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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基本資料 

1.1 工程項目名稱 

1.1.1 本工程項目名為“獅子山隧道改善工程”（以下稱為“本工程項目”） 

1.2 工程項目的目的及性質 

1.2.1 啟用已逾 40 年的獅子山隧道，是市區的主要幹道，由兩條隧道管道組成，每條

管道均有兩條行車線。目前，隧道結構已明顯老化。由於隧道的交通流量很大，

每天只可以在晚間封閉數小時，並不足夠進行全面維修和強化工程。 

1.2.2 獅子山隧道屬舊式設計，在很多方面都未能符合最新標準，包括防水、空間尺

寸（例如通行高度和闊度）、煙霧排除、疏散設施、耐久性、交通管制及監察系

統等。兩條現有的隧道管道都需要進行全面翻新工程，令獅子山隧道能夠符合

現行標準，並延長其使用期，以及改善隧道環境和道路安全水平。 

1.2.3 由於獅子山隧道目前的容車量未能應付繁忙時段的交通需求，因此其連接道路

會出現較長的車龍，其中包括位於沙田的獅子山隧道公路，以及位於九龍的龍

翔道和窩打老道。因此有需要在可行的情況下增加獅子山隧道及其連接路的容

車量，使這條接連沙田和九龍的重要通道的交通更流暢。 

1.3 工程項目倡議人名稱 

1.3.1 本工程項目的倡議者是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路政署。 

1.4 工程項目的地點及規模 

1.4.1 本工程項目的位置，載於圖則第 60604728/R42a/700 – 704 號。本工程項目的研

究範圍包括：獅子山隧道、獅子山隧道公路（包括位於九龍及沙田的路段），博

康邨附近一段沙田路、世界花園附近一段紅梅谷路和松柏路，以及連接獅子山

隧道公路的一小段窩打老道。 

1.4.2 擬議的工程項目包括建造一條新的隧道管道，以便其後翻新/重建兩條現有管道，

擴闊連接路和進行相關工程。詳情如下： 

(a) 在兩條現有隧道管道之間，建造一條長約1.4公里的行車隧道，並建造貫通新

隧道管道和現有隧道管道的緊急逃生通道。 

(b) 按照最新標準，全面翻新/重建獅子山隧道的現有隧道管道，包括隧道內壁、

設備和配件； 

(c) 為翻新和新建的隧道管道提供運作所需的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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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重置五條位於現有隧道管道內的大口徑輸水管；和受隧道翻新工程影響的相關

水務設施； 

(e) 改建收費廣場，並裝設電子收費系統所需的設備和設施； 

(f) 重置隧道運作所需要的建築物，包括行政大樓、通風機樓等； 

(g) 把介乎龍翔道交匯處連接路與獅子山隧道九龍出入口之間的一段獅子山隧道

公路，擴闊為三線雙程行車道；並擴闊橫跨龍翔道的現有行車天橋； 

(h) 把位於沙田，介乎隧道收費廣場與豐盛苑之間的一段獅子山隧道公路，以及博

康邨附近一段沙田路，擴闊為三線雙程行車道； 

(i) 建造一條橫跨松柏路的行車天橋，作為紅梅谷路連接路的一部份，並改建紅梅

谷路與松柏路交界的路口。 

(j) 重置受道路擴闊工程影響的行人天橋； 

(k) 裝設隔音屏障／隔音罩，以緩解本工程項目對噪音感應強的地方造成的噪音影

響；及 

(l) 各項附屬工程，包括斜坡工程、道路照明、排水系統、園景工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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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工程項目涉及建造和營運行車隧道／公路和相關連接路。按《環境影響評估

