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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環境影響評估條例》第 5(10)條的規定為獲得豁免的指定
工程項目的實質改變，批准直接申請環境許可證之工程項目簡介 
 
根據《環境影響評估條例》第 5(10)條的規定，本工程項目簡介用以為
由 9號貨櫃碼頭至化學廢物處理中心的臨時海洋污染廢物(1)運送計劃，

申請批准直接申領環境許可證。 

1. 引言 
 
由於 9號貨櫃碼頭發展項目需在化學廢物處理中心對開填海(見圖

1.1a)，該中心部份現有設施(包括海洋污染廢物接收及海洋污染廢物轉
生燃料(2)付運設施、冷卻水系統等)因此會受影響，而需在 9號貨櫃碼頭
新港池內提供相關的新設施。新港池的建築工程將在二零零四年一月前

完成。為了讓 9號貨櫃碼頭承建商可較早拆卸化學廢物處理中心現有的

碼頭及在該處開展填海工程，供建造昂船洲大橋橋墩，所以建議在新港

池及化學廢物處理中心之間的永久設施及接駁喉管建成及啟用之前，實

施一套臨時運送海洋污染廢物及海洋污染廢物轉生燃料的措施。 
 
根據擬實施的臨時運送海洋污染廢物計劃，從船上收集所得的海洋污染

廢物，將泵至缸車再運往化學廢物處理中心；而海洋污染廢物轉生燃料

則循相反途徑運走。擬實施的臨時運送計劃，預計於二零零四年一月開

始運作，為期約六至九個月，直至位於 9號貨櫃碼頭新建的永久海洋污
染廢物接收設施(3)投入服務及獲得環境保護署(簡稱「環保署」)認收為
止。 
 
環保署證實，根據《環境影響評估條例》，本計劃屬於獲豁免的指定工

程項目(即化學廢物處理中心)的實質改變，因此擬實施的計劃須申領環
境許可證。 
 

 
(1)  海洋污染廢物包括海洋污染廢物附件 I及附件 II兩大類別。前者指所有燃油和汽油轉生

物，以及石油、飛機燃油和石腦油等低燃點化合物。後者指海洋污染廢物附件 II所列的

全部有毒物質；該等物質泛指各種有機和無機酸和鹼，以及多種有機化合物。這兩類別

廢物的處理方法並不相同(詳情見附件 B)。 

 
(2)  由海洋污染廢物—附件 I類別回收之燃油。 

 
(3)  根據永久的運送方案，軟喉管會以人手接駁到新港池的相應裝卸點。裝卸點的閘流閥將

依照工作程序以人手開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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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工程項目簡介旨在評估建造及運作擬建臨時運送設施對環境的潛在

影響，以申請批准直接申領環境許可證。 

2. 基本資料 

2.1 工程項目名稱 
 
由 9號貨櫃碼頭至化學廢物處理中心的臨時海洋污染廢物運送計劃 

2.2 工程項目倡議人名稱 
 
現代—中土聯營 

2.3 聯絡人姓名及電話號碼 
 
麥洛嘉先生，副項目總監 
電話：2480 6920 

2.4 工程項目之目的及性質 
 
擬實施的臨時海洋污染廢物運送計劃的目的是在不影響現時安全及具

效益的海洋污染廢物接收服務的情況下，使 9號貨櫃碼頭的填海工程及
化學廢物處理中心的海洋污染廢物接收設施重置工程更有效進行，以縮

短工程的施工期。 

2.5 工程項目的地點 
 
自規劃擬實施的臨時海洋污染廢物接收安排，現代–中土聯營便開始選
址研究，共考慮了六個地點(見附件 A)。現時建議的臨時接收設施地點
在運作及工程各方面都切合要求，為最合適場地。其他地點在地理上各

有不同程度的缺點，因此並非可行選擇。 
 
圖2.5a展示9號貨櫃碼頭新港池的位置及擬實施的臨時海洋污染廢物運
送途徑。有關設施位於 9號貨櫃碼頭南端由填海所得的土地上。 
 
有關設施所在地現時的環境狀況與其他市區工業區無異(見圖 2.5a)，東
面有油庫及化工廠，北面則為 9號貨櫃碼頭。在臨時運送計劃 1公里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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圍內並無現存或規劃中的敏感受體；最接近的敏感受體為香港專業教育

學院宿舍及藍澄灣，但兩者分別距離擬建設施的地點 1.26及 1.4公里。 

2.6 工程項目概覽 
 
本節概述擬實施由 9 號貨櫃碼頭至化學廢物處理中心的臨時海洋污染
廢物運送計劃的施工和運作。 

2.6.1 施工階段 
 
9號貨櫃碼頭新港池內的臨時海洋污染廢物接收設施 
 
圖2.6a展示位於9號貨櫃碼頭新港池內的擬建臨時海洋污染廢物接收設
施的規劃示意圖。該設施將在現時已填海的土地上建造，故無需進行地

盤平整工程。擬建的主要設施包括： 

• 一個可同時容納七輛符合國際標準化組織貨櫃(ISO)的缸車(見圖 2.6b)
的起卸站，設有污物收集坑、污物泵及上蓋； 

 
• 一個具防漏及接收措施的管道系統，連接 ISO 缸車起卸站和兩個收
集躉船碇泊位，及躉船間的連接管道(這系統與現時化學廢物處理中
心海洋污染廢物接收設施類同)； 

 
• 碼頭、起卸及作業區的混凝土地台； 
 

• 一套臨時消防系統； 
 

• 兩個微動流量計； 
 

• 一個供輸送海洋污染廢物轉生燃料往躉船的螺旋泵； 
 

• 一套臨時壓縮空氣系統及瓶裝氮氣供清除管道內物料、水管及臨時洗
手間；及 

 
• 一條連接新港池及化學廢物處理中心並鋪上瀝青路面的臨時道路(1)。 

 
(1)  此臨時道路會建於 9號貨櫃碼頭工地範圍內。 



由 9 號貨櫃碼頭至化學廢物處理中心的  
臨時海洋污染廢物運送計劃  

 

香港環境資源管理顧問有限公司 現代—中土聯營 

4 

化學廢物處理中心 
 
化學廢物處理中心將進行小規模改裝工程(見圖 2.6c)，包括： 

• 建造一個可同時容納三輛 ISO缸車的起卸站，設有污物收集坑、污
物泵及上蓋； 

 
• 設置兩個螺旋泵； 
 
• 把兩個流量計從現時碼頭遷移至 ISO缸車起卸站； 
 
• 鋪設管道系統，把海洋污染廢物從 ISO缸車送至現有位於化學廢物
處理中心內的儲存缸；以及 

 
• 將蒸氣加熱器(1)移至儲存缸的入口。 

2.6.2 運作階段 
 
擬實施的臨時海洋污染廢物運送計劃，包括位於新港池的接收設施將由

現時負責營運化學廢物處理中心的衡和化學廢料有限公司，為現代—中

土聯營集團運作。臨時海洋污染廢物的接收及運送將每星期運作七日，

每日最少運作 16小時(由上午 7時至晚上 11時(2))。在開放時間內，將
會有化學廢物處理中心的人員當值；環保署督察亦會在場負責管制廢物

接收事宜及作出批核；此設施將有保安員全日駐守。海洋污染廢物收集

躉船停泊期間，收集躉船的船員會在船上候命。 
 
海洋污染廢物會泵上付載量大約為 18立方米的專用 ISO缸車(包括拖頭
及拖架連油缸)，然後運往化學廢物處理中心。 
 
此外，化學廢物處理中心接收的海洋污染廢物轉生燃料亦會以 ISO缸車
運往臨時接收設施。在此計劃中，將有足夠數量的 ISO油缸和拖頭用於
運送海洋污染廢物及海洋污染廢物轉生燃料，。此等 ISO缸車將在化學
廢物處理中心廠界新建的起卸區卸下廢物。 
 

 
(1)  這是化學廢物處理中心現有的操作程序的一部分。 
(2)  如有需要而又獲得環保署批准，臨時運送系統會每日二十四小時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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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時廢物接收設施亦會接收少量桶裝(1)化學廢物。該等廢物通常來自離

島，故無法安排陸路運送。 
 
有小量海洋污染廢物(少於整體運送量的 10%)，將會由其他持牌海上收
集商運送到臨時設施。這些廢物將會根據衡和躉船採用的一般程序來處

理。 
 
圖 2.6d展示接收和運送海洋污染廢物的程序。圖 2.5a展示 ISO缸車來
往臨時接收設施及化學廢物處理中心的行車路線；來回約需一小時十五

分鐘(2)。根據現有的缸車數目，估計在任何時間都只會有極少數目的缸

車在上述兩個地點之間行走。  
 
表 2.6a展示估計臨時接收設施處理廢物的數量。 
 

表 2.6a 臨時接收設施處理廢物的數量 
 

 自臨時接收設施送

至化學廢物處理中

心的海洋污染廢

物–附件 I 類別 

自化學廢物處理

中心送至臨時接

收設施的海洋污

染廢物轉生燃料 

自臨時接收設施

送至化學廢物處

理中心的海洋污

染廢物–附件 II 
類別或化學廢物 

合計/ 
最高數量 

平均數量 
(每月噸數) 

3,800 1,500 16 5,300 

平均運送日數

(每月日數) 
30 8 2至 3 30 

平均運送數量

(每日噸數) 
127 188 8 315 

平均運送次數

(每日出車次
數) 

8 11 2 21 

註: 
(a) ISO油缸的需求：八個 ISO油缸(淨容量 18立方米)放置於 20呎長拖架上 
(b) 拖頭的需求：兩輛拖頭來往臨時接收設施及化學廢物處理中心 
(c) 海洋污染廢物–附件 II類別：大量，每年以船隻運送 2至 3次, 每次大約 50噸 
(d) 海洋污染廢物–附件 II類別：桶裝，每月以船隻運送 2至 3次，每月大約 16噸 
(e) 由船隻收集的化學廢物：桶裝，每月以船隻運送 2至 3次，每月大約 16噸 
(f) 海洋污染廢物–附件 I 類別(易燃)：大量，每年以船隻運送 2至 3次 
(g) 化學廢物處理中心適用於運載易燃物料的化學廢物收集缸車(非 ISO 缸車)的淨載重量
為每車 6噸 

