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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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工程項目稱為「擬建污水幹渠連接大埔 3條鄉村 – 打鐵屻、元墩下及老劉屋」（下稱「是項

工程」）。 

 

1.2 工程項目的目的和性質工程項目的目的和性質工程項目的目的和性質工程項目的目的和性質 

 

1.2.1. 是項工程旨在沿大埔碗窰路延伸現有在新屋家附近的無壓污水幹渠至打鐵屻村之村口，

以接駁三條鄉村（打鐵屻、元墩下及老劉屋（非認可鄉村））之排污系統。 

 

1.2.2. 儘管近年吐露港的水質已有顯著改善，但仍未能完全達到該區的水質指標。因此，有

必要進一步為該區提供更完善的污水收集系統，以減少水質污染及達至既定的水質指

標。 

 

1.2.3. 這三條鄉村（包括一條非認可鄉村）的總人口約為 1000人。三條鄉村鄰近已有污水收

集系統的地區。當地社區對擴建污水收集系統表達強烈訴求及支持。 

 

1.3 工程項目倡議人名稱工程項目倡議人名稱工程項目倡議人名稱工程項目倡議人名稱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渠務署污水工程部。. 

 

1.4 工程項目的地點及規模工程項目的地點及規模工程項目的地點及規模工程項目的地點及規模 

 

1.4.1. 擬建工程地點位於大埔區西面的碗窰路。是項工程的施工範圍鄰近一個水務署管理的

集水區及引水道。大部分擬建之污水幹渠在可行的情況下，將以明挖敷管或無坑敷管

的方式，敷設在現有行車道或鄰近行人路。其中約有 350米之污水幹渠將位於大帽山

郊野公園範圍內，另外亦有四段長約 6 至 22 米之管道用明敷喉管的方式分別橫跨四

條河道之上，其中包括一段靠近碗窰的大埔河被列為具重要生態價值河溪(下稱「碗窰

河溪」)。 

 

1.4.2. 是項工程主要包括： 

 

(i)  由新屋家敷設長約 1公里、直徑約 250毫米的公共污水幹渠，連接至打鐵屻（沿

途可供元墩下和老劉屋接駁）； 

(ii)  建造相關的污水沙井及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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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安裝一個小型預製件污水渠支撐以支撐污水渠管橫跨長跨度的碗窰河溪（水敏感

受體WSR4）；及 

(iv)  為橫跨河道的污水管提供防滲漏系統，避免對集水區及郊野公園造成潛在污染。 

 

1.4.3. 有關是項工程的位置及初步設計，請參閱圖圖圖圖一一一一。 

 

1.5 是項工程的理據是項工程的理據是項工程的理據是項工程的理據 

 

是項工程為上述三條未有污水收集設施的鄉村建造污水幹渠，旨在減少污染物排進集水區和吐

露港，從而改善上述鄉村的環境。是項工程的範圍只限於從打鐵屻村之村口沿碗窰路，敷設污

水渠至最接近的公共污水收集系統，以減低對環境可能造成的影響。為達至該區的水質指標，

是項建議污水工程是必要和無可避免的。 

 

1.6 涉及指定工程項目的數目和種類涉及指定工程項目的數目和種類涉及指定工程項目的數目和種類涉及指定工程項目的數目和種類 

 

由於是項工程中的一部分，即約 350米的污水幹渠將會位於大帽山郊野公園範圍內，因此，按

照「環境影響評估條例（第 499 章）」附表 2 第 1 部 Q1 項的規定，是項工程屬於「指定工程

項目」。 

 

1.7 聯絡人姓名及電聯絡人姓名及電聯絡人姓名及電聯絡人姓名及電話號碼話號碼話號碼話號碼 

 

香港灣仔告士打道 5號稅務大樓 44樓 

渠務署污水工程部技術經理 

胡云女士 

電話：2594 7468 

傳真：2827 8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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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計劃大綱及計劃的執行計劃大綱及計劃的執行計劃大綱及計劃的執行計劃大綱及計劃的執行 

 

2.1 是項工程的委託部門為環境保護署（環保署），由渠務署負責規劃、設計及督導施工。

工程完成後，污水幹渠會交由渠務署新界北渠務部負責運作及維修。 

 

2.2 擬建工程已於 2016年 4月展開規劃及設計工作，並計劃於 2019年動工，至 2021年竣

工。 

 

2.3 是項工程的工地內及鄰近範圍，將不會有其他工程同期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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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對環境可能造成的影響對環境可能造成的影響對環境可能造成的影響對環境可能造成的影響 

 

3.1 涉及的工序大綱涉及的工序大綱涉及的工序大綱涉及的工序大綱 

 

大部分擬建之污水幹渠將以明挖敷管或無坑敷管的方式敷設，有關工程的流程圖如下： 

 

 

 

 

 

 

 

 

 

 

 

 

小部分擬建之污水幹渠會採用明敷喉管的方式敷設，以橫跨 4條河流，並用筒套筒的方式以支

撐擬建之污水渠並防止滲漏。其中由於碗窰河溪的跨度長達 22 米，故需在河道里高出水面的

岩石表面上安裝一個小型預製件污水渠支撐以支撐污水渠管。有關工程的流程圖如下： 

 

 

 

 

 

 

 

 

 

 

 

 

 

 

註解: * 只適用於碗窰河溪 

 

 

挖路 

挖掘喉坑及側向支撐 放置污水渠基層物料 / 為無坑敷管設置頂管井和接管井 焊接 / 接駁渠管 
敷設污水渠連混凝土圍繞, 如有 /  進行無坑頂管法敷設污水渠 建造鋼筋混凝土沙井 

回填 

重鋪路面 

安裝預製件污水渠支撐 *   安裝污水渠及套筒 以水泥漿填滿空隙 焊接 / 接駁渠管及套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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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施工階段可能造成的環境影響施工階段可能造成的環境影響施工階段可能造成的環境影響施工階段可能造成的環境影響 

 

3.2.1 空氣質素空氣質素空氣質素空氣質素 

 

是項工程的施工活動，如挖路、挖掘喉坑和回填等工序，均會產生塵埃。 

 

3.2.2 噪音噪音噪音噪音 

 

是項工程涉及使用機動設備的施工活動，如挖路和挖掘喉坑等工序，均會產生噪音。有關潛在

噪音影響檢討的詳情，請參閱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A。 

 

3.2.3 水質水質水質水質 

 

在大雨期間產生的地面徑流和雨水侵蝕外露泥土及物料堆，以及建築工人產生的污水等，都可

能對水質造成影響。此外，施工期間進行的減塵灑水、挖掘工程所需進行的排水，以及沖洗建

造設備和建築車輛等工作，都可能產生含泥廢水。 

 

3.2.4 土地污染土地污染土地污染土地污染 

 

根據 1963、1973、1983、1995、2001及 2015年拍攝的航空照片（請參閱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B）所顯示，是

項工程範圍的土地用途一直以來都是村屋式住宅及農業用地。城市規劃委員會的法定圖則所顯

示，是項工程範圍的土地用途為綠化地帶或郊野公園。根據歷史航空照片、土地用途歷史（村

屋式住宅及農業用地）及實地考察，是項工程範圍於過往並沒有進行工商業運作。因此，是項

工程範圍內的土地不大可能受到有害物質污染 

 

3.2.5 廢物管理廢物管理廢物管理廢物管理 

 

3.2.5.1 是項工程的施工活動將會產生多種廢物，基於它們的成份及最終棄置方法分類如下： 

 

