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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基基基基本資料本資料本資料本資料 工程項目名稱工程項目名稱工程項目名稱工程項目名稱    
1.1 本工程項目的名稱是：「合約編號 CE28/2004 (GE) 半山區寶珊地段防止山泥傾瀉工程 – 設計及施工 

(天然山坡滑坡災害緩減工程)」。 工工工工程項目的目的和性質程項目的目的和性質程項目的目的和性質程項目的目的和性質    
1.2 本工程項目的目的，是要為山泥傾瀉防治工程進行詳細設計和督導工作，務求長遠改善寶珊地區的穩固程度，以免出現大規模的深層滑坡。是項環境影響評估的焦點，是修葺山坡局部地區，藉此減少斜坡的損壞和出現淺層斜坡不固的情形。 

1.3 由於山坡可能會出現淺層下滑的情形，而淺層泥土下滑曾於二○○五年六月暴雨期間發生，固此本工程項目旨在緩減天然山坡出現淺層不固的情形。 工工工工程項目倡議人名稱程項目倡議人名稱程項目倡議人名稱程項目倡議人名稱    
1.4 本工程項目的倡議人，是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土木工程拓展署轄下的土力工程處規劃部。 工程項目的地點及規模工程項目的地點及規模工程項目的地點及規模工程項目的地點及規模    
1.5 這項擬議進行的山泥傾瀉防治工程，是為了保護工程地點山腳下的現有住宅大廈。有關本工程項目的位置，可參看圖圖圖圖 1.1。圖圖圖圖 1.2 則是本工程項目的平面圖。 

1.6 工程範圍包括在有關地區的天然山坡上裝設約 700 口泥釘和約 60 根傾斜排水管，如圖圖圖圖 1.4 所示。泥釘的長度約為 20 米，各釘之間的水平間距為 2 米，垂直間距為 3 米。傾斜排水管的長度約為 10 米，各管之間的水平間距為 5 米，垂直間距為 15 米。 

1.7 天然山坡頂部的凸出石層／石塊，會進行石坡鞏固工程。在有需要時，會實施各種保護措施，例如剝去鬆石、裝設石栓／石榫、建造混凝土扶牆和提供保護網等。 

1.8 本工程項目無需砍伐樹木。 

1.9 本工程項目會與寶珊地區的排水道建造工程同期進行，如圖圖圖圖 1.1 所示。 工地歷史工地歷史工地歷史工地歷史    
1.10 研究區所包括的範圍主要屬未開發山坡，大致上是鄰近於一九七二年寶珊道山泥傾瀉地點的修整山坡之上以及寶珊道住宅對上的斜坡。過去有關該地區的研究結果顯示，於寶珊道對上的天然山坡受高地下水位影響，而且地質情況欠佳。有關當局在一九八四至八五年間，在該區部份地方裝設水平排水管作為排水改善措施。這些措施成功地降低了主要地下水位，從而改善了斜坡的穩定程度，令過去二十年都沒有發生過大規模滑坡。但是，山坡可能會出現淺層下滑，而淺層泥土下滑亦曾於去年暴雨期間發生。 工程項目簡介涵蓋的指定工程項目數目及種類工程項目簡介涵蓋的指定工程項目數目及種類工程項目簡介涵蓋的指定工程項目數目及種類工程項目簡介涵蓋的指定工程項目數目及種類    
1.11 根據環境影響評估條例（環評條例）附表 2第 1 部份第 Q.1 類所述，擬於寶珊道進行的工程中，有部份位於現存的薄扶林郊野公園內及特別地區，因此應屬一項「指定工程項目」。故此，本工程項目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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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任何建造工程前，必須領取環評條例所規定的環境許可證。有關薄扶林郊野公園的位置，請參閱圖圖圖圖 1.1。 聯絡人姓名及電話號碼聯絡人姓名及電話號碼聯絡人姓名及電話號碼聯絡人姓名及電話號碼    
1.12 有關本工程項目的詳情，請聯絡： 何良平先生 高級土力工程師 

