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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基本資料 

工程項目名稱 

1.1 本工程項目名為“合約編號 CE 50/2001沙田及大埔雨水排放系統改善工程＂。 

工程項目的目的和性質 

1.2 香港特別政行區政府渠務署在完成沙田及大埔雨水排放整體計劃研究後，委託茂盛（亞洲）工程顧問

公司（以下簡稱“茂盛＂）負責進行“合約編號 CE 50/2001 (DS) 沙田及大埔雨水排放系統改善工
程–設計和建造＂（以下簡稱“該合約＂），在沙田及大埔區多個地點進行雨水排放系統改善工程，

藉以紓緩潛在的水浸問題。 

1.3 在該合約所建議的各項工程中，擬於大埔河上游進行河道改善工程（以下簡稱“本工程項目＂）是

《環境影響評估條例》（第 499章）附表 2第 1部份第 I.1(b)(ii)項所述的指定工程項目，即“排水道
或河流治理與導流工程，而該工程排水入一個地區，該地區距離一個現有的或計劃中的文化遺產地點
的最近界線少於 300米。＂。（詳情請參閱本報告第 1.8節）。 

工程項目倡議人名稱 

1.4 工程項目倡議人是香港特別行政區政府渠務署的顧問工程管理部。 

工程項目的地點和規模 

1.5 大埔河上游是從大帽山的打鐵屻開始，沿著衛奕信徑從西南流向東北，然後往北流向大埔墟，最後流

入林村河。在大埔河上游之東面有仍在耕作和已經荒廢的農地，包括新屋家和茘枝山在內的村落，大

都位於河道的西面和東北面。 

1.6 根據建議，大約 0.6 公里長的大埔河上游將進行改善工程，藉以改善該河的排水能力。這些工程主要

是上游河道的重建和改道工程，包括以石籠保護河岸，及保持天然河床。河道的設計己參考了渠務署

技術通告及實務備考 2/2004 《保護天然河道及溪澗以避免建築工程所引起之不良影響》和 環境運輸
及工務局的工程技術通告編號 5/2005 《保護自然溪澗或河流以避免建築工程所引起之不良影響》。 
因應環境保護署、漁農自然護理署和本地各環保團體在較早前的諮詢及實地考察後給與的意見，在

0.6 公里長的擬議工程中，約有 0.15 公里長的地方只會在一邊河堤進行改善工程；餘下的一邊河堤則

不會進行任何工程，務求能夠保留其天然生態環境。擬議改善工程亦會重置多條行人通道和橋樑。 

1.7 為了確保大埔河上游有足夠的排水能力，擬議改善工程將會連接及排放至近上碗窰的一段大埔河人工

河道。圖 1.1是本工程項目的位置圖，而圖 1.2則是本工程項目的總體平面圖。 

工程項目簡介涵蓋的指定工程項目數目及種類 

1.8 根據《環境影響評估條例》附表 2第 1部份第 I.1(b)(ii) 項所述，任何工程所涉及的河流若排水入一個

地區，而該地區距離現有文化遺產地點的最近界線少於 300 米，則該工程項目屬於一個指定工程項
目。由於大埔河上游的有關河段所流入的地區距離兩個已公布的文化遺產地點，即碗窰村古窰遺址和

樊仙宮，是少於 300 米（兩處均屬古物及古蹟條例內已公布的法定古蹟），因此本工程項目是屬於

《環境影響評估條例》所列的指定工程項目。有關兩個文化遺產地點的位置，請參閱圖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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聯絡人姓名及電話號碼 

1.9 有關本工程項目的所有查詢，請與工程倡議人聯絡： 

項目工程師： 陳志明先生 
職位： 工程師 /顧問工程管理 4 
部門： 渠務署 
 顧問工程管理部 
位置： 灣仔稅務大樓 42 樓 
電話： 2594 7268 
傳真： 2827 8526 
電郵： lcmchan@dsd.gov.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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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規劃大綱及計劃的執行 

工程項目實施計劃 

2.1 本工程項目之設計和施工督導工作，將由茂盛負責。各項擬議工程，將由工程項目倡議人所委聘的承

建商負責進行。而改善後的河道之運作和維修工作，則由工程項目倡議人負責。 

初步工程項目時間表 

2.2 擬議工程的初步設計己於 2003 年中完成，而詳細設計階段則會於 2006 年中完成。 

2.3 該工程將於 2006 年 10 月動工，預計會於 2009 年底完工。圖 2.1 是此項工程項目之初步施工時間
表。 

與其他工程項目的關連 

2.4 擬於大埔河上游進行的河道改善工程附近，並沒有其他同時進行的重大工程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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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周圍環境的主要元素 

周圍環境主要元素說明 

3.1 在本工程項目附近地區所進行的環境評估範疇包括文化遺產、噪音、空氣質素、水質、廢物管理、生

態，以及景觀和視覺資源。 

文化遺產 

3.2 在擬議工程區 300 米範圍內，發現兩個文化遺產地點（法定古蹟），有關詳情可參閱下文介紹。圖

3.1展示了它們的位置。 

碗窰村古窰遺址 

3.3 此地的窰爐在明朝開始經營，由文、謝兩族管理。在海禁時曾一度停止，其後轉由馬氏經營。窰爐一

直經營至 1932 年，其後因為廣東其他窰場以廉價的瓷器競爭而被迫停產。此地在 1983 年成為法定古

蹟
1
。 

上碗窰樊仙宮 

3.4 該廟宇建於十八世紀，是香港唯一供奉樊仙的廟宇。據說樊仙是率先以土製陶的三兄弟。該廟於

2000 年進行大幅修繕，並於同年列為法定古蹟
1
。 

生態 

3.5 河道改善工程不會影響任何已知具重要保育價值的地區（例如最近的大帽山郊野公園在逾 130 米
外）。然而，擬議進行的工程會影響大埔河上游，而根據《環境影響評估程序技術備忘錄》附錄 16
附件 A的定義，該河是“超過 100米的天然溪流及很長的河道＂，因此是一個重要生境。故此，擬議

工程需要按照《環境影響評估程序技術備忘錄》附錄 16附件 A的規定，進行生態評估。 

3.6 擬議進行的工程和在工程地區邊界外 500 米範圍內的毗鄰生境（以下稱為“評估地區＂）的生態基線
情況，是透過檢閱文獻和實地調查而確定。評估地區的生態調查，是在 2002 年 8 月至 2003 年 7 月
的期間進行，其中包括有關生境／植物、鳥類、爬蟲類／哺乳類、陸地昆蟲和淡水生物群的調查。調

查的方式包括：直接觀察、傾聽動物鳴叫、找尋潛在的微生生境和捕／撈水中動物。除了這些調查

外，工程倡議人亦與一些本地環保團體合作，於 2004 年 10月於大埔河上游進行實地考察，共同探討

可能產生的生態影響和建議緩解措施。 

3.7 圖 3.2 是一幅評估地區的生境地圖。有關各個生境的具代表性照片，請參閱附件 3.1。在評估地區內
所記錄到的植物品種均羅列於附件 3.2。至於評估地區內所記錄到的動物品種，則羅列於附件 3.3。生
態調查的主要結果如下： 

 大埔河上游的中段（包括擬議工程區）受到較多滋擾、修改和污染，因此生態價值只屬中等；而

上游（在擬議工程區上方）則較為天然，而且生態價值偏高。大埔河上游地區有數種具保育價值

的鳥類、爬蟲類和魚類生活，但大都在擬議工程區外的上游地區。 

 在距離擬議工程地區約 450 米的大埔河上游（在擬議工程區上方），記錄到蠑螈

（Paramesotriton hongkongensis）。雖然蠑螈是香港常見的生物，但這個品種在本地區內和全

                                                      
1 康樂及文化事務署屬下之古物及古蹟辦事處，碗窰古窰遺址及樊仙宮，2002 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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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的分布都很有限，只在香港和廣東沿岸發現（Karsen 等人之 1998 年著作）
2
。因此，

Fellowes 等人（於 2002 年的著作中）
3 認為香港的龐大而又穩定的蠑螈群體值得全球關注。此

外，蠑螈亦是受到香港《野生動物保護條例》（第 170章）所保護的動物。 

 大埔河上游共記錄到 6 種魚，其中四種是香港常見和分布廣泛的品種，並沒有特別保育價值。其

餘兩種（異�（Parazacco spilurus）和條紋擬鱨（Pseudobagrus trilineatus））則具有保育價
值。在大埔河上游之上段（擬議工程上方的不同地點）記錄到有大量異�（餓鬼）。這種鯉屬淡
水魚是本地常見品種，在很多水流速度屬中高而水質優良的河流都有發現。然而，根據《中國瀕

危動物紅皮書》（Yue and Chen, 1998）4
，這是易危品種，因為牠在世界上的分布很局限。在距

離擬議工程地區約 350米的大埔河上游南面支流 (擬議工程上方) 記錄到一條條紋擬鱨。這條魚是
於黃昏時份，在一段水流屬中等湍急，並有礫石／圓石基底的河段中捕捉到。這種魚是在 1997
年才在香港西貢東部一個池塘中，捕捉到一條成年魚和一條幼魚（見 Cheung 1988 年的著作）
5
。條紋擬鱨是廣東的風土動物，以前只在東江流域的河溪中記錄到（見 Pan 1990 年的著作）

6
。

由於這種魚無論在本地、地區還是全球層面的分布都非常有限，而且尚在縮減中，因此 Fellowes
等人（見 2002 年的著作）

3
認為香港的條紋擬鱨群落是具有全球保育價值的動物。 

 評估地區內共記錄到 17種蜻蜓，全都是香港常見和分佈廣泛的物種。 

噪音 

3.8 大埔河上游研究區附近的土地用途主要是村落和綠化地帶。研究區東北約 120 米處，是一個中等密度

的住宅區（盈峰翠邸）。 

3.9 除了一些區內通道所產生的少量交通噪音外，研究區附近並沒有發現其他噪音來源。預計研究區內之

環境噪音聲級屬偏低。 

空氣質素 

3.10 建議工地附近的現有空氣質素主要是受附近道路上行駛的車輛所排放的廢氣影響。由於現場沒有監察

數據，因此參考了最接近的環保署監察站（即大埔站）在最近 5 年所量度的主要空氣污染物年度平均

濃度。根據《1999-2003 年香港空氣質素》的資料，大埔監察站的懸浮固體粒子總量五年年度平均水

平是每立方米 58微克。 

水質 

3.11 大埔河的水質是由環保署的河水水質例行監察計劃所監察。根據 TR13 號監察站的 2003 年河水水質

監察數據，大埔河的酸鹹度、懸浮固體、溶解氧和化學需氧量都全面符合水質指標，而在五天生化需

氧量指標方面亦有進一步改善。該河的整體河溪水質指標達標率則為 98%，而水質指數則屬“良

                                                      
2 Karsen, S., Lau, M. and Bogadek, A. (1998) Hong Kong Amphibians and Reptiles. 2nd edition. The Provisional Urban Council, Hong 
Kong. 