(i) 建造及拆卸（拆建）物料–惰性拆建物料包括：棄土（泥土和石頭）、廢棄的混凝

土及水泥漿。非惰性拆建物料則包括：木材、金屬廢料、植物及包裝廢料。 

(ii) 由一般操作慣例產生的化學廢物（例如：車輛及機械維修） 

(iii) 由工人產生的一般垃圾 

 

3.2.5.2 根據歷史航空照片、土地用途歷史（村屋式住宅及農業用地）及實地考察，是項工程

範圍不大可能含有挖掘沉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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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6 生態生態生態生態 

 

3.2.6.1 擬建污水幹渠會沿著現有的碗窰路敷設，施工地點均屬已受擾動的地區，預計是項工

程在施工階段不會對生態造成直接影響。然而，在施工階段內，工程活動將會增加，

因此，可能會滋擾附近的生境和生境內的野生動物，從而對生態造成潛在的間接影響。

儘管因為碗窰路其中大約 350米長的部分位於大帽山郊野公園範圍，以致部分的污水

渠將敷設於郊野公園範圍內，但附近環境原本已經受到交通和人類活動滋擾。此外，

由於污水幹渠將會敷設於現有行車道或鄰近行人路並且不需要額外建造運輸道路，因

此，在採用良好施工方法和實施減少地面徑流的標準措施後，對生態環境可能造成的

間接影響屬非常輕微。 

 

3.2.6.2 擬建污水幹渠會橫跨四條河道（水敏感受體–請參閱圖一圖一圖一圖一），其中包括碗窰河溪。碗窰

河溪被漁農自然護理署（漁護署）認定為具重要生態價值河溪，主要由於這裡是香港

除西貢外，發現受保育關注的稀有淡水夜行魚類三線擬鱨 (Pseudobagrus trilineatus，

如圖片圖片圖片圖片 3.1 所示)的地方。三線擬鱨是其中一種於本港有記錄的鱨科魚類，並在 1997

年首次記錄於西貢某沼澤。除本港以外，只見於廣東省東江河流。在中國脊椎動物紅

色名錄專輯(2016)，三線擬鱨被列為近危物種。這種初級夜行淡水魚，分布遍及碗窰河

溪，棲息於溪流及池塘的泥床，捕食小魚、蟲類、甲殼類動物和水生昆蟲。 

 

 
圖片圖片圖片圖片 3.1 – 三線擬鱨三線擬鱨三線擬鱨三線擬鱨  

(參考資料：李麗芬、林建新、吳國恩、陳勁東、楊柳菁(2004)。魚魚得水 - 香港淡水魚圖鑑。漁農自然護理署、效野公園之友會、天地圖書有限公司，香港特別行政區。) 
 

3.2.6.3 橫跨河道的擬建污水幹渠將會用明敷喉管的方式，鋪設在與橋面相若的高度，並用筒

套筒及以水泥漿填滿空隙的方式防止滲漏。由於是項工程不會涉及挖泥、河道治理或

改道工程，因此不會擾亂這四條河道的水流。 

 

3.2.6.4 然而由於碗窰河溪的跨度大，約為 22米，以致該段連接擬建沙井編號MH2和MH3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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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建污水幹渠不能在無支撐的條件下橫跨河道。為解決跨度大的問題並降低對生態環

境的影響，附表附表附表附表 3.1考慮了三種均不用接觸水體的施工方案。比較三種施工方案所得，

為避免在河道兩岸建造大型地基導致更多環境風險及對現有行車橋的結構安全造成影

響，在碗窰河溪內露出水面的岩石面上安裝一個小型預製件污水渠支撐的方案 2較為

可取(見 圖五圖五圖五圖五 和 圖六圖六圖六圖六)。 

 

3.2.6.5 方案 2涉及的預製件污水渠支撐的大小和安裝工程均十分小型。另外，施工地點有一

定的人流和車輛經過，屬已受擾動的地區。而在安裝過程中，施工過程和人員不會與

水體有任何接觸。因此，在實施適當的控制措施下，擬建工程不會對水生生態系統造

成顯著的不利影響。承建商亦需要在施工過程中遵守相關要求以確保不會擾動水體。 

 

附表附表附表附表 3.1 – 擬建污水渠橫跨碗窰擬建污水渠橫跨碗窰擬建污水渠橫跨碗窰擬建污水渠橫跨碗窰河溪河溪河溪河溪的方案評估的方案評估的方案評估的方案評估 

 方案方案方案方案 1 方案方案方案方案 2 方案方案方案方案 3 

說明說明說明說明 污水渠在沒有支撐的情況下

橫跨河道 

在碗窰河溪內露出水面的岩

石面上安裝一個小型預製件

支撐以支撐污水渠橫跨河道  

把污水渠固定在現有行車橋 

優點優點優點優點 不會接觸水體 不會接觸水體 不會接觸水體 

缺點缺點缺點缺點 (i) 根據現場視察所得，現

有行車橋由 4個不置中

的原裝混凝土橋墩以及

1個後加的工字鐵支

撐。由於現有行車橋的

結構強度未知，因此並

不建議增加新的負載。 

(ii) 大埔民政事務處和路政

署不是現有行車橋的管

理和維修部門。 

(iii) 需要在河道兩岸建造大

型地基，會導致更多環

境風險。 

(iv) 大型結構會造成視覺影

響。 

會有小型安裝工程在河道內

露出水面的岩石面上進行。 

(i) 根據現場視察所得，現

有行車橋由 4個不置中

的原裝混凝土橋墩以及

1個後加的工字鐵支

撐。由於現有行車橋的

結構強度未知，因此並

不建議增加新的負載。 

(ii) 大埔民政事務處和路政

署不是現有行車橋的管

理和維修部門。 

 

緩解措施緩解措施緩解措施緩解措施 (i) 採用良好施工方法和實

施減少地面徑流的標準

措施。 

(ii) 承建商亦需要在施工過

程中遵守相關要求以確

保不會擾動水體。 

(i) 採用良好施工方法和實

施減少地面徑流的標準

措施。 

(ii) 承建商亦需要在施工過

程中遵守相關要求以確

保不會擾動水體。 

(i) 採用良好施工方法和實

施減少地面徑流的標準

措施。 

(ii) 承建商亦需要在施工過

程中遵守相關要求以確

保不會擾動水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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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在河道兩岸建造大型地

基時要採取額外的緩解

措施。 

  

結論結論結論結論 不建議 建議方案建議方案建議方案建議方案 不建議 

 

 

3.2.7 景觀和視覺景觀和視覺景觀和視覺景觀和視覺 

 

大部分的工程均會在現有行車道或鄰近行人路範圍內進行。根據現場視察所得，是項工程不會

影響任何樹木。橫跨河道的擬建污水幹渠將會用明敷喉管的方式，鋪設在與橋面相若的高度並

臨近橋體，鑑於污水管管徑較小，因而只會產生輕微視覺影響。此外，建造機器、建築物料和

工地車輛等，均可能在施工階段造成潛在的視覺影響。然而，預計造成的影響只屬過渡性質。 

 

3.2.8 文化遺產文化遺產文化遺產文化遺產 

 

沒有文物部分或全部位於是項工程(包括工作區域)，或距離是項工程 50米的範圍內。因此，古

物古蹟辦事處確定是項工程不用進行文物影響評估。距離是項工程的施工範圍約 850米和 800

米，分別有兩個已知法定古蹟：碗窰村碗窰及樊仙宮。由於法定古蹟距離施工範圍甚遠而大部

分的工程均會在現有行車道或鄰近行人路範圍內進行，因此，預計是項工程在施工階段不會影

響古蹟或歷史建築。 

 

