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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簡介 
1.1 背景 
淨化海港計劃第一期及第二期甲工程改善了維多利亞港（簡稱「維港」）的整體水質。然而，

人口稠密的市區仍然有一些活動所產生的殘餘污染物流入維港沿岸水域。 

隨着維港兩岸新海濱長廊的發展，市民前往維港海濱已越見方便。政府在二零一四年的施政報

告宣布展開顧問研究，以提升維港沿岸水質，長遠目標是提升沿岸的休閒和康樂價值。在二零

一五年的施政報告中，政府亦宣布會着顧問研究如何改善市區沿岸水域的污染及氣味問題，以

便在海濱範圍提供多種水上活動場所。 

1.2 研究目的和範圍 
博威工程顧問有限公司（簡稱「博威」）於二零一六年一月受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環境保護署10 
（簡稱「環保署」）委託進行合約編號 CE32/2015(EP) 「進一步提升維港沿岸水質–可行性研

究」（簡稱「研究 」）。 

1.2.1 研究目的 
本研究目的： 

 探討各種具體可行及符合成本效益的方案，以有效減少近岸污染，藉此改善維港沿岸環境

（外觀及氣味）；以及 

 制訂計劃以改善本港知名海濱地區的環境，並以提升其休閒和康樂價值作為長遠目標。 

1.2.2 研究範圍 
研究範圍包括以下項目： 

 確定研究區域內（圖表 1-1）近岸水質及氣味的污染水平； 20 

 進行所需的研究和調查，確定影響外觀及氣味問題的源頭，並從工程、法例、規劃及管理

各方面提供建議措施，以緩解在具潛力的海濱區域（圖表 1-2 ）進行水上活動所面對的外

觀及氣味問題；以及 

 進行研究和調查，確定影響外觀及氣味問題的源頭，並就緩解受關注區域（圖表 1-2）的

環境問題建議所需的跟進行動（例如：工程措施、清潔計劃、執法行動及巡查安排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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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表 1-1 研究區域 

 
圖表 1-2 具潛力的海濱區域和受關注區域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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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 主要工作 
本研究共有八項主要工作： 

 工作一  確定維港近岸污染水平的整體狀況 
 工作二 檢視適用於維港的外國應對近岸水質污染的經驗 
 工作三 進行實地考察、環境監察及調查，以確定影響在具潛力的海濱區域進行水上

活動的污染源頭 
 工作四 因應受關注區域中個別污染問題進行特別實地考察、環境監察及調查 
 工作五 就應對近岸污染的現行計劃、規劃、法例條文和安排作出檢視並提出改善建

議 
 工作六 建議工程方案，以控制及減少污染排放和氣味滋擾 
 工作七 建議措施，以提高公眾對於應對近岸污染的關注 
 工作八 制定應對近岸污染的整體大綱 

2.0 檢視及調查結果摘要 
2.1 研究方法 
進行本研究所採用的技術方法如下： 

i. 調查沿岸水域的污染狀況及污染源頭 

 沿維港兩岸進行基線調查（包括目測檢查、氣味巡查、近岸水體／沉澱物取樣及分

析），以確定受污染雨水渠口位置及可能引致污染的主要源頭；以及 
 在受污染雨水渠口的上游進行狀況勘測（包括沙井檢查、污染流量調查、污水渠錯10 

誤接駁調查等），以確定污染源頭。 

ii. 制定改善措施 

 檢視外國應對近岸水質污染的管理、工程及規管措施，並提出適用於香港的措施；  
 檢視香港現有的行政及規管條文、已實施的計劃及安排，並提出改善建議及新措施，

從源頭減少近岸污染； 
 檢視現有應對近岸污染的公眾宣傳計劃，並提出改善措施，以推動市民改變行為習

慣，盡量減少源頭污染； 以及 
 審視和提出工程方案，從污染源頭及雨水渠集水區的下游減少污染排放及氣味滋擾。  

iii. 制定實施計劃 

 制定短、中及長期措施，以供相關部門作出跟進；以及 20 
 制定應對近岸污染的整體大綱，包括實施計劃。 

2.2 近岸污染水平的整體狀況 
本研究透過檢視現有的環境數據及進行基線調查，確立研究區域內的整體近岸污染情況。 

本研究調查了 235 個主要的雨水渠口。這 235 個雨水渠口中，部分位置相近，故根據雨水渠

口的相近位置組合成為155 個雨水渠口位置（即包含四個並列雨水渠口的四管道箱形暗渠被組

合成為一個雨水渠口位置），當中發現 43 個雨水渠口位置受到污染及出現氣味問題。圖表 
2-1 展示該 43 個受污染雨水渠口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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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表 2-1 受污染雨水渠口位置 

