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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基本資料 

 工程項目名稱 1.1

1.1.1 本工程項目的名稱是「米埔自然保護區設施改善計劃」（以下簡稱“本項目”）。 

 工程項目的目的和性質 1.2

1.2.1 在佔地 372.1公頃的米埔自保護區（MPNR）中，有 211.7公頃的部分自 1984年開

始一直由世界自然基金會管理。 MPNR在米埔內后海灣拉姆薩爾濕地管理計劃下分

為生物多樣性管理區，在教育、休閒和保育方面為野生動植物和本地社群提供裨益。 

1.2.2 在設立自然保護區及相關基建下，MPNR的發展自八十年代開展，當中包括設立一

個米埔教育中心以及啟動教育項目。 在 1990至 2000年期間，相鄰MPNR的斯科特

野外研習中心亦進一步發展了管理、教育和培訓計劃。 

1.2.3 近年來，每年到訪MPNR的訪客人數超過 24,000人，預計訪客人數將持續增長。 

MPNR內的大多數現有設施已經使用了超過 20年，並且顯露出過時的迹象。 擬建的

本項目將可以迎接未來越來越多的訪客，並且確保 MPNR 內的設施滿足訪客的期望。 

1.2.4 本項目的目的是提供別致的教育康樂體驗、培養本地科學家，並通過尖端的生態學

研究促進對米埔獨特環境的了解。 為了促進這種獨特的學習體驗及有效地管理這個

重要的世界級現存生態系統，將MPNR轉換成為”21世紀自然生態課堂”至關重要。 

 工程項目倡議人名稱 1.3

1.3.1 項目倡議人是於 1981年在香港成立的世界自然（香港）基金會，是 1961年成立

的世界自然基金會環保團體的一部分。 

 工程項目的地點和規模 1.4

工程項目的地點 

1.4.1 米埔自然保護區（MPNR）位於香港北部的元朗區。 

1.4.2 1,540公頃的米埔位於元朗區內的后海灣拉姆薩爾濕地，並於 1995年被劃為「國

際重要濕地」，位處每年有五千萬隻遷徙水鳥使用的東亞 — 澳大拉西亞飛行航道

上，是水鳥遷徙的重要中途站及越冬地。 

1.4.3 在拉姆薩爾濕地之內是 427.5公頃的米埔沼澤區「具特殊科學價值地點」。據

2005年 2月 18日公布的已核准的米埔及錦綉花園分區計劃大綱草圖（OZP） 編號

S/YL-MP/6，當中包括 372.1公頃的「具特殊科學價值地點」（大榔基及石山），

以及 55.4公頃的「具特殊科學價值地點(1) 」（甩洲）。 

1.4.4 位於米埔沼澤區「具特殊科學價值地點」內的是 372.1公頃的MPNR（對應於「具

特殊科學價值地點」（大榔基及石山）地帶）。佔地 211.8公頃的本項目範圍處於

MPNR之內，並是世界自然基金會向政府租用的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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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5 本項目範圍的東面及南面，是一個被米埔及錦綉花園分區計劃大綱草圖（S/YL-

