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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1.1. 背景 

1.1.1. 本工程項目為建造和營運柴灣政府綜合大樓及車廠（下稱「工程項目」）予香港警務處（警

務處）、食物環境衛生署（食環署）、機電工程署（機電署）和政府化驗所（化驗所）使用。

在工程竣工後，工程項目將會由上述四個政府機構共同營運。工程項目選址位於柴灣常達街、

常安街和常茂街交界（下稱「工程項目選址」，如圖 1.1 所示）。工程項目倡議人為警務處。

沛然環境評估工程顧問有限公司獲委聘為環境顧問，對工程項目進行環境評估研究（下稱「環

評」）。 

1.1.2. 根據《環境影響評估條例》（簡稱「條例」）附表 2 第 I 部中 A.6 節所列明，「若建議興建

的運輸車廠位置距離一個現有的或計劃中的（甲）住宅區或（乙）教育機構的最近界線少於

200 米」，必須進行環評，並在施工前獲得環境許可証。因此本工程項目屬於一個指定工程

項目。根據條例第 5（1）節，沛然環境評估工程顧問有限公司於 2014 年 1 月 23 日提交工

程項目簡介（編號 PP-499/2014）申請環評研究概要。環境保護署（簡稱「環保署」）於 2014 

年 3 月 5 日發出環評研究概要（編號 ESB-267/2014）以便為此工程項目進行環評。 

1.1.3. 是次環評已根據《環境影響評估程序技術備忘錄》的要求對此工程項目建造及運作期間引發

的潛在環境影響進行了評估。 

 

 

 

﹝攝於二零一三年六月一日的航攝照片﹞ 

項目範圍 

http://www.epd.gov.hk/eia/register/profile/latest/esb267/cover.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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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工程項目說明 

2.1. 工程項目必要性 

2.1.1. 本工程項目將用作警務處香港島車輛扣留中心及考試中心、警務處中央證物室、食環署港島

東車廠、機電署港島區車廠及政府化驗所專科實驗室。由於此五項設施現時分佈於不同地區，

導致未能有效地運用資源，例如增加所需的行車距離及時間等。而且，上述設施所在地皆為

臨時撥地，需要定時續租，因此目前安排並不符合環境和經濟效益。長遠來說，一個永久的

車廠暨辦公室大樓是必須的。 

2.1.2. 另外，警務處香港島車輛扣留中心及考試中心和食環署港島東車廠目前位於康樂及文化事務

署規劃的鰂魚涌公園第二期發展範圍內。因此，為配合鰂魚涌公園第二期的未來發展，相關

部門迫切需要另覓空地去重置上述設施。 

2.1.3. 本工程項目亦解決相關部門面對實驗室、永久車廠和中央證物室供應不足的問題。 

2.2. 工程項目替代方案 

2.2.1. 本工程項目的替代方案是不建造和營運上述的柴灣政府綜合大樓及車廠，是為 「不遷」 選

擇。 

2.2.2. 若擱置此工程項目，上述服務將需要依賴其周邊地區的車廠提供。然而，這會增加所需的行

車距離及時間，從而衍生其他環境影響，包括交通流量、噪音和車輛廢氣排放的增加。 

2.2.3. 擱置工程亦會影響2.1.2部份所述的鰂魚涌公園第二期發展，以及延長2.1.2部份所述實驗室、

永久車廠和中央證物室供應不足的問題。 

2.2.4. 考慮到上述原因，此替代方案並不可取，亦非以環境優先的角度解決相關部門在該地區對車

輛維修／測試和營運服務上的需求問題。  

2.3. 選址篩選 

2.3.1. 正如以上討論，香港島的東區急需一座車廠暨辦公室大樓。於工程項目早期規劃階段，在有

限的政府可用土地當中，下列兩個較具有潛力的地點被納入考慮，如圖 2.1 所示： 

 地點 A：現有選址，位於常達街，常安街和常茂街交界 

 地點 B：鄰近現有選址，位於常達街和創富街交界 

2.3.2. 因選址地點 A 比較遠離住宅區和較接近東區走廊，預計此安排可縮短經東區走廊通往周邊地

區的交通距離和時間，從而對附近的敏感受體帶來較少的汽車廢氣排放和噪音騷擾。地點 A

因此被視為較佳選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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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建築方案篩選 

