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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工程項目資料 

 

1.1 工程項目名稱 

 

西貢傲瀧處理後污水回用設施。 

 

1.2 工程項目的目的和性質 

 

1.2.1 傲瀧為一座低密度住宅及商業綜合發展物業，提供 680 個住宅單位連

同會所、游泳池、商店及一所中式酒樓等配套設施。物業管理公司共

聘用 100 名員工為 1700 多名住客提供服務。 

 

1.2.2 由於物業未能接駁市政污水渠，因此需興建一座污水處理設施，以確

保處理後的排放水水質符合《水污染管制條例》簽發牌照之限度。現

有的污水處理設施採用先進的膜生物反應器技術，設計能力為每天 690

立方米污水。 

 

1.2.3 本項目將會安裝一所處理後污水回用設施，將部份經污水處理設施處

理後的排放水進行再一步處理，用以生產回用水。處理後污水回用設

施的最大設計流量為每天 120 立方米，而產生的回用水將用於園景灌

溉。處理後污水回用設施運作後，屋苑的食水消耗量可望減少，對環

境綠化和可持續發展都有裨益。 

 

1.3 工程項目建議者名稱 

 

新世界物業管理有限公司 

 

1.4 工程項目的位置和規模 

 

1.4.1 傲瀧位於香港西貢清水灣道 663 號（見圖 1）。處理後污水回用設施會

設於本發展項目地庫之污水處理設施機房內（見圖 2）。它將包括紫外

光燈消毒系統，次氯酸鈉加藥系统以及相關的控制儀表和輸送管網（見

圖 3）。根據水務署發布的《中水回用及雨水收集技術規範》，如需將

經紫外光燈消毒系統處理的水儲存起來將來使用，應加入氯消毒以提

供必要的殘留氯。因此，處理後污水在經過紫外光燈消毒系統之後及

進入雨水儲存缸之前將添加 10％次氯酸鈉，而設計的總殘留氯濃度應

高於 1 毫克/升。設於污水處理機房內的處理後污水回用設施佔地約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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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方米，而由污水處理設施至雨水儲存缸之輸送管道直徑為 50 毫米，

長度約 70 米（見圖 4）。雨水儲存缸將連接到現場的 75 個灌溉用水點，

足以覆蓋整個園區的整個綠化區域。 

 

1.4.2 處理後污水回用設施將會全日 24 小時自動操作。於正常運行期間，出

水泵會將部分經污水處理設施處理後的排放水接駁到處理後污水回用

設施，而其餘部分經污水處理設施處理後的排放水則會排入牛尾海。

本項目的雨水儲存缸容積為 53 立方米，它將優先從建築物屋頂收集雨

水，再接收經處理後污水回用設施處理過後的回用水。而於雨水儲存

缸儲存的回用水將會被分配到現場指定的供水點進行日常景觀灌溉。

雨水儲存缸具備液位傳感器可以控制處理後污水回用設施產生的回用

水。一旦雨水儲存缸處於高水位，自動控制閥將會關閉，而經污水處

理系統處理後的排放水將不會進入雨水儲水箱。 

 

1.4.3 處理後污水回用設施只涉及在傲瀧邊界內的小型機電安裝工程。項目

於建造及營運期間並不會涉及額外的場地清理，地盤平整或大型挖掘

工程。傲瀧周邊的敏感受體位置於圖 5 顯示。 

 

1.5 本工程項目簡介涉及的指定工程項目數目和類別 

根據《環境影響評估條例》（環評條例）附表 2「污水的收集、處理、

處置和再使用」中的 F.4 項，使用經污水處理設施處理後的排放水作

園景灌溉屬指定工程項目。 

 

1.6 聯絡人姓名和電話號碼 

 

姓名: 林志偉先生 

職位: 正昌科技有限公司項目經理 

電話: 2443 8171 

地址: 新界元朗工業村宏利街 8 號 

 

2 規劃及施工計劃大綱 

 

2.1 項目規劃及實施 

 

污水系統分包商正昌科技有限公司負責污水處理設施及處理後污水回

用設施之設計和安裝，《水污染管制條例》牌照與環境許可證的申請事

宜，以及為營運商員工提供培訓。另一方面，新世界建築有限公司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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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界物業管理有限公司則分別負責監督傲瀧的建造和營運。 

 

2.2 處理後污水回用設施安裝計劃 

 

污水處理設施及雨水儲存缸建造部份已於 2017 年 6 月完成。預計 2020

年年初展開處理後污水回用設施安裝工程，並於完成整套系統調試後

投入運行。一旦處理後污水回用設施的環境許可證獲批，目前的《水

污染管制條例》簽發牌照將作出相應改動。 

 

