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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基本資料 

1.1  工程項目名稱 
 
 屏山鄧氏宗祠維修工程 
 

1.2  工程項目的目的及性質 
 
1.2.1 工程項目的目的是重建元朗屏山鄧氏宗祠的屋頂、重鋪地台、修飾鄧氏

宗祠 (以下簡稱 「宗祠」) 內外部，並進行其他相關的小型維修及復修

工作。(工程範圍詳見附錄 I)。 
 
1.2.2 由於受白蟻影響，宗祠屋頂的木梁架受到廣泛的破壞;而宗祠內部牆壁的

批盪和油漆出現剝落，另外，地台亦出現老化跡象。(損毀情況詳見附錄

II 的相片)。古物古蹟辦事處有責任維持香港法定古蹟在一個良好狀況，

遂建議及撥款為屏山鄧氏宗祠進行維修工程。 
 
1.2.3 維修工程的方案及工作細則由建築署草擬並得古物古蹟辦事處的審核

和同意。工程範圍主要包括以下各項： 
 
(i) 以水泥砂漿或麻石石板翻新宗祠的地台，並配合原有式樣。  
(ii) 為宗祠的內部牆壁重新批盪及油漆。 
(iii) 清洗、維修宗祠的外牆及為磚牆重新勾縫，並以新磚逐塊更換個別

殘損的磚作。並且依據原有圖案修飾宗祠外牆墀頭。 
(iv) 拆卸現有的屋頂，包括屋瓦及橫梁。重建主屋橫梁及重鋪瓦面。並

且維修及為屋脊重新上色。 
(v) 為屋內木門、門檻及木窗維修及重新上色。 
(vi) 清洗、維修及為宗祠內的木匾和木對聯重新上色。 
(vii) 清洗及維修現有的排水系統。 

 
1.2.4 有關工程圖則詳見附錄 III 到附錄 V。 
 
1.3  工程倡議人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古物古蹟辦事處 
 
1.4  工程項目地點 
 
  元朗屏山坑尾村鄧氏宗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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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鄧氏宗祠歷史 
 
1.5.1 鄧氏宗祠是屏山鄧族的祖祠，由五世祖馮遜公興建，至今已有七百多年

歷史。 
 
1.5.2 鄧氏宗祠是三進兩院式的宏偉建築，為香港同類古建築的表表者。建築

物三進大廳上的梁架雕刻精美，刻有各種動植物和吉祥圖案，屋脊飾有

石灣鰲魚和麒麟。 
 
1.5.3 鄧氏宗祠於二零零一年十二月十四日列為法定古蹟，而屏山鄧族仍然擁

有宗祠的業權。宗祠現仍用作屏山鄧族祭祖、慶祝節日、舉行各種儀式

及父老子孫聚會的場所。。 
 
1.6  工程項目簡介涵蓋的指定工程項目數目及種類 
 
1.6.1 由於建議工程將於文化遺產地點進行(稱為法定古蹟)，因此，這個工程

項目屬於《環境影響評估條例》附表 2 第 Q.1 條的指定工程。 
 
1.7  聯絡人姓名及電話號碼 
 
  紀富善先生    高級工程經理 
        古物古蹟辦事處 
        電話：2721 2421 
        傳真：2721 6216 
        電郵：wdgreaves@lcsd.gov.hk 
 
  林社鈴先生    高級物業事務經理 
        建築署 
        電話：2773 2200 
        傳真：2765 6611 
        電郵：lamslg@archsd.gov.hk 
 
1.8  工程預計開支 
 
  310 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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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規劃大綱及計劃的執行 

