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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安達臣道石礦場用地發展工程項目進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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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程進度報告
◼ 主要臨時交通管理措施
◼ 緩解環境影響措施
◼ 未來六個月展開的工程活動

3. 合約編號NE/2016/05
◼ 工程進度報告
◼ 緩解環境影響措施
◼ 未來六個月展開工程的工程活動

4. 環境監察及審核計劃報告
5. 社區聯繫
6. 問答環節



將會申請撥款的餘下工程項目

休憩用地環境美化及附屬工程

新清水灣道及順利邨道
道路改善工程

行人連繫設施

清水灣道與安秀道路口
道路改善工程

連德道與秀茂坪道路口
道路改善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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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合約(一)

NE/2016/01

安達臣道石礦場用地發展
土地平整及基礎建設工程



工程進度報告
工程合約:NE/2016/01

2.進行土地
平整工程

工程合約:NE/2016/01



工程進度報告
現正進行以下工程活動：
1.挖掘行車隧道 2.進行土地平整工程

3. 建造行人連繫設施 4.挖掘地下蓄洪池

工程合約:NE/2016/01



工程進度報告

5.優化臨時蓄水池 6.建造隔音屏

7.建造公共運輸總站
8.建造食水及沖廁水抽水站前

的工地平整工程

工程合約:NE/2016/01



主要臨時交通管理措施

為配合興建L4路，安茵街對出的部分安秀道已實施
臨時交通安排。安秀道部分南行綫慢綫已被封閉。

工程合約:NE/2016/01



緩解環境影響措施
良好工地管理

在工地沿途設置自動灑水器，減
少塵土飛揚的情況

使用比傳統施工設備更安靜的
優質機動設備（QPME）機械

工地雨水經過過濾設施後，才排放
到公共雨水渠，避免造成淤塞

安排水車定時於工地灑水，減
少產生塵埃

於挖掘工程的地方安裝臨時隔音
屏障，以減低因工程發出噪音的
影響

定期抽取工地水樣辦作化驗，以
確保水質符合環保署規定

工程合約:NE/2016/01



未來六個月展開的工程活動

工程合約:NE/2016/01

大上托

• 開挖連接寶琳路的行車隧道東面入口
• 建造地下蓄洪池的主體結構工程
• 建造食水及沖廁水抽水站旁的擋土牆



NE/2016/05

安達臣道石礦場用地發展
平整行人連繫設施工程第一期

工程合約 (二)



合約編號 NE/2016/05

安達臣道石礦場用地發展──行人連繫設施工程第一期

工程進度報告 - 行人連繫設施

行人連繫設施 (E2-C1-E3)



合約編號 NE/2016/05

安達臣道石礦場用地發展──行人連繫設施工程第一期

工程進度報告 - 將軍澳隧道巴士收費廣場



合約編號 NE/2016/05

安達臣道石礦場用地發展──行人連繫設施工程第一期

行人連繫設施 E1
對市民影響減至最低

• 部分秀茂坪紀念公園及曉光街
休憩花園的西北端(粉紅色部分)
將會劃作工地範圍，市民仍可
繼續使用餘下不受影響的公園
部分;

• 市民仍可利用現時經秀茂坪紀
念公園以及曉光街休憩花園的
通道往來曉明街與曉光街;

• 山坡上廟宇不會受影響;

• 秀茂坪紀念公園受施工影響的
部分，將會進行復修，預計
2020年中可再度開放給市民使
用。



合約編號 NE/2016/05

安達臣道石礦場用地發展──行人連繫設施工程第一期

行人連繫設施 E2-C1-E3
對市民影響減至最低

• 鄰近富華閣和曉華
大廈對開屬於康文
署的斜坡(粉紅色部
分)，將會劃作工地
範圍;

