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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基本資料 

1.1 工程項目名稱 

1.1.1 發展大上托廢物轉運站（以下簡稱「本工程項目」）。 

1.2 工程項目的目的及性質 

背景 

1.2.1 二零一三年施政報告公佈，為加快九龍東發展，政府將搬遷區內現有九龍灣行

動區的政府設施。因此，原為東九龍提供廢物轉運服務的九龍灣廢物轉運站亦

須拆卸，並需要新的替代廢物轉運站處理東九龍所產生的廢物。同時，因新界

東南堆填區已停止接收都市固體廢物，新的廢物轉運站亦會為西貢區提供轉運

服務。 

工程項目的目的及性質 

1.2.2 環境保護署環境基建科建議在地下岩洞發展、建造及營運一個處理都市固體廢

物量達每日 1,800 公噸的廢物轉運站，為東九龍和西貢區轉運並棄置廢物，於

堆填區或其他處置設施。擬議的廢物轉運站將命名為大上托廢物轉運站（下稱

「大上托轉運站」），位於大上托的地下岩洞內，入口則設於清水灣道。本工程

項目將建造隧道、開發岩洞，並在地面有蓋工場/建築物或岩洞內設置廢物接收、

傾卸及裝載設施、污水處理設施、空氣污染控制裝置、洗車設施等。按照其可行

性，本工程項目可能加入資源回收設施以便從都市固體廢物回收有用資源、預

處理廚餘和接收少量裝修廢物，以及循環再用經處理後的廢水。 

1.3 工程項目倡議人名稱 

1.3.1 香港特別行政區政府環境保護署環境基建科。 

1.4 工程項目的地點及規模 

1.4.1 本工程項目位於策略性岩洞區第 28號西面部份，岩洞入口位於清水灣道。項目

用地的北面為井欄樹和飛鵝山，南面為安達臣道發展。 

1.4.2 本工程項目大部份用地在井欄樹分區計劃大綱核准圖編號 S/SK-TLS/8 上劃作

「綠化地帶」和「自然保育區」地帶，小部份用地則在觀塘（北部）分區計劃大

綱核准圖編號 S／K14N／15 上劃作「綠化地帶」和「休憩用地」地帶。為避免

涉及觀塘（北部）分區計劃大綱核准圖上的有關用地，地盤佈局將考慮微調。 

1.4.3 圖 1.1 提供本工程項目的位置和初步佈局，岩洞部份和入口部份分別約佔 1.8 公

頃和 0.5 公頃，有待概要設計階段進一步審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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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4 大上托轉運站的擬議設計量為每日 1,800 公噸都市固體廢物。本工程項目的特

定要求包括： 

a) 開發設置大上托轉運站的岩洞用地； 

b) 提供營運廢物轉運站的基建和設備，包括廢物接收、傾卸及裝載設施、運送

廢物貨櫃的流動作業裝置、氣味控制裝置、洗車設施、污水處理設施等；及 

c) 具彈性容許經水路運送載壓縮廢物貨櫃作最終棄置 (若可另外物色一個碼

頭設施作此用途)。 

1.5 場地歷史 

1.5.1 項目用地主要位於未批租或撥用的政府土地之內，有小部份則位於簡易臨時撥

地編號 GLA-TSK 3540 (至二零二零年十二月三十一日)。本工程項目位於自然

木林山勢地帶，岩洞用地並沒有現有設施。 

1.6 工程項目簡介涵蓋的指定工程項目數目及種類 

1.6.1 本工程項目簡介是按照《環境影響評估程序的技術備忘錄》附件 1 擬備。根據

《環境影響評估條例》（第 499 章）附表 2 第 I 部，擬建的地下岩洞屬第 Q.2 項，

設置於岩洞內的廢物轉運站屬第 G.2 項。 

1.6.2 按概要設計及勘測進一步審視而定，本工程項目可能包含其他屬於《環境影響

評估條例》附表 2 第 I 部的指定工程項目： 

a) 第Q.1項 – 包括下述項目在內的全部工程項目：新通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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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然保育區；及 

b) 第F.4項 – 對從處理廠流出並經處理的污水進行再使用的活動。 

1.6.3 按照與環境影響評估（下稱「環評」）同時進行的工程研究和勘測所得而定，在

現階段，除了以上指定工程項目，本工程項目並沒有包含其他指定工程項目。 

1.7 聯絡人姓名及電話號碼 

姓名︰ 林卓峯先生 

職位︰ 高級環境保護主任 

電話︰ 2872 1862 

傳真︰ 2872 0501 

2 規劃大綱及計劃的執行 

2.1 工程項目的規劃及執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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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 工程項目倡議人會委聘顧問公司進行概要設計、勘測及環評。顧問公司將會評