條例》附表 2 第一部，本工程項目屬於下列幾類指定工程項目： 

(a) 第 A.1 項- 屬快速公路、幹道、主要幹路或地區幹路的道路，包括新路及

對現有道路作重大擴建或改善的部分。現時的獅子山隧道和獅子山隧道公

路，分別屬於幹道和快速公路。所以，擬議進行的工程，例如新隧道管道

的建造工程和獅子山隧道公路的擴闊工程，均屬於“對現有道路作重大擴

建或改善的部分”； 

(b) 第 A.7 項 - 入口之間的長度超過 800 米的行車隧道或鐵路隧道。擬議新建

的隧道管道長約 1.4 公里； 

(c) 第 Q.1 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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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擬議新建的部份隧道和部份獅子山隧道公路的擴闊工程，均位於獅子山郊

野公園範圍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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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聯絡人 

1.6.1 有關本工程項目的詳情，請聯絡： 

(a) 姓名： 周振邦先生 

  職位： 路政署主要工程管理處高級工程師 

  地址： 九龍何文田忠孝街八十八號何文田政府合署三樓 

  電話： 2762 3508 

  傳真： 2714 5289 

 

(b) 姓名： 林詠菁女士 

  職位： 路政署主要工程管理處工程師 

  地址： 九龍何文田忠孝街八十八號何文田政府合署三樓 

  電話： 2762 3570 

  傳真： 2714 52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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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計劃大綱及計劃的執行 

2.1 項目名稱和實施計劃 

2.1.1 本工程項目會以“工務計劃項目第 6876TH 號”的名稱進行。現時已委任顧問就

本工程項目進行勘查研究，其中包括環境影響評估（環評）。當工程項目的詳細

設計完成後，將會委任承包商進行建造工程。 

2.2 工程計劃 

2.2.1 暫定的實施計劃如下： 

(a) 勘察和初步設計：  2019 年第二季至 2021 年第三季 

(b) 委聘顧問公司：  2021 年第三季 

(c) 詳細設計及招標：  2021 年第三季開始 

(d) 施工：  有待確定 

(e) 啟用及運作：  有待確定 

2.2.2 實施本工程項目的組合方式和計劃，會在勘察和詳細設計階段予以確定，並會

考慮工地的一般情況和相關的技術研究結果。 

2.3 與其他工程項目的互相影響 

2.3.1 由土木工程拓展署管理的“沙田 T4 號主幹路優化方案及附屬改善工程”，會

對博康邨附近的沙田路進行大型改善工程。該項工程與本工程項目須要互相配合。

兩個項目之間會有地下道路、高架結構和高架道路互相連接。本工程項目在準備進

行環境影響評估時，會與土木工程拓展署保持緊密聯繫，以確保環評研究會適當地

反映兩個工程項目可能造成的累積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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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對環境可能造成的影響 