3 Fellowes, J.R., Lau, M.W.N., Dudgeon, D., Reels, G.T., Ades, G.W.J., Carey, G.J., Chan, B.P.L., Kendrick, R.C., Lee, K.S., Leven, 
M.R., Wilson, K.D.P. & Yu, Y.T. (2002) Wild animals to watch: Terrestrial and freshwater fauna of conservation concern in Hong Kong. 
Memoirs of the Hong Kong Natural History Society 25: 123-159. 

4 Yue, P and Chen, Y. comps. 1998. China Red Data Book of Endangered Animals –Pisces. ed. S. Wang. Beijing: Science Press. 

5 Cheung, K.W. (1998) Two new freshwater fish for Hong Kong. Porcupine! 17: 16-17p 
6 Pan, J.H. (ed.) (1990). The Freshwater Fishes of Guangdong Province. Guangdong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ress, Guangdong, 
China, p.5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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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整體符合率比上一年上升 1%。然而，由於集水區內接收未受污水收集系統覆蓋的村落所排放

的污水，河水中的大腸桿菌含量在 2003 年仍然相當高，達 41,000 cfu/100mL。 

視覺及景觀資源 

景觀資源 

3.12 在擬議工程項目區 300米範圍內的主要景觀資源大慨包括： 

 天然林地 

 灌木林 

 在附近村落／建築物和市容美化區／斜坡等地的樹木／植物／農田 

 天然河流 

3.13 圖 3.3展示了景觀影響研究區內的景觀資源位置，包括實物和文化資源。 

景觀及視覺特色區 

3.14 在研究區內共找到三個主要景觀及視覺特色區，它們是： 

 碗窰山谷 

 大埔滘城市邊緣住宅 

 蓮澳高地 

3.15 圖 3.4展示了這些景觀及視覺特色區的位置和有關說明。 

 

現有和規劃中的敏感受體 

文化遺產 

3.16 根據《環境影響評估程序技術備忘錄》附錄 19 所提供的指引，建築物遺產調查共發現兩個建築物，

有關情況請參閱下表。 

表 3.1 實地調查所發現的建築物遺產 

位置 資源 與工程邊界最短距離 影響之景觀 
碗窰村 碗窰村古窰遺址 150米 村落結構及道路 
上碗窰 樊仙宮 80米 村落結構 

 

 

生態 

3.17 在評估區內所發現的主要生態敏感受體是大埔河上游。表 3.2 是根據《環境影響評估程序技術備忘
錄》附錄 8的標準，對該河的生態重要性作出之評估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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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 大埔河上游生態價值 

準則 生態價值 
天然性 包含擬議工程區的河段已經較受滋擾、修改和污染。該河的上游河段（上游及擬議

工程區上方）較為天然。 
生境面積的大小 該河的闊度大約介乎 8-20米之間。 
多元性 中等 
稀有程度 擬議工程上方的上游河段錄到的魚類有異�（Parazacco spilurus）和條紋擬鱨

（Pseudobagrus trilineatus）；兩棲動物有香港蠑螈（Paramesotriton 
hongkongensis）；還有池鷺（Ardeola bacchus）、小白鷺（Egretta garzetta）
和林鷸（Tringa glareola）。 

再造性 以前修改過的河段可作中等程度的再造；而較為天然的河段則只能進行低程度的再

造。 
零碎性 不適用 
生態連繫 工程區的上游流經已被劃為郊野公園的地區。 
潛在價值 若實施適當管理，並清除污染源頭，便可以增加該河的生態價值。 
育哺場／繁育場 無重要記錄 
久遠程度 不適用 
野生生物的數量

／豐盛程度 
中等 

生態價值 中游（包括擬議工程區）：中 
上游（工程區之上）：高  

 
 

3.18 大埔河上游的中下段地區（包括擬議工程區）只具有有限的生態價值，因為該處的水道受修改及污染

影響，因而局限了這段河流對水中生物的價值。事實上，生態調查結果顯示香港蠑螈
（Paramesotriton hongkongensis）、異�（Parazacco spilurus）或條紋擬鱨（Pseudobagrus 
trilineatus）都沒有在較受滋擾的下游河段中（包括擬議工程區）找到。然而，該河的下游相對於香港

大部份低地河／溪而言，已經較少被人工修改，因此，這些河段仍被視為具有中等生態價值。在擬議

工程區上游的大埔河之生態價值屬於偏高，因為有較多種類的水中生物群，以及具保育價值的魚類和

兩棲類動物。 

噪音 

3.19 根據《環境影響評估程序的技術備忘錄》之準則，已在距離工地邊界 300 米範圍內選出了具代表性的

噪音敏感受體，以評估因本工程項目引起之潛在噪音影響。表 3.3 羅列了被選定進行噪音影響評估的

噪音敏感受體。圖 3.5展示了擬議工程區附近的具代表性的噪音敏感受體的位置。 

表 3.3 具代表性的噪音敏感受體 

受體 位置 與最近的工地邊界的水平

距離（米） 
用途 

UTP1 上碗窰 54B 5 住宅 
UTP2 茘枝山村內村屋 10 住宅 
UTP3 大埔河上游附近村屋 3 住宅 
UTP4 大埔河上游附近村屋 3 住宅 
UTP5 大埔河上游附近村屋 2 住宅 
UTP6 大埔河上游附近村屋 2 住宅 
UTP7 大埔河上游附近村屋 5 住宅 
UTP8 大埔河上游附近村屋 5 住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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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體 位置 與最近的工地邊界的水平

距離（米） 
用途 

UTP9 半山洲 49A 7 住宅 
UTP10 擬議通道附近村屋 2 住宅 
UTP11 新屋家 49G 42 住宅 

 

空氣質素 

3.20 根據《環境影響評估程序技術備忘錄》附錄 12 所註明的準則，已在工程項目地點附近選出了一些具

代表性的空氣敏感受體。表 3.4是這些受體的簡介，而圖 3.6則展示了它們的位置。 

表 3.4 具代表性的空氣敏感受體 

受體 位置 與最近的工地邊界的水平

距離（米）
 

用途 

AUTP1 上碗窰 54B 5 住宅 
AUTP2 茘枝山村內村屋 10 住宅 
AUTP3 大埔河上游附近村屋 3 住宅 
AUTP4 大埔河上游附近村屋 3 住宅 
AUTP5 大埔河上游附近村屋 2 住宅 
AUTP6 大埔河上游附近村屋 2 住宅 
AUTP7 大埔河上游附近村屋 5 住宅 
AUTP8 大埔河上游附近村屋 5 住宅 
AUTP9 半山洲 49A 7 住宅 
AUTP10 擬議通道附近村屋 2 住宅 
AUTP11 新屋家 49G 42 住宅 

 

水質 

3.21 在擬議工程區下游附近的水體被視為水質敏感受體。 

視覺及景觀資源 

3.22 根據《環境影響評估程序技術備忘錄》附錄 10和 18所註明的準則，並依照環境影響評估程序指南第
8/2002 號的規定，已在本工程項目的工地附近找到具代表性的主要視覺影響區和視覺敏感受體。以下
是視覺影響區和視覺敏感受體的簡介。 

視覺影響區 

3.23 能夠看見擬議進行的河道改善工程的視覺影響區亦會被納入評估區內。由於有關工程會通過地勢較低

的農田、道路、村落和市區，視覺敏感受體的視野通常是指最接近的農田、道路、村屋和地面街道或

較高建築物所看到的特定視野範圍。 

3.24 彌定視覺影響區的已考慮因素包括工程規模並非很大、河道沿線的茂密植物的屏障作用，以及面向河

道的斜坡的外凸形狀等。 

視覺敏感受體 

3.25 在視覺影響區內會受到這個計劃影響的視覺敏感受體可以分為下列類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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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近村落（例如碗窰村和茘枝村）和建築物（例如盈峰翠邸和德雅苑）的居民視野 

 附近道路（例如新屋家的小巷、吐路港公路碗窰段和達運道）的駕駛者／行人視野 

3.26 圖 3.7展示了施工和運作階段的視覺敏感受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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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對環境可能造成的影響 

工序概要 

4.1 圖 2.1 所示，是擬於大埔河上游進行的河道改善工程的各項建築工作，以及預計每項工作所需的時

間。有關各項建築活動所常用的建築機器，請參閱附件 4.1。本工程項目所採用的建築機器，應該能
夠令工程按計劃準時完成。根據初步設計資料，本工程項目將不會採用撞擊式打樁方法。 