估工程項目的採購方案，包括不同類型的公私營合作模式、「設計、建造及營運」

合約模式等，最終採納的方案取決於研究報告的結果，並會進行競爭性招標。

根據合約，中標的承辦商會負責下列工作: 

a) 大上托轉運站的詳細設計，包括廢物轉運設施、所需基建如岩洞、隧道、

通路； 

b) 建造大上托轉運站，包括所需基建、提供及安裝設備； 

c) 測試及驗收大上托轉運站；及 

d) 營運大上托轉運站。 

2.2 工程項目的時間表 

2.2.1 本工程項目初步預計於二零二零年展開及二零二一年完成環評，於二零二五年

動工及二零二八年啟用。 

2.3 與其他工程項目的配合 

2.3.1 可能須配合的主要工程項目包括： 

a) 安達臣道3號安達臣道配水庫及安達臣道海水配水庫；及 

b) 安達臣道石礦場發展，包括土地平整、清水灣道道路改善、石礦公園及預計

二零二三年入住的公共房屋。 

3 對環境可能造成的影響 

3.1 工程項目概要 

3.1.1 本工程項目將在岩洞環境內設置新的大上托轉運站，為九龍城、黃大仙、觀塘

及西貢區提供廢物轉運服務，接收在這區域內由食物環境衛生署和私營公司收

集的都市固體廢物。這些都市固體廢物會在站內被壓縮和裝至專門設計的貨櫃

內，然後經陸路轉運至指定堆填區。如有其他政府設施能提供場外碼頭設施(如

位於將軍澳的規劃中的區域東物料回收及轉運站)，貨櫃會經水路轉運至新界西

堆填區或其他未來的都市固體廢物處理設施作最終棄置。在概要設計及勘測階

段，顧問研究會找出可能的運送路線。預計大上托轉運站在全面營運下，每日

將應付約 400架次垃圾車和 85架次貨櫃拖頭。本工程項目不會在用地內作最終

廢物處置，亦不會建造及營運碼頭設施。 

3.1.2 本工程項目的主要建築活動包括爆破、土木工事、處理挖掘物料、建造混凝土

結構、敷設水管、安裝機電設備和運送物料。為減低建築工程的噪音影響，除鑽

爆外，工程研究亦會考慮其他建造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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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 包括傾卸和壓縮廢物在內的主要營運工序將會於岩洞內進行。營辦商辦公室和

