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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基本資料 

1.1 工程項目名稱 

1.1.1 本工程項目的名稱是「香港 - 關島海底光纜工程」（以下簡稱 HK-G）。 

1.2 工程項目的目的和性質 

1.2.1 HK-G 將會是一條直徑 38 毫米的的海底通訊用光纜，跨越約 3,700 千米，連接關島、

西太平洋及香港。本工程項目有助於擴大中國、香港和美國之間，以及東南亞和美

國之間的通訊網絡。埋在海床下面的 HK-G 光纜由香港東部水域進入並終於將軍澳

工業邨。它的建成將提供更快速及多樣性的國際電訊服務，而且還滿足不斷增長的

高容量需求。HK-G 的興建預計於 2019 年第三季度完成，系統將於 2019 年底投入

服務。 

1.2.2 將軍澳是一個在香港具有策略重要性的電訊和媒體中心。在將軍澳工業邨內現有數

個高端數據中心，包括香港聯交所、HKColo、NTT、Digital Realty、中國移動、香港

匯豐銀行及中國聯通等等。還有幾個正在發展的數據中心坐落在將軍澳工業邨（包

括 Global Switch）以及鄰近指定用途地段（例如 SUNeVision 以及於 2017 年 10 月開

始營運的 MEGA Plus 數據中心）。 

1.2.3 將軍澳工業邨現有防波堤內設有一個專門為光纜登陸而設的登陸點（管道）連接防

波堤後的纜井，目前這個登陸點及纜井正被多個本地及國際電訊光纜系統使用，包

括東亞海底通訊光纜（以下簡稱“EAC”）系統、亞洲快線（以下簡稱“ASE”）海底光

纜系統、 Asia Pacific Gateway （以下簡稱“APG”）系統， Tseung Kwan O （以下簡稱

“TKO”）Express – 光纜系統，以及目前正在興建的 Ultra Express Link（以下簡稱

“UEL”）。其他規劃中的光纜都會使用這登陸點。 

1.2.4 與本項目相關的潛在環境影響評估已經包括在本項目工程簡介內。HK-G 光纜的建

設和安裝工程跟其他已經安裝在將軍澳工業邨和其他香港地區內的遠程通訊光纜系

統幾乎完全相同，而這些光纜項目己獲批准透過直接申請獲得環境許可證。 

1.3 工程項目倡議人名稱 

NTT Com Asia Limited 

駿光街 6 號 

將軍澳工業邨 

將軍澳 

香港 

1.4 工程項目的地點及規模 

工程項目的地點 

1.4.1 該項目包括在香港水域東邊邊界與將軍澳工業邨的光纜登陸點之間鋪設一條高容量

的網絡光纜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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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 連接香港東邊邊界與將軍澳工業邨的 HK-G 光纜走線如圖 1-1 和圖 1-2 所示。光纜

從東邊進入香港水域。沿著已建立的「東西走向光纜走廊」到宋崗以北。然後，光

纜向北轉並進入已現有的「南北走向光纜走廊」。光纜進入藍塘海峽後於將軍澳工

業邨港口防波堤的現有管道處登陸。該管道通往將軍澳工業邨填海土地內的纜井，

最終連接到將軍澳工業邨內的光纜登陸站。 

1.4.3 將軍澳工業邨在將軍澳法定圖則編號 S/TKO/24 中被劃分作「其他指定用途（工業

邨）」。周邊地區劃為綠化地帶、休憩用地、政府、機構或社區及綜合發展區。 

1.4.4 將用於鋪設光纜的海床多年來用於捕魚、物料開採、公共設施和鋪設其他光纜。 

光纜走線附近的海床因其先前作為指定的海上採泥區，而受到嚴重干擾。根據地球

物理測量數據，沿著光纜走線的海床顯示出分散的拖網疤痕和許多傾倒物料。 

工程項目的規模 

1.4.5 如圖 1-1 所示，在香港水域內的 HK-G 光纜長度約為 33.6 千米。光纜鋪設或保養工

程（包括維修工作）不需要進行海底挖掘，詳見第 6.1.15 節。 

1.4.6 在將軍澳工業邨登陸點，光纜升上海面並進入防波堤中的現有管道，然後固定在纜

井中。這種岸端安裝工程（離防波堤約 20 米）將會由潛水員使用沖噴技術在海底

形成一個約 0.5 米寬及 5 米深的窄溝。鋪設光纜後，溝槽將在短時間內自然重新填

充，令海床恢復其原始輪廓。 

1.4.7 直至香港東部邊界的餘下光纜將使用由光纜鋪設躉船控制的「沖噴式掩埋器」或

「雪橇式掩埋器」進行掩埋。光纜埋設工具使用局部高壓沖噴器將直接圍繞光纜的

海床流化成到一條至所需深度的窄溝槽，同時光纜會被鋪設和掩埋在其中。由掩埋

器進行流化的海床的最大寬度為 0.5 米及光纜會被掩埋在 5 米深。鋪設光纜後，溝

槽將在短時間內自然重新填充，海床將恢復其原始輪廓。 

1.4.8 在香港水域內的光纜預計會掩埋於海床下 5 米深處，除了需跨越現有光纜或在東部

水域的港燈氣體管道外，因其可行的掩埋深度將會減少。在這種情況下，可透過掩

埋工具或潛水員在氣體管道頂部可行的/獲同意的深度進行鋪設，並且使用額外的

光纜保護設施令光纜因船舶拋錨和物體掉落造成損壞的可能性降至最低。 

1.5 光纜走線和登陸點的篩選程序 

1.5.1 在 HK-G 光纜走線附近有多個敏感受體，如圖 1-3 所示，這有助於確定走線和光纜

鋪設過程。光纜走線的篩選考慮了海床特性、登陸點、物理限制、規劃考慮和環境

敏感受體： 

海床特性 

 海洋沉積物﹕光纜需要鋪設在基岩上柔軟的海洋沉積物中一個足夠深度，作為

保護，及達至海床下 5 米深處。地球物理測量顯示，沿擬建光纜走線的海床主

要由幼細沉積物組成，主要是粘土或粉沙。 

登陸點 

 直接路徑﹕考慮了所有其他限制因素，而選取最直接的路徑，從以提高項目不

同方面的效益，包括執行安裝、材料採購及減少環境影響以達到運營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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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有設施﹕HK-G 光纜將使用將軍澳工業邨防波堤中的現有管道、纜井和現有岸

上光纜管道網絡。HK-G 光纜在將軍澳工業邨登陸時無需新建工程。 

 輔助設施﹕許多其他光纜，如 EAC、ASE、APG 和 TKOE 等都於將軍澳工業邨中

登陸，而將軍澳工業邨內的許多高端數據中心使這裏成為光纜熱門的登陸地方。 

物理限制 

 渠務署污水管道﹕自淨化海港計劃（HATS）實施以來，污水管道現已成為後備

的排污口。HK-G 光纜避免了橫過污水管，以盡量減少對渠務署基礎設施的潛在

干擾。 

 水務署小西灣沖厠海水進水口﹕進水口位於柴灣的小西灣海濱花園西邊。HK-G

光纜已避免接近此區域，而距離光纜最近的泵水站約 420 米。 

 東區尤德夫人那打素醫院冷凍水進水口﹕距離 HK-G 光纜最近的進水口約 1.1 千

米。 

 其他通訊光纜﹕雖然首選的 HK-G 光纜走線可盡量減少橫過多數的通訊光纜，

但它將不可避免地需要橫過其他海底設施，在香港水域內將橫過十個海底設施，

包括 EAC、ASE、APG、TKOE 和 UEL。在東部水域，HK-G 光纜還需要橫過港燈

的氣體管道。在所有這些橫越位置，HK-G 光纜均會採用表面鋪設或淺埋方案。 

規劃考慮 

 海上交通﹕HK-G 光纜在小西灣海濱長廊離岸海域穿越藍塘海峽分道航行制

（TCTSS），但受影響範圍有限。對於其大部分餘下的光纜將鋪設在分道航行制

的南邊邊緣之外。這種走線將對藍塘海峽內海上交通的干擾減至最少。 

 海沙採挖區﹕小西灣長廊附近的海底區域在 1990 年至 2003 年尾期間被用作海

沙採挖區。因此這一區域的海床具有多變的地形，而水下測量建議光纜走線應

避開這個區域。  

 其他項目﹕以下項目正在計劃在該區域進行： 

– 將軍澳海水化淡廠 

– 將軍澳 – 藍田隧道及其相關工程 

– 將軍澳跨灣連接路 

– 香港東南水域海上風力發電場 

– Ultra Express Link 光纜系統 

環境敏感受體 

 環境敏感地區﹕該項目避開了如已刊憲泳灘、海岸公園、已知的海岸生態、珊

瑚和魚類養殖區等敏感區域。 

1.5.2 HK-G 光纜的首選路線考慮了上述工程、規劃、環境、運作考慮因素以及現有光纜，

並遵循一條狹窄的光纜走廊，在可行的情況下盡量避免或減少這些限制和對敏感受

體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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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項目細節 

1.6.1 項目將分為以下幾個階段： 

 將軍澳工業邨的岸端光纜裝設工程 

 海上光纜鋪設工程，包括光纜管道橫越位置的保護設施 

1.6.2 在鋪設光纜後沒有任何作業活動。除非光纜受損壞，需要進行緊急維修工作。 

將軍澳工業邨的岸端光纜安裝工程 

1.6.3 將軍澳工業邨登陸點與防波堤現有管道、纜井和岸上光纜管道網絡中如圖 1-4 所示。

所有這些基礎設施經已建成，因此 HK-G 光纜無需新建工程。 

1.6.4 在將軍澳工業邨防波堤附近的海床是岩石面，還有許多其他光纜使用該管道，因此

安裝 HK-G 光纜時要特別小心。因此，潛水員將以最盡力為基礎，將光纜掩埋到適

合現場條件的深度。然後潛水員便安裝光纜保護設備，例如圖 1-5 所示的鉸接式管

道。 

1.6.5 用絞盤把光纜拉過防波堤現有的管道並鞏固於纜井中。此後，光纜將通過將軍澳工

業邨內現有的岸上光纜管道網絡連接至數據中心。 

離岸光纜安裝工程 

1.6.6 海上工程將包括路線清理、使用光纜鋪設躉船和光纜掩埋器進行掩埋以及在橫越其

他光纜的位置進行淺埋和提供光纜保護： 

走線清理 

1.6.7 在利用光纜鋪設躉船鋪設光纜前，將進行「路線清理」和「鋪設前掃海」的工作，

沿著海床拖動抓錨以移除光纜走線上的大形物體。典型的爪錨如圖 1-6 所示。此類

工作目的是移除已棄用的光纜以及可能對光纜鋪設構成威脅的任何碎片或障礙物。

任何從海床回收到的舊光纜或碎片將保留在「路線清理」和「鋪設前掃海」的船上，

以便載到岸上作妥善處理。 

1.6.8 每當遇到其他海床上的碎片時，應盡可能地清理以確保鋪設光纜的走廊是安全的。

在使用探音器／探磁器進行測量時所找到的管道或使用中的海底光纜系統，無論在

任何情況下，都不可以在其 50 米範圍內使用拖行的設備（如抓錨）（如圖 1-5 所

示）。在橫過任何其他光纜/管道之前/後 50 米處的拖動設備收回/重置是業界標準

方法，因此必將遵循。 

使用光纜鋪設躉船和掩埋器進行掩埋工程 

1.6.9 通過光纜鋪設躉船後面的「沖噴式掩埋器」或「雪橇式掩埋器」，使用沖噴技術將

通往香港東部邊界的光纜（岸端安裝首 20 米後）埋入海床下 5 米深處。掩埋器如

圖 1-6 所示。 

1.6.10 在光纜鋪設躉船上，光纜將被放入掩埋器，然後將光纜放入目標深度的海床中。香

港水域內的目標掩埋深度大約為海床下 5 米，除橫過障礙物和過渡區，例如掩埋器

的開始位置之間、在鉸接式管道的末端以及在斜坡上達到目標掩埋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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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1 光纜掩埋器在光纜周圍使用局部高壓沖噴器，令海床流化並形成達所需深度的窄溝

槽，同時馬上把光纜鋪設於槽內。由掩埋器流化的海床最大寬度為 0.5 米，受干擾

的海床區域亦限制在該寬度內。 

1.6.12 光纜鋪設躉船上的潛水員將在光纜鋪設期間待命，以確保掩埋器能正常運行和準確

定位。拖動掩埋器的光纜鋪設躉船將沿著光纜走線以每小時 1 千米或更慢的速度前

進。 

淺埋橫過物體的位置和提供光纜保護 

1.6.13 在 HK-G 光纜需要橫過現有光纜的情況下，掩埋器將在距離橫越位置約 50 米，重新

調整深度使有足夠的海底沉積物在要橫過的光纜或管道上方作墊層。如有需要，會

使用「Uraduct」（如圖 1-5 所示）為光纜提供額外保護。在安裝前，將與其他光纜

持有者商定橫過位置。當橫過光纜後，將重新調整掩埋器以達到目標掩埋深度。 

1.6.14 為避免對燃氣管道造成任何干擾，距離氣體管道約 50-75 米時，HK-G 光纜將由掩

埋器或潛水員在氣體管道頂部可行的/獲同意的深度進行掩埋，如圖 1-5 所示。由

於光纜鋪設屬淺埋，因此可能容易受到錨的損壞，會使用「Uraduct」為這 100-150

米的部分提供額外的光纜保護。 

緊急光纜維修工程 

1.6.15 如果安裝在海底下的光纜被掉落的物體或拋錨相關活動損壞，便須要進行光纜維修

工作，包括修理工程前的走線清理、以潛水員用沖噴器露出損壞的光纜部分、重新

連接損壞的光纜及通過潛水員以沖噴器重新掩埋已修復的光纜部分。海床會在維修

工程完成後不久自然恢復到工程前的狀況和條件。光纜維修工程並不涉及挖掘工序。 

考慮替代方法 

1.6.16 替代方法如水平導向鑽掘（HDD）已被考慮。但水平導向鑽掘一般使用於當無法避

免直接影響時，來避開特定的障礙，例如在 AAE-1 光纜項目中的離岸 300 米範圍內

的珊瑚群落。在 AAE-1 光纜項目的情況下，水平導向鑽掘設備設置於海灘的臨時平

台上。對於遠離陸地的區域，例如該項目中，水平導向鑽掘則需要在海上建造臨時

平台，其安裝可能會對水質造成嚴重影響。由於 HK-G 光纜走線避免了對珊瑚群落

的直接影響，並且距離任何重要的珊瑚群落也超過 180 米，因此水平導向鑽掘並非

較目前提出以掩埋器進行光纜鋪設更好的替代方案。 

1.7 項目簡介涵蓋的指定項目 

1.7.1 距離將軍澳工業邨的岸邊光纜鋪設工程 500 米範圍內有一個法定古蹟（佛頭洲稅關

遺址）及三個位於佛頭洲考古遺址（佛頭洲具有考古研究價值的地點、佛頭洲清代

墓碑及佛頭洲頹垣）。光纜走線 500 米內亦會經過包括沿海岸線從哥連臣角到草堆

灣及在大頭洲的海岸保護區，如圖 1-7 所示。 

1.7.2 根據“環境影響評估條例”（環評條例），該項目被列為指定工程項目，具體如下： 

 《環評條例》附表 2(第 I 部) C.12 項 (a) 挖泥作業距離一個現有的或計劃中

的 (ii)文化遺產地點，包括法定古蹟及具有考古研究價值的地點的最近界線

少於 500 米；或（vii）海濱保護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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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3 作為指定工程項目，HK-G 光纜在開始光纜鋪設工作之前需要一個環境許可證。本

項目簡介作為根據環評條例第 5（1）（b）條下申請准許直接申請環境許可證之用。 

1.8 聯繫人姓名和電話號碼 

1.8.1 項目倡議者的聯繫方式： 

全球網絡業務部 

NTT Com Asia Limited 

電話號碼 +852 3793 0149 

1.8.2 瑞峰工程顧問有限公司已被委託負責為本項目申請環境許可證。所有查詢均可發送

至瑞峰工程顧問有限公司： 

Mr Fred Ng 
首席環境顧問 

瑞峰工程顧問有限公司 

電話 +852 3995 8100 

傳真 +852 3995 8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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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 HK-G 光纜的最佳走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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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 HK-G 光纜走線圖及工程控制點連坐標 

 

 
 
 

 
 
 

 
 

 

 

 

 

 

 

 

 

 

 

 

 

 

 

 

 

 

 

 

 

 

 

WLCP 東 北 WLCP 東 北 WLCP 東 北 WLCP 東 北 

1 845597.462 815901.629 21 844858.144 813201.690 41 847076.166 808703.773 61 853809.570 807193.203 

2 845584.592 815882.242 22 844838.040 813181.063 42 847163.943 808506.544 62 853936.400 807194.822 

3 845576.698 815870.057 23 844828.269 813171.037 43 847350.346 808087.550 63 854054.636 807196.248 

4 845484.999 815832.537 24 844798.222 813140.199 44 847447.080 807870.027 64 855759.099 807218.213 

5 845389.509 815816.055 25 844784.003 813067.476 45 847549.770 807738.882 65 855941.233 807246.125 

6 845277.380 815760.623 26 844796.803 812594.096 46 847722.642 807518.464 66 857653.780 807509.337 

7 845263.824 815739.022 27 844823.947 812280.918 47 847807.274 807410.561 67 858265.787 807853.831 

8 844874.265 815116.291 28 844756.762 811670.185 48 847816.563 807398.757 68 858989.935 808703.644 

9 844858.133 815090.444 29 844759.753 811473.845 49 847848.558 807357.809 69 859249.484 809008.173 

10 844717.070 814845.460 30 844766.027 811061.893 50 847932.160 807251.013 70 859524.633 809331.186 

11 844678.801 814778.814 31 844794.530 810993.602 51 847989.928 807219.313 71 859730.636 809463.268 

12 844569.297 814614.499 32 844991.751 810521.083 52 848118.015 807149.279 72 859854.010 809465.299 

13 844536.685 814565.574 33 845322.377 810152.344 53 848603.814 807204.837 73 859974.462 809467.512 

14 844488.626 814493.572 34 845455.222 810110.343 54 850338.211 807193.014 74 860073.952 809469.140 

15 844474.573 814430.631 35 845656.296 810046.975 55 852317.341 807179.419 75 860224.552 809532.673 

16 844473.374 814425.093 36 845872.189 809918.471 56 852399.318 807178.949 76 861025.274 809871.109 

17 844510.368 814308.842 37 845942.836 809876.436 57 852589.222 807177.670 77 866501.076 810441.625 

18 844755.507 813658.596 38 846112.747 809646.586 58 852964.555 807182.496 78 866854.070 810407.247 

19 844868.364 813358.938 39 846713.647 809119.516 59 853485.107 807188.966 79 867497.163 810344.848 

20 844868.754 813274.964 40 847004.914 808864.288 60 853658.853 807191.189 80 869832.291 810415.5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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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3 敏感受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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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4 將軍澳工業邨的登岸區域和導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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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5 鉸接式管道的規格和其他在光纜交接點可能使用的光纜保護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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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6 光纜鋪設躉船和工具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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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7 光纜 500 米內的海岸保護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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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規劃大綱及計劃的執行 

2.1 項目規劃和執行 

2.1.1 本項目將會由項目倡議人 NTT Com Asia Limited (NTTCA) 領導、規劃和管理。為幫助

項目的規劃和實行，NTTCA 委託了： 

 顧問： 

– 獲取在《前濱及海床（填海工程）條例》下的刊憲和聯絡地政總署和區

議會。 

– 處理海上交通問題及與海事處聯絡。 

 承建商： 

– 進行光纜鋪設工程。 

2.2 項目計劃 

2.2.1 HK-G 光纜鋪設暫定於 2019 年 6 月至 9 月登岸及安裝。預期香港部分的安裝時間表

如下： 

 將軍澳工業邨的岸端光纜鋪設工程  2 至 4 個工作日 

 離岸光纜鋪設工程     最多 150 個工作日 

̶ 「走線清理」和「鋪設前掃海」工作 40 至 55 個工作日 

̶ 光纜掩埋 30 至 40 個工作日 

̶ 掩埋後檢查 45 至 55 個工作日 

2.2.2 光纜鋪設工程靠近位於佛頭洲、銀灣（歌連臣角）及大浪排的珊瑚群落，每個地區

只需數小時即可完成光纜鋪設。 

2.3 與其他項目的關聯 

2.3.1 下列工程項目規劃在 HK-G 走線附近﹕ 

 Ultra Express Link(UEL)﹕UEL 是香港電訊有限公司持有的已規劃海底光纜，

光纜連接將軍澳工業邨及柴灣的小西灣。根據前濱及海床(填海工程)條例於

2018 年 11 月獲得批准刊憲。根據對 UEL 項目倡議者的理解，該項目的建

設工程可能會在 2019 年中期展開，有機會與 HK-G 光纜鋪設工程同時進行。

為避免任何時間上的重疊，HK-G 光纜鋪設工程會盡可能規劃避免與 UEL 工

程出現重疊。然而，如果 HK-G 和 UEL 光纜工程不可避免地在時間上重疊，

水質敏感受體的累積水質影響預計屬微不足道，詳見第 3.7 節。 

 將軍澳 - 藍田隧道及其相關工程﹕該項目於 2016 年年中開始建造，預計於

2021 年年中完成。因此，HK-G 光纜鋪設與將軍澳 - 藍田隧道及其相關工程

將同時進行，詳見第 3.7 節。 

 將軍澳海水淡化廠﹕該項目目前正處於該廠第一階段的研究審閱、設計及

招標準備。水務署表示，目前（2019 年）唯一正在進行的工程是水管鋪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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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而海底進水口和排水管道安裝的相關海上工程預計會在稍後展開。

因此，該項目的海上工程預計會在 HK-G 光纜鋪設完成後才開始。 

 將軍澳跨灣連接路﹕根據土木工程拓展署表示，該項目的詳細設計階段已

於 2017 年年底完成。主建造工程合約於 2018 年中已落實，並且在其後展

開工程。第二期工程合約亦已於 2018 年年底落實。因此該項目的建造工程

預計會與 HK-G 光纜鋪設同時進行，詳見第 3.7 節。 

 香港東南水域海上風力發電場﹕中華電力有限公司己將該項目的可行性研

究階段延長了數年，並推遲了其建設階段。由於需要進一步的經濟可行性

和技術設計研究，項目的開始日期仍然沒有確定。因此該項目預計會在 HK-

G 光纜鋪設完成後才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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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周圍環境的主要元素 

3.1 海上航道及分道航行制 

3.1.1 HK-G 光纜避開了香港水域內所有主要航道。不過，它需要橫過藍塘海峽分道航行

制內的小西灣海濱長廊海域，但受影響的範圍有限。除此之外，光纜將鋪設在藍塘

海峽分道航行制的南部邊界外，HK-G 的光纜走線對藍塘海峽分道航行制內海上交

通的干擾會盡量減至最少。 

3.2 光纜、管道、排水口和進水口 

3.2.1 現有若干公共設施位於 HK-G 光纜走線附近，包括通訊光纜、電纜、管道和排水及

海水進水口： 

通訊光纜 

3.2.2 將軍澳工業邨是海底光纜的主要登陸點。有一條已規劃建造的光纜的和六條使用中

光纜都在將軍澳工業邨的防波堤道管登岸： 

 EAC 光纜：三條使用中的光纜。 

 ASE 光纜：一條使用中的光纜。 

 APG 光纜：一條使用中的光纜。 

 TKOE﹕一條使用中的光纜。 

 UEL﹕一個已計劃於 2019 年建造的光纜系統 

電纜 

3.2.3 HK-G 光纜走線附近沒有使用中的電纜，將來有可能會有會一條海底電纜，是擬議

的香港東南水域海上風力發電場項目（FEP-01/34/2009）的一部份。這海底電纜將

從海上風力發電場向將軍澳工業邨對面的日出康城附近的主電網供電。根據與中華

電力有限公司的討論，預計其安裝工程會在 HK-G 光纜鋪設完成後才開始。 

管道和排水口 

3.2.4 在 HK-G 光纜附近有一條管道及一個排水口： 

 自進行淨化海港計劃以來，渠務署的下水道排水口已停用，但渠務署仍會

進行保修以應付緊急情況。但是，HK-G 光纜不會橫過渠務署的排放口。因

此不會產生任何影響。 

 HKG 光纜必需橫過香港東部水域的香港電燈氣體管道（已有多條光纜橫過

該氣體管道）。 

海水進水口 

3.2.5 在 HK-G 光纜附近有兩個海水進水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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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務署位於小西灣的冲厠海水進水口：距離 HK-G 光纜走線最近的冲厠海水

