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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基本資料 
 
1.1 工程項目名稱 
 

以曝氣法為船灣淡水湖消除層化作用。 
 
1.2 工程項目的目的及性質 
 
1.2.1 船灣淡水湖內的水，部份是直接和間接集水區所收集到的地面徑流，但

主要是來自東江的水。從一九九零年代初開始，東江水質逐漸惡化。水

中的硝酸和磷酸形式的養份濃度很高，因而刺激藻類在淡水湖中生長，

特別是在夏天的炎熱、平靜和晴朗的有利天氣條件下。 
 
1.2.2 藻類過量生長會令酸鹼度（pH）升高，亦會產生氣味和味道等問題，對

直接從水庫接收原水的濾水廠，造成運作上的不良影響。例如，船灣淡

水湖的水，在 2003年 6月時，曾增加至 10以上，因而嚴重影響下列以
船灣淡水湖為主要供水來源的濾水廠的澄清過程： 

 
- 馬鞍山濾水廠 
- 北港濾水廠 

 
此外，藻類大量繁衍亦會令水庫的水產生氣味和變得難看。 

 
1.2.3 定期監察的結果顯示，船灣淡水湖經常發生水溫層化作用，把湖水份成

三層：溫暖的上層、溫度急變的中層和清涼的底層。中層發揮了上層和

下層之間的屏障作用，把下層與水面的空氣分隔開。故此，底層的有機

物質在降解過程中會消耗水中氧氣，形成厭氧狀態，從而令底部沉積物

內的鐵和錳重新溶入水中。 
 
1.2.4 這兩個現象除了會造成水質問題外，還會影響水塘的生態系統。舉例而

言，2001年 6月的水藻大量繁殖，令數以百計的魚類死亡。有關當局必
須將死魚清理，以免水塘的水質變壞。這次事件引起公眾和新聞界的關

注和查詢。2003年夏天亦發生過另一次類似事件。當時水藻大量繁殖，
再加上溶解氧偏低，因而導致另一次較小規模的魚類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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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 解決封閉水體超養化問題的一個進取方法，是清除水中的養份。雖然在

使用密封式水管後，輸進本港的東江水含養量有所減少，但清除可溶性

養份和沉澱物的工作，多年來都帶來難以克服的技術和財政困難。 
 
1.2.6 處理水塘層化問題的一個已被證實有效的方法，是從最好的深度抽水使

用。然而，這個方法受儲水深度和水質情況影響，並非經常可行。 
 
1.2.7 在水塘養魚是控制水藻生長的一個有效方法。多年來，船灣淡水湖每年

都有放養魚類。然而，這項措施未能令有不同溫度及／或化學成份的水

層混合起來。此外，魚類只能把水藻繁殖所需的營養暫時鎖在魚類體

內。當魚類死亡後，這些營養最終仍會返回生態系統中。 
 
1.2.8 對層化作用作出正面控制的一個可接受方法，是在水塘內裝設消除層化

裝置。根據大欖涌水塘的經驗，裝設一個曝氣系統是應付本地水塘層化

問題的可行和有效方法。它可以有效地令水柱的上層和底層混合，並提

高溶解氧含量，從而防止產生厭氧情況，令水塘能夠保持一個健康的生

態系統。 
 
1.2.9 船灣淡水湖的水經過處理後，是香港主要的食水來源。為了令該淡水湖

有良好的水層混合效果，並增加湖水的溶解氧含量和改善水質，建議採用

與大欖涌水塘相若的小氣泡曝氣系統。 
 
 
1.3 工程項目倡議人姓名／名稱 
 

水務署是本工程項目的工程和使用部門。 
 
1.4 工程項目的地點及規模及場地歷史 
 
1.4.1 附件 A 刊載了本工程項目的位置圖和擬議裝設的曝氣系統的整體平面

圖。曝氣系統包括下列三個主要部份： 
 

(i) 一條長 500米的環形噴氣管，圍繞船灣淡水湖的出水塔。湖水經
由該塔被抽出，然後經隧道和地下管道輸送至北港濾水廠和馬鞍

山濾水廠。噴氣管裝設於水中，由不鏽鋼鍊繫緊。鋼鍊的底端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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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於預製混凝土塊，而另一端則繫著空心球或浮木。裝設噴氣管

