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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工程項目資料 

 

1.1 工程項目名稱 

 

大嶼山香港內觀靜坐中心處理後污水回用設施。 

 

1.2 工程項目的目的和性質 

 

1.2.1 香港內觀靜坐中心有限公司為國際內觀中心 (www.dhamma.org) 的香

港分會。其宗旨是教授一種具普遍性 (不分宗教或信仰) 的靜坐方法

以淨化頭腦，解放壓力及去除緊張情緒，使人們可以在每刻都生活得

安祥快樂，工作更具效率。中心提供的住宿課程 (1 天、3 天、10 天、

20 天、30 天等) 全都免費向公眾開放。 

 

1.2.2 中心最多可容納 150 人，包括 120 名學員、20 名留宿職員及 10 名非留

宿職員。整項中心工程將分期進行，第一期工程包括男女子宿舍連公

共廁所及浴室，行政辦公室及機電機房，而第二期工程則包括會堂、

多功能房間、廚房、食堂及更多宿舍。 

 

1.2.3 由於中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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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

水處理設施屬中心第一期工程。污水處理設施設計能力為每天 37 立方

米污水。設施投入運作後足以應付整個中心所排放之污水。 

 

1.2.4 鑑於經處理後的排放水水質優良，能達到環保署訂立的出水標準，同

時顧及環保因素，部份經處理後的排放水會在中心範圍內進行再一步

處理，並回用作沖廁水。處理後污水回用設施將會在中心第一期及第

二期工程完成後建造及營運。處理後污水回用設施運作後，中心的食

水消耗量可望減少，對環境綠化和可持續發展都有裨益。 

 

1.2.5 表 1 列出了經處理後污水回用設施處理後用作中心沖廁的預期回用水

量： 

 

表 1: 經處理後污水回用設施處理後的預期回用水量 

設施位置 沖廁（立方米/日） 

香港內觀靜坐中心 污水處理設施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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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工程項目建議者名稱 

 

香港內觀靜坐中心有限公司 

 

1.4 工程項目的位置和規模 

 

1.4.1 處理後污水回用設施會設於大嶼山東灣第 319 約地段第 146 號香港內

觀靜坐中心範圍內（見圖 1）。由香港內觀靜坐中心入口至污水處理設

施機房設有專用的車輛和行人通道用於運送物料。處理後污水回用設

施的最大設計處理量為每天 20 立方米用於中心沖廁。有關設施會設於

污水處理設施機房內（見圖 2）。 

 

1.4.2 處理後污水回用設施包含一個次氯酸鈉加藥裝置，2 號出水儲存缸，

兩台輸送泵，一個沖廁儲水缸以及相關的輸送管網（見圖 3）。這些設

備將在污水處理設施內佔據約 20 平方米的面積，而用於連接沖廁系統

的配水管道直徑則小於 100 毫米，長度約 200 米。 

 

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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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

自污水處理設施的出水將經由 1 號出水儲存缸流到 2 號出水儲存缸，

而次氯酸鈉加藥裝置會將 10％的次氯酸鈉溶液加入 2 號出水儲存缸進

行再一步消毒，最後經處理過的回用水會被泵到沖廁儲水缸及其相關

的輸送管網中用作沖廁。 

 

1.4.4 處理後污水回用設施只涉及在香港內觀靜坐中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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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內觀靜坐中心周邊的敏感受體位置於圖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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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沖廁屬指定工程項目。 

 

1.6 聯絡人姓名和電話號碼 

 

 

姓名: 林志偉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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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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污水處理系統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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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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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處理後污水回用設施安裝計劃 

 

香港內觀靜坐中心第一期及第二期工程已於 2016 年 8 月及 2018 年 2

月完成。預計 2020 年年初將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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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本項目申請准許直接申請環境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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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列出了位於香港內觀靜坐中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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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中顯示。 

 

