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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基本資料 

1.1 工程項目名稱 

1.1.1.1. 「皇后山污水泵房」工程 ( 以下簡稱「是項工程」)。 

1.2 工程項目的目的及性質 

1.2.1.1. 是項工程為「粉嶺皇后山發展之基礎設施工程」1的一部分，旨在於龍馬路興建及營運

皇后山污水泵房，以應付粉嶺皇后山發展之污水系統需求。 

1.3 工程項目倡議人名稱 

1.3.1.1. 是項工程的倡議人為土木工程拓展署。 

1.4 工程項目的地點及規模和工地歷史 

1.4.1.1. 是項工程鄰近粉嶺皇后山馬料水新村，現時主要由零散的村屋所佔用。該土地位於龍

躍頭及軍地南分區計劃大綱圖編號 S/NE-LYT/16內被規劃為「政府、機構或社區」土

地用途地帶。工地地盤面積約 1,500 平方米。是項工程的位置顯示於圖 1.1。 

1.4.1.2. 擬建皇后山污水泵房的平均旱季流量為每日 11,000 立方米。污水泵房的總平面圖及

設計資料顯示於附錄 A。 

1.5  此工程項目簡介涵蓋的指定工程項目數目及種 

1.5.1.1. 由於擬建皇后山污水泵房的裝置泵水能力超過每日 2,000 立方米，而且其界線距離現

有或擬建住宅區和規劃中的教育機構的最近界線少於 150米，按照《環境影響評估條

例》附表 2第 1部 F3(b)項的規定，是項工程屬於「指定工程項目」。 

1.5.1.2. 此工程項目簡介是根據《環境影響評估條例》第 5(11)條徵求環境保護署署長的同意，

申請准許直接申請是項工程施工和營運的環境許可證。 

1.6 聯絡人姓名及電話號碼 

九龍何文田公主道 101號土木工程拓展署大樓 3 樓 

土木工程拓展署房屋工程部工程師 

方巧妍女士 

電話：2762 5673 

傳真：2714 0103 

 
  

                                                      
1
 工務計劃項目第 B783CL 號「粉嶺皇后山發展之基礎設施工程」的英文名稱已更改，但中文名稱則維

持不變。 



皇后山污水泵房 

土木工程拓展署 工程項目簡介 

AECOM Asia Co. Ltd. 2 二零一五年十月 
 

 

2  規劃大綱及計劃的執行 

2.1 工程項目的規劃及執行 

2.1.1.1. 是項工程會由土木工程拓展署房屋工程部所委託的顧問公司負責設計和督導施工。是

項工程完成後，污水泵房會由渠務署污水處理部 1和香港及離島渠務部（廠房及土木

維修組）負責運作和維修。 

2.2 工程項目時間表 

2.2.1.1. 是項工程之規劃和設計已於 2015 年 2 月展開  計劃於 2016 年開始施工，至 2019 年

竣工，以配合皇后山擬建公營房屋發展於 2020/2021年的入伙時間。 

2.3 與其他工程的關連 

2.3.1.1. 與是項工程同期施工，並於是項工程施工及／或營運期間位於其 500米範圍內的其他

工程的摘要及地點可見於表 2.1 及圖 2.1。章節 4.2.1.2 及 4.2.2.3 詳細闡述各工程的

潛在累積環境影響。 

表 2.1 – 並行工程的摘要 

工程名稱 工程內容 暫定施工期 

1. 粉嶺皇后山發展之

基礎設施工程 

龍馬路擴闊工程及其附屬污水系統（包括擬

建皇后山污水泵房邊界以外的引力污水渠

和污水泵喉）、排水及地下設施敷設工程  

2016年底 – 2019年 3月 

沙頭角公路沿路的污水系統工程 2016年底 – 2019年底 

2. 粉嶺皇后山公營房

屋發展 
工地平整，打樁，樓宇建築，道路及地下設

施敷設工程 

2016年中 – 2021年中 

3. 規劃中鄰近馬料水

新村的電力分站 
打樁，樓宇建築和機電安裝工程 2017年 10月 – 2019 年 3 月 

 
 

3 周邊環境的主要元素 

3.1.1.1. 是項工程的選址為已發展土地，現時主要被零散的村屋及露天貨倉所佔用，而其周邊

地區亦已受到鄰近鄉村發展所干擾。是項工程選址的北部和南部將分別擬建一個消防

局和電力分站，而消防處並沒有建議於擬建消防局內設立員工宿舍。 

3.1.1.2. 已識別的現有和已規劃的空氣質素敏感受體和噪音敏感受體列於表 3.1 及顯示於圖

3.1。 

表 3.1 – 具代表性的空氣質素敏感受體和噪音敏感受體 

敏感受體 描述 土地用途 層數 
距離最近工地邊界的

大約水平距離（米） 

具代表性的空氣質素敏感受體 

A1 明耀苑 住宅 2 21 

A2 耶穌基督後期聖徒教會 政府、機構或社區 2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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敏感受體 描述 土地用途 層數 
距離最近工地邊界的

大約水平距離（米） 

A3 凱榮路 43號 住宅 2 55 

A4 慈秀蘆 住宅 2 38 

PA1 擬建於龍馬路的小學 政府、機構或社區 7 43 

具代表性的噪音敏感受體 

N1 明耀苑 住宅 2 21 

N2 耶穌基督後期聖徒教會 政府、機構或社區 2 37 

N3 凱榮路 43號 住宅 2 55 

N4 慈秀蘆 住宅 2 38 

PN1 擬建於龍馬路的小學 政府、機構或社區 7 43 

 

3.1.1.3. 擬建皇后山污水泵房位於有低至中密度住宅發展的郊區土地。具代表性的噪音敏感受

體所在地區類別的「地區對噪音感應程度的級別」（ASR）和相應的「基本噪音聲級」

（BNLs）乃依照《管制非住用處所、非公眾地方或非建築地盤噪音技術備忘錄》

（IND-TM）而釐定。 

3.1.1.4. 具代表性的噪音敏感受體的現有背景噪音聲級量度亦已於 2015 年 4 月進行。量度所

得的現有背景噪音聲級、地區對噪音感應程度的級別及固定噪音標準顯示於圖 3.1。

  

