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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A.     工程項目總綱發展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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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I:   最新已批准分區計劃大綱圖(編號:S./K22./4) 

附錄 II:  啟德體育園區公眾咨詢活動概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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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基本資料基本資料基本資料基本資料 

1.1 工程項目名工程項目名工程項目名工程項目名稱稱稱稱 

啟德體育園區 

 

1.2 工程項目的目的及性工程項目的目的及性工程項目的目的及性工程項目的目的及性質質質質 

總體來說，現今香港仍普遍缺乏運動場及室內體育館。根據人口預測，運動中心和標準運

動場在東九龍區將會不足夠。得到體育界及當地社區包括區議會的鼎力支持，啟德體育園

區(本工程項目)將提供高質素的運動設備以緩和香港公共運動設施不足的問題，同時亦會

提供合適的新場地予本地及國際的大型運動盛事。主體育場應是多功能，從而優化使用者

和觀眾的體驗。該項目將主要用作各種大型體育賽事以及其他非體育賽事，如音樂會，展

覽，嘉年華會等。 

東南九龍發展區全面規劃和工程檢討已於2004年進行，並準備了初步發展大綱。香港特別

行政區木土工程拓展署於2007年進行啟德發展計劃工程研究，包括環境影響評估附表3研

究，來確定初步發展大綱的可行性。啟德體育園區是初步發展大綱的重要元素。  

作為工程研究的一部分，啟德發展計劃環境影響評估報告已經提交，並於2009年3月4日獲

得批准。法定的《啟德分區計劃大綱圖》並於2007年通過及在2009年作出修訂。最新的

《啟德分區計劃大綱圖》(S/K22/4) 於2012年通過多項城市設計優化修訂。 

 

1.3 工程項目的工程項目的工程項目的工程項目的規模規模規模規模 

本項目工地約左28.2公頃。該工地被道路D2從中一分為二，南邊亦緊貼中九龍幹線。多功

能園區是由一個可容納 50,000人的主場館，一個可容納 50,00人公眾運動場，一個室內運

動場及其他輔助的設施組成，例如：停車場、酒店、與體育有關的組織的辦公區和商業

區。附圖一附圖一附圖一附圖一為本工程項目總綱發展示意圖。 

 

1.4 工程項目的工程項目的工程項目的工程項目的地點地點地點地點 

本項目工地位於啟德機場的北面停機坪，被不同的交通運輸軌道所包圍。工地南邊貼近倡

導的沙田至中環綫(沙中綫)隧道，南靠中九龍幹線，東邊鄰近園景美化行人道及環保連接

系統。正在建設的道路D2把工地一分為二。本項目工地是啟德區的心臟地帶，是發展體

育園區的合適地方。本項目工地約佔28.2公頃，附錄一附錄一附錄一附錄一為最新已批准分區計劃大綱圖(編

號:S./K22./4)，並標示了工地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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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公眾公眾公眾公眾咨詢咨詢咨詢咨詢 

一個公眾咨詢活動已於2014年4月12日舉行，其目的為收集持份者對於本項目的環保評估

研究(環評研究)的意見。四個類別的持份者獲邀請出席，分別為:本地社區，黃大仙區、九

龍區、及觀塘區的區議會成員，體育界及環保團體。在咨詢期間，廣泛的意見被提出及討

論。為了切合本工程項目簡介及將來環評研究的目的，附錄二附錄二附錄二附錄二總結了只有與環境影響評

估程序的技術備忘內列出的環評研究項目有關的公眾意見。其他與環評研究不相關的意見

(例如: 再生能源，雨水回收，交通計劃，啟德分區計劃等等)會在適當情況下在其他研究

分開作考慮。 

 

1.6 工程項目倡議人名稱工程項目倡議人名稱工程項目倡議人名稱工程項目倡議人名稱  

 

工程項目倡議人: 香港特別行政區民政事務局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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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啟德體育園區(本工程項目)的主場館，被歸類為環境影響評估條例(第499章)附表2第I部項

目O.6「可容納超過10000人的露天音樂會場地」及O.7「可容納超過10000人的戶外運動設

施」的「指定工程項目」，因此環境影響評估（環評）應進行來評估其環境可接受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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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規劃大綱及計劃的執行規劃大綱及計劃的執行規劃大綱及計劃的執行規劃大綱及計劃的執行 