3.2.9 擾亂水流擾亂水流擾亂水流擾亂水流 

 

3.2.9.1 橫跨河道的擬建污水幹渠將會用明敷喉管的方式，鋪設在與橋面相若的高度，因此不會

與水體有任何接觸。由於是項工程不會涉及挖泥、河道治理或改道工程，因此不會擾

亂這四條河道的水流。 

 

3.2.9.2 然而由於碗窰河溪的跨度大，約為 22米，以致該段連接擬建沙井編號MH2和MH3的

擬建污水幹渠不能在無支撐的條件下橫跨河道。為解決跨度大的問題並降低對生態環

境的影響，附表附表附表附表 3.1列出了三種均不用接觸水體的施工方案。比較三種施工方案所得，

為避免在河道兩岸建造大型地基導致更多環境風險及對現有行車橋的結構安全造成影

響，在碗窰河溪內露出水面的岩石面上安裝一個小型預製件污水渠支撐的方案 2 較為

可取(見 圖五圖五圖五圖五 和 圖六圖六圖六圖六)。方案 2涉及的預製件污水渠支撐的大小和安裝工程均十分小

型。另外，施工地點有一定的人流和車輛經過，屬已受擾動的地區。而在安裝過程中，

施工過程和人員不會與水體有任何接觸。因此，在實施適當的控制措施下，擬建工程

不會擾動水體。承建商亦需要在施工過程中遵守相關要求以確保不會擾動水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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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10 新新新新增交通增交通增交通增交通 

 

是項工程的施工活動將會產生額外交通，然而新增的交通流量僅屬輕微，而且短暫。 

 

3.3 運作階段可能造成的環境影響運作階段可能造成的環境影響運作階段可能造成的環境影響運作階段可能造成的環境影響 

 

預計運作階段不會對環境造成不利影響。由於在完成是項工程後，排進吐露港的污染物將會減

少，從而改善吐露港水質，因此，在擬建污水收集系統開始運作後，將會帶來正面的環境效益。

此外，透過採用適當的防滲漏系統，預計污水幹渠並不會因滲漏污水而污染附近引水道、集水

區、河道及郊野公園的水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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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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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 擬建工程地點位於大埔碗窰路。該處是一條通往打鐵屻、元墩下及老劉屋的現有行車

道，其中部分路段(約 350米長)位於大帽山郊野公園內。圖二圖二圖二圖二、圖圖圖圖三三三三及圖圖圖圖四四四四的照片展示

了當地現有情況。 

 

4.2 該條行車道的東、西兩側均有人造斜坡。坡上有零星灌木和草覆蓋。是項工程鄰近水

務署管理的集水區及其中擬建污水幹渠需要橫跨四條河道，包括碗窰河溪（請參閱圖圖圖圖

一一一一）。當中碗窰河溪被漁護署列為具重要生態價值河溪，主要由於這裡是香港除西貢外，

發現受保育關注的稀有淡水夜行魚類三線擬鱨 (Pseudobagrus trilineatus，如圖片圖片圖片圖片 3.1

所示)的地方。 

 

4.3 最接近的噪音和空氣敏感受體是大帽山郊野公園及位於擬建污水幹渠對出約 27 米的

打鐵屻村屋式住宅樓宇和是項工程工地邊界對出 30米和 50米的臨時構築物。是項工

程附近並沒有其他已規劃的噪音和空氣敏感受體。大帽山郊野公園是一個生態敏感受

體。請參閱圖一圖一圖一圖一。 

 

4.4 大部分的工程均會在現有行車道或鄰近行人路範圍內進行，該處屬於已受擾動土地，

而且有車輛來往上述鄉村。是項工程無需砍伐樹木和建造運輸道路，而在工程範圍 50

米內亦沒有已知的文物敏感受體。故此，預計是項工程不會對景觀及文化遺產造成影

響。 

 

4.5 由於是項工程規模細小，只需要少量小型至中型機動設備，以及有限數量的工地車輛，

因此，在施工階段只會造成極輕微的空氣質素影響、噪音影響和人為滋擾。施工地點

有一定的人流和車輛經過，屬已受擾動的地區，而大部分的工程均會在現有行車道或

鄰近行人路範圍內進行，故此，是項工程不會影響郊野公園的現有情況。在郊野公園

範圍內施工前，應先得到郊野公園及海岸公園管理局的同意方能動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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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納入設計中的環保措施以及任何其他對環境的納入設計中的環保措施以及任何其他對環境的納入設計中的環保措施以及任何其他對環境的納入設計中的環保措施以及任何其他對環境的影響影響影響影響 

 

5.1 施工階段施工階段施工階段施工階段 

 

5.1.1 空氣質素空氣質素空氣質素空氣質素 

 

由於工程規模細小，預計在施工階段不會對空氣質素造成不良影響。預計在工程施工階段所產

生的塵埃較少，因此在實施「空氣污染管制條例（第 311 章）」所附載的「空氣污染管制（建

造工程塵埃）規例（第 311R章）」內所闡述的標準減塵措施後，建造工程將不會產生顯著的塵

埃影響。部分會被納入工程合約措施如下： 

 

(i) 灑水以弄濕行將起卸的任何易生塵埃物料，易生塵埃的物料堆，進行拆卸工程的

範圍，進行挖掘及翻土工程的範圍； 

(ii) 覆蓋或遮蔽易生塵埃的物料堆； 

(iii) 以壓土或噴草等的方法，適常地處理空置的泥地；及 

(iv) 車輛在駛離工地前，必須覆蓋車輛上易生塵埃的貨物。 

 

5.1.2 噪音噪音噪音噪音 

 

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A 闡述了是項工程的潛在噪音影響檢討。是項工程將會建議實施適當的標準緩解措施，

包括採用流動臨時隔音屏障及低噪音機動設備、為工程編排適當的施工時間表和實施良好施工

方法，使是項工程預計所產生的噪音聲級，將符合住宅樓宇日間噪音準則所定的 75分貝(A)內。 

 

5.1.3 水質水質水質水質 

 

5.1.3.1 是項工程的工序包括挖路、挖掘喉坑和回填。根據環境運輸及工務局技術通告(工務)第

5/2005 號《 Protection of natural streams/rivers from adverse impacts arising from 

construction works》所闡述的指引，保護自然河流或河道。在進行這些工序時，將會提
供所需的隔泥設施，以便防止工地徑流中之泥沙排進附近雨水渠。此外，亦會在進行

挖掘喉坑工程前，實施標準緩解措施。工地臨時排水渠和隔泥設施的設計，均會依照

環保署的《專業人士環保事務諮詢委員會專業守則「建築工地排水渠」（ProPECC PN 

1/94）》所闡述的指引。同時，亦會遵守水務署所定立在集水區內或其附近進行工程項

目的指引（請參閱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C），以保護水資源免受污染。 

 

5.1.3.2 上述緩解措施均會被適當地納入工程合約中。預計在實施這些緩解措施後，是項工程

在施工階段將不會對引水道、集水區和所提及的四條河道（請參閱圖一圖一圖一圖一和圖三圖三圖三圖三），包括

碗窰河溪的水質造成不良影響。部分施工階段建議採用的良好施工方法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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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在碗窰河溪內安裝預製件污水渠支撐之前、進行中和之後或在其附近的任何施工