3.1.1.5. 最接近是項工程的水質敏感受體分別為位於工地邊界780米和300米以外渠道化的麻

笏河和梧桐河（見圖 3.2）。 

3.1.1.6. 在是項工程 500米範圍內，並未發現任何法定古蹟或歷史建築。皇后山具考古研究價

值地點則位於是項工程邊界 50米以外。 

3.1.1.7. 是項工程位於由常見樹木和草本植物棲息為主所組成的已發展土地或已廢棄土地。工

地周邊並沒有發現已認定的生態敏感區域。 

 

4 對環境的潛在影響 

4.1 工序流程綱要 

4.1.1.1. 由計劃中的皇后山發展收集的污水將會經引力污水渠輸送到皇后山污水泵房。為免污

水泵被大型隔濾物破壞，收集至皇后山污水泵房的污水將會先經過機械隔篩設施， 然

後進入濕井。最後會透過雙線污水泵喉，輸送到石湖墟污水處理廠。 

4.1.1.2. 擬建污水泵房的設施包括地下有蓋進水間、機械隔篩（一個主用和一個備用）、濕井、

裝設有污水泵（兩個主泵和一個備用泵）的地下流量計和閥室、控制板和電掣、通風

系統、除臭系統及化學加藥裝置。整座皇后山污水泵房將會完全封閉於單層混凝土結

構內。 

4.1.1.3. 以下章節描述擬建的皇后山污水泵房在施工和營運階段的潛在環境影響。 

http://www.amo.gov.hk/form/list_archaeolog_site_chi.pdf
http://www.amo.gov.hk/form/list_archaeolog_site_chi.pdf
javascript:void(0);
javascript:voi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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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施工階段的潛在環境影響   

4.2.1 空氣質素 

4.2.1.1. 建築活動包括工地平整工程、地基工程和露天工地及貯料區受到風蝕均會產生揚塵。

由於是項工程的規模及工地面積細小（約為 1,500平方米），預計潛在的空氣質素影

響將是短期和有限的，而且可透過實施章節 5.1.1 所列之相應抑塵措施有效地控制。

因此預計是項工程的施工不會對空氣質素造成不良影響。 

4.2.1.2. 是項工程之易生塵埃的建築活動（即挖掘和工地平整工程），有可能與表 2.1 中所描

述的其他擬建工程的施工活動重疊。實施章節 5.1.1 所列之相應抑塵措施後，預計是

項工程的施工不會對空氣質素造成不良累積影響。 

4.2.2 噪音 

4.2.2.1. 擬建皇后山污水泵房的建築工程主要包括工地清理及平整、挖泥、地基工程、上蓋結

構建築和混凝土澆注工程。施工期間的潛在噪音影響主要源自機動設備所產生的噪音，

例如挖土機、貨車、移動式起重機、混凝土攪拌車和手提混凝土震動機等 。鑑於擬建

皇后山污水泵房的建築活動和工地的規模細小，預計由施工產生的噪音滋擾將會輕微。

根據章節 5.1.2 實施相應抑壓噪音的措施後，預計是項工程的施工不會造成不良建築

噪音影響。 

4.2.2.2. 預計限制時間內並不會進行任何建築工程。根據《噪音管制條例》，倘有需要於夜間 

（1900 – 0700）、星期日或公眾假期進行任何建築工程，工程項目須先申請《建築

噪音許可證》。 

4.2.2.3. 表 2.1 所列出的並行工程的建築活動將會是局部化，而且嘈吵的工序亦會於工地妥善

協調，因此預計不會造成不良累積建築噪音影響。 

4.2.3 水質 

4.2.3.1. 在大雨期間產生的地面徑流和雨水侵蝕外露的泥土、土方工程和物料堆等 ，都會造成

潛在水質影響。建築活動如灑水作抑制塵埃、挖掘工程所產生的排水，以及清洗建造

設備等，都可能產生含泥廢水。但鑑於是項工程的規模細小，只要適當地實施章節 5.1.3

內建議的紓解措施，是項工程在施工期間將不會造成不良的水質影響。 

4.2.4 廢物管理 

4.2.4.1. 是項工程施工階段將產生的廢物種類包括拆建物料、化學廢物和一般垃圾。 

4.2.4.2. 拆建物料和廢物包括挖掘廢土（泥土和石塊）、廢棄的混凝土和水泥漿、木材及金屬

廢料、機械零件和包裝材料。 是項工程於施工期間產生的不同類型的拆建物料的容量

列於表 4.1。根據章節 5.1.4 實施相應的紓解措施後，預計儲存、處理和運輸拆建物料

和廢物不會對周邊造成不良影響。 

  

javascript:voi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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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 – 不同類型之拆建物料的預測容量 

拆建物料類型 容量（立方米） 

所有拆建物料 4,900 

所有惰性拆建物料 4,700 

在現場再用作回填的惰性拆建物料 1,000 

處置於公眾填土接收設施的惰性拆建物料 3,700 

重用、循環再用或處置於堆填區的非惰性拆建物料 200 

 