潛在環境影響 

文化遺產 

施工階段的潛在影響性質 

4.2 任何位於工程區附近的文化遺產都有可能因為建築工程所產生的震動、直接破壞及／或塵埃而受到影

響。 

施工階段的影響評估 

4.3 表 4.1 闡述了本工程項目在施工階段可能造成的環境影響之評估詳情。建築工程的主要震動來源，包

括重建行人橋時所需進行的小量板樁工程和小型打樁地基工程。這些工程將會採用非撞擊式打樁技

術，而且不會使用有強烈震動的機器。因此，預計本工程項目所產生的震動不會對建築物遺產造成不

良影響。 

表 4.1 研究區內特別建築物的影響評估–施工階段 

位置 資源 最短距離 
（工程邊界） 

影響之景觀 不良影響 

碗窰村 碗窰村古窰遺址 
 

150米 村落結構及道路 

上碗窰 樊仙宮 80米 村落結構 

由於已知的資源與工程之間

的距離足夠形成緩衝區，因

此本工程項目不會造成直接

不良影響。 
 
擬議進行的建築活動可能會

因為產生震動而對已知的資

源造成輕微間接影響。 
 

4.4 工程倡議人已盡可能縮少本工程項目的工程區，藉以擴闊兩個文化遺產地點與工程區之間的距離，並

減少擬議建築活動透過噪音／震動、塵埃及／或工地徑流對這些已知資源可能造成的間接影響。預料

這些間接影響會很輕微，原因如下： 

 所涉及的建築工程規模細小 

 建築工程只在有限範圍使用會震動的機器 

 工程區和已知的資源之間有足夠的緩衝區 

4.5 由於已知的資源是重要的文化遺產，因此建議實施第 5 節所闡述的預防性環保措施。預料在實施這些

措施後，本工程項目將不會對文化遺產造成不良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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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作階段的潛在影響性質 

4.6 本工程項目所牽涉的建築（例如河流的導流工程）可能會改變當地一些具歷史價值的村落的周圍環
境，因此，這個階段的影響屬於美觀性質。 

運作階段的影響評估 

4.7 這個階段的影響評估亦與施工階段的評估一樣，會顧及距離、四周的景觀和資源的朝向，以及擬議工

程會否造成不良的美觀影響，及／或改變現有環境。 

4.8 表 4.2 羅列了本工程項目在運作階段對建築物遺產資源可能造成的影響。 

表 4.2 研究區內特別建築物的影響評估–運作階段 

位置 資源 最短距離 
（工程邊

界） 

面對方向及

與河道的相

對方向 

四周景觀 不良影響 

碗窰村 碗窰村古窰

遺址 
150米 東面／各不相

同 
村落結構及道

路 
上碗窰 樊仙宮 80米 東面／面向 村落結構 

剛完成導流工程

的河流和經過改

良的行人橋會對

山谷的整體文化

特色造成輕微的

不良美觀影響。 
 

生態 

潛在影響 

4.9 顧問已找出本工程項目在施工和運作階段可能造成的多項潛在生態影響。它們包括： 

 河道改善措施的建造工程，會直接影響約 0.6 公里的低地河流生境和水中生物群落（包括蜻蜓幼

蟲），以及相關的河岸生境。 

 河道改善工程使直接喪失毗鄰的生境（由於拉直／擴闊現有河道和建造附屬結構而造成）。受影

響的生境面積包括大約 0.39公頃的村落／已發展區、0.14公頃耕地和 0.07公頃灌木地。 

 由於水質受到影響（例如沉積物增加、汽油和其他污染物有溢漏的可能）而對工程區下游的水中

生物群落造成間接影響。 

 由於人類活動／滋擾（例如產生噪音的建築機器）增加而令工程區毗鄰的生境和相關動物受到間

接影響。 

 存放或卸置建築物料對生境所造成的間接滋擾。 

 像清除累積的沉積物和控制植物過份生長等例行維修工程對水中和河岸生物群落可能造成的直接

及間接影響。 

 由於河道被擴闊和拉直，新水道內的正常流速會比現有水道的流速高，因而影響水中生物群落。

此外，由於河道在改善後容量增加，因此在出現高流量的情形時（例如長時間下大雨），排放量

會比現有河道較高。這樣，可能會把水中和河岸的植物和動物沖走，因而影響水中生物群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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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評估 

對大埔河上游的影響 

4.10 本工程項目可能造成的主要生態影響，將會是對具有中等生態價值的大埔河上游的直接影響。這項影

響的規模主要取決於擬議河道改善工程的設計。在設計河道改善工程時，已經考慮過有關的生態條

件，其中的主要特點包括： 

 在完成挖掘工程後，河道底會以小圓石和礫石等天然物料鋪墊。為了盡量重建現有狀況，會把施

工階段在現有河床上所收集到的物料放回新掘成的河道中。在這些物料中，會包括在現有河道找

到的巨礫，因為它們可以形成爬蟲類的重要微型生境。 

 新掘河道和放置基底（如礫石）的深度會有變化，藉此重新塑造出現有天然河流的深潭和淺灘。 

 河道壁會呈梯形，並以石籠鋪砌。堤岸會設置種植用的土坑，以便種植河岸植物。 

4.11 顧問參考了第 1.6 節和圖 1.2 所說明的基本設計參數，並按照《環評程序技術備忘錄》附錄 8 的表 1
所列準則，評估施工／運作階段的活動對大埔河上游的生態可能造成的影響，並將結果羅列於表

4.3。 

表 4.3 大埔河上游的整體影響評估 

評估準則 整體影響評估 
生境質素 擬議工程區所在的河段受到較多滋擾、修改和污染，因此生態價值只屬中等。 
物種 暫時喪失覓食生境，而部份具保育價值的鳥類（例如池鷺、小白鷺和林鷸）亦會

受到滋擾。 
 
在大埔河上游的擬議工程區外記錄到香港蠑螈，異� 和條紋擬鱨。然而，這些物
種的活動範圍可能向下游伸延至擬議工程區。 

生境面積／物種

數量 
有 0.6公里會直接受影響。 

影響期 在整個施工階段，以及運作階段初期的重新移植期內也會受到直接影響。 
 
在整個運作階段都會因為進行例行維修（例如清除淤泥工程）而定期受到輕微滋

擾。 
可逆轉性 各項直接影響都是可逆轉的；預計改善後的河道可以為先前在該河記錄到的水中

和河岸生物群落提供合適生境。 
 
在運作階段內定期地輕微增加的滋擾只屬短暫性及可逆轉的。 

受影響情度 影響的規模屬於中等。 
整體影響結論 施工階段：中等 

運作階段：偏低 

4.12 在施工階段內及完工後的短暫期間，本工程項目對大埔河上游的直接影響都屬於中等規模。在這段期

間，水中及河岸生物群落都會受到局部滋擾；其中可能包括對在擬議工程上方之不同地點所記錄到的

異�的滋擾。三線擬鱨和香港蠑螈的發現地點是距離擬議工程區分別約 350 米和 450 米 (位於上游, 
與擬議工程區相距頗遠) ，預計牠們所受到的影響會相對較輕。 然而，這兩種生物的活動範圍可能會

向下游伸延，以致生活於下游的個別生物可能會受到施工活動滋擾。由於水中無脊椎動物中（包括蜻

蜓幼蟲），只有常見和分佈廣泛的品種會受到影響，因此牠們所受到的影響較為輕微。由於河道的設

計會為已知的現有水中生物群落提供一個合適的生境，因此本工程項目對河流的整體影響規模只屬中

等。當水中和河岸的生境重新建立後，對河道的長遠影響只會是十分輕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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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3 圖 2.1 和 4.1 所闡述的建築方法，可以減少河中生物群因沉積物增加及／或其他水質影響而受到的影
響。在河道內會採用堤岸和屏障等封閉設施，務求減少對下游水體的影響。在實施這些措施後，預料

沉積物只會對水質和水中生態造成局部和短暫的影響。因此，這些影響的程度都只屬輕微。 

4.14 水禽和其他使用這條河流的野生生物，都會因為暫時喪失覓食生境而受到影響；亦會因為人類活動增

加和嘈吵的建築活動而受到滋擾。由於施工階段所形成的滋擾為時短暫，因此這些影響都屬輕微。而

且，經過改善後的河道，將會為水禽和其他使用現有河流生境的野生生物提供合適的覓食場地。 

4.15 預計本工程項目完工後，該河所需要的運作和維修工作都會較少。改善後的河道在運作階段的活動會

包括定期維修工程，例如清除水道內過度生長的植物，以及清除淤泥的工程。預計這些工程只會對水

中生物群落和其他使用河道的野生生物造成暫時和局部的滋擾，因此只屬輕微影響。 

4.16 在正常情況下（即非河道氾濫情形），改善後的河道的水流量會與現有河道相若。此外，改善後的河

道的天然基底，以及灘／窪序列會與現有河道相若。因此，預計正常流速不會大幅增加，而正常的水

流情況亦會與現有河流相似。故此，預計在正常水流情況下，流速的改變不會對水中生物群落造成影

響。 

4.17 由於改善後的河道容量增加，在流量高峰時（例如在長時間大雨後），排放量可能比現有河流高。這

樣，可能會把水中和河岸的植物和動物沖走，因而影響水中生物群落。 

4.18 香港的季風氣候會在夏季帶來大雨，令水道泛濫，因而令水浸情況成為一種自然而經常發生的現象。

在洪水期間，河道流速增加會把水中和河岸的植物和動物沖走，因而影響水中生物群落。然而當地的

激流群落已經適應洪水泛濫的情況。例如，很多在水中生活的幼蟲會在雨季來臨前轉化為成蟲，因而

避過出現洪流的情況。河中的魚類亦已在行為上適應高流速的情況，如可在河底的基質間躲避急流。  

4.19 預料河流改善工程不會令河中生物受到超過正常夏季洪水泛濫時的天然影響。在水量較高的水患情況

下，排放量獲得改善的導流河道的流速會比現有河道較高。預計這種偶然而短暫的高流速情況不會對

河中生物群落造成長遠的不良影響。由於水中昆蟲會避開高水流的情形，故此牠們不會受到重大影

響。淡水溪魚亦能夠利用適當的河底藏身處，如河道的天然基質，來躲避短暫的高水流情形。 

對其他生境的影響 

4.20 擬議工程對其他生境的影響，包括損失約 0.6 公頃的耕地、村落／已開發生境和灌木地。由於受影響

生境的面積細小，而且生態價值亦屬偏低或中低，因此這些影響都屬輕微。其他生境的影響評估均羅

列於表 4.4。 

表 4.4 其他生境的整體影響評估 

評估準則 其他生境 
生境質素 受擬議工程影響的生境一般都只具有偏低的質素。 
物種 具保育價值的物種不會受到直接影響，但野生生物可能有潛在的間接影響。 
生境面積／物種