2.1 項目項目項目項目實施實施實施實施時間時間時間時間表表表表 

該項目於2009年開始規劃，並預計在於2016年完成。具體項目設計預計將於2017年開始，

並於2019年完成。該項目的建築工程暫定於2016年開始，並於2020年完成。 

 

2.2 與其他工程項目的銜與其他工程項目的銜與其他工程項目的銜與其他工程項目的銜接接接接 

預計本項目將與下列擬建項目相關聯： 

� 啟德發展區-地鐵公園，站點廣場 

� 新建服務啟德發展規劃區的疏散道路-D2，D3道路 

� 中九龍幹線 

� 沙中線 

� 啟德發展區內T2主幹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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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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 工地歷史工地歷史工地歷史工地歷史 

 本項目工地坐落在舊啟德機場北面停機坪，鄰近西北跑道及馬頭角現有的海濱地區。 

啟德機場曾是香港國際機場，直至1998年7月6日，其後被赤鱲角機場所代替。舊啟德機場

並沒有歷史污染物並不存在於本工程項目工地範圍內。 

 

3.2 現有及未來元素現有及未來元素現有及未來元素現有及未來元素 

本項目工地的現況是由混凝土鋪成的空地。工地被分作三個區域，大部份的區域被規劃為

「其他指定用途（體育場）」、東南延伸部份被規劃為「休憩用地（1）」及東北延伸部

份被規劃為「休憩用地」。東北的相鄰土地被規劃作「住宅（Group B」”R(B)1”, 西北的

相 鄰 土 地 被 規 劃 作 “R(B)2” 及  “R(B)3” 、 正 北 方 為 「 綜 合 發 展 區 」  “CDA(1)”,  

“CDA(2)”, “CDA(3)”, “CDA(4)”, “CDA(5)”，東南方為擬建的都會公園，西面為「區域休

憩用地」、沿馬頭角道的住宅及工業大廈。附近的公路和鐵路主要為位於工地中間的D2

路、南面的中九龍幹線隧道、東面的擬議D3路及北面的沙田至中環綫。附錄一附錄一附錄一附錄一為最新已

批准分區計劃大綱圖(編號:S./K22./4)。 

現有在項目工地附近的敏感受體包括位於馬頭角道，土瓜灣道及木廠街的住宅和商業樓

宇。計劃中的敏感受體包括位於項目地盤的東北部和西北部住宅發展，以及項目工地北面

綜合發展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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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對環境可能造成的影對環境可能造成的影對環境可能造成的影對環境可能造成的影響響響響 

4.1 概概概概述述述述 

該項目在其施工過程中將對周圍的敏感受體產生各種環境影響。在另一方面，該項目在運

作期間，自身亦成為空氣敏感受體，可能會受到周圍車輛排放的廢氣，從通風大樓的排放

物，以及附近的工業煙囪的影響。此外，運動比賽或表演期間及完結後所產生的潛在噪音

影響亦是一個需要解決的環境問題。 

 

4.2 噪音影響噪音影響噪音影響噪音影響 

在施工期間所產生的噪音影響主要由不同的施工階段的測試和調試工作，使用機動設備，

建築廠房，工地沿線的道路交通，打樁，公共廣播的檢測和安裝消防服務系統等等。 

主場館以及公共運動場運作時，會於舉行體育賽事或活動期間及完結後產生噪音。場館進

行體育活動時的噪音可能包括人群的噪音和公共廣播。潛在影響應於環評報告內完全考慮

及解決。 

根據環評技術備忘錄，主體育場，公共運動場，以及露天空間並不是噪音敏感受體。對於

辦公區/商業區，由於它不依賴窗戶來進行通風換氣，在環評技術備忘錄的噪音標準並不

適用。道路交通噪音對球場或運動場的影響並不被視為一個問題，因為建築結構可以屏蔽

周邊道路。因此，道路噪音對於此項目的影響將不會在環評中進行研究。 

該項目將與鄰近的公共交通設施透過行人網絡連接起來，並提供直接方便的連接到啟德站

及土瓜灣站。因此，預計由該項目所增加的交通量是有限的。參考已批准的“啟德發展計

劃”環境影響評估報告，對啟德發展區擬建的道路網絡和周邊現有道路交通所產生的潛在

影響已進行了評估。基於項目運作的流量，所有現有和計劃中的噪音敏感受體已被列入評

估。由於對項目的規模沒有大的修改，已批准的環評報告的信息仍然是有效。鑒於交通噪

音問題在已批准的環評報告已經評估，無需要再次評估。 

在大型活動完結後，人群疏散所造成的噪音影響將會是一個重要事項，並在公眾咨詢其間

被公眾提出。人群疏散的人聲被鑑定為公眾關注的問題，並應在環評報告中根據合理最壞

情況考慮，並予以解決。 

 