 土力工程處 

 土木工程拓展署 

 電話 : 2760 5700 

 傳真 : 2714 0247 

 電郵: lpho@cedd.gov.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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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計劃大綱及計劃的執行 

擬議工程項目的執行和規劃 

2.1 土木工程拓展署於二零零五四月委聘茂盛土力工程顧問有限公司為工程顧問，負責一條地下排水道工

程的設計和督導工作。鑒於淺層泥土下滑曾於二零零五年六月發生，土木工程拓展署已進行天然山坡

泥土下滑風險評估，而報告的結論確認寶珊道山坡滑坡災害緩減工程的必要性。於二零零五年十一

月，土木工程拓展署與茂盛土力工程顧問有限公司簽定協議進行天然山坡滑坡災害緩減工程設計。 

工程項目暫定時間表 

2.2 擬議進行的工程預計於二零零七年六月動工，為時十個月。這個工程項目的初步施工計劃摘要如下。 

工序 時間 

工地清理及準備工作 2007 年 6 月中至 2007 年 7 月中 

裝設泥釘 2007 年 7 月中至 2008 年 1 月中 

建造泥釘頭 2007 年 7 月中至 2008 年 1 月中 

石坡鞏固工程 2007 年 7 月中至 2008 年 1 月中 

裝設傾斜排水管 2007 年 7 月中至 2008 年 1 月中 

景觀美化工程 2008 年 2 月中至 2008 年 4 月中 

清理工地 2008 年 2 月中至 2008 年 4 月中 

 

與其他工程項目的關連 

2.3 本工程項目與名為「合約編號 CE28/2004 (GE) 半山區寶珊地段防止山泥傾瀉工程 - 設計及施工」的

另一項指定工程項目有關連。該工程項目會與本工程項目於同一時期在題述地區內進行，並由本工程

項目的倡議人負責。 

2.4 根據水務署的通知，香港中環半山區和山頂區供水工程會按照 CE13/2005(WS) 號合約，於本年稍後

時間動工。根據克頓道配水庫的擬議發展規劃，這些工程會在本擬議工程竣工後才展開，並會遠離本

工程項目的工地。明顯地，這兩個工程項目沒有關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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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周圍環境的主要元素周圍環境的主要元素周圍環境的主要元素周圍環境的主要元素 周圍環境主要元素的說明周圍環境主要元素的說明周圍環境主要元素的說明周圍環境主要元素的說明    
3.1 在本工程項目工地附近進行的環境影響評估包括：噪音、空氣質素、水質、廢物管理、生態、景觀及視覺資源。 噪音噪音噪音噪音    
3.2 工程項目施工區四周的地區是郊野公園（薄扶林郊野公園）和人工斜坡，以及北面的高樓住宅區。部份擬議工程會於薄扶林郊野公園範圍內進行。 

3.3 除了寶珊道上的車輛外，研究區附近沒有發現其他主要噪音來源。預計環境噪音聲級屬中等。 空氣質素空氣質素空氣質素空氣質素    
3.4 擬議工程項目地點附近的現有空氣質素，主要受附近道路網絡上行走的車輛所排放的廢氣影響。由於現場沒有監察數據，因此參考最接近的環保署監察站（即中／西區監察站）在過去五年所量度到的主要空氣污染物年度平均濃度。根據一九九九至二零零三年的香港空氣質素報告，中西區監察站過去五年的懸浮粒子總量年度平均值為每立方米 71微克。 水質水質水質水質    
3.5 在寶城大廈和愛敦大廈之間的山坡所進行的山泥傾瀉防治工程地區內，有一條排水暗渠。工地東面的邊界外有一條臨時小溪。 生態生態生態生態    
3.6 山泥傾瀉防治工程的部份工程地區會位於一個已知的具保育價值地點，即薄扶林郊野公園範圍內。圖圖圖圖