均需進行水質監測。同時需要制定一個事件及行動計劃，以訂明若發現水質因施

工受到影響之後需要立即採取的措施； 

(ii) 在天然河溪內或鄰近天然河溪的工地應暫時圍封，例如在工地範圍放置沙包或底

部前端有鉛墜的隔泥幕，並豎立穩妥的支柱，以防止工程對河溪水質造成不良影

響。此外，亦應採取其他保護措施，確保工地的集水區不受污染或出現淤積； 

(iii) 盡量保存河流的天然河床及維持現有流量不受影響，以免對河流生境造成損害。

不能在河床上設立臨時通道；  

(iv) 如有需要儲存建築物料包括英泥，物料必須妥為覆蓋並存放於遠離天然河溪的地

方； 

(v) 應妥善遮蓋及／或盡快棄置建築廢料和棄土，以免雨水把廢料和棄土沖進鄰近河

溪； 

(vi) 應妥善收集及／或處理建築污水包括水泥漿、工地徑流及污水，並依遞降次序，

按下列方法處理建築工地的廢水： (1) 盡量減少產生污水； (2) 予以再用或循環

再造； (3) 予以處理。選擇廢水處理設施的排水口的合適位置時必須遠離天然河

溪； 

(vii) 為了防止土壤 ／泥土滑入河溪，可能須要豎立合適的圍堰， 但於大雨期間，這

些圍堰不應阻礙河溪的流量； 

(viii) 調派督導人員駐守工地，以便緊密監督和監察工程； 

(ix) 在任何土方工程開始前，須在施工邊界興建設有隔沙井的臨時排水渠； 

(x) 定期清理隔沙井，以確保其運作正常； 

(xi) 保護任何有機會被侵蝕的挖掘或填充表面；及 

(xii) 因洩漏油或燃料而造成污染的建築機器，會被立即移離工地。 

 

5.1.4 土地污染土地污染土地污染土地污染 

 

考慮到現今和以往的土地用途，是項工程地點預計沒有受到污染。因此，是項工程地點不需要

進行整治措施。另外，為了避免在施工階段污染土地，將採取下一小節所羅列的廢物管理措施。 

 

5.1.5 廢物管理廢物管理廢物管理廢物管理 

 

5.1.5.1 鋪設污水渠的開挖工程將產生拆建物料。由於擬建污水渠將被敷設於淺層地底，預計

只會產生極少量拆建物料（根據初步設計，估計約為 1,480立方米），而且大部分屬於

惰性物料（約為總數的 90個百分比）。在設計階段，是項工程會考慮盡量減少產生拆

建物料並盡量以現場的惰性拆建物料重用作回填物料。承建商必須把所有拆建物料分

類為惰性及非惰性物料。惰性拆建物料如不能在現場循環再用，將會被棄置於公眾填

料接收設施。至於非惰性拆建物料，如不能運往循環再造設施加以處理，將會被棄置

於堆填區。拆建物料的運送程序將會採用發展局工務技術通告第 6/2010號《Trip Tick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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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stem for Disposal of Construction & Demolition Materials》所闡述的運載記錄制度，以
防止非法傾倒。 

 

5.1.5.2 在施工期間，化學廢物的主要來源可能是機器和車輛維修。 因此，預期大多數化學廢

物都會是廢油和溶劑。至於化學廢物的容量則取決於實際現場的機器和車輛數目，以

及所進行的維修保養次數。但是，考慮到擬建工程的規模較小，化學廢物的容量不大

可能超過每月 450升。化學廢物將會被持牌的收集者收集，並送往持牌的處理設施，

例如是會提供化學廢物收集服務，並可提供必要的儲存容器的化學廢物處理設施。典

型的化學廢物包括：– 

 

(i) 固體廢物（空置的燃料/潤滑劑桶、廢油/空氣過濾器、廢棄電池和車輛部件）；及 

(ii) 液體廢物（廢油/油脂、使用過的溶劑/洗滌劑，以及可能從電池維修中使用過的

酸/鹼）。 

 

5.1.5.3 施工人員將產生一般垃圾，如食物廢料、廢紙和空容器。除了產生氣味滋擾外，工地

也可能會吸引害蟲和動物。為防止垃圾被風吹起或跌入河流中，必須快速而有效地收

集現場廢物。應妥善維持和定期清理垃圾存放區域，以免吸引害蟲和動物，或對工地

造成氣味滋擾。禁止在批准的廢物轉移或處置設施以外的地方棄置垃圾。同時受僱和

工作的最高建築工人人數估計約為二十名。根據綜合廢物管理設施的環評報告(EIA-

201/2011)，每名工人每天產生 0.65公斤垃圾。因此，施工期內每日最多產生大約 13公

斤的一般垃圾。 

 

5.1.5.4 以下為有關香港廢物收集、運送及處置的法例，並用於評估是項工程所產生的潛在影

響： 

 

(i) 廢物處置條例（第 354章）； 

(ii) 廢物處置（化學廢物）（一般）規例（第 354C章）； 

(iii) 廢物處置(建築廢物處置收費)規例（第 354N章）； 

(iv) 公眾衞生及市政條例（第 132章）–公眾潔淨及防止妨擾規例（第 132BK章）； 

(v) 土地(雜項條文)條例（第 28章）； 

(vi) 包裝、標識及存放化學廢物的工作守則； 

(vii) 環境運輸及工務局技術通告(工務)第 19/2005 號《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on 

Construction Sites》；及 

(viii) 發展局工務技術通告第 6/2010號《Trip Ticket System for Disposal of Construction 

& Demolition Materials》等。 

 

5.1.5.5 是項工程只會產生少量廢物，不會為堆填區和公眾填料接收設施增加額外的負荷（請

參閱附附附附表表表表 5.1的估算摘要）。 因此，是項工程不會對環境造成不利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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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附附附表表表表 5.1 施工期施工期施工期施工期間間間間廢物估廢物估廢物估廢物估算算算算摘要摘要摘要摘要 

廢物類別廢物類別廢物類別廢物類別 估計數量估計數量估計數量估計數量 

生產生產生產生產 重用重用重用重用 棄置棄置棄置棄置 

惰性拆建物料惰性拆建物料惰性拆建物料惰性拆建物料 1,332平方米 1,332平方米 0 

非惰性拆建物料非惰性拆建物料非惰性拆建物料非惰性拆建物料 148平方米 0 148平方米 

化學廢物化學廢物化學廢物化學廢物 少於 450升/月 0 少於 450升/月 

一般垃圾一般垃圾一般垃圾一般垃圾 13公斤/天 0 13公斤/天 

注：廢物的實際數量將因應承建商的施工方法與現場情況而有所改變。  

 

5.1.5.6 儘管預計是項工程所產生的建築廢物量很少，施工期間仍會採取良好施工方法，並納

入工程合約中，以盡量減少處理廢物所產生的潛在影響。部分良好施工方法如下： 

 

(i) 在切實可行的情況下，盡快將工地內的剩餘物料移除，以減少現場的臨時儲存量； 

(ii) 妥善覆蓋臨時儲存物料，而儲存地點應限制在鋪築好的路面； 

(iii) 覆蓋可重複使用的物料，並妥善儲存在乾燥的地方，以避免受到其他物料的污染； 

(iv) 提供足夠的空間用於臨時儲存物料，以便於現場收集和/或分類； 

(v) 保持機器和車輛狀況良好； 

(vi) 用於儲存化學廢物的容器須： 

- 適用於所持有的物質、抗腐蝕、保持於良好狀態，並牢固關閉； 

- 除非規格已獲環保署認可，否則容量須少於 450升；及 

- 標示英文和中文說明書。 

(vii) 一般垃圾應與建築和化學廢物分開存放，並放在封閉的垃圾箱或壓縮容器內； 

(viii) 定期保養和清潔廢物儲存區； 

(ix) 有效地收集現場廢物；及 

(x) 承建商需要制訂和實施環境管理計劃。 

 

