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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項且簡介 

1. 基本資料 

1.1 工程項目名稱 

1.1.1 工程項目的名稱爲：鹿頸黃屋的天然山坡災害防護工程（以下簡稱爲“項目”）。 

1.2 工程項目的目的及性質 

1.2.1 位於鹿頸黃屋對上的天然山坡，在過去曾發生天然山坡山泥傾瀉，該處的山泥傾瀉風

險水平達至需要緩減的程度。是項工程的目的，是要在鹿頸黃屋對上的天然山坡建造

災害防護措施，以緩減該地區所承受的山泥傾瀉風險。 

1.2.2 鹿頸黃屋的部分工程位於八仙嶺郊野公園和分區計劃大綱圖下的一個“自然保育區”

內（OZP S/NE-LK/9 – 鹿頸和禾坑 ）。根據環境影響評估程序的技術備忘錄（簡稱環

評備忘錄），本項目屬附表 2 第一部種類 Q.1 下的指定工程項目。所以，在施工前必須

先領有環境許可證。根據環評條例的第 5（11）節，工程項目的倡議者可以申請准許直

接申請環境許可證。鹿頸黃屋的工程所考慮的山坡範圍見圖 1-1。 

1.2.3 本項目的施工期大約為 22 個月，開始日期暫定在 2006 年的第四季度，而完成日期爲

2008 年的第三季度（參見第 2.2 節）。 

1.3 工程項目倡議者的名稱 

1.3.1 工程項目的倡議者爲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土木工程拓展署轄下的土力工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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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工程項目的位置和範圍以及塲地歴史 

1.4.1 鹿頸黃屋擁有悠久的歷史，而過去村民們主要從事農業和漁業。儘管香港在過去幾十

年進行了大量的城市開發活動，但鹿頸黃屋的總體環境依然得以保全。 

1.4.2 鹿頸黃屋後面的山坡於一九九七年及一九九八年先後發生了兩次天然山坡山泥傾瀉。

部分崩塌的泥石沿著沖溝而下，並堆積在山腳下的村莊內。山泥傾瀉過後，有關部門

進行了一次詳細的天然山坡災害研究，發現該山坡在過往歷史中亦曾發生天然山坡山

泥傾瀉，並得出結論，認為該處天然山坡的山泥傾瀉風險水平達至需要緩減的程度。 

1.4.3 圖 1-2 至 1-4 說明了於鹿頸黃屋所建議的天然山坡災害防護工程及相關的工地。所建議

的天然山坡災害防護計劃概述如下： 

(i) 柔性泥石防護屏障（張力鋼筋圍網），以阻擋崩塌的泥石； 

(ii) 泥石阻礙墩，以減低崩塌的泥石速度； 

(iii) 在過去的山泥傾瀉殘痕裝設泥釘，以鞏固山坡（於林地外邊）； 

(iv) 改善現有冲溝的排水能力；  

(v) 於編號爲 3NE-C/C135 的人造斜坡裝設泥釘和建造混凝土擋土牆，而於編號

爲 3NE-C/C13 的人造斜坡裝設泥釘； 及 

(vi) 建造排水明渠，以確保能適當地控制和排放地表水。 

1.4.4 於運作階段，所建議的天然山坡災害防護工程將僅限於防護措施的日常例行維修工作

（如定期清理積聚在屏障後的泥石）。 

1.5 指定工程項目的數目及種類  

1.5.1 按環評備忘錄附表 2 第一部種類 Q.1，本工程爲指定工程項目，在施工前必須先取得環

境許可證。 

1.5.2 除了本工程外，本工程項目簡介並不包括其他指定工程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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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聯繫人姓名及電話 

1.6.1 與本項目有關的所有疑問，請聯繫以下人仕： 

 
孫向榮博士 
 

高級土力工程師/工程地質 
土木工程拓展署 
土力工程處 
 
九龍何文田 
公主道 101 號土木工程拓展署大樓 11 樓 

 電話：2762 5375 
 

 傳真：2714 0247 
 

 電子郵件：hwsun@cedd.gov.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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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規劃大綱及計劃的執行 

2.1 工程項目的倡議者、工程師和承建商  

2.1.1 本項目的倡議者爲土木工程拓展署轄下的土力工程處。它將全權負責本項目的規劃、

設計及施工。而奧雅納香港工程顧問公司（奧雅納）則被委任爲本項目的工程及環境

顧問。而土木工程拓展署將委託承建商進行施工。  

2.2 暫定執行時間表 

2.2.1 按照目前的設計和規劃，如下圖所示，工程的施工期大約為 18 個月。施工的開始日期

暫定在 2007 年的第二季度，預期在 2008 年的第三季度底完成整個項目。  

表 2-1:   施工時間表（暫定） 

月份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編號 工程 

07
年

4
月

 
07

年
5

月
 

07
年

6
月

 
07

年
7

月
 

07
年

8
月

 
07

年
9

月
 

07
年

10
月

 
07

年
11

月
 

07
年

12
月

 
08

年
1

月
 

08
年

2
月

 
08

年
3

月
 

08
年

4
月

 
08

年
5

月
 

08
年

6
月

 
08

年
7

月
 

08
年

8
月

 
08

年
9

月
 

1 泥釘 
                                     

2 泥石阻礙墩 
                                     

3 柔性泥石防護屏障 
                                     

4 排水改善工程 
(梯形排水渠)                                     

5 輸送混凝土 
                   

6 人造斜坡鞏固工程 
                                     

 

2.2.2 如表 2-1 所示，裝設泥釘大約需時 3 個月，之後再用 3 個月時間建造泥石阻礙墩。   

2.2.3 柔性泥石防護屏障總共有 10 個，施工時間約需要 17 個月。每段柔性泥石防護屏障將按

次序施工，每個需費時 2 個月。梯形排水渠大約有 10 米長，施工時間約爲 5 個月。每

個人造斜坡（即 3NE-C/C135 和 3NE-C/C13）的鞏固工程大約需要 6 個月的時間，也將

依次序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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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施工方法  

2.3.1 根據目前的設計，施工方法和所需的設備概述如下： 

表 2-2:   各種工程的暫定施工方法 

工程類型 施工方法 

柔性泥石防護屏障 • 柔性泥石防護屏障包括豎立在錨基支柱間的張力鋼筋圍網。錨基需用攜

帶型鑽孔工具在土壤和岩石內鑽孔，然後插入錨，並澆注水泥。鑽孔直

徑約爲 0.1 米。 

在過去的山泥傾瀉殘痕

裝設泥釘 

• 泥釘需用攜帶型鑽孔工具在土壤和岩石內鑽孔，然後插入鋼筋，並灌注

水泥。鑽孔直徑約爲 0.1 米。 

泥石阻礙墩 • 泥石阻礙墩是指在迷你樁和泥釘的地基上，豎起一個由灌滿混凝土的鋼

管組成的墩，高度約 1 米。 

• 迷你樁需用小型打樁設備在土壤和岩石內鑽孔，然後插入鋼筋，並澆注

水泥。鑽孔的直徑小於 0.3 米。 

• 泥釘的施工類似於在過去的山泥傾瀉殘痕裝設泥釘。 

於人造斜坡上裝設泥釘 • 泥釘需用攜帶型鑽孔工具在土壤和岩石內鑽孔，然後插入鋼筋，並澆注

水泥。鑽孔直徑約爲 0.1 米。 

於人造斜坡建造混凝土

擋土牆 
• 在編號爲 3NE-C/C135 的斜坡底附近挖掘和建造一個約 1.5 米高的混凝

土擋土牆。 

2.3.2 現時的施工方法並不需要運輸道。施工設備將以人力運送至山坡上的工地。 

2.4 環境考慮事項  

在過去的山泥傾瀉殘痕裝設泥釘 

2.4.1 山坡上的大部份泥釘工程都特意定在過去的山泥傾瀉殘痕，以避免進入鹿頸黃屋對上

山坡上的林地（參見第圖 1-2）。這將在最大程度上避免影響到林地內的樹木。 

山坡上的泥石阻礙墩 

2.4.2 與泥釘類似，大多數泥石阻礙墩都位於林地外邊，從而能最大限度地避免影響林地內

的樹木。 

避免在靠近敏感區使用高噪音設備  

2.4.3 爲了建造柔性泥石防護屏障和其他天然山坡災害防護措施的地基工程，必須有一個混

凝土泵以輸送混凝土（參見第 5 節）。然而混凝土泵是一個噪音較高的設備，因此將

建議把混凝土泵固定在西面的臨時工地（目前為露天運動場），而不會隨施工區四處

移動（這樣會無可避免地移至敏感區附近，並增加噪音影響）。臨時的工地圍板也能

幫助消減噪音，從而保護附近的噪音敏感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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減少對郊野公園及自然保育區的影響 