3.1 是一份生境地圖。 

3.7 工程地區內主要是次生林地生境。這個生境內有中等數目的植物種類，多為常見品種，包括降真香（ Acronychia pedunculata）、浙江潤楠（ Machilus chekiangensis）和鴨腳 木（ Schefflera 

heptaphylla）。 

3.8 研究地區邊界東面記錄到一條小溪。 

3.9 研究區內的其他生境包括：經工程加固的切削斜坡、住宅發展項目和景觀美化區。這些生境的植物種類不多，大都是典型品種，包括台灣相思（Acacia confusa）等喬木和大葉紫薇（Lagerstroemia 

speciosa）等灌木。 景觀及視覺元素景觀及視覺元素景觀及視覺元素景觀及視覺元素    
3.10 擬議進行建造工程的現有斜坡地區主要屬林地，當中大都是野草，並夾雜一些常見樹木：樸樹（Celtis sinensis）、台灣相思（Acacia confusa）、鴨腳 木（Schefflera heptaphylla）、 白楸（Mallotus paniculatus）、樟樹（Cinnamomum camphora）、細葉榕（Ficus microcarpa）、野漆樹（Rhus succedanea）、銀合歡（Leucaena leucocephala）及血桐（Macaranga tanarius）等。兩者都具有不錯的質素和美觀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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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有和已規劃的現有和已規劃的現有和已規劃的現有和已規劃的敏感敏感敏感敏感受體受體受體受體    噪音噪音噪音噪音    
3.11 顧問根據「環境影響評估程序技術備忘錄」所規定的準則，找出了本工程項目工地附近具代表性的噪音敏感受體。表表表表 3.1 是這些噪音敏感受體的說明。具代表性的噪音敏感受體和擬議工程地區的位置，均展示於圖圖圖圖 3.2。 

3.12 從圖圖圖圖 3.2 可見，薄扶林郊野公園位於本工程項目地點的南面，而且根據「環境影響評估程序技術備忘錄」，該郊野公園屬於噪音敏感的受體。郊野公園的訪客可能會受到擬議建造工程的影響。 

 表表表表 3.1 具代表性的具代表性的具代表性的具代表性的噪音噪音噪音噪音敏感敏感敏感敏感受體受體受體受體 

 噪音噪音噪音噪音敏感敏感敏感敏感受體受體受體受體 
位置位置位置位置 與工地邊界的水平間距與工地邊界的水平間距與工地邊界的水平間距與工地邊界的水平間距（（（（米米米米））））    用途用途用途用途 

N1 寶城大廈 7 住宅 

N2 寶城大廈 20 住宅 

N3 愛敦大廈 45 住宅 

N4 碧苑大廈 15 住宅 

N5 寶珊道 21 號 40 住宅 

N6 干德道 53 號 45 住宅 

N7 薄扶林郊野公園 -
(1) 郊野公園 註： (1) 擬議工程的部份工程區位於薄扶林郊野公園內。 

 空氣質素空氣質素空氣質素空氣質素 

3.13 顧問根據「環境影響評估程序技術備忘錄」附件 12 所規定的準則，找出了本工程項目工地附近具代表性的空氣質素敏感受體。表表表表 3.2 是這些空氣質素敏感受體的說明，而其位置則展示於圖圖圖圖 3.3。 表表表表 3.2 具代表性的空氣質素具代表性的空氣質素具代表性的空氣質素具代表性的空氣質素敏感敏感敏感敏感受體受體受體受體 

 空氣質素空氣質素空氣質素空氣質素敏感敏感敏感敏感受體受體受體受體 
位置位置位置位置 

與工地邊界的水平間距與工地邊界的水平間距與工地邊界的水平間距與工地邊界的水平間距（（（（米米米米））））    用途用途用途用途 

A1 寶城大廈 7 住宅 

A2 愛敦大廈 45 住宅 

A3 碧苑大廈 15 住宅 

A4 Ching Yuen Garden 110 住宅 

A5 寶珊道 21 號 40 住宅 

A6 干德道 53 號 45 住宅 

A7 薄扶林郊野公園 -
(1) 郊野公園 註： (1) 擬議工程的部份工程區位於薄扶林郊野公園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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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質水質水質水質    
3.14 已知的水質敏感受體包括一條排水暗渠。該渠位於寶城大廈與愛敦大廈之間，一項與本工程項目同期進行的山泥傾瀉防治工程地區內的山坡上。 生態生態生態生態    
3.15 研究區內的次生林地生境已頗為成熟，生物多樣化程度屬中等，而且有一些具保育價值的植物及動物品種。 

