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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1.    基本資料基本資料基本資料基本資料

1.1.1.1.1.1.1.1.    工程名稱工程名稱工程名稱工程名稱

本工程的標題是「昂平污水處理廠及污水系統」。

1.2.1.2.1.2.1.2.    工程目的及性質工程目的及性質工程目的及性質工程目的及性質

本工程旨在興建大型污水設施，值此配合�有及未來在大嶼山昂平匯水區內的發

展。主要的工程內容如下：

i. 在昂平興建污水收集系統；

ii. 興建生化及三級具消毒過程的污水處理廠；

iii. 提供污泥處理設施；

iv. 興建污水管道運送已處理的污水從昂平排放至大澳。

1.3.1.3.1.3.1.3.    工程建議者名稱工程建議者名稱工程建議者名稱工程建議者名稱

渠務署顧問工程管理部總工程師

1.4.1.4.1.4.1.4.    工程位置及規模工程位置及規模工程位置及規模工程位置及規模

污水管網絡供應整個昂平地區，包括村屋、青年旅舍、廟宇、計劃中的纜車總站及

其有關建設。計劃中的污水處理廠將設於昂平西面昂平路北面路旁。處理後的污水

將由排水管道沿雙線行車路由昂平排放至大澳。排水管將接駁到鄰近大澳巴士總站

的防洪泵房。排水管將會鋪設在防洪泵房內的分流暗渠內部或外側。工程的位置顯

示於附錄乙。

主污水渠和排水管道的容量可容納每秒鐘一百三十九公升的最終污水流量。用以興

建污水處理廠所分配的土地亦足夠應付此污水流量。

計劃中的昂平污水處理廠位於一片已平整但尚未開發土地上，該地�由地政總署管

理。而排水管(直徑大約為３００毫米，渠坑濶度大約 800 毫米)和鄉村污水渠(支

渠直徑由１５０厘米至２２５毫米(渠坑濶度大約 600至 700毫米)，而位於�在的

公共廁所和計劃中的纜車總站下游的幹渠直徑為５００毫米，渠坑濶度大約 1300

毫米)將會沿著公共車路和行人路的範圍內興建，而不會進入郊野公園的範圍。一

個如同擴大了的地下沙井的小型泵水井需要建築在昂平村的北面位置，用作把污水

從低地泵至主要的無壓污水系統。而一個監察/提壓泵房將會建築在大澳的東面的

路旁停車場，除了一個露出地面上的控制站外，其餘的設施將會位於地下。

用作興建排水管的擬用臨時工地將位於�在大澳道一個路旁停車場和位於深屈道與

昂平道交�處附近的一塊較平而禿的荒地，為較早前水務署所用的臨時工地。

1.5.1.5.1.5.1.5.    涉及的指定工程項目介別涉及的指定工程項目介別涉及的指定工程項目介別涉及的指定工程項目介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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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境影響評估條例目錄二所列印之定義，以下工程項目介別為指定工程項目：

