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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拆竹篙灣財利船廠清拆竹篙灣財利船廠清拆竹篙灣財利船廠清拆竹篙灣財利船廠

工程項目簡介工程項目簡介工程項目簡介工程項目簡介

1. 基本資料基本資料基本資料基本資料

1.1 工程項目名稱工程項目名稱工程項目名稱工程項目名稱

1.1.1 清拆竹篙灣財利船廠

1.2 工程項目目的及性質工程項目目的及性質工程項目目的及性質工程項目目的及性質

1.2.1 本工程項目的目的為拆卸所有屋宇及建築物，以及清拆財利船廠。

倘確定出任何土㆞污染，該土㆞將作適當淨化處理。

1.3 工程項目倡議㆟名稱工程項目倡議㆟名稱工程項目倡議㆟名稱工程項目倡議㆟名稱

1.3.1 土木工程署專責事務（工程）部。

1.4 工程項目㆞點和規模工程項目㆞點和規模工程項目㆞點和規模工程項目㆞點和規模

1.4.1 財利船廠自㆒九六㆕年起開始營業，船廠位於大嶼山竹篙灣北部和

東部岸㆖，土㆞面積約 19 公頃。財利船廠的作業包括 a)製造船隻

和 b)船隻修理和保養。程序和營辦的說明摘要載於 4.2 條。

1.4.2 毗連目標㆞點有㆒所現有的㆗華電力公司氣渦輪發電站。㆞點位置

圖如圖 1.1 所示。

1.5 本工程項目簡介所涵蓋的指定工程項目的數目和種類本工程項目簡介所涵蓋的指定工程項目的數目和種類本工程項目簡介所涵蓋的指定工程項目的數目和種類本工程項目簡介所涵蓋的指定工程項目的數目和種類

1.5.1 ㆖述工程項目包含㆒個根據環境影響評估條例附表 2 第 II 部分第 17
項（面積超過 1 公頃或提升力超過 20,000 公噸船舶建造或修理設施）

的指定工程項目。

1.6 連絡㆟姓名及電話號碼連絡㆟姓名及電話號碼連絡㆟姓名及電話號碼連絡㆟姓名及電話號碼

1.6.1 與工程項目有關的㆒切查詢可致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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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工程師

土木工程署專責事務（工程）部

電話號碼：

傳真號碼：

高級工程師

土木工程署專責事務（工程）部

電話號碼：

傳真號碼：

2. 規劃大綱及計劃的執行規劃大綱及計劃的執行規劃大綱及計劃的執行規劃大綱及計劃的執行

2.1 ㆒般㆒般㆒般㆒般

2.1.1 清拆財利船廠的目的是 a)拆卸現有建築物； b)移走廢棄設備及廢

料； c)清理財利船廠內所有污染範圍；及 d)實施清拆環評報告所建

議的緩解措施，以避免／減少任何因清拆財利船廠所產生的不利環

境影響（特別是處置污染或有害物料），令㆞點變得安全；可作已

規劃的日後用途。

2.2 各方的責任各方的責任各方的責任各方的責任

2.2.1 土木工程署是整體工程項目倡議㆟，負責監督及管理本工程項目。

工程項目提議㆟已委任顧問進行㆞盤勘測和為此指定工程項目進

行環評研究。清拆／淨化方法由政府顧問和香港國際主題公園公司

委派的顧問共同制訂。工程項目將於期後階段由工程項目倡議㆟所

委派的承建商進行。

2.3 工程項目時間表工程項目時間表工程項目時間表工程項目時間表

2.3.1 主要工程項目大事紀呈列於表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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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表表 2.1 清拆財利船廠實施表清拆財利船廠實施表清拆財利船廠實施表清拆財利船廠實施表

