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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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工工工程名稱程名稱程名稱程名稱    

1.1.1 竹篙灣財利船廠之石棉消減工程 

 

1.21.21.21.2    工程目的與性質工程目的與性質工程目的與性質工程目的與性質    

1.2.1 現時位於大嶼山竹篙灣的財利船廠將會進行清拆工程，以便興建香港迪士尼樂

園第一期和有關的基礎設施，包括竹篙灣連接路的竹篙灣段、道路 P2及水上康

樂中心。有關財利船廠清拆工程的環境影響評估研究（環評研究）現時正在進

行中，預計研究報告可於二零零二年中獲得通過，並取得環境許可證。工程倡

議者按照《空氣污染管制條例》的規定，已於二零零一年四月進行一項石棉調

查，並發現該船廠範圍內有含石棉的物料存在。工程倡議者已向環境保護署（環

保署）提交石棉勘察報告和石棉消減計劃書，並於二零零一年七月六日獲得環

保署批准。根據該份石棉勘察報告顯示，在財利船廠內所發現的含石棉物料，

主要是波浪形的水泥瓦頂和電掣箱，均須盡早清除。至於石棉消減工程，雖屬

清拆工程中的重要一環，卻必須在復原工程獲發環境許可證之後才可動工。有

關事項已於二零零一年七月九日在環境咨詢委員會討論，其後各委員沒有提出

反對意見。 

1.2.2 這項工程的目的，是按照石棉勘察報告的建議，盡快清除財利船廠範圍內已知

的含石棉物料。若能早日加以清除，便可避免這些物料在財利船廠清拆工程動

工前被其他非石棉承辦商和訪客無意中觸動到。此外，盡早清除這些物料，亦

可讓其後的拆卸和清除污染工作早日動工，因而亦有利於主題公園計劃，以及

相關的基礎設施工程。按照《空氣污染管制條例》的規定，是項石棉消減工程

須由註冊專業人仕進行；包括註冊石棉承辦負責清除含石棉物料、註冊石棉主

管負責指導石棉清除工序、註冊石棉化驗所負責監測工程進行時的空氣質素及

註冊石棉顧問負責查核和證明完工。這項工程包括下列各個項目： 

(a)  清除竹篙灣財利船廠內所有含石棉的物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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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防止石棉纖維在清除工程中被釋出；  

 

(c) 在清除石棉的工程中監察空氣質素，以便偵測工程區內有否釋出石棉纖維

及 

 

(d)  妥善地收集和處置被清除的含石棉物料。 

 

1.31.31.31.3    工程倡議者名稱工程倡議者名稱工程倡議者名稱工程倡議者名稱    

1.3.1 土木工程署專責事務（工程）部 

 

1.41.41.41.4    工程位工程位工程位工程位置及規模置及規模置及規模置及規模    

1.4.1 財利船廠位於大嶼山竹篙灣的東北岸。它從一九六四年開始經營，直至二零零

一年結束。附近唯一的設施，是現時位於船廠東南面的中華電力有限公司燃氣

渦輪發電廠。圖 1.1 展示了財利船廠的位置。 

1.4.2 財利船廠共有二十五座建築物，佔地由二百至五千平方米不等，散處於共十九

公頃的土地上。圖 1.2展示了是項工程的範圍，以及含石棉屋頂的分佈情況。至

於每座建築物的用途，將於第 4節闡述。 

 

1.51.51.51.5    工程簡介所涉及的指定工程數目及種類工程簡介所涉及的指定工程數目及種類工程簡介所涉及的指定工程數目及種類工程簡介所涉及的指定工程數目及種類    

1.5.1 這項工程是《環境影響評估條例》附表二第二部份第十七項所闡述的指定工程

的其中一部份，有關指定工程亦即屬於一項規模超過一公頃或起重能力超過二

萬公噸的船隻建造或維修設施。 

 

1.61.61.61.6    聯絡人姓名及電話號碼聯絡人姓名及電話號碼聯絡人姓名及電話號碼聯絡人姓名及電話號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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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2    規劃及實施計劃概要規劃及實施計劃概要規劃及實施計劃概要規劃及實施計劃概要    

