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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基本資料基本資料基本資料基本資料

1.1 工程名稱工程名稱工程名稱工程名稱

C2C 通訊電纜網絡–香港段（舂坎角）

1.2 工程之目的及性質工程之目的及性質工程之目的及性質工程之目的及性質

GB21 (Hong Kong) Limited 建議敷設㆒個國際海底光纖遠程通訊電纜系

統（以㆘簡稱“C2C 通訊電纜網絡”）進入香港特別行政區南部及東部

海域，並在赤柱灣的沙石灣灘登岸，最後連接至位於舂坎角電纜機樓的

登岸機樓。這個 C2C 通訊電纜網絡，包括㆒條全長㆒萬七千公里的海底

通訊電纜，連接日本、南韓、台灣、香港、菲律賓和新加坡，並可能連

接㆗國大陸、印尼和馬來西亞等㆞。這個通訊電纜系統，將為互聯網服

務供應商及其他電訊服務提供寬頻設施，從而提升香港特別行政區作為

亞洲通訊及電訊服務㆗心的能力。這個通訊電纜網絡的敷設工作已經在

其他㆞區展開，預計將於㆓零零㆒年第㆔季開始投入服務。

這份《工程簡介》評估了該海底通訊電纜系統在敷設期間，對環境可能

造成的影響。有關的評估工作，是根據電纜擁有者 GB21 (Hong Kong)
Limited 和系統供應商 TyCom (USA) Submarine Systems 就各項預計施

工活動所提供的資料而進行。在敷設完成後，電纜的運作並不會對環境

造成任何影響。

GB21 (Hong Kong) Limited 已於㆓零零零年十月㆓十日，獲電訊管理局

發給“境外遠程通訊固定網絡系統”牌照（牌照號碼：025）。電訊管理

局已經指定舂坎角電纜機樓為專門容納所有需要敷設新通訊電纜進入香

港的“境外遠程通訊固定網絡系統”的㆞點。這個海底通訊電纜系統，

無論是對 GB21 (Hong Kong) Limited，或是對香港的遠程通訊網絡基礎

設施而言，都是非常重要的策略性設施。

1.3 工程倡議者工程倡議者工程倡議者工程倡議者

㆞址： 香港灣仔港灣道十八號

㆗環廣場六七 O 八室

GB21 (Hong Kong) Limited

電話： 2877 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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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工程位置及規模工程位置及規模工程位置及規模工程位置及規模

1.4.1 位置位置位置位置

圖 1.4a 展示了 C2C 通訊電纜系統和登岸㆞點的位置。在所建議敷設的㆔

條電纜㆗，其㆗兩條將從東面海域進入香港特別行政區，並在鶴咀和蒲

台島之間，向西經過赤柱半島，然後向北進入赤柱灣，最後在沙石灣灘

登岸。第㆔條通訊電纜則會在蒲台島南面，沿著㆒條西北向的路線進入

香港特別行政區海域，並在沙石灣灘登岸。

1.4.2 區內情況區內情況區內情況區內情況

從 C2C 通訊電纜進入香港特區的東面及南面海域開始，它的建議敷設路

線㆖有數條現存的海底電纜。在南塘海峽以南，C2C 電纜建議敷設路線

附近的海床，因為曾被指定為海底採沙區或卸泥區，大致㆖已經受到干

擾。同樣㆞，大潭灣、赤柱灣和蒲台群島附近的海域，由於經常有拖網

漁船捕漁，這裏的海床亦受到相當程度的干擾。此外，在蒲台群島以西

及以南的海域，有㆒個已經刊憲的挖沙和卸泥區，以及㆒個指定的海底

採沙區。

建議㆗的登岸㆞點位於舂坎角電纜機樓東北面的沙石灣灘。雖然這個海

灘已經略受㆟為干擾，但兩側的山坡卻仍然由㆝然植物所覆蓋。沙石灣

灘位於赤柱灣的西北面，其㆕週海域經常有各種水㆖康樂體育活動進行

。該海灘對開的海域，則被當㆞漁民用作碇泊舢舨和其他小型漁船。在

赤柱灣入口對開的海底有多條電纜橫過。

1.4.3 工程規模工程規模工程規模工程規模

這項工程需要在香港海域內敷設㆔條國際海底光纖通訊電纜，並連接至

赤柱灣內㆒個位於沙石灣灘的登岸點和沙井。這些電纜最後會連接至㆒

個登岸機樓。該機樓將會在舂坎角電纜機樓的 1154 號鄉郊建屋㆞段內興

建。該㆞段由工程倡議者擁有。

電纜敷設工程只涉及少量並局部的海底工程。這些工程不會影響區內的

水質或海洋生態。至於沙石灣灘的登岸㆞點，亦只需進行小規模的建築

工程，以便將電纜引入沙井系統。

1.5 工程簡介內所包括之指定工程工程簡介內所包括之指定工程工程簡介內所包括之指定工程工程簡介內所包括之指定工程

根據《環境影響評估程序技術備忘錄》的規定，這項工程屬於符合㆘列

條文的指定工程：

附表㆓（第㆒部分）C.12 項㆗所述的挖泥工程，即該工程(a)距離㆒個現

存或計劃㆗的 (v) 海濱保護區； (vi) 泳灘邊界及(vii)具特殊科學價值㆞點

不足五百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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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聯絡㆟姓名及電話聯絡㆟姓名及電話聯絡㆟姓名及電話聯絡㆟姓名及電話

「香港環境資源管理顧問有限公司」已受工程倡議者委託，負責為這項

工程申領環境許可證的事宜。

有關是項工程的任何查詢，應與㆘列公司聯絡：

香港英皇道九七九號

太古坊林肯大廈㆓十㆒樓

香港環境資源管理顧問有限公司

電話： 2271 3000
傳真： 2723 56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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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規劃及實施計劃大網規劃及實施計劃大網規劃及實施計劃大網規劃及實施計劃大網

2.1 工程之規劃及實施工程之規劃及實施工程之規劃及實施工程之規劃及實施

是項工程包括㆘列各項工作：

•  岸邊工程 — 將於沙石灣灘興建㆒個內部空間為 4 米（長）x2 米（闊）

x2.5 米（高）的海灘沙井。這個沙井是㆒個以鋼筋混凝土建成的箱型

結構，附有伸延至海床的引入導管，以及沿山坡伸延至電纜登岸機樓

的引出導管。沙井的興建工程及其相關的岸邊工程均會以㆟手進行為

主，而不使用機械設備。沙井會以鋼筋混凝土建造，連同其他必須的

岸邊工程，約需時㆒至兩個月。

 
•  登岸㆞點準備工程 — 這些工程包括㆞盤平整、海灘通道和周邊圍牆的

建築工程。此外，亦會在沙井至低潮低水位之間，挖掘多條最少深㆒

米的纜槽。在這些土木工程完成後，會將工程範圍回填和修復至原本

的狀況。這些工程不會挖出任何海底物料，而在陸㆖掘出的物料，則

會全部用於工㆞內。

 
•  C2C 電纜的登岸工程 —每條通訊電纜（直徑約為 49 毫米）均會由㆒

艘敷纜躉船以岸端漂浮操作方式將電纜敷設於岸㆖。這艘躉船會盡量

安全㆞將電纜固定在海灘沙井對開㆒公里的海面範圍內。電纜末端會

被拖至岸㆖並加以固定。然後，敷纜躉船便會開始敷設海底部份的電

纜。

 
•  通往香港特別行政區邊界的電纜敷設工程 — 在完成電纜的登岸及固定

工程後，敷設主要纜段的船隻更會展開海底電纜的敷設工程，並同時

將電纜掩埋。需要深埋（在海床㆘㆔至五米）的電纜線段，會採用水

力噴注技術進行敷設。在香港特別行政區海域內的電纜均屬於需要深

埋的線段。噴注器會將電纜掩埋於㆒條狹窄（闊 0.25 米）的纜槽內，

深度最少在海床㆘㆔米。應予注意的是，這項電纜敷設工程不會挖起

任何物料，而只會將沉積物排開，讓它們在工程完結後自動回填槽內

。此外，水力噴注器的設計，可令海床在敷設電纜後基本㆖回復原狀

（見圖 2.1a）。

 
•  電纜敷設後的保護措施 —預計將需要為從沙井至低潮低水位的㆒段電

纜裝設直徑為㆒百毫米，以關節相連的電纜管道。至於在近岸海底的

㆒段電纜，則可能需要或無需裝設這類管道，以保護電纜免受碎物／

船錨破壞。近岸的敷設工作將由潛水員引導進行，並不會對海洋環境

造成任何不良影響。

預計在這個階段的所有近岸及岸邊工程，均會在正常工作時間內進行。

若有需要進行黃昏或夜間工程，屆時將會申請適當的建築噪音許可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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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工程計劃工程計劃工程計劃工程計劃

C2C 海底通訊電纜系統將於㆓零零㆒年㆗完成登岸及裝設工程。預計在

香港海域內的施工進度如㆘：

•  登岸㆞點工程 5 ㆝

•  電纜登岸工程 6 ㆝

•  電纜敷設工程 30 ㆝

•  敷設後保護工程 5 ㆝

•  土木建造工程（包括建造沙井岸邊工程） 30-6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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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附近環境要素附近環境要素附近環境要素附近環境要素

圖 3.0a 展示了工程㆞點附近各項環境要素的位置。

3.1 陸㆖及海底工程陸㆖及海底工程陸㆖及海底工程陸㆖及海底工程

在 C2C 電纜系統附近，有數個㆞點已被指定為海底採沙及卸泥區。至於

大潭灣、赤柱和蒲台群島附近的海域，經常有捕漁和水㆖康樂活動。

工程㆞點面對著東博寮海峽，是進出維多利亞海港最繁忙的通道之㆒，

經常有散裝貨船和集裝箱貨船經過。

3.2 具特殊科學價值的㆞點具特殊科學價值的㆞點具特殊科學價值的㆞點具特殊科學價值的㆞點

最接近電纜系統的具特殊科學價值㆞點，包括位於鶴咀和大潭水塘集水

區的具特殊科學價值㆞點，它們距離最近的㆒段 C2C 電纜分別超過 450
米和 940 米。

3.3 文物古蹟遺址文物古蹟遺址文物古蹟遺址文物古蹟遺址

最接近這個電纜系統的文物㆞點，是位於電纜及登岸機樓西北逾五百五

十米的舂坎灣考古遺址。

3.4 已刊憲之泳灘已刊憲之泳灘已刊憲之泳灘已刊憲之泳灘

最接近電纜系統的已刊憲泳灘是位於赤柱灣的聖士提反泳灘，距離最近

的㆒段擬建電纜約㆔百七十米，以及舂坎角泳灘，距離最近的㆒段擬建

電纜約五百五十米。

3.5 海岸公園或海岸保護區海岸公園或海岸保護區海岸公園或海岸保護區海岸公園或海岸保護區

鶴咀海岸保護區距離最近的㆒段擬建電纜達㆕百五十米。

3.6 魚類養殖區魚類養殖區魚類養殖區魚類養殖區

蒲台魚類養殖區是最接近這項工程的魚類養殖區，距離最近的㆒段擬建

電纜約㆓點九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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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自然保護及保育區自然保護及保育區自然保護及保育區自然保護及保育區

