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瑪麗醫院新瑪麗醫院新瑪麗醫院新瑪麗醫院新醫院醫院醫院醫院大樓大樓大樓大樓天台天台天台天台直升機坪直升機坪直升機坪直升機坪    
工程項目簡介工程項目簡介工程項目簡介工程項目簡介 

參考編號: R9081/01 第一版第一版第一版第一版 

日期: 2015 年 2 月 

機密 

 
 



 

 

 

 

 

瑪麗醫院新醫院大樓天台直升機坪 
 

 

工程項目簡介工程項目簡介工程項目簡介工程項目簡介 
 

 

 

 

 

作者: 

姓名: 李珈茵 

職位: 副董事 

 

 

簽署: 

 

審查及認可: 

姓名: 何啓章 

職位: 董事 

 

 

簽署: 

 

報告編號: R9081/01 第一版 

 

日期: 2015 年 2 月 17 日 

 

Filename: J:\9081  -  Rooftop Helipad at Queen Mary Hospital – EIA\Report\Project Profile\Final\Project Profile_17 Feb 

15_CHI.doc 

 

 

香港德輔道中 308 號富衛金融中心 5 樓 

電話 : (852) 2815 2221         傳真 :  (852) 2815 3377 

 
BMT Asia Pacific Ltd. assumes no responsibility and shall not be liable for any loss, damage or expense caused by reliance on the 

information or advice in this document to any third parties. BMT Asia Pacific Ltd. also assumes no responsibility and shall not be liable for 

any loss, damage or expense caused by reliance on the information or advice in this document to the client unless the same is proved to 

have arisen solely from the negligence or wilful default of BMT Asia Pacific Ltd in which case our contractual limit of liability shall apply. 

 



食物及衛生局 瑪麗醫院新醫院大樓天台直升機坪  

工程項目簡介 

 

 

彼安托亞太顧問, 參考編號: R9081/01 第一版, 日期: 2015 年 2月 17日 第 i 頁 

 

 

目錄 

1 基本介紹基本介紹基本介紹基本介紹 1 

1.1 項目名稱 1 

1.2 工程項目之目的及性質 1 

1.2.1 目的 1 

1.2.2 項目性質 1 

1.3 工程項目倡議人 1 

1.4 工地位置、工程項目規模及工地歷史 2 

1.5 在瑪麗醫院建議天台直升機坪的需求 2 

1.6 涵蓋的指定工程數目和類別 3 

1.7 聯繫人姓名及電話號碼 3 

2 規劃及實施時間表大綱規劃及實施時間表大綱規劃及實施時間表大綱規劃及實施時間表大綱 5 

2.1 工程實施及時間表 5 

2.2 其他相關工程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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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3.1 興建階段 6 

3.1.1 空氣質素 6 

3.1.2 噪音 6 

3.1.3 水質管制 7 

3.1.4 廢物管理 7 

3.1.5 生態 7 

3.1.6 文化遺產 7 

3.1.7 景觀及視覺 7 

3.2 運作階段 7 

3.2.1 空氣質素 7 

3.2.2 噪音 8 

3.2.3 水質管制 9 

3.2.4 廢物管理 9 

3.2.5 生態 9 

3.2.6 景觀及視覺 10 

3.2.7 文化遺產 10 

4 周邊環境的周邊環境的周邊環境的周邊環境的主要元素主要元素主要元素主要元素 11 



食物及衛生局 瑪麗醫院新醫院大樓天台直升機坪  

工程項目簡介 

 

 

彼安托亞太顧問, 參考編號: R9081/01 第一版, 日期: 2015 年 2月 17日 第 ii 頁 

 

 

4.1 現有的敏感受體／部分天然環境 11 

4.2 影響選址環境的主要元素 11 

5 將納入設計中的環保措施將納入設計中的環保措施將納入設計中的環保措施將納入設計中的環保措施 12 

5.1 興建階段 12 

5.1.1 空氣質素 12 

5.1.2 噪音 12 

5.1.3 水質管制 12 

5.1.4 廢物管理 12 

5.1.5 生態 12 

5.1.6 文化遺產 12 

5.1.7 景觀及視覺 12 

5.2 運作期間 12 

5.2.1 空氣質素 12 

5.2.2 噪音 13 

5.2.3 水質管制 13 

5.2.4 廢物管理 13 

5.2.5 生態 13 

5.2.6 文化遺產 13 

5.2.7 景觀及視覺 13 

6 使用之前獲批准的環境影響評估報告使用之前獲批准的環境影響評估報告使用之前獲批准的環境影響評估報告使用之前獲批准的環境影響評估報告 14 

6.1.1 南丫島榕樹灣直升機升降坪環境影響評估報告 14 

6.1.2 坪洲直升機升降坪環境影響評估報告 14 

 



