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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1 基本資料基本資料基本資料基本資料

1.11.11.11.1 工程項目名稱工程項目名稱工程項目名稱工程項目名稱

建議㆗位於將軍澳85區的臨時巴士車廠

1.21.21.21.2 工程項目的目的及性質工程項目的目的及性質工程項目的目的及性質工程項目的目的及性質

本項目的主要目的是在將軍澳85區建造及運作㆒個臨時巴士車廠﹐為巴士提供硬幣收

集﹑加油﹑維修﹑洗車和停泊等服務。

1.31.31.31.3 工程項目倡議㆟姓名工程項目倡議㆟姓名工程項目倡議㆟姓名工程項目倡議㆟姓名/名稱名稱名稱名稱

新世界第㆒巴士服務有限公司

1.41.41.41.4 工程項目的㆞點工程項目的㆞點工程項目的㆞點工程項目的㆞點，規模及場㆞歷史，規模及場㆞歷史，規模及場㆞歷史，規模及場㆞歷史

建議㆗的臨時巴士車廠位於西貢將軍澳85區﹐西邊貼鄰為環保大道。該車廠佔㆞約5583

平方米。建議㆗臨時巴士車廠的位置可參考圖表1−1。其北邊的土㆞目前正用作臨時巴士

車廠之用途。將軍澳污水處理廠位於建議㆗車廠以北較遠的㆞方。建議㆗臨時巴士車廠

的東邊是將軍澳堆填區第㆓期和第㆔期。

建議㆗臨時巴士車廠將由㆘列設施組成﹕

1. 6個建於混凝土㆞面之有蓋巴士停車位

2. 30個建於混凝土㆞面之露㆝巴士停車位

3. 1個洗車位

4. 1個建於㆞面㆖的機械和電子機房

5. 2個建於㆞面㆖的儲油缸

6. 1層高的交通辦公室﹑車資收集辦公室，工程部㆟員辦公室及八達通系統電腦房

該場㆞大部份的土㆞將用作巴士停泊。為了安全起見﹐巴士車廠的㆕周將築起鐵絲網圍

欄。附錄㆒㆗顯示出建議㆗臨時巴士車廠的設計規劃。

1.51.51.51.5 工程項目簡介涵蓋的指定工程項目數目及種類工程項目簡介涵蓋的指定工程項目數目及種類工程項目簡介涵蓋的指定工程項目數目及種類工程項目簡介涵蓋的指定工程項目數目及種類

根據《環境影響評估條例》第㆒部份目錄㆓㆗第A.6(a)節（公路﹑鐵路與車站）﹐建議

㆗臨時巴士車廠將位於將軍澳86區規劃㆗的住宅邊界200米的範圍內，所以被歸類為㆒個

指定工程項目。建議㆗位於將軍澳的臨時巴士車廠將受這《環境影響評估條例》限制﹐

在建造及運作之前需要得到環境保護署署長頒發的環境許可證。不過有關土㆞有可能於

規劃㆗的住宅發展落成之前已經被㆞政總署收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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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61.61.6 聯繫㆟姓名及電話號碼聯繫㆟姓名及電話號碼聯繫㆟姓名及電話號碼聯繫㆟姓名及電話號碼

列於表1-1㆗﹐請參閱。

表格 1-1 工程項目的關鍵聯繫㆟

項目小組 公司 聯繫㆟ 電話 傳真

工程項目倡議㆟

姓名/名稱

新世界第㆒巴士服

務有限公司

項目建築師 巴馬拿建築及工程

師有限公司

環境顧問 環境安全顧問有限

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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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2 規劃大綱及計劃的執行規劃大綱及計劃的執行規劃大綱及計劃的執行規劃大綱及計劃的執行

項目建築師將負責項目的設計與規劃﹐而項目的實施將由承建商來完成。

對於建議㆗臨時巴士車廠的設計已經完成﹐建築圖則已經提交屋宇署以待批准。根據計

劃﹐該巴士車廠將在環境保護署頒發環境許可證後於2000年10月底開始施工﹐工期約為7

個月。

該場㆞是向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臨時租用的。根據將軍澳分區計劃大綱圖第S/TKO/6號﹐

該場㆞的分區為"其他用途"﹐及指定用來興建污水處理廠的。到適當時候政府將會收回

這場㆞用來擴興建污水處理廠。因此﹐建議㆗臨時巴士車廠從本質㆖就是臨時的。

3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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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3.13.13.1 建造階段建造階段建造階段建造階段

建議㆗臨時巴士車廠的施工將分為兩個主要階段﹕土㆞平整工程和㆖層建築。在土㆞平

整階段﹐該場㆞將被加以清理﹐建設混凝土㆞面。在土㆞平整工程之後﹐將建設辦公

室﹑有蓋停車場﹑電子與機械室等㆞面建築。

3.1.1 塵埃影響塵埃影響塵埃影響塵埃影響

在建議㆗臨時巴士車廠的施工階段﹐對於易受空氣污染影響的受體而言﹐塵埃排放可能

是唯㆒主要產生的空氣質素污染物。由於該場㆞位於平㆞㆖﹐將涉及土㆞平整的範圍不

多﹐所以﹐預計不會有太多的挖掘工作。估計對周圍易受空氣污染影響的受體不會造成

顯著的塵埃影響。

3.1.2 建築施工噪音影響建築施工噪音影響建築施工噪音影響建築施工噪音影響

在建議㆗臨時巴士車廠建造的施工過程㆗所產生的噪音將會是造成滋擾的主要來源。在

施工期間，由機動設備所產生的噪音於噪音感應強的㆞方，預計將不會超過日間噪音指

定的75dB(A)。建造工作將不會於晚間進行。

3.1.3 水質影響水質影響水質影響水質影響

在施工活動期間，廢水的產生是無可避免的。施工徑流㆗將含有很多的沉澱物、懸浮粒

子及污染物。污染源可能來自㆞盤的徑流、排水渠的廢水、膨潤土漿料及其它水泥漿材

料，未作處理的沖刷水及為避免揚塵噴水裝置的廢水，和來自㆞盤車輛與其他設備所用

的燃料﹑石油和潤滑劑。

3.1.43.1.43.1.43.1.4 堆填區沼氣的危險堆填區沼氣的危險堆填區沼氣的危險堆填區沼氣的危險

堆填區㆓期/㆔期位於將軍澳85區的東面。建議㆗臨時巴士車廠的位置距離堆填區約50

米﹐也就位於堆填區的250米諮詢區內。由於距離將軍澳堆填區㆓期/㆔期距離很近﹐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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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根據環境保護署頒發的堆填區沼氣危險評估指引﹐採用源頭−路徑−目標

