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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基本資料 

 

1.1 工程項目名稱 

 

1.1.1 貝澳河疏浚工程 （下稱「本項目」）。 

 

1.2 工程項目的目的及性質 

 

1.2.1 長期以來，沙泥隨水流而下堆積在貝澳河。近年，沙泥的堆積日益嚴重，降

低了河流的排水能力，這是導致毗鄰鄉村水浸的其中一個重要因素，而在極

端暴雨發生時河水水位會更高，例如在 2020 年 6 月 7 日在鹹田新村發生的

水浸。本項目旨在清除河流樽頸地帶的淤泥，以緩解鄰近鄉村因雨水溢出河

流而造成的水浸問題。渠務署會展開疏浚工程，並旨在清除貝澳河樽頸地帶

的淤泥。 

 

1.2.2 部分擬議的工程範圍位於已獲批准的大嶼山南岸分區計劃大綱圖則編號

S/SLC/21 的「海岸保護區」、「鄉村式發展」和「道路」範圍內。 

 

1.3 工程項目倡議人名稱 

 

1.3.1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渠務署。 

 

1.4 工程項目的地點、規模和歷史 

 

1.4.1 貝澳是位於大嶼山其中一條最古老的鄉村，由四條村組成，分別是老圍村、

新圍村、羅屋村和鹹田村。在貝澳能找到具保育價值的河流和荒廢的稻田。

新圍村和羅屋村的西邊河溪隨著鄉村發展而被明渠化，而東邊河溪的河岸則

進行了改善工程以抵御暴雨沖刷。 

 

1.4.2 擬議的疏浚工程將清除貝澳河樽頸位置的淤泥（圖 1）。疏浚工程範圍約 1450

平方米，估計第一年（建造階段）的清淤體積為 650 立方米。疏浚工程的平

均深度將少於 1 米。本項目將以人手疏浚，如果天氣情況良好，預計會在一

個月內完成。部分的疏浚工程範圍在已獲批准的圖則編號 S/SLC/21「大嶼山

南岸分區計劃大綱圖」中會落入「海岸保護區」。隨後每年疏浚工程（運作階

段）將維持最小規模的工程，估計清除體積不多於 650 立方米的淤泥。淤泥

將人手用鐵鏟清除，然後暫時積存於河床指定位置的水密容器以乾化，最後

會由停泊在河邊道路的抓斗貨車/泥頭車運離工程範圍。第一階段/年的疏浚

工程會劃為「建造階段」。標準疏浚工程安排載於圖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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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3 鹹田村位處低窪地區，受到潮汐影響。在鹹田村附近貝澳河下游的排洪能力

因淤泥問題而進一步減少。鑑於鹹田村的低窪特性和近年超強颱風帶來的極

端風暴潮，我們亦建議貝澳進行一些如防洪牆和雨水渠等的結構工程，以緩

解毗鄰地區的水浸風險。但在進行結構工程之前，清淤是目前最合適和最環

保的臨時措施，以盡快提升貝澳河樽頸位置的排洪能力，並緩解水浸風險。 

 

1.5 涵蓋的指定工程項目種類 

 

1.5.1 就現時疏浚設計，由於本工程項目距離一個現有泳灘和海濱保護區的最近界

線少於 500 米的範圍內有挖泥作業，屬《環境影響評估條例》附表 2 第 I 

部項目 C .12(a) (iii)和(vii)下須有環境許可證的指定工程項目。 

 

1.5.2 擬備這份工程項目簡介的目的是確立本工程項目的環境可接受性，並尋求環

境保護署署長根據《環境影響評估條例》(第 499 章)第 5(11)條批准直接申

請環境許可證，以建造及營辨本工程項目。清淤屬小型疏浚工程，並旨回復

河流在沙泥過分淤積前的狀況。就已實行的疏浚工程和/或先前已獲批准的

類似性質的環境影響評估報告，足已證明施工方法和擬議緩解措施的成效。

總上所述，本項目相當不可能會有不良的環境影響且所述的緩解措施符合

《環境影響評估程序的技術備忘錄》(下稱《技術備忘錄》) 的規定。 

 

1.6 聯絡人姓名及電話號碼 

 

姓名：   陳國輝 先生 

職位：  渠務署香港及離島渠務部高級工程師 

電話號碼 :  3101 2354  

傳真號碼 :  3101 0716  

 