3.1 本工程項目的環境影響 

3.1.1 根據初步設計，本工程項目在概念上會由下列元素組成： 

• 高架橋樑／高架道路／行人天橋 

• 陸上隧道 

• 地面道路 

• 收費廣場改建 

• 通風機樓 

• 行政大樓和其他輔助建築物 

3.1.2 本工程項目會進行多項陸上建築工程，包括工地清理、土方工程、拆卸工程、

打樁或地基工程、建造陸上隧道、高架橋樑、高架道路、行人天橋、道路擴闊

工程、現有隧道管道的翻新／重建工程、重新裝設輸水管和相關水務設施、通

風機樓、行政大樓和其他輔助建築物、改建收費廣場、裝設隔音屏障／隔音罩，

以及進行斜坡工程、排水工程和園景工程等。 

3.1.3 預計本工程項目在施工和運作階段，會對附近的敏感受體造成潛在環境影響，

例如空氣質素、噪音、水質、生態、廢物管理、生命危害、文化遺產、景觀及

視覺影響等。各項潛在環境影響均會在以下各節中探討。詳細的影響評估工作，

則會在環評研究中進行。 

3.2 空氣質素 

3.2.1 在施工階段，主要的施工活動會包括平整工地、拆卸工程、建造高架橋樑／行

人天橋、陸地隧道和行政大樓／通風機樓、改建收費廣場和擴闊地面道路。挖

掘工程和搬運物料等工作，都會對易受空氣污染影響的受體造成潛在空氣質素

影響。工地平整工程和建築工程，則可能產生建築塵埃。 

3.2.2 在運作階段，研究地區內可能造成空氣質素影響的主要污染來源包括：在現有

和擬建道路露天路段的車輛廢氣、隧道出入口溢出的廢氣、隧道通風機樓所排

放的廢氣。 

3.3 噪音 

3.3.1 本工程項目在施工階段對噪音感應強的地方可能造成的噪音影響來自各種施工

活動和機動設備，包括碎石機、挖掘機、卡車、流動起重機、混凝土攪拌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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震動機、壓路機等。隧道鑽挖機的運作，亦是產生噪音的主要施工活動之一。

此外，亦需考慮任何晚間工程可能造成的影響。 

3.3.2 在運作階段的噪音，主要來自公路和隧道出入口的道路交通，以及通風機樓和

機械式的隧道通風系統。 

3.4 水質 

3.4.1 在施工階段的主要水質影響，會來自一般施工活動、工地徑流、意外溢漏，以

及由施工人員、挖掘工程和現場暫時存放的挖出物料等所產生的污水。 

3.4.2 在運作階段的潛在水污染來源包括：橋樑／高架道路的路面徑流、來往車輛的

意外溢漏、工程車輛的清洗和維修活動、行政大樓員工所產生的廢水、大樓所

產生的徑流，例如在暴雨期間沖刷外牆後的雨水。此外，亦會考慮在同期運作

的其他工程項目可能產生的累積水質影響。 

3.5 生態 

3.5.1 各項擬議工程（例如工地平整工程）在施工階段可能造成的直接影響包括：林

地、天然／半天然水道和植林區等生境的消失。各項擬議工程可能產生的間接

影響（例如塵埃、噪音、震動、工地徑流等），均會影響工程地點附近的地面

生境和相關生物。此外，以鑽挖法建造隧道時，可能會令地下水位下降及／或

令地面河溪（例如獅子山郊野公園）的水流改變。 

3.5.2 獅子山隧道改善工程（例如把位於九龍的現有獅子山隧道公路擴闊為三線雙程

道路）在運作階段，會產生噪音和眩光，並增加人為滋擾，因此，有可能令各

類動物（例如鳥類）受到滋擾，而減少使用相關生境。 

3.5.3 環評研究將會就本工程項目擬於具保育價值地點（例如獅子山郊野公園）進行

的工程，識別在施工和運作期間潛在的直接和間接影響，並進行全面評估。同

時，亦會盡量避免產生任何不可接受的不良影響。若有需要，會實施其他可行

措施，以防止有關工程造成這類影響。 

3.6 廢物管理 

3.6.1 在施工階段可能產生廢物的主要活動包括：挖掘工程、隧道建造工程（例如使

用隧道鑽挖機）、拆卸工程和構築物建造工程。這類活動通常會產生的廢物包

括：拆卸和建造工作產生的惰性物料（惰性拆建物料）、非惰性拆建物料、非

可循環再造拆建物料、化學廢物和一般垃圾。 

3.6.2 在運作階段，隧道通風機樓和行政大樓均會產生一般垃圾和化學廢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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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生命危害 