3 周邊環境的主要因素 

 

3.1 現有和計劃的敏感受體 

 

表 1 列出了位於傲瀧處理後污水回用設施周邊的代表敏感受體，而各

敏感受體位置則在圖 5 中顯示。 

 

表 1: 位於傲瀧處理後污水回用設施周邊的敏感受體 

受體序號 * 內容 用途 樓層 
受體與工地範圍 

距離 (米) 

ANSR1 大埔仔村 住宅 3 30 

ANSR2 香港科技大學 教育/住宿 10 200 

WSR3 天然河道 河道 不適用 300 

WSR4 清新地有機悠閒莊園 農地 不適用 600 

WSR5 牛尾海 海灣 不適用 700 

* 備註: ANSR 表示“空氣和噪音敏感受體” 

WSR 表示“水敏感受體” 

 

3.1.1 空氣質素和噪音 

 

大埔仔村（ANSR1）坐落於本發展項目西面（距離有關設施約 30 米）

與香港科技大學（ANSR2）坐落於本發展項目東面（距離有關設施約

200 米），同樣被認定為建造及營運階段的空氣及噪音敏感受體。 

 

3.1.2 水質 

 

天然河道（WSR3）坐落於本發展項目東北面（距離有關設施約 300

米），清新地有機悠閒莊園（WSR4）坐落於本發展項目東北面（距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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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設施約 600 米）與牛尾海（WSR5）坐落於本發展項目東面（距離

有關設施約 700 米），同樣被認定為建造及營運階段的水敏感受體。 

 

3.1.3 健康及衛生 

 

傲瀧使用者包括住客、員工及訪客均被認定為設施營運階段的敏感受

體。 

 

4 可能對環境造成的影響 

 

4.1 施工階段可能對環境造成的影響 

 

4.1.1 空氣質素 

 

由於所涉及的機電工程規模較小，並且已實施《空氣污染管制(建造工

程塵埃)規例》中適用的粉塵抑制措施，因此潛在的揚塵影響預計將降

至最低。 

 

4.1.2 噪音 

 

施工噪音主要來自污水處理設施內設備安裝以及傲瀧邊界內相關管道

連接工程。鑑於本項目規模較小，預計不會對附近敏感受體造成不利

的施工噪音影響。 

 

4.1.3 水質 

 

處理後污水回用設施的建造過程不會產生工地徑流和廢水，因此在施

工期間不會對附近敏感受體產生不利的水質影響。 

 

4.1.4 廢物 

 

處理後污水回用設施的建造過程將會產生少量的固體廢物。產生的廢

物將會由垃圾車運走，廢物包括一些設備包裝和其他普通垃圾。所有

垃圾將被垃圾車帶走，因此在施工階段不會對廢物管理產生不利影響。 

 

4.1.5 生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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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的設備安裝和管道連接工程均位於傲瀧邊界內。在施工階段不會

對生態造成不利影響。 

 

4.1.6 景觀和視覺 

 

相關的設備安裝和管道連接工程均位於傲瀧邊界內。處理後污水回用

設施的建造不會砍伐樹木。鑑於本項目規模較小，施工階段帶來的景

觀和視覺影響微不足道。 

 

4.1.7 健康及衛生 

 

施工階段不會對健康和衛生產生不利影響。 

 

4.2 在營運階段可能對環境造成的影響 

 

4.2.1 天然資源 

 

目前傲瀧內的綠化區域主要利用雨水加上食水進行園景灌溉。使用處

理後污水回用設施所生產的回用水用於園景灌溉，可減少所需的食水

量，尤其是在旱季。本項目預計最多可節省每天 120 立方米的食水。 

 

4.2.2 空氣質素 

 

位於污水處理設施機房內的處理後污水回用設施，在運行中僅消耗電

力不會燃料燃燒廢氣，所以在處理後污水回用設施營運階段將不會產

生氣體污染、臭氣和揚塵排放。另外，污水處理設施內裝有除臭裝置，

用於處理廢水處理過程中產生的任何臭味。營運階段將不會對附近空

氣敏感受體造成不良影響。 

 

4.2.3 噪音 

 

處理後污水回用設施的所有設備都將安裝於本項目地庫之污水處理設

施機房內。由於整套系統只包括紫外光燈消毒系統，次氯酸鈉加藥系

统以及相關的控制儀表，處理後污水回用設施營運階段只會將產生小

量的噪音。 

 