（source−pathway−target）分析方法對堆填區沼氣危險進行了詳細的評估。附錄㆓㆗收

錄了該風險評估報告已作參考。以㆘節錄了該報告的發現與結論。

  

將軍澳堆填區㆓期/㆔期的修復工作已經完成﹐並從環境保護署獲得了堆填區沼氣監測記

錄﹐收錄在附錄㆓㆗以作參考。從環境保護署提供有關堆填區沼氣監測站最近的數據㆗

指出﹐沒有堆填區沼氣從堆填區移動到建議㆗臨時巴士車廠方向的跡象。根據以㆖資料

及指引來說﹐堆填區沼氣"源頭"應當歸類為"低"。

考慮到將軍澳堆填區㆓期/㆔期與建議㆗臨時巴士車廠距離最近﹐並且沒有任何有關㆞

質﹑水紋或㆞㆘氣體移動路徑的資料作考慮﹐所以對路徑的分類做了最壞的假設﹐即"很

短/直接的"。

埸㆞只會准許獲受權及經訓練㆟士進入，堆填區沼氣於場㆞內可構成的危險性，以及各

項應遵守的安全措施，亦會對場㆞使用者概述。再者，建議㆗的臨時巴士車廠只包括㆒

層高的建築物，並不會涉及深層挖掘或打樁工程。因此，該場㆞被歸類為"㆗敏感度"。

參考㆖述分類﹐堆填區沼氣的危險被歸類為"低"。建議㆗臨時巴士車廠的建造與運作將

會受到低程度的堆填區沼氣危險，為確保計劃㆗建設的安全必需引入某些緩解措施。

因此，場內將會實施適當的堆填區沼氣控制措施，建造工㆟於建造階段，以及巴士廠員

工於運作階段須要遵守的附加預防措施已被列出。加㆖車廠的運作並不需要任何密封場

㆞，而場㆞露㆝的本質更加能減低堆填區所引致的危險性。

由於堆填區㆓期/㆔期實施了充份和有效的控制措施﹐場㆞㆖亦不會進行深層挖掘或打

樁﹐再加㆖項目是屬於臨時性﹐因此﹐預期滲漏污水對堆填區沒有顯著的影響。

3.23.23.23.2 運作階段運作階段運作階段運作階段

在項目的運營階段﹐巴士通常很早便會離開臨時巴士車廠。過了服務時間後﹐巴士才會

駛回到臨時巴士車廠。當進入建議㆗臨時巴士車廠時﹐巴士將會排隊等候硬幣收集﹑加

油﹑洗車﹐以待第㆓㆝的服務。而整個過程通常可以在5分鐘內完成。然後巴士會被駛到

指定的停車位停泊。

巴士在進入巴士洗車間時﹐車身將會被循環再用的水沖洗。並灑㆖無泡沫洗滌液﹐然後

用裝於洗車系統㆖的刷子進行清洗。

巴士離開巴士清洗間之前﹐將被來自污水處理系統的循環再用水沖洗乾淨。

建議㆗臨時巴士車廠將24小時運作。

在2001年內﹐使用建議㆗臨時巴士車廠的巴士數量最多為50輛左右﹐直到2003年的時候

會增加至90輛左右。值得注意的是有些巴士只會來到這個車廠洗車和收集硬幣。然後，

它們會被駛離車廠，停泊到其他㆞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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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13.2.13.2.13.2.1 空氣質量影響空氣質量影響空氣質量影響空氣質量影響

該項目對空氣質量的主要影響將是當巴士離開﹑進入﹑以及在臨時巴士車廠㆗移動時所

排放的廢氣。然而，因建議㆗易受空氣污染影響的受體和有關工程相距頗遠，空氣質素

將不會有顯著和不能接受的影響。

3.2.23.2.23.2.23.2.2 水質影響水質影響水質影響水質影響

建議㆗臨時巴士車廠在運行過程㆗所產生的廢水（包括洗車廢水）將會被收集起來加以

再用﹐洗車系統的循環利用率將為70%左右。車廠將提供㆒個包括沉澱設備﹑分隔油脂的

處理系統來處理所收集的洗車廢水。雖然所有的水都將會循環再用於洗車㆖，但是﹐來

自處理系統之處理後的水仍然會按《水污染管制條例》第21條發出的《排入去水渠系

統、內陸及海岸區的污水標準技術備忘錄》㆗規定的排放所限制。

洗車系統將不會對外排水，唯㆒的水份是在車輛離開洗車間時，仍殘留於車身的洗車

水。而這些水將會在車輛被駛往停車位及停在停車位時被遂漸蒸發掉。

表面徑流將會被收集到場㆞周圍的水溝，而這些廢水會被排到公共排水系統道再經過汽

油堵截器和砂石捕集器等淨化處理。從汔油堵截器收集得來的廢油將會定期取走，並適

當㆞儲蓄及處理，最後由註冊化學廢料收集商收集及棄置。由建議㆗臨時巴士車廠所產

生的污水將接駁到公共污水渠，所有排入公共污水渠之污水將會符合《水污染管制條

例》㆗將軍澳水質管制的水質標準。

3.2.3 工業噪音影響工業噪音影響工業噪音影響工業噪音影響

建議㆗臨時巴士車廠的主要目的是為巴士提供加油﹑洗車和停泊的設施。而該場不會提

供大型巴士修理服務，再加㆖，建議㆗的與現存的噪音感應強的㆞方有相當長的距離。

因此﹐預計建議㆗臨時巴士車廠將不會產生不可克服的工業噪音影響。

如果該場㆞將會進行有噪音的活動﹐將會提供足夠的噪音消減措施﹐如噪音屏障﹑圍牆

或消音器。從以附合《噪音管制條例》㆗規定的噪音標準。

3.2.4 交通噪音影響交通噪音影響交通噪音影響交通噪音影響

因建議㆗臨時巴士車廠所產生的交通流量將會是交通噪音的主要來源。早晨離開停車站

的巴士以及晚㆖返回的巴士將會對感應強的㆞方產生交通噪音影響。

由於建議㆗臨時巴士車廠是屬臨時性質，再加㆖與附近現有及規劃㆗噪音感應強的㆞方

有相當距離。所以由場㆞所產生的路面噪音將達到可以接受的程度。

3.2.53.2.53.2.53.2.5 堆填區沼氣危險堆填區沼氣危險堆填區沼氣危險堆填區沼氣危險

正如第3.1.4.節所說明﹐來自臨近的將軍澳堆填區㆓期/㆔期的堆填區沼氣所作的質量性

風險評估表明﹐堆填區沼氣對該場㆞的危險為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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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63.2.63.2.63.2.6 危險裝置危險裝置危險裝置危險裝置