2.12.12.12.1    概述概述概述概述    

2.1.1 這項工程旨在清除及處置財利船廠範圍內的含石棉物料。盡早清理這些物料，

便可避免日後被該地盤的工人於無意中觸動到，從而令接下來的清拆工程更為

安全和免受石棉的危害。此外，亦有利於主題公園的發展，以及有關的基礎設

施工程的進度。 

2.22.22.22.2    各個有關團體的責任各個有關團體的責任各個有關團體的責任各個有關團體的責任    

2.2.1 土木工程署是整項工程的倡議者，負責監督和管理這項工程。工程倡議者已委

託註冊石棉顧問進行石棉調查，以及監督石棉消減工程。工程倡議者將於稍後

階段委聘註冊石棉承辦商負責進行這項工程。此外，亦會委聘已獲“香港實驗

所認可計劃”認可的註冊石棉實驗所，負責在石棉消減工程進行之前、之中及

之後，監察空氣質素（飄浮於空氣中的石棉纖維數目），務求確保工作環境的安

全。 

 

2.32.32.32.3    工程時間表工程時間表工程時間表工程時間表    

2.3.1 預計石棉消減工程將於二零零一年十二月動工，約於二零零二年初竣工。圖 2.1

展示了工程時間表及其相關之工程。 

 

2.42.42.42.4    與其他工程的互動效果與其他工程的互動效果與其他工程的互動效果與其他工程的互動效果    

2.4.1 在竹篙灣填海區內，將會興建一個大型的國際主題公園，以及相關的發展項目。

下列各項工程，可能會與本工程同期進行： 

• 在竹篙灣內填海約二百九十公頃，並興建約三點三公里海堤、兩個渡輪碼

頭和約一點五公里長的排水明渠； 

• 為財利船廠的土地污染評估而對第二期計劃的地盤進行勘測工作； 

• 竹篙灣基礎設施合約一內其他的工程，包括在財利船廠範圍以外的斜坡建

造、視覺屏蔽及景觀美化工程。 2.4.2 圖 2.2 展示本項目與其他項目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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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3 按本項目之短暫施工時間，有限的物料量和建議的緩減措施，本項目將不會增

加對環境的累積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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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概述概述概述概述    

3.1.1 在進行石棉消減工程時對環境可能造成的各項影響，均摘述於附件Ａ。 

 

3.23.23.23.2    空氣質素空氣質素空氣質素空氣質素    

塵埃 

3.2.1 這項工程可能產生塵埃的工作，包括建築物屋頂的拆除工程、“輕型”機器（例

如柴油發電機和空氣過濾設施）所排放的微粒、泥路上所揚起的塵土，以及處

理物料時所產生的塵埃。然而，由於這項工程規模細小，而且這類“輕型”機

器的使用將非常有限，因此預計空氣質素不會受到不良影響。 

 

3.2.2 雖然工程所帶來的塵埃影響並不顯著，但按其他非《環境影響評估條例》，例如

《空氣污染管制條例》內有關石棉控制工作及建築塵埃的條文規定，以下的緩

解措施是將會實行： 

• 在外露的工地表面、未加鋪築的道路，特別是多塵的地方經常洒水； 

• 載有容易產生塵埃的物品往返工地的車輛，均應以帆布覆蓋所載貨物； 

• 對工地內行走的車輛實施車速管制； 

• 在拆除含石棉的屋頂時，須在建築物的外圍架設至少兩米高的圍板或帆布圍

欄；以及 

• 在被拆除的含石棉屋頂四週，應加設額外的擋風帆布。 

 

石棉纖維 

3.2.3 在清除含石棉物料時，特別是一些易碎的物料時，可能會釋出石棉纖維。根據

《空氣污染管制條例》，清除含石棉物料的工作，必須遵照已獲批准的石棉消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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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劃書進行。這份石棉消減計劃應由一位註冊石棉顧問，依照當時的石棉控制