4.2.4.3. 一般垃圾包括食物殘渣、廢紙和空置容器等，主要由工人產生。但由於是項工程的規

模細小和工地空間有限，工人數量將會有限（每天少於 15 人），因此他們產生的一

般垃圾的份量亦非常少。根據章節 5.1.4 實施相應紓解措施後，預計一般垃圾的儲存、

處理和運輸不會對周邊造成不良影響。 

4.2.4.4. 少量化學廢物會從維修建築機械 / 設備中產生。所有化學廢物會由持牌收集商收集，

並運送往位於青衣的化學廢物處理中心處置。物料會盡可能重用或循環再用。只要根

據章節 5.1.4 描述的緩解和管理措施處理和處置化學廢物，預計產生的化學廢物不會

對周邊造成不良影響。 

4.2.5 生態  

4.2.5.1. 是項工程位於由常見樹木和草本植物棲息為主所組成的已發展土地或已廢棄土地。是

項工程範圍內或周邊並沒有發現具生態價值的區域（例如林地和溪澗），因此預計是

項工程不會造成不良的生態影響。 

4.2.6 文化遺產 

4.2.6.1. 是項工程範圍內或周邊並沒有法定古蹟或歷史建築，而皇后山具考古研究價值地點則

位於是項工程的邊界 50 米以外。因此預計是項工程不會對考古造成直接影響，而是

項工程於施工期間亦不會對文化遺產造成影響。 

4.2.7 土地污染 

4.2.7.1. 從地政總署獲取的歷史航空照片（見附錄 B）已用作識別是項工程的工地內有否任何

潛在的污染活動。實地視察亦已於 2015 年 4月 1日進行，以識別是項工程的工地內

有否存在潛在的污染土地。 

4.2.7.2. 整個工程項目的選址於 1964 年均為農地所佔用。位於是項工程工地西面的現有電力

分站，首現於 1976年的地形測量圖和 1977年航空照片上。是項工程東面部份於 1992

年則可見一個疑似停車場或工場的建築。其餘地區僅作為龍馬路、村屋或植被土地。

土地用途於 1992至 2014年沒有顯著的變化。 

4.2.7.3. 假如電力分站（圖 4.1，相片 2）和疑似停車場或工場（圖 4.1，相片 4）內，在過去

和／或現在的活動中曾造成污染，就有可能會造成潛在的土地污染。但鑑於該設施佔

據的範圍細小，倘有污染情況出現，預計污染程度並不會廣泛。 

http://www.amo.gov.hk/form/list_archaeolog_site_chi.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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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7.4. 由於這兩個有潛在土地污染問題的地點於提交報告時並未能進入，進一步的現場評估

會於獲得地點到訪許可時和任何建築工程開始前進行，以確定有否存在土地污染。倘

若土地污染確定存在，將進行詳細的土地污染評估，以確認土壤和地下水污染的程

度。 

4.2.7.5. 電力分站的營運商（中華電力有限公司）確認該電力分站內現時並沒有安裝任何地底

儲油/石油缸，但有處理變壓器油；而車輛工場亦有可能處理和儲存油、燃料、潤滑劑

和溶劑。這兩個設施有可能涉及的令人關注的化學品（COCs）包括金屬、揮發性有

機化合物 (VOCs)，半揮發性有機化合物（SVOCs）、石油碳分子範圍（PCRs）及

多氯聯苯（PCBs），所有上述化學物均能以於香港經驗證的技術處理，例如生物堆

積或水泥固化／穩定。 

4.2.7.6. 鑑於潛在的土地污染程度比較小，而且所有潛在的污染亦會以經驗證的技術於建築工

程開展前處理，預計並不會對建築工人及擬建皇后山污水泵房未來的營運者造成不可

克服的土地污染影響。 

4.2.8 景觀及視覺影響 

4.2.8.1. 擬建皇后山污水泵房鄰近皇后山馬料水新村，該土地現時主要由零散的村屋所佔用。

根據概括樹木調查結果，現時有約 11 棵樹位於是項工程邊界內，並會受到影響；當

中並沒有已登記或有潛質的「古樹名木」（OVT）。現有樹木的品種包括台灣相思、

木棉、土蜜樹、大花紫薇和血桐。這些樹木的觀賞價值只屬低至中等，健康狀況及形

態均屬差至尚可。所有是項工程邊界內的現有樹木都不能避免於施工期間被砍伐。 

4.2.8.2. 擬建皇后山污水泵房的選址屬於鄉郊內陸平原景觀，特點是平坦的低地景觀上有零散

的樹群、荒田、村屋、工場及貯存場地。由於是項工程的建築工程規模細小且局部化，

因此預計於施工期間對景觀的影響會很輕微。 

4.2.8.3. 建築工程可能對位於馬料水新村的鄰近村屋內的視覺敏感受體造成潛在的視覺影響。

由於是項工程的建築工程規模細小且局部化，因此預計視覺的影響會很輕微。 

4.3 營運階段的潛在環境影響   

4.3.1 空氣質素 

4.3.1.1. 在是項工程的營運階段，擬建皇后山污水泵房的進水間、隔篩槽及濕井將會是鄰近空

氣質素敏感受體的潛在氣味滋擾來源。透過實施章節 5.2.1 中提及的常用氣味紓解措

施，預計將不會造成不良的氣味影響。另外，所有風扇排氣口將設置於遠離附近的空

氣質素敏感受體位置，並朝向計劃中的電力分站方向。 

4.3.1.2. 根據連翔道地盤公營房屋發展計劃之臨時污水泵房及相關污水管道的工程項目簡介

（DIR-239/2014），以現有長沙灣污水泵房作為氣味處理設施的效用檢討。現有長沙

灣污水泵房的設計容量為每日 456,863 立方米，而 2012 年的平均流量為每日 

349,386  立方米。與擬建皇后山污水泵房類似，長沙灣污水泵房的所有氣味源均置於

鋼筋混凝土結構中，並內置了除氣味效率達 95%的除臭器。根據於 2014 年 9在長沙

灣污水泵房實行的氣味類比分析，除了在距離排氣口 10 米處檢測到微量氣味外，長

沙灣污水泵房邊界四周並未檢測到氣味。而根據渠務署的記錄，在 2008 年至 2015

年 7月期間未有收到任何公眾對於長沙灣污水泵房氣味相關的投訴，這能再次引證上

述氣味類比分析的結果。因此，現有長沙灣污水泵房採取的氣味紓解措施（即經定期

保養的活性炭除臭器）可見有效。 

javascript:void(0);
javascript:voi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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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1.3. 由於擬建皇后山污水泵房的規模（設計流量約為每日 11,000 立方米）相比長沙灣污