(h) 化學廢物處理中心適用於運載化學廢物的收集車的淨載重量為每車 6噸 
(i) 假設海洋污染廢物或海洋污染廢物轉生燃料的平均密度為每立方 0.97噸 

 
(1)  由衡和躉船及其承辦商之躉船收集得來。 
(2)  包括在新港池及化學廢物處理中心裝卸海洋污染廢物的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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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計劃的時間表 
 
擬建的臨時海洋污染廢物接收設施屬於 9 號貨櫃碼頭發展項目的一部
份；主要工程的完工日期如下： 
 
地盤開拓及安裝設施                          2003年 12月 
改建化學廢物處理中心                        2003年 12月 
臨時運送設施啟用                            2004年 1月至 3月 
9 號貨櫃碼頭新港池內的新建永久接收設施啟用  2004年 6月至 9月 
及臨時設施停止運作 

2.8 擬議的增補、改良及修改工程 
 
建議實施的臨時運送計劃涉及在上述地點建造一條臨時道路及新港池

內的臨時海洋污染廢物接收設施(見第 2.5 節)，以及在化學廢物處理中
心現址進行小規模改建工程。附件 B概述化學廢物處理中心碼頭現有的
海洋污染廢物接收及運送程序，提供更多補充資料。 
 
表 2.8a 比較現有化學廢物處理中心的運送方法與擬實施的臨時運送計
劃的異同。比較顯示，化學廢物處理中心接收海洋污染廢物的操作和處

理廢物量並無改變；最大分別為新港池內接收海洋污染廢物的設施及其

後在接收地點與化學廢物處理中心之間運送廢物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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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8a 比較現有及臨時海洋污染廢物接收設施 
 

 現有設施 擬建的臨時設施 

收集海洋污染廢物的方法 由躉船自各船隻收集 由躉船自各船隻收集 
   
接收地點 化學廢物處理中心現有泊位 9 號貨櫃碼頭內新港池擬建

的臨時接收設施(見第 2.5
節) 

   
運送廢物的方式   
   
- 海洋污染廢物 – 附件 I
類別 

管道輸送。   
以 4條 70至 100米長的地面
管道，從收集躉船輸送到化學

廢物處理中心的儲存設施。 

陸路運送。   
廢物從收集躉船泵上缸車，

然後運往化學廢物處理中心

的儲存設施。 
   
- 海洋污染廢物– 附件 I 
類別(易燃) 

大量 
管道輸送 
從收集躉船輸送到化學廢物

處理中心的儲存設施 

大量 
陸路運送   
從收集躉船泵上危險品缸車

(與化學廢物處理中心現正
用於接收易燃化學廢物的車

輛同類)，然後運往化學廢物
處理中心。 

- 海洋污染廢物 – 附件 II
類別 

 
- 接收躉船自離島運來的
桶裝化學廢物 

桶裝 
以吊機把桶裝廢物從收集躉

船卸下現有的碼頭 
 
 

桶裝 
以吊機把桶裝廢物從收集躉

船卸下到臨時接收設施的碼

頭，然後以危險品貨車送到

化學廢物處理中心 
   
- 海洋污染廢物轉生燃料 海路運送   

用躉船把燃料自化學廢物處

理中心儲存設施送到各用家。 

海陸兩路運送 
用缸車把燃料從化學廢物處

理中心儲存設施運往臨時接

收設施，然後用躉船運送到

各用家。 
   
處理廢物量  見表 2.6a  與現有設施相同 

3. 對環境可能造成的影響 
 
表 3.1a列出擬實施的運送計劃在施工及運作期內對環境的潛在影響。主
要影響包括水質污染、土地污染、以及起卸和運送海洋污染廢物期間發

生洩漏事故對人體生命的危害。 
 
不過，如建議的環境污染管制措施執行得宜，臨時接收設施的運作預計

不會破壞環境。由於化學廢物處理中心須遵守合約，加上環保署監管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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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其運作一向符合嚴格的環境和安全標準。因此，預料建議的污染管

制措施將有效。    

表 3.1a  可能造成環境影響的項目 
 
可能的影響  施工階段 運作階段 
氣體排放    
塵埃    
氣味   
噪音   
夜間運作   
海陸交通   
污水排放或受污染的徑流   
廢物或副產物的產生   
製造、儲存、使用、處理、運送或棄置危險品、有害物質或

廢物 
  

洩漏風險   
堆填區沼氣危險   
棄土及有關廢物，包括潛在有害物質   
干擾水流和海底沉積物   
破壞景觀    
文化古蹟    
陸地生態    
海洋生態    
累積影響   
附註： 

  = 可能發生 
 

  = 預料不會發生 

4. 空氣質素 

4.1.1 氣體排放 
 
施工階段 — 建築機械排放的氣體可能影響空氣質素。不過，基於工程
規模較小，性質簡單，所需的建築機械不多。因此預料建築工程對最接

近化學廢物處理中心的易受空氣污染影響的地方(亦即距離臨時道路 60
米外的華潤油庫辦公室)不會構成空氣質素影響。 
 
運作階段 — 將海洋污染廢物及海洋污染廢物轉生燃料裝上 ISO 缸車
期間，可能會有揮發性有機化合物由頂部的缸口散發，引起氣味及空氣

質素影響。不過，因為大部份(超過 90%)的海洋污染廢物都是高燃點
(99%的情況下高於攝氏 100 度)的海洋污染廢物—附件 I 類別而海洋污
染廢物轉生燃料也是高燃點的物料，所以在裝料過程中的大氣排放極為

輕微。由於最接近的易受空氣污染影響的地方(即華潤油庫辦公室)距離
化學廢物處理中心裝卸點約 100米，或距離位於新港池的臨時接收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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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0米，故此預料裝料操作並會引起不良的氣味及空氣質素影響。 
 
每天由臨時接收設施運往化學廢物處理中心的海洋污染廢物及海洋污

染廢物轉生燃料約有 315立方米；以每輛 ISO缸車的容量為 18立方米
計算，每日約只有 21 架次來往兩個地點，運送海洋污染廢物及海洋污
染廢物轉生燃料。每日的行車里數約為 20公里，故此由 ISO缸車排放
的廢氣量將微乎其微。 

4.1.2 塵埃 
 
施工階段 — 擬實施的運送計劃不需任何地盤平整工程；建造臨時道路
及接收設施亦不涉及大規模的土方工程，預計不會造成施工塵埃影響。 
 
運作階段 — 主要作業區地面及臨時道路的表面均鋪上混凝土或瀝
青，操作程序亦不會產生塵埃，預計不會對已確認易受空氣污染影響的

地方造成塵埃影響。 

4.1.3 氣味 
 
施工階段 — 施工期間並無釋出氣味的來源，預計不會造成氣味的滋
擾。 
 
運作階段 — 如第 4.1.1 節所述，擬實施的運送計劃運作期間預計不會
造成氣味的滋擾。 

5. 噪音 
 
施工階段 — 建築機械可能產生噪音。不過，基於工程規模較小，性質
簡單，所需的建築機械不多。再者，地盤界線 1公里範圍以內並無易受
噪音影響的地方，預計工程不會造成噪音影響。 
 
運作階段 — 預計海洋污染廢物的接收及運送不會造成噪音影響。由
ISO缸車(每日最多 21架次)所產生的交通噪音，與背景工業區的噪音相
比實在微不足道；而且附近並無易受噪音影響的地方，故預計不會造成

噪音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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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夜間運作 
 
施工階段 — 地盤晚間預期不會施工。 
 
運作階段 —海洋污染廢物在正常情況下只會由上午 7時至晚上 11時由
新港池接收再運往化學廢物處理中心。不過，假若獲得環保署批准，運

送海洋污染廢物的操作可能會二十四小時進行。由於在 1公里範圍內並
無易受噪音影響的地方，所以預計在晚間的操作亦不會造成噪音影響。 
 
此外，擬建設施的地點毗鄰 9號貨櫃碼頭及其他工業設施，與易受景觀
影響的地方距離甚遠，預計設施在夜間運作亦不會影響景觀。 

7. 海陸交通 
 
預計每日有 2至 3艘躉船把海洋污染廢物運送到新港池內的擬建臨時接
收設施。由於收集躉船會將廢物送往新港池(與永久方案一樣)，所以海
上交通的安排與永久方案的一樣，因此預計擬實施臨時運送計劃不會對

海上交通構成影響。 
 
臨時運送計劃中每日最多只有 21 輛缸車把海洋污染廢物自擬建臨時接
收設施運送到化學廢物處理中心，以及把海洋污染廢物轉生燃料運往接

收設施。由於行車路線並非公眾道路，交通流量亦低，因此預料以陸路

運送海洋污染廢物和海洋污染廢物轉生燃料不會對當地道路交通構成

影響。 
 
每日大約會有一至兩架次的海洋污染廢物—附件 II 類別或化學廢物需
由臨時接收設施經道路運送往化學廢物處理中心。運載此等物料的缸車

或貨車會在臨時道路上行走，然後駛上一段(約 500米長)公共道路，經
化學廢物處理中心的正門進入該中心。由於每日貨車流量低，而青衣路

的容量相對高，所以預期不會對青衣路造成不良的交通影響。 

8. 水質 
 
施工階段 — 除了永久方案中所需進行的海上工程以外，擬實施的運送
計劃並不需要進行額外的海上或填海工程。附近易受水質污染影響的地

方包括藍巴勒海峽、化學廢物處理中心的冷卻水入口及位於 9號貨櫃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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頭以北供青衣污水處理廠使用的冷卻水入口。由於擬實施的計劃毋須進