MP/6）劃為「自然保育區」的地帶，內有多個基圍及商業養魚場。「自然保育區」

區的規劃意圖是保存濕地和魚塘的生態價值。而在「自然保育區」外、本項目範

圍東南面的是錦綉花園住宅發展。本項目範圍以南、位於甩洲並被米埔及錦綉花

園分區計劃大綱草圖（S/YL-MP/6）劃為的「具特殊科學價值地點(1)」地區內有更

多的基圍。本項目範圍的北面和西面邊界則毗鄰邊境禁區界線（邊界通路和圍

欄），其後是紅樹林，接著是后海灣。 

1.4.6 本項目範圍及其周邊環境如圖 1-1所示。 

工程項目的規模 

1.4.7 在本項目範圍內，米埔自然保護區設施改善計劃將包括以下一個或多個部分，如

圖 1-2所示： 

1. 翻新米埔教育中心（MPEC）。 雖然MPEC樓宇結構健全，但其設施不再被認

為是足夠的。 翻新工程包括內部翻新和消防裝置的改進，其中包括根據需要在

毗鄰MPEC的外部結構中提供消防水箱和泵房。 

2. 擴闊現有行人路徑。現有的混凝土行人路徑連接米埔自然保護區和米埔教育中

心、寬約 1.5米及長 925米，現時缺乏維修並有破裂及部分地方沉降的情況。

現有行人路徑需要進行擴闊和維修，以方便訪客進出。因此，擬建的新及擴闊

的行人路徑將替代現有的行人路徑，並且沿路提供觀景區/休息區。在空間許可

的情況下，行人路徑將擴大 0.15米（至 1.65米）或 1.8米（至 3.3米）。 

3. 建造新的 2號觀鳥塔。此部分是於 19號基圍建造一個全新、每層 23.5平方米

的三層高觀鳥塔及其相關通道。2號觀鳥塔主要由資深的觀鳥家使用。 

4. 擴建現有 1號觀鳥塔。現有 1號觀鳥塔樓高三層及每層面積 23.5平方米、位於

8號基圍，但不足以迎合需求。因此，擴建工程將通過每層增加 35.2平方米來

對 1號觀鳥塔進行翻新和擴建。這將允許 1號觀鳥塔容納較大組的訪客和學校

團體。 

5. 建造新的 1E號觀鳥塔。此部分是於 8號基圍（現有 1號觀鳥塔以東）建造一

個全新、每層 23.5平方米（設計與 2號觀鳥塔相同）的三層高觀鳥塔及其相關

通道。2號觀鳥塔將由普通訪客和學校團體作短途參觀使用。 

6. 建造新的環迴小徑。擬建的新環迴小徑是為了提供通道往 1E號觀鳥塔和/或提

供另一路線前往MPEC。新環迴小徑大致與現有行人路徑平行，但處於本項目範

圍較內的位置，因此為作短途參觀的普通訪客及學校團體提供了一條較短的環

迴小徑。 

1.4.8 為了給項目倡議者於決定建造那些部分及在何時施工時提供靈活性，環境影響評

估報告將假設所有六個部分將同時建成，並將評估所有六個部分的影響作為“最

壞情況”。若後來不進行一個或多個部分，那麼環境影響評估報告（以及隨後的

環境許可證）將對餘下部分仍然有效。 

1.4.9 圖 1-2亦顯示了機械設備和材料/廢料在現存鋪設的道路上和沿著現有的塘壆（未

被鋪設）進出本項目範圍的暫定路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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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項目簡介涵蓋的指定工程項目 1.5

1.5.1 擬建的米埔自然保護區設施改善計劃，包括上述六個部分的全部或部分，是一個

指定工程項目，此乃根據《環境影響評估條例》（EIAO）（第 499章）附表 2第 1

部 Q.1事項如下： 

「包括下述項目在內的全部工程項目：新通路、鐵路、下水道、污水處理設施、

土木工事、挖泥工程及其他建築工程，而該等項目部分或全部位於現有的郊野

公園或特別地區或經憲報刊登的建議中的郊野公園或特別地區、自然保育區、

現有的海岸公園或海岸保護區或經憲報刊登的建議中的海岸公園或海岸保護區、

文化遺產地點和具有特別科學價值的地點，......」 

 聯絡人姓名及電話號碼 1.6

1.6.1 項目倡議者的聯繫人是： 

Mr Guy LOWN 
業務經理-基礎及通訊設施 

世界自然(香港)基金會 

電郵 glown@wwf.org.hk 

電話 +852 2864 1459 

傳真 +852 2845 2764 

1.6.2 環境顧問的聯繫人是： 

Mr Alexi BHANJA 
總監 – 環境、水資源與工業 

瑞峰工程顧問有限公司 

電郵 alexi.bhanja@smec.com 

電話 +852 3995 8117 

傳真 +852 3995 8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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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  顯示項目及其周邊地區的法定圖則 

  
來源: 法定規劃綜合網站 2, 已核准的米埔及錦綉花園分區計劃大綱草圖編號 S/YL-MP/6中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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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 項目元素  

 

來源: Google Earth P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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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計劃大綱及計劃的執行 

 項目規劃和執行 2.1

2.1.1 項目執行者聘請顧問進行以下服務： 

 整體項目管理 

 設計與建築 

 工料測量 

 環境影響評估 

 規劃申請 

 可持續發展 

 排水及排污設計 

 機電設計 

 園景設計 

 項目時間表 2.2

2.2.1 暫定項目時間表如下： 

 所有顧問均由項目倡議人於 2016年委任。 

 概念設計於 2016年 12月完成，詳細設計正在進行中。 

 各項目部分的施工期將如如下計劃（注意的是：因為 10月中旬至 4月中

旬是 MPNR 內生態最敏感的時期，這期間將不會有嘈吵的建築工程進行）： 

– 2018年 8月至 2019年 9月：擴闊現有行人路徑及建造新的環迴小徑 

– 2018年 9月至 2019年 8月：翻新米埔教育中心 

– 2019年 4月至 2020年 10月：擴建現有 1號觀鳥塔，建造新的 2號觀鳥塔

及 1E號觀鳥塔 

 項目各部分將在施工完成後啓用/運行。 

 與其他項目的關聯  2.3

2.3.1 以下是在本項目附近計劃中或進行中的項目： 

 拆除和重建在MPNR附近的斯科特現場研究中心（PSFSC）。 現有的

PSFSC位於本項目範圍以東 120米，於米埔及錦綉花園分區計劃大綱草圖

（S/YL-MP/6） 被劃為「政府、機構或社區」地帶。舊建築物的拆除和新

建築物的建造計劃於 2018年 4月開始，並於 2021年 1月重新投入服務。

這些工程將會在本項目預計的施工期期間進行。 

 和生圍綜合發展。此項目位於本項目範圍以東 700米處並佔地約 20.74公

頃，涉及住宅發展及相關基礎建設；與及具線性園景區的濕地修復。此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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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於 2010年 5月開始，工地平整工程預計在 2017年中期完成。此後將進