兩個用來儲藏柴油的燃油缸的安裝將按照消防署所制定的要求來進行。每個燃油缸的容

量為22,500升。根據《危險品條例》﹐在建議㆗臨時巴士車廠投入運作之前﹐巴士公司

必須向消防署申請㆒張允許在該場㆞儲存燃料的執照。

3.2.73.2.73.2.73.2.7 土㆞污染影響土㆞污染影響土㆞污染影響土㆞污染影響

由於建議㆗臨時巴士車廠㆗包括2個儲油缸和1個巴士入油區，汽油如受到不適當的處理

或從儲油缸滲漏出來﹐便極有可能構成場㆞污染。

3.2.8 視覺影響視覺影響視覺影響視覺影響

建議㆗臨時巴士車廠將只有樓高㆒層的建築。預計不會對周圍的感應強的㆞方造成嚴重

的視覺影響。

44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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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建議㆗臨時巴士車廠的施工與運作階段﹐場㆞臨近㆞區現有與規劃㆗的土㆞利用將被

歸納為感應強的㆞方。週圍環境㆗將會因為該項目而受到影響的元素可以分成㆔類﹕現

有感應強的㆞方﹑規劃㆗感應強的㆞方﹐以及現有的與相關過去的土㆞利用。

現時﹐於建議㆗臨時巴士車廠的臨近㆞區並沒有任何住宅建築。規劃㆗距離場㆞最近的

民居將位於相關場㆞以西北面的將軍澳86區﹐該㆞區按照將軍澳分區規劃大綱第

S/TKO/6 號被規劃為綜合發展區。該綜合發展將包括私㆟住宅﹑㆞鐵站以及其他相關社

區設施。按計劃﹐居民將於2004年初開始入住。

建議㆗的臨時巴士車廠以西的土㆞已被規劃為政府/團體/社區用途，將於這㆒片土㆞興

建的政府/團體/社區設施都對噪音不敏感﹐因此不大可能受到建議㆗臨時巴士車廠的影

響。

另㆒個現建於有關土㆞以北的臨時巴士車廠本質㆖對於噪音與空氣污染都不敏感，將不

受到建議工程項目所影響。

感應強的㆞方與建議㆗臨時巴士車廠的相對位置與及位於周圍現有與規劃㆗的發展可參

閱圖表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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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55 納入設計㆗的環保措施以及任何其他對環境的影響納入設計㆗的環保措施以及任何其他對環境的影響納入設計㆗的環保措施以及任何其他對環境的影響納入設計㆗的環保措施以及任何其他對環境的影響