行地盤平整工程，施工期內由表面徑流中懸浮固體產生的水質影響將極

之輕微。預料一般的表面徑流控制措施(如設置隔沙器)已足以預防地盤
排放含沙泥的徑流。 
 
工地內將有流動廁所，而污水將會定期由專門承辦商收集，送往渠務署

指定的污水處理廠處置。 
 
運作階段 — 起卸海洋污染廢物或海洋污染廢物轉生燃料的過程中可
能發生洩漏。不論接收設施在何處，廢物起卸程序實際上大同小異。化

學廢物處理中心現有接收設施的設計及管理程序已證明能有效防止洩

漏事故，相同的措施亦將用於臨時接收設施。 
 
海洋污染廢物及海洋污染廢物轉生燃料的裝卸將在鋪上混凝土地面的

起卸處進行，所有工序均會由化學廢物處理中心人員操作，並且有流量

操控儀器嚴密監察。該處收集得的污水或油污將會運往化學廢物處理中

心處理。以上措施應可有效防止洩漏的物料排到海中。 
 
海洋污染廢物將會經一條鋪上瀝青的專用道路(見圖 8.1a)運送。在運送
廢物期間，將實施工地保安措施以防止未授權車輛使用該臨時道路。路

旁會裝置臨時圍欄以防止 9號貨櫃碼頭的建築車輛駛上該臨時道路。假
如 9號貨櫃碼頭的車輛需使用該路，衡和將會暫停運送海洋污染廢物，
讓 9號貨櫃碼頭的車輛使用該路。由於海洋污染廢物運送計劃引起的交
通流量低，而在任何時間都只有一至兩輛貨車會使用該路線，故此由交

通意外引致洩漏的機會甚微。為了再進一步減低從 ISO缸車洩漏海洋污
染廢物或海洋污染廢物轉生燃料的可能，在 ISO油缸的入口管道會使用
雙重閘流閥。衡和職員會定時檢視臨時道路以確定缸車沒有滴漏。再

者，在路面較低的一邊會設有一條底層鋪有雙層防滲膠布的集水道，集

水道內會放置 300 毫米深的沙粒，使漏出的海洋污染廢物不能到處流
動。受污染的沙粒會掘出再送往化學廢物處理中心作熱處理。上述措施

預期可足以防止受污染的地面徑流排到海中。 

工地內將有流動廁所，而污水將會定期由專門承辦商收集，送往渠務署

指定的污水處理廠處置。由臨時接收設施收集得的受污染地面徑流和淋

浴產生的污水將儲存於蓄水池，隨後運送到化學廢物處理中心處置。 
 
假如執行建議的緩解措施(見第 16節)，臨時運送計劃預料不會影響海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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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質。 

9. 生態 
 
除了永久方案中所需進行的海上工程以外，擬實施的運送計劃並不需要

進行額外的海上工程。擬建的臨時接收設施位於填海土地上，附近亦無

易受海洋生態影響的地方，有關設施預計不會影響陸地或海洋生態。 

10. 文化古蹟 
 
擬建的臨時接收設施位於填海所得土地上，預計不會影響文化古蹟。 

11. 視覺及景觀 
 
擬建的臨時接收設施位於工業區，而設施本身沒有大型結構，因此不會

對遠處的敏感受體造成視覺侵擾。由於設施的建造和運作為期大約只有

六至九個月，因此預料對景觀和視覺造成的影響實在微不足道。 

12. 廢物管理 
 
施工階段 — 由於擬建設施毋須進行大規模的土木工程，施工期內產生
的拆建物料將有限。此外，工程性質簡單，產生的一般垃圾預計不多(約
5噸)，其中包括建築物料的包裝和木質板模等。過剩(估計不逾 10立方
米)的惰性拆建物料並將與一般垃圾分開並用作公眾填料。填料將運往
公眾填土區或公眾填料躉船轉運站。只有少量填料和一般垃圾須分別運

往公眾填土區及堆填區棄置，預計不會影響這些設施的運作及環境。 
 
運作階段 — 擬建接收設施每日產生的固體廢物極少，估計只有 1至 2
千克。洩漏的油污將流進污物收集坑，然後運往化學廢物處理中心處理

及棄置，預計不會影響環境。 

13. 土地污染 
 
施工階段 — 預計不會有土地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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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作階段 — 所有主要作業區鋪上混凝土地面，防止洩漏的海洋污染廢
物滲入泥土。如發生意外或洩漏事故，起卸海洋污染廢物可能導致土地

污染。發生洩漏事故的高危地點為起卸站，而該處亦會鋪上混凝土地

面。起卸廢物的工序會由曾受訓練的化學廢物處理中心人員進行，並且

會以流量流量操控儀器嚴密監察。如發生事故，他們將立即處理洩漏的

廢物，並停止起卸泵機操作。洩漏的廢物會由排水管接收，然後排放至

污物收集坑。收集的污水將泵走及運往化學廢物處理中心處理。一如化

學廢物處理中心的現有設施，所有日常處理廢物起卸站的地下均鋪設防

滲漏層，防止發生洩漏事故時污染土地。 
 
運送廢物的道路會鋪上瀝青路面，而在運送海洋污染廢物期間，亦只會

有 ISO缸車使用該道路。基於該道路使用頻率低，而且在任何時段都只
有一至兩輛缸車使用該路線，故此因交通意外而引致洩漏的機會甚微。

為了再進一步減低從 ISO 缸車洩漏海洋污染廢物或海洋污染廢物轉生
燃料的可能，在 ISO油缸的入口管道會使用雙重閘流閥。衡和職員會定
時檢視臨時道路以確定缸車沒有滴漏。再者，在路面較低的一邊會設有

一條底層鋪有防滲膠布的集水道，集水道內會放置 300毫米深的沙粒，
使漏出的海洋污染廢物不能到處流動。受污染的沙粒會掘出再送往化學

廢物處理中心作熱處理。除了上述措施，如在運送廢物時發生洩漏事

故，化學廢物處理中心的職員將執行緊急應變計劃(見附件 D)，採取所
需的環境保護措施，盡量減少所洩漏的廢物。基於各種嚴格的預防措

施，在運送海洋污染廢物期間發生洩漏事故的機會相信不大。由於運送

海洋污染廢物而引致土地污染的可能亦甚低。 

14. 人體生命的危害 
 
有關新港池擬建臨時接收設施的運作及將海洋污染廢物—附件 I類別經
由工地內專用道路運送到化學廢物處理中心的定量風險評估已完成。至

於海洋污染廢物—附件 I(易燃)類別、附件 II類別及化學廢物則會用化
學廢物處理中心現有的化學廢物收集缸車或貨車，經臨時道路及一小段

(大約 500米長)公共道路，由臨時接收設施送到化學廢物處理中心。評
估範圍也包括將海洋污染廢物轉生燃料從化學廢物處理中心運送到擬

建的臨時接收設施。 
 
由於擬實施的臨時運送計劃將會使用 9號貨櫃碼頭的新港池，因此就著
運送海洋污染廢物而引起收集躉船碰撞的情況而言，與已獲批准的永久

方案比較，並無額外的風險。特別建造的新港池亦會減低大浪引致收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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躉船受其他船隻撞擊或躉船撞擊碇泊處的風險。有關政府部門亦已接受

新港池碇泊收集躉船的安排。與碇泊處操作相關的主要危險是由於裝卸

用的軟喉管或固定管道發生故障，而導致洩漏與火警。然而由於海洋污

染廢物—附件 I類別及附件 II類別著火的可能性不大，操作程序亦有高
度監控以防止洩漏，預計發生這類事件的可能性相當低，後果亦不會嚴

重。因此，根據《香港風險指引》，這些操作構成的風險可以接受。儘

管海洋污染廢物—附件 I類別(易燃廢物)燃燒的可能性略高，但一年之
內極少操作會涉及此類物料，故此有關風險亦屬可接受。 
 
與道路運輸有關的主要風險，在於化學廢物收集缸車 (用於運送海洋污
染廢物—附件 I (易燃廢物)/附件 II類別) 在公共道路上發生交通意外
後而引致破裂或漏出所運載的廢物。由於缸車破裂而有少量廢物洩漏到

路面，繼而引發火災的頻率十分低(低於每年 1 x 10-9次)，相關的風險因
此在可接受範圍內。 
 
躉船碇泊處的操作及往返化學廢物處理中心運輸作業所構成的最高個

人風險低於每年 1 x 10-5 的水平；而事件頻率低於每年 1 x 10-9的群體

風險亦屬可接受的水平。 
 
根據《環境影響評估條例技術備忘錄》的準則，是項評估認為躉船碇泊

處的操作及往返化學廢物處理中心運輸作業所構成的風險是可以接受

的。 
 
有關風險評估詳載於附件 C。 

15. 累積影響 
 
臨時運送計劃實施期間，9號貨櫃碼頭的填海工程及設施建造工程將同
時進行。9號貨櫃碼頭的建築工程包括填海、設施鋪設、建造永久的海
洋污染廢物輸送設施(如內部道路及海水泵站)及清拆現有的化學廢物處
理中心碼頭。與上述建築工程相關的環境影響已在《青衣東南港口發展

規劃及 9號貨櫃碼頭工程可行性研究》內的環評研究加以考慮。該環評
研究的結論顯示建造 9號貨櫃碼頭不會造成不良的環境影響。 
 
塵埃：擬實施的運送計劃施工期間不需進行大規模的工地平整工程，因

而預期不會有累積的建築塵埃影響。由於臨時運送計劃會在鋪有瀝青路

面的道路上進行，而且海洋污染廢物會在一個密封系統內運送，所以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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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不會有累積的塵埃影響。 

