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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基本資料 

 

1.1 工程項目名稱 

 

1.1.1 東平洲碼頭改善工程(以下簡稱「工程項目」 )。 

 

1.2 工程項目的目的及性質 

 

背景 

1.2.1 一項政策，「改善碼頭計劃」，已於二零一七年一月的《二零一七年施政報告》

中提出。計劃旨在分階段提升多個位處偏遠地方的現有公共碼頭的結構和設

施，方便市民及遊客前住一些偏遠的郊遊景點及自然遺產。 計劃亦可回應地

區人士的訴求，照顧一些倚靠船隻出入的村民及漁民作業的基本需要。首階段

計劃將會涵蓋約 10個位於新界及離島區的公共碼頭。  

 

1.2.2 政府已由發展局牽頭成立了一個跨局及跨部門的「改善碼頭計劃委員會」(委

員會)。委員會審視了位於新界及離島的公共碼頭，從多個角度及通盤考慮各

項因素，包括公共安全、通往附近郊遊景點和自然遺產的暢達程度、地區訴求、

碼頭現時的使用量以及技術可行性等因素，並建議於計劃首階段優先開展 10

個位於偏遠地方的擬議碼頭項目。東平洲公眾碼頭是其中之一個擬議的碼頭項

目。 

 

1.2.3 東平洲以獨特的海岸地形和美麗的海底石珊瑚群落而著名，每年吸引不少遊

客。東平洲公眾碼頭上落船的通道狹窄及未能滿足現時的基本需要，所以有必

要進行改善工程以改善碼頭的現有設施。 

 

1.2.4 我們擬備此工程項目簡介，以便就工程項目向環境保護署署長申請環評研究概

要。 

 

1.3 工程項目倡議人名稱 

 

1.3.1 本工程項目倡議人為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土木工程拓展署土木工程處改善碼

頭工程組。 

 

1.4 工程項目的地點和規模及場地歷史 

 

1.4.1 本工程項目地點位於東平洲東北岸，面對平洲海。項目位於東平洲海岸公園範

圍內，其中小部分範圍是在平洲「具特殊科學價值地點」內。本工程項目亦鄰

近船灣郊野公園(擴建部分)，此郊野公園位於香港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地質

公園內。因為有見平洲的地質價值，所以在 1979 年平洲已被劃訂為「具特殊

科學價值的地點」。東平洲碼頭改善工程的位置圖載於附件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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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 現有碼頭主要供渡輪和船隻使用。碼頭長 98米，由三個組件構成：(1)長 49 米

的砌石堤道； (2)長 35 米的鋼／混凝土混合橋身，以 2 米直徑混凝土柱裝及

墩帽支撐；以及(3)長 14米、闊 5 .5 米的方塊墩帽，設有兩個上落平台及上蓋。

碼頭上落船的通道狹窄，未能滿足現時的基本需要。現有碼頭的圖片載於附件

B。 

 

1.4.3 本工程項目的暫訂工程主要包含以下各項: 

 

(a) 提供以樁柱支撐由鋼鐵架構組成的臨時登岸浮躉及臨時船隻停泊設施，供

公眾在施工期間使用； 

(b) 使用樁柱式地基改善現有碼頭以擴闊墩帽及上落船的通道； 

(c) 如需要，拆卸部分現有的碼頭結構；以及 

(d) 完成改善工程後拆卸臨時登岸浮躉及臨時船隻停泊設施。 

 

1.5 指定工程項目數目及種類 

 

1.5.1 工程是《環境影響評估條例》附表 2 第 1 部第 Q.1條下的指定工程項目； 

 

Q.1 “包括下述項目在內的全部工程項目：新通路、鐵路、下水道、污水處理

設施、土木工事、挖泥工程及其他建築工程，而該等項目部分或全部位於現有

的郊野公園或特別地區或經憲報刊登的建議中的郊野公園或特別地區、自然保

育區、現有的海岸公園或海岸保護區或經憲報刊登的建議中的海岸公園或海岸

保護區、文化遺產地點和具有特別科學價值的地點” 

 

本工程項目地點位於現有海岸公園內，即東平洲海岸公園，其中小部分範圍是

在平洲「具特殊科學價值地點」內。 

 

1.6 聯絡人姓名及電話號碼 

 

1.6.1 如對工程有任何查詢，可聯絡下述人員: 

 

香港 

九龍公主道 101號 

土木工程拓展署大樓 4樓 

土木工程拓展署 

改善碼頭工程組 

 