行住宅發展的施工，並可能在本項目施工期期間發生。 

 新界元朗米埔錦壆路以東丈量約份第 104約多個地段和鄰近政府土地的低

層數和低密度住宅發展項目。此項目位於本項目範圍以東 1.2公里，在錦

繡花園和加州花園之間佔地約 3.8公頃，是一項低層數和低密度住宅發展

項目。此項目尚未啟動，但部分施工可能在本項目預計的施工期期間發生。 

 毗鄰攸美新村綜合發展及濕地保護計劃。此項目位於本項目範圍以東 1.2

公里、錦繡花園對面並佔地約 8.1公頃，是一個包括住宅發展和濕地保護

的綜合發展項目。此項目尚未啟動，但部分施工可能在本項目預計的施工

期期間發生。 

 南生圍及甩洲擬建綜合發展及濕地改善項目。此項目選址於兩個區域，一

個是位於本項目範圍以南 1.2公里、佔地 121公頃的綜合住宅發展─南生

圍區域；另一是毗鄰本項目範圍南部邊界、佔地 56公頃的濕地改善─甩

洲「具特殊科學價值地點(1)」區域。在此項目的工程項目簡介（PP-

461/2012）中，此項目施工預計於 2013年開始並為期 4至 5年，但環境

影響評估報告尚未批准而此項目工程亦尚未開始。因此，此項目的施工並

不大可能於本項目預計的施工期期間發生。 

 丈量約份第 123約地段第 1457號餘段元朗豐樂圍擬建發展。此項目位於

本項目範圍以南 1.5公里、佔地 80.1公頃，是一個住宅和濕地自然保護區

發展項目。此項目的環境影響評估報告已被批准了七年多，但項目工程尚

未開始。因此，此項目的施工並不大可能於本項目預計的施工期期間發生。 

2.3.2 環境影響評估報告中將會考慮與本項目同時進行的其他項目所產生的所有累積

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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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對環境可能造成的影響 

 翻新米埔教育中心 3.1

3.1.1 米埔教育中心（MPEC）的翻新工程將在現有的建築物範圍內進行，工程包括機電

工程；和新結構工程。 

3.1.2 新建設的消防水箱工程將會在毗鄰MPEC的外部進行，施工程序如下： 

1. 在工地進行所有必要的調查工作，狀況勘察和電力/公用設施切斷 

2. 沿工地邊界豎立臨時圍板/圍欄，搭建工地辦公室 

3. 進行定線工作確定新結構的位置 

4. 進行挖掘直至到達設計所定的挖掘水平 

5. 為鋼筋混凝土基腳建造進行鋼筋固定工作和木材模板構築 

6. 為鋼筋混凝土水箱和泵房建造進行鋼筋固定工作和木材模板構築 

7. 在完成所有鋼筋混凝土工序後進行回填和壓實泥土 

8. 安裝水箱和消防泵 

 擴闊現有行人路徑 3.2

3.2.1 擴闊現有行人路徑的工程將會包括確保現有塘壆斜坡（現有行人路徑擱於此）維持

在 30度；通過使用壓實的土壤/填石來興建支撐基座；並且建造替代的行人路徑。 

3.2.2 擴闊行人路徑的工程會從行人路徑的中間開始，根據以下工作程序逐段進行至行人

路徑兩邊： 

1. 沿著工作範圍豎立圍欄/屏障 

2. 用油壓破碎機打碎現有的混凝土鋪路 

3. 用手推車移除混凝土碎料並運到指定傾倒區 

4. 若地面有空隙會用泥土填補，然後用衝擊式壓縮機壓實 

5. 將聚氨酯片安放在壓實的地面上 

6. 放置鋼絲網後開始灌注混凝土，讓混凝土固化 

7. 在下一行人徑路段重複第一至第六個步驟 

3.2.3 工程主要會用到手提式的設備，以及手工作業。 

 建設新的 2號觀鳥塔 3.3

3.3.1 新的 2號觀鳥塔將會是一個與現有 1號觀鳥塔具相同面積（每層約 23.5平方米）的

三層結構，建造工程將涉及以下工序： 

1. 沿工地邊界豎立臨時圍板/圍欄 

2. 在鄰近的基圍進行脫水，然後挖掘到設計所定的挖掘水平 

3. 建造鋼筋混凝土基腳 

4. 建造底層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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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建造上層結構 