食物及衛生局 瑪麗醫院新醫院大樓天台直升機坪  

工程項目簡介 

 

 

彼安托亞太顧問, 參考編號: R9081/01 第一版, 日期: 2015 年 2月 17日 第 iii 頁 

 

 

附圖附圖附圖附圖目錄目錄目錄目錄 

圖 1.1  工程項目位置 

 

附表附表附表附表 

表 3.1  日間建築活動噪音標準（非管制時段） 

表 3.2  直升機噪音概述 - 用於規劃的噪音標準 

 

 

 

 

 

 

 



食物及衛生局 瑪麗醫院新醫院大樓天台直升機坪  

工程項目簡介 

 

 

彼安托亞太顧問, 參考編號: R9081/01 第一版, 日期: 2015 年 2月 17日 第 1 頁 

 

 

1 基本介紹基本介紹基本介紹基本介紹 

1.1 項目名稱項目名稱項目名稱項目名稱 

擬建的工程項目名為「瑪麗醫院新醫院大樓天台直升機坪」（下稱「工程項目」） 

1.2 工工工工程項目程項目程項目程項目之之之之目的及性質目的及性質目的及性質目的及性質 

1.2.1 目的 

瑪麗醫院（下稱「該院」）是一所具有完善醫療設施，為社區提供創傷治療和器官

移植的急症醫院。為了能將傷病者迅速送抵醫院以得到及時和適當的治療，擬議於

新醫院大樓天台興建一個直升機坪，從而加強對應急服務的整體效率和效益。此

外，該院亦可就突發嚴重事故利用擬建的直升機坪安排醫療團隊到事故現場作實地

救援工作。 

1.2.2 項目性質 

擬建之直升機坪只限用作政府飛行服務隊所提供的緊急救援服務（包括疏散運送死

傷者、搜索及救援行動，以及移植器官緊急運送），並且禁止用作一切商業用途。 

擬建之直升機坪將興建在該院擬建之新醫院大樓天台之上。而工程之設計將會完全

依照《國際民用航空組織標準直升機場設計》及《政府飛行服務隊直升機升降場指

引》。  

根據《環境影響評估條例》附表 2 第 1 部，本工程項目（不包括計劃興建的「瑪麗

醫院新醫院大樓」）屬於 B.2 類所指的「在現有的或計劃中的住宅發展 300米內的直

升機升降場」之指定工程項目。 

1.3 工程項目倡議人工程項目倡議人工程項目倡議人工程項目倡議人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食物及衞生局局長為是次工程項目之倡議人。 

建築署將會代表工程項目倡議人興建是項工程。醫院管理局則負責管理該院新醫院

大樓及其天台的直升機坪之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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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工地位置工地位置工地位置工地位置、、、、工程項目規模及工程項目規模及工程項目規模及工程項目規模及工地工地工地工地歷歷歷歷史史史史 