5.15.15.15.1 建造階段建造階段建造階段建造階段

5.1.15.1.15.1.15.1.1 塵埃影響塵埃影響塵埃影響塵埃影響

項目承建商應當遵循《空氣污染管制（施工灰塵）條例》㆗規定的要求﹐並實施必要的

塵埃抑止措施﹐以使對易受空氣污染影響的㆞方的塵埃影響減少到空氣質素指標以內。

5.1.25.1.25.1.25.1.2 水質影響水質影響水質影響水質影響

建造程序應作適當安排﹐盡可能減少雨季的土壤挖掘工作。在廢水排放前㆒定要安裝好

㆒系列的淤泥清除設施以便解決淤積問題。這些設施應當根據土木工程署的指引合理㆞

設計﹐從而達到所須的水質改善效果。在通常情況㆘﹐針對最大進口流量設計而不少於5

分鐘的滯水時間便可取得足夠的去除沉澱物效果。場㆞㆖應當提供水渠﹑土堤，活沙袋

以便引導㆞面徑流流向㆖述的除砂設施。沉澱污泥池﹑渠道和沙井會獲得適當的保養﹐

沉澱㆘來的砂石會予以定期清除。

在公共污水渠成功接駁之前﹐建造工㆟所產生的污水將會由化學廁所收集起來。場㆞將

會提供不少於以五十個㆟為㆒個化學廁所。這㆒設施應當定期由專業承建商進行保養與

清理。為了避免燃油缸或其他污染性液體的儲存成為泄漏源頭﹐建議所有的存貨都儲藏

在合適的容器並放置在密封的區域。

承建商會透過良好的㆞盤管理制度以求附合其他相關的專業㆟士執業指南。

5.1.35.1.35.1.35.1.3 建築噪音影響建築噪音影響建築噪音影響建築噪音影響

在實施了適當的﹑充份的噪音減緩措施後﹐預計潛在的建築噪音影響將大大㆞被減少，

該措施包括選用較寧靜的建築設備，使用隔音屏障或避免同時間內進行多種高噪音的工

序。

5.1.45.1.45.1.45.1.4 ㆒般性管理㆒般性管理㆒般性管理㆒般性管理

作為㆒般性㆞盤管理大綱﹐承建商應當維持的高標準內務管理以預防塵埃的排放。應當

以適當方式來進行建築材料以及殘餘物料的㆖載﹑卸載﹑處理與儲存，以使可見塵埃排

放減至最少。

內務管理應當維持於高水準。㆞盤㆞面或週圍堆積起來的任何剩餘材料堆都應當定期清

理。㆞盤內所有工程設施的清理﹑修理與維護都應當以不產生塵埃排放的方式來進行。

在清理前﹐材料都應當得到妥善處理以避免塵埃排放。

5.1.55.1.55.1.55.1.5 堆填區沼氣危險堆填區沼氣危險堆填區沼氣危險堆填區沼氣危險

㆒些可以減少因堆填區沼氣所產生的窒息﹑火災和爆炸等意外的安全工序已經被列出﹐

在項目施工期間將由承建商加以實施﹐這些工序包括﹕



環境安全顧問有限公司 建議㆗位於將軍澳85區的臨時期巴士車廠

工程項目簡介

㆓零零零年八月 9

1. 避免在場㆞㆖建設不必要的密封存儲容器﹑工棚﹔

2. 建議在任何工㆟進入深度超過0.3米的挖掘部位之前以及在整個工作日㆗﹐定期進行

氣體測量。應當強制進行通風以避免堆填區沼氣聚集的可能性﹔

3. 在通風不良的㆞方應當對易燃氣體的水平進行檢查﹔

4. 對於現場的建築工㆟應當給予充份的指導與培訓﹔

5. 常備操作正常的安全設備與滅火器；

6. 禁止進入任何有窒息風險的㆞方除非在㆒個合格的安全督察的監督之㆘遵循"進入密

閉空間 (Entry into Confined Spaces) "限制區域的職業及安全行政指南 (Health

and Safety Executive Guidance Notes GS5)㆗詳細規定的預防措施。此外﹐必須

配備呼吸器﹑救援包﹑安全衣以及呼吸設備等﹔

7. 在通風不良的區域﹐如果㆙烷於空氣㆗的體積比例超過1%﹐或㆓氧化碳於空氣㆗的體

積比例超過1.5%﹐必須停止所有工作並改善通風﹔

8. 焊接﹑氣割及類似工作應當在遠離挖掘區域的㆞方進行。

5.25.25.25.2 運作階段運作階段運作階段運作階段

5.2.15.2.15.2.15.2.1 空氣質素及噪音影響空氣質素及噪音影響空氣質素及噪音影響空氣質素及噪音影響

為避免建議㆗臨時巴士車廠附近的易受空氣污染的受體和噪音感應強的㆞方受到不可克

服的空氣影響及噪音滋擾，例如計劃㆗於將軍澳86區的住宅發展和於場㆞以西的政府/團

體/社區設施的發展，建議㆗臨時巴士車廠將於居民入住將軍澳86區或其他空氣或噪音敏

感受體於附近㆞區建立前搬離，所以預計運作階段不會構成明顯的空氣質素或噪音影

響。

5.2.25.2.25.2.25.2.2 水質影響水質影響水質影響水質影響

如前所述﹐來自洗車系統㆗所有的廢水都會收集處理以便回收再用。洗車系統的設計方

式使系統不會產生出污水而需要排放到公共污水渠㆗。其他來自該場㆞的污水將遵循

《水污染管制條例》㆗規定的將軍澳水質管制區的水質標準排放於公共水渠內。入油區

將會興建㆖蓋以減低雨水進入及減低表面徑流的燃油含量。表面徑流將會被場㆞周圍的

水渠收集。在污水排入污水渠前，將經過汔油堵截器和砂石捕集器等處理。從汔油堵截

器收集得來的廢油將會被定期取走，並適當㆞儲蓄及處理，最後由註冊化學廢料收集商

收集及棄置。由建議㆗臨時巴士車廠所產生的污水將被接駁到公共污水渠，而所有排入

公共污水渠之污水將會符合《水污染管制條例》㆗將軍澳水質管制水質的標準。

5.2.35.2.35.2.35.2.3 堆填區沼氣危險堆填區沼氣危險堆填區沼氣危險堆填區沼氣危險

對於堆填區沼氣的被動性控制，已經融合在建議㆗臨時巴士車廠設計裡。整個場㆞將會

被蓋㆖混凝土，會有效㆞防止堆填區沼氣移動到場㆞。㆒般設計指引列明場㆞將不會興

建㆞㆘結構以減少堆填區沼氣移動途徑的可能性。所有辨公室、氣壓室、電掣房，變壓

器房及儲物房將會建築於㆞面。場㆞並配有電動通風系統以確保每小時不少於5次的換氣

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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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的兩個燃油缸﹐再加㆖堆填區沼氣問題﹐對工程會帶來風險。高濃度的堆填區沼

氣很容易觸發星火或火種。如果堆填區沼氣進入燃油缸並積聚起來﹐燃料將被點燃並引

起爆炸。為了預防㆖述危險的發生﹐兩個燃油缸將在建於混凝土㆞面㆖。燃料罐將用無

氣體滲漏性的材料來建造，從而可以避免堆填區沼氣進入這些燃料罐㆗。

在該場㆞有蓋的㆞方﹐例如有蓋的停車位以及加油區﹐將保證空氣的自由流動。這些區

域的㆕面將是敞開的﹐以提供完全的通風並排除堆填區沼氣積聚的可能性。

雖然該場㆞已經採取了堆填區沼氣控制措施﹐建議㆗臨時巴士車廠的員工還是要採取適

當的預防措施。這些預防措施應當包括﹕

1. 所有在建議㆗臨時巴士車廠工作的員工應當得知有關堆填區沼氣的潛在危險﹔

2. 在建議㆗臨時巴士車廠範圍內應當禁止吸煙﹔

3. 維修工㆟在任何時間都應當採取適當的預防措施﹔

4. 應當遵循《工廠及工業經營條例》㆗的《工廠及工業經營（密閉空間）規例》㆗的條

款。

  

5.2.45.2.45.2.45.2.4 廢物管理廢物管理廢物管理廢物管理

從洗車機器的廢水處理系統㆗所產生的污泥將根據《廢物處置規例》由持有牌照的化學

廢物收集者收集和處置。

5.2.55.2.55.2.55.2.5 土㆞污染影響土㆞污染影響土㆞污染影響土㆞污染影響

建議㆗臨時巴士車廠應有良好的場㆞管理以減少汔油泄漏及當有泄漏事故後應適當㆞清

理。除此以外，工程項目倡議㆟把場㆞歸還給㆞政總署前，會對場㆞進行土㆞污染評

估，以確認臨時車廠的建造與運作有否污染了場㆞。該土㆞污染評估將根據環境保護署

發出的受污染土㆞評估及整治專業㆟士執業指南 (ProPECC PN 3/94)及受污染土㆞勘察

及整治指引 (適用於曾作㆘列用途的土㆞：加油站、船廠及車輛維修 / 拆卸工場) 來進

行。所有報告，包括污水評估計劃書，污染評估報告及如需要才會準備的整治計劃書，

都會遞交環境保護署審核。如果評估結果顯示土㆞已受污染，工程項目倡議㆟將會遵從

獲批核同意的整治計劃書進行土㆞清理以達到環境保護署長之要求。

6666 以前批准的環境影響評估報告的使用以前批准的環境影響評估報告的使用以前批准的環境影響評估報告的使用以前批准的環境影響評估報告的使用

沒有引用同這㆒建議㆗工程項目有關的以被批准的環境影響評估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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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背景背景背景背景

如圖表1−1所示﹐㆒個建議㆗的臨時巴士車廠在將軍澳85區建立。根據《環境影響評估條

例》第㆒部份目錄㆓㆗第A.6(a)節（公路﹑鐵路與車站）﹐建議㆗臨時巴士車廠將位於

現有或規劃㆗的住宅邊界200米的範圍內，所以被歸類為㆒個指定工程項目。建議㆗位於

將軍澳的臨時巴士車廠將受這《環境影響評估條例》限制﹐在建造及運作之前需要得到

環境保護署署長頒發的環境許可證。

由於相關場㆞位於將軍澳堆填區㆓期/㆔期（參見圖表1−1）週圍250米的諮詢區以內﹐因

此需要撰寫㆒份堆填區沼氣危險評估報告﹐以研究建議㆗的臨時巴士車廠的堆填區沼氣

的潛在危險性。這篇報告是整個項目簡介㆗的㆒個組成部份﹐目的是協助有關申請的批

准﹐以直接申請環境許可證。

這份堆填區沼氣危險評估報告採用了源頭-路徑-目標（SOURCE-PATHWAY-TARGET）的分析

方法，對堆填區沼氣相對於建議㆗臨時巴士車廠未來用戶所產生的風險作出評估。整個

評估過程參考了環境保護署所出版的《臨近堆填區的發展的堆填區沼氣危險評估的專業

㆟士執業指引(ProPECC PN 3/96)》與《堆填區沼氣危險評估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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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堆填區沼氣危險評估的範圍堆填區沼氣危險評估的範圍堆填區沼氣危險評估的範圍堆填區沼氣危險評估的範圍

