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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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元朗防洪壩計劃（下稱「本項目」）。 

 

1.2 工程項目工程項目工程項目工程項目的的的的目的目的目的目的及及及及性質性質性質性質 

1.2.1 考慮了未來的城市發展、元朗明渠下游的沉積物堆積、河口處的紅樹林增長、

在尖鼻咀錄得的最新極端海平面統計數字後，於 2011 年完成的「元朗和北區雨

水排放整體計劃檢討研究」確定元朗市中心現有的防洪水平未能達到有關標準

的要求。由於元朗市中心是低窪地區，在暴雨及高潮水的情況下會容易發生水

浸。因此，渠務署建議推行元朗防洪壩計劃以提升元朗市中心的防洪水平。 

 

1.2.2 防洪壩可改善現有元朗明渠的排洪能力，並提供條件活化朗屏西鐵站下游至擬

建防洪壩的一段由混凝土鋪砌的現有明渠。 

 

1.2.3 本項目的大部分工程已於 2017 年的資源分配機制，籍公共工程項目編號 4178CD

「元朗防洪壩計劃」被納入為乙級。 

 

1.2.4 元朗明渠的市中心段原先是計劃在渠務署的公共工程項目編號 4161CD「元朗市

明渠改善工程 – 市區中心段」下進行美化工程。由於擬建的防洪壩可改善現時

元朗明渠的排洪能力，所以使用更全面的藍綠建設方案以活化該明渠在技術上

已是可行。由於擬建的防洪壩和元朗明渠的活化工程是相輔相成，元朗明渠市

中心段的活化工程的勘查研究、設計及建造亦納入於本項目下進行。 

 

1.2.5 此外，原定於工程項目編號 4161CD「元朗市明渠改善工程 – 市區中心段」下

進行的元朗明渠活化工程的範圍，亦計劃向上游延伸至十八鄉路，以連接將於

土木工程拓展處的元朗南發展項目下進行的元朗明渠活化工程。 

 

1.3 工程工程工程工程項項項項目目目目倡議倡議倡議倡議人人人人名稱名稱名稱名稱    

1.3.1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渠務署排水工程部。 

 

1.4 工程項目的工程項目的工程項目的工程項目的地點地點地點地點及規模及規模及規模及規模    

1.4.1 工程項目的位置圖載於附錄一附錄一附錄一附錄一的圖圖圖圖一一一一。 

 

1.4.2 擬建工程項目包括： 

i. 在元朗明渠最下游興建防洪壩, 當中包括：  

• 橫跨元朗明渠約 60 米長的防潮屏障; 

• 在暴雨及潮水高期間使用大型水泵把防洪壩上游的雨水排放至山貝河

的抽水泵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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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旱天時把防洪壩上游的水排放至山貝河的低流量抽水設施；及 

• 在擬建防洪壩的位置局部地擴闊現有明渠。 

ii. 沿錦田河、元朗明渠、元朗排水繞道及深涌河興建一些新的防洪牆及加高

一些現有的防洪牆； 

iii. 在元朗明渠及元朗排水繞道的交匯處進行排水工程以引入更多的雨水至元

朗排水繞道，從而降低元朗市中心的水浸風險； 

iv. 活化十八鄉路至下游擬建防洪壩之間的一段現有元朗明渠；及 

v. 進行附屬工程，包括防洪壩構築物的景觀工程、公共事業設施的改道等。 

 

1.5 涵蓋涵蓋涵蓋涵蓋的的的的指定工程項目指定工程項目指定工程項目指定工程項目數目數目數目數目及種及種及種及種類類類類    

1.5.1 此擬建項目涵蓋《環境影響評估條例 (第 499 章)》附表 2 中須有環境許可證的指

定工程項目，其具體內容如下：    

• 計劃於元朗明渠進行的挖泥工序，跟一個現有自然保育區的最近界線少於 

500 米 (見第 I 部 C.12.(a)(viii))； 

• 排水道，河流治理與導流工程將排水引入一個地區，而該地區距離現 具有特

別科學價值的地點和自然保育區的最近界線少於 300 米 (見第 I 部 I.1.(b)(i)和

(vii))；及 

• 擬改建於錦田河的防洪牆部分或全部位於現有的自然保育區 (見第 I 部 Q.1)。 

 