姓名：   朱詩敏 女士 

職位：  渠務署香港及離島渠務部工程師 

電話號碼：  3101 2897  

傳真號碼： 3101 07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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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規劃大綱及計劃的執行 

 

2.1 工程項目的規劃及執行 

 

2.1.1 疏浚工程由渠務署管理，並由其承建商進行。 

 

2.2 工程項目時間表 

 

2.2.1 渠務署旨在 2021 年第四季進行第一階段的疏浚工程。定期疏浚工程將每年

根據實際情況檢視及實施，工程將會在日間(早上九時至晚上七時)進行，預

計會在一個月內完成。 

 

2.3 其他相關工程項目 

 

2.3.1 表格 2.1 列出有機會與本工程項目同時進行的工程。 

 

表格 2.1 潛在同期進行的工程項目 

部門 工程項目名稱 累積影響 

渠務署 工務計劃項目第

4331DS 「離島

污水收集系統第

2 階段 － 南大

嶼山污水收集系

統工程」 

 根據準備本工程項目簡介時的現有資料，此工

務計劃分為兩個階段並分別進行中，預計在

2023 年年初和年中相繼完成。此工務計劃擬建

的污水渠只會敷設於現有道路，不會對疏浚工

程範圍內的河道造成影響(見圖 3)。此工務計劃

與本項目的擬議疏浚工程不涉及任何鄰接問

題。 

 此工務計劃已完成環境影響評估，本項目也將

實行相關的緩解措施。 

 為避免工作區域太接近，工程項目的倡議人/工

作組將會保持緊密連繫。 

 此外，本項目的擬定疏浚工程屬小型工程，兩

個項目的工作區域之間能有足夠距離。因此，

本項目沒有造成累積環境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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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周圍環境的主要元素 

 

3.1 空氣質素 

空氣敏感受體 

 

3.1.1 本工程項目簡介根據《環境影響評估程序的技術備忘錄》附件 1 和附件 12

識別了空氣敏感受體(Air Sensitive Receivers (ASRs))。評估範圍為擬定工程

項目以外 500 米範圍。 

 

3.1.2 表格 3.1 羅列了可能受到本項目影響的空氣敏感受體，空氣敏感受體亦載於

圖 4。 

表格 3.1 具代表性的空氣敏感受體 

代號 描述 與擬定項目

的估計距離 

住宅/酒店 

ANSR1 貝澳新圍村 55 米 

ANSR2 羅屋村 10 米 

ANSR3 老圍村 105 米 

ANSR4 鹹田新村 9 米 

ANSR5 鹹田舊村 90 米 

ANSR6 貝澳老圍村(貝澳坳) 280 米 

ANSR7 南園子 25 米 

教育機構 

ANSR8 杯澳公立學校 80 米 

ANSR9 大嶼山國際學校(高小部) 60 米 

辦公室設施 

ASR1 貝澳原水抽水站 135 米 

ASR2 貝澳二號原水抽水站 195 米 

社區設施 

ASR3 新圍村鄉公所 3 米 

ASR4 老圍村鄉公所 145 米 

ASR5 大嶼山南區鄉事委員會 215 米 

ASR6 大嶼南區康樂中心 180 米 

ASR7 貝澳兒童遊樂場 190 米 

ASR8 鹹田鄉公所 15 米 

ASR9 貝澳泳灘 325 米 

ASR10 貝澳營地 280 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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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ASR: 空氣敏感受體 

ANSR: 空氣和噪音敏感受體 

 

3.2 噪音 

噪音敏感受體 

 

3.2.1 本工程項目簡介根據《環境影響評估程序的技術備忘錄》附件 1 和附件 13

識別了噪音敏感受體(Noise Sensitive Receivers (NSRs))。評估範圍為擬議工

程項目以外 300 米範圍。 

 

3.2.2 表格 3.2 羅列了可能受到本項目影響的噪音敏感受體，噪音敏感受體亦載於

圖 4。 

 