噪音：在項目比鄰並無易受噪音影響的地方，運送計劃每日的車輛流量

亦只有 21架次，故此預期不會有累積噪音影響。 
 
水質：如發生海洋污染廢物洩漏的情況，受污染的表面徑流會由臨時道

路旁集水道的沙層或新港池的接收設施的污物收集坑吸收儲存，再送往

化學廢物處理中心處理。因此預期不會有累積水質影響。 
 
廢物：臨時運送計劃的操作只會產生極少量固體廢物，因而預料不會有

固體廢物管理方面的累積影響。 

16. 緩解措施 
 
根據上文第 4至 14 節，如執行良好的工地管理守則和緩解措施可確保
擬實施的臨時海洋污染廢物運送計劃不會對環境造成不良影響。 
 
施工階段 
 

• 所有瓦礫及物料須在有蓋的瓦礫接收處儲存及蓋好。施工人員亦須按
照《空氣污染管制條例》採取減少塵埃的措施，例如在路面及塵土飛

揚的地方灑水、用帆布把貨車車斗蓋好，以及管制傾倒填料的高度。 
 
• 公眾填料和一般垃圾須分開處理和儲存。廢物在地盤內須妥善儲存。
司機須蓋好貨車車斗或使用密封容器運送廢物，盡量減少垃圾及塵埃

隨風飛揚的情況。所有廢物須在特許地點棄置；如有需要，須根據《廢

物處理條例》向當局申領牌照。 
 

• 在施工階段排放的污水須符合專業人士環保事務諮詢委員會專業守
則 PN 1/94《建築工地排水》的要求，以及根據《水污染管制條例》
而發出的《技術備忘錄：排放入排水及排污系統、內陸及海岸區域的

流出物的標準》的規定。 
 
運作階段 
 

• 與化學廢物處理中心的現有操作一樣，ISO缸車的起卸操作須在有上
蓋的地點進行，起卸站並應設置排水渠和污物收集坑。起卸站地面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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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不滲漏物料鋪設，防止發生洩漏事故時污染土地。 
 

• 起卸廢物的程序須由曾受訓的化學廢物處理中心人員嚴格監督，減少
發生事故的機會。如發生洩漏意外，中心職員將執行緊急應變計劃(見
附件 D)，控制受意外影響的範圍，減少對海洋環境的影響。如洩漏
事故發生﹕ 

 
(a) 在有上蓋的起卸站﹕洩漏的廢物會流進排水渠和污物收集坑﹔

收集得的污物將用 ISO缸車運往化學廢物處理中心處理。  
 
(b) 在運送期間﹕執行緊急應變計劃中的環境保護措施，盡量減少廢

物洩漏到外界環境。  

17. 曾參考的其他環境評估報告 
 
標題： 《青衣東南港口發展規劃及 9 號貨櫃碼頭工程可行性研

究》 
 
參考編號： EIA-005/BC 
 
環評批核時間： 環評報告在一九九八年四月一日前批核，已列入環境影

響評估條例登記冊中 
 
批核人員： 環境保護署署長 
 
考慮的環境問題： 一般 



 

附件 A 

選址   

 



香港環境資源管理顧問有限公司  現代—中土聯營 

A - 1 

A1 引言 
 

二零零一年十月十日，現代建設株式會社與衡和人員乘船圍繞青衣/葵涌航行一周，視察臨時海洋污染廢物接收設施的潛在選
址。當時共確定五個潛在選址，其位置示於圖 A.1a。其後再加上 9號貨櫃碼頭新港池。這些潛在選址的特徵撮述於表 A1.1a. 

 
表 A1.1a 擬建的臨時海洋污染廢物接收設施選址 

        
選址 特徵    評語 

1. 青衣 46號地段，鄰近
中華電力公司的垂直

海堤 

• 海事處已經指出海堤西端的水深不足 

• 貨車進出場地方便 

• 吹南風時的巨浪沖擊可能影響海洋污染廢物接收設施的安全運作 

因水深欠佳而不適合。 

 

將此場地撥給臨時海洋污染廢物接收設施可能會阻

止其他船隻使用者使用場地的剩餘地方。 

2.  友聯船塢 • 水深理想 

• 貨車通道尚可 

難以與其他使用者共用。 

3. 香港聯合船塢 • 水深理想 

• 陸地一方有大量活動進行，可能影響貨車進出躉船碇泊處 

 

因場地有大量活動進行，可能影響貨車進出而不適

合。 

4. 空置的政府躉船卸貨
處，曾在興建青馬大橋

時使用 

• 水深尚好 

• 陸地一方有大片棄置空地，但自青馬大橋建成後貨車進出不便。可能需要

較長時間才能解決此問題 

因貨車進出不便而不適合。 

5. 分區地政處的海堤及
環境保護署在葵涌的

場地 

• 水深尚可 

• 位於船隻來往頻繁的藍巴勒海峽岸邊 

• 需要利用分區地政處的海堤及環境保護署的場地 

• 貨車進出方便 

因場地可用時間太短而不適合。 

6. 9號貨櫃碼頭永久港池 • 水深理想 

• 鄰近化學廢物處理中心 

• 可經 9號貨櫃碼頭內一條專用通道往返化學廢物處理中心 

有最可取的運作特徴，為最合適的場地。 



 

附件 B 

海洋污染廢物運送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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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1.1  背景資料 
 
目前有以下作業於化學廢物處理中心進行。在 9號貨櫃碼頭填海工
程竣工後，需要重新安排現有設施，令這些程序得以安全和有效率地

持續進行： 
 
• 將海洋污染廢物從躉船卸到化學廢物處理中心的儲存缸內；及 
• 將海洋污染廢物轉生燃料從化學廢物處理中心的儲存缸裝載上躉
船。 

 
海洋污染廢物 
 
海洋污染廢物收集服務是為進入香港特別行政區海港的船隻而設。收

集得來的海洋污染廢物的數量與性質常有差異。儘管化學廢物處理中

心的處理能力固定而且有限，但經常保持最大的靈活性及收集/儲存
能力被是一種審慎的做法。 
 
根據法規、健康與安全及作業要求，海洋污染廢物分開處理方法須用

於： 
 
• 海洋污染廢物—附件 I類別。這包括所有石油轉生物，及低燃點
化合物，如汽油、飛機燃料與石腦油。 

 
• 海洋污染廢物—附件 II類別。這包括海洋污染廢物規例附件 II之
附錄 II所列全部有毒物質，並可以歸納為多種有機和無機酸、鹼
及各種有機化合物。 

 
化學廢物處理中心原則上不收集易燃海洋污染廢物—附件 I類別，並
將這點通知有關船東或船隻代理。將海洋污染廢物—附件 I類別從船
隻裝運時，化學廢物處理中心將會監測易燃物質，以確定裝運的物料

中沒有這類物質。不過，有時會發現裝卸中的海洋污染廢物—附件 I
類別屬於易燃物質。出現這種情況時，裝卸會立即停止，操作人員同

時會將裝有易燃廢物的躉船油缸分隔。易燃海洋污染廢物—附件 I
類別將分開卸下，並作化學廢物(以焚化方式)分開處理。 
 
在臨時海洋污染廢物接收設施，易燃海洋污染廢物—附件 I類別亦會
當作化學廢物分開處理。這些廢料將被直接從躉船裝上化學廢物處理

中心適合運送易燃物料的化學廢物收集缸車(而非 ISO缸車)，再運往
該中心。這些缸車將於化學廢物處理中心現有的易燃廢物卸貨處(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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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 ISO缸車的卸貨處，亦即和現有的安排一樣)卸貨。 
 
海洋污染廢物總處理能力估計為： 
 
• 平均量： 每月約 3,800公噸或每日約 127公噸。 
 
海洋污染廢物轉生燃料 
 
循環再造(回收)的廢油每月約有八次分批由躉船從化學廢物處理中
心定期運往用家。 
 
• 平均量：  每月約 1,500立方米                                      

 
B1.2   現行計劃 

 
海洋污染廢物及海洋污染廢物轉生燃料在現有躉船碇泊處與化學廢

物處理中心儲存缸之間的運輸主要依靠四條地面管道。下列廢物種類

各有一條獨立管道輸送： 
 
• 油質廢物； 
• 有機廢物； 
• 酸性廢物；及 
• 鹼性廢物。 
 
這些管道的長度從 70米到 100米不等。接收與裝卸操作在化學廢物
處理中心的邊界進行。海洋污染廢物會由躉船上的泵(如有需要，再
通過碇泊處的熱交換器)輸入化學廢物處理中心的接收與儲存缸內。 

 



 

附件 C 

風險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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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1.1 背景資料 

 

現代—中土聯營建議實施一套臨時海洋污染廢物運送計劃，在 9號貨

櫃碼頭新港池內的臨時接收設施(1)和化學廢物處理中心之間運送海

洋污染廢物。從船隻收集所得的海洋污染廢物將送往臨時接收設施，

由收集躉船經軟喉管及固定管道泵到 ISO缸車，再經道路運往化學

廢物處理中心。擬建的臨時接收設施預計於二零零四年一月開始運

作，為期六至九個月，直至位於 9號貨櫃碼頭海港新港池及化學廢物

處理中心之間的永久海洋污染廢物接收設施(該設施為一管道系統)

投入服務為止。 

 

 

C1.2 海洋污染廢物 

 

海洋污染廢物—附件 I類別包括所有石油衍生物及低燃點化合物，如

汽油、飛機燃料與石腦油。海洋污染廢物—附件 II類別包括海洋污

染廢物規例附件 II之所列全部有毒物質，並可以歸納為各種有機和

無機酸和鹼及各種有機化合物。這兩類別廢物的處理方法並不相同。 

 

化學廢物處理中心原則上不收集易燃的海洋污染廢物—附件 I類

別，並將這點通知有關船東或船隻代理。將海洋污染廢物—附件 I

類別從船隻裝運時，化學廢物處理中心將會監測易燃物質，以確定裝

運的物料中沒有這類物質。不過，有時會發現裝卸中的海洋污染廢

物—附件 I類別屬於易燃物質。出現這種情況時，裝卸會立即停止，

操作人員同時會將裝有易燃廢物的躉船油缸分隔。易燃海洋污染廢

物—附件 I類別將分開卸下，並作化學廢物(以焚化方式)分開處理。 

 