2.1  部門責任 
 
2.1.1 古物古蹟辦事處是這工程項目的倡議人，負責管理及監察是項工程。古

物古蹟辦事處委託建築署為工程代理人並負責制定工程細則和投標文

件。另外，建築署將會負責工地監管，而古物古蹟辦事處則提供復修歷

史建築物的專業意見。而在工程進行期間，建築物的業主，即屏山鄧族

人士，將有充份機會表達他們的意見。 
 
2.1.2 工程的專業承建商 (下稱「承建商」) 將會從環境運輸及工務局提供的

認可維修及修復有歷史性樓宇的專門承造商名冊中選取。承建商將會負

責是項工程所有工序的執行。另一方面，承建商將負責實施各種緩解措

施，以減低工程可能對環境造成的不良影響。 
 
2.2  實地調查 
 
2.2.1 鄧氏宗祠全面的結構及現況調查已經完成，並已確認有問題的部分及建

議的維修方案。維修工程細則已經古物古蹟辦事處審閱，並符合國際文

物保護的原則。在獲得簽發環境許可證後，環境許可證所列出的附加要

求將會加入投標文件中，然後才公開投標。 
 
2.3 修建方法 
 
2.3.1 鑑於是項工程是維修歷史建築物，故施工過程須十分謹慎。承建商會架

設高規格的棚架以確保工人可接近屋頂的各部分進行拆卸，以及不會對

屋頂已殘損的部分帶來過量的壓力。 
 

2.4 重建中式瓦頂 
 
2.4.1 現有的瓦頂會被小心拆卸，並盡量貯存完好構件再使用。在鋪砌瓦面時

會混雜新及舊的瓦片，新瓦必須在大小、質量及顏色各方面與原有的瓦

片配合。新瓦片的樣本必須經批核後才可訂購。 
 
2.4.2 所有新置的木材必須是最上乘的，無受蟲蛀、無裂縫或其他的缺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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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3 在拆卸已殘損的木材作維修或更換時，必須謹慎地拆下入牆的木梁部

分，以免破壞鄰接的批盪。承建商須把木材的外露部分切去，再小心把

藏於牆壁內的殘餘木材弄碎後才取出 (是項工序將以手動式機械工具來

進行)。 
 
2.4.4 新置的木材，須選用經由木材供應商合格防蟲處理的木材。現有的及再

使用的木材將被噴上防蟲藥物以防止白蟻侵蝕。該項防治白蟻工序必須

由專業人員小心執行，以避免對環境造成不良影響。 
 
2.5  更換損毀磚塊 
 
2.5.1 已變壞的磚塊，即磚面有超過三毫米深的裂痕或殘損，及出現磚皮剝落

的情況。凡有殘缺或變壞的磚塊，承建商須依照建築署及古物古蹟辦事

處所給予的指引，以新磚或舊磚重砌。 
 
2.5.2 更換磚塊的方法如下： 
 

(i) 所有被確認為已變壞的磚塊，包括磚塊、灰漿/水泥接縫或批盪的

殘損，均須完全移除，並不損害相鄰完好的磚作。 
 

(ii) 所有現存的灰漿接縫及勾縫均須小心移除，以騰出整齊的空間以砌

入新磚塊。 
 

(iii) 在更換磚塊時，儘管只有一層磚面出現殘缺，內外兩層磚牆的丁磚

及順磚均要徹底修復。 
 

(iv) 新換磚塊的夾縫須與現存的磚面夾縫配合，新磚面須與現有的磚面

平整。 
 

(v) 新換的磚塊必須完整，並在顏色及尺寸方面與現存的磚塊配合，並

以原有的砌磚方法築砌新磚。 
 
2.6  鋪設地台 
 
2.6.1 以手動式機械工具鑿出前進、廂房、中進、側廊、後廂房、後進、前庭

院及後庭院中巳出現裂紋及已損壞的灰沙地面。以水泥砂漿小心處理地

台，使新舊顏色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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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2 小心填平和處理地台，使新的地台表面能與原本的地台緊密接合，並處

於同一水平面。 
 
2.7  排水系統 
 
2.7.1  清洗及疏通現有的排水系統，包括宗祠室內及庭院的地面排水管道。 
 
2.7.2 維修及重造個別排水道及水管，使現有的排水系統能更有效地運作，而

新的設計及所用物料須與現有的相配合。 
 
2.8  執行計劃 
 
  與鄧氏族人商討後，暫定的工程計劃時間表如下： 

 
合約前的準備 
(包括工程設計，擬備投標文件，申請環境許可證等) 

