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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基本資料基本資料基本資料基本資料 

1.1 工程項目名稱工程項目名稱工程項目名稱工程項目名稱 

1.1.1 將軍澳–藍田隧道及相關工程 

1.2 工程項目的目的及性質工程項目的目的及性質工程項目的目的及性質工程項目的目的及性質 

1.2.1 此工程項目簡介包括將軍澳–藍田隧道和鯉魚門道下通路兩項指定工程項目。 

1.2.2 擬建的將軍澳–藍田隧道是一條約 4.8公里長的雙線雙程公路，東接將軍澳的
寶邑路，西接啟德發展區的 T2幹路，其中大約 3公里為隧道。將軍澳–藍田
隧道將滿足將軍澳持續發展帶來的對外交通需要。將軍澳–藍田隧道連同 T2
幹路和中九龍幹線組成六號幹線，此幹線是連接九龍和將軍澳的東西向快速

公路。 

1.2.3 擬建的鯉魚門道下通路是一條沿鯉魚門道的單線下通路穿越啟田道和油塘

道，目的為改善鯉魚門道與啟田道路口的交通情况。 

1.3 工程項目倡議者名稱工程項目倡議者名稱工程項目倡議者名稱工程項目倡議者名稱 

1.3.1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土木工程拓展署轄下的新界東拓展處。 

1.4 工程項目的背景工程項目的背景工程項目的背景工程項目的背景、、、、地點及規模地點及規模地點及規模地點及規模 

1.4.1 土木工程拓展署於 2002年 7月委託顧問進行了「將軍澳進一步發展可行性研
究」(簡稱「將軍澳研究」)，為將軍澳的進一步發展制定一個全面的計劃及
改善其整體設計，以期把將軍澳建成一個四通八達、朝氣勃勃、具獨特都市

設計和優越居住環境的新市鎮。而將軍澳的長遠交通需要亦是「將軍澳研究」

的一部份。 

1.4.2 「將軍澳研究」大致於 2005年完成，研究指出現有的將軍澳隧道的容量不足
夠應付因將軍澳人口和發展進一步增長所預計產生的交通流量。並建議於

2016年提供一條由跨灣連接路及將軍澳-藍田隧道所組成的新對外道路網，以
應付預期的交通流量。 

1.4.3 將軍澳–藍田隧道的原有走線方案在「將軍澳研究」中已獲認可。根據該方案，
將軍澳–藍田隧道的九龍路段會穿過一個規劃於高嶺土礦場舊址的房屋發
展，該房屋發展會平整包括九龍路段的道路基面，及興建區內連接道路。在

通過高嶺土礦場舊址後，九龍路段會連接當時計劃以高架橋形式興建的啟德

發展區的 T2幹路。 

1.4.4 在隨後的啟德規劃檢討裏，T2重新規劃成海底隧道。為配合此改變，將軍澳–
藍田隧道的方案需要更新。根據初步評估，將軍澳–藍田隧道的主隧道可以高
架橋或隧道形式連接 T2幹路。最後的方案需要進一步的研究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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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5 運輸署於 1996年完成的運輸研究指出區內的道路網絡將因鯉魚門區和油塘
區人口增長而達至飽和，並提議興建鯉魚門道下通路。就此規劃了鯉魚門道

下通路，其環境影響評估報告(簡稱“環評報告”)於 2002年 2月獲通過。由於
區內的道路規劃將受將軍澳–藍田隧道的影響，因此，鯉魚門道下通路的道路
方案和環評報告需要更新。 

1.4.6 將軍澳–藍田隧道和鯉魚門道下通路的示意圖載於附隨的圖則編號第
TKZ0567號。 

1.4.7 將軍澳–藍田隧道是為了提供一條公路及相關交滙處，東接將軍澳的寶邑路，
西接啟德發展區的 T2幹路。工程項目範圍包括： 

(a) 一條約 4.8公里長的雙線雙程公路，其中大約 3公里為隧道； 

(b) 在將軍澳方面的連接支路、低於地面的道路、高架橋、收費廣場、通
風設施、行政大樓、隧道入口設施及相關的填海工程; 