進水口約 420 米，由於距離遠，進水口不會受項目影響。 

 東區尤德夫人那打素醫院冷凍水進水口：距離 HK-G 光纜走線最近的冷卻水

進水口約 1,100 米，由於距離遠，進水口不會受項目影響。 

3.3 指定範圍 

3.3.1 在 HK-G 光纜路線附近有若干個特別規劃用途的地方，包括海岸保護區、已刊憲泳

灘、鶴咀海岸保護區、具特殊科學價值地點及文化遺產地點： 

海岸保護區 

3.3.2 海岸保護區位於高水位線以上，沿海岸線的陸地。除了在登陸點，光纜均鋪設在海

床下方，並不需要陸上施工。因此，海岸保護區不會受到本項目的影響。 

3.3.3 然而，作為參考，歌連臣角到草堆灣和在大頭洲的海岸保護區均位於在光纜走線

500 米範圍內。歌連臣角海岸保護區與距離最近的 HK-G 光纜走線約 184 米。有關

該區域珊瑚的詳細資料請參閱第 3.4.3 節。 

3.3.4 其他被劃為海岸保護區的區域包括大浪灣、石澳山仔及佛堂門、布袋澳及清水灣的

海岸線，因以上區域距離最近的光纜走線均超過 500 米，故此不受該項目所影響。 

已刊憲泳灘 

3.3.5 距離光纜走線最近的已刊憲泳灘為石澳海灘，石澳後灘泳灘和大浪灣海灘，分別距

離最近的光纜走線 1,246 米、986 米和 829 米。鑑於距離較遠，這些海灘不會受到

本項目的影響。 

鶴咀海岸保護區 

3.3.6 鶴咀海岸保護區佔鶴咀及周圍海域約 20 公頃面積。該海岸保護區位於光纜走線以

南 2,191 米處，擬建的光纜並不會進入此海岸保護區。因此，該海岸保護區不會受

到本項目的影響。 

具特殊科學價值地點（SSSI） 

3.3.7 最近的具特殊科學價值地點為石澳山仔、鶴咀和果洲群島，它們分別距離最近的光

纜走線 801 米、2,451 米和 5,779 米。因距離較遠，以及第 4.2.2 節所述的工程只會

造成小規模和局部的水質影響，這些具特殊科學價值地點不會受到本項目所影響。 

文化遺產地點 

3.3.8 光纜附近有三個法定古蹟，即在佛頭洲的稅關遺址、大浪灣石刻和東龍洲石刻，分

別位於距離 HK-G 光纜約 244 米、1,102 米和 2,351 米。根據香港具考古研究價值的

地點列表，HK-G 光纜登岸地點附近還有三個具考古研究價值的地點，即佛頭洲具

有考古研究價值地點、佛頭洲清代墓碑及佛頭洲頹垣。以上均位於登陸點 500 米範

圍內。 

3.3.9 由於所有文化遺產都位於陸上，並且本項目不涉及陸上建造工程，因此法定古蹟和

香港具考古研究價值的地點均不會受到本項目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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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10 就具考古研究價值的海上遺址，已參考了 2013 年 APG 光纜項目，該項目與 HK-G

光纜走線相似，並於 2017 年為 HK-G 完成了新的海洋地球物理測量。APG 光纜的項

目簡介得出沒有具有海洋考古價值遺址的結論，2018 年為 HK-G 光纜進行的海洋考

古調查亦得相同的出結論。 

3.4 珊瑚群落 

3.4.1 在光纜走線附近發現若干個具重要的珊瑚群落（即有多種的常見珊瑚物種大量群聚

的地方或包括稀有物種的較小量的群聚的地方），包括在銀灣（歌連臣角），將軍

澳，東龍洲，佛頭洲，蒲台島，宋崗，果洲群島，橫瀾島及大浪排等區域。 

3.4.2 如附件 A 表 A-7 所示，三個重要的珊瑚群落位於光纜走線的 500 米範圍內，位於佛

頭洲的珊瑚群落距離最近光纜走線約 227 米、大浪排的珊瑚群落距離光纜走線約

319 米、銀灣（歌連臣角）的珊瑚群落距離光纜走線約 264 米。其餘重要的珊瑚群

落距離光纜走線多於一千米，因距離較遠，所以不會受到本項目影響。 

3.4.3 除了上面已提及的重要珊瑚群落外，APG 項目的基線珊瑚調查監測報告（2016 年 5

月）發現了沿著海岸線的各種個體硬珊瑚，包括歌連臣角的珊瑚，但由於覆蓋率低

於 5％，所以被認為屬個體珊瑚，而非群落，所以被認為是不太重要。在歌連臣角

的海岸線上亦發現了個別珊瑚，它距離最近的光纜走線約 184 米，但這些珊瑚並不

是有重要生態價值的珊瑚群落。 

3.5 魚類養殖區  

3.5.1 距離最近的魚類養殖區為東龍洲魚類養殖區及蒲台魚類養殖區，與 HK-G 光纜走線

的距離分別為 2,736 米及 5,924 米。由於距離較遠，魚類養殖區不會受到本項目的

影響。 

3.6 商業漁業資源的產卵場 

3.6.1 HK-G 光纜將會經過在東南水域已被界定為商業漁業資源的產卵場。附件 C 圖 C-6

顯示產卵場和 HK-G 光纜走線的位置。 

3.7 其他項目的累積影響 

3.7.1 第 2.3 節中說明了 HK-G 光纜的鋪設與附近其他項目的建設之間的潛在相互作用。

HK-G 光纜鋪設可能與以下項目相同時進行，因此可能會產生累積影響： 

 Ultra Express Link(UEL)﹕根據對 UEL 項目倡議者的理解，該項目的建設工

程可能會在 2019 年中期展開，有機會與 HK-G 光纜鋪設工程同時進行。為

避免任何重疊的機會，HK-G 光纜鋪設工程會盡可能規劃避免與 UEL 工程出

現重疊。然而，如果 HK-G 和 UEL 光纜工程不可避免地重疊，水質敏感受

體的累積水質影響仍屬微不足道。 

由於在最近的水質敏感受體（佛頭洲珊瑚群落）附近位置，HK-G 和 UEL 距

離約為 573 米。對於兩條光纜而言，最大沉積物捲流範圍均是 180 米，因

此兩條光纜各自的最大 180 米沉積物捲流範圍並不會重疊。所以，若兩項

光纜工程同時進行，亦不會對水質造成累積影響。就對水質敏感受體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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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言，HK-G 光纜的最近距離在佛頭洲珊瑚群落以西約 227 米，超過了 180

米的最大沉積物捲流範圍。因此根據評估 HK-G 光纜對佛頭洲珊瑚群落的

影響屬微不足道。UEL 的最近距離在佛頭洲以西約 800 米（及在 HK-G 以西

573 米），也遠超出 180 米的最大沉積物捲流範圍。因止若 HK-G 及 UEL

光纜工程同時進行對佛頭洲的累積影響不會比 HK-G 光纜工程單獨進行所

產生的影響大，並已經評估確定影響為屬微不足道。如 UEL 光纜工程所造

成的沉積物捲流範圍比預期大，也可用 HK-G 光纜工程在佛頭洲附近設置

的隔泥幕隔阻。 

 將軍澳 - 藍田隧道及其相關工程﹕與將軍澳填海工程有關的海上工程將在

光纜登陸點西北方約 2,250 米處進行。根據該項目的環境許可證（編號 EP-

458/2013 / C），所有填海工程均須在臨時鋼圍堰內進行，以確保填海工程

期間所釋放的沉積物是完全受限，且不會進入將軍澳。由於將軍澳 - 藍田

隧道及相其關工程是完全受到控制的填海工程、距離 2,250 米及在將軍澳

工業邨的岸上安裝工程時間短暫（僅數天），因此累積影響可以忽略不計。 

 將軍澳跨灣連接路﹕根據該項目已獲批的環境影響評估（AEIAR-

172/2013），工程項目不會進行海上挖掘工程，所有海事工程均須在圍堰

內進行，以確保在海事工程期間釋放的任何沉積物均可完全受控並且不會

進入將軍澳。鑑於將軍澳跨灣連接路的海事工程是完全受到控制的，以及

在將軍澳工業邨的岸上安裝工程時間短（僅幾天），其累積影響可以忽略

不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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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對環境可能造成的影響 

4.1 潛在環境影響摘要 

4.1.1 與項目相關的潛在環境影響已總結在表 4-1，而當中較可能出現的環境影響將於下

列章節作詳細評估。 

表 4-1 潛在環境影響來源 

安裝工程的潛在影響 施工階段 運作階段 備註 

氣體排放   沒有顯著排放 

灰塵   沒有顯著排放 

氣味   沒有顯著排放 

操作時的噪音   於項目300米範圍內沒有敏

感受體 

夜間操作   沒有需要 

交通流量增加   預期沒有影響 – 只有海上工

程 

液體廢水、排放或受污染徑

流 
  在登陸點會有地表水徑流，

但不涉及泥水 

製造廢物和副產品   並不預期 

危險或有害物品或廢物的生

產、儲存、使用、處理或處

置 

  並不預期 

會造成污染或意外的事故風

險 
  並不預期 

處置棄土，包括可能受到污

染的物料 
  無需挖掘，沒有受污染的泥

土，不預期有棄土需要處置 

干擾海流流動或海床沉積物   在光纜埋藏時會發生 

不雅觀的視覺外觀   工程主要於水中進行 

生態影響    

- 陸地   陸上並沒有建造工程 

-潮間帶   工程於登陸點進行時，或會

對將軍澳工業區邨的生境造

成影響 

-海洋   光纜走線可能對附近的珊瑚

造成影響 

-漁業   沿光纜走線的潛在影響 

文化遺產   預料對陸上文物沒有影響，

但會有潛在海洋考古影響 

Key:  = 有可能造成不良影響 

  =預計不會造成不良影響 

4.1.2 項目於正常運作時，預期不會對環境造成影響，因此以下的評估只針對施工階段。

然而，將來可能需要進行維修工作（即由於意外損壞而在特定損壞位置進行光纜維

修）。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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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3 因此，以下評估僅涉及光纜的安裝以及將來在運作期間可能需要的任何維修工作。 

4.2 水質評估 

4.2.1 水質影響評估載於附件 A。以下是評估的摘要。 

4.2.2 光纜安裝工程可能會產生小規模和局部的水質影響。基於假設光纜鋪設躉船的前進

速度限制為每小時最快 1 千米，在使用光纜掩埋器期間被揚起的沉積物將在距離光

纜走線最遠 180 米範圍內沉降回海床。需時約為 3.5 分鐘內。 

4.2.3 最近安裝的 APG 光纜走線與 HK-G 光纜走線相似，而且兩條走線與水質敏感受體的

距離亦相似。從 APG 光纜鋪設的監測結果顯示，光纜走線附近的水質敏感受體位

置的水質沒有惡化。因此，安裝 APG 光纜所造成的水質影響屬微不足道。 

4.2.4 總共識別了 21 個水質敏感受體，包括已刊憲泳灘，魚類養殖區，具特殊科學價值

地點，海岸保護區，魚類產卵場和具生態關注性的珊瑚群落。 

4.2.5 該項目的光纜（以及大多數過往的光纜）走線會經過魚類產卵場，可能會產生短暫

的影響。其他水質敏感受體均未位於光纜溝最遠 180 米範圍的任何捲流內，其中有

5 個水質敏感受體位於光纜走線 500 米範圍內（環境影響評估作水質影響研究的常

用距離），因此可能受海上工程影響。其餘 16 個水質敏感受體距離光纜走線超過

500 米，因此不會受到影響。作為預防措施，包括了一個代表距離光纜溝槽多於

500 米的東龍洲魚類養殖區的監測站。 

4.2.6 鑑於與 APG 和 HK-G 光纜走線與水質敏感受體的距離類似，以及 HK-G 光纜的水質

敏感受體均未位於光纜溝最遠 180 米範圍的任何捲流內。最近的水質敏感受體，即

佛頭洲珊瑚群落距離約 227 米遠，因此預計 HK-G 光纜鋪設不會對水質造成不良影

響。 

4.2.7 儘管如此，在海上鋪設光纜期間，建議採取預防措施/良好的施工方法，例如，當

光纜鋪設在接近歌連臣角以南、銀灣以北及佛頭洲以西時，鋪設躉船的速度將進一

步降低至每小時 0.5 千米，並會採用移動式隔泥幕。此外，建議在總共 6 個水質敏

感受體中進行水質監測，以顯示光纜鋪設不會對水質造成不良影響，如同其他光纜

鋪設項目所得的結論。擬議環境監測和審核的詳情已載於附件 E. 

4.2.8 於光纜維修工作時將會採用由潛水員操作的沖噴式工具。與用於光纜安裝的光纜掩

埋器（約 5 米深）相比，它的射水強度和海床流化能力（約 2 米深）較小。考慮到

由潛水員進行的維修僅用於短的光纜部分，並會在數小時內完成，及使用功率較小

的沖噴工具，被揚起的沉積物會非常小。因此，預計海床可在工程完成後不久自然

恢復到工作前的狀況和條件。預計由潛水員進行維修的光纜部分不會對水質造成顯

著影響。 

4.2.9 總括而言，採用建議的預防措施/良好的施工方法，預計光纜鋪設工程和光纜維修

工作不會對水質造成不良影響。 

4.3 海洋生態評估 

4.3.1 海洋生態評估載於附件 B。以下是評估的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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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2 已經針對 HK-G 海底光纜的登陸點將軍澳工業邨附近及經過的香港水域的現有海洋

生態資源進行了審核。並確定了光纜的鋪設範圍一般屬低生態價值。 

4.3.3 儘管在鋪設光纜時會使軟底底棲生物群受到干擾，但其生境將在短時間內被類似的

群落恢復，因此影響屬可接受。 

4.3.4 於佛頭洲及哥連臣角的光纜登陸點附近的岩石海岸支持潮間帶生物的豐富度和多樣

性。大多數這些物種在香港的類似海岸上均是本地常見且分佈廣泛，因此被認為具

有較低的生態價值。光纜鋪設對群落的影響並不顯著。 

4.3.5 佛頭洲、銀灣（歌連臣角）及大浪排的珊瑚群落位於光纜走線 500 米範圍內，可能

會因水質微小變化而受到間接干擾。由於工程規模小、干擾持續時間短及沉積物捲

流的擴散有限，因此任何潛在的影響都是並不顯著。 

4.3.6 香港東部水域並不是中華白海豚的重要生境，因此預計不會對這些海洋哺乳類動物

物種造成干擾。江豚在雨季（6 月至 11 月）期間，會於東南部水域出現。作為預

防措施，已建議實施海洋哺乳類動物隔離區（見第 5.4 節）。 

4.3.7 通過選擇登陸點、仔細考慮光纜走線及施工方法，很大程度上避免了對海洋生態資

源的影響。由於工程規模小、影響持續時間短及沉積物捲流的擴散有限，因此，預

計對海洋生態造成的不良影響並不顯著，並且在光纜鋪設和維修期間會將造成的影

響盡量減至最小。 

4.3.8 建議的預防措施/良好的施工方法可盡量減少對水質影響，同時亦可將對海洋生態

資源的影響降至最低。在海上工程期間將進行水質監測，以顯示光纜鋪設不會對水

質造成不良影響。 

4.4 漁業評估 

4.4.1 漁業評估載於附件 C。以下是評估的摘要。 

4.4.2 透過對 HK-G 光纜走線沿線的現有漁業資源和捕魚作業的現有資料檢視，得出大部

份地方的漁業產量均屬低至中等。該區域內重要的商業漁業資源包括蝦、蟹、牛鰍、

撻沙、黃花魚、紅衫、䱽魚、蔬蘿、牙帶、鯖魚、魚苗、鯛魚、魷魚、石斑、石九

公、九棍、泥鯭、鰦魚、黃姑及青鱗[參考文獻＃1]。該區域沒有受該項目影響的育苗場、

魚類養殖區及人工魚礁。然而，在 HK-G 光纜經過的東南水域有一個被界定為商業

漁業資源的產卵場。該個商業重要漁業資源產卵場的組成[參考文獻＃2]是： 

香港東南部水域﹕撻沙、黃花 

東部水域﹕天竺鯛、三線磯鱸、石九公、帶魚、黃帶緋鯉、黑斑緋鯉 

4.4.3 受影響地區的漁業產量以成魚漁獲重量計算由每公頃多於 0 至 50 公斤至每公頃多

於 200 至 300 公斤不等，其中超過一半的網格顯示漁業產量每公頃不超過 50 公斤。

在鶴咀半島以東的成魚漁獲產量最高（每公頃多於 200 至 300 公斤），在果洲群島

                                                      

1. Hong Kong Offshore Wind Farm in Southeastern Waters Environmental Impact Assessment (2009), Figure 8.7, Table 8.8 and Figure 8.19. 

2 .Fisheries Resources and Operations in Hong Kong Waters Final Report, ERM-Hong Kong, Ltd (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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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東的產量下降（每公頃多於 0 至 50 公斤）。沿著光纜走線的捕魚活動具屬低至

中等的商業價值。 

4.4.4 就捕魚活動而言，漁船也會使用光纜走線的區域﹕約有 43％的走線會被 1 至 50 艘

漁船使用﹔7％的走線會被 51 至 100 艘漁船使用﹔43％的走線會被 201 至 400 艘

漁船使用及 7％的走線會被 401 至 600 艘漁船使用。對於較小的漁船（舢舨），大

約 14％的走線不會被使用﹔36％的走線會被 1 至 50 條舢舨使用﹔29％的走線會被

101 至 200 條舢舨使用﹔21％的走線會被 201 至 400 條舢舨使用。對於較大的漁船

（除舢舨外），50％的走線會被 1 至 50 艘船使用﹔14％的走線會被 51 至 100 艘

船使用﹔36％的走線會被 101 至 200 艘船使用。 

4.4.5 HK-G 光纜走線附近沒有育苗場。東南和東部水域被界定為商業漁業資源的產卵場，

然而，HK-G 光纜將經過的地區魚苗產量非常低。 

4.4.6 HK-G 光纜附近的捕魚作業和漁業資源屬低至中等的商業價值。此外，光纜鋪設躉

船在穿越香港水域時暫時佔用的面積細小。並且在任何一個光纜鋪設地點所需的時

間短，因此沿著光纜走線對漁船航行和捕魚活動的潛在影響並不顯著。 

4.4.7 根據許多光纜項目通常採用的假設（見附件 A 的附錄 A），包括光纜鋪設躉船的前

進速度限制為每小時最快 1 千米，附件中的計算顯示使用光纜掩埋器期間被揚起的

沉積物只需約 3.5 分鐘便在距離溝槽最遠 180 米內沉降回海床。因此，光纜鋪設工

程產生的任何捲流的最大範圍將是 180 米。 

4.4.8 最近安裝的 APG 光纜與 HK-G 光纜走線相似，兩條光纜與水質敏感受體的距離亦相

似。安裝 APG 光纜的監測結果顯示，光纜走線附近的水質敏感受體位置水質沒有

惡化，鋪設 APG 光纜所造成的水質影響屬微不足道。因此，造成的間接影響並不

顯著。 

4.4.9 鑑於上述情況，預計光纜鋪設工程不會產生不良影響。總括而言，預計該項目不會

對漁業資源或捕魚作業產生不可接受的影響。 

4.5 文化遺產評估 

4.5.1 文化遺產評估載於附件 D，當中包括由合資格的海洋考古學家進行的海洋考古調查。

以下是評估的摘要。 

4.5.2 此計劃的海上工程將不會對陸上文化遺產構成影響，在將軍澳工業邨的登陸點，唯

一的工程是把光纜穿過現有的防波堤管道，並不需要新建設施，因此對法定古蹟或

佛頭洲的三個具有考古研究價值的地點均沒有威脅。因此，不需要採取任何緩解措

施。 

4.5.3 與 HK-G 光纜走線類似的其他光纜工程所進行的地球物理測量以及 2017 年為 HK-G

光纜進行的地球物理測量，均由合格的海洋考古學家進行闡釋。地球物理測量顯示，

沿著 HK-G 光纜走線的海床受到拖網和傾倒物料的嚴重影響。而且還指出藍塘海峽

和研究區內沉積物的性質為軟質粉土或砂質黏土。 

4.5.4 由合格的海洋考古學家進行的 HK-G 光纜的海洋考古調查確定了以走線為中心的 50

米走廊內的有 6 個聲納接觸點，但全部都被歸類為碎片。在 50 米走廊內發現了 9

個磁力接觸點，但全部都視為未知物體。在地球物理測量中發現的其他磁力接觸點

和地層異常已被確定為與 ASE 和 APG 光纜、渠務署的污水管道以及傾倒材料/碎片

javascript:voi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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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檢閱了英國海道測量部對香港水域已知的沉船和其他水下障礙物的數據庫，

發現在光纜走線 100 米範圍內有兩個殘骸。 

4.5.5 海洋考古調查確定以上提及的位置均不具海洋考古價值，因此預計不會對海洋考古

產生影響。因此，不需要採取任何緩解措施。 

4.6 其他 

4.6.1 海底光纜的安裝預期不會出現以下的影響，所以並不包括在本工程項目簡介內： 

 氣體排放：鋪設機械的氣體排放並不顯著。因此不會對本地空氣質素造成

不良的影響。 

 塵埃：本項目為海底光纜鋪設，在登陸點並沒有建造工程，因此不會產生

塵埃。 

 氣味：項目預計不會導致氣味影響。海床的沉積物並不會帶到陸上。 

 操作時的噪音：在光纜安裝工程的附近並沒有噪音敏感受體會被操作時的

噪音影響。 

 晚間運作：並沒有預期工作會在夜間進行。但是，若果需要晚間工作，將

會申請一個「建築噪音許可證」。 

 產生交通：預期在將軍澳工業邨的岸端安裝工程只會產生較小或短暫的海

上交通，但不會產生明顯的噪音或氣體排放。 

 液體廢水、排放物或受污染的徑流：該項目是海底光纜鋪設。因此，沒有

污水、排放物或受污染的徑流進入海洋環境。 

 產生廢物或副產品：預計光纜鋪設不會產生廢物。「路線清理」和「鋪設

前掃海」工作期間回收所得的任何舊光纜或碎片將保留在「路線清理」和

「鋪設前掃海」的船上，以便在岸上妥善處理。 

 生產儲存、使用、處理、運輸或處置危險品、有害物質或廢物：預計本項

目在施工階段不會使用或產生危險品和有害物質。工程期間不會產生任何

廢物，「路線清理」和「鋪設前掃海」工作期間回收所得的任何舊光纜或

碎片，這些廢棄物應在岸上妥善處理。 

 導致污染或危害的意外：海底光纜鋪設的工序在香港已被確定的。發生意

外的機會非常低。鑑於本項目不會使用或產生任何危險品或有害物質，因

此導致污染或危害的任何事故風險屬微不足道。 

 廢舊物料，包括可能受污染物料的處置：工程項目不會產生棄土或挖掘物

料，因此無需處置。光纜走線附近沒有受污染的泥坑，因此並不預期會遇

到任何受污染的物質。  

 視覺景觀：光纜將會被隱藏在海床下，所以將不會造成視覺阻礙或對公眾

造成不便。 

 陸上生態影響：在海床下安裝光纜不會對陸地生態構成影響。在將軍澳工

業邨的登陸點由堆石防波堤和混凝土結構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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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環境保護措施及任何其他影響 

5.1 將環境影響減至最少的措施 

5.1.1 本環境評估顯示在本項目的光纜鋪設過程中，可能會在海床引致局部但短暫的懸浮

固體濃度提升。 

5.1.2 基於多個光纜項目通常採用的假設（見附件 A 的附錄 A），包括把光纜鋪設躉船的

前進速度限制為每小時最快 1 千米，附件中的計算得出因使用光纜掩埋器而被揚起

的沉積物會在約 3.5 分鐘內在溝槽最大 180 米的範圍內沉降回海床。因光纜鋪設工

程所造成任何捲流，其最大範圍將是 180 米。 

5.1.3 類似項目（詳見第 6 節）的過往評估和監測結果也得出類似的結果。例如最近安裝

的 APG 光纜與 HK-G 光纜走線相似，並且兩個項目與水質敏感受體距離亦相似。安

裝 APG 光纜的監測結果顯示，光纜走線附近的水質敏感受體位置的水質沒有惡化，

故此安裝 APG 光纜造成的水質影響屬微不足道。因此，間接影響亦不顯著。 

5.1.4 在銀灣（歌連臣角）、佛頭洲及大浪排有三個水質敏感受體，均為珊瑚群落。三個

水質敏感受體均位於捲流最大沉降距離 180 米外，但都在距離光纜溝槽 500 米範圍

內。因此，可能會間接受到光纜鋪設工程所影響。 

5.1.5 對過往接近 HK-G 光纜的光纜鋪設項目（如 APG）的水質監測進行檢閱，其有關數

據顯示，光纜走線附近的水質和附近水質敏感受體位置的水質沒有惡化，光纜鋪設

工程造成的影響屬微不足道。根據 APG 項目的工程後珊瑚調查報告（2016 年 7

月），在比較基線和工程後珊瑚調查結果時，並未發現明任何可檢測的珊瑚狀況變

化。因此，預計 HK-G 光纜鋪設不會對水質敏感受體產生不良的水質影響，及根據

過往經驗，並不需要採取進一步的緩解措施。 

5.1.6 儘管如此，作為一項預防措施，建議在六個水質敏感受體進行水質監測，以顯示光

纜鋪設工程不會對水質造成不良影響，如同其他光纜鋪設項目所得的結論。建議的

環境監察及審核的詳情載於附件 E 中。 

5.1.7 應盡可能實施以下預防措施/良好的施工方法： 

 物料會使用帆布或同類物料覆蓋。以盡量減少雨季時的徑流。 

 在光纜著陸期間應加倍小心，以避免材料溢出到鄰近的海水中，並確保任

何腐壞材料不會排放到鄰近的水域。 

 所有建築廢料和排出物，都會按照廢物處置條例和《專業人士環保事務諮

詢委員會守則－建築工地的排水渠》（《專業守則 PN1/94》）處理。 

 採用最佳管理方法來避免和盡量減少來自工地、海上機器和船隻的受污染

徑流。 

5.1.8 使用光纜掩埋器在海上鋪設光纜時，預計不會產生任何不良影響，但仍會採取以下

預防措施： 

 運送海床路綫清理中掘出物料的起重躉船必須鋪設艙底密封裝置，以防止

在裝卸和運送期間漏出物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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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重躉船裝載物料的數量不應過多，以確保在裝卸和運送時，物料都不會

溢出；還應保留一定的乾舷，以確保甲板不會被海浪沖刷。 

 光纜安裝躉船的速度將限制在最多每小時 1 千米內。當光纜安裝在歌連臣

角以南及銀灣以北，和佛頭洲以西時，船隻將進一步減至每小時 0.5 千米。 

5.1.9 除上述情況外，作為預防措施，當光纜在歌連臣角以南及銀灣以北，和佛頭洲以西

鋪設時，將會使用移動式隔泥幕，估計淤泥清除效率為 85％。擬議的移動式隔泥

幕的佈置如附錄 A 中的圖 A-6 和圖 A-7 所示。在移動式隔泥幕「裏面」和「外面」

也會進行水質監測，詳見附件 E. 

