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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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擬建工程項目稱為：長洲污水收集、處理及排放改善工程，以下簡稱為（工程項目）。 

 

1.2 工程項目工程項目工程項目工程項目目的目的目的目的與與與與性質性質性質性質  
1.2.1 本工程項目為長洲的污水提供收集、處理及排放設施作出改善，以應付區內未來的人口增長及發展以達致更嚴格的排放標準。 

1.2.2 本工程項目主要包括： 

(a) 改善現有的長洲污水處理廠以增加其處理能力，並提升污水廠至二級污水處理水準； 

(b) 改善現有的北社污水泵房； 

(c) 改善海傍街、東灣路和大石口路一帶約 600米長的現有污水渠，並為其他有需要的地方改善污水渠； 

(d) 為長洲未接駁污水渠的區域鋪設約 6.5公里長的鄉村污水收集系統，包括大貴灣新村，北社新村，南蛇塘，花坪，芝麻坑，圓桌村，大石口，仙人井以及其他有需要的地方；以及 

(e) 在觀音灣建造一個新的污水泵房。  

 

1.3 工程項目的倡議人工程項目的倡議人工程項目的倡議人工程項目的倡議人 
1.3.1 本工程項目的倡議人為渠務署顧問工程管理部。 

 

1.4 工程項目的位置及規模工程項目的位置及規模工程項目的位置及規模工程項目的位置及規模 污水處理廠污水處理廠污水處理廠污水處理廠 長洲污水處理廠改善工程 

1.4.1 現有的長洲污水處理廠位於長貴邨西面（參見圖號 60043655/PP/1001）。該污水廠提供一級污水處理，設計平均旱季流量為每日 4000立方米。現有的進水泵站設有三台螺旋泵，採用兩台主泵加一台備用泵的配置方式。 

1.4.2 本工程項目完成後，長洲污水處理廠的設計平均旱季流量將達到每日 9800立方米。所有改善工程都會在現有的長洲污水處理廠範圍內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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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3 處理程序將設計至二級處理水準。合適的二級污水處理技術將會在接下來的詳細設計階段予以確定。  

1.4.4 另外，改善工程將考慮加裝循環再用設施，將部分經過污水處理後可以排出廠外的排放水循環再用於廠內作非飲用用途，例如沖廁、灌溉、洗車及化學試劑混合等。附加的循環再用設施將由砂濾池及氯化池組成。由於長洲污水廠的空間有限，預計只有約少於 2%的排放水可以在污水廠內部循環再用。採用循環再用設施的迫切性將在詳細設計階段做進一步的研究，而考慮因素將包括需求量、可供使用的土地面積以及該設施的壽命週期成本。 

1.4.5 污水廠改善工程包括： 

• 擴建現有進水泵房； 

• 建造新的粗隔篩； 

• 建造新的幼隔篩及除砂設施； 

• 建造新的蓄洪池； 

• 建造新的一級處理設施（若有需要）； 

• 建造新的二級處理設施；  

• 建造消毒設施（若有需要）； 

• 建造新的污泥處理設施（包括污泥濃縮，消化及脫水）； 

• 建造新的除臭設施；  

• 建造污水循環再用設施為污水廠供水作非飲用用途（若有需要）； 

• 建造其他附屬設施； 

• 拆除部分現有建築結構。 

 污水泵房污水泵房污水泵房污水泵房 北社污水泵房改善工程 

1.4.6 現有的北社污水泵房位於長洲消防局西面，北社海傍路和冰廠路的交界（參見圖號
60043655/PP/1001）。目前泵房內設有三台螺旋泵（即兩台主泵和一台備用泵），抽水量為每日 29,376立方米。 

1.4.7 本工程項目完成後，北社污水泵房的抽水量將提升至每日 49,248立方米。所有改善工程將會在現有的北社污水泵房範圍內進行。 

1.4.8 污水泵房改善工程包括：  

• 用抽水量更大的螺旋泵替換現有的螺旋泵； 

• 更換機電設備； 

• 修改現有泵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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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造新的觀音灣污水泵房 

 

