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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聯絡小組第五次會議
議程

1. 新批出的工程合約NE/2017/03 : 道路改善工程及行人

連繫設施工程第二期甲簡介

2. 其他正進行的工程的施工進度

- 合約編號NE/2016/01：土地平整工程及基礎建設工程

- 合約編號NE/2016/05：行人連繫設施工程第一期

3. 環境監察及審核計劃報告

4. 社區連繫活動及社區聯絡小組簡介

5. 問答環節



1.新批出的工程合約
NE/2017/03 : 道路改善工程及

行人連繫設施工程第二期甲簡介



工 程 合 約 (三)

合約編號 ：NE/2017/03

合約名稱 ：道路改善工程及行人連繫設施工程第二期甲

管理部門 ：土木工程拓展署

顧問公司 ：艾奕康有限公司

承建商 ：俊和-中冶聯營體

環境監察小組 ：道路改善工程—華益環保科技有限公司; 及
行人連繫設施—安順聯合環境服務及顧問

獨立環境查核人 ：道路改善工程—待定; 及
行人連繫設施—深明顧問有限公司

工程開展日期 ：2018年5月31日

預計完工日期 ：2023年3月30日



工 程 合 約 (三)

工程合約:NE/2017/03

圖例

工程位置

地盤範圍

道路改善工程 1 –
於新清水灣道近順利邨道
進行道路改善工程

道路改善工程 2 –
於清水灣道與安秀道路口
進行道路改善工程

行人連繫設施
(系統甲) 行人連繫設施

(系統乙)

行人連繫設施E8

道路改善工程 3 –
於連德道及秀茂坪道路口
進行道路改善工程

行人連繫設施E11 及
巴士轉乘站公廁

新清水灣道 清水灣道



工 程 合 約 (三)

工程合約:NE/2017/03

道路改善工程 1 – 於新清水灣道近順利邨道進行道路改善工程；及
道路改善工程 2 – 於清水灣道與安秀道路口進行道路改善工程



工 程 合 約 (三)

工程合約:NE/2017/03

道路改善工程 3─ 於連德道及秀茂坪道路口進行道路改善工程；及

行人連繫設施E11 及 巴士轉乘站公廁



行人連繫設施E8

工 程 合 約 (三)

工程合約:NE/2017/03

行人連繫設施(系統甲)

行人連繫設施(系統乙)



2.其他正進行的工程的施工進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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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 約 (一)



正進行的工程及未來六個月展開的工程

工程合約:NE/2016/01

建造公共運輸總站地基

開挖及興建連接
安秀道的道路

建造行人連繫設施地基

開挖連接寶琳路的
行車隧道西面入口

平整食水及沖廁水抽
水站土地

興建箱形暗渠
興建隔音屏地基

興建地下蓄洪池

興建連接寶琳路的
行車隧道東面入口

正在進行
未來六個月展開

安達邨

在安秀道迴旋處建造水管

安泰邨

寶達邨

開挖及興建人工湖

建造排水渠



正進行的工程的施工進度

工程合約:NE/2016/01

興建連接寶琳路的行車隧道入口

東邊入口 西邊入口



正進行的工程的施工進度

工程合約:NE/2016/01

興建隔音屏地基



正進行的工程的施工進度

工程合約:NE/2016/01

建造行人連繫設施地基



正進行的工程的施工進度

工程合約:NE/2016/01

興建地下蓄洪池



正進行的工程的施工進度

工程合約:NE/2016/01

興建公共運輸總站地基



正進行的工程的施工進度

工程合約:NE/2016/01

興建箱形暗渠



正進行的工程的施工進度

工程合約:NE/2016/01

食水及沖廁水抽水站土地平整



主要臨時交通管理措施

工程合約:NE/2016/01

路段 臨時交通安排詳情

馬游塘村對開寶琳路 近馬游塘村對開往將軍澳方向北行慢線臨時
封閉，該路段旁邊的行人路則作臨時改道

安秀道近勇泰樓 往安達邨方向東行慢線部份臨時封閉

寶達邨對開行人路 寶達邨對開(近觀音廟)的行人路部份臨時封
閉(預計7月實施)

馬游塘村對開寶琳路 安秀道近勇泰樓 寶達邨對開行人路



工 程 合 約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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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程施工進度 - 行人連繫設施E1 及 E2-C1-E3

工程合約 NE/2016/05

曉明街

曉光街

翠屏道

擬建行人電梯

擬建行人天橋及
有蓋行人通道

秀茂坪
紀念公園建造
行人扶手電梯

地基

曉華大廈旁
建造升降機塔及

有蓋行人通道地基



工程施工進度 - 將軍澳隧道巴士轉乘站

工程合約 NE/2016/05

重新定線的將軍澳道支路

將軍澳道旁建護士牆

將軍澳隧道九龍入口

康華苑

道路改善工程

擬建巴士轉乘站



主要臨時交通管理措施

工程合約 NE/2016/05

路段 臨時交通安排詳情

翠楊樓對開曉明街 翠楊樓對面行人路臨時封閉，並於網球場
對開行人路設立臨時過路處

秀茂坪紀念公園對開曉光街 秀茂坪紀念公園對開行人路臨時封閉

將軍澳隧道出口(往九龍方向) 往九龍方向路旁臨時圍封

翠楊樓對開曉明街 秀茂坪紀念公園
對開曉光街

將軍澳隧道出口
(往九龍方向)