表 2: 位於香港內觀靜坐中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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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莫羅瑞華學校 機構和住宅 1 100 

ANSR2 香港紅十字會石壁

青年營 

休憩 1 250 

WSR3 石壁水塘 水塘 不適用 1000 

WSR4 東灣 海灣 不適用 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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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體序號 * 內容 用途 樓層 
受體與工地範圍 

距離 (米) 

ANSR5 懲教署職員宿舍 住宅 1 1000 

WSR6 天然河道 河道 不適用 50 

ANSR7 南大嶼郊野公園 休憩 不適用 100 

SR8 大嶼山石壁石刻 法定古蹟 不適用 800 

SR9 東灣具考古研究價

值的地點，石壁 

具考古研究

價值的地點 

不適用 25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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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莫羅瑞華學校（ANSR1）坐落於本發展項目北面（距離香港內觀靜坐

中心約 100 米），香港紅十字石壁青年營（ANSR2）坐落於本發展項目

西北面（距離香港內觀靜坐中心約 250 米），懲教署職員宿舍（ANSR5）

坐落於本發展項目西北面（距離香港內觀靜坐中心約 1000 米）與南大

嶼郊野公園（ANSR7）坐落於本發展項目北面（距離香港內觀靜坐中

心約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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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石壁水塘（WSR3）坐落於本發展項目北面（距離香港內觀靜坐中心約

1000 米），東灣（WSR4）坐落於本發展項目西南面（距離香港內觀靜

坐中心約 500 米）與天然河道（WSR6）坐落於本發展項目西北面（距

離香港內觀靜坐中心約 50 米）同樣被認定為建造及營運階段的水敏感

受體。 

 

3.1.3 文化遺產 

 

大嶼山石壁石刻（SR8）坐落於本發展項目西北面（距離香港內觀靜

坐中心約 800 米）與東灣具考古研究價值的地點，石壁（SR9）坐落於

本發展項目西北面（距離香港內觀靜坐中心約 250 米）皆被定義為建

造及營運階段的文化遺產敏感受體。 

 

3.1.4 健康及衛生 

 

香港內觀靜坐中心使用者包括學生、員工及訪客均被認定為設施營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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階段的敏感受體。 

 

4 可能對環境造成的影響 

 

4.1 在施工階段可能對環境造成的影響 

 

4.1.1 空氣質素 

 

由於項目只涉及安裝化學加藥裝置，兩台輸送泵，幾個儲水缸以及相

關輸送管道，涉及的機電工程規模較小，預計在施工階段不會對空氣

質量產生不利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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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內觀靜坐中心邊

界內相關管道連接工程。鑑於本項目規模較小，預計即使對最近的噪

音敏感受體莫羅瑞華學校（ANSR1），也不會產生不利的建築噪音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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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預計

在施工階段不會對東灣（WSR4）和附近的天然河道（WSR6）造成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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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物包括用於包裝加藥裝置的紙箱及放置配件的塑料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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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關的設備安裝和管道連接工程均位於香港內觀靜坐中心邊界內。在

建造階段預計不會對周邊環境包括鄰近的南大嶼郊野公園（ANSR7），

天然河道（WSR6）和東灣（WSR4）造成不利的生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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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6 景觀和視覺 

 

香港內觀靜坐中心在建設前期已進行了一次詳盡的樹木調查。處理後

污水回用設施的建造不會砍伐樹木。同時，相關的設備安裝和管道連

接工程均位於邊界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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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8 文化遺產 

 

相關的設備安裝和管道連接工程均位於香港內觀靜坐中心邊界內。由

於項目距離敏感受體較遠，擬議的工程亦將會在香港內觀靜坐中心的

邊界內進行，預計在建造階段不會對文物建築和考古包括大嶼山石壁

石刻(法定古蹟)（SR8）和東灣具考古研究價值的地點，石壁（SR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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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香港內觀靜坐中心內的廁所全利用食水進行沖廁。使用經處理後

