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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基本資料 

 

1.1 工程項目名稱 

 

   李鄭屋漢墓加設架拉式帳篷 

 

1.2 工程項目的目的及性質 

 

李鄭屋古墓是一個十字形、由四個墓室組成的磚砌建築物，1955
年被發現後，政府在墓頂鋪上防水膠膜及混凝土，其後更覆蓋泥土

和天然草坪。由於漢墓外的防水膠膜及混凝土層已經十分殘舊，出

現裂痕，因此近年每逢大雨，李鄭屋漢墓均出現雨水滲漏問題，影

響古墓的結構安全。但直接修補防水膠膜涉及除去現有混凝土層，

施工時難免對漢墓做成不必要震動，直接影響其結構。 
 
現建議加設架拉式帳篷作為上蓋，以抵擋及防止雨水滲入古墓內。 

 

1.3 工程倡議人 

 

康樂文化事務署香港歷史博物館及建築署 

 

1.4  工程項目地點及規模 

 

九龍深水埗東京街 41 號李鄭屋漢墓博物館（請參閱附錄 A 位置圖

及 B 施工範圍圖）。帳篷的面積約 400 平方米，另外將會在漢墓外

圍加建四個地基和支柱支撐帳篷。 

 

1.5.  李鄭屋漢墓的歷史 

 

李鄭屋漢墓是東漢時期（公元 25-220 年）建築物，亦是香港境內

唯一的漢代建築遺址。政府於 1988 年 12 月李鄭屋漢墓正式列為法

定古蹟，受《古物古蹟條例》（香港法例第 53 章）的永久保護。

根據古物古蹟條例第 3(4)條規定，政府在土地登記冊上註明李鄭屋

漢墓位置（請參閱附錄 C 土地登記圖 KM2a）。 
 



1.6  工程項目簡介涵蓋的指定工程項目數目及種類 

 

由於工程將於文化遺產地點進行，因此，這個工程項目屬於《環境

影響評估條例》附表 2 第 Q.1 條指定工程，共涉及一個指定工程。 

 

1.7 聯絡人姓名及電話號碼 

 

林國輝先生  一級助理館長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香港歷史博物館 

電話：2724 9015 

傳真：2724 9090 

 

龍萬良先生  物業事務經理 

建築署 

電話：2773 2287 

傳真：2765 6611 

 

顧建全先生  工程建築師 
胡周黃建築設計（國際）有限公司 
電話：2893 3000 

傳真：2834 5281 

 

   
2. 規劃大綱及計劃的執行 

 

康樂文化事務署香港歷史博物館及建築署為是項工程的倡議人。另外建築

署聘請胡周黃建築設計（國際）有限公司(WCWPI)為工程顧問，負責是項

工程的設計、項目管理及工地監管。建築署將會以招標形式，從認可承建

商名單中選取是項工程之承建商，承建商將會負責執行所有的工序。 
 

是項工程預期將於二零零四年二月開始，並期望於 2004 年五月完成。暫

定工程計劃時間表如下： 

 

設計工作 ………………………………… 2003 年 7 月至 10 月底 
投標文件工作 …………………………… 2003 年 12 月中至 04 年 2 月底 
預計建造工程 …………………………… 2004 年 2 月底至 5 月底 

 



3. 附近環境的主要元素 

 

 3.1  可能受影響的單位 

 

3.1.1 李鄭屋漢墓博物館位於古墓的隔鄰。 
 
3.1.2 李鄭屋官立小學，位於古墓的北面離最近的地基工程約三米。 
 
3.1.3  漢花園、李鄭屋公園及李鄭屋遊樂場分為位於古墓的西、西北和東

面約 10 米。 

 

3.1.4 李鄭屋�位於古墓的北面約 70 米。 
 
 

4. 對環境可能做成的影響 

 

4.1 施工過程 

 

