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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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港西部通道  

1.2 工程工程工程工程項目的目的及性質項目的目的及性質項目的目的及性質項目的目的及性質  

一、  從跨界交通流量的預測增長顯示，介乎香港特別行政區及深圳

經濟特區之間的現有過境通道將超出負荷。為應付預期的交通

增長，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及內地當局已進行了若干項研究，

以探討設置其他跨界通道的可行性及評估各個不同路線的方

案。  

二、  根據內地當局提供的資料，目前的三條跨界通道都因歷史原因

座落於深圳市中心，超過百分之八十以上的過境車輛必須經過

深圳市區道路而導致此等地區的交通非常擠塞。這不單引致深

圳市中心的交通問題，更對城市的環境特別是空氣質素和噪音

等，造成嚴重的污染。因此，內地當局認為有迫切的需要，在

深圳市西部的蛇口增建一條新的跨界通道，以應付日益增長中

的過境交通流量及疏導深圳市中心的交通。  

三、  內地當局在進行了若干項研究後，認為深港西部通道最可取的

為蛇口的，以配合跨的最可取路線。內

地當局對跨路段進行了多個工程結構方案的研究，包括橋樑

及隧道方案。研究結果指出隧道方案的費用較高，並需要在香

港側隧道出口位置進行填工程。填工程及挖掘隧道工程將

擾動床，對環境特別是洋水質及生態等造成比橋樑方案更

嚴重的影響，而且，就沉管隧道建造方案而言，將較難控制緩

減環境影響措施的實行。因此現時推荐的是橋樑方案。  

四、  作為回應，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也進行了〈新跨界通道的可行

性研究〉，研究分三個階段進行。第一階段為調查跨界交通需

求；第二階段為探討環境與生態影響、土地用途規劃與土地徵

用問題、財務和經濟評估，以及初步的工程可行性；及第三階

段為進行幹線連接路的工程可行性研究及其他詳細的工

程影響評估。現時已完成第一及第二階段的研究，而第三階段

則仍在進行中。  

五、  基於上述研究的結果，內地當局及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同意興

建深港西部通道，以連接深圳蛇口及香港新界西北部。  

1.3 倡議人倡議人倡議人倡議人  

 路政署主要工程管理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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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工程項目的位工程項目的位工程項目的位工程項目的位置及規模置及規模置及規模置及規模  

 工程項目的建議路線位置載於附件一。暫定的推荐路線的研究範圍涵

蓋一段域，以及香港特別行政區新界西北區沿岸一帶的土

地。  

 工程項目的範圍是興建在香港境內的一段深港西部通道。整段跨

連接內地與香港特別行政區的通道將為一雙程三線分隔公路，詳

情如下：  

一、  暫時建議為一橋樑公路工程。工程將會在香港水域內興建約 3
公里長的公路。當局並會就其他工程結構方案作進一步的檢討

及研究。  

二、  建議公路的北端，將會在深圳／香港特別行政區境界上連接到

由內地當局建造的一段公路。在深圳一方的將位於

。  

三、  建議公路的南端，將會連接幹線。  

四、  當局當由幹線工程項目研究當個的可行性，一個

在在在在，在一個在在在在，以在連接深港西部通道。在在

的準則將依據若干項因素而定，如施工計劃、環境影響、

收地範圍及工程項目之間的銜接安排。這這位置載於附

件一。  

五、  幾乎所有的永久性工程將會在離岸的區域進行，某這工程則會

在地上的工地及沿施工通路上進行。  

1.5 工程項目簡介所涵蓋的指定工程項目的數目及種類工程項目簡介所涵蓋的指定工程項目的數目及種類工程項目簡介所涵蓋的指定工程項目的數目及種類工程項目簡介所涵蓋的指定工程項目的數目及種類  

 這項工程項目簡介僅涵蓋在香港境內的一段深港西部通道。根據環境

影響評估條例附表 2 的規定，這項工程項目屬於 A.1、A.8、C.12、M.1
和 Q.1 類別下的指定工程項目。  

1.6 聯絡人聯絡人聯絡人聯絡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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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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程項目的規劃及執行工程項目的規劃及執行工程項目的規劃及執行工程項目的規劃及執行  

