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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序言 

1.1 工程項目背景 

1.1.1 將軍澳是香港第七個新市鎮，自一九八三年獲批准發展為新市鎮至今，將軍澳

一直都以高速發展，現時約有人口三十三萬。根據現時的將軍澳分區計劃大綱

圖（圖則編號 S/TKO/15），規劃人口約為四十八萬。 

1.1.2 在過去數年，土木工程拓展署已為將軍澳的未來發展進行了多項研究，以確定

進一步發展的範圍、人口數量和對外道路連接等。然而，自從進行這些研究

後，許多規劃參數已經變更，例如人口目標的轉變及相應的填海需求，連接

路的實施時間和規模，以及取消以前在 131 區域提議的港口設施。有鑑於這
些變化，當局對將軍澳的整體規劃進行了檢討，務求此區的規劃能與時並

進，並符合新界東南發展策略建議的發展方向。 

1.1.3 茂盛（亞洲）工程顧問有限公司受香港特別行政區政府土木工程拓展署轄下的

新界東拓展處委託，為將軍澳進一步發展（以下簡稱“本工程項目＂）進行

可行性研究，其中的環境研究由茂盛環境管理顧問有限公司負責進行。本工

程項目的擬議發展計劃均展示於圖 1.1，其中包括位於下列的新發展項目： 

 市中心南部； 

 百勝角； 

 調景嶺餘下地區； 

 西岸公路； 

 跨灣連接路。 

1.2 不同方案的考慮 

1.2.1 這項研究的第一階段，詳細評估了本工程項目中，有關西岸公路和跨灣連接路

的不同路線和結構方案，以及市中心南部和百勝角的不同土地用途方案，務求

在規劃和工程上，都能夠擬訂出可以互相配合的最佳方案。 

1.2.2 這次研究開始時，於 2002 年 9/10月期間進行了首次公眾諮詢，收集公眾對將

軍澳進一步發展的意見，並於初步發展方案中加以考慮。這些初步發展方案通

過價值管理的改進後，訂定了四個不同的發展主題。 

1.2.3 研究中對這四個發展主題，以多項效能準則加以評審，並從環境、規劃和技術

角度作出評估。然後於 2003 年 5 月進行第二次廣泛諮詢，藉以蒐集公眾意

見，並據此選取最可取的發展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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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 根據最可取的發展主題，擬訂了一份概念圖則，當中闡述了將軍澳各個未來發