根據“香港規劃區十九號–赤柱分區計劃大綱圖編號 S/H19/5”），建議

㆗的沙石灣灘電纜登岸點和沙井，均位於指定的海濱保護區之內。

3.8 海水入水口海水入水口海水入水口海水入水口

在電纜的建議敷設路線附近，並沒有任何已知的水務署入水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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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對環境可能造成之影響對環境可能造成之影響對環境可能造成之影響對環境可能造成之影響

4.1 潛在環境影響摘要潛在環境影響摘要潛在環境影響摘要潛在環境影響摘要

表 4.1a 摘述了這個海底電纜系統在施工期間對環境可能造成的影響。有

關詳情將會在㆘文細述。預計該海底電纜系統在運作期間，將不會對環

境造成任何影響。

表表表表 4.1a 環境影響之可能來源環境影響之可能來源環境影響之可能來源環境影響之可能來源（施工階段）（施工階段）（施工階段）（施工階段）

潛在影響潛在影響潛在影響潛在影響

•  塵埃  
•  噪音  
•  污水、排水或受污染之徑流  
•  產生廢物或副產品  
•  水流或海底沉積物受干擾  
•  不悅目之外貌  
•  古蹟文物  
•  生態影響：

 - 陸㆖

 - 海洋

 - 漁業

 
 
 
 

•  廢氣排放  
•  氣味  
•  夜間操作  
•  新增交通  
•  危險物品之製造、存放、使用、處理、運輸或棄置  
•  有害物料或廢物  
•  導致污染或危險之意外  
•  廢料（包括可能已受污染之物料）之棄置

附註附註附註附註：：：：

  = 可能造成不良影響，  = 預計不會造成不良影響

4.2 塵埃塵埃塵埃塵埃

在工程區域內，只有在登岸㆞點進行的岸邊工程會產生塵埃。然而，這

些建築工作均屬小規模工程，因此不會造成顯著的塵埃影響。

4.3 噪音噪音噪音噪音

在敷設電纜的過程㆗，只有躉船和電纜敷設器材會產生輕微的噪音。這

種噪音與現時在區內來往的船隻所產生的噪音相若，並不會影響噪音敏

感㆞點。這項工程並不會造成直接或間接的不良噪音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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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登岸㆞點所進行的岸邊工程將會產生噪音。不過，大部分工程會以㆟

手進行，只有小部份工作需要使用小型的建築器材。預計這類器材亦會

在日間的正常工作時間㆗使用。因此預計這項工程不會影響噪音敏感㆞

點。

4.4 水質水質水質水質

在進行敷設電纜和建造沙井的陸㆖工程時，可能會影響水質的因素，主

要是㆞面徑流。不過，在進行這些陸㆖工程時，將會納入㆘列各項措施

，藉以防止水質受到不良影響。

•  堆放的物料會以防水布或類似的編織物覆蓋，務求在雨季時盡量減少

徑流；

•  在進行電纜登岸工程和各類岸邊工程時，將小心避免傾倒或滲出任何

物料至鄰近的海域，並確保不會排放任何廢料至鄰近海域；及

•  所有建築廢物均會按照「廢物處置條例」的規定處理和棄置。

㆖述各項措施將足以防止各項岸邊工程對水質造成不良影響。因此預計

這些工程將不會對水質造成間接或直接的不良影響。

海底工程是指將通訊電纜埋藏於現有海床之㆘。將會利用躉船㆖的噴注

器將各條電纜埋藏在現有海床之㆘㆔至五米之間的㆞方。這個深度足以

保護電纜。噴注器是利用水力噴注的技術將海床㆖的沉積物沖開，讓噴

注器鑽入海床的特定深度，並敷設電纜。預計電纜敷設工程需時㆔十㆝

。敷設電纜的最高速度約為每小時㆒公里。

在敷設電纜時，噴注器㆕週的懸浮沉積物濃度將會增高，但這些沉積物

仍會保留在海床附近，並會迅速重新沉積。由於受電纜敷設工作干擾的

沉積物，只會在㆒段很短的時間內保持懸浮狀態，因此，這些海床沉積

物釋放出污染物和令受影響水域的需氧量增加的可能性很低，所以，預

計不會對水質造成不良影響(見附件 A)。

顧問已對輕細的懸浮沉積物隨水漂走的可能性進行分析。分析結果顯示

，被噴注器沖起的沉積物，會在不到㆔分鐘內沉回海床㆖，而懸浮沉積

物最遠的漂流距離是八十㆔米。這項工程不會對海底的沉積物造成長遠

的干擾，亦不會干擾水流。因此，在進行這些海底工程時，將不會對水

質造成不良影響。

4.5 廢物管理廢物管理廢物管理廢物管理

在進行電纜登岸工程時，各個工㆞㆖除了㆒般建築廢物外，不會產生其

他廢物。對於這項工程所產生的建築廢物，將會按照「廢物處置條例」

的規定加以處理。各項海底工程均不會產生挖出物料，而陸㆖工程所掘

出的物料，則全部用於工㆞內。因此，電纜敷設工程和相關的岸邊建築

工程，均不會造成直接或間接的廢物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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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景觀及視覺影響景觀及視覺影響景觀及視覺影響景觀及視覺影響

由於海底電纜將會埋於海床㆘，因此預計不會造成任何視覺㆖的障礙，

或對公眾構成不便。所有岸邊工程均屬小型工程，因此不會影響景觀敏

感㆞點。

4.7 古蹟文物古蹟文物古蹟文物古蹟文物

最接近這個海底通訊電纜系統的古蹟文物遺址，是位於舂坎角海灘的舂

坎角考古遺址，距離最接近的電纜五百五十米。因此預計這項工程不會

影響任何陸㆖的考古遺蹟。

4.8 陸㆖生態陸㆖生態陸㆖生態陸㆖生態

建議㆗的電纜登岸㆞點位於沒有任何重要陸㆖生態資源的沙灘㆖，因此

這項工程不會影響陸㆖生態環境。

4.9 海洋生態海洋生態海洋生態海洋生態

根據有關電纜沿線海域的現有海洋生態資源資料，該區以底棲動物為主

，相對於香港其他區域而言，其生態價值屬偏低至㆗等。雖然在敷設電

纜期間，這些軟底生物群落會受到滋擾，但當海床迅速回復原貌後，這

些生物便可以馬㆖在區內重新聚居和繁衍。因此，這項工程不會對海洋

生態造成永久性的影響。

電纜登岸㆞點附近進行潛水勘察所發現的珊瑚群落，其生態重要性並不

高。此外，預計這項工程對水質只有輕微的影響（正如第 4.4 節 所述）

，而最近被界定為高生態價值珊瑚群距離電纜達㆔百九十米（見附件Ｂ

），這距離已足以令珊瑚不致受到電纜影響。

同樣㆞，預計石質或沙質海岸的潮間生態環境都不會受到不可接受的影

響。

4.10 漁業漁業漁業漁業

在漁農自然護理署所指定的㆒百八十九個捕魚區㆗，建議㆗的電纜敷設

路線經過其㆗十㆓個，而其㆗十㆒個是香港漁船經常作業的區域（附件

Ｃ）。根據在該等水域作業的漁民報告，這些捕魚區的主要漁獲，多屬

低價值的底棲㆙殼類海產，或㆒些體形細小但生長迅速的浮游海產類，

其商業價值亦屬偏低。

根據工程倡議者所建議採用的電纜敷設和安裝方法，預計不會對漁業資

源或捕魚作業造成不可接受的影響。海床可能受到的任何干擾，都將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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輕微、局部和極短暫的。由於漁業資源和捕魚作業均不會受到工程影響

，因此無需建議任何特別的緩解措施。

4.11 其他其他其他其他

廢氣排放廢氣排放廢氣排放廢氣排放：：：：沙石灣灘的岸邊工程大都會以㆟手操作的器材和㆟力進行，

只有柴油發動的機器會排放少量廢氣（㆓氧化硫及氮氧化物）。這些廢

氣並不會影響空氣質素敏感㆞點。

氣味氣味氣味氣味：：：：預計這項工程不會產生氣味影響。

新增交通流量新增交通流量新增交通流量新增交通流量：：：：預計這項工程只會在短期內產生少量交通流量。這些新

增的交通量將不會產生顯著的噪音或廢氣。

危險物品危險物品危險物品危險物品：：：：是項工程不會涉及任何危險物品。

夜間操作夜間操作夜間操作夜間操作：：：：預計所有電纜敷設和岸邊工程均會於正常的工作時間內，在

近岸區域進行。如在日後需要在晚間施工，屆時將會向環境保護署申請

黃昏或晚間施工的噪音許可證。

有害物料或廢物有害物料或廢物有害物料或廢物有害物料或廢物：：：：這項工程不會產生任何危險物料或廢物。

導致污染或危險之意外導致污染或危險之意外導致污染或危險之意外導致污染或危險之意外：：：：  這項工程不會造成任何可導致污染或危險的意

外。

廢料或受污染物料之棄置廢料或受污染物料之棄置廢料或受污染物料之棄置廢料或受污染物料之棄置：：：：這項工程無需挖出或棄置任何廢料或受污染

物料，故此不會在這方面產生任何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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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保護措施及其他有關事項保護措施及其他有關事項保護措施及其他有關事項保護措施及其他有關事項

5.1 環境影響的可能嚴重程度環境影響的可能嚴重程度環境影響的可能嚴重程度環境影響的可能嚴重程度、分佈及持續時間、分佈及持續時間、分佈及持續時間、分佈及持續時間

在香港海域內的海底電纜系統敷設工程，預計需時約㆔十㆝。預計這些

工程所造成的剩餘環境影響，只會局限於電纜沿線的近鄰區域，其嚴重

程度亦屬偏低，因此在可接受範圍內。

預計該海底通訊電纜系統在運作時，不會對環境造成影響。

5.2 累積影響累積影響累積影響累積影響

在敷設海底電纜期間，並沒有其他工程同期進行。因此，預計不會形成

任何累積影響。

5.3 其他有關事項其他有關事項其他有關事項其他有關事項

電子儀器的探測結果顯示，建議登岸㆞點的土力情況適合作為海底通訊

電纜的登岸㆞點。

㆒如第 2.1 節 所述，C2C 海底通訊電纜網絡所使用的掩埋方法，在世界

各㆞使用已超過㆒個世紀，亦曾在香港特區的海域內採用，更已被廣泛

接受為不會影響環境的方法。這種方法通常需時很短，而且不會產生廢

物、受污染物料或過量噪音。

5.4 已獲通過之環境影響評估報告之使用已獲通過之環境影響評估報告之使用已獲通過之環境影響評估報告之使用已獲通過之環境影響評估報告之使用

近期正在香港特區內進行，或已經完成的類似工程有㆘列各項：

•  Asia Global Crossing 之東亞通訊電纜系統（TKO 段）。該項計劃的工

程簡介於㆓零零零年八月十㆒日提交環境保護署 (AEP-081/2000)，其

研究結果指出，該項計劃並不會對環境造成長遠或累積性的不良影響

。該項計劃已於㆓零零零年十月㆕日取得環境許可證 (EP-081/2000)。
 
•  Asia Global Crossing 之東亞通訊電纜系統。該項計劃的工程簡介於㆓

零零零年六月㆓十㆒日提交環境保護署 (AEP-079/2000)，其研究結果

指出，該項計劃並不會對環境產生長遠或累積性的不良影響。該項計

劃已於㆓零零零年九月六日取得環境許可證 (EP-079/2000)。
 
•  亞太通訊電纜網㆓號海底光纖電纜系統於大嶼山塘福之海底通訊電纜

登岸設施工程。該項計劃的工程簡介於㆓零零零年五月提交環境保護

署，其研究結果指出，該項計劃並不會對環境產生長遠或累積性的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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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影響。該項計劃已於㆓零零零年七月㆓十六日取得環境許可證 (EP-
069/2000)。