在臨時海洋污染廢物接收設施，易燃海洋污染廢物—附件 I類別亦會

當作化學廢物分開處理。這些廢料將被直接從躉船裝上化學廢物處理

中心適合運送易燃物料的化學廢物收集缸車(而非 ISO缸車)，再運往

該中心。這些缸車將於化學廢物處理中心現有的易燃廢物卸貨處(而

非臨時運送計劃中的 ISO缸車卸貨處，亦即和現有的安排一樣)卸貨。 

 

 
(1)  9號貨櫃碼頭工程中，承建商需重置一個供海洋污染廢物躉船碇泊的新港池，以及一套在新港

池與化學廢物處理中心之間輸送海洋污染廢物的管道系統。擬實施的臨時海洋廢物運送計劃將

使用新港池停泊收集躉船，而有關躉船碇泊的安排與原先已批准的方案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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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1.3 擬建工程項目的運作 

 

化學廢物處理中心每月接收大約 3,800噸海洋污染廢物及輸出大約

1,500噸海洋污染廢物轉生燃料。擬建臨時接收設施將每週七天每天

開放十六小時(上午 7時至晚上 11時)。環保署職員將在場批核所接

收的廢物量。 

 

C1.3.1 在臨時接收設施接收海洋污染廢物 

 

海洋污染廢物會從收集躉船泵上18立方米容量的專用 ISO缸車(或貨

車及拖車組合)，然後運往化學廢物處理中心。海洋污染廢物轉生燃

料亦會以 ISO缸車由化學廢物處理中心運往臨時接收設施。整個運

送計劃會使用一共八個 ISO缸和兩輛拖頭將運送海洋污染廢物及海

洋污染廢物轉生燃料。這些 ISO缸車將在化學廢物處理中心擬建的

起卸處卸下廢物。 

 

臨時廢物接收設施亦接收少量桶裝化學廢物。該等廢物通常來自離

島，故無法安排陸路運送。 

 

化學廢物處理中心的現有接收設施目前使用三艘廢物收集躉船，這些

躉船全部經核證可以於香港港口內運載第五類第三分類的危險品(污

泥油)。收集躉船的詳情載於表 C1.3a。 

 

表 C1.3a 廢物收集躉船詳細資料 

 

躉船名稱 牌照號碼 最大載貨量(立方米) 艙數 

Enviro 1 (E1) 21490V 601 8 

海雄 1號(E3) 21521Y 680 8 

海雄 2號(E2) 21158Y 431.2 6 

 

躉船從船隻收集海洋污染廢物，其裝載亦全靠船隻的泵。廢物裝載時

間取決於船隻裝載泵功率。視乎廢物量與船載泵的功率，預計廢物裝

載時間為大約半小時至七、八小時不等。 

 

當廢物收集躉船停泊新港池的時候，海洋污染廢物便會由安裝於各躉

船泵房內的兩個螺旋泵，以每小時40立方米的正常卸載速度裝入 ISO

缸中。裝於每艘躉船收集管道內的微動流量計將監測卸載速度與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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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經聚丙烯強化的軟喉管(直徑 2至 6吋)會用於裝卸躉船。軟喉管

與碇泊處的固定管道會用可鎖緊的接頭連接。海堤將裝設護舷架以保

護躉船。 

 

碇泊區、卸貨區及工作區將鋪上混凝土地面，防止有機廢物滲入土壤。 

 

上述設施會用化學擴散劑及防油污浮欄控制漏油。 

 

C1.3.2 缸車 

 

海洋污染廢物將通過一條分配管道泵到 ISO缸車，同一批 ISO缸車

亦會用於將海洋污染廢物轉生燃料由化學廢物處理中心運送到新港

池。運送海洋污染廢物及海洋污染廢物轉生燃料一共需要八個 ISO

缸及兩輛拖頭。缸車起卸區設有污水收集坑、污水泵及足以遮蔽所有

卸貨缸車的上蓋。 

 

ISO缸車裝滿後，會沿著一條位於 9號貨櫃碼頭工地內的臨時道路運

往化學廢物處理中心，並在該處卸載以便進行處理。在任何時間，大

約只會有一至兩輛缸車在上述臨時道路行駛。海洋污染廢物轉生燃料

將會按照一套與化學廢物處理中心卸載操作相似的程序裝上 ISO

缸，再運往位於新港池的擬建臨時接收設施。 

 

海洋污染廢物—附件 II類別通常含有化學物品，需要按照特殊的程

序裝載。若有海洋污染廢物—附件 II類別需要裝運，廢物收集躉船

會預先接到通知。裝載前必須認明海洋污染廢物—附件 II類別的成

份，以便作充分安排。此類廢物的數量通常很小，可裝入躉船船艙。

如廢物不適合裝入躉船船艙，就會裝進圓桶內，然後存放在躉船甲板

上。 

 

大量的海洋污染廢物—附件 II類別及易燃海洋污染廢物—附件 I類別

將會從廢物收集躉船直接裝進化學廢物危險品缸車內。該等危險品缸

車與用於收集陸上產生的化學廢物的危險品缸車相同，並適合(獲准)

運載不同種類的化學廢物(例如酸、易燃廢物等)。海洋污染廢物—附

件 II類別將用化學廢物收集貨車(而非 ISO缸車)運往化學廢物處理中

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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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日大約會有一至兩架次的海洋污染廢物—附件 II類別或化學廢物

需由臨時接收設施經道路運送往化學廢物處理中心。運載此等物料的

貨車會在臨時道路(約 500米長)上行走，然後駛上一段(約 500米長)

公共道路，經化學廢物處理中心的正門進入該中心。 

 
C1.4   危險鑑定 

 
擬建臨時接收設施運作的主要危險為海洋污染廢物—附件 I及 II類別

洩漏並引燃。雖然大部份(超過百分之九十)的海洋污染廢物屬於高燃

點(百分之九十九高於攝氏 100度)的海洋污染廢物—附件 I類別(亦即

需要大量的熱能才能燃點)，但仍然存在發生上述危險的可能性。下

一節將會確定洩漏的所有可能故障模式。 

 
本研究範圍只包括與擬建臨時接收設施的裝卸操作及道路運輸相關

的各種危險，廢物收集躉船在收集過程中發生的意外洩漏並不在本研

究範圍之內。 

 
收集躉船每年都會進行測試以確定該等船隻是否適用於所需的操

作；這些測試包括水力測試和量度船身厚度，以檢定船身是否出現腐

蝕造成的損耗。由於有上述的測試步驟，故此躉船自發故障而引致洩

漏的風險甚低。再者，因船身災難性斷裂引致收集躉船完全洩漏的可

能性相當低。因此，本評估研究範圍並沒有考慮此故障模式。 

 
研究考慮的主要故障模式如下： 

 
• 設備故障； 

• 外界力量衝擊收集躉船引致的故障； 

• 在裝卸操作過程中出現的故障；及 

• 在道路運輸過程中發生的故障。 

 
C1.4.1 設備故障 

 
設備(例如 ISO缸車、軟喉管及碇泊處的管道與閥/泵)的故障可能導

致漏油。這類故障的主要原因為： 

       
• 腐蝕； 

• 物料缺陷； 

• 結構缺陷； 

• 設計錯誤；及 

• 封口失效(就躉船/岸邊的泵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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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1.4.2   外界因素引致的故障 

 
      衝擊 

 
收集躉船將駛往新港池；由於收集躉船的航行路線和駛往現時化學廢

物處理中心的碼頭的航線相同，所以海洋污染廢物收集躉船駛往新港

池並不會引起額外的衝擊風險。 

 
新港池是為了提供一處有屏蔽的碇泊區予海洋污染廢物收集躉船使

用而特別設計，海堤上並裝有護舷架。在此情況下，躉船因撞擊碇泊

位而引致洩漏的可能十分低。在擬實施的臨時運送計劃中，收集躉船

在新港池內碇泊的安排與永久方案比較並無分別。 

 
上述的故障模式因而在評估中不予考慮。 

 
撞擊 

 
如前文所述，新港池有良好屏蔽，並遠離繁忙的海上交通，由於在旁

駛過的船隻失控並撞擊繫泊中的躉船的可能甚低。在擬實施的臨時運

送計劃中，收集躉船在新港池內碇泊的安排與永久方案比較並無分

別。 

 
上述的故障模式因而在評估中不予考慮。 

 
C1.4.3   裝卸運作過程中發生的漏油 

 
擬實施的計劃會利用軟喉管透過裝在碇泊處的管道系統，將海洋污染

廢物從收集躉船卸下海洋污染廢物。在裝卸過程中，最有可能發生的

故障，是軟喉管接口出現洩漏。 

 
軟喉管斷裂這類自發事件，可以是因為躉船與其他船隻相撞而突然移

位，或不當操作其他器材例如吊機而造成。 

 
軟喉管故障亦可能因為軟喉管被錯誤接駁或過早分開接口等人為錯

誤造成。 

 
另一個漏油原因是裝得過滿，亦可歸咎於人為錯誤。 

 
裝卸站的控制台有一個人手停機按鈕，可用來分隔軟喉管或管道的任

何滲漏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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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類危險與裝卸 ISO缸車(用於運載海洋污染廢物—附件 I類別)，以

及從收集躉船向危險品貨車(用於運送海洋污染廢物—附件 I易燃廢

物及海洋污染廢物—附件 II類別)卸下廢物相關的風險相似。在這情

況下，洩漏量將取決於正常泵送流量及分隔滲漏所需時間。 

 
C1.4.4   運送往化學廢物處理中心過程中發生的故障 

 
此操作過程的主要危險是發生涉及缸車的道路交通意外並引致洩

漏。ISO缸車及化學廢物收集缸車/貨車在臨時道路和公共道路上的

車速將會限制為每小時三十公里。 

 
ISO缸車將會經由9號貨櫃碼頭內的一條內部道路把海洋污染廢物—

附件 I類別從擬建的臨時接收設施運往化學廢物處理中心。不過在任

何時間在臨時道路上只有一至兩輛 ISO缸車行駛，同一時間其他交

通將禁止使用該道路。 

 
海洋污染廢物—附件 I類別(易燃廢物)及海洋污染廢物—附件 II類別

將使用標準化學廢物收集缸車運載。此類物質比海洋污染廢物—附件

I類別具有更大的引發火警危險。 

 
海洋污染廢物—附件 II類別及化學廢物亦會以桶裝形式，由化學廢

物收集貨車送到化學廢物處理中心。 

 
化學廢物收集缸車和貨車會先在臨時道路上行駛，再駛上公共道路

(青尚道和青衣路)，經正門送入化學廢物處理中心。 

 
C1.5    頻率分析 

 
頻率分析是評估引致洩漏的故障頻率。在評估導致每一個主要危險的

引發事件的頻率時，研究採用了一般數據，並作出適當修改以反映當

地情況。 

 