5.1.6 生態生態生態生態 

 

5.1.6.1 為避免和減少是項工程在施工階段可能造成的生態影響，部分是項工程將會實施的措

施如下： 

 

(i) 在碗窰河溪內安裝預製件污水渠支撐之前、進行中和之後或在其附近的任何施工

均需進行水質監測。同時需要制定一個事件及行動計劃，以訂明若發現水質因施

工受到影響之後需要立即採取的措施； 

(ii) 在碗窰河溪內安裝預製件污水渠支撐之前、進行中和之後或在其附近的任何施工

均需進行生態監測。調派生態專家駐守工地，以便緊密監督工程，確保工程對水生

生態系統不會造成重大影響。具體細節將在開展工程之前與漁護署和環保署商定； 

(iii) 預製件污水渠支撐會安裝在碗窰河溪內露出水面的岩石面上，不會接觸到水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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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安裝過程中，施工過程和人員不會與水體有任何接觸； 

(iv) 在碗窰河溪內安裝預製件污水渠支撐的大小和安裝工程均十分小型(見 圖圖圖圖五五五五 和 

圖圖圖圖六六六六)； 

(v) 根據目前相關的文獻資料，香港淡水魚的繁殖季節為春季和雨季。因此在香港淡

水魚的繁殖季節期間將禁止在碗窰河溪內的一切施工活動； 

(vi) 在碗窰河溪內的一切施工活動只允許用手持工具； 

(vii) 承建商亦需要在施工過程中遵守相關要求以確保不會擾動水體； 

(viii) 在天然河溪內或鄰近天然河溪的工地應暫時圍封，例如在工地範圍放置沙包或底

部前端有鉛墜的隔泥幕，並豎立穩妥的支柱，以防止工程對河溪水質造成不良影

響； 

(ix) 盡量保存河流的天然河床及維持現有流量不受影響，以免對河流生境造成損害。

不能在河床上設立臨時通道；  

(x) 如有需要儲存建築物料包括英泥，物料必須妥為覆蓋並存放於遠離天然河溪的地

方； 

(xi) 應妥善遮蓋及／或盡快棄置建築廢料和棄土，以免雨水把廢 料和棄土沖進鄰近河

溪； 

(xii) 應妥善收集及／或處理建築污水包括水泥漿、工地徑流及污水，並依遞降次序，按

下列方法處理建築工地的廢水： (1) 盡量減少產生污水； (2) 予以再用或循環再造； 

(3) 予以處理。選擇廢水處理設施的排水口的合適位置時必須遠離天然河溪； 

(xiii) 為了防止土壤 ／泥土滑入河溪，可能須要豎立合適的圍堰， 但於大雨期間，這

些圍堰不應阻礙河溪的流量； 

(xiv) 調派督導人員駐守工地，以便緊密監督和監察工程； 

(xv) 避免或盡量減少移除河岸上的植物。如無法避免對植物的影響，則應在工程完成

後，在所有受到影響的地方進行噴草工程或栽種合適的植物，使工地於完成工程

後融入自然環境； 

(xvi) 應在施工階段採用標準良好施工方法（例如於工程區裝設圍板、把設備或物料堆

安放在指定範圍內等），藉以減少潛在滋擾； 

(xvii) 應在施工階段實施適當措施來控制塵埃和噪音（例如定期灑水、使用低噪音機器

和臨時隔音屏障等）；及 

(xviii) 應在施工階段實施有效的工地徑流控制措施（例如設置地面排水系統、沙隔、

泥隔等），藉以減少影響附近水體。 

 

5.1.7 景觀和視覺景觀和視覺景觀和視覺景觀和視覺 

 

由於是項工程不會影響任何樹木，故無需採取緩解措施。建造活動帶來的視覺影響是非常短期

的。妥善保持工地整潔及物料貯存可減低景觀和視覺上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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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8 文化遺產文化遺產文化遺產文化遺產 

 

預計是項工程在施工期間將不會有文化遺產影響，因此無需實施任何緩解措施。 

 

5.1.9 擾亂水流擾亂水流擾亂水流擾亂水流 

 

橫跨河道的擬建污水幹渠將會用明敷喉管的方式，鋪設在與橋面相若的高度，因此不會與水體

有任何接觸。擬建污水幹渠在施工和運作階段並不會擾亂這四條河道的水流。然而由於碗窰河

溪的跨度大，約為 22米，以致該段連接擬建沙井編號MH2和MH3的擬建污水幹渠不能在無

支撐的條件下橫跨河道。為解決跨度大的問題並降低對生態環境的影響，附表附表附表附表 3.1列出了三種

均不用接觸水體的施工方案。比較三種施工方案所得，為避免在河道兩岸建造大型地基導致更

多環境風險及對現有行車橋的結構安全造成影響，在碗窰河溪內露出水面的岩石面上安裝一個

小型預製件污水渠支撐的方案 2 較為可取(見 圖五圖五圖五圖五 和 圖六圖六圖六圖六)。方案 2 涉及的預製件污水渠支

撐的大小和安裝工程均十分小型。另外，施工地點有一定的人流和車輛經過，屬已受擾動的地

區。而在安裝過程中，施工過程和人員不會與水體有任何接觸。因此，在實施適當的控制措施

下，擬建工程不會擾動水體。承建商亦需要在施工過程中遵守相關要求以確保不會擾動水體。 

 

5.1.10 新增交通新增交通新增交通新增交通 

 

預計是項工程在施工期間對交通造成極微影響，故無需採取緩解措施，但是項工程仍會實施良

好臨時交通安排。 

 

5.2 運作階段運作階段運作階段運作階段 

 

運作階段唯一的關注事項是污水渠潛在洩漏問題，可能造成的水污染。為保護附近的引水道、

集水區、河道及大帽山郊野公園，擬建的地下污水渠和外露污水渠如有必要會以混凝土圍繞和

套筒作保護。 

 

5.3 潛在環境影響和潛在環境影響和潛在環境影響和潛在環境影響和緩緩緩緩解解解解措施摘要措施摘要措施摘要措施摘要 

 

施工和運作階段的潛在環境影響和緩解措施摘要概述如附表附表附表附表 5.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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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附表附表附表 5.2 – 潛在環境影響和緩解措施摘要潛在環境影響和緩解措施摘要潛在環境影響和緩解措施摘要潛在環境影響和緩解措施摘要 工程項目工程項目工程項目工程項目 階段階段階段階段 
潛在環境影響潛在環境影響潛在環境影響潛在環境影響 緩解措施緩解措施緩解措施緩解措施 