和支撐鋼鍊時，都無需進行挖泥工程。 
 
(ii) 一座單層的壓縮機大樓，用作裝設兩台空氣壓縮機、空氣容器、

控制台和中華電力公司的變壓器。大樓的高度為 5.5 米。壓縮機
大樓將位於現有的喉管存放場內，該處的土地已經平整了一段長

時間。 
 
(iii) 一條長 300米，從壓縮機樓伸延至水塘水邊的 DN150地面空氣配

送管，以及一條長 150米，連接至環形噴氣管的 DN100水下空氣
配送管。 

 
1.4.2 工程項目地點位於水務署白沙頭洲抽水站工程的永久政府撥地範圍

內，可以經由一條水務工程維修車路前往。 
 
1.5 指定工程項目數目及種類 
 

工程項目地點位於船灣郊野公園範圍內。因此，根據環境影響評估條例

附表 2第 I部份 Q１項所述，擬議設置的曝氣系統是一項「指定工程項
目」。 

 
1.6 聯絡人姓名及電話號碼 
 

蘇世坤先生 
水務署新界東區高級機電工程師 
電話： 2152-5508 
傳真： 2354-5737 

 
 
2. 規劃大綱及計劃的執行 
 
2.1 擬議設置的小氣泡曝氣系統，旨在應付夏季時船灣淡水湖的水質問題和

濾水廠的食水處理問題。水務署的目標是在 2006年 3月開始使用該曝
氣系統。系統的詳細設計已大部份完成；亦已訂購空氣壓縮機、空氣容

器、控制台和水質監察設備／儀器。此外，亦與中華電力有限公司和電

訊盈科有限公司達成關於為壓縮機大樓提供電力和電話服務的協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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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本工程項目的工地附近，並沒有與本工程項目的施工計劃互相重疊的其

他工程項目，因此不會造成顯著的累積環境影響。 
 
 
3. 對環境可能造成的影響 
 

施工期間 
 
3.1 整個曝氣系統都位於船灣淡水湖的東南面。本工程項目對環境可能造成

的影響將於本節探討。 
 
3.2 塵埃–最近的易受空氣質素滋擾的受體是白沙頭洲抽水站，位於擬議壓

縮機樓東南面約 400米。本工程項目在施工階段可能造成的空氣質素，
會包括建築機器和車輛所產生的塵埃和廢氣。擬議壓縮機樓位於現有的

喉管存放場。該場四周有樹木和灌木圍繞。當地無需為建築物的建造工

程而平整土地。從壓縮機樓伸延至水塘岸邊的 DN150空氣配送管會主
要敷設於陸上。由於在工地使用的機器數目有限，而工程規模亦屬細

小，因此預計本工程項目在實施「空氣污染管制（建築塵埃）規例」所

規定的緩解措施後，不會造成不良的塵埃影響。 
 
3.3 水質–在敷設水底空氣配送管和環形噴氣管時，水塘底部的部份淤泥會

受到輕微滋擾，然後重新沉積。由於管道會分段裝設，預計這方面的影

響只會極之微小，並不會對水質造成不良影響。工程項目倡議人會實施

水污染控制措施，以減少施工時對水質造成不良影響；並會遵照環境保

護署的專業守則 1/94「建築工地的排水渠」所闡述的緩解措施。 
 
3.4 噪音–最近的易受噪音滋擾受體，是位於工地 2公里外的船灣淡水湖政

府宿舍。除了船灣郊野公園外，評估區內（即擬議工程地區邊界 300米
的範圍內）並沒有發現易受噪音滋擾的受體。前往郊野公園的遊人可能

會受擬議建築工程的影響。然而，環境影響評估程序的技術備忘錄並沒

有為郊野公園註明建築噪音上限。鑑於郊野公園遊人的過渡性質，預計

本工程項目不會對易受噪音滋擾的受體造成不可緩解的建築噪音影響。 
 
3.5 廢物管理–工程項目倡議人會實施適當措施，減少工程所產生的廢物。

承建商必須採取措施，務求能夠符合廢物棄置條例，以及有關廢物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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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棄置的附屬規例。 
 
