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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簡介 

1.1 環評範圍 

香港賽馬會委托奧雅納工程顧問公司就 2008 年奧運馬術項目主場館進行環境影響評估(以下

簡稱為環評)。有關評估是根據《環境影響評估程序的技術備忘錄》及環評研究概要編號

ESB-136/2005 進行。環評研究課題包括施工/修復期及奧運項目舉行期間的空氣質素影響、

噪音影響、水質影響、廢物管理影響及景觀和視覺影響。環評報告同時亦詳列了場地選

址、建築方法、環境監察的要求及本工程項目的環境成果。 

 

根據《環境影響評估條例》附表 2 第 I 部第 O.7 項，凡建造或營運可容納超過 10,000 人的

户外運動設施即屬指定工程項目，而由於奧運馬術項目主場館可容納 20,000 人，所以是一

項指定工程項目。表 1-1 詳列本工程各類指定及非指定工程項目。圖 ST/R/S/HK/022 亦詳列

本工程項目內設施的佈置。 

 
表 1-1: 本工程各類指定及非指定工程項目 
指定工程項目 非指定工程項目 

可容納 20,000 人的主場館 物流設施、食品及商品售賣區、觀眾入口、廣播設

施、馬房(包括馬診所)及各類訓練場地 

 

1.2 選址 

舉辦奧運馬術項目選址探討不同地點如下: 

• 多個空曠地方(包括啟德機場舊址) 

• 滘西洲高爾夫球場 

• 快活谷馬場 

• 彭福公園和香港體育學院(簡稱體院) 

• 雙魚河鄉村會所和香港高爾夫球會 

 

這些地點已分別根據國際奧委會、國際馬術聯會和北京奧組委的要求而作出評估。經過全

面審核及現場考察後，於香港舉辦奧運馬術項目的選址組合如下: 

• 於香港體育學院和彭福公園舉辦盛裝舞步和場地障礙賽，以及 

• 於雙魚河鄉村會所和香港高爾夫球會舉辦越野賽。 

 

1.3 工程項目說明 

工程項目倡議人提議在體院建造及營運可容納二萬觀眾的奧運馬術項目主場館及其他配套

設施。 

 

上址將於主要奧運項目舉行期間運作一個月，正式比賽時間約為十至十四天。為期數天的

傷殘奧運將於奧運項目完結後十四天開始舉行。傷殘奧運舉行期間將開放予已購票觀眾入

場觀賽，預計觀眾人數將少於一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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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 年奧運及傷殘奧運的馬術項目將會在三個地點舉行。除香港體育學院外，彭福公園以

及香港高爾夫球會亦將被改建作馬術項目場地。於彭福公園將會興建馬房及訓練設施；於

香港高爾夫球會則會興建越野賽設施。 

 

於彭福公園和香港高爾夫球會的工程已確定為豁免工程項目。假若沒有實質改變，這兩個

項目將不須按《環境影響評估條例》程序審批。 
 
由於彭福公園位置鄰近本項目工程範圍，環評亦會評估彭福公園在建造/修復和營運階段帶

來的累積影響。 
 
1.4 項目時間表 

馬術項目場地將於奧運項目正式舉行前一年進行測試，讓奧委會各部門能試驗該場地舉辧

賽事的實況，及試用各項馬術設施和於主場館、馬房及訓練設施內的賽道。在這「測試模

式」期間各場地將不作對外開放。 
 
本工程項目預期於二零零六年七月至二零零九年一月期間進行，其進度時間表可參閱表 1-2. 
 
表 1-2: 暫定項目時間表 
工序 開始 結束 
測試項目前的工程 二零零六年七月 二零零七年六月 
測試項目 二零零七年八月 (兩星期)  
測試項目後的工程 二零零七年九月 二零零八年六月 
奧運項目 二零零八年八月(兩星期)  
傷殘奧運 二零零八年九月  
(傷殘奧運後)修復工程 二零零八年十月 二零零九年一月 

 
2. 空氣影響 

2.1 建造/修復階段 

建造工序包括一般土地平整、排污及排水工程、公用設施的工程、興建道路及馬匹通道、

興建臨時主場館、訓練場地及新馬房。預期工程不會產生大量建築塵埃。只要遵守《空氣

污染管制(建造工程塵埃)規例》的程序及要求，預料建築塵埃對附近敏感受體影響極微。 
 
此外，環評亦已根據最新資料，評估其他同期施工工程所帶來之累積建築塵埃影響。結果

顯示因彭福公園內奧運馬術項目工程所構成的累積影響極為輕微。預期在實行有效的控制

塵埃措施及良好地盤守則後，將不會有負面的累積建築塵埃影響。 
 
2.2 營運階段 

2.2.1 汽車廢氣 
預期在奧運項目進行期間汽車流量不會增加，所以汽車廢氣也不會增加。奧運馬術項目

20,000 名觀眾將如普通賽馬日 50,000 名觀眾一般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到達現場。此外，沙田