1.4.9 在觀音灣建造小型的污水泵房，將從地勢較低的地區收集到的污水提升並輸送至無壓污水主幹渠。觀音灣污水泵房的設計抽水量為每日 1120立方米。  

1.4.10 觀音灣污水泵房初步選址位於一處空地，相鄰觀音灣泳灘（此為憲報公佈的泳灘）並劃為綠化地帶（參見圖號 60043655/PP/1001）。 

1.4.11 該污水泵房在初步設計中不考慮設置應急溢流旁道。但會考慮以其他適當的措施應付緊急情況，例如 24 小時蓄水容量、雙管污水壓力管道、備用泵、雙重或環形幹線供電、或應急發電機等。 

 污水渠污水渠污水渠污水渠 改善現有污水渠 

 

1.4.12 有約 600米長的現有污水渠需要進行改善工程。現有污水渠的直徑介乎 225 毫米至 525 毫米，經過改善工程，污水渠的直徑將會增大至 300 毫米至 600 毫米。所有的污水渠將沿現有的行人路鋪設並採用傳統的明 挖 法施工。現有污水渠改善工程的初步平面圖參見圖號
60043655/PP/1001。 

1.4.13 圖號 60043655/PP/1001 中所示的污水渠改善工程初步規劃只作參考之用，在接下來的詳細設計階段會做進一步的修正。 建造鄉村污水收集系統 

 

1.4.14 如 1.2.2 節中所述，本工程項目將為未接駁污水渠的區域鋪設約 6.5公里長的的污水渠和壓力管道。所提供的污水渠和壓力管道直徑介乎 100 毫米至 225 毫米。所有的污水渠將沿現有的行人路鋪設並採用傳統的明 挖 法施工。鄉村污水收集系統的初步平面圖參見圖號
60043655/PP/1001。 

1.4.15 圖號 60043655/PP/1001 中所示的污水渠和壓力管道初步走線規劃只做示意參考作用，在接下來的詳細設計階段會作進一步的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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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涉及指定工程項目類別涉及指定工程項目類別涉及指定工程項目類別涉及指定工程項目類別 
1.5.1 改善工程完成後的長洲污水處理廠，其處理能力將達到每日 9800立方米（超過每日 5000立方米）及位於現有住宅區 200 米範圍內。因此，長洲污水處理廠改善工程屬環境影響評估條例附表 2 第 I部 F2 中的指定工程項目。 

1.5.2 現有的北社污水泵房，抽水量超過每日 2000 立方米及位於環境影響評估條例附表 2 第 I 部
F3（b）中所列出的易受影響區域 150 米範圍內。該污水泵房的運作開始於環境影響評估條例生效日期（1998 年 4 月 1日）之前，因而屬於獲豁免的指定工程項目。本工程項目完成後，北社污水泵房的抽水量將由每日 29,376 立方米提升至每日 49,248 立方米。北社污水泵房改善工程將會造成可以預見的環境影響，因此應視為作出實質改變的指定工程項目。 

 

1.6 聯絡人姓名聯絡人姓名聯絡人姓名聯絡人姓名及及及及電話號碼電話號碼電話號碼電話號碼 姓名： 黃國強先生 職位： 渠務署顧問工程管理部工程師 地址： 香港灣仔告士打道 5號稅務大樓 42 樓 電話： 2594 7270 傳真： 2827 8526 

 姓名： 黃緒勤先生 職位： 渠務署顧問工程管理部高級工程師 地址： 香港灣仔告士打道 5號稅務大樓 42 樓 電話： 2594 7252 傳真： 2827 8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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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規劃及施工計劃大綱規劃及施工計劃大綱規劃及施工計劃大綱規劃及施工計劃大綱 
2.1 工程項目的實施工程項目的實施工程項目的實施工程項目的實施 
2.1.1 環境保護署是本工程項目的委託部門，渠務署是承建部門。渠務署將負責工程項目的設計及建造監督。工程完成後，渠務署將負責運營及保養。 

2.1.2 工程項目的規劃和設計已于 2008 年初展開。建造工程暫定於 2013 年動工，並於 2017 年完成。 

 

2.2 與其他工程項目的相互影響與其他工程項目的相互影響與其他工程項目的相互影響與其他工程項目的相互影響 
2.2.1 以下列舉出可能與本工程項目的建造及運行產生相互影響的其他工程項目： 

