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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1.1 現有的青山灣魚市場運作於 1973 年，是㆒所已經老化及次等的單層建

築結構，此建築於㆓十九年前興建時乃屬臨時性質，同時亦沒有緩減

噪音和臭味的措施。其建築面積未能配合現代魚市場有效率運作的要

求，亦沒有貨車需用之停泊和起貨位置。這種種不足不但對周遭環境

造成影響，更對㆔聖村和恆福花園的居民構成滋擾。由於缺乏用㆞及

需維持魚市場之運作，改善此所臨時魚市場並不可行，實須遷往另㆒

所設計更完備之建築物作為永久之用。 
 
1.2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建築署建議於屯門 44 區興建「綜合社區設施及魚

類批發市場大樓」（以㆘簡稱：綜合大樓）。擬建綜合大樓的位置顯

示於圖 1a 及 1b。興建綜合大樓的主要目的是為現時位於屯門 27 區的

臨時魚類批發市場（以㆘簡稱：魚市場）提供㆒個永久用㆞，並為 44
區的居民提供社區會堂及其他社區設施。現在的青山灣魚市場的位置

顯示於圖 2。 
 
1.3 根據香港法例第 499 章環境評估法例附表㆓，此項工程屬於「指定工

程項目」。申請㆟須依照環境保護署署長所發出之環境影響評估研究

概要 ESB 061/2000（以㆘簡稱：環評概要）和環境評估程序的技術備

忘錄（以㆘簡稱：環評技術備忘錄） 之指引進行環境評估，以了解該

項工程對環境所造成的影響。 
 

2 工程概覽 
 
2.1 擬建綜合大樓於 1978 年的屯門新巿鎮圖景設計總圖 以及屯門分區計劃

大綱圖 (簡稱: 大綱圖) 編號 LTM/2 的 44 區之內已出現。於 1987 年發

報的屯門分區計劃大綱圖編號 S/TM/5 ，將現在的悅湖山莊由工業用㆞

重新劃定為住宅(㆙類)用㆞，同時亦把 44 區全部的海岸線保留為綜合

的蔬菜、活魚以及魚類統營處的㆙殼類市場。此分區計劃大綱圖於展

示期間並沒有收到公眾就圖則提出反對。 
 
2.2 屯門區議會轄㆘的環境改善及區域發展委員會於 1996 年多次會議期間

討論過魚市場的選址，並要求規劃署考慮其他㆞點作為魚市場的永久

選址。其後，㆒共九個選址方案再作㆒併考慮，但除了 44 區之外，其

他選址方案均不適合。 
 
2.3 於 1997 年 4 月，規劃及土㆞發展委員會正式落實採用於屯門 44 區擬

建之魚市場。屯門區議會亦於 1997 年 4 月通過此選址，而於 11 月舉

行之區議會會議㆗的簡介會後亦沒有收到任何反對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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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鑑於公眾的關注，屯門區議會在 1998 年 12 月舉辦了一次聯合地盤考
察，並在 1999年 1月的屯門臨時區議會會議中要求政府部門重新研究
其中四個原有的魚市場選址方案 (見 2.2項)。 

 
2.5 1999年 3月屯門臨時區議會接納了三個可行的魚市場選址方案，而 27

區，38 區，或鄰近現時的魚市場的地點皆不應再作考慮。屯門臨時區
議會於 1999 年 5 月以投票大比數認為將魚市場遷往 16 區的方案不可
行，而唯一的合適選址方案只剩下 44區，並建議當局︰ 

  
♦ 將擬建於 44區的綜合設施進行設計直至完成環境影響評估研究。 

♦ 將擬建於 44區的魚市場向北移 20米，使它遠離悅湖山莊。 
 
2.6 魚市場每日的開放時間為上午三時至下午五時。所有的交易活動將只

會於地面進行。這些交易包括於早上進行的冷藏魚批發(交易高峰時段
為凌晨三時至早上六時半) ，魚市場的標稱設計容量為每年 7900噸 (現
時的吞吐量為每年 6200噸或每日 17噸) 。 除了冷藏魚批發活動，魚市
場亦在其他時段 (上午七時至下午二時半) 處理漁船和貨車等上落海鮮
和已入箱的魚。漁農及自然護理署估計入箱魚的交易會慢慢增加 (現時
為每日 360公斤; 而活海鮮每日為 660公斤)。 