 

在 43 個受污染雨水渠口位置當中，13 個位於下列區域的雨水渠口位置曾錄得高水平的五天生

化需氧量及大腸桿菌含量 1 (括號內數字顯示曾錄得高水平的五天生化需氧量及大腸桿菌含量

的雨水渠口位置數目) : 

 中西區：中環碼頭(1)和添馬公園(1)； 
 灣仔區：香港會議展覽中心東面(1)和銅鑼灣避風塘(1)； 
 東區：筲箕灣避風塘(2)； 
 油尖旺區：新油麻地避風塘(1)和尖沙咀海濱花園(1)； 
 九龍城區：土瓜灣(4)； 10 
 觀塘區：鯉魚門避風塘(1)。 

基線調查的結果顯示，氣味問題主要是雨水渠口排出的污染物所致。調查亦顯示，受污染雨水

渠口、避風塘及內灣中的沉澱物如暴露在空氣中，有機會產生氣味問題。不過，由於在調查期

間，即使在潮退的情況下，沉澱物都一直浸沒在海水中，因此相信沉澱物並不是主要的氣味來

源。 

2.3 污染源頭勘測 
為確定污染源頭，本研究從受污染雨水渠口，沿着雨水排放系統網絡，逐步追蹤至雨水渠上游，

進行狀況勘測。狀況勘測進行了以下的調查工作：實地視察、沙井檢查、污染流量調查、污水

渠錯誤接駁調查、旱季截流器檢查、非點源污染調查等。 

本研究檢查了約 4 700 個雨水沙井，當中約 3%有較高的污染量，原因可能是公共污水渠錯誤20 
接駁到雨水渠（下稱「公共污水渠錯駁」）、建築物污水渠錯誤接駁到雨水渠（下稱「建築物

                                                             
1高水平的五天生化需氧量是指所有收集樣本的平均值均大於每公升 10 毫克。高水平的大腸桿菌含量是指所有收集

樣本的幾何平均值均大於每 100 毫升 80 000 菌落形成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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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水渠錯駁」），以及非點源污染（例如老化污水渠滲漏、街頭活動、清洗公眾地方等）。圖

表 2-2 展示本研究發現受污染的雨水沙井和公共污水渠錯駁的位置。 

圖表 2-2 受污染的雨水沙井及公共污水渠錯駁位置圖 

 

根據在首層雨水沙井（即箱形暗渠主要分支中的首個雨水沙井）檢測到的五天生化需氧量，本

研究估計經勘測的雨水渠集水區內總五天生化需氧量為每天 9 820 公斤。圖表 2-3 展示按地

區劃分集水區的污染量。 

圖表 2-3  經勘測的集水區內的五天生化需氧量估算 

 

根據實地視察的結果，發現流入到雨水排放系統的非點源種類包括街頭清洗、食物業處所／食10 
店及建築工地活動。本研究發現的公共污水渠錯駁個案已轉交相關政府部門跟進。 

我們相信如成功整治污染源頭，可減少近岸污染及氣味問題，並改善維港沿岸地區的環境質素

及康樂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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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外國應對近岸污染的經驗 
為應對近岸污染問題，新加坡、悉尼、倫敦、紐約及溫哥華五個外國城市在規管、行政及雨水