工程項目簡介工程項目簡介工程項目簡介工程項目簡介有關部分有關部分有關部分有關部分 

施工階段施工階段施工階段施工階段 

輕微空氣質素影響 遵照香港法例第 311章實施標準減塵措施 5.1.1 

輕微噪音影響 

(1) 採用流動臨時隔音屏障 

(2) 採用低噪音機動設備 

(3) 為工程編排適當的施工時間表和實施良好施工方法 

(4) 遵照 ProPECC PN 2/93 及香港法例第 400

章 

5.1.2 

輕微水質影響 

(1) 提供隔泥設施 

(2) 提供臨時排水渠 

(3) 採用良好施工方法 

(4) 遵照 ProPECC PN 1/94、有關工務技術通告及指引 

(5) 在碗窰河溪內進行水質監測 

5.1.3 

沒有土地污染 不適用 5.1.4 輕微廢物影響 

(1) 即場分類拆建物料 

(2) 重用惰性拆建物料作回填物料 

(3) 採用運載記錄制度棄置非惰性拆建物料及一般垃圾於堆填區 

(4) 遵照有關工務技術通告及指引 

5.1.5 

不顯著的不利生態影響 

(1) 只在現有道路範圍內和在碗窰河溪內高出水面的岩石進行工程 

(2) 採用良好施工方法 

(3) 實施適當措施來控制塵埃、噪音及工地徑流
(4) 在碗窰河溪內進行水質和生態監測 

5.1.6 不顯著的景觀和視覺影響 
保持工地及物料存放區的整潔 5.1.7 沒有文化遺產影響 不適用 5.1.8 沒有擾亂水流 不適用 5.1.9 不顯著的交通影響 實施良好臨時交通安排 5.1.10 運作階段運作階段運作階段運作階段 

沒有空氣質素影響 不適用 不適用 沒有噪音影響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顯著的水質影響 以套筒保護橫跨河道的污水渠 5.2 沒有土地污染 不適用 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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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廢物影響 不適用 不適用 沒有生態影響 不適用 不適用 沒有景觀和視覺影響 不適用 不適用 沒有文化遺產影響 不適用 不適用 沒有擾亂水流 不適用 不適用 沒有交通影響 不適用 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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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總結總結總結總結 

 

6.1 是項工程只涉及小規模污水渠敷設工程。在施工階段可能造成的環境影響均極為輕微

和短暫，因此不會產生任何顯著影響。 

 

6.2 由於是項工程會減少污染物排放，從而改善附近河道和吐露港的水質。因此，在擬建

污水收集系統開始運作後，將會為環境帶來正面的效益。同時，加上採取了防滲漏措

施，預計在運作階段亦不會造成任何不良的環境影響。 

 

6.3 當地社區對是項工程表示支持。 

 

7. 使用先前通過的環評報告使用先前通過的環評報告使用先前通過的環評報告使用先前通過的環評報告 

  

是項工程範圍及附近地區沒有任何先前已獲通過的環評研究。 

 

>本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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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噪音影響噪音影響噪音影響噪音影響 

 

1.1 引言引言引言引言 

 

本章闡述有關是項工程在施工階段的潛在噪音影響檢討。除了檢討各個噪音敏感受體的潛在噪

音影響外，是次檢討亦在有需要的地方建議了適當的緩解措施。 

 

1.2 相關的環保法例和標準相關的環保法例和標準相關的環保法例和標準相關的環保法例和標準 

 

1.2.1 一般情況 

 

1.2.1.1 管制建築噪音的主要法例是第 400 章《噪音管制條例》。該條例的「管制建築工程噪音

（撞擊式打樁除外）技術備忘錄」（簡稱「噪音技術備忘錄」），闡述了各項與是項工程

相關的管制方法和準則。 

 

1.2.1.2 此外，第 499章《環境影響評估條例》中的「環境影響評估程序的技術備忘錄」（簡稱

「環評技術備忘錄」），亦提供了一些評估建築噪音影響的指引和噪音準則。 

 

1.2.2 建築噪音 

 

1.2.2.1 在正常工作時間內（即任何非星期日和公眾假期的日子中，從上午七時至晚上七時）進

行一般建造工作所造成的噪音影響，都必須按照「環評技術備忘錄」附錄 5表 1B所羅

列的噪音影響評估準則加以控制。對住宅樓宇、酒店和宿舍而言，噪音上限是 30 分鐘

等效連續聲級（Leq(30 分鐘)）不可超過 75 分貝(A)。這個標準適用於各種需要依靠打

開窗戶通風的土地用途。按照「噪音管制條例」規定，如需於晚間（晚上七時至翌日上

午七時）、星期日和公眾假期進行建造工程，必須先領取建築噪音許可證。 

 

1.2.2.2 噪音技術備忘錄及環評技術備忘錄均確認郊野公園為潛在的噪音感應強的地方。然而，

噪音技術備忘錄並沒有將郊野公園本身識別為噪聲敏感受體。雖然環評技術備忘錄訂明

了所有住用處所及教育機構的日間噪音標準，但卻沒有為郊野公園設定日間噪音標準。

因此，第第第第 1.5節節節節將對郊野公園的建築噪音進行定性評估。 

 

1.2.3 噪音敏感受體 

 

1.2.3.1 是次檢討按照「環評技術備忘錄」附錄 13 第 3 章的指引，在工程區邊界 300 米範圍

內，找到具代表性的噪音敏感受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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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2 表表表表 1.1 羅列了是項工程的噪音敏感受體（NSR），而工程項目簡介中的圖圖圖圖一一一一展示了它們

的位置。  

 

表表表表 1.1 具代表性具代表性具代表性具代表性噪音敏感受體噪音敏感受體噪音敏感受體噪音敏感受體摘要摘要摘要摘要 

代號代號代號代號 說明說明說明說明 用途用途用途用途 距離距離距離距離 (米米米米) 

NSR1 打鐵屻 住宅樓宇 27 

NSR2 臨時構築物 住宅樓宇 30 

NSR3 臨時構築物 住宅樓宇 50 

NSR4 大帽山郊野公園 郊野公園 不適用* 

注：*部分擬建工程位於大帽山郊野公園內。 

 

1.3 檢討檢討檢討檢討方法方法方法方法 

 

1.3.1 一般建造工程所產生的影響將採用噪音技術備忘錄所闡述的方法來檢討，亦參考了該

技術備忘錄表 3所羅列的各種機動設備的聲功率級。至於該備忘錄沒有提及的聲功率

級，則參考了先前在香港進行的類似研究。 

 

1.3.2 是次檢討是以每個施工階段所使用的機動設備聲功率級為依據。雖然每個施工階段均

不會同時進行，且在沿線 300米範圈內不會同時多於一個前線作業，但是是次檢討會

假設每個施工階段的部分機動設備同時運作，藉以反映最壞的情況。 

 

1.3.3 噪音技術備忘錄表 3及其他相關研究羅列了各種機動設備的聲功率級。根據各種設備

的聲功率級，便可從噪音技術備忘錄表 5獲得由聲功率級計算在某一指定距離的「預

計的噪音聲級」的修正系數。此潛在噪音影響檢討亦考慮了屏障效果修正、距離衰減

效應和樓宇朝向修正等因素。 

 

1.4 識別環境影響識別環境影響識別環境影響識別環境影響 

 

是項工程的潛在建築噪音影響可能來自使用下列機動設備的工序：發電機、挖土機、混凝土震

動機、貨車等。附錄附錄附錄附錄 1羅列了所有與是項工程施工階段有關的建築機器清單，及相應的聲功率

級。預計有關使用時間百分比和機動設備數量的假設，都能夠令工程按時完成。這些建築機器

在施工計劃方面，是合理、實際和可行的。潛在噪音影響檢討是根據建築機器清單而進行。若

有需要，會擬定適當的緩解措施，然後檢討相關的剩餘建築噪音影響。 

 

1.5 環境影響的預測和環境影響的預測和環境影響的預測和環境影響的預測和檢討檢討檢討檢討 

 

1.5.1 預測三個住宅區的噪音敏感受體在正常日間工作時間的建築噪音，均不會超過相關標

準所定的 75分貝(A)。有關建築機器清單和建築噪音的計算詳情，請參閱附錄附錄附錄附錄 1及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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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表表 1.2羅列了各噪音敏感受體的建築噪音聲級摘要。 