 
2.7 綜合大樓由社區會堂、觀景台（用作觀看龍舟競渡）和其他社區用途

所組成，為鄰近的居民提供足夠的社區設施，而魚市場上的美化園地
亦豐富了沿岸的景觀。建議設施之詳列於表 2.1。綜合樓建築物圖則詳
見於圖 3至圖 6。 

 
2.8 根環境影響評估研究概要，綜合樓應設置一個公共圖書館。但康樂及

文化事務署對設置圖書館於綜合樓內則有所保留，故此暫時並不支

持。原先撥出作圖書館之用的地方，將會留作其他社區用途，而且在

環境評估研究時亦已對此污染感應強的地方作考慮。 
 
 
表 2.1 建議設施之詳情 

建議設施 負責之部門/使用者 所需用地面積 容納人數 

魚類批發市場 魚類統營處 
5000平方米（包括 40
個貨車泊車位） 

400人 

社區會堂 民政事務總署 1000平方米 500人 

其他社區用途 待定 3500平方米 400人 

垃圾收集站/ 
海洋垃圾收集收站 

食物及環境衛生署/
海事處 

800平方米 10人 

海事管理辦事署 漁農自然護理署 200平方米 10人 

觀景台 民政事務總署 平台 1000人 
公共廁所 食物及環境衛生署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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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評估取向 
 
3.1. 此環境評估研究是以現時仍在運作之青山灣魚市場的空氣、噪音、水

質影響及廢物處理對鄰近用戶之影響作參考。生命危害評估是通過對

埃索石油氣公司不同的失靈情況作出確認和評估。至於建築及運作期
間所產生之潛在環境影響因素亦會進行確認及評估，同時亦會就有關

之影響提供紓緩措施及建議，以減低對環境造成之影響。 
 

4 空氣質素影響 
 
4.1. 由於該地盤現時已經空置，因此在施工期間並不需要大規模的挖掘工

程，而只會進行一般地盤施工活動。實施適當的緩減措施後，地盤工

程將不會對環境造成不能接受的影響。評估結果顯示實施緩減塵埃措

施後，工程對空氣質素的影響屬於可接受程度，為防止保養不善的機

械放出煙塵，整個工程均會被密切監察。 
 
4.2. 儘管預計施工期間的塵埃影響屬於輕微，但空氣污染管制（建造工程

塵埃）規則之塵埃管制規定亦必須遵守，鑑於妥善之地盤管理相當重
要，所以應每日到地盤巡查，以確保機械設施操作正常。 

 
4.3. 運作期間的空氣質素評估，考慮到從魚市場和垃圾收集站發出的臭味

以及往來市場的貨車和漁船的廢氣均為影響空氣質素的潛在源頭。這

些源頭經直接評估(例如從現時的青山灣魚市場抽取氣味樣本)，及採用
空氣質素估計模擬和保守的假設，以確保所有潛在的影響均被恰當地

評估及得到所需的緩減。 
 
4.4. 早上為魚市場散發氣味的高峰期 (上午三時至上午六時半)，這情況已

被作出評估，而以一年最壞情況計算，氣味濃度對在地盤範圍 500 米
內大部份對空氣感應強的地方均低於客觀可接受程度，並不會構成滋
擾。 

 
4.5. 在日間非運作高峰期間 (即上午七時至下午二時半)，貨車落貨和運送

海鮮及已入箱的活魚時都可能會產生臭味，但程度應不及夜間拍賣

時。由於吞吐量較少以及海鮮和活魚的氣味相對於冰鮮魚類亦較輕

微，故此估計臭味最多只會達到高峰水平的一半。於魚市場鄰近的一

些只在日間運作的對空氣感應強的地方，如綜合樓其他的使用者、草

地滾球場和網球場，於施行減輕污染措施後，其預測的臭味水平均屬
於可接受程度。 

 
4.6. 因風向及風勢的影響，一些對空氣感應強的地方仍有機會受到輕微及

暫時性的臭味影響。所以，魚市場大樓設計將採納有效之緩減污染措

施。這些措施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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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面覆蓋魚市場範圍內之貨車停泊位置及面向感應強的地方。 
♦ 設置機械式通風系統，抽取魚市場內的臭氣並排放出海邊。 

♦ 鮮風口將設於空地上，確保新鮮空氣能進入通風系統內。 

♦ 於大樓內提供足夠的停泊位，禁止貨車在街上停泊。 
♦ 實施良好的管理計劃以及監察，以確保魚市場有良好的運作及清
理措施，包括每日清除所有有機廢料以及定期保養設施。 