水泵房為小，而且排氣口與最近的空氣質素敏感受體之間的平距超過 30 米，若是項

工程實施與長沙灣污水泵房類似的氣味紓解措施，預計擬建皇后山污水泵房不會造成

不良的氣味影響。 

4.3.1.4. 篩渣會儲存於有蓋容器，並在隔篩室內妥善包裹及處理，而篩渣會於堆填區處置前保

持密封，以避免在處置路線上產生氣味。因此，預計現場處理和棄置篩渣的過程將不

會造成任何不良的氣味影響。 

4.3.2 噪音  

4.3.2.1. 擬建皇后山污水泵房營運階段主要的噪音來源為機電設備，包括污水泵、機械耙杆隔

篩和抽氣風扇等。章節 5.5.2.1 中建議採取的設計和紓解措施也用於現有其他污水泵

房，例如沙頭角公路新屋村污水泵房、粉嶺業暢街污水泵房等，是經驗證的有效方法。

根據渠務署的記錄，至今均未有收過任何公眾對於上述現有污水泵房營運噪音的投訴；

而鄰近鄉村的村代表於區議會諮詢會議中亦再次確認現有污水泵房沒有營運噪音問

題。因此，預計擬建皇后山污水泵房於營運時不會造成任何不良的固定廠房噪音影

響。 

4.3.3 水質 

4.3.3.1. 在一般運作情況下，是項工程不會對水質造成不良影響。只有在緊急情況下，如長時

間的電力故障、污水泵故障或污水泵房內的污水泵喉破裂或滲漏，才會出現污水溢流

排放至沙頭角公路污水幹渠系統。唯在極端天氣和長時間電力故障下及當沙頭角公路

污水幹渠系統的容量飽和後，污水溢流才會經後備污水旁流管排放至附近的雨水排放

系統。根據以上設計和實施章節 5 所列的預防措施，污水溢流至附近受納水體的機會

將會極微，而且持續的時間亦很短。 

4.3.4 廢物管理 

4.3.4.1. 擬建皇后山污水泵房在營運階段產生的廢物種類主要包含篩渣和化學廢物。收集到的

污水會先經過機械隔篩設施，以免污水泵系統因污水泵被大型隔濾物破壞而停止運作。

參照其他規模相若的污水泵房的運作，預計產生的篩渣份量將會有限。維修擬建皇后

山污水泵房時亦會產生少量化學廢物（主要為潤滑劑和油漆）。實施章節 5.1.4 的紓

解措施後，預計是項工程在營運階段不會對周邊造成不良影響。 

4.3.5 生態   

4.3.5.1. 在一般運作情況下，擬建皇后山污水泵房不會對鄰近生態造成不良影響。因緊急污水

溢流引致的潛在間接生態影響亦能以實施章節 4.3.3 提及的預防措施下減到最小。因

此，預計是項工程將不會對生態造成間接的不良影響。  

4.3.6 文化遺產 

4.3.6.1. 擬建皇后山污水泵房在營運階段預計不會對文化遺產造成不良影響。 

 

 

javascript:void(0);


皇后山污水泵房 

土木工程拓展署 工程項目簡介 

AECOM Asia Co. Ltd. 8 二零一五年十月 
 

 

4.3.7 土地污染 

4.3.7.1. 由於任何倘被識別的受污染土壤及／或地下水將於發展前妥善處理，因此預計擬建皇

后山污水泵房於營運時不會出現土地污染的不良影響。 

4.3.8 景觀及視覺影響 

4.3.8.1. 於施工階段因砍伐是項工程範圍內約 11 棵現有樹木所造成的潛在景觀影響仍持續至

營運階段。  

4.3.8.2. 營運擬建皇后山污水泵房會對景觀特徵造成永久的局部性轉變。然而，是項工程的規

模和建築物體積與相鄰的鄉村景觀設置相容；因此，是項工程於營運時對景觀的影響

幅度會是微不足道。 

4.3.8.3. 擬建皇后山污水泵房的最高高度約為 11米，與鄰近馬料水新村現有的村屋高度相若。

另外，是項工程以北的擬建消防局辦公室和消防訓練塔最高高度分別約為 16米與 30

米，而是項工程以南和以西的擬建電力分站和公共廁所的最高高度分別約為 15米及 5

米。當該地區完全開發後，是項工程在營運階段不會對鄰近視覺敏感受體造成嚴重的

視覺影響。周邊的發展項目和視覺敏感受體的位置可見附錄 C。 

 

5 納入施工及營運階段的環境紓解措施及任何其他對環境的影響 

5.1 施工階段 

5.1.1 空氣質素 

5.1.1.1. 實施《空氣污染管制（建造工程塵埃）規例》中訂明的塵埃控制及抑塵措施以控制塵

埃的排放，包括定期向外露表面灑水、清洗車輪和以防水布覆蓋堆存物料、安裝屏幕

圍板以及覆蓋所有貨車斗等，可減少塵埃的產生。 

5.1.2 噪音 

5.1.2.1. 承建商須在施工時實施標準噪音紓解措施，包括使用低噪音機動設備、安裝可移動式

或臨時隔音屏障和圍板等。另外，承建商亦須在施工階段奉行以下良好的工地作業守

則： 

 只使用保養良好的機動設備，並須定期保養設備； 

 在適用的情況下，在建築設備使用滅音或減音器，並須妥善保養； 

 如有移動設備（如發電機），應盡量放置於遠離噪音敏感受體的位置； 

 當不使用或間歇使用的機動設備時，把它們關閉或調節至最低； 

 如機動設備會於某一方向發出較強噪音，在可能的情況下，把它放置於遠離噪音敏

感受體；及 

 在可行的情況下，堆存的物料和其他建築物須有效地用作為屏障，以阻隔工地內建

築活動產生的噪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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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2.2. 是項工程須與其他並行工程的建築時間表和地點作良好協調，以減低施工階段累積的