4.2.4 水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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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膜生物反應器外，所有用於園景灌溉的回用水都會經過紫外光燈消

毒及次氯酸鈉加藥。經處理後污水回用設施處理的回用水水質見表 2。 

 

表 2: 經處理後污水回用設施處理的回用水水質 

水質參數 單位 

美國環境保護局

市政回用水(公眾

不可用)標準 * 

經處理後污水

回用設施處理

的回用水水質 

回用水 

測試頻率 

酸鹼度 - 6-9 6-9 
每星期 

(快速測試) 

五天生化需

氧量 
毫克/升 10 10 

每月 

(香港實驗所

認可計劃認可

的實驗所) 

混濁度 濁度 2 2 
在線監控 

(連續) 

糞便型大腸

菌類 
個/100 毫升 不可測到 不可測到 

每天 

(快速測試) 

每月 

(香港實驗所

認可計劃認可

的實驗所) 

總餘氯 毫克/升 ≥1 ≥1 ** 
每天 

(快速測試) 

備註: 

* 資料來自美國環境保護局《Guidelines for Water Reuse》2012年版表

4-4。 

** 建議的次氯酸鈉加藥量應在調試前根據實際出水水質確定以保持

規定的殘留氯含量。需要的次氯酸鈉加藥量也應通過第5.2.3條所述

的監測機制確認。 

 

經處理後污水回用設施處理的回用水水質將遵循美國環境保護局市政

回用水(公眾不可用)標準。通過適當地控制次氯酸鈉加藥過程，並密

切監測回用水水質，處理後污水回用設施在營運期間不會對附近敏感

受體產生不利的水質影響。 

 

4.2.5 廢物 

 

在營運階段，污水處理過程產生的污泥將循環回缺氧池進行生物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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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如有需要，在填埋處置前剩餘污泥將被儲存在污泥儲存缸內並通

過壓濾機脫水。預計在營運期間不會產生不利的廢物管理影響。 

 

4.2.6 生態 

 

來自污水處理設施處理的排放水部分會經處理後污水回用設施進行再

一步處理，而其餘的排放水則會排入牛尾海（WSR5）。由於經污水處

理設施處理後的排放水應符合《水污染管制條例》簽發牌照的標準，

預計在項目運行過程中不會對生態造成不利影響。 

 

4.2.7 健康及衛生 

 

由於經處理後污水回用設施處理的回用水不會用作飲用水，因此對人

體健康和衛生的影響有限。回用水於使用前必須經紫外光燈消毒及次

氯酸鈉加藥。如果食水和回用水水管錯誤接駁，則可能存在潛在的健

康和衛生問題。進行日常景觀灌溉時，員工需要佩戴個人防護裝備以

減少與回用水的接觸。另外，項目將採用非噴灌方式灌溉並限制可進

入灌溉範圍的通道，以盡量減少對公眾的健康和衛生影響。 

 

4.2.8 生命危害 

 

50％的氫氧化鈉溶液（50 升）將在污水處理設施污水處理過程中調節

酸鹼值，而 10％的次氯酸鈉溶液（200 升）將為處理後污水回用設施

出水提供殘留氯，以滿足回用水水質標準。根據第 295 章《危險品條

例》，氫氧化鈉屬第 3 類腐蝕性物質，經皮膚或眼睛接觸均有危險。而

根據第 295 章《危險品條例》，次氯酸鈉屬第 4 類有毒物質，如不慎混

入不相容的化學物質，它將釋放出有毒氣體。事實上，如氫氧化鈉與

次氯酸鈉混合，只會產生熱量不會產生有毒氣體。現場儲存的少量氫

氧化鈉和次氯酸鈉溶液均在消防處危險品豁免限額內。此外，根據《香

港規劃標準與準則》第 12.4 章，氫氧化鈉和次氯酸鈉不屬於具有潛在

危險的裝置。因此，處理後污水回用設施預計在營運階段不會對生命

構成危害。 

 

4.2.9 景觀和視覺 

 

由於相關的設備安裝和管道連接工程均位於傲瀧邊界內，營運階段帶

來的景觀和視覺影響微不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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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納入設計中的環境保護措施 

 

5.1 在施工階段實行的環境保護措施 

 

5.1.1 空氣質素 

 

如第4節中提及，配合《空氣污染管制(建造工程塵埃)規例》規定的粉

塵抑制措施減低揚塵，預計在施工階段不會對空氣質量產生不利影響。 

 

5.1.2 噪音 

 