展地區的整體土地用途綱領，包括市中心南部、百勝角和調景嶺其餘剩地區。

在最可取發展主題中所涉及的跨灣連接路方案，是一條橫跨將軍澳海灣的橋

樑，把海灣西面的西岸公路和位於東面第 86 區以南的環保大道連接起來。橋

樑方案亦被納入概念圖則內。 

1.2.5 在評估不同發展主題時，亦對西岸公路的隧道路線和沿岸路線進行了詳細評估

和諮詢。最後選定隧道路線作為西岸公路的最可取方案，並納入概念圖則中。

然後於 2004 年 1/2 月期間，以概念圖則進行第三輪公眾諮詢。最後根據這份

圖則擬訂更詳細的發展藍圖，闡述土地用途和基礎設施的分布架構，以便進行

各種影響評估（包括環境影響評估），從而證實它們的可行性。 

1.3 最可取發展方案 

1.3.1 本工程項目的最可取發展方案已經考慮降低市中心南部和調景嶺剩餘地區的住

宅密度。按照將軍澳進一步發展的最可取的發展方案，最終人口會從現時分區

計劃大綱圖所規劃的四十八萬減少至約四十五萬人。最可取方案亦考慮用已復

修後的將軍澳第一期堆填區作休憩和康樂用途，以及興建大型公園和海濱漫步

廊，藉此提供多種休憩用地；此外，亦考慮刪除已規劃於市中心南部興建的海

濱道路，以便形成一個行人專用區，讓居民和遊人能夠輕易到達海濱地區。只

要有良好的都市規劃設計，再配合一個別具吸引力的海濱地區，便可以在市中

心南部地區締造一個更佳生活環境，供將軍澳居民享用。東面水道和將軍澳海

灣會被用作水上康樂活動的場地。此外，亦會在調景嶺設置有園景美化的休憩

設施，藉以紓緩四周高密度環境所造成的視覺影響。 

1.3.2 根據最可取的發展方案，會在將軍澳海灣西部海岸建成一塊面積約為 12.3 公
頃的狹長土地，以便容納隧道收費廣場、隧道運作和管理設施，以及一個道路

交匯處，用作連接西岸公路、跨灣連接路大橋和北面通往將軍澳市中心的 P2
道路。填海範圍已經按照政府要求和公眾期望而減至最小。本工程項目不會在

維多利亞港內填海，亦無需為市中心南部和百勝角的新發展項目進行填海工

程。 

2 工程項目說明 

2.1 工程項目範圍 

2.1.1 本工程項目的範圍包括： 

(i) 市中心南部、百勝角和調景嶺剩餘地區的區內道路和工程基礎設施。 
(ii) 擬於將軍澳第一期堆填區進行的康樂發展所需要的各種基礎設施。 
(iii) 為配合市中心南部發展的需要而對現有基礎設施進行修改的工程。 
(iv) 建造西岸公路，以便為將軍澳和主要市區之間提供另一條連接道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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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建造跨灣連接路，以提供一條道路連接將軍澳東南地區和西部，以及一

條繞過新市鎮中心，而從將軍澳東南地區經西岸公路直接通往九龍的道

路。 
(vi) 建造 P2道路，把寶順路連接至西岸公路。 

2.2 工程項目計劃 

2.2.1 預計本工程項目將於 2008 年 1 月動工，並於 2017 年 12 月竣工；而西岸公
路、跨灣連接路和 P2道路等主要道路將於 2016 年 12月啟用（餘下的一年是

在環保大道鋪設鹹水輸水管）。 

3 環境影響評估主要結果 

3.1 空氣質素 

施工階段 

3.1.1 施工對空氣質素可能造成的影響主要會來自挖掘工程、材料搬運、填土活動和

風力侵蝕引起的塵埃造成。通過實施「空氣污染管制（建築塵埃）規例」下所

訂明的緩解措施和建議的抑制塵埃措施，以及實施環境監察與審核計劃後，塵

埃對易受空氣污染的受體影響預計可減至最少。 

運作階段 

3.1.2 透過空氣質素摸擬方法，評估了運作階段內由車輛所排放的廢氣可能造成的累

積空氣質素影響。評估所包括的項目如下： 

 在露天道路上行駛的車輛所排放的廢氣。 

 車輛在下列設施所排放的廢氣：西岸公路隧道、東區海底隧道和鯉魚門隧

道的出入口；在匯景花園下的蓋頂道路出入口；沿西岸公路擬建的閉封式

隔音罩出入口；在西岸公路／跨灣連接路／P2道路交匯處的連接道路的隧

道路段出入口；以及 P2道路有上蓋路段的出入口。 

 在西岸公路和東區海底隧道收費廣場附近輪候的車輛所排放的廢氣。 

 從東區海底隧道通風槽和西岸公路通風機樓所排出的車輛廢氣。 

 油塘區工廠煙囪所排放的廢氣。 

 晒草灣堆填區和將軍澳堆填區一期及第二／三期的堆填區氣體燃燒設施所
排放的廢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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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 在進行模擬空氣質素時，已考慮建議的路旁隔音屏障和隔音罩所帶來之影響。

預測結果顯示，在設置擬議的西岸公路隧道通風系統後（即重置中段通風機樓

透過朝上通風槽將西岸公路西行隧道中的 90%的廢氣抽出，以及透過位於將
軍澳區的東面入口通風機樓的朝上通風槽，把西岸公路東行隧道中 70%的廢
氣抽出），各個具代表性的易受空氣污染的受體所受到的空氣質素影響，將能

附合空氣質素指標。 

3.1.4 若能為西岸公路隧道提供一套有效的通風系統，隧道內的空氣污染物濃度將會

符合環境保護署所發指引內的規定。 

3.1.5 預計在將軍澳堆填區一期南端及靠近第 86 區所建議興建的污水抽水站裝設高
效率的除味裝置後，只會造成較少的氣味影響。由於第 85 區的現有基本污水
處理廠相隔遙遠，因此預計不會造成累積氣味影響。 