 

表表表表 1.2 –建建建建築築築築噪音聲級摘要噪音聲級摘要噪音聲級摘要噪音聲級摘要 

代號代號代號代號 於正常日間工作時間預測的最高建於正常日間工作時間預測的最高建於正常日間工作時間預測的最高建於正常日間工作時間預測的最高建

築噪音聲級築噪音聲級築噪音聲級築噪音聲級（（（（分貝分貝分貝分貝(A)）））） 

噪音準則噪音準則噪音準則噪音準則 

（（（（分貝分貝分貝分貝(A)）））） 

符合準則符合準則符合準則符合準則 

（（（（是是是是 / 否否否否）））） 

NSR1 75 75 是 

NSR2 74 75 是 

NSR3 70 75 是 

 

1.5.2 至於大帽山郊野公園的噪音敏感受體，環評技術備忘錄並沒有訂明郊野公園的日間噪

音標準，而且擬建工程位處於郊野公園內（請參閱圖一圖一圖一圖一），郊野公園的遊客可能會受到

擬建工程的影響。然而，考慮到工程的短暫性質，預計郊野公園將不會受到不可緩解

的建築噪音影響。 

 

1.6 噪音影響緩解措施噪音影響緩解措施噪音影響緩解措施噪音影響緩解措施 

 

1.6.1 建議實施各項標準緩解措施，例如採用低噪音機械設備和流動隔音屏障等，以減少受

影響的噪音敏感受體在正常日間工作時間所受到的建築噪音影響。前線作業的機動設

備與最接近的噪音敏感受體將保持一定距離，以盡量減少附近的噪音敏感受體所受到

的噪音影響。 

 

1.6.2 是項工程亦會遵照環保署在《專業人士環保事務諮詢委員會專業守則「來自建造工程

的噪音 – 非法定管制」（ProPECC PN 2/93）》中定立的指引。 

 

1.6.3 雖然預計是項工程在施工期間不會造成不良噪音影響，仍建議在施工階段採用良好施

工方法並納入工程合約內，其中一些措施如下： 

 

(i)  應盡量善用工地的物料堆和其他結構來阻隔施工活動所產生的噪音； 

(ii)  工地內只使用有妥善保養的機器，並應在施工階段對各種機器進行恆常維修； 

(iii)  使用各種建造設備時都應配合適當的靜音或隔音裝置，並應在施工期間作妥善保

養維修； 

(iv)  對於間歇使用的機動設備，在不使用時均應關掉，或把動力減至最低；及 

(v)  對於會朝一個方向發出強烈噪音的機器，應盡量把發聲的方向遠離附近的噪音敏

感受體。 

 

1.7 總結總結總結總結 

 

本章檢討了是項工程在施工時可能造成的噪音影響。結果顯示，在具代表性的住宅區噪音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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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體所預測的最高建築噪音聲級，符合相關噪音準則。至於大帽山郊野公園的噪音敏感受體，

環評技術備忘錄並沒有訂明郊野公園的日間噪音標準，而且擬建工程位處於郊野公園內（請參

閱圖圖圖圖一一一一），郊野公園的遊客可能會受到擬建工程的影響。此潛在噪音影響檢討對郊野公園進行

了定性評估，並考慮到工程的短暫性質，得出結論認為郊野公園不會受到不可緩解的建築噪音

影響。因此，預計是項工程在施工階段不會造成不良噪音影響。 

 

>本文完< 

 



附錄附錄附錄附錄 1建築機器清單建築機器清單建築機器清單建築機器清單工序A - 挖路 機動設備 技術備忘錄辨認代碼 / 其他參考(1) 數量 每部機器之聲功率級（分貝(A)） 使用時間百分比 屏障效果（分貝(A)）破碎機，裝在迷你遙控機上 BS5228 C.8, 第12項 1 106 70% -5 99 不適用卸土車，附起重機 / 抓斗 ≦ 38公噸 * 1 105 30% 不適用 不適用 100合計 99 100最高值最高值最高值最高值 100100100100工序B - 挖掘喉坑及側向支撐機動設備 技術備忘錄辨認代碼 / 其他參考(1) 數量 每部機器之聲功率級（分貝(A)） 使用時間百分比 屏障效果（分貝(A)）挖土機，裝在迷你遙控機上 * 1 94 100% 不適用 94 不適用發電機，超低噪音型在7米距離時70分貝(A)
CNP103 1 95 100% 不適用 95 不適用水泵（電動） CNP281 1 88 100% 不適用 88 不適用卸土車，附起重機 / 抓斗 ≦ 38公噸 * 1 105 30% 不適用 不適用 100合計 98 100最高值最高值最高值最高值 100100100100工序C - 焊接 / 接駁渠管及/或套筒 和 安裝預製件污水渠支撐機動設備 技術備忘錄辨認代碼 / 其他參考(1) 數量 每部機器之聲功率級（分貝(A)） 使用時間百分比 屏障效果（分貝(A)）鏈鋸，手提型 CNP 202 1 114 30% 不適用發電機，超低噪音型在7米距離時70分貝(A)
CNP103 1 95 100% 不適用合計最高值最高值最高值最高值 109109109109工序D - 放置污水渠基層物料 或 為無坑敷管設置頂管井和接管井機動設備 技術備忘錄辨認代碼 / 其他參考(1) 數量 每部機器之聲功率級（分貝(A)） 使用時間百分比 屏障效果（分貝(A)）發電機，超低噪音型在7米距離時70分貝(A)
CNP103 1 95 100% 不適用混凝土震動機，手提 * 1 102 100% -5混凝土攪拌車 CNP044 1 109 100% 不適用合計最高值最高值最高值最高值 109109109109工序E - 敷設污水渠連混凝土圍繞 或 進行無坑頂管法敷設污水渠 或 安裝污水渠及套筒及以水泥漿填滿空隙機動設備 技術備忘錄辨認代碼 / 其他參考(1) 數量 每部機器之聲功率級（分貝(A)） 使用時間百分比 屏障效果（分貝(A)）挖土機，裝在迷你遙控機上 * 1 94 100% 不適用 94 不適用 不適用貨車，附起重機 / 抓斗 ≦ 38公噸 * 1 105 30% 不適用 不適用 100 NA發電機，超低噪音型在7米距離時70分貝(A)
CNP103 1 95 100%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95混凝土震動機，手提 * 1 102 100% -5 不適用 不適用 97混凝土攪拌車 CNP044 1 109 100%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109合計 94 100 109最高值最高值最高值最高值 109109109109工序F - 建造鋼筋混凝土沙井機動設備 技術備忘錄辨認代碼 / 其他參考(1) 數量 每部機器之聲功率級（分貝(A)） 使用時間百分比 屏障效果（分貝(A)）貨車，附起重機 / 抓斗 ≦ 38公噸 * 1 105 30% 不適用 100 不適用發電機，超低噪音型在7米距離時70分貝(A)
CNP103 1 95 100% 不適用 不適用 95混凝土震動機，手提 * 1 102 100% -5 不適用 97混凝土攪拌車 CNP044 1 109 100% 不適用 不適用 109合計 100 109最高值最高值最高值最高值 109109109109工序G - 回填 機動設備 技術備忘錄辨認代碼 / 其他參考(1) 數量 每部機器之聲功率級（分貝(A)） 使用時間百分比 屏障效果（分貝(A)）發電機，超低噪音型在7米距離時70分貝(A)
CNP103 1 95 100% 不適用 95 不適用卸土車，附起重機 / 抓斗 ≦ 38公噸 * 1 105 30% 不適用 不適用 100挖土機，裝在迷你遙控機上 * 1 94 100% -5 不適用 89壓實機，震動式 CNP050 1 105 100% -5 100 不適用合計 101 100最高值最高值最高值最高值 101101101101工序H - 重鋪路面機動設備 技術備忘錄辨認代碼 / 其他參考(1) 數量 每部機器之聲功率級（分貝(A)） 使用時間百分比 屏障效果（分貝(A)）貨車 ≦ 38公噸 * 1 105 30% 不適用 100 不適用 不適用道路滾壓機 BS5228 C.8, 第25 1 96 70% -5 不適用 89 不適用瀝青攤鋪機 BS5228 C.8, 第24 1 101 70% -5 不適用 不適用 94合計 100 89 94最高值最高值最高值最高值 100100100100備註：

