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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基本資料

1.1 工程項目名稱

九龍東南發展計劃－啟德明渠進口道填海工程。

1.2 工程項目的目的和性質

本工程項目旨在為規劃中的舊啟德機場發展提供土地。它是合約編號CE32/99九龍東南
發展修訂計劃的整體可行性研究中九龍東南發展計劃海傍設施及啟德明渠/觀塘避風塘
填海工程的一部分。

1.3 工程項目倡議人

拓展署九龍拓展處。

1.4 工程項目地點和規模以及場地的歷史

如附錄一所示，工程項目地點位於啟德明渠進口道及其緊鄰工地。其鄰近區域混合了住
宅、商業和工業發展。

工程項目將涉及以下內容：

1. 
處理啟德明渠進口道中受污染的沉積物，消除沉積物中有機物質厭氧分解產生的異
味；

2. 
進行沉積物處理的試驗性測試，以完成環境影響評估條例所要求編制的條例附表二
環境影響評估報告，同時，為隨後進行的有關填海工程編制環保策略；

3. 平整大約28公頃的土地；

4. 
擴寬及延展進入啟德明渠進口道的啟德明渠、佐敦谷箱形暗渠以及其他排水口，同
時，改善現有的排水系統；

5. 
在箱形暗渠延展部份下面建造部份已規劃的行車隧道(D4和D5公路的一部分)，但是
不包括隧道內所需要的表面覆蓋層、電氣和機械裝置。

6. 拆卸橫跨啟德明渠進口道的機場滑行道橋。

1.5 涉及的指定工程項目

這工程項目簡介是根據環境影響評估條例的環境影響評估程序技術備忘錄附錄一內的附
表二指定工程項目的要求而進行編制；指定工程項目包括：

� C.1，面積超過五公頃的填海工程(包括相聯的挖泥工程)；和

� A.7，入口之間的長度超過八百米的行車隧道或鐵路隧道。 

1.6 聯絡人的姓名和電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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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規劃大綱和計劃的執行

2.1 工程項目實施和時間表

這工程項目將根據一個快速計劃進行實施，將分五個階段完成：檢討、設計、投標、施
工和竣工。將需要大約五年的時間完成，即從2002年1月25日開始，至2007年年初竣工
。

2.2 與其他計劃的關係

這工程項目可能會與以下工程項目有關：

� 由土木工程署負責的靠近彩雲道和佐敦谷的發展(PWP Item 564CL)；

� 由土木工程署負責的位於安達臣道的發展(PWP Item 566CL)；

� 由土木工程署負責的位於啟德的拆建物料循環再造試驗設施；

� 由土木工程署負責的位於啟德的臨時公眾填料躉船轉運站;

� 由拓展署負責的啟德機場北停機坪地區基礎設施(CE42/2000)；

� 
沿跑道為現有設施提供的臨時性重置，即：危險品汽車輪渡碼頭和公眾貨物裝卸區
。

3. 對環境可能造成的影響

3.1 涉及的工序

條例附表三環境影響評估報告中推薦了三種填海方案，它們對處理啟德明渠進口道中大
約860,000立方米受污染沉積物具有不同的影響；方案如下：

� 無需挖泥的填海，進行現場處理；

� 完全挖泥的填海，進行場外處理；

� 最小程度挖泥的填海，同時進行現場或場外處理。

在啟德明渠進口道中使用的可能處理方法將彙總在條例附表二環境影響評估報告中。化
學氧化和沉積物沖洗已經分別被選為現場和場外處理工序。根據條例附表三環境影響評
估報告的要求，將進行現場試驗性測試，以確定處理方法的合適性和有效性。

現場處理過程包括：將強氧化劑注射進入沉積物，產生遊離基將污染物氧化，從而促使
污染物吸附至微粒上而使污染物分離。氧化劑同時氧化沉積物內酸性揮發硫化物中的硫
化物，以達致消除異味的效果。

以下兩個過程與現場處理方案有關：

� 沼氣的產生可能具有潛在的危險。

� 現場的三價鉻濃度偏高，一些強氧化劑會氧化三價鉻為極富移動性和高毒性的六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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鉻。如果實驗室試驗和試驗性測試證實由於氧化劑的作用而形成了六價鉻的話，現
場處理方法將不再是一種可行的補救方案。