5.1.10 HK-G 光纜的正常運作不會對環境造成影響。但是，如果光纜被掉落的物體或拋錨

活動損壞，則須進行光纜維修工作。包括修理工程前的路線清理、以潛水員用沖噴

工具露出損壞的光纜部分、重新連接損壞的光纜、並通過潛水員以沖噴式工具重新

掩埋已修復的光纜部分。在維修工程完成後不久，海床可以自然恢復到工程前的狀

況和條件。光纜維修工程不需要挖掘，因此預計不會產生不良的環境影響。 

5.2 潛在環境影響的嚴重程度、分佈及持續時間 

5.2.1 光纜的安裝預計只持續一段很短的時間，約為五個月，預計不會產生任何剩餘的環

境影響。 

5.2.2 潛在的環境影響已在此工程項目簡介中作評估。沒有發現任何不良的環境影響。項

目的運作不會對環境造成影響。 

5.2.3 沒有二次或繼發性的環境影響被鑒定出。預計不會有任何累積影響，因為唯一的同

期工程（將軍澳 - 藍田隧道及相關工程）將是完全受到控制的填海工程、而且距離

岸端光纜鋪設工程 2,250 米及兩個工程的重疊的時間只有數天。 

5.2.4 在效益方面，HK-G 光纜會幫助滿足日益增長的高速互聯網連接服務需求以及大大

提高香港內的頻寬容量。本項目將提供電訊基礎建設，以用作支持一些對香港經濟

有深遠影響的產業（如金融、貿易、物流、媒體和其他數據密集型行業）。沒有這

個項目，這些好處可能無法實現。如果沒有本項目簡介中提出的海底光纜走線，

HK-G 光纜將需要遵循更長時間的地面走線，並且會在更長的時間內產生嚴重的交

通干擾、破壞陸上活動並會產生更大的陸上環境影響。 

5.3 其他影響 

5.3.1 將軍澳工業邨已被多條光纜系統用作登陸點，而這些系統的安裝和運作階段都沒有

任何對環境不利影響的紀錄。其他類似項目的詳情可參閱第 6.1 節。 

5.3.2 為 HK-G 光纜獲取環境許可證只是其中一項要求。該項目已獲得通信事務管理局

（OFCA）的原則上不反對。另外，還必須獲得其他政府部門包括海事處和地政總

署的批准，現正與這些部門聯繫中。 

5.4 環境監察及審核 

5.4.1 根據附件 A 中的水質評估和附件 B 中的生態評估的結論，建議了總共六個監測點，

包括可能受光纜鋪設工程影響的重要珊瑚群和水質敏感受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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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2 在光纜鋪設前（基線監測）、光纜鋪設期間（影響監測）以及，如有需要，光纜鋪

設後（項目後監測），將在這些地點進行水質監測，以驗證水質評估中的預測並確

保 HK-G 光纜的鋪設工程是非常謹慎地進行，並且如果發現水質敏感受體的影響是

由光纜鋪設工程引起的，會立即採取適當的措施。 

5.4.3 進行光纜鋪設時江豚可能在東南水域出現，因此，會在白天工作時間內在距離光纜

安裝躉船 250 米範圍內設立海洋哺乳類動物隔離區，以避免對江豚造成潛在的直接

影響。 

5.4.4 環境監察及審核的要求詳情載於附件 E 中。 

5.4.5 許可證持有人須聘請環境小組實施附件 E 所指明的環境監察及審核計劃。環境小組

須由一個在環境監察及審核或環境管理方面具有至少 7 年經驗的環境小組組長領導，

小組中須具備適當的合資格員工。環境小組不得以任何方式作為項目提議者，或任

何其承建商或獨立環境查核人/獨立顧問的相關機構。 

5.4.6 除環境小組外，許可證持有人亦須聘請獨立環境查核人/獨立顧問就有關工程項目

的環境問題提供意見。獨立環境查核人/獨立顧問應具有至少 7 年的環境監察及審

核或環境管理經驗，並在獨立環境查核人/獨立顧問團隊中應包含適當的合資格員

工。獨立環境查核人/獨立顧問不得以任何方式作為許可證持有人，工程承建商或

環境小組的相關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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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使用先前通過的環評報告 

6.1.1 直至現時為止，所有屬指定工程項目的光纜鋪設工程於遞交詳細的工程項目簡介後

均已經透過直接申請獲得環境許可證。因此，項目倡議人亦計劃就本項目根據環境

影響評估條例第 5(1)(b)條申請准許直接申請環境許可證。 

6.1.2 以前的光纜鋪設項目都透過詳細的項目簡介直接申請環境許可證，並沒有提交環境

影響評估報告。但是，在編制本項目簡介時參考了以下（最近期的）項目簡介： 

 Ultra Express Link (UEL) –將軍澳（香港電訊）﹕此工程項目簡介在 2017

年 6 月 29 日提交（PP-553/2017）。光纜在香港水域的長度約為 2.7 千米。

該簡介總結出項目並不會對環境造成長期或累積的不良效應/影響。環境

許可證（EP-543/2017）在 2017 年 9 月 14 日授予。 

 亞非歐 1 號海纜系统 (AAE-1) –鶴咀（電訊盈科企業有限公司）﹕此工程

項目簡介在 2016 年 2 月 1 日提交（PP-533/2016）。光纜在香港水域的

長度約為 27.65 千米。該簡介總結出項目並不會對環境造成長期或累積

的不良效應/影響。環境許可證（EP-508/2016）在 2016 年 4 月 20 日授

予。 

 Tseung Kwan O Express – 光 纜 系 統（Superloop (Hong Kong) Limited）：

此工程項目簡介在 2016 年 12 月 16 日提交（PP-532/2013）。光纜在香

港水域的長度約為 2.7 千米。該簡介總結出項目並不會對環境造成長期

或累積的不良效應/影響。環境許可證（EP-509/2016）在 2016 年 1 月 15

日授予。 

 Asia Pacific Gateway （APG）–  將軍澳（中國移動國際有限公司）：此工

程項目簡介在 2013 年 10 月 9 日提交（PP-496/2013）。光纜在香港水域

的長度約為 35 千米。該簡介總結出項目並不會對環境造成長期或累積的

不良效應/影響。環境許可證（EP-485/2014）在 2014 年 2 月 18 日授予。 

 亞洲快綫(ASE)海底光纜系統 – 將軍澳（NTT Com Asia Ltd）：此工程項目

簡介在 2011 年 10 月 7 日提交（PP-452/2011）。光纜在香港水域的長度

約為 33.5 千米。該簡介總結出項目並不會對環境造成長期或累積的不良

效應/影響。環境許可證（EP-433/2011）在 2011 年 12 月 20 日授予。 

 東亞（EAC）海底光纜系統（Asia Global Crossing Ltd）：此項目提交了兩

個工程項目簡介，一個在 2000 年 6 月 30 日提交（PP-094/2000），另一

個在 2000 年 8 月 11 日提交（PP-101/2000）。兩條在香港水域的光纜，

每條約長 25 千米。該簡介總結出項目並不會對環境造成長期或累積的不

良效應/影響。環境許可證（EP-79/2000）在 2000 年 9 月 6 日授予，及

（EP-081/2000）。在 2000 年 10 月 4 日授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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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A 

水質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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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水質評估 

A.1 簡介 

A.1.1 本附件闡述安裝 HK-G 海底光纜期間可能造成的潛在水質影響評估，可與附件 B 海

洋生態評估一併查閱。 

A.2 相關的法例和評估準則 

A.2.1 下列法例及相關指引或一般指引，均適用於評估擬水質影響: 

 《環境影響評估條例》第 499 章第 16 條及《環境影響評估程序的技術備

忘錄》（以下簡稱《環評技術備忘錄》）附件 6 和 14 

 《水污染管制條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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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簡稱《流出物排放技術備忘錄》） 

 《環保事務諮詢委員會－建築工地排水設施專業人員工作守則》（以下簡

稱《專業守則 PN1/94》） 

《水污染管制條例》 

A.2.2 《水污染管制條例》是香港控制水污染和水質的主要法例。按照該條例，香港海域

被分成 10 個水質管制區和 4 個附水質管制區。每個水質管制區都有一套特定的法

定水質指標。  

A.2.3 擬建的 HK-G 海底光纜會經過將軍澳、東部緩衝區、南區和大鵬灣水質管制區，如

圖 A-1 所示。表 A-1 羅列了這些水質管制區的水質指標。這些指標都是評估擬建的

海底光纜系統在施工階段的排放物是否符合相關規定的準則。 

表 A-1 將軍澳、東部緩衝區、南區和大鵬灣水質管制區的水質指標摘要 

參數 將軍澳、東部緩衝區、南區和大鵬灣水質管制區 

溫度 排出的廢物不可令周邊溫度改變超過 2°C 

鹽度 排出的廢物不可令天然的周邊鹽度改變超過 10% 

酸鹼度 需保持在 6.5-8.5 範圍內，排出的廢物不可令周邊改變超過 0.2 

懸浮固體 排出的廢物不可令天然周邊水平升高超過 30%，也不可以導致懸

浮固體的累積，從而對水生生物群落產生不良影響 

溶解氧  海底: 90%的樣本都不低於每公升 2 毫克 

 深度平均:90%的樣本都不低於每公升 4 毫克 

營養物 

（以總無機氮量度） 

 將軍澳及大鵬灣水質管制區: 不可超過每公升 0.3 毫克（深度

平均值的年平均值） 

 東部緩衝區水質管制區: 不可超過每公升 0.4 毫克。（深度平

均值的年平均值） 

 南區水質管制區: 不可超過每公升 0.1 毫克（深度平均值的年

平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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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數 將軍澳、東部緩衝區、南區和大鵬灣水質管制區 

非離子氨氮 不可超過每公升 0.021 毫克（年平均值） 

葉綠素-a 將軍澳、東部緩衝區、南區和大鵬灣水質管制區尚未確立準則 

有毒物質 有毒物質的含量不可引起顯著的毒效 

大腸桿菌  全年幾何平均數不超過每 100 毫升 610 個（將軍澳、東部緩衝

區、南區和大鵬灣水質管制區內的次級接觸康樂活動分區和魚類

養殖分區） 

《環評技術備忘錄》 

A.2.4 《環評技術備忘錄》的附件 6 和 14 都是評估水質影響的一般指引和準則。《環評

技術備忘錄》指出，當應用上述水質準則時，在排放點上可能沒法達到水質指標，

因為有些範圍會受到較大影響（環境保護署（以下簡稱環保署）稱之為混合區），

該等範圍是污染物在剛進入時開始被稀釋的地方。這個範圍會按每個案例分別界定。

大致上，初步稀釋區的可接受準則是：它不能損害一個水體的整體性，亦不可破壞

其生態系統。 

《流出物排放技術備忘錄》  

A.2.5 擬建海底光纜系統在施工和運行階段的所有排放物，都必須符合根據《水污染管制

條例》第 21 條而頒佈的《流出物排放技術備忘錄》。該備忘錄為各種接收水體界

定了可接受的排放限度。根據《流出物排放技術備忘錄》，排入排水管和污水收集

系統、內陸水體和水質管制區的近岸水域的排出物，都必須符合特定排放量的污染

物濃度標準。這些標準都是由環保署界定，並在新發出的水質管制區排放執照上註

明。 

海水進水口 

A.2.6 從海水進水口抽取水的水質應符合水務署的相關水質指標（表 A-2）。   

表 A-2 水務署關於海水進水口抽取水的水質準則 

參數 目標 

色度（H.U.） <20 

混濁度（N.T.U.） <10 

氣味閾值（T.O.N.） <100 

氨態氮（每公升毫克數） <1 

懸浮固體（每公升毫克數） <10 

溶解氧（每公升毫克數） >2 

生化需氧量（每公升毫克數） <10 

合成清潔劑（每公升毫克數） <5 

大腸桿菌（每 100 毫升） <20,000 

《專業守則 PN1/94》 

A.2.7 除了上述法定要求外，環保署於 1994 年頒佈的《專業人士環保事務諮詢委員會守

則－建築工地的排水渠》（《專業守則 PN1/94》），也為建築工程造成的水污染

提供有用的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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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3 環境描述 

流體力學 

A.3.1 擬議的 HK-G 海底光纜在將軍澳工業邨的登岸部分位於將軍澳水質管制區之內；在

南邊，海底光纜經過東部緩衝區水質管制區後沿著南部水質管制區邊緣一直伸延。

海底光纜的其他部分都位於大鵬灣水質管制區內並向香港東部邊界伸延。當海底光

纜離開香港水域後，主要受到來自南中國海的洋流影響。 

例行水質監察數據 

A.3.2 在光纜走線附近，共有 7 個環保署的例行水質監測站，即：JM3、JM4、EM1、EM2、

EM3、MM8 和 MM13，各個監察站的位置見圖 A-2。這些監察站在 2012 至 2016 年

的水質監察數據總結在表 A-3。 

A.3.3 過去 2012 至 2016 年數據顯示，深度平均溶解氧和海底溶解氧的年平均值都能符合

水質指標。總無機氮和非離子氨氮在所有監測站都能完全符合水質指標。在所有監

測站，懸浮固體濃度的範圍為每公升 1.8 到 5.7 毫克。在 2012 至 2016 年中，大腸

桿菌水平在每個監測站都能符合水質指標。 

例行沉積物質素監察數據 

A.3.4 在光纜走線附近，共有 6 個環保署的例行沉積物質素監測站，即：JS2、ES4、ES1、

ES2、MS8 和 ES13，各個監察站的位置見圖 A-3。這些監察站在 2012 至 2016 年的

沉積物質素監察數據總結在表 A-4。 

A.3.5 《工務技術通告（工務）編號 34/2002：挖出／掘出沉積物的管理》所闡述的沉積

物質量、管理和分類，包含了為多種目標污染物而制定的兩項準則。較低的準則稱

為「化學超標下限」，而較高的準則稱為「化學超標上限」。下表所列數據（平均

值）顯示，沉積物質量監察站在該五年所收集到的數據都沒有超出化學超標下限或

化學超標上限。按現有的沉積物分類準則，在光纜附近的沉積物被視為未受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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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3 2012 至 2016 年光纜沿線附近的環保署例行水質監察數據（JM3、JM4、EM1、EM2、EM3, MM8 及 MM13） 

水質參數 

將軍澳 將軍澳 柴灣 

JM3 JM4 EM1 

平均值 最低 最高 平均值 最低 最高 平均值 最低 最高 

溫度 (oC) 23.04 22.8 23.2 22.8 22.7 23.0 20.7 12.0 23.0 

鹽度 32 31.5 32.7 32.2 31.7 32.9 32.1 31.6 32.8 

溶解氧 – 深度平均（每公升毫克數） 6.48 6 6.9 6.3 5.9 6.9 6.3 5.9 6.7 

溶解氧 – 海底（每公升毫克數） 6.24 5.8 6.8 6.1 5.8 6.8 6.1 5.9 6.7 

溶解氧 – 深度平均（飽和百分率） 89.8 84 96 87 82 94 88 83 93 

溶解氧 – 海底（飽和百分率） 86.8 81 93 85 80 93 85 81 93 

酸鹼度 7.9 7.8 8 7.9 7.8 8.0 7.9 7.8 8.0 

懸浮固體（每公升毫克數） 3.14 1.8 4.9 3.5 2.4 4.7 3.9 2.7 6.7 

5 日生化需氧量（每公升毫克數） 0.96 0.5 1.3 0.8 0.4 1.0 0.7 0.5 0.8 

非離子氨氮（每公升毫克數） 0.0018 0.001 0.002 0.002 0.002 0.002 0.002 0.001 0.003 

總無機氮（每公升毫克數） 0.172 0.15 0.24 0.16 0.13 0.22 0.17 0.13 0.23 

總氮 (毫克/升) 0.388 0.3 0.55 0.39 0.29 0.56 0.38 0.29 0.55 

葉綠素-a（每公升毫克數） 3.94 2.2 5.1 3.2 1.8 4.4 3.1 1.6 4.4 

大腸桿菌（每 100 毫升菌落數） 59.8 22 92 71 55 100 61 24 93 

資料來源: 環保署發布的 2012 - 2016 年香港海水水質報告附錄 B。 

註: 

1. 除了另有註明外，表中數據均為 5 年算術平均值。 

2. 總無機氮和非離子氨氮的深度平均數是 5 年平均值和年度範圍。 

3. 大腸桿菌的數據是 5 年幾何平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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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3 2012 至 2016 年光纜沿線附近的環保署例行水質監察數據（JM3、JM4、EM1、EM2、EM3, MM8 及 MM13）（續） 

水質參數 

藍塘海峽 藍塘海峽 橫瀾島 大鵬灣以北 

EM2 EM3 MM8 MM13 

平均值 最低 最高 平均值 最低 最高 平均值 最低 最高 平均值 最低 最高 

溫度 (oC) 22.8 22.7 23.0 22.8 22.7 22.9 22.7 22.4 23.0 22.9 22.3 23.5 

鹽度 32.2 31.8 32.9 32.4 31.9 33.0 32.4 31.7 33.0 32.1 31.8 32.5 

溶解氧 – 深度平均（每公升毫克數） 6.4 6.1 7.0 6.5 6.2 7.0 6.4 6.2 6.8 6.5 6.0 7.1 

溶解氧 – 海底（每公升毫克數） 6.1 5.9 6.8 6.2 5.9 6.6 5.8 5.6 6.2 5.8 5.2 6.1 

溶解氧 – 深度平均（飽和百分率） 89 85 97 91 86 97 89 86 95 91 84 99 

溶解氧 – 海底（飽和百分率） 85 81 93 85 80 91 80 76 85 79 72 83 

酸鹼度 7.9 7.8 8.0 8.0 7.9 8.0 8.0 7.8 8.1 8.0 7.8 8.1 

懸浮固體（每公升毫克數） 4.2 2.6 6.8 3.9 2.3 5.6 4.3 2.7 7.1 4.4 2.7 6.6 

5 日生化需氧量（每公升毫克數） 0.8 0.5 1.1 0.8 0.4 1.0 0.5 0.3 0.6 0.8 0.6 1.2 

非離子氨氮（每公升毫克數） 0.002 0.001 0.002 0.001 0.001 0.002 0.001 0.001 0.001 0.002 0.001 0.002 

總無機氮（每公升毫克數） 0.14 0.12 0.19 0.11 0.09 0.17 0.11 0.08 0.14 0.09 0.07 0.12 

總氮 (毫克/升) 0.35 0.27 0.56 0.32 0.23 0.55 0.31 0.24 0.54 0.32 0.20 0.58 

葉綠素-a（每公升毫克數） 2.8 1.8 3.8 2.6 1.6 3.3 2.0 1.2 3.2 2.8 1.9 3.3 

大腸桿菌（每 100 毫升菌落數） 20 10 29 4 2 7 1 1 1 1 1 2 

資料來源: 環保署發布的 2012 - 2016 年香港海水水質報告附錄 B。 

註: 

1. 除了另有註明外，表中數據均為 5 年算術平均值。 

2. 總無機氮和非離子氨氮的深度平均數是 5 年平均值和年度範圍。 

3. 大腸桿菌的數據是 5 年幾何平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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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4 2012 至 2016 年光纜沿線附近的環保署例行沉積物質量監察數據（JS2、ES4、ES1、ES2、MS8 及 MS13） 

沉積物質量參數 

化學超

標下限 

化學超

標上限 

將軍澳 藍塘海峽 藍塘海峽 

JS2 ES4 ES2 

平均值 最低 最高 平均值 最低 最高 平均值 最低 最高 

化學需氧量（毫克/千克） - - 13,590 8,900 17,000 13,030 9,300 24,000 9,770 7,300 13,000 

總克氏氮（毫克/千克） - - 570 480 660 490 390 560 480 400 650 

砷（毫克/千克） 12 42 7.6 0.8 8.6 6.2 4.2 8.6 6.1 4.5 9.5 

鎘（毫克/千克） 1.5 4 0.1 0.1 0.2 0.1 0.1 0.4 <0.1 <0.1 <0.1 

鉻（毫克/千克） 80 160 41 29 47 33 24 42 28 19 49 

銅（毫克/千克） 65 110 67 55 78 57 35 100 18 12 32 

鉛（毫克/千克） 75 110 47 31 55 39 25 66 28 18 42 

汞（毫克/千克） 0.5 1 0.22 0.18 0.3 0.21 0.09 0.5 0.08 <0.05 0.13 

鎳（毫克/千克） 40 40 20 15 23 17 13 23 18 12 31 

銀（毫克/千克） 1 2 1.2 0.9 1.6 1.4 0.6 4.2 0.2 <0.2 0.4 

鋅（毫克/千克） 200 270 140 97 160 120 73 260 75 48 110 

資料來源: 環保署發布的 2016 年香港海水水質報告附錄 E。 

註: 

1. 除了另有註明外，表中所列數據均屬算術平均值。 

2. 表中所列結果,是根據政府實驗室分析大量樣本而得出。該等樣本是從每個取樣地點每年收集兩次。 

3. LCEL 代表“化學超標下限＂；UCEL 代表“化學超標上限＂。 

4. 倘若濃度低於檢測下限，便會採用報告下限之一半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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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4 2012 至 2016 年光纜沿線附近的環保署例行沉積物質量監察數據（JS2、ES4、ES1、ES2、MS8 及 MS13）（續） 

沉積物質量參數 

化學超

標下限 

化學超

標上限 

柴灣 大鵬灣以南 大鵬灣以南 

ES1 MS8 MS13 

平均值 最低 最高 平均值 最低 最高 平均值 最低 最高 

化學需氧量（毫克/千克） - - 10,090 7,200 15,000 10,140 8,600 12,000 8,260 6,400 10,000 

總克氏氮（毫克/千克） - - 430 350 500 490 400 550 490 430 550 

砷（毫克/千克） 12 42 5.6 3.6 8.7 7.4 6.6 8.7 7.7 6.3 8.7 

鎘（毫克/千克） 1.5 4 <0.1 <0.1 <0.1 <0.1 <0.1 <0.1 <0.1 <0.1 <0.1 

鉻（毫克/千克） 80 160 23 14 36 31 28 33 30 24 34 

銅（毫克/千克） 65 110 26 15 38 14 10 18 12 10 17 

鉛（毫克/千克） 75 110 29 15 43 33 30 37 31 25 35 

汞（毫克/千克） 0.5 1 0.14 0.08 0.31 0.05 <0.05 0.06 0.05 <0.05 0.07 

鎳（毫克/千克） 40 40 14 9 21 22 20 24 22 19 24 

銀（毫克/千克） 1 2 0.4 0.2 0.6 <0.2 <0.2 <0.2 <0.2 <0.2 <0.2 

鋅（毫克/千克） 200 270 74 48 120 79 72 89 77 62 86 

資料來源: 環保署發布的 2016 年香港海水水質報告附錄 E。 

註: 

1. 除了另有註明外，表中所列數據均屬算術平均值。 

2. 表中所列結果,是根據政府實驗室分析大量樣本而得出。該等樣本是從每個取樣地點每年收集兩次。 

3. LCEL 代表“化學超標下限＂；UCEL 代表“化學超標上限＂。 

4. 倘若濃度低於檢測下限，便會採用報告下限之一半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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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質敏感受體 

A.3.6 在光纜走線附近，共有 21 個水質敏感受體，包括: 

 已刊憲的泳灘 

 漁業 

 具特殊科學價值地點 (SSSI) 

 海岸保護區 

 受生態關注的珊瑚群落 

 海水進水口 

A.3.7 水質敏感受體已展示於圖 A-4a 及圖 4b 中，並於表 A-5 羅列了光纜走線和具代表性

的水質敏感受體之間最近的距離。 

表 A-5 光纜走線與水質敏感受體之間的最近距離 

類別 代號 水質敏感受體 

與光纜走線的最

短距離（米） 

已刊憲的泳灘 B1 石澳泳灘 1,246 

B2 石澳後灘泳灘 986 

B3 大浪灣泳灘 829 

魚類養殖區 F1 東龍洲魚類養殖區 2,736 

F2 蒲台魚類養殖區 5,924 

魚類產卵場 F3 光纜走線經過的東南海域 0 

具特殊科學價

值地點 (SSSI) 

S1 石澳山仔 801 

S2 鶴咀海岸保護區 2,556 

S3 果洲群島 5,779 

海岸保護區  M1 鶴咀海岸保護區 2,191 

受生態關注的

珊瑚群落 

C1 銀灣（歌連臣角）珊瑚群落 264 

C2 將軍澳的珊瑚群落 3,200 

C3 東龍洲的珊瑚群落 2,000 

C4 佛頭洲的珊瑚群落 227 

C5 蒲台島沿岸的珊瑚群落 3,529 

C6 宋崗沿岸的珊瑚群落 1,400 

C7 果洲群島沿岸的珊瑚群落 5,518 

C8 橫瀾島沿岸的珊瑚群落 1,600 

C9 大浪排的珊瑚群落 319 

海水進水口 W1 水務署小西灣海水進水口 377 

W2 東區尤德夫人那打素醫院冷凍水進水口 1,0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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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4 潛在的影響源頭 