 
•  位於大嶼山南岸塘福第 328 號約第 591SA ㆞段之北亞海底光纖通訊電

纜系統遠程通訊設施及相關之電纜登岸工程。該項計劃的工程簡介於

㆓零零零年㆔月提交環境保護署(AEP-064/2000)，其研究結果指出，

該項計劃並不會對環境產生長遠或累積性的不良影響。該項計劃已於

㆓零零零年六月取得環境許可證 (EP-064/2000)。
 
•  香港電訊公司之 SEA-ME-WE 3 海底光纖電纜系統深水灣登岸工程。

該項計劃的工程簡介於㆒九九八年五月提交環境保護署 (AEP-
001/1998)，其研究結果指出，該項計劃並不會對環境產生長遠或累積

性的不良影響。該項計劃已於㆒九九八年七月取得環境許可證(EP-
001/1998)。

5.5 環境監察與審核環境監察與審核環境監察與審核環境監察與審核

由於並沒有發現這項工程會對環境產生任何影響，因此無需建議任何環

境監察和審核措施。









Annex A
附件 A

C2C Cable System -
Assessment of Potential Impacts
to Water Quality
C2C 通訊電纜系統 —
水質潛在影響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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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 導言導言導言導言

本附件旨在闡述興建 C2C 海底光纖遠程通訊電纜系統香港段，對水質可

能產生的影響。顧問認為該系統在完成裝設工程後，其運作並不會對環

境造成任何影響。

A2 相關法例及評估準則相關法例及評估準則相關法例及評估準則相關法例及評估準則

在評估該項建議㆗的海底光纖電纜系統建造工程對水質的影響時，必須

依據㆘列法例的有關規定。

η 《環境影響評估條例（第 499 章 16 條）》及《環境影響評估程序的

技術備忘錄》之附件六及十㆕（以㆘簡稱《環評條例》及《環評技術

備忘》；

•  《水污染管制條例》；及
 
•  《廢水排放至排水及污水系統、內陸及海岸水域之技術備忘錄》（以

㆘簡稱《廢水排放技術備忘》）。

《水污染管制條例》是香港在控制水污染和水質方面的主要法例。根據

該條例，香港的水域分為十個水質管制區，每區各有㆒套法定的水質指

標。擬議敷設的海底光纖電纜系統將會穿越南部及大鵬灣水質管制區。

這些水質管制區的水質指標亦會作為評估準則，用以評估該海底光纖電

纜系統在施工時所排放的廢水是否符合規定。

在建造該海底光纖電纜系統時所排放的廢水，必須符合根據《水污染管

制條例》第㆓十㆒條所頒佈的《廢水排放技術備忘》內的規定。該份備

忘錄列明了不同水體可以接受的廢水排放限額。根據這份技術備忘錄的

規定，所有排放入排水系統、污水系統，以及各個水質管制區的近岸及

岸邊水域內的廢水，其特定體積內的污染物濃度必須符合指定標準。這

些標準是當有新的廢水來源需要排放入某㆒個水質管制區時，由環境保

護署負責制定，並註明於有關的發牌條件㆖。

A3 環境說明環境說明環境說明環境說明

A3.1 水流動力情況水流動力情況水流動力情況水流動力情況

擬議的電纜路線將會經過㆔個水流動力情況截然不同的區域。連接陸㆞

的㆒段電纜位於赤柱灣內，由於有陸㆞的屏障，因而不會受到太多的潮

汐流水影響，卻仍會受到來自南面大海的㆗等海浪沖刷。各條電纜在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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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出赤柱灣後，會分成為兩條路線。其㆗兩條電纜會向東經過雙㆕門，

而另外㆒條則會向南伸延至蒲台島西南。雙㆕門的水流受到離岸洋流和

潮汐流水的雙重影響。向南伸延的㆒條電纜，則會受到離岸洋流的沖擊

。

向東伸延的兩條電纜，會在橫瀾島北面進入大海，該處的水流以洋流為

主。洋流的特點是不會跟隨潮汐漲退而改變方向，而且無論在雨季或旱

季都同樣保持穩定。在雨季期間，洋流會向東北方流動，而在旱季時，

則逆轉為向西南方流動。

在離岸區域內的電纜會受到海浪沖刷，而且在雨季的風暴㆗，以及在旱

季的東北季候風活躍時，海浪可能會很猛烈。

A3.2 水質水質水質水質

在電纜沿線的水域內，共有五個環境保護署的例行水質監察站。表 A3a
摘述了這些監察站於㆒九九八年錄得(1)的最新水質資料。至於這些監察

站的位置，請參閱圖 A1。

(1) 環境保護署(1999)。  ㆒九九八年香港海水水質。



表表表表 A3a 南部及大鵬灣水質管制區內位於電纜沿線之環境保護署例行水質監察站之水質監察資料南部及大鵬灣水質管制區內位於電纜沿線之環境保護署例行水質監察站之水質監察資料南部及大鵬灣水質管制區內位於電纜沿線之環境保護署例行水質監察站之水質監察資料南部及大鵬灣水質管制區內位於電纜沿線之環境保護署例行水質監察站之水質監察資料

水質參數水質參數水質參數水質參數 SM16 SM19 MM8 MM13 MM14

溫度

(°C)

23.0
(16.0 - 27.5)

23.0
(16.0 - 27.3)

22.1
(17.8 - 25.3)

22.6
(17.8 - 25.7)

22.4
(17.8 - 26.1)

鹹度 32.3
(30.8 - 33.3)

32.5
(30.7 - 33.6)

32.5
(30.9 - 32.3)

32.8
(31.1 - 34.1)

32.8
(31.1 - 33.7)

溶解氧 5.9
(4.4 - 7.7)

6.1
(4.5 - 8.4)

6.3
(4.8 - 7.6)

6.4
(4.6 - 8.3)

6.4
(4.7 - 8.2)

海底溶解氧 5.5
(3.6 - 7.8)

5.7
(4.4 - 8.1)

6.0
(4.7 - 7.5)

5.9
(3.7 - 8.3)

6.1
(4.4 - 8.2)

五日生化需氧量 0.7
(0.4 - 1.1)

0.6
(0.3 - 0.9)

0.6
(0.2 - 1.4)

0.4
(0.1 - 0.9)

0.5
(0.2 - 0.9)

懸浮固體 2.0
(0.9 - 3.0)

2.7
(0.8 - 5.2)

1.7
(0.5 - 4.1)

1.2
(0.5 - 2.1)

1.4
(0.5 - 2.3)

無機氮總量 0.11
(0.05 - 0.17)

0.10
(0.05 - 0.18)

0.08
(0.05 - 0.13)

0.08
(0.03 - 0.13)

0.08
(0.03 - 0.13)

非離子氨 0.002
(<0.001 - 0.004)

0.002
(0.001 - 0.003)

0.002
(<0.001 - 0.003)

0.002
(0.001 - 0.003)

0.001
(<0.001 - 0.003)

葉綠素-a

(每公升微克)

2.7
(1.0 - 4.7)

2.9
(0.9 - 7.8)

3.7
(1.0 - 8.3)

2.8
(1.5 - 6.3)

2.5
(1.0 - 6.4)

大腸桿菌

(菌落組成單元 100毫升-

1)

5
(1 - 36)

1
( 1 - 1)

1
(1 - 2)

1
( 1 - 1)

1
(1 - 1)

附註附註附註附註：：：：

a) 除了特別註明之處外，表內所有數據均為深度平均值。

b) 表內所有數據均以每公升毫克為單位，但另有註明者除外。

c) 表內數據均為年度算術平均值，只有大腸桿菌採用幾何平均值。

d) 括號內的數字表示變化範圍。

在溶解氧、無機氮總量和非離子氨各項內，灰色格子代表該數值未能符合水質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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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數據顯示，大鵬灣水質管制區內各個監察站 (MM8, MM13 and
MM14) 所錄得的溶解氧、非離子氨和無機氮總量，以及南部水質管制區

內各個監察站所錄得的溶解氧和非離子氨，均能符合水質指標的規定。

在監察站 SM16 所錄得的無機氮總量卻未能符合水質指標，但監察站

SM19 則能夠符合指標規定。事實㆖，SM19 是南部水質管制區內，唯㆒

顯示無機氮總量能夠符合水質指標的監察站。在過去十年，無機氮總量

能夠符合水質指標的比率，㆒直都很低。

A3.3 沉積物質素沉積物質素沉積物質素沉積物質素

圖 A1 所展示的，是在 C2C 電纜沿線的環境保護署沉積物質素例行監察

站的位置。現時能夠取得的，是這些監察站在㆒九九七年(2)所錄得的沉

積物質素數據。表 A3c 及 A3d 摘述了這些資料。

表表表表 A3c 位於電纜沿線之環境保護署沉積物質素例行監察站之監察資料位於電纜沿線之環境保護署沉積物質素例行監察站之監察資料位於電纜沿線之環境保護署沉積物質素例行監察站之監察資料位於電纜沿線之環境保護署沉積物質素例行監察站之監察資料

參數 SS2 MS8 MS9

化學需氧量 13,000 (9,200 - 15,000) 11,000 (11,000 - 12,000) 8,600 (6,600 - 10,000)

刻爾達爾氮總量 430 (250 - 700) 470 (240 - 610) 440 (350 - 530)

鎘 0.2 (0.1 - 0.5) 0.1 (0.1 - 0.1) 0.1 (0.1 - 0.1)

鉻 34 (18 - 54) 33 (29 - 37) 31 (29 - 33)

銅 25 (14 - 43) 16 (14 - 22) 13 (11 - 14)

汞 0.1 (0.1 - 0.2) 0.1 (<0.1 - 0.1) 0.1 (<0.1 - 0.1)

鎳 21 (14 - 26) 24 (22 - 27) 24 (23 - 26)

鉛 42 (35 - 72) 34 (30 - 35) 34 (30 - 37)

鋅 95 (72 - 110) 93 (83 - 120) 83 (81 - 87)

砷 9.5 (7.9 - 12.0) 8.3 (7.1 - 9.8) 8.8 (8.1 - 10.0)

聚芳烴(微克 公斤-1) 63 (42 - 102) 43 (39 - 54) 39 (39 - 40)

多氧聯苯(微克 公斤-1) 7 (5 -21) 5 (5 - 6) 8 (5 - 11)

附註附註附註附註：：：：

a) 表內的數據均是算術平均值；括號內的數字是變化範圍。

b) 各項數據，是每年在各個取樣㆞點收集兩次樣本，然後在實驗室㆗進行化驗分析的結果。

c) 所有要素均以每公斤毫克乾重量為單位，另有註明者除外。

 

(2) 環境保護署 (1998)。  ㆒九九七年香港海水水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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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表表表 A3d 位於電纜沿線之環境保護署沉積物質素例行監察站之監察資料位於電纜沿線之環境保護署沉積物質素例行監察站之監察資料位於電纜沿線之環境保護署沉積物質素例行監察站之監察資料位於電纜沿線之環境保護署沉積物質素例行監察站之監察資料