2.4.4 由於非常接近郊野公園和自然保育區，要天然山坡災害防護工程完全避開它們並不可

行。所以，施工時將採用環保方法，包括泥釘、泥石阻礙墩和柔性泥石防護屏障來靈

活地避開實地的約制（如樹木）。  

以優化設計實現影響最小化 

2.4.5 梯形排水渠的長度也已從 30 米大幅減少至約 10 米，從而避免影響到蕨類植物金毛狗蕨 

(參見第 4 節）。 

2.5 與其他項目的關係 

2.5.1 附近暫時沒有其它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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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周邊環境的主要元素 

3.1 現有和規劃的敏感區 

生態敏感區 

3.1.1 根據環境影響評估程序的技術備忘錄(簡稱環評技術備忘錄)附件 16 附錄 A 註 1 第 2 和

9 點，以下 3 個具有自然保育價值的地點均與工程項目範圍有交疊（見圖 3-1）：  

• 八仙嶺郊野公園 – 位於鹿頸黃屋後、需要在過去的山泥傾瀉殘痕裝設泥釘的位置

恰好位於郊野公園界內； 

• 位於編號爲 OZP S/NE-LK/9 的鹿頸和禾坑分區計劃大綱圖下的自然保育區 – 項目

中有些工作區域位於自然保育區內；及 

• 鹿頸黃屋風水林 – 該風水林是其中一個曾被漁護處記錄和調查的風水林。雖其界

線已不能辨認, 但相信位於鹿頸黃屋後的自然保育區內的林地是由它和其他次生林

地混合而成的。部分的防護工程（特別是梯形排水渠和 U 形排水渠）位於這個混合

林地內。  

 

3.1.2 區外還有另外 3 處根據環評技術備忘錄附件 16 附錄 A 註 1 第 6 和 9 點具有自然保育價

值的地點，但不會直接受到工程項目的影響。  

• 鹿頸陳屋風水林(這是其中一個曾被漁護處記錄和調查的風水林)； 

• 鴉洲具特殊科學價值地點；及 

• 鹿頸沼澤(這是新保育政策所列出 12 個優先地點之一。雖然環保署網頁中所顯示的

鹿頸沼澤界線與工程項目範圍有輕微的重叠，但只是道路和山坡而非沼澤，所以鹿

頸沼澤並不被視為被工程項目範圍所覆蓋。)。 
 

噪音敏感區 

3.1.3 最近的噪音敏感區為鹿頸黃屋內靠近山腳的村屋。這些噪音敏感區都是些一至三層的

獨立村屋。附近有一所前鹿頸小學的建築物，但已經荒廢失修。圖 1-2 上標出了這些具

代表性噪音敏感區的位置。靠近 2 個人造斜坡的建築均為非噪音敏感區的店鋪。按環

評條例技術備忘錄，這些村屋的日間施工噪音標準爲 75 分貝(A)。 

空氣敏感區 

3.1.4 空氣敏感區包括圖 1-2 中所標出的噪音敏感區及其它康樂用地（例：遊樂塲、籃球塲

等）。  

水敏感區 

3.1.5 最近的水敏感區為沙頭角的大鵬灣水質管制區。研究範圍內有一條沖溝，其上半段並

沒有被水泥所封面，但其下半段已被水泥所封面。於沖溝上半段所需的排水改造/保護

工程只需進行一些局部的清理，並不需要進行挖掘、改道、溝渠建造、灌注水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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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現時沖溝下半段的水泥封面則需改為梯形排水渠。梯形排水渠的走線及切面可見於

圖 1-2 及圖 1-3。根據對現塲觀察，此沖溝在冬天幾乎乾涸，但在夏天雨季時可能有少

量水流。 

3.1.6 位於工地東面的鹿頸沼澤（見在漁護署發表的新自然保護政策下的“須優先加強保育

地點”清單）亦為一水敏感區。附近的一些魚塘也都視為水敏感區。圖 3-1 及 3-9 展示

了這些水敏感區的位置。 

 

景觀及視覺敏感區 

3.1.7 景觀特色區包括 3 個具有獨特景觀的地方（LCAs），也就是：村莊、低地和山坡。這

三個地方的具體位置標在圖 3-2 中，而圖 3-3 則展示出每個景觀特色區的照片。  

3.1.8 各間村屋的建築形式、高度和整體外觀上都不同，一般爲平頂及 2 層或 3 層高。街道

上則幾乎沒有什麽植被。總體來說，村屋大都具有鄰近村落的典型景色，並且能適應

輕微變化。低地上都是些運作的和閒置的農田、魚塘、溪流及小塊的自然植被。地形

平坦，外形輪廓上並沒什麽差異。整體來說，對於景觀變化的敏感度爲中級。山坡主

要為林地、灌木叢林及一些裸露岩層。與低地相比，山坡大都沒有受人為騷擾，外形

輪廓上亦有明顯不同。山坡變化的地形可遮擋工程的視覺影響。整體來說，山坡變化的

敏感度爲中高級。   

3.1.9 景觀影響評估研究範圍內的景觀資源包括 8 種類型，即：溪流、魚塘、林地、灌木叢

和草地、運作及閒置的農田、紅樹林及石灘、海洋、村莊和道路。圖 3-4 中對這些都做

了說明，並在圖 3-5 和 3-6 中配有代表性的照片。  

3.1.10 由於河流和海洋是未受人類影響的自然特色，開發後就會變得人工化，而魚塘則能接

受一些變動，所以不同水資源對變化的敏感度有所不同。河流呈狹長形，其泥灘提供

了有趣的景觀。而在景觀影響評估研究界線內的海洋區域則非常平靜，只有微浪。魚

塘則顯得有些凌亂，有人造堤岸、小屋、欄杆等等。圖 3-5 上第二張照片展示的就是這

樣一種凌亂局面。除了上述情況，魚塘在低地景觀特徵區內還呈現出有趣的田園景

象。同樣地，另外兩個人造資源，農田和村莊及道路也給整個景觀環境帶來一種鄉村

氣息。許多農田都是閒置的，只有很少部分種有旱田和水田作物，還有一些小果園。

這些田地對變化並非特別敏感。作爲景觀資源的村莊及道路對變化也不是很敏感。大

多數村屋都是二至三層高，平頂並帶有陽台。這些可能在外觀上有一些變化，但變化

不會很大。村屋的正面大多數都爲白色或裸露的混凝土牆面。有些屋頂則爲粘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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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1 石灘和紅樹林對變化比較敏感。紅樹林呈現的是非常稀少而獨特的當地景觀。灌木叢