4.3 空氣質素空氣質素空氣質素空氣質素影響影響影響影響 

施工階段所產生的粉塵影響主要由不同的建設階段所產生，包括施工、測試、試運行活

動、挖掘和填土等土方工程、未鋪砌的地面以及堆場的風蝕、切割以及磨光半成品工作、

垃圾清理、施工車輛等引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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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項目的運作階段並不會排放空氣污染物。它本身是空氣敏感受體，可能受到周邊排放源

影響，包括從沙中綫/九龍幹線的空氣通風大樓、現有和計劃中的煙囪、以及周邊道路汽

車排放。該項目的累積空氣質素影響，將使用現行的空氣質素指標作為標準，並在環評報

告中提及並解決。由於郵輪排放源坐落在項目工地1.5公里外，以及項目的建築高度較

低，故始郵輪排放對項目的直接影響不大。 

 

4.4 水質影響水質影響水質影響水質影響 

施工階段的水污染影響主要由施工引起，如細顆粒土層鑽孔樁、挖掘等，如包含有懸浮物

質的膨潤土泥漿及其他採用有機溶劑及洗滌劑清潔工作或家具所產生，雨水及污水渠道的

改道及分流工作。適當的緩解措施應在環評研究中提出。 

運營階段對於水質的潛在影響源主要來自道路地表徑流，其含有少量由過路機動車所洩漏

的油污及沙塵。 儘管如此，如果道路設計有足夠的排水系統並安裝合適的截沙器，對於

水質的影響是有限的。根據土木工程拓展署研究報告《合約編號CE35/2006(CE) 啟德發展

計劃工程研究與前期工程設計及施工 — 勘察、設計及施工 (No. CE35/2006 KTDS) 》，

本項目渠道屬於啟德發展區的一部分，將會給項目地塊提供充足的排洩點。地表徑流將會

被排洩到啟德明渠涵洞及九龍灣。因此，運營階段渠道的潛在影響並不是一個關注點，本

項目的環境評估將不作進一步的研究。 

本項目運營階段會產生廢水。參考土木工程署《合約編號CE30/2008啟德發展計劃 — 前

跑道及北停機坪餘下部份的基礎設施與毗連水道改善》，將會為本項目所在地塊提供雨污

水渠道。鑒於本項目運營階段產生的污水量在市政污水量設計中已作考慮，其潛在影響已

作考慮，故無需在本項目的環境評估中涉及。 

 

4.5 廢物管理問題廢物管理問題廢物管理問題廢物管理問題 

產生於施工階段的廢物主要包括施工廢物、勞工產生廢物、化學廢物、清拆、挖掘以及機

電包裝材料和家具廢物。 

運營階段從主要的設施所產生的廢物主要包括賽事產生的廢物如觀眾丟棄的垃圾、廢棄的

裝飾以及廣告材料。運動服務設施可能還包含有從實驗室以及緊急救援所產生的醫療廢

物。 

從非體育設施產生的運營廢物主要包括從餐館酒店產生的廚餘以及其他廢棄食物以及園林

垃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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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護所產生的廢棄物主要由電機更新改造所產生，如電腦及其配件、電話系統、空調以及

機械通風系統、草皮等等。施工階段和運作階段的廢物管理問題皆會在環境評估作進一步

研究。 

 

4.6 土地污染土地污染土地污染土地污染 

項目工地位於舊啟德機場跑道西北停機坪北部，鄰近馬頭角現有的海濱地區。項目工地內

並無舊啟德機場造成的歷史污染。同時，啟德機場北部停機坪退役後的去污工作已經完

成。因此，潛在的土壤污染影響對於本項目來說無需在本項目的環境評估報告中作進一步

評估。 

4.7 生命危害生命危害生命危害生命危害 

參照「啟德發展計劃」獲批准的環評報告(申請編號:EIA-157/20087)，該項目選址位於所

有潛在危險裝置的諮詢區或研究範圍之外。預期有關工程項目沒有危害問題，無需在本環

境評估報告中對於這一問題作進一步論述。 

 

