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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本工程項目簡介旨在配合環境影響評估程序技術備忘錄附件二之要

求，以便獲取直接申請清拆青衣發電廠燃氣渦輪發電機及其相關設

施環境許可證之批准。該項為環境影響評估條例第二（4）部份附
表二中的指定工程。 

設於中華電力有限公司青衣發電廠的兩組燃氣渦輪發電機（渦

輪），名為一號及二號機組，用作耗電高峰期及緊急後備發電用

途。除着龍鼓灘發電廠於1996年啟用後，在青衣發電廠的渦輪已甚
少運作，並且在1997年中斷運作。 

2003年初，中華電力有限公司決定永久棄置渦輪及其相關的設施。
本工程項目簡介列明清拆這些渦輪對環境造成的潛在影響，以便獲

批准直接申請環境許可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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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基本資料 

2.1 工程名稱 

青衣發電廠兩組燃氣渦輪發電機及相關設施之清拆工程。 

2.2 工程目的及性質 

清拆兩組渦輪及其相關設施，將被清拆的機件包括兩組渦輪、兩支

煙囪、燃油儲存缸、變壓器、潤滑油及冷水冷卻器和地下管道。圖

2.1展示這些機件的位置。將被清拆的機件及相關其設施已列在表

2.1a內。現有的渦輪房及控制室則會保留用作工作坊。 

表2.1a 將被清拆的機件 

機件 數量 圖2.1中的編號 

煙囪 2 1 & 1a 

一號及二號機組潤滑油冷卻器 2 3 

燃油儲存缸 1 4 

機組變壓器 2 5 

一號及二號機組主變壓器 2 6a & 6b 

燃油傳送泵房 1 7 

一號及二號機組主發電機冷水冷卻器 2 8 

一號及二號機組輪機及發電機（位於渦輪房） 2 10a & 10b 

一號及二號機組燃油室（位於渦輪房） 2 11a & 11b 

一號及二號機組斷路器房（位於渦輪房） 2 12a & 12b 

地下管道（連接燃油儲存缸和渦輪房） 不適用 - 

位於渦輪房頂的空氣過濾器將會整個被拆除或只移走組合內的過濾

物料。 

2.3 工程建議人名稱 

 
中華電力發電業務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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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工程地點及規模 

渦輪設於青衣南部的填海用地，圖2.2顯示渦輪位於埃索油庫以北，
青衣路旁。 

在埃索油庫往東面前去是華潤油庫及空地。沿着青衣南部的海岸都

是用作工業用途，包括東面的化學廢物處理中心。圖2.3顯示渦輪機
組附近的環境。 

圖2.3 渦輪的相片 

2.5 工地背景 

渦輪地點為興建青衣發電廠時填海的部份。該部份地方於填海前沒

有明確的土地用途。 

兩組渦輪於1980年設於鶴園發電廠，其後於1994年移置於青衣發電
廠。 

2.6 聯絡人 
 
姓名:  葉雨強先生 
職位: 環保經理 
電話:  2678 4048 
傳真: 2678 4049 
電郵:  davidyip@clp.com.hk 
 
地址: 中華電力有限公司 

 

埃索油庫 

華潤油庫 
渦輪機組 

震宇空運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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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電業務部 
 香港新界屯門龍鼓灘湧浪路 
 龍鼓灘發電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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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策劃及執行計劃之大綱 

3.1 買家的職責及方法聲明 

由於渦輪的保養紀錄良好，中電有意將其售予外商再用，以免作廢

鐵處理。然而，有鑑於現在亞太區的經濟狀況，中電未必可以在短

期內找到買家。 

買家將根據中電制定的工程方法聲明(詳見附錄一)進行所需的清拆
工程。買家亦需要符合中電的安健環及工地規定要求進行有關工程

(詳見附錄二)。 

3.2 未來的工地用途 

完成清泝工程後，中電將保留該工地。保留的渦輪房和控制室將用

作工作坊及儲存室。 

3.3 工程時間表 

預計工程不會與其他工程有聯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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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潛在的環境影響 

4.1 引言 

表4.1a認明清拆渦輪及其相關設施的潛在環境影響。 

表4.1a 可能造成環境影響的項目 

可能的影響 潛在影響 

氣體排放 x 

塵埃  

氣味 x 

噪音  

夜間運作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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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 

洩漏風險 x 

堆填區沼氣危險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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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 

破壞景觀 x 

文化古蹟 x 

陸地生態 x 

海洋生態 x 

累積影響 x 

附註： 

  = 可能發生   x = 預料不會發生 

 

