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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基本資料 

1.1      工程項目名稱 

德信環保廢物處置中心（廢礦物油） 

1.2      本工程項目之目的和性質 

        工程項目倡議者建議於屯門龍鼓上灘建造並經營一個廢物

處置中心（廢礦物油），包括年處理能力為6,600公噸的潤

滑引擎的廢礦物油（L73）及其它廢礦物油潤滑引擎除外

（L63）的處置設施以及其他的輔助設施。可接收多種廢物

原料，主要指陸路運輸、水路運輸中回注（更換及排放）

以及機械加工、打磨、冷卻、系統保養等產生的各類潤滑

油，油泥等等，我們通稱為廢礦物油。擬建的廢物處置中

心不僅為廢潤滑油、廢礦物油提供了一種方便有效的處理

方法，亦能從這些廢物回收再生各種油品，轉變成可循環

利用的產品，服務香港。 

 

1.3     工程項目倡議人名稱 

        德信環保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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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工程項目地點及規模 

       擬建的廢物處置中心（廢礦物油）將位於新界屯門龍鼓上

灘DD134 LOT223。附圖1.1展示了它的位置，該地址曾作為

危險品倉使用過。本工程項目建議的選址及施工期間均考

慮到盡量減少對龍鼓灘現有工程項目的影響。 

        龍鼓灘位於新界最西端，是一個從東（陸地）向西（海域）

伸延的陸岬，其地下是屯門和青山一帶常見的花崗岩土壤。

龍鼓灘的主要發展項目，是位於陸岬北面填海區上的龍鼓

灘發電廠（香港首個天然氣發電廠）和污泥處理設施。该

地区全部为工业用途。龍鼓灘西面是名為龍鼓水道的航運

通道，現時的水深超過基準水平以下15米。 

1.5     工程項目簡介涵蓋的指定工程項目數目及種類 

        本工程項目之範圍包括在龍鼓上灘 DD134 LOT223在位置建

設一套處置量 20 噸/日的廢礦物油處置中心，即將各類廢

潤滑油回收再造成基礎油、脫模油、防銹油、防水瀝青等

副產品。 

鑒於本項目工程的性質，它包括了《環境影響評估條例》

（環評條例）（第 499 章）附表 2 第 1部內“K.7-煉油廠”

項所述的指定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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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聯絡人姓名和電話號碼 

        李世奇先生     董事            25283636 / 91783218 

2.      規劃大綱及計劃的執行 

2.1     工程項目的規劃和執行 

        本工程項目主要由德信環保科技有限公司內部的專家，聯

同公司以外委託的顧問和承建商一起進行規劃、設計、施工

和運作。 

2. 2    工程項目的執行計劃 

2.2.1    本工程項目的申请如按计划完成，项目的施工/安裝工作暫

定於 2021 年展開，幷於 2021 年內完成并運營。 

2.3     可能互相影響的工程項目 

2.3.1   本項目工程位元於龍鼓上灘工業性質用地範圍內，下列各個

已承諾、規劃、正在進行中或現有的項目均與本工程臨近， 

·屯門38區工業邨工程可行性研究（ESB-277/2014） 

·新界西堆填區擴展計劃（AEIAR-147/2009) 

·青山電廠新增燃氣發電機組工程（ESB-286/2015） 

·香港機場永久飛機燃料設施（AEIAR-107/2007） 

·污泥處理設施（AEIAR-129/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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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保園熱解廠（PP-483/2013, ESB-259/2013） 

·龍鼓灘填海區計劃(未有通過或執行細節) 

 

根據從環保署相關部門取得的最新資料，本工程項目與主述

其他工程項目之間，沒有已知會對工地附近造成累積環境影

響的互相影響情況。 

 

1.      周圍環境的主要元素 

          下文及圖 3.1 摘要闡述了本工程項目附近的主要環境元素。

本工程項目對這些元素和敏感受體可能造成的影響，均會進

行仔細探討。 

3.1    規劃和發展背景 

       本工程項目會在龍鼓上灘 DD134-LOT223進行。龍鼓上灘的地

址未被包括在分區計劃大綱圖內。 

3.2    工業、商業和住宅發展 

         各個現有的、已落實的和已規劃的工業、商業和住宅發展項

目，都屬於對空氣質素、噪音影響和生命危害等影響敏感的

潛在環境敏感受體。這些敏感受體均羅列於貯存及容量說明，

研究範圍內暫無商業或住宅發展項目之潛在環境敏感受體。 

表 3.1  在本工程項目附近的潛在現有和已規劃的環境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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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受體 

敏感受體 
用途 

類別 

與本項目工程大

約分隔距離（米） 

Lung Kwu Sheung Tan Storage 

Compound 

工業 278 

Hip On Concrete Ltd. 工業 277 

Road Asphalt Ltd 工業 262 

Baguio Glass Bottle 

Recycling Plant 

工業 182 

Tailor Recycled Aggregates 工業 140 

Wai Luen Development Ltd. 工業 43 

Hong Kong Asphalt (Green) 

Ltd. 