4.8 生態影生態影生態影生態影響響響響 

對於項目本身，工地的現況是由混凝土鋪成的空地，擁有非常低的生態價值。預期不會對

項目造成潛在的生態影響，所以不必要在未來項目的環評報告作進一步論述。 

參照已核准環評報告的啟德發展計劃的調查結果。對於陸地生態，所有在啟德發展區被確

定的棲息地都被認其生態價值非常低。九種重點保育的鳥類物種被紀錄，但這些物種是常

見的及廣泛存在於香港。因此，該項目對棲息地損失的影響被認為是性質輕微的。項目所

產生的其他潛在影響大部份為暫時性的和可回復的，故不會對陸地生態資源造成顯著的和

不可接受的影響。 

 

4.9 景觀及視覺影響景觀及視覺影響景觀及視覺影響景觀及視覺影響 

工程期間所造成的視覺及景觀影響將體現在建造從基礎至上部結構的不同階段。 

在運營階段期間，視覺影響將主要由體育場館及其配套設施的設置而產生，這些設施由於

其不同於臨近區域的獨特建築體量和特點，將顯著地改變現有的視覺系統。D2道路將基

地分隔，給工程項目本身帶來視覺影響，及由工程項目帶給D2道路的視覺影響。 

從工程項目產生的光線將會是影響周邊居民的最關鍵的問題，主要包括： 

(i) 由工程項目產生的直接光線，如夜間體育活動及其他盛世照明用的聚光燈以及泛

光燈； 

(ii) 由工程項目產生的間接光線，如側光，反射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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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外部反射光，主要由周邊商業區域以及擬建都市公園產生。 

工程項目將會給景觀帶來品質和地標性的變化。 

前期咨詢曾建議在園景平台上採用植樹替代草皮的一些意見。作為體育設施，由於涉及到

功能、運作以及後期維護，建議應由設計師在設計時綜合考慮園林設計。園林綠化包括植

樹將納入環境影響評估的景觀影響研究一併考慮。 

 

4.10 文化遺產文化遺產文化遺產文化遺產 

在本項目工地中沒有歷史遺產。 

根據啟德發展計劃（申請編號：EIA-157/2008）獲批准環評報告中的文化遺產影響評估研

究，數項文物資源在啟德區被確定，包括：1）前啟德機場的兩枝風向桿，2）機場碼頭，

3）消防局A，B和C，4）海堤和跑道，5）舊遠東飛行訓練學校，6）宋王台石刻，7）魚

尾石和九龍石。隨後，龍津石橋及宋元朝遺跡於北面停機坪被發現。宋王台石刻和龍津石

橋及宋元朝遺跡的文物價值很高，遠東飛行訓練學校和魚尾石的文物價值適中，需要相應

的防護措施。其他資源的文物價值低，無需要任何緩解措施。在獲批的環評報告中，並無

文物遺產資源位於工程項目工地內，因此不需要在本項目的環評報告作進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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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納入設計中的環保措施以及任何其他對環境的影納入設計中的環保措施以及任何其他對環境的影納入設計中的環保措施以及任何其他對環境的影響響響響 

5.1 概述概述概述概述 

本項目的環評研究將會評估有關環境問題的影響，並提出相應的緩解措施，以減輕剩餘環

境影響（如有），降低到可接受水平。所有提案將符合環境標準和成本效益。  

緩解措施的初步列表如下： 

 

5.2 噪音影響噪音影響噪音影響噪音影響 

噪音緩解措施將會被應用，以減少施工期間的噪音水平。緩解措施，例如採用優質機動設

備，把機動設備遠離噪音敏感受體，安排噪音工作於敏感時段外進行，使用隔音屏障等，

將根據需要執行，確保施工噪音會降低到可接受的水平。撞擊式打樁只能在非限制時間內

進行，若可行的話，撞擊式打樁的使用應盡量減少。 

在運作階段，應建立現場噪音監測系統和管理計劃，從而控制人群的噪音水平在可接受的

範圍內。主體育場的可伸縮上蓋(或等同建築)在必要時應關閉，以舒緩對噪音敏感受體的

影響。 

公眾運動場的看台方向設計應盡量減少人群的嘈雜聲對附近計劃中的噪音敏感受體的影

響。隔音建築結構或吸音屏障應在必要時應用，從而減低潛在噪音影響至可接受水平。 

體育場和公共運動場的擴聲系統設計應作特別考慮，以盡量減少噪音發散向附近的敏感受

體。 

 