工程主要的潛在環境影響包括石棉物料、土地污染、空氣質素、水

質和廢物管理。有關的影響將會在這份報告中說明。此外，有關潛

在的噪音影響亦會在下列部份中說明。除此之外，工程預期不會對

環境構成其他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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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1顯示最接近工地的易受空氣污染影響的受體及易受水污染影響
的水體之位置，包括震宇空運及埃索油庫的辦公室（空氣污染感應

強地區）以及青衣污水處理廠冷卻水進水口（易受水污染影響的水

體）。此等位置是根據環境影響評估程序技術備忘錄識別出的。 

4.2 石棉物料  

4.2.1 引言 

中華電力有限公司於2000年委託安建顧問公司進行石棉調查及撰寫
石棉拆除計劃（參看第七部份第三及四項）。環保署於2003年7月
31日致函中電（編號: (13) EP/AC/A/15/500/599 XIII），對安建
顧問公司進行的報告及計劃表示同意。其內容總結如下。 

• 於連接渦輪的熱電偶內發現石棉物料。石棉物料成一塊隔熱布
的形態環繞在熱電偶的線上。 

• 基於設施的保養良好及不容易受到接觸、並且較少受到干擾，
所以石棉纖維排出的機會很低，整體的危害很少。 

• 雖然只在七條熱電偶上發現石棉物料，其餘的熱電偶也會歸納
作有石棉物料被拆除。縱使如此，也不會大幅增加石棉廢料的

數量（<0.5立方米）。工程產生的石棉廢料屬於第二類石棉廢
料，總數量估計會少於1立方米。 

• 被發現的石棉物料不會構成很大的風險，而且會在清拆渦輪前
被拆除。 

• 按照空氣污染管制條例的要求，石棉拆除工程將會由註冊石棉
承辦商進行並會被監察。石棉拆除法會按照《石棉管制的工作

守則 – 採用全密封區或小型密封區方法進行石棉工序》進行，
並受註冊石棉顧問所監察。每一組渦輪將會設一個密封區覆蓋

所有熱電偶。 

• 至於在一些未能進入的地方，包括煙囪和渦輪的內部組成件，
當這些地方能夠進入時，註冊石棉顧問將要提交一份附加報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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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土地污染 

4.3.1 土地污染的潛在成因 

若部份渦輪設施的清拆工程處理不當，可能會溢出燃油或潤滑油。

然而，工地的範圍內已鋪設混凝土。因此，只有拆除燃油管或潤滑

油管的工序才有可能會污染土地。所以清拆期間將會特別小心處

理，任何污染將會被確定及紀錄，以便在土地的未來發展之前作出

適當評估及取樣。 

4.3.2 買家的義務 

根據方法聲明 (見附錄一) 的要求，買家需負責於切斷管道、儲缸
及貯油電纜前，以及解拆渦輪組件及設備前，將所有油包括但不限

於燃油、潤滑油、機油及隔熱油排走。買家亦需根據香港條例及規

例，以及中電安健環及工地規定要求，負責處理廢油及有關污染

物。 

4.3.3 保留的設施 

渦輪房將會保留用作工作坊，而現有的控制室則會保留作儲物用

途。  

油管溝渠 

所有油管設於混凝土溝渠內。由於油管藏於溝渠內，故不會造成任

何土地污染。經過切除油管及清理後，溝渠可以進行回填及予以保

留，並給混凝土板覆蓋。 

設備地基 

所有地基將被平整治至週邊水平。 

4.3.4 總結 

為避免渦輪清拆期間造成的潛在土地污染，買家需要提交詳細的清

拆方法，以便獲取中華電力有限公司的批准，並於工程期間設立適

當及足夠的控制及日常檢查。  

緊急情況出現時，亦需要一套緊急應變計劃，以處理任何泄漏。 

清理及清拆期間產生的所有化學物料應根據化學物品規例處理及棄

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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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空氣質素 

4.4.1 潛在影響 

本工程只會在結構清拆、物料轉送、填塞工程及煙囪拆卸期間排放

出有限量的塵埃，並預期不會對空氣質素造成其他影響。  

由於距離工地的易受空氣污染影響的受體約有80米，而建築物是由
預製金屬建成，唯一的混凝土結構是地面及排水渠，若空氣污染管

制(建造工程塵埃)規例及方法聲明 (見附錄一) 列明的塵埃控制措施
能夠適當執行，本工程預計不會對空氣質素造成負面影響。  

4.5 噪音 

4.5.1 潛在影響 

拆卸程序中會使用機動設備，這些設備可能會提高工程鄰近地區的

噪音量。但基於下列情況，構成負面噪音影響的可能性不大: 