場外處理方案涉及沉積物沖洗的處理方法，以及相關材料處理的後勤問題。如果全面清
理需要在兩年內完成，那麽每年挖掘和處理的污染沉積物平均約為430,000立方米。處
理前和處理後沉積物的儲存需要作仔細計劃，尤其是具有異味及未經處理的沉積物。如
果需作場外棄置，將按照WBTC NO. 3/2000 的要求進行第二類別及第三類別的測定。

3.2 施工期間可能的環境影響

3.2.1 空氣質素

工程項目施工期間兩個主要的潛在空氣質素影響是：

� 
填海、拆卸與建造建築物產生的塵土，以及工程項目所屬區域的施工交通、空地和
存儲區域的風蝕；

� 沉積物處理和填海工程活動產生的異味。

3.2.2 噪音

施工期間的噪音源與施工的不同階段有關，尤其是在使用動力機器設備的時候，如挖泥
機，以及進出工地交通流量的增加等。廣泛地說，施工工作包括：

� 場地清理與地盤平整;

� 交通運輸的基礎設施。

3.2.3 水質

在啟德明渠進口道填海工程項目施工期間與水質有關的主要問題如下：

� 海岸線的改變影響了維多利亞港的水動力與水質條件和水質敏感受體；

� 
填海工程進行期間啟德明渠和佐敦谷箱形暗渠的臨時分流，即從啟德明渠分流至靠
近啟德明渠進口道與觀塘避風塘邊界附近的臨時排放點，包括施工廢物和污染物可
能排放到明渠和箱形暗渠水中；

� 在施工期間，雨水渠可能會排放到土瓜灣避風塘而產生的水質影響；

� 
挖泥與填海工程會導致水中懸浮物濃度的增加，沉積物羽流的產生，重金屬污染、
非金屬污染以及有機污染物微粒和營養物的釋放；

� 施工場地的逕流導致水中懸浮物濃度和濁度的增加；

� 施工活動產生的廢水和污水；

� 
從無需挖泥的填海方案和那些不可能實施挖泥區域的地質改善過程中，有可能排放
出受污染的孔隙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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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4 受污染沉積物的處理

啟德明渠進口道中的沉積物受到金屬（銅、銀、鉻、鎳、鋅，以及較小程度的鉛，汞，
鎘）的污染，以及有機污染物微粒（多環芳香烴、多氯聯苯和三丁基錫）的污染,其總
有機碳濃度很高。 

場外處理和挖掘受污染沉積物涉及的潛在影響包括：

� 沉積物羽流的產生；

� 受污染沉積物釋放出的污染物進入水體；

� 水中懸浮物濃度和濁度的增加；及

� 異味排放。

3.2.5 廢物管理

施工期間產生的廢物一般包括拆建物料、化學廢物和工人產生的廢物。 

3.2.6 生態

施工期間潛在的影響包括：

� 挖泥產生的滋擾；

� 填海引起啟德明渠進口道棲息地的喪失；

� 沉積；

� 污染物的釋放；及

� 項目區域的逕流。

啟德明渠進口道本身是無生物性的地帶，在評價範圍内沒有重要的海洋生態區域。

3.2.7 漁業

啟德明渠進口道位於167號漁業區（觀塘）。96/97港口調查指出，該漁業區不生産成魚
和魚苗。因此，啟德明渠進口道填海工程對漁業沒有影響。對其它漁業區，如位於九龍
東南發展計劃東南面9公里處的東龍洲，和位於九龍東南發展計劃西北面18公里處的馬
灣，均沒有殘餘影響。  

3.2.8 文化古跡

九龍東南發展修訂計劃的整體可行性研究已進行地球物理學測量，以對海洋考古價值作
出評估。本項目將檢討該測量結果。如果檢討中發現啟德明渠進口道存在不尋常情況，
將進行遙遠控制裝置調查或潛水調查以確認其考古價值。如果獲得了確定的結果，則需
要進行搶救性的發掘。

