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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基本資料基本資料基本資料基本資料

1.1 工程名稱工程名稱工程名稱工程名稱

西貢雨水排放改善工程。

1.2 工程目標工程目標工程目標工程目標

過去十年，西貢急促發展，引致大量溢流增加，使現存的排水系統在原先稍

低防洪標準設計上不能達到現時發展地區的防洪標準。在最近渠務署完成之

雨水排放整體計劃中，已確認三條鄉間河流（沙下、北港及蠔涌）需要進行

改善工程，提高其防洪標準以消除水浸對附近地區的威脅。這三條河流大部

份屬於天然水道，沿道切面皆不平均。由於西貢區之發展令河道流量不足，

即使一些局部次要的改善工程完成，水浸之問題仍然持續。該排水系統改善

工程研究範圍包括西貢鄉間集水區，預計施工期由二零零五年至二零零八

年。

1.3 工程性質工程性質工程性質工程性質

本工程包括以下項目：

(i) 西貢河及沙下導流暗渠：於西貢河建造大約 140 米長之天然河床及草
面物料與石造河堤渠道；及沙下導流建造大約 300 米長，三孔箱形暗
渠（連接於土木工程署工程計劃項目 0340CL之工程）。

(ii) 北港河：於北港河建造約 620 米長之天然河床及草面物料與石造河堤
渠道；部份河堤高度亦會提高。

(iii) 蠔涌河：重建三個抽水站的溢流堰；重新排列位於兩條渠道上游的匯

流點；建造由抽水站的行車橋到西貢公路的天穚約 700 米長之天然河
床及草面物料與石造河堤渠道；提高沿河流右堤（或稱南堤）；以及

改善蠔涌路下的跨路排水渠。

1.4 工程建議者之名稱工程建議者之名稱工程建議者之名稱工程建議者之名稱

渠務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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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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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界東南的西貢：

(i) 地圖系列，1 比 1000 比例圖：8-SW-6C；8-SW-6D；7-SW-15B；
8-SW-11A ； 8-SW-11B ； 8-SW-11D ； 7-SE-19B ； 7-SE-19D ；
7-SE-20A；7-SE-20B；7-SE-20C；7-SE-20D；7-SE-18D；7-SE-23B；
7-SE-24A ； 7-SE-24C ； 7-SE-24D ； 11-NE-4A ； 11-NE-4B ；
7-SE-25C；以及 11-NE-5A。

(ii) 地盤平面圖，圖 2.1至 2.3。

1.6 工地歷史工地歷史工地歷史工地歷史

(i) 西貢河及沙下導流暗渠：西貢河乃一鄉間天然河流。擬議的沙下導流

暗渠將位於農地及大網仔路之下。

(ii) 北港河：北港河乃一位於西貢公路與農地之間的現有渠道。大部份農

地已用作為花圃之用  －  渠道上游已被大量改變（下游則保留原
貌）。

(iii) 蠔涌河：蠔涌河沿著蠔涌路川流，由農地發展的鄉村則被河流分開在

另一邊。河堤高度曾因應情況而被更改。

1.7 指定工程項目的類別及數量指定工程項目的類別及數量指定工程項目的類別及數量指定工程項目的類別及數量

由於北港河與蠔涌河現時排放到海岸保護區，這兩條河的工程被列為指定工

程，而西貢河及沙下導流的工程則列為非指定工程。

1.8 聯絡人仕及電話號碼聯絡人仕及電話號碼聯絡人仕及電話號碼聯絡人仕及電話號碼

1.8.1 聯絡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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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工程策劃大綱及實施時間表工程策劃大綱及實施時間表工程策劃大綱及實施時間表工程策劃大綱及實施時間表

2.1 工程實施時間表工程實施時間表工程實施時間表工程實施時間表

是項工程實施包括初期勘察、設計與施工。預計將於二零零五年十二月開始

施工，到二零零八年十一月竣工。

2.2 與其他工程之交接與其他工程之交接與其他工程之交接與其他工程之交接

擬議建造之沙下導流暗渠工程，將會於下游在大網仔路東與土木工程署核下

的工程計劃項目 0304CL 有所交接。該下游的工程將委託由土木工程署進
行，其工程預計於二零零二年六月開始施工，到二零零四年十二月竣工。

3. 環境影響評估環境影響評估環境影響評估環境影響評估

3.1 有關施工方法有關施工方法有關施工方法有關施工方法（包括施工流程圖（包括施工流程圖（包括施工流程圖（包括施工流程圖、工地平面圖、工地平面圖、工地平面圖、工地平面圖、物料堆放要求、物料堆放要求、物料堆放要求、物料堆放要求、棄置及水土、棄置及水土、棄置及水土、棄置及水土