2.4.1. 為了優化設施的營運及提高環境效益，建築設計方案會由建築形式、建築設計、設施佈局及

通風和排氣系統各方面作考慮和探討： 

建築形式 

2.4.2. 本工程項目的主要目的是把於 2.1.1 部份所述的政府設施重置於同一單座式大樓，從而緩解

對土地資源的急切需求、減少建築物料的所需數量、促進更有效的運輸規劃以及減低因多座

辦公室與工場等的出現而對景觀資源和視覺景象上的影響。 

建築設計 

2.4.3. 建築物的每層高度以至總樓宇高度都減至最小。這能緩和潛在的景觀影響，亦為車輛維修／

測試和停泊不同類型車輛提供足夠空間。 

2.4.4. 本工程項目並不考慮設計地庫，因為建造地庫除了會延長施工期，亦會挖掘出大量泥土和潛

在的海洋沉積物。 

設施佈局 

2.4.5. 佈局設計以有蓋式為主，以非噪音敏感空間，例如儲存室及樓梯，圍繞車輛維修間和工場作

為噪音屏障，從而盡量減低工程項目所引致的潛在噪音滋擾。另外，本工程項目亦會加入大

量綠化設計，包括在地面和天台種植花木、在大樓外牆和天台使用非反光物料等。 

通風和排氣系統 

2.4.6. 為了有效地利用自然通風，建築物的外墻將採用大量開口設計，而停車場的機械通風系統只

作備用。因此，在減少機械通風系統數目的情況下，固定機械引致的潛在噪音騷擾將會減少。 

2.4.7. 政府化驗所實驗室內的廢氣會先經適當處理後才排放。設計亦審慎考慮排放口的位置和方向，

以確保有足夠的擴散空間，避免直接影響附近的敏感受體。經考慮不同的氣體處理方法後，

工程項目會採用脫除效率經驗證的合適技術，例如活性碳過濾器和化學洗滌器以減低氣味影

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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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方法 

2.4.8. 建造期間，主要的工程活動包括︰ 

 挖掘工程及地盤平整； 

 地基工程；及 

 上層建築。 

地基工程 

2.4.9. 雖然鑽孔式樁基工程在施工時會産生較少的噪音與振動。但是，相比壓入式工字樁，鑽孔式

樁柱的直徑較大，相對上需要較大開挖量，繼而產生較多的廢物和泥漿；其建造耗時亦較長，

相應增加建造期間產生的潛在環境影響。因此，本工程將選用壓入式工字樁進行地基工程。  

地盤平整 

2.4.10. 地盤平整將採用傳統的建築方法，包括清理工地、挖掘和回填、建造運料通道、鋪設公共事

業設施以及最後的環境美化工程。因這些工程方法發展成熟，其替代選擇有限。 

上層建築 

2.4.11. 一般而言，不同的上層建築方法並不會對附近的敏感受體帶來顯著的環境影響。而具體的施

工方法則取決於後期的大樓結構設計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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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選址說明 