(c) 在九龍方面的連接支路、分支隧道、高架橋、低於地面的道路、隧道
入口設施、通風設施和行政大樓；以及 

(d) 相關的屋宇、土木、結構、海事、機電、景觀、及環境保護和緩解工
程。 

1.4.8 鯉魚門道下通路是為了提供一條沿鯉魚門道的單線東向下通路。工程項目範

圍包括： 

(a) 一條約 270米沿鯉魚門道穿越啟田道、東區海底隧道(簡稱“東隧”)支路
和油塘道的下通路； 

(b) 修改鯉魚門道與啟田道的迥旋處、及鯉魚門道與東隧支路和油塘道的

路口；以及 

(c) 相關的土木、結構、景觀及噪音緩解工程。 

 
1.4.9 正如上文第 1.4.4及 1.4.5段所述，將軍澳–藍田隧道和鯉魚門道下通路的方案

需要更新。圖則編號第 TKZ0567號展示的設計和上文第 1.4.7及 1.4.8段所描
述的工程項目範圍，可能因應進一步研究的結果而改變。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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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1 此工程項目簡介包括下列根據《環境影響評估條例》附表 2的指定工程項目： 

(a) 將軍澳–藍田隧道是一條幹道，屬於《環境影響評估條例》附表 2第 I
部分第 A.1, A.7, A.8, A.9, C.1, C.2(c) 及 C.12條的指定工程項目；以
及 

(b) 鯉魚門道下通路是一條主要幹路，屬於《環境影響評估條例》附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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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I部分第 A.1 條的指定工程項目。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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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1 如對工程有任何查詢，可聯絡以下人員： 

何立仁先生    土木工程拓展署 
    新界東拓展處 
    高級工程師/房屋(2)  
    電話號碼： 2301 1395 
    傳真號碼： 2721 8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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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規劃大規劃大規劃大規劃大綱及計劃的執行綱及計劃的執行綱及計劃的執行綱及計劃的執行 

2.1 工程項目規劃及實施工程項目規劃及實施工程項目規劃及實施工程項目規劃及實施 

2.1.1 工程項目的倡議者將會委聘顧問負責環境影響評估研究、勘測、設計和監工

的工作。 

2.2 工程項目時間表工程項目時間表工程項目時間表工程項目時間表 

2.2.1 以下為暫定的工程實施時間表： 

 
勘測和初步設計 2009年年初 至 2011年年尾 

詳細設計和招標 2011年年尾 至 2013年年尾 

興建 2012年年尾 至 2016年年終 

 
2.3 與其他與其他與其他與其他工程計劃的關連工程計劃的關連工程計劃的關連工程計劃的關連 

2.3.1 工程項目可能會與其他的工程項目有著相互的影響，這些工程項目包括但不

限於下述： 

(a) 跨灣連接路；以及 
(b) T2幹路. 
  



工程項目簡介工程項目簡介工程項目簡介工程項目簡介 
 

將軍澳將軍澳將軍澳將軍澳 – 藍田隧道及相關工程藍田隧道及相關工程藍田隧道及相關工程藍田隧道及相關工程 

土木工程拓展署 - 5 - 2008年 7月 
   

3. 對環境可能造成的影響對環境可能造成的影響對環境可能造成的影響對環境可能造成的影響 

在施工和運作期間，建議的工程可能會對環境造成以下影響： 

3.1 空氣質素空氣質素空氣質素空氣質素 

 施工階段 

3.1.1 在施工階段可能造成的空氣質素影響包括： 

� 由下列情況產生的塵埃，包括填海工程、結構的拆卸與建造工程、在工

地範圍內運輸車輛或機器的運作、以及受到風化影響的露天工地和物料

堆放區 

� 毗鄰的建造工程所產生的塵埃的累積影響 

3.1.2 空氣敏感受體，例如住宅樓宇、辦公室、購物中心、在工地附近的公眾休憩

用地，都可能受到影響。 

 運作階段 

3.1.3 本工程項目在運作階段可能造成的空氣質素影響，將會來自在擬建道路(包括
收費廣場)上行駛的車輛所排放的二氧化氮和可吸入懸浮粒子。包括隧道入口
通風機樓、跨灣連接路、T2幹路、現有道路、以及東隧所排放的廢氣而造成
的累積空氣質素影響，可能會對附近空氣敏感受體造成影響。 

3.2 噪音噪音噪音噪音 

 施工階段 

3.2.1 在施工期間，預料會產生噪音的機動設備包括：破碎機(包括手提破碎機和挖
土機上裝配的破碎機)、各種機器的動力裝置(包括空氣壓縮機、挖土機、預
拌混凝土貨車和插入式振搗機)、鑽機和吊機。此外，會產生噪音的主要工序
包括掘路、挖掘、爆破、削切石坡、打樁、鋪設混凝土、鋪路以及處理泥石。 