工地位置  

擬建之直升機坪將位於現時瑪麗醫院範圍內北端擬建中的「瑪麗醫院新醫院大樓」

天台之上。（見圖 1.1）。 

工程項目規模 

擬建的直升機坪將根據政府飛行服務隊直升降場指引建造。擬建直升機坪會建於約

288 米主水平基準以上，直徑約為 40 米，但確實的面積可能因實際場地的限制而有

所改變。  

工地歷史 

擬建的直升機坪位於薄扶林的瑪麗醫院，該位置在薄扶林分區計劃大綱核准圖–編

號 S/H10/15 上，已被法定規劃為「政府、機構或社區」用途。  

1.5 在在在在瑪麗醫院瑪麗醫院瑪麗醫院瑪麗醫院建議建議建議建議天天天天台直升機坪台直升機坪台直升機坪台直升機坪的的的的需求需求需求需求 

瑪麗醫院棣屬醫院管理局的港島西聯網，是區內一所主要的急症醫院，擁有逾 1,600

張病床。該院既為中西區及南區超過 531,000 市民服務，也為本港其他地區不少病

人提供治療。瑪麗醫院提供全面的急症治療和第三層醫療服務，包括 24 小時急症室

服務、住院服務、日間護理及康復服務，以及涵蓋不同專科及附屬專科服務。 

作為香港大學李嘉誠醫學院的教學醫院，瑪麗醫院配備了最先進的醫療設備，並負

責提供專業的臨床訓練、研發創新科技和進行嶄新療法的臨床試驗。 此外，瑪麗醫

院也是全港第三層和第四層的醫療服務轉介中心，當中包括許多複雜和進階的醫療

服務，如器官移植、初生嬰兒深切治療、心臟護理、燒傷、整形外科和腦外科等。

自 2003 年 7 月起，瑪麗已成為在香港唯一的指定肝臟移植中心，提供世界級水準的

肝臟移植服務。瑪麗醫院的急症室也是全港指定的五所創傷治療中心之一。  

 

考慮到瑪麗醫院是一所主要的急症醫院、創傷治療和器官移植中心，於緊急或特殊

情況下，擬建的直升機坪能幫助醫院更迅速及有效地接收傷病者以得到適當的治

療，並及時接收捐贈器官。這對市民有莫大裨益。確保廣大市民能得到最好的緊急

服務是本工程的首要考慮因素。擬建的直升機坪能為該院提升應急服務的整體效率

和效益。此外，擬建的直升機坪能為緊急服務帶來以下優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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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置優勢 

目前於離島的傷病者會視情況緩急，經由直升機直接送往東區尤德夫人那打素醫院

（東區醫院）或灣仔直升機坪再轉送到瑪麗醫院。對於由香港的南方和西南方，如

長洲，南丫島，喜靈洲，石鼓洲等地區運送傷病者，該院擬建的直升機坪是一個理

想的降落地點。如該院設有直升機坪，可大大縮短由上述地區運送傷病者到巿區醫

院的飛行時間，從而增加傷病者的存活機會。例如事故發生在香港島的西南部，運

送傷病者到該院比東區醫院可節省 4 分鐘的飛行時間。因此在危急情況下， 該院擬

建的直升機坪可以縮短傷病者的運送時間。  

多人傷亡運送 

當有重大災害發生並涉及大量的傷病者時，該院擬建的直升機坪可作為其中一個緊

急支援降落地點，以同時應付運送多人傷亡的情況，有效控制災難事故。  

惡劣天氣備用選址  

當天氣條件惡劣，包括能見度低、雲層高度低或強風等情況，在東區醫院的直升機

坪可能不適用作直升機升降之用 。特別於春季，當大霧天氣從公海帶到香港以東，

將降低直升機飛行時的能見度。所以於春天時份，直升機比較適合前往香港西面，

天氣條件相對較好的地區。而該院擬建的直升機坪就能為空中救護和救援任務提供

一個良好的著陸點。 

1.6 涵蓋的指定工程數目和類別涵蓋的指定工程數目和類別涵蓋的指定工程數目和類別涵蓋的指定工程數目和類別 

根據《環境影響評估條例》附表 2 第 1 部，本工程項目（不包括計劃興建的「瑪麗

醫院新醫院大樓」）屬於 B.2 類所指的「在現有的或計劃中的住宅發展 300 米內的

直升機升降場」之指定工程項目。 

1.7 聯繫人姓名及電話號碼聯繫人姓名及電話號碼聯繫人姓名及電話號碼聯繫人姓名及電話號碼     

食物及衛生局 (衞生)   

總行政主任 (衞生) – 湯玉卿女士   

電話:  3509 8973 

傳真:  2840 04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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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署 

總工程策劃經理 – 翟榮邦先生  

電話:  2867 3570 

傳真:  2804 68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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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規劃及實施時間表大綱 

2.1 工程實施及時間表工程實施及時間表工程實施及時間表工程實施及時間表 

是次工程項目由建築署負責計劃及執行。  

彼安托亞太顧問有限公司被委任為負責根據《環境影響評估條例》對擬建之直升機

坪（工程項目）進行環境影響評估研究的顧問公司。 

是項工程將包括最後階段之油漆工序、支架和設備安裝。所有直升機坪的相關結構

將安裝在該院的新醫院大樓天台之上。 

醫院管理局將負責直升機坪的運作、管理和維護。直升機坪只限政府飛行服務隊用

作提供緊急服務。  

以下是有關工程項目計劃和執行的暫定程序： 

• 規劃／批核及設計   2014 年初 至 2017 年底  

• 興建（瑪麗醫院擬建新醫院大樓）  2017 年底 至 2024 年 

• 興建（擬建直升機坪）   2021 至 2024 年 

• 直升機坪啓用／運作    2024 年 

 