維修工場則位於露天場地。經參考其他現有市區轉運站的廢物接收模式，預計

大上托轉運站開放時間一般為每日上七時半至晚上十一時半，包括公眾假期，

早上至中午為高峰時段。所有在堆填區開放時間以外由大上托轉運站接收的廢

物，一般會在站內裝櫃後貯存至隔天早上才轉運至處置設施。 

3.2 空氣質素 

3.2.1 在建造期間，潛在的空氣質素影響可來自如建築裝置/車輛的排放、挖掘隧道及

岩洞、削土、堆填、壓碎岩石、堆存物料以及建築車輛活動等所產生的揚塵。 

3.2.2 在營運期間，潛在的空氣質素影響可來自包括接收、卸載、壓縮、裝櫃的廢物轉

運工序和傾卸大堂、壓縮大堂和污水處理設施的氣味。其他潛在的空氣質素影

響包括車輛和移動裝置的排放和由潛在滲漏在地上和周邊道路的滲濾污水氣味。 

3.3 噪音 

3.3.1 挖掘隧道及岩洞等建築活動和使用機動設備，例如發電機、挖土機、混凝土軋

碎機會引起建築噪音。 

3.3.2 轉運站的營運噪音來源包括隧道及岩洞的通風機、廢物壓縮機、重型車輛在場

內移動。在轉運站進出的垃圾車和運送壓縮廢物至處置設施的貨櫃拖頭有可能

引起交通噪音影響。 

3.4 水質 

3.4.1 在建造期間，潛在水質影響可來自以下途徑：  

 一般建築活動所產生的污水，如挖土、抑塵噴水、車輛洗滌水等；  

 場內員工所產生的污水；  

 建築工地的地表徑流及排水；及 

 建造隧道及岩洞時流出的地下水。 

3.4.2 營運本工程項目所引起的潛在水質影響可來自以下途徑：  

 從接收的廢物釋出、壓縮廢物時產生及從垃圾車滲漏的污水； 

 在站內的一般清洗和洗車設備所產生的污水； 

 潛在污染場地的地表徑流；及 

 場內員工和訪客所產生的生活污水。 

3.5 廢物管理 

3.5.1 建造岩洞及隧道、土木工事包括敷設管道均會產生建造及拆卸物料，清拆工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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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亦會產生園林廢物。建築期間亦將會產生少量一般廢物、包裝物料和化學廢

物。 

3.5.2 營運廢物轉運站所產生的廢物有污水處理設施的污泥、車輛維修工場的化學廢

物、辦公室的一般廢物及資源回收設施(如有)的受污染渣滓。 

3.6 土地污染 

3.6.1 項目用地北部的露天場地是由樹木和灌木形成的林木地，按觀察所得，用地沒

有作污染用途。隧道及岩洞則會在未開發區域內建造。雖然建造和營運本工程

項目會使用例如燃料等的化學品或產生化學廢物，在執行良好作業守則以預防

土地污染後，預計不會造成土地污染。 

3.7 生態影響 

3.7.1 按概要設計、緊急通道及通風井而定，建造本工程項目可能會對地面的林地/草

地/灌木生境造成直接生態損失。預計建築工事所引起的滋擾可能為周邊的生境

和相關野生動物帶來間接影響。 

3.7.2 廢物轉運的主要營運工序將會於岩洞內進行，以期將對陸地生態的影響減至最

低。預計露天場地的運作可能為周邊的生境和相關野生動物帶來間接滋擾。 

3.8 景觀及視覺 

3.8.1 用地周圍是天然山坡及植被、改造斜坡植被和市區發展，擁有高地郊野景觀。

項目在地面提供營辦商辦公室、有蓋工場、機房、隧道口、接駁用地通路的新路

口和為岩洞而設的通風井。為減低景觀及視覺影響，廢物接收、傾卸、裝載及貨

櫃存放將會設於岩洞之內。而且，把露天場地和隧道口設於清水灣道的視覺影

響亦較設置於安秀路為低。在附近鄉村和飛鵝山的視覺敏感受體望向露天場地

的視點有天然山坡遮擋，預期主要的潛在視覺敏感受體會是駛經清水灣道的車

輛的視點。 

3.8.2 在建造期間，建築活動將產生暫時性的美感影響，例如包括移除現有地面植物

的土地清拆、移除改造斜坡以構成建築平台和相應的切削斜坡、建造地面建築

物、通路及隧道口、機動設備和建材存放。建造期間的視覺敏感受體會按工地

佈局、建設通路、平地和切削斜坡範圍而決定。因應現場情況和概要設計，妥善

運用建造時所佔用的範圍/面積可減低相應的視覺影響。 

3.8.3 營運期間的景觀及視覺影響來源有隧道口和外在建築形式、包括廢物運輸和工

場附近的大型機械等在露天場地的運作、車輛停泊、人造斜坡及晚間運作照明。 

3.9 文化遺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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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1 本工程項目用地範圍及附近沒有文物地點，即法定古蹟、暫定古蹟、己評級的