工程需要興建四個深入地底 1.5 米的 1 米高地基（土地承重量為

75kpa）(請參閱附錄 D 地基設計圖則)。架拉式帳篷將由玻璃纖維

布料作材料，再由不銹鋼或其他材料的支架鞏固在地基上，帳篷的

面積約 400 平方米，而帳篷距離墓頂的高度有兩米多，帳篷四周不

會密封(請參閱附錄 E 拉架式帳篷設計圖則及附錄 F 拉架式帳篷電

腦模擬圖)。 
 
工程人員將會預先進行探井工程，分析地基所在地及附近博物館建

築物的情況，防止日後建築工程影響古墓及博物館的結構。另外，

施工期間將會於工地範圍蓋上圍版，防止博物館參觀者或公園遊客

誤進工地。 

 

4.2 施工期間 

 

所有工程只在星期一至五早上七時至晚上七時進行。 

 

4.3 環境影響 

 

工程顧問已考慮工程對所有環境元素的影響，但因應是項工程的特

式，一些不適用的元素例如空氣質素、塵埃、氣味、交通、廢水、



廢料以及儲存、運輸、使用及棄置危險物品和固體廢物等將不會被

考慮，其他對環境有可能造成影響的元素詳例如下:  

 

4.3.1  噪音 

 

4.3.1.1  基線 

 

最接近工地和受影響的地方是李鄭屋漢墓博物館，李鄭屋官立小學

以及李鄭屋公園，它們相距工地只有數米，而較遠的有李鄭屋遊樂

場、漢花園及李鄭屋。 

 

4.3.1.2 施工期間 

 

是項工程主要包括承建地基和架設架拉式帳篷，工程人員將會在地

基工程中使用輕型發掘工具甚至進行手動發掘，故預計將會產生輕

微的噪音，噪音水平亦會控制至符合香港環境保護署指引的標準。

工程人員亦會在工地範圍蓋上吸音圍板，務求將噪音情況減至最

低，因此不需要其他特別保護措施。 
 

4.3.1.3 使用期間  
 
工程完成後，新建築不會產生任何噪音。 

 

4.3.2 對景觀之影響 

 

4.3.2.1 基線 

 

A. 規劃及發展控制大綱  

 

在最新的城市規劃大綱圖上，李鄭屋漢墓博物館被列為(GIC)政

府、機構及社區用途，所有工程受到所屬區域的土地用途限制。而

近地區分別被列為用地(甲類)或(GIC)政府、機構及社區用

途。(請參閱附錄 G 長沙灣分區規劃草圖) 

 

B. 視覺影響 

 

受環境影之地方主要為李鄭屋漢墓博物館、李鄭屋官立小學、李鄭

屋公園及李鄭屋之高層單位。 



 

 

C.  景觀影響 

最接近李鄭屋漢墓的是李鄭屋公園，其景觀情況如下： 
1  並無獨有之景觀特色 
2  並無擁有價值的景觀 
3  並無特別的景觀 

4  其他受保護景觀：文化遺產詳情請參閱 4.3.3 

 

4.3.2.2 施工期間 

 

於施工期間，工程人員會在漢墓周圍搭建臨時竹棚和保護板，影響

漢墓外觀，但這情況只會維持數月。 

 

4.3.2.3 使用期間 

 

預計對景觀的影響： 

 

A. 與周圍景觀的相容 

 

李鄭屋漢墓鄰近為漢墓博物館及李鄭屋公園，有不少大樹在附近生

長，建議中的帳篷高度約為 10 米，幕頂距離漢墓頂最少 2 米。波

浪形幕頂將會跟墓頂的形狀和附近之樹木形態相近。帳篷的材料為

薄質、白色半透光的纖維，從質量、高度、形狀、所佔範圍及感覺

均與四周的環境匹配。 
 
B. 遮擋四周景觀 

 
幕頂將不會阻礙四周任何重要景觀，只會遮擋從高處往下望向古墓

頂的視線。 
 
C. 改善景觀質素 
 
香港及外國均廣泛地以架拉式帳篷保護著名古蹟，加上外型美觀，

帳篷將會改善古墓的景觀質素。 
 

D. 由陽光或人為光源導至的反光 

 



因架拉式帳篷的材料為白色半透明的纖維布料，將不會造成鏡面而

產生刺眼的反光。 

 