馬場在奧運馬術項目舉行期間不會舉辦賽馬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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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由馬房引起的氣味 
香港理工大學專家在沙田馬場附近的馬房進行了一次氣味調查，報告指出在距離馬房範圍

約 100 米外的地方察覺不到任何氣味。由於新建馬房規模較現有的馬房小而與最近空氣敏

感受體相距甚遠(多於 250 米)，因此環評總結由新建馬房所引起的氣味不會有重大的影響。

此外，馬房均為密封式設計及在排氣口備有活性碳過濾空氣，這有助進一步消除可能出現

的氣味影響。 
 
2.3 剩餘空氣影響 

若採用適當的塵埃緩解措施及維持良好馬房管理守則，預料在建造/修復及營運階段，不會

有剩餘空氣質素影響。 
 
3. 噪音影響 

3.1 建造/修復階段 

施工期間建築噪音對敏感受體構成的影響主要來自機動設備的運作。主要的施工活動包括

地盤清理和平整、排污及排水工程以及主場館和馬房的興建。 
 
評估結果顯示在沒有任何緩解措施的情況下，預期大部份敏感受體將受到輕微影響。因

此，環評建議了一系列合適的噪音緩解措施，其中包括以下各項: 
• 採用良好的施工方法以減少噪音源的產生； 
• 採用低噪音的機動設備及施工方式； 
• 利用地盤圍板作隔音屏障，以阻擋噪音對接近地面的敏感受體的影響； 
• 採用活動隔音屏障遮蓋較靜態而高噪音的機動設備；及 
• 編排在學校考試以外的時間進行建造工程 
 
在實施以上建議的緩解措施後，預測建築噪音的水平可合符噪音準則。 
 
此外，環評亦已根據最新資料，評估其他同期施工工程所帶來之累積建築噪音影響。結果

發現因彭福公園內奧運馬術項目工程所構成的累積影響極為輕微，本工程無需額外增加緩

解措施。 
 
3.2 營運階段 

3.2.1 固定噪音源 

機動通風及空氣調節機組、空氣處理機組和冷凍機組均為固定噪音源。預期安裝消聲器能

足夠控制這些固定噪音源。於詳細設計應採用以下建議，盡量消減營運噪音對附近敏感受

體的影響: 
• 百葉的位置應遠離敏感受體，若可能應面向沙田馬場；以及 
• 採用直接噪音緩解措施，包括消聲器、消聲百葉和隔音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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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人群和廣播系统 
因為奧運馬術項目屬於靜態活動，故預計在比賽期間不會有顯著人群聲從主場館發出。環

評假設主場館為奥運馬術比賽專用(不包括使用大型擴音系統的音樂會)及比賽時間將不早於

上午七時及不超過晚上十一時。為了減低對附近噪音敏感受體滋擾，廣播系統將採納以下

措施： 

• 利用小型揚聲器組以替代大型揚聲器； 

• 採用指向性的揚聲器覆蓋觀眾席及遠離附近噪音敏感受體；以及 

• 在廣播系統加入聲限控制裝置來設定音量輸出水平。 

 

3.3 剩餘噪音影響 

採用上述建議緩解措施可以緩解由本工程在建造/修復和營運階段發出的噪音，故預期不會

有剩餘噪音影響。為確保營運階段符合技術備忘錄內設定的噪音準則，工程合約將規定所

有固定噪音源須進行噪音驗收測試。 
 
4. 水質影響 

4.1 建造/修復階段 

潛在的水質污染源主要來自地盤徑流、地盤人員所產生的污水及排水改道。在實施良好地

盤運作守則的情況下，施工期間將不會有任何水質影響。 

 

體院建築工程將與彭福公園內奥運馬術工程同期進行。彭福公園內的地盤將有措施管制地

盤徑流和地盤人員所產生的污水，該措施將與體院內的地盤相近。 

 

4.2 營運階段 

在集水區範圍和總滲透性面積都不變的情況下，徑流不會因滲透率提升而增加。在建議渠

口接駁點下游位置的排水系統將被提升至現有設計水平，以確保該系統有足夠容量接收場

地範圍內之徑流。此外，雨水收集系統內會安裝低流量截流器，以攔截由馬房首先沖出的

污水並導流到公共污水收集系統，這有助改善排入城門河雨水的水質。低流量截流器將覆

蓋馬房範圍，而由於臨時比賽場地、訓練場館及等候場館等地點將被修復，故不受覆蓋。

此外，工程將於排水系統安裝沙隔以防止污泥積聚。 

 