3.2.2 工地範圍附近的噪音敏感受體，例如住宅樓宇和學校都可能受到影響。 

 運作階段 

3.2.3 在運作期間，新建的道路可能會對噪音敏感受體帶來影響。由通風機樓的通

風扇所產生的固定機器噪音影響可能會引起關注。 

3.3 水質水質水質水質 

 施工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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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1 在施工期間的水質影響，可能來自挖泥、棄置挖出的淤泥、以及可能使用强

化海泥工序的填海工程。可能的海泥强化方法，包括深層水泥混合、壓縮沙

樁、以及石柱。 深層水泥混合是把控制容量的水泥注入海泥中。壓縮沙樁和
石柱是分別把沙和石來替代海泥，以形成支柱狀的强化物料。 

3.3.2 在進行挖泥、强化海泥以及其他填海工程時，可能會令懸浮固體濃度短暫上

升，並會產生沉積物卷流、洩漏水泥、釋出有機和無機的污染物和養份，亦

可能會形成內灣，因而影響將軍澳灣的水質。 

3.3.3 至於陸上建造工程方面，預計工地徑流會是主要影響水質的來源。 

 運作階段 

3.3.4 雖然本工程項目沿將軍澳灣西北海岸的填海工程不會產生內灣，海岸線的改

變對將軍澳灣的流體動力和水質狀況的影響需加以評估。 

3.4 生態和漁業生態和漁業生態和漁業生態和漁業 

 施工階段 

3.4.1 在進行挖泥、棄置挖出的淤泥、强化海泥、以及填海工程時，或可能影響在

早前生態研究發現個別散處於將軍澳灣東面和西面海岸線的小型珊瑚群、以

及區內的漁業。 

3.4.2 在將軍澳灣西面海岸其中一條流入將軍澳灣的小溪中，記錄有菲律賓枝牙鰕

公虎魚。由於興建將軍澳–藍田隧道收費廣場會影響海岸線，牠的群落可能會
有潛在影響。 

 運作階段 

3.4.3 在運作階段，由將軍澳–藍田隧道產生的路面徑流，可能影響當地漁業和位於
將軍澳灣個別的小珊瑚群落。如果菲律賓枝牙鰕公虎魚的幼魚或幼蟲往返海

洋棲所的通道受填海工程影響，可能會影響牠的群落。 

3.5 廢物管理廢物管理廢物管理廢物管理 

 施工階段 

3.5.1 建造工程所產生的廢物或會包括被挖出的沉積物、剩餘的工地物料、工地廢

物、以及都市廢物。至於是否有已受污染的沉積物需要挖走及處置，則仍有

待確定。 

 運作階段 

3.5.2 運作階段只會產生有限的廢物，包括一些家居及商業廢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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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景觀和視覺景觀和視覺景觀和視覺景觀和視覺 

 施工階段 

3.6.1 預計建造工程可能造成景觀和視覺影響，例如填海、道路建造、建築機器等。

然而，這些影響都屬短暫性質。 

 運作階段 

3.6.2 在運作階段，新海岸線和新發展提議(包括道路和橋樑)可能造成視覺影響。
而剩餘影響則主要在於填海會令部份的海灣水域失去。 

3.7 文化遺產文化遺產文化遺產文化遺產 

 建築文物 

3.7.1 在施工和運作階段，本工程項目並不會影響任何法定古蹟和已評級的歷史建

築物。此項目將會在評估時再檢討。 

 陸地考古 

3.7.2 在施工和運作階段，本工程項目並不會影響任何陸地上具考古價值的地點。

此項目將會在評估時再檢討。 

 海洋考古 

3.7.3 在「將軍澳研究」的環評報告中，已發現 4處表面異常點和 2處埋藏異常點。
在施工和運作階段，會在可行情況下避免影響任何有潛在海洋考古價值的地

方。情況須視乎潛水員的實地視覺調查而定，包括一連串沿西岸定線下潛和

在海床表面異常點作繞圈搜查。 

3.8 堆填區氣體和堆填區氣體和堆填區氣體和堆填區氣體和滲濾污水風險滲濾污水風險滲濾污水風險滲濾污水風險 

3.8.1 由於將軍澳–藍田隧道的部分九龍路段位於晒草灣堆填區的諮詢區，需評估在
施工和運作階段的堆填區氣體和滲濾污水的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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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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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 可能會受建議的工程影響的現有和已規劃的主要敏感受體載列如下。這些地