• 遠離噪音感應強地區: 青衣發電廠旁的建築物為工業區，在青衣
發電廠的1公里範圍內並沒有噪音感應強的地區。 

• 少量機動設備: 預計會使用的機器及其噪音量於下表4.5a顯示:   

表4.5a 建議的機器使用量 

機器 TM編號 Unit SWL/unit Sub-SWL 

流動起重機 CNP 048 2 112 115 
貨車 CNP 141 2 112 115 
挖土機上裝配的破碎機 CNP 027 1 122 122 
    SWL合共 123 

根據以上機器使用量，預計距離工程1.1公里的噪音量達Leq, 30 min 57
分貝(A)，低於日間建築噪音75分貝(A)的標準。因此，清拆渦輪期
間的建築噪音不會造成負面影響。 

4.6 水質 

4.6.1 易受水污染影響的水體 

青衣發電廠位於西部水質管制區，污水會經溝渠排放至屬於該管制

區一部份的藍巴勒海峽。而鄰近易受水污染影響的水體包括青衣污

水處理廠的冷卻水進水口，距離發電廠主要排放點約2.2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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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2 影響的潛在成因 

清拆渦輪可能會引致下列情況: 

• 工地地面及排水道等出現徑流及沖刷 

• 緊急情況下出現燃油及潤滑油溢漏 

• 工人所產生的生活污水 

4.6.3 影響評估 

工地的徑流及地面排水道 

工地徑流及地面排水道可能會增加懸浮固體及污染物，其潛在成因

包括: 

• 工地地面、排水道、動土地區及清拆貯料堆的徑流及沖刷 

• 塵埃抑制化學劑及輪胎清洗設施所產生的污水 

由於渦輪以預製金屬興建，大部份工地設備會出售及移走，亦由於

工程的規模比較小，故預期清拆工程徑流不多 (暴雨情況除外)，所
以預計對水質沒有明顯的影響。 

一般拆卸工作 

如在工程中溢出大量的拆卸設備機油及柴油等液體並漏入泥土或附

近水源，水質便會受到影響。但由於工程規模小，以及所有機油及

潤滑劑會在清拆前排走，故預計不會構成負面影響。詳細的拆卸廢

料處理建議見5.3部份。 

污水 

由於工地不會出現廚房廢水，造成水質污染的潛在成因會是工地 
(約20名工人或以下) 衛生設施產生的污水。污水含有高生化需氧
量、氨及大腸桿菌數量。但由於工地設施排放的污水會通往現有的

污水渠及污水處理設施，故預期不會造成負面影響。   

4.6.4 總結 

在下列情況下，渦輪清拆工程不會對水質造成明顯的負面影響: 

• 根據ProPECC PN 1/94的建議採用所有建議的緩解措施，包括適
當的排水及含泥沙徑流收集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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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拆卸工程污水排放到青衣發電廠污水處理廠。 

• 拆卸工程完成及適當實施後，所有臨時排水道及改道將根據
ProPECC PN 1/94 建議恢復原狀。 

• 所有拆卸工地排放設施均符合水質管制條例的技術備忘錄標準。
若參考上述控制地面拆卸工程排放物的方法及正確的工地管理程

序，殘餘的水質影響將可減少至水質管制條例要求的可接受程

度。 

4.7 廢物管理 

由於大部份渦輪機器及設備將會出售予買家，故本工程只會產生少

量的固體廢物。 

4.7.1 影響的潛在成因 

一般成因 

拆卸工程將產生不同的廢物，這些廢物可按其成份分類如下:  

• 拆建廢物 

• 化學廢物 

• 一般垃圾 

拆建廢物 

拆建廢物包括在工程中被拆除的物料，當中有混凝土及結構鋼筋。

在建築物及煙囪清拆工程中將會產生大量此類拆建廢物，這些廢物

包括不同種類的物料，見下表4.7a: 

表4.7a 清拆工程固體廢物類別 

類別 於公共填土

設施棄置 
循環再造 堆填處理 

混凝土 是   
鋼筋混凝土 是   
批盪 (乾牆) 是   
鋼筋   是  
其他金屬 (例如鋁框)  是  
膠片 (例如保護罩)   是 
其他膠料 (例如管道、樓梯扶手及棚架篾)   是 
玻璃 (例如門窗)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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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於公共填土