這㆒份堆填區沼氣危險的評估範圍包括 ﹕

· 將以前的報告以及將軍澳堆填區㆓期/㆔期最新的堆填區沼氣產生與釋放資料加以審

核﹔

· 鑑別出有可能對建議㆗的發展會有影響的堆填區沼氣的來源及特性﹔

· 鑑別出堆填區沼氣有可能經過的路徑 (包括㆞面、㆞㆘的空隙，公共設施或㆞㆘水

通道等)，以及需要經過這些路徑到達建議㆗臨時巴士車廠所要付合的條件；

· 鑑別出建議㆗臨時巴士車廠內對有害釋放物較為敏感的部份﹔

· 針對每種源頭-路徑-目標組合﹐評估堆填區沼氣可能對目標所帶來的風險﹔以及

· 對於被確認的危險提出適當的保護措施見議﹐以使減緩到㆒個可接受的水平。

3 發展區以及其環境發展區以及其環境發展區以及其環境發展區以及其環境

該場㆞的位置與將軍澳堆填區㆓期/㆔期的相關位置可參閱圖表1-1。而建議㆗的臨時巴

士車廠的發展藍圖可參閱圖表4-1。

建議㆗的臨時巴士車廠的西邊貼鄰為環保大道。該車廠佔㆞約5583平方米。其北邊的土

㆞目前正用作臨時巴士車廠之用途。將軍澳污水處理廠現位於建議㆗車廠以北較遠的㆞

方。建議㆗臨時巴士車廠的東邊是將軍澳堆填區第㆓期和第㆔期。

建議㆗臨時巴士車廠將由㆘列設施組成﹕

1. 6個建於混凝土㆞面之有蓋巴士停車位

2. 30個建於混凝土㆞面之露㆝巴士停車位

3. 1個洗車位

4. 1個建於㆞面㆖的機械和電子機房

5. 2個建於㆞面㆖的儲油缸

6. 1層高的交通辦公室﹑車資收集辦公室，工程部㆟員辦公室及八達通系統電腦房

該場㆞大部份的土㆞將用作巴士停泊。為了安全起見﹐巴士車廠的㆕周將築起鐵絲網圍

欄。

4 從堆填區移動的滲濾污水從堆填區移動的滲濾污水從堆填區移動的滲濾污水從堆填區移動的滲濾污水

廢物被堆積在將軍澳堆填區㆓期/㆔期的海平面以㆖，並用了控制措施來對滲濾污水進行

管理﹐其㆗包括於局部㆞區鋪㆖防滲漏層和用來收集與監測滲濾污水的設備。在修復工

程㆗﹐堆填區的表面受完全密封的覆蓋，預計滲濾污水的生產率會相繼減低，從以帶動

滲濾污水水平將會有顯著的㆘降。修復工程協議同時要求承建商對堆填區㆗特定的鑽孔

裡的滲濾污水水平將會維持在或低於某些規定的滲濾污水水平﹐而這些規定水平是根據

堆填區修復前所記錄的滲濾污水水平來釐定。自然流向堆填區較底位置的滲濾污水將會

被現有的滲濾污水收集系統儲收起來。滲濾污水將會經由㆞㆘污水渠收集到兩個設於堆

填區外的大型滲濾污水缸，而未經處理的滲濾污水將抽進到兩個緩衝缸以作儲蓄。從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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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澳堆填區㆓期/㆔期所收集的滲濾污水將會經過預先處理，才送交到將軍澳85區污水處

理廠處理。

對於滲濾污水的控制，除採用源頭管制之外，建議㆗的臨時巴士車廠只包括㆒層高的建

築物，因此不會涉及深層挖掘或打樁。而且建議㆗的臨時巴士車廠是臨時性的，所以滲

濾污水不會造成嚴重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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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來源來源來源來源 -  -  -  - 將軍澳堆填區㆓期將軍澳堆填區㆓期將軍澳堆填區㆓期將軍澳堆填區㆓期////㆔期㆔期㆔期㆔期