3.6 生態–工程倡議人於 2005 年 7 月，對長 300 米，從壓縮機樓伸延至水

塘岸邊的陸上 DN150 空氣配送管的沿線地區進行調查。擬議管道的大
部份路線，大致上會沿著一條沒有路面鋪築的小徑伸延，四周是高灌木

林。調查共記錄到 89 種植物（附件 B.1），其中最多的樹木品種包括：
Aporusa dioca、Cratoxylum lligustrinum、鴨腳木（Schefflera heptaphylla）
和紅鱗蒲桃（Syzygium hancei），平均高度約達 7-8米。林下葉層主要有：
烏毛蕨（Blechnum orientale）、黑面神（Breynia fruticosa）、半邊旗（Pteris 
semipinnata）和草珊瑚（Sarcandra glabra）。研究區內常見的攀爬植物
包括：海刀豆（Canavalia maritime）、兩粵黃檀（Dalbergia benthami）、
菝葜（Smilax china）、葛麻姆（Pueraria lobata var. Montana）和鍚葉藤
（Tetracera asiatica）。在擬議建造壓縮機樓和變壓機樓的地點附近，發
現有已受滋擾的常見草地／灌木地混雜的品種，例如：芒萁

（Dicranopteris pedata）、酸藤子（Embelia laeta）和雞屎藤（Paederia 
scandens）。調查共發現 5種鳥類、12種蝴蝶和 1種蜻蜓（見附件 B.2）。
這些物種大都是香港常見和分布廣泛的類別。調查期間，亦發現很多（約

20隻）具保育價值的鷺科鳥類（小白鷺 (Egretta garzetta)）在水邊的灌
木地棲息。Fellowes 等人在 2002 年的著作1中認為，香港這群龐大而安

全的小白鷺具有區域性的重要性。附件 B.3展示了一些具代表性生境的
照片。 

 
3.7 擬議建造的壓縮機樓會位於一個地面有混凝土鋪築的喉管存放場內。建

築工程不會造成任何生態影響。從壓縮機樓伸延至水塘岸邊的 DN150
空氣配送管路線上，並沒有發現任何具保育價值的的植物。預計在進行

小型的管道敷設工程時，不會對陸地或水塘的生態環境造成不良影響。

為了減少工程噪音對水塘岸邊的鷺鳥可能造成的滋擾，應該在進行管道

敷設工程時，實施第 5節所建議的噪音緩解措施和良好施工方法。 
 
3.8 樹木砍伐–為了敷設 DN150空氣配送管，需要建造一條闊 1米的泥路。

在技術上，可以調整這條泥路的路線，藉此避免砍伐周長超過 100毫米
的樹木和叢林。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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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 Yu, Y.T. 於 2002年出版的「值得觀賞的野生動物：香港具保育價值的陸

地及淡水動物」。載於「香港自然歷史學會論文集」第 25冊， 第 123-15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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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文化遺產–預計本工程項目在施工階段內，不會對古蹟或歷史建築造成

任何影響。 
 

運作期間 
 
3.10 預計擬建的曝氣系統在運作階段不會造成任何塵埃或交通影響。 
 
3.11 噪音–擬建的壓縮機樓將會採用封閉式設計，並會位於一個現有的喉管

存放場內，南北兩側都有小山。在這兩層人工和天然的隔音屏障的遮擋

下，擬建的曝氣系統不會對位於遠處的易受噪音滋擾受體造成不良影

響。 
 
3.12 景觀及視覺影響–擬建的壓縮機樓位於現有的存放場內。該場地的四周

都有樹木和灌木圍繞（附件 A）。除了存放場入口外，其他地方都不會
看見機樓。此外，壓縮機樓和所有在陸上的空氣配送管，都會髹上經漁

農自然護理署同意的柔和色彩，務求能夠配合四周環境。預計擬建的曝

氣系統不會對社會大眾造成任何視覺影響。儘管如此，水務署仍準備沿

著存放場南面的通道，種植更多樹木和灌木。 
 
3.13 水質–預計在曝氣系統啟用後，水塘內的水質，以及在出水塔抽出，供

濾水廠過濾成飲用水的原水水質，都會有顯著改善。 
 
3.14 生態–在曝氣系統啟用後，會改善水塘的循環流通，並消除每年夏天都

會出現的水藻大量繁殖情況。這樣肯定有助於保持水塘內的生態平衡，

從而改善船灣淡水湖的環境。 
 
4. 周圍環境的主要元素 
 

這一節將會闡述現有和已規劃的易受環境滋擾受體中，可能會受本工程

項目影響的受體。此外，亦會介紹可能會受本工程項目影響的主要環境

元素。 
 
4.1 現有的易受滋擾受體和自然環境中的易受滋擾部份 
 

正如上文所述，本工程項目的工地位於船灣淡水湖東南面。最接近的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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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空氣質素滋擾受體，是在擬建的壓縮機樓東南面約 400米的白沙頭洲
抽水站；而最接近的易受噪音滋擾受體，則是位於水塘對面，距離擬建