3.2.9 景觀和視覺

填海工程將會對景觀和視覺作出一定的轉變，包括當地和維多利亞港對岸。填海工程還
將改變九龍灣的部分視覺特徵。由於填海工程所涉及的範圍廣泛，在施工期間將會有中
等至重大的景觀和視覺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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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計將採用的臨時性景觀美化工程也會帶來景觀和視覺影響。

3.3 運作期間可能的環境影響

3.3.1 空氣質素

已通過的條例附表三環境影響評估報告對運作期間可能存在的空氣質素影響進行了評估
。這些影響包括：

� 行車隧道通風口的廢氣排放；及

� 排水渠維修時產生的異味影響。

3.3.2 噪音

本工程項目旨在進行住宅用途發展。已通過的條例附表三環境影響評估報告的結論指出
，在運作期間沒有不利的噪音影響。此外，本工程項目是一個地盤平整和填海的工程，
那些容易受到潛在運作噪音影響的敏感受體和未來土地用途的性質、範圍和佈局已超出
本工程項目的範圍之内。

3.3.3 水質

已通過的條例附表三環境影響評估報告評估了建議中九龍東南發展計劃在運作期間水質
污染的關鍵問題。這些問題如下所示： 

� 
當九龍東南發展計劃完成時，填海工程會稍微減少進入維多利亞港的水流量(小於3
%)；並且會稍微增加港內的流速，同時會加速污染物的擴散；

� 
於九龍東南發展計劃的工程項目的實施計劃中，箱形暗渠的雨水排放可能對土瓜灣
避風塘產生水質的影響；

� 
來自雨水管和污水排放口/明渠的排放：啟德明渠和佐敦谷箱形暗渠的雨水排放從
啟德明渠分流至九龍灣以及填海本身都會消除目前的異味問題；污染物的稀釋和擴
散會有所改善；

� 
預測明渠分流後延展部份中的水質會在可接受的水平之內，但是，可能受到含有硫
化氫沉積物的影響；及

� 進入觀塘避風塘的雨水和緊急溢流。

3.3.4 污染沉積物的補救

在已通過的條例附表三環境影響評估報告中，已經評估了運作期間與污染沉積物有關的
潛在影響。已經確定通過完全的挖泥填海和場外處理方案可以消除在運作階段產生沼氣
風險這一關鍵問題，但是採用現場處理的方案可能會對未來的發展項目產生制約，特別
是在較低空氣壓力的條件下，沼氣可能會滲透到地面以下的房間、地下停車場、電梯井
、泵站和維修室，並且可能會在通風不好的區域集聚。如有需要，紓援措施將會予以實
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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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5 廢物管理

已通過的條例附表三環境影響評估報告中指出，運作期間產生的廢物主要是城市固體廢
物。因為本工程項目是地盤平整和填海項目，長期的城市固體廢物的產生和管理超出了
本工程項目的研究範圍。

3.3.6 生態

已通過的條例附表三環境影響評估報告評估了這些影響。啟德明渠進口道填海工程項目
造成的生態棲息地的損失是永久性的，並且是不可逆轉的。然而，在啟德明渠進口道中
，由於本來就不具有的生物性，所以不會有不利的生態影響。 

3.3.7 漁業

已通過的條例附表三環境影響評估報告的結論指出，在運作期沒有漁業影響。

3.3.8 文化古蹟

在運作期沒有文化古蹟的影響。

3.3.9 景觀和視覺

在已通過的條例附表三環境影響評估報告中，已經評估了這些影響。在運作期的景觀和
視覺影響主要來源於新的海岸線和填海工程完成後的長期發展，而長期發展前的臨時景
觀和視覺影響將會在本工程項目中作出評估。因為本工程項目是一個地盤平整和填海工
程，它的長期發展以及長期性景觀和視覺影響超出了本工程項目的研究範圍。