2.2 其他相關工程其他相關工程其他相關工程其他相關工程 

沒有其他相關工程在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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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對環境可能造成的影響 

3.1 興建階段興建階段興建階段興建階段 

3.1.1 空氣質素空氣質素空氣質素空氣質素 

氣體排放／灰塵／氣味 

預料在興建階段，本工程將不會產生顯著的氣體排放及氣味。而且，承建商在施工

期間將採用在《空氣污染管制（建造工程塵埃）規例》中建議的防塵措施，以把所

產生的塵埃減至最少。因此，在興建階段將不會產生顯著的塵埃散發。 

3.1.2 噪噪噪噪音音音音     

嘈吵運作／晚間操作  

在工程項目的施工期間，機動設備將會用作興建擬建直升機坪。機動設備運作時所

產生的噪音可能有潛在機會影響附近噪音感應強的地方。工程將不會在管制時段進

行。  

《環境影響評估程序的技術備忘錄》附件 5 表 1B 中所列的噪音標準會用作評估在非

管制時段（即非星期日及非公眾假期日子的 07:00 至 19:00）施工所產生的噪音影

響，並盡量符合所列的噪音標準。（見表 3.1）。 

 

 表 3.1 日間建築活動噪音標準（非管制時段）  

 

 

 

 

 

雖然工程期間會帶來噪音影響，但由於工程只涉及安裝支架、升降平台、照明系統

及消防設備，預計只有輕微的噪音影響。必要時亦會實施噪音緩解措施。 因此，在

施工期間不會有顯著噪音影響。 

 

 

噪音感應強的地方噪音感應強的地方噪音感應強的地方噪音感應強的地方 噪音水平噪音水平噪音水平噪音水平 Leq(30 分鐘分鐘分鐘分鐘) 分貝分貝分貝分貝(A) 

所有住宅樓宇，包括臨時房屋，酒店和旅館  75 

學校 
70 

65 （考試期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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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 水質管制水質管制水質管制水質管制  

污水、排放物或受污染的徑流  

在施工期間只有少量污水產生，主要來自少量混凝土工程和安裝支架的徑流和污

水。從施工現場產生的任何污水將被攔截和處理，以符合《水污染管制條例》的排

放標準。故此，在施工階段不會產生顯著的水質影響。 

3.1.4 廢物廢物廢物廢物管理管理管理管理  

廢棄物及副產物的產生 

在施工期間，工程合約會要求承建商實施良好的建築手法和適當的廢物處理程序，

所以在施工期間將不會構成顯著的建築廢物問題。 

生產、儲存、使用、處理、運輸、及危險性廢棄物處置 

在施工期間，工地將不會設有任何燃料添加或儲存設施、或產生任何其他危險性物

品或廢棄物。 

3.1.5 生態生態生態生態 

擬建的直升機坪將在該院擬建的新醫院大樓天台上興建，工地遠離自然棲息地，也

沒有工程在郊野公園進行。因此， 在施工期間不會構成生態影響。 

3.1.6 文化遺產文化遺產文化遺產文化遺產 

工程項目附近沒有發現有文化遺產。  

3.1.73.1.73.1.73.1.7 景觀景觀景觀景觀及視覺及視覺及視覺及視覺    

擬建的直升機坪將在該院擬建新醫院大樓的天台上興建，大約在 288 米主水平基準

以上，鄰近山坡，而且施工面積較小。因此在施工階段不會對景觀和視覺有顯著影

響。 

3.2 運作階段運作階段運作階段運作階段 

3.2.1 空氣質素空氣質素空氣質素空氣質素 

氣體排放／灰塵／氣味  

預料在運作期間，擬建的直升機坪不會產生明顯的氣體排放、灰塵及氣味。至於直

升機所排出的氣體排放物亦會被其旋翼有效地驅散，因此所造成的環境影響將會極

輕微。有關方面亦會謹慎選擇位於該院擬建新醫院大樓天台的通風口位置，以避免

直升機的氣體排放物對該院造成影響。 

擬建的直升機坪將不會附設燃料添加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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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噪噪噪噪音音音音 