• 但施工時並不會影
響位於山坡上曉光
街遊樂場的籃球場
和位於山坡下曉明
街遊樂場的網球場，
市民仍可繼續使用
該兩項設施。 工程不影響曉明街遊樂場

網球場設施

保持消防通道暢通



合約編號 NE/2016/05

安達臣道石礦場用地發展──行人連繫設施工程第一期

將軍澳隧道收費廣場巴士轉乘站
- 對市民影響減至最低

• 保持將軍澳隧道公路
現行行車線

• 保持遠足小徑流暢

工程不影響轉上連德道交
通安排

現階段不影響將軍澳
南北行車線交通安排

工程期間保持遠足小
徑流暢



合約編號 NE/2016/05

安達臣道石礦場用地發展──行人連繫設施工程第一期

緩解環境影響措施

使用降塵裝置

使用靜音優質機動設備



合約編號 NE/2016/05

安達臣道石礦場用地發展──行人連繫設施工程第一期

未來六個月將展開工程

E1 秀茂坪紀念公園自動扶手電梯
• 打樁工程
• 扶手電梯地基工程

E2-C1-E3曉華大廈升降機塔/有蓋行人通道
• 工地圍板
• 地質勘測工作
• 建造行人橋地基

將軍澳隧道收費廣場巴士轉乘站
• 工地圍板
• 道路改善工程
• 斜坡改善工程



為有效地監測工程施工期間對周遭環境的影響，環境監察及審核計劃已由4月份

開始實行，監察項目主要包括空氣質素和噪音量度。

環境監察及審核計劃

 

圖一  空氣和噪音監察之位置 

圖例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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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監察結果
空氣監測圖表 (7月至9月)

監測次數
(7月至9月)

合格
(%)

超標
(%)

慈蔚精舍 48 100 0

愛達樓 48 100 0

孝達樓 48 100 0

馬游塘村 48 100 0

監測次數
(7月至9月)

合格(%) 超標(%)

慈蔚精舍 16 100 0

愛達樓 16 100 0

孝達樓 16 100 0

馬游塘村 16 100 0



環境監察結果
噪音監測圖表 (7月至9月)

監測次數
(7月至9月)

合格
(%)

超標
(%)

愛達樓 13 100 0

謙達樓 13 100 0



 在環境監測及審核計劃下，7月至9月收集的環境數據都是沒有超標

 監測數據結果顯示在工程施工進行時，周遭的空氣質素和噪音都處於
滿意水平

 反映承建商現實行的緩解措施有效地減輕施工期間對空氣質素和噪音
產生的影響

 定期收集的環境數據和實地審核報告將會記錄予每個月的『環境監察
及審核報告』並會遞交予有關機構，例如:環保署及土木工程拓展署

 為提高對公眾的透明度，採集的環境數據和每個月的『環境監察及審
核報告』亦會發布予相關網站 (稍後公佈)

環境監察及審核結果



聽取公眾的意見
為保持與各持份者及地區組織的良好雙
向溝通，土木工程拓展署聯同工程顧問
公司及承建商定期探訪各相關組織講解
工程重點，並邀請區議員到工地探訪，
實地了解工程運作情況。

社區聯繫

土木工程拓展署安排實地視察，讓觀塘
區議員了解安達臣道石礦場用地發展工
程進度。

工程團隊向觀塘區議員及居民代表，
講解安達臣道石礦場用地發展的緩
解環境影響措施，並且積極回應及
關注工程對附近居民的影響。

2017年7月6日

2017年7月7日



社區聯繫

土木工程拓展署聯同工程顧問公司，

向觀塘區議員及居民代表講解行人

連繫設施工程第一期的工程內容及

緩解環境影響措施。

安達臣道石礦場用地發展工程啟動
典禮於2017年7月17日舉行。觀塘
區及西貢區議員聯同土木工程拓展
署、工程顧問及承建商，參與植樹
儀式，共同祝願工程順利進行，為
東九龍的發展揭開新的篇章。

2017年7月17日 2017年7月18日



社區聯繫

24小時熱線：9669 7120

電郵：spro@arqaecom.com



問答環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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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監察結果
1小時總懸浮微粒監測圖表 (7月至9月)



環境監察結果

24小時總懸浮微粒監測圖表 (7月至9月)



環境監察結果
噪音監測圖表 (7月至9月)



緩解環境影響措施
良好工地管理

工程合約:NE/2016/01

隔音屏障 迫石機 霧炮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