歷史地點/建築物、具考古研究價值的地點及古物古蹟辦事處界定的政府文物地

點。同時已諮詢古物古蹟辦事處的意見，確認本工程項目並不需要為文化遺產

作評估。 

3.10 生命危害 

3.10.1 在建造期間，如使用爆破方法挖掘隧道和岩洞，須使用爆炸品。運送和使用爆

炸品可能構成相關的危害，而這些均受土木工程拓展署礦務部的嚴密規管。隔

夜存放爆炸品的需要將會據建造方式和對周遭影響的工程研究所得而再行審視。 

3.11 人體健康 

3.11.1 在項目建造及營運階段會向地底提供充足的通風，預計不會對人體健康帶來不

良影響。 

4 周圍環境的主要元素 

4.1.1 表 4.1 列出本工程項目附近的潛在敏感受體。 

表 4.1 潛在敏感受體 

敏感受體類型 潛在敏感受體 約距項目邊界 

住宅發展 龍窩村的零散村屋 100 米 

9-11號安達臣道 150 米 

太平閣 150 米 

翠雅花園 200 米 

天鵝小築 200 米 

飛鵝花園 250 米 

海巒苑 250 米 

明華園 250 米 

翠麗園 250 米 

順緻苑 300 米 

安達臣道發展的公共房屋(規劃中) 300 米 

溫莎堡 500 米 

騰龍臺 500 米 

安泰邨 500 米 

教育機構 保良局李筱參幼稚園 400 米 

觀塘官立中學 400 米 

順利天主教中學 500 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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敏感受體類型 潛在敏感受體 約距項目邊界 

政府、機構及社區 安達臣道海水配水庫 100 米 

安達臣道配水庫 150 米 

石礦公園(規劃中) 150 米 

順利社區中心 500 米 

工業用途 埃索-清水灣道石油氣加氣站及加油站 50 米 

中石化-井欄樹石油氣加氣站及加油站 150 米 

和發興酒廠 200 米 

香港液體氣（集團）有限公司 250 米 

Dog Dog Come Wonderland 250 米 

具保育價值地點 自然保育區 岩洞之上  

 

5 環保措施以及任何其他對環境的影響 

5.1 空氣質素 

建造階段 

5.1.1 工程項目承辦商會遵守《空氣污染管制（施工灰塵）條例》中規定的良好塵埃控

制和必要的塵埃抑制措施以控制塵埃，減少對附近的空氣敏感受體的塵埃影響。

這些措施會納入工程合約的規定條款。 

營運階段 

5.1.2 工程項目會設有提供足夠換氣率的抽風系統，特別是在傾卸大堂、壓縮大堂和

污水處理設施。另外，亦會在隧道和岩洞內設置除味系統以處理有味氣體。因

主要運作工序會在設有機械通風和空氣污染控制系統的地底進行，預期在正常

運作下對周圍的空氣質素影響並不明顯。就通風井和其他排氣口的空氣排放影

響，進一步的評估將會在環評下進行。 

5.1.3 本工程項目會為東九龍和西貢提供大批廢物轉運服務，避免長途跋涉運送都市

固體廢物至較遠的轉運站，從而減少運輸距離並其引致的車輛排放空氣污染。

就垃圾車和貨櫃拖頭的車輛排放，其潛在影響的評估將會在環評下進行。 

5.2 噪音 

建造階段 

5.2.1 爆破是本工程項目其中一個可能的隧道及岩洞建造方式。環評將評估爆破前後

的建築噪音影響﹝如碎屑和石頭等﹞，而爆破操作則受《危險品(一般)規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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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法例第 295 章附屬法例 B﹞所監管。為免影響附近的敏感受體，如需爆