林地和草地在山坡的最上面，由不同的品種組成，包括桃金娘和豺皮樟。儘管這些物

種很普遍，但其形成特徵對於變化的敏感度則爲中高級。林地大多位於山腳下，由許

多樹種組成，包括鵝掌柴、短序潤楠和魚骨木。部分林地具有風水特徵，對變化非常

敏感。根據記錄，總共約有 900 棵樹在工程範圍內。主要品種爲假蘋婆、銀柴、鵝掌

柴和土沉香。在工程範圍內總共有 42 棵土沉香。縱使本種在香港常見，尤其在郊野公

園內，這些在華南仍屬稀有珍貴的樹木1。林地整體對變化的敏感度很高。  

3.1.12 最近的視覺敏感接收者為鹿頸黃屋的小巴站。從該視覺敏感接收者到最近的施工點的

距離不超過 20 米，該工程就是在編號爲 3NE-C/C135 的人造斜坡底建造一個擋土牆（約

30 米長，1.5 米高）。由於這是村內的一個集合地點，很容易看到斜坡後面的山地，其

對變化的敏感度爲中高級。其他的視覺敏感接收者則爲雞谷樹下村、鹿頸黃屋村、鹿

頸道路的使用者和南涌李屋村。這些視覺敏感接收者的位置，在圖 3-7 上都有標出。從

這些其他的視覺敏感接收者到最近的施工點的距離在大約 110 米到 300 米之間，同時有

很大範圍的高質量的景觀可選。因此，他們對於變化的敏感度視爲中級（見圖 3-8）。 

考古地點和文化遺産元素  

3.1.13 在古迹登記辦事處查閱有關文獻役後，發現目前沒有記錄表明本項目附近有任何已知

的考古地點。但在工地以外卻有些戰時遺物（參見第 3.2 節）。 

其他規劃的環境敏感接收者 

3.1.14 根據鹿頸的最新分區計劃大綱圖（S/NE – LK/9 – 鹿頸和禾坑，2005 年 4 月刊登），

工程項目附近的用地將維持不變。因此，預計附近沒有比本工程項目簡介所描述更新

的敏感區。 

3.2 現有環境的主要元素 

用地 

3.2.1 本工程項目位於鹿頸路旁的鹿頸黃屋，隣近八仙嶺郊野公園。鹿頸黃屋西面的山坡巳

被劃分爲“保護區”，而海岸線則被劃分爲“沿海保護帶”（參見圖 1-1）。根據分區

計劃大綱圖“OZP S/NE – LK/9 – 鹿頸和禾坑”，總體上是反對在保護區及沿海保護

帶進行任何開發。除了村裏的用地外，附近的其他主要用地包括農田和魚塘。 

具有潛在危險的裝置 

3.2.2 按照環境保護署的資料2，本項目 500 米內沒有具潛在危險的裝置。最近的具有潛在危

險的裝置位於一公里以外的打鼓嶺。 

                                                      
1 HU, Q. et al (2003) Rare and Precious Plants of Hong Kong. AFCD, Hong Kong. 
2 http://www.epd.gov.hk/epd/english/environmentinhk/air/data/risk_mgt.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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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地點和文化遺産因素 

3.2.3 根據現有的文獻，本項目 500 米內沒有已知的考古地點及古迹。最近的一處興建遺址

是位於 2 公里以外上禾坑的鏡蓉書屋，但將被中間地形遮罩。  

3.2.4 另外，鹿頸黃屋後山亦發現日治時期的戰時遺物
3
，其中包括戰壕、槍堡及觀測台。但

通往這些遺物的小徑已較難辦認，所以要通往該處亦較困難。而這些戰時遺物均與工

地保持最少 50 米的距離。其大約位置見附件 3-1。 

生態  

3.2.5 爲了確定工程所在地及其 500 米界線內的生態特徵，我們進行了一次生態研究，其中

包括文獻查閱和野外調查。野外調查分兩次進行，分別在 2005 年 9 月（雨季）及 2006

年 3 月（旱季），當中對生活環境、植被、哺乳動物、鳥類、爬蟲類動物、蜻蜓、蝴

蝶和水生動物進行了調查。對於野外調查的研究方法及在文獻查閱和生態調查中的發

現的詳情，已收錄在附件 3-2 中。  

3.2.6 如第 3.1 節中所述，有三個認定為具有自然保育價值的地點會與工程項目的工作邊界交

疊，即八仙嶺郊野公園、分區計劃大綱圖下的自然保育區和鹿頸黃屋風水林。  

3.2.7 除了上述三個地點，鹿頸黃屋附近還有三個具有自然保育價值的地區須要關注，包括

鹿頸沼澤、陳屋風水林和鴉洲具特殊科學價值地點。鹿頸沼澤位於鹿頸黃屋的東部和

東南面，並工程界線以外。而鹿頸陳屋和鴉洲具特殊科學價值地點離工地的距離分別

爲 400 米和 500 米。所有這些區域均不會受到工程項目的影響。  

3.2.8 工程項目區位於鹿頸黃屋西面的山坡上，占地約 1.93 公頃。工程項目區的上部位於八

仙嶺郊野公園界內，而下部則位於分區計劃大綱圖下的自然保育區界界內。工程項目

區的最底部的邊緣是鄉村式發展地帶。  

3.2.9 只有 3 個生境位於工程項目區內，即林地、草地和城市化/干擾區。但城市化/干擾區只

是山腳的一小片鄉村式發展地帶的邊緣（參見圖 3-9）。工程項目區內沒有水生生境

（溪流或池塘）。如附件 3-2 中所載，在 500 米距離內但在工程項目區外尚有其他的生

境，例如鱼塘、溪流、沼澤及紅樹林。這些其他生境並不會被工程所破壞。 

3.2.10 工程項目區內包括山坡上部的草地，也位於八仙嶺郊野公園界內。草地內的植物和動

物種類都很少，也沒有發現具有自然保育重要性的物種。  

3.2.11 工程項目區內的林地佔地面積約爲 1 公頃。它是由原本的鹿頸黃屋風水林和次生林地

混合而成的，主要位於自然保育區內(即山坡的下部)。儘管林地內的植物種類相對較

多，結構環境相對較好(有成熟的樹木)，但所發現的植物物種主要是些典型的和普通的

物種。錄得的動物種類有限，而所有物種在香港都很常見。雖然林地內並沒有具有特

別生態重要性的動物，但根據其久遠程度和面積（成熟本土林地超過一公頃，按照環

評備忘錄的規定，在香港均被視爲重要的生境類型），這林地也是需關注的一部分。  

                                                      
3 “戰時遺跡”, 高添强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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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12 在生態野外調查中於工程項目區內的林地裏錄得兩種具自然保育重要性的植物物種，

即土沉香和一種叫做金毛狗的蕨類植物。 

3.2.13 土沉香在香港並非受到保護，在低地森林和風水林裏相當普遍。不過，中國已將土沉

香歸爲國家級三類保護物種，《中國植物紅皮書》和國際自然保護聯盟（2002）都將其

列爲瀕危物種。在野外調查中找到至少三個成熟的樹種和至少 20 棵樹苗。而在其後的

樹木調查中，在工地界線內記錄了 42 棵土沉香(在圖 4-1a & b 所顯示)。它們全都在這

些在自然保育區內的林地生境內見到，所以在工程項目區界內的林地裏並非少見。。  

3.2.14 金毛狗是一種類似樹的巨大蕨類植物，是中國包括香港的本土植物。該植物在香港分

佈很廣，主要在灌木和林地山谷及林地邊緣地帶生長。其根部可用作中草藥配方。在

瀕危野生動植物物種國際貿易公約的附件 2 中列有該種植物，該附件專門針對那些現

在還沒有受到滅絕威脅，但若對作醫學用途的貿易不作密切控制以後便可能會如此的

物種。工程項目範圍內，金毛狗主要在接近沖溝上端的兩個範圍內(在沖溝的兩旁而非

沖溝內)(在圖 4-1a & b 所顯示)。除這兩個範圍外，亦有個別的金毛狗在工程項目範圍內

的山脚處。 

3.2.15 在上述的二種植物以外，在樹木調查中也在工地界線內發現及記錄了另一具有自然保

育重要性的樹木品種二色菠蘿蜜(在圖 4-1a & b 所顯示)。二色菠蘿蜜是一種在香港有限

分佈的原生風水林樹木 (Xing et al. 2000)。這種樹木在香港及中國並不受法例保護。在

工地界線內共有 33 棵二色菠蘿蜜散佈其中。 

3.2.16 由香港大學所進行的生物多樣性調查中，在距工地界線西南約 200 米處錄得另一具有

自然保育重要性的植物尖苞柊葉，但此植物在本研究中並沒有發現。尖苞柊葉是一種

本地稀有的草本植物，在香港分佈於低地林木及溪流旁(Xing et al. 2000)。這植物在香港

及中國並不受法例保護。雖然在工地界線內沒有紀錄這植物，在評估中已考慮了發現

這植物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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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對環境可能造成的影響 