 參數  MS10  MS11  MS14
 化學需氧量  9,400 (6,700 - 11,000)  8,400 (5,700 - 10,000)  9,800 (8,000 - 11,000)

 刻爾達爾氮總量  440 (360 - 530)  420 (300 - 520)  450 (160 - 610)

 鎘  0.1 (0.1 - 0.1)  0.1 (0.1 - 0.1)  0.1 (0.1 - 0.1)

 鉻  30 (28 - 35)  29 (28 - 30)  29 (27 - 31)

 銅  11 (9 - 14)  10 (10 - 11)  10 (7 - 12)

 汞  0.1 (<0.1 - 0.1)  0.1 (<0.1 - 0.1)  0.1 (<0.1 - 0.1)

 鎳  24 (22 - 25)  24 (23 - 27)  22 (21 - 25)

 鉛  32 (29 - 37)  29 (27 - 32)  32 (28 - 36)

 鋅  80 (75 - 87)  77 (75 - 79)  76 (71 - 81)

 砷  8.4 (7.8 - 9.6)  8.4 (7.8 - 9.1)  8.5 (7.8 - 9.6)

 聚芳烴(微克 公斤-1)  48 (39 - 72)  45 (39 - 56)  40 (39 - 42)

 多氧聯苯(微克 公斤-1)  5 (<5 - 5)  8 (5 - 17)  6 (5 - 9)
 
 附註附註附註附註：：：：

a) 表內的數據均是算術平均值；括號內的數字是變化範圍。

b) 各項數據，是每年在各個取樣㆞點收集兩次樣本，然後在實驗室㆗進行化驗分析的結果。

c) 所有要素均以每公斤毫克乾重量為單位，另有註明者除外。

㆖表的資料顯示，所有監察站所錄得的數據，均沒有超出化學品超額水

平㆘限。若有任何數據超出這個㆘限，沉積物的污染程便會對生物產生

不良影響。據此，電纜沿線的海底沉積物應該未受污染。

A3.4 對海水質素敏感的㆞點對海水質素敏感的㆞點對海水質素敏感的㆞點對海水質素敏感的㆞點

在電纜沿線和登岸機樓附近所識別到的海水質素敏感㆞點可分成㆔大類

，即已刊憲的泳灘、具生態價值的區域，以及魚類養殖區。每㆒類別㆗

的各個敏感㆞點均展示於正文㆗的圖 4.1a，並摘述如㆘。

•  已刊憲的泳灘已刊憲的泳灘已刊憲的泳灘已刊憲的泳灘：：：：最接近這些通訊電纜的已刊憲泳灘是聖士提反和舂坎

角，分別距離最近的㆒段電纜達㆔百七十米和五百五十米。

 
•  具生態價值的㆞點具生態價值的㆞點具生態價值的㆞點具生態價值的㆞點：：：：鶴咀海岸保護區距離最近的㆒段擬議電纜達㆕百

五十米。此外，亦在電纜附近的 Fury Rocks (390 米)、螺洲(725 米)、
宋崗（665 米）和橫瀾島（790 米）均發現珊瑚群落。

 
•  魚類養殖區魚類養殖區魚類養殖區魚類養殖區：：：：蒲台島魚類養殖區距離最近的㆒段電纜約為㆓點九公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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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4 影響評估影響評估影響評估影響評估

A4.1 登岸㆞點之電纜敷設工程登岸㆞點之電纜敷設工程登岸㆞點之電纜敷設工程登岸㆞點之電纜敷設工程

•  岸邊工程 — 將於沙石灣灘興建㆒個內部空間為 4 米（長）x2 米（闊）

x2.5 米（高）的海灘沙井。這個沙井是㆒個以鋼筋混凝土建成的箱型

結構，附有伸延至海床的引入導管，以及沿山坡伸延至電纜登岸機樓

的引出導管。沙井的興建工程及其相關的岸邊工程均會以㆟手進行為

主，而不使用機械設備。沙井會以鋼筋混凝土建造，連同其他必須的

岸邊工程，約需時㆒至兩個月完成。

 
•  登岸㆞點準備工程 — 這些工程包括㆞盤平整、海灘通道和周邊圍牆的

建築工程。此外，亦會在沙井至低潮低水位之間，挖掘多條最少深㆒

米的纜槽。在這些土木工程完成後，會將工程範圍回填和修復至原本

的狀況。這些工程不會挖出任何海底物料，而在陸㆖掘出的物料，則

會全部用於工㆞內。

 
•  C2C 電纜的登岸工程 — 每條通訊電纜（直徑約為 49 毫米）均會由㆒

艘敷纜躉船以岸端漂浮操作方式將電纜敷設於岸㆖。這艘躉船會盡量

安全㆞將電纜固定在海灘沙井對開㆒公里的海面範圍內。電纜末端會

被拖至岸㆖並加以固定。然後，敷纜躉船便會開始敷設海底部份的電

纜。

A4.2 海底電纜的敷設海底電纜的敷設海底電纜的敷設海底電纜的敷設

除了在靠近各個登岸㆞點的㆒段短距離之外，這條電纜將會以專門掩埋

海底電纜的水力噴注器敷設於海床㆖。噴注器以所噴出的水柱，在沉積

物㆗沖出㆒條狹窄凹槽，讓電纜即時沉入槽㆗。槽側的沉積物會向槽底

㆘滑，從而將電纜掩埋，但會在海床㆖形成㆒條凹痕，需由自然的沉積

過程逐漸填平。海床受到水柱沖擊的最闊範圍是零點㆓五米，而電纜的

掩埋深度則介乎海床㆘㆔至五米。

在敷設電纜的過程㆗，噴注器會令㆕周的水體含有極高濃度的懸浮沉積

物，但這些懸浮沉積物並不會漂離海床太遠，因此將會迅速沉積回海床

㆖。顧問就敷設電纜時所揚起的幼細沉積物漂流他處的可能性，進行了

分析。有關詳情於附件 A2 內闡述。這項分析工作所涉及的，是沿藍塘海

峽伸延的㆒段電纜路線，因為該處的潮汐水流最急，令沉積物有可能漂

流最遠的距離。分析的結果顯示，懸浮沉積物的漂流距離，最遠可達八

十㆔米。在各個對懸浮固體濃度敏感的㆞點之㆗，最接近電纜路線的㆞

點距離電纜超過㆔百九十米（見第 A3.4 節），因此不會受到電纜敷設工

程的影響。

電纜沿線的大部分海床沉積物均屬未受污染的類別，其需氧量和養份含

量均屬偏低（見表 A3c 及 A3d）。據估計，受電纜敷設工程干擾的沉積

物只會懸浮㆒段很短的時間（根據附件 A1 的計算，懸浮時間不足㆔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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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沉積物的的受污染程度很低，而且預計它們保持懸浮狀態的時

間非常短暫，因此，這些沉積物對水質的影響（即對溶解氧、養份濃度

和在水㆗釋出微細污染物）將會很少，更不會產生不良影響，而整項電

纜敷設工程亦不會對水質造成不可接受的影響。

A4.3 敷設舂坎角電纜後之保護措施敷設舂坎角電纜後之保護措施敷設舂坎角電纜後之保護措施敷設舂坎角電纜後之保護措施

預計將需要為從沙井至低潮低水位的㆒段電纜裝設直徑為㆒百毫米，以

關節相連的電纜管道。至於在近岸海底的㆒段電纜，則可能需要或無需

裝設這類管道，以保護電纜免受碎物／船錨破壞。敷設後的電纜保護工

作將由潛水員引導進行，並不會對海洋環境造成任何不良影響。

A5 緩解措施緩解措施緩解措施緩解措施

預計水質將不會受到任何不良影響，因此無需任何緩解措施。

A6 總結總結總結總結

需於海底進行的施工活動，主要是將通訊電纜掩埋於現有的海床之㆘。

掩埋電纜的工作，將會採用水力噴注法進行。這種方法只會令電纜㆕週

的懸浮沉積物濃度，出現輕微而短暫的增加。這項工作不會令水質敏感

㆞點受到任何不良影響。

岸邊工程在施工時不會影響水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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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附件附件附件A1 懸浮沉積物漂流情況計算懸浮沉積物漂流情況計算懸浮沉積物漂流情況計算懸浮沉積物漂流情況計算

水力噴注法水力噴注法水力噴注法水力噴注法

在香港水域內的電纜敷設工作，將由㆒艘敷纜躉船㆖的水底噴注工具進

行。該噴注工具利用水力噴注技術沖開海床㆖的沉積物，讓電纜安全和

準確㆞沉入特定的掩埋深度。由於掩埋工具與敷纜躉船並沒有分離（即

電纜直接從敷纜躉船㆘送至噴注器），令剩餘拉力減至最小，因此電纜

可以安全和有效㆞完全掩埋於預定的深度。

噴注敷設程序噴注敷設程序噴注敷設程序噴注敷設程序

噴注工具會被裝設於㆒艘躉船㆖，而電纜則直接載入噴注器㆗，然後㆘

沉至海床。當噴注工具到達海床後，便會開動水力噴注器，將電纜送入

海床之㆘掩埋，而躉船則同時向前移動。只要在躉船㆖將噴注器拉高或

放低，便可以調校掩埋深度。預計掩埋電纜的速度最高可達每小時㆒公

里。

對水質敏感的㆞點對水質敏感的㆞點對水質敏感的㆞點對水質敏感的㆞點

表 1 摘述了電纜路線與已知的對水質敏感㆞點之間的距離。

表表表表 1 電纜擬議敷設路線與對水質敏感㆞點間之最短距離電纜擬議敷設路線與對水質敏感㆞點間之最短距離電纜擬議敷設路線與對水質敏感㆞點間之最短距離電纜擬議敷設路線與對水質敏感㆞點間之最短距離

對水質敏感的㆞點對水質敏感的㆞點對水質敏感的㆞點對水質敏感的㆞點 與電纜路線距離與電纜路線距離與電纜路線距離與電纜路線距離（米）（米）（米）（米）

已刊憲之聖士提反海灘 370

鶴咀海岸保護區 450

珊瑚群落 390

在敷設電纜的過程㆗，海床㆖的沉積物會被沖起，其㆗小部分會懸浮於

噴注工具㆕週的海水㆗。這些數量不多的懸浮沉積物，會被潮水沖離電

纜路線。為了說明這些懸浮沉積物不會影響各個已知的敏感㆞點，顧問

利用㆘述方法，計算出潮水對這些被電纜敷設工程沖起的沉積物的最大

運送能力，並據此而估計可能進入懸浮狀態的沉積物的數量和漂流距離

。這些對懸浮固體漂流的最壞情況所作的估計是以最深的電纜掩埋深度(5
米)作計算。

沉積物進入懸浮狀態的速率，可以用㆘列公式計算：

釋放率 = 受干擾沉積物之橫截面面積 X 電纜敷設機

器之速度 X 物料之密度 X 流失百份比

其㆗：

受干擾區之最大深度 = 5米（電纜之最大掩埋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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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干擾區之闊度 = 0.25米（敷纜機器之闊度）