嘈吵運作／晚間操作 

擬建的直升機坪只供政府飛行服務隊用作緊急服務（包括疏散運送死傷者、搜索及

救援行動和緊急運送移植器官），不會容許作任何商業性飛行活動。該直升機坪將

會二十四小時按需求提供服務。 

超級美洲豹 AS332 L2 直升機及歐洲直升機公司 EC155 B1 直升機將會使用擬建的

直升機坪。由於直升機的噪音會做成某程度上的滋擾，因此在規劃上須十分謹慎。

直升機的靠近／降落、起飛、及直升機坪上或上空的機動動作均會造成噪音。本環

境評估研究將會就擬建的直升機坪之運作對鄰近噪音感應強的地方所造成的即時最

高聲壓水平–最高聲級（ Lmax ）作出評估，必要時亦會建議措施以緩減直升機坪

運作造成的影響。 

《環境影響評估程序的技術備忘錄》附件 5 表 1A 中所列的噪音標準會用作評估在運

作期間所產生的噪音，以符合日間（即 07:00至 19:00）易受噪音影響的用途准許的

最高噪音聲級。（見表 3.2) 

表 3.2 直升機噪音概述 - 用於規劃的噪音標準 

一般用途一般用途一般用途一般用途 直升機直升機直升機直升機    

噪噪噪噪    音音音音    LLLLmaxmaxmaxmax    分貝分貝分貝分貝    (A)(A)(A)(A)    

07:00    至至至至    19:00    小時小時小時小時 

- 所有住宅樓宇 (包括臨時房屋);  

- 酒店及旅舍 

- 教育機構包括幼稚園、托兒所及其他不須使用輔助擴

音器的地方 

- 公眾崇拜的地方及法院 

- 醫院、診 所、療養院及養老院、診病室、病房 

85 

-  辦公室 90 

        註:       (1) 上 述 標 準 適 用 於 靠 開 啟 窗 戶 通 氣 的 地 方。 

                   (2) 上 述 標 準 應 視 為 從 外 牆 以 外 １ 米 處 的 最 高 許 可 聲 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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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 

由於擬建的直升機坪只限作緊急用途，直升機坪的運作對交通將不會造成任何影

響。 

3.2.3 水質水質水質水質管制管制管制管制 

污水、排放物或受污染的徑流 

直升機坪將會按照消防處要求裝設滅火泡沫系統用作應付緊急火警事故。然而，由

於消防系統供應僅用作緊急用途，預計只有小量泡沫和水的混合物排出。因此，不

會造成明顯水質問題。 

擬建的直升機坪將不會附設燃料添加設施。由於不會產生污水、排放物或受污染的

徑流，因此並不構成明顯水質問題。  

3.2.4 廢物廢物廢物廢物管理管理管理管理 

廢棄物及副產物的產生 

擬建的直升機坪只限於緊急情況時用作運送傷病者接受治療和接收捐贈器官，因此

將不會產生任何廢棄物及副產物。 

生產、儲存、使用、處理、運輸、及危險性廢棄物處置  

擬建的直升機坪將不會設置任何燃料添加或儲存設施、或產生任何其他危險性物品

或廢棄物。 

3.2.5 生態生態生態生態 

擬建的直升機坪將在該院擬建的新醫院大樓天台上興建，預計運作期間不會影響鄰

近易受影響的生態環境及野生生物，包括龍虎山及薄扶林郊野公園的鳥類和陸地動

物。根據政府飛行服務隊所提供的資料，在過去五年送往東區醫院的救援行動，每

年平均有 162宗於白天進行，而有 85宗則於晚上進行。擬建的直升機坪將只用作緊

急服務，飛行服務隊將會考慮各種因素（如意外事發的位置和天氣條件），選擇東

區醫院或該院擬建的直升機坪作為適當的降落點。預計該院直升機坪的使用頻率是

低的。  

在運作期間，噪音和眩光對生態環境有潛在影響。然而，直升機在停機坪的操作時

間短暫，只有大約 5 至 7 分鐘，因此不會對附近環境造成永久性的影響。當在夜間

運作時，照明燈光的方向只會對向直升機坪。預計燈光不會對在郊野公園的動物有

所影響。   

直升機的航道將不會行經郊野公園區域。根據政府飛行服務隊的經驗，直升機甚少

會與雀鳥相撞。直升機機長亦會盡避免直升機與雀鳥產生碰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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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擬建的直升機坪將建於在大約 288 米主水平基準以上的高度，陸地動物難以到