3.2 噪音 

施工階段 

3.2.1 根據評估預測，若能在部份動力機械採用靜音器材和流動隔音屏障，所有具代

表性的噪音感應強的地方所感測到的噪音水平，將符合施工噪音標準。 

運作階段 

3.2.2 已在 2016 年（西岸公路啟用前）和 2031 年（西岸公路啟用後 15 年）兩個交

通流量情況最差的年份內，進行了道路交通噪音影響的預測。根據評估，大部

份易受噪音感應強的地方所感測到的噪音聲級，都會超出根據「環境影響評估

條例」所訂定的「環境影響評估程序技術備忘錄」（以下簡稱「環評技術備忘

錄」）中所規定的交通噪音準則。為了紓緩這些交通噪音影響，已建議在新道

路採用低噪音道路表面材料、路旁隔音屏障和隔音罩等直接緩解措施。此外，

亦建議小心安排建築物的布局和設計，務求盡量減少規劃區內的交通噪音影

響。 

3.2.3 通過實施建議的緩解措施後，來自新道路的噪音影響預計在某些學校仍然超過

有關的噪音指標。由於已經採用所有可用的直接緩解措施，因此受影響的學校

可以採用間接的技術補救措施來減低噪音，例如安裝空調和有適當玻璃厚度的

窗戶，這些措施是建築署根據【標準學校課室評估文件】所提供的標準措施。 

3.2.4 根據預測，擬建的通風機樓和抽水站所發出的噪音水平，若能夠起碼符合這份

環境影響評估報告所建議的水平，則這些設施附近的易受噪音感應強的地方所

感測到的噪音聲級，將會符合環評技術備忘錄的準則。 

3.2.5 為了證實緩解措施的成效，必須監察噪音情況。建議在道路啟用後頭一年內，

監察具代表性的噪音感應強的地方所受到的交通噪音影響。此外，亦應該在西

岸公路的通風機樓啟用期間監察噪音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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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水力及水質影響 

施工階段 

3.3.1 擬議的工程可能會在施工期間產生短期水質影響，包括可能來自地盤的地面徑

流、現場施工工人排放的污水、一般的廢水、挖泥及填土工程，以及由深層水

泥混合處理 1 所造成的影響。以上這些影響可以透過實施本報告所建議的緩解
措施加以控制，使它們符合「水污染管制條例」所規定的相關標準。因此預計

本工程項目不會對水質造成不可接受的剩餘影響。本報告亦建議進行水質監

察，以便核實各項緩解措施的成效。 

運作階段 

3.3.2 水質模擬結果顯示，縱使把所有污染來源，包括堆填區、非定點地面徑流和來

自錯駁的污水渠的污水等累積影響計算在內，擬議進行的西岸公路填海和跨灣

連接路大橋建築工程，都不會對將軍澳海灣和維多利亞港的海水水質產生不良

影響。 

3.3.3 為了盡量減少在東面水道的康樂活動可能受到的影響，已建議在本工程項目中

進行渠道改道工程，把兩條現有雨水渠的渠口，從東面水道排放改至在將軍澳

市中心南面，藉此增強污染物的消散。模擬分析的結果顯示，在實施建議的渠

道改道工程後，東面水道和將軍澳海灣的水質，大致是適合作次等接觸的康樂

活動。建議進行水質監察以查證水質模擬的預測。 

3.3.4 在緊急情況下在海堤排放污水時，可能會影響東面水道和將軍澳海灣內的水上

康樂活動，但預計這些影響只屬短期性質。出現這種情況的可能性亦是很低。

然而，若在此情況發生，將軍澳初級污水處理廠的營運者便應該與環境保護署

和康樂及文化事務署緊密聯絡，確保能夠採取適當行動，停止東面水道和將軍

澳海灣的水上康樂活動。在這種情況下，應該進行水質監察，以決定在何時重

新開放東面水道和將軍澳海灣作康樂用途。預計在緊急情況下的臨時排放污

水，不會對這些康樂活動的水質造成不可緩解的影響。 

3.4 污水收集和處理 

3.4.1 研究亦對現有和已落實興建的排污基礎設施在將軍澳全部發展完成後的最終情

況下，進行了效能評估。結果顯示，在最終情況下，各種流量在高峰情況下都

沒有污水溢流的風險。根據「淨化海港計劃之環境及工程可行性研究」，將軍

澳初級污水處理廠和淨化海港計劃第一期的將軍澳至觀塘段污水排放隧道，已

經足以應付區內最終的污水流量。本工程項目將不會對淨化海港計劃造成任何

容量限制，原因是規劃中的未來發展會令最終的人口數量和污水流量比預期減

少。 

                                                 
1 DCM {深層水泥混合} 是一種著名的沉積物處理方法，旨在改善沉積物的物質載負能力，讓它能夠留在原處，即

本工程項目日後的西岸公路填海區海堤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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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陸地生態 