……………… 2004 年 4 月至 2004 年 10 月 
  預計建造工程  ……………………….   2004 年 10 月至 2005 年 4 月 
 

3.   附近環境的主要元素 

 
3.1. 是項工程的建築工地位於元朗屏山近郊附近。工地位於坑頭村和坑尾村

之間，因而，在鄰近有不少低樓層住宅(俗稱“丁屋”)。最接近工地而被

視為敏感受體的丁屋組群距離工地約三米。另一法定古蹟，愈喬二公祠

則坐落於鄧氏宗祠毗鄰。 
 
3.2 鄧氏宗祠是屏山文物俓其中一個主要地標。在工地約三百米的範圍內有

不少歷史建築物，包括楊侯古廟、洪聖宮、清暑軒和覲廷書室。由於它

們離開工地有相當距離，因此是項工程將不會對它們造成不良影響。 
 
3.3  工地附近的環境受到汽車往來宗祠前面停車場所造成的聲音所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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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對環境可能造成的影響 

 
施工期間的環境影響 

4.1 文化遺產 

4.1.1 由於受潮濕的天氣和白蟻的影響，鄧氏宗祠的屋頂已損毀多時。另外，

宗祠牆身出現反白現象，因而需要翻新。是項工程主要為維修宗祠的屋

頂。為確保宗祠的歷史價值不受影響，所有建築和彩繪上色工序將由經

驗工匠嚴謹及慎密的進行。古物古蹟辦事處及建築署亦會派出專家監督

整個工程，以確保工程及所用之建築材料均達到最高要求。另外，是項

工程將會為附近環境，尤其是宗祠的使用者及遊客帶來重大裨益。 

4.1.2 已列為法定古蹟的愈喬二公祠及多棟歷史建築物坐落在工地約三百米

的範圍內。有鑑於上述歷史建築物離開工地有相當距離，加上考慮到是

項工程的性質及規模，因此是項工程將不會對它們造成不良影響。 
 
4.2  噪音 
 
4.2.1 工地與最近住宅的窗口相距約三米。雖然工地與這些住宅相距甚近，但

是，由於是項工程將不允許使用重型機械工具，因此工程只會為附近居

民帶來輕微的噪音影響。在工程進行期間，手動式的機械工具可能會引

起少量滋擾，但噪音影響是相當輕微的。在工程進行期間，建築噪音對

附近敏感受體可能造成的影響極小。 
 
4.3  空氣質素 
 
4.3.1 由於拆卸屋頂及地板的工作主要是以手動式的機械工具進行，預計施工

時只會產生少量塵埃。另外，為減低和控制塵埃的產生，將會執行適當

的工地管理措施，而這些措施將會納入工程細則中。 
 
4.4   對交通的影響 
 
4.4.1 貨車可能使用屏廈路，運送建築物料，包括木材、磚塊、建築廢料等住

來工地，因此可能對附近交通造成輕微的影響。但是相對於路面的日常

運輸量，工程所產生的影響是極之輕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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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固體廢物 
 
4.5.1 在拆卸現有屋頂期間，將產生約二十立方米的拆建廢料，包括水泥砂漿

木造橫梁、屋頂瓦片及牆壁批盪。經建築署與古物古蹟辦事處的專家鑑

定後，沒有損壞的橫梁及瓦片，將會保留再用。餘下不可回收再用的物

料將運離工地，並送往堆填區。而承建商須遵守環境保護署定下的廢物

處置指引來處理臨時存放的拆建廢料，並有效地棄置這些廢料。因此，

施工期間所產生的拆建廢料及其處理將不會對環境造成不良影響。 
 
4.5.2 另外，承建商需依照廢物處置條例以管理、貯存和處置已經使用或將會

使用的化學物料，包括防蟲藥物及家用清潔劑。倘若有需要時，承建商

將會向環境保護署 (電話: 2755 3554) 查詢專業的意見以處理化學物

料。所有殘餘防蟲藥物將會以原有容器盛載，並由承建商回收以作將來

之用。有鑑於防蟲藥物的價格，相信殘餘化學物料將不會超過一公升。 
 
4.6  廢水 
 
4.6.1 清洗磚牆、石柱、地板及磚牆的復修與鞏固等工程可能產生少量污水，

這些污水的成份與日常家居污水相類似，然而，在這些污水將會經過過

濾處理才排入污水渠。整個工程所產生污水預計將不超過一千公升。另

外，所有廢水的排放將依照水污染管制條例及相關條例來進行。 
 
4.7   危險物品 
 

 此工程將不會使用危險物品。 
 
4.8  自然生態 
 
4.8.1 工地附近範圍並無樹木、灌叢或其他植物，因此，是項工程將不會對自

然環境造成影響。 
 
4.8.2 有鑑於工地附近可能有蝙蝠及雀鳥的存在，古物古蹟辦事處曾派員聯同

漁農自然護理署的代表和嘉道理農場暨植物園 (以下簡稱「嘉道理農

場」)的專家，在二零零四年五月進行了一次實地考察，以確定蝙蝠及

雀鳥的踪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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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3 嘉道理農場的專家指出，在宗祠內並無找到蝙蝠居住的跡象，而宗祠只