從附錄 F 電腦模擬圖顯示，不但從東京街正門方向或古墓背面李鄭

屋公園看到的拉架式帳篷均能與周圍環境融合，新的結構將會增加

古墓景觀的吸引力。其他將會施行的環境保護措施請參閱項目

5.1。 

 

4.3.3 對文化遺產的影 

 

4.3.3.1 基線 

 

就項目 1.5 的提及，李鄭屋漢墓已被列為法定古蹟，受古物古蹟條

例的永久保護，倘若未經准許，任何人均不得拆卸、移走、阻塞、

污損或干擾古蹟。 
 
4.3.3.2 施工期間 

 

因工程將在古墓頂部進行，工程人員會依照項目 5.2 列明的環境保

護措施，減低一切對古墓的影響。 

 

4.3.3.3 使用期間 

 

架拉式帳篷能保護古墓免受風吹雨打，防止古墓結構受進一步破

壞，為古墓帶來好處。 

 

為了減少保養工程對古墓的干擾，顧問公司撰擇架拉式帳篷，帳篷

擁有自行清潔的優點，可減少清潔帳篷的次數。此外，帳篷使用的

物料壽命較長，一般可用上二十年以上。架拉式帳篷較容易安裝和

拆卸，方便替換，涉及的工程較為簡單，對古墓的影響亦可減至最

低。 
 

 

5. 環境保護措施 

 

5.1  景觀 

 

   5.1.1 施工期間 



 

工程人員會預先造好帳篷然後運送到工地裝嵌，縮短製作過程所帶

來對景觀的影響。 

 

5.1.2 使用期間 

 

5.1.2.1 結構設計及物料選擇 

 

工程顧問在選擇物料及設計帳篷時已配合周圍環境需要，把遮蓋視

線的程度減至最低(詳細討論於項目 4.3.2.3)。 

 

博物館亦將於 2004 年進行展館裝修工程，展館新設計將會配合這

個帳篷，使博物館、古墓及帳篷的外觀更為協調（請參閱附錄 F

拉架式帳篷電腦模擬圖）。 

 

5.2  文化遺產 

 

5.2.1 施工期間 

 

5.2.1.1 結構設計以及物料選擇 

 

結構的支撐工程以及地基的位置盡量遠離古墓，對古墓結構影響減

至最少(請參閱附錄 E 拉架式帳篷設計圖則) 

 

5.2.1.2 施工程序的實際控制 

 

工程人員將會實行以下措施減少對古墓的影響： 

a) 不使用重型機器。 

b) 不准在古墓頂放置任何工程物料。 

c) 在墓頂架設臨時保護措施，防止施工時工程物料跌落在古墓上。 

d) 預先造好所有結構配件，然後運送到工地裝嵌，以減少在古墓

範圍的工程時間。 

e) 在古墓內外進行一系列包括地面沈降、土地傾斜和震盪的監

察。工程公司經有關政府部門同意下，亦會參考現有由土木工

程處監察漢墓移動的數據。 

f) 工程人員會經常監察工程以確保漢墓的結構穩定，遇有不尋常

的沈降及傾斜，工程人員會立即停止施工。 

g) 顧問公司會將以上由 a 至 f的措拖和由環保署提供的(建議污染



控制細則)(RPCC)納入承建商投標書內，將來被聘請之承建商

會受條款限制規限。 

 

5.2.2  使用期間 

 

工程顧問在選擇物料及設計帳篷時已配合周圍環境需要，故對文化

遺產影響已減至最低(詳見項目 4.3.3.3)。 

 

5.3 公眾諮詢 

 

康樂文化事務署、建築署和胡周黃建築設計（國際）有限公司在二

零零三年九月十八日向深水埗區議會社區事務委員會匯報是項工

程詳細情況，會上委員已同意工程的進行（請參閱附錄 H 深水埗

區議會社區事務委員會二零零三年九月十八日第二十四次會議記

錄初犒）。 

 

 

6. 使用先前通過的環境影響評估報告 

 

沒有先前通過的環境影響評估報告可供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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