表格 3.2 具代表性的噪音敏感受體 

代號 描述 與擬定項目

的估計距離 

住宅/酒店 

ANSR1 貝澳新圍村 55 米 

ANSR2 羅屋村 10 米 

ANSR3 老圍村 105 米 

ANSR4 鹹田新村 9 米 

ANSR5 鹹田舊村 90 米 

ANSR6 貝澳老圍村(貝澳坳) 280 米 

ANSR7 南園子 25 米 

教育機構 

ANSR8 杯澳公立學校 80 米 

ANSR9 大嶼山國際學校(高小部) 60 米 

註: 

ANSR: 空氣和噪音敏感受體 

 

3.3 水質 

水質敏感受體 

 

3.3.1 本工程項目簡介根據《環境影響評估程序的技術備忘錄》附件 1 和附件 14

識別了水質敏感受體(Water Quality Sensitive Receivers (WSRs))。評估範圍

為擬議工程項目以外 500 米範圍。 

 



二零二一年十月 

貝澳河疏浚工程 工程項目簡介 

  6 
 

3.3.2 表格 3.3 羅列了可能受到本項目影響的水質敏感受體，水質敏感受體亦載於

圖 5。 

表格 3.3 具代表性的水質敏感受體 

描述 與擬定項目的估計距離 

南大嶼具商業價值的魚類產卵及育苗場 325 米 

貝澳潮間帶泥灘 120 米 

貝澳灣珊瑚群 680 米 

貝澳河(西) 不適用 (項目邊界以內) 

貝澳具重要生態價值河溪 不適用 (項目邊界以內) 

貝澳沼澤 0 米 (貼近項目邊界) 

貝澳紅樹林 160 米 

貝澳泳灘/次級接觸康樂活動分區 325 米 

海岸保護區 0 米 (貼近項目邊界) 

*貝澳河的東面上游分支被劃為具重要生態價值河溪。 

 

3.3.3 就 2021 年 5 月的實地視察，貝澳具重要生態價值河溪的水質清徹乾淨，沒

有漂浮垃圾。 

 

3.4 廢物 

 

3.4.1 本項目內沒有廢物處理設施。 

 

3.5 生態 

 

3.5.1 表格 3.4 羅列了接近或在本項目範圍的生態敏感受體(ESRs)，生態敏感受體

亦載於圖 5。評估範圍為擬定工程項目以外 500 米範圍。 

 

表格 3.4 具代表性的生態敏感受體 

描述 與擬定項目的估計距離 

貝澳河(西) 不適用 (項目邊界以內) 

貝澳具重要生態價值河溪 不適用 (項目邊界以內) 

貝澳沼澤 0 米 (貼近項目邊界) 

貝澳紅樹林 160 米 

 

3.5.2 已獲批准的環境影響評估報告 AEIAR-210/2017「離島污水收集系統工程第

2 期–「南大嶼山污水收集系統工程」，包括以下與本項目相關的主要生態

元素和具代表性的生態基線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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貝澳河 

 

3.5.3 貝澳河周邊陸棲生境有混合林地、沼澤、耕地和受干擾地區。在疏浚工程範

圍外的貝澳河(東)可識別到牙香樹和茜木，兩種均是受保護的香港常見樹木。 

 

3.5.4 根據先前的工程項目簡介和已獲批准的環境影響評估報告，貝澳具重要生態

價值河溪在動物群方面可識別到幾種蝴蝶，包括東方菜粉蝶、寬邊黃粉蝶和

報喜斑粉蝶，以及兩種蜻蜓，包括赤褐灰蜻和斑偉蜓，牠們都是香港常見物

種。在鄰近的廢棄農田應有更多樣化和繁多的蜻蜓。 

 

3.5.5 貝澳具重要生態價值河溪在水生動物方面記錄了魚群品種，大部分都是香港

常見物種。其中發現了七種具保育價值的魚類，包括異鱲 *、雙斑砂鰕虎魚、

賴氏蜂巢鰕虎魚、日本鰻鱺、弓斑多紀魨、月鱧和斑紋舌鰕虎魚。根據先前

的工程項目簡介和已獲批准的環境影響評估報告，貝澳河(西)只識別到常見

魚類物種，包括食蚊魚和尼羅口孵非鯽。在擬定疏浚工程範圍內沒有稀有哺

乳動物、兩棲動物或爬蟲動物的出現記錄。 

*被列入中國紅皮書的易危動物 1，但亦是香港常見物種 

 

貝澳紅樹林 

 