數量 
對 0.6公頃的村落／已開發區、耕地和灌木地生境會造成直接影響。 

影響期 有關偏低質素之生境會永久消失。 
 
如噪音滋擾等這些間接影響大都會局限於施工階段。 

可逆轉性 有關偏低質素之生境會永久消失。 
 
間接的滋擾只屬短暫性及可逆轉的。 

受影響情度 影響的規模只屬細小。 
整體影響結論 偏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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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噪音 

施工階段 

影響的潛在來源 

4.21 由於在不同的建築活動中使用機動設備 (如圖 2.1 所示)，故本工程項目在施工階段會有潛在的噪音影
響。各項建築活動的機動設備的聲功率級均羅列於附件 4.1。預計有關機動設備的假設開動時間百分
比和設備數目，都確實能夠令有關工程按計劃準時完成。 

4.22 擬議的建築活動規模一般都較細小。但是，由於擬議工程區附近有噪音敏感受體，因此，若在工程進

行期間使用機動設備而沒有實施噪音管制措施，便會對這些受體造成不良的噪音影響。 

影響的預測和評估 

4.23 顧問根據附件 4.1所展示的建議機器清單，預測各種建築活動所造成的累積噪音影響。 

4.24 表 4.5 所示，是具代表性之噪音敏感受體在未經緩解下所感測到的建築噪音。附件 4.2 則是在未經緩
解的情況下，建築噪音聲級的計算範例。 

表 4.5 未經緩解的建築噪音聲級範圍 

噪音敏感受體 預測噪音聲級（分貝 (A)） 環評程序技術備忘錄中正常日間建築

噪音準則（分貝 (A)） 
UTP1 54 - 87 75 
UTP2 55 - 86 75 
UTP3 64 - 96 75 
UTP4 62 - 88 75 
UTP5 56 - 97 75 
UTP6 63 - 96 75 
UTP7 64 - 95 75 
UTP8 58 - 96 75 
UTP9 52 - 90 75 
UTP10 48 - 96 75 
UTP11 47 - 77 75 

4.25 評估結果顯示，具代表性的噪音敏感受體所感測到的累積噪音聲級範圍，會介乎 47 至 97 分貝 (A)之
間。預計超出標準的聲級最高會達到 22分貝 (A)。因此，有必要實施緩解措施來紓緩建築噪音影響，

詳情請參閱第 5節。 

運作階段 

4.26 在運作階段內，除了正常的維修工程外，擬建的河道內不會進行任何活動。因此，預計不會有任何不

良的運作噪音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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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氣質素 

施工階段 

影響的潛在來源 

4.27 在建造建議中的河道時可能造成的影響，包括建築機器和車輛所產生的塵埃滋擾和氣體排放。在本工

程項目的各項主要建築活動中，可能成為研究區內建築塵埃的潛在來源的活動，是箱型涵洞／橋樑和

河道建造工程中的土方工程和回填工程。預計在進行挖掘工程，以及物料的處理和風化時，工地上會

產生塵埃。 

4.28 當從河中抽起被掘出的物料時，可能會釋出氣味。 

影響的預測和評估 

4.29 大埔河上游的改善工程包括河道的重新造形和改道，並以石籠保護河岸，而現有的河床亦會被保留。

由於被挖掘出的物料大都來自河中，水份含量很高，預計由挖掘、處理物料和物料的風化所造成的塵

埃影響會比較輕微。監於廢料的濕度偏高，建築活動的規模亦細小，若能實施適當的緩解措施和良好

施工方法，便不會造成不良的塵埃影響。 

4.30 施工期間主要的氣味來源，是被掘出的河中沉積物所夾雜的有機物質腐爛而產生的氣味。然而，根據

2004 年 1月進行的沉積物質素特徵調查所得結果，以及環保署所發表之 2003 年河流水質監察數據，

該河的水質大致良好，而且河中沉積物的有機物質濃度並不算高。故此，預料掘出的物料不會造成不

良的氣味影響。然而，為了盡量減少造成氣味滋擾的可能性，必須小心和妥善地處理掘出的物料或任

何可以堆放的物料。預計在實施第 5 節所闡述的緩解措施後，本工程項目在施工階段該不會造成任何

不良的氣味影響。 

運作階段 

4.31 在運作階段內，除了正常的維修工程外，擬建的河道內不會進行任何活動。因此，預計不會產生像塵

埃和氣味等不良的空氣質素影響。 

水質 

施工階段 

4.32 擬議河道改善工程在施工期間可能造成的水質影響來源，其中包括： 

 建築工地的徑流和排水 

 一般建築活動 

 現場工作人員所產生的污水 

 河道挖掘工程 

建築徑流及排水 

4.33 建築工程地區的徑流所含有的沉積物、其他懸浮固體及污染物都可能會增加。工地排水系統之潛在污

水源頭包括： 

 來自外露的泥土、土方工程區和物料堆所產生的水土流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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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雨水沖走的水泥漿及水泥 

 為控制塵埃而噴洒的水 

 維修建築車輛和機械設備時留下的燃料及潤滑劑 

4.34 在進行大埔河上游改善工程之建築工程時，若不設法控制含有沉積物的徑流，便可能會把污染物（依

附於顆粒表面）帶到下游河段。因此，應該實施緩解措施，務求控制建築工地的徑流和工程區所排放

的廢水，並防止懸浮固體含量高的徑流和廢水進入河道。 

一般建築活動 

4.35 現場建築活動可能產生污染的原因如下： 

 不加控制地排放碎物和垃圾，例如包裝物料、建築物料和一般垃圾 

 現場存放的液體（例如汽油、柴油和溶劑等）若出現溢漏，便可能會進入河道或雨水渠中，因而

造成水質影響 

4.36 應該遵守良好的施工及工地管理措施，以確保不會有垃圾、燃料和溶劑進入河道。 

污水排放 

4.37 於施工階段期間，工作人員會產生本地污水。然而，這些臨時產生的污水可以採用臨時的污水處理設

施來妥善處理，例如可以在建築工地內裝設的流動化學廁所。只要這些污水並非直接排放到河道或當

地的雨水排放系統中，並且能夠採用化學廁所和作妥善維修，建築工地所產生的污水便不會造成顯著

的水質影響。 

河道挖掘工程 

4.38 為了盡量減少大埔河上游重建工程對水質可能造成之影響，擴闊河道和挖深河床所需的挖掘工程，會

分段在河水排出後之工程區內進行。此外，亦會採用臨時堤壆和屏障等封閉設施來防止河水再度進入

工程區。這種臨時分隔排水安排的大綱設計見圖 4.1。河道中央會先建起一條堤壆，把需要挖掘的地
區圍起，使河水流進另一半河道中。挖掘工程會在沒有水的一段河道中進行。完成後，把堤壆兩端轉

移，以便封閉需要挖掘的另一半河道，然後再進行挖掘工程。這樣便能把河水與進行挖掘的河段有效

地分隔開。挖掘工程可以以小型反鏟挖土機小規模地進行。實施上述緩解措施後，挖掘工程只會局限

於已被封閉和無水的河段內進行，因此對下游水質可能造成之影響也相地減至最低。 

4.39 這種安排會為挖掘工程於河道內提供一個無水區，並防止懸浮沉積物隨水漂至下游。預計進行改流工

程時，懸浮固體的濃度若有增加，亦只會在放置堤壆或屏障時出現於河底，而且，被揚起的沉積物亦

會迅速沉回挖掘工程附近的河床。這種極之輕微的滋擾不會對下游的水體造成不可接受的水質影響。 

4.40 預料在實施上述工程管制方法後，河道挖掘工程不會對下游的水體造成不可接受的水質影響。 

運作階段 

4.41 大埔河上游的清理河道淤泥工作會以小型反鏟挖土機進行，而且挖泥的強度亦會比施工階段的挖掘工

程低。清理淤泥工作會局限於一個細小的工程區內進行，並以臨時土堤把工程區與河道的其餘部份隔

離。這種安排會為清理淤泥工作提供一個無水區，並會防止懸浮沉積物隨水漂至下游。此外，清理淤

泥工作亦會在水流較低的旱季進行，務求進一步減少下游水質受影響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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廢物管理 