4.1 生態  

4.1.1 如第 1.4 節所述，擬建的天然山坡災害防護工程包括泥釘，泥石阻礙墩、柔性泥石防護

屏障、梯形排水渠、U 形排水渠及混凝土擋土牆。其中有些工程可能會對生態造成影

響。第 3.1 及 3.2 節己展示了林地和 4 種具有自然保育重要性的植物物種為值得關注的

生態資源。預計工程帶來的潛在生態影響如下： 

• 林地生境的損失或干擾；及 

• 4 種具有自然保育重要性的植物物種的個別個體的損失或干擾。 
 

工程的詳情 

4.1.2 如圖 1-2 所示，目前工程項目中包括 6 種主要類型的工程，如下表 4-1 所列，而林地的

界線及 3 種在本研究中錄得的具有自然保育重要性的植物物種的位置(即在樹木調查中

錄得的 42 棵土沉香和 33 棵二色菠蘿蜜，及在生態野外調查中錄得的金毛狗) 與工地則

在圖 4-1a&b 中所示。 

表 4-1：施工因素及位置  

施工因素 林地界內 林地界外 

柔性泥石防護屏障 

（張力鋼筋圍網） 

  

(FW 3 – FW 10) 

  

(FW 1 &  FW 2) 

泥釘   

(針對兩個人造斜坡) 

  

(草地內) 

泥石阻礙墩    

(林地內) 

排水改善工程（梯形排水渠） 

 

  

(靠近 FW 6 & FW 7) 

 

排水明渠 （U 形排水渠）  

(沿柔性泥石防護屏障) 

 

(沿柔性泥石防護屏障) 

混凝土擋土牆    

(其中一個人造斜坡) 

 

 

4.1.3 關於每種工程的建造方法在下面作簡單介紹。而它們的位置及可能引致的影響也會討

論。 

4.1.4 在不同位置上將安裝由錨基支撐的柔性泥石防護屏障（張力鋼筋圍網），以阻擋崩塌

的泥石。總共將設置 10 個柔性泥石防護屏障（參見圖 1-2），主要沿着山腳、在現有



土力工程處規劃部 合约编码 CE 31/2004 (GE)葵涌，域多利道和鹿頸的天然山坡災害防護工程 - 設計和建造

鹿頸黃屋的天然山坡災害防護工程(工程項目簡介)

 

 G:\...\104 ENVIRONMENTAL IMPACT ASSESSMENT\PROJECT PROFILE 
_20060322.DOC 
  

第 13 頁 奧雅納工程顧問香港有限公司

 

的冲溝上及在泥石阻礙墩以下。除了泥石阻礙墩以下的兩個屏障，其他屏障都在林地

界內（參見圖 4-1 a & b）。   

4.1.5 柔性泥石防護屏障是一種比傳统的需工地平整及斜坡工程的混凝土泥石防護屏障引起

較小影響的建造方法。屏障本身並不會直接安裝在地面，而會由分散並相隔一定距離

的錨基所支撐。支撐屏障的錨基只涉及用攜帶型鑽孔工具在土壤和岩石內鑽孔，之後

再插入錨並澆注水泥。鑽孔的直徑也很細小(大約爲 0.1 米)。由於錨基的位置是具彈性

的，另外柔性泥石防護屏障的走向可根據地勢及需要調整，若果謹慎地計劃柔性泥石

防護屏障和錨基應該可以避開大部份樹木。樹木的損失可減至最小和林地的損失可以

避免。 

4.1.6 雖然在圖 4-1a & b 所顯示的柔性泥石防護屏障的走線與部份土沉香和二色菠蘿蜜(FW5, 

FW8 & FW9)及金毛狗(FW8 & 9)的位置非常接近，本工程的工程師確認將不會有土沉

香、二色菠蘿蜜或金毛狗被砍伐或受破壞。當建造時，錨基的實際位置將在現場調整

以避開所有的樹木(包括土沉香和二色菠蘿蜜)，金毛狗和尖苞柊葉。柔性泥石防護屏障

的走線也會調整以避開所有的具有自然保育重要性的植物。一名生態學家/植物專家會

在塲監督所有的選位和調整過程(詳情見第 5 節)。 

4.1.7 視乎柔性泥石防護屏障的最終走線，數棵位於屏障位置之上的樹木可能被砍伐，但只

限於普通的品種(樹木損失詳情見表 4-6 及下面有關的章節)。 

4.1.8 對於建造柔性泥石防護屏障所造成的干擾，錨基的實際位置將在現場調整(在一名生態

學家/植物專家監督下)以與年幼樹木保留最小１米的距離，而與成熟樹木的距離會更長

(樹木中包括土沉香和二色菠蘿蜜)。由於錨基的分散佈局，其對樹木根系將可避免造成

影響。 

4.1.9 在過去的山泥傾瀉殘痕裝設泥釘，以鞏固山坡。泥釘多數都位於林地外的上坡區域，

所以只會影響到草地生境。不過有些泥釘需要在位於林地界內的兩個人造斜坡上進行

（圖 4-1a）。在其中一個人造斜坡上有一棵土沉香和 3 棵二色菠蘿蜜。與柔性泥石防護

屏障的錨基相似，泥釘只利用攜帶型鑽孔工具在土壤和岩石內鑽出直徑大約爲 0.1 米的

鑽孔，之後再插入鋼筋並澆注水泥。泥釘的確實位置可作調整。由圖 4-1a 中的放大圖

可見，泥釘的預定位置已經調整至避開上述的四棵樹。 

4.1.10 與柔性泥石防護屏障的錨基相似，本工程項目中在兩個人造斜坡上的泥釘的實際位置

將在現場調整以避免樹木和具有自然保育重要性的植物的損失，尤其是在人造斜坡上

的一棵土沉香和 3 棵二色菠蘿蜜。亦同樣會與所有樹木保持最小１米的距離。 

4.1.11 在裝設泥釘的區域下將裝設由迷你樁和泥釘作地基的泥石阻礙墩，以減低崩塌泥石的

速度。泥石阻礙墩的建造與在山坡上進行的泥釘工程相似。泥石阻礙墩包括豎立一個

由灌滿混凝土的鋼管組成的墩（約 1 米高），支撐在迷你樁和泥釘地基上。迷你樁雖

利用小型鑽孔機在土壤和岩石內鑽孔，然後插入鋼筋並澆注水泥。樁孔的直徑大約在

0.3 米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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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12 本工程項目中所有的泥石阻礙墩都在林地界外，因此不會造成林地損失。唯一受影響