的壓縮機樓約 2公里的船灣淡水湖政府宿舍。 
 
4.2 已規劃的易受滋擾受體和自然環境中的易受滋擾部份 
 

在本工程項目附近的改劃用途地帶建議中，及／或「城市規劃條例」第

16節所述的規劃申請中，並沒有一項是本工程項目的已規劃易受滋擾受
體。 

 
4.3 周圍環境中影響本工程項目的主要元素 
 

工程項目位於水務署的船灣淡水湖永久政府撥地範圍內。周圍環境中，

並沒有影響本工程項目位置的主要元素。 
 

白沙頭洲的工程項目區位於船灣郊野公園範圍內。該郊野公園有多種不

同生境，其中的高地主要是草地和矮灌木；而低地和溪谷則有更多已成

長的植物，包括種植的林地和次生／風水林地。 
 
 
5. 納入設計中的環保措施以及任何其他對環境的影響 
 
5.1 下列環境保護措施已經／將會納入設計中，藉以紓緩擬議曝氣系統可能

造成的影響： 
 
(a) 擬建的壓縮機樓將會裝設吸音氣窗，以消除建築物所發出的噪

音。 
 
(b) 擬建的壓縮機樓和地上的空氣配送管都會髹上經漁農自然護理

署同意的柔和顏色。存放場南面的通道沿線，會種植更多樹木

和灌木。 
 

5.2 工程項目倡議人會實施下列環境保護措施，務求減少本工程項目在施工

期間可能造成的短期影響： 
 

(a) 在星期日、假期和晚上都不會進行任何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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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曝氣系統位於船灣淡水湖的集水區內。承建商必須嚴格遵守附

件 C的「集水區內工作條件」和專業守則 1/94「建築工地的排

水渠」。 
 

(c) 承建商必須遵守和符合「廢物棄置條」及附屬規例的各項規定。 
 

(d) 必須實施「空氣污染管制（建築塵埃）規例」所規定的塵埃緩

解措施，藉以減少施工階段從工程地區飄散的塵埃。有關的控

制措施如下： 
• 定期在外露的地面和沒有路面鋪築的道路洒水和加上覆
蓋，特別是在旱季，藉此減少塵埃揚起的機會。 

• 在特別多塵的工程地區經常洒水。 
• 以帆布覆蓋所有往來工地的車輛所運載的多塵物品。 
• 應盡可能把車輛的行走路線和建築機器安排在距離易受空
氣質素滋擾受體最遠的地方。 

 
(e) 預計本工程項目在施工期間不會造成不良的噪音影響，然而，

良好的施工方法和噪音管理都能夠大幅減少建築工作對附近地

區的影響： 
• 應該避免同時使用多部高噪音的機動設備。 
• 在現場只應使用有良好保養的機動設備；亦應該在施工期間
定期檢查和維修機動設備。 

• 在施工期間，建築設備的靜音器或滅音器都應該加以使用，
並作妥善維修。 

• 若有使用可移動的機器，應讓它們盡量遠離易受噪音滋擾的
受體。 

• 間歇地使用的機器（例如卡車）應該在暫時停用期間關掉或
把動力調至最低。 

 
(f) 必須實施標準的良好施工方法，以確保本工程項目在施工期

間，對船灣郊野公園的特色地點和附近的生境可能造成的滋

擾，能夠完全避免或減至最少。這些措施包括： 
• 把工程地區內的設備、物料堆和通道，盡量安排在現有的已
受滋擾土地上，藉此減少滋擾植物。 

• 清楚劃定工程地區，並規定建築活動只在工程地區內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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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項建築工程，包括管道敷設工程，都應該避免損害現有植
物和樹木的枝葉和根部。 