用作蝙蝠的歇息處(即蝙蝠作短暫停留用以捕食的地方)。由於附近有不

少近似宗祠建築型制的建築物，為蝙蝠提供其他的歇息處，因此，在工

程進行期間，並不需要安排額外的措施以遷徙蝙蝠。 
 
4.8.4 另外，在實地考察中，在宗祠屋頂並無發現任何雀巢。有鑑於上述發現，

嘉道理農場的專家亦相信是項維修工程將不會對工地附近的自然生態

帶來影響。 
 

5.   納入設計的環保措施 

 
5.1  緩解措施以減低環境影響 

 
5.5.1 綜觀以上所述，此項工程所產生的噪音、空氣質素、交通、固體廢物和

廢水的影響甚微。同時，承建商將會依照環境保護署最新的指引實施多

項緩解措施以進一步減低是項工程對環境的影響。  
 
5.2  文化遺產 
 
5.2.1 古物及古蹟條例 
 

5.2.1.1 根據《古物及古蹟條例》(香港法例第五十三章) 第六條第一

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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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屏山鄧氏宗祠已宣布為法定古蹟，任何工程的

進行需依《古物及古蹟條例》事先向古物事務監督申請許可

證。待許可證審批及發出後，工程始可展開。倘若任何人違反

第六條第一節的規定，即屬犯罪，一經定罪，可處罰款港幣十

萬元及監禁一年。另一方面，為保護鄧氏宗祠的建築特色，是

項工程將依照許可證的細則進行。 
 
5.2.2 施工標準 
 

5.2.2.1  所有復修的組構需配合原有的設計，並參照原有的建築物料、

尺寸及顏色。 
 

5.2.2.2  所有建築物料及油彩顏料需經建築署及古物古蹟辦事處檢

定，以確保復修的組構及彩繪與現有的相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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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2.3  倘若所缺失、損毀或耗損的組構並無現有實物作參考，則承建

商須聘用經驗技師及工匠去仿造該組構。 
 

5.2.2.4 承建商須按建築署及古物古蹟辦事處認可的方法去記錄復修

工序及所用物料，並將該記錄給予古物古蹟辦事處以供日後維

修之用。 
 

5.2.2.5  上述的記錄需記下是項工程所用物料的名稱(包括通用名稱及

專用名稱)、所運用的地方、成份配方、混合方法、應用方法

等，以供日後維修作參考。 
 
5.3  噪音 
 
5.3.1 在工程初期，因涉及以手動式的機械工具來拆卸屋頂及地台，因此，可

能會引起輕微的噪音。雖然工地與最近的住宅相距約三米，但是由於是

項工程將不准許使用重型機械工具，因此工程只會為附近居民帶來輕微

影響。 
 
5.3.2 為進一步減低工程帶來的影響，承建商將採用合適的緩解措施，使工程

噪音不會超過噪音管制條例、環境影響評估條例及其他相關條例的規

定，包括選用低噪音工具、使用有妥善維修保養的機器、在施工期間經

常檢查及維修所使用的機器，以進一步減低噪音的影響。 
 
5.3.3 為了盡量減少工程對附近居民日常生活的影響，在晚上七時到早上七時

時段、周末及公眾假期將不准施工。 
 
5.4  空氣質素 
 
5.4.1 由於拆卸屋頂及更換地台的工作只會產生少量塵埃，所以不會引起嚴重

的污染問題。此外，承建商將會遵守和依從《空氣污染管制(建造工程

塵埃)規例》，以進一步減低是項工程對空氣質素的影響。實施的緩解

措施將會包括: 
 