系統技術方面採取了多項措施。本研究對這些措施進行了廣泛研究。以上選取的城市皆為都市

化城市，普遍達到較高的水質標準，並具備相若的經濟發展水平及完善的城市雨水管理制度，

與香港的情況相近。本研究審視了外國應對近岸及雨水渠污染問題的經驗，同時亦提出可能適

用於香港的措施。 

在分析外國各種雨水管理策略後，可見各地有一個共通點，就是採取環保及可持續措施（通常

稱為「水敏性城市設計」或「可持續城市排水系統」），盡量從源頭進行雨水徑流管理，並採

用綜合天然排水設計。 

有別於香港，溫哥華及紐約使用污水及雨水混合排放系統，因此部分措施不能完全適用於香港。10 
香港高度都市化，市區的休憩空間有限，而且街道活動頻繁。目前，綠化雨水污染控制措施

（例如雨水花園、生物窪地、人工濕地）的成效尚未得到驗證，也尚未成熟至足以在香港廣泛

採用，因此香港採用的綠化雨水污染控制措施相當有限。香港已採取一些措施，以增加綠化空

間和綠化屋頂。長遠而言，香港需要有計劃地逐步改變，為新發展地區、重建地區和改善項目

制定和採用這類措施。 

本研究認為以下主要的雨水管理策略和措施適用於香港： 

 考慮採用綜合水資源管理方法進行雨水管理（例如鼓勵在新發展地區或重建地區採用「水

敏性城市設計」）； 
 設立近岸水質監測計劃； 
 繼續執法，以管制水質污染及海上垃圾；以及 20 
 繼續在非點源污染黑點進行總污染物渠隔研究和試驗。 

3.0 應對近岸污染的整體大綱 
要提升香港維港沿岸的水質，必須在人煙稠密的都市環境進行雨水管理，這是一項非常複雜及

具挑戰性的工作。  

各政府決策局與部門之間的協調，以及社會各階層的持份者和市民公眾的參與，對於有效應對

近岸污染至為重要。有見及此，我們制定了整體大綱以提升維港沿岸的水質。 

3.1 大綱架構 
參考外國綜合管理集水區的經驗，大綱涵蓋三個主要範疇（圖表 3-1）： 

 源頭控制 
 雨水系統措施 30 
     政策、規劃和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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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表 3-1 大綱架構 

 

3.2 源頭控制 
為了從源頭控制維港沿岸水域的污染情況，政府需要繼續進行確定及治理污染源頭 2的工作。

同時，政府和公眾持續配合與合作，對取得成功尤關重要。 

3.2.1 改善行政及規管安排 
與改善沿岸水質有關的主要條例包括： 

 《水污染管制條例》（第 358 章）及附屬規例：通過發牌制度，管制在水質管制區內

的所有排放物或沉積物進入香港水域，以維持為公眾利益而促進對香港水域的保護及

最佳運用所應達致與保持的水質； 10 

 《建築物條例》（第 123 章）及附屬規例：對欠妥的排水渠或違例排水工程採取執法

行動； 

 《公眾衞生及市政條例》（第 132 章）及附屬規例：對在公眾地方亂拋垃圾採取執法

行動；  

 《定額罰款（公眾潔淨及阻礙）條例》（第570章）及《簡易程序治罪條例》（第228
章）：對於在海上發現的垃圾，針對在海上棄置廢物的罪行而發出定額罰款通知書及

採取執法行動； 

 《商船（防止及控制污染）條例》（第 413 章）：防止及盡量減低船舶造成的污染，

以及管制所有船舶的油、含油混合物和垃圾排放入香港水域； 

                                                             
2 包括公共污水渠錯駁、建築物污水渠錯駁及非點源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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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船（本地船隻）條例》（第 548 章）： 針對將油或含油混合物排放入香港水域的