A.4.1 海底光纜系統在施工階段會涉及以下的工序，而有機會產生懸浮固體: 

 光纜走線清理 – 用抓鈎清除走線上的阻障物 

 在將軍澳工業邨岸端的光纜鋪設工程 – 將光纜穿過防波堤中的管道並固定

在纜井中 

 離岸光纜鋪設工程 – 使用光纜掩埋器把光纜掩埋，及在光纜橫過管道處進

行淺埋 

 光纜維修工作 – 將光纜帶到海床面以便進行因意外而損壞（例如：因錨而

損壞）的維修，  

A.4.2 下文闡述該海底光纜系統施工期間任何可能對水質造成的直接或間接不良影響。因

海底光纜運作期間並不會對水質造成有害影響，故此不需評估。 

光纜走線清理 

A.4.3 主要的光纜走線將用「沖噴式掩埋器」 或「雪橇式掩埋器」進行光纜鋪設。光纜

鋪設工程前，將進行「路線清理」和「鋪設前掃海」作業。抓鈎會被拖過光纜走線，

把阻障物清除。這個過程打算清理可能對光纜構成損害的已停用的光纜、任何碎片

或阻障物。 

A.4.4 所有的光纜項目都曾進行「路線清理」和「鋪設前掃海」作業，而這些項目過往提

交的工程項目簡介都沒有預測到因「鋪設前掃海」而導致不可接受的水質影響。因

此項目將會用完全相同的方法，預料亦不會造成不可接受的水質影響。  

將軍澳工業邨的岸端光纜鋪設工程 

A.4.5 在將軍澳工業邨著陸點，光纜露出海面，並穿過港口防波堤現有的管道。用絞盤把

光纜拉過防波堤並鞏固於纜井中。由於海床是岩石面，並且還有許多其他光纜均使

用該管道，因此潛水員將以最盡力為基礎，將光纜掩埋到適合現場條件的深度。然

後便安裝光纜保護設備，例如鉸接式管道。 

A.4.6 潛水員將使用沖噴技術在海底形成一條狹窄的溝槽，大約寬 0.5 米及深 5 米，並在

海底泥漿中進行近岸光纜鋪設（距離防波堤約 20 米）。光纜鋪設後，溝槽將在短

時間內自然重新填充，海床將恢復其原始輪廓。 

A.4.7 潛水員在岸端掩埋光纜預計不會造成嚴重的水質影響，因為只有小範圍會受到干擾。

在岸端光纜鋪設期間對水質的潛在影響將主要是地表水徑流，可以通過實施第 A.6

節中建議的預防措施/良好的施工方法來控制和減至最小。 

離岸光纜鋪設工程 

A.4.8 通往香港東部邊界的光纜（在岸端安裝的首 20 米之後）將用拖在光纜掩埋躉船後

面的「沖噴式掩埋器」或「雪橇式掩埋器」以沖噴技術把光纜掩埋於海床下 5 米深

處。 

A.4.9 在光纜鋪設躉船上，光纜將被放入掩埋器，將光纜鋪設在目標埋藏深度的海床中。

香港水域內的目標埋藏深度大約為海床下 5 米，除非穿越障礙物和過渡區，例如掩

埋器的開始位置、鉸接式管道的末端以及在斜坡上到達目標埋藏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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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4.10 光纜掩埋器使用直接圍繞光纜的局部高壓沖噴器將海床中的窄溝槽流化到所需的深

度，同時光纜被鋪設和掩埋在其中。由掩埋器進行流化的海床的最大寬度為 0.5 米，

海床的受干擾區域將限制在該寬度。 

A.4.11 光纜鋪設躉船上的潛水員將在光纜鋪設期間待命，以確保掩埋器運行正常和能準確

定位。拖行掩埋器的光纜鋪設躉船將沿著光纜以每小時 1 千米或更慢的速度航行。 

A.4.12 在光纜鋪設過程中，海床沉積物將受到干擾，並且有一小部分沉積物會在光纜掩埋

器附近的水體懸浮。沿著溝槽區域的沉積物通過自然地在光纜周圍沉積，將光纜掩

埋，並在海床中留下一條淺坑。最後被自然的沉積過程填平。工程不含海床挖掘或

場外物料處置。 

A.4.13 當 HK-G 光纜需要橫過現有光纜時，掩埋器將從橫越位置重新調整約 50 米，深度足

以使海底物料保持在光纜或管道上方。如有需要時將以 Uraduct 對光纜提供額外的

保護，並將在鋪設前與其他光纜持有者達成共識。一旦橫過光纜，將重新調整掩埋

工具以達到目標埋藏深度。 

A.4.14 當橫過埋在海床下方約 4 米深處的氣體管道時，需要較淺的掩埋深度。為避免與氣

體管道發生任何干擾，距離氣體管道約 50-75 米處，HK-G 光纜將由掩埋器或潛水

員在氣體管道頂部可行/獲同意的深度進行鋪設。由於光纜鋪設屬淺埋，可能容易

受到錨所損毀，因此需要為這 100-150 米的部分以 Uraduct 提供額外的光纜保護。

由於光纜鋪設將很快速地完成，因此淺埋設施不會對水質造成顯著影響。 

A.4.15 部分光纜將由潛水員鋪設，例如岸端位置和氣體管道的橫越位置。與用於大多數光

纜鋪設（深約 5 米）的光纜掩埋器相比，由潛水員操作的沖噴工具的噴水強度和海

床流化能力（深約 2 米）較小。考慮到潛水員的安裝僅適用於短段光纜，並會在數

小時內完成，而且使用功率較小的沖噴工具，因此認為沉積物的漂移會非常小。預

計海床可在工程完成後不久便自然恢復到工程前的水平和條件。因此，預計潛水員

安裝的光纜部分不會對水質造成顯著影響。 

A.4.16 然而，大多數光纜走線會使用「沖噴式掩埋器」或「雪橇式掩埋器」鋪設，並且已

經以定量方式評估了其影響。懸浮物中沉積物的漂移以標準方法計算，這與最近獲

批准並已發出環境許可證的類似光纜鋪設的工程項目簡介相同，這些項目已列在第
6 節中。 

光纜維修工作 

A.4.17 若果安裝在海床下的海底光纜被掉落的物體或拋錨活動所損壞，則需進行光纜維修

工作，工作包括在維修工作進行前，需先進的行路線清理、潛水員用沖噴工具暴露

損壞的光纜部分、重新連接損壞的光纜及並由潛水員使用沖噴工具重新埋藏已維修

的光纜。在修復工程完成後不久，海床可以自然恢復到工程前的水平和條件。光纜

維修工作並不涉及挖掘。 

A.5 影響評估 

計算 

A.5.1 在下面的計算中，HK-G 光纜採用的所有值都在其他最近獲批准的類似光纜鋪設的

工程項目簡介中採用的值範圍內，所有用於 HK-G 光纜的公式都與其他最近批准的

用於類似光纜鋪設的工程項目簡介使用的公式相同，計算沉降速度和沉降時間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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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與其他近期批准的類似光纜鋪設的工程項目簡介相同（包括 AAE-1 和 APG）。附
錄 A 中提供了在計算中採用的值以供參考。 

沉積物釋放速度計算 

A.5.2 適當地參考了 EAC，ASE，APG，TKOE 和 UEL 等光纜項目，採用了以下方法計算沉

積物的漂移。參數的上限已用作計算最壞情況的懸浮沉積物的釋放速率，沉降速度

和沉降時間以及漂移距離。 

釋放速率 = 受滋擾沉積物的橫截面面積 x 光纜鋪設機的速度 x 沉積

物的乾密度 x 懸浮率 

滋擾深度 = 5 米（光纜的掩埋深度） 

滋擾寬度 = 0.5 米（掩埋光纜時海床受滋擾的寬度） 

最大橫截面面積 = 2.5 平方米 

懸浮率 = 20% （大部份沉積物沒有受到滋擾） 

掩埋工具的最高速度 = 每秒 0.278 米（每小時 1 千米） 

原地乾密度 = 每立方米 600 千克（香港沉積物的典型乾密度） 

釋放速度 = 每秒 83.4 千克 

A.5.3 光纜鋪設期間的暫時干擾寬度為距光纜中軸線的兩側約 0.25 米，合共 0.5 米。參考

最近完成的光纜項目，光纜鋪設躉船（以及掩埋器）的最高速度將是每小時 1 千米

(已採用如上)。 

懸浮沉積物的初始濃度 

A.5.4 在鋪設光纜時，海床上的沉積物會被釋出至水體底部，因而形成局部懸浮沉積物濃

度偏高，以及較高的沉積速度。因為，若在一個很局部的範圍內出現高濃度的情況，

懸浮沉積物便會逐漸凝聚成較大沉積物顆粒（絮凝過程），因此會比個別沉積物顆

粒的沉積速度較高。 

A.5.5 預計無論水深多少，懸浮沉積物都會逗留在海床上 1 米的範圍內。由於底部摩擦力

等因素，海床的水流速度會比近海平面的水流速度低。本項目所採用的水流速度是

參考了與 HK-G 類似的光纜項目中的速度值。  

A.5.6 本項目的評估所採用了每秒 0.9 米為水流速度，這是光纜附近海床的水流速度的上

限估計和一個保守的估計。根據近期的數據，這亦是代表了最壞情況的值。 

A.5.7 預計沉積物最初會沿著光纜走線的中軸綫（也是沖噴器的軸方向）擴散至最遠 6 米

的地方。懸浮固體可能會在光纜鋪設工程四周形成，然而在評估潛在影響時用了一

個較保守的假設，即有一股橫向水流把沉積物帶向敏感受體處。 

A.5.8 根據以上假設，最壞情況是沉積物最初在水體較低的 1 米範圍以及在最初的擴散長

度內均勻地混合。 

初始濃度 = 釋放速度/（水流速度 x 沉積物高度 x 沉積物寬度） 

釋放速度 = 每秒 83.4 千克 

水流速度 = 每秒 0.9 米 

沉積物高度 = 1 米 

沉積物寬度 = 6 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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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始濃度 = 每立方米 15.44 千克 

沉積速度及沉積時間 

A.5.9 在一般情況下，懸浮固體的沉積速度可以透過檢查懸浮固體初始濃度和該沉積物的

凝聚性之間的關係來確定。這是香港常見的情況，即：當懸浮固體濃度增加，其沉

積速度也會增加，因為沉積物的顆粒發生絮凝，令質量增加，因而沉積較快。然而，

當初始濃度超過一定數值，例如每立方米 1 千克
[註1]
，這種關係便不能再維持。因為

是此項目的初始濃度預計會大於這個值，所以會採用每秒 10 毫米為保守的沉降速

度。 

A.5.10 當沉積物逐漸沉積至海床上，懸浮沉積物的濃度便會逐漸減少。為了反映逐漸降低

的濃度，上述沉積速度需要減半，變為每秒 5.0 毫米。這與 EAC，ASE，APG，TKOE

和 UEL 等項目所採用的方法相同。 

A.5.11 因此，沉積物沉積在海床上所需的時間將是沉積物的最大高度除以平均沉積速度。 

沉積時間 = 沉積物的最大高度 / 平均沉積速度 

= 1 米/每秒 5.0 毫米 

沉積時間 = 200 秒（約 3.3 分鐘） 

漂移距離 

A.5.12 將這個沉積時間與水流速度相結合，可以估算出光纜鋪設過程中沉積物的擴散程度。

在這種情況下，假設最壞情況下的水流為每秒 0.9 米。 

漂移距離 = 沉積時間 x 潮流速度 

= 200 秒 x 每秒 0.9 米 

漂移距離 = 180 米 

A.5.13 上述計算結果顯示，在鋪設光纜時被揚起的沉積物，將在距離溝槽約 180 米的範圍

內沉積到海底，並將在約 3.5 分鐘內完成沉積。 

對水質敏感受體的潛在影響 

A.5.14 表 A-6 顯示了 21 個 HK-G 光纜的水質敏感受體，並根據光纜鋪設活動的距離考究潛

在的影響。根據上面計算的沉積物捲流距離，並參考 APG 項目的監測結果，位於

距離光纜溝 180m 沉積距離內的水質敏感受體很可能會受到項目的影響﹔位於 180

米以上但在 500 米範圍內（環境影響評估作水質影響研究的常用距離）的水質敏感

受體有機會受到影響﹔但位於 500 米以上的水質敏感受體不太可能受到影響（見圖
A-4a）。 

A.5.15 對於光纜走線（以及大多數過往的光纜走線）經過的魚類產卵場，可能會造成短期

影響。沒有其他水質敏感受體位於光纜溝最遠 180 米範圍的任何捲流內，這代表沒

有任何水質敏感受體將直接受到該項目的影響。有 4 個水質敏感受體位於光纜走線

500 米範圍內，包括在銀灣（歌連臣角）、佛頭洲、大浪排的珊瑚群落以及水務署

小西灣海水進水口均可能受光纜鋪設工程的間接影響。 

                                                      

1.  HR Wallingford (1992) Estuarine Muds Manual Report SR 309, Her Majesty’s Stationary Office, U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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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過去的水質監測數據 

A.5.16 最近幾個獲批准的光纜項目已經完工。最近期的兩個項目為 TKOE（在 2017 年初完

成）及 APG（在 2016 年年中完成）。APG 與 HK-G 光纜走線非常相似。如圖 1-1 所

示，APG 在將軍澳工業邨也有與 HK-G 光纜相同的著陸點，也沿著藍塘海峽到達東

部水域，然後也在東邊邊界離開香港。APG 與水質敏感受體的距離亦與 HK-G 相似。 

A.5.17 鑑於這些相似之處，已對 APG 項目的水質監測結果進行了檢閱，以評估 HK-G 光纜

鋪設工程可能對水質造成的影響。 

A.5.18 就 APG 的安裝工程，分別在三個區域的站點進行了水質監測，分別為 A 區，B 區

和 C 區，如圖 A-5 所示。已經檢閱了懸浮固體和混濁度的監測結果，並總結在表
A-7 中。這些結果顯示了在光纜走線附近的水質敏感受體的水質沒有惡化，因此安

裝 APG 光纜引起的水質影響可以忽略不計。鑑於兩條光纜之間的相似性，安裝 HK-

G 光纜時預計會出現類似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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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6 光纜掩埋機械安裝過程中在敏感體的水質影響 

類別 代號 水質敏感受體 與光纜走線的最短距離（米） 潛在的不利影響 

已刊憲的泳灘 B1 石澳泳灘 1,246 沒有。因為水質敏感體和光纜溝槽之間距離> 500 米 

B2 石澳後灘泳灘 986 沒有。因為水質敏感體和光纜溝槽之間距離> 500 米 

B3 大浪灣泳灘 829 沒有。因為水質敏感體和光纜溝槽之間距離> 500 米 

魚類養殖區 F1 東龍洲魚類養殖區 ❶ 2,736 沒有。因為水質敏感體和光纜溝槽之間距離> 500 米 

F2 蒲台魚類養殖區 5,924 沒有。因為水質敏感體和光纜溝槽之間距離> 500 米 

魚類產卵場 F3 光纜走線經過的東南海域 ❷ 0 有可能。因為水質敏感體和光纜溝槽之間的距離<小於 500 米  

具特殊科學價

值地點 (SSSI) 

S1 石澳山仔 801 沒有。因為水質敏感體和光纜溝槽之間距離> 500 米 

S2 鶴咀海岸保護區 2,556 沒有。因為水質敏感體和光纜溝槽之間距離> 500 米 

S3 果洲群島 5,779 沒有。因為水質敏感體和光纜溝槽之間距離> 500 米 

海岸保護區  M1 鶴咀海岸保護區 2,191 沒有。因為水質敏感體和光纜溝槽之間距離> 500 米 

珊瑚群落 C1 銀灣（歌連臣角）珊瑚群落 ❸ 264 有可能。因為水質敏感體和光纜溝槽之間的距離<小於 500 米 

C2 將軍澳的珊瑚群落 3,200 沒有。因為水質敏感體和光纜溝槽之間距離> 500 米 

C3 東龍洲的珊瑚群落 2,000 沒有。因為水質敏感體和光纜溝槽之間距離> 500 米 

C4 佛頭洲的珊瑚群落 ❹ 227 有可能。因為水質敏感體和光纜溝槽之間的距離<小於 500 米 

C5 蒲台島沿岸的珊瑚群落 3,529 沒有。因為水質敏感體和光纜溝槽之間距離> 500 米 

C6 宋崗沿岸的珊瑚群落 1,400 沒有。因為水質敏感體和光纜溝槽之間距離> 500 米 

C7 果洲群島沿岸的珊瑚群落 5,518 沒有。因為水質敏感體和光纜溝槽之間距離> 500 米 

C8 橫瀾島沿岸的珊瑚群落 1,600 沒有。因為水質敏感體和光纜溝槽之間距離> 500 米 

C9 大浪排的珊瑚群落 ❺ 319 有可能。因為水敏感體和光纜溝槽之間的距離<小於 500 米 

海水進水口 W1 水務署小西灣海水進水口 ❻ 377 有可能。因為水質敏感體和光纜溝槽之間的距離<小於 500 米 

W2 東區尤德夫人那打素醫院冷凍水進水口 1,077 沒有。因為水質敏感體和光纜溝槽之間距離> 500 米 

註:  

1. 除魚類產卵場外，這些水質敏感體均不位於光纜鋪設工程產生的任何捲流最大範圍 180 米範圍內，代表沒有任何水質敏感體會直接受項目影響。  

2. 根據與光纜溝槽的距離，500 米內的水質敏感受體可能間接地受到光纜鋪設工程影響，並以粗體顯示及標識為至﹔雖然東龍洲的魚類養殖區距離光纜溝槽超過 500 米，但作為

預防措施，它已被列為應進行水質監測的六個水質敏感受體其中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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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7 APG 光纜鋪設工程的過去水質監測數據概述 

時期 活動 超標 結論 

2016 年 5 月 16 日至

22 日 

光纜走線清理 儘管 A 區至 C 區的水質穩定，但在所有六個監測日均

記錄了行動和限制水平的超標。但是，這些超標並不

是由光纜走線清理工作造成的，而是反映了海水水質

的自然背景波動，正如該項目的「第一周影響水質監

測報告」所得出的結論。 

報告週內水質沒有惡化，因此在本報告週內，項目的

走線清理工作對水質的影響可以忽略不計。項目對水

質沒有影響。 

2016 年 5 月 23 日至

29 日 

A 區和 B 區的光纜鋪

設工作 

儘管 A 區至 C 區的水質穩定，但五個監測日中有三個

監測日錄得行動和限制水平的超標。但是，這些超標

並非由光纜鋪設引起，而是反映了海水水質的自然背

景波動，正如該項目的「第二週影響水質監測報告」

所得出的結論。 

報告週內水質沒有惡化，因此在本報告週內，項目的

光纜鋪設工作對水質的影響可以忽略不計。項目對水

質沒有影響。 

2016 年 5 月 30 日至 6

月 5 日 

B 區和 C 區的光纜鋪

設工作和鋪設後的

檢查和掩埋（PLIB）

工作 

儘管 A 區到 C 區的水質穩定，但在所有七個監測日都

記錄了行動和限制水平的超標。但是，這些超標不是

由光纜鋪設造成的，而是反映了海水水質的自然背景

波動，正如該項目的「第三週影響水質監測報告」所

得出的結論。 

報告週內水質沒有惡化，因此在本報告週內，項目光

纜鋪設工程和 PLIB 對水質的影響可忽略不計。項目對

水質沒有影響。 

2016 年 6 月 6 日至 12

日 

沒有海上工程項目 所有海事工程於 2016 年 6 月 5 日完成，但在兩個監

測日內記錄了行動和限制水平的超標。這些超標再次

反映了海水水質的自然背景波動。 

水質的自然背景波動更可能導致超標。項目對水質沒

有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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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K-G 光纜的影響 

A.5.19 就 APG 水質監測結果的評估而得出光纜走線附近的水質敏感體的位置水質沒有惡

化，因此光纜鋪設工程造成的水質影響可以忽略不計。 

A.5.20 鑑於水質敏感體與 APG 和 HK-G 光纜的距離相約，而事實上，並沒有 HK-G 光纜的

水質敏感體位於距離光纜溝槽 180m 的範圍內，最近的水質敏感體為佛頭洲珊瑚群

落，距離 227 米。預計 HK-G 光纜鋪設工程並不會對水質造成不良影響。APG 光纜

鋪設工程的環境監察及審核報告結果顯示，該光纜附近沒有因安裝工程而產生的不

良影響。鑑於兩個項目的性質類似，HK-G 光纜也預計得出相同的結論。 

A.5.21 儘管如此，作為預防措施，建議在光纜線路 500 米範圍內的 5 個水質敏感體以及東

龍洲魚類養殖區進行水質監測，以顯示光纜鋪設不會對水質造成不良影響，如同其

他光纜鋪設項目所得的結論。建議的環境監察及審核詳情載於附件 E. 

累積影響 

A.5.22 雖然有五個計劃項目位於 HK-G 光纜附近，但只有一個涉及填海工程的項目（將軍

澳 - 藍田隧道及相關工程）將與 HK-G 光纜同時建造。如第 3.4 節所述，該填海工

程將是完全受到控制，與 HK-G 光纜有 2,250 米的距離，而且在將軍澳工業邨的岸

端鋪設安裝工程時間短暫（僅數天），所以累積的水質影響可以忽略不計。 

A.6 預防措施/良好的施工方法 

岸端光纜鋪設 

A.6.1 在將軍澳工業邨的岸端光纜鋪設工程期間，預計不會產生不良影響，但仍會採取以

下預防措施/良好的施工方法： 

 物料堆會以帆布或相近布料覆蓋，以盡量減少雨季時的徑流。 

 在光纜著陸期間應加倍小心，以避免材料溢出到鄰近的海水中，並確保任

何腐壞材料不會排放到鄰近的水域。 

 所有建築廢料和排出物，都會按照廢物處置條例和《專業人士環保事務諮

詢委員會守則－建築工地的排水渠》（《專業守則 PN1/94》）處理。 

 採用最佳管理方法來避免和盡量減少來自工地、海上機器和船隻的受污染

徑流。 

海上光纜鋪設掩埋機 

A.6.2 使用光纜掩埋工具在海上安裝光纜時，預計不會產生不良影響，但仍會採取以下預

防措施： 

 運送海床路綫清理中掘出物料的起重躉船必須鋪設艙底密封裝置，以防止

在裝卸和運送期間漏出物料。 

 起重躉船裝載物料的數量不應過多，以確保在裝卸和運送時，物料都不會

溢出；還應保留一定的乾舷，以確保甲板不會被海浪沖刷。 

 光纜鋪設躉船的速度將限制在最多每小時 1 千米內。當光纜鋪設在歌連臣

角以南及銀灣以北，及佛頭洲以西時，船隻將進一步減至每小時 0.5 千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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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6.3 除上述情況外，作為預防措施，當光纜鋪設在歌連臣角以南及銀灣以北，和佛頭洲

以西時，將會使用移動式隔泥幕，估計淤泥清除效率為 85％。移動式隔泥幕的細

節應在採用前由獨立環境查核人/獨立顧問檢查和核實。 

A.6.4 隔泥幕將從隔泥幕躉船懸掛，在有足夠的安全距離與光纜鋪設躉船並行（由躉船運

營商確認）。隔泥幕的長度是光纜掩埋工具的 3 倍（即全長 18 米），被放置的位

置會使光纜掩埋工具一直處於中間（水平計）。隔泥幕的高度是沉積物懸浮高度的

3 倍（即 3 米），將從隔泥幕躉船懸掛於海床上方，而不會實際接觸海床（因會導

致進一步的沉積物釋放）。隔泥幕躉船將有一個準確的水深探測器，隔泥幕需要遵

循的海底起伏升高及降低而不觸及海床。請注意這與獲批准的 AAE-1 光纜工程項目

簡介中提出的安排相同。 

A.6.5 建議的隔泥幕安排如圖 A-6 和圖 A-7 所示。該裝置的橫切面如圖 A-8 所示。隔泥幕

的內外也會進行水質監測，詳見附件 E. 

A.6.6 環境監察及審核將在很可能受光纜鋪設工程影響或有機會受影響的六個水質監測站

進行，以顯示該項目不會對水質造成不良影響。監測站的詳情可參閱附件 E. 