6. 在鋼鐵結構塗上防火漆 

7. 將再生木甲板放置在金屬絲網的頂部，並安裝外牆和其他所需組件，包括扶

手，木椅，和門窗 

 擴展現有 1號觀鳥塔 3.4

3.4.1 擴展現有 1號觀鳥塔將涉及以下工序： 

1. 在工地進行所有必要的調查工作，狀況勘察和電力/公用設施切斷 

2. 沿工地邊界豎立臨時圍板/圍欄 

3. 從現有的 1號觀鳥塔建築物中拆除所有可拆卸的部件，包括外部的波浪形

外牆 

4. 在現有建築物周圍豎立竹枝棚架和防護罩 

5. 按照指定走線和趾線於地面安裝板樁 

6. 在安裝板樁後為鄰近的基圍進行脫水，並且挖掘到設計所定的挖掘水平 

7. 建造鋼筋混凝土基腳 

8. 建造底層結構 

9. 建造上層結構 

10. 在鋼鐵結構塗上防火漆 

11. 將再生木甲板放置在金屬絲網的頂部，並安裝外牆和其他必要部件，包括

扶手，木椅，和門窗 

 建設新的 1E號觀鳥塔 3.5

3.5.1 工程會與建設新的 2號觀鳥塔相同（見上文第 3.3節）。 

 建設新的環迴小徑 3.6

3.6.1 新的環迴小徑建設將會包括利用壓實的土壤/填石來建造支撐基座，並興建新的行人

路徑。 

3.6.2 建設新的環迴小徑的工程將會從項目邊界附近的漁農自然護理署辦事處開始，並根

據以下工作程序逐段進行至新的 1E號觀鳥塔： 

1. 進行所有必要的調查工作 

2. 沿工地邊界豎立臨時圍籬/屏障 

3. 移除所有的植物，並用衝擊式壓縮機將現有地面壓緊 

4. 將聚氨酯片安放在壓實的地面上 

5. 放置鋼絲網後開始灌注混凝土，讓混凝土固化 

6. 在下一環迴小徑路段重複第二至第五個步驟 

3.6.3 工程主要會用到手提式的設備，以及手工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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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潛在環境影響摘要 3.7

3.7.1 表 3-1總結了與上述工序相關的潛在環境影響，而有可能出現的影響也在以下段落

中進行了評估。 

表 3-1 潛在環境影響來源 

潛在影響 施工階段 運作階段 初步評估 

氣體排放   小型的機械設備不會造成顯著

排放 

塵埃   土方工程及機械的移動可能產

生輕微排放 

氣味   預計沒有影響 

操作時發出的噪音   機械設備的運作可能產生噪音 

晚間操作   預計沒有影響 

引起的交通需求   物料和機械的運送可能會導致

交通流量增加 

污水、排放物或受污染徑流   施工期間可能導致泥濘徑流進

入基圍或魚池 

製造廢物或副產品   從米埔教育中心翻新,1號觀鳥塔

和行人路徑產生的廢料 

製造、貯存、使用、處理、

運送或處置危險品、危害物

料或廢物 

  預計沒有影響 

會造成污染或危險的意外風

險 
  預計沒有影響 

處置損毀物料，包括潛存受

污染的物料 
  預計沒有影響 

擾亂水流及底部沉積物   預計沒有影響 

礙眼的可見物   施工期間會受到短期影響，但

景觀影響並不顯著。新的永久

建築物會有長期影響，但對景

觀的影響亦不顯著。 

生態影響：    

- 陸地   施工期間可能有影響但不顯

著，運作期間(例如訪客) 預計

没有影響 

- 海洋   預計沒有影響 

- 漁業   擴闊行人路徑時可能有影響 

文化遺產   預計沒有影響 

 註:  = 有可能造成不良影響  |   = 預計不會造成不良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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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周圍環境的主要元素 

 現存及計劃中的感應強的地方 4.1

4.1.1 表 4-1描述了位於本項目範圍內和附近的現存及計劃中的感應強的地方。 圖 4-1顯

示了距離項目範圍邊界 500米研究地區內的主要生態感應強的地方。 圖 4-2顯示了

其他現存及計劃中的感應強的地方。 

表 4-1 現存及計劃中的感應強的地方 

感應強的地方 初步評估 

住宅樓宇發展及臨時房屋區 

 

 錦綉花園在本項目範圍以東 80米  

 加州花園在本項目範圍以東 600米 

 加州豪園在本項目範圍以東 1.2公里 

 米埔村在本項目範圍的以東 2.3公里 

 在和生圍正在建設中的發展在本項目範圍以

東 700米 

 在錦壆路的東面 DD104建擬發展項目會在本

項目範圍以東 1.2公里 

 鄰近攸美新村的擬建發展項目會在本項目範

圍以東 1.2公里 

 南生圍及甩洲的擬建發展項目會在本項目範

圍的以南 1.2公里(南生圍的住宅區) 