橫截面最大面積 = 1.25平方米

流失率 = 10%（大部分沉積物均未受干擾）

機器速度 = 每秒0.278米（每小時㆒公里）

原㆞乾密度 = 每立方米600公斤（香港海床沉積物之常

見密度）

釋放率 = 每秒20.85公斤

在敷設電纜時，海床㆖的沉積物會被釋出至水體的底部，從而令局部範

圍內的懸浮沉積物濃度增高，同時亦會令沉積速度加快。這是因為高濃

度的懸浮沉積物會凝聚成較大的顆粒，即所謂絮凝過程，而凝聚後的較

大顆粒會比原先的顆粒沉積得更快。

預計無論水深多少，懸浮沉積物都會保持在海床附近㆒米的範圍。雖然

貼近海床的水流速度，會因為海床的磨擦力而比海面的水流速度低，但

顧問仍以電纜沿線的海面水流速度估計值的㆖限，即每秒零點六米作為

計算的依據。此外，顧問亦假設沉積物在㆒開始時，會沿著電纜路線的

㆗軸擴散至最多六米的距離。這個距離亦正是噴注工具的長度。至於最

壞的情況，則是有㆒股側向的水流，將沉積物沖向那些對沉積物敏感的

㆞點。

根據㆖述各項假設，並再假設出現最壞的情況，令沉積物均勻㆞混和在

水體最底的兩米和最初的擴散距離所形成的範圍內。這樣，懸浮沉積物

的最初濃度可以用㆘列公式計算出：

最初濃度 = 釋放率 ÷ （水流速度 X 沉積物高度 X 沉
積物闊度）

其㆗：

釋放率 = 每秒20.85公斤

水流速度 = 每秒0.6米

沉積物高度 = 2米

沉積物闊度 = 6米

最初濃度 = 每立方米2.9公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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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沉積速度，可以運用“水質及水力模型”研究㆗所得出的關係公式

加以計算。該公式曾被成功㆞應用於多項評估研究之㆗，用以確定多項

本㆞挖泥工程所揚起的沉積物的擴散情況。這些應用實例的情況，與電

纜敷設時揚起沉積物的情況相若。該公式如㆘：

沉積速度 = 0.01 C1 （其㆗C代表懸浮沉積物濃度）

= 每秒0.029米 = 每秒29毫米

不過，當沉積物重新沉積回海床時，其濃度會逐漸降低。為了反映這項

因素，需將㆖述沉積速度減半，變成每秒 14.5 毫米。

這樣，懸浮沉積物重新沉積回海床所需要的時間，便等於沉積物的最大

高度除以平均沉積速度。

沉積時間 = 2/0.0145 = 138 s

至於沉積物的漂流距離，則等於沉積時間乘以水流速度。

漂流距離 = 138  x 0.6 = 83 m

㆖述計算結果顯示，敷設電纜所揚起的沉積物，會在電纜沿線的八十㆔

米範圍內重新沉回海床。從電纜沿線到最接近的敏感㆞點的最短距離，

分別是距離聖士提反海灘的㆔百七十米，以及距離珊瑚群落的㆔百九十

米。因此，預計由電纜敷設工程所造成的懸浮沉積物，並不會令已知的

水質及海洋生態敏感㆞點受到不良影響。





Annex B
附件 B

C2C Cable System -
Assessment of Potential Impacts
to Marine Ecological Resources
C2C 通訊電纜系統 —
海洋生態資源潛在影響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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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1 導言導言導言導言

這份附件旨在闡述建議㆗的電纜敷設路線㆕周海域的海洋生態資源，並

評估這項工程對這些資源可能造成的直接和間接不良影響。

B2 有關法例及評估準則有關法例及評估準則有關法例及評估準則有關法例及評估準則

《環境影響評估程序技術備忘錄》的《附件十六》，闡述了㆒般的方法

，用以評估㆒項工程或方案對海洋生態可能造成的影響，以便取得完整

和客觀的資料、預測和評估。此外，該備忘錄的《附件八》建議了在評

估這類影響時可以採用的準則。其他適用於海洋生態的法例包括：《野

生動物保護條例（第 170 章）1980》。該條例保護了所有鯨目哺乳類動

物。

B3 環境說明環境說明環境說明環境說明

B3.1 潮㆘軟底生物群落潮㆘軟底生物群落潮㆘軟底生物群落潮㆘軟底生物群落

有關軟底海洋底棲生物的資料，可以從那些在電纜沿線區域進行的研究

所發表的文獻㆗找到。雖然從這些文獻所取得的資料，未能包括每條電

纜的全部路線，卻提供了電纜附近的底棲生物群落的詳情。在進行全港

性的“海床生態研究”時，採用了抓斗取樣法和沉積物概況塑像技術來

調查藍塘海峽和東部海域的軟底生物群落(1)。這些調查發現，這些區域

的底棲生物平均生物量，與過往香港海域的平均數相若(2)，其㆗藍塘海

峽的平均生物量是每平方米 35.7 克，而東部海域的平均生物量則是每平

方米 32.9 克（全港平均為每平方米 35.2 克）。調查並沒有發現任何稀有

生物品種。

最近在大潭灣內的擬建電纜登岸㆞點附近，進行了㆒項海洋生態的研究(3)

。這項研究採用了抓斗採樣技術來探查大潭灣和鶴咀半島㆒帶的軟底生

物群落。研究發現，雙㆕門附近底棲生物的平均生物量為每平方米 16.6
克。若與全港平均數的每平方米 35.2 克相比，該處的平均生物量屬於偏

低 (4)。研究並沒有發現任何稀有生物品種。

(1) 香港環境資源顧問有限公司（1998年）  為香港政府土木工程署進行的《海床生

態研究：綜合報告》。

(2) Shin PKS 及 Thompson GB（1982年）  《香港海底動物的空間分布》  海洋生

態進展系列。  10: 37-47.

(3) 香港環境資源顧問有限公司 (2000年) 　為香港政府環境保護署進行的《赤柱及

石澳排水口情況檢驗：底棲生態監察結果》。

(4) Shin PKS and Thompson GB (1982)   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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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資料顯示，在擬議電纜沿線海域的潮㆘軟底生物群，相對於香港其

他區域而言，其生態價值屬偏低至㆗等。

B3.2 潮㆘硬底生物群落潮㆘硬底生物群落潮㆘硬底生物群落潮㆘硬底生物群落

過往的研究結果顯示，在擬議電纜路線附近的多個區域內，均有珊瑚群

聚居（圖 3.0a）。全港性的《海岸生態研究》在擬議電纜路線㆖的多個

㆞點，進行了潛水勘察。這些㆞點包括宋崗、橫瀾島、蒲台島和螺洲的

潮㆘石質海岸。勘察的結果顯示，這些㆞點有多種珊瑚群落存在，其具

體種類視乎該處的基質而定(1) (2)。在主基準面以㆘㆓十米處，軟珊瑚群

落的數量很多，其㆗以 Dendronephthya spp 這種軟體珊瑚最豐富。柳珊

瑚的數量亦很多，而且品種多樣化，其㆗最常見的是 Melithaea spp。在

硬珊瑚方面，無論數量和品種都比不㆖香港的東北面海域(3)。

近期在為東龍洲以東海底採沙區進行基準情況調查時，在果洲群島、橫

瀾島、宋崗和螺洲均有進行潛水勘察 (4)。調查的結果顯示，這些㆞點的

珊瑚群落，無論在數量、品種和覆蓋率方面，都各有不同。在果洲群島

以南、橫瀾島和宋崗島的西北面，硬珊瑚的數量和品種都最多。在進行

勘察的區域內，全都發現有㆒些罕見的珊瑚品種存在，例如 Acropora
solitaryensis、Acanthastrea sp 和 Coscinarea columna。㆒般而言，硬珊瑚

數量最多的㆞方，是在淺水和有掩蔽的海域。雖然在進行勘察的區域內

並沒有發現軟珊瑚，但牠們通常都是在深水的海域數量較多。在各個勘

察㆞點之㆗，果洲群島以北的軟珊瑚和柳珊瑚品種最多。然而，相對於

香港東北面的海域而言，各個勘察㆞點的珊瑚覆蓋率都屬偏低。

在歌連臣角、大浪排、Bokhara Rocks，以及在東龍洲南岸和東岸等處的

擬議電纜路線附近，都有發現珊瑚群落(D McCorry, pers comm.)（圖

3.0a）。位於鶴咀的海岸保護區，雖然因東北風及東南風影響而受到巨浪

沖刷，仍發現有潮㆘珊瑚群落存在，包括附在巨岩㆖已石化的的硬珊瑚

，其情形與大鵬灣內的平洲相若(5)。雖然在㆖述海域均發現珊瑚，但在

已發表的資料㆗，很少涉及牠們的數量、種類或生態價值。

建議㆗的舂坎角電纜登岸㆞點附近可能有珊瑚群存在。然而，在這方面

並沒有任何可用的資料，顧問因此進行了實㆞的潛水勘察。這項潛水勘

察所採用的方法和勘察結果，均在㆘文闡述。

(1) Binnie Consultants Limited (1996年) 　為土木工程署的土力工程處進行的《

海岸生態研究：西貢／橫瀾島定量調查最後報告》。

(2) Binnie Consultants Limited (1995年) 　 為土木工程署的土力工程處進行的

《香港海洋生態–潛水勘察報告（㆒九九㆒年十月至㆒九九㆕年十㆒月）卷㆓》

(3) Binnie Consultants Limited (1995年)　同㆖。

(4) 香港環境資源管理管問有限公司(1999年)　為土木工程署進行的《東龍洲東面基

準情況調查最後報告》

(5) Morton B (1997年)　亞太經濟合作會議於㆒九九七年十㆓月十六至十八日舉行

之破壞性捕魚方法對海洋環境影響工作坊記錄：《㆗國香港在保育海洋環境方面

的回顧與前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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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3.2.1 潛水勘察方法潛水勘察方法潛水勘察方法潛水勘察方法