排放）排放）排放）排放）

詳情見工地平面圖。

3.2 環境影響或問題環境影響或問題環境影響或問題環境影響或問題（施工期或運作期）（施工期或運作期）（施工期或運作期）（施工期或運作期）

影響影響影響影響 西貢河西貢河西貢河西貢河 北港河北港河北港河北港河 蠔涌河蠔涌河蠔涌河蠔涌河

氣體排放 c) 工程車輛排放
o) 不適用

c) 工程車輛排放
o) 不適用

c) 工程車輛排放
o) 不適用

塵埃 c) 挖掘、儲泥區、剩餘廢
料之搬運

o) 不適用

c) 挖掘、儲泥區、剩餘廢
料之搬運

o) 不適用

c) 挖掘、儲泥區、剩餘廢
料之搬運

o) 不適用
氣味 c) 不適用

o) 不適用
c) 不適用
o) 不適用

c) 不適用
o) 不適用

噪音工序 c) 建築噪音及車輛噪音
o) 不適用

c) 建築噪音及車輛噪音
o) 不適用

c) 建築噪音及車輛噪音
o) 不適用

廢水，排放或

污染逕流

c) 地盤逕流（包括有潛在
性被機器及車輛污染）

o) 不適用

c) 地盤逕流（包括有潛在
性被機器及車輛污染）

o) 不適用

c) 地盤逕流（包括有潛在
性被機器及車輛污染）

o) 不適用
廢物或副產品

的產生

c) 建築及拆卸物料
o) 不適用

c) 建築及拆卸物料
o) 不適用

c) 建築及拆卸物料
o) 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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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影響影響影響 西貢河西貢河西貢河西貢河 北港河北港河北港河北港河 蠔涌河蠔涌河蠔涌河蠔涌河

棄置廢料包括

潛在污染物料

c) 所有物料可再用作於工
地園林之用

o) 不適用

c) 所有物料可再用作於工
地園林之用

o) 不適用

c) 河床物料經測定後，未
受污染物料可再用作於

工地園林之用

- 受污染物料則棄置

於指定的堆填區

o) 不適用
擾流或沉積的

干擾

c) 在旱季施工可減低擾

流，在工程中沉積會被

攪動

o) 工程的目的是為了防止
河水氾濫，水流因此會

獲得改善

c) 在旱季施工可減低擾

流，在工程中沉積會被

攪動

o) 工程的目的是為了防止
河水氾濫，水流因此會

獲得改善

c) 在旱季施工可減低擾

流，在工程中沉積會被

攪動

o) 工程的目的是為了防止
河水氾濫，水流因此會

獲得改善

不雅觀的視覺

外貎

c) 在施工期時，河岸將會
被影響

o) 設計會著重改善河岸在
運作期間的外觀

c) 在施工期時，河岸將會
被影響

o) 設計會著重改善河岸在
運作期間的外觀

c) 在施工期時，河岸將會
被影響

o) 設計會著重改善河岸在
運作期間的外觀

生態影響 c) 河流及河岸生態被水道
系統化

o) 已成長的園林環境應可
恢復河岸生態

c) 河流及河岸生態被水道
系統化。在初步環境評

估中確認白鷺曾出現於

連接海岸保護區的河

口。

o) 已成長的園林環境應可
恢復河岸生態

c) 大部份人工河流及河岸
生態被水道系統化。確

認在連接海岸保護區的

河口有紅樹林生長。

o) 已成長的園林環境應可
提高河岸生態

c) 施工期

o) 運作期

4. 四周環境的主要元素四周環境的主要元素四周環境的主要元素四周環境的主要元素

4.1 擬議工程有可能對自然環境擬議工程有可能對自然環境擬議工程有可能對自然環境擬議工程有可能對自然環境，現有及計劃中敏感接受體所預計帶來的影響，現有及計劃中敏感接受體所預計帶來的影響，現有及計劃中敏感接受體所預計帶來的影響，現有及計劃中敏感接受體所預計帶來的影響