的生境將是草地棲息地（圖 4-1a&b）。   

4.1.13 工程亦將在靠近 FW6 和 FW7 的林地內，對現有的冲溝進行梯形排水渠工程（排水改善

工程）。該工程會改善冲溝現有的排水能力，並用鋼筋混凝土加固。工程範圍將限制

在最低 10 米長的冲溝內，這段冲溝以前已經用混凝土加固過。這樣可以防止對冲溝上

部兩邊的個別金毛狗蕨造成干擾或破壞。冲槽改造也可以進行靈活調整，應該能根據

樹木調查中記錄的樹木位置盡量避開所有樹木。雖然在圖 4-1 b 所顯示的梯形排水渠的

界線與一棵土沉香的位置接近，工程對這棵土沉香的影響應該可以避免。本工程的工

程師確認將不會有土沉香被砍伐或受破壞。 

4.1.14 數棵位於梯形排水渠附近的樹木可能被砍伐，但只限於普通的品種(詳情見表 4-6 及下

面有關的章節)。 

4.1.15 至於 U 形排水渠，在工程區域內(林地內及外)的其他較小的冲溝內也將進行小型挖掘及

鋪上混凝土，預留排水明渠，這樣可以確保適當控制和排放地表水。對 U 形排水渠的

挖掘並沒有指定特別的位置，因此也可以臨塲調整，避免破壞樹木（圖 4-1 a & b）。

雖然在圖 4-1 a 所顯示的一條 U 形排水渠的界線與兩棵土沉香的位置接近，及在圖 4-1 b 

顯示另一 U 形排水渠會剛在一棵二色菠蘿蜜和兩片有金毛狗的地點之上，工程對這些

植物的影響應該可以避免。本工程的工程師確認將不會有土沉香、二色菠蘿蜜或金毛

狗被砍伐或受破壞。 

4.1.16 在編號爲 3NE-C/C135 的人造斜坡底，將建造混凝土擋土牆。該擋土牆約 1.5 米高，需

進行小型挖掘和澆注水泥。混凝土擋土牆的位置也可靈活地根據樹木調查記錄的樹木

位置盡量避開所有的樹木（圖 4-1a&b）。  

生境損失 

4.1.17 即使有工程不可避免地位於林地中，通過避開樹木，仍然可以避免林地損失。在上述

的工程中，所有的泥石阻礙墩都在林地外。而其他的工程將不需工地平整，因只涉及

用攜帶型工具。被砍伐樹木將只限於梯形排水渠附近及可能位於柔性泥石防護屏障位

置之上。但數量很小(少於 20 棵)而且分散在排水渠及柔性泥石防護屏障旁，故不會形

成林地損失。亦可避免損失具有自然保育重要性的植物。而由於工程的規模不大，所

產生的影響也將會極小。 

4.1.18 生境損失將局限於泥釘及泥石阻礙墩附近的草地。其受影響程度為極小。  

樹木損失 

4.1.19 本工程的工程師確認所有的建造方法都可進行現場調整，以避開所有的具有自然保育

重要性的植物，及將樹木損失減至最小是可行的。沒有具有自然保育重要性的植物會

受損失。 

4.1.20 在工程項目範圍內的 900 棵樹中，如景觀章節中表 4-6 所示，只有少於 20 棵的樹木需

要被砍伐。這些樹木都屬常見品種，包括鴨脚木和假蘋婆。這 20 棵被砍伐的樹木分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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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梯形排水渠和數個柔性泥石防護屏障。這種分散的常見品種樹木的損失被視為景觀

影響而非生態影響。對於損失樹木的補償也是其中一種景觀緩解措施(詳情見章節

5.5)。 

干擾影響 

4.1.21 除了上述工程地點，還要提供如發電機和混凝土泵等設備、和出入道路的工程地點。

在選擇這些臨時工地及選擇出入道路的位置時，要考慮將影響減少到最低，或爲避開

樹木而進行調整。預計將不會對樹木或林地造成損失（圖 4-1a&b）。而由於工程的規

模不大，所產生的影響也將會極小。 

4.1.22 儘管工程地點位於郊野公園和自然保育區內，但在兩個區域及其臨近地帶內都沒有發

現具有特別生態重要性的植物和動物物種。按照所提議工程的性質和範圍，應該不會

影響到其他的生態資源，如其他 3 處具有自然保育價值的地點(鹿頸沼澤，鴉洲具特殊

科學價值地點及鹿頸陳屋風水林) ，鱼塘，溪流，紅樹林等。 

4.1.23 至於工程可能引起的兩種潛在生態影響，即林地生境的損失或干擾和個別關注植物的

損失或受干擾。林地生境的損失已完全避免，亦避免損害到或干擾受關注的植物物

種。所引致的影響只限於極小的草地損失，和由設備及工人所造成的極小的干擾。 根

據以上情況，工程項目對生態應該沒有負面影響。 

4.2 噪音 

4.2.1 附件 4-1 中列出了施工工程進度表。目前相信並不需要在早上 7 時以前和下午 7 時以外

時段施工。不過，若承建商發現需要在夜間施工時，必須申請建築噪音許可證，並符

合噪音管制條例中的要求。  

4.2.2 在第 2.3 節中已詳細描述了施工方法。施工期間對噪音敏感區的潛在影響主要來機動設

備。工程所須的機動設備包括手提鑽孔機、小型挖土機、空氣壓縮機、發電機、混凝

土泵等。以下為不同工程預備所需的機動設備。  



土力工程處規劃部 合约编码 CE 31/2004 (GE)葵涌，域多利道和鹿頸的天然山坡災害防護工程 - 設計和建造

鹿頸黃屋的天然山坡災害防護工程(工程項目簡介)

 

 G:\...\104 ENVIRONMENTAL IMPACT ASSESSMENT\PROJECT PROFILE 
_20060322.DOC 
  

第 16 頁 奧雅納工程顧問香港有限公司

 

表 4-2： 機動設備和聲音功率級別  

編号 工程項目 機動設備 聲音功率級別 
[1], dB(A) 

1 柔性泥石防護屏障  • 1 個錨基施工用的手提鑽孔機 

• 1 台小型挖土機 

96 

2 泥釘 • 1 台壓縮機 

• 2 台手提鑽孔機  

• 1 台發電機  

99 

3 山坡上的泥石阻礙墩 • 1 台壓縮機 

• 1 台手提鑽孔機  

• 1 台發電機 

98 

4 輸送混凝土 • 混凝土泵 96 

5 混凝土擋土牆 • 混凝土泵 

• 挖土機 

101 

[1] SWL – 聲音功率級別，表 4-2 中考慮了典型的利用率和良好的施工方法。 

4.2.3 上表也列出了機動設備的聲音功率級別。上述聲音功率級別已考慮機動設備都有良好

的現場操作方法和典型的利用率（實際上，這些機動設備不會永遠同時在一個工程現

場運行）。下表概述了這些假設。 

 

表 4-3： 使用率和良好施工方法概述  

機動設備 使用率 [1] 良好的施工方法 

壓縮機 100% 使用低噪音設備 

 

混凝土泵 100% 使用低噪音設備 

修建臨時工地圍板（約降低 5-10 分貝(A)）  

鑽孔機 50%  

挖土機 50%  

發電機 100% 使用低噪音設備 

[1] 以上的使用率及良好施工方法已獲工程團隊確認為可行，並可配合施工進度表。且已經與項目倡

議者取得一致意見。 

4.2.4 除了上述使用率，評估時也考慮了工地臨時圍板所提供的隔聲作用。比如，臨近柔性

泥石防護屏障 FW5 的圍板能夠把對噪音敏感區的影響減少 5-10 分貝(A)。但為求較保

守估計，現只採用 5 分貝 dB(A)。而山坡上的其他工程地點（如泥石阻礙墩、U 形排水

渠）則不採用類似的臨時圍板來減少噪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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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5 按照上述假設，預計建築噪音對噪音敏感區的建築噪音影響將符合日間噪音標準的 75

分貝(A)。因此，將沒有剩餘建築噪音影響。下表概括了預計的噪音影響。附件 4-2 中

計算了所有的建築噪音。附件 4-2 還列出了低噪音設備的聲音頻率級別、假定的消減作

用、工程地點與噪音敏感區的距離等。 

表 4-4：預計的建築噪音影響摘要 

 預計噪音影響 日間標準 是否達標 

噪音敏感區 分貝(A) 分貝(A) (是/否) 

噪音敏感區 1 68 75 是 

噪音敏感區 2 67 75 是 

噪音敏感區 3 72 75 是 

噪音敏感區 4 73 75 是 

噪音敏感區 5 72 75 是 

 

