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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基本資料 
 
1.1 工程項目名稱 
 
1.1.1 T2 主幹路 
 
1.2 工程項目的目的和性質 
 
1.2.1 本工程項目簡介所述，是一項名為 T2 主幹路的指定工程項目。 

1.2.2 T2 主幹路連同擬建的中九龍幹線和將軍澳–藍田隧道，會合組成一個新的策

略性幹路網，即 6 號幹線。6 號幹線會成為一條東西方向的高速公路，連接西

九龍和將軍澳。此外，T2 主幹路亦可以紓緩中九龍、東九龍和將軍澳區現有

道路網的繁忙交通，並減少這些地區的環境影響。 

1.2.3 T2 主幹路是一條兩線雙程主幹道，長約 3.6 公里，其中有 2.6 公里為隧道。它

會成為中九龍幹線和將軍澳–藍田隧道之間的連接路。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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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龍拓展處 
 
1.4 工程項目的地點、規模及工地歷史 
 
1.4.1 當局於 1999 年 11 月委託顧問進行「東南九龍發展整體可行性研究」，以便制

訂詳細建議，並檢討總綱發展藍圖的整體可行性。T2 主幹路的路線，是作為

「東南九龍發展整體可行性研究」的一部份獲得批准。這條路線會在地面延

伸，並在舊啟德機場南停機坪開始轉為隧道，以便穿過各個已規劃的發展項

目；然後在巧明街路口附近再次向上伸延，並連接至行車天橋，再接駁至將軍

澳–藍田隧道。 

1.4.2 終審法院於 2004 年 1 月對灣仔北分區計劃大綱圖初稿作出的判決，澄清了

「保護海港條例」的法律原則，亦即：只能在符合「凌駕性公眾需要」時，才

算是推翻該條例所設立的「不准許進行填海的推定」。由於東南九龍發展整體

可行性研究所擬訂的總綱發展藍圖包括一個廣闊的填海區，因此必須加以檢

討。 

1.4.3 當局於 2004 年 7 月委託「啟德規劃檢討」以「無填海區」作為規劃基礎，對

「東南九龍發展整體可行性研究」進行檢討。「啟德規劃檢討」把 T2 主幹路

重新規劃為一條海底隧道。初步評估顯示，以海底隧道形式建造的 T2 主幹路

仍然可以發揮連接中九龍幹線和將軍澳–藍田隧道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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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4 按照初步評估的路線，T2 主幹路從舊啟德機場的南停機坪地面開始，向著觀

塘避風塘的方向逐漸下降，以隧道形式進入該避風塘，並完全沉進海床。然

後，隧道會逐漸上升至茶果嶺公眾貨物裝卸區的登岸點。 

1.4.5 在陸地的一段隧道長約 600 米，將會以明挖回填法建造；而在海底的一段隧道

長約 2,000 米，將會以沉管法建造。這種安排需要為海底隧道兩端的登岸結構

進行臨時填海工程。 

1.4.6 T2 主幹路的的示意平面圖載於圖則編號 KZ555。 

1.4.7 本工程項目包括下列工程： 

 一條約 3.6 公里長的雙程雙線主幹道(當中約 2.6 公里隧道)； 

 建 造 隧 道 所 需 的 臨 時 填 海 工 程 (範圍小於 5 公頃)、 觀 塘 避 風 塘 現

有 防 波 堤 的 臨 時 遷 移 工 程 以 及 觀 塘 初 級 污 水 處 理 廠 的 海 底 污 水

排放管道的重建工程； 

 通風大樓、行政大樓和一套交通管制和監察系統；及 

 相關的土木、電機、機械、環境美化及環境保護和紓減工程。 

 
1.5 工程項目簡介涵蓋的指定工程項目數目及種類 
 
1.5.1 本工程項目簡介涵蓋了「環境影響評估條例」（以下簡稱「環評條例」）附表

2 所述下列指定工程項目： 

 T2 主幹路是「環評條例」附表 2 第 I 部的 A.1、A.7、C.12 和 F.6 條的指

定工程項目。 

1.6 聯絡人姓名及電話號碼 
 
1.6.1 有關本工程項目的查詢，請聯絡下列人士： 

 