4. 周圍環境的主要元素

本工程項目的地點鄰近區域由住宅、商業和工業發展混合構成。緊鄰工地的絕大部分區
域是原啟德機場廢棄的部分。

研究區周圍的空氣質素主要受到下列污染源排放的影響：

� 研究區內及周圍地區的公路網；

� 研究區周圍的工業區，例如觀塘、九龍灣、新蒲崗、土瓜灣和紅磡；

� 研究區內及周圍地區的施工活動；

� 來自啟德明渠進口道和觀塘避風塘潛在的異味。

條例附表三環境影響評估報告對啟德明渠進口道500米範圍內現有的空氣和噪音敏感受
體在運作期間所受的影響進行了評估，這些用途的位置如附錄一所示。

在已通過的條例附表三環境影響評估報告中，水質影響評估區域包括數個現有的及規劃
中的水質敏感受體：海水進水口、避風塘、水產養殖區、冷卻水進水口和位於西部緩衝
區的公告泳灘、維多利亞港和東部緩衝區水質控制區。這些地點如附錄二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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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採取的環保措施

5.1.1 空氣

5.1.1.1 施工期

施工灰塵

已通過的條例附表三環境影響評估報告的結論指出，按照空氣污染管制（施工灰塵）條
例的規定採取正確的灰塵控制和紓緩措施，施工灰塵將不會成爲問題。本環境影響評估
研究將確定所有產生灰塵的施工活動，按照上述條例附表三的要求，確定灰塵控制和紓
緩措施，這些措施將作爲環境許可證的批核條件，同時確定對異味（如果採用大規模的
場外處理）和施工灰塵的環境影響和審核的要求。 

填海工程活動的異味影響

填海工程結束後，填海工程區域的異味排放問題將不復存在。如進行現場處理方案，因
不需要挖泥的關係，工程施工期間的異味排放將不會成爲重要的問題。根據已通過的條
例附表三環境影響評估報告的評估，通過採用以下的紓緩措施，採用挖泥和在場外處理
沉積物的方法也不會成爲嚴重的問題： 

� 採用吸入式挖泥方法防止沉積物暴露到空氣中； 

� 
在吸入式挖泥管道内加入氧化試劑，它可以立即將沉積物中產生異味的硫化物氧化
；  

� 遮蓋好裝進挖泥機的沉積物；

� 合適地密閉處理設施和相關的存儲物； 

� 
在可行時，選擇有利的風向和溫度條件進行挖泥，這樣可有效地減少異味傳至敏感
受體。

5.1.1.2 運作期

已通過的條例附表三環境影響評估報告對這些影響進行了評估，並提出了紓緩措施。摘
要如下： 

行車隧道通風口的廢氣排放

已通過的條例附表三環境影響評估報告中進行的空氣模擬預測表明，在執行了建議中的
紓緩措施以後，在九龍東南發展計劃工程項目中建造的D4和D5行車隧道通風口排出的廢
氣在運作期沒有影響。 

排水渠維護產生的異味影響

最可行控制異味的方法是減少異味排放。可採用的有效方法有(1)在淤泥清理敞開處使
用異味噴霧；和(2)在淤泥清理敞開處的下風向位置使用附設異味控制系統的“移動”
式圍欄。

在運作期間，應按環境監測和審核手冊的要求執行異味檢測程序，以檢查異味紓緩措施
能否有效地防止對鄰近的易受滋擾的敏感受體有不利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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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2 噪音

5.1.2.1 施工期

啟德明渠進口道填海工程在施工期間的噪音影響和有關的紓緩措施已包括在條例附表三
環境影響評估報告中。由於本施工區域遠離易受噪音滋擾的敏感受體，所以不會產生不
利的噪音影響。本工程項目將假定在全部挖泥機同時工作的情況下，重新檢討施工交通
和附近場地同時進行的施工及其它活動，以確定之前的評估是否仍然有效。如果不是的
話，爲了滿足環境影響評估條例技術備忘錄的要求,則需要進行施工噪音的影響評估。
本環境影響評估研究還將噪音紓緩措施確定作爲環境許可證的批核條件，另外，還確定
為環境監測和審核對施工噪音的要求。  

5.1.2.2 運作期

已通過的條例附表三環境影響評估報告對這些影響進行了評估，並提出了紓緩措施。摘
要如下： 

本工程項目區域計劃用於住宅用途，因此不會對鄰近的易受噪音滋擾的敏感受體產生影
響。而且，在編制九龍東南發展的佈局規劃時，爲了減少道路交通噪音和其它噪音源的
影響，已經融合了幾個概念，有關這些設計措施的詳細内容，可參見已通過的條例附表
三環境影響評估報告。