• “長洲鄉村污水收集系統第一期”，渠務署污水工程部； 

• “長洲舊墟現有道路及管道改善工程第二階段及第三階段”，土木工程拓展署； 

• “更換及修復水管工程第二階段，大嶼山西及長洲水管工程”，水務署；  

• “更換及修復水管工程第三階段，香港島及離島區水管工程”，水務署； 

• “更換及修復水管工程第四階段，香港島及離島區水管工程”，水務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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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可能對環境造成的影響可能對環境造成的影響可能對環境造成的影響可能對環境造成的影響 
3.1 長洲污水處理廠改善工程長洲污水處理廠改善工程長洲污水處理廠改善工程長洲污水處理廠改善工程 施工階段施工階段施工階段施工階段 空氣質素 

3.1.1 土方工程、挖掘、建造混凝土結構以及拆卸現有建築結構等施工活動會導致塵土飛揚。 水質 

3.1.2 潛在的影響水質的來源可能包括挖開的土地表面、土方工程以及堆料受雨水沖擦而產生的徑流。在施工過程中灑水抑塵、挖掘土方脫水以及清洗施工設備也可能造成泥水排放。 噪音 

3.1.3 施工活動因使用的傳統建築裝置及設備，可能會產生噪音。 廢物管理 

3.1.4 施工活動會產生各種拆建物料，例如挖掘出來的泥土、廢棄混凝土、水泥漿、木板、金屬碎屑、建築設備零件以及包裝物料。 生態 

3.1.5 由於所有改善工程都在現有的長洲污水處理廠內進行，因此不會對周邊生態產生負面影響。 景觀與視覺 

3.1.6 所有改善工程都在現有的長洲污水處理廠內進行。在施工現場附近發現的少數樹木會受到工程影響。另外，施工場地、物料以及由於施工引起的交通量都可能在施工期間造成潛在的景觀與視覺影響。 文化遺產 

3.1.7 在施工期間不會對任何文物古跡造成影響。 累積效應 

3.1.8 如 2.2 節中所述，本工程項目的施工計劃可能會和其他工程項目重疊。在不同工程項目交接的區域可能會由於累積效應而產生更大的環境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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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營階段運營階段運營階段運營階段 空氣質素 

3.1.9 經改善的長洲污水處理廠內潛在的氣味源頭，包括污水入口設施、初級處理設施、篩除物和砂礫處理區、生物處理缸以及污泥處理設施。 水質 

3.1.10 工程項目投入運作後，該區的水質將會得到改善。在正常運營中，工程項目不會對水質造成任何負面影響。在緊急情況下，例如長時間供電系統故障時，污水可能經雨水排放系統溢流至長洲灣（長洲避風塘）。 噪音 

3.1.11 經改善的污水處理廠運作期間，污水泵組件（或螺旋泵馬達）、機械隔篩、鼓風機、通風系統的抽氣扇以及緊急發電機（若有需要）都是潛在的噪音源頭。 廢物管理 

3.1.12 處理污水時，會產生砂礫、篩除物和污泥。當長洲污水處理廠處理的污水量增加時將會產生更多的固體廢物。 生態 

3.1.13 緊急情況下的污水溢流可能對海洋生境的水質造成潛在的影響。 危險物料 

3.1.14 如果在污水廠實施經處理的污水循環再用，現場將存放少量次氯酸鈉作氯化消毒之用。消毒所需的 11%-15%濃度的次氯酸鈉溶液具有毒性，屬于第四類危險品。次氯酸鈉溶液的貯存將遵照消防處的相關要求。在消毒過程中使用次氯酸鈉不會構成具有潛在危險的裝置，因此不會造成危險。 景觀與視覺 

3.1.15 本工程項目將會影響少量現有的樹木。擬建的建築物及構築物屬於低層建築，並會在設計中對景觀和外觀方面給予充分考慮，因此，可能造成的視覺影響將極為輕微。 文化遺產 

3.1.16 污水廠運作期間不會對任何文物古跡造成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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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北社污水泵北社污水泵北社污水泵北社污水泵房房房房改善改善改善改善工程工程工程工程 施工階段施工階段施工階段施工階段 空氣質素 