1.6 聯絡人姓名聯絡人姓名聯絡人姓名聯絡人姓名及及及及電話號碼電話號碼電話號碼電話號碼    

 

香港灣仔告士打道 5 號 

稅務大樓 45 樓 

渠務署排水工程部 

高級工程師 

莫維基 先生 

電話號碼: 2594 7402 

傳真號碼: 2827 8700 

 

香港灣仔告士打道 5 號 

稅務大樓 45 樓 

渠務署排水工程部 

工程師 

陳綽文 先生 

電話號碼: 2594 7359 

傳真號碼: 2827 8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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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規劃大綱及規劃大綱及規劃大綱及規劃大綱及計劃計劃計劃計劃的的的的執行執行執行執行    

2.1 工程項目的規劃及工程項目的規劃及工程項目的規劃及工程項目的規劃及執行執行執行執行    

2.1.1 渠務署計劃於 2018 年第三季開始進行環境影響評估，並於 2020 年第三季完成。

工程項目的施工預計於 2021 年 12 月展開，並於 2029 年 7 月完成。渠務署將負

責工程完成後的運作及維修。 

 

2.2 鄰鄰鄰鄰近近近近工工工工程程程程    

2.2.1 根據現有資料，鄰近的工程項目包括： 

 

• 路政署–連接朗屏站的元朗市高架行人通道 (CE 32/2014 (HY))； 

• 渠務署–元朗市明渠改善工程市區中心段第一期改善工程–設計及建造 (CE 

37/2012 (DS))
1111；及 

• 土木工程拓展署–元朗南房屋用地規劃及工程研究–勘查研究 (CE 35/2012 

(CE))。 

 

註： 

1. CE 37/2012 (DS) 的工程範圍原先是包括 1) 在元朗市中心的明渠段興建藍綠

建設以改善環境及 2) 在元朗市中心的明渠段興建旱流截取設施及附屬工

程。前者擬議納入於本項目內，而後者則維持在 CE 37/2012 (DS) 下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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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對環境可能對環境可能對環境可能對環境可能造成的影響造成的影響造成的影響造成的影響    

3.1 涉及的工序涉及的工序涉及的工序涉及的工序    

3.1.1 擬建項目的主要工序包括土方工程，疏浚工程，挖掘工程，樁柱建造，混凝土

構築物建造，機電設備安裝及處理挖掘/疏浚所產生之物料。以下各節闡述擬建

項目的潛在環境影響。 

 

3.2 施工期間施工期間施工期間施工期間    

噪音 

3.2.1 對環境的影響: 噪音主要來自使用機動設備。 

3.2.2 緩解措施: 緩解措施包括使用臨時隔音屏障和優質機動設備。 

 

空氣質素 

3.2.3 對環境的影響: 土方工程、挖掘工程及混凝土構築物的建造會產生塵

埃。 

3.2.4 緩解措施: 隨著實施《空氣污染管制（建造工程塵埃）規例》內

的粉塵抑制措施，預計於施工期間所產生的塵埃將會

是極微量的。 

 

水質 

3.2.5 對環境的影響: 對水質的潛在影響主要來自工地的徑流及排水。而移

除元朗明渠內的沉積物時亦可能會干擾到河床並增加

懸浮固體，對水質造成不良的影響。 

然而，潛在的水質影響可以透過採取適當的緩解措施

及良好的工地管理守則而被消除。 

3.2.6 緩解措施: 除遵循環境保護署《ProPECC PN 1/94 - “施工現場排

水”》的指引以控制工地的徑流及排水外，亦將會在

元朗明渠興建圍堰以提供乾的工作環境，因此移除明

渠內沉積物的工作會在一個受控制和乾的環境下進

行，以盡量減少懸浮固體及其對水質帶來的不良影

響。 

 