♦ 採用易清理設計及不滲水物料，以避免帶有有機廢料的清潔用水
因積存而產生臭味。 

 
在魚市場運作期間，這些措施會確保鄰近的對空氣感應強的地方不會

受到不能接受的殘餘氣味所影響。 
 
4.7. 魚市場的管理層將會加倍留意特別的緩減臭味措施，對附近居民的投

訴亦會小心跟進。於魚市場運作的首十二個月，會在對空氣感應強的
地方進行臭味巡邏，以監察魚市場之運作有否對周圍環境造成臭味的

影響。假如監察的結果顯示在任何感應強的地方明顯受到魚市場產生

的臭味影響，在綜合樓設計內已預留位置，以備有需要時可於通風系

統併入一個過濾裝置，以除去臭味。 
 
4.8. 在垃圾收集站、海洋垃圾收集站和公共廁所的設計內均設有除臭系統

裝置，以緩減由這些地方所發出的臭味。 
 
4.9. 預期於魚市場運作期間，使用魚市場的船隻或車輛均不會產生不能接

受的空氣質素影響，故此，不須施行減輕污染措施。 
 
4.10. 總括而言，在施行緩減污染措施後，施工及運作期間的綜合樓不會對

任何一處空氣感應較強的地方造成不能接受的污染。 
 

5 噪音影響 
 
5.1. 估計興建綜合樓需時二十六個月(包括九個月打樁)，並會採用標準的建

築施工設備。本環評報告評估了在興建地基和地面建築物期間，會對

鄰近感應較強的地方造成的建築噪音。評估結果顯示，在實施適當的
緩減污染措施後 (如選用低噪音機械設備)，建築噪音聲級可符合環評
技術備忘錄內所列明之噪音聲級準則。而可行的消減噪音措施如：調

整工序和妥善的地盤管理更可進一步減低施工期間的噪音對居民的造

成滋擾。 
 
5.2. 在魚市場綜合大樓運作期間所造成的噪音，來往綜合大樓的車輛和漁

船進出魚市場所造成的交通噪音均被作出評估。這些源頭經直接評估

後 (如於現有魚市場內進行噪音監察)，及採用噪音估計模擬和保守的
假設， 以確保所有潛在的影響均被恰當地評估及得到所需的緩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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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預期採用緩減噪音措施之後，魚市場綜合大樓運作期間所製造的噪音

（包括來自漁船泊岸和貨車上落貨的噪音），均沒有在那些已選定的
噪音感應強的地方導致不能接受的噪音影響。 

 
5.4. 建議融入於綜合大樓設計之噪音緩減措施包括︰ 
 

♦ 全面覆蓋魚市場貨車停泊處及面向噪音感應強的地方。 
♦ 在沿岸卸貨區興建闊 5米，長 90米的上蓋。 

♦ 為機械通風系統和其他綜合大樓屋宇設備機器安裝消音百葉及消
音器。 

♦ 於綜合樓內提供足夠的停泊位，禁止貨車在街上停泊。 
♦ 實施管理措施及監察，以確保貨車和漁船有良好的管理，以及有
進行定期維修保養。 

 
5.5. 由於增加的車輛有限 (40輛) ， 估計貨車所造成的噪音並不會對附近感

應較�的地方構成滋擾。但為了進一步緩減可能影響感應較�的地方

的噪音，通往魚市場的進路路口設計將只准許車輛利用湖山街北部出
入魚市場。 

 
5.6. 由於避風塘內的海上交通不會增加，進出魚市場的船隻，無論它們採

用那一條航道，其引擎所發出的噪音預期並不會對鄰近感應強的地方

造成滋擾。 
 
5.7. 在綜合大樓運作期間，將會實施良好的管理措施，以進一步緩減噪

音︰ 
 

♦ 與綜合大樓使用者和船隻尋求合作，禁止在沿岸使用擴音器以及
減少船隻鳴笛以產生聲響。 

♦ 除了緊急時侯，要求船隻避免使用鳴笛，及選擇使用電話來通知
位置。 

♦ 鼓勵船隻使用避風塘東面的出入口。 

♦ 鼓勵船隻在於機械排氣口加上消音設備。 

♦ 監察海港內的移動，減少對鄰近居民所造成的滋擾。 
 
5.8. 總括而言，經採用建議的噪音緩減污染措施後，綜合大樓的施工及運

作期間均不會對噪音感應強的地方造成不能接受的噪音水平。 
 

6 水質影響 
 
6.1. 擬建之綜合大樓東面是青山灣避風塘，而該避風塘的外圍水質大致符

合西北水質管制區內的水質指標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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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在綜合大樓施工期間，水質污染包括來自樁柱工程、清洗車輪、地面