人、本地船隻或陸上地方而採取執法行動；以及 

 《船舶及港口管制條例》（第 313 章）：針對將油或含油混合物排放入香港水域的人、

船隻或陸上地方而採取執法行動； 

以上條例涵蓋各類導致沿岸水域污染的活動，本研究認為應足以針對潛在的污染源頭。有關政

府部門正執行以上條例以改善沿岸水域的水質。 

為了提升執法效率，本研究建議一系列的措施供決策局／部門考慮（圖表 3-2）。個別決策局

／部門應考慮其服務及資源分配的優次，以進一步研究跟進這些措施的詳細程序和時間表。 

圖表 3-2 提升執法效率的建議措施 

範疇 措施  

防止來自私人樓宇的水質污染 
 

利用本研究的研究結果及政府部門的排水及排污檢查結果，釐定需進
一步調查的集水區的優先次序。 

透過外判服務，加強建築物污水渠錯駁的調查工作。 

防止來自公共雨水渠的水質污染 
 

進行排水系統檢查，以及優先為本研究發現的受污染集水區進行地下
污水渠修復。 

利用本研究的實地勘測結果，糾正在排水及排污系統中的公共污水渠
錯駁情況。 

工務工程進行期間，記錄及妥善拆除所有臨時繞流裝置，並把排水系
統恢復原狀。 

防止商業活動造成水質污染 開展遏止非法污水排放行動， 例如聯合專責小組可加強執法行動，在
某段時間內推行全港性行動，在各個潛在受污染黑點（如路邊濕貨街
市）打擊非法污水排放。  

在將來的工務工程項目中，採用清晰可見的標誌標示路旁集水溝及雨
水沙井。 

向持牌食物業處所經營者或持牌人宣傳正確排放污水的信息。 

透過簡介會、社交媒體和政府宣傳短片／廣播，提高業界和公眾對正
確排放污水的意識。 

防止都市活動造成水質污染 
 

加強教育垃圾收集站的使用者及路邊濕貨街市的檔戶，認識排放污水
的良好守則。 

檢討私人樓宇內垃圾房及物料回收房的排水要求。 

研究街道及道路清潔的科技及最佳可行方法。 

防止海濱批發市場造成污染 針對與食品批發市場有關的海上棄置廢物情況，執行《定額罰款（公
眾清潔及阻礙）條例》第 570 章。 

防止船隻造成水質污染 
 

向船舶操作員派發有關預防污染良好守則的資料。 

如有機會，透過海濱發展項目，改善鄰近海岸的衞生設施。 

防止一般陸地和海洋活動造成的污染 按需要為污染黑點和水上康樂活動的指定水域訂立跨部門行動計劃或
污染消減計劃。 

在受歡迎的海濱設立近岸水質監測計劃。 

註：  
以上措施應由相關決策局／部門（包括漁農自然護理署、屋宇署、渠務署、環境保護署、食物環境衞生署、海事

處、康樂及文化事務署和建築署）考慮。 

3.2.2 教育 10 

本研究檢討了現時有關應對近岸水域污染的宣傳計劃。主要的檢討結果及改善空間概述如下： 

javascript:void(0);
javascript:void(0);
javascript:void(0);
javascript:void(0);
javascript:void(0);
javascript:void(0);
javascript:void(0);
javascript:voi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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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關部門應檢討及更新部分現有宣傳品的內容和設計，以教育公眾有關避免沿岸污染的良

好守則；  

 應專門為特定對象設計宣傳運動，以改變亂拋垃圾及非法排放污水到雨水渠的行為；以及 

 政府決策局／部門應因應特定受眾對象，選擇最有效的宣傳渠道（包括傳統及社交媒體），

並在可影響市民行為的適當時機進行推廣。  

現建議公眾宣傳計劃，供相關政府決策局／部門參考。經檢視本地及海外在公眾宣傳運動方面

的經驗後，本研究對於公眾宣傳運動的設計有以下建議： 

 更新現有的宣傳品、展覽及活動的內容，使用更吸引的圖像設計和簡單易明的資訊圖表，

並加入有關防止雨水渠污染的主要信息； 

 利用社交媒體發佈主要信息； 10 

 推出有關預防雨水受污染的新宣傳計劃；以及 

 為持份者提供良好管理守則，並鼓勵他們參與污染管制。 

3.3 雨水系統措施 
儘管各政府部門已合力打擊水污染，如污染者不作出行為上的改變，始終難以完全消除特別是

來自非點源的殘餘水污染。現建議多項雨水系統措施，進一步優化現有的雨水排放系統，盡量

阻截雨水渠中的污水，從而減少污染物排放到維港，並緩減氣味和外觀問題。有關措施概述如

下，政府可因應實際情況，在不同的集水區或地區實施這些措施： 

3.3.1 阻截污染物 

3.3.1.1 調查及修正公共污水渠錯駁及建築物污水渠錯駁 

本研究發現有關公共污水渠錯誤接駁的個案，已轉交渠務署跟進。除了本研究的調查外，環保20 
署亦會在其恆常工作及調查期間發現的錯駁個案轉介予渠務署跟進。此外，本研究發現受污染