光纜維修工作 

A.6.7 預計光纜維修工作不會產生潛在的不良影響，因此不需要採取緩解措施。 

A.7 總結 

A.7.1 對建議的光纜鋪設工程引致的沿光纜走線的沉積物擴散影響進行了評估。光纜鋪設

工程可能會產生小規模和局部水質影響。從光纜鋪設工程的沉積物漂移計算中顯示，

在使用光纜掩埋工具期間被揚起的沉積物的最遠擴散範圍在距離光纜溝槽 180 米內，

並在約 3.5 分鐘內沉降回海床。 

A.7.2 對於 HK-G 光纜（以及大多數以前的光纜）的走線經過魚類產卵場，可能會產生短

期影響。其他水質敏感受體均未位於距離光纜溝槽最遠 180 米範圍的任何捲流內，

而 5 個水質敏感受體位於 500 米範圍內（環境影響評估作水質影響研究的常用距

離），因此可能會受到海事工程的影響。剩下的 16 個水敏感受體距離光纜走線均

超過 500 米，預計不會受到工程影響。作為預防措施，包括了一個代表距離光纜溝

槽多於 500 米的東龍洲魚類養殖區監測站。 

A.7.3 APG 項目的水質監測結果顯示，光纜走線附近的水質敏感受體沒有水質惡化，光纜

鋪設工程造成的水質影響可以忽略不計。因此，預計 HK-G 光纜的安裝不會造成任

何影響。 

A.7.4 儘管如此，建議在距光纜走線 500 米範圍內的 5 個水質敏感受體進行水質監測，包

括銀灣（歌連臣角）珊瑚群落、佛頭洲珊瑚群落、大浪排珊瑚群落、在東南水域的

魚類產卵場及水務署小西灣海水進水口，以顯示光纜鋪設工程不會對水質造成不良

影響，如同其他光纜鋪設項目所得的結論。作為預防措施，包括了一個代表距離光

纜溝槽多於 500 米的東龍洲魚類養殖區監測站。 

A.7.5 在海上光纜鋪設期間，建議採取預防措施/良好的施工方法，例如光纜鋪設躉船的

速度將沿著大部分光纜應設定為最快每小時 1 千米，當光纜鋪設在歌連臣角以南及

銀灣以北，及佛頭洲以西時，船隻將進一步減至每小時 0.5 千米，及在可能受影響

的水質敏感受體中實施環境監察及審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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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7.6 總括而言，透過落實建議的預防措施/良好的施工方法，預計光纜鋪設工程不會對

水質產生不良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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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A-1 香港的水質管制區 

  

資料來源: 2016 年香港海水水質, 環保署  

HK-G 光纜走線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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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A-2 環境保護處海水水質監測站 

  

資料來源: 2016 年香港海水水質, 環保署 0 1 

HK-G 光纜走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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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A-3 環境保護處海床沉積物監測站 

 

資料來源: 2016 年香港海水水質, 環保署 

HK-G 光纜走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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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A-4a HK-G 光纜附近的水質敏感受體及環境保護處監測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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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A-5b 水質敏感受體及光纜走線的放大圖 

 
註:  圖例請參閱圖 A-4a. 

 

1 

0 500 米 1000 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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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A-6 APG 光纜項目中所選取的海水水質監測站 (作為參考)  

 

資料來源: 環境保護處, 由 APG 光纜工程項目簡介改制, 圖 E-1 可參閱 http://www.epd.gov.hk/eia/register/profile/latest/dir233/dir233.pdf 

圖例： 

 水質監測站 
APG 光纜走線(作為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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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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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監測站 (泳灘) 

影響監測站 (魚類養殖區) 

影響監測站 (具特殊科學價值地點) 
影響監測站 (海水進水口) 

性質 

http://www.epd.gov.hk/eia/register/profile/latest/dir233/dir233.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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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A-7 靠近歌連臣角以南和銀灣北部的移動式隔泥幕的指示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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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生態價值的珊瑚群落 



香港 - 關島海底光纜工程 (HK-G)  
工程項目簡介 

7076521 | 工程項目簡介 – 附件 A | Revision No. 2.8 | 2019 年 3 Page A-26  
z:\jobs\7076521 - omo - hk-guam submarine cable\08 submission\3. d03 project profile\formal submission\chinese\word docx\7076521 annex a water quality assessment v2.8 chi.docx 

圖 A-8 靠近佛頭洲的移動式隔泥幕的指示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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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A-9 運作中的移動式隔泥幕的切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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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A 

其他光纜工程沉積物捲流計算參數綜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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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沉積物釋放率

(kg/s) 

初始濃度 

(kg/m3) 

干擾深度 

(m) 

干擾寬度 

(m) 

最大橫切面面積

(m2) 

損失率 

(%) 

掩埋工具的速度 

(m/s) 

原位乾燥密度 

(kg/m3) 

水流 速度  

(m/s) 

沉積物捲流高

度 

 (m) 

沉積物捲流寬

度 

(m) 

HK-G 光纜 (本項目) 83.4 15.44 5 0.5 2.5 20 0.278 600 0.9 1 6 

採用數值的理由 標準公式 標準公式 根據項目要求 根據項目要
求 

標準公式 項目中最壞
的情況 

被大多數其他項目
採用 

所有其他項目都
採用 

被大多數其他項目採用 被大多數其他
項目採用 

所有其他項目
都採用 

與其他光纜工程沉積物捲流計算參數之比較 

Ultra Express Link (UEL) –將軍澳

/柴灣(AEP- 543/2017) 

83.4 15.44 5 0.5 2.5 20 0.278 600 0.9 1 6 

太平洋光纜網路(PLCN), 深水灣

(AEP-539/2017) 

83.4 15.44 5 0.5 2.5 20 0.278 600 0.9 1 6 

亞非歐 1 號海纜系统 –鶴咀 

(AEP-508/2016) 

(i) 500 米至 2.5

千米= 24.9 

(ii) 2.5 千米至 

27.65 千米= 

83.4 

(i) 500 米至 2.5

千米= 14.88 

(ii) 2.5 千米至 

27.65 千米= 

15.44 

5 0.5 2.5 20 (i) 500 米至 2.5 千米

= 0.083 
(ii) 2.5 千米至 27.65

千米 = 0.278 

600 (i) 鶴咀附近= 0.28 

(ii) 現有的光纜走廊 = 

0.90 

1 6 

Tseung Kwan O Express – 光纜系

統 – 將軍澳/柴灣 (AEP-509/2016) 

83.4 15.44 5 0.5 2.5 20 0.278 
 

600 0.9 1 6 

Asia Pacific Gateway （APG）–  

將軍澳(AEP-485/2014) 

83.4 15.44 5 0.5 2.5 20 0.278 
 

600 0.9 1 6 

亞洲快綫(ASE)海底光纜系統 – 

將軍澳 (AEP-433/2011) 

83.4 15.44 5 0.5 2.5 20 0.278 
 

600 0.9 1 6 

東南亞日本海底光纜網絡工程

（SJC）香港段 (AEP-423/2011) 

33.0 6.11 5 0.5 2.5 10 0.220 600 0.9 1 6 

VSNL 亞洲區內海底通訊光纜- 

深水灣段 (AEP-294/2007) 

41.7 7.72 5 0.5 2.5 10 0.278 
 

600 0.9 1 6 

擬鋪設 132 千伏青山發電站至

機場」A」'變電站光纜線路之

海底光纜分段 (AEP 267/2007) 

13.2 
 

1.47 5 2.0 5.0 20 0.022 
 

600 1.5 1 6 

黃竹坑 – 舂坎角 132kV 電路之

132kV 海底光纜鋪設工程 

(AEP132/2002) 

3.33 1.39 5 1.0 2.5 20 0.011 600 0.4 1 6 

FLAG 北亞光纖環系統

(AEP099/2001) 

41.7 4.63 5 0.25 1.25 20 0.278 
 

600 0.5 3 6 

香港新電訊有限公司：本地通

訊光纜 (AEP-086/2001) 

37.53 3.48 9 0.25 2.25 10 0.278 
 

600 0.9 2 6 

C2C 通訊光纜網絡 - 香港段：

舂坎角 (AEP-087/2001) 

20.85 2.90 5 0.25 1.25 10 0.278 600 0.6 2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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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B 

海洋生態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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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清單 

圖 B-1 HK-G 光纜鄰近區域的具生態價值的珊瑚群落 

圖 B-2 香港水域中華白海豚的分布模式 (2012 to 2017)  

圖 B-3 香港水域江豚的分布模式 (2014 to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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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海洋生態評估 

B.1 引言 

B.1.1 本附件提供了因 HK-G 光纜鋪設工程所產生的海洋生態影響的評估，可結合附件 A

的水質評估一併閱讀。 

B.2 相關法規與評估標准 

B.2.1 下列法例及相關指引或一般指引，均適用於評估生態影響: 

 《環境影響評估條例》第 499 章第 16 條及《環境影響評估程序的技術備忘

錄》（以下簡稱《環評技術備忘錄》）附件 8 和 16 

 《水污染管制條例》 

《環評技術備忘錄》 

B.2.2 《環評技術備忘錄》的附件 8 和 16 都是評估生態影響的一般指引和準則。除了影

響的大小和規模，《環評技術備忘錄》也定出生態影響的程度與受影響的生境或

物種的重要性有關。一般而言，對重要的生境或物種的影響較其他次要的更為重

視。 

《水污染管制條例》 

B.2.3 《水污染管制條例》是香港控制水污染和水質的主要法例。按照該條例，香港海

域被分成 10 個水質管制區和 4 個附水質管制區。每個水質管制區都有一套特定的

法定水質指標。 

B.2.4 水污染管制條例定出需要保護海水，以確保它們可持續地適合海洋生物的生長和

不同的人類用途。一般而言，具有更敏感用途的水體，包括重要物種的保護區，

例如中華白海豚，與具有較不敏感用途的水體（例如航行）相比，需要更高程度

的保護（即具有更嚴格的水質指標）。敏感的水體主要位於香港的東部和南部水

域。 

B.3 海洋環境的描述 

B.3.1 附件 A中的計算顯示，在光纜鋪設工程期間受到干擾的沉積物將於約三分半鐘內

在光纜走線約 180 米範圍內沉落到海床上。 

B.3.2 在第 3.3節中，在光纜走線附近確認了三個珊瑚群落。其他海洋敏感區域，如海岸

保護區和具特殊科學價值地點 (SSSI)均遠離 HK-G 光纜，並不受項目影響。除敏感

區域外，海洋哺乳動物也被確定為敏感的移動動物群。 

珊瑚群落 

B.3.3 圖 B-1 識別了沿 HK-G 光纜受到生態關注的珊瑚群落。最接近光纜走線的珊瑚群落

包括在佛頭洲（227 米）; 在銀灣（歌連臣角）（264 米）; 及在大浪排（319

米）。其他珊瑚群落距離光纜走線超過 1,000 米，因此不會受到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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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3.4 以下描述是根據過往對同一地區類似項目所進行的海洋生態評估，特別是 APG，

因其光纜走線與 HK-G 光纜相似，所以該評估被認為適用於 HK-G 光纜。 

潮間帶軟質海底群 

B.3.5 根據過往的的研究，在將軍澳工業邨防波堤南面有一小範圍的砂質海岸。眾所周

知，砂質海岸普遍被認為是流動和不穩定的環境，主要受到恆常的的水流和波浪

作用。由於很少有潮間帶生物能夠忍受這些條件，因此香港的砂質海岸似乎沒有

潮間帶生命[參考#1]。 

潮間帶硬質海底群 

B.3.6 APG 的工程項目簡介參考了過往在將軍澳工業邨港口防波堤、登陸點附近的佛頭

洲天然岩岸及歌連臣角完成的兩項潮間帶研究。 

B.3.7 2008 年雨季進行的潮間帶研究結果顯示，佛頭洲天然岩岸和將軍澳工業邨港口防

波堤上的群聚結構被認為是香港典型的遮蔽和半暴露的岩岸及海堤。海堤的物種

多樣性偏低。已被記錄的主要是僧帽牡蠣(Saccostrea cucullata)、玉黍螺 

(Echinolittorina radiate 和 E. trochoides)、及帽貝 (Nipponacmea concinna 和

Patelloida pygmaea)。從同一研究記錄中，天然岩岸的主要物種包括僧帽牡蠣

(Saccostrea cucullata)、玉黍螺 (Echinolittorina radiate 和 E. trochoides)、帽貝 

(Nipponacmea concinna) 和馬蹄螺 (Monodonta labio)。這些都是香港天然岩岸的常

見物種。 

B.3.8 2011 年，就 APG 光纜鋪設工程，沿著將軍澳工業邨港口防波堤和歌連臣角西北邊

的海岸線進行了潮間帶研究。研究採用定性抽樣檢查和標准定量樣帶方法。2011

年的潮間帶研究結果與 2008 年研究結果相似，結果顯示港口防波堤的物種多樣性

較低。在定性抽樣檢查中共找到 14 個動物類群和 1 個結殼藻類。這些物種在香港

的人造海岸/碼頭上都是常見和分佈較廣。對於沿歌連臣角的天然岩岸，被記錄的

主要生物包括在高岸位置的玉黍螺 (Echinolittorina spp.)、中岸位置的馬蹄螺 

(Monodonta labio) 和帽貝 (Siphonaria japonica); 和低岸位置的帽貝 (Cellana toreuma) 

和石鱉 (Acanthopleura japonica)。固著性物種包括藤壺 (Tetraclita spp.) 亦出現在低

岸位置。移動性物種的數量/密度和固著性物種的覆蓋率均被認為是低至中等（平

均分別為 65-80m-2和 2-42％m-2）。 

B.3.9 總括而言，過往的潮間帶研究結果顯示，沿著光纜走線的潮間帶岩岸和人工海

堤，包括將軍澳工業邨的光纜著陸點，普遍只有數量較少和密度較低的生物，因

此只具有較低的生態價值，並且沒有記錄到具保育價值的物種。 

亞潮帶軟質海底群 

B.3.10 有關 HK-G 光纜走線附近亞潮帶軟質海底群的資料，可參閱香港海洋底棲群落顧問
研究[參考#2]。該研究中使用的多個採樣站均位於 HK-G 光纜走線附近，而從中摘錄的

數據對是次項目亦具代表性。 

B.3.11 根據該研究的結果，採樣站的基質由中/細/極細砂覆蓋。海底棲群在香港水域屬典

型的，類似於香港大部分其他亞潮帶生境的海底棲群。在夏季，平均物種數量較

                                                      

1. Morton B, Morton J (1983). The Sea Shore Ecology of Hong Kong.   

2. CityU Professional Services Limited (2002). Consultancy Study on Marine Benthic Communities in Hong Kong. Final Report for AFC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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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每 0.5 平方米 51 種），而平均個體數（每平方米 487 個）和平均濕重（每平

方米 32.3 克）低於香港的平均值（每 0.5 平方米 33 種，每平方米 540 個，每平方

米 71.2 克）。在冬季，平均物種數（每 0.5 平方米 50 種），平均濕重（每平方米

33 克）和平均個體數（每平方米 605 個）高於香港底棲組合的平均值（每 0.5 平

方米 34 種，每平方米 28 克，每平方米 450 個）。夏季和冬季在光纜走線沿線進

行的調查並沒有發現任何具保育價值的物種。 

亞潮帶硬質海底群 

B.3.12 2007 年至 2013 年期間開展的一些研究提供了有關 HK-G 光纜附近亞潮帶硬質海底

生境的相關資料，並在 APG 工程項目簡介中被引用。被研究的亞潮帶硬質海底生

境包括位於光纜著陸點附近的佛頭洲和將軍澳工業邨、靠近光纜走線的銀灣（歌

連臣角）及大浪排。總括而言，這些研究的結果顯示，在將軍澳工業邨附近存在

稀疏的香港常見的硬珊瑚物種，在香港的亞潮帶珊瑚群落中，它們的數量和多樣

性均為非常低。雖然沿著歌連臣角的海岸線，八放群的覆蓋和多樣性屬低至中

等，但在大浪排的深水處有較高的數量和多樣性的八放群。 

B.3.13 2012 年 9 月和 10 月及 2013 年 2 月對 APG 進行補充性潛水研究，包括在將軍澳工

業邨、佛頭洲（即光纜著陸點附近）、銀灣（歌連臣角）和大浪排（即靠近光纜

走線）進行定性潛水抽樣調查和的半定量快速生態評估（REA）調查。分別於

2016 年 4 月和 6 月，即 APG 鋪設工程前後進行了基線珊瑚監測調查和工程後期珊

瑚調查。這些調查的結果顯示，硬珊瑚和八放珊瑚的覆蓋均低於 5％，其中有五種

造礁石珊瑚品種，一種非造礁珊瑚品種及兩種八放珊瑚品種。已記錄的所有硬珊

瑚群落的直徑均小於 10 厘米，而八放珊瑚群的高度約為 10 厘米。記錄中的所有

珊瑚品種都是常見於香港近岸水域並且分佈廣泛。 

B.3.14 調查結果證實，從歌連臣角到銀灣的海床主要由硬底基質（即約 60％的基岩覆蓋

層）組成。在淺水區（3-5 米 CD），估計硬珊瑚覆蓋率低於 5％，並記錄了 8 個品

種。八放珊瑚覆蓋率在 6-10％之間，總共記錄了 6 個品種。根據 APG 項目的基線

珊瑚調查監測報告（2016 年 5 月），在距離光纜走線最近點 184 米的歌連臣角沒

有發現珊瑚群落，只有個別珊瑚，。 

B.3.15 然而，在銀灣北部歌連臣角以南，發現了更多硬珊瑚品種和更大的硬珊瑚群落。

該區域被認為是珊瑚多樣性相對較高的珊瑚群落，儘管估計的珊瑚覆蓋率和已記

錄的八放珊瑚品種數量與鄰近地區相似。 

B.3.16 在石澳山仔的淺水區（3-5 米 CD），觀察得出海床主要由的巨石和岩石組成，而

沙則是深層深海區（5-10 米 CD）海床的主要非生物底棲屬性。結果還顯示，在淺

水區和深水區的硬珊瑚和八放珊瑚覆蓋物均為非常低（<1％）。調查記錄了三種

造礁石珊瑚品種，一種非造礁珊瑚品種和四種八放珊瑚品種。 

B.3.17 潛水調查的結果證實，在大浪排的海床主要由硬底基質組成（主要是基岩）。硬

珊瑚覆蓋率非常低（<5％），有七種造礁石珊瑚品種和一種非造礁珊瑚品種。沿

大浪排海岸線總共記錄七種八放珊瑚品種和兩種黑珊瑚品種，在淺水區（2-5 m 

CD）估計覆蓋率為 5-10％，深水區覆蓋率為 11-30％ （超過 5 米 CD）。所有被記

錄的珊瑚品種都是常見品種，並在香港近岸水域廣泛分佈。由於八放珊瑚的數量

和多樣性在大浪排的記錄相對較高，因此該地區被認為是重要的珊瑚生境。 

B.3.18 總體而言，先前進行的潛水調查結果顯示，在 HK-G 光纜著陸點和走線附近記錄到

稀疏的硬珊瑚群落均是本地常見且分佈廣泛的品種。硬珊瑚的數量和多樣性在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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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亞潮帶海底生境屬於非常低。除了在大浪排的深水區有較高的八放珊瑚數量和

多樣性外，其他調查地區一般較低。 

海洋哺乳類動物 

B.3.19 印度太平洋駝背豚 (Sousa chinensis)，本地稱為中華白海豚，及江豚 (Neophocaena 

phocaenoides) 是在香港水域經常出現及居住的兩種海洋哺乳類動物。牠們也是香

港僅有的原生海洋哺乳類動物。 

B.3.20 根據最近的研究[參考＃3]，在 2017 年，重要的中華白海豚棲息地大部分位於西大嶼山

沿岸水域，從大澳半島，雞公山，分流到狗 嶺 湧。在過去的七年中，在大嶼山西

部的中華白海豚棲息地的使用模式均大致相同，但 2016 至 2017 年中華白海豚在

該水域的使用情況略有減少。在 2014 至 2016 年，中華白海豚在西南大嶼山水域

的使用量較早年高且分佈平勻。在北大嶼山水域，近年來中華白海豚的出現率大

幅減少，並在 2016 至 2017 年主要局限於龍鼓洲周圍地區。圖 B-2顯示過去六年

中華白海豚在香港水域的分佈情況。 

B.3.21 江豚是香港南部水域最常見和最重要的鯨類物種。該物種的分佈有著時間和區域

的改變。總體而言，在香港江豚的數量於春季會達至頂峰，而秋季則最低[參考＃4]。

根據最近的研究[參考#3] ，2013 至 2017 年旱季（12 月至 5 月）期間江豚的重要棲息

地位於石鼓洲、大鴉洲以南及這些群島之間離岸水域和長洲以南。相反，在雨季

（6 月至 11 月）期間，江豚於蒲台島、蒲台島和果洲群島交界處的調查區的密度

最高。圖 B-3顯示了在香港水域過去四年來雨季和旱季的江豚分佈情況。 

B.4 影響評估 

對珊瑚群落的直接影響 

潮間帶軟質海底群 

B.4.1 如附件 A的水質評估所述，在採取所建議的緩解措施的情況下，預計光纜鋪設工

程不會對水質造成不良影響。在此基礎上，預計不會因安裝 HK-G 光纜而對潮間帶

軟質海底群造成不良影響。 

潮間帶硬質海底群 

B.4.2 如附件 A的水質評估所述，在採取所建議的緩解措施的情況下，預計光纜鋪設工

程不會對水質造成不良影響。在此基礎上，預計 HK-G 的鋪設對潮間帶硬質海底群

不會造成不良影響。將軍澳工業邨的港口防波堤不會受到影響，因為光纜將通過

防波堤中的現有管道著陸。因此，岸邊建造活動預期不會產生直接影響。 

亞潮帶軟質海底群 

B.4.3 沿著光纜溝槽出現的軟質海底群會受到短期的直接影響。然而，一旦光纜鋪設操

作完成，預計軟質海底群的棲息地將被底棲動物重新定殖，將類似於施工活動開

                                                      

3. Monitoring of Marine Mammals in Hong Kong Waters (2017-18) Final Report (1 April 2017 to 31 March 2018) dated 10 July 2018, Hong 
Kong Cetacean Research Project Ref. AFCD/SQ/174/16, published by AFCD. 

4. Jefferson TA, Hung SK, Law L, Torey M, Tregenza N (2002) Distribution and Abundance of Finless Porpoises in Hong Kong and Adjacent 
Waters of China. Raffles Bulletin of Zoology, Supplement 10: 43-55 (cited in the Project Profile for the APG Cable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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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前的群落。因此，預計對軟質海底群的直接影響不會很大。在佛頭洲，銀灣

（歌連臣角），石澳山仔及大浪排接近擬建光纜走線附近的珊瑚群落不會受到直

接影響。 

亞潮帶硬質海底群 

B.4.4 如附件 A中的水質評估所述，在採取所建議的良好作業實踐中，預計光纜鋪設工

程不會對水質造成不良影響。在此基礎上，預計將軍澳工業邨著陸點不會因安裝

HK-G 光纜對亞潮帶硬質海底群造成不良影響。 

對珊瑚群落的間接影響 

B.4.5 根據多個光纜項目共同採用的一些假設（見附件 A的附錄 A），包括光纜鋪設船

的前進速度限制為最快每小時 1 千米，附件 A中的計算顯示出使用光纜掩埋工具

令到在距離溝槽不大於 180 米內的沉積物受到的干擾約在 3.5 分鐘內沉降回海床。

因此，光纜鋪設工作產生的任何沉積物捲流的最大範圍將是 180 米。 

B.4.6 類似項目的事前評估和監測結果（見第 6節）也得出類似的結果。例如，最近安

裝的 APG 光纜與 HK-G 光纜走線相似，並且與水敏感受體的距離相約。安裝 APG

光纜的監測結果顯示，光纜走線附近的水敏感受體位置並沒有水質惡化，因此安

裝 APG 光纜對水質的影響微不足道。 

B.4.7 基於上述情況，因海底受到干擾可能會產生間接影響，而導致水體中懸浮固體增

加。然而，由於光纜鋪設工程的持續時間很短，因此除了在光纜掩埋工具附近

外，預計懸浮固體增加量不會很高，並且預計會迅速沉降回海床上。因此，這些

影響將是小規模的並且只是局部性質。 

B.4.8 在光纜走線附近的珊瑚群落，即佛頭洲，銀灣（歌連臣角）和大浪排，分別位於

光纜走線約 227 米，264 米和 319 米，預計潛在的干擾有限和短期的。由於這些地

方的珊瑚品種在整個香港水域都很常見，因此對一般生境的潛在影響的屬輕微程

度。由於光纜掩埋工具在單一位置一次性干擾的持續時間短，因此鋪設工作所產

生的影響並不顯顯著。 

對海洋哺乳動物的間接影響 

B.4.9 在光纜鋪設工作期間，預計會因船舶和沖噴器而增加水底噪音和振動。海洋哺乳

動物，特別是在雨季（6 月至 11 月）經常出現在香港東南海域的江豚，對海洋噪

音的影響很敏感，因為它們使用聲納點擊進行通訊，航行和獵物定位。 

B.4.10 江豚的研究顯示，其產生聲納信號峰值頻率為 142 kHz [參考＃5]。關於潛在的施工階

段影響，海中沖噴工序和大型船舶通常發出的聲音範圍為 0.02 至 1 kHz [參考＃5, ＃6]，

這通常低於江豚的聽覺範圍。施工噪音水平一般也低於中華白海豚的 8 至 90 kHz

聽力範圍[參考＃7]，雖然這個物種在其首選的香港西部水域河口棲息地外並不常見。 

                                                      

5.  Goold J.C. and Jefferson T.A. (2002). Acoustic signals from free-ranging finless porpoises (Neophocaena phocaenoides) in waters around 
Hong Kong. The Raffles Bulletin of Zoology Supplement 10:131-139. 