噪音影響。 

5.1.3 水質 

5.1.3.1. 須實施環保署《專業人士環境事務諮詢委員會專業守則第 1/94 號 - 建築工地排水渠》

内的工地作業守則，以減少施工徑流和侵蝕機會。亦應實施以下的工地作業守則，以

確保施工徑流均得到良好控制，從而減低是項工程對水質造成的影響。 

工地徑流和排水 

 安裝除沙／淤泥設施如沙／淤泥截渠或沉積池，防止大量的沙／淤泥進入徑流，

以達到《水污染管制條例》下的《技術備忘錄》的標準。 

 所有排水設施及侵蝕和沉積物控制設施須定期檢查和保養，以確保它們在任何時

間，尤其在大雨期間能妥善及有效地運作。沉澱的淤泥和砂礫必須在大雨前後妥

善清理，以確保這些設施在任何時間均能正常運作。 

 所有車輛及機動設備在離開施工工地之前須進行清洗，以確保不會把泥土、泥漿、

碎屑等類似物料帶離工地範圍。 

 露天堆存的建築材料或廢物應在下雨期間以防水布或類似布料覆蓋。 

 須實施良好的工地作業守則，清除工地的垃圾。建議每天定期清理工地。 

建築工人所產生的污水 

 應在工地現場採用臨時衛生設施，例如流動式化學廁所，以處理建築工人所產生

的污水，及由持牌承建商負責適當處理污水和維修這些臨時衛生設施。 

5.1.4 廢物管理 

5.1.4.1. 應實施良好廢物管理計劃和作業守則以確保廢物能妥善處理和處置，以及減少廢物和

拆建物料的產生量。承建商將會把所有拆建物料分成不同類別，以便作棄置於公眾填

土區和堆填區或回收處置。棄置拆建物料須根據發展局技術通告（工程）第 6/2010 號

《建築及拆卸物料處置之運載記錄制度》的要求進行管理。 

5.1.4.2. 維修機械設備時所產生的所有化學廢物須根據《廢物處置（化學廢物）（一般）規例》

妥善處理、儲存和棄置。 

5.1.4.3. 一般垃圾將會存放在密封的垃圾箱或壓縮容器內，並應與拆建物料和化學廢物分開存

放和棄置。承建商須僱用信譽良好的廢棄物收集商於每日或隔日把一般垃圾棄置，以

減少氣味、害蟲和垃圾影響。 

5.1.4.4. 下表 5.1 總結了是項工程施工和營運階段將會產生的廢物種類，以及建議的處理和處

置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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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 – 廢物處理程序和處置路線摘要 

廢物種類 處理程序 處置路線 

施工階段 

拆建物料 盡量於工地現場重用。如需場外處

置，應分類為： 

 

  拆建廢料  策略性堆填區 

  公眾填土：混凝土及石塊  公眾填土區 

化學廢物 由持牌收集商收集和處置。儲存與

化學廢物相容的容器，並存放於工

地特定範圍內。 

 化學廢物處理中心 

一般垃圾 在工地現場提供一般垃圾收集設

施 

 垃圾站內壓實及存放在

垃圾箱，然後棄置到策

略性堆填區 

 私人衛生公司 

營運階段 

從操作和維修產生

的篩渣、淤泥和碎

屑 

需要於場外處置 策略性堆填區 

化學廢物 由持牌收集商於場外處置 化學廢物處理中心 

 

5.1.5 生態 

5.1.5.1. 由於預計是項工程在施工階段不會對生態造成不良影響，因此毋需採取紓解措施。 

5.1.6 文化遺產 

5.1.6.1. 由於預計是項工程在施工階段不會對文化遺產造成不良影響，因此毋需採取紓解措

施。 

5.1.7 土地污染 

5.1.7.1. 進一步現場評估須於獲得地點到訪許可時和任何建築工程施工開始前到電力分站和

疑似停車場／工場內進行，以調查土地污染是否存在和其程度。倘若土地污染確定存

在，應按照環保署的《受污染土地的評估和整治指引》、《按風險釐定的土地污染整

治標準的使用指引》及《受污染土地勘察及整治實務指南》制作污染評估計劃（CAP）、

整治行動計劃（RAP）和整治報告（RR），並遞交給環保署作審批。 

5.1.7.2. 除了除污工程外，任何工程都不會於整治報告獲得環保署批批淮前進行。 

5.1.8 景觀及視覺影響  

5.1.8.1. 基於章節 4.2.8 所列出的潛在景觀及視覺影響，下列的紓解措施應於施工期間盡早實

施以減少潛在的不良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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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M1 – 應參照發展局綠化、園境及樹木管理組最新的移植樹木指引考慮盡量移植