3.5.6 在貝澳河口位置有一片紅樹林。有十種包括真紅樹、類紅樹和其他後灘植物

品種的記錄，包括白骨壤、桐花樹、水筆仔、中華結縷草、苦郎樹和露兜树。

其中，中華結縷草被列為國家二級保護野生植物和國家級受保護野生植物

（第一部分）。但是，中華結縷草是香港常見物種。貝澳紅樹林沒有具保育價

值的陸棲或潮間帶動植物的記錄。 

 

貝澳沼澤 

 

3.5.7 沼澤主要在貝澳鄉村附近。大部分生境由廢棄農田和貝澳具重要生態價值河

溪延展至周邊地區。生境被雜草侵佔。根據已獲批准的環境影響評估報告，

貝澳沼澤記錄有四種具保育價值的植物品種，包括滿江紅、水蕨、蘋和槐葉

蘋。在動物方面，貝澳河(西)和貝澳具重要生態價值河溪包圍的沼澤有虎紋

蛙的出現記錄，虎紋蛙被列為國家重點保護野生動物名錄第二保護級別和具

保育價值物種。大部分被個別觀察的虎紋蛙都是幼蛙。虎紋蛙是香港很常見

物種，主要棲息於耕地、水池、河流和沼澤。 

 

                                                      
1 汪松、樂佩琦、陳宜瑜(1998)。中國瀕危動物紅皮書―魚類。科學出版社，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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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漁業 

 

3.6.1 在擬定疏浚工程項目以外的 500 米評估範圍內有捕魚區和南大嶼具商業價

值的魚類產卵及育苗場，但在評估範圍內並沒有魚類養殖區、魚塘和產蠔區。

根據漁農自然護理署的《2016/17 年捕魚作業及生產調查》2，在貝澳近岸水

域的總計捕魚作業分布為中等（多於 100-200 艘漁船），捕魚作業的形式主要

是舢舨。但是，在總計漁產分布則評為低等（產量少於 0-50 公斤/公頃）。 

 

3.7 景觀及視覺 

 

3.7.1 空氣敏感受體、噪音敏感受體（ASRs、ANSRs和NSRs）和文化遺產資源（CHRs）

皆是景觀及視覺敏感受體（VSRs）。在擬議工程項目以外 500 米範圍的景觀

及視覺敏感受體已載於圖 4。 

 

3.8 文化遺產 

 

3.8.1 表格 3.5 摘要了在擬議工程項目以外 500 米範圍的文化遺產資源，文化遺產

資源的位置亦載於圖 4。 

 

表格 3.5 文化遺產資源 

代號 描述 與擬定項目

的估計距離 

CHR1 張氏祠堂(貝澳老圍村) (三級歷史建築) 160 米 

CHR2 蓮江堂(三級歷史建築) 135 米 

- 貝澳具考古研究價值的地點 0 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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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www.afcd.gov.hk/tc_chi/fisheries/fish_cap/fish_cap_latest/files/common/PS201617_T_CHI.pdf  

（擷取自 2021 年 8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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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潛在環境影響 

 

4.1 空氣質素 

 

4.1.1 就擬議疏浚工程的性質和位置，以下各節會識別和闡述本項目相關的潛在環

境影響： 

 

4.1.2 本項目只包含疏浚工程。並不涉及建造和清拆建築物。使用抓斗貨車/泥頭車

運輸時預料會產生廢氣。由於疏浚工程將只會有一輛抓斗貨車/泥頭車和限

制施工時數（少於 30 分鐘），因此疏浚工程預計對空氣質素造成的影響將微

不足道。 

 

4.1.3 在移除淤泥和風颳過開放性工地時會產生塵埃。考慮到本項目的施工時間短

（在一個月以內由上午九時至下午七時）和規模小（估計一年的清淤量為 650

立方米），預計疏浚工程潛在產生的塵埃和氣味影響將會是非常有限。在全面

地實施良好工地操作慣例下，本疏浚工程造成的塵埃和氣味滋擾將維持極有

限的影響。 

 

4.1.4 在實地調查時觀察到淤泥的主要成分是從河流上游沖蝕而來的泥/砂土，預

計疏浚工程不會造成重大的氣味滋擾。因此，預計疏浚工程造成的氣味影響

將極輕微。 

 