6. Popper, A.N., Fay, R.R., Platt, C. and Sand, O. (2003). Sound Detection Mechanisms and Capabilities of Teleost Fishes. In: Collin, S.P.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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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4.11 光纜走線位於香港東部和東南部水域。如第 2.2.1段所述，離岸光纜鋪設的預計時

間是 6 月至 9 月，在 6 月和 7 月期間首先在東南水域鋪設光纜。 

B.4.12 如圖 B-2所示，因光纜非位於中華白海豚經常出現的地方，所以這種物種不會受

到光纜鋪設的不良影響。 

B.4.13 如圖 B-3所示，在計劃鋪設光纜時（在 6 月至 11 月的雨季期間），江豚會在光纜

附近的區域出現。但光纜鋪設是一個短暫的工程，由一艘慢速的光纜鋪設船進

行。在香港水域內的光纜掩埋工程只需時約 30 至 40 個工作天。在這短暫期間預

計不會對這些鯨類動物造成不良影響。儘管如此，作為一項預防措施，將在該地

區的光纜鋪設過程中實施海洋哺乳類動物隔離區，以減輕對江豚的潛在間接影

響，這將在 B.6節和附錄 E中詳細討論。 

B.4.14 鑑於中華白海豚和江豚的時間與區域分佈，並根據建議實施所需要的緩解措施，

預計光纜鋪設工程只是短暫性及由一艘緩慢移動的光纜鋪設躉船進行，因此不會

對海洋哺乳類動物造成任何重大不良影響。 

累積影響 

B.4.15 雖然有五個計劃項目位於 HK-G 光纜附近，但只有一個涉及填海工程的項目（將軍

澳 - 藍田隧道及相關工程）將與 HK-G 光纜同時建造。正如第 3.4節所示，該填海

工程將是完全受到控制，與 HK-G 光纜有 2,250 米的距離，而且在將軍澳工業邨的

岸端鋪設安裝工程時間短暫（僅幾天），預計不會產生累積的生態影響。 

運作階段的影響 

B.4.16 若果安裝在海床下的光纜被掉落的物體或錨固活動損壞，則需進行光纜維修工

作。工作包括在維修前，先進行路線清理、由潛水員使用沖噴工具暴露損壞的光

纜部分、重新連接損壞的光纜及並由潛水員使用沖噴工具重新掩埋已維修的光

纜。 

B.4.17 與用於光纜鋪設的光纜掩埋工具（約 5 米深）相比，由潛水員操作的沖噴工具具

有較小的射水強度和海底流化能力（約 2 米深）。考慮到以潛水員修理的方案僅

用於短段光纜，並會在幾小時內完成，而且使用功率較小的沖噴設備，因此沉積

物的釋放量非常輕微。預計海床可在工程完成後不久自然恢復到工作前的水平和

條件。因此，預計潛水員修理的光纜部分不會對水質造成重要影響。 

B.5 影響評估 

B.5.1 根據《環評技術備忘錄》附件 8 表 1，對 HK-G 光纜的影響評估如下。 

生境質素 

B.5.2 預計沿著光纜溝槽的亞潮帶軟質海底生境會出現短期直接影響，及光纜走線附近

（如將軍澳工業邨和歌連臣角）的潮間帶和亞潮帶硬質海底生境會出現短期間接

影響。然而，該易受直接影響的生境屬低生態價值，而預計對受間接影響的生境

不會造成重要影響。 

物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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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5.3 沒有任何具有高生態價值的物種在光纜走線內或附近發現，所以不會直接受到影

響。雖然距離光纜走線 500 米範圍內發現了三個珊瑚群落，但因它們位於 180 米

的沉積物擴散距離之外，因此不太可能受到光纜鋪設工程的影響。同時考慮到光

纜鋪設過程中單個位置的干擾時間很短暫，預計光纜鋪設工作不會產生顯著的不

良影響。 

B.5.4 在 HK-G 光纜鋪設工程的東南水域並沒有記錄到中華白海豚的存在，因此中華白海

豚不會直接或間接地受到影響。江豚在雨季（6 月至 11 月）出沒於東南水域，而

光纜鋪設則預計於 6 月和 9 月期間在東南水域進行，但在香港水域內的光纜掩埋

工程需時短暫，預計不會對這些鯨類動物造成不良影響。然而，作為預防措施，

將實施海洋哺乳類動物隔離區，以減輕在東南水域鋪設光纜時對江豚造成的潛在

間接影響。 

大小/數量 

B.5.5 在香港水域內，光纜長度約為 33.6km，直徑為 38mm。光纜鋪設並不需要海底挖

掘。相反，它將使用光纜掩埋工具埋設，這只會對走線兩邊約 0.5 米寬的海床造成

影響。 

期間 

B.5.6 光纜鋪設工程的期間約為四個月。 

可逆性 

B.5.7 預計對硬底和軟底海洋群落的影響將屬短期，並且沉積物和硬質基質的會出現重

新定殖。 

規模 

B.5.8 預計不會對具生態價值的生物或生境造成不可接受的不良影響。考慮到干擾屬小

規模、短期和局部的，在鋪設光纜期間的影響程度預計是較低並且為可接受的。 

B.6 光纜鋪設過程中的緩解措施 

B.6.1 根據《環評技術備忘錄》中海洋生態影響評估，減緩海洋生態影響的總方針，按

照優先順序，如下： 

 避免。採取其他恰當的方案，最大程度地避免潛在影響。 

 減少。對於一些不可避免的影響，可以採取適當及可行的方法，如限制作

業強度（如挖泥強度）或限時與限制作業使影響達到最小化。 

 補償。重要物種與生境的損失可以透過在其它地方提供以作補償。有可能

的話，必須考慮加強及其它保育措施。 

B.6.2 根據上文，緩解措施的討論如下。 

避免影響 

B.6.3 通過選擇登陸點和光纜走線來避免對珊瑚群落的直接影響，並通過使用光纜鋪設

技術，最大限度地減少對海洋環境的干擾，使光纜鋪設過程中避免了對海洋生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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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源的影響。HK-G 光纜走線經過仔細考慮（見第 1.5節），以盡可能最大限度地

提高與已知的受生態關注的珊瑚群落的距離，同時最大限度地減少現有光纜的交

叉數目。 

B.6.4 儘管如此，作為一項預防措施，建議在最接近光纜走線的珊瑚群落進行水質監

測，即大浪排，銀灣（歌連臣角）及佛頭洲的珊瑚群落。如其他光纜鋪設項目所

反映的那樣，光纜鋪設工程不會對水質造成不良影響 - 擬議的環境監察及審核的詳

情載於附件 E. 

B.6.5 除此之外，作為預防措施，當在可能有江豚出沒的東南水域進行光纜鋪設時，於

日間時間會在光纜鋪設船起計 250 米半徑範圍內實施一個海洋哺乳類動物隔離區

以避免對江豚造成潛在的直接影響。擬議的環境監察及審核的詳情載於附件 E. 

減少影響 

B.6.6 建議採取緩解措施以盡量降低水質影響，以控制海上安裝過程中對海洋生態資源

的潛在影響。具體介紹在附件 A中第 A.6節： 

 起重船會被用作運送從海底路線清理工作回收到的所有碎片，應確保起重

船被緊密封底，以防止物料在裝載和運送到棄置地點期間漏出。 

 起重躉船裝載物料的數量不應過多，以確在裝卸和運送時，物料都不會溢

出；還應保留一定的乾舷，以確保甲板不會被海浪沖刷。 

 光纜鋪設船的最高速度限制為每小時 1 千米。當光纜鋪設在歌連臣角以南

及銀灣以北及佛頭洲以西時，光纜鋪設船速度將進一步減至每小時 0.5 千

米。 

B.6.7 隨著上述緩解措施的實施，加上擬議的環境監察及審核，預計不會造成不良的生

態影響。 

補償 

B.6.8 根據上述良好的施工方法，因為沒有對海洋生態資源造成任何不能接受的影響，

無需提供補償。 

B.7 結論 

B.7.1 就對將軍澳工業邨的光纜著陸點及其附近香港水域的海洋生態資源的現有資料檢

視，得出光纜鋪設的地區屬生態價值普遍較低的區域。 

B.7.2 儘管在鋪設光纜時會使軟質海底群受到干擾，但類似的群落棲息地將在短時間內

恢復，因此這些影響屬可接受的。 

B.7.3 位於光纜著陸點附近的佛頭洲和歌連臣角附近的岩石海岸顯示潮間帶的生物數量

和多樣性的屬低。大多數這些物種在香港的類似海岸上很常見並且廣泛分佈，因

此被認為具有較低的生態價值。因此對這些群落的影響並不顯著。 

B.7.4 佛頭洲，銀灣（歌連臣角）及大浪排的珊瑚群落位於距離光纜走線 500 米範圍

內，可能會因水質微小變化而受到間接干擾。由於工程規模小，干擾持續時間

短，沉積物捲流擴散有限，所以任何潛在的影響都不顯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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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7.5 在 HK-G 光纜鋪設工程的東南水域並沒有記錄到中華白海豚的存在，因此中華白海

豚不會直接或間接地受到影響。江豚在雨季（6 月至 11 月）出沒於東南水域，而

光纜鋪設則預計於 6 月和 7 月期間在東南水域進行。但光纜鋪設是由一艘慢速的

光纜鋪設船進行，在香港水域內的工程只需時約 30 至 40 個工作天。在這短暫期

間預計不會對這些鯨類動物造成不良影響。 

B.7.6 通過選擇著陸點，仔細考慮光纜走線以及使用光纜鋪設技術，大大避免了對海洋

生態資源的影響，對海洋環境的干擾很小。由於工程規模小，干擾持續時間短，

沉積物捲流擴散有限，對海洋生態的不良影響預計不會顯著，並且在光纜鋪設過

程中盡量使影響減至最小。 

B.7.7 建議的緩減措施盡量減少對水質影響同時也對海洋生態資源的影響降至最低。在

海事工程期間將進行水質監測，以確定沒有發生任何不良影響。 

B.7.8 作為預防措施，在有江豚出沒的東南水域進行光纜鋪設時，將實施海洋哺乳類動

物隔離區，以減輕並最大限度地減少對江豚的潛在間接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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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B-1 HK-G 光纜鄰近區域的具生態價值的珊瑚群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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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B-2 香港水域中華白海豚的分布模式 (2012 to 2017)  

 

資料來源: 來自「監察香港水域的海洋哺乳類動物 (2017-18) 最終報告」(2017 年 4 月 1 日至 2018 年 3 月 31 日) 之圖 8. 

圖例: 

 擬議 HK-G 光纜走向

(不在這區域) 

 年度分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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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B-3 香港水域江豚的分布模式 (2014 to 2017)  

 

資料來源: 來自「監察香港水域的海洋哺乳類動物 (2017-18) 最終報告」(2017 年 4 月 1 日至 2018 年 3 月 31 日) 之圖 10. 

圖例: 

 擬議 HK-G 光纜走向 

 旱季分布 (12 月至 5

月) 

 雨季分布 (6 月至 1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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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C 

漁業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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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漁業評估 

C.1 引言 

C.1.1 本附件評估了擬議的 HK-G 光纜對走線內和附近的現有漁業資源和捕漁作業的影響，

並分析了項目對這些資源的潛在影響。 

C.1.2 以來自漁護署網站[參考＃1]及 HK-G 光纜走線附近的相關研究，包括最新的《2016/17 

年捕魚作業及生產調查》
[參考＃2]

（以下簡稱 2016/17 漁業調查）連同相關研究及上一

期的《2006 年捕魚作業及生產調查》（以下簡稱 2006 漁業調查）[參考＃3] 作為基線資

料，以確定 HK-G 光纜周圍的水域是否商業漁業重要的產卵場或育苗區。另外亦參

考了，香港水域漁業資源及營運最終報告[參考＃4]及 2017 年 6 月為將軍澳海水淡化廠
[參考＃5]

進行的更新漁業調查（以下簡稱「2017」調查）和來自最新的漁農自然護理署

2016 - 2017 年度報告的海水養殖資料 
[參考＃6]

。 

C.1.3 光纜走線 500 米範圍內沒有憲報公佈的魚類養殖區，最近的魚類養殖區是東龍洲魚

類養殖區和蒲台魚類養殖區，分別位於距離最近的光纜走線 2,736 米和 5,924 米處。

鑑於這些距離，魚類養殖區不會受到該項目的影響。雖然光纜走線經過商業漁業資

源的產卵場，但它不會經過任何哺育區。 

C.1.4 HK-G 光纜以西接近著陸點位於將軍澳水質管制區（WCZ）內。HK-G 光纜會也經過

東部緩衝區，南區及大鵬灣水質管制區。另外，會特別關注走線沿線的漁場，捕魚

活動和產卵場，以及位於較遠的蒲台魚類養殖區和東龍洲魚類養殖區。 

C.2 相關的法例 

C.2.1 下列法例及相關指引或一般指引，均適用於評估漁業影響和規範捕魚作業: 

 《環境影響評估條例》第 499 章第 16 條及《環境影響評估程序的技術備

忘錄》附件 9 和 17（以下簡稱《環評技術備忘錄》） 

 《漁業保護條例（第 171 章）》 

 《海魚養殖條例（第 353 章）》 

 

 

                                                      

1. https://www.afcd.gov.hk/english/fisheries/fish_aqu/fish_aqu_mpo/fish_aqu_mpo.html 

2. 漁農自然護理署 (2018) 《2016/17 年捕魚作業及生產調查》   

3. 漁農自然護理署 (2006) 《2006 年捕魚作業及生產調查》    

4. ERM-Hong Kong, Ltd (1998) Fisheries Resources and Operations in Hong Kong Waters. Final Report for the 
AFCD.   

5. Agreement No. CE 8/2015 (WS) First Stage of Desalination Plant at Tseung Kwan O – Investigation, Design, 
Construction, Updated Fisheries Survey, June 2017.   

6. 漁農自然護理署 2016 -2017 年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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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3 現有情況 

 漁業背景 

C.3.1 在 2017 年，香港漁民提供了估計約 127,600 噸漁獲。根據漁護署資料，該行業目

前包括約 5,150 艘漁船和約 10,600 名本地漁民，並為漁業及其附屬產業提供就業[參

考＃7]
。 

C.3.2 香港的漁業包括捕魚和養殖漁業。捕魚和養殖漁業的合計產量生產有助於向本地消

費者提供穩定的海魚供應。 

C.3.3 最新近的漁業綜合調查是 2016/17 漁業調查的一部分，該調查對覆蓋香港水域的捕

魚作業進行了網格分析，每個網格單元代表 720 公頃。該研究彙編了有關香港漁業

生產和捕魚作業的資料，並有助於製定漁業管理策略和評估海洋發展項目對漁業潛

在的環境影響。 

C.3.4 以下評估基於 2016/17 漁業調查、2006 漁業調查，以及漁護署年報上的資料。 

捕撈漁業 

C.3.5 香港的捕魚活動主要於南中國海附近的水域進行。大多數漁船是家庭式經營的生意，

主要捕魚方式是延繩釣作業，刺網和圍網。 

漁業運營 

C.3.6 HK-G 光纜穿越了 14 個漁業調查的網格，其中 6 個網格顯示多於 0 至 50 條船，1

個網格顯示多於 50 至 100 條船，6 個網格顯示多於 200 至 400 條船，一個網格顯

示多於 400 至 600 條船，如圖 C-1 所示。 

C.3.7 使用舢舨進行捕魚作業的分佈如圖 C-2 所示，其中兩個網格顯示 0 條船，5 個網格

顯示多於 0 至 50 條船，4 個網格顯示多於 100 至 200 條船，3 個網格顯示多於 200

至 400 條船。 

C.3.8 使用其他船隻類型進行捕魚作業的分佈如圖 C-3 所示，其中 7 個網格顯示多於 0 至

50 條船，2 個網格顯示多於 50 至 100 條船，5 個網格顯示多於 100 至 200 條船。 

漁業生產 

C.3.9 2016/17 漁業調查顯示，HK-G 光纜穿越的網格漁業生產產量範圍從每公頃多於 0 至

50 公斤到每公頃多於 200 至 300 公斤，其中超過一半的網格顯示每公頃不多於 50

公斤，如圖 C-4 所示。 

C.3.10 鶴咀半島以東的光纜段落的漁業產量最高達每公頃多於 200 至 300 公斤，及至果洲

群島以東的光纜段落的漁業產量下降至每公頃多於 0 至 50 公斤。 

魚苗生產/產卵場/育苗場 

C.3.11 在南部、東南部和東部水域已被界定為商業漁業資源的產卵場[參考＃3]。 

                                                      

7. 漁護署網站 http://www.afcd.gov.hk/english/fisheries/fish_cap/fish_cap_latest/fish_cap_latest.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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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3.12 2006 漁業調查顯示，HK-G 光纜穿越的網格魚苗產量較低，如圖 C-5 所示。 

C.3.13 圖 C-6 顯示了產卵場和 HK-G 光纜走線的位置。 

C.3.14 香港水域的育苗場是許多商業魚類幼魚和甲殼類物種的重要棲息地，這些物種早前

已在大嶼山南島水域至南丫島被發現。 

C.3.15 如圖 C-6 所示，HK-G 光纜走線附近並沒有育苗場。 

人工魚礁 

C.3.16 香港人工魚礁計劃自 1998 年起成立，通過人工魚礁的選址，建設和部署以加強現

有的海洋生境和漁業資源。人工魚礁可提供硬底，高輪廓而沒有天然覆蓋地區的棲

息地，且有可能作為增強魚類聚集的設備。為了防止拖網及提高生態環境的素質和

海洋資源，漁農處在外牛尾海投放了 103,270 立方米的人工魚礁。 

C.3.17 如圖 C-6 所示，HK-G 光纜走線附近並沒有人工魚礁。 

水產養殖業 

C.3.18 海魚養殖業一般在風浪較少的沿岸水域，以浮排懸掛的網箱進行。根據漁護署網站

資料
[參考＃5]

  ，在 2016 年，本港有 26 個按海魚養殖條例指定的養魚區，持牌的海魚

養殖者約有 949 名。養殖場面積共 209 公頃，2016 年的估計產量達 1,031 公噸，

約佔本地活海魚食用量的 5%。 

C.3.19 與 HK-G 光纜走線最接近的魚類養殖區為約 2.7 千米遠的東龍洲及距離超過 5.9 千

米的蒲台，如圖 C-6 所示。由於魚類養殖區與光纜走線的距離較遠，因此光纜鋪設

工程不會造成不良影響。 

漁業重要性 

C.3.20 HK-G 光纜附近的漁業產量屬低至中等。在鶴咀半島以東的光纜段，漁業產量屬最

高（每公頃多於 200 至 300 公斤），在果洲群島以東的光纜段產量下降（每公頃多

於 0 至 50 公斤）。光纜鋪設船在經過香港水域時暫時佔用的面積較小，因此不會

對漁船的路線造成不良影響。在此基礎上，該項目對香港漁業屬於低重要性。 

漁業敏感受體的位置 

C.3.21 表 C-1 羅列了具代表性的漁業敏感受體。 

表 C-1 擬議光纜與漁業敏感受體之間的最近距離 

類別 識別號 漁業敏感受體 與 HK-G 光纜的最短距離 

魚類養殖區 F1 東龍洲魚類養殖區 2.7 千米 

F2 蒲台魚類養殖區 5.9 千米 

育苗區 -- 光纜走線的北面 >11 千米 

產卵場 -- 光纜走線穿越此區 0 

人工魚礁 -- 牛尾海水質管制區的人工魚礁 >7.6 千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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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4 影響評估 

直接影響 

C.4.1 如表 C-1 所示，由於光纜走線與魚類養殖區、育苗區及人工魚礁的距離較遠，因此

鋪設工程不會對它們構成任何直接影響。唯一可能的影響是當光纜經過產卵場所。

HK-G 光纜走線的大部分位於第 C.3.11 段中確定為一般“低”魚苗生產率的產卵場

內。 

C.4.2 將軍澳工業邨是 HK-G 纜的著陸點，位於東南水域的水質管制區中認可產卵場的西

北方約 5 千米處。著陸點附近的海床是岩石面，該區域亦已安裝了許多其他光纜。

因此，在將軍澳工業邨中安裝光纜不會對南部和東部的產卵場以及一般漁業產生重

大影響。 

C.4.3 當舖設光纜的船隻橫過香港水域時，會佔用部分海面，因此令其他海上船隻（包括

漁船）無法使用。然而，這種對漁場造成的“暫時性損失”將在任何時候均被限制

在約 70 米 x 25 米內，（即舖設船隻的佔用範圍）。並且鋪設光纜的船所造成的影

響與其他經過香港水域的海上船隻所造成的影響沒有分別。除了鋪設光纜的船隻所

佔用區域外，沒有其他暫時性的漁場損失。 

C.4.4 雖然鋪設光纜的船隻的移動或被視為任何可能進行中的捕魚作業的阻礙，但這與任

何其他穿越香港水域的船隻(由舢板到集裝箱船)沒有分別。另一方面，光纜淹埋工

具（通常大小為 6 米 ×1 米）將佔據海床而不是海面，因為它掩埋由光纜鋪設船在

海面向下傳送的光纜。因此，海床上的光纜淹埋工具的操作並不會對任何捕漁活動

造成任何阻礙。 

C.4.5 《環評技術備忘錄》指出，產卵場被視為重要的生境類別，因為它們對許多生物及

其群落的繁殖和長期生存至關重要。在使用光纜淹埋工具鋪設光纜後，受干擾的沉

積物會重新沉積，海床將自然恢復，及後底棲動物群很快地再拓殖於沉積物內並可

向魚類提供食物。此外，光纜鋪設期間受到干擾的區域屬單次性並且有限。因此，

對產卵場內的海床只有短期和輕微的干擾，這不會對漁業生產造成任何顯著影響。 

C.4.6 總括而言，預計不會對漁業資源或捕漁作業產生長期的直接影響(其直接影響並不

顯著)。 

間接影響 

C.4.7 如上述表 C-1 所示，由於 HK-G 的光纜鋪設與魚類養殖區、哺育場或人工魚礁距離

遠，因此不會對它們構成任何間接影響。唯一可能的間接影響是光纜經過的產卵場。 

C.4.8 在掩埋光纜期間，海床會受到干擾，因而令懸浮固體上升，可能造成間接影響。然

而，此干擾是局部及短暫的。 

C.4.9 附件 A 中的計算表明，在整個光纜走線上因光纜淹埋工作而受到干擾的任何沉積

物會在不到 3.5 分鐘的時間內在光纜溝槽的 180 米範圍內沉降回海床上。因此，預

計 HK-G 光纜的淹埋不會對水質造成不可接受的影響，特別是在懸浮沉積物方面。

因此，預計光纜鋪設工作不會對漁業造成任何顯著的間接影響。 

漁業影響評估 

C.4.10 下列表 C-2 闡述了按照《環評技術備忘錄》附件 9 的要求而進行的影響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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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C-2 漁業影響評估 

範疇 影響評估 

影響性質 除將軍澳工業邨的岸端光纜鋪設外，光纜會由光纜淹埋工具直接

鋪設和淹埋於海床下。光纜鋪設會對海床產生直接影響，而淹埋

過程可能會導致水體中懸浮固體上升，從而產生間接影響。使用

淹埋工具令海床流化的最大寬度為 0.5 米，及受干擾的海床區域亦

將限制在該寬度內，因此影響只是局部的。這種影響也應是短期

的，因為在香港水域進行的光纜鋪設工程預計只需時約 4 個月

（已考慮因天氣而停工的情況）。參考 APG 光纜工程（與本項目

走線類似的光纜），香港水域內的海事工程所需的實際持續時間

僅為 3 週左右。 

受影響的面積 位於香港水域內的光纜全長約 33.6 千米，由將軍澳工業邨伸廷至

香港東面邊界。漁場的短暫損失在任何時候沿著光纜走線只限制

於光纜鋪設船的佔用範圍，約 70 米 x 25 米。因此，並不預計對沿

著光纜走線的船隻航行及漁業活動造成潛在影響。 

漁業資源／產

量大小 
受影響區域的漁業產量從捕漁重量每公頃多於 0 至 50 公斤至每公

頃多於 200 至 300 公斤不等，其中超過一半的網格顯示漁業產量

不超過每公頃 50 公斤。鶴咀半島以東的漁業產量最高（每公頃多

於 200 至 300 公斤），在果洲群島以東的產量下降（每公頃多於 0

至 50 公斤）。HK-G 光纜附近的捕魚作業和漁業資源產量屬低至中

等。由於光纜鋪設船所佔用的面積小，並且在任何一個光纜鋪設

地點的時間短，因此沿著光纜走線對漁船航行和捕魚活動的潛在

影響並不顯著。 

毀壞及干擾育

苗場及產卵場 
光纜不會穿越任何認可的育苗區。光纜鋪設的東南部和東部水域

已被界定為商業漁業資源的產卵場。在光纜淹埋工具鋪設光纜

後，透過受干擾的沉積物重新沉積，令海床自然恢復，及後底棲

動物群很快地再拓殖在沉積物內，並可向魚類提供食物。間接影

響方面，預計懸浮固體的最大擴散範圍為距離光纜溝槽 180 米，

並根據最壞情況假設會在 3.5 分鐘內沉積回海床上。因此，對產卵

場內的海床只有短期和輕微的干擾。 

對捕魚活動的

影響 
沿光纜走線的捕魚活動區域具有中度的商業價值，而光纜鋪設船

在經過香港水域時暫時佔用的捕魚區面積很小。在此基礎上，是

次項目對漁業產生的影響屬輕微。 

對水產養殖活

動的影響 
與 HK-G 光纜走線最接近的魚類養殖區為約 2.7 千米遠的東龍洲及

距離超過 5.9 千米的蒲台。由於魚類養殖區與光纜走線的距離較

遠，因此光纜鋪設工程不會對魚類養殖區造成影響。 

累積影響 

C.4.11 雖然有五個計劃中的項目位於 HK-G 光纜附近，但只有一個（將軍澳 - 藍田隧道及

相關工程，包括填海工程）將與 HK-G 光纜同時建造。正如第 3.4 節所述，鑑於該

個是完全受到控制的填海工程，與 HK-G 光纜在將軍澳工業邨的岸端鋪設位置有

2,250 米的距離，而且安裝時間短暫（僅幾天），預計不會產生累積的漁業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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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5 緩解措施 