(i) 為避免拆卸屋頂時引起塵埃與碎屑的飄散，拆卸廢料將會小心

地從屋頂運往地面處置。 
 
(ii) 當進行起鑿及更換地台的工序時，定時在地上灑上清水以避免

塵埃四處飄散。 
 



 
古物古蹟辦事處  工程項目簡介 – 屏山鄧氏宗祠 

 
-10- 

(iii) 未被運走的拆卸廢料將被灑上清水以避免塵埃與碎屑在工地

飄散。另外，當以手動式機械工具進行鑽探、切割打磨或用機

械切割物料時，在該項被處理的物料表面灑上清水以避免塵埃

的飄散。 
 

5.5  固體廢物 
 

5.5.1 工程進行期間，將會產生約二十立方米的拆建廢料(如已損毀的瓦片、

橫梁、舊磚塊、水泥砂漿及牆壁批盪)。經分類出可再用的物料後，所

有不可回收再用的物料將被送往認可的堆填區。另外，承建商須遵守廢

物處置條例以處理和棄置拆建廢物。因此，是項工程所產生的廢料及其

處理對環境造成不良影響極微。 
 
5.6   水質 

 
5.6.1 當清洗磚牆、石柱、地板及進行小型磚牆的復修工作時，將可能產生小

量廢水，這些廢水將會經過過濾處理，然後才排放到附近污水渠。另外, 
所有廢水的排放將依照水污染管制條例及相關條例來進行。另一方面，

由於工地附近並無水源，施工期間將不會對附近水源構成影響。 
 
5.7   其他環境的影響 
 

環境影響的程度、分布範圍及持續時間 
 
5.7.1 環境及其他方面影響的程度、分布範圍及持續時間扼要如下： 
 
影響 作用 嚴重性 分布 時間 
文化 
遺產 

鞏固鄧氏宗祠的結構及增加鄧氏

宗祠及屏山文物俓的吸引力 
有利 工地範圍 長期 

噪音 拆卸及清理工程所引起的噪音 輕微 工地範圍 約三個月

空氣 
質素 

建造工程產生少量塵埃 輕微 工地範圍 約三個月

廢物 
處理 

處理及棄置約二十立方米的拆建

廢料 
輕微 工地範圍 約三個月

水質 排放經過過濾的污水 輕微 工地範圍 約三個月

交通 
影響 

貨車住來工地 輕微 屏廈路 約三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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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公眾諮詢 
 
5.8.1  古物古蹟辦事處已經與鄧氏族人作定期會面以講解工程進展。由於宗祠

是屏山文物俓的重要景點之一及村民聚會的地方，工程將會盡可能在預

定時間完成。 
 
5.8.2 當地村民曾多次要求政府儘快落實是項工程，並對工程的進行表示熱烈

的支持。他們亦理解和願意接受工程帶來的不便，再加上採用適當緩解

措施，因此所產生的影響將會相當輕微。另外，在工程進行期間，古物

古蹟辦事處與鄧氏族人會作定期會面，以了解他們的需要。  
 
5.8.3 古物諮詢委員會已被知會是項工程的重要性，並表示支持是項工程的進

行。 
 
5.9  以往相近似工程 
 
5.9.1 銅鑼灣天后古廟在二零零四年二月到六月期間亦曾進行重建屋頂工程。 
 

6.   使用先前通過的環境影響評估報告 

 
6.1 銅鑼灣天后古廟的工程項目簡介(DIR-091/2003)獲得批准直接申請環境

許可證。由於兩項工程同樣涉及中式法定古蹟的維修工程，相關資料可

作今次申請的參考。 
 

7.   結論 

 
7.1   此項工程對水質、噪音、空氣、交通和廢物處理等的影響極微。在實施

各種緩解措施後，預計不會造成不良影響，而各個敏感受體亦能受合適

的保護。(有關的抒緩措施詳見附錄VI)。另一方面，建築署及古物古蹟

辦事處會進行環境監察與審核以確保上述建議的緩解措施在施工階段

能有效地執行。 
 
7.2  是項工程主要為維修屏山鄧氏宗祠。該宗祠的傳統特色將會被小心保

存。承建商將嚴格遵守根據《古物及古蹟條例》第六條向古物事務監督

申請許可證中所列明的工程細則。所有復修工序將由經驗技師及工匠去

執行。建築署及古物古蹟辦事處的專家將會監察及監督工程以確保該建

築物的歷史價值和建築特色不受損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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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這項工程主要把宗祠回復良好的狀態，使鄧氏族人能更有效地使用宗