香港環境資源管理顧問有限公司  現代—中土聯營 

C-7 

C1.5.1   因裝卸操作引致的故障頻率 

 
軟喉管故障 

 
根據香港環境資源管理顧問有限公司為加德士石油碼頭(1)及美孚石

油碼頭(2)進行的安全問題研究，軟喉管的故障率定為每操作 2 x 10-6。 

 
預計每月以 ISO缸車將海洋污染廢物送往化學廢物處理中心或從該

中心運送海洋污染廢物轉生燃料往躉船碇泊處的操作大約有 368次
(3)，轉化為 2 x 368次 x 12  = 每年 8,832次操作。 

 
因此，軟喉管故障頻率 = 每年 8,832 x (2 x10-6) 

       = 每年 1.77 x 10-2 (4) 

 
同樣，就海洋污染廢物—附件 I類別(易燃廢物)及海洋污染廢物附件

II類別而言，每年操作次數 = 2 x 3 x 9 = 54(5)，由此得出的故障頻率

為每年 54 x (2 x 10-6) =  每年 1.08 x 10-4。 

 

C1.5.2   道路運送事故頻率 

 

一般道路交通意外數據 

 

涉及海洋污染廢物運送的道路交通事故頻率評估是根據運輸署就涉

及重型/中型貨車的道路交通事故數據作出的。涉及車輛是指「涉及

意外事故的車輛」 ，並將以每事故涉及一輛或更多車輛的形式表示，

即兩車相撞將記錄為一宗意外但涉及兩架車輛。一九九七年度運輸署

報告(6)顯示，中型/重型貨車每 2,288百萬車輛–公里就有 1,330部車

輛涉及意外。由此得出中型/重型貨車涉及意外率為每車輛–公里 0.58 

x 10-6。 

 
(1)  香港環境資源管理顧問有限公司，《液化石油氣安全問題：安全問題報告書》，加德士石油香港

有限公司，1993。 
(2)  香港環境資源管理顧問有限公司，《液化石油氣安全問題：安全問題報告書》，美孚石油香港有

限公司，1996。 

(3)  根據每月 3,800噸海洋污染廢物—附件 I類別及 1,500噸海洋污染廢物轉生燃料，平均密度為

每立方米 0.8噸計算，每月運送次數 = {(3,800 + 1,500) / 0.8} / 18 = 368。在化學廢物處理中心

邊界及新港池的碇泊處均有裝卸操作。 

(4)  在臨時接收設施的軟喉管故障頻率為每年 8.83 x 10-3，加上化學廢物處理中心邊界的起卸處的

軟喉管故障頻率亦為每年 8.83 x 10-3。 

(5)  每年會運送這類物品兩至三次；每次數量約為 50噸；而化學廢物收集缸車的載重量為 6噸。 

(6)  《用車輛運輸危險品：聯合國第 4至第 9類別》，香港環境資源管理顧問有限公司，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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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交通意外頻率 

 

運送海洋污染廢物—附件 I類別(易燃廢物)及海洋污染廢物—附件 II

類別的車程大約為 1,000米(其中 500米位於 9號貨櫃碼頭內，其餘

500米則為公共道路。根據上述數據，車輛–公里數目可計算如下： 

 

每年車輛–公里數目= 54 程(1) x 每程 1公里 = 54車輛–公里/年 

 

因此化學廢物收集缸車意外事故率 = (0.58 x 10-6) x 54 = 每年 3.13 x 

10-5。 

 

由於 ISO缸車會在 9號貨櫃碼頭內的一條專用道路(長約 500米)上行

駛，而任何時間最多都只會有兩輛 ISO缸車在該段道路上，所以 ISO

缸車的涉及意外率將較統計數據為低。研究亦因而假定車輛涉及意外

率會較公共道路的低十倍。 

 

ISO缸車意外事故率 = 每月 368程 x 12 個月 x 0.5 公里 x (0.58 x 

10-7 ) = 每年 1.28 x 10-4。 

 

運送桶裝海洋污染廢物—附件 II類別及化學廢物的化學廢物收集貨

車的意外事故率 = 2 x 每月 3程(2)x 12個月 x 1公里 x (0.58 x 10-7 ) =

每年 4.18 x 10-6。 

 

滲漏機會率 

 

研究估計了發生一宗涉及化學廢物收集缸車或 ISO缸車的道路交通

事故後發生滲漏的機會率。以下列出的滲漏機會率是本港過往有關港

運輸碳氫化合物、液化石油氣及石腦油的研究中曾經使用的。 

 

 
(1)  其中 27程為運送海洋污染廢物—附件 I (易燃廢物)類別，而另外 27程為運送海洋污染廢物—

附件 II類別。 
(2)  每月約有 16噸桶裝海洋污染廢物—附件 II類別和 16噸化學廢物，化學廢物收集缸車的容量

為 6噸，每月每種廢物會約有兩至三船(即每月需要用 3架次的缸車運送)。 



香港環境資源管理顧問有限公司  現代—中土聯營 

C-9 

運輸液化石油氣及石腦油的滲漏機會率：0.18 (1) 

運輸碳氫化合物的滲漏機會率：        0.30 (2) 

 

由於 ISO缸車的結構與上述報告的車輛有別，具有更堅固的的保護

裝置防止意外碰撞，因此上述機會率須為 ISO缸車加以修改。ISO缸

車的油缸周圍有一個鋼製防撞框架(見圖 2.6b)，因而意外發生後的滲

漏機會率較普通危險品缸車低。有見及此，分析中假定滲漏機會率為

0.05。 

 

因此，以 ISO缸車運載海洋污染廢物—附件 I類別及海洋污染廢物轉

生燃料的洩漏頻率 = (1.28 x 10-4) x 0.05 = 每年 6.4 x 10-6。 

 

以化學廢物收集缸車運載海洋污染廢物—附件 I(易燃廢物)類別及海

洋污染廢物—附件 II類別的洩漏頻率= (3.13 x 10-5) x 0.3 =每年 9.39 x 

10-6。 

 

管道故障 

 

新港池內有關裝卸操作的管道的故障頻率是取自美孚石油碼頭定量

風險評估(3)；此數值(有關管道破裂)為每年 5 x 10-5。 

 

C1.5.3 特選事件的頻率 

        

選出作進一步評估的事件及其頻率載於表 C1.5a。 

 

 
(1)  《在香港運輸液化石油氣及石腦油的定量風險評估，方法報告書》，DNV，1996。 
(2)  《在香港運輸碳氫化合物風險評估的定量風險評估》，DNV，1996。 
(3)  香港環境資源管理顧問有限公司，《液化石油氣安全問題：安全問題報告書》，美孚石油香港有

限公司，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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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C1.5a   特選事件的頻率 

               
事態 每年洩漏頻率 

(海洋污染廢物—附件 I
類別) 

每年洩漏頻率 

(海洋污染廢物—附件 I
類別(易燃廢物)) 

每年洩漏頻率 

(海洋污染廢物—
附件 II類別) 

軟喉管洩漏 1.77 x 10-2 1.08 x 10-4 1.08 x 10-4 

管道故障引起的洩

漏 

5 x 10-5 5 x 10-5 5 x 10-5 

ISO缸車洩漏的頻

率 

6.4 x 10-6 
不適用 不適用 

化學廢物收集缸車

洩漏的頻率 

不適用 4.7 x 10-6 4.7 x 10-6 

   
 

C1.6   事態分析 

 

評估過程中用了繪製事件樹形圖的方法描述事件如何發展到危險結

果。樹形圖採用了前面一節得出的數值，以便求得各種洩漏事件結果

的頻率。 

 

就軟喉管的洩漏而言，評估僅假定喉管完全破裂的情況出現，即相等

於 2吋裂口的洩漏。 

 

為了估計 ISO缸車或化學廢物收集缸車不同滲漏規模的分配情況，

我們採用了下列數值(1)： 

 

滲漏       -90% 

破裂       -10% 

 
 

所有洩漏物的引燃機會率假定為 0.01；此數值是基於海洋污染廢物—

附件 I類別及海洋污染廢物—附件 II類別中，有百分之九十九的廢物

具有超過攝氏一百度的較高燃點。至於海洋污染廢物— 附件 I類別

(易燃廢物)，由於燃點低，其假定數值為上述的五倍 (0.05)。 
 

根據這些數值計算的結果事態頻率載於表 C1.6a。 

 
(1)  香港環境資源管理顧問有限公司，《液化石油氣/白礦油的運輸研究：管道及液化石油氣缸車運

輸的定量風險評估》，菲律賓蜆殼石油公司，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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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C1.6a   結果事態頻率 

 
類別 規模 結果事件 每年頻率 

(海洋污染廢物—
附件 I類別) 

每年頻率 

(海洋污染廢
物—附件 I類別

(易燃廢物)) 

每年頻率 

(海洋污染廢
物—附件 II類

別) 

躉船碇泊處軟

喉管 

 

 破裂 海上火災 8.8 x 10-5 5.4 x 10-6 1.08 x 10-6 

化學廢物處理

中心起卸處軟

喉管 

 

 破裂 陸上火災 8.8 x 10-5 5.4 x 10-6 1.08 x 10-6 

躉船碇泊處固

定管道 

 