的雨水沙井資料，已轉交環保署作參考和跟進。至於建築物污水渠錯駁個案方面，屋宇署會根

據《建築物條例》的規定對業主採取行動（例如發出法定命令）。 

3.3.1.2 新型下游旱季截流器 

一般傳統旱季截流器利用閘板阻截在箱形雨水暗渠內的旱流並截流至污水系統。不過，為了預

留足夠的污水處理量，以應付香港人口持續上升而對排污系統造成的壓力，建議使用新型下游

旱季截流器，利用閘板阻截箱形雨水暗渠的旱流，經過濾後才排放到維港。本研究建議政府優

先在 11 個位置設置新型下游旱季截流器（圖表 3-3）。 

圖表 3-3 優先設置新型下游旱季截流器的地方 

地區 優先設置新型下游旱季截流器的地方 

灣仔區 灣仔東 

銅鑼灣避風塘 

東區 筲箕灣避風塘  

中西區 中環碼頭 

新中環海濱 

油尖旺區 紅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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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 優先設置新型下游旱季截流器的地方 

新油麻地避風塘 

大角咀  

荃灣區 荃灣海灣 

九龍城區 土瓜灣  

深水埗區 長沙灣 

一般來說，當新型下游旱季截流器項目被納入基本工程計劃後，預計整個項目由勘查研究、設

計、取得法定許可以至建成預計需時大約 7 至 8 年。 

為紅磡、灣仔東、銅鑼灣避風塘、荃灣海灣和筲箕灣避風塘設置新型下游旱季截流器的項目已

被納入基本工程計劃。 
 
當局已就其餘六個擬設置新型下游旱季截流器的位置進行有關集水區的初步研究。視乎進一步

檢視有否合適地方、技術可行性、其他改善措施的成效、海濱發展的情況等的結果，當局會逐

步規劃相關工程。 

3.3.1.3 傳統旱季截流器  

傳統旱季截流器利用閘板阻截在雨水渠內的旱流並截流至污水系統。政府已開始在九龍西及荃10 
灣建造新的旱季截流器及改建現有的旱季截流器，預計將在 2022 年內完成。當已計劃的旱季

截流器工程完成後，政府應監測近岸水質，以評估上述減少污染措施的成效。為了避免影響污

水渠的排水能力和污水處理基礎設施的處理量，本研究不建議設置新的傳統旱季截流器。不過，

若其他工程解決方案並不可行，而該地點的污水系統仍有足夠的處理能力，則可考慮設置傳統

旱季截流器。 

3.3.1.4 總污染物渠隔 

總污染物渠隔是一種流體動力或渦流分離器，利用地心引力和離心力的原理分開並收集垃圾、

沉澱物及油脂。總污染物渠隔應設置於出現雨水污染的非點源污染黑點附近，如食物業處所／

食店、濕貨街市、後巷等。在九龍城龍崗道進行的總污染物渠隔試驗完成並取得正面效果後，

相關部門可考慮進一步探討在本研究建議的其他地點安裝總污染物渠隔。 20 

3.3.1.5 地下雨水渠及污水渠更換及修復計劃 
地下雨水渠及污水渠更換及修復計劃旨在修復雨水渠及污水渠，維持結構上的可靠性，並保持

它們的排水能力。儘管原意並非為消除近岸污染，狀況勘察卻提供良好機會查看有沒有公共污

水渠錯駁及建築物污水渠錯駁的地方，以便進行修正。此外，更換及修復地下雨水渠及污水渠

能防止污水渠管因滲漏而影響維港水質。渠務署自二零一七年已開始為老化的雨水渠及污水渠

分階段推行風險為本的全港修復計劃。 

3.3.2 氣味緩解 

3.3.2.1 水凝膠 

減除氣味的水凝膠能抑制厭氧細菌的生長，減低雨水排放系統內硫化氫的產生，從而有效控制

氣味問題。渠務署正就水凝膠進行實地研究，預計於二零二一年年初完成。在成功完成水凝膠30 
試驗並取得正面效果後，當局應考慮進一步在本研究發現的氣味黑點使用水凝膠，以解決雨水