3.7.1 本工程項目的工程區，會位於沙田濾水廠的諮詢區內。由於該濾水廠會以容量

達一公噸的儲存鼓存放具危險性的氯，因此屬於“具有潛在危險的裝置”。該廠四

周設有諮詢區，以該廠為中心，覆蓋半徑達 1000 米，包括位於該廠上方 150 米

以下的範圍。 

3.7.2 本工程項目無需使用爆炸品，因此項目地點及附近均不會儲存這類物品。預料

本工程項目不會因為使用爆炸品而危害生命。 

3.8 文化遺產 

3.8.1 本工程項目不會進入任何具考古研究價值地點和法定古蹟的範圍內，但在距離

項目工地邊界 50 米的範圍內，有兩個文化遺產資源，包括：曾大屋（一級歷史

建築）和前九廣鐵路的筆架山隧道（由古物古蹟辦事處訂定為政府文物地點）。

曾大屋位於本工程項目邊界外約 15 米之處，而前九廣鐵路的筆架山隧道則在項

目邊界附近。對這些文化遺產資源可能造成的任何直接或間接影響，均會在環

評研究中處理。 

3.8.2 兩項建築物遺產均位於擬議擴闊或改建的道路和隧道沿線範圍外，因此，本工

程項目不會對這些文化遺產資源造成直接影響。按照古物古蹟辦事處的意見，

本工程項目無需進行文物影響評估。然而，本工程項目會按照《環境影響評估

條例》的要求，進行文化遺產影響評估，以便評估各項擬議工程對相關文化遺

產的潛在影響。在文化遺產影響評估中，會建議適當的緩解措施，例如在曾大

屋附近路段的工地邊界，設置圍欄／圍板，務求減少潛在間接影響。 

3.9 景觀與視覺 

3.9.1 在施工階段會造成景觀影響的來源包括各類直接影響，例如各項建築工程和相

關的斜坡工程；其中包括工地清理和挖掘工程，及可能需要進行的植物和樹木

清理工作；以及各種間接影響，例如建築車輛令交通流量增加、鋪設公用設施、

工地臨時進出區、重型機械、道路交通更擠塞和旱季期間所產生的塵埃。在視

覺影響方面，由於各項建築工程都會沿著現有道路進行，因此不會對有關地區

造成顯著的不良視覺影響。未經緩解的視覺影響可能包括悅目的景觀被遮擋、

現有視野的視覺質素下降，以及建築工程與四周景物在視覺上不協調。 

3.9.2 本工程項目在運作階段可能造成的景觀影響，會來自運作中的隧道，因為車輛

進出隧道時排放的廢氣會影響毗鄰土地上和路邊的植物。在視覺影響方面，現

有道路的擴闊工程和其他擬建構築物（即新行政大樓和通風機樓），均會造成

視覺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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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周圍環境的主要元素 

4.1 概論 

4.1.1 本項目的工程區位於九龍和沙田兩區的相連邊界。它沿著窩打老道北段和獅子

山隧道公路，穿過獅子山，並伸延至沙田路的西段。兩個地區的邊界沿線，有

大量住宅用地；而在獅子山山腳則有康樂用地。 

4.1.2 按照本工程項目附近的現有發展情況，已找到多個現有的敏感受體。至於其他

潛在敏感受體，亦會在環評研究中加以識別。該項環評研究會進行詳細勘察和

調查，藉以評估這些敏感受體受到本工程項目影響的具體情況。 

4.2 空氣質素 

4.2.1 將會進行空氣質素影響評估的研究區，會包括距離擬建道路邊界 500 米以內的

範圍。環評研究對所有可能會受到本工程項目影響的潛在易受空氣污染影響的

受體，都會加以評估，其中包括： 

• 在九龍一側：住宅用地 – 柏園、星輝豪庭、尚御、龍翔苑、已規劃的

住宅項目（NKIL 6579）；康樂用地 - 獅子山公園、龍翔道公園、廣播

道花園； 

• 在沙田一側：住宅用地 – 嘉田苑、名家匯、世界花園、沙田頭村、豐

盛苑、沙田頭新村、新田圍邨、景田苑、隔田村、紅梅谷道村屋、博康

邨、曾大屋、作壆坑新邨；教育機構 – 沙田官立小學、基督書院；護

理設施 – 仁安醫院；康樂用地 – 紅梅谷燒烤場。 

4.2.2 上述各個潛在 易受空氣污染影響的受體 的位置，均展示於 圖則第

60604728/R42a/705 號。上文所列的易受空氣污染影響的受體，僅作說明之用，

並非全部。在環評研究中會識別更多潛在易受空氣污染影響的受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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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噪音 