• 在建築工程完成後，會馬上把臨時工程區復原。 
• 工地內嚴禁明火。 
• 會及時和妥善地處置工地所產生的廢物。 
• 工地工程師會審核上述各項緩解措施是否被妥善實施。 

 
5.3 預計曝氣系統在施工期間所造成的影響會是短暫和輕微的，亦不會對環

境造成其他影響。根據裝設在大欖涌水塘的曝氣系統運作經驗，這種系

統能夠顯著地改善水塘的水質和生態系統，亦能令供應予濾水廠處理成

飲用水的原水水質也得到改善。 
 
5.4 儘管如此，仍須緊密地監察曝氣系統的成效。應該對已經裝設曝氣系統

的水塘，每周抽取水質樣本進行化驗。在運作首年，會對曝氣系統的表

現作半年一次的檢討，之後亦會作定期檢討。 
 
 
 
 

- 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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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endix B.1 Plant Species Recorded within Study Area
(Code for Abundance: xxxx=abundant; xxx=frequent; xx=ocassional; x=scarce)
附件 B.1 在研究範圍內記錄得之植物

(豐富度註釋: xxxx=很常見; xxx=常見; xx=偶見; x=少見)

中文名 習性 香港境內現況 Family(科名) Plant Species Growth Form Status in Hong Kong
扇葉鐵線蕨 草本植物 常見 Adiantum flabellulatum herb common xx
黃瑞木 灌木 常見 THEACEAE (山茶科) Adinandra millettii shrub or small tree common xx
勝紅薊 草本植物 外來植物, 常見 Ageratum conyzoides herb exotic, common xxx
紅背山麻桿 灌木 常見 EUPHORBIACEAE (大戟科) Alchornea trewioides shrub common xx
大沙葉, 銀柴 喬木 常見 Aporusa dioca tree common xxxx
猴耳環 喬木 常見 MIMOSACEAE (含羞草科) Archidendron clypearia tree common xx
竹 竹 常見 GRAMINEAE (禾本科) Bambusa sp. bamboo common xxx

勾兒茶 攀援灌木 常見

Berchemia racemosa (Berchemia 
floribunda) climbing shrub common xx

白花鬼針草 Bidens alba herb xxx
烏毛蕨 草本植物 很 常見 Blechnum orientale herb very common xxx
豐花草屬 草本植物 RUBIACEAE (茜草科) Borreria spp. herb common xx
黑面神, 鬼畫符 灌木 很 常見 Breynia fruticosa shrub very common xxx
土蜜樹, 迫逼仔 喬木 常見 Bridelia tomentosa tree common xx
鴉膽子, 苦參子 灌木 常見 Brucea javanica shrub common xx
蔓草蟲豆 攀援植物 常見 Cajanus scarabaeoides climber common x
海刀豆 攀援植物 常見 Canavalia maritima climber common xxx
竹節樹 喬木 常見 Carallia brachiata tree common xxx
無根藤 攀援植物 很 常見 Cassytha filiformis climber very common xx
假淡竹葉 多年生草本植物 常見 GRAMINEAE (禾本科) Centotheca lappacea perennial herb common xxx
毛柱鐵線蓮 , 甘草藤 RANUNCULACEAE (毛茛科) Clematis meyeniana Woody Vine common x
香絲草 草本植物 常見 ASTERACEAE (菊科) Conyza bonariensis herb common x
黃牛木 灌木 很 常見 Cratoxylum lligustrinum shrub very common xxxx
兩廣黃檀 , 兩粵黃檀 攀援植物:藤本植物 常見 FABACEAE (蝶形花科) Dalbergia benthami climber: vine common xxx
牛耳楓 灌木 常見 DAPHNIPHYLLACEAE (交讓木科) Daphniphyllum calycinum shrub common xxx
寄生藤 木質藤本植物 SANTALACEAE (檀香料) Dendrotrophe frutescens Woody Vine common xx
假地豆 草本植物 很 常見 FABACEAE (蝶形花科) Desmodium heterocarpon herb very common xx
假鷹爪 , 酒餅葉 攀援植物 常見 Desmos chinensis woody climber common xx

芒萁 草本植物 很 常見 GLEICHENIACEAE (裏白科)
Dicranopteris pedata (Dicranopteris 
dictotoma; Dicranopteris linearis) herb very common xxx