5.3 空氣質素影響空氣質素影響空氣質素影響空氣質素影響 

在施工階段，應實施《空氣污染管制（建造工程塵埃）規例》所規定的良好施工方法和相

應的控制措施，以減輕潛在的空氣質素影響。任何露天貯物堆應被覆蓋。預期項目應用了

緩解措施後，施工階段的空氣質素影響可以降低到可接受的水平。足夠的監督和審計工作

應在施工階段提供。 

為了應對在運作階段潛在的空氣質素影響，空氣敏感受體與主要道路應有足夠的延緩距

離。通過量化空氣質素評估，辦公室/商業建築和室內體育館的鮮風進氣口應設在沒有不

可接受的空氣質量的位置。具體的緩解措施要求將根據環保的結果而調整。 

 

5.4 水質影響水質影響水質影響水質影響 

日常污水排放的緩解措施包括： 

(i) 安裝集油器的廚房； 

(ii) 設計景觀建議書時，盡可能細心選取避免使用肥料的植物物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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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安裝截油器於客車上落區，的士站，停車場和裝載/卸載區。 

從特定的機電設備維修和保養時所產生的廢物可以在需要時進行收集和化學廢物處理。從

水箱清洗收集的泥漿或污泥須在堆填區處置。 

工程項目所產生的廢水將排入市政污水處理系統，由啟德發展區綜合項目作整體考慮。 

雖然地表徑流有可能略有增加，但因為本項目的雨水將被收集並排入海港，應無顯著排水

影響。排水管道的容量將在排水設計進行檢視。 

 

5.5 廢物管理廢物管理廢物管理廢物管理 

整體而言，施工廢物將通過盡量採取預製構件，建築材料的重利用如採用可回收模板、常

用材料分類以避免與施工廢物與可回收材料的混合等措施。剩餘的施工廢物將根據現有的

法規要求以及施工實踐被集中收集並運輸到垃圾填埋場處理。 

與其他項目例行管理會議以合理安排廢物的運輸時間。並研究通過在啟德區共享轉運站以

減少該地塊的交通量的可行性。 

除醫療廢棄物外所有的運營期間的廢棄物需集中處理至垃圾填埋場。理療廢棄物必需由持

牌至醫療廢物收集處暫存並作最終處理。 

酒店及餐廳運營建議盡量減少食物殘餘並參加食物廢棄及回收利用計劃。 

電機設備整體或部分盡量回收。電腦廢棄物通過多種渠道回收，如環境保護局開展的電腦

回收項目。 

 

5.6 生命危害生命危害生命危害生命危害 

項目工地不位於任何危險源的諮詢區或研究範圍內。因此本項目不需要特定的緩解措施。 

 

5.7 土地污染土地污染土地污染土地污染 

項目工地內並無舊啟德機場造成的歷史污染。特定的緩解措施並不需要。 

 

5.8 生態影生態影生態影生態影響響響響 

由於項目工地及其周邊地區的生態價值低，預計計劃不需要生態保護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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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 景觀及視覺影響景觀及視覺影響景觀及視覺影響景觀及視覺影響 