守則來擬訂，並由環保署核准，而且內容必須足夠地詳細，以便註冊石棉承辦

商能予以遵循。倘若註冊石棉承辦商能夠嚴格實施各項預防措施，並依照適當

的程序來清除含石棉的物料，預計進行消減工程的地區將不會釋出石棉纖維。

此外，在裝設高效微粒空氣濾網後，空氣過濾裝置所排放的氣體亦不會含有塵

埃和石棉。 

 

3.2.4 根據石棉消減計劃，以下的綏解措施是可以控制石棉清除工程中石棉纖維的釋

出： 

• 以雙層聚乙烯布把石棉消減工程區鋪墊妥當，以方便其後的現場清理工作； 

• 把工作區與其附近的所有孔洞和進出口完全隔斷，例如窗、門、窗花、電力

插頭、排氣設施、維修管道等，均以兩層聚乙烯布密封粘牢； 

• 把可移動的物品除污後，搬離石棉消減工程區； 

• 把不可移動的物品除污後，以雙層聚乙烯布覆蓋好，包括地面和牆壁表面； 

• 在需清理的含石棉物料上和在石棉消減工程區內足夠但不過量地洒水，藉以

減少釋放石棉纖維； 

• 盡快把已拆除的含石棉物料包裹好； 

• 若有石棉碎屑產生，應馬上以手提工具將之收集和清除； 

• 不可使用會產生塵埃的工具（例如掃帚）來打掃地盤； 

• 由註冊石棉主管和顧問密切監督工程的進行情況； 

• 在進行石棉消減工程之前、之中和之後，均須監察空氣中的石棉纖維含量，

以確保工作環境的安全。 

 

3.33.33.33.3    氣味氣味氣味氣味    

3.3.1 這項工程不會涉及任何土方工程而釋出泥土內的氣體，因此預計不會造成氣味

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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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3.43.43.4    施工噪音施工噪音施工噪音施工噪音    

3.4.1 在工程進行期間，噪音主要是由柴油發電機、空氣過濾裝置和運走石棉廢物的

貨車所發出。然而，由於工地遠離對噪音敏感的地點，而且工程將不會在《噪

音管制條例》所指的規限時間，即每日由夜間七時至翌日早上七時及假日包括

星期天的全日內進行，因此預計不會造成顯著的噪音影響。 

 

3.53.53.53.5    夜間作業夜間作業夜間作業夜間作業    

3.5.1 現階段並沒有計劃進行任何夜間作業。 

 

3.63.63.63.6    交通需求交通需求交通需求交通需求    

3.6.1 石棉廢物將會由陸路運離工地，並棄置於指定的堆填區。由於工程為時短暫，

預計不會產生顯著的交通需求。 

 

3.73.73.73.7    水質水質水質水質    

工作人員除污用水 

3.7.1 在石棉消減工程地區的進出口將會設置一個有中央氣鎖的除污衛生間，內分

“骯髒”、“沖洗”和“清潔”三個房間，以便工作人員在進行石棉清除工作

後，能清除可能受到的石棉污染。在除污程序中用過的水可能含有石棉，若直

接排進當地的排污渠，便可能影響水質。 

3.7.2 根據《空氣污染管制條例》，石棉控制守則和經環保署批准的石棉消減計劃書均

指定了一些控制除污用水的措施。控制措施包括在除污衛生間內將會設置一個

大小適中的盛水盆，用以盛載除污後的污水。除污衛生間內亦須配備一套高效

微粒空氣過濾系統將除污用水先行過濾，然後才加以排放。如有效地實行上述

的措施，除污用水將不會影響水質。 

 

已受污染徑流 

3.7.3 在拆除含石棉的屋頂後，建築物的內部便可能受到雨水沖洗。倘若雨水接觸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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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受污染的器材、地磚、泥土和瓦礫，便可能形成受污染的徑流。這些徑流亦

可能會把污染物帶出屋外，從而影響地表水和地下水的水質。詳細的緩解措施

建議于第 5節闡述。 

 

3.83.83.83.8    固體廢物固體廢物固體廢物固體廢物    

一般垃圾 

3.8.1 現場工作人員將會產生一般垃圾。然而，這項工程為時短暫，而且規模細小，

預計對一般垃圾的管理不會造成顯著影響。 

 