i. 大約三千米的昂平排水管道興建在北大嶼山郊野公園範圍，因此介別為指定工

程項目中的類別 Q1；

ii. 部份的昂平鄉村污水渠將興建在自然保護區區域內，因而介別為指定工程項目

中的類別 Q1

1.6.1.6.1.6.1.6.    工程聯絡㆟名稱及電話工程聯絡㆟名稱及電話工程聯絡㆟名稱及電話工程聯絡㆟名稱及電話

2.2.2.2.    計劃和施工程序表概述計劃和施工程序表概述計劃和施工程序表概述計劃和施工程序表概述

2.1.2.1.2.1.2.1.    工程實行工程實行工程實行工程實行

所有工程組合的實地磡察、�境影響評估、詳細設計及施工管理和合約行政將會由

渠務署管理的工程顧問進行。施工程序表顯示在附錄甲。

整個工程將分成三個組合：

組合一：昂平污水處理廠

組合二：昂平主污水渠及排水管道

組合三：昂平鄉村污水系統

組合一和二的建築工程將會合併在一個獨立工程合約實行。為配合昂平纜車工程和

主要的公共廁所，這些組合的施工程序必需互相協調。組合一及二的建築工程將分

別於二ＯＯ三年年尾展開至二ＯＯ六年年頭完成。

為配合整個工程的目標，組合三也是很重要的。由於取決於徵用土地的進度，所以

這個組合會分作一個獨立的合約，而組合三的建築工程將會於二ＯＯ五年尾至二Ｏ

Ｏ七年年頭進行。

2.2.2.2.2.2.2.2.    與其他工程計劃的相互影響與其他工程計劃的相互影響與其他工程計劃的相互影響與其他工程計劃的相互影響

由於連接東涌與昂平的纜車工程預算在二ＯＯ六年年頭完成通車，因此污水系統和

污水處理廠工程必需與纜車工程同時進行。此外，水務署的「昂平供水工程」在昂

平範圍的大部份水管的路線將會與計劃中的鄉村污水渠的路線平行。而昂平供水工

程將於二ＯＯ六年年頭完成。

必需考慮這些工程對交通和�境造成的累積影響。

3.3.3.3.    工程可能引起的環境影響工程可能引起的環境影響工程可能引起的環境影響工程可能引起的環境影響

3.1.3.1.3.1.3.1.    涉及的工序簡述涉及的工序簡述涉及的工序簡述涉及的工序簡述

接近所有的鄉村污水渠都是無壓力污水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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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設計之污水處理設施所排放出的污水能達到相�高的質素和安全程度。而且設計

中的污水處理廠佔地不大(參閱附圖Ｂ２和Ｂ３)。初步設計包括以下處理設施：

i. 進水泵房

ii. 硬渣清除及隔篩

iii. 間歇進水式活性污泥生化處理(不需初級沉殿池及次級澄清池)

iv. 以引力過濾池作三級處理

v. 以紫外線照射作消毒

vi. 污泥濃縮、消化、去水和儲存

在引力過濾池的上游設置流量平衡池。此外設置了一個具有最小可容納在高流量曰

�生的已處理污水的四十八小時存水溶量的緊急儲存池。而平衡池亦可作儲存用

途。緊急儲存池將只會在排水管道發生嚴重故障時使用，但這些故障發生的機會不

大。

大部份的排水管道會是無壓管道，但一所「監察及提壓」泵房將會設置於大澳東

面。在這泵房監測到的流量會與在污水處理廠所度量的流量比較，可用作監察排水

管道可能破漏�象。

3.2.3.2.3.2.3.2.    工程施工期間可能引起的環境影響工程施工期間可能引起的環境影響工程施工期間可能引起的環境影響工程施工期間可能引起的環境影響

3.2.13.2.13.2.13.2.1    引言引言引言引言

第 3.3部份說明可能引起的�境影響的工程。而第 4部份說明感應強的地方。

3.2.23.2.23.2.23.2.2    噪音噪音噪音噪音

在工地平整期間可能需要進行爆石或大石破碎工序。同時在建築污水處理廠時建築

噪音可能從爆石和非撞擊式打樁工作中�生。興建鄉村污水渠時�生的噪音亦可能

對�地居及到寶蓮寺和遊覽天壇大佛的遊客造成影響。

3.2.33.2.33.2.33.2.3    空氣質素影響空氣質素影響空氣質素影響空氣質素影響

塵埃會在建築污水處理廠、鄉村污水渠及排水管道的建築活動如挖掘和工地整理工

序中�生。

3.2.43.2.43.2.43.2.4    水質影響水質影響水質影響水質影響

鄉村污水渠、污水處理廠及大部份的排水管道將會建於感應強的區域內。從工地流

出的水和挖掘工程排出的地下水必需嚴格控制， 以防止區內河流受到污染。

3.2.53.2.53.2.53.2.5    廢物影響廢物影響廢物影響廢物影響

工程施工期間所�生的廢物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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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地拆除、工地整理、挖掘及土方工程�生的廢土