徑流和從機械設備間歇漏出的油污。地面徑流可用淤泥隔濾器阻截，
以免淤泥流入地面徑流系統。而為免周邊環境受到污染，化學品應儲

存在適當的密封容器內。 
 
6.3. 由地盤產生的污水和地面徑流須妥善地收集和經過處理，方可排入雨

水渠內。而在施工期，所排放污水的水源將要符合污水排放許可證上

訂明的水源排放規定。 
 
6.4. 綜合大樓運作期間，清潔綜合大樓、魚市場和垃圾收集站時所排放的

污水以及廁所的污水是主要的污水源頭。這些含有懸浮固體和有機物

質的污水，會被排入主要污水渠系統。 
 
6.5. 由於綜合大樓的地盤位於市區內，所有污水都將會排放到污水渠。而

未經污染的雨水則要引入地面徑流系統或流入大海。 
 

7 廢物處置及管理 
 
7.1. 一般的廢物管理計劃取向以優先次序排列可依次為：消除、減少、再

用，廢物的處理方法應根據相關的法律條文、規則和指引施行，以確

保不會對環境構成滋擾‧ 
 
7.2. 地盤於施工期間並不會製造特別的廢物。主要的建築廢料包括挖出的

泥土、混凝土、木板和鐵，以及一些固體廢料如一般垃圾、夾板和廢
鐵。根據工務局的技術通告編號 29/2000，綜合大樓之建築合約將要求
承建商提交地盤廢物處理計劃，闡述廢物處理及棄置策略和管理守

則，經建築師審批後於施工期間執行。 
 
7.3. 綜合大樓運作期間將會產生一些普通廢物如發泡膠盒、紙張、死魚以

及其他塑膠廢料。為了減少廢物棄置量，應改用可循環再用 (包括發泡
膠盒) 的容器以代替用完即棄的膠袋。魚類統營處已和一公司協商，回
收破爛的發泡膠盒循環再造。魚市場每日清潔後，遺留下來的死魚將
會用袋封好，並於完成交易活動兩小時內用密封容器運往垃圾收集

站。 
 
7.4. 由社區中心和寫字樓所產生的廢料應被妥善分類。廢料應盡量循環再

用，而任何可循環再用的物料應被收集，並送到廢物收集商循環再

造。 
 
7.5. 將會成立一個管理委會以監察綜合大樓的管理和確保其運作暢順。這

個委員會負責制訂及施行廢物管理計劃，務求綜合大樓時常保持整

潔，而各類廢物亦得以妥善分類和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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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生命危害 
 
8.1 大約有三分之一擬建綜合大樓用地位於現時屯門 44 區的石油氣儲存庫

的諮詢範圍內。研究通過對危機的確認，對若干與石油氣儲存庫有關

的不同失靈情況作出風險評估，結果顯示並沒有對擬建之魚市場及該
區居民構成不能接受生命的危害。 

 
8.2 以下的緩減措施可使風險程度減至最低： 
 

♦ 為免在使用起重機時破壞油缸造成危險，建議劃分一個禁止使用
起重機的地區。 

 
♦ 在任何挖掘工程進行前，應先取得由氣體供應商提供之有關地盤
範圍氣體輸送管的資料。先用適當的儀器取得地底輸氣管的正確

位置，再用手挖試洞確實位置。而挖掘工程必須按照有關部門及

氣體供應商的指示小心進行。所有在輸氣管附近工作的工人，都

必須得到氣體供應商充分的指引。 
 

♦ 設置手動警報系統，使人可及時逃生。 
 

♦ 與埃索公司安排，避免在龍舟競渡賽事當日及觀景台使用期間運
送石油氣，以減低對觀眾所構成的風險。 

 
♦ 建議綜合大樓的建築設計應要限制行人進入美化園地內屬於石油
氣儲存庫之 150米諮詢範圍內，而在此範圍內可盡量集中種植植
物，使行人選擇在此範圍以外的地方活動。 

 

9 環境監察及審核計劃 
 
9.1 環境監察與審核手冊已與環境影響評估報告一併提交，以監察綜合大

樓在施工和運作期間的空氣、噪音、水質影響和廢料管理。 
 

10 總結 
 
10.1 擬建綜合大樓的環境影響評估報告已就施工及運作期間潛在的空氣、

噪音、水質、廢物及生命危害作出評估。在實施舒緩污染措施和環境

監察及審核計劃後，綜合大樓在施工和運作期間將不會對環境構成負

面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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