石棉廢物 

3.8.2 所有被清除的含石棉物料，及其他受石棉污染的物品，包括使用過的高效微粒

空氣濾網、可丟棄的個人防護物品、已用罄的個人保護器材濾匣、過濾除污用

水的組件，以及石棉清除區內的塑料鋪墊等，均會當作石棉廢物處理及棄置。

所有石棉廢物的處理及棄置必須按照《廢物棄置條例》及依從環境食物局所頒

布的《石棉廢物處理、運輸和處置守則》的指引進行。《石棉廢物處理、運輸和

處置守則》對以下的步驟有所規定： 

• 廢物的分類， 

• 由持牌的收集商收集廢物， 

• 廢物的包裝、標簽和處理， 

• 廢物的儲存， 

• 廢物的運輸，及 

• 廢物的棄置。 

 

3.8.3 若未能馬上棄置這些石棉廢物，便會按照《石棉廢物處理、運輸和處置守則》

的規定，把它們暫時存放於一個特定的，上鎖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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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化學廢物 

3.8.4 由於過往船廠的運作，現址可能存在石棉以外的化學廢物，下列各項是其中一

部份： 

• 位於電鍍、陽極電鍍及實驗所中（建築物 15）已棄用的變壓器內懷疑含有多

氯聯苯； 

• 在危險物品倉（建築物 23）內的嗅代三氟甲烷洒水系統； 

• 在金屬鍛壓工場（建築物 12）地上的含重金屬的鑄造廢料； 

• 在鑄造車間（建築物 17）內含重金屬的鑄造砂粒； 

• 在建築物 18後部份冶鋁爐內的剩餘灰燼； 

• 在電鍍工場（建築物 15）地上遺下的化學粉末； 

• 散置於船廠舊址各處的已用罄鉛酸電池，以及 

• 遺下的桶裝油漆、溶劑和潤滑劑。 

 

3.8.5 為避免在石棉消減工程進行中觸動化學廢物，所以應當預早清理在建築物內的

可移動物品，這包括碎屑或沉積物。可移動物品是指在建築物內非結構或非鞏

固在建築結構及地上的所有物品。所有可移動物品，包括碎屑或沈積物應當作

化學廢物處理並須安放於金屬桶內及送往在場一處中央有蓋的地方。廢物不可

混合或於場外棄置。其他不能移動的物品須蓋上厚料聚乙烯布，直至工程完畢。

廢物的運送及儲存應遵從有關的化學廢物規例。所需的防止溢漏措施，工程的

保護，例如個人保護器具，與及其他廢物的適當隔離亦應特別注意。建築物外

的化學廢物將不會觸及。 

 

3.93.93.93.9    足以引致污染的意外風險足以引致污染的意外風險足以引致污染的意外風險足以引致污染的意外風險    

3.9.1 石棉消減計劃已擬定下列緊急程序，以便註冊石棉承辦商在發生緊急事故時加

以實施，藉以減少發生足以造成污染的意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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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石棉碎屑溢漏緊急程序； 

• 火警緊急程序； 

• 意外緊急程序； 

• 黑色暴雨警告或三號或以上風球緊急程序。 

 

3.103.103.103.10    棄土（包括可能已受污染物料）之處置棄土（包括可能已受污染物料）之處置棄土（包括可能已受污染物料）之處置棄土（包括可能已受污染物料）之處置    

3.10.1 這項工程無需進行任何挖掘或土方工程，因此預計不會產生棄土。 

 

3.113.113.113.11    水流或海底沉積物之干擾水流或海底沉積物之干擾水流或海底沉積物之干擾水流或海底沉積物之干擾    

3.11.1 這項工程無需進行任何挖泥或填海工程，因此預計不會影響水流，亦不會揚起

海底的沉積物。 

 

3.123.123.123.12    不悅目的外觀不悅目的外觀不悅目的外觀不悅目的外觀    

3.12.1 由於以下原因，因此預計不會造成顯著的視覺影響。 

• 工地附近並沒有對視覺影響敏感的地點； 

• 這項工程為時短暫；及 

• 臨時石棉廢物儲存地方設於建築物內。 

 