•  工程廢棄物料如木材、廢金屬和混凝土
•  工人�生的一般垃圾

•  從維俢`機械及儀器中�生的化學廢料

3.2.63.2.63.2.63.2.6    視覺影響視覺影響視覺影響視覺影響

興建污水處理廠不需砍伐樹木，而且沒有河流穿過污水處理廠工地。但污水處理廠

在施工期間所引起的視覺影響需要在�境影響評估中作詳細檢查。在興建昂平鄉村

污水渠、主污水渠和排水管道時會對此地區的風景價值造成臨時的影響。

3.2.73.2.73.2.73.2.7    生態影響生態影響生態影響生態影響

污水處理廠設於被草覆蓋著間中有灌木的低密度矮樹叢地區(參閱附圖 C1)。興建

污水處理廠只需要清除小量的樹木。

某些鄉村污水渠和排水管道路線位於生態感應強的區域，所以需要嚴格控制水質、

塵埃和噪音(參閱第 5 部份)。所有的污水渠、排水管道和泵水/監察設施將會設於

�有的行車道、路旁停車場或行人路。一個臨時工地位於一個�有的路旁停車場

內，另一個臨時工地將會位於深屈道與昂平道交�處附近的一塊較平而禿的荒地，

為較早前水務署所用的臨時工地(參閱附圖 C2 及 C3)。而所有用作建築及臨時工地

的土地將不會是過去未擾動的土地。

3.2.83.2.83.2.83.2.8    交通影響交通影響交通影響交通影響

運輸建築物料到污水處理廠、鄉村污水渠和排水管道工地及把建築廢料搬離，需要

運用同一條雙線行車路。在鋪設渠管時需要間斷地臨時封閉一條行車線。

3.3.3.3.3.3.3.3.    工程運作時可能產生的環境影響工程運作時可能產生的環境影響工程運作時可能產生的環境影響工程運作時可能產生的環境影響

3.3.13.3.13.3.13.3.1    噪音噪音噪音噪音

雖然鼓風機、泵/電動機、通風儀器和其他機械將設置在廠房內，在污水處理廠運

作後它們仍可能�生噪音。

偶然的噪音都會從運輸物料及收集殘餘物的運作中�生。

雖然在昂平村內的小型泵水井和位於大澳東面的監察/提壓泵房的規模很小， 而且

採用了潛水泵，但是由它們�生的噪音亦必須考慮。

3.3.23.3.23.3.23.3.2    空氣質素影響空氣質素影響空氣質素影響空氣質素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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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污水系統運作期內臭味滋擾是一個重要的考慮項目。臭味主要由污水處理廠的進