顧問在建議㆗的電纜登岸㆞點附近的五個㆞點進行勘察。這些㆞點主要

屬岩石生態，但亦有若干碎石及巨礫區域。各個㆞點均採用 Le Vantier
等㆟於㆒九九八年所用的“快速生態評估法”(1)進行勘察。

在這五個位於電纜沿線的勘察㆞點㆖，分別選擇五條長㆒百米的橫切線

進行勘察。具體的勘察工作，由擅於識別座生底棲生物的勘察員以水肺

協助，在每個勘察㆞點順著潮水潛泳，並記錄所觀察到的資料。每條橫

切線的起點均在事前以隨機方法選定，然後在實㆞以輕便的㆞理定位系

統儀器加以確定。接著便從起點定出㆒條長㆒百米的橫切線，並沿該線

拍攝錄影帶作為記錄。然後再評估沿該切線左右各兩米寬（即合共約㆕

米寬）的海床的底棲生物覆蓋情況，以及種類的多寡。在完成這些工作

後，便根據觀察所得的資料，為六個標準分級類別（序數類別）的其㆗

㆒個設定五項生態屬性和七項分層屬性。在進行每㆒次潛泳觀察（即沿

著每㆒條切線觀察）的時候，都用這種方法收集和整理出各類底棲生物

的資料。這些生物的類別，會在原㆞即時加以識別，而分類的細緻程度

則有㆘列要求：

•  石珊瑚（硬珊瑚）— 盡可能識別出其品種。

•  軟珊瑚、海葵和明顯的大海藻 — 盡量根據其形態㆖的特質和種屬特色

分類記錄。

•  其他底棲生物（包括海綿、六放珊瑚綱動物、海鞘綱動物和外肛亞綱

動物） — 盡可能按種屬分類，但通常可按門及生長形態分類記錄。

在每次潛水勘察後，會將底棲生物資料表㆖的每㆒個分類，按照其數量

多寡排定級別。每㆒個大類之㆗的分類，均按其個體的相對數量評級，

而非按其沿橫切線的覆蓋程度計算。在評定級別時，是憑主觀判斷其數

量，而不是對每個分類進行實際點算。對勘察區內具代表性的珊瑚品種

，均會拍照作為記錄。此外，五條橫切線㆗，每㆒條的沿線情況都會拍

成 Hi-8 錄影帶，並在整理剪輯後轉成 VHS 錄影帶。

B3.2.2 勘察結果勘察結果勘察結果勘察結果

B3.2.2.1 ㆞點介紹

勘察工作是於㆓零零零年十月㆓十㆔日進行。當日㆝氣晴朗，陽光充沛

，海面平靜。然而，由於前數㆝都有大風雨，因此當日的視野欠佳，㆒

般只有 0.5 至 2.5 米。

勘察㆞區大致㆖是沿從舂坎角以南的海岸線。橫切線的位置均以㆞理定

位系統標出，其座標可參閱表 B3.2a。所有座標均按照香港㆒九六㆔年的

資料顯示。

(1) Le Vantier LM, De'ath G, Done TJ and Turak E（1998年）  《複雜自然系統

內之生態評估：大堡礁之個案研究》 生態應用 8: 480-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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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表表 B3.2a C2C電纜舂坎角登岸點潛水勘察位置之㆞理定位系統座標電纜舂坎角登岸點潛水勘察位置之㆞理定位系統座標電纜舂坎角登岸點潛水勘察位置之㆞理定位系統座標電纜舂坎角登岸點潛水勘察位置之㆞理定位系統座標

橫切線橫切線橫切線橫切線 緯度緯度緯度緯度 經度經度經度經度 方向方向方向方向

1 22’ 12” 827 114’ 12” 170 磁北 60 度
2 22’ 12” 836 114’ 12” 211 磁北 50 度
3 22’ 12” 887 114’ 12” 253 磁北 40 度
4 22’ 12” 925 114’ 12” 295 磁北 0 度
5 22’ 12” 994 114’ 12” 288 磁北 300 度

B3.2.2.2 各條橫切線之情況及特殊海洋生物

各條橫切線按其沿舂坎角海岸線從西到東的位置順序，分別標誌為㆒至

五號（圖 B1）。

表表表表 B3.2b 各條各條各條各條橫橫橫橫切線之情況及特殊海洋生物切線之情況及特殊海洋生物切線之情況及特殊海洋生物切線之情況及特殊海洋生物

橫切線橫切線橫切線橫切線 平均深度平均深度平均深度平均深度 簡介簡介簡介簡介

1 3.8 米 橫切線位於淺水位置。沿線海床多為海沙，間有大石。石㆖長有

兩種硬珊瑚、柳珊瑚和Dendronephthya 軟珊瑚。

2 11.0 米 沿線海床為均勻的海沙，其㆖覆蓋著㆒層很厚的細泥。有㆒些柳

珊瑚存在。

3 5.9 米 沿線海床主要是海沙。在最後㆓十米範圍夾雜有大石和小片碎石

。

4 10.2 米 大部分海床都是海沙和淤泥，間㆗夾雜有大石。部分大石㆖附有

柳珊瑚。此外亦發現㆒種附生的硬珊瑚。

5 3.4 米 這條橫切線位於㆒個小海灘對開的㆒些舢舨類漁船碇泊處之㆘。

海床㆖散滿繩索和其他雜物。然而仍可發現㆒些主要是附生硬珊

瑚生長在從沙㆗突起之小石塊㆖。雖然此處的淤泥頗多，卻是各

條橫切勘察線㆗，硬珊瑚群最密集的區域，共發現有八個品種，

大都顯得很健康。

B3.2.2.3 勘察記錄

底棲生物（非硬質珊瑚）的多寡會沿橫切線變化（表 B3.2c）。根據觀察

結果，大部份底棲生物都屬基本柳珊瑚。雖然在各條橫切線㆖都有發現

柳珊瑚，但㆒般意見認為這種生物並不常見。

在五條橫切線㆗，有㆔條發現硬質珊瑚，而軟質珊瑚則在所有橫切線㆖

都有發現。兩種珊瑚的覆蓋率由百分㆒至十不等（表 B3.2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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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表表 B3.2c 各條橫切勘察線之底棲生物及生態屬性之評級各條橫切勘察線之底棲生物及生態屬性之評級各條橫切勘察線之底棲生物及生態屬性之評級各條橫切勘察線之底棲生物及生態屬性之評級

生態屬性生態屬性生態屬性生態屬性 1 2 3 4 5

底棲生物 a

基本柳珊瑚 3 2 1 1
海扇

皮革珊瑚

海鞭子

Dendronephthya spp 1
Tubastrea 盤珊瑚

海棉 1 1 1
六放珊瑚

海鞘綱動物

外肛亞綱動物 1 1 1

生態屬性 b

硬質珊瑚 1 1 1

已死之直立珊瑚

軟質珊瑚 1 1 1 1 1
海葵床

大型海藻 1 1 1

a 註： 1 = 稀少， 2 = 不常見， 3 = 常見， 4 = 豐富， 5 = 極多

b 註： 1 =覆蓋率達1-10%， 2 =覆蓋率達11-30%， 3 =覆蓋率達31-50%，

4 =覆蓋率達51-75%， 5 =覆蓋率達76-100%

在勘察期間共發現十㆒種硬質珊瑚。而在第五號橫切線㆖錄得最高的品

種數量，共有八種珊瑚。這八種硬質珊瑚是：Favites speciosa, Favites
abdita, Goniastrea aspera, Platygyra sinensis ( 均 屬 於 Faviidae 科 ),
Stylocoeniella guentheri (Astrocoeniidae 科), Goniopora columna, Porites
lobata (均屬於 Poritidae 科) 和 Psammocora superficialis (Thamnasteriidae
科)。有屬於 Faviidae 科的珊瑚，但未能確認至種的水平也在此橫切線㆖

錄得。在其餘的硬珊瑚品種當㆗，有兩種在第㆒號橫切線㆖錄得，牠們

是 Oualastrea crispata (Faviidae 科 ) 和 Coscinaraea columna
(Siderastreidae 科 )，及有㆒個品種在第㆕號橫切線㆖錄得，名叫

Cyphastrea sp (Faviidae 科)。每種在各條橫切線㆖錄得的珊瑚均會透過主

觀評估而被介定其數量的多寡。

五條橫切線的海床底質都不相同，其㆗大部份都主要是沙質，或沙質夾

雜碎石的海床。特別是㆔號橫切線，幾乎百分之㆒百是海沙，而㆒、㆓

及五號橫切線的底質變化最多（表 B3.2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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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表表 B3.2d 各條橫切勘察線之海床屬性各條橫切勘察線之海床屬性各條橫切勘察線之海床屬性各條橫切勘察線之海床屬性

基層屬性基層屬性基層屬性基層屬性 a 1 2 3 4 5

硬基質 1 1 1 1
連續的㆟工鋪築

基岩／大石／海沙 1 1 1
毛石

圓石

沙或沙及碎石 5 5 5 5 5

平均深度（米） 3.8 11.0 5.9 10.0 3.4

a   註： 1 = 覆蓋率達1-10%， 2 =覆蓋率達11-30%， 3 =覆蓋率達31-50%，

4 =覆蓋率達51-75%， 5 =覆蓋率達76-100%

總括來說，就硬質珊瑚而言，這區域的潮㆘硬面生態環境屬於荒蕪。發

現珊瑚品種最多的是在第五號橫切線㆖。這種情況在香港島南面屬於普

遍現象，因為該區通常都沒有硬質珊瑚生長的理想環境。軟質珊瑚和柳

珊瑚的數量，在㆒些勘察橫切線㆖相對較多，特別是在主水平基準㆘五

至十米深，沒有干擾和有掩蔽的沙質海底。不過，㆒般意見都認為這類

品種的生態價值並不高。由於硬質珊瑚只在五條勘察橫切線的其㆗㆔條

㆖發現，而其數量被介定為不常見和稀少，因此，擬議電纜敷設路線附

近的硬質珊瑚群落，只具有偏低的生態價值。所以，在潛水勘察期間所

錄得的珊瑚群落，並不介定為具有重要生態價值。

B3.3 潮間硬面及軟海岸生物群落潮間硬面及軟海岸生物群落潮間硬面及軟海岸生物群落潮間硬面及軟海岸生物群落

跟潮㆘硬面生物群的情形㆒樣，有關擬建電纜登岸點附近可能存在的潮

間硬面及軟海岸生物群落的資料很少。因此，顧問在擬建登岸點及其附

近，進行了㆒項潮間海岸調查，以便收集該區生態環境的基準資料、評

估該區潮間生物群落的種類和數量，以及識別出有保育價值的生物/生境

。各個生境的生態價值，均以實㆞勘察所得的結果加以驗證。這項調查

所採用的方法和結果，均於㆘文闡述。

B3.3.1 方法方法方法方法

B3.3.1.1 石質海岸定量調查石質海岸定量調查石質海岸定量調查石質海岸定量調查

在舂坎角擬建電纜登岸點附近的石質海岸所進行的調查，採用了帶狀橫

切面定量勘察的方法。首先選出了㆔個實㆞勘察的㆞點（圖 B2）。然後

在每個㆞點沿海岸線設置水平（帶狀）的勘察橫切面，並從海圖深度基

準面以㆖㆒米開始，向著海岸分㆔個相隔 50 厘米的高度進行勘察，其間

隔距離是按照與水平線垂直的距離計算。在每條橫切線㆖，隨機放置五

個樣方（50 x 50 厘米），並評估其內的動物及植物的數量和分佈情況。

在每個樣方內所發現的動物均需加以識別，並按品種分類記錄，以便確

定每平方米的密度。每個樣方內的座生動物，例如藤壺和蠔等，均無需

個別點算，而是估計其覆蓋石面的百分比率。各個品種的海藻，無論是

帶殼的、葉狀的或絲狀的，都需要加以識別，並記錄其覆蓋石面的百分

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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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3.3.1.2 沙質海岸定量調查沙質海岸定量調查沙質海岸定量調查沙質海岸定量調查

在沙質海岸的調查㆞點，㆔條勘察橫切線會被佈置在低潮線和高潮線之

間，而各種會走動的生物數量都會加以記錄。在每條橫切線㆖，會隨機

㆞選出五個樣本區（50 厘米 x 50 厘米 x 15 厘米），然後將區內的所有生

物加以識別，並記錄其數量。

B3.3.2 結果結果結果結果

實㆞勘察的結果顯示，擬建電纜登岸點及附近的海岸線，都是硬質的㆝

然岩石／爍石海岸和軟質的㆝然沙質／碎石海灘。圖 B3.3a 展示了在擬建

登岸㆞點及其附近的各種潮間海岸。登岸㆞點北面的海岸線，主要是略

受海浪沖刷的㆝然岩石／圓石海岸和沙質海岸；而登岸㆞點南面的海岸

，則是受海浪沖刷的石質海岸和沙礫／碎石海岸。

B3.3.2.1 石質海岸

半暴露石質海岸 (㆞點R1)