敏感用途敏感用途敏感用途敏感用途 西貢河西貢河西貢河西貢河 北港河北港河北港河北港河 蠔涌河蠔涌河蠔涌河蠔涌河

住宅發展 現有

沙角美村，木棉山村
及雄愉花園所分隔村
屋（大約分隔 10米、
15米和 25米）

現有

大涌凹（大約分隔 20
米）

現有

蠔涌村，蠔涌新村及
白沙灣小築（大約分
隔 15米、30米和 60
米）

計劃

沿西貢河右岸接連鄰
地於“鄉村式發展”
區域

計劃

不適用

計劃

沿河左岸接連“鄉村
式發展”及“住宅
（戍類）”區，沿河
右岸接連“鄉村式發
展”及“綜合發展”
區

臨時房屋區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教育學院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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敏感用途敏感用途敏感用途敏感用途 西貢河西貢河西貢河西貢河 北港河北港河北港河北港河 蠔涌河蠔涌河蠔涌河蠔涌河

醫療設施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崇拜地點 不適用 位於北港河下游之佛
光寺

位於蠔涌河下游之車
公廟

農地 沙下導流暗渠將分隔
附近農地。工程完成
後將恢復原貌

北港河岸右邊用作園
藝種植

部份蠔涌河上游河岸
右邊連接農田

水體（靜止
及非靜止）

河流渠道工作 河流渠道工作 河流渠道工作

泳灘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集水區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地下水源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海水源（工
業及魚業）

於河口附近沒有開發
海水源用作商業活動

於河口附近沒有開發
海水源用作商業活動

於河口附近沒有開發
海水源用作商業活動

敏感工業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大氣域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有保護價值
的地區

超過 100米長之天然
河流受到直接或間接
的影響

超過 100米長之天然
河流受到直接或間接
的影響。北港河口左
岸被指定為“海岸保
護區”。

河口排水的海域被指
定為“海岸保護
區”。

有高視覺價
值的地方

在香港境內，西貢區
大致被認為有高風景
優美價值

在香港境內，西貢區
大致被認為有高風景
優美價值

在香港境內，西貢區
大致被認為有高風景
優美價值

文化遺產地
點

一個位於大網仔路
（沙下）一段的遺跡
北部將受到工程的影
響。

不適用 於蠔涌的車公廟（二
級保護建築物）以及
數幢古老村屋將受影
響。接連河流上右邊
河岸的遺跡亦會受到
影響。

4.2 擬議工程對於四周環境擬議工程對於四周環境擬議工程對於四周環境擬議工程對於四周環境，現有及過往相關之土地用途的主要元素影響簡述如，現有及過往相關之土地用途的主要元素影響簡述如，現有及過往相關之土地用途的主要元素影響簡述如，現有及過往相關之土地用途的主要元素影響簡述如

下下下下：：：：

土地用途土地用途土地用途土地用途 西貢河西貢河西貢河西貢河 北港河北港河北港河北港河 蠔涌河蠔涌河蠔涌河蠔涌河

道路 大網仔路 – 逕流及交通
噪音

西貢公路 – 逕流及交通
噪音

西貢公路及支路 – 逕流
及交通噪音

鄉村 鄉村的廢水及廢物棄置 鄉村的廢水及廢物棄置 鄉村的廢水及廢物棄置

農業 農藥 / 除草藥的逕流 農藥 / 除草藥的逕流 農藥 / 除草藥的逕流

工業 不適用 不適用 過往於蠔涌的工業活動

（漂染工廠 – 現在是亞
洲電視）及李錦記工廠

表現並不活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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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於設計及未來的環境策略中將採用的環境保護措施於設計及未來的環境策略中將採用的環境保護措施於設計及未來的環境策略中將採用的環境保護措施於設計及未來的環境策略中將採用的環境保護措施