黃獨 攀援植物 常見 DIOSCOREACEAE (薯蕷科) Dioscorea bulbifera climber common xx
酸藤果 攀援植物 很 常見 Embelia laeta climber very common xx
白花酸藤果 攀援植物 常見 MYRSINACEAE (紫金牛科) Embelia ribes climber common xx
一點紅, 雞腳草 草本植物 外來植物, 常見 Emilia sonchifolia herb exotic, common xx
細齒葉柃 灌木 常見 THEACEAE (山茶科) Eurya nitida shrub common xx
粗葉榕 , 牛奶仔 灌木 常見 MORACEAE (桑科) Ficus hirta shrub common xx
白蟬／水橫枝 灌木 常見 Gardenia jasminoides shrub common xx
毛果算盤子  灌木 常見 EUPHORBIACEAE (大戟科) Glochidion eriocarpum shrub common xx
算盤子屬 灌木 EUPHORBIACEAE (大戟科) Glochidion  spp. shrub xx
風鳳菜, 
紅鳳菜、兩色三七草 多年生草本植物 常見 ASTERACEAE (菊科) Gynura bicolour perennial herb common xx



Appendix B.1 Plant Species Recorded within Study Area
(Code for Abundance: xxxx=abundant; xxx=frequent; xx=ocassional; x=scarce)
附件 B.1 在研究範圍內記錄得之植物

(豐富度註釋: xxxx=很常見; xxx=常見; xx=偶見; x=少見)

中文名 習性 香港境內現況 Family(科名) Plant Species Growth Form Status in Hong Kong
白子菜 , 雞菜 多年生草本植物 常見 ASTERACEAE (菊科) Gynura divaricata perennial herb common xx

草本植物 常見 Hedyotis consanguinea herb common x
山芝麻 草本植物 很 常見 Helicteres angustifolia herb very common xx
梅葉冬青, 崗梅 灌木 很 常見 AQUIFOLIACEAE (冬青科) Ilex asprella shrub very common xxx
毛冬青, 茶葉冬青 灌木 很 常見 AQUIFOLIACEAE (冬青科) Ilex pubescens shrub very common xx
白牛膽／山白芷 草本植物 常見 Inula cappa herb common xx
五爪金龍 攀援植物 外來植物, 常見 CONVOLVULACEAE (旋花科) Ipomoea cairica climber exotic, common xx
七爪龍 草本植物 外來植物, 常見 CONVOLVULACEAE (旋花科) Ipomoea digitata climber: twining herb exotic, common x
麥冬, 蒲草 草本植物 很 常見 Liriope spicata herb very common xx
潺槁樹 灌木 很 常見 LAURACEAE (樟科) Litsea glutinosa shrub very common xxx
豺皮樟 灌木 很 常見 LAURACEAE (樟科) Litsea rotundifolia shrub very common xxx
淡竹葉 草本植物 常見 Lophatherum gracile herb common xx
海金沙 , 羅網藤 攀援植物 很 常見 LYGODIACEAE (海金沙科) Lygodium japonicum climber very common xx
血桐 喬木 很 常見 Macaranga tanarius tree very common xxx
白楸 喬木 很 常見 EUPHORBIACEAE (大戟科) Mallotus paniculatus tree very common xx
通泉草 草本植物 常見 SCROPHULARIACEAE (玄參科) Mazus pumilus herb common x
毛棯 灌木 常見 Melastoma sanguineum shrub common xxx
薇甘菊 攀援植物 外來植物, 常見 Mikania micrantha climber exotic, common xx
含羞草 草本植物 外來植物, 常見 Mimosa pudica herb exotic, common xx
五節芒 多年生草本植物 常見 GRAMINEAE (禾本科) Miscanthus floridulus perennial herb common xx
雞眼藤 攀援灌木 常見 Morinda parvifolia climbing shrub common xx
玉葉金花 攀援植物 很 常見 Mussaenda pubescens climber very common xx
腎蕨 草本植物 很 常見 NEPHROLEPIDACEAE (腎蕨科) Nephrolepis auriculata herb very common xx
雞矢藤 攀援植物 RUBIACEAE (茜草科) Paederia scandens climber: vine common xx
馬甲子, 狗骨簕 灌木 常見 RHAMNACEAE (鼠李科) Paliurus ramosissimus shrub common x