3.5.1 為了確定評估地區的生態狀況，已檢閱有關文獻及進行了為期六個月的生態調

查，當中包括雨季。由於擬議發展地區大都是已受高度干擾的市區，因此陸地

生態影響的評估工作，主要集中於三個地區，這些地區的陸上生態敏感受體預

計會受到直接或間接的影響。 

3.5.2 這些評估地區內主要是生態價值較低的生境，包括荒地和已開發區。具保育價

值的生境包括百勝角評估區內具中高生態價值的次生林地，以及在將軍澳區西

岸公路沿線和百勝角評估區內具中等生態價值的河流生境。 

3.5.3 在最近評估區內所進行的調查中，記錄到四種具保育價值的植物。雖然這些品

種都是香港較常見的植物，但都是受到香港或中國大陸的法律保護，或被認為

是區域性或全球瀕危的植物。 

3.5.4 評估區內亦記錄到多種具保育價值的動物，包括一種魚、兩種爬行動物、兩種

哺乳類動物、一種淡水無脊椎動物和十三種鳥。當中最特別的，是一種在將軍

澳華人永遠墳場下的一條小溪中發現，名為菲律賓枝牙鰕虎魚 Philippine Neon 
Goby (Stiphodon artopurpureus) 的魚。西岸公路評估區內亦曾記錄到具區域性

保育價值的雕鴞 (Bubo bubo)。雖然最近的調查並沒有發現，但這種鳥類可能

仍在評估區內生活。 

3.5.5 由本工程項目建議的發展項目對陸地生態所造成的直接影響，將會局限於小片

只具低生態價值的生境；而對具中高生態價值的次生林地或中等生態價值的河

流，預計不會造成直接影響。至於由擬議工程所導致的生境損失，則只會造成

輕微和可接受的生態影響。 

3.5.6 本工程項目所建議的工程，會直接影響兩種具保育價值的植物（小果柿 
(Diospyros vaccinioides) 和竹葉蘭 (Arundina chinensis)）的個別植株。建議在施
工前，將受影響的植物移植至附近位於擬議工程地區外的適合生境中。 

3.5.7 預計在評估地區內大部份具保育價值的動物都只會受到輕微影響。在區內所記

錄到的品種當中，大都是市區／已發展區常見，而並非特別易受滋擾的種類

（例如黑鳶  (Milvus lineatus)）。至於其他品種（例如松雀鷹  (Accipiter 
trivirgatus)）則距離建議工程區頗遠，因此不會受到施工或運作階段的活動影

響。記錄中的部份鳥類（例如黃鸝 (Oriolus chinensis)）只是偶然見到的候鳥，

並不會受到擬議工程重大影響。 

3.5.8 若不實施任何緩解措施，西岸公路附近小溪中所發現的菲律賓枝牙鰕虎魚

(Philippine Neon Goby)群落將會受到重大影響。雖然預計河流生境不會受到本

工程項目的直接影響，但將軍澳海灣內為提供西岸公路所需土地而進行的填海

工程，將會令幼年枝牙鰕虎魚可能會出沒的生境消失／受到干擾。報告因此建

議了一些措施，可以在施工階段保護已成長的魚類，並在運作階段為河流提供

通往海洋的適當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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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9 報告建議了多項措施，令本工程項目可以避免、減少和彌補各種已知的生態影

響。預計在實施這些建議緩解措施後，本工程項目的擬議發展計劃對陸地生態

所造成的剩餘影響，均屬生態上可接受的程度。 

3.6 海洋生態 

3.6.1 研究中已檢閱有關現有海洋生態狀況的文獻，並對評估區的海洋生態資源進行

了實地調查。調查是在 2004 年 5至 10月期間進行，為時超過六個月。受西岸

公路填海工程和跨灣連接路建築工程影響的海洋生境，一般都只具有偏低的生

態價值。石質和沙質海岸生境的生態價值都屬於中等偏低。人造海堤的生態價

值更被列為十分低。將軍澳海灣的軟底潮下生境的生態價值屬於偏低。位於擬

議填海區的照鏡環山海岸只有稀少的常見硬珊瑚和零星的軟珊瑚和柳珊瑚，因

此該處海岸只具有偏低的生態價值。 

3.6.2 西岸公路的填海工程會直接導致 1公里的天然石質海岸和 0.2公里的沙質海岸

永久消失。共有 16.5 公頃的潮下生境會永久消失，其中大部份（16.3 公頃）
是因為西岸公路的填海區造成，另外亦有小部份（0.2 公頃）是由於建造跨灣
連接路的橋墩。本工程項目已經在顧及各種工程限制和其他環境因素限制（例