4.2 噪音 

 

4.2.1 河溪的淤泥將以人手挖掘，不會使用到機動設備。搬運淤泥時除了使用轆轤

車將淤泥由挖掘地點運送至積存範圍，亦會使用抓斗貨車/泥頭車作運輸工

具。抓斗貨車/泥頭車在搬運淤泥期間將可能是噪音源。抓斗貨車/泥頭車停

泊位置和大部分噪音敏感受體（NSRs）的估評距離超過15米。根據環境保護

署的《其它常見機動設備的聲功率級資料》，抓斗貨車/泥頭車的標準噪音聲

級約為105（分貝（A））。在疏浚工程的正常工作時間預計會有一輛抓斗貨車

/泥頭車在起卸處清淤。抓斗貨車/泥頭車的標準運作時間會限制在30分鐘以

內，並會關閉閑置抓斗貨車/泥頭車的所有引擎閘門。另外，擬議疏浚工程不

會在限制時間（包括星期日及公眾假期）內進行。鑑於本項目屬小型工程和

有限度使用機動設備，預計將不會造成不良噪音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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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水質 

 

4.3.1 清除貝澳河（西）和貝澳具重要生態價值河溪的淤泥或會增加河中的懸浮固

體。在採取恰當的緩解措施及實施良好工地操作慣例下，疏浚工程所產生的

潛在水質影響將會被有效地緩解。而工程所產生的污水（即人類排泄物），有 

關工人將使用工地附近的公廁，因此人類排泄物將不會是本項目的憂慮。 

 

4.4 廢物管理 

 

4.4.1 清淤會產生廢物、一般廢棄泥石、淤泥和植物。 

 

4.5 生態 

 

4.5.1 本項目旨在清除堵塞河流的淤泥，而不會改變原有的河流走向、闊度和深度。

清淤將會在河床的封閉範圍內進行，以避免對毗鄰沼澤和紅樹林造成滋擾。

再者，清淤不會產生污水。因此，疏浚工程預計將不會對河岸和周邊環境造

成生態影響。 

 

4.5.2 清淤或會對現有河床的底泥層造成有限度的直接影響。但是，擬議疏浚工程

屬於局部範圍內進行的短暫性小型工程。貝澳河本身亦受到雨季時增加水流

量的影響。棲息在河溪或底泥層的水生動物，包括段落 3.5.5 提及的淡水魚，

因而亦應適應短暫性及局部範圍的影響。因此，局部範圍進行的短暫性清淤

預計將不會對生態造成影響。 

 

4.6 漁業 

 

4.6.1 本項目旨在清除貝澳河上游至中游的淤泥，清淤的位置與南大嶼認可產卵/

育苗場的水域距離很遠。由於擬定清淤是屬於短暫性小型工程，也將在封閉

範圍內進行，因此疏浚工程預計只會對產卵/育苗場和漁業將造成極微量的

影響。假使疏浚工程有恰當地採取下文提及的緩解措施，例如實施良好工地

管理和污染物管制措施，將能緩解對漁業造成潛在影響。 

 

4.7 景觀及視覺 

 

4.7.1 在放設徑流管制設備，例如隔泥幕、沙包和其它防漏裝置，或會對景觀及視

覺造成短期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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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2 擬議疏浚工程只包含清淤，而不涉及建造或清拆永久建築物。因此，疏浚工

程進行期間和完成後預計對景觀及視覺影響微不足道。 

 

4.7.3 由於本項目旨在清除貝澳河的淤泥，因此在擬議疏浚工程範圍及其相鄰地方

將不會有樹木被砍伐或受到影響。抓斗貨車/泥頭車停泊位置將會小心安排，

以確保不會對現有樹木造成影響。 

 

4.8 文化遺產 

 

4.8.1 在擬議疏浚工程附近識別到已獲評級的歷史建築（見於表格 3.5）和貝澳具

考古研究價值的地點。擬議疏浚工程將會在封閉範圍內進行，並不會侵佔和

影響到貝澳具考古研究價值的地點的範圍，以及任何現有建築物。在建造和

運作階段，暫時存放、起重和放置機械的位置將遠離表格 3.5 提及的文化遺

產資源。再者，先前通過的環境影響評估報告已檢視其它疑似有歷史價值和

在 1969 年或以前興建的建築物。鑑於屬小型疏浚工程，在本項目的建造和

運作階段預計不會對工程範圍內的文化遺產、具考古研究價值的地點和其它

有歷史價值的建築物造成影響。 

 