不可避免地受影響的樹； 

 CM2 – 依照發展局的《樹木保護法》（TC(W) No. 10/2013）進行補償種植； 

 CM3 – 夜間強光照明控制； 

 CM4 – 於工程項目邊界豎立一些配合周邊景觀的工地圍板；及 

 CM5 – 管理工地所有設施的高度及部署/排列，以盡量減少對鄰近的視覺敏感受體

造成不良的視覺影響。 

5.2 營運階段 

5.2.1 空氣質素 

5.2.1.1. 所有潛在發出氣味的設施和區域如濕井、進水間和隔篩槽均置於鋼筋混凝土結構中，

而排出的空氣在排放前亦會經過除氣味效率達 95%的除臭器處理。於擬建皇后山污水

泵房營運前進行之除臭器的性能／合規格測試，須列為建築合約的要求之一。於除臭

器的進氣和排氣口安裝硫化氫水平儀，可用作於營運階段持續監視除臭器的運作效率。

另外，除臭器排氣口將會盡量設置於遠離空氣質素敏感受體，即面向皇后山污水泵房

的西或西南方。 

5.2.1.2. 篩渣廢物將會定期從皇后山污水泵房清除（即至少每週兩次）。篩渣廢物會於污水泵

房建築內妥善包裝和處理，並於收集後立即運到指定的堆填區處置。  

5.2.1.3. 污水泵房在早期營運期間的污水流量較低，污水會因此而長時間停留於系統中，因而

引致腐化及產生氣味問題。化學加藥系統將會用作紓解污水腐化及氣味問題的措施。 

5.2.2 噪音 

5.2.2.1. 所有擬建皇后山污水泵房的固定廠房設備將裝置於配有隔音門的鋼筋混凝土結構內。

所有抽氣扇的排氣口亦會裝上滅音器或其他噪音處理設施，而排氣口亦會安置於皇后

山污水泵房西南方，以遠離最近的噪音敏感受體。於圖 3.1 所標示的於噪音敏感受體

感應到的固定廠房噪音標準，須在擬建皇后山污水泵房的建築合約內列明為設計標準。

承建商須遵守合約的要求進行設計和選擇設備。合規格噪音測量應於營運階段前於擬

建皇后山污水泵房的邊界進行，以確保營運階段時在附近的噪音敏感受體不會超過噪

音標準。合規性測試報告須在是項工程營運前提交給環保署。 

5.2.3 水質 

5.2.3.1. 以下的預防措施會納入擬建皇后山污水泵房的設計中，以盡量防止緊急污水溢流： 

 提供備用泵和隔篩以應付主用污水泵的故障和保養； 

 後備電源將會以中華電力提供的雙重／環形幹線供電形式，或以發電機提供。根

據中華電力的資料顯示，其供電的穩定性高達 99.99%。因此，上述後備電源可進

一步增強污水泵房系統的安全性和可靠性； 

 濕井內的緊急高水位警示會經遙測警報系統連接到石湖墟污水處理廠； 

javascript:voi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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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濕井和進水間預留了可容納約一小時平均旱季流量的額外容量，以應付主用污水

泵故障和保養； 

 定期保養和檢查污水泵房，以預防機件故障； 

 提供雙管污水泵喉以便於保養工程以及避免緊急污水溢流； 

 安裝遙測系統連接至最近有操作人員駐守的污水站/污水廠，以便對無操作人員駐

守的設施於故障時作出迅速行動；以及 

 如果上述措施都失效，污水將被抽走以盡量減低緊急溢流的機會。 

5.2.3.2. 所有溢流污水應於排放前流經隔篩（約 25 毫米間距），以盡可能防止漂浮固體排放

到接納水體，並確保即使隔篩被阻塞，不會引致污水泵房內出現水浸。 

5.2.3.3. 另外，所有從擬建皇后山污水泵房緊急溢流的事件應依從環保署的《污水泵房和污水

管道的污水旁流事件報告指南》及渠務署的《污水處理設施可能面對構成環境滋擾的

可能情況之應變策略處理》。在實施章節 4.3.3.1 的緊急溢流安排及其他預防措施的

情況下，預期發生緊急排放的可能性極低，而其對水質的影響亦會減到最低。  

5.2.4 廢物管理 

5.2.4.1. 從擬建皇后山污水泵房的隔篩收集到的篩渣廢物將存於密封容器內，並定期運往堆填

區棄置（即至少每週兩次）。篩渣廢物會於污水泵房建築內妥善包裝和處理。維修機

械設備時所產生的化學廢物須根據《廢物處置（化學廢物）（一般）規例》妥善處理、

儲存和處置。 

5.2.5 生態 

5.2.5.1. 在一般營運情況下，擬建皇后山污水泵房不會對鄰近生態造成不良影響。章節 5.2.3

中所列的應對措施亦把緊急溢流造成的間接生態影響減到最小。  

5.2.6 文化遺產 

5.2.6.1. 由於預計在擬建皇后山污水泵房的營運階段不會對文化遺產造成不良影響，毋須採取

紓解措施。 

5.2.7 土地污染 

5.2.7.1. 由於預計在擬建皇后山污水泵房的營運階段不會造成不良的土地污染影響，毋須採取

紓解措施。 

5.2.8 景觀及視覺影響 

5.2.8.1. 基於在章節 4.3.8 所列出的潛在景觀及視覺影響，建議於營運階段實施以下紓解措施

緩和潛在的不良影響： 

 OM1 – 擬建皇后山污水泵房的形式、建築物料和飾面應配合美學設計，以使新建

建築物能融入周邊環境和減少對周邊景觀及視覺的不良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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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M2 – 污水泵房應納入綠化屋頂的設計以減少對周邊視覺敏感受體的任何潛在不

良視覺影響； 

 OM3 – 於建築物主要外牆以垂直綠化設計柔化地面建築物的視覺質感；及 

 OM4 – 種植棕櫚樹以柔化發展範圍邊緣的視覺質感。 

5.2.8.2. 建議的景觀及視覺紓解措施顯示於景觀總體規劃圖中(見圖 5.1)。根據發展局的《樹木

保護法》（TC(W) No. 10/2013），砍伐樹木和補償種植樹木數量的最低比率為一比

一。 

5.2.8.3. 以上建議於營運階段實施的紓解措施應納入設計及建造中，並確保它們與擬建皇后山

污水泵房同期完工。 

5.3 環境監察及審核 

5.3.1.1. 實施建議的紓解措施後，預計擬建皇后山污水泵房並不會對環境造成不良影響，因此

沒有必要進行環境監察。現場環境審核會於施工期間進行，以確保建議的紓解措施妥

善地實施。  

5.3.1.2. 如章節 5.2 所提及，是項工程將於營運階段採納的紓解方法和措施現於其他相若的項

目實行，並證明有效。擬建皇后山污水泵房並不會於營運階段對環境造成不良影響，

因此沒有必要進行環境監察及審核。 

5.4 環境影響的嚴重性，分佈和持續時間 

5.4.1.1. 鑑於是項工程的性質和規模細小，相關的環境影響將會是規模小、局部性和暫時性的。

實施建議的紓解措施後，預計擬建皇后山污水泵房並不會對環境造成不良的剩餘環境

影響。  

5.5 類似工程的歷史 

5.5.1.1. 其他與是項工程類型相若，而獲准直接申請環境許可證的工程項目列於表 5.2。 

表 5.2 – 過往獲批准直接申請環境許可證的工程項目摘要 

申請編號 工程項目簡介名稱 
平均每日旱季流量  

( 立方米) 

與敏感受體的

最近界線 

(米) 