翁忠濱 先生 (項目副組長) 

電話 : 2762 5576 

傳真 : 2714 20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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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規劃大綱及計劃的執行 

 

2.1 工程項目的實施及時間表 

 

2.1.1 我們將會委聘顧問進行本工程項目的法定環境影響評估。 

 

2.1.2 建造工程將會以工程合約委任承建商施工。  

 

2.1.3 初步設計(包括環境影響評估)目標於 2021 年完成。隨後我們會進行本工程項

目的詳細設計及建造工程並目標於 2025年完成。 

 

2.2 與其他工程計劃的關連 

 

2.2.1 下列工程項目可能與本工程項目有關連。此列表將在環境影響評估階段中再作

檢討，以確保把當時的持份者提供的關連工程項目全部納入考慮中。 

 

(i) 中華電力有限公司太陽能及小型風力渦輪項目；以及 

(ii) 環保協進會海水化淡項目。 

 

3. 對環境可能造成的影響 

 

3.1 空氣質素 

 

施工期間 

3.1.1 因為只涉及小型土方工程，不會引致嚴重的塵埃污染問題。至於重建碼頭產生

的少量塵埃，須遵從《空氣污染管制(建造工程塵埃)規例》，以免影響空氣質

素。 

 

運作期間 

3.1.2 預計運作期間不會有潛在空氣質素影響。 

 

3.2 噪音 

 

施工期間 

3.2.1 對噪音敏感受體的潛在影響主要是來自相關的建築活動及機動設備。預計本工

程項目不會涉及場外存放區及場外工地。本工程項目所涉及的潛在建築活動包

括拆卸及重建現有碼頭、提供及拆卸臨時碼頭、及相關工程。工地鄰近噪音敏

感受體(船灣郊野公園(擴建部分))，與下一個最接近的噪音敏感受體(即平洲大

塘) 相距約 170米。在實際可行的情況下，會規劃機動設備，拆卸物料及拆建

廢料的運輸路線，以盡量減少對噪音敏感受體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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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環評報告將會研究及處理在施工期間的建築噪音影響。 

 

運作期間 

3.2.3 預計運作期間不會有潛在噪音影響。 

 

3.3 水質 

 

施工期間 

3.3.1 打樁，提供及拆卸臨時船隻停泊設施及拆卸工程產生的泥水和廢水可能會影響

東平洲海岸公園的水質。工地範圍產生的廢水倘處理不善，亦會影響水質。環

評報告將會建議適當的減緩措施，如設立隔泥幕，提供化糞式廁所及把汚水運

送至渠務署運作的污水處理廠處理。 

 

運作期間 

3.3.2 預計運作期間不會有潛在對水質的影響。 

 

3.4 土地污染 

 

3.4.1 預計工程地點不會有潛在土地污染。環評報告將會評審及處理工程地點過去的

泄漏或漏油事件的紀錄，土地污染問題和相關的影響。 

 

3.5 生態 

 

施工期間 

3.5.1 本工程項目地點位於東平洲海岸公園範圍內，擬議地點遍佈珊瑚。碼頭改善工

程包括但不限於擬議的重建碼頭，提供臨時碼頭及相關工程，可能會直接影響

珊瑚生境或令其有所損失。珊瑚可能受打樁及其地陸上工地產生的泥水及廢水

影響。 

 

3.5.2 取得最新的珊瑚調查結果後，應審視及更新珊瑚狀況，採取減緩措施以避免／

減低對珊瑚的影響及進行珊瑚監測工作。 

 

3.5.3 在施工期間有關對海洋生態（如潮間帶、潮下帶、底棲生境和珊瑚群落等）及

東平洲海岸公園整體功能的潛在影響將會在環評報告內研究及處理。環評報告

將會建議適當的減緩措施，包括但不限於水質監測及由專家在施工前，施工期

間及完成施工後在海岸公園範圍內進行的珊瑚監測。 

 

運作期間 

3.5.4 在擬議項目運作期間對生態的潛在影響（包括水質及因海上交通、船艇活動和

遊客活動造成的干擾）以及對東平洲海岸公園整體功能的潛在影響將會在環評

報告內研究及處理。在《海岸公園條例》及《海岸公園及海岸保護區規例》的

管制下，海岸公園範圍內不得進行可能導致水污染及對海岸公園造成妨擾的活

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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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漁業 

 