施工階段 

4.42 本工程項目的建築活動所產生的多種廢物，可以按照其成份和最終處置方法分成不同類別。已知的廢

物種類包括： 

 建築及拆卸物料（拆建物料） 

 化學廢物 

 一般垃圾 

4.43 下文會介紹每種廢物的性質，並評估它們可能造成的環境影響。 

建築及拆卸物料（拆建物料） 

4.44 大埔河上游之河道重整工程，會把仰拱型的河道降低，並加闊現有河道。被掘出的物料主要是泥土、

沙、礫和小石。 

4.45 顧問於 2004 年 1 月進行了一項沉積物質素特徵調查，藉以識別大埔河上游河床上的物質的污染程

度。這項調查包括在河道內五個地點以手鑽取出樣本進行化學測試。據報，樣本屬沖積沙。顧問在展

開調查前，已經就河床樣本的收集和化驗方法，取得環保署的同意。 

4.46 河床樣本的化驗內容，是測試樣本當中的重金屬濃度，其中包括鉻、銅、汞、鉛、鎘、鎳、鋅和砷；

以及有機化合物的濃度，包括多氯聯苯和多環芳香族碳氫化合物。 

4.47 顧問把河床樣本的化學測試結果，與環境運輸及工務局的工程技術通告編號 34/2002 所闡述的分類準

則比較，結果顯示，其中兩個樣本收集地點（S6和 S7）有 M 類物質（按鉛含量計算）；而三個樣本

收集地點（S4、S5和 S8）則有 L 類物質。 

4.48 河道重整工程所掘出的未受污染物料適合卸置於公眾填土區。從大埔河上游的樣本收集地點 S6和 S7
所收集到的樣本，其鉛含量沒有超過荷蘭 B準則的水平7

。因此，建議把樣本收集地點 S6和 S7 所掘
出的河床泥土在現場回填於石籠中，供鋪墊河道之用（約 1,500 立方米）。 

4.49 估計河道改善工程所掘出的物料總體積約達 15,550 立方米。拆建物料的仔細分類見表 4.6。估計約有
2,100 立方米的掘出物料可以在現場重新用作充填物料，例如用作建築堤堰。建議按照河道重建後所

需石塊的大小，把現有河道內的小圓石和石塊，盡量再用於新河床上。掘出的剩餘泥土和石塊（約達

13,450 立方米）會以貨車運送至指定的躉船轉運點，以便轉運至指定的公眾填土區棄置，或者直接運

送至公眾填土區。 

表 4.6 拆建物料體積摘要 

石塊及人工硬料

以外的掘出物料

（立方米） 
被掘出的石塊 
（立方米） 

被掘出的人工硬

料（立方米）  
拆建物料總體積

（立方米） 

於現場再用的拆

建物料 
（立方米） 

運往公眾填土區

再用的拆建物料 
（立方米） 

13,950 800 800 15,550 2,100 13,450 

                                                      
7
香港環保署採用荷蘭公共房屋部的《土地用途及環境指引》（1994）作為受污染泥土分類的參考準則。一般而言，若泥土污染程度超過

荷蘭 B準則的水平，便需要進行整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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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學廢物 

4.50 建築機器和設備的維修保養都可能產生化學廢物，例如清潔液、溶劑、潤滑油和燃料。維修車輛可能

也需要使用多種化學品、汽油和潤滑劑。 

4.51 由於河道改善工程會在大埔海沿岸海域和住宅區附近的地方進行，因此，施工階段所產生的化學廢

物，若沒有按照《廢物處置（化學廢物）（一般）規例》所規定的適當方式來存放和處置，便可能危

害環境、健康和安全。潛在危險包括： 

 毒害工人 

 因溢漏而對水質造成不良影響，因而對淡水生物區亦引起相關的不良影響 

 火災 

4.52 被分類為化學廢物的物料在運走前必須以特別的方法處理及存放，然後運往青衣的化學廢物處理設施

作適當處理。任何可以把物料再用及循環再造的機會都應該盡量利用。假若化學廢物的處理、存放和

處置都能夠符合這些規定，便不會造成任何不良的環境影響。 

一般性垃圾 

4.53 在施工期間，工作人員會產生垃圾，包括食物殘渣、廢紙、空容器等。不應該容許這些垃圾棄置於大

埔河和大埔海的沿岸海域，因為它們會對該區的水質造成有害的影響。必須迅速及有效地收集工地內

的廢物，以防止廢物被風吹走或落入水中，以及造成氣味滋擾。假若廢物存放區沒有妥善管理和經常

清潔，工程區亦可能會吸引害蟲和害鳥。若把垃圾棄置於經批准的廢物轉運或處置設施以外的地方，

亦會造成相近的影響。 

4.54 若能在工地實施本簡介所建議的廢物管理方法，垃圾的存放、處理和運輸都不會對環境造成不良影

響。 

景觀影響 

施工階段 

4.55 下文會概述河道改善工程對景觀資源和景觀特色區所造成的轉變。附件 4.3 則闡述景觀資源和景觀特
色區在施工階段的轉變幅度。 

 對樹木和農田的影響： 河流擴闊工程、石籠河道建造工程、於毗鄰土地進行相關的重整坡度工

程，以及區內的相關建築活動，都會影響樹木和農田，因此亦會改變下列景觀資源： 

- 下碗窰村內: 約 3棵樹 (DP2-LR3) 

- 半山洲內: 約 100棵樹和農田(DP2-LR9)；部份受影響的樹木因為斜坡陡峭的關係而沒法移植 

- 新屋家村內: 約 50棵樹(DP2-LR10) 

- 新屋家: 約 200棵樹和農田 (DP2-LR12) 

 天然的大埔河上游的改變(DP2-LR8)：約 0.6 公里的天然河道，相關的河岸植物，以及天然的礫

石可能會因為建造石籠河道及相關工程而消失。 

 景觀及視覺特色區的改變(DP2-LCA1)：大埔河上游沿線各個臨時工地的建築活動，會改變碗窰山

谷的景觀及視覺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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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作階段 

4.56 由於施工時對樹木造成的影響會有剩餘效應，因此，景觀資源在運作階段內亦會有改變。此外，高出

水面的永久性排水結構亦會令景觀及視覺特色區改變。有關景觀資源和景觀特色區在運作階段的變化

幅度，請參閱附件 4.3。下文是有關情況的概述： 

 樹木和農田的影響：斜坡輪廓的改造，以及河道的永久改道和擴闊，對村落／農田的樹木影響。 

- 下碗窰村內的樹木 (DP2-LR3) 

- 半山洲的樹木和農田 (DP2-LR9) 

- 新屋家村內的樹木 (DP2-LR10) 

- 新屋家的樹木和農田 (DP2-LR12) 

 天然的大埔河上游的改變 (DP2-LR8)：河流組成部份（例如天然礫石河堤）的性質由於石籠河岸

的永久設計而出現長遠改變。 

 景觀及視覺特色區的改變 (DP2-LCA1)： 碗窰山谷的景觀及視覺特色區因為石籠河岸的永久設

計和河道擴閣而出現改變。 

視覺影響 

施工階段 

4.57 俯瞰河道路線的視覺敏感受體的視野會有改變，因為已成長的樹木已受影響。而且，當地有臨時工地

和工程區，亦會進行一般建築活動和相關工程，還會實施公用設施和道路、交通等的改道措施。下文

是實施緩解措施前受到重大不良影響的視覺敏感受體簡介。有關視覺敏感受體在施工期間的視野改變

幅度的詳情，請參閱附件 4.4。 

 碗窰村居民(DP2-R1)和半山洲農田的居民／佔用者(DP2-GB1)，由於接近建築工地位置而受到顯
著的視覺影響。 

 達運路的駕車者／行人(DP2-T3)，由於臨時工程地區的工程竣工而受到顯著至中等的視覺影響。 

運作階段 

4.58 原本的天然河道性質的永久改變，會令附近視覺敏感受體的視野改變，因而在運作階段造成影響。在

施工階段所損失的大型已成長樹木亦會造成剩餘影響。下文是實施緩解措施前受到重大／中等不良影

響的視覺敏感受體簡介。有關視覺敏感受體在運作期間的視野改變幅度的詳情，請參閱附件 4.4。 

 由於已成長之樹木受到長遠影響，以及河流性質改變和河道擴闊的影響，因而對半山洲農田居民

／佔用者(DP2-GB1)造成顯著的視覺影響。 

 由於路堤上的樹木或已成長的樹木受到長遠影響，以及河流性質改變和河道擴闊的影響，因而對

達運路的駕車者／行人(DP2-T3)、茘枝村 (DP2-R2)和碗窰村的居民(DP2-R1)造成中等的視覺影
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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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納入設計的環保措施及任何其他對環境的影響 

納入設計的環保措施 

文化遺產 

施工階段 

5.1 作為一項預防措施，河道改善工程範圍都與已知的文化遺產資源保持足夠距離。雖然如此，仍應採用

特定的建築方法或設備，以免在施工期間對兩個已知的法定古蹟造成震動影響。 

5.2 在建築工程進行期間，應該進行震動影響之監察，以確保有關資源的現有結構不會受損。 

5.3 用作控制建築噪音、塵埃和工地排水的其他環保措施，包括使用低噪音機動設備、實施《空氣污染管

制（建築塵埃）規例》所註明的減少塵埃措施，以及在《專業人士環保事務諮詢委員會專業守則第

1/94號》“建築工地的排水渠＂（以下簡稱“專業守則 1/94號＂）中所列的施工方法，都能夠減少已

知的建築物遺產資源所受到的間接滋擾。 

運作階段 

5.4 美觀方面的問題是運作階段內對建築物遺產資源唯一已知的影響，因此建議採取景觀和視覺影響的緩

解措施。 

剩餘環境影響 

5.5 如果實施本簡介所建議的緩解措施，並檢查震動監察的數據，這就能確保施工階段所產生的震動程度

不會超過容許的極限，而本工程項目預計亦不會對碗窰村古窰遺址和樊仙宮造成不良影響。 

5.6 若能在運作階段實施本簡介所建議的景觀及視覺影響緩解措施，本工程項目將不會在美觀上造成不良

影響。 

5.7 整體而言，在施工和運作階段實施各項建議的緩解措施後，已知的文化遺產地點都會得以保存，而本

工程項目亦會符合《環境影響評估程序技術備忘錄》附錄 19的規定。 

生態 

施工階段 

5.8 為了減少擬議工程所造成的影響並作出彌補，本工程項目採用了一個新的河道設計，比早期河道改善

工程所採用的標準梯形混凝土鋪墊河道更符合環保原則。河道的設計詳情，於第 1.6和 4.14節闡述，
並在圖 1.2 說明。河道的設計在公眾諮詢後再作出修改，務求能夠盡量減少對生態環境的影響。主要