DIR-239/2014 連翔道地盤公營房屋發展計劃之臨時污

水泵房及相關污水管道 

3,000 1 

DIR-226/2013 東涌56區公共房屋發展計劃附屬臨時

污水泵房 

2,312 22 

DIR-173/2008 元朗舊墟第二污水泵房 5,900 30 

DIR-161/2007  大埔太和路污水泵房 12,100 29 

DIR-115/2005 汀角路5號泵房擴建工程 11,520 60 

DIR-057/2001 西貢第四區污水泵房 7,500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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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編號 工程項目簡介名稱 
平均每日旱季流量  

( 立方米) 

與敏感受體的

最近界線 

(米) 

DIR-040/2000 凹頭污水泵房 (搬遷) 12,200 80 

DIR 026/1999 凹頭污水泵房 12,200 40 

DIR 024/1999 元朗南污水抽水站 36,900 70 

 

5.6 公眾諮詢、公眾利益及政治敏感性 

5.6.1.1. 就是項工程在 2015 年 4 月曾與區議會及鄉事委員進行磋商，並均表達了對項目的支

持。 

5.6.1.2. 擬建皇后山污水泵房為擬建皇后山污水系統工程的一部分，並於 2015年 7月根據《道

路（工程、使用及補償）條例》（ 第 370 章））所施行的《水污染管制（排污設備）

規例》第 26 條（第 358 章，附屬法例）在憲報中刊登公告，反對期已在 2015 年 9

月結束。 

6 潛在環境影響及紓解措施摘要 

6.1.1.1. 是項工程在施工和營運階段的潛在環境影響及建議包括在建築合約文件中的紓解措

施之摘要可見表 6.1。工程項目倡議人將負責督導和監察承建商實施這些措施。 

表 6.1 – 潛在環境影響及紓解措施摘要 

環境影響 紓解措施 執行者 

本工程項 

目簡介的

有關部分 

施工階段 

建造工程塵埃 

 

 根據《空氣污染管制（建造工程塵埃）規例》 
的麈埃控制及抑塵措施； 

 定期向外露表面灑水； 

 清洗車輪； 

 以防水布覆蓋堆存物料； 

 安裝屏幕圍板; 及 

 覆蓋所有貨車斗 。  

承建商 5.1.1.1 

建築噪音  標準噪音紓解措施，包括使用低噪音機動設

備、安裝可移動式或臨時隔音屏障和圍板等; 

 良好的工地作業守則: 

- 只使用保養良好的工地設備及機動設

備，並於建築期間定期維修； 

- 在適用的情況下，在建築設備使用滅音或

減音器； 

- 如有移動設備（如發電機），應盡量放置

於遠離噪音敏感受體的位置； 

- 當不使用或間歇使用的機動設備時，把它

承建商 5.1.2.1 – 
5.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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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影響 紓解措施 執行者 

本工程項 

目簡介的

有關部分 

們關閉或調節至最低； 

- 如機動設備會於某一方向發出較強噪

音，在可能的情況下，把它放置於遠離噪

音敏感受體； 

- 在可行的情況下，堆存的物料和其他建築

物須有效地用作為屏障，以阻隔工地內建

築活動產生的噪音； 

- 須與其他並行工程的建築時間表和地點

作良好協調，以減低施工時累積的噪音影

響。 

水質  實施環保署《專業人士環境事務諮詢委員會

專業守則第 1/94  號 - 建築工地排水渠》内

的工地作業守則； 

 安裝除沙/淤泥設施防止大量的沙/淤泥進入

徑流； 

 定期檢查和保養所有排水設施及侵蝕和沉積

物控制設施； 

 所有車輛及機動設備在離開施工工地之前須

進行清洗； 

 露天堆存的建築材料或廢物應在下雨期間以

防水布或類似布料覆蓋； 

 實施良好的工地作業守則，清除工地的垃圾； 

 採用臨時衛生設施。 

承建商 5.1.3.1 

廢物管理  實施良好廢物管理計劃和廢物減少、處理和

處置的作業守則； 

 化學廢物須根據《廢物處置（化學廢物）（一

般）規例》處理、儲存和棄置； 

 存放一般垃圾在密封的垃圾箱或壓縮容器

內，並與拆建物料和化學廢物分開存放和棄

置;  

 僱用信譽良好的廢棄物收集商每日或隔日收

集及棄置一般垃圾。 

承建商 5.1.4.1 – 
5.1.4.3 

土地污染  進一步現場評估應於獲得地點到訪許可時和

任何建築工程施工開始前到電力分站和疑似

停車場/工場內進行，以調查土地污染是否存

在和其程度； 

 倘若土地污染確定存在，在任何工程開始施

工前進行詳細的土地污染評估。 

項目倡議人  

及 

承建商 

5.1.7.1 - 
5.1.7.2 

景觀及視覺影

響 

 CM1 – 應參照發展局綠化、園境及樹木管理

組最新的移植樹木指引考慮盡量移植不可避

承建商 5.1.8.1 



皇后山污水泵房 

土木工程拓展署 工程項目簡介 

AECOM Asia Co. Ltd. 16 二零一五年十月 
 

 

環境影響 紓解措施 執行者 

本工程項 

目簡介的

有關部分 

免地受影響的樹； 

 CM2 – 依照發展局《樹木保護法》(TC(W) 

No. 10/2013)進行補償種植； 

 CM3 –夜間強光照明控制； 

 CM4 – 於工程項目邊界豎立一些配合周邊

景觀的工地圍板；及 

 CM5 – 管理工地所有設施的高度和部署/排

列，以盡量減少對鄰近的視覺敏感受體造成

不良的視覺影響。 

運作階段 

氣味 

 