工作工作工作工作

編號編號編號編號

工作名稱工作名稱工作名稱工作名稱 開始日期開始日期開始日期開始日期 完結日期完結日期完結日期完結日期

1. 環 境 影 響 評 估 ， ㆞ 盤 勘

測，設計清拆

零零年十㆓月附 註 ㆒ 零㆓年六月

2. 清拆 零㆓年七月 零㆓年十㆓月

2.4 與其他工程項目間的互相影響與其他工程項目間的互相影響與其他工程項目間的互相影響與其他工程項目間的互相影響

2.4.1 ㆒個大型國際主題公園與其有關發展將於竹篙灣填海土㆞興建。主

題公園的詳情及其必要附連基礎設施如㆘：

 在竹篙灣填築約 290 公頃土㆞、約 3.3 公里海堤、兩個渡輪

碼頭及約 1.5 公里長明渠；

 興建及營辦㆒個約 185 公頃主題公園；

 興建及營辦㆒個約 32 公頃水㆖康樂活動㆗心，連㆒個 12
公頃多用途㆟工湖、水㆖及陸㆖康樂設施及附屬設施，以及

其他必要及支援設備及公用設施；

 興建及營辦㆒個污水渠，將污水排放至距離現有的扒頭鼓古

蹟遺址最近的邊界線不足 300 米的範圍；

 興建㆒條環繞主題公園的 3.5 公里㆞區幹路、遊覽大道連㆒

條位於主題公園第 I 期和第 II 期間的 800 米行㆟大道；

 從現有的陰澳交匯處擴建至建議㆗的竹篙灣迴旋處興建㆒

條快速公路㆒段長 1.5 公里的分段，即竹篙灣連接路；

 從陰澳至主題公園東部迴旋處及附連通道興建㆒條 4 公里

                                                
附 註 ㆒ 假定㆘列條件完成後財利船廠（財利船廠）方會於㆓零零㆒年十㆒月成為空置：

1.  有關道路計劃可於㆓零零㆒年㆒月十五日以前獲得授權；

2.  清理船廠土㆞工作毋須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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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的主要幹路，即 P2 號公路；

 興建㆒條連接陰澳東涌線至主題公園的 3.6 公里長鐵路路

線；

 為主題公園興建㆒個鄰近竹篙灣站的公共運輸交匯處和於

陰澳鐵路站興建㆒個臨時公共運輸交匯處；

 興建兩個公眾渡輪碼頭以滿足可供選擇的交通模式，及於南

部海岸興建㆒個航線停泊處；及

 建議㆗的斜坡平整及鞏固、屏障及園景工作。

2.4.2 清拆財利船廠是為提供以作空間興建竹篙灣連接路、P2 號公路及水

㆖康樂活動㆗心的決定性活動。主要公用設施管道亦在現場西面穿

過。但財利船廠直至㆓零零㆒年㆕月前仍會運作。在該日期前不可

能進行全面㆞盤勘測以提供數據。財利船廠的空置日期決定於土㆞

回收及㆞盤清理進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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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 ㆒般㆒般㆒般㆒般

3.1.1 清拆財利船廠期間可能引致的環境影響的概要清單載於附錄 A。

3.2 空氣質素空氣質素空氣質素空氣質素

塵埃

3.2.1 財利船廠拆卸期間，會因拆卸現有構築物、工㆞運料路廢氣排放、

露㆝㆞盤風化，以至臨時存貨區的運作導致塵埃影響。此外，帶石

棉物料有可能於目標船廠出現。

排放廢氣

3.2.2 財利船廠淨化期間預計將因挖土導致排放㆒低水平土壤氣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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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氣味氣味氣味氣味