水設施包括泵房、隔篩和硬渣清除，以及與它們有關的設施中�生。未處理的污水

雖然會比較新鮮，但濃度亦很高。所以硫化氫也可能從進水設施中釋放出來。除了

硫化氫，一些常見的臭味混合物如吲哚會從污水中釋放出空氣中造成臭味問題。雖

然採用了有氧式消化方法作污泥穩定，但是污泥處理設施也可能是臭味的來源。

主要的生化和三級污水處理過程中相信不會�生臭味。但由於工地的位置感應度相

�高，所以仍需對這些工序作詳細檢討。

3.3.33.3.33.3.33.3.3    水質影響水質影響水質影響水質影響

在正常運作時從鄉村污水渠收集到的污水會先通過初級處理系統。經過隔篩的污水

會進入次級處理系統，然後流入用作平衡流量高峰期的流量平衡池。這設施可確保

下游設施有較地運作。處理後的污水會經過過濾、消毒，然後經排水管道排放至大

澳小海灣西面出口。

根據所得的研究數據(部份是推知的)，得出的初步結論是排放處理後的污水至大澳

小海灣是可以接受的。進一步的確定需要作詳細的有數據水質評估。

罕有發生的供電干擾或排水管道破壞也可造成水質影響。

3.3.43.3.43.3.43.3.4    廢物影響廢物影響廢物影響廢物影響

從污水處理中�生的廢物一般是穩定固體(篩屑和硬渣)和污泥。這些廢物會經嶼南

路和東涌路運離或并合梅窩污水處理廠的廢物運送到梅窩垃圾轉運站作棄置轉運。

廢物影響也可能因山泥傾瀉引致廢物棄置路線阻隔所�生。

3.3.53.3.53.3.53.3.5    視覺影響視覺影響視覺影響視覺影響

污水處理廠露出地面的建築物可能引起視覺影響。污水處理廠將不會有高的建築

物，但實質的圖側仍留待進一步的決定。

在近大澳東面的監察/提壓泵房將只會有一個小型建築物露出地面。

3.3.63.3.63.3.63.3.6    生態影響生態影響生態影響生態影響

喉管破漏可能影響水質，從而影響原地感應強的生態。

3.3.73.3.73.3.73.3.7    交通影響交通影響交通影響交通影響

由於物料運輸和污泥運離不是經常的工序，因此只會對交通造成很輕微的影響。

4444    主要周圍的環境因素主要周圍的環境因素主要周圍的環境因素主要周圍的環境因素

4.1.4.1.4.1.4.1.    現在和計劃㆗的感應強的㆞方和感應強的自然環境位置現在和計劃㆗的感應強的㆞方和感應強的自然環境位置現在和計劃㆗的感應強的㆞方和感應強的自然環境位置現在和計劃㆗的感應強的㆞方和感應強的自然環境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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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和計劃中的感應強的地方可能受到不同的工程項目影響。這些包括:

•  原居民和青年旅舍或寶蓮寺的旅客可能受到建築噪音、塵埃和視覺問題影響，
以及進入村屋的通道的限制。

•  在建築污水處理廠和鄉村污水渠期間，天壇大佛的遊客可能感受到不良的視覺
影響。

•  計劃中的纜車總站發展可能在污水處理廠的二百五十米範圍內，因此這些地方
可能在污水處理廠運作時受到臭味影響。但是實質的纜車站位置和規模至今仍

未確定。污水處理廠和污水渠會與纜車總站同時建造，因此纜車總站在本工程

建造期間不會是感應強的地方。

•  昂平「特別科學興趣地�」接近其中一段鄉村污水渠路線，因此在建築污水渠

時可能受到污染問題影響。

•  部份的鄉村污水渠將會鋪設在 1999 年版批準發展地區大綱圖（DPA/I-NP/1)

內顯示的自然保護區內。

•  一部份的排水管道會鋪設在北大嶼山郊野公園內，因此郊野公園包括燒烤埸地
的遊客可能受到建築工程影響。

•  一部份的排水管道會鋪設在石壁水塘的集水區內。
•  排水管道的下游會鋪設在�田村東面的紅木沼澤的位置附近。

•  由於排水管道將沿著往大澳的主要通道和鄰近大澳巴士總站鋪設，因此道路使
用者和往大澳的遊客會感受到交通阻塞、噪音和塵埃的影響。

•  部份的排水管道將鋪設在大澳考古地�。

4.2.4.2.4.2.4.2.    工程所在位置可能對周圍環境造成的主要因素工程所在位置可能對周圍環境造成的主要因素工程所在位置可能對周圍環境造成的主要因素工程所在位置可能對周圍環境造成的主要因素

工程在郊野地區進行，那裡沒有工業活動或喧嘩的商業活動和潛在的有害設施。本

工程會與纜車總站和供水喉管建造工程同時進行，因此需要考慮累積�境影響。

5.5.5.5.    包含在設計㆗的環境舒緩措施和有關的將來環境性問題包含在設計㆗的環境舒緩措施和有關的將來環境性問題包含在設計㆗的環境舒緩措施和有關的將來環境性問題包含在設計㆗的環境舒緩措施和有關的將來環境性問題

5.1.5.1.5.1.5.1.    建築期建築期建築期建築期

5.1.1.5.1.1.5.1.1.5.1.1.    噪音影響噪音影響噪音影響噪音影響

承建商在進行爆石、碎石和非撞擊式打摏活動必須符合噪音管制條例的規定。在昂

平地區及沿著排水管道路線並沒有發�任何影響因素。而「地區對噪音感應程度的

級別」界別為「不受影響」。根據技術備忘錄作出初步評估，顯示因挖石和非撞擊

式打樁活動所�生的音量對最近的噪音感應強的地方:天壇大佛和污水處理廠北面

一百六十米的建築物將會在日間噪音限制水平範圍內。

沿著排水管道的路線，郊野公園使用者在燒烤區和其他休憩地區可能受到打破路面

的噪音影響。因此必需作出舒緩措施控制建築噪音至法定要求。

5.1.2.5.1.2.5.1.2.5.1.2.    空氣影響空氣影響空氣影響空氣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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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有限的工程規模及與對空氣感應強的地方如村屋、寶蓮寺、昂平青年旅舍和天