的設計改進包括： 

 在現有河床的西面有很多巨型礫石，可能是爬蟲類的重要微型生境。在原有的河道設計中，這些

礫石是會被永遠清除。經過修改的設計則在完成挖掘工程後，把這些巨型礫石放回河床。 

 根據早期的河道設計，河岸兩旁都會進行改善工程。然而，根據修改後的設計，從 Ch. 0.0m 至 
Ch. 150m 的工程只會沿著一邊河岸進行；在河流西側的現有天然河道中，約有 150 米會被保留

（請參閱圖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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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 擬於大埔河上游進行的工程可能會影響一些具保育價值的魚和兩棲動物。為了減少這些潛在影響，建

議在進行河道建築工程前，在擬議工程區進行捕撈調查。調查對象包括條紋擬鱨、異�和香港蠑螈。
調查期間，若捕獲這三種物種中的任何一種，都應該把牠重新安置在擬議工程區的上游水道。對魚類

和兩棲類動物進行的捕撈調查是一項清楚和簡單的措施，可以防止在施工階段直接傷害具有保育重要

性的物種。在實施捕撈調查時，不會有技術困難。在先前通過的環評報告中，例如 EIA-075/2002（介
乎龍井頭與長沙之間的東涌路改善工程），亦曾建議採用相近的方法來防止具保育重要性的水中生物

受到影響。捕撈調查應該在旱季期間， 由一位受工程倡議人委託的合資格生態學家進行。 

5.10 應該採取適當措施減低擬議工程區下游潛在的沉積影響和其他水質影響。在河道內進行的挖掘工程，

應該局限在封閉和無水的河段內，並採用堤堰和屏障等封閉設施，務求減低對下游水體的影響。此

外，亦應該把工地徑流引導至有經常清理和維修的隔泥設施和隔油器，務求減低河水的沉積和污染風

險。這些隔泥設施和隔油器的設計，應該適合當地的排水和土地情況。為了減少在狹窄水道進行挖掘

時出現沉積物滲漏和流失的情況，應該在處理潮濕物料時，採用密封閉合式的抓斗挖泥機。 

5.11 為了保持較少受滋擾的生境，應該限制挖掘工程每次只在 50-100 米長的河段內進行。此外，擬議工

程區下游的水流，在施工階段內會一直予以保持。 

5.12 應該實施適當的噪音緩解措施，包括使用低噪音的建築機器和臨時隔音屏障，務求減少毗鄰工程區的

生境所受到的滋擾。 

5.13 在整個施工階段內都應該實施標準的良好施工方法。這些措施應該包括： 

 把設備或物料堆安置於指定的工程區，並把通道的路線安排在已受滋擾的土地上，藉此減少滋擾

天然生境或具有中等至偏高生態價值的生境。 

 應把建築活動限制在清楚劃定的工程區內。在完工後應把工程區恢復原貌。 

 應該提供廢物收集箱，以便收集一般垃圾和建築廢物。應該把廢物盡快運往工地外妥善處置。 

 一般排水安排應該包括沉積物和油的隔濾設施，以便收集和控制建築工地的徑流。 

 在工地作露天焚燒是不合法的行為，應予嚴格禁止。 

5.14 於已改善的河道的岸邊種植樹木和其他植物，可以彌補各項擬議工作中不可避免地被砍伐的樹木和岸

邊所損失的植物。在進行補償性的種植時，應該使用能夠吸引野生動物的有花或果實的本土植物。 

運作階段 

5.15 新作改善的河道在運作期間可能進行的活動只有定期的河道維修工作，例如清除淤泥。預計這類工作

對水中生物群落的影響很輕微。然而，仍然建議實施下列措施，務求能夠減低運作階段之工程活動可

能造成的影響： 

 為了減輕沉積情況，清理淤泥工作應該局限在旱季進行（即十一月至三月）。 

 在為重整後的河道進行清理淤泥時，應該使用臨時土堤來為工作範圍提供一個無水區。 

 在進行會滋擾水中動物的清理淤泥時，應該設法確保水中仍有較少滋擾的生境可供水中動物使

用。 

 在清理淤泥時產生的廢物，應該盡快以適當的方法處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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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態監察與審核 

5.16 作為一項重要的環保措施，建議對新改善的河道實施一套監察計劃，以便驗證生態評估研究所作的各

項預測的準確性，並監察下文所闡述的各項生態緩解措施的效用（請參閱《環境影響評估程序技術備

忘錄》附錄 16第 5.5.1節）。 

5.17 在展開本工程項目的建築工程前，會把更詳細的監察及審核規定，以建議書的形式提交予環境保護署

和漁農自然護理署審批。在進行生態緩解措施和監察／審核工作時所需的專家意見，會由擁有超過六

年相關生態經驗，並參與本工程項目的設計與施工工作的合資格生態學家提供，作為這些建築工程督

導工作的其中一環。 

5.18 工程倡議者會在施工階段前數個月開始收集基線數據，其中包括雨季末（九／十月）和旱季初（十一

／十二月）的最少 3 個月。基線調查會與河中具保育價值的生物的捕撈調查（參見第 5.9 節）同時進
行。將會收集的參數數據，包括如下： 

 水質（例如溶解氧、酸鹼度、導電性、鹹度、生化需氧量、養份濃度） 

 沉積物特點 

 水流 

 鳥類的種類和密度 

 水中大型無脊椎動物群落的物種成份和數目 

 魚類群落的物種成份和數目 

 成年蜻蜓群落的物種成份和數目 

 水中、露出水面和岸邊的植物群落的物種成份和數目 

5.19 在施工階段期間，每星期均會由生態學家進行工地勘察，藉此監察和審核各項生態緩解措施是否妥善

實施，並確保河道的設計中，能夠保護生態環境特色的各項措施均被有效實施，而且對河流和四周生

境的滋擾已經減至最少；此外，更會監察各項緩解措施的成效（正如《環境影響評估程序技術備忘

錄》附錄 16第 5.5.1節所述）。 

5.20 在運作期間，每個月會進行一次生態監察，從完工時開始實施，為期兩年。這些監察的內容，與進行

基線監察時所包括的參數一樣。預計有關的生物會在這段期間重新聚集於已改善的河段內。然而，在

兩年監察期滿後，會檢討是否需要作更長期的監察。 

5.21 監察結果會以每月生態報告的形式提交予環保署和漁護署檢討。在整個監察期完結時，會把整體監察

結果匯編成最後報告，以便日後同類工程項目作參考。 

剩餘環境影響 

5.22 於施工階段內及完工後不久的期間，大埔河上游的水中及岸邊生境所受到的直接影響屬於中等程度。

然而，預計該河不會受到重大和長遠的剩餘生態影響。預計實施本簡介所建議的緩解措施後，河中所

發現的水中生物群落會在已改善的河道內重新聚集。此外，已損失的岸邊植物亦會因為樹木種植計劃

和其他園景美化工程而得到彌補。因此，本工程項目的剩餘影響只有由定期維修工程所造成的暫時和

可逆轉的滋擾。在進行這些工程時，會採取減低影響的措施。整體而言，大埔河上游所受到的剩餘影

響屬可接受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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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3 擬議工程對其他生境所造成的剩餘影響包括：損失小面積的田地、村落或已開發區和灌木地。由於受

影響生境的生態價值屬偏低或中低，而且並沒有任何具保育價值的物種直接受影響，因此，這些影響

都屬輕微。 

5.24 整體而言，預料擬議工程不會對生態環境造成重大的不良剩餘影響，而且在實施各項建議緩解措施

後，本工程項目將會符合《環境影響評估程序技術備忘錄》附錄 16的規定。 

噪音 

施工階段 

良好施工方法 

5.25 雖然噪音緩解的效果易於量化及它的優點會隨著工地情況和運作條件而變化，但良好的施工方法卻比

較容易實施，亦不會影響工程時間表。下列各項施工方法都應該在每個施工階段中予以遵守： 

 工地內應該只使用保養良好的機器，並應在施工期間定期維修。 

 在施工期間，應該為建築設備裝設滅聲器或消音器，並加以妥善維修。 

 若有使用流動機器，應該盡量放置在遠離噪音敏感受體的地方。 

 各種 常使用的機器（例如卡車），應該在暫時停用時關上，或將動力減至最低。 

 應該把向同一方向發出強大噪音的機器盡量朝著遠離噪音敏感受體的方向。 

 應該盡量善用物料堆和其他結構來阻隔現場施工所產生的噪音。 

採用低噪音機動設備 

5.26 為了紓緩噪音敏感受體所受到的建築噪音影響，建議採用低噪音的機動設備。這次評估所採用的低噪

音機動設備，並非承建商在施工時必須採用的器材。承建商可以按照自己的需要，採用總聲功率級數

相同的其他低噪音機動設備。 

5.27 表 5.1 和附件 5.1 都詳列了一些建議於施工階段採用的低噪音機動設備。評估中採用的低噪音機動設

施是選自 BS5228: Part 1:1997。這些建議的低噪音機動設備對本工程項目而言都是適用的。 

表 5.1 建議於施工階段採用的低噪音設備 

機動設備 參考 聲功率級 
挖土機／裝卸機 BS C3/97 105 

卡車 BS C9/39 103 
發電機 CNP103 95 
起重機 BS C7/114 101 

震動壓路機 BS C3/116 106 
震動機 BS C6/32 100 
混凝土車 BS C6/23 100 
抽水機 CNP283 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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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臨時隔音屏障 

