全告示提醒有關的潛在危害。 

工程項目選址/ 

建築期 

建築承辦商  √  ProPECC PN 

3/96及 

LFGHAGN 

4.7.31 負責或在「危險地帶」工作的人員，包括所有在諮詢區工作的挖土工人、主管及工程師，應接受由承辦商或其

他公司所安排有關在受到堆填區沼氣、火警或爆炸危險影響的地區工作的訓練。 

工程項目選址/ 

建築期 

建築承辦商  √  ProPECC PN 

3/96及 

LFGHAGN 

4.7.32 制定一套挖掘程序及作業指引以減少包括與沼氣相關的風險，並落實執行。 工程項目選址/ 

建築期 

建築承辦商  √  ProPECC PN 

3/96及 

LFGHAGN 

4.7.33 工人在工地工作時應該遵守安全守則。 工程項目選址/ 

建築期 

建築承辦商  √  ProPECC PN 

3/96及 

LFGHAGN 

4.7.34 在半密閉及密閉空間和接近排氣管的地方，在可能的情況下應該嚴禁吸煙及明火。在工地的當眼處應該張貼「不

准吸煙」及「不准明火」的告示，在有需要的情況下劃定吸煙區。 

工程項目選址/ 

建築期 

建築承辦商  √  ProPECC PN 

3/96及 

LFGHAGN 

4.7.35 任何電子設備，例如電動機及延伸線，應該符合防爆安全。重型建造機械應該配備較高的垂直排氣喉及避雷針。 工程項目選址/ 

建築期 

建築承辦商  √  ProPECC PN 

3/96及 

LFGHA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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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36 在可行的情況下，在組合喉管或鋪設水管時，所有氣閥/密封墊應該在安裝後立即關閉。在建築期內，所有氣

閥/密封墊應該如同在安裝時保持關閉以防止沼氣經由喉管或水管擴散。所有喉管/水管應該在每個工作日完工

時蓋好。 

工程項目選址/ 

建築期 

建築承辦商  √  ProPECC PN 

3/96及 

LFGHAGN 

4.7.37 流動辦公室、設備儲存室、飯堂等應該設於確定沒有沼氣的區域 (以手提氣體探測器檢驗)及應該進行持續的監

察以確保這些區域沒有沼氣。另外，這些建築物應該昇高於地面最少 500毫米。 

工程項目選址/ 

建築期 

建築承辦商  √  ProPECC PN 

3/96及 

LFGHAGN 

4.7.38 在建築期內，工地應該配備足夠的滅火設備、防火衣及呼吸器。營運商應該制定一套健康及安全守則、標準及

指引讓工地工人遵守。 

工程項目選址/ 

建築期 

建築承辦商  √  ProPECC PN 

3/96及 

LFGHAGN 

4.7.39 鑽探工序應參考堆填區沼氣危險評估指引內的「有關鑽孔工作的特別建議」，以確保工序進行時將受到妥善監

督、提供安全裝備和衣服及制定完善的工作及安全施工程序。 

工程項目選址/ 

建築期 

建築承辦商  √  ProPECC PN 

3/96及 

LFGHAGN 

4.7.40 在有需要的情況下，燒焊、氣體切割或其他加熱工序應盡可能限制在遠離任何土坑或挖掘地點最少 15米的露

天地方進行。這類工序只可在受到「工作許可」程序監控的土坑或密閉空間內進行，而「工作許可」程序是交

由安全主任或其他適當的合資格人士所批准。「工作許可」程序應該訂明在整個加熱工序中持續監察甲烷、二

氧化碳及氧氣的要求。在限制區域外進行的工作程序應該要求一名適當的合資格人士在場負責監督氣體測量的

進行，並在出現不可接受或有危險的情況下暫停工序的進行。只有受過相關訓練及完全認識潛在的危險狀況的

工作人員方可准許進入密閉空間內進行加熱工序。 

工程項目選址/ 

建築期 

建築承辦商  √  ProPECC PN 

3/96及 

LFGHAGN 

4.7.41 其他在密閉空間內進行的工作，如有的話，將受到《工廠及工業經營(密閉空間)規例》所監管﹐工人在密閉空

間內工作必須遵守安全指引以確保符合以上條例的要求。有關密閉空間作業而受到堆填區沼氣影響的事項詳列

如下： 

• 在出入口應清楚標示中英文警告字句，列明該處有可能有易燃及窒息性氣體積聚。 

• 警告字句應列出適當的聯絡人電話，聯絡人需可提供在進入密閉空間前或在密閉空間內工作時所採用的

安全措施。 

• 工人應提防進入密閉空間時的潛在有害氣體，如適用，工人應該接受使用氣體探測器的相關訓練。 

• 在進入密閉空間前應該先檢查內裡的氧氣、甲烷及二氧化碳濃度。只有當內裡的氧氣濃度高於 18% (以體

積計算)，甲烷濃度低於爆炸下限的 10%，即相等於約 0.5%(以體積計算)，而二氧化碳濃度低於 0.5%(以體

積計算)，方可進入空間內工作。 

工程項目選址/ 

建築期 

建築承辦商  √  ProPECC PN 

3/96及 

LFGHA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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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二氧化碳或甲烷的濃度高於標準，或氧氣濃度低於標準，則應禁止進入該密閉空間並需咨詢專家意見。 