 破裂 海上火災  5.0 x 10-7 2.5 x 10-6 5.0 x 10-7 

ISO缸車 • 滲漏 

 

• 破裂 

路上火災 

 

路上火災 

5.8 x 10-8 

 

6.4 x 10-9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化學廢物收集

缸車 
• 滲漏 

 

• 破裂 

路上火災 

 

路上火災 

不適用 

 

不適用 

3.5 x 10-9 
 
3.9 x 10-10 

7.0 x 10-10 
 
7.8 x 10-11 

 

 

C1.7   後果評估 

 

在躉船碇泊處發生的危險的主要後果是海上漏油，油污一旦引燃就會

導致池狀火災。不過，百分之九十的海洋污染廢物為附件 I類別物

料，其燃點較高(其中百分之九十九超過攝氏一百度)。洩漏的海洋污

染廢物(海洋污染廢物—附件 I類別及海洋污染廢物—附件 II類別)因

而需要大幅加熱方能燃點。 

 

碇泊處小規模洩漏引起的火警可以用流動泡沬消防系統應付；較大的

火警則須通知消防處到場處理。 

 

根據對各種危險所作的檢討，研究模擬了下列具有代表性的事態結

果： 

 

• ISO缸車裝載的過程中軟喉管/固定管道至分配管道的洩漏；及 

• 運送至化學廢物處理中心途中的洩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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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1.7.1   洩漏規模評估 

 

有關躉船碇泊處軟喉管與相關管道的洩漏，其規模的估計乃基於相關

操作的正常泵送速度及分隔洩漏所需時間。 

 

例如，從收集躉船將廢物泵往貨車的正常速度為每小時 40立方米，

即大約每分鐘 0.67立方米。假設操作人員用五分鐘時間發現和分隔

滲漏，則洩漏量大約為每分鐘 0.67立方米 x 5 分鐘= 3.35立方米或

2,680公斤(基於每立方米 800公斤的平均密度)。 

 

研究也就著 ISO缸車裝載過程中發生的洩漏進行類似計算，最後得

出載於表 C1.7a的數值。 

 

表 C1.7a   洩漏的來源及數量 

 
來源 數量(公斤) 原因 

軟喉管/管道(從收集躉船泵至 ISO缸車) 2,680 接駁錯誤/破裂 

ISO缸車洩漏 14,400 意外發生後破裂 

化學廢物缸車洩漏 6,000 意外發生後破裂 

 

C1.7.2   池狀火災模擬 

 

池狀火災是一種以液態碳氫化合物為燃料的火災，可能在上述物料洩

漏之後發生。儘管海洋污染廢物—附件 I類別成份為燃點較高的重

油，但模擬時亦當作煤油處理。因此，事態結果的模擬是極其保守的。

海洋污染廢物—附件 I類別(易燃廢物)及海洋污染廢物—附件 II類別

在模擬中均視作煤油。 

 

洩漏燃料的直徑可以用燃料的平均厚度來表示，如下所述： 

 

ρπt

M
D

4=  

 

其中， 

 

D = 洩漏燃料直徑(米) 

M = 洩漏燃料重量(噸) 



香港環境資源管理顧問有限公司  現代—中土聯營 

C-13 

ρ = 密度(噸/立方米) 

t = 洩漏燃料平均厚度(米) 

 

本研究的洩漏燃料的池狀火災模擬使用了 10毫米的平均厚度。評估

採用了煤油的密度(即每立方米 0.8噸)作計算。 
 

表 C1.7b   不同事態引起的火災的直徑 
 
事態 重量(噸) 直徑(米) 

軟喉管/管道(從收集躉船泵至 ISO缸車) 2.68 21 

ISO缸車在道路上洩漏 14.4 48 

化學廢物缸車在道路上洩漏 6.0 31 

 

C1.7.3   火災的熱輻射 
 

研究計算火災的熱輻射時使用了 BP CIRRUS的結果模擬軟件(1)。 
 

表 C1.7c顯示每平方米 4千瓦及 12.5千瓦的危險距離。 

  

表 C1.7c   火災熱輻射危險距離 

 
事態 火災直

徑(米) 

每平方米 12.5千

瓦危險距離(米) 

每平方米 4千瓦

危險距離(米) 

軟喉管/管道(從收集躉船泵至

ISO缸車) 

21 44 53 

ISO缸車在道路上洩漏 48 70 103 

化學廢物缸車在道路上洩漏 31 59 81 

  

C1.7.4   因熱輻射而死亡的機會率 

 

研究使用了 Eisenberg Probit方程式評估因熱輻射而死亡的機會率。 

 

Probit = -14.3 + 2.56 ln(tI4/3)，其中 

 

t = 接觸時間(秒) 

I = 熱度(每平方米千瓦) 

 

研究假定受熱輻射影響的人士的平均逃離時間為 30秒。當熱度為每

平方米 12.5千瓦時，相當於百分之一的死亡機會率。 
 

(1)  BP Cirrus結果模擬軟件，6.0版，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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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往的研究(1)曾經採用另一種影響準則。該準則採用每平方米 37.5

千瓦的數值，並假定在洩漏燃料火災半徑三米範圍內受影響人士的死

亡機會率為百分之百。此外，已知洩漏燃料火災的規模越大，其最大

熱輻射也就越低；因此洩漏燃料火災的規模愈大，危險距離會愈小。

將上述因素也加入考慮的話，可見表 1.7c顯示的危險距離實為保守

估計。 

 

C1.8 人口評估 

 

C1.8.1 使用道路人口 

 

根據《環境影響評估條例技術備忘錄》的規定，此項評估僅考慮場地

範圍以外的人口。因此，所有碇泊處的操作人員並不包括在本評估內。 

 

以 ISO缸車運送海洋污染廢物—附件 I類別的操作只限於在 9號貨櫃

碼頭工地範圍內進行。雖然如此，但由於 9號貨櫃碼頭工地內的人口

並不直接涉及廢物處理或運輸的操作，因而仍可作“場地範圍以外”

的公眾看待。ISO缸車破裂的頻率甚低(如表 C1.6c所示為 6.4 x 10-9)，

而相關風險會在可接受範圍內。 

 

只有化學廢物收集缸車或貨車會駛出工地以外。離開工地後，缸車或

貨車會駛上青尚路，再經青衣路往化學廢物處理中心。青尚路為一條

盡頭不通行的道路，交通流量極低。根據《二零零二交通調查年報》

的資料，青衣路的年度平均每日交通量為 16,260架次。 

 

使用道路人口估計如下： 

 

年度平均每日交通量(車輛/天) x 受影響道路長度(公里) x 車輛載客量 

24小時 x 車速(公里/小時) 

 

化學廢物收集缸車破裂造成的洩漏燃料直徑大約為 31米，就每平方

米 12.5千瓦的熱度計算的危險距離為 59米。因此，受影響的道路長

度假設為 59米。 

 

由此得出以下假定： 

 
(1) 《對在香港運輸液化石油氣及石腦油的定量風險評估》，機電工程署，DNV Technica，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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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均車速 = 每小時 30公里 

• 平均車輛載客量 = 每輛 3.3人 

 

根據上述假設，青衣路受影響人口= 5人 

 

化學廢物收集缸車平均每程行駛 0.5公里(公共道路)，其中大約 40%

經青尚路，60%經青衣路。因此，使用道路平均人口為 0.6 x 5 = 3人。 

 

研究計算出化學廢物收集缸車的油缸在道路上破裂後形成的洩漏燃

料直徑為 31米；但實際情況是洩漏的海洋污染廢物會流入路旁雨水

渠，從而限制洩漏燃料的實際面積，所以上述數值是保守估計。 

 

C1.9   風險總結 

       

為了運用結果來解釋從研究中確定的危險事件頻率的合理性，有必要

將兩者聯系起來。這就是定量風險評估慣用詞彙中所謂「風險總結」。

它指將事件結果的評估與事件的機會率相結合，以便對各種不同程度

的死亡人數的頻率作出估計。 

 

此項研究對下列風險量度作出評估： 

 

個人風險：指個人在特定地點時刻存在的風險；及 

 

群體風險：表示對整體人口(不論地區)的風險。 

 

C1.9.1  死亡人數評估 

 

從表 C1.7c所擬危險範圍可以看出，不是所有事件都有造成傷害的可

能。這是由於在擬建的臨時接收設施的周圍並無受影響人口。例如，

在躉船裝卸過程中軟喉管的洩漏事件不會造成任何死亡事故，因為其

最大危險範圍不超過 49米。與此相反，由於道路使用者絡繹不絕，

任何在運輸過程中導致道路上發生洩漏燃料火災就很可能造成死亡。 
 

化學廢物收集缸車因道路交通意外後破裂，可能會因火災的熱輻射引

致死亡。上述事故百分之一(1%)的致命性等高線延至 59公里。研究

認為在此範圍內的火災及其熱輻射足以令一人死亡。此外，海洋污染

廢物亦可能流到路上影響道路使用者，因為這可能令其他車輛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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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而可能引起更多的意外事故。不過本評估的分析中並未對這種效應

作出模擬。 
 

因此，結果事件的估計死亡人數如表 C1.9a所示。就死亡人數而言，

海洋污染廢物—附件 I類別洩漏與海洋污染廢物—附件 II類別洩漏的

結果是相同的，兩者之間唯一的區別在於燃燒可能性，而這點先前已

經在 C1.6 節作出解釋。 

 

表 C1.9a   結果事態引致的估計死亡人數 

 
事態 死亡事故發生地點 每年頻率 估計死亡人數 

化學廢物收集缸車破

裂引致火災 

 路面   3.9 x 10-10 (a) 1 

註： 

(a) 見表 C1.6a 

 

C1.9.2   風險結果 

 

個人風險 

 

擬建的臨時接收設施距離華潤油庫辦公室最少 340 米。如表 C1.7a

所示，百分之一死亡機會率的危險距離最遠為 49米。正因百分之一

死亡機會率的危險距離遠較擬建的臨時接收設施和最接近的人口的

距離為短而預計事件結果的頻率亦低(見表 C1.6a)，場地以外的個人

風險故此低於《環境影響評估條例技術備忘錄》附件 4規定每年 1 x 

10-5的「個人風險準則」而屬可接受。 

 