 當局建議委聘顧問公司進行勘測研究、初步設計、詳細設計及監督工

程項目的施工。  

2.2 工程項目的時間表工程項目的時間表工程項目的時間表工程項目的時間表  

根據現時的工程計劃，當局將在二零零一年尾委聘顧問公司進行初步

環境評估及工程項目的環境影響評估。預期將儘快開展工程的施工，

並於本十年內的中期完成。  

2.3 與其他相關工程項目的配合與其他相關工程項目的配合與其他相關工程項目的配合與其他相關工程項目的配合  

一、  在這項工程項目下，當局只興建在香港水域內的一段深港西部

通道，以連接內地水域內的部分。  

深港西部通道的南端將如第 1.4 段所述連接幹線，其
將會根據幹線工程項目的研究結果在岸設

定。當局預期幹線工程的設計及建造將與深港西部通道

同步進行。  

二、  預期在元朗洪水橋的新發展區所進行的基礎設施工程及樓宇發

展將會與深港西部通道同時期進行。  

 
3 對環境可能產生對環境可能產生對環境可能產生對環境可能產生的影響的影響的影響的影響  

3.1 工程項目的進展工程項目的進展工程項目的進展工程項目的進展  

 依據目前工程項目的建議，深港西部通道將以橋樑方式在內興

建。根據初步的評估結果，橋樑將可能會以預應力混凝土興建，並以

樁柱作地基。樑的跨度、闊度及其興建方法將視乎工程項目所進行

的勘測結果而定。  

3.2 施工及運作時對環境的影響施工及運作時對環境的影響施工及運作時對環境的影響施工及運作時對環境的影響  

一、  在進行新跨界通道的可行性研究及幹線的初步設計時，

當局已研究了四個的可行性。當當分別位於當當、上當

當、在在在和在在在。研究結果指出，位於當當和上當當的

，將嚴重地分隔沿岸的一片自然生態棲息地，及嚴重影響

位於當當的具有特別科學價值的地。至於在在在及在在在的

預期將對生態環境產生較少的影響，所以當局會進一步

研究這當個建議的可行性。  

二、  在施工及運作階段，預計對四周感應強的地區將產生噪音、空

氣質素、生態、水質、視覺、廢物及文化遺跡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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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噪音噪音噪音噪音  

三、  建築噪音將與建築活動、設備、及建築時所用的進出工地的

交通有關。對噪音感應強的毗鄰地方造成噪音影響的主要建

築活動，將會是地基的打樁工程以及橋墩及橋樑構築物的興建

工程。若實施工程項目時需進行疏浚工程，則有關工程亦可能

造成噪音影響。  

四、  在運作階段的噪音來源將會與使用公路的交通有關。預計大部

分的車輛將會是重型貨車。  

 空氣質素空氣質素空氣質素空氣質素  

五、  在施工階段有潛在性產生空氣污染的根源有無遮蔽的工地、貯

存的物料、機器的移動及建築物料的處理所產生的塵埃造成。  

六、  在運作階段的空氣污染來源將會與使用公路的車輛產生的廢氣

有關。而由內地傳來的跨境廢氣所引致的影響也會一併考慮作

進一步的研究。  

 水質水質水質水質  

七、  在施工期間對的水質造成的短期影響將由以下來源造

成：  

! 疏浚  

! 上打樁  

! 由無遮蔽的施工地區所產生的當土流失  

! 由設備產生的污染物流失  

! 施工產生的廢水  

! 由建築工人設施產生的污水  

八、  視乎進一步的勘測結果而定，當局可能需進行疏浚工程以造成

通航道供上設備行駛，或挖深床以保持的排水能

力。在進行疏浚工程期間，可能對水質產生以下影響：  

! 將沉積物中的污染物釋放到水中。  

! 將懸浮固體釋放到水中，並形成飄離工地外的羽狀沉澱物  

! 由於出現沉澱物擾動的情況，因此在附近的水中可能有缺

氧的情況。  

九、  在內用打樁形式興建的地基及橋墩將無可避免地影響水

流及其循環的情況。當局將會在工程項目中使用適當的模擬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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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研究其影響。  