5.1.3 水質

5.1.3.1 施工期

條例附表三環境影響評估報告中採用的水質模擬表明，施工期對水質的不利影響可減少
到可以接受的水平，對鄰近的易受影響的水質敏感受體沒有重大的影響。本工程將對施
工區域的逕流對維多利亞港的水質影響進行了詳細的評估並提出紓緩措施。如果需要挖
泥，還將提出環境監測和審核的要求。主要的問題摘要如下：

海岸綫的改變

已通過的條例附表三環境影響評估報告認爲，由於施工區域本身和將啟德明渠進口道與
維多利亞港隔開的觀塘避風塘中的水流流速較低，所以在施工期間將不會產生問題。而
且，在九龍東南發展計劃結束後，本地區的未來海岸綫將更平滑，九龍灣内的水流限制
將會更小。  

填海期間明渠和箱形暗渠的臨時分流 

條例附表三環境影響評估報告認爲，靠近啟德明渠進口道與觀塘避風塘邊界之間的啟德
明渠和佐敦谷箱形暗渠臨時分流所引起的水流變化與原狀況沒有多大的差別。兩個水流
都是首先排入啟德明渠進口道，然後通過觀塘避風塘排入外海。本工程項目將檢討分流
的安排和路綫，如有需要時還將進行另外的評估。  

挖泥和回填

條例附表三環境影響評估報告概述了在挖泥和回填活動中盡量減少污染物的措施，包括
以下内容： 

� 在啟德明渠進口道的出口處安裝泥沙濾布，以保留懸浮固體於啟德明渠進口道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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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填海工程的初期建造防波堤，以限制挖泥和回填活動中沉積物的排放； 

� 
減低挖泥速度，使用密封的抓取裝置，控制抓取裝置的下降速度以及盡可能減少對
海床的擾動和在抓取裝置上升時盡量減少沉積物的散失。

環境監測和審核程序將包括水質監測，以監察挖泥和回填時鄰近水體中污染物濃度是否
增加。

施工現場逕流/施工活動產生的廢水和污水

採用良好的現場安排和管理實施可有效地減少潛在的污染，從而不會對水質產生重大的
影響。紓緩措施的概述參見條例附表三環境影響評估報告。 

地質改善

條例附表三環境影響評估報告指出，通過合適的現場安排和控制設施，非挖泥區地質改
善排出的孔隙水將被截留在填海工程範圍內，不會對水質產生重大的影響。條例附表三
環境影響評估報告已概述了有關的紓緩措施。

5.1.3.2 運行期

已通過的條例附表三環境影響評估報告已對這些影響進行了評估，並提出了紓緩措施。
摘要如下： 

填海的影響

已通過的條例附表三環境影響評估報告的結論認爲，九龍東南發展計劃的填海不會對維
多利亞港的水動力和水質狀況產生不利影響。  

雨水渠和污水排水口/明渠的排放

填海工程開始後，啟德明渠的雨水排放不再排入啟德明渠進口道而是排入九龍灣，該處
相對較快的潮汐水流將有助排水口污染物的擴散。九龍東南發展計劃的工程項目的實施
計劃將作檢討，箱形暗渠的排放對土瓜灣避風塘所產生的水質影響，亦將作進一步的評
估。爲了減少對水質的影響，還需要有效地控制污染物非法排放進入啟德明渠。在運作
期間，將監測由於明渠和箱形暗渠的延長而引起的水質的變化，作爲環境監測和審核程
序的一部分。 

明渠分流延展部份的水質 

條例附表三環境影響評估報告指出，採取合適的設計措施將有助於減少明渠和箱形暗渠
的延展部份內的水質影響，包括進行例行的維護以保持其水力容量。  

雨水和緊急溢流

條例附表三環境影響評估報告概述了將溢流至觀塘避風塘的影響降至最低的紓緩措施，
包括以下内容： 

� 將來自避風塘的雨水管分流； 

� 將觀塘避風塘的雨水溢流堰設置到合適的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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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將溢流結構設計在避風塘避內，以避免發生旱季溢流，在這種情況下，由於溢流的
密度較低，將在海水上部形成一個薄層。