2.5.1. 工程項目的選址現為渠務署的工程及候派區。如圖 1.1 所示，選址鄰近柴灣公共貨物裝卸區

的散步長廊，前身為填海土地。選址的西北面、西南面與東南面分別為常達街、常茂街與常

安街。根據的柴灣分區計劃大綱圖（編號 S/H20/21），選址的土地用途被劃爲「政府、機構

或社區(2)」(“GIC(2)”)。工程項目的建築物高度不得超過主水平基準以上 70 米（包括天台建

築物）。 

2.6. 工程項目設計 

2.6.1. 擬建的政府綜合大樓及車廠佔地約 7,000 平方米，樓高六層（包括三樓的閣樓），高度約為

主水平基準以上 49.8 米。本工程項目將提供下列設施： 

甲、 於一樓及二樓興建總樓面面積為 5,200 平方米的警務處香港島車輛扣留中心及考試中

心； 

乙、 於三樓及四樓興建總樓面面積為 4,600 平方米（或視情況而定）的食環署港島東車廠； 

丙、 於三樓及三 M 樓興建總樓面面積約為 1,942 平方米的警務處中央證物室； 

丁、 於五樓興建總樓面面積為 2,200 平方米的機電署港島區車廠；及 

戊、 於六樓興建總樓面面積約為 2,160 平方米的政府化驗所專科實驗室。 

  

（工程項目立視概要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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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工程項目營運 

工程項目營運時間 

2.7.1. 機電署車廠的主要車輛維修／測試活動會在平日上午八時至下午六時進行。警務處的車輛檢

驗服務會視乎情況需要而不定期進行，而其檢驗中心則全年無休。食環署車廠的運作時間為

每日上午六時至晚上十一時三十分。另外，機電署和香港政府化驗所等的辦公室會於上午八

時至下午六時內運作。 

人口估算 

2.7.2. 初步估算的日間（上午八時至下午六時）及晚間（下午六時至晚上十一時三十分）員工人數

分別為 180 及 55 人。 

擬定營運活動 

2.7.3. 將在工程項目內進行的營運活動主要包括車輛維修／測試、車輛停泊、車輛清洗與化學測試

等。 

2.8. 施工時間表 

2.8.1. 本工程項目預計於 2016 年年中至 2017 年年中動工，視乎設計進度而定。建造工期約為 29

個月。 

2.9. 潛在的環境影響識別 

2.9.1. 下列為建造和營運期間所識別的主要潛在環境問題： 

建造期間 

 由建造工程活動所引致的潛在塵埃影響； 

 由建造工程活動所引致的潛在噪音影響； 

 由建造工程活動和工作人口所引致的潛在水質和污水收集系統影響； 

 由建造工程活動所引致的潛在廢物管理和土地污染影響； 

 由建造工程活動所引致的潛在景觀和視覺影響； 

  

 由鄰近危險品處理和儲藏設施所引致的潛在生命危害；及 

 由本工程項目和其他現有、既定及已計劃的並行項目因相互關係或聯合所引致的潛在累

積環境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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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運期間 

 由車輛維修／測試活動和鄰近範圍的行車道所引致的潛在汽車廢氣排放和污染物排放

影響； 

 由固定裝置和車輛維修／測試活動所引致的潛在固定裝置噪音影響及鄰近範圍的行車

道所引致的潛在汽車噪音影響； 

 由工作人口所引致的潛在污水收集系統影響； 

 由營運本工程項目所引致的潛在景觀和視覺影響； 

 由車輛維修／測試所引致的潛在廢物處理影響； 

 由鄰近危險品處理和儲藏設施及本工程項目所引致的潛在生命危害；及 

 由本工程項目和其他現有、既定及已計劃的並行項目因相互關係或聯合所引致的潛在累

積環境影響。 

2.9.2. 相關的環境滋擾會在下面章節作充分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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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空氣質素影響評估 

3.1. 此環評已按照環評概要以及根據《環境影響評估條例》發出的《環境影響評估程序的技術備

忘錄》所訂明準則及指引對建造和營運期間的空氣質素和氣味影響進行了分析。 

3.2. 在空氣質量影響評估中，採用由環保署批准的相關空氣模型進行了定量評估。 

建造期間 

3.3. 潛在的塵埃排放源主要來自建造期間的挖掘工作和工地風蝕。由於工地面積有限，挖掘工作

只屬小規模，僅產生少量的挖掘物料。透過實施《空氣污染管制（建造工程塵埃）規例》所

提及的抑制塵埃措施和配合良好的工地作業守則，預計不會對空氣敏感受體造成不良的影

響。 

 