排放系統的氣味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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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2.2 清理箱型暗渠的淤泥 

渠務署監察箱形暗渠的排水表現，並根據預防性維修計劃在有需要時進行如清理淤泥等維修保

養工作。渠務署引入新型遙控潛水清淤機械人，操作員可以在地面工作室，透過閉路電視畫面

遙控操作機械人進行清理淤泥。機械人會利用機械夾收集及清走淤泥，然後將淤泥放入垃圾車

運走。工程人員及機械人操作員無需親身進入箱型暗渠，在進行清理淤泥工作時亦無需隔離箱

形暗渠。清理箱型暗渠的淤泥不但能維持其排水能力，避免堵塞，雖然並非其原本目的，卻有

助間接緩解因有機污染物及其他氣味物質積聚或存在於淤泥所產生的氣味問題。渠務署應把監

察箱型暗渠排水表現的工作定為其運作及保養策略的一環，並按需要檢視為持續出現氣味問題

的黑點清理淤泥的安排。 

3.3.2.3 雨水渠口簾幕 10 

當局可在有氣味問題的黑點位置安裝簾幕來遮蓋雨水渠口，作為過渡措施，以減少氣味滋擾。

渠務署已於荃灣海灣主要的箱形雨水暗渠口安裝簾幕。這方法相對成本低，而且並沒有技術困

難，可以減少氣味滋擾。 

3.3.3 實施雨水系統措施 

現建議實施以下現行／短期、中期和長期雨水系統措施： 

 現行／短期措施： 

- 修正公共污水渠錯駁及建築物污水渠錯駁 

- 翻新／建造傳統旱季截流器，並監察其成效 

- 全港地下污水渠和排水渠更換及修復計劃 3 

- 水凝膠 20 

- 清理箱形暗渠的淤泥 4（定期檢討在持續出現氣味問題的黑點進行的清理淤泥計劃） 

- 在雨水渠口安裝簾幕 

 中期措施：  

- 總污染物渠隔 

 長期措施： 

- 新型下游旱季截流器（或按需要設置傳統旱季截流器）  

上述多項措施已經正在實施或計劃與實施並行中。實際的實施計劃應該進一步予以評估和檢討。

除了繼續針對污水渠錯駁採取執法行動／進行修正工程外，圖表 3-4 概述建議針對本研究發現

的受污染雨水渠口位置所採取的措施。 

                                                             
3 風險為本的全港地下污水渠和排水渠更換及修復計劃自 2017 年起已分階段推行，計劃原意並非作為

氣味緩解措施。 
4在有需要時，渠務署根據預防性維修計劃清理箱型暗渠的淤泥，清理淤泥工作原意並非作為氣味緩解

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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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表 3-4 針對受污染雨水渠口位置的建議措施摘要 

地區 地點 

水凝膠*、 
清理淤泥、雨

水渠口簾幕 
 

修正公共污水

渠錯駁** 
總污染物渠隔* 

新型下游旱季

截流器 

深水埗區 長沙灣近昂船洲內灣 √ √ √ √ 

油尖旺區 大角咀海濱長廊 √ √ √ √ 

新油麻地避風塘 √ √ √ √ 

尖沙咀海濱長廊 √ √ √ 
 

紅磡海濱長廊海灣軒附近 √ √ 
 

√ 

九龍城區 大環山公園附近 √ 
  

 