Photinia raupingensis tree common x
油甘子 灌木 很 常見 Phyllanthus emblica shrub very common xx
葉下珠, 珍珠草 草本植物 常見 Phyllanthus urinaria herb common xx
排錢草 灌木 常見 Phyllodium pulchellum shrub common x
九節, 山大刀 灌木 常見 Psychotria rubra shrub common xxx
蔓九節 , 穿根藤 攀援植物 很 常見 Psychotria serpens semi-woody climber very common xx
半邊旗 草本植物 很 常見 PTERIDACEAE (鳳尾蕨科) Pteris semipinnata herb very common xx
葛麻姆 攀援植物 常見 FABACEAE (蝶形花科) Pueraria lobata var. montana climber common xxx
石斑木 , 車輪梅、春花 灌木 常見 Rhaphiolepis indica shrub common xxx
崗棯 灌木 很 常見 Rhodomytrus tomentosa shrub very common xxx
鹽膚木 灌木 很 常見 Rhus chinensis shrub very common xxx
野漆 喬木 很 常見 Rhus succedanea tree very common xx
山烏桕 喬木 很 常見 EUPHORBIACEAE (大戟科) Sapium discolor tree very common x
鳥桕 喬木 常見 EUPHORBIACEAE (大戟科) Sapium sebiferum tree common xx
草珊瑚, 雞爪蘭 灌木 很 常見 Sarcandra glabra shrub very common xx
草海桐 草本植物 很 常見 Scaevola sericea herb very common xx

鵝掌柴, 鴨腳木 喬木 很 常見 ARALIACEAE (五加科)
Schefflera heptaphylla (Schefflera 
octophylla) tree very common xx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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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名 習性 香港境內現況 Family(科名) Plant Species Growth Form Status in Hong Kong
綿棗兒, 天蒜 多年生草本植物 常見 LILIACEAE (百合科) Scilla scilloides perennial herb common x
金剛藤 攀援灌木 很 常見 SMILACACEAE (菝科) Smilax china climbing shrub very common xx
韓氏蒲桃 , 紅鱗蒲桃 喬木 常見 MYRTACEAE (桃金娘科) Syzygium hancei tree common xxxx

葫蘆茶 草本植物 很 常見  FABACEAE (PAPILIONACEAE) (蝶形花科) 
Tadehagi triquetrum (Pteroloma 
triquetrum) herb very common xx

錫葉藤, 雪藤 攀援植物 很 常見 Tetracera asiatica climber very common xx
山黃麻 灌木 常見 ULMACEAE (榆科) Trema tomentosa shrub common xx
肖梵天花, 痴頭婆 灌木 外來植物, 常見 Urena lobata shrub exotic, common xx
蟛蜞菊 草本植物 引進栽培, 常見 Wedelia trilobata herb introduced, common xx
兩面針, 入地金牛 灌木 很 常見 RUTACEAE (芸香科) Zanthoxylum nitidum shrub very common xx



Appendix B.2 - Fauna Recorded within Study Area
(Code for Abundance: xxxx=abundant; xxx=frequent; xx=ocassional; x=scarce)
附件 B.2 - 在研究範圍內記錄得之動物

Scientific name (學名) Common Name Status in Hong Kong 中文名 香港境內狀況 豐富度Local Abundance
Avifauna 鳥類
Egretta garzetta Little Egret Common and widespread 小白鷺 常見及廣泛分佈 xxxx

Garrulax perspicillatus Masked Laughingthrush Common and widespread 黑臉噪[眉鳥] 常見及廣泛分佈 xx

Pycnonotus jocosus Red-whiskered Bulbul Common and widespread 紅耳鵯 常見及廣泛分佈 x

Pycnonotus sinensis Chinese Bulbul Common and widespread 白頭鵯 常見及廣泛分佈 x

Sturnus nigricollis Black-collared Starling Common and widespread 黑領椋鳥 常見及廣泛分佈 xx

Refer to Fellowes et al. (2002) for further explanation of status.