建議執行良好的工地作業如定期維修電動機械設備及使用靜音設備作

為適當的噪音控制措施，將施工階段噪音影響減至最低。 

 

5.1.3 水質 

 

處理後污水回用設施於施工期間不會產生工地徑流和廢水。 

 

5.1.4 廢物 

 

處理後污水回用設施於施工期間將會產生少量的固體廢物。廢物將由

垃圾車運走，並棄置於附近的垃圾收集站或垃圾轉運站。 

 

5.2 在營運階段實行的環境保護措施 

 

5.2.1 空氣質素 

 

位於污水處理設施機房內的處理後污水回用設施，在運行中僅消耗電

力不會燃料燃燒廢氣，所以在處理後污水回用設施營運階段將不會產

生氣體污染、臭氣和揚塵排放。另外，污水處理設施內裝有除臭裝置，

用於處理廢水處理過程中產生的任何臭味。預計在營運階段不會對附

近的敏感受體產生不利的空氣質量影響。 

 

5.2.2 噪音 

 

設備將被密封以隔絕污水處理設施營運時產生的噪音，亦會採用隔音

門和風管消音器。相信上述措施足以減少廠房傳出的噪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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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3 水質 

 

建議訂立一個方案以監測經處理後污水回用設施處理的回用水水質，

確保水質符合表2所列出的回用水水質標準。濁度將由現場安裝的傳感

器連續監測。從雨水儲存缸抽取水樣並使用快速測試儀器每天對糞便

型大腸菌類和總餘氯及每週對酸鹼度進行測試。另外，從雨水儲存缸

抽取水樣並交與香港實驗所認可計劃認可的實驗室（或等同於香港實

驗所認可計劃認可的其他國際認可實驗室）每月對五天生化需氧量和

糞便型大腸菌類進行測試。若然發現水質超出標準，處理後污水回用

設施將立即停用。只有在抽取樣本水質測試結果符合表2要求下，處理

後污水回用設施方可恢復使用。此外，為提高經處理後污水回用設施

處理的回用水水質，建議雨水儲存缸應最少每六個月清洗一次。 

 

5.2.4 廢物 

 

污水處理過程只會產生少量污泥。如有需要，在填埋處置前剩餘污泥

將被儲存在污泥儲存缸內並通過壓濾機脫水。 

 

5.2.5 健康及衛生 

 

回用水水管為獨立的輸水系統，不會與食水水管連接。為避免回用水

水管與食水水管錯誤接駁，回用水水管將附加標色碼並用警告牌清楚

標示，使回用水水管錯誤接駁至食水水管的機會減至最低。為了最大

程度地減少對公眾的健康和衛生影響，有兩項措施可以採取。 

a）非噴灌方式灌溉 - 採用滴灌以盡量減少可能的公眾接觸。 

b）限制可進入灌溉範圍的通道 - 傲瀧採用完善的安全管理系統，所

以一般公眾未經批准下不能進入屋宛範圍及其綠化地。 

 

5.2.6 生命危害 

 

化學品將保存在密封容器並由儲漏盤保護。氫氧化鈉溶液的存量應保

持在50升以下，而次氯酸鈉溶液的存量應保持在250升以下，以達致不

超過第295章《危險品條例》及其附屬規例的豁免量。在正常運作期間，

工作人員將被要求佩戴個人防護裝備包括手套，面罩和圍裙以防止在

污水處理設施內工作時意外觸及化學品。本項目亦將製定處理後污水

回用設施的運行應急計劃。 

 



工程項目簡介 - 西貢傲瀧處理後污水回用設施 

 13

5.3 對環境效應的意見 

 

使用回用水作園景灌溉將減少食水消耗，這正是本項目所帶來有益和

正面影響。推廣於合適情況下使用回用水可節省對食水的需求，對香

港環境綠化和可持續發展都有裨益。 

 

6 使用已核准的報告 

 

6.1.1 本工程項目簡介參考了表 3 根據環評條例附表 2 第 I 部 F.4 項直接申請

環境許可證相關工程項目的工程項目簡介。 

 

表 3: 以往准許直接申請環境許可證的項目申請 

申請號碼 工程項目名稱 批准日期 

DIR-177/2009 沙田污水處理廠的再造水設施 2009 年 6 月 26 日 

DIR-182/2009 元朗、西貢及赤柱污水處理廠的再造水設施 2009 年 8 月 12 日 

DIR-183/2009 昂船洲、小蠔灣及深井污水處理廠的再造水設施 2009 年 8 月 7 日 

DIR-214/2011 大埔污水處理廠的再造水設施 2011 年 9 月 28 日 

 