祠，並為附近居民及遊客帶來裨益。另外，由於宗祠是屏山文物俓的重

要景點，是項工程將有助發展香港的文化旅遊及歷史教育。 
 
7.4  此項工程將會為社區帶來莫大裨益，而工程進行期間所引起的環境影響

極之輕微，本處現在按照《環境影響評估條例》申請准許直接申請環境

許可證。 
 
 





        第一頁  附錄II 

 

 

 
相片一  屏山鄧氏宗祠的正面 

 
 
 

 
相片二 宗祠屋頂的木梁架受到白蟻嚴重的侵蝕 

 
 
 



        第二頁  附錄II 

 
相片三 牆壁清晰可見的水印顯示宗祠嚴重地受到濕氣 

問題的影響 

 
 

 

相片四 宗祠內部牆壁的批盪和油漆出現剝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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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錄 I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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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VI – 第一頁 

 

 

建議實行的緩解措施 

 

屏山鄧氏宗祠維修工程 
 

 

工程項目

簡介章節 

建議的緩減措施 建議措施的目的及 

要注意的地方 

誰人執行 

該措施？ 

措施的位置 

 

何時執行 

該措施？ 

該措施是根據哪些法例/ 

指引的要求或標準？ 

5.2.1.1 申請許可證 由於屏山鄧氏宗祠已宣布

為法定古蹟，任何工程的

進行需依《古物及古蹟條

例》第六條事先向古物事

務監督申請許可證 

承建商 

 

鄧氏宗祠 在工程進行

之前 

根據《古物及古蹟條例》(香港法例

第五十三章) 

5.2.2.1 所有復修的組構需配

合原有的設計 

保存鄧氏宗祠的歷史及建

築特色 

承建商 

 

地盤工地 

 

施工期間 

 

--- 

5.2.2.2 建築物料及油彩顏料

需經建築署及古物古

蹟辦事處檢定 

保存鄧氏宗祠的歷史及建

築特色 

建 築 署 及 古

物 古 蹟 辦 事

處 

地盤工地 

 

施工期間 

 

--- 

5.2.2.3 聘用經驗技師及工匠 保存鄧氏宗祠的歷史及建

築特色 

承建商 

 

地盤工地 

 

施工期間 

 

--- 

5.2.2.4 記錄復修工序及所用

物料 

供日後維修作參考 承建商 

 

地盤工地 

 

施工期間 

 

--- 

5.3.2 實行建築噪音的緩解

措施(如選用低噪音及

有妥善維修保養的工

具、在施工期間檢查

及維修所使用的機器) 

減輕工程引起的噪音影響 承建商 地盤工地 施工期間 噪音管制條例 



附錄 VI – 第二頁 

 

工程項目

簡介章節 

建議的緩減措施 建議措施的目的及 

要注意的地方 

誰人執行 

該措施？ 

措施的位置 

 

何時執行 

該措施？ 

該措施是根據哪些法例/ 

指引的要求或標準？ 

5.3.3 在晚上七時到早上七

時時段、周末及公眾

假期將不准施工 

減少工程對附近居民日常

生活的影響 

承建商 地盤工地 施工期間 噪音管制條例 

5.4.1 (i) 拆卸廢料將會小心地

從屋頂運往地面處置 

避免在進行拆卸工序時引

起塵埃與碎屑的飄散 

承建商 地盤工地 施工期間 空氣污染管制(建造工程塵埃)規例 

5.4.1 (ii) 定時在地上灑上清水 以避免在進行起鑿及更換

地台時引起塵埃四處飄散 

承建商 地盤工地 施工期間 空氣污染管制(建造工程塵埃)規例 

5.4.1 (iii) 向物料灑上清水 避免在進行拆卸工序、鑽

探、切割打磨或用機械切

割物料時引起塵埃與碎屑

的飄散 

承建商 地盤工地 施工期間 空氣污染管制(建造工程塵埃)規例 

5.5.1 將拆建廢物運往堆填

區 

減低廢料處理的影響 承建商 

 

地盤工地 

 

施工期間 

 

廢物處置條例 

5.6.1 廢水在排放前將會經

過過濾處理 

減低廢水的影響 承建商 

 

地盤工地 

 

施工期間 

 

水污染管制條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