麥志標先生 土木工程拓展署 

 九龍拓展處 

 總工程師 / 東九龍 

 電話號碼： 2301 1455 

 傳真號碼： 2369 4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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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計劃大綱及計劃的執行 
 
2.1 工程項目實施時間表 
 
2.1.1 本工程項目的倡議人會委聘顧問，為本工程項目進行環境影響評估（簡稱「環

評」）研究，以及進行設計和督導施工。 
 
2.1.2 暫訂的實施計劃如下： 

詳細設計及招標 .............................................................. 2009 年中–2012 年初 

施工 ................................................................................ 2012 年初–2016 年底 

 
2.2 與其他工程項目的關連 
 
2.2.1 本工程項目可能與其他項目有關連，其中包括但不限於下列各項： 
 

 中九龍幹線 

 將軍澳–藍田隧道 

 啟德發展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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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周圍環境的主要元素 
 
3.1 現有及已規劃的主要敏感受體 
 
3.1.1 在本工程項目的施工和運作階段可能受到影響的現有及已規劃主要敏感受體，

均羅列於表 3.1，並展顯示於圖則編號 KZ579。 
 

表 3.1 現有及已規劃的主要敏感受體 

編

號 
敏感受體 用途 狀況 

1 位於舊南停機坪的非指定政府用地 政府 已規劃 
2 位於舊南停機坪的醫院 醫院 已規劃 
3 位於茶果嶺道的祐福大樓 住宅 現有 
4 位於茶果嶺道的金時樓 住宅 現有 
5 位於茶果嶺道的嘉慶樓 住宅 現有 
6 位於茶果嶺道的海珠樓 住宅 現有 
7 位於茶果嶺道的維順樓 住宅 現有 
8 位於茶果嶺道的祥利樓 住宅 現有 
9 位於茶果嶺道的茶果嶺大樓 住宅 現有 
10 茶果嶺村 住宅 現有 
11 麗港城 住宅 現有 
12 啟福工業中心 商業 現有 
13 豐隆工業中心 商業 現有 
14 國際展貿中心 商業 現有 
15 企業廣場五期 商業 現有 
16 位於舊南停機坪南端的商業發展項目 商業 已規劃 

 
 



工程項目簡介 
 

  T2 主幹路 

土木工程拓展署  5 

4 對環境可能造成的影響 
 
4.1 空氣質素 
 

施工階段 
 

4.1.1 本工程項目在施工階段可能造成的空氣質素影響包括： 
 可能產生飄散塵埃的陸地施工活動，包括：拆卸及建造各種結構、施工

車輛在工地範圍內行駛，以及露天地點和物料堆放區的風化； 
 附近建造工程所造成的飄散塵埃累積影響。 

 
運作階段 

 
4.1.2 本工程項目在運作階段造成的空氣質素影響，會來自擬建的 T2 主幹路露天路

段的車輛、行車隧道入口的車輛和隧道通風機樓所排放的二氧化氮和可吸入懸

浮粒子。其他現有及已規劃的相連道路網絡，包括擬建的中九龍幹線和將軍

澳–藍田隧道、現有的啟德隧道和東區海底隧道的車輛廢氣，都會產生累積空

氣質素影響，並可能對附近的空氣質素敏感受體造成不良影響，因此，需要考

慮實施適當的緩解措施。 
 
4.2 噪音 
 

施工階段 
 
4.2.1 各種建造工程都會產生建造噪音，其中包括使用機動設備進行的道路和登岸結

構建造工程、臨時填海工程、防波堤的臨時遷移工程、沉管隧道的挖泥及安裝

工程、海底排污管的重建工程，以及啟德南停機坪和茶果嶺通風機樓的建造工

程。 
 
4.2.2 在這些工地附近的噪音敏感受體，如住宅樓宇和學校等，都可能受到影響。 
 

運作階段 
 
4.2.2 噪音敏感受體在運作階段可能受到的主要噪音影響將會是交通噪音。 
 
4.2.3 此外，通風機樓所產生的固定機器噪音影響亦是需予關注的事項，因此需要施

實適當的緩解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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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水質 
 