建設期間的視覺影響，可採取使用遮攔圍護設施的方式降低影響。在已長成樹木臨近施工

將採取後退或屏蔽措施。提供正常的養護措施，如修剪與澆灌。限制施工場地的通宵照

明。照明強度以及角度必須避免對周邊住宅發展的影響。 

項目的建築設計旨在以優秀以及和諧的設計來達到整個啟德發展區的目標，即總體而言建

設成為一個“維港畔富有特色、朝氣蓬勃、優美動人及與民共享的社區”，對自身而言成

為一個生態可持續、綠色景觀以及濱水以綠色為核心的世界級體育設施。分隔基地的D2

道路將會部分遮蓋。 

為便減低於由夜間體育盛事可能產生的光線，可採取下列措施： 

(i) 由高處聚光燈以及泛光燈產生的直接光線將會限制其光線聚焦只限於場地和觀眾

席而非易受滋擾之處。非關鍵性光線將被遮蓋。 

(ii) 由低處產生或由體育場內部產生的直接光線將與減噪措施類似，由可開閉之上蓋

(或等同建築)遮蔽以避免射向易受滋擾區域。 

(iii) 室內活動照明透過玻璃所逸出的光線應正確選用玻璃來減少室內光線透射量從而

形成美觀的燈籠效果而非光污染。 

(iv) 運動場反射光線應通過選擇合適的地面紋理以及硬質地面加鋪非反光性油漆來減

少運動盛事時所引起的反射光線。 

(v) 外部光線的反射可通過立面材質的控制、透光性能以及色彩選擇來減少。 

軟質景觀對於降低D2道路的影響也有作用，通過採取適當的綠化率來改善視覺影響。 

恰當的植樹有助於減少眩光以及因光合作用而改善空氣質量。儘管如此，植樹也會導致其

他功能、運營以及後期維護方面的副作用例如： 

(i) 帶來鳥類以及飛行生物從而給體育以及盛事帶來不利影響， 

(ii) 產生落葉以及花粉從而影響運動員， 

(iii) 不可控的植物根系的生長導致對基地維護的影響。 

 

5.10 文化遺產文化遺產文化遺產文化遺產 

由於項目工與遺產資源有較遠距離，預期對項目工地附近的文物建築並沒有影響。不需特

定的緩解措施。預期項目工地沒有考古價值，並不需要考古緩解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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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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環的環的環評報評報評報評報告告告告 

6.1 概述概述概述概述 

登記冊編號登記冊編號登記冊編號登記冊編號 環境影響評估報告環境影響評估報告環境影響評估報告環境影響評估報告 批准批准批准批准日期日期日期日期 

EIA-003/1998 啟德機場北停機坪遷拆 04/09/1998 

EIA-138/2007 擬議啟德郵輪碼頭挖泥工程 19/12/2007 

EIA-157/2008 啟德發展計劃 04/03/2009 

EIA-182/2010 配合舊啟德機場發展計劃之土瓜灣至北角

海底煤氣管道及相關設施之建造工程可行

性及詳細設計顧問服務 

02/08/2010 

EIA-207/2012 啟德發展計劃道路D3A&D4A 03/05/2013 

EIA-200/2011 沙田至中環綫 – 大圍至紅磡段 17/02/2012 

EIA-208/2013 中九龍幹線 11/07/2013 



 

 

附圖附圖附圖附圖 A 

工程項目總綱發展示意圖工程項目總綱發展示意圖工程項目總綱發展示意圖工程項目總綱發展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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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附錄附錄附錄 I 

最新已批准分區計劃大綱圖最新已批准分區計劃大綱圖最新已批准分區計劃大綱圖最新已批准分區計劃大綱圖(編號編號編號編號:S./K22./4) 

 

 

 

 
 





 

 
附錄附錄附錄附錄 II 

啟德體育園區公眾咨詢活動概覽啟德體育園區公眾咨詢活動概覽啟德體育園區公眾咨詢活動概覽啟德體育園區公眾咨詢活動概覽 

 

 

 

 
 

 



建築署  工程項目簡介 – 啟德體育園區 

 

附錄 II 1 

附錄二附錄二附錄二附錄二: : : : 啟德體育園區公眾咨詢活動啟德體育園區公眾咨詢活動啟德體育園區公眾咨詢活動啟德體育園區公眾咨詢活動    

公眾咨詢活動在 2014 年 4 月 12 日進行。這是由建築署舉辦的首個公眾咨詢活動，以衡

量和收集各持份者對將會進行的啟德體育園區環境影響評估的意見。四個類別的持份

者，分別為:本地社區，黃大仙區、九龍區、及觀塘區的區議員，體育界及環保團體。

出席者包括健康空氣行動，傲雲峰代表，翔龍灣業主委員會，龍塘分區委員會，譽．港灣

代表，香港獨木舟總會，九龍城區議會及黃大仙區議會。 

 