設施棄置 
循環再造 堆填處理 

電綫  是  
固定裝置 (不同的物料種類)   是 
纖維 (隔熱材料)   是 
化學廢物 (例如玷油污的管道或含油污的
混凝土)(a) 

   

註 (a) 運送到青衣化學廢物處理設施處理 

如3.3部份所述，工程將會需時六個月並牽涉兩組渦輪的清拆工
程。而本工程產生的主要拆建廢物種類數量計算如下: 

混凝土: 混凝土廢物主要來自油庫及機組變壓器的壆牆清拆工程，
油庫發電機及機組變壓器地基清拆工程及修補煙囪和渦輪房地面。

在清拆工程中所產生並會棄置於公共填土設施的混凝土廢物約350
立方米，大約需要47架次貨車行駛往公共填土設施，即每月8架
次。 

廢鐵: 渦輪房的預製金屬牆及樓頂將會保留。需要棄置的鋼鐵包括
兩支煙囪、燃油儲存缸、煙囪支架、壆牆混凝土地基的鋼筋，以及

地下油管。可循環再造的廢鐵總量不應超過10立方米，即少於2架
次貨車運送往廢料棄置場。 

其他拆建廢物: 其他拆建廢物的詳細計算會比較困難，但透過物料
回收再用，如將廢鐵分類及出售以及將惰性廢物運至公共填土設施

等，送往堆填處理的廢物量將會減至最少。而由於工程規模小及建

築物以預制金屬興建，相信需要堆填處置的拆建廢物總量不會超過

每組5立方米，即合共10立方米，大約需要2架次貨車運送往堆填
區。 

較大的機件將會經青衣大型停泊駁區由船運走。由駁船運走將要清

拆的物件較少，因此預計只需要十分低數量的航班。 

化學廢物 

廢物棄置 (化學廢物)(一般) 規例中化學廢物的定義包括任何屬廢
料或規例附表一列出的厭惡物質。   

清拆工程產生的化學廢物包括啟動渦輪使用的酸性電池 (兩組共有
4立方米)、管道排放的燃油 (約10平方米)及含油污管道 (約300米
長)。另外在清拆過程中機器亦可能會產生少量的壓力油及潤滑
油，中華電力有限公司會收集燃油並用於其它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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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注意各渦輪內附設的變壓器是屬於設備的一部份並會隨之一併出

售及再用，變壓器內的廢油會由買家現場收集及移走。所收集的變

壓器油，兩組共約有80立方米，將由買家歸納為化學廢料棄置於該
區的化學品處理設施再用、再造或處理。 

一般垃圾  
 
清拆工程中工人會製造各種垃圾物料，需要棄置的一般垃圾包括食

物渣滓、包裝及廢紙等。 

由於在清拆過程中會同時僱用的工人人數不會超過20名，假設每名
工人會產生約0.65公斤廢物，工程期間每日就會產生13公斤一般垃
圾。 

4.7.2 影響評估 

拆建廢物 

為保留堆填區空間，惰性物料含量超過30%的拆建廢物不應棄置在
堆填區。加上廢鐵會被分類及回收作循環再造，送往堆填區棄置的

廢物量將減至最少。 

由於工程規模小，加上出售設備，以及大部份產生的廢物為惰性及

可循環再造，工程預期不會造成負面影響。  

化學廢物 

一般而言，若化學廢物沒有根據廢物棄置(化學廢物) (一般)規例；
石棉處理、運送及棄置守則；化學廢物管制計劃指引；以及化學廢

物包裝、標簽及貯存守則進行妥善貯存及棄置，便會嚴重危害環

境、健康及安全。這些危害包括: 

• 對工人有毒害 

• 泄漏物對空氣、水質及土地造成負面影響 

• 火災 

• 廢物進入污水渠，破壞污水生物處理系統及防礙污水處理廠工
作。 

渦輪清拆期間產生的化學廢物將包括酸性電池、含油污管道及小量

玷油污混凝土。但由於工程規模小，所產生的化學廢物數量不會對

現時的處理設施造成負面影響。須注意的是，中華電力有限公司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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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回收受影響的滅火設備留作日後再用，故此溴三氟甲烷物料並不