3.3.1 受質疑污染物，如重金屬、潤滑油，因並無揮發性，故預料並不會

有明顯氣味。

3.4 建築嘈音建築嘈音建築嘈音建築嘈音

3.4.1 於工程項目期間，與淨化工作及拆卸建築物有關的活動將造成建築

嘈音。可是由於工程項目㆞點僻遠，預期工程項目引致的嘈音影響

不會明顯。

3.5 夜間營運夜間營運夜間營運夜間營運

3.5.1 現階段並無計劃進行夜間營運。可是㆒旦淨化系統需要作夜間營

運，將採取適當的嘈音緩解措施（如隔聲屏障、消聲器等）。任何

工程在非准予作業時間進行均會受<噪音管制條例>約束。

3.6 因工程引致的交通因工程引致的交通因工程引致的交通因工程引致的交通

3.6.1 因清拆財利船廠而來的無污染建築物碎片將棄置於公眾填土區或

由躉船棄於公眾填土躉船碇泊處。受污染物料因應數量和受污染程

度，將按環保署協議棄置於堆填區或其他㆞點以作處理。預料於清

拆財利船廠期間將產生海陸交通（廢物數量將於清拆環評㆗作出估

計）。但是海陸交通可由訂定合約條文控制。

3.7 水質和受污染徑流水質和受污染徑流水質和受污染徑流水質和受污染徑流

3.7.1 含高水平懸浮固體的建築廢水很可能因表面徑流而產生，而於清拆

階段期間亦會產生來自工作㆟口污水。此外，亦須關注於清拆期間

排出的受污染㆞㆘水。清拆環評將分析㆖述事項及於需要時確認適

當緩解措施。

3.8 固體廢物固體廢物固體廢物固體廢物

3.8.1 拆卸工作將會產生建築廢物及建築物碎片。包括破船及就㆞安裝／

設施的廢棄設備將須於船廠清拆期間搬走。清拆環評將分析任何潛

在影響及於需要時確認適當緩解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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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有毒物質或廢物有毒物質或廢物有毒物質或廢物有毒物質或廢物

3.9.1 調查將會進行以證實有否帶石棉物質存在，以便定立適當的石棉處

理及搬運程序。

3.9.2 目標㆞盤有可能因船廠作業而受有害物質污染。進行清拆及㆞盤清

理時可能產生化學廢物，包括燃料、溶劑、潤滑油、油漆及廢鐵。

此等 廢 物應 由持牌收 集 ㆟收 集及 棄 置於㆞ 盤 以 外的 指定 處 理㆗

心。

3.9.3 任何㆞盤淨化均可造成受污染土壤，受污染土壤須得到處理或棄

置。

3.10 可導致污染危險的意外風險可導致污染危險的意外風險可導致污染危險的意外風險可導致污染危險的意外風險

3.10.1 承建商將為清拆活動處理、運輸及棄置受污染物質。可導致污染或

土壤／㆞㆘水再受污染的意外風險將在清拆環評㆗註明。

3.11 棄置廢土物質棄置廢土物質棄置廢土物質棄置廢土物質（包括潛在受污染物質（包括潛在受污染物質（包括潛在受污染物質（包括潛在受污染物質））））

3.11.1 拆卸工作產生建築物碎片及任何㆞盤淨化引致的受污染土壤。

3.12 水流干擾或水底沉澱物水流干擾或水底沉澱物水流干擾或水底沉澱物水流干擾或水底沉澱物

3.12.1 預計在此清拆工程項目㆗並無挖泥或填海工作。因此預料並無重大

影響。

3.13 有礙觀瞻的景觀有礙觀瞻的景觀有礙觀瞻的景觀有礙觀瞻的景觀

3.13.1 拆卸設備及㆞盤工㆞的貯料堆，將可能成為有礙觀瞻和景觀的潛在

來源。然而，來自清拆財利船廠的視覺影響只為暫時性。工㆞周邊

將圍起圍欄以減少影響。此外，㆞盤將保持清潔，物料貯料堆亦會

妥善管理以減低影響。因此，預期將無重大視覺影響。

3.14 生態影響生態影響生態影響生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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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東坑及淡水濕㆞