 安置所有潛在氣味源的設施和區域包括濕

井、進水間和隔篩槽於鋼筋混凝土結構內； 

 排出的空氣須經過除氣味效率達95%的除臭

器處理； 

 安排所有除臭器排氣口遠離空氣敏感受體，

即面向皇后山污水泵房的西或西南方； 

 於污水泵房建築內妥善包裝和處理篩渣廢

物；及 

 採用化學加藥系統以防止因污水腐化而產生

的氣味問題。 

項目倡議人 

及 

營運者 

5.2.1.1 - 
5.2.1.2 

固定廠房噪音  安置所有固定的廠房設備於配有隔音門的鋼

筋混凝土結構內； 

 於所有抽氣扇的排氣口裝上滅音器或其他噪

音處理設施； 

 安置排氣口於皇后山污水泵房西南方，以遠

離最近的噪音敏感受體； 

 於圖3.1所標示的於噪音敏感受體感應到的

固定廠房噪音標準，須在擬建皇后山污水泵

房的建築合約內列明為設計標準。承建商須

遵守合約的要求進行設計和選擇設備； 

 合規格噪音測量應於營運階段前於擬建皇后

山污水泵房邊界進行，以確保在營運階段時

在附近的噪音敏感受體不會超過噪音標準。

合規性測試報告須在工程項目營運前提交給

環保署。 

項目倡議人 

及 

營運者 

5.2.2.1 

水質 – 緊急溢

流 

 

 提供備用泵和隔篩； 

 提供後備電源系統； 

 濕井內的緊急高水位警示會經遙測警報

系統連接到石湖墟污水處理廠；濕井緊

項目倡議人 

及 

營運者 

5.2.3.1 

javascript:void(0);


皇后山污水泵房 

土木工程拓展署 工程項目簡介 

AECOM Asia Co. Ltd. 17 二零一五年十月 
 

 

環境影響 紓解措施 執行者 

本工程項 

目簡介的

有關部分 

急高水位警報； 

 濕井和進水間預留了可容納約一小時平

均旱季流量的額外容量； 

 進行定期保養和檢查機件； 

 提供雙管污水泵喉系統； 

 安裝遙測系統連接至最近有操作人員駐

守的污水站/污水廠； 

 抽走污水； 

 所有溢流的污水在排放前須經過篩隔。 

廢物管理  於污水泵房建築內妥善包裝廢物； 

 於污水泵房建築內密封儲存篩渣廢物，並定

期運到指定的堆填區處置；及 

 化學廢物須根據《廢物處置（化學廢物）（一

般）規例》處理、儲存和處置。 

營運者 5.2.4.1 

景觀及視覺影

響 

 OM1 – 擬建皇后山污水泵房的形式、建築物

料和飾面應配合美學設計，以使新建建築物

能融入周邊環境和減少對周邊景觀及視覺的

不良影響； 

 OM2 – 污水泵房應納入綠化屋頂的設計以

減少對周邊視覺敏感受體的任何潛在不良視

覺影響； 

 OM3 –於建築物主要外牆以垂直綠化設計柔

化地面建築物的視覺質感；及 

 OM4 – 種植棕櫚樹以柔化發展範圍邊緣的

視覺質感。 

項目倡議人 

及 

營運者 

5.2.8.1 

 
 

7 過往獲批准的環境影響評估報告 

7.1.1.1. 是項工程並未有已呈交或已獲批准的環境影響評估報告。 

 

8 總結 

8.1.1.1. 預計是項工程並不會對周邊環境造成不良影響，而此工程項目簡介建議的紓解措施亦

符合環境影響評估程序的技術備忘錄（EIAO-TM）的規定。 

8.1.1.2. 此工程項目簡介是根據《環境影響評估條例》第 5(11)條所準備，並提交於環境保護

署署長以申請准許直接申請環境許可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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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undary of Proposed Queen's 
Hill Sewage Pumping Station (QHSPS)

LEGEND :



CM2

CM2

OM4

OM4

OM2

OM1

OM2

LANDSCAPE AND VISUAL
MITIGATION MEASURES PLAN

Site Boundary

Proposed Vertical Greening

Proposed Green Roof

Foot Path

Car Parking Area (Grasscrete)

Shrub/ Ground Cover

Palm Tree Planting

FIRE STATION

ESS

W.C.

RCP

OM3

OM3

OM3

OM3

OM3

Mitigation Measures During Construction
Phase

CM1 Trees to be unavoidably affected shall be
considered for transplanting where possible
making reference to the latest Guidelines on Tree
Transplanting issued by GLTM Section of DevB in
accordance with DEVB TC(W) No. 10/2013 - Tree
Preservation.

CM2 Compensatory Planting shall be provided in
accordance with DEVB TC(W) No. 10/2013 - Tree
Preservation.

CM3 Control of night-time lighting glare.
CM4 Erection of decorative screen hoarding compatible

with the surrounding setting around the proposed
SPS

CM5 Management of facilities on work sites which give
control on the height and disposition/arrangement
of all facilities on the works site to minimize visual
impact to adjacent VSRs.
Mitigation Measures During Operation Phase

OM1 Aesthetically pleasing design as regard to the form,
material and finishes shall be incorporated to the
proposed SPS so as to blend in the structures to
the adjacent landscape and visual context.

OM2 Green Roof shall be proposed to the pumping
station to minimize any potential adverse visual
impact on adjacent VSRs.

OM3 Vertical greening is proposed to key facade to
soften the above ground structure.

OM4 Palm tree planting to soften the development
edge.

+21.5
+16.5

+16.5

+11.6

Elevation  - A

OM1

LEGEND

60340456/PP/FIGURE 5.1

景觀及視覺紓解措施

擬建皇后山污水泵房的形式、建築物料和飾面應配合美學
設計，以使新建建築物能融入周邊環境和減少對周邊景觀
及視覺的不良影響



 

 

 
 
 
  
 
 
 
 
 
 
 
 
 
 
 
 

 
 
 
 
 
 

附錄 A 
皇后山計劃污水泵房 

總體佈局規劃與設計  
 
 
 
 
 
 
 
 
 
 
 
 
 
 
 

 
 
 
 



Existing sewer to Sha Tau Kok Road Trunk Sewer

皇后山污水泵房總平面圖





 

 

 
 
 
 
 
 
 
 
 
 
 

附錄 B 
航空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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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C 
周邊的發展和視覺敏感受體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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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邊的發展和視覺敏感受體的位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