施工期間 

3.6.1 環評報告將會研究及處理在擬議項目的施工期間對漁業資源及其他漁業敏感

受體造成的直接及間接影響，包括但不限於水質及其他干擾等因素。 

 

運作期間 

3.6.2 環評報告將會研究及處理在擬議項目的運作期間因海上交通、船艇活動及遊客

活動對漁業資源及其他漁業敏感受體造成的直接及間接影響，包括但不限於水

質及其他干擾等因素。 

 

3.7 廢物管理 

 

施工期間 

3.7.1 施工期間將產生拆建物料。打樁工程及工地範圍會產生少量固體廢料。廢料主

要是不可循環再用的挖掘海沙、石粒和廢物，必須卸置於堆填區。有關的潛在

影響將會在環評報告內處理。  

 

3.7.2 建築工人會產生一般垃圾，包括食物渣滓、廢紙、空容器等。如沒有妥善維修

和定期清理廢物站，垃圾可能會對環境構成不良影響，例如產生異味、垃圾隨

風飛揚、滋生害蟲等。 

 

運作期間 

3.7.3 本工程項目在運作期間所產生的廢物，預計不會造成不良影響。 

 

3.8 文化遺產 

 

施工期間 

3.8.1 由於屬三級歷史建築物的譚大仙廟及天后宮(東平洲)與本工程項目分別相距

約 480米及 570米，所以預計因興建碼頭對該譚大仙廟及天后宮(東平洲)的潛

在影響只屬輕微。 

 

3.8.2 由於碼頭改善工程涉及海事工程。而東平洲的現有海床從未進行過海洋考古勘

察，因此沒有任何有關該區海床的海洋考古潛在價值資料。為了確定對海洋考

古造成的影響，須進行海洋考古勘察鑒定任何海洋考古資源及擬定減緩措施，

如擬定減緩措施時，應先諮詢古物古蹟辦事處。 

 

運作期間 

3.8.3 本工程項目在運作期間預計不會對文化遺產造成直接或間接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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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景觀及視覺 

 

施工期間 

3.9.1 各項建造工程包括海事工程、地盤寫字樓、建造機械等，將會造成景觀及視覺

的影響。然而，這些影響都屬於臨時性質，可以透過使用適當的減緩措施而得

以緩和。有關對景觀及視覺的潛在影響包括海岸景觀影響及眩光／室外燈光影

響將會在環評報告內研究及處理。 

 

運作期間 

3.9.2 本工程項目或會對東平洲造成景觀及視覺的影響。有關對景觀及視覺的潛在影

響包括海岸景觀影響及眩光／室外燈光影響將會在環評報告內研究及處理。 

 

3.10 危害 

 

3.10.1 本工程項目不會涉及危險品的使用，工地附近並沒有貯存相當數量的危險品。

本工程項目在施工及運作期間預計不會產生生命危害。 

 

4. 周圍環境的主要元素 

 

4.1 概述 

 

4.1.1 本工程項目地點位於東平洲東北岸，面對平洲海，在東平洲海岸公園範圍內，

其中小部分範圍是在平洲「具特殊科學價值地點」內。本工程項目亦鄰近船灣

郊野公園(擴建部分)，郊野公園位於香港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地質公園內。

因平洲的地質被肯定為有重要性，所以在 1979 年平洲被劃訂為「具特殊科學

價值的地點」。可能受到擬議工程項目影響的現有及計劃設置的主要敏感受體

及感應強的地方，包括但不限於下列各項︰ 

 

(i) 東平洲海岸公園； 

(ii) 船灣郊野公園(擴建部分)； 

(iii) 香港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地質公園； 

(iv) 平洲「具特殊科學價值地點」； 

(v) 海岸保護區； 

(vi) 珊瑚群落；以及 

(vii) 相距現有碼頭約 170米的現有鄉村平洲大塘。 

 

4.1.2 在本工程項目地區目前的土地用途，除現有東平洲公眾碼頭外，普遍屬鄉郊地

區。工地位於東平洲海岸公園範圍內。現有鄉村平洲大塘及船灣郊野公園(擴

建部分)位於工地以西。周圍範圍可能影響擬議進行工程地區的污染物來源只

屬最輕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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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空氣質素 

 

4.2.1 在本工程項目地點附近的空氣敏感受體包括：船灣郊野公園(擴建部分)及相距

工地約 170米的現有鄉村平洲大塘。 

 

4.3 噪音 

 