施工階段 
 

4.3.1 本工程項目在施工階段的主要水質影響來源包括：挖泥工程、挖出物料的處置

工作和沉管隧道安裝工程、臨時填海工程、防波堤的臨時遷移工程及海底排污

管的重建工程。在進行挖泥工程和觀塘海底渠口重置工程時，可能會令懸浮固

體的濃度短暫增加，亦可能產生沉積物卷流，釋出有機和無機污染物和養份，

還可能形成內灣，因此影響觀塘區的水質。因此，有需要建議適當的緩解措

施。 
 

運作階段 
 
4.3.2 本工程項目在運作階段造成的水質影響會屬微不足道，因為這些影響只會來自

路面徑流。 
 
4.4 廢物管理 
 

施工階段 
 
4.4.1 建造工程產生的廢物會包括工地廢物、化學廢物和建造廢物，以及被挖出的沉

積物。此外，亦需要確定工程地區內是否有必須挖出及處置的已受污染沉積物

存在。 
 

運作階段 
 

4.4.2 本工程項目在運作階段只會產生數量有限的廢物，因此，預計不會對環境造成

不良影響。 
 
4.5 土地污染 
 

施工階段 
 

4.5.1 根據已獲通過的「舊啟德機場北部停機坪以外範圍之解除運作工程環評報

告」，南停機坪有土地污染。有關當局會清除這些污染，因此，本工程項目在

施工階段不會造成任何剩餘影響。 
 

運作階段 
 
4.5.2 預計不會產生任何土地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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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生態 
 

施工階段 
 
海洋生態 
 

4.6.1 挖泥工程、挖出物料的處置工作和沉管隧道安裝工程、臨時填海工程、防波堤

的臨時遷移工程及海底排污管的重建工程，都會令海洋生境（泥底海床和潮間

生境）及相關的水底生物和潮間生物群落受到直接損失。此外，附近的海洋生

境（潮下生境及人工潮間生境），以及相關的潮下及潮間生物群落，亦可能受

到間接水質影響，從而令啟德岸邊水禽的食物來源減少。環評研究會充份評估

和處理這些潛在影響。如有需要，將會進行海洋生態調查，以便補回欠缺的資

料，並更新現有的生態基線情況。 
 

陸地生態 
 

4.6.2 由於陸上建造工程只會局限於啟德南停機坪和茶果嶺的已發展區，預計陸地生

態資源可能受到的直接影響（移走樹木）和間接影響（噪音和人類滋擾）都會

極為輕微和可以接受。 
 

運作階段 
 
海洋生態 
 

4.6.3 預計本工程項目在運作階段不會對海洋生態資源造成任何潛在影響。 
 

陸地生態 
 

4.6.4 預計 T2 主幹路在運作時會導致交通噪音和人類活動增加，因此，將會對現有

野生動物造成潛在間接滋擾，但只屬微不足道的水平。 
 
4.7 漁業 
 

施工階段 
 

4.7.1 本工程項目在施工階段所進行的挖泥工程、挖出物料處置工作和沉管隧道安裝

工程、臨時填海工程、防波堤的臨時遷移工程及海底排污管的重建工程，都會

令捕漁場受到暫時損失。此外，水質的改變亦會對現有漁業資源造成潛在間接

影響，因此需要實施適當的水質管制措施。 
 

運作階段 
 

4.7.2 預計本工程項目在運作階段不會對漁業資源和捕漁作業造成任何潛在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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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視覺及景觀 
 

施工階段 
 

4.8.1 預計各項建造工程，例如道路建造工程、工地小屋、建造機器等，都會造成景

觀及視覺影響。然而，這些影響都屬暫時性質，而且可以透過適當的緩解措施

減至最少。 
 

運作階段 
 

4.8.2 本工程項目在運作階段對景觀資源（例如樹木）的滋擾會造成潛在景觀影響，

而且，位於地面上的結構，例如道路、高架橋和通風機樓等，亦會造成潛在視

覺影響。這些潛在影響都需要處理。 
 
4.9 文化遺產 
 
4.9.1 預計本工程項目在施工和運作期間，均不會產生文化遺產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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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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 
 