3.2.1 土方工程、挖掘以及建造混凝土結構等施工活動會導致塵土飛揚。 水質 

3.2.2 潛在的影響水質的來源可能包括挖開的土地表面、土方工程以及堆料受雨水沖擦而產生的徑流。在施工過程中灑水抑塵、挖掘工程脫水以及清洗施工設備也可能造成泥水排放。 噪音 

3.2.3 建造活動因使用傳統的施工場地和建築設備如空氣壓縮機和打樁機，可能產生噪音。 廢物管理 

3.2.4 施工活動會產生各種拆建物料，例如挖掘出來的泥土、廢棄混凝土和水泥漿、木板、金屬碎屑、建築設備零件以及包裝物料。 生態 

3.2.5 由於所有改善工程都在現有的北社污水泵房內進行，因此不會對周邊生態產生負面影響。 景觀與視覺 

3.2.6 所有改善工程都在現有的污水泵房內進行。施工不會影響到任何樹木或者美化植物。施工場地、物料以及由於施工引起的交通量都可能在施工期間造成潛在的景觀與視覺影響。 文化遺產 

3.2.7 在施工期間不會對任何文物古跡造成影響。 累積效應 

3.2.8 如 2.2 節中所述，本工程項目的施工計劃可能會和其他工程項目重疊。在不同工程項目交接的區域可能會由於累積效應而產生擴大的環境影響。 

 運營階段運營階段運營階段運營階段 空氣質素 

3.2.9 污水泵房內潛在的氣味源頭包括污水進水間、粗隔篩以及濕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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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質 

3.2.10 工程項目投入運作後，該區的水質將會得到改善。在正常運營中，工程項目不會對水質造成任何負面影響。在緊急情況下，例如長時間供電系統故障時，污水可能經雨水排放系統溢流至長洲灣（長洲避風塘）。 噪音 

3.2.11 改善後的污水泵房運作期間，機電設備如機械隔篩、螺旋泵馬達、通風系統的抽氣扇以及緊急發電機（若有需要）是潛在的噪音源頭。 廢物管理 

3.2.12 污水泵房透過隔篩從污水中除去體積較大的固體物質以保護污水泵及泵房不受損害。因此，污水泵房運行中會產生由隔篩分離出的體積較大的固體廢物及少量篩除物。 生態 

3.2.13 緊急情況下的污水溢流可能對海洋生境的水質造成潛在的影響。 景觀與視覺 

3.2.14 本工程項目不會建造新的建築物或者構築物，也不會影響樹木或者美化植物，因此不會造成視覺影響。 文化遺產 

3.2.15 污水泵房運作期間不會對任何文物古跡造成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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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周圍環境的主要因素周圍環境的主要因素周圍環境的主要因素周圍環境的主要因素 
4.1.1 長洲污水處理廠位於海傍及北角咀路。長洲屠房位於污水廠西北方向，而長貴邨則位於污水廠的東面。北社污水泵房位於長洲消防局西面。圖號 60043655/PP/1002 顯示了長洲污水處理廠以及北社污水泵房改善工程的周邊環境。表格 4.1總結了現有的的敏感受體。 表格表格表格表格 4.1 工程項目附近具有代表性的敏工程項目附近具有代表性的敏工程項目附近具有代表性的敏工程項目附近具有代表性的敏感受體感受體感受體感受體  描述描述描述描述 敏感受體的性質敏感受體的性質敏感受體的性質敏感受體的性質 敏感受體的種類敏感受體的種類敏感受體的種類敏感受體的種類 長洲污水處理廠改善工程長洲污水處理廠改善工程長洲污水處理廠改善工程長洲污水處理廠改善工程   長貴邨 住宅 ASR & NSR 北角咀路上的臨時寮屋 住宅 ASR & NSR 長洲屠房 政府／團體／社區 ASR 大貴灣（非憲報公佈的泳灘） 康樂 WSR 長洲灣（長洲避風塘） 康樂 WSR 長洲次級接觸康樂活動分區 康樂 WSR 觀音灣（憲報公佈的泳灘）  康樂 WSR 東灣（憲報公佈的泳灘）  康樂 WSR 珊瑚群落 - ESR 北社污水泵房北社污水泵房北社污水泵房北社污水泵房改善工程改善工程改善工程改善工程   長貴邨 住宅 ASR & NSR 冰廠路旁的房屋 鄉郊 ASR & NSR 溫浩根護理安老院 政府／團體／社區 ASR & NSR 長洲消防局 政府／團體／社區 ASR 冰廠 工業 ASR 長洲灣（長洲避風塘） 康樂 WSR 長洲次級接觸康樂活動分區 康樂 WSR 觀音灣（憲報公佈的泳灘） 康樂 WSR 東灣（憲報公佈的泳灘）  康樂 WSR 珊瑚群落 - ESR 注釋: ASR: 空氣敏感受體；NSR: 噪音敏感受體；WSR: 水敏感受體；ESR: 生態敏感受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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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納入設計中的環境保護措施及進一步對環境造納入設計中的環境保護措施及進一步對環境造納入設計中的環境保護措施及進一步對環境造納入設計中的環境保護措施及進一步對環境造成的影響成的影響成的影響成的影響 
5.1 長洲污水處長洲污水處長洲污水處長洲污水處理廠改善工程理廠改善工程理廠改善工程理廠改善工程 施工階段施工階段施工階段施工階段 空氣質素 

