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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基本資料 

1.1 工程項目名稱 

博愛交匯處改善工程 
 

1.2 工程項目的目的及性質 

現時，博愛迴旋處的南北引道會於黃昏的高峰時期出現車龍，而這情況很可能在附近

的發展完成後更為惡化。北引道的交通於南行線造成之龍尾更可能對來自大欖隧道/新
界北至屯門/天水圍/未來之深港西部通道的交通做成阻礙。預計博愛迴旋處的交通流量

會隨著附近人口的增長而續漸飽和。 
 
此工程項目包括興建行車天橋、連接路、隔離的左轉線及位於博愛交匯處的相關工程。 
工程的目的是舒緩現時博愛迴旋處的交通壓力及車龍，致使設計流量與交通容量的比例

維持於運輸署接受的合理水平。 
 
此工程項目屬《環境影響評估條例》(第 499章) 的指定工程，因此工程的建築及運作必
須具有合符《環境影響評估條例》的環境影響評估報告及取得環境許可証。 
 

1.3 工程倡議者名稱 

香港特別行政區政府，路政署。 

 

1.4 工程項目的地點及規模 

工程地點位於元朗公路及青山公路 (元朗段 )交匯處的博愛迴旋處 (參閱繪圖編號
HWDYL051A-PD0001)，鄰為博愛醫院及新時代廣場發展項目。 

工程範圍包括以下各項 ﹕ 

(i) 於博愛行車天橋北行線旁提供一條單線行車天橋 ﹔ 
 
(ii) 興建一條連接路，以連接位於博愛迴旋處南引道之元朗公路地面路段的北行線

及建議的行車天橋 ﹔ 
 

(iii) 興建一條連接路，以連接建議的行車天橋至位於博愛迴旋處北引道之元朗公路

地面路段的北行線 ﹔ 
 

(iv) 興建一條連接路，以連接博愛行車天橋南行線及位於博愛迴旋處南引道之元朗

公路地面路段的南行線 ﹔ 
 

(v) 將一段位於博愛迴旋處北引道之元朗公路地面路段的南行線由三線擴闊至四

線 ﹔ 
 

(vi) 擴闊一段位於博愛迴旋處北引道之元朗公路地面路段的北行線 ﹔ 
 

(vii) 於博愛迴旋處的北引道南行線興建一條隔離的左轉線 ﹔及 
 

(viii) 相關的輔助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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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工程項目簡介涵蓋的指定工程的數目及種類 

此工程項目簡介只涵蓋工程項目「博愛交匯處改善工程」。根據《環境影響評估條

例》附表二第一部份甲.一及甲.八，此工程項目屬指定工程，因此需要取得環境許可
証。 

 

1.6 聯絡人姓名及電話號碼 

路政署高級工程師(香港)2 

陳如森先生 

電話號碼 ﹕ 31883318  傳真號碼 ﹕ 31883418 

路政署工程師(香港)2-2 

林志成先生 

電話號碼 ﹕ 31883281  傳真號碼 ﹕ 31883418 

 

1.7 對已獲批准的環境影響評估報告的影響 

建議的道路擴闊將影響在工程項目「三號幹線」及「十八鄉交匯處至博愛交匯處之公

路-剩餘工程」下設置的隔音屏障，亦對有關工程的過往所作的環境影響評估有所影
響。 

 
2. 規劃大綱及計劃的執行 

2.1 規劃及實施 

顧問公司正為工程項目的交通影響評估及路線設計進行研究。詳細設計將由路政署內

部進行。 

 

2.2 工程項目時間表 

以下為暫定的工程實施時間表 ﹕ 

研究及初步設計    二零零六年九月至二零零七年五月 

詳細設計     二零零六年九月至二零零八年九月 

招標      二零零八年十月至二零零九年二月 

興建      二零零九年二月至二零一零年十月 

 

2.3 與其他工程計劃的關連 

工程項目可能對其他工程計劃構成影響，但不只局限於以下工程計劃 ﹕ 

a) 元朗公路擴闊工程 ﹔ 

b) 深港西部通道 ﹔ 

c) 后海灣幹線 ﹔及 

d) 鄰近住宅及商業發展。 

以上所列並非詳盡無疑，並將於環境影響評估研究時再作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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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對環境可能造成的影響  

3.1 潛在的環境影響 

由建議的行車天橋、連接路及道路擴闊工程的興建及運作所引起的潛在環境影響詳列

如下﹕ 

 

3.2 空氣質素 

於施工期間，由建築活動如物料運送、 挖掘、 汽車移動、 未舖面的範圍和貯料之侵蝕

等所產生的塵埃是潛在的空氣質素影響。預計此影響只是短暫性，並能透過敍述於第

五章第一節的合適設計和良好工地措施控制。 

於運作期間，在建議道路上行駛的汽車之廢氣排放可能對空氣質素構成影響。這須於

環境影響評估階段中作出檢討，並在需要時提供緩解措施。 

 

3.3 噪音影響 

於施工期間，噪音滋擾的源頭主要來自在工地使用機動設備和由工程車輛引起的暫時

性交通流量增加。此工程項目所涉及的建築活動包括 ﹕ 使用機械打摏、 挖掘和灌混凝
土等，以及來往工地的交通。預計建築噪音所造成的影響只是短暫性，並能透過實施

列於第五章第一節的緩解措施降低至可接受水平。 

針對在運作期間，道路交通對鄰近噪音敏感受體所造成的噪音影響之有關噪音緩解措

施，其詳情及範圍，將會在之後的環境影響評估中檢討，並提供適當的緩解措施。 

 