(1) * 其他常用機動設備之聲功率級參考： http://www.epd.gov.hk/epd/english/application_for_licences/guidance/files/OtherSWLe.pdf技術備忘錄 = 「管制建築工程噪音（撞擊式打樁除外）技術備忘錄」
(2) 假設每個施工階段的部分機動設備會同時運作，藉以反映最壞的情況。

總聲功率級（分貝(A)）(2)總聲功率級（分貝(A)）(2)

總聲功率級（分貝(A)）(2)

總聲功率級（分貝(A)）(2)
總聲功率級（分貝(A)）(2)10995

總聲功率級（分貝(A)）(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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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聲功率級（分貝(A)）(2)

9597109109

總聲功率級（分貝(A)）(2)



附錄附錄附錄附錄 2建築噪音計算建築噪音計算建築噪音計算建築噪音計算
工序A -挖路 工序B - 挖掘喉坑及側向支撐 工序C - 焊接 / 接駁渠管及/或套筒 和 安裝預製件污水渠支撐 工序D -放置污水渠基層物料 或 為無坑敷管設置頂管井和接管井

工序E - 敷設污水渠連混凝土圍繞 或進行無坑頂管法敷設污水渠 或 安裝污水渠及套筒及以水泥漿填滿空隙 工序F - 建造鋼筋混凝土沙井 工序G - 回填 工序H - 重鋪路面100 100 109 109 109 109 101 100NSR1 打鐵屻 住宅樓宇 27 -37 3 66 66 75 75 75 75 67 66 75 75 0NSR2 臨時構築物 住宅樓宇 30 -38 3 65 65 74 74 74 74 66 65 74 75 0NSR3 臨時構築物 住宅樓宇 50 -42 3 61 61 70 70 70 70 62 61 70 75 0備註：
(1) 參考噪音技術備忘錄表5，及先前在香港進行的類似研究。
(2) 樓宇朝向修正採用了3分貝(A)。

噪音超標程度（分貝
(A)）

噪音敏感受體之聲壓級（分貝(A)）代號 說明 噪音敏感受體類別 預測最高建造噪音聲級（分貝(A)） 噪音準則（分貝
(A)）估計的聲源位置（米） 距離衰減效應修正, 分貝(A)

(1)

樓宇朝向修正, 分貝(A)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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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B 

航空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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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1 

 

 

   

Aerial Photo 1 – Year 1963 航空照片一航空照片一航空照片一航空照片一 – 1963年年年年 Aerial Photo 2 – Year 1973 航空照片二航空照片二航空照片二航空照片二 – 1973年年年年 Aerial Photo 3 – Year 1983  航空照片三航空照片三航空照片三航空照片三 – 1983年年年年 

   

Aerial Photo 4 – Year 1995  航空照片四航空照片四航空照片四航空照片四 – 1995年年年年 Aerial Photo 5 – Year 2001  航空照片五航空照片五航空照片五航空照片五– 2001年年年年 Aerial Photo 6 – Year 2015  航空照片六航空照片六航空照片六航空照片六– 2015年年年年 

 

Aerial Photograph from Lands Department 航空照片由航空照片由航空照片由航空照片由地政總署提供地政總署提供地政總署提供地政總署提供 
 

Aerial Photograph from Lands Department 航空照片由航空照片由航空照片由航空照片由地政總署提供地政總署提供地政總署提供地政總署提供 
 

Aerial Photograph from Lands Department 航空照片由航空照片由航空照片由航空照片由地政總署提供地政總署提供地政總署提供地政總署提供 Aerial Photograph from Lands Department 航空照片由航空照片由航空照片由航空照片由地政總署提供地政總署提供地政總署提供地政總署提供 
 

Aerial Photograph from Lands Department 航空照片由航空照片由航空照片由航空照片由地政總署提供地政總署提供地政總署提供地政總署提供 
 

 

Aerial Photograph from Lands Department 航空照片由航空照片由航空照片由航空照片由地政總署提供地政總署提供地政總署提供地政總署提供 
 

Project Site Boundary (Indicative Only) 工程地盤範圍（僅供參考） Land use for Country Park土地用途為郊野公園 Land use for Green Belt土地用途為綠化地帶 

© The Government of the Hong Kong SAR, Map reproduced with permission of the Director of Lands 香港特別行政區地政總署測繪處版權所有 未經許可 不得複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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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C 

水務署集水區工作守則 

 



    

集水區工作守則集水區工作守則集水區工作守則集水區工作守則    

    
(a) 必須採取足夠措施確保集水區不受任何污染或淤積。 

(b) 地盤內不可堆積任何對集水區造成污染的土壤、建築材料、燃料、泥土、有毒物

質或其他物質。  

(c) 應盡快清除集水區內所有廢棄物。 

(d) 任何土方工程開始前，必須在地盤邊緣修建附有泥沙收集器的臨時排水道。 

(e) 應定期清洗泥沙收集器，以確保其隨時發揮效用。 

(f) 所有經過挖掘或填滿並帶有土壤侵蝕危險的土地表面都必須採取措施，以防止土

壤隨時侵蝕。  

(g) 必須為所有離開地盤的車輛提供清洗車輛的設備。 

(h) 任何因於石油或燃料洩漏而導致集水區污染的施工設備，都必須立刻移離地盤。 

(i) 任何因施工設備洩漏燃料而受污染的土壤都必須清除及移離地盤，清除受污土壤

時產生的空洞必須以經過水務署署長許可的適當材料填補。 

(j) 臨時衛生設備應經過水務署署長許可。 

(k) 所有水務設施的通道應常保暢通無阻。 

(l) 地盤平整方案必須於施工前經過水務署許可。 

(m) 在引水道上豎立任何結構物或臨時設施，均必須先經過水務署許可。 

(n) 承建商必須負責經常清理於水務設施通道和相連的排水系統上的污泥和垃圾。 

(o) 承建商必須限制使用水務設施通道的車輛，淨重不超過五噸及車軸負重 不超過

三噸。並必須向水務署申請並提交使用該通道的車輛之詳細資料。 

(p)  水務署有權撤銷承建商通道使用權。 

(q) 承建商必須立即自行或按政府要求付費移走因承建商引起的任何事故而墮入引

水道或河床的車輛。 

(r) 承建商必須負責自行或按政府要求付費維修或重置，任何因承建商或有關人士對

水務設施所造成的損毀，並必須獲得水務署認可。 

(s) 承建商必須自行承擔進入及停留於通道上的風險，及向香港政府承擔所有因使用

通道而引起的所有索償、費用、損毀及開支。 

(t) 所有距離水務署食水隧道120米之內，而深度達2米之挖掘工程，均必須於施工前

獲得水務署許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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