• 就算密閉空間被定為可以安全進入，除非地面有另一名工人駐守，否則工人仍然嚴禁進入該密閉空間。

進入密閉空間的工人應穿著合適的全身/安全吊帶，和配備一個手提式甲烷、二氧化碳及氧氣探測儀。 

• 在一般情況下，當需要在密閉空間進行工作，則需要提供足夠的合規格急救器材、呼吸儀器及安全電筒。

相關的工人或監督該工序的人員應該接受有關使用這些儀器的訓練及練習。准許進入密閉空間施工的管

理制度須要由適當的合資格人士制定，並且持續執行。 

4.7.48 射擊場的營辦商將在運作期內進行維修時施行在工程項目建築期內的堆填區氣體緩解措施建議(4.7.28-4.7.41)。 工程項目選址/ 

運作期 

營運商   √ ProPECC PN 

3/96及 

LFGHAGN 

4.7.49 覆蓋平台的設計負重度為 60kN/m2。在設計擬建設施時會考慮到以上的負重要求。為求不影響到覆蓋系統，在

興建地基時不會打摏。亦不會興建地庫，而所有建築物將在地面上建設底部。所有的建築物均為單層建築，而

其負重將盡可能減至最低及符合負重要求以避免損害到覆蓋層和其他地底喉管裝置。 

設計設施的位置時將顧及到不影響現有的堆填區設施，即工程並不需要拆卸、遷移及改建現有設施。 

所有距離射擊場 25米/50米內的監察或抽取井將有額外的保護設施 (例如在井口加設檔板) 以避免在射擊活動

中受到損毁。  

工程項目選址/ 

運作期 

項目倡議人 √ √ √ ProPECC PN 

3/96及 

LFGHAGN 

4.7.50 在射擊場內不容許任何明火和吸煙。「不准吸煙」和其他的警告字句應張貼於鄰近排氣管的地方。 工程項目選址/ 

運作期 

營運商 √ √ √ ProPECC PN 

3/96及 

LFGHAGN 

4.7.52 辦公室及會所、室內射擊場及其他室內建築 (如有的話) 將使用昇高的地台設計，而地台與地面將保持不少於

500毫米高的空隙。 

工程項目選址/ 

運作期 

項目倡議人 √ √ √ ProPECC PN 

3/96及 

LFGHAGN 

4.7.53 將在辦公室及會所、室內射擊場及其他密封房間的地板鋪上 1毫米厚的高密度聚乙烯土地薄膜或同類物料 (其

導水性少於 10-12m/s) 以減低沼氣擴散入房間內的可能性。 

任何進入建築物的設施接駁口將以密封劑、環圈或缸通填塞以防止沼氣擴散入房間。高密度聚乙烯環套將緊接

高密度聚乙烯喉管(接連到駁入房間的喉管)，並連接到地板的薄膜層。 

食水管及污水管，如有的話，將以水封防止堆填區沼氣的侵入(於”U”型喉管部份儲水以阻塞空氣流入) 

連接至工程項目選址以外的設施需鋪於地面以上，而並非地面下，但需配合接駁至工程項目選址的公共設施最

終設計。 

工程項目選址/ 

運作期 

項目倡議人 √ √ √ ProPECC PN 

3/96及 

LFGHA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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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54 密封建築物包括射擊場、會所和洗手間/餐飲場所將配備每小時 5次空氣流動的機動抽風系動以避免堆填區沼

氣在滲入密封房間後的積聚。 

工程項目選址/ 

運作期 

營運商 √ √ √ ProPECC PN 

3/96及 

LFGHAGN 

4.7.55 監測系統將安裝於會所、室內射擊場及洗手間/餐飲場所內。將監察甲烷及二氧化碳的濃度。 工程項目選址/ 

運作期 

營運商 √ √ √ ProPECC PN 

3/96及 

LFGHAGN 

4.7.56 項目倡議人將與堆填區的復修及復修後承辦商保持溝通以得悉有關堆填區沼氣的管理消息。 

 

工程項目選址/ 

運作期 

項目倡議人 

及營運商 

  √ ProPECC PN 

3/96及 

LFGHAGN 

4.7.57 應制定一套有關堆填區沼氣事故的緊急逃生計劃/撤退程序。 工程項目選址/ 

運作期 

項目倡議人 

及營運商 

  √ ProPECC PN 

3/96及 

LFGHAGN 

4.7.60 擬建射擊場的營辦商將與環保署及復修承辦商緊密聯繫以確保擬建發展的興建及運作不會為現有堆填區帶來

壞影響。擬建射擊場的營辦商需負責確保進入工程項目範圍內進行復修工作的環保署及復修承辦商員工的安

全。 

工程項目選址/ 

建築期及運作

期 

項目倡議人, 

建築承辦商 

及營運商 

 √ √ ProPECC PN 

3/96及 

LFGHAGN 

EIAO-TM –《環境影響評估程序技術備忘錄》 

NCO –《噪音管制條例》 

APCO –《空氣污染管制條例》 

WPCO –《水污染管制條例》 

WDO –《廢物處置條例》 

FAR –《火器及彈藥條例》（第 238A章） 

ProPECC PN 1/94 - ProPECC PN 1/94 「建築工地排水」守則 

ProPECC PN 3/96 - ProPECC PN 3/96 《鄰近堆填區的發展的沼氣危害評估》 

LFGHAGN – 堆填區沼氣危害評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