工業 341 

Juntai Container Yard 工業 57 

Ah Ngau Engineering Ltd 工業 199 

捷昇柜場 工業 200 

Robinson Equipment Ltd 工業 130 

Tat Hong Heavy Equipment Ltd 工業 229 

VSL Intrafor Workshop 工業 273 

Associated Engineers Ltd 工業 482 

HK PET 工業 390 

龍鼓灘村的居民 住宅 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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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白泥的居民 住宅 3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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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現有環境 

3.3.1    該地區人口密度很低，在項目範圍 500 米內沒有任何住宅

建築物、學校、醫院、診療所及其它機構用途，該區域環

境本質是工業性質的。处理厂周围环绕着各种开放式存储

区。 二個瀝青沥青工厂和一个水泥厂位于项目场地以北，

距离小于 200m距离。 Blackpoint Power Station (“BPPS”) 

和 T-Park 位于更北的拟议项目； 而青山发电厂（“CPPS”）

和绿岛水泥（“GIC”）位于项目工地南侧。 

3.3.2    本工程項目的主要道路是龍鼓灘路，位置偏遠北面近曾咀：

新界西堆填區及其擴展計劃、源•區（前稱污泥處理設施）、

曾咀靈灰安置所、及龍鼓灘發電廠；往南部近屯門第 40 區：

青山發電廠、青洲英坭廠、紹榮鋼鐵廠、環保園、在屯門

第 38 及 49 區和第 40 及 46 區的擬議發展、香港內河

碼頭、航空油庫，及位於屯門第 16 區的貨物裝卸區。東

面臨山西門向海，沒有任何對環境敏感的用途或污水排放

口。 

4.      對環境可能造成的影響 

4.1     本工程項目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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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1    擬建的廢礦物油處置中心包括分餾碳化系統。每日可回收處

置廢礦物油（包括廢潤滑油及礦物油）20 噸。每周運行 7

天，24 小時運行，全年按 330天工作計。分餾溫度為 380ºC，

碳化溫度為 420ºC，其主要產品主要視乎輸入的廢礦物油的

成份而定，可將廢油再生為基礎油、脫模油、防銹油、防水

瀝青等副產品。表 4.1 展示的主要工作參數。 

       表 4.1 主要工作參數 

參數  

運作模式 連續/半連續 

每年運作天數 最少 330，平均 358 

每日運作小時數 24 

每小時處置數量（噸） 0.83 

每日處置數量（噸） 20 

每年處置數量（噸） 6,600 

 



德信環保廢物處置中心（廢礦物油） 

 9 / 22 
                         2021 年 6 月 

 

4.1.2   本工程項目在運作階段可能會影響空氣素質的來源的廢氣

主要來自于：廢礦物油分餾碳化過程中產生的不凝氣及有機

廢氣；系統儲存、管道輸送過程中的揮發性有機性氣體。主

系統所有的廢氣統一收集進入氣體淨化系統進行處置，包括

廢氣焚燒室（≥800ºC）、電解催化燃燒（≥200℃）、ATB吸

附模塊及脫硫塔，最終合格通過煙囪排放。在這個過程中產

生的熱能會再利用于氮氣換熱器再回輸入主系統，即保持了

廢物淨化系統的熱平衡，又減少的主系統的電力加熱成本消

耗，對環境保護非常之有利。 

4.1.3   最終經過淨化處理后的廢氣通過煙囪排放至大氣，煙氣分析

儀（TESTO 350）將安裝在煙囪內進行連續監測，以保持連

續性對系統排放的廢氣進行濃度監測。 

4.1.4   在用水方面，廢礦物油分餾碳化過程中包含五個水冷凝器。

這些冷卻水不會與廢氣、廢油接觸，會被一直重複使用并做

補充。脫硫塔中的堿喷淋水在生产过程中会根据 PH 值做相

应浓度调整，會被一直重複使用并做補充。 

4.1.5   本工程项目的原料及成品都将分类贮存于 200L 裝鐵桶內，

由於日處理總量僅為極少的 20 噸，因此每日在现场原料及

成品不超过 20,000L。原料為廢潤滑油，即使用過的引擎油

（閃點>66 ºC）。產品主要為再生基礎油、脫模油、防銹油、

防水瀝青（閃點>66 ºC），主要貯存及容量說明詳見表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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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4.2 貯存及容量說明 