3.133.133.133.13    生態影響生態影響生態影響生態影響    

3.13.1 所有有關石棉消減工程，牽涉物料運送、物料存放和工人活動只限於工程範圍

內進行，因此預計對工程範圍外的已知生態敏感地方，例如望東坑及發現稀有、

受管制及受保護植物的地方，不會造成顯著的生態影響。 

 

3.143.143.143.14    文化遺產文化遺產文化遺產文化遺產    

3.14.1 這項工程無需進行任何挖掘或土方工程，因此預計不會影響古蹟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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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44    附近環境的主要元素附近環境的主要元素附近環境的主要元素附近環境的主要元素    

4.14.14.14.1    對環境影響敏感的地點對環境影響敏感的地點對環境影響敏感的地點對環境影響敏感的地點    

4.1.1 區內現有的對環境影響敏感的地點包括下列各項： 

• 中華電力有限公司燃氣渦輪發電廠，以及 

• 在財利船廠附近工作的地盤工人。 

 

4.24.24.24.2    污染來源污染來源污染來源污染來源    

4.2.1 區內現有的污染來源包括下列各項： 

• 位於財利船廠東南四十五米的中華電力有限公司燃氣渦輪發電廠； 

• 竹篙灣的填海工程，以及 

• 於財利船廠舊址外建造通道。 

 

4.34.34.34.3    工地現時及過去的土地用途工地現時及過去的土地用途工地現時及過去的土地用途工地現時及過去的土地用途    

4.3.1 財利船廠從一九六四至二零零一年期間，在一幅向政府租用的填海土地上經

營，其業務包括建造玻璃纖維或玻璃強化塑料船隻，以及建造金屬船隻（通常

為鋼或鋁），亦為船隻進行維修保養。 

4.3.2 財利船廠所建造的船隻種類繁多，從最小型的小艇，到遠洋遊艇、客運渡輪、

拖船和豪華遊艇都有。至於船隻的維修保養業務，則包括船隻外殼和上層建築

的一般維修、重髹油漆，以及船隻引擎的修理或拆卸翻新。 

4.3.3 土地用途的分類如下： 

• 建築物、工場或辦公室用地佔 30% 

• 玻璃纖維船隻鑄模存放用地佔 15% 

• 一般空地及通道、儲存、起重機、操作、入水滑道和造船空地等佔 55%。 

4.3.4 表 4.1摘述了每座建築物的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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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表表 4.14.14.14.1    建築物用途建築物用途建築物用途建築物用途    

編號編號編號編號    用途用途用途用途    

建築物 1 公司儲物室 

建築物 2 船隻修飾 

建築物 3 船隻修飾及髹油大樓 

建築物 4 玻璃纖維船隻修飾 

建築物 5 製模室、髹油台及鑄模成形大樓 

建築物 6 銲工及金工工場 

建築物 7 噴射清理大樓 

建築物 8 蔭蔽 

建築物 9 消防泵房 

建築物 10 金工工場／船身修飾大樓 

建築物 11 金屬船／金屬板嵌製大樓 

建築物 12 金屬鍛壓大樓 

建築物 13 切割及鑄造棚 

建築物 14 皮革整理、鍍面、陽極電鍍及實驗所儲物室，以及

車輛維修棚 

建築物 15 電鍍、陽極電鍍及實驗所 

建築物 16 公司儲物室 

建築物 17 鑄造車間 

建築物 18 玻璃纖維船身建造工場 

建築物 19 船身鑄造及壓形工場、冶鋁爐 

建築物 20 貨倉 

建築物 21 失臘存放室 

建築物 22 機械室 

建築物 23 保安護衛宿舍 

建築物 24 危險品儲存室 

建築物 25 員工飯堂 

 

 

5555    須納入設計內之環境保護措施及其他環境事宜須納入設計內之環境保護措施及其他環境事宜須納入設計內之環境保護措施及其他環境事宜須納入設計內之環境保護措施及其他環境事宜    