壇大佛有相�遠的距離，因此建築污水處理廠時釋放出的塵埃不會造成嚴重問題。

特別在昂平和鄰近燒烤區的地方必須採取舒緩措施以減低塵埃排放。承建商必須履

行空氣污染管制條例內相關的項目及其附屬法例，包括建築塵埃條例。

5.1.3.5.1.3.5.1.3.5.1.3.    水質影響水質影響水質影響水質影響

鄉村污水渠、污水處理廠及大部份的排水管道將會在集水區內建造。承建商必須依

照水務署訂立對保護該地區水質的條款。對保護「特別科學興趣地�」的特別要求

也會訂立。

5.1.4.5.1.4.5.1.4.5.1.4.    廢物影響廢物影響廢物影響廢物影響

建築期內�生的廢物將會依照廢物棄置條例的規定正確地棄置。在建築期內由維修

機械及儀器所�生的化學廢物必須依照「廢物棄置（化學廢料）（一般）條例」內

的規側而棄置。

5.1.5.5.1.5.5.1.5.5.1.5.    視覺影響視覺影響視覺影響視覺影響

在建築期間，昂平路和天壇大佛的平台將會是主要的感觀�。將污水處理設施移至

距離道路較遠距離及指定適�的工地邊界圍牆可舒緩對道路使用者的影響。由於鄰

近的纜車總站可能與本工程同時進行，因此對天壇大佛的平台的影響將會難以減

低。所以建築期內的視覺影響必須於�境影響評估中作詳細檢討。

建築昂平鄉村污水渠和主污水渠時將會對主要感觀�造成影響。排水管道的坑道會

對乘坐旅遊巴士到昂平和大澳的旅客造成視覺影響。在建築期間必需採取舒緩措施

如嚴格限制每次坑道的數目和長度，以存保昂平及其周圍地區的景觀。

5.1.6.5.1.6.5.1.6.5.1.6.    生態影響生態影響生態影響生態影響

在寺院的南面有一個「特別科學興趣地�」。而在這地�的河流發�有盧民氐樹蛙

生活。數段上游的鄉村污水渠鄰近此「特別科學興趣地�」，因此適�的舒緩措施

必須採取。此外，在特別規格內需要包括確保在抽水作挖掘工序時不會對鄰近的

「特別科學興趣地�」造成影響。按排工程在盧民氐樹蛙繁殂期以外進行建築的可

行性必需研究，以進一步減低對牠們的影響。

在排水管道的下游部份鄰近�田村東面的紅木沼澤，因此在建築時適�的舒緩措施

必需採用以保護這些紅木林。

5.1.7.5.1.7.5.1.7.5.1.7.    交通影響交通影響交通影響交通影響

受敷設排水管道的挖掘工序影響的道路是雙線行車道路。一條行車線在鋪設管道時

需要間斷地臨時封閉。由於這些道路的交通流量比較低，而且最小有一條行車道會

經常開放。所以如採取了適�的交通管理方案後將不會造成不能接受的不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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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涌路是一條狹窄而陡峭的道路，而且受到進入的限制，特別是重量超過 5.5噸的