污水回用設施生產的回用水作沖廁用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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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立方米的食水。 

 

4.2.2 空氣質素 

 

處理後污水回用設施會於密閉的污水處理設施內運作，當中只牽涉電

力耗用而不會產生由消耗燃料所釋出的廢氣，因此於運行過程中不會

有氣體空氣污染物和揚塵顆粒物的排放。其次，次氯酸鈉溶液將被儲

存在有蓋容器中並置於污水處理設施機房內，而處理後污水回用設施

的運作本身不會產生任何氣味，所以項目在運行期間不會產生任何潛

在的氣味滋擾。再者，污水處理設施機房亦設有一組除臭裝置用以去

除污水處理過程中產生的氣味。由於新增的設備將安裝在污水處理設

施機房內而機房佔地面積將保持不變，現有的除臭裝置足以應付污水

處理過程中產生的任何氣味。預計項目在營運階段不會對周邊的空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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敏感受體包括莫羅瑞華學校（ANSR1）及香港紅十字石壁青年營

（ANSR2）造成不利影響。 

 

4.2.3 噪音 

 

兩台輸水泵將是處理後污水回用設施運行期間的主要潛在噪音來源。

然而，由於水泵的額定功率低以及設備將安裝於有良好隔音及位於香

港內觀靜坐中心較低層位置的污水處理系統機房內，處理後污水回用

設施在營運期間產生的噪音預計會得到很好的控制，以致最接近噪音

敏感受體的莫羅瑞華學校（ANSR1）在營運階段仍不會檢測到任何噪

音。 

 

4.2.4 水質 

 

在營運階段，來自污水處理設施的出水將經由 1 號出水儲存缸流到 2

號出水儲存缸。10％的次氯酸鈉溶液會被加入到 2 號出水儲存缸。經

處理後污水回用設施處理的回用水水質見表 3。 

 

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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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酸鹼度 - 6-9 6-9 

五天生化需氧量 毫克/升 ≦10 ≦10 

混濁度 濁度 ≦2 ≦2 

糞便型大腸菌類 個/100 毫升 不可測到 不可測到 

總餘氯 毫克/升 ≧1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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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經處理後污水回用設施處理的回用

水水質整體上與目前《水污染管制條例》簽發牌照的標準為佳。由於

儲存於 1 號出水儲存缸的出水不會加入 10％的次氯酸鈉溶液，因此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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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水質不會影響週邊的敏感受體，例如天然河道（WSR6）和東灣

（WSR4）。經處理後污水回用設施在運行期間預計不會對水質造成不

利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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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

如有需要，剩餘污泥將被儲存在污泥儲存缸內並定期運送到附近的污

水處理廠棄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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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過地面的 U 型明渠排放到天然河道

（WSR6）和東灣（WSR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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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經污水處理設施處理過的出水要通過紫外光燈和次氯酸進行消毒

方能用作回用水。由於經處理後污水回用設施處理的回用水只會用於

馬桶沖廁而非用作飲用水，因此對人類健康和衛生的影響非常小。但

如果飲用水和再生水管連接不正確，則可能存在潛在的健康和衛生問

題。 

 

4.2.8 生命危害 

 

用於調節酸鹼值 50％的氫氧化鈉溶液（50 升）和用於消毒 10％的次氯

酸鈉溶液（200 升）將在污水處理設施及經處理後污水回用設施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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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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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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內觀靜坐中心邊界內，

營運階段帶來的景觀和視覺影響微不足道。 

 

4.2.10 文化遺產 

 

來自污水處理設施的出水將通過地面的 U 型明渠排放到天然河道

（WSR6）和東灣（WSR4）。然而經處理過的出水不會穿過文物建築或

具考古研究價值的地點，因此項目在運營階段不會對文化遺產產生不

利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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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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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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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1 空氣質素 

 