3.16 研究區內有一條保留了很多天然特徵的小河。 景觀及視覺影響受體景觀及視覺影響受體景觀及視覺影響受體景觀及視覺影響受體    
3.17 現有的景觀及視覺的敏感受體大都是毗鄰高樓（特別是寶城大廈）的住戶，以及現有休憩花園和寶珊道的使用者。他們的敏感程度在工程完成後沒有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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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對對對對環境可能造成的影響環境可能造成的影響環境可能造成的影響環境可能造成的影響 工序概述工序概述工序概述工序概述    本工程項目的建造工程本工程項目的建造工程本工程項目的建造工程本工程項目的建造工程    
4.1 為了防止危險地區內可能發生的淺層滑坡，建議裝設泥釘作為緩解工程。泥釘以 2 米乘 3 米方格的形式排列，以防止潛在危險。泥釘的釘頭屬凹陷型，完全埋入泥土中。工程完成後，會在斜坡表面噴草，並以防侵蝕墊覆蓋。 

4.2 為了防止高處的地下水在崩積層與腐土層交界處積聚，建議在天然山坡內裝設傾斜排水管作為指定緩解措施。這些指定的傾斜排水管長約 10 米，並以管中心至管中心 5 米的水平間距排列。 

4.3 天然山坡頂部的凸出石層／石塊，會進行石坡鞏固工程。在有需要時，會實施各種保護措施，例如剝去鬆石、裝設石栓／石榫、建造混凝土扶牆和提供保護網等。 建造工程計劃建造工程計劃建造工程計劃建造工程計劃    
4.4 根據初步施工計劃，建造工程不會在受限制的時段內（即晚上七時至早上七時，以及一般假日和星期日的任何時間）進行。若有需要在受限制時段施工，承建商有責任遵守「噪音管制條例」及有關技術備忘錄的規定。承建商必須向噪音管制監督申請建築噪音許可證，並在獲發許可證後，遵守其中的所有條件。為了減少附近敏感受體所受到的噪音滋擾，將會盡量避免在早上七時至九時，以及在下午六時至七時使用重型機器，除非適當的噪音緩減措施已經實施。 

4.5 本工程項目各項建造工作和已規劃工程區將會使用的建造機器列於表表表表 4.1。 

 表表表表 4.1 擬議使用的建造機器擬議使用的建造機器擬議使用的建造機器擬議使用的建造機器 機動設備機動設備機動設備機動設備 數量數量數量數量 使用該設備的工序使用該設備的工序使用該設備的工序使用該設備的工序 工程地區工程地區工程地區工程地區 
(1)

 自動傾卸卡車 1 工地清理和準備 B 空氣壓縮機 4 A 區 2 部, F 區 2 部 鑽岩機 6 C, D 及 E 灌漿機 3 A 區 1 部, F 區 2 部 發電機 2 A 區 1 部, F 區 1 部 混凝土噴漿混合機 3 

裝設泥釘、建造泥釘頭、石坡鞏固和裝設傾斜排水管 

A 區 1 部, F 區 2 部 註：(1) 請參閱圖 3.2 

 可能造成的環境影響可能造成的環境影響可能造成的環境影響可能造成的環境影響    
4.6 根據初步工程項目設計資料，本工程項目在施工和運作時可能造成的環境影響於下文闡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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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氣質素 施工階段 影響的可能來源 

4.7 擬議工程在施工期間對空氣質素可能造成的影響會包括由建築機器和車輛造成的塵埃滋擾和氣體排放。本工程項目中，可能成為研究區內建築塵埃來源的主要建築工作包括土方工程和隧道建造工程。預計挖掘工程、物料處理和風化作用等，都會產生塵埃。 

4.8 施工期間會令現有的寶珊道產生額外交通。根據初步施工計劃，預計擬議工程項目每日只會產生建造車輛 2駕次（平均）。因此，由本工程項目的車輛廢氣所造成的空氣質素影響會很輕微。 運作階段 