該公眾咨詢活動在位於觀塘海濱道 122 號的活力東九龍辦事處的展廳中舉行。上午的會

議從 10:00 開始，並於大約 12:15 結束。而下午的會議從 14:30 開始，於 17:15 結束。 

 

公眾咨詢活動首先由劉念文先生代表建築署作出一個關於發展理念的簡短匯報，然後顧

問團隊的項目總監陳漢輝博士作出環評條例，及在未來的環境影響評估有關的環境問題

的介紹。聽眾於上午被分為兩組，及下午被分為三組，分別給予 45 分鐘時間討論各事

項。每組的討論皆由一位來自顧問團隊的代表帶領。討論結束後，各組分別派代表概括

他們所關心的事項及環境影響評估應涵蓋的問題。咨詢活動的氣氛是友好和開放的，意

見普遍亦對項目表示支持。表 1 和表 2 分別總結了從公眾咨詢活動所收集在施工階段和

運營階段，環境影響評估研究的關鍵問題和顧慮。其他與環評研究不相關的意見(例如: 

再生能源，雨水回收，交通計劃，啟德分區計劃等等)將會在其他研究以作考慮，並不

會於下表提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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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表表 1:  1:  1:  1: 施工階段的關鍵問題和顧慮施工階段的關鍵問題和顧慮施工階段的關鍵問題和顧慮施工階段的關鍵問題和顧慮    

關鍵問題關鍵問題關鍵問題關鍵問題    關鍵顧慮關鍵顧慮關鍵顧慮關鍵顧慮    公眾的建議公眾的建議公眾的建議公眾的建議    跟進跟進跟進跟進    

空氣質素 
• 只測量總懸浮粒

子是否足夠 

• 其他相關污染物

的參數也應考慮

監測 

• 現有的啟德發展

計劃項目的露天

貯物的控制 

• 施工所產生的微

細粒子的影響 

• 任何露天貯物堆應被

覆蓋  

• 其他相關污染物應被

量度 

• 應在施工階段提供足

夠的監察和審查工作  

• 安裝閉路電視以持續

監測施工現場 

• 如本項目工程

簡介第 5.3 節提

及，應實施良好

施工方法和相

應的控制措

施，任何在項目

工地內的露天

儲存堆應被覆

蓋。 

• 應進行足夠的

監察及審查，監

測要求和參數

將會在環境監

察及審查手冊

和環評報告中

列明。 

噪音 

 

 

 

• 施工廠房/設備

噪聲 

• 卡車噪音  

• 打樁噪音，特別

在晨早時間打樁  

• 啟德應被考慮作為已

發展地區，應採用適當

的噪音標準。 

• 整體發展週期應盡可

能縮短，以減少影響的

時間。 

• 避免使用撞擊式打樁 

• 噪聲施工工作應在上

午 7:00 後開始 

• 根據環評技術

備忘錄和噪音

管制條例採用

適當的施工噪

音標準。如本項

目工程簡介第

5.2 節提及，應實

施噪音緩解措

施，以減少施工

期間的噪音水

平。其中一項措

施是安排噪音

工作於敏感時

段外進行。 

 

水質 
• 地表徑流和廢水

排放管理 

 
• 可行的控制措

施將會在環評

報告中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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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污染 
• 從施工工地發出

的光線 

 

• 隔夜照明應該被限

制。照明的強度和角度

應避免影響周圍的住

宅。 

• 施工工地的隔

夜照明應該被

限制。照明的強

度和角度應避

免影響周圍的

住宅。請參考本

項目工程簡介

第 5.8 節。光污

染問題將會在

環評報告中考

慮。 

建築卡車所產

生的影響 
• 建築卡車對周圍

交通的影響 

• 九龍城及土瓜灣

停車空間已經不

足。關注新增建

築卡車對停車空

間造成的負擔。 

• 卡車數量，頻率

和交通堵塞。 

• 應盡量透過與港鐵共

享附近的躉船運載

站，用作的廢物運送。 

• 探索共享啟德

躉船運載站的

可能性，以減少

陸上交通。請參

考本項目工程

簡介第 5.5 節。

相關將會在環

評報告中作研

究。 

廢物 

 
• 關注建築廢料的

運輸路線，將影

響到九龍城及土

瓜灣現有的交通

狀況。 

• 現時應有大量並

行項目需要運送

從掘挖所得泥

土，如：如九龍

幹線及沙中線項

目。關注建築卡

車與其他項目的

交通安排。  

• 關注建築廢棄料

的管理，如卡車

或駁船運輸。 

• 關注從掘挖所得

的泥土產生的氣

味 

• 與其他項目管理層舉

行定期會議，以分配廢

物運送的時段和共享

使用啟德躉船運載

站，減少陸路運輸。 

 