有關境內狀況的詳細資料,可參閱Fellow et al. (2002)

Butterflies 蝴蝶

Scientific Name  (學名) Common Name Distribution in Hong 
Kong

中文名 香港境內狀況 豐富度Local Abundance

Papilionidae 鳳蝶
Graphium agamemnon Tailed Jay Common and widespread 統 帥青 鳳 蝶 常見及廣泛分佈 xx

Papilio helenus Red Helen Common and widespread 玉  斑 鳳 蝶 常見及廣泛分佈 x

Papilio memnon Great Mormon Common and widespread 美 鳳 蝶 常見及廣泛分佈 x

Papilio polytes Common Mormon Common and widespread 玉 帶 鳳 蝶 常見及廣泛分佈 xx

Chilasa clytia Common Mine Common and widespread 斑 鳳 蝶 常見及廣泛分佈 x (larva)

Pieridae 粉蝶
Eurema hecabe Common Grass Yellow Reasonably Common 寬邊黃粉蝶 頗常見 xx

Riodinidae 蜆蝶
Abisara echerius Plum Judy Common and widespread 蛇 目 褐 蜆 蝶 常見及廣泛分佈 xx

Nymphalidae 蛺蝶
Cupha erymanthis Rustic Common and widespread 黃 襟 蛺 蝶 常見及廣泛分佈 xx

Neptis hylas Common Sailor Common and widespread 中 環 蛺 蝶 常見及廣泛分佈 xx

Pantoporia hordonia Common Lascar Common and widespread 金 蟠 蛺 蝶 常見及廣泛分佈 xx

Danaidae 斑蝶
Parantica agela Glassy Tiger Common and widespread 絹 斑 蝶 常見及廣泛分佈 xx

Satyridae 眼蝶
Mycalesis mineus Dark Brand Bush Brown Common and widespread 小 眉 眼 蝶 常見及廣泛分佈 xx

Dragonflies 蜻蜓 

Scientific Name (學名) Common Name Distribution in Hong 
Kong

中文名 香港境內狀況 豐富度Local Abundance

Tramea virginia Saddlebag Glider Common and widespread 華斜痣蜻 常見及廣泛分佈 x

(豐富度註釋: xxxx=很常見; xxx=常見; xx=偶見; x=少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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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集水區工作守則 
 
 

a. 必須採取足夠措施確保集水區不受任何污染或淤積。 
b. 地盤內不可堆積任何對集水區造成污染的土壤、建築材料、燃料、泥
土、有毒物質或其他物質。 

c. 應盡快清除集水區內所有廢棄物。 
d. 任何土方工程開始前，必須在地盤邊緣修建附有泥沙收集器的臨時排水
道。 

e. 應定期清洗泥沙收集器，以確保其隨時發揮效用。 
f. 所有經過挖掘或填滿並帶有土壤侵蝕危險的土地表面都必須採取措施，
以防止土壤隨時侵蝕。 

g. 必須為所有離開地盤的車輛提供清洗車輛的設備。 
h. 任何因於石油或燃料洩漏而導致集水區污染的施工設備，都必須立刻移
離地盤。 

i. 任何因施工設備洩漏燃料而受污染的土壤都必須清除及移離地盤，清除
受污土壤時產生的空洞必須以經過水務署署長許可的適當材料填補。 

j. 臨時衛生設備應經過水務署署長許可。 
k. 所有水務設施的通道應常保暢通無阻。 
l. 地盤平整方案必須於施工前經過水務署許可。 
m. 在引水道上豎立任何結構物或臨時設施，均必須先經過水務署許可。 
n. 承建商必須負責經常清理於水務設施通道和相連的排水系統上的污泥和
垃圾。 

o. 承建商必須限制使用水務設施通道的車輛，淨重不超過五噸及車軸負重
不超過三噸。並必須向水務署申請並提交使用該通道的車輛之詳細資

料。 
p. 水務署有權撤銷承建商通道使用權。 
q. 承建商必須立即自行或按政府要求付費移走因承建商引起的任何事故而
墮入引水道或河床的車輛。 

r. 承建商必須負責自行或按政府要求付費維修或重置，任何因承建商或有
關人士對水務設施所造成的損毀，並必須獲得水務署認可。 

s. 承建商必須自行承擔進入及停留於通道上的風險，及向香港政府承擔所

有因使用通道而引起的所有索償、費用、損毀及開支。 
t. 所有距離水務署食水隧道 120米之內，而深度達 2米之挖掘工程，均必
須於施工前獲得水務署許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