4.9 預計本工程項目在運作階段不會造成空氣質素影響。 

 噪音 施工階段 建造噪音 

4.10 各項建造工程所使用的機動設備，將會是本工程項目在施工階段產生噪音的主要來源。 

4.11 擬議工程項目的建造工程包括：工地清理、泥釘裝設、泥釘頭建造、石坡鞏固和傾斜排水管裝設。 

4.12 顧問根據表表表表 4.1 所列出的建議使用機器，對各項工序可能產生的建造噪音作出了預測。由於噪音敏感受體 N1 與 N2 貼近擬議工程區，預計該等敏感受體所受到的噪音影響，會超過日間建造噪音標準。因此，在工程進行期間，必須實施適當的緩減措施，例如採用低噪音機動設備及以隔音帳篷覆蓋鑽岩機等，使符合規定的噪音標準。 

4.13 由於本工程項目將會與附近一條排水道的工程同期進行，因此預料會造成累計噪音影響。假定該項排水道工程有關之緩減措施會按照建議實施，估計各個噪音敏感受體所受到的累計建造噪音均會符合規定的噪音標準。在稍後的環評研究階段，將會進行更詳細的建造噪音影響評估，並建議必要的緩減措施。 本工程項目引起的交通噪音 

4.14 本工程項目在施工期間會為現有的寶珊道帶來額外交通。然而，如上文所述，預計這項擬議工程項目每日（平均）只會產生約兩駕次建造車輛的交通量。預計本工程項目在施工階段所引起的交通不會造成不可緩減的噪音影響。 運作階段 

4.15 預計本工程項目在運作階段不會造成不可緩減的噪音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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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質 施工階段 

4.16 可能會受擬議山泥傾瀉防治工程影響的水體包括工程地區內的一條排水暗渠。工程地區所產生的工地徑流和排水若不加控制，會流入這條暗渠。 

4.17 在進行工地清理時，工程地區的徑流和排水將會是附近水體潛在水質影響的主要來源。工地的徑流和排水可能會含有更多懸浮固體和污染物。工地排水的可能污染來源包括：外露泥面和物料堆所產生的徑流和侵蝕、雨水沖刷而釋出的泥漿和水泥、減塵洒水所形成的廢水，以及維修建造車輛和機器設備所產生的燃料和潤滑劑。工地現場內建築工人所產生的污水，若不經過適當處理便直接排入附近水體，亦可能造成水質污染。 運作階段 

4.18 預計擬議山泥傾瀉防治工程在運作階段不會對水質造成不良影響。為了穩定天然山坡上部的表土層和外露岩石，將會進行擬議的泥釘和石坡鞏固工程。此外，為了減低滯水積聚的機會，會規定在山坡插進傾斜排水管。 

 廢物管理 施工階段 

4.19 在清理工地、裝設泥釘、建造泥釘頭、石坡鞏固和裝設傾斜排水管時，會產生拆卸及建造物料（拆建物料）。 

4.20 表 4.2 所列，是拆建物料的估計體積。假若這些廢物能夠以第 5 章所建議的方法處理、運送和處置，並且能夠採用良好的施工方法，預計不會造成不良的環境影響和滋擾。 

 表表表表 4.2    估計廢物產生量估計廢物產生量估計廢物產生量估計廢物產生量    
 建造工程 

泥土 （立方米） 

石 （立方米） 

合計 （立方米） 工地清理及準備工作 100 - 100 裝設泥釘 250 - 250 建造泥釘頭 500 - 500 安裝傾斜排水管 10 - 10 剝除鬆石 50 50 100 石栓／石榫 10 10 20 景觀美化工程 10 5 15 

   995 

 運作階段 

4.21 預計擬議山泥傾瀉防治工程在運作階段不會對廢物管理造成不良影響。 

 生態 

4.22 本工程項目在施工和運作階段影響生態的可能來源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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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裝設泥釘和傾斜排水管而對約 6500 平方米的次生林地所造成的有限影響。由於無需砍伐樹木，因此對林地生境只會造成有限的影響。 