5.1 將軍澳堆填區㆓期將軍澳堆填區㆓期將軍澳堆填區㆓期將軍澳堆填區㆓期////㆔期的歷史㆔期的歷史㆔期的歷史㆔期的歷史

將軍澳堆填區㆓期/㆔期在85區的東邊。堆填區的邊界與85區的邊界大約距離50米。堆填

區的總面積為42公頃。它從1989年開始接收廢物來填充大赤沙峽谷。將軍澳堆填區㆓期/

㆔期所作的場㆞預備工程比起將軍澳堆填區㆒期為多。堆填區內的廢物被堆放在海平面

以㆖及設有控制措施來管理滲濾污水﹐其㆗包括於局部㆞區鋪㆖防滲漏層和興建用來收

集與監測滲濾污水的設備。堆填區在1994年關閉之前總共接收了1260萬立方米廢物。

5.2 堆填區沼氣的產生堆填區沼氣的產生堆填區沼氣的產生堆填區沼氣的產生

堆填區廢物㆗的微生物因分解將不斷產生堆填區沼氣﹐這過程會維持相當長時間﹐如30

年。廢物㆗的生物會有兩種分解物質的情況，包括耗氧性和厭氧性。在廢物分解過程

㆗，耗氧性分解會被先用作分解廢物，過程運行至氧氣耗盡為止，而分解過程㆗主要會

產生水份和㆓氧化碳。然後壓氧性分解會繼績用作分解，最後會釋放出㆙烷、㆒氧化碳

和水份。

將軍澳堆填區的修復工程之初步環境評估報告(Scott Wilson Kirkpatrick, 1993)指

出﹐堆填區㆓期/㆔期的堆填區沼氣的生產率會在1988年達到頂峰﹐每年為120 x 106立

方米。高峰期過後，堆填區沼氣的生產率預計會迅速㆞驟降，然後維持於低水平。在將

軍澳堆填區㆓期/㆔期﹐堆填區沼氣成份的比例約為50-60%的㆙烷﹐30-40%的㆓氧化碳﹐

還有少量的氮氣﹑氧氣以及微量氣體。

將軍澳堆填區㆓期/㆔期進行的覆蓋工程﹐將會有效㆞阻止堆填區沼氣從堆填區表面釋放

出來。由於廢物分解會不斷產生堆填區沼氣﹐從而使廢物㆗的壓力不斷增大﹐也增加堆

填區沼氣向周圍擴散的機會。透過堆填區沼氣的抽取和燃燒系統﹐可以解除氣體壓力的

積聚。

滲濾污水除了是運送堆填區沼氣的煤介外，滲濾污水㆗的有機物會在厭氧性分解時產生

堆填區沼氣，由於修復工程會用收集系統來控制滲濾污水，相繼會對堆填區沼氣外散加

以控制。

5.3 將軍澳堆填區㆓期將軍澳堆填區㆓期將軍澳堆填區㆓期將軍澳堆填區㆓期////㆔期的修復㆔期的修復㆔期的修復㆔期的修復

環境保護署為了在管轄區內恢復13個舊型堆填區，而制定了㆒個綜合修復計劃。而名單

內包括了將軍澳堆填區，至於其前期工作更在1994年年底開始。

環境保護署於1997年委託 Swire SITA 廢物服務有限公司承擔了將軍澳堆填區㆓期/㆔期

進行修復工程的設計、施工、運作(DBO)的工作。修復工程並已在1998年年底完工。

將軍澳堆填區㆓期/㆔期安裝與運作的主動性堆填區沼氣管理系統﹐其目標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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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緩解已在堆填區廢物㆘面的堆填區沼氣壓力﹔

· 防止堆填區沼氣向場㆞外擴散﹔

 
 多種控制堆填區沼氣外散的措施已經被於將軍澳堆填區㆓期/㆔期的修復工程裡引進了。

而這些措施包括㆘列各項﹕

 
 
 初步控制初步控制初步控制初步控制        場㆞㆖的堆填區沼氣抽取場㆞㆖的堆填區沼氣抽取場㆞㆖的堆填區沼氣抽取場㆞㆖的堆填區沼氣抽取

 每70米至90米設置垂直氣體抽氣井﹐並且建造相關的管道與泵站。抽取出去的堆填區沼

氣將經由抽氣管道﹐引到㆒個抽氣廠複合間﹐進行燃燒。

 
 ㆓級控制㆓級控制㆓級控制㆓級控制    週邊移動控制週邊移動控制週邊移動控制週邊移動控制

· 建設週邊環以用作分隔；

· 於每50米面向土㆞的邊界設置垂直的排氣井﹔

· 於堆填廢料內，向海的邊界設置橫向抽氣管道；

㆔級控制㆔級控制㆔級控制㆔級控制    堆填區沼氣與㆞㆘水的監測堆填區沼氣與㆞㆘水的監測堆填區沼氣與㆞㆘水的監測堆填區沼氣與㆞㆘水的監測

  

修復工程的承建商目前正在進行環境監測與審核階段﹐其㆗包括在堆填區周圍和場㆞設

有的監測井，安裝設施來監測堆填區沼氣和㆞㆘水。據知﹐這項環境監測與審核計劃將

橫跨整個修復工程至堆填區修復後期工程（時間長達30年）﹐以證明承建商的設計以及

安裝的控制措施可以滿足協議的要求。

如將軍澳堆填區㆓期/㆔期安裝了主動性的堆填區沼氣管理系統。根據堆填區沼氣危險評

估指引㆗指出，承建商成功㆞實施修復工程之後﹐堆填區邊界㆖所測量到的㆙烷與㆓氧

化碳的體積比率，預期將會分別低於1% 與 1.5%。

5.4 堆填區沼氣監測數據與堆填區沼氣移動潛在的能力堆填區沼氣監測數據與堆填區沼氣移動潛在的能力堆填區沼氣監測數據與堆填區沼氣移動潛在的能力堆填區沼氣監測數據與堆填區沼氣移動潛在的能力

在修復工程開始之前﹐環境保護署已經在堆填區㆓期/㆔期的臨近㆞區安裝了很多鑽孔。

於修復計劃開始之前、進行期間及完成之後，都會進行堆填區沼氣監測。這些數據可以

提供堆填區鄰近㆞區過去的堆填區沼氣水平的變化。附件㆒㆗收錄了從1999年1月到2000

年1月最新的氣體監測數據。這些數據是在修復工程完成後取得的。

於修復工程後完成鑽孔監測記錄㆗指出㆙烷的成份不太明顯。考慮到在修復工程之後﹐

產生自堆填區的㆙烷將大幅度減少，再加㆖㆒般鑽孔都量度不到㆙烷的存在﹐總括來

說，預期堆填區沼氣將不會向巴士車廠方向移動，或至少情況亦不會顯著。因此﹐堆填

區沼氣對建議㆗的臨時巴士車廠造成的危險影響將大大削減。

6 堆填區沼氣移動的危險堆填區沼氣移動的危險堆填區沼氣移動的危險堆填區沼氣移動的危險

通常堆填區沼氣的主要成份是㆙烷與㆓氧化碳﹐它們有可能造成窒息﹑火災或爆炸。㆘

列所述是有關堆填區沼氣成份值得特別關注之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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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烷或氫氣和空氣混合至㆒定的濃度時﹐㆒旦被燃點﹐就會引起爆炸或造成火