4.2.6 天然山坡災害防護工程一旦完成，就不會有任何的噪音來源，因此在運作期間沒有任

何的噪音影響。 

 

4.3 空氣質素 

4.3.1 如第 2.3 節所述，天然山坡災害防護工程並不需要進行大範圍的挖土。但在編號爲

3NE-C/C135 的斜坡上裝設泥釘和建造混凝土擋土牆則需要進行一些小型的挖土和混凝

土澆注。至於現有冲溝下部（已被水泥封面）上進行的排水改善工程，預計也需要進

行一些小型的混凝土加固工程，從而改善冲溝的排水能力。 

4.3.2 由於工程中所產生的廢棄材料不多，工人們將把廢棄材料以人手沿山徑搬至山下，而

並不需要建造運輸通道及傳送帶。由於沒有大型的挖土工程，預計工程區域的泥塵排

放應極為輕微。  

4.3.3 天然山坡災害防護工程完成後，就不會有任何的空氣質量污染源，因此在運作期並不

存在任何的空氣質素影響。 

 

4.4 水質 

4.4.1 根據最新設計，所有工程都是在地面進行的，天然山坡災害防護工程將不會有任何工

序在水中進行。施工期間可能存在的水污染源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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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工地徑流；及  

o 施工人員的生活排汚。 

4.4.2 工地徑流可能造成物理、生物和化學效應。物理效應包括排水通道的可能堵塞，以及

增加大鵬灣的懸浮物。  

4.4.3 大雨時亦可引發局部水浸。工地徑流所造成的化學和生物效應在很大程度上由其化學

和營養成分來決定。  

4.4.4 由大量混凝土和水泥材料組成的工地徑流可能引起初級化學效應，如增加渾濁度和色

素，酸鹼度、及固體物質增加。由於酸鹼度的增加，以及因陽光滲透率降低導致排泄

物的微生物腐爛率和光合作用率減少而引起的其它二級效應，也可能産生對水生物區

的毒性作用。 

4.4.5 生活排汚來自施工人員的衛生設備。該類性質的排汚包括大量的五天生化需氧量、氨水

和大腸桿菌。 

4.4.6 不過，由於挖土範圍相對較少，同時又採用良好的現場施工條件，預計在施工過程中

對水質將沒有什麽負面影響。 

4.4.7 天然山坡災害防護工程完成後，就不會有任何的水污染源，因此在保養階段，並不存

在對水質有任何影響。 

 
 

4.5 景觀和視覺影響  

景觀特色區 

4.5.1 村屋的景觀特色十分典型，微小的變動不會影響到整體特色。對該特色影響最大的是

編號爲 3NE-C/C135 的斜坡底的擋土牆和新的 U 形排水渠。對該特色的整體影響有輕微

的負面影響。因建造泥石阻礙墩而要清除的植被甚少，每個泥石阻礙墩所需清除的植

被只有 16 平方米。 全工程所建造的泥石阻礙墩少於 100 個，所清除的植被少於 0.2 公

頃，因此泥石阻礙墩對山坡(LC3) 的影響為中等負面。  

4.5.2 大多數建築活動將在山坡上進行。由於山坡地形變化多端，可以阻隔對該景觀特色區

的影響。因此，由於地形變化和有限的工程範圍引起的景觀特色變化很小，整體影響

程度爲中級。由於在低地沒有進行建築活動，對該特色的影響極輕微。 

4.5.3 對景觀特色區的影響概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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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5： 改造前對景觀特色區的影響概述 

景觀特色區 施工期的影響說明 運作期的影響說明 影響定義 

村莊 

(LCA1) 

來源:  

• 鹿頸黃屋邊的小型建築

工程  

• 在屋村內存放及搬運工

程物料和機械 

來源: 

• 編號爲 3NE-C/C135 的斜

坡底的擋土牆和新的 U 形

排水渠 

施工: 

輕微負面影響 

運作: 

輕微負面影響 

 幅度：少 幅度：少  

低地 

(LC2) 

沒有影響 沒有影響 極輕微 

山坡 

(LC3) 

來源:  

• 建造梯形排水渠、柔性

泥石防護屏障底腳、泥

釘、U 形排水渠、通道/
梯級和泥石阻礙墩 

• 植被損失少於一公頃。 

• 現有的景觀特色區面積

爲 33 公頃。 

來源: 

• 豎立的柔性泥石防護屏障 

• 梯形排水渠、泥釘、U 形

排水渠、通道/梯級和泥石

阻礙墩 

• 建築幹擾區沒有植被  

施工: 

中等負面影響 

 

運作:  

中等負面影響 

 幅度：少 幅度：少  

 
 

景觀資源  

4.5.4 由於在溪流、魚塘、運作及閒置的農田、紅樹林及石灘和海洋內不會進行任何建築活

動，對這些資源的影響極輕微。  

4.5.5 建築活動大多在林地和灌木叢/草地內進行。泥釘、泥石阻礙墩、柔性泥石防護屏障地

基和 U 形排水渠的佔地面積都很有限，並且能夠就地改動以避開對樹木的影響，因此

影響極為輕微。而且每個泥釘和泥石阻礙墩的鑽孔直徑限制在 0.3 米以下，清除的植被

也很有限。 在整個工程範圍內約 900 棵樹中，只少於 20 棵樹木因工程影響而需要移

除。而需移除的樹木為常見樹種，包括鴨腳木及假蘋婆。 所有土沉香將會原地保留。 

因此，以面積計算，林地的損失為零。 

4.5.6 村內的房屋大多爲兩層或三層樓高，將維持不變。 

4.5.7 對景觀資源的影響概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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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6： 未有緩解措施的景觀資源影響 

景觀資源 施工期的影響說明 運作期的影響說明 影響定義 

溪流 沒有影響 沒有影響 極輕微 

魚塘 沒有影響 沒有影響 極輕微 

林地 來源: 

• 建造梯形排水渠、柔

性泥石防護屏障。 

• 基線植被覆蓋爲 21 公

頃。 

• 以面積計算, 林地損失

為零 

• 在工程範圍內需移除

的樹木少於 20 棵 

來源： 

• 豎立的柔性泥石防護

屏障 

• 梯形排水渠 

• 建築幹擾區沒有植被 

 

施工: 

忽略不計 

 

運作:  

忽略不計 

 幅度：極輕微 幅度：極輕微  

灌木叢/草地 來源: 

• 裝設泥釘、建造 U 形

排水渠、通道/梯級和

泥石阻礙墩 

• 基線植被覆蓋爲 19 公

頃。 

• 植 被 損 失 少 於 2 公

頃。 

來源： 

• 泥釘、U 形排水渠、

通道/梯級和泥石阻礙

墩 

• 建築幹擾區沒有植被 

 

施工: 

中等負面影響 

 

運作:  

中等負面影響 

 幅度：少 幅度：少  

運作/ 閒置的農田 沒有影響 沒有影響 極輕微 

紅樹林/岩石海濱 沒有影響 沒有影響 極輕微 

海洋 沒有影響 沒有影響 極輕微 

村莊/道路 來源:  

• 鹿頸黃屋邊的小型建

築工程  

• 在屋村內存放及搬運

工程器材和機械 

來源: 

• 編 號 爲 3NE-C/C135
的斜坡底的擋土牆和

新的 U 形排水渠 

 

施工: 

輕微負面影響 

運作: 

輕微負面影響 

 幅度：少 幅度：少  

 

視覺敏感區 

4.5.8 在施工期間唯一能接收到顯著變化的視覺敏感接收者就是來自鹿頸黃屋的村民。他們

可以看到擋土牆的有關建造工程，以及其他在附近施工的工程。從其他地點很難看到

工程影響，因此其他的視覺敏感區將幾乎不受到任何影響。 

4.5.9 對視覺敏感接收者的影響概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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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7: 防護前對視覺敏感接收者的影響概述 

視覺敏感區 施工期的影響說明 運作期的影響說明 影響定義 

雞谷樹下村 

(VSR1) 