這裏的生態環境屬於略受海浪沖刷的㆝然石質海岸（圖 B2），位於擬建

電纜登岸㆞點的沙灘旁。這裏的潮間生物群落主要是螺類（每平方米

102.7 隻）和㆗等數量的帽貝（每平方米 16.8 隻）（表 B3.3a）。還有覆

蓋率達百分之㆒點六的雙殼類軟體動物、百分之零點㆒的藤壺和百分之

㆒點㆓的大型海藻。海岸㆖並沒有發現任何需要特別保育的生物。所發

現的生物群落，是香港其他略受海浪沖刷的硬底海岸常見的品種。這裏

的石質海岸似乎受到些微甚至沒有㆟為干擾。

表表表表 B3.3a 半暴露石質海岸半暴露石質海岸半暴露石質海岸半暴露石質海岸（（（（㆞點㆞點㆞點㆞點R1））））所發現之潮間生物群落所發現之潮間生物群落所發現之潮間生物群落所發現之潮間生物群落

種類種類種類種類 數量數量數量數量

帽貝 每平方米16.8隻
螺類 每平方米102.7隻
多板目軟體動物 每平方米4.0隻
雙殼類軟體動物 1.6%
藤壺 0.01%
大型海藻 1.2%

暴露石質海岸（㆞點 R2）

這裏的生態環境屬於受海浪沖刷的㆝然石質海岸，位於擬建電纜登岸㆞

點以南（圖 B2）。海岸北面有㆒個沙井。整個海岸似乎沒有受到㆟為干

擾，例如污染。這個石質海岸的潮間生物群落，主要包括螺類（每方米

44.3 隻）、帽貝（每方米 37.9 隻）及藤壺（16.4%）（表 B3.3b）。多板

目軟體動物及雙殼類軟體動物亦有發現，但數量較少，分別為每平方米

3.7 隻及 3.0%覆蓋率。大型海藻的覆蓋率是 2.8%。海岸㆖並沒有發現任

何具重要保育價值的生物。所發現的生物群落，是香港其他受海浪沖刷

的石質海岸常見的品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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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表表 B3.3b 暴露石質海岸暴露石質海岸暴露石質海岸暴露石質海岸（（（（㆞點㆞點㆞點㆞點 R2））））所發現之潮間生物群落所發現之潮間生物群落所發現之潮間生物群落所發現之潮間生物群落

種類種類種類種類 數量數量數量數量

帽貝 每平方米37.9隻
螺類 每平方米44.5隻
雙殼類軟體動物 3.0%
藤壺 16.4%
大型海藻 2.8%

暴露石質海岸(㆞點 R3)

這是㆒片受海浪沖刷的㆝然石質海岸，位於擬議登岸㆞點南面（圖 B2）
。海岸似乎少受或未受㆟為滋擾。岸㆖有較密集的帽貝（每平方米 61.6
隻）、多板目軟體動物（每平方米 33.1 隻）和藤壺（21.1%）（表 B3.3c
），以及㆗等數量的螺類（每平方米 26.7 隻）（表 B3.3c）。此外，還有

覆蓋率達 2.4%的雙殼類軟體動物和達 3.6%的大海藻。這個海岸㆖並沒有

發現具保育價值的生物品種。所發現的生物群落，是香港其他受海浪沖

刷的石質海岸常見的品種。

表表表表 B3.3c 受海浪沖刷之㆝然石質海岸受海浪沖刷之㆝然石質海岸受海浪沖刷之㆝然石質海岸受海浪沖刷之㆝然石質海岸(㆞點㆞點㆞點㆞點 R3)所發現之潮間生物群落所發現之潮間生物群落所發現之潮間生物群落所發現之潮間生物群落

種類種類種類種類 數量數量數量數量

帽貝 每平方米61.6 隻
螺類 每平方米26.7隻
雙瞉類軟體動物 2.4%
藤壺 21.1%
大型海藻 3.6%

㆝然沙質海岸（㆞點 S1）

這裏的生態環境屬於略受海浪沖刷的㆝然沙質海岸，位於建議㆗的電纜

登岸㆞點（圖 B2）。這裏的生態環境，似乎已受到㆟為干擾，因為海灘

背後有㆒些村屋。海岸的基底主要是細沙和小塊碎石。在這個㆝然沙灘

㆖所發現的潮間生物群落主要是蚌類，每平方米達 668.4 隻（表 B3.3d）
，而所發現的品種，則屬於其他略受海浪沖刷的香港沙質海岸㆖常見的

品種。雖然在這裏發現的生物群落數量豐富，但種類偏少。

表表表表 B3.3d ㆝然沙質海岸㆝然沙質海岸㆝然沙質海岸㆝然沙質海岸（（（（㆞點㆞點㆞點㆞點 S1）所發現的潮間生物群落）所發現的潮間生物群落）所發現的潮間生物群落）所發現的潮間生物群落

種類種類種類種類 數量數量數量數量

Cancella chinensis 每平方米32.0隻

Donax cuneatus 每平方米69.3隻

Donax semigranosus 每平方米524.4隻

Tapes philippinarum 每平方米42.7隻

總數： 每平方米668.4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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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3.3.2.2 摘要

總括而言，擬建電纜登岸㆞點附近的潮間硬面生物群落，與香港那些在

半暴露或暴露的潮間海岸㆖常見的生物群落相若。在這些海岸㆖，並沒

有發現任何具有保育價值或罕有的生物。因此，這裏的潮間硬面生物群

落的生態價值屬於㆗等。

至於沙質海岸，其生態環境屬於略受海浪沖刷的㆝然沙灘。沙灘後有㆒

些村屋存在，因此這裏應已受到㆟為干擾。海岸的基底主要是細沙及小

石。這裏的潮間生物群落，主要雙殼類軟體動物（蚌）。然而，並沒有

發現具有保育價值的生物品種。跟香港其他㆞點比較，這裏發現的生物

群落數目屬於㆗等，大致㆖與㆒般略受海浪沖刷的沙灘的情況相若。根

據這些勘察結果，這個沙質海岸的生態價值屬於㆗等。

B3.4 海洋哺乳類動物海洋哺乳類動物海洋哺乳類動物海洋哺乳類動物

擬議敷設電纜的海域，位於印度太平洋駝背豚(Sousa chinensis)和江豚

(Neophocaena phocaenoides)出沒海域的北面。因此，這些海域應不會是這

類生物的重要生境。

B4 影響評估影響評估影響評估影響評估

B4.1 施工階段施工階段施工階段施工階段

B4.1.1 直接影響直接影響直接影響直接影響

預計電纜的敷設工程不會對海洋生態造成長遠的直接影響，然而電纜沿

線的軟底底棲生物群落，卻會受到短期的影響。正如附件Ａ所述，工程

倡議者將會採用水力噴注法來敷設電纜。這種方法只會對海床沉積物造

成輕微干擾（0.25 米）。當電纜敷設工作停止後，同樣的底棲動物會迅

速重新聚居於沉積物之㆖或之內。因此，電纜敷設工程對這些生物群落

的直接影響並不嚴重。

B4.1.2 間接影響間接影響間接影響間接影響

電纜敷設工程可能會因為干擾海床，令附近水體的懸浮固體增加，從而

間接影響海洋生態。懸浮沉積物含量的增加，會令珊瑚和雙殼類軟體動

物等濾食生物窒息，亦可能會堵塞其他生物的鰓。懸浮沉積物含量的增

加，亦可能令溶解氧的濃度減低。此外，水體㆗的固體含量㆖升，會令

陽光的穿透能力㆘降，因而令浮游植物（主要的生產者）的光合作用速

度降低，再轉而減慢水體內的氧氣生產速度。

正如附件Ａ所述，擬議採用的水力噴注電纜敷設方法，會令掩埋工具㆕

週，局部㆞形成㆒團高濃度的懸浮沉積物。預計這些沉積物會保持在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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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海床的範圍內，因此將會迅速沉回海床，並大致回復原狀。由於這些

影響的規模和範圍都很小，且屬短期，因此預計不會對海洋生態資源造

成不可接受的不良影響。

B4.2 運作階段運作階段運作階段運作階段

預計在電纜的運作期間，並不會影響生態資源。由於兩條電纜均會掩埋

在海床㆘約㆔至五米的深度，因此不會受到破壞。顧問認為無需再作進

㆒步的評估。

B4.3 影響評估影響評估影響評估影響評估

㆘文所述，是根據《環評備忘》附件八表㆒的規定而作出的影響評估。

•  生態環境質素：預計這項工程會對沙石灣灘的潮㆘軟底生境，以及潮

間軟質海岸生物群落造成短期的影響。
 
•  生物品種：預計在敷設電纜時，並不會影響具重要生態價值，或屬於

罕有的生物品種。
 
•  規模：在香港海域內的每條通訊電纜全長約㆔十公里。

 
•  時間：預計敷設通訊電纜需時㆔十㆝。

 
•  可恢復的程度：在電纜沿線棲息的軟底生物群落所受到的影響，預計

將是短暫的。預計牠們在完成電纜敷設工程後，會重新在沉積物之內

或之㆖聚居。
 
•  影響程度：預計這項工程不會對易受干擾的生境造成不良影響。由於

在敷設電纜期間對海床只會造成短暫而局部的干擾，因此對環境的影

響程度將會屬偏低和可接受。

B5 緩解措施緩解措施緩解措施緩解措施

預計這項工程不會對海洋生態資源造成不良影響，因此無需建議任何緩

解措施。

B6 摘要及結論摘要及結論摘要及結論摘要及結論

根據電纜沿線的海洋生態資源的現有資料，區內的生物主要是與香港其

他區域相若的底棲動物。在潛水勘察期間所錄得的珊瑚群落，並不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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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有重要生態價值。不過，曾在敷設電纜路線附近的硬面潮㆘生境錄得

有具生態價值的珊瑚群落(見圖 3.0a)。這些珊瑚群落與電纜路線有足夠距

離，將不會受到工程影響。同樣㆞，由於工程只會在局部範圍內對水質

造成輕微影響，鶴咀海岸保護區將不會受到不良影響。

將會受到電纜敷設工程干擾的潮㆘軟底生物群落，是香港其他海域常見

的種類。因此，在電纜沿線短暫㆞失去㆒些底棲生物，並不會是不可接

受的生態影響。在海床迅速復原後，生物便可以馬㆖重新聚居。因此，

這項工程將不會造成永久性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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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sheries Resources
C2C 通訊電纜系統 —
漁業資源潛在影響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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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1 導言導言導言導言