4.3.1 將會進行噪音影響評估的研究區，會包括距離擬建道路邊界 300 米以內的範圍。

可能受到本工程項目影響的潛在噪音感應強的地方包括： 

• 在九龍一側：住宅用地 - 柏園、星輝豪庭、龍翔苑、麗景樓和蟠龍閣、

已規劃的住宅項目（NKIL 6579）； 

• 在沙田一側：住宅用地 – 嘉田苑、聚龍居、瑞豐花園、名家匯、世界

花園、沙田頭村、豐盛苑、沙田頭新村、新田圍邨、景田苑、隔田村、

金獅花園、紅梅谷道村屋、博康邨、曾大屋、作壆坑新邨；教育機構 – 

沙田官立小學、基督書院；醫院 – 仁安醫院。 

• 郊野公園 – 獅子山郊野公園 

4.3.2 除了獅子山郊野公園，上述各個潛在噪音感應強的地方的位置，均展示於圖則

第 60604728/R42a/706 號 ， 獅 子 山 郊 野 公 園 範 圍 則 展 示 於 圖 則 第

60604728/R42a/708 號。上文所列的噪音感應強的地方，僅作說明之用，並非全

部。在環評研究中會識別更多潛在噪音感應強的地方。 

4.4 水質 

4.4.1 在本工程項目附近的潛在水質敏感受體包括： 

• 位於地龍口的淡水河溪； 

• 位於沙田濾水廠旁的田心明渠； 

• 觀音山河； 

• 位於獅子山的水道； 

• 位於沙田頭新村的水道； 

• 位於畢架山的水道； 

• 獅子山郊野公園；及 

• 畢架山具特殊科學價值地點。 

4.4.2 上述各個潛在水質敏感受體的位置，均展示於圖則第 60604728/R42a/707 號。當

中並沒有已規劃的水質敏感受體。 

4.5 生態 

4.5.1 在項目地點 500 米範圍內已知的潛在生態敏感受體包括（請參閱圖則第

60604728/R42a/708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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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獅子山郊野公園； 

• 畢架山具特殊科學價值地點； 

• 天然和半天然生境，包括林地和溪澗（例如觀音山澗、地龍口的溪澗）；

及 

• 位於城門河岸的現有和潛在鷺鳥渡宿棲息地。 

4.6 生命危害 

4.6.1 沙田濾水廠會在容量達一公噸的儲存鼓內，存放具危險性的氯，因此屬於“具有

潛在危險的裝置”。該廠四周設有諮詢區，以該廠的加氯室為中心，覆蓋半徑達

1000 米，包括位於該廠上方 150 米以下的範圍。根據最新的設計，部份工程區

會位於具有潛在危險的裝置的諮詢區內。儲存量達 190 噸的加氯室距離本工程

項目約 580 米。因此，可能需要進行生命危害評估，藉以評估沙田濾水廠在本

工程項目的施工階段，對建築工人構成的風險，以及在運作階段對已增多的道

路使用者造成的風險。 

4.7 文化遺產 

4.7.1 從圖則第 60604728/R42a/709 號可見，曾大屋（一級歷史建築）和前九廣鐵路筆

架山隧道（由古物古蹟辦事處識別的政府文物地點），均位於工程區的 50 米範

圍內。在項目工地內或其附近，都沒有找到任何法定古蹟和具考古研究價值的

地點。 

4.8 景觀與視覺 

4.8.1 潛在的景觀及視覺敏感受體包括： 

景觀敏感受體 

• 獅子山郊野公園； 

• 沿著獅子山隧道公路的路邊和斜坡種植的植物； 

• 次生林地；及 

• 水道／澗溪。 

視覺敏感受體 

• 沿著獅子山隧道公路、沙田路和在窩打老道／龍翔道交界處附近的住宅

區內居民；及 

• 衛奕信徑（第五段）。 



獅子山隊道改善工程  路政署 

工程項目簡介  二零一九年九月 

Page 11 of 15 

 