來源:  

• 山坡上植被的損失 

• 施工機械 /運輸工具的

搬運 

來源: 

• 豎立的柔性泥石防護屏障 

• 梯形排水渠 

• 建築幹擾區沒有植被 

施工: 

輕微負面影響 

運作: 

輕微負面影響 

 幅度：少 幅度：少  

小巴站 

(VSR2) 

來源:  

• 山坡上植被的損失 

• 施工機械 /運輸工具的

搬運 

來源:  

• 編號爲 3NE-C/C135 的斜

坡底的擋土牆和新的 U 形

排水渠 

 

施工: 

中等負面影響 

 

運作:  

中等負面影響 

 幅度：中等 幅度：中等  

鹿頸黃屋村 

(VSR3) 

來源:  

• 山坡上植被的損失 

• 施工機械 /運輸工具的

搬運 

來源: 

• 梯形排水渠和柔性泥石防

護屏障 

 

施工: 

輕微負面影響 

運作: 

輕微負面影響 

 幅度：少 幅度：少  

鹿頸路 

(VSR4) 

來源:  

• 山坡上植被的損失 

• 施工機械 /運輸工具的

搬運 

來源: 

• 編號爲 3NE-C/C135 的斜

坡底的擋土牆和新的 U 形

排水渠 

• 泥釘、U 形排水渠、通道/
梯級和泥石阻礙墩 

施工: 

輕微負面影響 

運作: 

輕微負面影響 

 幅度：少 幅度：少  

南涌李屋村 

(VSR5) 

沒有影響 沒有影響 極輕微 

 
 

4.6 廢物管理 

4.6.1 由於需進行一些小型的挖土工程，無可避免地會産生一些需要在工地以外棄置的廢

物。如果可能，挖出的物料將進行就地再利用，從而減少需要棄置的廢物數量。下表

對産生的廢物進行了估計和分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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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8：産生的建築 廢物估算 

Table 4-8:    

專案 工程 估計廢物數量 m3 

1 泥釘 200 

2 張力鋼筋圍網 [1] 

3 排水改善工程 [1] 

4 泥石阻礙墩建造 450 

5 混凝土擋土牆 50 

 總計 700 

[1] 數量太少，可以忽略不計。 

 

4.6.2 由於需要棄置的廢物量很少（約 700 立方米），其影響將為極輕微。但仍需要在後期

考慮遁環再用的機會。 

4.6.3 工程項目施工階段産生的其他類型的廢物數量應該很少。若能遵照良好的廢物管理辦

法和《廢物處理條例》中有關的規定要求對工程項目産生的廢物進行正確的處理、存

放、盡可能的遁環再用和處理，本項目於施工階段産生的廢物不會産生什麽重大的影

響。 

4.6.4 工程項目在運作期間不會産生廢物，因此不會產生來自廢物的負面影響。 

 

4.7 考古及文化遺產 

4.7.1 如第 3.2 節所述， 所有現時發現的戰時遺跡均離開工地不少於 50 米。加上現塲測量及

觀察均未發現有地面的戰時遺跡，所以相信於施工及運作期間均不會對其產生不良影

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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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環境保護及緩解措施 

5.1 生態 

5.1.1 如前 4.1 節所述，本工程項目對生態將不會產生負面影響。本節將就工程項目的環境保

護及緩解措施該如何達到環評條例技術備忘錄的要求作出規定。   

5.1.2 環評條例技術備忘錄中規定，在處理影響時，應該遵循“避免、抑減和彌償”的原

則。因此避免影響的可行性應該放在最優先的位置，並要首先進行驗證。如果完全避

免影響並不可行，則要盡力將影響抑減。只有在前兩個方法都無法實行之後，才會考

慮對不可避免的影響作出彌償。然後用緩解措施來解決潛在的影響。下面的段落識別

了切實而可行的緩解措施，從而減少以上章節中任何負面影響的程度。 

避免 

5.1.3 位置 – 八仙嶺郊野公園和包括林地的自然保育區是工程項目會影響到的具有自然保育

價值的地點。如第 2.4 節所述，工程曾考慮避免郊野公園和自然保育區的可能性。但基

於對防護天然山坡災害的要求，部份工程需要在郊野公園和自然保育區內進行。  

5.1.4 林地生境是本工程項目主要受關注的生境。不過大多數涉及動土的工作區都不在林

地，而在草地以內。而草地生態價值較低，所以目前的設計已最大程度地避免林地生

境。 

5.1.5 雖然根據野外調查的結果顯示，沒有動物會受到影響，但需要關注工程對植物的影

響。包括四種具有自然保育重要性的植物是受關注的物種，即土沉香，二色菠蘿蜜，

金毛狗和尖苞柊葉。 

5.1.6 所有泥石阻礙墩都位於林地以外，對林地的影響巳全避免。唯一受影響的生境是草

地，但草地內沒有樹木損失。 

5.1.7 柔性泥石防護屏障和泥釘的確切位置可以據現場條件進行調整。因此，避開個別受保

護的植物物種是可行的。 

5.1.8 梯形排水渠的長度已從 30 米減至 10 米，及只限於沖溝最低的巳受干擾的部份，從而避

免影響到接近沖溝上段的金毛狗。 

抑減 

5.1.9 除了在兩個人造斜坡上，絕大多數泥釘都會在林地之外，已最大程度地減少對林地的

潛在影響。 

5.1.10 兩個柔性泥石防護屏障也會建在林地之外。其它的柔性泥石防護屏障則會建在較平坦

及較少樹木的地區，對樹木的影響因而減少(只有少於二十棵的普通品種樹木會受影

響)，而且土地平整和挖土工程範圍及所引致的干擾也會減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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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11 建造梯形排水渠的大部分施工時間將只限於旱季內進行。雖然村落巳將工程項目範圍

和在五百米範圍以內的溪流和沼澤生境分隔，以致它們不會受任何由工地徑流所引致

的沉積影響，但這個旱季施工工作程序將可進一步減少因沉積而帶來影響的可能性。

而且所有受干擾的範圍都會在完成工作後及栽種景觀植物之間進行噴播草籽以防止水

土流失。十個柔性泥石防護屏障的建造及在斜坡上的工作會按序進行。潛在的干擾影

響因而減少。 

5.1.12 承建商將委任一名生態學家/植物專家。該生態學家/植物專家會駐在工地以監督對挖掘

地點的選擇(包括錨基，泥釘和泥石阻礙墩)，及避開樹木和受關注的植物。該生態學家/

植物專家會確保挖掘地點與年幼樹木保留最小１米的距離，而與成熟樹木的距離會更

長，以保護成熟樹木的根系。該生態學家/植物專家也會確保建築期內對四種具有自然

保育重要性的植物(土沉香，二色菠蘿蜜，金毛狗和尖苞柊葉)的保護。 

5.1.13 十個柔性泥石防護屏障的建造及在斜坡上的工程會按序進行。潛在的干擾影響因而減

少。 

 

彌償  

5.1.14 由於本工程項目將不會引致林地損失而且對 4 種需要關注的植物的直接影響也可避

免，本工程項目將不會產生負面生態影響，也不需要進行彌償計劃。  

緩解措施  

5.1.15 雖然本工程項目不需要進行專門的生態彌償計劃，但一些工地守則和建築期緩解措施

將會實施以進一步保護生態環境。 

 
• 四種需要關注的植物需要用護欄圍起來； 

 

• 進行樹木種植以補償所損失的普通品種樹木。至於種植樹木的數量，損失與

補償比例最少要 1：1；  
 
• 將工地的徑流先收集及進行清除淤泥處理，然後才可排放至公共雨水疏導系

統。不可排放至任何溪流或沼澤。 
 
• 所建造的結構需塗上不顯著的顏色以和四周的自然環境配合 
 
• 該生態學家/植物專家(由承建商委任)將確保工程（包括地基）不會對樹本的

根造成不良影響。 
 

5.1.16 運作期不需要進行緩解措施。實施以上緩解措施將可以進一步保護區內的生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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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噪音 