破，爆破工序應盡量在敏感時段外進行，亦應避免在限制時間進行相關的建築

工程，並執行妥善的緩解措施，例如安裝隔音屏障及其他爆破圍封，以減低噪

音水平及抵擋爆破壓力。本項目將執行良好工地措施以減低建築噪音影響，例

如臨時隔音屏障、在機器及設備使用滅聲罩、減少同時使用的機器數目。 

5.2.2 環評將評估潛在噪音影響。如有需要，亦會提出進一步的噪音緩解措施。 

營運階段 

5.2.3 發出噪音的活動，包括壓縮、裝櫃和車輛及設備的維修保養，會在露天場地上

的覆蓋工場或岩洞內進行。通風系統如通風井和其他排放口會發出噪音。環評

將評估大上托轉運站營運期間的潛在噪音影響。如有需要，亦會提出進一步的

噪音緩解措施。 

5.2.4 環評將評估垃圾車和貨櫃拖頭的潛在交通噪音影響。 

5.3 水質 

建造階段 

5.3.1 按環保署《建築地盤排水工程的專業人士實務守則》（專業人士環保事務諮詢委

員會專業守則第 1/94號）所訂指引，實施水污染控制措施，以妥善控制一般建

築活動所產生的污水、工地的地表徑流及排水、挖掘隧道及岩洞時的地下水滲

漏，並將設置隔沙井及定期清理隔沙井和渠道。設置和保養合適的污水收集和

棄置設備如流動化學廁所以處理由工地員工產生的廢水。 

5.3.2 環評將評估建造隧道和岩洞時地下水滲入和變動的影響，亦會提出合適的緩解

和監察措施以緩解對周遭的潛在影響。 

營運階段 

5.3.3 滲濾污水、一般清洗所產生的污水、員工和訪客所產生的生活廢水在排放前會

先經由場內的污水處理設施處理，達至《水污染管制條例》中《排入去水渠系

統、內陸及海岸水域的污水標準 - 技術備忘錄》所訂定的污水排放標準。 

5.3.4 為避免排放任何潛在受污染的地表徑流，將使用油污攔截器堵截旱季水流和初

期雨水流至污水處理設施處理，亦會設置配有分流的沉積物捕集裝置應對持續

降雨的情況。環評將審視進一步的措施。 

5.3.5 現時項目用地附近並沒有鋪設公共污水渠，所有在場內產生的污水將會在排放

前被妥善處理。環評將對污水處理設施進行水質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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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廢物管理 

建造階段 

5.4.1 本工程項目將建議拆建物料的管理措施以把拆建物料盡量減少及盡量重用包括

石料在內的惰性物料，提出拆建物料管理計劃供公眾填料委員會批核。如需棄

置所產生的惰性拆建物料，會在勘察和設計階段製訂棄置計劃以申請於指明的

處置設施棄置該類物料。 

5.4.2 將按照《廢物處置（化學廢物）（一般）規例》的要求妥善處置包括油/潤滑劑的

化學廢物。另外，亦會於工地放置回收桶回收可再用物料。 

營運階段 

5.4.3 可能設置的資源回收設施會從接收廢物篩除不合適的廢物/不可回收的廢物。化

學廢物將會根據《廢物處置（化學廢物）（一般）規例》被妥善收集和處置。將

採取良好工地管理，以減少產生的廢物所帶來的潛在影響。 

5.5 生態影響 

5.5.1 環評會進一步研究在建造和營運階段的潛在生態影響和提出緩解措施。 

5.6 景觀及視覺 

5.6.1 建築期間會在工地安裝色彩與周圍環境兼容的圍板，考慮為臨時建築物設計分

隔植物和綠化天台以減低建築期間的景觀及視覺影響，亦會慎重考慮將因為本

工程項目而移除的樹木工事和綠化地的損失減至最低。為減低營運期間的景觀

及視覺影響，在設計時會細心美化地面建築，考慮為建築物提供綠化天台及垂

直綠化，亦會沿清水灣道種植分隔植物。 

5.6.2 進行環評時會根據環評條例技術備忘錄附錄 10及 18、環評條例指引 8/2010和

其他相關指引作詳細景觀及視覺基線評估和影響評估，並提出緩解措施把施工

和營運期間的景觀及視覺影響減至最低。 

5.7 生命危害 

5.7.1 建造階段會就爆炸品運輸、存放及使用時的危害作詳細評估，並會按土木工程

拓展署礦務部的要求嚴密實施安全預防措施和控制措施。按所選的隧道和岩洞

建造方式而定，本工程項目會評估是否需要爆炸品倉庫及/或隔夜儲存爆炸品。

如需爆破，工程研究會提出爆炸品的用量和運輸安排。 

6 使用先前通過的環評報告 



發展大上托廢物轉運站  工程項目簡介 

 

   第10頁 

 

6.1.1 本工程項目並沒有已獲通過的環評報告。然而，下列已獲通過的環評報告會用

作建造和營運岩洞的參考： 

 AEIAR-194/2016 - 安達臣道石礦場用地發展 - 岩洞發展 

 AEIAR-202/2016 - 沙田岩洞污水處理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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