次氯酸鈉溶液將被儲存在有蓋容器中並置於污水處理設施機房內，而

處理後污水回用設施的運作本身不會產生任何氣味，所以項目在運行

期間不會產生任何潛在的氣味滋擾。再者，污水處理設施機房亦設有

一組除臭裝置用以去除污水處理過程中產生的氣味。由於新增的設備

將安裝在污水處理設施機房內而機房佔地面積將保持不變，現有的除

臭裝置足以應付污水處理過程中產生的任何氣味。預計項目在營運階

段不會對周邊的空氣敏感受體造成不利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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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污水處

理設施機房亦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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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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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所列出的回用水水質標準。從沖廁儲水缸抽取水樣並

使用快速測試儀器每週對酸鹼度和總餘氯進行測試。另外，從沖廁儲

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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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月對濁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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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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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沖廁儲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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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剩餘污泥將被儲存在污

泥儲存缸內並定期運送到附近的污水處理廠棄置。 

 

5.2.5 健康及衛生 

 

回用水管道為獨立的輸水系統，不會與食水管道系統連接。為避免回

用水管道與食水管道錯誤接駁，回用水管道將附加標色碼並用警告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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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楚標示，使回用水管道錯誤接駁至食水管道的機會減至最低。 

 

5.2.6 生命危害 

 

在第一階段完成後，通往香港內觀靜坐中心入口的新建道路能讓貨車

直接將氫氧化鈉和次氯酸鈉溶液直接運送到污水處理設施機房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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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 對環境效應的意見 

 

使用回用水作沖廁用途將減少食水消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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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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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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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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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對環境的潛在影響和紓減措施摘要 

 

7.1.1 表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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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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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空氣質量 沒有不良影響，無需實施紓減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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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2 及 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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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遺產 沒有不良影響，無需實施紓減措

施。 

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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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次氯酸鈉溶液將儲存在密封的化

學品缸內。污水處理設施機房亦

設有一組除臭裝置用以去除污水

處理過程中產生的氣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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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污

水處理設施機房亦已採用隔音門

和風管消音器。 

4.2.3 及 5.2.2 

水質 會定期抽取水樣。若然發現水質 4.2.4 及 5.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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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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出標準，處理後污水回用設施

將立即停用。沖廁水水箱應最少

每六個月清洗一次。 

輕微廢物影響 如有需要，剩餘污泥將被儲存在

污泥儲存缸內再運送到附近的污

水處理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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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避免回用水管道與食水管道錯

誤接駁，回用水管道將附加標色

碼並用警告牌清楚標示。 

4.2.7 及 5.2.5 

生命危害 化學品將用密封的器皿盛載至污

水處理設施，而化學品缸將設儲

漏盤作滲漏保護。在污水處理設

施內工作時，工作人員亦會被要

求佩戴個人防護裝備。 

4.2.8 

景觀及視覺 沒有不良影響，無需實施紓減措

施。 

4.2.9 

文化遺產 沒有不良影響，無需實施紓減措

施。 

4.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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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回用水作沖廁的優點包括 i) 減少對食水資源的需求，

因為食水是珍貴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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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內觀靜坐中心項目位置圖 



 

 
 

 
 

圖 2: 香港內觀靜坐中心地盤平面圖 

圖例: 
  工地界線 
  工地通道 
  地面 U 型明渠 
  經污水處理設施處理出水管排放路俓    

  (排放水質符合《水質管制條例》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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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內觀靜坐中心周邊的敏感受體位置 

 

圖例: 

 ANSR1: 莫羅瑞華學校 

 ANSR2: 香港紅十字會石壁青年

營 

 WSR3: 石壁水塘 

 WSR4: 東灣 

 ANSR5: 懲教署職員宿舍 

 WSR6: 天然河道 

 ANSR7: 南大嶼郊野公園 

 SR8: 大嶼山石壁石刻 

 SR9: 東灣具考古研究價值的地

點，石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