工地灑水 

施行速度管制 

覆蓋臨時堆存物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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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運期間 

3.4. 在營運期間，因本工程項目內由車輛維修／測試和停泊引起的車輛排放只屬有限，以及考慮

到 500 米研究範圍內道路網的排放所引起的累積效果，預計不會對空氣質素造成不良的影

響。 

3.5. 空氣質素影響評估模擬了二氧化氮 (NO2) 、可吸入懸浮粒子 (PM10) 、 微細懸浮粒子 (PM2.5) 

等空氣污染物的排放，結果顯示各空氣污染物的濃度於最差情況下均符合現行的空氣質素指

標。本工程項目不需要實施緩解措施。 

3.6. 本研究就垃圾車的氣味排放作出有關分析。基於本工程項目會施行下列行政及技術上的措施，

因垃圾車所引致的潛在氣味及污水外濺的滋擾將並不顯著： 

 所有垃圾車會在返回食環署車廠前於港島東廢

物轉運站或清倒垃圾處完全卸載及徹底清洗 

 本工程項目將不涉及垃圾車的維修／測試作業 

 本工程項目場內將不會清潔垃圾車縮壓機內的

殘餘垃圾 

 所有場內的洗車槽，將只進行車輛外殼清洗 

 所有垃圾車會經擦乾才離開車廠 

 所有垃圾車會裝設金屬車斗尾蓋及除臭效率達

85%或以上的除臭裝置 

 安排足夠的泊車位以避免垃圾車於入口處輪候 

3.7. 最後，由於預計政府化驗所因運作所引致的有機和無機化學物排放將會有限，並且符合相關

職業安全及健康要求的臨界值／准許的暴露限值。因此，預期營運期間所引致的潛在揮發性

有機化合物排放並不顯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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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噪音影響評估 

建造期間 

4.1. 本環評已對本工程項目進行了建築噪音評估，並考慮本工程項目與其他同期項目的累積影響。

有關評估根據《噪音管制條例》發出的《管制建築工程噪音（撞擊式打樁除外）技術備忘錄》

指引進行，按照經核實的初步建築計劃及預計採用的機動設備，對具代表性的噪音感應強的

地方的潛在建築噪音影響進行了評估。 

4.2. 透過實施建議的緩解措施，例如使用優質機動設備、限制同時施工的設備數量、使用可移動

式隔音屏障及實施良好工地作業等，預期項目工程對除了香港專業教育學院（柴灣分校）（噪

音感應強的地方 2）外的鄰近噪音感應強的地方不會產生過量的建築噪音影響。噪音感應強

的地方 2 由於接近施工工地，於工程項目進行挖掘工程、地基工程、地盤平整工程期間（約

2016 年中）， 其考試期間所受到的噪音影響預計高於相關噪音標準，影響為期約 7 日。本

環評建議承建商在施工前制定詳細的建造計劃，包括工序安排及機動設備的擺放位置等，並

根據實際情況及工地所限實施可行的噪音緩解措施，從而減少施工時帶來過量建築噪音影響。

其中，承建商須於施工時與附近教育機構作緊密聯繫，於考試期間就機動設備的使用作出相

應的特別安排，同時於工程開展前訂立一份建築噪音管理計劃書，故此高於相關標準的建築

噪音是可以避免。 

4.3. 為了確保有效實施建築噪音緩解措施和設立噪音投訴處理機制，環境監察及審核手冊建議了

相關的監察及審核步驟。 

 

 

 

 

 