貯缸說明 數量 單個容量 備註 

鐵桶 100 200L 包括收集貯存及

產品之用 

每日總貯存量 20,000L 不超過 

圖 4.1 展示的廢礦物油處置的主要工藝流程。 

4.2    環境範圍 

4.2.1   是次研究根據第 1章和第 4.1節所闡述有關本工程項目的性

質和範圍，找出了本工程項目在施工和營運期間的潛在影響，

並羅列於表 4.3。 

表 4.3 在施工和營運期間的潛在影響 

潛在影響 施工階段 營運階段 

氣體排放 〇 〇 

塵埃 〇 X 

氣味 X X 

操作時發出的噪音 〇 〇 

晚間操作 X 〇 

引起的交通需求 X X 

污水、排放物或受污染的徑流 〇 〇 

產生廢物或副產品 〇 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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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造、貯存、使用、處理、運

送或處置危險品 

X 〇 

危害物料或廢物 X X 

會造成污染或危險的意外風險 X X 

對生命的危害 X 〇 

處置損毀物料，包括潛存受污

染的物料 

X X 

擾亂水流及底部沉積物 X X 

礙眼的可見物 X X 

生態影響 X X 

文化及遺產 X X 

累積影響 X X 

       注：〇-可能的影響；X-預計沒有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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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施工階段 

空氣質素 

4.3.1   本工程項目的場地現時空置，原作危險品倉之用，因此現有

基礎設備均符合我們的廢物處置中心之用，地面平整基礎完

好，因此不需要進行土方或地基工程，只需要進行少量除草

清潔工程即可。生產設備都會在外地生產工廠外預先製成，

然後在本工地組裝，全部採用集成撬裝式設計，因此不會有

大量工程需要，建造安裝工程只會產生小量塵埃。預計在實

施空氣污染管制（建造工程塵埃）規則所規定的減少塵埃措

施，並採用良好的施工方法後，本工程項目在施工期間，不

會產生不良的塵埃影響。 

4.3.2   工程使用的柴油動力設備在運作時也可能排放廢氣。然而，

本工程項目的規模極小，而建築工程所涉及的範圍亦屬有限，

因此，只會使用小量的柴油驅動機械。所以，預計建築設備

不會造成不良的空氣質素影響。 

噪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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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3    在施工階段可能產生的噪音影響，本工程項目的的建造工程

需要使用機動設備，例如發電機（應急使用）、和流動式吊

機等。由於本工程項目的規模極小，所使用的設備數目有限，

而且工地與最近的噪音受體（龍鼓灘村的居民）之間的距離

亦超過 1500 米。因此，預計本工程項目的施工活動不會對

噪音敏感受體造成不良噪音影響。 

水質 

4.3.4   預計本工程項目無需進行任何工地挖掘或平整工程。安裝且

本工程項目工地只會在有限範圍內進行，因此，有關的地面

徑流不會造成不良水質影響。在本工程項目的施工階段，工

作人員會產生極少量的生活污水，這些污水會被收集并送往

污水處理廠進行處置，因此，本工程項目的建築工程不會造

成水質影響。 

廢物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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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5   本工程項目的地址是在工程項目倡議者現時所租用的土地，

該場地已平整，所以無需進行土方工程。本工程項目只會產

生一般垃圾，包括工作人員在現場所產生的丟棄食物，以及

安裝材料的包裝物料。此外，安裝工程有可能會產生化學廢

物，然而，本工程項目在施工階段所產生的一般垃圾和化學

廢物數量極少，因此預計不會造成不良影響。 

景觀與視覺影響 

4.3.6   本工程項目的各項安裝工程和機器，以及各種臨時結構，例

如支撐結構元件的工作架等，不會造成礙眼的景觀及視覺影

響。 

4.4     運營階段 

空氣質素 

4.4.1   本工程項目運營時廢礦物油在分餾和碳化過程過程，可能會

對空氣質素造成影響，由於大部工序在密封的環境中進行并

經過冷卻回收，因此預期不會產生大量的氣體排放，其中包

括不凝氣（碳氫化合物）、氮化物、二氧化硫、懸浮粒子及

揮發性的有機化合物。 

        本工程項目的所有作業工序，都必須符合環境保護署發布的

《最好的切實可行方法(BPM)指引–石油工程（以熱處理過

程回收廢潤滑油）》及《最好的切實可行方法指引–氣化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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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除植物生物質以外的規定材料的碳化及氣化》，以及指