廢物管理 

3.2.7 對環境的影響: 工程的建造及拆卸會產生的廢物包括掘出的泥石、剩

餘的建築材料及包裝材料等。 

興建防洪壩亦可能需要移除元朗明渠內的沉積物，而

挖出的沉積物的質量會根據《ETWB TC（W）34/2002

－ 疏浚/挖掘沉積物的管理》作評估，以確定最適合

的處理方法。此外，由於擬建的抽水泵房是位於元朗



   元朗防洪壩計劃元朗防洪壩計劃元朗防洪壩計劃元朗防洪壩計劃 工程項目簡介工程項目簡介工程項目簡介工程項目簡介 

 

二二二二零零零零一一一一八八八八年年年年一一一一月月月月 5  

 

工業村附近，因此在環境影響評估下亦可能有需要進

行受污染土地評估。 

3.2.8 緩解措施: 會篩出可重用的惰性拆建物料並分開存放。任何不能

在本工程中重用的剩餘惰性拆建物料，將會被運往公

眾填料接收設施使其可以在其他的地方重用。 

 

生態及漁業 

3.2.9 對環境的影響: 由於擬建防洪壩是位於濕地保護區邊界附近的濕地緩

衝區內，工程場地以外沿錦田河、山貝河和元朗排水

繞道流域一帶的濕地及魚塘的生態環境可能會在施工

期間受人類活動、塵埃、噪音、照明、工地的徑流及

排水所影響。有關的不良影響將會在環境影響評估中

作進一步研究，並建議緩解措施。 

3.2.10 緩解措施: 上述對緩解噪音、空氣和水質污染所建議的措施亦有

助減少對生態的影響。 

在進行環境影響評估時亦會進行生態影響評估，並建

議緩解措施。 

 

景觀及視覺 

3.2.11 對環境的影響: 工地的建築設備、堆存物料和臨時工程可能會帶來短

暫的視覺影響。 

由於大部分的工程都會在現有由混凝土鋪砌的元朗明

渠內進行，預計工程並不會對現有景觀帶來重大的影

響。 

3.2.12 緩解措施: 將採取以下緩解措施，以避免影響景觀和視覺： 

• 盡量保留及保護工地附近的現有樹木; 

• 豎立與周邊環境相容的地盤圍板; 

• 保持工地清潔和整潔; 

• 妥善管理工地的建築廢物; 

• 盡量減少臨時工地的面積和數量; 及 

• 控制夜間的保安照明，並盡量減少對附近敏感

受體的夜間眩光。 

 

文化遺產 

3.2.13 對環境的影響: 擬建工程的研究區內有一些法定古蹟及已評級歷史建

築（見表格 4.1）。但是，預計工程並不會對這些文

化遺產造成影響。 

3.2.14 緩解措施: 預計工程並不會對文化遺產造成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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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營營營營運期間運期間運期間運期間 

噪音 

3.3.1 對環境的影響: 擬建防洪壩的大型水泵、通風系統和機電設施是防洪

壩在營運期間的噪音來源。 

然而，大型水泵只會在元朗明渠內的水位達到設計的

警報水平或進行常規維修的情況下才會運作，預計營

運期間的噪音影響並不顯著。 

3.3.2 緩解措施: 水泵和大部分機電設施都會圍封在擬建的抽水泵房

內。 

 

空氣質素 

3.3.3 對環境的影響: 擬建防洪壩能防止后海灣的污水在潮水高的情況下倒

灌入元朗明渠，有效改善元朗明渠的現有充氣壩下游

現存的臭味問題。 

然而，被抽水泵房進水口的格柵所攔截的廢物可能會

產生氣味問題。 

3.3.4 緩解措施: 氣味評估將在環境影響評估中進行，並建議適當的緩

解措施。 

 