在奧運馬術項目舉行期間，場內將會設置臨時洗手間。洗手間的污水將被導流至體院現有

污水系統。此外，由馬房區域所產生的污水將被連接至一條新的污水渠，沿著城門河畔的

海濱長廊輸送至沙田公共污水系統。 

 

預期當建議措施實行後，項目在營運期間將不會構成負面的水質影響。 

 

另外，彭福公園現有的草地管理於營運階段將維持不變，不會新增如肥料和殺蟲劑等化學

品。因此，預期水質不會有任何累積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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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剩餘水質影響 

當全面和嚴格實行排水及污水緩解措施後，預料不會有不可接受的剩餘水質影響。 

 

5. 廢物管理 

5.1 建造/修復階段 

環評已評估於建造/修復階段產生的廢物數量。評估結果顯示工程項目只會產生少量建造及

拆建廢料，故預期由廢物所產生的影響極微。報告亦建議實施現場廢物分類及循環再用挖

掘物料，以減少廢物處置的數量。 

 

環評建議採納良好施工守則及緩解措施以減低廢物產生及棄置的數量。 

 

5.2 營運階段 

環評已評估項目在營運階段所產生的廢物數量及種類。結果顯示新馬房及觀衆只會產生少

量廢物。在實施正確廢物管理程序後，影響只屬短暫性和輕微。 

 

5.3 剩餘影響 

在實施所有建議的緩解措施後，預期在建造/修復和營運階段，不會有剩餘的廢物管理影

響。 

 

6. 景觀及視覺影響 

6.1 景觀影響 

環評指出工程對景觀資源的影響屬可以接受。在建造及營運階段，草地損失是唯一較顯著

的影響。將來當運動場草地修復後，影響可得到局部緩解。環評亦評估了工程對樹木的影

響。工程項目範圍內約有 33 棵樹需被砍伐，而 53 棵樹將被移植。總數 628 棵樹會被保

留，包括 3 棵樹幹直徑超過 1 米的樹。80 棵樹會被種植以補償失去的 33 棵樹。透過在傷殘

奧運結束後重建運動場及增加綠化面積，本項目將在修復期後為體院帶來正面的景觀影

響。 
 
環評指出工程對景觀特色的影響屬可以接受。體院的特色在於院內的運動設施及其景觀資

源。在建造階段樹木覆蓋範圍將會經歷特色上的轉變。這轉變可透過盡量保留院內的景觀

資源而得以緩解。在建造階段會特別注意保護樹木。在營運階段，院內的特色將回復至運

動場地，然而運動性質將轉為馬術。體院修復後的特色將與現有景觀相若。 
 
6.2 視覺影響 

為提升場地的照明度以配合奧運馬術項目的錄影及廣播，預期主場館和訓練場地內使用的

泛光燈會產生刺目強光影響。為達奧運要求，泛光燈的照明度將被設定為 2000 勒克斯

(lux)。賽馬會員工宿舍是最近主場館的視覺敏感受體，評估指出此敏感受體所受的刺目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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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影響屬於中等。有鑑於此，報告建議採用隔光板和遮光板等以減輕影響。事實上，只有

在奧運和傷殘奧比賽期間才有可能產生上述影響。另外，此等泛光燈將會被保留作將來其

他用途，但其時泛光燈數目將會減少，而照明度則會與現時馬場的相近，故刺目強光影響

只屬臨時性質。 
 

7. 環境監察及審核要求 

有關環境監察及審核計劃的詳細要求將在《環境監察及審核手冊》內詳述。承建商需跟據

《環境監察及審核手冊》內的要求進行下列量度及活動： 
• 就噪音、空氣質素、及水質進行基線監察(有待與環保署協商) 
• 就噪音、空氣質素、及水質進行影響監察(有待與環保署協商) 
• 若量度的數據超出《環境監察及審核手冊》內所定的標準，則在既定時間內，根據項目

及行動計劃採取補救行動 

• 記錄並保存監察結果的詳細紀錄 

• 預備及呈交每月環境監察及審核報告 

 

8. 總結 

環評報告已根據《環評程序的技術備忘錄》及環評研究概要編號 SB-136/2005 所規定的要求

完成。所有最新設計資料已在環評過程中被考慮在內。研究課題包括: 
• 選址 
• 建造方法 
• 空氣質素影響 
• 噪音影響 
• 水質影響 
• 廢物管理影響 
• 景觀及視覺影響 
• 環境管理計劃 
• 環境監察及審核 
 
本環評報告預料當實施所有緩解措施，及環境監察及審核程序後，奧運馬術項目將能在其

建造/修復及營運階段符合所有環保法例的標準和要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