  



二零二一年十月 

貝澳河疏浚工程 工程項目簡介 

  12 
 

5 環境保護的緩解措施 

 

5.1 空氣質素 

 

5.1.1 在實施《空氣污染管制（建造工程塵埃）規例》內的粉塵抑制措施下，施工

期間預計只會產生極微量的塵埃。 

 

5.1.2 承辦商須全面採取相關措施，以避免粉塵滋擾和產生煙霧，並確保有充足的

供水/貯水抑制工程塵埃。閑置的機動設備須關閉所有引擎閘門。 

 

5.1.3 使用機械設備須符合《空氣污染管制（非道路移動機械）（排放）規例》的訂

明排放準則。機械須附有相關標籤和牌照。 

 

5.1.4 水密容器和抓斗貨車/泥頭車的位置將盡量遠離空氣敏感受體。積存的淤泥

將加上覆蓋物，以抑制粉塵產生和維持低風險的氣味滋擾。覆蓋抓斗貨車/泥

頭車和粉塵抑制措施將根據《空氣污染管制（建造工程塵埃）規例》恰當地

實行。在清淤期間會暫時封閉工程範圍，以緩解氣味滋擾。 

 

5.2 噪音 

 

5.2.1 擬建疏浚工程不會在限制時間（即晚上七時至隔日早上七時），以及星期日或

公眾假期任何時間進行清淤。在工程期間，預計只有一輛抓斗貨車/泥頭車在

起卸處搬運淤泥。淤泥的運送路線將不會影響到公眾和附近居民，並會關閉

閑置機動設備的所有引擎閘門。 

 

5.2.2 根據環境保護署的《緩減建築噪音良好實務》網站，建築噪音能透過使用比

較安靜的建築設備和隔音板或隔音屏障，以緩解清淤對噪音敏感受體造成的

噪音滋擾。 

 

5.2.3 在所有工程進行前，工程師或須展示施工、使用機動設備和採取噪音緩解措

施的方法，以便核查和確保這些方法適合本項目。 

 

5.2.4 承辦商須設計切實可行的作業方法，以緩解對周圍環境造成的噪音滋擾，並

須由有合適訓練和經驗的工人施行其作業方法。 

 

5.2.5 擬建疏浚工程須符合《環境影響評估程序的技術備忘錄》附件 5 中規定的日

間建築活動噪音標準，即所有住用處所的噪音標準為 Leq（30 分鐘）75 分貝（A），

以及教育機構的噪音標準為 Leq（30 分鐘）70 分貝（A）（考試期間為 Leq（30 分鐘）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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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貝（A））。如果噪音水平高於規定標準，擬建疏浚工程須採取噪音緩解措

施，以保護毗鄰的噪音敏感受體，措施包括但不限於使用合適的活動隔音屏

障。隔音屏障的設計和放設位置須實質有效地阻擋噪音傳播。隔音屏障須用

隔音物料造成。在噪音敏感受體附近進行工程前，須向工程師提交隔音屏障

的放設位置和其它詳細資料。 

 

5.3 水質 

 

5.3.1 承辦商須遵守《水污染管制條例》及其附屬法例。 

 

5.3.2 擬議疏浚工程將會在低流量時段進行。此外，工程將分成數個階段，以避免

影響河流的流動性和水質。河流的左右兩邊會被劃分為不同階段，每階段的

工作範圍將不會佔據超過河流一半的寬度和多於 20 米的長度。 

 

5.3.3 在適用的情況下會設置隔泥幕、沙包或其它防漏裝置，以提供一個乾燥或受

隔離的環境，使清淤可在與河水隔離的情況下進行，以減低任何潛在的懸浮

固體釋放而對水質造成影響。 

 

5.3.4 在施工期間將根據《環境運輸及工務局技術通告（工務）第 5/2005 號》採

取良好工地操作慣例和合適的措施，以緩解對河道造成的滋擾和潛在環境影

響。 

 