5.1.4 受污染沉積物的處理

處理受污染沉積物的潛在環境影響取決於處理方法，而處理方法將會是根據條例附表三
環境影響評估報告中描述實驗室測試和試驗性測試所得的數據確定。因此，本環境影響
評估研究將：  

� 比較現場和場外處理兩種方案的實驗室測試和試驗性測試的結果；

� 比較全面執行每一方案的殘餘影響； 

� 提出在全面執行期間對環境影響最小的方案； 

� 根據需要制定進一步的紓緩措施；

� 
根據實驗室測試和試驗性測試的結果，為推薦方案的全面執行提出運作標準。該標
準將成爲承包商必須遵守的環境許可證中的條件； 

� 為推薦方案的全面執行編制環境監測和審核要求。 

5.1.4.1 施工期

如果處理受污染沉積物必須使用場外處理方案，條例附表三環境影響評估報告中描述的
紓緩措施應予以執行，以減少挖泥對環境的影響。 

5.1.4.2 運作期

根據條例附表三環境影響評估報告的建議，沼氣監測將作爲環境監測和審核程序的一部
分，如監測結果顯示超出預期上限，將採取有效的保護措施。

5.1.5 廢物管理

已通過的條例附表三環境影響評估報告的結論認爲，只要執行報告中提出的廢物管理措
施，無論是施工期或是運作期，均不會出現不可接受的環境影響。  

5.1.6 生態

條例附表三環境影響評估報告認爲，本工程項目對水生生態的潛在影響很小。爲了防止
施工期水質惡化而在條例附表三環境影響評估報告中提出的措施足以減輕本工程項目對
水生生態的影響，不需要其它的紓緩措施。用於水質的環境監測和審核活動將防止發生
不可接受的水生生態環境。所以，無需為水生生態制定特定的監測程序。 

5.1.7 漁業

條例附表三環境影響評估報告指出，在施工期和運作期間，最近的漁業區均遠離可能發
生影響的區域。 

5.1.8 文化古跡

如果在九龍東南發展修訂計劃的整體可行性研究中地球物理學測量的檢討中發現啟德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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渠進口道存在不尋常情況，海上考古學家將進行遙遠控制裝置調查或潛水調查以確認其
考古價值。如果獲得了確定的結果，則需要進行搶救性的發掘。 

5.1.9 景觀和視覺

5.1.9.1 施工期

儘管景觀和視覺影響不是主要問題，但是，根據環境影響評估條例技術備忘錄的要求，
施工期間的景觀和視覺影響仍需作出評估。本工程項目將評估如何減輕填海工程對景觀
及視覺產生不利影響的辦法，並會對臨時性景觀和視覺的影響作出評估。 

5.1.9.2 運作期

本工程項目是一個地盤平整/填海工程項目。未來土地用途的性質、範圍和佈局以及它
產生的景觀和視覺影響將不在本工程項目的範圍之内。 

6. 使用先前通過的環境影響評估報告 

本工程項目引起的潛在環境影響，特別是在運作期間的影響，大部份已在九龍東南發展
修訂計劃的整體可行性研究中的條例附表三環境影響評估報告中進行了評估（合約編號
CE32/99），該報告於2001年9月25日獲得通過，其通過條件參見環境影響評估條例登記
冊。作爲整體的九龍東南發展計劃，條例附表三環境影響評估報告已經對以下方面進行
了説明，包括空氣質素、噪音、水質、沉積物污染、污水收集系統、廢物管理、土地污
染、對生命的危害、生態、漁業、文化古跡、景觀和視覺、土地用途方案、環境監測和
審核及推薦的紓緩措施等。  

條例附表三環境影響評估報告僅對施工期間的影響進行了粗略的描述，那是因爲當時缺
乏施工計劃和施工設備等資料。在本工程項目的設計和施工任務中，這些資料將得到深
入的確定，以對施工期進行定量的評估。