 在 DD123豐欒圍建擬發展項目會在本項目範

圍以南 1.5公里 

教育機構，包括學校、幼稚園及托兒所  伯特利中學在錦綉花園東南面，本項目範圍

以東 1公里 

 斯科特研習中心在本項目範圍以東 120米，

但直到本項目完成後才計劃恢復運作 

健康護理設施，包括醫院，診所及安老

院 

沒有 

公眾崇拜埸所，包括廟宇、教堂、露天

劇場 

楊侯宮 (在米埔村) 在本項目範圍以東2.3公里外  

耕種地區 許多，圍繞本項目範圍 

水道、明渠及狹窄的水體 本項目範圍內和鄰近地方都有許多水道及狹窄

的水體 (基圍和魚池) 

憲報公布的泳灘或其他泳灘 沒有 

集水區和聚水區 沒有。有一個洪水泵房(在米埔村)位於本項目

範圍以東2.2公里 

地下水資源 沒有 

海洋資源包括工業用途、康樂用途或魚

業活動，如漁場，貝介類養殖區，魚類

產卵場及哺育場或魚類養殖區 

 

 后海灣水質管制區 

 后海灣內有貝介類養殖區，在本項目範圍以
西南 6公里 

對污染敏感的行業 沒有 

對擴散污染吸納量有限的空氣域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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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應強的地方 初步評估 

有自然保育價值的地區，包括郊野公

園，特別地區、海岸保護區、海岸公

園、拉姆薩爾濕地、具有特別科學價值

的地點、及生態上重要的地區，例如樹

林、濕地及其他野生生物的生境 

本項目範圍本身是一個「具特殊科學價值地

點」，包括生態重要地區如濕地。項目範圍是

1,500公頃米埔和內后海灣濕地的一部分，是拉

姆薩爾濕地，而在本項目範圍東面和南面則有

一個「自然保育區」的區域。 

具有高度觀賞價值的地方 米埔自然保護區本身已被認為是具有高度觀賞

價值的地方 

文化遺產地點  在白鶴洲 (1949年至 1953年間在香港建立

的七個警崗之一) 的麥景陶碉堡是二級歷史

建築物，位於項目範圍以東 140米 

 沒有被《古物及古蹟條列》所定的法定古蹟

或暫定古蹟會被本項目影響 

 周圍環境的主要元素 4.2

4.2.1 表 4-2描述周圍環境的主要元素及可能影響本項目的目前及過往用途。 圖 4-2顯示

了周圍環境的主要元素。 

表 4-2 周圍環境的主要元素 

主要元素 初步評估 

現有污染黑點 沒有 

附近的現有及/ 或停止了的工業操作 

 

沒有 

附近的幹道，及主要或次要幹路 新界環迴公路/新田公路（九號幹線）於本項

目範圍以東1.5公里經過 

附近進行的嘈吵商業、社區或康樂活動 本項目範圍附近的住宅和商業區域（錦綉花

園）不被認為是「嘈吵」 

飛機噪音、直升機噪音、鐵路噪音 沒有 

現有或計劃的廢物處理、處置及棄置設

施 

 

沒有 

有潛存危險的裝置 

 
沒有 

嘈吵或多塵埃露天貯存設施 

 
 

沒有 

工程項目工地及附近的現有及過去土地

用途 

 

本項目範圍一直都是濕地，而除了本項目中會

改善的設施外，其餘範圍都是未經使用及未發

展的地方；而周邊地區一般都屬於郊外 



米埔自然保護區設施改善計劃 

工程項目簡介 

7076457 | D03/02 | Revision No. 3.0 | 2017年 7月 4-3頁 

z:\jobs\7076457 - wwf - eia for mpnr\08 submission\d03 project profile\chinese translation\7076457 d03 project profile v3.0 (chinese) final (12jul17).docx  

圖 4-1 研究地區和主要生態感應強的地方 

 

項目範圍 

項目部分 

工程車輛的暫定路線 

500米研究地區 

濕地保育區 

濕地緩衝區 

米埔內后海灣拉姆薩爾濕地 

米埔自然保護區 

米埔沼澤具特殊科學價值地點 

后海灣內灣具特殊科學價值地點 

自然保育區 

鷺鳥林 

米埔屈翅螢的重要生境 

鸕鶿棲息地 

 

重要的黑臉琵鷺棲息地 

16/17號基圍： 對濱鳥十分重要的淺灘 

20號塘：水禽、白肩鵰及烏鵰的重要生境 

 

圖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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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 其他感應強的地方和周圍環境的主要元素 

  