5.2.1 在工地實施良好施工方法能夠將建築噪音控制到可以接受的水平。以下概述了在施工

階段，爲了達至噪音標準，在工地應該遵循的良好施工方法和措施。 

• 工地應該使用保養良好的設備，並且應該作定期檢查； 

• 在不須要機動設備運作時，應盡量關閉這些設備 

• 若機動設備屬指向性音源，擺放時應盡量把指向性音源頭背靠敏感區位置； 

• 適當地為機器安裝消聲器，並且應該作定期檢查； 

• 活動式機動設備應盡量擺放在遠離敏感地區的位置； 

• 應該使用第 4.1 節中所提到的低噪音設備； 

• 要在靠近柔性泥石防護屏障 FW5 的地方提供臨時圍板和提供臨時工地（見圖 5-

1）。工地臨時圍板的表面密度至少爲 10 公斤/平方米，而且需沒有縫隙或間

隙。   

5.3 空氣質量 

5.3.1 儘管預計不會有來自泥塵的負面影響，但仍建議執行空氣污染控制（建築泥塵）中規

定的適當的泥塵防護措施，以控制泥塵排放。建議採用以下關鍵的泥塵緩解措施： 

• 定時撒水，以減少來自所有露天工地表面的泥塵排放，尤其在乾燥季節。 

• 對滿是灰塵的建築區和靠近空氣敏感區的區域進行頻繁撒水。 

• 用密封式泥石阻礙墩遮住所有挖開的或者存放的滿是灰塵的材料，或者撒水使其

整個表面保持濕潤。 

• 在工地出口備有車輛清洗設施。 

• 用防水布蓋住準備離開工地車上的泥塵材料。 

5.4 水質 

5.4.1 爲了使施工期間的徑流能得到滿意的控制而不産生負面影響，承建商應該遵守水污染

控制條例及其附屬規定。主要控制措施如下： 

• 承建商須按照專業人士環保事務諮詢委負會專業守則“ProPECC Note 1/94”及

“建議給建築合約的防污條款”內所載的地盤運作守則，設計及實行緩解措施； 

• 適當地收集及處理工地的徑流，確保所有排放均達至水污染管制條例的標準。提

供淤泥收集器和集油器，在廢水排入公共雨水疏導系統前，清除所有油、潤滑

劑、油脂、淤泥、砂礫、碎屑等。同時，亦應定期清理和维修淤泥收集器及集油

器。亦不可將工地的污水及徑流排進天然河道。在工地存放的泥土須妥善蓋好以

減少進入天然河道； 

• 除非承建商獲得水污染管制條例的污水排放證，否則所有污水不能排入公共污水

管或雨水疏導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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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工地上設有洗手間，應確保污水接駁到污水管內，否則必須採用化學式洗手

間。 

5.5 景觀和視覺 

5.5.1 由於錨基和柔性泥石防護屏障及泥釘的位置比較靈活，能夠避免對珍稀樹種（如土沉

香）的砍伐及其他植被的清理。爲了緩解對景觀和視覺接收者造成干擾，建議採用以

下緩解措施： 

施工階段  
MC1: 所有保留樹種都要受到適當的保護，用 1.2 米高的護欄將樹沿滴水線範圍

圍起來； 

 

MC2: 按實際需要，儘快將多餘的材料和垃圾清理出工地； 

 

MC3: 所有受幹擾的區域在種植前先作噴草，以防止土壤侵蝕； 

 

MC4: 爲對損失的樹木進行補償，在梯形排水渠的兩邊進行補償種植，包括本地

品種鴨腳木，假蘋婆及梭欏樹。損失與補償比不可少於 1:1；  

 

MC5: 沿柔性泥石防護屏障種植本地耐陰攀緣植物和本地樹苗，如紫玉盤和短序

潤楠； 

 

MC6: 在開揚而受通道/梯級、泥石阻礙墩和泥釘影響的地區種植耐旱樹木和灌

木； 

 

MC7: 在編號爲 3NE-C/C135 的斜坡上的擋土牆上要使用花崗岩砌石作粉飾；  

 

MC8: 沿編號爲 3NE-C/C135 的斜坡的擋土牆頂部種植如薜荔的攀援植物。 

 

MC9: 在泥石阻礙墩及柔性泥石防護屏障塗上橄欖綠; 及 

 

MC10: 在梯形排水渠要使用花崗岩砌右作粉飾 

 

MC11: 採用釘頭向下陷的泥釘，並以植被覆蓋 

 
運作階段: 

 
MO1: 建築過程中新種植的植被至少要有一年的運作期。 

 

5.5.2 實施上述緩解措施後（見圖 5-2），不論是在施工階段還是在運作階段都能要使景觀及

視覺的影響保持在可接受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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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廢物管理 

5.6.1 爲了將施工階段産生的不同廢物和有關的環境影響減少到最低，應該採用避免、減

少、再用、循環等正確的廢物管理模式。承建商要遵守廢物處理條例及其附屬規定，

並執行必要的廢物管理措施。建議採用以下控制措施： 

• 盡量在工地上再用挖掘物料，以減少須運出處置的數量，而廢棄的金屬或器具亦

應盡可能循環再用。 

• 盡量減少廢物的產生，並應採取恰當的處理、運送及處置的方法。 

• 承建商運送拆建物料到指定的公衆填土區或堆填處置時，應採用“運載紀錄”系

統。獨立審核人員及駐工地人員須進行監察，以保証廢物的運送及處置過程恰

當。 

• 處理化學廢物時必須執行“包裝、標識及存放化學廢物的工作守則”的要求。 

• 確保所有垃圾存放於有蓋垃圾箱或密封箱內，並提供廢物分隔設施，分開收集廢

紙、鋁罐及膠樽等，盡量使廢物可循環再用及得到適當的處置。 

5.7 考古及文化遺產 

5.7.1 雖然本工程並不會對附近已被發現的戰時遺跡構任何成直接及間接的影响，但仍然建

議在合約中要求承建商雇用一名考古專業人士，以便在山上進行開挖時可確認是否有

具考古及文化遺產價值的物件。  該考古人士需前向古物古蹟辦事處呈交一份現塲監察

手則，在取得古物古蹟辦事處的准許後才在山上進行開挖。 

 

6. 使用先前通過的環境影響評估報告 

6.1.1 以下爲可以參考的、以前認可的環境影響評估報告的摘要。 

表 6-1：參考以前認可的環境影響評估報告摘要 

認可的環境影響評估

報告 
環保署編號 說明 

九龍南線 EIA-098/2004 低噪音設備的聲音功率級別和建築噪音評估的使用

率 

 



土力工程處規劃部 合约编码 CE 31/2004 (GE)葵涌，域多利道和鹿頸的天然山坡災害防護工程 - 設計和建造

鹿頸黃屋的天然山坡災害防護工程(工程項目簡介)

 

 G:\...\104 ENVIRONMENTAL IMPACT ASSESSMENT\PROJECT PROFILE 
_20060322.DOC 
  

第 28 頁 奧雅納工程顧問香港有限公司

 

7. 結論 

7.1.1 建議在鹿頸黃屋對上的天然山坡建造災害防護工程，以緩減該地區所承受的天然山坡

山泥傾瀉的風險。建議的工程包括泥釘、泥石阻礙墩、柔性泥石防護屏障等，和兩個

人造斜坡鞏固工程。  

7.1.2 遵照環境影響評估條例第 5（11）節的要求提交本工程項目簡介，以足夠的資料申請直

接准許申請環境許可證。  

7.1.3 對因工程項目引起的在空氣、噪音、水、生態、景觀和視覺影響、廢物管理等方面的

潛在環境影響已經進行了研究。由於本工程項目的規模很小，運作階段又沒有任何污

染源，如果能正確執行良好的施工方法，預計在施工和保養階段對環境都沒有負面的

影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