水質 

3.3.5 對環境的影響: 由於擬建防洪壩只是將雨水從元朗明渠排放至山貝

河，預計對水質並無不良影響。 

3.3.6 緩解措施: 有關研究建議把更多的雨水引入元朗排水繞道，從而

減少元朗市中心內明渠的流量並進一步降低元朗市中

心的水浸風險。因此，將會在環境影響評估內就元朗

排水繞道的水文及沉積物堆積之潛在變化進行檢視。 

 

廢物管理 

3.3.7 對環境的影響: 需定期處理被抽水泵房進水口設置的的格柵所攔截出

來的廢物，其細節會在環評報告中提供。  

3.3.8 緩解措施: 格柵所攔截出來的廢物將按照《廢物處置條例（第

354 章）》的規定處理、儲存及棄置。 

 

生態及漁業 

3.3.9 對環境的影響: 如上文提及，預計防洪壩在營運期間所產生的噪音會

很少，並不會影響鄰近濕地和魚塘的生態。而把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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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雨水引入元朗排水繞道的潛在生態影響將會在環境

影響評估內作進一步研究，並建議適當的緩解措施。 

3.3.10 緩解措施: 防洪壩在營運期間的潛在生態影響將會在環境影響評

估內作進一步研究，並建議適當的緩解措施。如在環

評影響評估中發現工程有可能對現有濕地造成影響，

就會建議濕地補償或改善現有濕地的方案。 

 

景觀及視覺 

3.3.11 對環境的影響: 擬建在地面的混凝土構築物可能會對周邊環境造成視

覺影響。 

但是，擬建防洪壩將提高現有元朗明渠的排洪能力，

並提供條件活化現有由混凝土鋪砌的元朗明渠。 

3.3.12 緩解措施: 抽水泵房的設計會加上景觀和綠化元素。擬建構築物

的選色和外部裝飾亦會設計到與周邊環境協調，以盡

量減少其視覺影響。 

 

文化遺產 

3.3.13 對環境的影響: 預計工程並不會對文化遺產造成影響 

3.3.14 緩解措施: 預計工程並不會對文化遺產造成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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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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現現現存存存存及及及及計劃中感應強計劃中感應強計劃中感應強計劃中感應強的的的的地方地方地方地方和和和和自然環境自然環境自然環境自然環境中中中中的的的的敏感部分敏感部分敏感部分敏感部分 

4.1.1 本節概述了擬建項目在其施工和營運期間有可能受到影響現有及計劃中的具代

表性的敏感受體。 

 

4.1.2 擬建項目附近具代表性的敏感受體總結在下方的表格表格表格表格 4.1 4.1 4.1 4.1 ，，，，4.24.24.24.2 和附錄一附錄一附錄一附錄一的圖二圖二圖二圖二

中。    

    

表格表格表格表格 4.1 4.1 4.1 4.1 具代表性的敏感受體具代表性的敏感受體具代表性的敏感受體具代表性的敏感受體    

代號代號代號代號    
敏感受體敏感受體敏感受體敏感受體

的種類的種類的種類的種類    
描述描述描述描述    

住宅 

ANSR1 ASR/NSR 大橋村 

ANSR2 ASR/NSR 福業樓 

ANSR3 ASR/NSR 元發樓 

ANSR4 ASR/NSR 峻巒 

ANSR5 ASR/NSR 長春新村 

ANSR6 ASR/NSR 錦慶圍 

ANSR7 ASR/NSR 旭日花苑 

ANSR8 ASR/NSR 爾巒 

ANSR9 ASR/NSR 東成里 

ANSR10 ASR/NSR 小商新村 

ANSR11 ASR/NSR 山邊村 

ANSR12 ASR/NSR 山貝涌口村 

ANSR13 ASR/NSR 深涌村 

ANSR14 ASR/NSR 楊屋村 

ANSR15 ASR/NSR 田寮村 

ANSR16 ASR/NSR 港頭新村 

ANSR20 ASR/NSR 華盛樓 

ANSR23 ASR/NSR 喜利大廈 

ANSR24 ASR/NSR 紫荊樓（第一期） 

醫院 

ANSR17 ASR/NSR 博愛醫院 

工業區/購物中心 

ASR1 ASR 元朗工業邨 

辦公室 

ANSR18 ASR/NSR 漁農自然護理署凹頭漁業辦事處 

教育機構 

ANSR19 ASR/NSR 香港駕駛學院 

ANSR21 ASR/NSR 中華基督教會元朗真光小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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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號代號代號代號    
敏感受體敏感受體敏感受體敏感受體