營運期間 

4.4. 本環評根據《噪音管制條例》發出的《管制非住用處所、非公眾地方或非建築地盤噪音技術

備忘錄》的指引，評估項目中的固定裝置包括（I）車輛維修/ 測試活動；及（II）機械通風

和空調及其他屋宇設備的噪音。為了減低營運期間由固定裝置所引致的噪音，不同的緩解措

施將會應用於車輛維修／測試，當中包括在覆蓋範圍內及盡量在日間和黃昏進行車輛維修 / 

測試活動，和挑選機械通風和空調及其他屋宇設備，並在有需要時使用消減噪音措施，使每

台設備所產生的噪音不會超越最高許可功率聲級（MAXIMUM ALLOWABLE SOUND POWER 

LEVEL）。因此，預計在營運期間固定裝置噪音不會對噪音感應強的地方造成過量噪音影響。 

4.5. 車廠外交通噪音的影響評估以在最初十五年營運期內最差的一年，即 2033 年為評估年份。

評估結果顯示本工程項目對周邊道路網絡所新增的汽車流量只屬輕微，它的營運不會構成交

通噪音影響。 

使用流動式隔音屏障 使用優質機動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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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水質和污水收集影響評估 

5.1. 已識別的潛在水污染源頭為工地徑流、生活污水和化學品洩漏的潛在風險。建議實施的緩解

措施包括《專業人士環保事務諮詢委員會專業守則第 1/94 號：建築工地的污水排放》中的良

好工地作業守則，提供與管理移動式厠所，以及制訂預防化學品洩漏事故的對策，以緩解工

程期間任何對水質的不利影響，並且預期在實施以上措施後不會有剩餘影響。 

5.2. 此外，預期本工程項目在營運期間將不會對污水收集系統和污水處理產生顯著的影響。根據

評估結果，在實施本環評所建議的緩解措施後，本工程的營運亦不會對水質引致不良影響。 

 

 

使用流動化
糞式廁所 

使用沉積物
捕集裝置 

提供工地洗
車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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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景觀及視覺影響評估 

6.1. 本環評評估了 500 米研究範圍內的景觀影響及視野範圍內的視覺影響。 

景觀影響 

6.2. 建造及營運期間的潛在景觀影響分別來自工地清理（例如砍伐現有樹木）和因本工程項目而

建造的一座永久建築物。 

6.3. 本環評對工地範圍及鄰近範圍內所種植的 37 棵樹木進行調查。調查結果建議砍伐其中 12 棵

與本工程項目發展有直接衝突的樹木。除此之外，本工程項目並不會對其餘現有的景觀資源

和具景觀特色的地方產生不良影響。雖然小型砍伐將導致輕微的景觀影響，但只要恰當地實

施本環評所建議的緩解措施，例如提供園景地帶及代償性栽種，本項目便能將對景觀資源及

景觀特色的影響程度減至最低。因此，本工程項目將不會構成任何顯著的剩餘景觀影響。 

 
園景設計總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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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覺影響 

6.4. 建造期間和營運期間的潛在視覺影響分別來自工地運作（例如工地清理工作，建築設備存放）

和因本工程項目而建造的一座永久建築物。 

6.5. 由於本工程項目鄰近的建築物或路旁花木會輕微或部份遮掩工地運作，因此於建造期間預期

會為視覺敏感受體構成輕微至中等的視覺影響。當建造期間完結後，園景地帶及綠化天台能

掩蔽本工程項目的建築物去減低視覺影響，加上由於工程項目選址現時為臨時工地，泥地及

健康不良的樹木，在互相比較下，本工程項目亦能綠化鄰近環境的景觀，提高視覺景象及視

覺質素。因此，預計本工程項目在營運期間對敏感受體的視覺影響為可以忽略至輕微。 

6.6. 本工程項目將會提供園景建築設計及於一樓和天台的園景地帶種植不同花木。相對於工程項

目選址現時佈滿健康不良及低美化價值的樹木的情況而言，本工程項目將提高工程項目選址

的整體景觀特色及視覺質素。因此，本工程項目的景觀及視覺影響屬在採取緩解措施後可以

接受。 

園景地帶及綠
化天台 

工地圍板美化
工程 

不反光外牆飾
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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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廢物管理影響評估 