明工序牌照上的條件。 

        噪音 

4.4.2   本工程項目地點的周圍環境噪音主要源自毗鄰工業設施的

活動的噪音。本工程項目將會每天二十四小時運作。本工程

項目主要的潛在噪音來源包括閥及機泵。按本項目簡介第三

節所述，最近的噪音受體（龍鼓灘村的居民）之間的距離亦

超過 1500 米。而且兩者之間有其他工業設施及自然山脈阻，

隔因此，預計本工程項目的固定噪音來源將不會帶來不良影

響。 

本工程項目的運作只需要少量的運輸車輛，在現有道路網內

所產生的交通流量極低。因此，預計本工程項目亦不會造成

交通噪音影響。 

水質 

4.4.3   正如本項目簡介在第 4.1.4 節所述，廢礦物油處置過程中

的冷卻水及噴淋塔系統的水是循環使用的。而且，本工程項

目所產生的極少量生活污水，這此污會被收集并送往污水處

理廠進行處置。因此，預計本工程項目在營運期間不會造成

不良水質影響。 

        廢物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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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4   碳化工序有可能產生副產品，主要為碳黑。根據本工程項目

簡介第 4.1.4 所述，可能會重新再用和交予回收商。 

此外，亦會按照《廢物處置（化學廢物）（一般）規例》的

規定，妥善地收集和處置化學廢物，例如在為設備進行保養

維修時產生的廢舊潤滑油、油漆和濾油器。鑑於現場的設備

數量較少，因此，只會產生小量化學廢物。 

預計本工程項目在營運期間，工作人員將會產生一般垃圾。

然而，本工程項目所產生的一般垃圾，而且本工程項目將不

設食堂設施或廚房，而且員工人數甚少，預計運作過程中所

產生的垃圾將會是微不足道，不會造成任何不良影響。 

景觀與視覺影響 

4.4.5   本工程項目中，最這的結構是廢氣淨化系統后排放的煙囪，

初步設計是 16 米。且本項目工程的地址位於龍鼓上灘工業

性質用地範圍內，本工程亦為工業用途，所以將不會對工業

邨內或周圍環境帶來不良的視覺影響。按本項目簡介第三節

所述，最近的敏感受體（龍鼓灘村的居民）之間的距離亦超

過 1500 米。而且兩者之間有其他工業設施及自然山脈阻，

隔因此，預計本工程項目的構筑物不會為居民造成不良視覺

影響。 

生命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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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6   本項目在運作階段共有大約 20 公噸的廢礦物油及種類再生

基礎油、模板油等產品（包括原料、生产中及產品）會儲存

於廠址內。設施中的管道、機泵、壓力與閥門等系統都會充

分考慮其運作時對生命可能生產的危害，并做詳細的設計，

全部設備組件都將嚴格按照《最好的切實可行方法(BPM)指

引–石油工程（以熱處理過程回收廢潤滑油）》及《最好的

切實可行方法指引–氣化工程（除植物生物質以外的規定材

料的碳化及氣化》的要求進行定期維護保養。因此，經過恰

當的設計、運營和保養安全管理后，預計本工程項目不會造

成危害生命的不良影響。 

5.      納入設計中的環保措施及其他對環境的影響 

5.1     施工階段 

空氣質素 

5.1.1   為減低工程的潛在塵埃影響，本工程採取灰塵控制措施。這

方面可參考《空氣污染管制(建造工程塵埃）規例》來滿足

要求。 

噪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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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2   在施工階段的潛在噪音影響源主要是使用機動設備的各種