5.1.1 遵行《空氣污染管制條例》中有關《空氣污染管制(建造工程塵埃)規例》對塵埃控制的規定，並採用適當的控制塵埃措施以確保在施工期間產生的塵埃對空氣質素的影響極為輕微。聘請承建商合約文件會加入相關條款。 

5.1.2 在施工期間維持現有長洲污水處理廠的氣味控制措施。同時，通過調整污水廠改善工程的施工次序避免運行中的污水廠在施工階段釋放出較平時更多的臭味。因此，在施工期間不會加重臭味釋放。 水質 

5.1.3 本工程項目的施工涉及挖掘、土方工程以及一般混凝土結構。按照《專業人士環保事務諮詢委員會專業守則（ProPECC PN 1/94）》，在開始挖掘工作之前先安裝必要的隔沙設施處理工地所產生的徑流，以過濾徑流和減少徑流中的懸浮固體。聘請承建商合約文件會加入相關條款。通過採用緩解措施，施工階段不會對水質產生負面影響。 噪音 

5.1.4 將會建議採用控制噪音的緩解技術，包括隔音屏障、低噪音裝置、為工程編排適當的施工時間表及按照《專業人士環保事務諮詢委員會專業守則（ProPECC PN 2/93）》，以盡量減少施工階段產生的噪音影響。 廢物管理 

5.1.5 在設計階段，考慮盡可能的循環再用適合的公眾填料以減少本工程項目所產生的拆建物料。惰性拆建物料，如施工階段產生的廢棄混凝土，將會就地進行分類。承建商必須將所有拆建物料及拆建廢料分類以實現就地循環再用，並以適當方法棄置於公眾填土區，堆填區或再造設施。 生態 

5.1.6 在施工期間不會對任何生態造成不利的影響，因此無須採取緩解措施。 景觀與視覺 

5.1.7 受工程項目影響的樹木不包括珍貴或稀有樹木品種。盡可能減小施工對現有樹木的影響，並在有需要時採取保護措施或者移栽。樹木砍伐，移植及補償植樹計劃將遞交至地政處及其他相關部門批核。多餘的建築廢物將及時清理出施工場地以減低視覺影響。另外，將沿工地界線豎立圍板，以期盡量減低建造工程對周圍敏感受體造成的視覺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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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遺產 

5.1.8 在施工期間不會對任何文物古跡造成影響，因此無須採取緩解措施。 

 運營階段運營階段運營階段運營階段 空氣質素 

5.1.9 將會進行氣味影響評估，以鑒別氣味的來源及其對附近敏感受體的影響。潛在的氣味產生設施將會密封或加蓋。維持並檢討現有長洲污水處理廠的氣味控制措施以達致改善工程完成後的排放要求。可實施紓緩措施，如封閉主要的氣味來源，裝置充足的通風及消除氣味系統（至少達到 90%除味率），以減低氣味所造成的影響。 水質 