方的位置顯示在附圖圖則編號第 TKZ0568號。 

編號編號編號編號 敏感受體敏感受體敏感受體敏感受體 用途用途用途用途 現狀現狀現狀現狀 

1 麗港城 住宅 現有 

2 茶果嶺現有的住宅發展 住宅 現有 

3 油塘邨 住宅 現有 

4 油麗邨 住宅 現有 

5 康柏苑 住宅 現有 

6 廣田邨 住宅 現有 

7 平田邨 住宅 現有 

8 匯景花園 住宅 現有 

9 油美苑 住宅 現有 

10 康雅苑 住宅 現有 

11 德田邨 住宅 現有 

12 高翔苑 住宅 現有 

13 高怡邨 住宅 現有 

14 高俊苑 住宅 現有 

15 康瑞苑 住宅 現有 

16 鯉安苑 住宅 現有 

17 維景灣畔 住宅 現有 

18 寶盈花園 住宅 現有 

19 都會駅 住宅 現有 

20 將軍澳中心 住宅 現有 

21 將軍澳豪庭 住宅 現有 

22 君傲灣 住宅 現有 

23 將軍澳廣場 住宅 現有 

24 健明邨 住宅 現有 

25 彩明苑 住宅 現有 

26 唐明苑 住宅 現有 

27 富康花園 住宅 現有 

28 尚德邨 住宅 現有 

29 茶果嶺村 寮屋 現有 

30 五邑司徒浩中學 教育機構 現有 

31 聖公會基孝中學 教育機構 現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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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佛教何南金中學 教育機構 現有 

33 聖安當女書院 教育機構 現有 

34 聖安當小學 教育機構 現有 

35 聖公會油塘基顯小學 教育機構 現有 

36 中華基督教會基法小學(油塘) 教育機構 現有 

37 將軍澳天主教小學 教育機構 現有 

38 保良局黃永樹小學 教育機構 現有 

39 博愛醫院八十週年鄧英喜中學 教育機構 現有 

40 仁濟醫院王華湘中學 教育機構 現有 

41 基督教宣道會宣基中學 教育機構 現有 

42 仁愛堂田家炳小學 教育機構 現有 

43 佛教志蓮小學 教育機構 現有 

44 將軍澳循道衛理小學 教育機構 現有 

45 播道書院 教育機構 現有 

46 將軍澳第 74區 教育機構 興建中 

47 晒草灣遊樂場 休憩用地 現有 

48 鯉魚門道遊樂場 休憩用地 現有 

49 將軍澳灣 水體 現有 

50 東區海底隧道住宅發展 住宅 已規劃 

51 油塘灣發展 綜合發展區 已規劃 

52 將軍澳第 68區 住宅 已規劃 

53 將軍澳第 66區 住宅 已規劃 

54 將軍澳第 65區 住宅 已規劃 

55 將軍澳第 56區 複合發展(商業、

住宅、其它) 

已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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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環境保護措施及其他對環境的影響環境保護措施及其他對環境的影響環境保護措施及其他對環境的影響環境保護措施及其他對環境的影響 

5.1 緩解環境影響的措施緩解環境影響的措施緩解環境影響的措施緩解環境影響的措施 

 空氣 
 

5.1.1 在施工期間，應考慮下列塵埃控制措施，以盡量減少塵埃所造成的滋擾： 

� 在工地出口設置車身和輪胎清洗設施 

� 減低車速 

� 減少未鋪路面 

� 在工地定期灑水(使用水車噴水或噴霧器等)，減少產生塵埃 

� 必須謹慎及妥善計劃動土工作，包括運輸路線和防護措施，例如在挖
掘時或之後，灑水和使用防水布，以減少產生塵埃。 

5.1.2 塵埃主要是施工期間所產生的，預期不是一個在運作階段的環境問題。車輛

排放出來的廢氣將會在環境影響評估研究中評估空氣質素時考慮。 

噪音 

5.1.3 為了減少施工噪音，應考慮下列措施： 

� 使用低噪音的機器 

� 使用滅聲器、消音器及為嘈吵的機械設備裝置隔聲襯墊 

� 採用其他的打碎混凝土技術 

� 機器安放的位置 

� 謹慎訂定工序，尤其是在教育機構附近施行的工程，必須顧及考試舉
行時間 

� 使用臨時的隔音屏障 

� 妥善維修設備 

� 合約加入關於建築噪音的規格和條款 

� 充足的工地監督，確保採用所有可行的措施把噪音的影響減至最少 

5.1.4 為了減少運作期間的交通噪音，應考慮下列措施： 

� 鋪設低噪音路面 

� 設置隔音罩和/或隔音屏障 

� 如有需要，安裝空調和適當的隔音玻璃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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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質 