4.3.1 在本工程項目地點附近的噪音敏感受體包括：船灣郊野公園(擴建部分)及相距

工地約 170米的現有鄉村平洲大塘。 

 

4.4 水質 

 

4.4.1 本工程項目可能會影響工地範圍內及附近多個水質敏感受體。有潛在機會受影

響的水質敏感受體包括︰ 

(i) 東平洲海岸公園； 

(ii) 海洋生物，包括珊瑚群落的水生生境；以及 

(iii) 漁業資源及其他漁業敏感受體。 

 

4.5 生態 

 

4.5.1 本工程項目地點位於東平洲海岸公園範圍內，擬議地點遍佈珊瑚。根據《環境

影響評估條例》下《環境評估程序的技術備忘錄附件 16(註 1)》，東平洲海岸

公園被確認為有存護價值的地點。成立東平洲海岸公園的目的是為了保護該水

域中記錄到的石珊瑚品種，東平洲海岸公園是全港記錄到石珊瑚品種最多及覆

蓋範圍最廣泛的地點之一。現有東平洲公眾碼頭的兩旁亦錄得頗高的石珊瑚覆

蓋率。 

 

4.5.2 東平洲海岸公園有著豐富及多樣性的海洋生物，尤其珊瑚群落。需要詳細評估

及研究海洋生態資源尤其珊瑚群落所受的影響。 

 

4.5.3 由於最近在工地範圍附近的調查(在過去的工程項目簡介 PP-222/2004《東平洲

公眾碼頭改善工程》下以珊瑚分佈圖製作方法進行)在 2004年進行，應由珊瑚

專家進行潛水調查，更新及提供足夠及準確的生態數據，以便對擬議的發展所

產生的潛在生態影響進行識別，預測和評估。取得最新的珊瑚調查結果後，應

審視及更新珊瑚狀況，採取減緩措施以避免／減低對珊瑚的影響，及進行珊瑚

監測工作。 

 

4.5.4 本工程項目部份工地位於平洲分區計劃大綱草圖編號 S/NE-PC/1 上的海岸保

護區地帶。此地帶內主要包括沙灘，海岸植物和扁平沉積岩層。此地帶的規劃

意向，是保育、保護和保留天然海岸線，以及易受影響的天然海岸環境，包括

具吸引力的地質特色、地理形貌，或在景觀、風景或生態方面價值高的地方，

而地帶內的建築發展，會維持在最低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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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漁業 

 

4.6.1 本工程項目地點位於東平洲海岸公園範圍內。為了保護和保育海洋生態和資

源，海岸公園範圍內是禁止進行捕魚活動，但持有郊野公園及海岸公園管理局

發出的捕魚許可證的人士除外。 

 

4.7 文化遺產 

 

4.7.1 譚大仙廟及天后宮(東平洲)屬三級歷史建築物與本工程項目分別相距約 480

米及 570米。海洋考古勘察會鑒定任何海洋考古資源。 

 

4.8 景觀及視覺 

 

4.8.1 本工程項目地點鄰近船灣郊野公園(擴建部分)，郊野公園位於香港聯合國教科

文組織世界地質公園內及與平洲大塘相距約 170米。潛在的視覺敏感受體包括

遊客及東平洲的當地村民。 

 

5. 納入設計中的環境保護措施以及任何其他對環境的影響 

 

5.1 概述 

 

5.1.1 環評會探討有關工程項目對環境的影響 (累計影響及本工程項目引起的影

響)，以及建議合適的減緩措施，並設法使本工程項目所建議的工程項目符合

環境標準且具成本效益。如有任何剩餘影響，有關影響會限制在可予接受的範

圍內。在施工和運作期間，會進行環境監察和審核，以處理工程項目所建議推

展的工程可能會引致的潛在影響，並會視乎環境影響評估研究的結果，將以下

減緩措施納入本工程項目的設計和建造工作內。 

 

5.2 空氣質素 

 

施工期間 

5.2.1 為免對空氣質素造成不良影響，在適用的情況下應實施《空氣污染管制 (建造

工程塵埃)規例》〈第 311R章〉所訂明的管制措施，以抑制塵埃從工地排散。 

 

運作期間 

5.2.2 由於本工程項目不會對空氣質素造成嚴重影響，所以沒有所需的減緩措施。 

 

5.3 噪音 

 