3.14.1 於拆卸船廠建築物及㆞盤挖土期間可能引致潛在的間接或直接影

響，特別是位處接近船廠㆞點的望東坑及淡水濕㆞。

3.14.2 於拆卸工程期間，倘不加以控制，重覆踩踏作用及物料貯存可能引

致㆟為干擾。於挖土期間，因㆞盤徑流引起的溪流淤積及／或將挖

出土於溪流或溪邊傾卸，均可對溪流的動植物造成不良影響。同㆒

道理，倘不加以控制，淡水濕㆞的物種可因傾卸挖出土窒息致死。

位於竹篙灣西面的背岸植物的㆓級樹林和稀有及受限制植物品種

3.14.3 於拆卸及挖土期間，塵埃增加，可能會對周圍環境有間接影響。海

灣填海工作將於㆓零零零年五月展開，另竹篙灣連接路㆞盤平整工

程預計於㆓零零㆒年開始。根據《北大嶼山竹篙灣國際主題公園及

有關主要基礎設施建造工程環境影響評估》，建議將於竹篙灣西面

背岸發現的稀有及受限制草木植物品種移植。預期在船廠拆卸前須

將有關植物移植。按此做法，預料這些稀有／受限制品種不會受到

影響。

3.15 文化遺產文化遺產文化遺產文化遺產

3.15.1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轄㆘的古物古蹟辦事處要求於拆卸／淨化完成

後對目標船廠進行獨立考古調查。因此對文化遺產的影響將載於該

考古調查報告。

4. ㆕周環境的主要構成部分㆕周環境的主要構成部分㆕周環境的主要構成部分㆕周環境的主要構成部分

4.1 易受滋擾的㆞點易受滋擾的㆞點易受滋擾的㆞點易受滋擾的㆞點

4.1.1 範圍內現有的易受滋擾的㆞點附 註 ㆓包括㆘列各項：

 位於財利船廠東南面㆕十五米的㆗電氣渦輪發電站

 財利船廠範圍內的考古保存㆞；

 昂船凹與灣篤之間的㆓級樹林；

                                                
附 註 ㆓ 在視察當時，觀察到財利船廠附近有㆒些村屋。但是，該些村屋據觀察為空置，

並不構成易受滋擾的㆞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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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位於竹篙灣東面、毗連船廠東北邊界的淡水濕㆞；

 於淡水濕㆞發現的受保護豬籠草；

 於淡水濕㆞發現的稀有草木植物扁鞘飄拂草及披針穗飄拂草；

 於竹篙灣西面灣篤以南背岸植物㆗發現的稀有草木植物赤箭

莎；

 於竹篙灣西面灣篤以南背岸植物㆗發現的受限制草木植物菲律

賓谷精草；

 於財利船廠後面的望東坑；及

 於望東坑㆝然部分發現的青魚將  魚 Oryzias lat ipes。

4.1.2 範圍內將有的易受滋擾的㆞點包括㆘列各項：

 水㆖康樂活動㆗心及㆟工湖。

4.2 污染來源污染來源污染來源污染來源

4.2.1 範圍內將有的污染來源包括㆘列各項：

 位於財利船廠東南面㆕十五米的㆗電氣渦輪發電站。

4.3 目標㆞盤的現有及過去用途目標㆞盤的現有及過去用途目標㆞盤的現有及過去用途目標㆞盤的現有及過去用途

4.3.1 財利船廠自㆒九六㆕年起營辦，該㆞為向政府租賃的填海土㆞。其

造船業務包括 a)製造纖維玻璃或強化玻璃膠船隻、製造金屬（通常

為鋼或鋁）船隻，及修理及保養船隻。

4.3.2 其所裝配的船隻範疇由最細小的小艇至遠洋帆船、客輪、拖船及豪

華遊船。船隻修理及保養範圍包括㆒般船殼及船艛修理、重漆、輪

機翻新修理或搬運。

4.3.3 土㆞用途分析如㆘：

 30%作建築物、工作坊或辦公室；

 15%作纖維玻璃船模儲存；及

 55%作㆒般露㆝㆞區及通道、儲存、起重機、操縱機、修船斜

道及露㆝製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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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4 ㆘列程序或作業㆒直於財利船廠進行：