十、  當局並會研究因工程項目所引至的局部地區性的床侵蝕及沉

澱物的積聚情況。  

 生態生態生態生態  

十一、在施工期間的噪音及滋擾將影響工程項目施工區附近的野生生

物的分佈及活動，但這影響只屬短暫性質。  

十二、工程項目施工區附近的沿岸地區是一個生態方面多樣化

及複雜的系統，可能會受到直接影響。沿岸地區包括淤當灘、

在灘及紅樹林。這這地區養育了水鳥及珍貴品種如鱟。  

十三、中華當豚在外部水域發現。這這豚被列為內地第一

級受保護品種，亦受香港特別行政區法律保護。  

十四、當局在 1998 至 1999 年間進行〈第二階段的新跨界通道的可行
性研究〉時，已在進行了大約一年的生態調查，而有一

部分的生態環境影響評估是與本工程項目有關的。無論如何，

為獲得最新及更明確的資料，茲建議進行一個不少於六個月並

且足以涵蓋旱季和雨季的生態調查，以研究怎樣減少對生態環

境的影響。此外，當局現當進行幹線的環境影響評估，

所取得的資料，在進行深港西部通道的生態影響評估時將會一

併考慮。  

 視覺視覺視覺視覺  

十五、在施工階段，建築工程、建築車輛及潛在散發的塵埃，若不妥

善控制，會產生一般的視覺影響。  

十六、在運作階段，新公路橋樑的外觀將會對視覺產生影響。在較低

發展地區，街燈將會在晚間造成視覺的影響。  

 廢物廢物廢物廢物  

十七、施工期內將產生各類廢物，普遍而言包括掘出的物料、建築廢

物及一般廢物。  

 文化遺跡文化遺跡文化遺跡文化遺跡  

十八、在在在是一個計劃中的考古地，工程可能對其造成不良的影

響。儘管在研究範圍內並沒有法定古蹟，當局將會進行勘察以

確定是否有任何可評級的古蹟。  

 
4 圍繞地區的現有環境的主要元素圍繞地區的現有環境的主要元素圍繞地區的現有環境的主要元素圍繞地區的現有環境的主要元素  

4.1 感應強的地方感應強的地方感應強的地方感應強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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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在施工及運作期間對噪音及空氣污染現有感應強的地方包括若

干位於研究區以南的鄉村。  

二、  當局在研究中亦會考慮其他規劃中的感應強的地方。  

三、  關於地生態方面感應強的地方，計有位於在在在的淡水耕種

濕地、及繁殖著紅樹林植物的沿岸淤當灘。  

四、  及其沿岸被視為具有高生態價值的地方。在該區已發現

若干寶貴的品種，如鱟及中華當豚。當局將進行工程項目下

的詳細勘測及調查，以評估影響及訂出適當的紓緩措施。  

五、  與工程項目有關的對視覺影響感應強的地區包括周邊鄉村地區

的住宅樓宇、非住宅建築物可能包括口岸過境設施及使用周圍

道路及行人路的市民。  

六、  具文化及遺跡重要性的感應強地區包括計劃中的在在在考古

區，此項目在地的研究範圍當位於此考古區的中間邊緣地帶。 

4.2 現有的環境元素現有的環境元素現有的環境元素現有的環境元素  

一、  在周圍的地區是一個在型的鄉在地區，人口在少，一片

種植地區、漁塘及灌木林。沿岸地區主要由淤當灘形成。  

二、  在研究區內的水較淺。在香港特別行政區內的現有航道

的水深在平均水漲水平時約為 7 米。在退潮時沿岸可見廣闊的
淤當灘。  

三、  因為現時家庭、工業及農業的廢水會經由的集水區及珠

江流入，所以沉澱在床表面的淤當可能已受到污染。

當局進行環境影響評估時，將採集淤當樣本以評估其特性。  

 
5 納入設計內的環境保護措施納入設計內的環境保護措施納入設計內的環境保護措施納入設計內的環境保護措施  

5.1 減少對環境影響的措施減少對環境影響的措施減少對環境影響的措施減少對環境影響的措施  

一、  鑑於工程項目在施工及運作階段可能產生的潛在影響，當局預

計須執行紓減環境影響措施。減少環境影響的措施列舉如下。  

 噪音噪音噪音噪音  

二、  為緩解建築噪音，須沿建築工地範圍豎設臨時隔音屏障，以遮

蔽建築設備及噪音。此外，其他措施包括：  

! 實施下列標準噪音管制條款，包括：  

# 良好的工地措施以減低由來源發出的噪音  

# 避免同時進行噪吵的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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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用寧靜的機器及施工方法  