5.1.10 為了盡量減低由於污水偶然溢流引發的潛在水質影響，在可行範圍內，將提供雙重或環形幹線供電或應急發電機以減少長時間斷電的風險。會進行水質評估，以分析由於長洲污水處理廠處理和排放更多的污水到海洋對臨近敏感受體所造成的影響。 噪音 

5.1.11 為盡量減少長洲污水處理廠在運行中發出的噪音，污水泵組件（或螺旋泵馬達）、機械隔篩、鼓風機以及緊急發電機（若有需要）將會密封。在可行範圍內，抽氣扇會裝置在遠離敏感受體的地方。 廢物管理 

5.1.12 在正常運作下產生的篩除物以及砂礫將會儲存于封閉的容器，並定期運往堆填區棄置。廢物包裝將在建築物內進行。 生態 

5.1.13 應採取紓緩措施以減小污水偶然溢流對水質及海洋生態的影響。 危險物料 

5.1.14 經改善的污水處理廠在運作期間不會有潛在的危險，因此無須採取緩解措施。 景觀與視覺 

5.1.15 污水廠的設計會對景觀和外觀方面給予充分考慮。將通過環境美化及綠化工程加強污水廠的外觀。另外，將通過運用色調，外墻裝飾以及配套設施等建築元素，以期達致污水廠與周圍環境的和諧。 文化遺產 

5.1.16 在運營期間不會對任何文物古跡造成影響，因此無須採取緩解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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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北社污水泵北社污水泵北社污水泵北社污水泵房房房房改善工程改善工程改善工程改善工程 施工階段施工階段施工階段施工階段 空氣質素 

5.2.1 遵行《空氣污染管制條例》中有關塵埃控制的規定，並採用適當的控制塵埃措施以確保在施工期間產生的塵埃對空氣質素的影響極為輕微。聘請承建商合約文件會加入相關條款。 

5.2.2 在施工期間維持現有北社污水泵房的氣味控制措施。因此，在施工期間不會加重臭味釋放。 水質 

5.2.3 本工程項目的施工涉及挖掘，土方工程以及一般混凝土結構。按照《專業人士環保事務諮詢委員會專業守則（ProPECC PN 1/94）》，在開始挖掘工作之前先安裝必要的隔沙設施處理工地所產生的徑流，以過濾徑流和減少徑流中的懸浮固體。聘請承建商合約文件會加入相關條款。通過採用緩解措施，施工階段不會對水質產生負面影響。 噪音 

5.2.4 將會建議採用控制噪音的緩解技術，包括隔音屏障、低噪音裝置、為工程編排適當的施工時間表及按照《專業人士環保事務諮詢委員會專業守則（ProPECC PN 2/93）》，以盡量減少施工階段產生的噪音影響。 廢物管理 

5.2.5 在設計階段，考慮盡可能的循環再用適合的公眾填料以減少本工程項目所產生的拆建物料。惰性拆建物料，如施工階段產生的廢棄混凝土，將會就地進行分類。承建商必須將所有拆建物料及拆建廢料分類以實現就地循環再用，並以適當方法棄置於公眾填土區，堆填區或再造設施。 生態 

5.2.6 在施工期間不會對任何生態造成不利的影響，因此無須採取緩解措施。 景觀與視覺 

5.2.7 施工不會影響污水泵房範圍內的樹木，因此無須採取緩解措施。多餘的建築廢物將及時清理出施工場地以避免視覺影響。另外，將沿工地界線豎立圍板，以期盡量減低建造工程對周圍敏感受體造成的視覺影響。 文化遺產 

5.2.8 在施工期間不會對任何文物古跡造成影響，因此無須採取緩解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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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營階段運營階段運營階段運營階段 空氣質素 

5.2.9 將會進行氣味影響評估，以鑒別氣味的來源及其對附近敏感受體的影響。潛在的氣味產生設施將會密封或加蓋。維持並檢討現有污水泵房的氣味控制措施以達致改善工程完成後的排放要求。可實施紓緩措施，如封閉主要的氣味來源、裝置充足的通風及消除氣味系統（至少達到 90%去除率），以減低氣味所造成的影響。 水質 

5.2.10 為了盡量減低由於污水偶然溢流引發的潛在水質影響，在可行範圍內，將提供雙重或環形幹線供電或應急發電機以減少長時間斷電的風險。會進行水質評估，以分析由於改善後的污水泵房排放的更多污水到海洋對臨近敏感受體所造成的影響。 噪音 