C.5.1 由於預計不會對漁業資源產生不良影響，因此不需要採取具體的漁業影響緩解措施。

但是，附件 A 第 A.6 節中提出的保護水質的緩解措施也應有利於漁業資源，並應全

面實施。 

C.6 剩餘影響 

C.6.1 施工階段對漁業資源、棲息地和捕魚作業的剩餘影響屬可接受的水平內，並沒需要

製定具體的漁業監測計劃。 

C.7 總結 

C.7.1 透過對 HK-G 光纜走線沿線漁業資源和捕撈作業的現有資料檢視，得出該地區的大

部分區域的漁業產量均屬低至中等。該區域內沒有受項目影響的育苗場、魚類養殖

區或人工魚礁。然而，在 HK-G 光纜經過的東南水域有一個被界定為商業漁業資源

的產卵場。 

C.7.2 受影響區域的漁業產量從捕漁重量由每公頃多於 0 至 50 公斤至每公頃多於 200 至

300 公斤不等，其中超過一半的網格顯示漁業產量每公頃不超過 50 公斤。在鶴咀

半島以東的漁業產量最高（每公頃多於 200 至 300 公斤），在果洲群島以東的產量

下降（每公頃多於 0 至 50 公斤）。 

C.7.3 由於光纜鋪設船佔用的海面面積小，並且在任何一個光纜鋪設地點的時間短，因此

沿著光纜走線對漁船航行和捕魚活動的潛在影響並不顯著。 

C.7.4 就間接影響而言，任何沉積物捲流的最大擴散範圍為距離光纜溝槽 180 米，並根據

最壞情況假設會在 3.5 分鐘內沉積回海床上。透過受干擾的沉積物重新沉積，令海

床自然恢復，及後底棲動物群很快地再拓殖並可向魚類提供食物。 

C.7.5 鑑於上述情況，預計光纜鋪設工程不會產生不良影響。總括而言，預計該項目不會

對漁業資源或捕魚作業產生不可接受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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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C-1 捕撈作業在香港海域的分佈及 HK-G 光纜的位置 

 

資料來源: 漁農自然護理署《2016/17 年捕魚作業及生產調查》 

擬建光纜走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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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C-2 捕魚作業（舢板）在香港海域的分佈及 HK-G 光纜的位置 

 

資料來源: 漁農自然護理署《2016/17 年捕魚作業及生產調查》 

擬建光纜走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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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C-3 捕魚作業（其他類型的船隻）在香港海域的分佈及 HK-G 光纜的位置 

 

資料來源: 漁農自然護理署《2016/17 年捕魚作業及生產調查》 

擬建光纜走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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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C-4 漁獲（總體）在香港海域的分佈及 HK-G 光纜的位置 

  

資料來源: 漁農自然護理署《2016/17 年捕魚作業及生產調查》 

擬建光纜走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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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C-5 漁獲（魚苗）在香港海域的分佈及 HK-G 光纜的位置 

 

資料來源: 漁農自然護理署《2006 年捕魚作業及生產調查》 

擬建光纜走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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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C-6 漁業敏感受體的位置  

  

HK-G 光纜和蒲台魚類養殖區最近的距離 

=5.9 公里 

HK-G 光纜和東龍洲魚類養殖區最近的距離

=2.7 公里 

圖例: 
N 

      

N 

HK-G 光纜走線 

F1 東龍洲魚類養殖區 

F2 蒲台魚類養殖區 

哺育場 

產卵場 

人工魚礁 

 

1 公里 2 公里 5 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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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D 

文化遺產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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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D-1a 2017 年 HK-G 地球物理調查的聲納接觸點 

表 D-1b 2013 年 APG 地質測量的聲納接觸點 

表 D-2a          2017 年 HK-G 地球物理測量的磁力接觸點 

表 D-2b          2013 年 APG 地球物理測量的磁力接觸點 

表 D-3 英國海道測量部沉船資料庫 

圖清單 

圖 D-1 將軍澳工業邨著陸點附近的法定古蹟和具考古價值地點的位置 

圖 D-2 潛在海洋考古資源的位置 

圖 D-3 英國海道測量部沉船資料庫，沉船編號 57736 

圖 D-4 英國海道測量部沉船資料庫，沉船編號 657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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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文化遺產潛在影響 

D.1 概述 

D.1.1 本附件闡述了與是次項目有關的文化遺產評估。 

D.2 相關法定要求及指引 

D.2.1 下列法例和指引都適用於評估香港的文化遺產影響： 

 《環境影響評估條例（第 499 章）》及其附屬的《環境影響評估程序技術備忘錄》

（以下簡稱《環評技術備忘錄》）附件 10 及 19 

 《古物及古蹟條例（第 53 章）》 

 《香港規劃標準與準則》 

 由古物古蹟辦事處釐訂的《海洋考古調查指引》 

環評技術備忘錄 

D.2.2 《環評技術備忘錄》闡述了在文化遺產影響評估時所需方法和標準。 

D.2.3 附件 10 為文化遺址影響提供了一個評估準則，以保護及保育有文化遺產所在地為

前題，任何施工對文化遺址的不良影響必須減至最少。 

D.2.4 附件 19 指出保存是首選方案；若因為場地限制或其它因素而不能實行完整保存，

必須提供不同的建議或佈局設計以證明並確定完整保存真的無法實施。 

古物及古蹟條例（第 53 章） 

D.2.5 《古物及古跡條例（第 53 章）》提供了法律保護，防止法定古跡和歷史建築受到

發展威脅，讓它們得以為後人保存。這條例也確立了須予遵循的法定程序。  

香港規劃標準與準則 

D.2.6 《香港規劃標準與準則》的第 10 章：自然保育及文物保護，為保護歷史建築、具

考古研究價值的地點和其他古物，提供了一般指引和措施。 

海洋考古調查指引 

D.2.7 海洋考古調查的目標是根據海洋考古調查指引對研究區進行分階段檢閱/調查。研

究區是指沿著光纜走線兩側寬 25 米的評估走廊。海洋考古調查應包括第一階段評

估，並根據第一階段的評估來決定是否需要進行第二階段評估。 

D.2.8 在第一階段評估期間，應由合資格的海洋考古學家進行以下項目： 

 對研究區進行基線審查 

 檢閱地球物理調查以獲得精確的海底數據 

 確定海洋考古價值 

 進行海洋考古資源潛在影響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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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2.9 根據第一階段海洋考古調查結果，決定需不需要再進一步的調查。如果需要進行

第二階段評估，則應採取以下措施： 

 倘若第一階段調查 找到具考古價值的地點，便需以遙控載具或潛水員進行目

視調查或從旁監察 

 就以上範疇提交報告 

D.3 基線研究 

D.3.1 HK-G 的光纜鋪設走線和在將軍澳工業邨的登陸點，位於其他幾條已進行海洋考古

調查的海底光纜系統的評估走廊內。這些光纜系統包括 EAC、ASE、APG、TKOE 及

已計劃的 UEL。因此，以來自近期的海洋考古調查的資料去描述調查區域內現有的

狀況。 

調查範圍文物清單 

D.3.2 在將軍澳有一個法定古跡（佛頭洲稅關遺址），距離將軍澳工業邨的光纜登岸地

點約 244 米。在距離光纜較遠的地方，還有兩個法定古跡，即大浪灣石刻和東龍

洲石刻，分別距離光纜走線約 1,473 米和 2,013 米。另一方面，有三個考古地點位

於 HK-G 光纜走線附近，即佛頭洲具有考古研究價值的地點（約 103 米），佛頭洲

清代墓碑（約 215 米）及佛頭洲頹垣（約 500 米）。 

D.3.3 圖 D-1 顯示了法定古蹟和三個考古遺址的位置。 

D.3.4 在海洋考古資源方面，HK-G 光纜位於其他幾條海底光纜系統附近，這些系統已在

將軍澳工業邨登岸，並已完成海洋考古調查，如工程項目簡介的圖 1-1 所示。過去

的海洋考古調查沒有發現任何實際的海洋考古資源，或具有海洋考古價值的海床

特徵。因此可以證明本項目的調查範圍內沒有任何屬於海洋考古資源的物品。如

圖 D-2 所示，最接近光纜的物品為距離 HK-G 光纜 52 米的 UKHO 65708，位於研究

區域外。 

對陸地文物的潛在威脅 

D.3.5 海洋工程不會對陸地遺產構成威脅。在將軍澳工業邨著陸點，唯一的工程是將光

纜穿過現有的海堤管道，並不需要新的建設，因此對法定古蹟和三個考古遺址也

沒有威脅。有見及此，本評估的其餘部分將側重於海洋遺產。 

海洋遺產可能受到的威脅 

D.3.6 光纜走線與過往的海洋考古調查中已識別的潛在海洋考古物體之間的距離如圖 D-2

所示。為了確定這些物體中是否有任何海洋考古資源，已經在第 D.5 節提供了 HK-

G 光纜的海洋考古調查。 

D.3.7 從海堤起首 20 米的光纜是由潛水員使用沖噴技術鋪設的。光纜的其餘部分將使用

沖噴式掩埋工具進行鋪設，該工具沿著走線，將 0.5 米寬的海床流化達 5 米深度。

研究區域設置在光纜走線兩側 25 米處，作為鋪設工作的緩衝區。 

javascript:voi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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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4 檢閱基線資料 

土力數據 

D.4.1 在過去海平面季節波動時，厚厚的海洋泥沙已於華南沿岸沉積。從上次冰河世紀

末以來，平均海平面已經上升約 120 米。當時海岸線與現在的海岸線相隔較遠，

且靠近大陸架邊緣。海平面的上升，形成被淹沒的海岸線地形。於整個香港海域

（與香港南部的中國海域）屬此地形的沉積物主要具有兩種沉積面貌；由坑口地

層的海洋沉積物所覆蓋的較早期的深屈地層與赤臘角地層的沉積物 
[註1]

。  

D.4.2 最上層的地質單元為全新世的坑口地層“海洋沉積物”。這主要包括一些非常軟至軟

的同質沉積物，是自上次冰河世紀末海平面上升之後很快便沉積下來的沉積物，

距今 10,000 到 6,000 年前。其主要由綠灰色粉質黏土組成，有不同厚度，最高至

30 米。不排水剪切強度從 3kPa 以下至 20kPa。地層基底的沉積物通常變得較粗糙 

[註 1]
。坑口地層為海洋考古資源提供一個非常好的保護環境。 

D.4.3 坑口地層下面，為橫向不持續的晚更新世的邊緣海洋，至河口的深屈地層與赤臘

角地層。深屈地層的原材料與全新世沉積物類似。但是，當早期冰河和冰川的循

環更替，導致海平面下降，地層因此暴露於陸地風化環境中，所以變得更堅硬。

深屈地層由堅硬的（40-60kPa）灰粉土，以及一些軟殼碎片組成。赤臘角地層是由

多相的、分佈不均勻的沉積物組成，尺寸大小包含巨石到黏土。黏土的無側限抗

壓強度為 30 至 90kPa，比上覆蓋層更堅固。這些組合沉積層的厚度最高可達 30 米 
[註 1]。 

D.4.4 赤臘角地層因靠近海岸，波浪運動沖走了細泥沙，沉積層含崩積沙、碎石與巨石。

遠離海岸線處，沉積物為分佈不均勻的土質，主要是沙粒與粉沙，還含有黏土與

碎石[註 1]。 

D.4.5 赤臘角地層下方是香港的堅硬岩石地質，主要是凝灰岩與花崗岩，在未被風化的

岩石上經常有一層厚厚的高度風化物，以及一些沉積岩[註 1]。 

檢閱歷史文獻 

D.4.6 下述內容摘錄自研究區域內過去的考古基線研究（APG 光纜系統）。 

將軍澳工業邨登陸點 

D.4.7 考古證據指出海員已使用香港海域航海約 6,000 年[註2]。據報導[註3]，在過去十年內，

沿海河口沙洲發現了大量的史前遺址，這表示早期移居者已開拓沿海地區及離岸

區域。約 6,000 年以前，新石器時代人已經在華南沿海地區定居。 

D.4.8 根據 Aijmer [註4]的報告，因為早期很多帆船（Junk）停靠在海灣裡，所以將軍澳登

陸點位處地現稱為將軍澳（Junk Bay）（以前叫作佛堂門）。自宋朝開始，人們一

                                                      

1.  Project Profile for Ultra Express Link, 14 September 2017 (PP-553/2017) and Project Profile for Tseung Kwan O Express – Cable 
System, 20 May 2015 (PP-532/2015)   

2.  Bard, S. 1988. In Search of the Past: A Guide to the Antiquities of Hong Kong. Hong Kong Urban Council  

3.  Chau, Hing-wah, (ed) 1993. Collected essays on the culture of the Ancient Yue People in South China. Hong Kong Museum of History  

4.  Aijmer, 1984, cited in Maunsell Consultants Asia Ltd., 2005, Further Development of Tseung Kwan O, Feasibility Study, Environmental 
Impact Assessment, Impact on Cultural Heritage. Civil Engineering and Development Department. Hong K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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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使用將軍澳與藍塘海峽（HK-G 光纜將會跨越），連接廣州與華北地區進行貿易

活動。 此航道成為維多利亞港的東面入口，且一直沿用到今天，已經成為了很多

大小船舶的重要航道。 

稅關遺址 

D.4.9 在位於將軍澳的稅關遺址屬法定古蹟，距離光纜著陸點僅 244 米。雖然它不會受

到光纜鋪設的影響，但它是光纜附近一個有悠久海上活動歷史的重要標記。 

D.4.10 在清朝（1644-1911），經過佛堂門和藍塘海峽的船隻停在佛頭洲或將軍澳的一個

稅關站，然後向西進入珠江三角洲。它位於港口的東出口具有戰略意義。1979 年

4 月，在破碎的支柱碎片復修之後，古物古蹟辦事處對該地區進行了詳細的調查

（Bard，1980）。發現了破碎的石塊，瓦礫，瓷磚和灰磚，並發現了門鉸鏈遺骸

的花崗岩板台階。在南端發現了兩個柱基，這種材料表明，此處曾經有一個宏偉

的結構。在退潮時，在海灘中心附近觀察到明顯對齊的巨石。有估計這可能是大

型的木製碼頭或滑道的遺骸。 

D.4.11 在 1857 年至 1860 年的“箭頭”或第二次鴉片戰爭以及 1860 年“天津條約”簽署後，

九龍半島被割讓給英國，中國在馬灣、長洲、荔枝角及將軍澳成立了稅關站。武

裝海上巡洋艦經常在附近海域巡邏，尋找違禁品（Sayer，1975）。在 1898 年中國

因“北京條約”把新界租賃英國後，中國關閉在香港附近的稅關站。中國稅關站大樓

被遺棄後逐漸失修。 

D.4.12 將軍澳 (Junk Bay) 的海岸線現在已向海伸延很多，因為從 1970 年代起，大片海床

已經被填成陸地，既把多條沿岸村落推向內陸，也把早期沿岸的用途和聚居證據

掩埋掉。將軍澳村，原本位於將軍澳東北岸，是區內最古老的聚居地之一，可上

溯至明朝。 

英國海道測量部  

D.4.13 位於英國湯頓市的英國海道測量部保管著一個資料庫，記錄了香港已知的沉船和

其他水底障礙物的資料。  

D.4.14 因為 HK-G 光纜跟 APG 光纜的鋪設路線相同，從 APG 光纜系統的海洋考古資源評

估獲取了相關資料。 圖 D-3 和圖 D-4 列出了有關最靠近 HK-G 光纜走線的兩個沉船

地點的詳細資料。英國海道測量部沉船號碼 57736 距離光纜走線 76 米，沉船號碼

65708 距離光纜走線 52 米。它們都不在研究區內。 

地球物理測量  

D.4.15 下列為位於 HK-G 光纜附近的光纜系統的工程項目簡介所進行的海洋考古調查： 

 編寫於 2015 年 12 月 16 日，TKOE 光纜的工程項目簡介中的海洋考古調查。

該測量涵蓋了 500 米闊的走廊，包括 HK-G 光纜的研究區域。測量時間為

2015 年 11 月 16 日及 30 日。  

 編寫於 2011 年 10 月 7 日，ASE 光纜的工程項目簡介中的海洋考古調查。

該測量涵蓋了 1,000 米闊的走廊，包括 HK-G 的研究區。測量時間為 2011

年 3 月 14 日及 5 月 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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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寫於 2013 年 10 月 8 日，APG 光纜的工程項目簡介中的海洋考古調查，

測量方式跟 ASE 光纜項目相同。地球物理測量時間為 2012 年 10 月 11 日及

24 日，涵蓋了 650 米闊的走廊，包括 HK-G 光纜的研究區。  

D.4.16 HK-G 光纜的地球物理測量於 2017 年中期開展，其中包括對海底沉積物的深度和

性質以及任何海床和海底異常的評估。資料由其他與 HK-G 光纜走線類似的海底光

纜項目的早期調查得到。 

D.4.17 早期及 2017 年 HK-G 光纜的地球物理測量所用的設備如下：  

 C-Nav GcGPS （全球校正式全球定位系統） 

 單波束回聲探測器 

 多波束回聲探測 

 旁測聲納系統 

 海底淺層地震剖面儀 

 海洋磁動計系統 

D.4.18 側掃聲納系統沿 HK-G 光纜鋪設走線，發現了一些傾倒物料。研究區的海床被厚厚

的沉積物覆蓋，包括非常柔軟的淤泥或沙質粘土。當光纜遠離將軍澳工業邨海岸

和藍塘海峽周圍地區時，傾倒材料的數量減少。海床的特點是擁有分散的疤痕，

但在接近東端時疤痕變得更清晰。 

D.5 海洋考古調查 

D.5.1 地球物理測量的數據由本地海洋測量公司 EGS（亞洲）有限公司（EGS）提供，用

於沿著光纜走線的其他光纜項目，即 ASE、APG 和 TKOE。這些數據由地質學家進

行處理，並由一名合資格的海洋考古學家 Sarah HEAVER 女士進行審核。此外，

EGS 還在 2017 年中期對該項目進行了地球物理測量。然而，由於 HK-G 光纜走線

曾作修改，因此該地球物理測量並沒有 100％覆蓋走線。於 2013 年，APG 光纜項

目的地球物理測量涵蓋了修改的走線部份，而且重新分析數據，如圖 D-2 所示。 

D.5.2 ASE、APG 和 TKOE 光纜項目的測量結果顯示，在 HK-G 光纜附近並沒有發現任何有

可能具考古價值的物品。測量發現，大部分調查區域內的海床包含粗沉積物，並

有一些區域為岩石/巨石和低地的傾倒物料。測量結果發現沿光纜走線的部分區域

的海床已嚴重被過去的拖網活動與傾倒物料影響。 

D.5.3 HK-G 光纜走線的地球物理測量顯示，集中在走線的西半部的海床上散佈著拖網疤

痕和大量傾倒物。沿港島東岸的光纜經過已公布的水雷區及廢棄的挖沙區（1990-

2003）。這些活動將大大降低海底的考古價值。在走線的東半部，傾倒物料的碎

片較疏落，亦令海床受到較少干擾，及沒有明顯的特徵。在香港水域內，光纜走

線的東邊，海床是平坦的及只有零星傾倒物料，並沒有任何特徵或障礙物。測量

結果與早前的測量的結果一致，即沒有任何海洋考古資源的證據。 

D.5.4 以下表 D-1a 中提供了 HK-G 光纜走線的地球物理測量聲納接觸點清單，如圖 D-2

所示。六個聲納接觸位於 50 米走廊內，全部都被歸類為碎片。附錄 D 中提供了數

據的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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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5.5 以下表 D-1b 中提供了 APG 地球物理測量中有關已修改的 HK-G 光纜走線部分的聲

納接觸點清單，如圖 D-2 所示。有 5 個聲納接觸點，它們都距離走線超過 128 米

並被歸類為碎片，而且不需要進一步調查。 

表 D-1a 2017 年 HK-G 地球物理調查的聲納接觸點 

編號 測量編號 緯度 經度 大小（米） 說明 

A-SC005 HK-G 22° 16.256' N  
114° 15.476' E  

3x2xnmh  
 

碎片 

SC003 HK-G 22° 16.843' N  
114° 15.844' E  

3x1xnmh  
 

碎片 

SC023 HK-G 22° 16.287' N  
114° 15.497' E  

4x2xnmh  
 

碎片 

SC032 HK-G 22° 16.208' N  
114° 15.442' E  

2x2x1.3  
 

碎片 

SC034 HK-G 22° 16.200' N  
114° 15.444' E  

2x1x1.4  
 

碎片 

SC082 HK-G 22° 12.404' N  
114° 17.248' E  

5x5xnmh  
 

碎片 

註: * nmh 代表沒有量度高度 

表 D-2b 2013 年 APG 地質測量的聲納接觸點 

編號 測量編號 緯度 經度 大小（米） 說明 

SC001 APG 22° 17.017' N 

114° 15.994' E 
62xnmwxnmh 未明線型 

SC002 APG 22° 17.001' N 
114° 15.977' E 

80xnmwxnmh 
 

未明線型 

SC003 APG 22° 17.017' N 
114° 15.978' E 

20xnmwxnmh 未明線型 

SC004 APG 22° 13.404' N 
114° 16.381' E 

19x7x7 沉船 

SC005 APG 22° 12.266' N 
114° 18.837' E 

5.9x4.5xnmh 傾倒物料 

SC006 APG 22° 13.946' N 
114° 25.624' E 

4.6x2.7x0.7 傾倒物料 

SC007 APG 22° 14.211' N 
114° 29.359' E 

1.5x1.3x<0.5 車胎 

D.5.6 透過進行磁場測量以定位沿走線的現有光纜和管道，這些光纜和管道列於表 D-2a

中並在圖 D-2 顯示。9 個磁力接觸點位於 50 米走廊內，全部都被視為未知物體。 

D.5.7 以下表 D-2b 中提供了 APG 地球物理測量中有關已修改的 HK-G 光纜走線部分的磁

力接觸點清單，如圖 D-2 所示。有 7 個磁力接觸點位於 50 米走廊內，全部都被視

為未知物體。 

 

表 D-2a 2017 年 HK-G 地球物理測量的磁力接觸點 

編號 測量編號 緯度 經度 磁異常(nT) 說明 

A-MC003 HK-G 22° 16.398' N  

114° 15.577' E  
83.8 未知物體 

MC007 HK-G 22° 16.878' N  

114° 15.948' E  
169.6 未知物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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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測量編號 緯度 經度 磁異常(nT) 說明 

MC085 HK-G 22° 16.100' N  

114° 15.394' E  
43.8 未知物體 

MC102 HK-G 22° 15.662' N  

114° 15.570' E  
131.3 未知物體 

MC151 HK-G 22° 14.945' N  

114° 15.813' E  
27.1 未知物體 

MC206 HK-G 22° 12.496' N  

114° 17.166' E  
37.9 未知物體 

MC207 HK-G 22° 12.486' N  

114° 17.167' E  
34.6 未知物體 

MC277 HK-G 22° 12.186' N  

114° 19.449' E  
11.8 未知物體 

MC307 HK-G 22° 12.266' N  

114° 22.360' E  
13 未知物體 

表 D-2b  2013 年 APG 地球物理測量的磁力接觸點 

編號 測量編號 緯度 經度 磁異常(nT) 說明 

MC041 APG 22° 15.842' N 

114° 15.434' E 
185.3 未知物體 

MC042 APG 22° 15.839' N 

114° 15.427' E 
84.9 未知物體 

MC046 APG 22° 15.823' N 

114° 15.460' E 
74.9 未知物體 

MC061 APG 22° 15.222' N 

114° 15.500' E 
43.5 未知物體 

MC064 APG 22° 15.223' N 

114° 15.542' E 
73.6 未知物體 

MC065 APG 22° 15.220' N 

114° 15.490' E 
36.1 未知物體 

MC133 APG 22° 12.159' N 

114° 17.681' E 
23.8 未知物體 

D.5.8 在地球物理測量過程中發現的其他磁力接觸點和地層異常，根據其海床特徵，這

些物體與 ASE 和 APG 光纜、渠務署的污水管道以及傾倒材料/碎片有關。附錄 D 中

提供了磁場數據的副本。 

D.5.9 檢閱英國海道測量部沉船資料庫時，在位於光纜走線 100 米範圍內發現有沉船，

如表 D-3 所示。如圖 D-2 所示，在走線經過的寬闊區域內共發現了 15 個沉船點，

只有兩個英國海道測量部沉船點位於 100 米研究區內，但在 HK-G 光纜研究區的

25 米外。 

 

表 D-3 英國海道測量部沉船資料庫 

殘骸編號 緯度 經度 分類 說明 

57736 22° 16’.910 N 

114° 16’.150 E 

不確定來源 不確定 

65708 22° 16’.083 N 

114° 15’.433 E 

不確定來源 對航行船隻會構成危險的殘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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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6 總結 