歸納於化學廢物當中。 

一般垃圾 

工人（20名或以下）產生的一般垃圾，將透過現有的垃圾收集方法
於每日收集，並與青衣發電廠的垃圾一併處置，所以預期不會造成

負面影響。 

概要 

不同的廢物種類對環境造成的影響概括如表4.7b。 

表4.7b 廢物管理影響概要 

廢物種類 一般評估 

拆建廢物 拆建廢物總量不多而其中主要包括惰性物料，它們將會

轉送到公共填土區處置（惰性物料合共約350立方米）或
循環再造（廢鐵約10立方米）。送往堆填區處置的拆建
廢物不會超過10立方米。由於大部份拆建廢物屬惰性，
所以處置後不會增加長期環境問題。拆建廢物處置過程

中，約47架次貨車運送廢物往公共填土區，2架次貨車運
送廢物往廢鐵棄置場和2架次貨車往堆填區。為期六個月
的階段期間行駛少量較大型的機件將會由駁船運走。 

化學廢物 如4.2部份所討論，兩組渦輪的熱電偶含有的石棉物料並
必須根據已獲環保署批准的石棉拆除計劃處理。其他化

學廢物包括酸性電池（4立方米）管道排放的燃油（約10
立方米）和含油污管道（300米），將會根據有關的政府
規例處理及處置。變壓器的廢油（約80立方米）將由買
家歸納為化學廢物棄置。由於本工程規模小，所產生的

化學廢物量不足以對現有處理設施造成負面影響。 

一般垃圾 由於工人不會超過20名，以及依照良好的作業方法進行
工程，預期產生的一般垃圾不會造成負面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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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緩解措施 

5.1 空氣質素 

下列空氣污染管制(建造工程塵埃)規例列明的緩解措施應配合合約
規格進行，以減少塵埃滋擾。 

一般要求 

• 若工地外圍接近道路、街道、後巷或其他通往公眾地方的地區，
應在工地範圍四周設置高度不少於2.4米的圍板，工地進出口則除
外。 

• 在所有主要運輸通道灑水或塵埃抑制化學劑，使路面保持濕潤。 

• 所有距離可辨別或指定車輛進出口30米範圍內，並只通往工地的
路段不應有塵埃物料。 

• 應使用不滲透防水布覆蓋所有塵埃物料貯存堆，或在其上灑水或
塵埃抑制化學劑，以保持其濕潤狀態。 

• 應在上落及運送貨物前立即在所有塵埃物料上灑水或塵埃抑制化
學劑，使塵埃物料保持濕潤。 

• 應使用清潔的不滲透防水布覆蓋駛離工地車輛上的物料，以確保
塵埃物料不會漏出車外。 

• 應在挖掘及動土工程完成後，立即在工地上灑水或塵埃抑制化學
劑，使路面保持濕潤。 

5.2 噪音 
 
良好的工地作業方法及噪音管理能進一步減低噪音對附近噪音感應

強地區的影響。在拆卸工程期間應實施下列措施，以減低噪音的影

響: 

• 只可在工地使用保養良好的機器，拆卸期間應定期維修機器。 

• 應在工作時段以外關上間歇使用的機器，或控制其音量至最少。 

• 應在拆卸設備裝置靜音器或滅聲器，以及在清拆期間妥善保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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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水質 

即使工程規模小，但採用適當措施控制徑流及排水卻十分重要，這

樣可避免大量懸浮固體流入西部水質管制區，以及對確定的水質污

染感應強地區造成影響。建議應實施正確的工地管理，以減少地面

徑流、泥土沖刷及污水影響。 

根據環保署的工地排水設施專業人員工作指引(ProPECC PN 1/94)
工作，工地徑流及排水影響將可避免。良好的內務及雨水管理可確

保符合水污染管制條例的標準，清拆工程亦不會對水質污染感應強

地區造成難以接受的影響。   

工地徑流及地面排水 

外露的土地預期會減至最少，而形成淤泥、徑流污染及沖刷的情況

亦受到限制。所有清拆及其他一般工程徑流造成的影響，能透過採

用適當的緩解措施而得以控制，其中包括:  

• 在適當情況下使用沉澱物收集器; 及 

• 為現時的發電廠排水系統提供足夠保養，以避免氾濫及溢流。 

所有現時的青衣發電廠排水管及暗渠已足夠控制雨水的排放。沉澱

物收集器會定期清潔及保養，油污堵截設施亦會定期清理，以避免

溢漏意外後排出的油污及油脂流入雨水排放系統。   

若現時青衣發電廠的地面徑流及排水設施能有效運作及控制，則可

避免對水質造成負面影響。 

一般拆卸工作 

工地碎屑及垃圾會經過適當收集、處理及棄置，以免這些物料流入

水源及對水質造成影響。4.7部份會討論固體廢物管理的要求。 

若妥善進行工程及採用良好的工地作業方法，並確保垃圾及燃料經

過正確管理、貯存及處理，本拆卸工程對水質的影響將可減至最

少。 

污水 

由於清拆工程期間的污水會通往現有的污水渠收集，故工人所產生

的污水不會對水質造成負面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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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廢物管理 