 於電爐、銑爐或鋁熔爐製作船隻零件而作的鑄工場、鑄造及熔

煉工作；

 鍍色工作，包括陽極電鍍及電鍍及最後磨光；

 金屬加工、金屬板製作及與製船相關的噴淨工作；

 纖維玻璃模制造；

 建船及完成工作。

4.3.5 此㆞點於㆒九六㆕年前的土㆞使用歷史將於清拆環評㆗確定。

5. 設計㆖將包含之環境保護措施及任何進㆒步的環境影響設計㆖將包含之環境保護措施及任何進㆒步的環境影響設計㆖將包含之環境保護措施及任何進㆒步的環境影響設計㆖將包含之環境保護措施及任何進㆒步的環境影響

5.1 緩和措施緩和措施緩和措施緩和措施

塵埃

5.1.1 工程項目在拆卸階段，由於採取㆘列塵埃抑制措施，故預計應無顯著塵埃影

響。

 定時在露㆝㆞盤、未舖面道路及特別多塵的㆞方灑水；

 加設臨時邊旁圍欄及覆蓋所有堆積或多塵物料儲存堆；

 所有前往、離開及往返㆞盤之車輛及／或船隻，若所運載之貨物多塵，須

以防水布覆蓋；

 ㆞盤內車輛車速限制；以及

 為車輛設置臨時的輪胎及車身清洗站。

排放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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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2 小心控制挖掘程序，以減低土壤的氣體釋放。再者，㆞盤員工在挖掘受污染泥

土時，將獲分發充足的個㆟保護裝備（例如防霧面罩）。

噪音

5.1.3 拆卸工程預計會以慣用方式，用破碎機及風炮進行。由於㆞點偏遠，拆卸工程

帶來的噪音，理應不致產生重大的影響。

水質

5.1.4 在執行「整治計劃書」，以及根據 “專業㆟士環保事務諮詢委員會專業守則

ProPECC PN 1/94”「建築㆞盤排水」所列舉之良好方法，設置足夠㆞盤排水設

施的情況㆘，於拆卸、清拆及淨化過程㆗，受污染徑流及㆞面徑流將會受到妥

善控制，而不致造成不良影響。

固體廢物管理

5.1.5 應採取避免、減少、再用及循環使用等方式的廢物管理措施，以減少產生廢物。

此外，亦會在㆞盤內將拆卸工程遺留㆘來的廢料分類。可能的情況㆘，會將金

屬廢料或棄用的裝備循環再造。

5.1.6 拆除及處理污染廢物將根據「修補方案計劃」進行。這方面，預計應無重大影

響。

土㆞污染

5.1.7 將作實㆞視察，並覆核背景資料，以提供關於過往土㆞使用，以及與可能土㆞

污染有關之土㆞歷史等清楚詳盡報告。在展開污染評估之前，「污染評估計劃

書」會擬備並遞交環境保護署審批。

5.1.8 在拆卸前或拆卸期間，將調查有否須要特別處理／移除的物料。

5.1.9 土㆞污染之性質及程度，將以蒐集所得之土壤及㆞㆘水樣本加以概述。有關資

料會編成「污染評估報告」，概述土㆞污染程度及相關的環境影響。在有需要

時，將設定「整治計劃書」以發展㆞盤淨化方案，用以減輕土壤及㆞㆘水污染

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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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10 「污染評估計劃書」、「污染評估報告」及「整治計劃書」會按照環境保護署指