施工期間 

5.3.1 在本工程項目的工程合約中，將會加入環境保護署建議在建築合約訂明的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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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條款，及環評報告進一步建議的減緩措施(如有) ，以確保承建商實施良

好的工地作業模式，盡量減低噪音。建造工程預期不會在管制時間(晚上 7 時

到早上 7時) ，星期日及公眾假期進行。這可以把施工噪音對船灣郊野公園(擴

建部分) 在旅遊高峰期做成的影響將減至最低。倘工程因無法預料的情況下，

須在管制時間內施行，工程須由《噪音管制條例》以簽發建築噪音許可證的制

度及條款來管制。在實際可行的情況下，會規劃機動設備，拆卸物料及拆建廢

料的運輸路線，以盡量減少對噪音敏感受體的影響。 

 

運作期間 

5.3.2 由於本工程項目不會對噪音造成嚴重影響，所以沒有所需的減緩措施。 

 

5.4 水質 

 

施工期間 

5.4.1 在合適及可行的情況下，採納根據環境保護署發出的《專業人士環保事務諮詢

委員會專業守則》第 1/94 號《建築工地的排水渠》和《為施工合約建議的污

染控制條款》，預防或減緩海事工程，提供及拆卸臨時船隻停泊設施及拆卸工

程產生的水污染。與本工程項目有關的措施包括但不限於下列各項： 

 

(i) 在進行打樁工程及任何其他拆卸或建造工程而產生懸浮固體導致對海水

的影響前應設立隔泥幕； 

(ii) 不會在工地及工作範圍排放污水。須提供化糞式廁所及把工程產生的污水

運送至渠務署運作的污水處理廠處理； 

(iii) 打樁工程使用的水須儲存於躉船內，然後循環再用於打樁工程。打樁工程

竣工後，根據《水污染管制條例》， 在領有有效卸置牌照的情況下，把循

環再用的污水排放於場外；以及 

(iv) 施行海事工程前，在附近水域進行基線水質監察，以取得基線資料，供日

後監察工作之用。在整段施工期，頻密地定期監察水質，以確保海事工程

及拆卸工程可能構成的水質影響在既定的環保指引及標準範圍內。包括但

不限於渾濁度、溶氧及懸浮固體水平等參數均予監察。水質監察計劃的詳

情將另行提交。水質監察人員須具有有關方面的專業經驗。在申請環境許

可證前，會向環境保護署署長提交詳細的環境監察及審核計劃。 

 

運作期間 

5.4.2 由於本工程項目不會對水質造成嚴重影響，所以沒有所需的減緩措施。 

 

5.5 生態  

 

施工期間 

5.5.1 參考先前的工程項目簡介 PP-222/2004《東平洲公眾碼頭改善工程》，在適用

的情況下應在不同的施工期間考慮下列減緩措施: 

 

(1) 打樁工程 

(a) 在樁柱周圍設立隔泥幕，避免鑽探時產生的泥水流至附近的易受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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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混有泥漿狀碎石的污水須以躉船儲存，然後循環再用於打樁工

程。 

(b) 樁柱灌漿產生的廢水須先在躉船的沉積池處理，然後根據《水污染管

制條例》， 在領有有效卸置牌照的情況下，把廢水卸置於場外。 

(c) 為確保珊瑚群落不受影響或使受影響的珊瑚群落數量減至最少，在設

立隔泥幕時，應有珊瑚專家在水中監察。 

 

(2) 拆卸工程 

(a) 現場須有珊瑚專家監察，以評估拆卸工程會否影響活珊瑚。監測細節

將會在環評報告內研究。 

(b) 須在步橋下設立臨時工作平台，作為拆卸廢料的收集池。臨時工作平

台不應設在有珊瑚群落的海床。在施行拆卸工程的平台周圍，設立帆

布帷幕，但不可妨礙附近珊瑚群落得到充足的陽光。 

 

(3) 建議的躉船工作區 

(a) 所有躉船活動須局限於駐地盤監督人員或珊瑚專家同意的範圍內。為

免影響珊瑚，並須在適當地點設立標誌浮標，防止工作躉船進入淺水

區。 

(b) 根據香港法例第 476A章《海岸公園及海岸保護區規例》第 11 條，除

非是根據和按照許可證的規定或是在郊野公園及海岸公園管理局總監

所提供的碇泊浮標或碇泊地點，不得在海岸公園或海岸保護區內將船

隻碇泊或下錨。  

 