引言 

本部份制定循環再造、貯存、運輸及處置措施建議，以避免或減少

由渦輪清拆工程產生的廢物所帶來有關的潛在負面影響。  

買家需要配合這些建議，以制定全面的實地廢物管理計劃。該計劃

應配合工地獨有因素，如指定分類及臨時貯存可再用及可循環再造

物料的地方。 

廢物管理的等級制度 

不同的廢物管理方法可從環境角度得出的取向作分類。較可取的方

法所造成的影響最少，長遠亦較可持續。因此，有關的等級制度如

下: 

• 避免及減少 - 即改變作業方法，不製造廢物; 

• 物料再用 – 可避免棄置 (一般只需有限量的重新處理); 

• 回復及循環再造 – 可避免棄置 (即使需要重新處理); 及 

• 根據有關法例、指引及良好守則進行處理及處置   

買家應向廢物處置當局諮詢有關最後的廢物處置方案。 

這個等級制度應用作評估廢物管理方法，以便減少廢物及成本。   

拆建廢物 

渦輪清拆工地產生的廢物只屬少量，而其中只有小部份需要作堆填

處置。為減少所產生的廢物及使環境影響保持可接受程度，應採用

下列的緩解措施。小量的含油污混凝土仍可能會產生，這些混凝土

應當作化學廢物棄置。 

周詳的設計、計劃及良好的工地管理可減少廢物產生。將工地廢物

正確隔離及儲存可提高某些物質的循環再造可行性，如出售鋼筋予

軋鋼廠作廢鐵再用。 

根據1992年環境保護署及土木工程署的新建築廢物處置安排，大部
份拆卸廢物將作為惰性物料棄置在公共填土區，其餘部份則送往特

別堆填區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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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學廢物 

除石棉物料外，只有小量於廢物處置 (化學廢物) (一般) 規格附表

一界定的化學廢物可能會產生，其中包括酸性電池、滅火設備的溴

三氟甲烷物料及小量其他化學廢物。這些廢物將根據以下的化學廢

物包裝、處理及貯存守則處理: 

買家需要確保貯存化學廢物的容器必須: 

• 適合所盛載的物質、防腐蝕、保養良好及安全蓋好; 

• 容量不超過450升，除非規格獲得環保署批准; 及 

• 根據規例附表二的指引顯示中英文標籤 

化學廢物將由買家儲存及處理。 

一般垃圾 

工地產生的一般垃圾需放在密封箱，並由現時青衣發電廠的廢物收

集商每日收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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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總結 

本內容已就渦輪清拆工程引致的潛在環境影響進行討論，並提出適

當及直接的緩解措施，讓買家在工程進行期間採用，以確保不會對

環境造成負面影響。 

由於工程建議人將要求買家根據工程項目簡介及有關的香港特區條

例及規例，以及中電的安健環規格進行施工，故預期不會對環境造

成負面影響。 

因此，建議工程性質可作為批准直接申請環境許可證的根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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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早前獲批准報告之參考資料 

本工程項目簡介參考下列環境評估及其他報告:  
 
1. 香港環境資源管理顧問有限公司: 重新安置兩個位於鶴園發電廠
的七千六百萬伏特燃氣渦輪發電機至青衣發電廠 – 環境評估報
告，1993年7月制定，1998年4月1日前獲批准，列於登記冊上。 

 
2. 香港環境資源管理顧問有限公司： 青山發電廠燃氣渦輪發電機
（渦輪三至渦輪六） 清拆工程，2002年11月制定。環保署於
2002年11月根據環境影響評估條例發出環境許可証。 

 
3. 安建顧問公司: 青衣燃氣渦輪石棉物料拆除工程。石棉調查報告 

(2003年7月)，參考編號3377-0R046-00。環保署於2003年7月31
日發出批准(13) in EP/AC/A/15/500/599 XIII。 

 
4. 安建顧問公司: 青衣燃氣渦輪石棉物料拆除工程。石棉管理及拆
除計劃，2003年7月。參考編號3377-0R045-00。於2003年7月31
日獲環保署批准，(13) in EP/AC/A/15/500/599 XII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