5. 納入設計中的環境保護措施和其他環境影響 

5.1 本工程項目的緩解措施 

5.1.1 本工程項目在施工和運作階段，都會採用可行和有效的緩解措施，務求能夠減

少項目對敏感受體造成的環境影響。 

5.2 空氣質素 

5.2.1 本工程項目在施工期間，會按照《空氣污染管制（建造工程塵埃）規例》（311R

章）的規定，妥當地實施適當的塵埃緩解措施和良好施工方法，藉此減少飄散

的塵埃。可能實施的主要措施包括： 

• 在所有外露和無鋪築的地面定時洒水，特別是在天氣乾燥時； 

• 經常洒水，特別是在塵埃較多的施工區和在接近敏感受體的地區； 

• 以不透水的薄片覆蓋所有被挖出或堆放的多塵物料，或對物料洒水以保

持表面全部濕潤； 

• 在工地的出口設置車輪清洗設施； 

• 離開工地的車輛若載有多塵物料，都必須加上覆蓋；及 

• 盡量減少切削斜坡的範圍。 

5.2.2 本工程項目會實施《空氣污染管制 (非道路移動機械) (排放) 規例》所要求的措

施，以便在施工階段控制由非道路用的流動機械可能產生的廢氣。 

5.2.3 本工程項目在運作階段，會考慮在污染的來源和受體之間設置緩衝區，並會把

通風機樓安排在遠離受體的位置，以便減少對受體的空氣質素影響；並會視乎

勘察和評估結果，找出更多緩解措施。 

5.3 噪音 

5.3.1 為了在施工期間減少施工噪音對附近敏感受體的影響，可以實施下列主要措

施： 

• 使用低噪音機械，及為建築設備配置滅音器或消音器； 

• 使用流動式臨時隔音屏障，以便遮擋比較固定的機動設備所產生的噪

音； 

• 沿著工地邊界裝設臨時隔音結構，或特製的隔音屏障； 

• 採用良好施工方法，例如把高噪音機械朝向遠離附近噪音感應強的地方

的方向、把高噪音的工作盡量安排在受影響受體最少的時間進行、為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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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機器進行妥善保養、設計低噪音的工作方法，並進行定期噪音監察；

及 

• 妥善規劃建築車輛的行駛路線。 

5.3.2 部份路段可能需要裝設隔音罩／隔音屏障和低噪音路面，藉以緩解運作階段的

噪音影響。有關細節，需視乎詳細勘察結果而定。通風機樓的通風窗應朝向遠

離毗鄰噪音感應強的地方的方向。本工程項目會實施直接的噪音緩解措施，包

括為通風機樓裝設滅音器、吸音通風窗和吸音罩。通風機樓的正面，應該有足

夠的隔音功能。 

5.4 水質 

5.4.1 為了在施工期間減少對附近敏感受體的水質影響，可以實施下列主要緩解措

施： 

• 符合由環保署發出的專業守則1/94“建築工地的排水渠”和“為建造合

約建議之污染控制條款”； 

• 應該採用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工程技術通告第 5/2005 號：《保護天然河溪

免受建造工程影響》；及 

• 應該妥當地收集由建築工地產生的所有徑流，並加以處理，以確保流出

物能夠符合《水污染管制條例》的要求。提供隔沙池和集油器，以便清

除廢水中的汽油、潤滑劑、油脂、淤泥、砂礫和碎屑，然後才輸送至公

眾排水系統。 

• 被挖出的物料在被運送至堆填區棄置之前，或被其他建築工地重新再用

之前，會在現場暫時堆放。應該把這些物料加以覆蓋，以免固體廢料被

雨水沖散，並帶進排水系統內。同時，亦會盡快把現場的挖出物料加以

處置。 

5.4.2 在運作期間，會採用下列措施來減少附近水質敏感受體所受到的水質影響。此

外，亦會依循《專業人士環保事務諮詢委員會專業守則 5/93 號：須經環境保護

署評核的排水渠工程計劃》所要求的方法。 

• 擋隔路面徑流； 

• 行政大樓為工程車輛進行清洗和保養工作所排放的廢水，都必須經過油

／砂收集器或隔濾室，以便清除當中的汽油、油脂和沉積物，然後才排

進公眾雨水渠或污水收集系統；及 

• 對於通風系統保養工作所產生的廢水，會以活性碳過濾設施進行前期處

理，然後才排進污水收集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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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生態 