5.2.11 為盡量減少污水泵房在運行中發出的噪音，機械隔篩、螺旋泵馬達以及緊急發電機（若有需要）將會密封。在可行範圍內，抽氣扇會裝置在遠離敏感受體的地方。 廢物管理 

5.2.12 在正常運作下產生的篩除物以及砂礫將會儲存于封閉的容器，並定期運往堆填區棄置。廢物包裝將在建築物內進行。 生態 

5.2.13 應採取紓緩措施以減小污水偶然溢流對水質及海洋生態的影響。 景觀與視覺 

5.2.14 在運營期間不會對景觀與視覺造成影響，因此無須採取緩解措施。 文化遺產 

5.2.15 在運營期間不會對任何文物古跡造成影響，因此無須採取緩解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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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潛在潛在潛在潛在的的的的環境影響及相應紓緩措施總結環境影響及相應紓緩措施總結環境影響及相應紓緩措施總結環境影響及相應紓緩措施總結 
5.3.1 表格 5.1 及 5.2 總結了本工程項目在施工及運營階段可能造成的環境影響及納入設計中的紓緩措施。 表格表格表格表格 5.1 長洲污水處理廠長洲污水處理廠長洲污水處理廠長洲污水處理廠改善工程改善工程改善工程改善工程在在在在施工及運營階段施工及運營階段施工及運營階段施工及運營階段中中中中潛在潛在潛在潛在的的的的環境影響及相應紓緩措環境影響及相應紓緩措環境影響及相應紓緩措環境影響及相應紓緩措施總結施總結施總結施總結 潛在潛在潛在潛在的的的的環境影響環境影響環境影響環境影響 紓緩措施紓緩措施紓緩措施紓緩措施 工程項目工程項目工程項目工程項目簡介中的簡介中的簡介中的簡介中的相應小節相應小節相應小節相應小節 施工階段施工階段施工階段施工階段 空氣質素 (1) 《空氣污染管制(建造工程塵埃)規例》有關塵埃管制的措施 

(2) 合約文件約定 

(3) 維持現有的氣味控制措施 

 

5.1.1& 5.1.2 

水質 (1) 按照《專業人士環保事務諮詢委員會專業守則（ProPECC PN 1/94）》控制工地所產生的徑流 

(2) 合約文件約定 

 

5.1.3 

噪音 (1) 《專業人士環保事務諮詢委員會專業守則（ProPECC PN 2/93）》中列舉的控制措施 

 

5.1.4 

廢物管理 (1) 在設計階段，考慮盡可能循環再用拆建物料 

(2) 將拆建物料及廢料就地分類 

(3) 拆建物料棄置於公眾填土區  

(4) 合約文件約定 

 

5.1.5 

生態 (1) 無須採取緩解措施 

 

5.1.6 景觀與視覺 (1) 樹木保護及移栽將納入合約文件約定  

(2) 及時清理拆建物料並豎立圍板 

 

5.1.7 文化遺產 (2) 無須採取緩解措施 

 

5.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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潛在潛在潛在潛在的的的的環境影響環境影響環境影響環境影響 紓緩措施紓緩措施紓緩措施紓緩措施 工程項目工程項目工程項目工程項目簡介中的簡介中的簡介中的簡介中的相應小節相應小節相應小節相應小節 運營階段運營階段運營階段運營階段 空氣質素 (1) 封閉氣味源頭 

(2) 裝置充足的通風及消除氣味系統（至少達到 90%除味率） 

 

5.1.9 

水質 (1) 在可行範圍內，將提供雙重或環形幹線供電或應急發電機 

(2) 會進行水質評估，以分析對臨近敏感受體所造成的影響 

 

5.1.10 

噪音 (1) 污水泵組件（或螺旋泵馬達），機械隔篩，鼓風機以及緊急發電機（若有需要）將會密封。 

(2) 抽氣扇會裝置在遠離敏感受體的地方 

 

5.1.11 

廢物管理 (1) 在正常運作下產生的篩除物以及砂礫將會儲存于封閉的容器，並定期運往堆填區棄置 

(2) 廢物包裝將在建築物內進行 

 