達。因此，不會對附近的環境構成生態影響。  

3.2.6 景觀及視覺景觀及視覺景觀及視覺景觀及視覺 

擬建的直升機坪本身並不是一個干擾性的結構，且將興建在該院的新醫院大樓天台

之上 (約 288 米主水平基準以上)，鄰近山體，因此不會影響附近環境的景觀和視

覺。 

然而，在運作期間將會使用高光度照明。眩光有可能會對附近民居造成的視覺影

響。有關影響將會在環境影響評估作詳細研究。 

3.2.7 文化遺產文化遺產文化遺產文化遺產 

工程項目附近沒有發現有文化遺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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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周邊環境的主要元素 

4.1 現有的敏感受體現有的敏感受體現有的敏感受體現有的敏感受體／／／／部分天然環境部分天然環境部分天然環境部分天然環境 

由於擬建的直升機坪將會設於該院的新醫院大樓之天台，對敏感的自然環境（例如

水敏感受體、漁場、野生動物棲息地等）將不會構成影響。 

如上文提及直升機所發出的噪音和眩光將會是次工程項目構成的主要環境問題。因

此，這工程項目的環境影響評估研究將會深入探討噪音和眩光對敏感受體的影響。 

初步的地區檢視發現以下在擬建直升機坪附近 300 米範圍內噪音感應強的部分地

區 ： 

• 香港大學宿舍偉倫堂 

• 香港大學宿舍何善衡夫人堂  

• 香港大學宿舍利希慎堂 

• 瑪麗醫院護士宿舍Ａ座 

有部分噪音感應強的設施由於位於直升機飛行航道下（擬建直升機坪的東北至西和

西南至南），因此有可能因直升機飛行時發出的噪音而受到影響，有關詳情將會在

工程項目的環境影響評估研究將會深入探討。 

除以上提及的建築物和該院，薄扶林郊野公園的一條行山徑也是視覺敏感的地區，

公園裏的動物亦有機會受到眩光影響。 

4.2 影響選址環境的主要元素影響選址環境的主要元素影響選址環境的主要元素影響選址環境的主要元素 

選址的附近環境中沒有影響工程項目（擬建的直升機坪）的主要元素。有關方面將

會聯同建築署和政府飛行服務隊一同設計直升機的航道，以避免或盡可能減低對鄰

近現有或規劃中的住宅發展造成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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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將納入設計中的環保措施 

5.1 興建階段興建階段興建階段興建階段 

5.1.1 空氣質素空氣質素空氣質素空氣質素 

為了減低散發塵埃，承建商將會根據合約條款實施《空氣污染管制（建造工程塵

埃）規例》所建議的塵埃消減措施，以減少潛在散發塵埃的影響。 

5.1.2 噪音噪音噪音噪音 

良好的施工程序和實踐一般的建築噪音緩解措施，例如放置嘈雜設備於遠離噪音感

應強的地方，使用低噪音設備和隔音屏障／隔音罩，以盡量減少噪音的影響。 

5.1.3 水質水質水質水質管制管制管制管制 

在施工期間，工地所產生的污水在排放前將會被攔截和處理，以符合《水污染管制

條例》的排放標準。 

5.1.4 廢物管理廢物管理廢物管理廢物管理 

在施工期間，承建商將會實施良好的建築手法和適當的廢物管理措施以減低影響。  

工程將不會產生化學廢物（ 如石油、燃料和電池），因此，不需要實施緩解措施。 

5.1.5 生態生態生態生態 

工程項目將不會構成顯著的生態問題。因此，不需要實施緩解措施。 

5.1.6 文化遺產文化遺產文化遺產文化遺產 

工程項目對文化遺產將不會構成顯著的問題。因此，不需要實施緩解措施。 

5.1.7 景觀及視覺景觀及視覺景觀及視覺景觀及視覺 

工程項目將不會構成顯著的景觀及視覺問題。因此，不需要實施緩解措施。 

5.2 運作期間運作期間運作期間運作期間 

5.2.1 空氣質素空氣質素空氣質素空氣質素  

工程項目將不會構成顯著的空氣質素問題。因此，不需要實施緩解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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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2 噪音噪音噪音噪音  