5.28 沿著工程區邊界樹立特製的臨時隔音屏障亦是有效的噪音緩解措施之一，但必須把噪音來源與受體之

間的視線阻隔。為了達到最佳的隔音效果，最好能夠採用表面質量超過每平方米 7 千克的屏障物料。

隔音屏障的高度最少應該令受其保護的受體看不見噪音來源的任何部份。 

5.29 考慮了各個工程區四周的噪音敏感受體、預測噪音影響，以及通道、安全和運作需要等因素後，可以

提供一個 2 米高的垂直隔音屏障，以紓緩受體潛在的噪音影響。圖 5.1 顯示建議設置臨時隔音屏障的

位置。 

5.30 根據工地調查結果，研究區內所有噪音敏感受體都是一至三層高的低矮建築物。此外，大部份河道建

築工程都會在這些受體的地面下進行。因此，沿著工程區邊界樹立的臨時隔音屏障，可以完全阻隔這

些受體望向建築工地的視線。這樣便可以按照《管制建築工程噪音（撞擊式打樁除外）技術備忘錄》

的規定，把預測的噪音聲級降低 10分貝 (A)。 

緩解建築噪音影響 

5.31 各個噪音敏感受體所感測到的緩解後建築噪音聲級均作出預測（見表 5.2），其中已經考慮到上述各
項緩解方法能令噪音降低的幅度。附件 5.2 則是在已經實施緩解措施的情況下，建築噪音聲級的計算
範例。表 5.2 羅列了各個具代表性的噪音敏感受體在緩解前後所感受到的建築噪音聲級範圍。 

表 5.2 緩解前後的預測建築噪音聲級範圍 

噪音敏感

受體 
未緩解之噪音聲級 
（分貝(A)） 

緩解後之噪音聲級 
（分貝(A)） 

建議緩解措施 

UTP1 40 - 66 40 - 66 低噪音機動設備及臨時隔音屏障* 
UTP2 50 - 75 50 - 75 低噪音機動設備 
UTP3 44 - 75 44 - 75 低噪音機動設備及臨時隔音屏障* 
UTP4 48 - 67 48 - 67 低噪音機動設備及臨時隔音屏障* 
UTP5 46 - 75 46 - 75 低噪音機動設備及臨時隔音屏障* 
UTP6 44 - 75 44 - 75 低噪音機動設備及臨時隔音屏障* 
UTP7 45 - 75 45 - 75 低噪音機動設備及臨時隔音屏障* 
UTP8 45 - 75 45 - 75 低噪音機動設備及臨時隔音屏障* 
UTP9 42 - 69 42 - 69 低噪音機動設備及臨時隔音屏障* 
UTP10 38 - 75 38 - 75 低噪音機動設備及臨時隔音屏障* 
UTP11 47 - 66 47 - 66 低噪音機動設備 

 註： * 假設使用臨時隔音屏障後可以把噪音降低 10分貝(A)  
          環評程序技術備忘錄正常日間建築噪音準則是 75分貝(A) 
 

 

5.32 各項建議採用的緩解措施和機器，都是參考香港一些有相似性質和條件的工程項目而擬訂。這些建議

措施和機器對本工程項目而言，都是適用和可用的，而且預料它們都能夠讓有關工程按計劃準時完

成。從表 5.2 可見，在採用實際可行的噪音緩解措施後，大埔河上游的擬議工程所產生的建築噪音聲

級，將會符合《環境影響評估程序技術備忘錄》的日間建築噪音準則。 

5.33 作為環境保護措施之一，應該對具代表性的噪音敏感受體進行每星期一次的建築噪音監察，以確保上

述噪音緩解措施會被妥善實施。 

剩餘環境影響 

5.34 預料在實施本簡介所建議的各項緩解措施後，將不會有不良的剩餘建築噪音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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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氣質素 

施工階段 

 
建築塵埃 

5.35 為了確保空氣敏感受體所預測的建築塵埃滋擾能夠符合指引和空氣質素指標的規定，應該實施《空氣

污染管制（建築塵埃）規例》，並將良好施工方法納入合約條款中，藉此減低建築塵埃影響。以下是

一些可行的措施： 

 定期在整個工地範圍洒水，特別是在旱季期間，藉此減少外露的地面和無鋪築的路面所產生的塵

埃。 

 在特別多塵的靜態施工地區，以及接近空氣敏感受體的地區經常洒水。 

 在運送會產生塵埃的物品時，無論是前往或離開工地，或運送至工地內的不同地點，都應以帆布

覆蓋車輛。 

 在工地出口處設置車輪及車身洗刷設施，並加以使用。 

 應把車輛行走的路線和建築機器的位置，盡量安排在遠離空氣敏感受體。 

 
氣味 

 用帆布把會散發氣味的挖出物料堆覆蓋，並在一天內運離工地，以免造成氣味滋擾。 

5.36 在本工程項目的施工階段內，應該每星期進行一次工地視察，以檢驗上文所建議的各項管制措施是否

被妥善實施。 

剩餘環境影響 

5.37 在實施本簡介所建議的各項減少塵埃措施、良好施工方法和定期環境審核後，本工程項目在施工階段

將不會對空氣質素產生任何不良的剩餘影響。 

水質 

施工階段 

5.38 為了改善大埔河上游的排水能力，河道的挖掘及擴闊工程應該在 50-100 米長和已把河水排走的河段
內進行。建議在河道內採用擋土堤和擋土屏障等封閉設施，並應該把挖掘工程局限在封閉和無水的的

河段內進行（見圖 4.1）。雖然已封閉的河道很少會在旱季時發生水浸，但若有洪水進入封閉的河段

內，從而產生漏進河中的徑流，便應該暫時停止挖掘工程。根據項目工程師的建議，這種河道挖掘方

法是切實可行的，並應該在合約文件中註明採用。 

5.39 在進行河道改善工程時，應該盡可能遵守《專業守則 1/94號》“建築工地的排水渠＂所闡述的施工方
法，務求減少地面徑流和侵蝕機會，亦可以保留微細固體，從而減少廢水中的懸浮固體。這些施工方

法包括： 

• 在進行工地平整工程前，應先把所有污水渠和雨水渠封好，防止碎物、泥土和沙礫等進入公共

污水渠／雨水渠中。 
• 應該設置溝渠，以便把徑流引導至隔泥池，然後排入適當的水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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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該提供隔沙池、隔泥池和沉積池等沙泥清除設施，務求把徑流中的沙或泥的粒子清除，以便

符合《水污染管制條例》中的技術備忘錄標準。這些沙泥清除設施的設計，應該根據《專業守

則 1/94 號》的指引。所有雨水排放設施，以及控制侵蝕和沉積的結構，都應該每月檢查一次，

並經常維修，確保任何時間都能夠妥當和有效率地運作，特別是在暴雨時候。 
• 應該把挖掘地基時所抽出的水排進淤泥清除設施中。 
• 在暴雨期間，應該用帆布或其他方法覆蓋外露的斜坡。至於在暴雨期間、之前和之後需要實施

的其他措施，均在《專業守則 1/94號》中闡述。 
• 應該盡量減少外露的泥土面積，藉以減低徑流中的淤泥和污染增加的機會。 
• 應該盡快以鋪築物料或充填物料來保護外露的泥土表面，以減少泥土受侵蝕的機會。 
• 在暴雨期間，應該以帆布或相近的物料覆蓋在工地露天堆放而且超過 50 立方米的建築材料或廢

物。 

5.40 泥漿水的處置方法，應該符合《水污染管制條例》中的《技術備忘錄 - 排放入排水及排污系統、內陸

及海岸水域的流出物的標準》。 

5.41 工地現場所產生的碎片和垃圾應該妥善地收集、處理和棄置，以免它們進入河道和附近的雨水渠。堆

放儲存的水泥和其他建築材料在不使用時都應該加以覆蓋。 

5.42 汽油和燃料都應該只存放於有防止污染設施的指定地區。為了防止燃料和溶劑溢漏至附近水體，應該

為所有燃料儲存缸和儲存區加上鍞，並位於密封的地區內，再以容量等於最大儲存缸容量的 110%之
堤堰圍繞。 

5.43 應該在工地裝設臨時衛生設施，例如流動化學廁所。這些設施應該由持牌的承辦商負責進行妥善的處

置和維修。 

5.44 本工程項目在施工階段應該每星期進行一次工地審核，以便視察所有工程區的建築活動，藉此確保上

述各項水污染管制措施已被妥當實施。 

運作階段 

5.45 在為重整後的大埔河上游河道進行清理淤泥時，應該使用臨時土堤形成一個無水區，以便進行清理工

作。清理淤泥應該在旱季時水流偏低的期間進行。 

剩餘環境影響 

5.46 在全面實施本簡介建議於施工階段及運作階段推行的緩解措施後，本工程項目不會對水質造成不良的

剩餘影響。 

廢物管理 

施工階段 

5.47 在建築工程中所產生的所有廢物，都應該以適當的方法來處理、運送和棄置，以確保建築廢物不會進

入河道和沿岸海域。 

5.48 若能嚴格遵守良好的施工方法，便不會產生與廢物管理有關的不良影響。建議在施工期間採用的良好

施工方法包括： 

 指定一名獲認可的人士，例如工地經理，負責推行良好的施工方法，以及安排收集工地產生的所

有廢物，並有效地送至適當的設施予以處置。 

 訓練工地員工有關適當的廢物管理和化學廢物處理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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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供足夠的廢處棄置點，並經常加以收集和處置。 

 用帆布把堆放的掘出物料加以覆蓋。 

 透過把卡車覆蓋或以封閉的容器來運載廢物等適當措施，盡量減少廢物在運送時形成被風吹起的

垃圾和塵埃。 

 把化學廢物與其他廢物分開，以便安排特別處理和運送至化學廢物處理設施作適當處理。 

 為排水系統、集水坑和截油器擬訂定期清潔和維修計劃。 

 應該建議一套記錄制度，以便記錄廢物的產生、循環再造和處置的數量（包括處置地點）。 

 應該擬訂一份廢物管理計劃，並提交予工程師審批。有關詳情，可以參閱環境運輸及工務局的工

程技術通告編號 15/2003。 

5.49 為了監察拆建物料在堆填區和公眾填土區的棄置情況，並管制非法棄置廢物的行為，應該在合約條款

中納入運載記錄制度的規定。有關詳情，可以參閱環境運輸及工務局的工程技術通告編號 31/2004。
有必要採用運載記錄制度來防止本工程項目所產生的廢物被非法或無計劃地傾倒。 