5.1 空氣質素影響 
 
5.1.1 若能按照「空氣污染管制（建造工程塵埃）規例」的規定，實施適當的塵埃控

制及減少措施，本工程項目將不會造成建造塵埃問題。 
 
5.1.2 在運作階段空氣質素影響方面，本工程項目將會參考「空氣污染管制條例

（311 章）」和「香港空氣質素指標」中，有關各種敏感受體的可接受污染水

平。同時，亦會擬訂緩解措施來處理任何已知的超出標準情況；並會在環評報

告中，闡述這些措施的必要成效和實施要求。 
 
5.2 噪音影響 
 
5.2.1 在實施適當的緩解措施後，例如使用低噪音機動設備、裝設流動隔音屏障、減

少同時使用的機器數目和機動設備的比例等，預計本工程項目在施工階段所產

生的建造噪音將會符合相關標準，而且不會造成任何不良剩餘影響。 
 
5.2.2 在實施噪音緩解措施後，新幹路在運作期間所產生的交通噪音將會減至最少。 
 
5.3 水質影響 
 
5.3.1 任何有必要進行的挖泥及填土工程，都會實施下列緩解措施： 
 

 在進行挖泥工程時裝設隔泥幕； 
 減低挖泥速度、使用能緊密閉合的抓斗，以及控制抓斗的下降速度，務

求在挖泥時能夠減少對海床的滋擾和沉積物的流失。 
 
5.3.2 在陸地進行的建造工程，可以透過採用良好的工地安排和管理方法來緩解水質

影響。 
 
5.4 廢物管理影響 
 
5.4.1 本工程項目會實施標準的廢物管理措施，並以良好施工方法來處理、處置和運

送廢物。 
 
5.4.2 此外，亦會遵守環境運輸及工務局技術通告 34/2002 號所闡述的挖出淤泥處置

要求和程序。 
 
5.5 土地污染 
 
5.5.1 預計不會產生任何土地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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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生態影響 
 
5.6.1 本工程項目將會補償性地種植本土樹木來緩解工程所造成的樹木損失。為了避

免及／或減少對海洋環境造成不良影響，本工程項目會實施必要的措施，包括

採用其他施工方法、縮小挖泥範圍、重置人工海堤，以及採用閉合式抓斗挖泥

船和隔泥幕等，藉以緩解工程對現有海洋生態資源可能造成的直接及間接影

響。 
 
5.7 漁業影響 
 
5.7.1 本工程項目會採用多項水質管制措施，例如閉合式抓斗挖泥船和隔泥幕等，以

便保護現有的漁業資源，避免受到挖泥工程所造成的不良水質影響。 
 
5.8 景觀及視覺影響 
 
5.8.1 應該實施下列緩解措施： 
 

施工階段 
 
 避免或減少滋擾重要的景觀資源； 
 透過補償種植或移植來緩解不可避免的景觀影響；及 
 使用具裝飾效果的工地圍板，並控制晚間的燈光。 
 
運作階段 
 
 為本項目進行景觀美化種植，並恢復原有的植物區；及 
 所有可以看見的結構均採用美觀的建築設計，包括配色和粉飾。 

 
5.9 文化遺產 
 
5.9.1 預計本工程項目不會產生任何文化遺產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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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使用已獲批準的環評報告 
 

是次研究將會參考下列已獲通過的環評報告： 

 

 啟德機場北停機坪遷拆（環評登記冊編號AEIAR-002/1998，於1998年9月4

日獲有條件批准） 

 東南九龍發展修訂計劃的整體可行性研究（環評登記冊編號AEIAR-

044/2001，於2001年9月25日獲有條件批准) 

 將軍澳進一步發展可行性研究（環評登記冊編號AEIAR-092/2005，於2005

年12月8日獲無條件批准） 

 擬議啟德郵輪碼頭挖泥工程（環評登記冊編號AEIAR-115/2007，於2007年

12月19日獲無條件批准） 

 遷拆舊啟德機場北停機坪以外範圍（環評登記冊編號AEIAR-114/2007，

於2007年12月19日獲有條件批准）  

 啟德發展計劃（環評登記冊編號AEIAR-130/2009，於2009年3月4日獲無條

件批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