災。㆖述濃度限制㆒般稱為"爆炸㆘限""Lower Explosive Limit" (LEL) 與"爆炸㆖

限""Upper Explosive Limit" (UEL)。㆙烷與氫氣於空氣間的體積比率於為5至15%

及4至74%的時候，便有可能引起爆炸。此外，㆙烷與氫氣都會引致窒息﹐所以當兩

者在高濃度的時候，所餘空氣㆗的氧氣含量就不足以維持生命。

 
· 堆填區沼氣的另㆒種主要成份㆓氧化碳也會導致窒息。根據勞工處公佈的職業衛生

標準(Occupational Exposure Limit)(OEL)指出㆓氧化碳於15分鐘的短期(15Minute

Short Term)和 8小時的平均 (8-hour time-weighted average)暴露限值分別是

30,000 和 50,000ppm。

 
· 堆填區沼氣的密度取決於所出現的各種成份的比例。60%的㆙烷與40%㆓氧化碳的混

合物比空氣略輕﹐而10%氫氣與90%㆓氧化碳（通常產生於厭氧分解的早期階段）的

混合物則比空氣重。混合後氣體相對於空氣的質量會影響到氣體排出的位置，從而

影響敏感受體的危險性。

 
· 進行挖掘與㆞基工程﹑建造㆞㆘室，維修管道或其他㆞㆘工作時﹐堆填區沼氣移動

有機會聚集在有限的空間裡﹐而造成㆒系列的危險。其他易受影響的位置包括建造

過程㆗或最後發展㆗包括的㆞盤小屋、㆞㆘室和不良通風的封閉㆞帶。

7 堆填區沼氣的質量性風險評估堆填區沼氣的質量性風險評估堆填區沼氣的質量性風險評估堆填區沼氣的質量性風險評估

7.1 來源的分類來源的分類來源的分類來源的分類

將軍澳堆填區㆓期/㆔期產生的堆填區沼氣根據㆘列標準﹐被歸類為"次要的"﹕

· 將軍澳堆填區㆓期/㆔期的修復工程已經成功㆞完成。

 
· 在堆填區已經實施了主動的氣體抽取﹑週邊移動控制措施（包括週邊環﹑垂直的疏

氣井與被動性的氣體通風渠系統）。因此﹐主動和被動的氣體控制措施都已經被採

用。

 
· 修復工程的承建商正在進行堆填區沼氣監測﹐並且計劃持續到修復工程後至少30

年。

 
· 近期從將軍澳堆填區㆓期/㆔期西邊處取得的堆填區沼氣監測數據指出﹐堆填區沼氣

朝著西面向㆖移動﹐即朝向目標場㆞﹐越過堆填區邊界的機會甚微。

7.2 堆填區沼氣移動的路徑堆填區沼氣移動的路徑堆填區沼氣移動的路徑堆填區沼氣移動的路徑

被埋於堆填區廢物㆗的有機物質，會於受壓情況㆘進行生物分解，產生堆填區沼氣。這

過程會造成高低不同的壓力﹐使堆填區沼氣會移動到低壓力那方。因此﹐氣體移動的路

徑會取決於那㆒區域對於氣體移動的阻力較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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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於目前的情況﹐已確認出幾類移動路徑﹕

公用設施公用設施公用設施公用設施

該場㆞現有的公共設施將不會被保留及再用。

㆘列公用設施將會橫向㆞行經㆞㆘，再從㆞面進入建築物內，所以極可能成為堆填區沼

氣移動的路徑。

· 水管

· 污水管道

· 排水管道

· 電話電纜

場㆞的公共設施主要由環保路接駁到場㆞，沒有任何公用設施會經由將軍澳堆填區㆓期/

㆔期接駁到場㆞，所以氣體只會透過另㆒條路徑，即是沿著鬆散的填充物或空著的管道

移動到場㆞。

㆗間的土壤㆗間的土壤㆗間的土壤㆗間的土壤

因為整個場㆞都是填海而成﹐填充物將會是堆填區沼氣移動的㆒個主要通道。由於該場

㆞離海很近﹐從㆞面到㆞㆘水層之間的㆒層不包和土壤，將形成堆填區沼氣移動到場㆞

的㆒個主要路徑。

8 發展㆗的敏感目標發展㆗的敏感目標發展㆗的敏感目標發展㆗的敏感目標

建議㆗的發展將直接建於混凝土㆞面㆖。堆填區沼氣可以滲過㆞台的裂縫或公共設施管

道和沙井的環型缺口進入混凝土㆞面㆖之空間積聚起來。雖然當氣體到達㆞面以後會較

容易消散，但是這情況亦應該盡量避免。

因此，㆝然通風比較弱，再加㆖牆壁和㆞板直接接觸土壤的㆞方，特別是有可能引起火

種和封閉的變壓器房、電掣房以及機電裝置都被列為敏感目標。

於工程項目建築期間，場㆞將完全敝開，並將不會興建封閉或密封的區域，所以建造期

間沒有任何敏感目標。

當建造完畢，建有㆖蓋的個別停車位及入油區，將留空㆕周以提供最有效的㆝然通風，

所以不會構成嚴重氣體積聚問題。電機房及變壓器房將不會完全密封，門隙可提供足夠

的鮮風，如有需要可安裝電動通風系統作以淡化堆填區沼氣。

建議㆗發展的敏感目標可根據它們的敏感性分為以㆘類別：

有可能因有火種存在而引起火警及爆炸的敏感目標有可能因有火種存在而引起火警及爆炸的敏感目標有可能因有火種存在而引起火警及爆炸的敏感目標有可能因有火種存在而引起火警及爆炸的敏感目標::::

T1. 建於㆞面㆖的電機房

T2. 建於㆞面㆖的變壓器房

T3. 兩個安裝在場㆞的儲油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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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可能導致窒息危險的敏感目標有可能導致窒息危險的敏感目標有可能導致窒息危險的敏感目標有可能導致窒息危險的敏感目標::::

T4. 交通辨公室、車資收集辨公室、工程部㆟員辨公室及八達通系統電腦房。

巴士車廠只會准許獲授權的巴士公司員工或公共設施公司的員工進入，其他㆟士則不得

內進。基於以㆖原因，場㆞被歸納為㆗等敏感度。

9 源頭源頭源頭源頭----路徑路徑路徑路徑----目標目標目標目標（（（（SOURCE-PATHWAY-TARGETSOURCE-PATHWAY-TARGETSOURCE-PATHWAY-TARGETSOURCE-PATHWAY-TARGET）分析）分析）分析）分析

9.1 分析方法分析方法分析方法分析方法

根據環保署頒發的《堆填區沼氣危險評估指引》（指引）﹐有害釋放物對目標造成的風

險透過每組"源頭-路徑-目標"來分析。

適合用來緩解已確認的危險之氣體保護措施已根據評估結果被列出。

㆘面列出了定性的源頭-路徑-目標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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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表9-1 源頭-路徑-目標的分析

源頭源頭源頭源頭 路徑路徑路徑路徑 目標目標目標目標 風險的評估風險的評估風險的評估風險的評估

S1. S1. S1. S1. 將軍澳堆填區㆓期將軍澳堆填區㆓期將軍澳堆填區㆓期將軍澳堆填區㆓期////㆔㆔㆔㆔

期期期期

堆填區於1989年開始接收廢

物來填充大赤沙峽谷。堆填

區沼氣的生產高峰率被確認

每年為205至205x10
6 立方

米。最近在修復工程完成後

所得到的監測數據指出，堆

填區沼氣為低程度。

((((低源頭低源頭低源頭低源頭))))

P1. P1. P1. P1. 公用設施公用設施公用設施公用設施

所有的公用設施都將從西邊

進入場㆞﹐遠離將軍澳堆填

區。

((((㆗度短期㆗度短期㆗度短期㆗度短期////直接路徑直接路徑直接路徑直接路徑))))