D.6.1 海洋工程不會對陸地文化遺產構成威脅。在將軍澳工業邨著陸點，唯一的工程是

將光纜穿過現有的海堤管道，並不需要新的建設，因此對法定古蹟和三個考古遺

址也沒有威脅。因此，不需要採取任何緩解措施。 

D.6.2 以前的海洋考古調查和 2017 年中期對 HK-G 光纜進行的地球物理測量顯示沿著 HK-

G 光纜走線的海床受到拖網捕漁、傾倒物料以及過往安裝 5 條光纜的嚴重影響。

另外還發現藍塘海峽和研究區內沉積物的性質為軟淤泥或砂質粘土。因過往的海

底干擾令研究區海底的考古價值大大降低。 

D.6.3 為項目進行的地球物理測量確定了 50 米走廊內有 6 個聲納接觸點，根據以前詮釋

數據的經驗，全部都歸類為碎片。另外，在 50 米走廊確定了 9 個磁力接觸點，但

全部都被視為未知物體，並且很可能與現有光纜及其裝設有關。在地球物理測量

中發現的其他磁力接觸點和地層異常已被確定為與 ASE 和 APG 光纜、渠務署的污

水管道和傾倒材料/碎片有關。對英國海道測量部沉船資料庫的檢閱發現，在光纜

走線 100 米範圍內有兩個沉船，但最近的一個亦距離研究區 52 米外。 

D.6.4 地球物理測量確定沒有海洋考古資源的證據，因此預計不會產生海洋考古影響。

所以，沒有必要進行進一步的海洋考古調查和減緩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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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D-1 將軍澳工業邨著陸點附近的法定古蹟和具考古價值地點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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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D-2 潛在海洋考古資源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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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D-3 英國海道測量部沉船資料庫，沉船編號 577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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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D-4 英國海道測量部沉船資料庫，沉船編號 657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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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E 

環境監測與審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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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環境監察與審核措施  

E.1 引言 

E.1.1 本附件規定了項目環境監測與審核（EM&A）的要求。總體而言，擬議的環境監測

與審核計劃可以： 

 核實水質影響評估（附件 A）所預計有關海底光纜的安裝不會對在將軍澳

光纜走線附近的水質（及依賴於水質的生態資源）造成不可接受的影響。 

 確保在鋪設光纜時能夠謹慎地進行，並在發現敏感受體受到光纜安裝工程

影響時，採取適當行動。 

E.2 環境小組 

E.2.1 許可證持有人須聘請一個環境小組，按本工程項目簡介建議進行環境監測與審核

計劃。環境小組須由一名環境小組組長帶領，並包括合資格的員工。環境小組組

長須在環境監察與審核或環境管理方面有至少 7年經驗。 

E.2.2 環境小組及小組組長不得以任何方式作為工程項目倡議人及其承建商、或項目的

獨立環境查核人/獨立顧問的相關機構。 

E.2.3 環境小組及小組組長需執行環境監測與審核計劃，確保施工期間符合項目的環境

要求。其職責包括： 

 為需要監測的參數進行取樣、分析和統計評估。 

 審核是否符合環境保護和污染防治條例。 

 監測環境緩解措施的落實。 

 監測是否符合環境許可證的條件。 

 檢查光纜的安裝計劃，並根據需要提出意見。 

 檢查施工方法，並根據需要提出意見。 

 參照最好的光纜的安裝計劃，編制和更新環境監測與審核工作的時間表。  

 調查不符合規定的事件，評估和提出糾正措施。 

 就所有環保成效事情與獨立環境查核人/獨立顧問聯絡。 

 對環境的改善、意識提高、改善等事項，向工程項目倡議人及其承建商提

出建議。 

 準時提交環境監測與審核報告給獨立環境查核人/獨立顧問審核，及後再將

報告提交環境影響評估條例登記冊辦事處。 

E.3 獨立環境查核人/獨立顧問 

E.3.1 在光纜鋪設工程開始之前，許可證持有人須聘請獨立環境查核人/獨立顧問就與項

目有關的環境問題提供意見。獨立環境查核人/獨立顧問須在環境監測與審核或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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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管理方面有至少 7年經驗及獨立環境查核人/獨立顧問團隊當中應包括合適且合

資格的員工。 

E.3.2 獨立環境查核人/獨立顧問不得以任何方式作為項目倡議人、工程項目的承建商或

環境小組的相關機構。 

E.3.3 獨立環境查核人/獨立顧問須審核項目整體環境監測與審核方案，包括所有環境緩

解措施的實施、與環境監測與審核有關的提交文件，以及本工程項目簡介所要求

的其他提交文件。 

E.3.4 獨立環境查核人/獨立顧問應確保基線和影響監測由環境小組按規定的日程表在正

確的位置進行。 

E.3.5 獨立環境查核人/獨立顧問的主要職責是執行光纜安裝的環境審計，主要包括以下：  

 檢查和審計環境監測與審核工作的各個方面。 

 核實並確認監測結果、監測設備、監測地點、監測程序和敏感受體的位置。 

 對監測數據和取樣程序等進行隨機抽樣檢查和審計。 

 對工程項目簡介建議和要求的環保措施實施狀況，進行現場審核。  

 審核環境影響緩解措施的有效性和項目的環保表現。  

 根據需要，審核工程項目倡議人及其承建商的施工方法，並與環境小組組

長在影響最小的替代方案達成共識。  

 調查投訴個案，並檢查糾正措施的有效性。  

 審核環境監測與審核報告中，環境監測部分的準確性。 

 核實環境小組組長所提交的環境監測與審核報告。 

 向環境小組反映審核結果，並簽署相關的環境監測與審核文件。 

 綜合以上，向相關政府部門提交每月報告（以信件格式）。 

E.4 水質監測 

需要量度的參數 

基線監測及影響監測 

E.4.1 需要在實地測量的參數包括： 

 溶解氧（飽和百分比%及每公升毫克數 mg/L） 

 溫度（攝氏°C） 

 混濁度（NTU） 

E.4.2 唯一需要在實驗室量度的參數是： 

 懸浮固體（每公升毫克數 mg/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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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4.3 除了水質參數之外，其他須測量及記錄於現場記錄冊中的相關數據包括：在收集樣

本時，樣本收集站的位置和光纜掩埋機的位置、水深、時間、天氣情況（例如風向

及風速）、海面情況、潮汐狀態、在監測區和工程區可能影響監測結果的特別現象

和工程活動。 

隔泥幕監測 

E.4.4 需要在實地測量的參數包括： 

 混濁度（NTU） 

設備 

E.4.5 下列設備由環境小組提供，並在使用前得到獨立環境查核人/獨立顧問批准： 

 溶解氧和溫度量度設備–這項儀器必須是一個可攜帶式、防風雨的溶解氧

量度儀器，並配備連接線、感應器、綜合操作手冊，而且可以用直流電運

作。它必須能夠量度：介乎每公升 0 – 20 毫克和 0-200%飽和度的溶解氧水

平；以及攝氏溫度 0-45 度。它必須有一個薄膜電極，並設有自動溫度調整，

以及一條不短於 35米的連接線。必須備有足夠的備用電極和連接線庫存

（例如：YSI 59型儀錶、YSI 5739型探測器、YSI 5795A型水底攪拌器，連

同卷軸和連接線或獲認可的同類儀器）以便有需要時更換零件。 

 混濁度量度設備–量度混濁度應該與量度懸浮固體分用同一個水樣本。應

該使用混濁度儀來量度混濁程度，並以混濁度(NTU)作為表達單位。 

 水深計–沒有為量度水深建議任何特定的儀器。然而，裝設於水質監測船

底的水深計較為可取。 

 定位設備–在進行監測時，必須使用全球定位系統來準確地記錄監測船的

位置，然後才進行量度。應該優先使用全球定位系統作為定位設備，但應

先在適當的檢測點（例如鰂魚涌測量釘）進行準確度校對。 

 水樣本收集設備–必須使用水樣本收集器，其組成部份包括一個透明的聚

氯乙烯（pvc）或玻璃瓶，容量不少於兩公升，而且兩端都可以用瓶蓋有效

密封（Kahlsico 水樣本收集器 13SWB203 型或獲批准的類似儀器）。水樣本

收集器必須設有正鎖定系統，令它能夠保持開啟，並防止過早閉上，直至

收集器到達選定水深時，才由一個信號傳遞設備予以釋放。 

樣本收集／化驗程序 

E.4.6 所有在實地使用的監測儀器，在使用前都必須由一家經“香港實驗所認可計劃”或其

他國際認可計劃認可的實驗所進行檢查、校準和認證，並需在整個水質監測過程

的所有階段都每月重新校準一次。所有感應器和電極在每次使用前，都必須以獲

認證的標準溶液檢查其反應。 

E.4.7 至於戶外設備在現場校準的方法，必須依照英國標準 1427：1993號《水域分析的

戶外及現場化驗方法指南》。必須儲存足夠的備用零件在有需要時作替換之用。

此外，亦必須配有後備監測儀器，務求在儀器進行維修、校準等程序時，監測工

作仍能進行而不受應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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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4.8 用作量度懸浮固體的水樣本必須以高密度的聚乙烯瓶收集，然後以冰藏起（冷卻

至 4度攝氏但不凝結），並盡快送往一家香港實驗所認可計劃內的實驗所。對每

個監測事項都應該收集最少 2個重複樣本，以便進行實地量度和實驗所分析。 

實驗所分析 

E.4.9 所有化驗工作都必須由已獲“香港實驗所認可計劃”認證的實驗所進行。每個監測站

和對照站都必須收集約 1,000毫升的水樣本，以便進行各種實驗所測定工作。測定

工作必須在收集水樣本後的下一個工作天內展開。懸浮固體的實驗所量度結果必

須在收集樣本後 2天（48小時）內提交予客戶。 

E.4.10 除非另有說明，否則各項分析都必須依照美國公共衛生協會的《水及廢水檢查標

準方法（第 19版）》內所闡述的標準方法進行（APHA 2540D for SS）。向客戶提

交的資料應包括：預先處理程序、所用儀器、質量保證／質量控制（質保／質控）

詳情（例如空白樣本、加樣回收、每批樣本的複本數目等）、偵測極限和準確性。

質保／質控的細節必須符合“香港實驗所認可計劃＂或其他國際認可計劃的要求。 

監測位置 

基線監測及影響監測 

E.4.11 根據附件 A的水質評估得出的結果，目前在光纜走線 500米範圍內的水敏感受體

中選定 6個影響監測站。 

E.4.12 在鋪設光纜之前（基線監測）、期間（影響監測）和之後（項目後監測，如需

要），都會在監察站收集水質樣本以記錄光纜安裝工程對水質敏感受體的任何影

響。 

E.4.13 擬議的監測站如下並顯示於圖 E-1至 E-3（採用附件 A的水敏感受體名稱）： 

 C1 是一個用作監測光纜鋪設工程對銀灣( 歌連臣角)珊瑚群落影響的監測站。 

 C4是一個用作監測光纜鋪設工程對佛頭洲珊瑚群落影響的監測站。 

 C9是一個用作監測光纜鋪設工程對大浪排珊瑚群落影響的監測站。 

 W1是一個用作監測光纜鋪設工程對水務處小西灣沖厠海水進水口影響的

監測站。 

 F1是一個用作監測光纜鋪設工程對東龍洲魚類養殖區影響的監測站（光纜

走線 500米範圍內的代表位置）。 

 F3 是一個用作監測光纜鋪設工程對魚類產卵場影響的監測站（代表位置）。 

E.4.14 這些監測站的指示性座標羅列於表 E-1內，但在展開基線監測之前，應該先確定準

確的座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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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E-1 水質監測站座標（香港網格） 

收集站 地點 東向  北向 

C1 銀灣( 歌連臣角)珊瑚群落 844564.9 813355.7 

C4 佛頭洲珊瑚群落 845157.8 814903.5 

C9 大浪排珊瑚群落 845322.1 810822.3 

W1 水務處小西灣沖厠海水進水口 844094.4 814360.3 

F1 東龍洲魚類養殖區 845167.5 812577.6 

F3 魚類產卵場 847320.7 809036.1 

隔泥幕監測 

E.4.15 隔泥幕「裏面」和「外面」的水質監測將在鏈距 0.7千米至鏈距 1.1千米（接近佛

頭洲以西）及鏈距 2.4 千米至鏈距 2.9 千米（接近歌連臣角以南及銀灣以北）進行。

隔泥幕「裏面」和「外面」的水質監測位置顯示於圖 E-2。 

監測頻率 

基線監測 

E.4.16 基線監測會連續進行 4星期，但需於動工前最少 6個星期前開始。在基線監測開

始前兩星期，環境小組應向獨立環境查核人/獨立顧問提交監測時間表，並取得他

們同意。然後在基線監測開始前最少一星期向環保處提交已同意的時間表。 

E.4.17 基線監測需每星期收集 3次樣本，每次一組。任何兩組監測之間的相隔時間不可

少於 36小時。每組的水質採樣工作會分別在，以漲潮中段和退潮中段作為兩個時

間指標，在每個指標之前 2小時和之後的 2小時，即合共 4小時的時段內，各進

行樣本收集一次。即每組有兩個時段的樣本。 

E.4.18 應按以下準則在每個監測站的每個潮汐，進行現場測量和採樣： 

 對於水深為 6米或以上監測站，應在三個深度進行採樣：海面以下 1米﹔

半深處﹔在海床上方 1米 

 對於水深為 3米至 6米的監測站，應在兩個深度進行監測：海面以下 1

米﹔海床以上 1米 

 對於水深小於 3米的監測站，應在一個深度進行監測：半深處 

影響監測 

E.4.19 根據光纜在香港水域的長度，影響監測站被分為兩個區域，以有效和高效地監測

水質，如圖 E-1所示。監測應逐段進行： 

 區域 A﹕當光纜鋪設工作在區域 A邊界內進行時，應在 C1、C4、F1和W1

監測站進行監測，如圖 E-2所示。 

 區域 B﹕當光纜鋪設工作在區域 B邊界內進行時，應在 C9、F1和 F3監測

站進行監測，如圖 E-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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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4.20 當光鋪鋪設工程在該區域進行時，應在相應的區域進行監測。當鋪設光纜的船隻

位於區域 A或 B之外時，或沒有進行光纜鋪設工作時，則不需要進行監測。在影

響監測開始前兩星期，環境小組應向獨立環境查核人/獨立顧問提交監測時間表，

並取得他們同意。然後在影響監測開始前最少一星期向環保處提交已同意的時間

表。 

E.4.21 影響監測需每星期收集 3次樣本，每次一組。任何兩組監測之間的相隔時間不可

少於 36小時。每組的水質採樣工作會分別在，以漲潮中段和退潮中段作為兩個時

間指標，在每個指標之前 2小時和之後的 2小時，即合共 4小時的時段內，各進

行樣本收集一次。即每組有兩個時段的樣本。 

E.4.22 應按以下準則在每個監測站的每個潮汐，進行現場測量和採樣： 

 對於水深為 6米或以上監測站，應在三個深度進行採樣：海面以下 1米﹔

半深處﹔在海床上方 1米 

 對於水深為 3米至 6米的監測站，應在兩個深度進行監測：海面以下 1

米﹔海床以上 1米 

 對於水深小於 3米的監測站，應在一個深度進行監測：半深處 

隔泥幕監測 

E.4.23 為了提供近乎實時的結果，以便有需要可以採取迅速行動，當於鏈距 0.7千米至鏈

距 1.1千米及鏈距 2.4千米至鏈距 2.9千米里使用光纜掩埋器，會每小時在隔泥幕

的「裏面」和「外面」進行水質監測。 

E.4.24 使用第 E.4.5節最後一點列出的水樣本收集設備，於隔泥幕的「裏面」和「外面」
各取一個水樣本。每個樣本應取於海床以上 1米。環境小組應使用混濁度計分析

這些水樣本的混濁度（NTU），根據基線監測報告建立的混濁度與懸浮固體之間的

關係，確定實時懸浮固體讀數（mg / L）。 

項目後監測 

E.4.25 項目後監測的必要性應由環境小組提出，並取得獨立環境查核人/獨立顧問的同意。

項目後監測的必要性取決於影響監測的結果：只當結果顯示因項目而令行動和/或

限制水平一致超標時，才需進行項目後監測，以證明環境條件回復到項目前（即

基線）的水平。 

E.4.26 如有需要，6個監測站各自的項目後監測應在光纜安裝工程結束後三星期內開始。

項目後監測的持續時間為兩星期。在項目後監測開始前兩星期，環境小組應向獨

立環境查核人/獨立顧問提交監測時間表，並取得他們同意。然後在項目後監測開

始前最少一星期向環保處提交已同意的時間表。 

E.4.27 項目後監測需每星期收集 3次樣本，每次一組。任何兩組監測之間的相隔時間不

可少於 36小時。每組的水質採樣工作會分別在，以漲潮中段和退潮中段作為兩個

時間指標，在每個指標之前 2小時和之後的 2小時，即合共 4小時的時段內，各

進行樣本收集一次。即每組有兩個時段的樣本。 

E.4.28 應按以下準則在每個監測站的每個潮汐，進行現場測量和採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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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於水深為 6米或以上監測站，應在三個深度進行採樣：海面以下 1米﹔

半深處﹔在海床上方 1米 

 對於水深為 3米至 6米的監測站，應在兩個深度進行監測：海面以下 1

米﹔海床以上 1米 

 對於水深小於 3米的監測站，應在一個深度進行監測：半深處 

影響監測的行動和限制水平及事件/行動計劃 

E.4.29 影響監測結果應根據表 E-2中所示的行動和限制水平進行評估，並按照表 E-3中所

示的事件/行動計劃採取行動。事件/行動計劃僅與直接由工程承建商可控制的光纜

安裝工程所導致的超標有關。如有任何疑問，應尋求獨立環境查核人/獨立顧問的

建議。 

表 E-2 水質的行動和限制水平 

參數 行動水平 限制水平 

溶解氧（每升 

毫克數） 

海面和中間 

海面和中間水層的基線數據的 

第5個百分位數 

海底 

底層的基線數據的第5個百分位數 

海面和中間 

表面和中間水層的基線數據的第1

個百分位數，或每公升5毫克 

海底 

底層的基線數據的第1個分位數，

或每公升2毫克 

懸浮固體（每 

升毫克數） 

（深度平均） 

基線數據的第95個百分位數，或 

任何影響監測站的數據比相應的 

參考站數據高出 20% 

基線數據的第99個百分位數，或 

任何影響監測站的數據比相應的參 

考站數據高出 30% 

混濁度 

（NTU） 

（深度平均） 

基線數據的第95個百分位數，或 

任何影響監測站的數據比相應的 

參考站數據高出 20% 

基線數據的第99個百分位數，或 

任何影響監測站的數據比相應的參 

考站數據高出 30% 

表 E-3 水質的事件/行動計劃 

事件 承建商 

超出「行動水 

平」 

第 1步–重複樣本收集 

第 2步–知會環保署和漁護署，並以書面確認不符合要求的情況； 

第 3步–與鋪設光纜的承建商及獨立環境查核人/獨立顧問商討減少懸浮

固體的最適當方法。 

第 4步–在實施緩解措施後再次量度有關參數，以確定水質是否符合要

求。 

第 5步–倘若不符合要求的情況持續，便需在第 3步增加緩解措施，並

重複第 4步的參數量度。倘若第三次不符合要求，便須停止光纜鋪設工

程。 

超出「限制水 

平」 

立即進行第 1-4步，倘若繼續出現不符合“限制水平”的情況，便需暫停

光纜鋪設工作，直至找到有效的解決方法為止。 

隔泥幕監測 

E.4.30 應以隔泥幕「裏面」和「外面」所作的水質監測得到的懸浮固體讀數（每升毫克

數）作為參考，並應由環境小組即時查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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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4.31 與隔泥幕「裏面」相比，如果發現隔泥幕「外面」的懸浮物有所增加，應實行額

外的水質控制措施。這將由環境小組根據需要來確定，可以包括減慢光纜安裝躉

船的速度、暫停淹埋工作、增加監測頻率、使用附加隔泥幕等，直到恢復正常狀

況。 

E.4.32 如有任何疑慮，應尋求獨立環境查核人/獨立顧問的建議。 

E.5 海洋哺乳類動物的觀察  

E.5.1 如附件 B的評估，光纜鋪設工程所產生的噪音不太可能對海洋哺乳動物有顯著的

影響。因為由沖噴器所產生的噪音水平將低於存在於香港水域大部分海洋哺乳類

動物的聽覺範圍。作為預防措施，在東南水域進行光纜鋪設工程時會實施一個海

洋哺乳類動物隔離區，以緩減並將對江豚的影響減至最低。  

E.5.2 當光纜安裝工程在日間時段進行時，會在光纜鋪設躉船四周，以 250米為半徑，

實施一個海洋哺乳類類動物隔離區。觀察會在光纜鋪設頭躉船駛至石澳山仔東面

後開始，在躉船向東面開駛直至到達香港邊界時繼續每天進行。  

E.5.3 觀察工作應當由已受適當培訓及合資格的觀察員進行，其簡歷應在觀察開展前提

供給漁農自然護理署。  

E.5.4 合資格的觀察員會在開始安裝光纜前最少 30分鐘，掃視半徑為 250米的隔離區。

如果在隔離區內發現鯨類動物，光纜鋪設工程便會暫停，直至牠們離開該區為止。

這項措施可以在展開光纜鋪設工程前，確保工程沿線附近都沒有海洋哺乳類動物，

從而減少對牠們的滋擾。倘若在光纜鋪設工程進行期間有鯨類動物闖入隔離區，

便可以假定牠們已經適應這項工程，因此無需暫停鋪纜工作。 

E.6 報告 

環境小組的基線監察報告 

E.6.1 當基線水質監測完成後 2星期內，環境小組須提交《基線監測報告》。這報告應
包括監測的細節，如位置、天氣狀況、測得的參數、監測結果和討論等，及任何

有關隨後的監測的建議。  

E.6.2 《基線監測報告》須由環境小組組長核證及由獨立環境查核人/獨立顧問核實，並

須至少於工程項目的建造工程展開前 2個星期提交至環境影響評估條例登記冊辦

事處。《基線監測報告》應包括以下內容﹕ 

 項目背景資料簡介 

 各個基線監測站的位置圖 

 最新的施工計劃 

 監測結果及相關資料，包括監測方法、監測參數、監測位置（及深度）、

監測日期、時間、頻率和持續時間 

 各項影響因素的詳情，包括：該段時間在項目地點進行的主要活動（若

有）、該段時間的天氣情況，以及可能影響監測結果的其他因素 



香港 - 關島海底光纜工程 (HK-G) 
工程項目簡介 

7076521 | 工程項目簡介–附件 E | Revision No. 2.8 | 2019 年 3月  E-9頁 Page F-9 
z:\jobs\7076521 - omo - hk-guam submarine cable\08 submission\3. d03 project profile\formal submission\chinese\7076521 annex e em&a v2.8 chi.docx 

 為每個監測參數決定“行動水平”和“限制水平”，以及對基線數據需要進行

的統計分析。該等分析用作判斷在參考站和影響監測站所得的監測參數，

是否有顯著分別 

環境小組的影響監察每月報告 

E.6.3 在光纜鋪設工程期間，環境小組應編寫《影響監測每月報告》，詳細說明該月進

行的環境監察及審核。《影響監測每月報告》須由環境小組組長核證及獨立環境

查核人/獨立顧問核實，其後在下個月第十個工作天或以前提交至環境影響評估條

例登記冊辦事處。《影響監測每月報告》應包括以下內容： 

 項目基本資料 

 環境監察及審核要求概要 

 在採樣期間，光纜掩埋器的操作並解釋監測結果 

 執行情況 

 監測結果以及監測方法、監測參數、監測位置（及深度）、監測日期、時

間、頻率和持續時間 

 報告有關的違規、投訴、傳票通知和成功檢控的事項 

環境小組的項目後監察報告(如需要) 

E.6.4 如需進行項目後監測，環境小組應在監測完成後的兩週內，編寫《項目後監測報

告》。《項目後監測報告》的目的是查閱光纜鋪設後的環境狀況，並與基線監測

報告中的結果進行比較。《項目後監測報告》須由環境小組組長核證及獨立環境

查核人/獨立顧問核實，其後提交至環境影響評估條例登記冊辦事處。《項目後監

測報告》應包括以下內容： 

 項目背景資料簡介 

 各個基線監測站的位置圖 

 已落實的施工計劃 

 監測結果及相關資料，包括監測方法、監測參數、監測位置（及深度）、

監測日期、時間、頻率和持續時間 

 以基綫監測結果作比較去審查光纜鋪設完成後的環境狀態 

 結論 

獨立環境查核人/獨立顧問報告 

E.6.5 環境小組提交《影響監察每月報告》（及《項目後監察報告》，如需要）的同時，

獨立環境查核人/獨立顧問須每月向政府部門提交一份簡短報告（以信件格式），

總結獨立環境查核人/獨立顧問審查結果及任何其他有關項目的環保表現的觀察結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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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one B 

圖 E-1 水質監測站和水質監測區 

區域 A 

海洋哺乳類動物

的觀測範圍 

A區域的截止邊界 

X= 845118.1 Y= 812466.6 

 

B區域的截止邊界 
X= 847109.0  Y= 808630.1 

 

F1 

F3 

C9 

180米 
500米 

B區域的截止邊界 

X= 844949.4  Y= 813026.8 

 
C4 W1 

區域 B 

C1 

香港特別行政區邊界 

N 

圖例： 

憲報公佈的泳灘 

 

HK-G擬議光纜走線 

魚類養殖區 

 具特殊科學價值地點 

具生態價值的珊瑚群落 

 
海水進水口 

海岸保護區 

 

HK-G 光纜兩邊 180米

沉積物漂移距離 

 
HK-G 光纜兩邊 500米

研究範圍 

 
監測站 (W1, C1, C4, C9, 

F1 和 F3) 

1千米 2千米 5千米 



香港 - 關島海底光纜工程 (HK-G) 
工程項目簡介 

7076521 | 工程項目簡介–附件 E | Revision No. 2.8 | 2019年 3月 E-11頁 
z:\jobs\7076521 - omo - hk-guam submarine cable\08 submission\3. d03 project profile\formal submission\chinese\7076521 annex e em&a v2.8 chi.docx 

圖 E-2 區域 A的水質監測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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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m 

180m 

圖 E-3 區域 B的水質監測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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