如西岸公路填海工程的視覺影響等）的情況下，盡量避免和減少影響海洋生境

特別是天然海岸線。這些生境所受到的直接影響，大都會透過建造一條斜坡式

堆石海堤所能提供的補償而加以緩解：該海堤會為石質潮間生物群落和珊瑚群

落提供一個適宜重新聚集的生境。本工程項目所採用的施工方法會令挖泥工程

的規模相對較小，需時約一個月。根據水質模擬的預測結果，本工程項目將會

符合有關懸浮沉積物和溶解氧濃度的水質指標。預計在實施報告所建議的水質

及海洋生態緩解措施後，本工程項目對毗鄰的硬底潮下生境（當中有稀少的硬

珊瑚和一些軟珊瑚及柳珊瑚），只會造成偏低的間接影響。 

3.6.3 根據海洋生態影響評估結果，將軍澳海灣並非海洋哺乳類動的重要生境。距離

將軍澳最近的發現活江豚 (Neophocaena phocanoides) 地點是在東龍洲以南約 2
公里。預計海上交通的增加、噪音滋擾和水質影響等，都不會對海洋哺乳類動

物造成重大影響。 

3.6.4 總結而言，本工程項目所造成的剩餘海洋生態影響，屬於輕微和可以接受的程

度。 

3.7 漁業影響 

3.7.1 研究中已檢閱了相關的文獻，務求得悉最新的資料，以便確定本工程項目對漁

業可能造成的影響。 

3.7.2 與本港其他捕魚場相比，將軍澳海灣內的魚獲量屬於偏低至中等，而且大都是

只具偏低商業價值的品種。因此，將軍澳內灣的捕魚場只具偏低的商業價值。

在本工程項目附近唯一發現對漁業影響敏感的受體，是位於東龍洲的魚類養殖

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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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3 擬議進行的西岸公路填海工程和跨灣連接路建築工程，會直接導致將軍澳內灣

約 16.5 公頃具捕魚潛質的海域消失。據估計，這片海域的消失對香港整體的
漁獲量只會造成輕微影響。 

3.7.4 若能實施環境影響評估報告所建議的所有保護水質的緩解措施，便無需為保護

漁業資源而實施任何特別緩解措施。同樣地，為確保水質不受影響而在工地進

行的的審核工作，亦能夠保護漁業資源。因此，無需為漁業進行特別的環境監

察與審核計劃。 

3.8 景觀及視覺影響 

3.8.1 根據環評技術備忘錄附件 10 的闡述，本工程項目所造成的景觀和視覺影響，
在實施緩解措施後都屬於可以接受水平。雖然景觀資源（將軍澳海灣西面的天

然海岸線和沿岸地貌，以及將軍澳內灣的景觀特色區）會受到重大的剩餘影

響，但本工程項目的現行設計，已經盡量縮減填海範圍，並已設法確保其他有

價值的資源不會受到滋擾，當中包括沿岸的珊瑚區。 

3.9 廢物管理影響 

3.9.1 西岸公路第一期填海的挖泥量估計約達二萬立方米。預計在實施本報告所建議

的緩解措施和環境運輸及工務局技術通告第 34/2002 號所規定的管理程序後，

本工程項目不會有剩餘影響。 

3.9.2 施工活動可能產生的其他廢物，會包括建築及拆卸物料（來自地基、挖掘及隧

道工程）、由施工工人所產生的一般垃圾，以及在維修建築機器設備時所產生

的化學廢物。若能以被認可的方法來處理、運輸和棄置這些已知的廢物，並嚴

格遵守本報告所建議的良好施工方法，將不會對環境造成不良影響。至於運作

階段，規劃中位於百勝角、市中心南部和調景嶺其餘地區等新發展區內的住宅

用地，將會產生家居廢物，這些廢物會被運送至新界東南堆填區。 

3.10 沼氣評估 

3.10.1 根據計算結果，若可被生物降解的總有機碳含量為 75%（屬最差的情況），
估計西岸公路填海區所散發出的甲烷會比所有相關的評估準則低得多。因此報

告認為，產生甲烷氣的可能性，並不足以對擬議進行的西岸公路填海工程造成

發展限制。 

3.10.2 此外，擬於西岸公路填海區內建造的公路和收費廣場並非易受沼氣滋擾的受

體。由於建議中的收費廣場行政大樓並沒有地庫，因此，縱使有沼氣排放的潛

在風險，亦只屬非常有限的程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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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 文化遺產 