土瓜灣沿岸 √ 
 

√  
√ 

土瓜灣避風塘 √ 
 

√ 

觀塘區 鯉魚門避風塘 √ 
 

√ 
 

荃灣區 荃灣海灣海濱長廊 √ √ √ √ 

葵青區 葵涌基本污水處理廠附近 √ 
   

中西區 西區公眾貨物裝卸區 √ 
   

信德中心附近 √ √ √ 
 

中環碼頭    √ 

添馬艦公園和中環海濱 √ √ 
 

√ 

灣仔區 香港會議展覽中心東面 √ √ √ √ 

銅鑼灣避風塘 √ √ √ √ 

東區 東區走廊底部海裕街  √ 
   

筲箕灣避風塘 √ 
 

√ √ 

柴灣基本污水處理廠附近 √ 
   

註：  
* 試驗成功後進一步考慮的措施 
**本研究發現的公共污水渠錯駁 

3.4 政策、規劃和設計 
政府的願景是優化維港及其海濱地帶，以締造一個富吸引力、朝氣蓬勃、暢達和可持續發展的

世界級資產：一個港人之港，活力之港。維港兩岸現有海濱公園、海濱長廊、住宅區及避風塘，

還有一些新建設的項目，都有助提升維港沿岸的休閒和康樂價值。政府應盡早與新項目和重建

項目的持份者聯繫，以提高他們對近岸污染的意識，並與有關持份者合作，在初期階段落實解

決方案，這對實現願景來說尤其重要。 

在新發展、重建和改善項目中，可考慮在切實可行的情況下採用與水敏性城市設計相若的概念

和原則，推行全面水資源管理，以確保全方位善用、保護及管理水循環內的水資源。可以考慮

的方案包括發展生態草溝、綠化天台、綠化牆、疏孔管、多孔透水路面、雨水花園、生物貯留10 
及雨水收集。 

本地已有多個採用水敏性城市設計的實例，例如九龍城污水泵房項目採取了多項雨水管理措施，

包括綠化天台、多孔透水路面、雨水花園和雨水收集系統；安達臣道石礦場發展項目中建造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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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首個蓄洪湖，除了為市民提供優美的公共空間作休憩用途外，還可在雨季時收集雨水，減低

水浸的風險。政府可考慮進一步研究及肯定在更多集水區採用水敏性城市設計的方案。 

政府需要盡早與新項目及重建項目的持份者聯繫，以提高他們對近岸污染的意識，並與他們合

作規劃和落實解決方案。要達至最終全面採用水敏性城市設計，則需要持續進行聯繫、規劃、

發展、推廣，以及出版有關推行的手冊及指引。 

3.5 整體實施計劃 
擬議的計劃實施時間表載於圖表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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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表 3-5 擬議的計劃實施時間表 

 

 

源頭控制 

改善行政及規管安排* 
檢討現有計劃並確定改善

方案 
改善現有計劃和分配資源以

推行新計劃 
繼續改善現有計劃並推出新

計劃  
持續進行成效評估，並在有需要時重新調整目標 

教育* 
檢討有關宣傳計劃的建

議，並分配資源以推展公

眾宣傳計劃  

改善現有的教育計劃和宣傳

品，並籌備新計劃 
 

推展新計劃 
持續進行成效評估，並在有需要時重新調整目標 

雨水系統措施 

調查及修正公共污水渠錯駁及建築

物污水渠錯駁 
    調查及修正 

新型下游旱季截流器  就調查設計及建造有關設施進行研究 推行措施 

翻新／建造傳統旱季截流器  有需要時翻新／建造傳統旱季截流器 

總污染物渠隔 進行可行性研究和試驗 在試驗成功後推展 

地下污水渠和排水渠更換及修復計

劃# 
推行全港地下污水渠和排水渠更換及修復計劃 

水凝膠 在試驗成功後推行有關措施 

清理箱型暗渠的淤泥^ 定期檢討在持續出現氣味問題的黑點進行的清理淤泥計劃  

雨水渠口簾幕 在試驗成功後推展 

政策、規劃和設計 

沿海土地和水資源規劃 與新發展或重建項目的持份者保持聯繫，合作規劃和推行近岸污染緩解措施 

水敏性城市設計*  
• 與持份者聯繫  
• 研究水敏性城市設計 

為指定發展用地規劃、構思和採用水敏性城市設計  
制定和出版水敏性城市設計手冊和指

引 
 

註： 
*個別決策局／部門應先考慮其服務和資源分配的優次，才進一步研究推行擬議措施的時間表。 
#風險為本的全港地下污水渠和排水渠更換及修復計劃自 2017 年起已分階段推行，計劃原意並非作為氣味緩解措施。 
^在有需要時，渠務署根據預防性維修計劃清理箱型暗渠的淤泥，清理淤泥工作原意並非作為氣味緩解措施。 

短期(一至兩年) 中期 (三至五年) 長期（超過 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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