# 減少在接近重要的對噪音感應強的地區的運作機器數
目  

! 在工程可能影響感應強地方，只容許在日間時間 (早上 7 時
至晚上 7 時 )進行建築工程及建築車輛進出工地  

! 為減少噪音水平，在卸土車及貨車的引擎的排氣管上裝置

滅聲器及隔音罩  

! 為任何混凝土水泵及發電器裝置減聲器以減少噪音水平  

! 不在冬季進行高噪音及騷擾性大的工種，以減少對季候鳥

的影響  

三、  為減少工程項目運作期間對噪音感應強的地方所造成的影響，

當局會考慮有需要時在附近當設永久的隔音屏障。  

 空氣質素空氣質素空氣質素空氣質素  

四、  當局須執行紓減環境影響措施以將建築塵埃影響消減至訂明規

限內，包括下列各項：  

! 所設立的混凝土攪拌廠必須符合環保署的規定  

! 在未鋪築的範圍上灑水  

! 處理填料時及在可能產生塵埃的工地、挖開的地方及填料

區灑水  

! 確保挖掘物料在下卸時控制在最低的高度以減少由下卸時

產生的散逸性塵埃  

! 檢查車輛以確保物料不會高於邊板及尾板的水平，及在運

輸時弄濕或覆蓋物料  

! 在乾旱或多風的情況下覆蓋貯料或在其上灑水  

! 在進出工地的通路上設置洗車輪設施  

! 控制工地車輛的速度  

 水質水質水質水質  

五、  視乎研究結果，當局可能需要進行疏浚工程以提供航道或維持

／改善的水流。  

六、  為紓減疏浚工程可能對水質造成的影響，當局會在擇適當的疏

浚方法以控制羽狀沉積物的產生。在疏浚過程中可減少產生羽

狀沉積物的方法表列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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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進行疏浚工程時應考慮潮汐情況  

! 小心降下及升起疏浚抓斗以減少對沉積物造成的擾動  

! 確保緊閉抓斗，升降速度要適當地低及準確地將挖出物放

至躉船上  

! 使用不漏水的躉船  

! 使用淤當幕  

! 訂立適當的行動計劃以控制疏浚工程及密切監察在進行疏

浚工程期間的水質  

七、  挖出的物料必須以一個在環境上可接受的方式來處置。在工地

上應採樣進行測試，決定究竟沉積物是否已受污染，以在決定

回填或放置到指定的上棄置區。  

八、  當局會設置適當的設施把污水及徑流水收集、處理及排放，以

控制下列污染來源以減輕對水質可能產生的影響：  

! 由無遮蔽的表面流失的當土  

! 由設備流出的污染物  

! 由施工過程中產生的廢水  

! 由建築工人設施產生的污水  

九、  在工程項目的運作期間可能會產生溢漏的情況，可能是油污及

其他污染物。這會影響內的水質；並對洋動物產生影

響。不過，在工程項目的運作期間，除了在極端情況外，不會

產生大量的排放物。  

十、  為使將來的潮水流量及水質維持現時的水平，在設計時必須考

慮擴闊各個橋墩的距離、適當在擇放置橋墩的位置，及進行局

部地區性的疏浚工程。  

 生態生態生態生態  

十一、預期採用適當的紓緩措施後，在進行疏浚、打樁及橋樑建築時，

將不會對的生態情況造成重大及不可逆轉的影響。可以

考慮的可行紓減環境影響措施包括：  

! 在橋墩創造「人工珊瑚礁」棲息地  

! 將橋樑設計成可跨過潮間帶，無須接觸地面—當局將會檢
討及研究這項紓緩措施的可行性及其有效性  

! 使用天然的品種進行補償性種植以創造棲息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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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限制建築工程範圍  