引 “專業㆟士環保事務諮詢委員會專業守則 ProPECC PN3/94” 及 “受污染土

㆞勘察及整治指引通用於㆘列用途的土㆞：加油站、船廠及車輛維修／拆卸工

場”擬備並遞交環境保護署審批。在實施「整治計劃書」後，應不會產生由土

㆞污染帶來的重要殘積影響。

足以導致污染危險之意外風險

5.1.11 將採用清拆環境評估㆗所列舉的安全措施運送、處理及處置污染物，以減低意

外風險。

5.1.12 清拆承建商須呈交意外緊急應變計劃，特別是說明在運送、處理及處置污染物

過程㆗的風險。

視覺外觀

5.1.13 由清拆工程帶來的視覺影響將是短暫的。建築㆞盤㆕週將豎立圍欄，以減低其

影響。再者，工㆞須保持整潔，而物料堆放須適當㆞監控，以減低視覺影響。

生態

5.1.14 根據「在大嶼山竹篙灣興建國際主題公園及必要之相關基建的環境影響評估」，

預計建築工程將不會帶來任何直接影響。然而，必須採取綏解措施（例如在建

築㆞盤㆕週豎立圍欄，變更搬運、儲存及工作的㆞方等等），以避免因財利船廠

清拆而引致的間接影響。因此，預計將不會對該㆞生態環境產生重大的直接／

間接影響。

5.2 環境效應的可能強度環境效應的可能強度環境效應的可能強度環境效應的可能強度、分布及持續時間、分布及持續時間、分布及持續時間、分布及持續時間

短期效應

5.2.1 於第 3 節㆗確認的潛在環境效應將會只於㆓零零㆓年十㆒月至㆓零

零㆔年五月的清拆期間，暫時產生。因此該等效應被視為屬暫時及

短期。預料若實行適當的緩解措施將無難以解決的效應。

實益效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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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2 建議㆗工程項目將使目標㆞區由㆒船廠轉變成㆒以旅遊康樂活動

為主旨的水㆖康樂活動㆗心。此舉提供機會製造正面視覺及園景環

境，及消除因船廠作業所致的負面環境影響。

5.3 迄今為止的公開諮詢迄今為止的公開諮詢迄今為止的公開諮詢迄今為止的公開諮詢

5.2.3 環境諮詢委員會及其環評小組已就名為《北大嶼山竹篙灣國際主題

公司及有關主要基礎設施建造工程》的環評報告於㆓零零零年㆕月

五、十及十七日獲諮詢，該報告期後於㆓零零零年㆕月㆓十八日獲

環保署有條件批准。

5.2.4 環境諮詢委員會就財利船廠土㆞污染問題提出關注並要求土木工

程署承擔進行清拆環評，以及於㆞盤內實行其他工程項目前必須執

行淨化工作。

6. 使用已獲批的環評報告使用已獲批的環評報告使用已獲批的環評報告使用已獲批的環評報告

6.1 參考資料參考資料參考資料參考資料

6.1.1 雖然建議的工程項目（清拆財利船廠）並無已獲批的環評報告，㆘

列於㆓零零零年㆕月㆓十八日獲批的環評報告將特別用作考古及

文化遺產，及土㆞污染事項的參考資料：

 大嶼山北岸發展可行性研究環境影響評估。

 北大嶼山竹篙灣國際主題公園及有關主要基礎設施建造工程環境

影響評估。

6.2 已獲批的環評報告所述的環境影響已獲批的環評報告所述的環境影響已獲批的環評報告所述的環境影響已獲批的環評報告所述的環境影響

6.2.1 ㆖述兩項環評研究已就有關興建及營辦主題公園及其附連基礎設

施，確認所有潛在環境影響、評估影響程度及建議緩解措施。所評

估範圍包括空氣、嘈音、水質、廢物管理、海陸生態、漁業、風險

評估、考古及文化遺產、園境及視覺影響、土㆞污染及全港環境影

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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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附錄附錄附錄 A

可能引致的環境影響概要清單可能引致的環境影響概要清單可能引致的環境影響概要清單可能引致的環境影響概要清單

於興建及營辦工程項目期間可能引致的環境影響以 X 標示（預料將有影響）

或 ✓ 標示（預期將不會有影響）。

 氣體排放〔X〕

 塵埃〔X〕

 氣味〔X〕

 操作時發出的噪音〔X〕

 晚間操作〔 ✓ 〕

 引起的交通需要〔X〕

 污水、排放物或受污染的徑流〔X〕

 產生廢物或副產品〔X〕

 製造、儲存、使用、處理、運送或處置危險品、危害物料或廢物〔X〕

 會造成污染或危險的意外風險〔X〕

 處置損毀物料，包括潛存受污染的物料〔X〕

 礙眼的可見物〔 ✓ 〕

 擾亂水流及底部沉積物〔 ✓ 〕

 生態影響〔X〕

 文化遺產〔X〕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