6.1.2 以上項目包括 i) 沙田污水處理廠的再造水設施、ii) 元朗、西貢及赤

柱污水處理廠的再造水設施、iii) 昂船洲、小蠔灣及深井污水處理廠的

再造水設施及 iv) 大埔污水處理廠的再造水設施以往均由渠務署營

運，表現均達滿意水平。 

 

7 對環境的潛在影響和紓減措施摘要 

 

7.1.1 表 4 總結了處理後污水回用設施所造成的環境影響和環境紓減措施。 

 

表 4: 項目對環境影響和環境紓減措施的總結 

工程階段 潛在環境影響 紓減措施 
本工程項目簡介

內的相關段落 

施工階段 輕微空氣質量

影響 

採取抑塵措施。 4.1.1 及 5.1.1 

輕微噪音影響 建議執行良好的工地作業，例

如定期維修電動機械設備及

使用靜音設備作為適當的噪

音控制措施。 

4.1.2 及 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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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階段 潛在環境影響 紓減措施 
本工程項目簡介

內的相關段落 

水質 沒有不良影響，無需實施紓減

措施。 

4.1.3 及 5.1.3 

輕微廢物管理

影響 

廢物將由垃圾車運走，並棄置

於附近的垃圾收集站或垃圾

轉運站。 

4.1.4 及 5.1.4 

生態影響 沒有不良影響，無需實施紓減

措施。 

4.1.5 

景觀及視覺 沒有不良影響，無需實施紓減

措施。 

4.1.6 

健康和衛生 沒有不良影響，無需實施紓減

措施。 

4.1.7 

營運階段 對天然資源的

影響  

良性影響，無需實施紓減措

施。 

4.2.1 

空氣質素 處理後污水回用設施營運階

段不會產生氣體污染、臭氣和

揚塵排放。另外，污水處理設

施內裝有除臭裝置，用於處理

廢水處理過程中產生的任何

臭味。 

4.2.2 及 5.2.1 

輕微噪音影響 設備將被密封以隔絕污水處

理設施營運時產生的噪音，亦

會採用隔音門和風管消音器。 

4.2.3 及 5.2.2 

水質 定期抽取水樣。若然發現水質

超出標準，處理後污水回用設

施將立即停用。雨水儲存缸應

最少每六個月清洗一次。 

4.2.4 及 5.2.3 

輕微廢物影響 如有需要，在填埋處置前剩餘

污泥將被儲存在污泥儲存缸

內並通過壓濾機脫水。 

4.2.5 及 5.2.4 

生態影響 沒有不良影響，無需實施紓減

措施。 

4.2.6 

健康和衛生 為避免回用水水管與食水水

管錯誤接駁，回用水水管將附

加標色碼並用警告牌清楚標

示。項目將採用非噴灌方式灌

溉並限制可進入灌溉範圍的

4.2.7 及 5.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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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階段 潛在環境影響 紓減措施 
本工程項目簡介

內的相關段落 

通道，以盡量減少對公眾的健

康和衛生影響。 

生命危害 化學品將保存在密封容器並

由儲漏盤保護。在污水處理設

施內工作，工作人員需佩戴個

人防護裝備。 

4.2.8 及 5.2.6 

景觀及視覺 沒有不良影響，無需實施紓減

措施。 

4.2.9 

 

7.1.2 通過適當實施將納入處理後污水回用設施的上述環境紓減措施，預期

不會在施工和營運階段遇到對環境造成難以克服的影響。 

 

7.1.3 總括而言，使用回用水的優點包括 i) 減少對食水資源的需求，因為食

水是珍貴的天然資源值得我們珍惜及 ii) 減少污水處理設施的污水排

放和對環境的污染。 



 
 

圖 1: 傲瀧項目位置圖 
 

傲瀧

處理後污水回用設施 



 
 

圖 2: 傲瀧地盤平面圖 
 

污水處理設施機房 



 
 

圖 3: 污水處理設施及處理後污水回用設施工藝流程圖 

 



 
 

圖 4: 由污水處理設施至雨水儲存缸之輸送管道 

污水處理設施機房 

雨水儲存缸

(53 m3) 



 
 
 
 
 
 
 
 

 
圖 5: 傲瀧周邊的敏感受體位置 

圖例 
 ANSR1: 大埔仔村 

 ANSR2: 香港科技大學 

 WSR3: 天然河道 

 WSR4: 清新地有機悠閒莊園 

 WSR5: 牛尾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