工程車輛的暫定路線 

500米研究地區 

項目部分 

項目範圍 

鄰近已計劃或發展中項目 

水道/水體 

A. 在和生圍正在建設中的項目 

B. 在 DD104建擬發展項目, 錦壆路的東邊 

C. 鄰近攸美新村的擬建發展項目 

D. 南生圍及甩洲的擬建發展項目 

E. 在 DD123豐欒圍建擬發展項目 

圖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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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將整合到設計的環境保護措施以及其他事宜 

 採取措施盡量減少對環境的影響 5.1

5.1.1 因應在第 3節初始評估中指出有可能出現的影響，表 5-1總結了將納入設計中的

環境保護措施。 

表 5-1 將納入設計中的環境保護措施 

環境影響 建議的環境保護措施 

污染管制技術 

 

施工期間使用的所有機械裝置和設備都將配備適當的污

染管制技術，以盡量減少氣體排放和噪音，低噪音機動

設備和建築方法將會適當地指明 

來源管制 

 

設計將規定限制運輸路線上的車速，並且需要用帆布蓋

著堆存或運送中的灰塵物料 

廢物管理系統及措施 

 

設計將均衡任何挖填活動，並且要求建造承辦商準備和

實施包含最佳守則的廢物管理計劃(WMP) 

減少廢物及廢水的潛在可能 將在策略性地點提供廢物回收箱，以收集和廢物分類，

在米埔教育中心提供的洗手間應採用「低流量」設計，

以盡量減少沖洗用水量，從而減少廢水產生 

緩解危險的措施及意外事故的

緊急回應計劃 

建造承辦商應準備和實施風險管理計劃，以盡量減少危

險，並在發生事故時制定和實施緊急回應計劃，特別是

在接近基圍和商業養魚場的工程區域 

隔音屏障及隔音設備 如有需要，在噪吵工程期間將提供隔音屏障，特別是鄰

近野鳥可能受到突發噪音干擾的地方 

緩衝區和景觀設施 景觀設計將結合周圍的自然景觀與新建築物，如擴建的

1號觀鳥塔、新的2號觀鳥塔和1E號觀鳥塔，以及新的環

迴小徑 

不同活動的選址  雖然本項目工程的位置已定，但工程將在不同時間

進行以針對周邊動物群的季節性敏感的差異，例如

在繁殖季節期間和過度冬季的遷徙鳥類。為此，在

10月中旬至10月中旬將會禁止大型建設。  

 在許可的情況下，車輛行駛的路線和施工設備的位

置應遠離敏感受體 

工地圖樣及建築物設計 

保留天然景物 應充分保留天然景物，樹木砍伐(若必需)應盡量減少 

 

管制建築工序 建造承辦商需要遵守既定的最佳守則 

採用后海灣管制挖泥、填海及

排水工程的指引 

不會進行挖泥、填海及排水工程 

採用《香港規劃標準與準則》

第九及第十章 

應完全遵守第九章「環境」和第十章「自然保育及文

物保護」： 

 應為所提出的位置、方法和排序加以考慮，以解決

不能接受的環境影響，並達成一個已優化及最小影

響的解決方案來完成項目 

 主要其中一個在施工期間減低生態影響及保護候鳥

的關鍵方法是將每年10月中旬至4月中旬定為工作限

制期，期間禁止使用重型機械的建築工程 



米埔自然保護區設施改善計劃 

工程項目簡介 

7076457 | D03/02 | Revision No. 3.0 | 2017年 7月 5-2頁  

z:\jobs\7076457 - wwf - eia for mpnr\08 submission\d03 project profile\chinese translation\7076457 d03 project profile v3.0 (chinese) final (12jul17).docx  