本環境影響評估研究將側重於施工期的影響評估，同時參考條例附表三環境影響評估報
告中有關運作期的影響。條例附表三指定工程項目的報告提出了需要對啟德明渠進口道
受污染沉積物作現場和場外處理兩種處理方案進行實驗室測試和試驗性測試。本環境影
響評估研究將包括這些試驗的方法和結果，以將為全面執行計劃建立運行標準。 

7. 各種影響評估摘要

潛在的影響 備註

施工期

空氣質素
� 施工灰塵。
� 沉積物的處理和填海時排出的異味。

在條例附表二環境影響
評估中進行評估。

噪音
� 動力機械設備的噪音。
� 進出工地交通流量的增加。

在條例附表二環境影響
評估中進行評估。

水質

� 水動力和水質狀況變化情況。
� 懸浮物濃度和濁度增加。
� 產生沉積物羽流。
� 挖泥/回填產生的污染。
� 施工活動排出的廢水和污水。

在條例附表二環境影響
評估中進行評估。

污染沉積物
� 挖泥時產生沉積物羽流。
� 挖泥時污染物的釋放。
� 挖泥時，懸浮物濃度和濁度增加。

在條例附表二環境影響
評估過程中於現場和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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潛在的影響 備註

� 挖泥排出的異味。 外處理試驗以後進行。

廢物管理
� 施工和拆卸廢物。
� 化學廢物。
� 工人產生的廢物。

已在條例附表三環境影
響評估中得到了評估和
推薦了紓緩措施。

生態

� 挖泥產生的滋擾。
� 填海造成啟德明渠進口道棲息地的喪失。  
� 沉積。
� 挖泥/回填產生的污染。
� 場地逕流產生的污染。

已在條例附表三環境影
響評估得到了評估，不
需要特別的紓緩措施。

漁業 預計對漁業沒有影響。 已在條例附表三環境影
響評估得到了評估。

文化古跡 可能存在海洋考古價值，但仍須檢討地球物理學測量
之結果。

在條例附表二環境影響
評估中進行評估。

景觀和視覺 工程區域視覺特徵的變化。 在條例附表二環境影響
評估中進行評估。

潛在的影響 備註

運作期

空氣質素
� 行車隧道通風孔的廢氣排放。
� 排水渠維護時排出的異味。

已在條例附表三環境影
響評估中得到了評估和
推薦了紓緩措施。

噪音

運作期沒有不利的噪音影響。

未來土地用途的性質、範圍和佈局及容易受到潛在運
作期噪音影響的敏感受體是已超出了本填海項目的範
圍。 

已在條例附表三環境影
響評估中得到了評估和
推薦了紓緩措施。

水質

� 港內平均水流量輕微減少。
� 九龍灣污染物的分散/稀釋得到改善。
� 消除了目前的異味問題。
� 明渠分流延展部份的水質可能受沉積物的影響。
� 雨水/緊急溢流排放至新的觀塘避風塘。

已在條例附表三環境影
響評估中得到了評估。
在條例附表二環境影響
評估中將檢討九龍東南
發展計劃中工程項目的
實施計劃，從而對土瓜
灣避風塘内的水質作出
評估。

污染沉積物 遺留的沉積物可能存在沼氣風險。 在條例附表二環境影響
評估中進行評估。

廢物管理

主要是城市固體廢物。

長期的城市固體廢物的產生和管理不在本填海工程項
目的範圍之内。 

已在條例附表三環境影
響評估得了到評估。

生態 預計沒有生態影響(啟德明渠進口道是無生物性的)。 已在條例附表三環境影
響評估得到了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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潛在的影響 備註

不需要特別的紓緩措施
。

漁業 預計沒有漁業影響。

已在條例附表三環境影
響評估得了到評估。

不需要特別的紓緩措施
。

文化古跡 預計沒有文化古跡影響。

九龍東南發展計劃的整
體可行性研究已進行地
球物理學測量，將在條
例附表二環境影響評估
中進行評估。

景觀和視覺 長期發展的景觀和視覺影響不在本填海項目的範圍之
内。

已在條例附表三環境影
響評估得到了評估。



附錄一

工程項目位置及空氣及
噪音敏感受體





附錄二

現有水質敏感受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