• 相關意見將會

研究其可行

性，以納入環評

研究中廢物處

理緩解措施。請

參考本項目工

程簡介第 5.5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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累積效應 
• 多個施工工地的

影響 

• 環評報告應就本項目

和並行工程所產生的

累積影響進行評估。 

• 環評報告將會

就並行工程所

產生的累積影

響進行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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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表表    2222: : : : 運作階段的關鍵問題和顧慮運作階段的關鍵問題和顧慮運作階段的關鍵問題和顧慮運作階段的關鍵問題和顧慮    

關鍵問題關鍵問題關鍵問題關鍵問題    關鍵顧慮關鍵顧慮關鍵顧慮關鍵顧慮    公眾的建議公眾的建議公眾的建議公眾的建議    跟進跟進跟進跟進    

空氣質素 

 

 

• 關注球場在舉行體

育賽事時的空氣質

量 

• 公眾建議覆蓋於項

目工地內的 D2 路。

主持人在即場表

示，利用景觀平台，

覆了某 D2 路段，是

作為平衡道路使用

者和體育園區。全面

覆蓋道路 D2 路將不

太可行。經過即場解

釋後，參與者沒有作

出進一步質詢。 

• 於啟德區內設置空

氣監測站，以持續監

測現時的空氣質素

指標內污染物的水

平。 

• 從 D2 路與周邊路

網絡所產生的潛

在空氣質素影響

將會在環評報告

進行評估。如有必

要，將建議緩解措

施，以符合空氣質

素指標。 

• 於啟德地區設立

空氣監測站的需

要及可行性將在

其他項目以作研

究，而與環評研究

無關。 

噪音 

 
• 有可伸縮的上蓋設

計，較少擔心來自

體育場內的噪音，, 

較關注公共運動場

及公園的人為噪

音。  

• 關注大型活動完結

後，人流所造成的

噪音。 

• 關注在體育比賽和

表演時，在體育場

的氣氛，拍打和歡

呼聲。 

• 關注在體育比賽和

表演期間及之後的

噪音 

• 用可伸縮的上蓋設

計來減少噪音 

• 應對公園舉行的活

動有好的管理及控

制 

• 使用地下通道直接

連接到港鐵站（包括

啟德站，土瓜灣站及

馬頭圍站）和巴士總

站。 

• 將按本項目工程

簡介第 5.2 節，提

供伸縮式上蓋或

簷篷作噪音緩解

措施。 

• 將在環評報告就

公園舉行的活動

建議列明適當的

管理控制 

• 將在環評報告中

評估不同人流噪

音控制的選擇，以

減低大型活動後

可能產生的噪音

影響。 

 

水質 

 
• 地表徑流和廢水排

放管理 

 • 根據本項目工程

簡介第 5.4 節提

及，若執行緩解措

施，預期沒有嚴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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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水質影響。可行

的緩解措施將在

環評研究中作考

慮。 

廢物 

 
• 關注減少廢物的實

施 

• 使用輸送機（管）輸

送廢物 

• 於園區內將廚餘堆

肥，以減少運輸到其

他地方進行堆肥 

• 廢物管理概念總

結於本項目工程

簡介第 5.5 節，詳

細運作階段的廢

物管理計劃應當

在工程項目的詳

細設計階段準

備。不同的緩解措

施方案將在環評

研究中作考慮。 

視覺影響 
• 關注從球場反射的

燈光和球場造成的

視覺影響 

• 關注由體育園區發

出的光及光污染 

• 體育場的外部設計

應考慮綠化，光的反

射和對周圍敏感受

體，尤其是住宅的視

覺影響。 

• 使用可伸縮的上

蓋，以減少光污染。 

• 考慮照明的光的強

度和角度，以盡量減

少對附近居民的影

響。 

• 根據本項目工程

簡介第 5.8 節，所

提及的建議已被

採納及將會在環

評研究中列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