環境影響評估研究將會對直升機所發出的噪音進行評估，如有需要亦會建議緩解噪

音影響的措施，優化直升機飛行航道以遠離鄰近住宅地區。考慮到未來的住宅大廈

發展、高度限制、地勢和現有的住宅地區位置，政府飛行服務隊將會就直升機飛行

航道設計進行試驗及提供意見。   

5.2.3 水質水質水質水質管制管制管制管制  

消防系統將需要進行常規／年檢的測試和維護，以確保系統是妥善裝備的，使之能

夠處理在直升機坪的緊急火警事故。  

在運作期間直升機坪不會有污水流出。因此將不會構成顯著的水質問題。因此，不

需要實施緩解措施。 

5.2.4 廢物管理廢物管理廢物管理廢物管理  

工程項目將不會產生顯著的廢物及副產物問題。因此，不需要實施緩解措施。 

5.2.5 生態生態生態生態  

工程項目將不會構成顯著的生態問題。因此，不需要實施緩解措施。 

5.2.6 文化遺產文化遺產文化遺產文化遺產  

工程項目對文化遺產將不會構成顯著的問題。因此，不需要實施緩解措施。 

5.2.7 景觀及視覺景觀及視覺景觀及視覺景觀及視覺  

工程項目將不會構成顯著的景觀及視覺問題。照明系統將會謹慎設計以避免運作時

眩光對鄰近地區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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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使用之前獲批准的環境影響評估報告 
 

6.1.1 南丫島榕樹灣直升機升降坪環境影響評估報告南丫島榕樹灣直升機升降坪環境影響評估報告南丫島榕樹灣直升機升降坪環境影響評估報告南丫島榕樹灣直升機升降坪環境影響評估報告 

環境影響評估條例登記編號 : EIA-114/2005 

獲批准日期: 2006 年 1 月 19 日 

涉及的環境範疇: 

在編號 EIA-114/2005 的環評報告中曾提及有關工程在興建及運作階段時所造成的環

境影響，包括空氣、噪音、廢物處理、水質、生態及文化遺產方面。 

有關的調查結果及建議的緩解措施 

以上環評報告中有關直升機噪音的調查結果能切合這工程項目的環境影響評估研

究。編號 EIA-114/2005 的環評報告提出了一些緩解措施，包括減少直升機航道的角

度、選擇最理想的直升機坪位置、在最低密度地區重新將飛行航道校直、及盡可能

避免使用較嘈吵的直升機型號（如超級美洲豹 AS332 L2）。由於現時對於在緊急情

況時使用的直升機噪音沒有一個特定的管制標準，因此這報告對有關直升機的噪音

在日間及晚間所造成的影響進行了評估。這些調查結果適用於是次工程項目的環境

影響評估研究，亦會被引用於評估報告之內。 

6.1.2 坪洲直升機升降坪環境影響評估報告坪洲直升機升降坪環境影響評估報告坪洲直升機升降坪環境影響評估報告坪洲直升機升降坪環境影響評估報告 

環境影響評估條例登記編號 :  EIA-107/2005 

獲批准日期 : 2005 年 8 月 25 日 

涉及的環境範疇: 

在編號 EIA-107/2005 的環評報告中曾提及有關工程在興建及運作階段時所造成的環

境影響，包括空氣、噪音、廢物處理、水質、生態、漁業及文化遺產方面。 

有關的調查結果及建議的緩解措施 

以上環評報告中有關直升機噪音的調查結果能切合這工程項目的環境影響評估研

究。編號 EIA-107/2005 的環評報告提出了一些緩解措施，包括減少直升機航道的角

度、選擇最理想的直升機坪位置、在最低密度地區重新將飛行航道校直、及盡可能

避免倏用較嘈吵的直升機型號（如超級美洲豹 AS332 L2）。由於現時對於在緊急情

況時使用的直升機噪音沒有一個特定的管制標準，因此這報告對有關直升機的噪音

在日間及晚間所造成的影響進行了評估。這些調查結果適用於是次工程項目的環境

影響評估研究，亦會被引用於是次環境影響評估報告之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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