的種類的種類的種類的種類    
描述描述描述描述    

ANSR22 ASR/NSR 元朗朗屏邨惠州學校 

文化遺產 

CHR1 CHR 二聖宮(法定古蹟) 

CHR2 CHR 二帝書院（法定古蹟） 

CHR3 CHR 廣瑜鄧公祠（法定古蹟） 

CHR4 CHR 潘屋（一級歷史建築） 

CHR5 CHR 長春園（一級歷史建築） 

CHR6 CHR 清樂鄧公祠（一級歷史建築） 

CHR7 CHR 劉氏村屋（三級歷史建築） 

CHR8 CHR 鄧虞階書室（三級歷史建築） 

CHR9 CHR 泝流園（三級歷史建築） 

CHR10 CHR 錦安盧（三級歷史建築） 

CHR11 CHR 田寮村 73 號神廳（三級歷史建築） 

CHR12 CHR 田寮村 7 號圍門（三級歷史建築） 

CHR13 CHR 慎德居（一級歷史建築） 

CHR14 CHR 崇正新村錦安廬（二級歷史建築） 

CHR15 CHR 大旗嶺村 186 及 188 號（三級歷史建築） 

CHR16 CHR 東華三院馬振玉紀念中學（二級歷史建築） 

CHR17 CHR 娛苑（二級歷史建築） 

CHR18 CHR 橫洲福慶村 38 號（三級歷史建築） 

CHR19 CHR 橫洲福慶村 40 號（三級歷史建築） 

CHR20 CHR 橫洲福慶村 41 號（三級歷史建築） 

CHR21 CHR 
西頭圍 4 號，7 號 A及 123 約，WCL132 地段（三級

歷史建築） 

CHR22 CHR 木橋頭村圍門（三級歷史建築） 

CHR23 CHR 洪聖宮（三級歷史建築） 

CHR24 CHR 力榮堂書室（一級歷史建築） 

 

表格表格表格表格 4.4.4.4.2 2 2 2 具代表性的保育價值具代表性的保育價值具代表性的保育價值具代表性的保育價值地點地點地點地點 

敏感受體敏感受體敏感受體敏感受體的種類的種類的種類的種類    描述描述描述描述    

具保育 價 值 的 地 點 

ESR/WSR 錦田河、山貝河和元朗排水繞道 

ESR/WSR 在錦田河和山貝河一帶的自然保育區 

ESR/WSR 在錦田河、山貝河和元朗排水繞道一帶的魚塘 

ESR 東成里鷺鳥林 

ESR/WSR 米埔濕地具特殊科學價值地點 

ESR/WSR 米埔內後海灣拉姆薩爾濕地 

ESR/WSR 濕地保護區 

ESR/WSR 濕地緩衝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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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使用使用使用使用先前通過先前通過先前通過先前通過的環評報告的環評報告的環評報告的環評報告 

5.1 先前通過先前通過先前通過先前通過的環評報告的環評報告的環評報告的環評報告 

5.1.1 擬建工程項目沒有參考先前通過的環評報告。 

 

 

 

 

文文文文本本本本結束結束結束結束    

        

注釋：  

ASR：空氣敏感受體 NSR：噪音敏感受體 

ESR：生態敏感受體 WSR：水質敏感受體 

CHR：文化遺產資源  

ASRs、NSRs 及 CHRs 亦屬於視覺敏感受體（VS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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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附錄附錄附錄一一一一    

 

圖一 元朗防洪壩計劃位置圖 

 

圖二 敏感受體及具保育價值地點位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