預計道路上的個人風險要低得多，因道路使用者是暫時性的，而且他

們在某一特定地點逗留時間甚短，因此，預計道路使用者的個人風險

將遠遠低於既定的準則。 

 

群體風險 

 

化學廢物收集缸車破裂後引發火災的頻率低於每年 1 x 10-9，因此對

場地以外的公眾的風險亦在可接受範圍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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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1.10   結論 

 

研究已經完成關於擬建臨時接收設施的運作及將海洋污染廢物—附

件 I類別經一條專用的工地內部道路運送到化學廢物處理中心；將海

洋污染廢物—附件 I (易燃廢物)類別經上述通道、及附件 II類別經上

述內部道路和公共道路送到化學廢物處理中心的定量風險評估。評估

範圍亦包括將海洋污染廢物轉生燃料從化學廢物處理中心經上述專

用工地內部道路運送到擬建的臨時接收設施。 

 

由於擬實施的臨時運送計劃將會使用 9號貨櫃碼頭的新港池，因此就

著運送海洋污染廢物而引起收集躉船碰撞的情況而言，與已獲批准的

永久方案比較，並無額外的風險。特別建造的新港池亦會減低大浪引

致收集躉船受其他船隻撞擊或躉船撞擊碇泊處的風險。有關政府部門

亦已接受新港池碇泊收集躉船的安排。與碇泊處操作相關的主要危險

是由於裝卸用的軟喉管或固定管道發生故障，而導致洩漏與火警。然

而由於海洋污染廢物—附件 I類別及附件 II類別著火的可能性不大，

操作程序亦有高度監控以防止洩漏，預計發生這類事件的可能性相當

低，後果亦不會嚴重。因此，根據《香港風險指引》，這些操作構成

的風險可以接受。儘管海洋污染廢物—附件 I類別(易燃廢物)燃燒的

可能性略高，但一年之內極少操作會涉及此類物料，故此有關風險亦

屬可接受。 

 

與道路運輸有關的主要風險，在於化學廢物收集缸車 (用於運送海洋

污染廢物—附件 I (易燃廢物)/附件 II類別) 在公共道路上發生交通意

外後而引致破裂或漏出所運載的廢物。由於缸車破裂而有少量廢物洩

漏到路面，繼而引發火災的頻率十分低(低於每年 1 x 10-9次)，相關

的風險因此在可接受範圍內。 

 

躉船碇泊處的操作及往返化學廢物處理中心運輸作業所構成的最高

個人風險低於每年 1 x 10-5 的水平；而事件頻率低於每年 1 x 10-9的

群體風險亦屬可接受的水平。 

 
根據《環境影響評估條例技術備忘錄》的準則，是項評估認為躉船碇

泊處的操作及往返化學廢物處理中心運輸作業所構成的風險是可以

接受的。 



 

附件 D 

緊急應變計劃 

D1: 消防 

• 泡沬消防系統 

• 消防程序 

• 躉船的消防裝置 

D2: 洩漏 

• 洩漏事故反應程序 

• 清除污染行動 

• 運輸 

• 通知與報告 

• 通訊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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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1   消防 
 
 

泡沬消防系統的簡要說明如下： 

 
泡沬消防系統是一種自動滅火裝置，特別適用於由燃油引起的火

警。當火警發生時，消防水管內的壓力會下降，泡沬消防系統就會

自行啟動。衡和化學廢料處理有限公司的泡沬消防系統設置於下列

各處： 

 
1. 桶裝廢料收貨大樓 
2. 海水泵站附近地區 
3. 碼頭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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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2   洩漏 

 
7.5.6 對洩漏事故的應變 

 
7.5.6.1 對洩漏事故必須採取迅速和有效的應變措施。為提升對現場的快速

應變，衡和將會與有關地區的消防處、海事處及警務處作出安排，

以便與接到事故通知的人員同時對事故作出應變。這些機構將協助

封瑣事故現場/地點，從而減少對公眾人士造成危險的可能性。 

 
7.5.6.2 至少有兩名衡和僱員會前往現場，對應變行動提供協助。他們有責

任將情況通知緊急應變協調員，並協調衡和與上述機構的應變措施。 

 
7.5.6.3 洩漏事故的應變措施包括以下五項主要部份： 

a.  在安全的情況下，應制止洩漏繼續發生 
b.  協助控制任何洩漏物 
c.  協助包裝任何洩漏物 
d.  收集和運送廢物往認可的棄置地點 
e.  協助淨化受污染的現場與設備 

 
7.5.7   清除污染行動 

 
7.5.7.1   當緊急情況受到控制後，衡和便會制訂洩漏物料的搬運與棄置計劃

並著手此項工作。清理現場收集所得的廢料會在有關政府機構的指

導下進行。所收集物料的處置將取決於洩漏物的類型、性質以及政

府指示和衡和的能力。清除污染的決定將由緊急應變協調員聯同環

境保護署特殊廢物設施組一起作出。緊急應變協調員在制訂清除污

染行動計劃時，須考慮下述各項： 

• 處置設施的所在地點 
• 可以提供盛裝廢物的容器 
• 天氣情況 
• 衡和的能力 
• 各種運送方法所涉及的危險 
• 交通情況、時間與日期 

 
7.5.8   運輸 

 
7.5.8.1   對洩漏事故作出應變時，緊急應變協調員在選擇運輸工具上須考慮

下列因素： 

 
• 所需設備類型(即油桶、油缸、輕型貨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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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獲得的衡和設備及其所在地點 
• 本地可以聘用的運輸商收費及專長 

 
7.5.8.2   如需要衡和以外的運輸商協助，緊急應變協調員須確保該運輸商已

經獲得有關當局的書面或口頭認可。每一車輛或船隻在裝載前須經

過檢驗。 

 
7.5.8.3   在將物料搬離現場前，物料須按照環境保護署的規定或指示予以妥

善分類。所有物料須根據《廢物處置(化學廢物)(一般)規例》妥善包
裝，貼上標籤，加上標誌及在運載記錄上予以說明。 

 
7.5.9   通知與報告 

 
7.5.9.1   香港環境保護署 — 由緊急應變協調員負責用電話通知環境保護署

的廢物及水質管理組與特殊廢物設施組，說明何時和何處發生洩漏

事故，隨後再加上書面通知。如事故在非上班時間發生，則僅需致

電特殊廢物設施組。事故報告的一份副本須於七十二小時內郵寄及

傳真給環境保護署的廢物及水質管理組。 

 
7.5.9.2   本地通知 — 由衡和操作人員負責 

 
通知衡和運輸緊急應變協調員、本地警方、消防處及海事處。 

 
7.5.9.3   通知衡和 — 由衡和運輸緊急應變協調員負責 

 
向緊急應變協調員報告何時及何處發生洩漏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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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9.4   緊急應變通訊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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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目的 
 
    界定廢物洩漏處理的緊急程序。 
 
II. 適用範圍 

 
本程序適用於所有操作。 

 
III. 定義 

 
洩漏 — 化學物沿容器邊洩漏或其排放不受控住。 

 
IV. 廢物洩漏控制程序 
 

A.  一般職員 

 
1. 離開並通知其同事。 

2. 確定所見為何種物質。例如化學物的類型、洩漏範圍的位置或
面積。 

3. 通知督導員/緊急事故小組，並向其提供有關洩漏物的標籤/符
號與狀況(例如，泡沬、煙氣)、火勢(如發生火警的話)及洩漏廢
物數量的資料。 

4. 封閉現場並通知其他同事。 

5. 尋找受傷者。 

 
B.  督導員/緊急事故小組 

 
1. 確定危險所在 

 
1.1  搜集物料安全單張 
1.2  向同事了解情況 
1.3  檢查標籤或符號 

 
2. 制定行動計劃 

 
2.1 決定是否需要向有關部門(例如，環境保護部、維修部、

警察、消防員或醫院)求助。 
2.2 確定應使用何種安全保護裝備(例如，呼吸裝置、半或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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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罩、套筒)。 
2.3 決定是否應該調節通風系統(例如，關閉空調、打開窗戶)。 
2.4 確定控制洩漏的方法。 
2.5 確定清理洩漏廢物的方法。 
2.6 確定應使用何種清除污染材料。 

 
3. 通過圍堵、冷卻、中和或潷析的方法控制洩漏。 

 
4. 控制洩漏。 

 
5. 清理洩漏物。 

 
6. 在洩漏受到控制後，調查洩漏的原因。 

 
V. 廢物洩漏時之撤離程序 

 
當僱員獲悉因廢物洩漏而需要撤離時，他們須遵守下列程序： 

 
1. 不要驚慌。 

2. 放下手頭工作。如果可能的話，關閉使用中的所有機器或設備。 

3. 不要留下收集個人物品。 

4. 經由最近的(可用和安全的)逃生路線立即離開。不要使用電梯。 

5. 關閉所有門，但不要將門上鎖。 

6. 不要堵住樓梯。 

7. 在靠近(警衛室/緊急大門)的會合地點集合，等候清點人數。 

8. 按照不同部門排成行。 

9. 當所有職員與來訪者在會合地點集合後，由每個部門的代表清
點人數。 

10. 除非經過批准，否則不要以任何理由返回辦公室。 

11. 每個部門的代表將清點人數的結果報告環境保護部代表。 

12. 如有任何人士失蹤，環境保護部代表應向消防處報告，以便展
開搜尋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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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當證實每名職員安全及危險已經過去，安全工程師/值班督導員
將會由廣播系統發出通告。 

 
VI. 培訓 

 
A. 向全體僱員提供緊急行動計劃培訓。 

 
B. 向緊急事故小組成員提供特殊培訓。 

 
C. 舉辦每季度一次的緊急事故演習。 

 
D. 每兩年安排一次進修培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