5.1 減少環境影響或提高環境的措施包括減少環境影響或提高環境的措施包括減少環境影響或提高環境的措施包括減少環境影響或提高環境的措施包括：：：：

工程階段工程階段工程階段工程階段 潛在的影響潛在的影響潛在的影響潛在的影響 擬議的緩和措施擬議的緩和措施擬議的緩和措施擬議的緩和措施

施工 噪音 承建商要遵守噪音管制條例。

於敏感地帶附近採用隔音牆和減音裝置的機械。小心

編排施工程序，用臨時隔音屏障及密封隔音裝置的機

械。

工程車輛應編排避免於晚間、假日及星期日工作。車

輛要盡量遠離對噪音感應強的地方。

塵埃 承建商要跟從有效的減少塵埃的措施，將滋擾減致最

少。

任何道路及儲存堆要定時灑水。車輛離開地盤時要駛

過洗車池。儲存堆要遮蓋。

合約上要附加上相關的條例。

水質 在挖出物料中，有關樣本必須經過化驗確保沒有受到

污染，方可堆放在棄泥區。對無遮蔽泥土的逕流要提

供隔泥工具以存放受污染沉積物。如果工地有存放燃

油，應適當地存放於有圍牆地方。工地產生之污水應

改用可帶走式或其它設施清除。對於工地逕流的處

理，應根據 ProPECC PN 1/94工地排水常規夾進行，
以免工地土壤流失與及在排放前，減少水中浮粒。

將會採用泥沙保護物防止浮粒對下游敏感體之影響。

工程合約將會列明其需要。

生態環境 若可以避免，盡可能都不會砍伐健康樹木。保存自然

河床，以草面物料為河堤及於河岸上種植樹木將會緩

和及恢復河流的生態功能。

工程應避免於北港河上白鷺的繁殖季節及棲息地進

行。

水質影響緩和（以上）將防止北港河及蠔涌河下游海

岸保護地區受到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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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階段工程階段工程階段工程階段 潛在的影響潛在的影響潛在的影響潛在的影響 擬議的緩和措施擬議的緩和措施擬議的緩和措施擬議的緩和措施

工程廢料 從拆卸人工河岸及設施而來的工程廢料將會在工地分

為以下三個類別：

i) 公共填料，即穩定性的建築及拆卸物料（例：混

凝土及瓦礫）應再用於工地或棄置於公共堆填

區；建築及拆卸廢料可以再用及 / 或循環再造，
即不穩定性的建築及拆卸物料（例：鋼及其它金

屬）。

ii) 不可以再用及 / 或循環再造的建築及拆卸廢料
（例：木、玻璃和塑膠）。

iii) 不適合之挖出物料應可再用於園林地區。

承建商應按照良好工地常規去處理工程廢料，包括提

供足夠廢物收集站及經常性收集化學廢料用作棄置及

分類處理，於化學廢物處理中心作適當處理。

文化遺產 在沙下及蠔涌工程開始前，康樂及文化事務署的古物

古蹟辦事處應對設計作詳細評估及建議拯救計劃。

景觀及視覺影響 在施工前，進行適當的設計及美化，保留表層泥土作

緩解景觀措施及保留樹木（如可行）。

運作 景觀及視覺影響 監察種植及景觀建設。

生態 監察緩和措施的有効運作。

5.2 環境影響的嚴重性環境影響的嚴重性環境影響的嚴重性環境影響的嚴重性，分佈及時間是根據以下而作出，分佈及時間是根據以下而作出，分佈及時間是根據以下而作出，分佈及時間是根據以下而作出：：：：

在初步環境評估中，經過大部份數據分析，指出在施工及運作期間沒有帶來

無法解決的環境影響。制定的緩和措施能減低環境影響至可接受水平。

預防氾濫對於西貢區的房屋及有關商業有中、長線好處。

當詳細設計時，生態、環境及視覺影響將盡量緩和。同時對附近敏感體作出

中、長線好處。

5.3 進一步有關建議進一步有關建議進一步有關建議進一步有關建議

初步環境評估指出，在北港河及蠔涌河進行的排水改善工程需要作出環境影

響評估。而西貢河及沙下導流暗渠排水改善工程則需要作出環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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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過往環境影響評估報告過往環境影響評估報告過往環境影響評估報告過往環境影響評估報告

建議工程沒有過往審核之環境影響評估報告。

全文完全文完全文完全文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