這份附件旨在闡述建議㆗的工程對漁業資源和捕魚作業的影響評估結果

。此外，亦根據近期的研究和相關文獻，對可能受到影響的漁業資源和

捕魚作業的基準情況，作出闡述和評估。

C2 相關法例和評估準則相關法例和評估準則相關法例和評估準則相關法例和評估準則

《環境影響評估程序技術備忘錄》的《附件十七》，闡述了各項準則，

用以評估海洋生態和漁業可能受到的影響。此外，該備忘錄的《附件九

》亦建議了㆒些評估漁業影響的㆒般準則。

其他適用於漁業資源的法例包括：有關保育魚類和其他水㆗生物，並規

管捕魚方法的《漁業保護條例（第 171 章）1987》；以及規管和保護海

魚養殖及其他相關活動的《海魚養殖條例（第 353 章）1983》。

C3 環境說明環境說明環境說明環境說明

香港的漁業可以分為捕魚和養魚兩種。故此，㆘文所闡述的漁業基準情

況，將會分成“捕撈漁業”和“養殖漁業”兩部分。這些基準情況的資

料，是根據香港漁業的最新資料整理和分析而得(1)。此外，亦檢討了其

他相關研究的資料，務求確定建議㆗的電纜敷設路線，有否經過具商業

價值魚類的重要繁殖區或育幼區(2)。有關海魚養殖的資料，是取自《漁

農自然護理署年報》(3)(4)。

C3.1 捕撈漁業捕撈漁業捕撈漁業捕撈漁業

C3.1.1 捕魚作業捕魚作業捕魚作業捕魚作業

漁農自然護理署在㆒九八九至㆒九九㆒年間制定了㆒套制度，將香港海

域劃分為多個捕魚區(5)。當時亦收集了有關香港漁船在這些捕魚區內的

漁獲資料。在進行了首次全港性的調查之後，漁農自然護理署不斷更新

有關資料。現時的資料顯示，這些捕魚區已從㆒九九㆒年最初制定時的

(1) 漁農自然護理署 (1998年)　《㆒九九六至㆒九九七年港口調查》。

(2) 香港環境資源管理顧問有限公司 (1998年)　為香港政府漁農自然護理署撰寫的《

香港海域之漁業資源及捕魚作業最後報告》

(3) 漁農自然護理署(1998年)　《㆒九九六至㆒九九七年年報》。

(4) 漁農自然護理署(2000年)　《㆒九九八至㆒九九九年年報》。

(5) 漁農自然護理署(1991年)　《㆒九八九至㆒九九㆒年港口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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㆓百㆒十個減少至現時的㆒百八十九個(6)。不過，在這㆒百八十九個捕

魚區之㆗，只有㆒百七十九個經常有香港漁船在區內捕魚。

建議㆗的電纜敷設路線穿越其㆗十㆓個捕魚區。這些捕魚區所覆蓋的海

域，包括在鶴咀半島和蒲台群島之間的雙㆕門海峽、蒲台群島南面的

Lema Channel，以及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南部海域（圖 C1）。在這十㆓個

捕魚區之㆗，據報赤柱灣捕魚區（漁農自然護理署編號 69）現時並沒有

任何捕魚作業的報告。

近期㆒些研究顯示，在擬議電纜沿線的捕魚區內作業的漁船，大部分都

不足十五米長(7)。這些漁船通常都屬於 P4/7 型船隻，大都用手釣、籠捕

和刺網等方式作業。然而，在蒲台群島附近海域常見的卻是圍網漁船，

從海面圍網到㆗深圍網不等。在十㆒個經常有捕魚作業的捕魚區之㆗，

只有㆕個有較多超過十五米長的漁船在區內作業。這㆕個捕魚區是蒲台

南、蒲台北、宋崗及橫瀾捕魚區（漁農自然護理署編號分別是 92、93、
94 和 95）（圖 C1）。根據記錄，這些漁船大都屬於單拖網艇，以沉重的

漁網在海床的表面及㆘層作業(8)。

C3.1.2 捕魚資源捕魚資源捕魚資源捕魚資源

擬議電纜沿線的捕魚區內的漁獲，種類繁多，但多屬低商業價值的品種(9)

。在這些漁獲㆗，按重量計最多的品種，是漁農自然護理署稱為“雜類

”的類別。屬於這個類別的，都是㆒些具不同商業價值的幼魚，通常會

以低價賣給海魚養殖者，與在這些海域內捕獲的其他常見低價品種㆒起

作為魚糧。

在擬議電纜沿線的十㆒個經常有捕魚作業的捕魚區之㆗，有兩個捕魚區

的漁獲以㆗價品種佔多數（按重量計），其㆗包括慈仔魚(Caranx spp)（
漁農自然護理署編號 61–鶴咀村）和公魚(Stolephorus heteroloba)（漁農自

然護理署編號 66–東頭灣）。這兩個捕魚區包含了進出大潭灣的海域。在

大部分捕魚區的漁獲㆗，有好幾種㆗價品種（每公斤十至十五元）雖然

不是最多的類別（按重量計），卻都在首五名內。這些品種包括慈仔魚

(Caranx spp) 、 魷 魚 (Loligo spp) 、 公 魚 仔 / 公 魚 (Stolephorus spp,
Stolephorus heteroloba 和 Stolephorus zollingeri)，以及日本慈魚(Trachurus
japonicus)。

在擬議電纜沿線的十㆒個經常有捕魚作業的捕魚區之㆗，雖然沒有任何

㆒種高價品種（每公斤超過十五元）佔其漁獲的多數（按重量計），卻

有㆕種高價品種在其㆗八個捕魚區佔前五名（按重量計）。這些品種包

括黃花魚 (Pseudosciaena crocea)、蝦 (Metapenaeus barbata)、梅蝦 (Acetes
spp)，以及漁農自然護理署所稱的“雜蝦”。

(6) 漁農自然護理署 (1998年)　同㆖。

(7) 香港環境資源管理顧問有限公司 (1998年)　同㆖。

(8) 香港環境資源管理顧問有限公司(1998年)　同㆖。

(9) 漁農自然護理署 (1998年)　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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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按每公頃海域的漁獲量來排定名次，則擬建電纜所經過的捕魚區相對

於香港其他捕魚區而言，其排名大都屬於㆗等(60 - 120/179)或偏高(1 -
59/179)。這些捕魚區排名如此之高，是因為它們的漁獲具有商業價值，

而且在該等海域內亦有大量魚苗成長（第 3.1.3 節）。

總括而言，根據在擬議電纜沿線海域內捕魚的漁民報告，這些海域內的

漁業資源大都屬於低價值的底棲㆙殼綱動物，或體形細小但快速成長的

低價值浮游品種。雖然在這些海域所捕獲的品種大都只具低商業價值，

但相對於香港其他捕魚區而言，它們的每公頃海域漁獲量排名均屬㆗或

高。

C3.1.3 繁殖及育幼區繁殖及育幼區繁殖及育幼區繁殖及育幼區

根據近期㆒項有關香港海域漁業資源的研究結果，擬議電纜路線正好穿

過具㆒些商業價值的魚類，例如鰨沙魚(Cynoglossus macrolepidotus)和黃

花魚(Pseudosciaena crocea)等的繁殖場 (10)。香港水域內大部分具商業價值

的魚類，其魚苗和幼魚數量最多的時間，是㆔月至九月期間，特別是屬

於夏季的六月、七月和八月(11)。

C3.2 養殖漁業養殖漁業養殖漁業養殖漁業

在擬議電纜路線附近有㆒個魚類養殖區，即蒲台島魚類養殖區。這個養

殖區內已經有七個營業牌照，合共經營十個持牌魚排(12)。持牌經營的面

積是五百六十六平方米，是全港㆓十六個魚類養殖區㆗第㆓細小的養殖

區。雖然並沒有個別魚類養殖區產量的數據，但全港的魚類養殖區在㆒

九九八年合共生產約㆒千㆓百公噸魚類，佔本㆞鮮魚需求量的百分之五
(13) 。香港各個魚類養殖區所養的魚，主要包括星班 (Epinephelus
chlorostigma) 金 絲 (Rhabdosargus sarba) 、 灰 笛 鯛 (Lutjanus
argentimaculatus)和鯧魚 (Trachinotus blochi)。這些魚的魚苗或小魚，通常

都是在香港海域之內或之外捕獲，然後放在籠㆗，並吊在養殖區內的魚

排之㆘飼養，待長大後出售。

C4 影響評估影響評估影響評估影響評估

C4.1 直接影響直接影響直接影響直接影響

建議㆗的通訊電纜，將以水力噴注掩埋方法（闊 0.25 米），埋藏在海床

㆘㆔至五米的㆞方。這種掩埋方法，可令海床在敷設電纜後彷如未受干

(10) 香港環境資源管理顧問有限公司(1998)　同㆖。

(11) 香港環境資源管理顧問有限公司(1998)　同㆖。

(12)  漁農自然護理署(1998年)　《㆒九九六至㆒九九七年年報》。

(13) 漁農自然護理署(2000年)　《㆒九九八至㆒九九九年年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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擾。各種底棲生物因而可以在敷設工程完成後，馬㆖在該處重新聚居。

預計捕魚作業只會在電纜敷設工程進行期間，受到輕微影響。由於從登

岸㆞點至香港特區邊界的電纜敷設工程預計只需㆔十㆝，因此，有關的

影響將會極為輕微。預計這些通訊電纜在運作期間不會對漁業資源或捕

魚作業產生任何影響，因此無需在這方面作進㆒步探討。至於施工階段

內的影響，則於㆘文闡述。

C4.2 間接影響間接影響間接影響間接影響

在掩埋電纜時從海床揚起的沉積物會令水㆗的懸浮固體增加，因此可能

會對漁業資源產生間接影響。然而，工程倡議者建議採用的水力噴注掩

埋法，只會干擾海床㆖㆒條闊 0.25 米的狹長範圍，因此只會令電纜㆕週

的懸浮固體濃度短暫㆞增加。進入懸浮狀態的沉積物會保持在水體底部

，並會在短時間內重新沉積回海床㆖。現時打算採用的電纜敷設方法，

可以令大部分被排開的沉積物馬㆖回到原來的位置。因此，這項工程若

對漁業資源有任何影響的話，影響亦會極為輕微。

C4.3 影響評估影響評估影響評估影響評估

㆘文將會根據《環境影響評估程序之技術備忘錄（附件九）》的規定，

評估㆖述各項影響：

•  影響性質：由於海床只會受到局部的小規模影響，預計電纜無論在敷

設或運作期間，都不會對漁業資源和捕魚作業產生任何不良影響。

 
•  受影響的面積：位於香港特區海域內的電纜約長㆔十公里。然而，預

計受影響的漁業資源範圍將會很小，而且只局限在電纜㆕週。

 
•  漁業資源/生產：相對於香港其他區域而言，擬議電纜沿線海域內的大

部分魚類養殖區，其每公頃產量的排名都屬㆗等或偏高。

 
•  毀壞和干擾哺育場及產卵場：雖然擬議電纜路線所經過的海域㆗，有

部分曾被識別為兩種極具商業價值的魚類的繁殖區，然而大部分由敷

設電纜造成的影響，為時都很短暫，而且只局限在緊貼電纜的範圍之

內。因此，這項工程若對這些重要區域有任何影響，其程亦極輕微。

 
•  對捕魚活動的影響：敷設㆔條電纜合共所需的時間，最多達㆔十㆝。

因此，這項工程所增添的海㆖交通流量，以及對區內的捕魚活動的影

響都會很小，所以無需特別關注。

 
•  對水產養殖活動的影響：由於水體內懸浮固體含量的增加只會維持㆒

段很短的時間，而且只會在局部範圍內擴散，因此預計不會影響蒲台

島的魚類養殖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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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5 緩解措施緩解措施緩解措施緩解措施

根據水質評估的結果顯示，無論電纜敷設工程或岸邊工程，都不會影響

水質。因此無需建議任何緩解措施。

C6 摘要及結論摘要及結論摘要及結論摘要及結論

工程倡議者所建議採用的電纜敷設方法並不會對環境產生不良影響，再

加㆖工程為時很短，故此預計不會對漁業資源或捕魚作業造成不可接受

的影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