(4) 生態監察及減緩措施 

(a) 由珊瑚專家在工地範圍及附近進行詳細的珊瑚調查工作，調查在項目

範圍內有否石珊瑚或其他具重要價值的品種。如在詳細調查中發現石

珊瑚，應進行珊瑚移植及／或其他減緩措施和進行跟進的監察工作。 

(b) 為了評估工程對珊瑚生境的影響(如有)和採取相關的改善措施，施工前

後及施工時均需監察珊瑚的情況。至於珊瑚監察的方法、地點及次數，

會諮詢漁農自然護理署。 

(c) 如果對珊瑚的影響屬無可避免，則應採用減緩措施以減低這些影響，

例如：移植具重要價值的品種、避免使用撞擊式打樁等。本工程項目

將採取良好的工地操作，以減少潛在的間接影響。 

(d) 取得最新的珊瑚調查結果後，應審視及更新珊瑚狀況，採取減緩措施

以避免／減低對珊瑚的影響及進行珊瑚監測工作。 

 

5.5.2 施工期間對珊瑚及東平洲海岸公園的影響將會在環評報告內研究及處理。如在

詳細調查中發現在項目範圍內有石珊瑚，應進行珊瑚移植及／或其他減緩措施

和進行跟進監察工作。 

 

運作期間 

5.5.3 若有效地實施以上措施，本工程項目在運作期間將不會有剩餘的生態影響。運

作期間海上交通對珊瑚及東平洲海岸公園的影響將會在環評報告內研究及處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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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漁業 

 

施工期間 

5.6.1 施工期間對漁業的影響將會在環評報告內研究及處理，在適用的情況下會建議

合適的減緩措施（如採取良好的工地操作、水質減緩措施）。 

 

運作期間 

5.6.2 運作期間對漁業的影響將會在環評報告內研究及處理，在適用的情況下會建議

合適的減緩措施。 

 

5.7 廢物管理 

 

施工期間 

5.7.1 本工程項目會實施適當的廢物管理措施，減少在建造工程中所產生的拆建物

料。我們會實施合適及可行的廢物管理措施，包括： 

 

(i) 盡可能於工地把建築廢物和碎料妥善分類及再用；以及 

(ii) 實施妥善措施及工地管理措施，防止非法傾倒非惰性拆建物料，以及規劃

及記錄廢物管理及棄置活動。 

 

運作期間 

5.7.2 廢物管理不會受到影響。 

 

5.8 景觀及視覺 

 

施工期間 

5.8.1 工程不會嚴重影響景觀。然而，以下合適及可行的減緩措施仍會實施，以減低

工程項目對景觀及視覺所造成的影響： 

 

(i) 盡量減少工地及工程範圍； 

(ii) 會適當地遮擋工程範圍；以及 

(iii) 適當地貯存建築器材／設備和建築物料，使其不致對景觀構成影響。 

 

運作期間 

5.8.2 郊野公園及海岸公園委員會將審批項目的園景設計及建築設計、色調、物料批

盪及紋理。我們已諮詢相關持份者包括大埔區區議會(交通及運輸委員會)、學

術界、非政府組織，有關意見將會在即將進行的技術研究處理。有關園景及建

築設計對景觀及視覺的潛在影響及緩減措施將會在環評報告內研究及處理。 

 

5.9 文化遺產 

 

5.9.1 由於本工程項目不會對文化遺產包括屬三級歷史建築物的譚大仙廟及天后宮

(東平洲)造成嚴重影響，所以沒有所需的減緩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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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2 若證實工程地點的海床具有考古潛質，便應先諮詢古物古蹟辦事處從而擬定具

體的減緩措施，以減少工程對海洋考古資源的潛在影響。對海洋考古資源的影

響將會在環評報告內研究及處理。 

 

5.10 環境影響可能的嚴重性、分佈及持續時間及進一步影響 

 

5.10.1 研究將根據評估結果而釐訂有效的控制和緩減措施，使影響保持至可接受水

準。環評亦將考慮及處理可能的環境影響的嚴重性、分佈和時間影響例如有利

與不利、短期與長期、次生與誘發以及累積與越境影響等。公衆諮詢的主要結

果等亦將於環評中予以記錄。 

 

6. 使用先前通過的環境影響評估報告 

 

本工程項目並沒有先前獲《環境影響評估條例》通過的環評估報告。然而，本

工程簡介內參考先前通過的工程項目簡介 PP-222/2004《東平洲公眾碼頭改善

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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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B–現有碼頭的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