5.1.5 臨時排水系統將需備有截流沙井和適當的沉積物沉降措施，以截留由工地流

放出來的油污和沙礫，和分隔污染物，然後才排放到適當的排水渠裏。此

外，應考慮下列各項緩解措施： 

� 展開拆卸工程前，應封好污水渠和排水管道以免沙礫排放入公共污水
渠／排水渠 

� 應蓋好貯料，以免流失及令固體廢物沖洗到排水系統中 

� 在進行挖泥工程或强化海泥時，裝設擋泥圍幕 

� 控制挖泥速度，來減低挖泥時沉積物流出的可能性 

� 控制回填公眾填料的幼料量低於百分之五 

� 使用密封式抓斗挖泥機挖泥 

5.1.6 在運作期間，應考慮下列緩解措施來減低對水質的影響： 

� 提供淤泥收集器，減少雨水徑流中的淤泥/沉積物濃度 

� 應對排水系統進行定期檢查和維修，確保沉積物收集器及其他污染物
排放設備清潔及暢通，運作良好 

生態和漁業 

5.1.7 應考慮下列緩解措施來減低對生態和漁業的影響： 

� 代償性栽種來緩解林地損失 

� 在進行挖泥工程或强化海泥時，裝設擋泥圍幕 

� 興建海堤時，採用堆石面來提供海洋生物棲所 

� 施工期間，在小溪旁設置圍網/圍板來保護已成長的菲律賓枝牙鰕公虎
魚。在運作階段，提供由小溪往返海洋棲所的適當通道。 

廢物管理 

5.1.8 應考慮下列的紓減措施來減低影響： 

� 循避免、減少、再使用和循環再用的方法來管理廢物 

� 工地的固體廢物移送至指定的棄置地點 

� 把受污染的沉積物棄置在有關的指定傾卸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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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觀和視覺 

5.1.9 應考慮下列緩解措施來減低對景觀和視覺的影響： 

� 代償性栽種 

� 為高架結構物、擋土牆、及緩解噪音措施使用具美感的設計 

文化遺產 

5.1.10 應考慮下列措施來減低對文物建築或具考古價值地點的影響： 

� 整體或部分保留 

� 考古挖掘工程 

� 圍成臨時緩衝區 

� 監測震動影響 

堆填區氣體和滲濾污水風險 

5.1.11 在施工期間，預防措施包括但不限於： 

� 根據香港勞工處密閉空間工作的安全與健康工作守則有關可能出現堆
填區氣體的特別預防措施 

� 禁止吸煙政策 

� 使用‘工作許可證’程序，來控制燒焊、氣體切割或其他高溫工作 

� 在工地提供足夠的減火器材、防火衣服、以及呼吸器 

� 監測地下水和使用灌漿來防止污水滲濾 

� 收集滲濾污水並適當地處理和棄置 

5.1.12 在運作期間，預防措施包括但不限於： 

� 為需要於堆填區 250米諮詢區內檢查沙井或公共設施的維修工人，提
供堆填區氣體風險的有關訓練 

� 灌漿來防止污水滲濾 

� 如有需要，處理和棄置滲濾污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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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使用已獲批準的環境影響評估報告使用已獲批準的環境影響評估報告使用已獲批準的環境影響評估報告使用已獲批準的環境影響評估報告 

6.1 將軍澳–藍田隧道(前稱西岸公路)是「將軍澳研究」的其中一個指定工程項
目，「將軍澳研究」屬於《環境影響評估條例》附表 3的指定工程項目，有
關的環評報告於 2005 年 12 月 8 日獲環保署批準 (登記冊編號：
AEIAR-092/2005)。當中已評估在擬議將軍澳工程項目的累積影響，包括將軍
澳–藍田隧道、跨灣連接路、以及將軍澳其他發展。本研究會參考此己獲批準
的環評報告。 

6.2 鯉魚門道下通路、油塘道與鯉魚門道路口修改及相關改善工程的環評報告 
(登記冊編號：AEIAR-056/2001) 於 2002年 2月 21日獲通過，本研究亦會參
考此己獲批準的環評報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