P2. P2. P2. P2. ㆗間的土壤㆗間的土壤㆗間的土壤㆗間的土壤

目標場㆞與堆填區的西邊距

離約50米。

堆填區已經成功㆞完成了修

復工程﹐其㆗包括堆填區沼

氣控制措施﹐例如主動的堆

填區沼氣抽取以及不可滲透

的邊界障礙物。

((((㆗度短期㆗度短期㆗度短期㆗度短期////直接路徑直接路徑直接路徑直接路徑))))

敏感目標敏感目標敏感目標敏感目標

T1. 建於㆞面㆖的電機房

T2. 建於㆞面㆖的變壓器房

T3. 兩個安裝在場㆞的儲油

缸

T4. 交通辨公室、車資收集

辨公室、工程部㆟員辨

公室及八達通系統電腦

房。

鑑別出的敏感目標都直接建鑑別出的敏感目標都直接建鑑別出的敏感目標都直接建鑑別出的敏感目標都直接建

於㆞㆖於㆞㆖於㆞㆖於㆞㆖，而且只讓獲授權，而且只讓獲授權，而且只讓獲授權，而且只讓獲授權，，，，

受訓練㆟士進入受訓練㆟士進入受訓練㆟士進入受訓練㆟士進入。。。。

((((㆗等敏感度㆗等敏感度㆗等敏感度㆗等敏感度))))

低低低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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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 結果結果結果結果

根據指引㆗所述的風險分類，凡屬低源頭，㆗度短期/直接路徑和㆗敏感度的目標會被定

為低風險類別，即歸入風險類別D。指引㆗指出對於風險類別D的項目，必需實施某些預

防措施以確保計劃㆗發展的安全。

10 建議與緩解措施建議與緩解措施建議與緩解措施建議與緩解措施

雖然定性風險評估確認了與堆填區有關的風險為低﹐但是仍然建議為臨時巴士車廠之建

造工㆟及用戶提供安全設備或措施。

10.1 指定敏感目標指定敏感目標指定敏感目標指定敏感目標

㆘列措施有助緩解堆填區沼氣於選擇性敏感目標內的危險，並將會採用於場㆞內：

1. 兩個安裝在場㆞的儲油缸將建設在㆞面㆖，並且由不滲透的物料所造成，這樣會防

止堆填區沼氣從外進入或積聚於缸內。

2. 為所有室內場㆞提供每小時不少於5次換氣率，包括安裝電動通風系統於電機房

(T1)，變壓器房(T2)和交通辨公室、車資收集辨公室、工程部㆟員辨公室及八達通

系統電腦房內(T4)。

3. 所有敏感性目標將建設在至少0.5米厚的混凝土㆞台㆖。

10.2 於建造階段的預防措施於建造階段的預防措施於建造階段的預防措施於建造階段的預防措施

㆒些可以減少因堆填區沼氣所產生的窒息﹑火災和爆炸等意外的安全工序已經被列出﹐

在項目施工期間將由承建商加以實施﹐這些工序包括﹕

1. 避免在場㆞㆖建設不必要的密封存儲容器﹑工棚﹔

2. 建議在任何工㆟進入深度超過0.3米的挖掘部位之前以及在整個工作日㆗﹐定期進

行氣體測量。應當強制進行通風以避免堆填區沼氣聚集的可能性﹔

3. 在通風不良的㆞方應當對易燃氣體的水平進行檢查﹔

4. 對於現場的建築工㆟應當給予充份的指導與培訓﹔

5. 常備操作正常的安全設備與滅火器；

6. 禁止進入任何有窒息風險的㆞方，除非在㆒個合格的安全督察的監督之㆘遵循"進

入密閉空間 (Entry into Confined Spaces) "限制區域的職業及安全行政指南

(Health and Safety Executive Guidance Notes GS5)㆗詳細規定的預防措施。此

外﹐必須配備呼吸器﹑救援包﹑安全衣以及呼吸設備等﹔

7. 在通風不良的區域﹐如果㆙烷於空氣㆗的體積比例超過1%﹐或㆓氧化碳於空氣㆗的

體積比例超過1.5%﹐必須停止所有工作並改善通風﹔

8. 焊接﹑氣割及類似工作應當在遠離挖掘區域的㆞方進行。

10.3 於運作階段的預防措施於運作階段的預防措施於運作階段的預防措施於運作階段的預防措施

雖然該場㆞已經採取了堆填區沼氣控制措施﹐建議㆗臨時巴士車廠的員工還是要採取適

當的預防措施。這些預防措施應當包括﹕

1. 所有在建議㆗臨時巴士車廠工作的員工應當得知有關堆填區沼氣的潛在危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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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建議㆗臨時巴士車廠範圍內應當禁止吸煙﹔

3. 維修工㆟在任何時間都應當採取適當的預防措施﹔

4. 應當遵循《工廠及工業經營條例》㆗的《工廠及工業經營（密閉空間）規例》㆗

的條款。

11 結論結論結論結論

將軍澳堆填區㆓期/㆔期鄰近的場㆞必需要有定性風險評估，為去研究堆填區沼氣可能的

移動而引起火災，爆炸和套息等危險。目標場㆞位於堆填區的諮詢區內。

由於堆填區㆓期/㆔期實施了充份和有效的控制措施﹐場㆞㆖亦不會進行深層挖掘或打

樁﹐再加㆖項目是屬於臨時性﹐因此﹐預期滲漏污水對堆填區沒有顯著的影響。

根據環保署頒發的《堆填區沼氣危險評估指引》﹐進行了㆒項源頭-路徑-目標分析。建

議㆗臨時巴士車廠的建造與運作將會受到低程度的堆填區沼氣危險。為確保計劃㆗建設

的安全，必需引入某些緩解措施。因此，場內將會實施適當的堆填區沼氣控制措施，佈

告更列出建造工㆟於建造階段，以及巴士廠員工於運作階段將會遵守的附加預防措施。

加㆖車廠的運作並不包括任何密封場㆞，場㆞露㆝的本質更加減低堆填區所引致的危險

性。

綜合來說﹐根據預測﹐該場㆞的堆填區沼氣危險為低﹐同時又會實施建議的緩解措施﹐

因此﹐預計未來巴士車廠的用戶不會受到不可接受的堆填區沼氣危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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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㆒附件㆒附件㆒附件㆒

環境保護署在將軍澳堆填區㆓期環境保護署在將軍澳堆填區㆓期環境保護署在將軍澳堆填區㆓期環境保護署在將軍澳堆填區㆓期////㆔期臨近㆞區的㆔期臨近㆞區的㆔期臨近㆞區的㆔期臨近㆞區的

不同鑽孔處獲得的堆填區沼氣監測數據不同鑽孔處獲得的堆填區沼氣監測數據不同鑽孔處獲得的堆填區沼氣監測數據不同鑽孔處獲得的堆填區沼氣監測數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