5.5.1 本工程項目會盡可能避免進入生態敏感地點（例如獅子山郊野公園、筆架山具

特殊科學價值地點）或進入動物和植物的重要生境。此外，也會盡可能避免造

成其他直接和間接影響。倘若沒法避免，便何考慮採用下列各項緩解措施，務

求減少有關的生態影響，或作出補償： 

• 把建築工程限制在一個特定地區或季節； 

• 採用另一種設計或施工方法； 

• 移植具保育價值的植物品種；及 

• 對於沒法避免的生境損失，按照“一物換一物”的原則加以補償。 

5.5.2 在上文的 5.2.1、5.3.1 和 5.4.2 各節所闡述的良好施工方法和減少空氣污染、水

質污染和噪音的緩解措施，均可減少本工程項目對生態資源造成的潛在間接影

響。 

5.6 廢物管理 

5.6.1 廢物管理架構，旨在減少產生廢物。倘若未能避免產生廢物，便會在開始進行

挖掘和建造工程之前，先擬定可以納入本工程項目中的物料／廢物管理計劃，

當中羅列各種可以減少產生廢棄物的方法，包括重新再用、循環再造、與其他

工程項目的廢物處置計劃作出協調，並對預期會產生的廢棄物料闡述相關的處

理、儲存、運送和處置方法。 

5.6.2 在運作階段，必須僱用廢物收集商，負責每天清除由行政大樓和通風機樓產生

的一般垃圾和化學廢物。 

5.6.3 預料本工程項目不會有土地污染問題。需要進行詳細評估，務求了解各個擬議

發展項目是否有潛在土地污染問題。 

5.7 生命危害 

5.7.1 必須擬訂適當的緩解措施，包括有關本工程項目工程區在緊急情況下的應對／

疏散計劃。若有必要，亦應定期為所有相關人員進行應急訓練／演習。 

5.8 文化遺產 

5.8.1 本工程項目會進行文化遺產影響評估，以便評估本項目對文化遺產資源可能造

成的直接和間接影響。同時亦會盡可能避免影響文化遺產。倘若沒法避免影響，

便會建議適當的緩解措施，務求能夠減少對文化遺產造成的影響，並會在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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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先取得古物古蹟辦事處同意。在文化遺產影響評估中，會建議適當措施，

例如在相關路段的工地邊界架設圍欄／圍板，務求減少潛在間接影響。 

5.9 景觀與視覺 

5.9.1 本工程項目會全面檢討各項緩解措施，務求能夠減少施工和運作階段的景觀及

視覺影響。可供考慮的緩解措施如下： 

在施工階段 

• 在進行各項結構物的建造工程前，為光禿的地面進行臨時綠化； 

• 在建築工地和現有地區之間的交界處，架設圍板； 

• 在相關的景觀敏感受體處，預早形成種植區，並在動工前進行種植工作；

及 

• 為道路擴闊工程擬訂合理的走綫，務求減少影響現有樹木。 

在運作階段 

• 為隧道出入口結構提供具美感的設計； 

• 為貼近住宅區的隔音屏障／隔音罩提供具美感的設計； 

• 在隧道出入口、行政大樓和通風機樓附近種植樹木，令這些構築物看來

較細小，或把它們遮蔽；及 

• 在相關的景觀敏感受體處，預早形成種植區，並在進入運作階段前完成

種植工作。 

5.10 其他影響 

5.10.1 本工程項目會在日後的公眾諮詢程序中，對區議會和相關持份者闡述各項建議，

並諮詢他們的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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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使用先前通過的環評報告 

6.1 本工程項目沒有使用先前通過的環評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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