5.1.12 

生態 (1) 採取紓緩措施以減小對水質的影響 

 

5.1.13 危險物料 (1) 未發現負面影響，無須採取緩解措施 

 

5.1.14 景觀與視覺 (1) 設計時會充分考慮景觀和外觀的因素 

(2) 通過環境美化及綠化工程將污水廠融入周圍環境 

 

5.1.15 

文化遺產 (1) 無須採取緩解措施 

 

5.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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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格表格表格表格 5.2 北社污水泵北社污水泵北社污水泵北社污水泵房房房房改善工程改善工程改善工程改善工程在在在在施工及運營階段施工及運營階段施工及運營階段施工及運營階段中中中中潛在潛在潛在潛在的的的的環境影響及相應紓緩措施環境影響及相應紓緩措施環境影響及相應紓緩措施環境影響及相應紓緩措施總結總結總結總結 潛在潛在潛在潛在的的的的環境影響環境影響環境影響環境影響 紓緩措施紓緩措施紓緩措施紓緩措施 工程項目簡介中的工程項目簡介中的工程項目簡介中的工程項目簡介中的相應小節相應小節相應小節相應小節 施工階段施工階段施工階段施工階段 空氣質素 (1) 《空氣污染管制(建造工程塵埃)規例》有關塵埃管制的措施 

(2) 合約文件約定 

(3) 維持現有的氣味控制措施 

 

5.2.1& 5.2.2 

水質 (1) 按照《專業人士環保事務諮詢委員會專業守則（ProPECC PN 1/94）》控制工地所產生的徑流 

(2) 合約文件約定 

 

5.2.3 

噪音 (1) 《專業人士環保事務諮詢委員會專業守則（ProPECC PN 2/93）》中列舉的控制措施 

 

5.2.4 

廢物管理 (1) 在設計階段，考慮盡可能循環再用拆建物料 

(2) 將拆建物料及廢料就地分類 

(3) 拆建物料棄置於公眾填土區  

(4) 合約文件約定 

 

5.2.5 

生態 (1) 無須採取緩解措施 

 

5.2.6 景觀與視覺 (1) 及時清理拆建物料並豎立圍板 

 

5.2.7 文化遺產 (2) 無須採取緩解措施 

 

5.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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潛在潛在潛在潛在的的的的環境影響環境影響環境影響環境影響 紓緩措施紓緩措施紓緩措施紓緩措施 工程項目簡介中的工程項目簡介中的工程項目簡介中的工程項目簡介中的相應小節相應小節相應小節相應小節 運營階段運營階段運營階段運營階段 空氣質素 (1) 封閉氣味源頭 

(2) 裝置充足的通風及消除氣味系統（至少達到 90%除味率） 

 

5.2.9 

水質 (1) 在可行範圍內，將提供雙重或環形幹線供電或應急發電機 

(2) 會進行水質評估，以分析對臨近敏感受體所造成的影響 

 

5.2.10 

噪音 (1) 機械隔篩，螺旋泵馬達以及緊急發電機（若有需要）將會密封 

(2) 抽氣扇會裝置在遠離敏感受體的地方 

 

5.2.11 

廢物管理 (1) 在正常運作下產生的篩除物以及砂礫將會儲存于封閉的容器，並定期運往堆填區棄置 

(2) 廢物包裝將在建築物內進行 

 

5.2.12 

生態 (1) 採取紓緩措施以減小對水質的影響 

 

5.2.13 景觀與視覺 (1) 無須採取緩解措施 

 

5.2.14 文化遺產 (1) 無須採取緩解措施 

 

5.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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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使用先前使用先前使用先前使用先前已獲批准已獲批准已獲批准已獲批准的環評報的環評報的環評報的環評報告告告告 
• EIA-096/2004 – 坪洲污水處理廠改善計劃； 

• EIA-091/2003 – 離島污水收集計劃第一階段第二期工程組件 J - 索罟灣污水收集 - 處理及排放； 

• EIA-079/2002 – 昂平污水處理廠及污水系統； 

• EIA-065/2001 – 132千伏電力供應電路由貝澳經芝麻灣半島經海峽至長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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