5.3.5 清淤範圍將用隔泥幕/沙包以分隔污染物和附近水體。淤泥會先在水密容器

存放和乾燥，再使用抓斗貨車/泥頭車運離工地範圍。因此，清淤和起卸運作

預計將不會對水質造成潛在影響。 

 

5.4 廢物的產生 

 

5.4.1 淤泥在移離河底後將會積存在底部水密的容器內。然後，暫存在工地範圍內，

再使用抓斗貨車/泥頭車運往指定廢物處置地點。 

 

5.4.2 承辦商須禁止任何廢物隨便棄置在工地的任何地方。 

 

5.4.3 所有淤泥將使用抓斗貨車/泥頭車運離工地範圍，不會額外興建運輸路線。所

有淤泥的性質均是惰性和無機的，適用於其它渠務署填土堤和回填工程。淤

泥的非惰性物質（例如垃圾、植物等）將在現場分揀，以恰當地棄置到環境

保護署的堆填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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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4 淤泥將會被適時棄置。在定期清淤時將維持良好工地操作慣例。承辦商須記

錄廢物的產量、回收量和棄置量。亦須為工人提供有關工地清潔和正確廢物

管理程序，包括減廢、重用和回收。 

 

5.5 生態 

 

5.5.1 上述針對噪音、空氣質素和水質影響的擬定緩解措施將同時適用於緩解對生

態造成的影響。 

 

5.5.2 清淤和其它作業活動會滋擾水生動物，擬議疏浚工程將分成數個階段，以確

保本土水生動物可随時有不受滋擾的棲息處，從而維持生態連通性。 

 

5.5.3 清淤期間須採取良好工地操作慣例。 

 

5.6 漁業 

 

5.6.1 上述針對噪音、空氣質素和水質影響的擬定緩解措施將同時適用於緩解對漁

業造成的影響。 

 

5.6.2 雖然有部分的疏浚工程會落入潮間帶，但是就工程性質（局部、短暫和小規

模）而言，對漁產和漁業預計將不會造成不可接受的影響。 

 

5.7 景觀及視覺 

 

5.7.1 為免損害景觀及視覺的質素，本項目將採取以下的緩解措施： 

• 設置臨時結構和機動設備，以保留及保護鄰近工地的現有樹木； 

• 豎立與周邊環境相容的地盤圍板； 

• 保持工地清潔和整潔； 

• 妥善管理工地的建築廢物； 

• 盡量減少臨時工地的面積和數量； 

• 控制夜間的保安照明，並減少對鄰近敏感受體的夜間眩光。 

 

5.8 文化遺產 

 

5.8.1 擬議疏浚工程預計不會對文化遺產造成影響。此外，若果在建造階段挖掘淤

泥時，擬議工程範圍內發現古物或假定古物，承辦商和工程項目倡議人將立

即聯絡古物古蹟辦事處。在工程進行前，將準備一份與古物古蹟辦事處討論

有關發現古物或假定古物的溝通計畫。該計劃須包括每個級別的特定聯絡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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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其連繫方法。 

 

5.9 環境監察及審核 

 

5.9.1 由於本項目預計不會造成不良環境影響，因此不須進行特定環境監察。再者，

指定獨立監察員將確保本工程項目簡介擬議採取的所有預防/緩解措施能有

效避免潛在環境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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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使用以前獲批准的環境影響評估報告/獲批准直接申請環境許可證的申請 

 

6.1 以前獲批准的環境影響評估報告/獲批准直接申請環境許可證的申請 

 

6.1.1 本工程項目簡介參考以下性質類似的以前獲批准的環境影響評估報告/獲批

准直接申請環境許可證的申請: 

環境影響評估報告註冊

編號/獲批准直接申請

環境許可證的申請編號  

(環境許可證編號) 

工程項目 項目描述 

DIR-006/1998 

(EP-010/1998) 

貝澳河道改善工程 在貝澳河的河岸進行穩固

工程 

AEIAR-051/2002  

(EP-126/2002/B) 

132 千伏電力供應電路

由貝澳經芝麻灣半島

經海峽至長洲 

興建 132 千伏電力供應電

路，以及相關連接站 

AEIAR-210/2017  

(EP-538/2017) 

離島污水收集系統工

程第 2期—南大嶼山污

水收集系統工程 

在貝澳興建新的污水處理

廠、污水泵水站、連接污水

渠，以及海底污水渠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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