3.4  水質 

由於此工程只涉及陸上工作，預期對水質的影響只來自工地的排放。潛在的排放源頭

包括由控制塵埃和因築堤及貯料被雨水侵蝕所產生的污水。但這些水質影響能透過採

用列於第五章第一節的良好工地管理而得以緩和。 

 

3.5  廢物棄置 

建築活動、交通工具及機器之維修等會產生拆建廢料。在工地將物料循環再用之前，

會盡量避免及減少產生廢物，以減少廢物的棄置。配合適當的廢物管理，工程能引發

嚴重的影響之機會極微。 

 

3.6  景觀及視覺 

預計建築活動及機器的使用會造成潛在的景觀及視覺影響，但有關影響只是短暫性，

並能透過合適的緩解措施減少。 

於運作期間，高架公路、護土牆以及隔音屏障/圍封會對景觀及視覺造成影響，有關影
響將於環境影響評估階段中作出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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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週圍環境的主要元素 

可能受工程影響的現有及計劃中的敏感受體有以下，並顯示於繪圖編號

HWDYL051A-PD0002 ﹕ 
 

(1) 博愛醫院 
(2) 新時代廣場 
(3) 小商新村 
(4) 黃屋村 
(5) 光明英來學校 
(6) 上攸田村 
(7) 竹新村 
(8) 楊屋村 
(9) 建議的第 12元朗綜合發展區 
(10) 建議的第 15元朗綜合發展區 
(11) 大圍村 
 

5. 環境保護措施及對環境的影響 

5.1 施工期 

(a) 空氣質素保護措施

可行及具成本效益的塵埃緩解措施應在工程的詳細設計階段中計劃，以便加於

合約文件中，使之能加以實行。在施工期，應參閱《空氣污染管制(建造工程)
規例》的指引。保護措施可包括以下 ﹕ 

• 在工地出口設置清洗車輪及車身的設施 ﹔ 
• 減低在工地內行駛的車速 ﹔ 
• 保持工地地面濕潤以減少塵埃 ﹔及 
• 小心安排涉及地面活動的工序包括往返工地的運輸。 

 

(b) 噪音緩解措施

會於環境影響評估研究時探究可行及有效的噪音緩解措施，以減低建築噪音所

造成的影響。此等措施包括 ﹕  

• 應用妥善設計的靜音器、消音器、抑制聲效板及隔音屏障 ﹔ 
• 為嘈雜的機器設置隔音圍板 ﹔ 
• 會產生噪音的機器應盡量放離噪音敏感受體 ﹔ 
• 應用有關建築噪音的條文及章節 ﹔ 
• 使用適當的機動設備 ﹔及 
• 定期維修工地的機器和設備。 

噪音緩解措施的有效性及有否持續實施將透過噪音監察及審計程序檢查。 

 

(c) 水質緩解措施

良好的工地管理及可行的緩解措施詳列如下 ﹕ 

• 將可能已受污染的水收集並加以處理，以達至適當的標準 ﹔ 
• 施工期間，流經工地的雨水在排放至附近的接收水源前，應先用油/砂石分
隔器及/或沉澱池/沉積物隔處理 ﹔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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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有任何收集流經工地雨水的集水池，應將之用以碎石舖了面的鐵絲網覆

蓋，以防止沉積物進入集水結構和減低沉積物負荷。  
 

(d) 有關建築廢料的環境保護措施

由建築活動、維修汽車及機器和油污截流器所產生的化學及油污廢料，應根據

《廢物處置(化學廢物)(一般)規例》，當作化學廢物處理。 

 

5.2 運作期 

(a) 噪音緩解措施

有關用以改善因交通而引起之噪音的噪音緩解措施，其細節及範圍會在之後的

環境影響評估階段中檢討。 

 

(b) 空氣質素緩解措施

空氣質素緩解措施的細節及範圍會在之後的環境影響評估階段中檢討。 

 

(c) 景觀及視覺影響的緩解措施

景觀及視覺影響緩解措施的細節將在之後的環境影響評估階段中提出。當中的

措施可包括 ﹕ 

• 補償種植 ﹔ 
• 高架結構、護土牆及噪音緩解措施的美觀設計 ﹔及 
• 與現有公路結構的整合。 
 

5.3 環境監察及審核 

此工程項目簡介概述了一些可能因建議道路工程的興建及運作而引起的潛在環境影

響，亦簡略地提及到一些可配合有關工程的環境緩解措施。工程施工期及/或運作期的
環境監察及審計程序將於之後的環境影響評估階段中制定。 

 

5.4 環境影響的可能嚴重性、分佈及持續時間 

所有的建築影響均為短暫性，而空氣污染及噪音影響會是主要關注的環境問題。適當

的控制措施及監察程序將在環境影響評估階段中制定，以確保符合已定立的標準。 為
針對由工程活動所造成的環境影響，所有有關的建議須妥善實行。 

運作期所產生的影響是長期性的。環境影響評估研究會仔細評估交通噪音的影響及釐

定所需的緩解措施。環境影響評估研究亦會評估空氣質素，景觀及視覺的影響，並確

定緩解措施的需要。 

在確切實行合適的緩解措施和有效監察的情況下，預計在工程施工及運作期間，能將

其對環境的壞影響減至最低。 

 

6. 使用已獲批准的環境影響評估報告 

 在準備此工程項目簡介時，並沒有參考任何已獲批准的環境影響評估報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