施工活動。最近的噪音敏感受體是位於項目工地 1500 米外

的龍鼓灘村居民，由於項目工地和敏感受體之間的距離遙遠，

預計不會造成不良的噪音影響。然而，安裝工程活動將按照

環保署公佈的“噪音管制條例”（第 400 章）（建造業）進

行規劃和控制。不會在夜間或限制時間使用機動設備。 

水質 

5.1.3   為免在施工階段造成水質影響，應該依循專業人士環保事務

諮詢委員會專業守則 1/94 號《建築工地的排水渠》所闡述

的指引，以減少工地徑流、控制侵蝕，以及減少被排放的懸

浮固體。 

廢物管理 

5.1.4    本工程項目施工時所產生的化學廢物，會遵守環保署所出版

的《包裝、標識及存放化學廢物的工作守則 》內說明的方

法予以妥當存放，然後由持牌的化學廢物收集商加以收集及

送作妥善處理。實施妥善的廢物管理方法，包括下列各項控

制／緩解措施。這些措施都應該被納入工程合約的規格中。 

· 提供足夠的指定廢物棄置點，並定期收集，以便處置； 

      · 不同類別的廢物應加以分類，並分別以不同的容器物料

堆存放，以便重覆使用或把物料循環再造，務求能作適當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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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 

    · 採取適當措施，務求能在運送廢物時減少被風吹起的垃圾

和塵埃，例如為貨車加上覆蓋，或用封閉容器來運送廢物。 

    · 把化學廢物分隔開，以便能以特別方法運送至化學廢物處

理中心作出適當處理； 

    · 未曾使用過的化學品或尚有剩餘功能的化學品，都必須

循環再造；及 

       · 按照相關法律、指引和良好習慣來處理和處置廢物。 

5.2     運營階段 

空氣質素 

5.2.1   在本工程項目分餾及碳化工序和本工程項目的各個組成部

份進行詳細設計時，將會進行詳細的空氣質素評估，以確定

所排出的尾氣可能造成的影響。本工程項目會為減少項目對

附近空氣質素敏感受體可能造成的空氣質素影響，而適當的

尾氣淨化焚燒、催化燃燒、吸附及噴淋、監測控制系統，已

納入項目設計中。 

噪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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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2   從固定設備產生的噪聲將是本項目的潛在的噪聲源。由於最

近的噪音敏感受體位於項目 1500 米外的龍鼓灘村居民，因

此項目所導致的噪音影響將不會顯著。 

水質 

5.2.3   本工程項目現時的設計和工序流程，都不會產生大量廢水，

本工程項目會收集有關的極少量生活廢水，這些廢水都將收

集送往污水處理廠進行處置，以確保本工程項目不會造成不

良水質影響。 

廢物管理 

5.2.4   本工程項目運作時所產生的化學廢物，都會按照《包裝、標

識及存放化學廢物的工作守則》作妥善儲存，然後由持牌的

化學廢物收集商收集和處置。一般垃圾則會存放於封閉的垃

圾箱內，並會採用本工程項目倡議者現時所採用的相關廢物

管理方法，進行妥善管理。 

此外，亦會為各類副產品（例如從碳化過程中收集到的碳黑，

如有）與有關的收集商或再造商作出適當安排，以確保能夠

最大程度地對回收到的資源盡最大化重新再用和循環再造。 

 

對生命的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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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5   本工程項目儲存和處理危險品的方法，將嚴守有關法例及指

引。本工程項目亦會就危險品儲存及處理作潛在風險評估，

以確定其運作符合《香港政府風險指引》所定的風險程度。

如有需要，本工程項目將實行風險評估中所提出的緩解措施

方案 

6.      進一步的相關環境問題  

現時香港的廢礦物油（廢潤滑油）主要是由回收商收集送至

化學廢物處置中心直接焚燒或棄置於堆填區，只有少數 1~2

家處置商間歇運作處置不到 5%的廢礦物油。本工程項目將

使用一個創新的環保的方案，將本地產生的廢礦物油再生為

可再用資源，包括基礎油、脫模油、防銹油、防水瀝青等副

產品。本工程項目的運作有助減少廢物及節約寶貴的堆填區

空間，并將廢物循環利用，實現香港的可待續發展。 

7.      使用先前通過的環評報告 

        表 7.1 列出與本工程項目有關，并已獲批准的項目環評研究

概要/環評報告。 

登記冊編號 工程項目名稱 相關的範圍 

AEIAR-129/2009   污泥處理設施 四周環境和敏感受體 

EIA-237/2016 

 

新增燃氣發電機

組工程 

四周環境和敏感受體 



德信環保廢物處置中心（廢礦物油） 

 22 / 22 
                         2021 年 6 月 

 

ESB-259/2013 環保園熱解廠 碳化熱解工序及其影

響 

ESB-165/2007 元朗工業邨輪胎

裂解廠 

碳化熱解工序及其影

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