5.50 良好的管理和管制可以防止產生大量廢物。若要減少廢物，最好是在規劃和設計階段開始，並設法確

保良好的施工方法得以實施。建議實施的減少廢物方法包括： 

 把不同種類的廢物分開，並存放於不同的容器、吊斗或堆疊，以便把有關物料重新再用、遁環再

造，或作適當處置。 

 為了鼓勵個別收集商收集鋁罐，應該提供附有標籤的收集箱，以便把這種廢物與其他由工作人員

產生的一般垃圾分開。 

 任何未曾使用或仍有剩餘功用的化學品都應該遁環再造。 

 盡量採用可以重新再用的鋼製工作架，藉以減少拆建物料的數量。 

 建議在棄置拆建廢物前，先把木、鋼及其他金屬分開再用及／或遁環再造，藉此減少需要棄置於

堆填區的廢物數量。 

 妥善存放建築材料，並採用適當的管理方法，務求減少材料受損或污染的機會。 

 小心規劃建築物料的用量和存量，務求減少浪廢，並避免不必要地產生廢物。 

5.51 河道改善工程所產生的拆建物料會包括公眾填料，其中有被掘出的泥土和小石。為了盡量減少需要在

工地外處置的公眾填料，應該盡量把具有適當特徵／大小的被掘出物料作為充填物，在現場重新再

用，例如用於建造路堤，並把小圓石和石塊用於重新建造河床。在大埔河上游（里程 CH 0.232至 CH 
0.592）所掘出的河床物料，應該在現場重新作為石籠的回填物料 。 

5.52 棄置於公眾填土區的拆建物料只能含有：泥土、石塊、混凝土、磚塊、水泥灰／砂漿、惰性建築碎

物、碎石和瀝青。這些物料不可含有海泥、家居垃圾、塑膠、金屬、工業及化學廢物、動物及植物，

以及填土監督認為不宜卸置的其他物料。 

5.53 需要使用密閉式車斗的貨車把被掘出的河床物料運送至指定的躉船轉運點，以便轉運至指定的公眾填

土區棄置，或者直接運送至公眾填土區。 

5.54 若建築工地會產生化學廢物，承建商便需要向環保署登記成為一位化學廢物生者，並須遵守《包裝、

標識及存放化學廢物的工作守則》所註明的指引。化學廢物應該以適合的優質容器盛載，而不相容的

化學廢物則應該分開存放。每個化學廢物容器都應該牢固地加上適當的標籤，說明該種化學廢物的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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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特性，例如爆炸性、易燃、具氧化作用、刺激性、有毒、有害、腐蝕性等。承建商應該依照《廢物

處置（化學廢物）（一般）規例》，僱用持牌的收集商，把化學廢物運送至位於青衣的化學廢物處理

中心，或其他持牌的設施處置。 

5.55 一般垃圾應該與拆建物料分開，另外存放於封閉的垃圾箱或壓縮器內。承建商應該僱用聲譽良好的廢

物收集商，把一般垃圾與拆建物料分開，另行從工地清除。暫時存放一般垃圾的地方最好是封閉和有

上蓋的地區，藉以減少出現較輕的物料被風吹走的情形。 

5.56 為了確定廢物是否按照認可的程序和廢物管理計劃來管理，以及檢查建議採用的良好施工方法和其他

廢物管理緩解措施的實施情況，建議在接近建築工程動工的時候進行一次審核，並在以後每季定期審

核一次。 

剩餘環境影響 

5.57 在處理、運送和棄置已知的廢物時，若能實施本簡介所建議的緩解措施，本工程項目在施工階段便不

會造成不可接受的剩餘影響。 

景觀及視覺影響 

5.58 顧問根據工務局技術通告第 14/2002 號和環境運輸及工務局技術通告第 2/2004 號“植物及園林建築

的保養＂，建議了一些在施工及運作階段實施的景觀及視覺緩解措施。下文是這些建議緩解措施的摘

要。 

施工階段 

 保存和保護工程區以外的現有天然溪澗，例如大帽山郊野公園內的河流上游。 

 對茘枝山和半山洲天然林地邊的現有斜坡所進行的斜坡穩定工程，應該以不會影響河道的方式進

行。 

 建造整個河道工地所需要的工程地點和工作方法，都必須以保留和保護所有位於工地邊緣的現有

大樹為目的而設計。 

 所有獲保留樹木，都應該在合約開始時拍照記錄，並在施工期間用圍欄圍起，令它們與其他工程

分隔開，並小心保護。 

 無可避免地受到工程影響的樹木，應該盡可能予以移植。在工程計劃中應該預留時間，讓樹木的

根部和樹冠在移動前都有足夠的準備時間。 

 若發現有表土，便應該挖起並保存好，於園景美化工程有需要時重新再用。 

 為了減低泥土受侵蝕的機會，應該盡量減少滋擾工地內的植被，並應為新近外露的泥土提供覆蓋

保護（例如以塑膠布覆蓋，或以噴草方法加上青草覆蓋）。 

 為了控制夜間的照明設施，以及防止向四周視覺敏感受體發出耀眼光線，應該把所有保安照明設

施朝向下方，照向工地和工程區內。 

運作階段 

 所有高出水面的結構，包括由石籠構成的河道壁、行人小道、村內的行人小橋等，都應該因應周

圍環境而設計，配合現有的和已規劃的市區環境，並盡量減少造成不良景觀和視覺影響的機會。 

 應該在河道沿岸的村落小徑旁，營造一條別具吸引力的園景美化帶。在行人小徑及行人區一帶，

應該栽種高大成蔭的樹木，為行人提供舒適的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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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石籠形成的河道壁上應該設有種植地帶，以便沿著岸壁的頂部種植草本或自附性攀爬植物，望

能逐漸生長至覆蓋整幅岸壁。 

 應該按照有關政府部門的要求，為所有被砍去的樹木進行補償植樹。 

 所有外露的工程元素，例如排水道、梯級、安全欄桿等，都應該加上與背景環境協調之色彩，務

求融入四周景觀當中。 

 應該為河道沿岸的村落小徑和其他可見的結構，種植別具吸引力的園景植物，為四周環境提供視

覺調劑和綠化效果。 

 所有在施工期間曾受滋擾的村落小徑、景觀設施和植物範圍，都應該恢復至原來或更好的質素，

以令有關政府部門滿意為準。 

5.59 工程項目倡議人應該在詳細設計階段，把本工程項目的詳細景觀設計圖交予有關政府部門核准。這份

詳細設計圖亦可劃分最終的責任界線。 

5.60 在詳細設計和施階段內，所有緩解措施都應該予以實施，務求在渠務署啟用該河道時已就緒。 

5.61 各項景觀及視覺緩解措施的設計、實施和維修情況，均應以工地督導及監察方式加以檢查，以確保能

夠達到預期的緩解效果。 

剩餘景觀影響 

施工階段 

5.62 由於建築工程只屬臨時性質，預計在實施本簡介所建議的緩解措施後，本工程項目的施工階段將不會

造成顯著的不良剩餘影響。有關詳情，請參閱附件 4.3。 

運作階段 

5.63 景觀資源和景觀特色區在運作階段所受到的剩餘影響，請參閱附件 4.3。一般意見認為，本工程項目

在運作階段不會對任何景觀資源或景觀特色區造成任何顯著的剩餘影響。至於中等程度的不良剩餘影

響方面，只有河道景觀的影響是由本工程項目在運作階段單獨造成。其餘的運作階段剩餘影響，都只

屬輕微或不重要的影響。 

剩餘視覺影響 

施工階段 

5.64 縱使實施所有緩解措施，俯瞰河道的視覺敏感受體的視野都會有所改變，因為已成長樹木會受到影

響，而且，臨時的工地和工程區、一般建築活動和相關工程，以及公用設施和道路交通等的改道措

施，都會令景色改變。至於以石籠建成的河道對大部份視覺敏感受體所造成的剩餘視覺影響，都屬於

中等程度，而且是施工階段的暫時影響。有關詳情，請參閱附件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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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作階段 

5.65 在實施本簡介所建議的緩解措施後，視覺敏感受體所受到的剩餘影響，大都被評估為輕微至微不足
道。圖 5.2 和 5.3 所示，是一些照片併圖，分別說明現有視野、運作階段未經緩解和已經緩解的視野

（在第一天和十年後）。而詳情則闡述於附件 4.4。 

環境影響可能有的嚴重性、分布及時間 

5.66 在施工和運行階段對環境潛在的影響已經識別，並將採取適當的設計和紓緩措施。各種評估的結果表

明，已識別的環境影響都在環境標準允許的範圍內，同時不存在剩餘的不良影響。 

5.67 除此之外，擬議的河道改善工程可達到長遠的防洪效益，藉此減輕工程範圍附近村落之潛在水浸威

脅，使居民生命安全及財産得以保障。 

其他影響 

5.68 工程倡議人於 2004 年 7月至 10月期間與環保團體及當地村民進行了諮詢，其中包括前往擬議進行河

道改善工程的地點作實地視察。工程倡議人對諮詢所得的公眾意見加以考慮後，已把適用的部份納入

擬議方案中。特別是本地環保團體所提出的意見，已被納入最新的設計中，即只改善河道一側，而讓

另一側保持不變，務求能夠保留天然的河床，並盡可能縮小擬議工程的範圍（請參閱第 5.8 節）。接
受諮詢的主要團體包括： 

 大埔區議會 

 大埔河上游附近村落的村代表 

 大埔環保協進會 

 嘉道理農場暨植物園 

 香港觀鳥會 

 世界自然（香港）基金；及 

 綠色力量 

 長春社 

 地球之友 

 綠色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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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使用先前通過的環評報告 

6.1 本工程項目沒有參考任何先前通過的環評報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