車輛。因此建築物料運輸可以考慮由海路作轉運至昂平的方法。

5.2.5.2.5.2.5.2.    運作造成的影響運作造成的影響運作造成的影響運作造成的影響

5.2.1.5.2.1.5.2.1.5.2.1.    噪音噪音噪音噪音

所有泵、推動器、吹風機和其他機械用具將會放置在昂平污水處理廠的廠房內，因

此所有噪音已經減輕。

由於昂平村的小型泵水井以及在大澳東面的監察/提壓泵房只是很小規模的設施，

而且採用了沉浸式水泵，所以不會造成噪音問題。

5.2.2.5.2.2.5.2.2.5.2.2.    空氣影響空氣影響空氣影響空氣影響

由於在污水系統的上游沒有長的壓力管道，而且無壓污水渠將設計有適量的斜度和

低停留時間。因此硫化氫的濃度不會對污水系統造成臭味問題。

此外，處理後的污水的水質很高、好氧量低，而且大部份的排水管道以無壓運作。

因此排水管道在運作時不會造成臭味問題。

污水處理廠的潛在的臭味來源已在第 3.3.2部份描述。這些污水處理設施需要細心

設計，同時亦需要考慮遮蓋設施，通風和除臭系統的需要，所需的空間及建築成

本。

5.2.3.5.2.3.5.2.3.5.2.3.    水質影響水質影響水質影響水質影響

在正常運作的情況下處理後的污水的質素很高，所以估計不會對大澳小海灣和大澳

灣造成不能接受的影響。

此工程將會對昂平地區的水質造成高度的好處，而且保護了引流至石壁水塘的水的

質量。

鑑於工程位置的敏感度，數種特別防預措施將需要採用：

•  由於工地位於集水區內，因此所有昂平鄉村污水渠和排水管道會採用強度高的
可延展鐵喉管。

•  為配合在污水渠檢查及維修時用泵分流的工序，污水沙井之間的距離限制在四
十米內。

•  為防止緊急溢流，污水處理廠將有後備設施、緊急發電機和緊急儲水設施。
•  處理後的污水達到三級水平，因此在罕有發生的管道破漏的情況下也能將對�

地水質的影響減至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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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如此，為保護高感應度的昂平地區，排水管道必須嚴密監察。在上游位置 (污

水處理廠)、集水區及郊野公園的下游位置(監察/提壓泵房)都必須作定期的流量監

察以確保如在喉管破漏時能盡早探測得到。必須設定喉管破漏後的行動計劃書，并

需嚴格遵行。在維修排水管道時，污水必須臨時轉流至污水處理廠內的緊急儲水

池，以確保停止排放的狀態。

5.2.4.5.2.4.5.2.4.5.2.4.    廢物影響廢物影響廢物影響廢物影響

污水處理廠運作後�生的廢物主要是穩定固體和污泥。污泥流進重力濃縮池，然後

經過有氧消化。消化後污泥會被去水以減低體積，最後用貨車運到堆填區棄置。如

正確地管理工程，將不會對�地造成廢物問題。相對本港其他主要污水處理廠的污

泥數量，昂平污水廠�生的污泥量是非常小的，而且已計算在整體廢物棄置計劃

內。

5.2.5.5.2.5.5.2.5.5.2.5.    視覺影響視覺影響視覺影響視覺影響

主要的感觀�包括昂平路、計劃中的纜車總站和天壇大佛的平台。

雖然平路面型式的污水處理廠設計能減低潛在性的視覺影響，但是這會增加建築成

本及挖石時所�生的噪音。另一可行的方法是把主要的處理設施遮蓋在建築物內。

建築物的外牆可作適�的設計達至與外圍�境配合。將污水處理設施設置於距離道

路較遠位置能減低對道路使用者的影響。在污水處理廠的邊界種植林木和一些緩衝

物可遮蓋污水處理廠的面貌，以減低視覺影響。因此在污水處理廠的設計中，必須

預留空間作林木種植。纜車總站的範圍一經確定後，廠房的布局必須包含以上要

求。

大澳東面監察/提壓泵房大部份的設備將會是在地底的，只有一個露出路面的控制

箱。

5.2.6.5.2.6.5.2.6.5.2.6.    生態影響生態影響生態影響生態影響

唯一在運作時需要注意事項是污水渠或排水管道破漏的可能。應採取的舒緩措施已

在第 5.2.3部份詳述。

5.2.7.5.2.7.5.2.7.5.2.7.    交通影響交通影響交通影響交通影響

污水處理廠�生的殘餘物(篩屑、硬渣、污泥)將會用貨車運離污水處理廠棄置。處

理後的殘餘物可以經嶼南路和東涌路運離污水廠或合併梅窩污水處理廠的廢物再轉

運到鄰近的垃圾轉運站。運送物料和污泥棄置工序不會經常進行(最多每日一次)。

因此不會對�地交通造成太大影響。確實的影響將會於詳細交通影響評估研究進

行。

5.3.5.3.5.3.5.3.    總結總結總結總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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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島污水系統整體計劃第二期檢討」的�境檢討是根據質量的評估。評估中沒有

發�無法解決的�境影響。工程的建築和運作需要在詳細的�境影響評估作進一步

研究的項目包括纜車站、供水系統建造工程與本工程同時進行時所�生的累積影

響。適�的舒緩措施需要提出并採用確保工程�生的�境影響能在可接受特限制量

度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