5.1.2 施工期間，將採取以下措施，以減輕無法在設計中避免的剩餘環境影響： 

 在執行《空氣污染管制（建造工程塵埃）規例》中建議的緩解措施後，施

工階段的揚塵和空氣質素的影響將會得以控制。 

 工程將在正常工作日的白天進行，在 《建築活動發出的噪音－非法定 （專

業守則 2/93）》中建議的緩解措施應在適用的情況下實施。 

 建造承辦商應遵循良好的工地守則，並為《建築工地的排水渠（專業守則

1/94）》中列明針對建築地盤排水的緩解措拖的工程設計、運作和維修負

責 

 建造承辦商應在施工開始前制定一套廢物管理計劃。 廢物管理計劃的目的

是確定所有在工地由廢物產生引致的潛在環境影響，根據現行規定的要求

建議適當的廢物處理、收集、分類、處置和循環再造措施，並在可行的情

況下對拆建物料進行分類和允許隔離（即惰性拆建物料/非惰性拆建物料

（或拆建物料）），以便進行處理和處置，即再用/循環再造/公眾填土/堆

填。 

5.1.3 設計將採納以下措施以解決運作期間的潛在影響： 

 在米埔教育中心洗手間產生的污水將持續由現有的化糞池系統處理，而所

提供的洗手間數量也不會增加。 然而，新洗手間將會是「低流量」設計，

旨在盡量減少沖廁水的使用量，從而減少污水產生。由於污水排放量不會

增加，因此后海灣的污染量亦不會增加。 

 觀鳥塔將用深色的波浪形外牆覆蓋，並用再生木甲板以融入周圍環境。 

 潛在環境影響的嚴重性、分佈及持續時間 5.2

5.2.1 本項目進行的並不是大型工程，其中主要包括米埔教育中心的內部翻新和外部的

消防設備建設、現有行人路徑擴闊、新的 2 號觀鳥塔建設、現有 1 號觀鳥塔擴展、

新的 1E號觀鳥塔建設，和新的環迴小徑建設。過程中很少會用到重型施工機械和

設備。 

5.2.2 雖然如此，在工程周邊的環境受體─米埔自然保護區的野生動物─都是比較敏感。

因此在施工時將會非常小心地透過設計和實施緩解措施以避免和減少對環境的影

響，並中包括從 10月中旬至 4月中旬，即米埔自然保護區生態最敏感的時期，禁

止嘈吵的建築活動。 

5.2.3 對環境的影響將僅限於該六個項目部分的區域和相關設備、材料和廢物的運輸路

線。本項目將會使用範圍內現有已鋪設的道路，主要會使用邊界通路（已經一直

被世界自然基金會車輛和警車使用），原因是考慮到野生動物已經習慣於車輛行

駛，亦會使用範圍內根據現有的小道作為臨時運輸路線，小道有需要時將會進行

改善，以盡量減少揚塵和噪音，而任何改善工程會在環境影響評估研究中評估。 

5.2.4 本項目的施工時期僅限於 2018年 8月至 2020年 10月，當中不包括每年 10月中

旬至 4月中旬，此期間將不會進行嘈吵工程。 

5.2.5 總體而言，本項目產生的不良環境影響將會是輕微和短期，以及只局限於車輛和

訪客會到達的特定區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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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進一步的影響 5.3

5.3.1 一個題為「米埔自然保護區擴建現有木橋並興建全新泥灘觀鳥屋作教育和保育用

途」的工程項目簡介（DIR-139.2006）已申請批准直接申請環境許可證，工程現已

完成。除此之外，由米埔自然保護區開初發展至今，保護區附近或保護區內也沒

有進行過類似的工程。 

5.3.2 在本項目範圍外最為類似的項目是香港濕地公園的發展。在 1997年 3月由拓展署

完成的天水圍的進一步發展計劃的環評報告已經包括了香港濕地公園。 

5.3.3 第 6節列出了與本項目有關的其他已獲批准環評報告的項目。 

5.3.4 該項目迄今尚未進行公眾諮詢，但新聞稿的發布已在計劃當中。 

5.3.5 本項目預計將會引起顯著的公眾的興趣，特別是本地非政府環保機構和使用米埔

自然保護區的本地組織成員，例如香港觀鳥會。 鑑於米埔自然保護區是米埔內后

海灣拉姆薩爾濕地的一部分，本項目也可能在國際間引起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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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使用先前通過的環評報告  