� 人類活動和產生噪音的建造機器增加，對毗鄰工程地區的生境和動物造成間接滋擾。 

� 存放或傾倒建造物料對生境造成間接滋擾。 

 景觀及視覺影響 施工階段 

4.23 施工階段的景觀及視覺影響會屬中等。半山區比香港其他地區景色更怡人，而且有茂密的植物。工地的清理工作會令綠化程度即時但短暫地減少，因此毗鄰的高樓大廈住客亦會受到景觀和視覺影響。裝設泥釘的地區無需砍伐或移植樹木。 運作階段 

4.24 在所有建造工程完成後，會進行景觀美化工程，以便把斜坡復原至現有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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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納入設計中的環保措施以及任何其他對環境的納入設計中的環保措施以及任何其他對環境的納入設計中的環保措施以及任何其他對環境的納入設計中的環保措施以及任何其他對環境的影響影響影響影響 

5.1 下文闡述減少本工程項目潛在環境影響的緩解措施概要，但需在環評研究中作更仔細的評估。 環境保護措施環境保護措施環境保護措施環境保護措施    施工階段施工階段施工階段施工階段    空氣質素 

� 實施「空氣污染管制（建造工程塵埃）規例」所規定的減少塵埃措施，例如提供車輪清洗設施和在外露泥地上洒水。 噪音 

� 實施良好的施工方法，藉以限制噪音源頭所發出的噪音。 

� 使用低噪音的機動設備。 

� 使用較低噪音的建造方法。 

� 使用可移動的隔音屏障／隔音罩。 水質 

� 實施專業人士環保事務諮詢委員會的「專業守則 1/94 號」“建築工地的排水渠”所建議的施工方法。 

� 裝設適當的排水設施，以控制工地徑流。 

� 提供足夠的處理設施，以便把施工活動所產生的污水先作處理，然後才排放。 

� 提供適當的廁所設施。 廢物管理 

� 實施廢物管理方法，以減少產生廢物，並盡量增加廢物回收和再造。 

� 將廢物分類及分開存放，以便再用和處置。 

� 只在沒有其他處置方法可用時，才把廢物棄置於堆填區。 生態 

� 避開及盡量減少滋擾具保育價值的動植物和生境。 

� 對無可避免的影響加以緩解，例如進行移植，以及提供補償生境。 

� 盡量減少施工所造成的間接影響，例如以圍欄分隔工程地區。 景觀及視覺影響 

� 避開及盡量減少滋擾重要的景觀資源，例如盡量縮小工程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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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透過補償性種植或移植來緩解無可避免的景觀影響。 運作階段運作階段運作階段運作階段    景觀及視覺影響 

� 為本工程項目進行園景種植，並恢復原本有植物的地區。 

 環境影響可能有的嚴重性環境影響可能有的嚴重性環境影響可能有的嚴重性環境影響可能有的嚴重性、、、、分布及時間分布及時間分布及時間分布及時間    
5.2 預計建造工程需時十個月，從二零零七年六月至二零零八年四月。潛在環境影響的嚴重性和分布情況已於第三及四章闡述。特別是噪音和生態影響，預計將會是擬議工程在施工階段時的主要環境事宜。於運作階段預計不會有任何不可接受的環境影響。 

5.3 有關本工程項目在施工和運作期間的潛在環境影響的檢討結果顯示，本工程項目不會造成不可緩解的影響。工程項目倡議者會盡力在項目設計和施工中妥善處理各項環境事宜，並會確保採用適當的環境保護措施，務求能夠符合各項環保法規和標準。 其他影響其他影響其他影響其他影響    
5.4 工程項目倡議者已經從二零零五年五月開始，就擬議排水隧道工程，透過寶珊區聯合行動組、區議會和互聯網等途徑進行諮詢。已經向各個團體取得原則上的同意。有關這些額外坡面工程的進一步公眾諮詢工作，會於今年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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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使用先前通過的環評報告使用先前通過的環評報告使用先前通過的環評報告使用先前通過的環評報告 

6.1 本工程項目沒有參照任何先前通過的環評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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