! 限制在內的施工時間  

! 設立和鞏固豚專區  

! 隔聲裝置  

! 在撞擊式打樁過程中使用水泡幕  

! 在疏浚過程中使用淤當幕  

十二、關於在地上的生態區，當局將透過在在施工地區及通路時盡

可能避免對感應強的地方造成干擾。關於運作階段的影響，按

需要裝置用以把噪音影響減緩至可接受水平的永久隔音屏障，

亦可用以緩解生態滋擾影響。  

 
 視覺視覺視覺視覺  

十三、紓緩施工階段的視覺影響應包括管制及減少工地工程範圍、消

減產生的塵埃及有一個良好的工地編制。同時亦須在感應強地

區附近的施工區豎設視覺屏障。  

十四、深港西部通道將跨過，並成為該區環境上的一個重要部

分。作為運作期的紓緩措施，應特別考慮橋樑的設計以帶來視

覺上吸引人的效果。  

 
 廢物廢物廢物廢物  

十五、由於深港西部通道只供道路車輛使用。在運作階段產生的廢物

影響只會極少。  

十六、在施工階段，須適當地管理建築廢物的貯存、處理及棄置，以

避免造成不良影響。有關的紓緩措施包括：  

! 承載固體廢物的車輛進出工地時，其廢物應予以覆蓋。  

! 所有進出工地的車輛應盡可能繞道以避過區內感應強的地

方。  

! 所有離開工地的車輛應經過設於工地出口的洗車輪設施。

應定期清除洗車輪設施內的沉積物。遺留在工地接近的公

路上的當土或類似物料應即時清除。  

! 固體物料、垃圾或廢物不應棄置在任何積水上，應在指定

的棄置棄置。  

! 所有可燃廢料應運往堆填區，而非在工地上燒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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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建議在進行挖掘及建築工程前訂立物料／廢物管理措施，以制

定此工程項目的廢物管理方法，以減少廢物量、廢物再用和處

理、貯存、運送及棄置預期的廢物。  

 

 文化遺跡文化遺跡文化遺跡文化遺跡  

十八、深港西部通道將會是一條公路橋樑。唯一可影響在在在考古區

的永久工程是橋墩及地基建築工程。工程項目倡議人將盡力將

橋墩和地基的位置設在離開重要考古的地方。在施工期間也

會當倍小心，以免對具考古價值的地產生不良的影響。當局

並將制訂其他適當的緩解措施。  

 環境監測及審核環境監測及審核環境監測及審核環境監測及審核  

十九、紓緩措施中的重要部分是在工程項目的施工期間進行環境監測

及審核。在深港西部通道的運作階段，只需進行小型的監測及

審核工程，並可納入公路的一般維修工程的程序內。  

5.2 影響環境的嚴重性及時期影響環境的嚴重性及時期影響環境的嚴重性及時期影響環境的嚴重性及時期  

一、  施工期間的影響屬臨時性，由疏浚、打樁及結構工程產生的潛

在噪音、塵埃及生態影響將集中在施工期的上半段，藉實施適

當的紓緩措施，可將這影響減少。  

二、  視乎噪音影響的評估結果而定，可能須裝置永久的隔音構築

物，以將噪音影響控制在一個可接受的水平。  

三、  由於某這水鳥品種喜歡覓食時視線不受阻檔，因此若將橋墩設

在潮間帶會帶來視覺障礙，可能會減少該區水鳥的覓食活動。  

5.3 未來的跟進措施未來的跟進措施未來的跟進措施未來的跟進措施  

一、  當資料足夠時，當局在會進行公眾諮詢。  

二、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會與內地當局保持緊密聯繫，以跟進工程

項目的銜接問題及在工程項目的施工及運作階段所產生累積的

影響。  

6 已獲通過的環評報告的使用已獲通過的環評報告的使用已獲通過的環評報告的使用已獲通過的環評報告的使用  

在擬定這個工程項目簡介時，並無參考先前已獲通過的環境影響評估

報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