3.11.1 根據海洋考古和海洋地質的基線情況調查結果，研究中發現一處表面異常，有

潛在考古價值的地點，位於跨灣連接路其中一個橋墩附近，可能會受到本工程

項目直接影響。在本工程項目的詳細設計階段，應該派出潛水員進行實地視覺

調查，所覆蓋的範圍應該包括表面異常的地點，以及海洋地質調查所沒有覆蓋

的可能填海地區。 

3.11.2 研究區內並沒有發現任何戰前家族的遺蹟，或值得注意的風水佈置，例如風水

林和池塘或歷史古道，或其他具歷史價值的遺蹟。已知的十四座值得注意的建

築物和結構，都位於本工程項目的範圍外，因此不會受到直接影響。然而，茶

果嶺天后廟距離擬議中的茶果嶺迴旋處工地不足 50 米，因此可能會在本工程
項目進行施工時，受到塵埃和震動等間接影響。為了防止茶果嶺天后廟在施工

階段受到損壞，應該在廟宇四周以圍板圍成一個臨時緩衝區（預留公眾通

道），並在施工期間在廟宇進行影響監察。 

3.12 堆填區氣體風險 

3.12.1 將軍澳堆填區一期及二／三期，以及晒草灣堆填區對擬議工地可能造成的氣體
風險，進行了定性風險評估。評估結果顯示，該三個地區的整體氣體風險屬於

中等。 

3.12.2 為了盡量減少擬議工程地點在施工和運作階段的堆填區氣體風險，已建議了多

項適當的保護措施，以便擬議工程在施工階段及／或運作階段的適當時候予以

實施。 

3.12.3 若能妥善地實施各項建議保護措施，便能夠保障工地上工作人員的健康和安

全；而本工程項目亦不會受到任何不良影響。 

3.13 對生命的危害 

3.13.1 通往擬建的危險貨品車輛渡輪碼頭車輛輪候區的道路，需要進行修改工程（因

為是次研究建議興建兩條連接 T2 幹道的支路）。已評估了有關工程對生命可

能構成的危險。 

3.13.2 評估結果顯示，兩條擬議支路會對危險貨品車輛渡輪碼頭的四周環境造成三項

改變，但因為下列情形而不會令該碼頭的風險水平出現顯著改變：(1) 該碼頭
附近地點的現有性質（存在經常出現的火源）；(2) 與先前的評估比較，擬建
的支路的總人口只會輕微增加。此外，與先前的評估所顯示的情況一樣，本工

程項目的估計風險水平，與可接受的社會風險水平上限之間，尚有一段可以讓

人安心的距離。因此，該兩條擬建支路所造成的改變，不會令本工程項目違反

有關的風險指引。故此，有關危害生命的考慮，並不會令本工程項目不可行。 

3.13.3 此外，是次研究所考慮的情景（即把現有的危險貨品車輛渡輪碼頭遷移至茶果

嶺，靠近支路 S1和 S2），是基於一項假設，即：啟德機場跑道附近海域都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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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填平。而且，主幹道 T2 和危險貨品車輛渡輪碼頭，都會在規劃署的東南九

龍發展全面規劃及工程檢討中加以檢討。因此，若要遷移現有的危險貨品車輛

渡輪碼頭，便應該由東南九龍發展計劃的工程項目倡議人進行定量風險評估，

以證實有關工程是否符合相關的風險指引。 

3.14 環境監察與審核 

3.14.1 本工程項目在環境監察與審核方面的規定，已經在環境監察與審核手冊中說

明。該手冊詳細闡述了多項建議實施的計劃，用以監察基線情況和符合相關標

準的情況；還有多項成效規定、審核規定和監察程序。 

4 總結 

4.1.1 是次環境影響評估研究，就本工程項目在施工和運作期間對環境可能造成的影

響，提供了有關影響性質和規模的資料。這次研究亦在有需要時找出適當的緩

解措施，以確保本工程項目能夠符合相關的環保法例和標準。 

4.1.2 總括而言，這份環境影響評估報告認為，本工程項目在施工和運作階段實施報

告所建議的緩解措施後，從環保角度而言是可接受的。報告亦建議了一套環境

監察與審核計劃，以確保各項建議緩解措施的成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