6.1.1 以下是與本項目相關並在近期獲批准的環境影響評估報告： 

 EIA-242/2016: 新界元朗米埔錦壆路以東丈量約份第 104約多個地段和鄰近政府 

土地的低層數和低密度住宅發展項目。在元朗米埔錦壆路以東丈量約份第 104

約多個地段和鄰近政府 土地發展低層數和低密度住宅。項目佔地約 3.8公頃。 

– 在 2017年 1月 10日獲批准 

– 所處理的關鍵環境方面包括空氣質素、噪音、水質、污水收集設施和污水

處理、廢物管理、生態、漁業和景觀及視覺 

– 實施環境影響評估報告中提議的緩解措施後： 

 塵埃水平將符合《空氣污染管制條例》下的空氣質素指標/準則 

 預測的噪音水平將符合相關噪音準則 

 沒有不良的水質影響 

 沒有因排污引起的不良環境影響 

 沒有不良的廢物管理問題 

 從 2011年到 2016年的調查結果顯示生境的生態價值非常低，並推斷

不會產生顯著的不良的剩餘生態影響 

 失去一個廢棄魚塘對漁業造成的影響不顯著 

 剩餘的景觀及視覺的影響將是可以接受的 

– 在環境影響評估報告中建議的並與本項目有關的措施包括： 

 在《空氣污染管制（建造工程塵埃）規例》中規定的措施 

 使用較安靜的設備，編排施工時間表以避免同時進行工程，並提供臨時

隔音屏障 

 採取良好工地守則，並在工地建設一個合適的臨時排水系統 

 採取良好工地守則，並為建築廢料實施廢物管理計劃 

 使用較安靜的施工方法和機械/隔音屏障，外圍安裝的臨時圍欄會在 10

月至 3月水鳥越冬季節期間外，並實施良好的工地守則，以避免對鳥類

造成不良影響 

 保存現有樹木，預先植樹，限制施工區域並重新種植被影響的植被 
 

 EIA-227/2015: 毗鄰攸美新村綜合發展及濕地保護計劃。毗鄰攸美新村綜合發展

及濕地保護計劃。項目位於錦綉花園附近並佔地約 8.1公頃。 

– 在 2015年 7月 6日獲批准 

– 所處理的關鍵環境方面包括空氣質素、噪音、水質、污水收集設施和污水

處理、廢物管理、 生態和景觀及視覺 

– 實施環境影響評估報告中提議的緩解措施後： 

 沒有不可接受的空氣質素影響 

 預測的噪音水平將符合相關噪音準則 

 沒有不良的水質影響 

 沒有因排污引起的不良環境影響 

 沒有不良的廢物管理問題  

 一個為期十二個月的生態調查計劃推斷沒有顯著不良的剩餘生態影響 

 剩餘的景觀及視覺影響將是可以接受的 

– 在環境影響評估報告中建議的並與本項目有關的措施包括： 

 在《空氣污染管制（建造工程塵埃）規例》中規定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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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較安靜的設備，編排施工時間表以避免同時進行工程，並提供臨時

隔音屏障 

 採取良好工地守則，並在工地建設一個合適的臨時排水系統 

 採取良好工地守則，並為建築廢料實施廢物管理計劃 

 保存現有健康及未受影響的樹木，預先植樹，適當地篩選工程施工，以

及控制夜間照明 

 

 EIA-149/2008: 丈量約份第 123約地段第 1457號餘段元朗豐樂圍擬建發展。一

個在丈量約份第 123約地段第 1457號餘段元朗豐樂圍現有魚塘的住宅和濕地自

然保護區的發展項目，佔地約 80.1公頃。 

– 在 2009年 11月 27日獲批准  

– 所處理的關鍵環境方面包括空氣質素、噪音、水質、生態、沼氣的產生、

污水收集設施和污水處理、廢物管理、景觀及視覺、漁業和生態 

– 實施環境影響評估報告中提議的緩解措施後： 

 塵埃水平將低於每小時和每日的總懸浮粒子限制 

 噪音將處於可接受的水平 

 沒有不良的水質影響 

 估計的沼氣產生量遠低於環保署《堆填區沼氣危險評估》指引中列出的

數值 

 對現有污水處理系統沒有不良的環境影響 

 預計沒有違反與廢物相關的監管規定和不可接受的環境影響 

 剩餘景觀及視覺影響將是可以接受的 

 預計對工地以外的魚塘沒有影響 

 不會對在濕地保育區中具生態價值的生境造成永久性的損失 

– 在環境影響評估報告中建議的並與本項目有關的措施包括： 

 頻密灑水、密封塵埃排放源，並在工地出口建立和使用車輪和車身清洗

設施 

 不進行撞擊式打樁工程和遵守《噪音管制條例》 

 實施最佳管理辦法以避免污染物與降雨或徑流接觸，及消減雨水徑流中

污染物的措施，符合《建築工地的排水渠（專業守則 1/94）》 

 良好工地守則和採納為建築廢料建議的工序 

 美化景觀，包括建立具適當實益的種植林地 

 

 EIA-144/2008: 和生圍綜合發展。 項目位於元朗和生圍 DD101 及 DD105 地段，

具實現住宅發展與濕地修復和諧共存的理念。 工程佔地約 20.74公頃。 

– 在 2008年 7月 31日獲批准 

– 所處理的關鍵環境方面包括生態、景觀及視覺、空氣質素、噪音、水質、

污水收集設施和污水處理，以及廢物管理 

– 實施環境影響評估報告中提議的緩解措施後： 

 沒有顯著、長期的生態影響 

 對景觀資源的影響只是輕微，並且不會產生不良的剩餘影響 

 對周邊環境或附近敏感受體不會造成不良的空氣質素影響 

 百分百符合在規劃方面的噪音標準 

 能夠達到后海灣「零排放政策」的水質要求 

 項目區域沒有（淨）污水排放 

 沒有不良的廢物管理問題 

– 在環境影響評估報告中建議的並與本項目有關的措施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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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綠化，景觀規劃，樓宇外牆縮入和園景緩衝區等，以減輕景觀及視覺影

響 

 於工地使用適當的環境管理措施以控制灰塵 

 使用較安靜的設備，隔音屏障和工地圍板 

 施工期間的水質影響的控制將通過實施良好的工地守則、適當的工地排

水，包括軟景觀，以及防止地面徑流從道路流入已修復濕地的措施 

 良好的工地廢物管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