5.15.15.15.1    符合空氣污染管制條例符合空氣污染管制條例符合空氣污染管制條例符合空氣污染管制條例    

5.1.1 在進行建議中的石棉消減工程時，必須符合《空氣污染管制條例》的有關規定。

主要的規定有下列各項： 

• 委聘一名註冊石棉顧問，對含石棉物料存在的地點加以勘察。 

• 向環境保護署提交一份石棉勘察報告和石棉消減計劃，以便審批。 

• 委聘一名註冊石棉承辦商和主管，負責嚴格遵照環保署所核准的石棉消減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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劃，進行石棉清理工作。 

• 委聘一家註冊石棉實驗所，在石棉清理工程進行期間監察空氣質素。 

• 委聘一名註冊石棉顧問，負責監督石棉清理工程的進行情況，並核證工程的

完成。 

5.25.25.25.2    緩解措施緩解措施緩解措施緩解措施    

塵埃 

5.2.1 緩解措施依照《空氣污染管制條例》所規定實行，參照第 3.2.2節。 

 

石棉纖維 

5.2.2 緩解措施依照《空氣污染管制條例》及《工廠及工業經營條例》所規定實行，

參照第 3.2.4節。 

 

工作人員除污用水 

5.2.3 控制措施依照《空氣污染管制條例》所規定實行，參照第 3.7.2節。 

 

已受污染徑流 

5.2.4 一些環境影響緩解措施是可以把受污染的徑流減至最少。註冊石棉顧問須於施

工前向註冊石棉承辦商和地盤工程師詳述避免產生受污染徑流的措施和所負的

責任，石棉消減工程亦應避免在下雨時進行。此外，亦會為已拆除含石棉屋頂

的建築物設置臨時上蓋，所用的臨時上蓋應具備下列特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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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結實的上蓋物料，例如塑膠板等等，足以承受大風及大雨； 

• 整個上蓋應以傾斜的方式裝設，以免積聚雨水； 

• 上蓋物料之間的接駁位置均應以縫合和粘牢，以確保滴水不漏； 

• 每塊上蓋物料均應繫牢於現有的屋頂框架上，並須經常確保其完好無缺。 

 

石棉廢物 

5.2.5 法定要求和控制措施均依照《廢物棄置條例》所規定實行，參照第 3.8.2節。 

 

5.35.35.35.3    各項環境效應的可能嚴重程度、分佈和時限各項環境效應的可能嚴重程度、分佈和時限各項環境效應的可能嚴重程度、分佈和時限各項環境效應的可能嚴重程度、分佈和時限    

短期效應 

5.3.1 第 3 節所闡述的各項潛在環境影響，都只會維持數個月，即從二零零一年十月

至二零零二年初這個暫訂施工期內。因此，有關效應都屬臨時和短暫的。預計

在適當地納入第 5節所述的緩解措施後，這項工程將不會產生不可緩解的影響。 

 

有利的效應 

5.3.2 這項工程將把財利船廠舊址內的所有含石棉物料清除，從而消除了日後該處工

作人員所受到的潛在健康威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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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66    引用已獲通過的環評報告引用已獲通過的環評報告引用已獲通過的環評報告引用已獲通過的環評報告    

6.1.1 在此之前，沒有任何有關這項工程的環評報告被提交或獲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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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AAAA    

潛在環境影響一覽表潛在環境影響一覽表潛在環境影響一覽表潛在環境影響一覽表    

    

這項工程在施工和運作期間產生下列各項環境影響的可能性，均由旁邊的 ! 和" 顯示： 

! 代表預計會產生，而 " 則代表預計不會產生。 

 

• 塵埃〔!〕 

• 石棉纖維〔!〕 

• 氣味〔"〕 

• 多噪音的作業〔"〕 

• 夜間作業〔"〕 

• 產生交通需求〔"〕 

• 污水、排水或已受污染的徑流〔"〕 

• 產生廢物或副產品〔!〕 

• 製造、儲存、使用、處理、運輸或處置危險物品、有害物料或廢物〔!〕 

• 出現足以導致污染或危險的意外之風險〔!〕 

• 處置廢棄物料，包括可能已受污染的物料〔"〕 

• 干擾水流或海底沉積物〔"〕 

• 不悅目的外觀〔"〕 

• 生態影響〔"〕 

• 文化遺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