7.1. 是次環評已識別本工程項目的施工及營運期間產生的廢物種類，並已按照環評概要第 3.4.8

節及附錄 E1 與《環境影響評估程序的技術備忘錄》附件 7 及附件 15 分別概述的準則及指

引，衡量這些廢物可能對環境帶來的影響。 

7.2. 施工活動產生的主要廢物包括挖掘及移除表土與已舖設的地面、地盤平整、地基工程以及

興建上層建築所產生的拆建物料及拆建廢料；例行保養及維修廠房與設備所產生的化學廢

物；以及建築工人所產生的一般垃圾。本工程項目預計沒有沉積物的挖掘及疏浚。若嚴格

遵照相關的法例和建議要求處理、運輸和棄置所有已確定的廢物及遵守良好工地作業守則，

預計在建造期間不會產生不良的環境影響。 

7.3. 營運期間，主要的廢物種類包括來自項目工作人員的一般垃圾及車輛維修／測試活動所產

生的化學廢物。若嚴格遵照相關的法例要求處理、運輸和棄置所有廢物及遵從建議的緩解

措施，預計在營運期間不會產生不良的環境影響。 

7.4. 建議的廢物管理措施得以實施後，預期本工程項目在建造和營運期間將不會產生不良的殘

餘影響。 

 

 

避免和減少廢物 

再用、回收及循環再造 

處理及棄置 

 
（廢物管理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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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土地污染評估 

8.1. 是次環評已通過審閲過去及現時土地用途、進行現場勘察與審閲從相關政府部門收集的相

關資料，對項目範圍內潛在的土地污染進行評估。基於土地污染評估之結果，預計本工程

項目施工及營運期間不會產生土地污染影響。 

8.2. 透過實施適當的措施處理、儲存、運輸、收集和棄置危險物品、化學物品與化學廢物，預

計工程項目營運並不會帶來可量化的不良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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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生命危害評估 

9.1. 本生命危害評估是針對本工程項目在施工及營運期間﹐其危險品倉和周遭具風險性設施所

帶來的風險。 

9.2. 有關報告是評估位於創富道的中國石油化工柴灣油庫及石油氣加氣站﹑常茂街的埃克森美

孚石油氣加氣站﹑新世界第一巴士有限公司創富道永久車廠﹑常安街的城巴柴灣車廠和常

安街與常平街交界的石油氣車停泊場等設施在運作中所帶來的風險。而評估報告的結果表

示﹐該風險分別對施工期的建築工人與營運期的未來大樓及車廠的使用者均符合技術備忘

錄附件四的風險指引﹐而未來大樓及車廠的運作亦不會危害埸地外的生命。 

9.3. 在二零一八年運作期的整體風險(包括其危險品倉和周遭具風險性設施所帶來的風險)亦處

於可接受水平﹐符合技術備忘錄附件四的風險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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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環境監察與審核要求 

10.1. 環境監察和審核計劃將在項目的建造期間實施，以確保所建議的緩解措施的成效和符合相

關法令。本工程項目的環境監察與審核要求在「環境監察與審核手冊」內註明。該手冊詳

述了對基線情況和施工期間的監察計劃、環境保護／緩解措施的實施時間表、環境監察與

審核的匯報程序，以及投訴處理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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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總結 

11.1. 針對擬建於柴灣常達街、常安街和常茂街交界的新政府綜合大樓及車廠，本環評根據《環

境影響評估條例》發出的環評概要（編號 ESB-267/2014）評估了在建造和營運期間所引致

的潛在環境影響，並識別其性質和程度。在環評過程中，本研究建議了環境控制措施並納

入工程項目設計和規劃中，使其建造和營運期間皆能符合相關環境條例和標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