施工期間的臨時安排- 行人連繫設施E1

工程合約 NE/2016/05

• 部分秀茂坪紀念公園及曉光街休
憩花園的南、北端已劃作工地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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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曉麗苑

曉光街

秀茂坪
紀念公園



• 鄰近富華閣和曉
華大廈對開屬於
康文署的斜坡，
已劃作工地範圍;

• 但是，施工時並
不影響位於附近
曉光街遊樂場的
籃球場和位於曉
明街遊樂場的網
球場，市民仍可
繼續使用該兩項
設施。

曉明街

曉光街
翠屏道

施工期間的臨時安排 -行人連繫設施E2-C1-E3

工程合約 NE/2016/05

保持消防通道暢通

工程不影響曉明街遊樂
場網球場設施



施工期間的臨時安排 - 將軍澳隧道巴士轉乘站

工程合約 NE/2016/05

轉上連德道交通安排

工程期間保持行人徑暢通

維持將軍澳隧道公路
現有行車線



未 來 將 展 開 工 程

工程合約 NE/2016/05

E1 秀茂坪紀念公園
• 繼續打樁工程
• 開始地基開挖工程

E2-C1-E3 曉華大廈升降機塔/有蓋行人通道
• 繼續打樁工程
• 開始水管改道工程
• 繼續打石工程

將軍澳隊道收費廣場巴士轉乘站
• 繼續道路改善工程
• 繼續地基開挖工程
• 繼續斜坡改善工程



緩解環境影響措施 (噪音監控)

工程合約:NE/2016/01

使用比傳統施工設備更安靜的優質機動設備機械，可減輕施工聲浪。



緩解環境影響措施 (噪音監控)

工程合約:NE/2016/01

在工地設置隔音屏障，以減輕對居民的噪音滋擾。



緩解環境影響措施 (噪音監控)

工程合約:NE/2016/01

以無聲破碎劑作為碎石媒介，減少噪音對居民的影響。



緩解環境影響措施 (塵埃控制)

工程合約:NE/2016/01

在工地適當位置放置帆布
遮擋塵埃

在工地通道設置
自動灑水器

用灑水車在工地灑水



合約編號 NE/2016/05

使用降塵裝置
使用靜音優質機動

設備
使用太陽能燈 使用隔音布

使用降塵降音
設施

使用密式屏幕

定期噪音監測

緩解環境影響措施



3. 環境監察及審核計劃報告



環境監察及審核計劃



自2018年初起，為關注居民的需要，本項目已分別於不同地點增
設噪音監察點，包括安泰邨及馬游塘村，加強環境監察。

安泰邨智泰樓馬游塘村

環境監察及審核計劃

安泰邨勇泰樓



監測次數
(2018年3月至

6月中)

合格(%) 超標(%)

慈蔚精舍 57 100 0

愛達樓 57 100 0

孝達樓 57 100 0

馬游塘村 57 100 0

監測次數
(2018年3月至

6月中)

合格(%) 超標(%)

慈蔚精舍 19 100 0

愛達樓 19 100 0

孝達樓 19 100 0

馬游塘村 19 100 0

環境監察結果
空氣監測圖表 (2018年3月至2018年6月中)



監測次數
(2018年3月至

6月中)

合格(%) 超標(%)

安達村
愛達樓天台

15 100 0

孝達樓22樓防火層 15 100 0

監測次數
(2018年3月至

6月中)

合格(%) 超標(%)

安泰邨
志泰樓天台

15 100 0

安泰邨
勇泰樓天台

15 100 0

監測次數
(2018年5月至

6月中)

合格(%) 超標(%)

馬游塘村 7 100 0

環境監察結果
噪音監測圖表 (2018年3月至2018年6月中)



 在環境監測及審核計劃下，2018年3月至6月中日收集的環境數據都在行動和極限水平
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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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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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環境監察及審核結果



4. 社區連繫活動及社區聯絡小組簡介



探訪馬游塘村

土木工程拓展署代表聯同工程顧問公

司及承建商俊和-上隧-浩隆聯營代表於

2018年3月16日前往馬游塘村向居民作

探訪。

工程團隊向各村民代表介紹工程的最

新資訊，亦積極與村民溝通，並聆聽

及解答村民對施工安排的問題。工程

團隊亦就所討論的議題作了跟進，以

確保工程對村民的影響降至最低。

社區連繫活動



建造業安全獎勵計劃良好表現證書

承建商俊和-上隧-浩隆聯營非常注重培養良好的安全文化，並且鼓勵工

友採取安全的工作模式。本項目在土木工程安全建造方面表現良好，更

榮獲建造業安全獎勵計劃（2017-2018年度）的良好表現證書。

社區連繫活動



土木工程拓展署工地安全大獎

本項目顧問公司艾奕康有限公司及

承建商俊和-上隧-浩隆聯營在2017年

度第九屆「土木工程拓展署工地安

全」頒獎典禮上分別榮獲表揚獎及

「工地安全大獎」銅獎，以表揚工

程團隊積極提升工地的安全文化水

平及維持良好的工地安全管理。

社區連繫活動



職業健康大獎

承建商均安建築有限公司關注

員工的職業安全與健康，力求

為員工提供安全健康的工作環

境，更榮獲職業安全健康局頒

發的2017-2018年度聽覺保護大

獎、預防肺塵埃沉著病大獎及

良好機構大獎。

社區連繫活動



社區連繫活動

24小時熱線 / Whatsapp：9669 7120

電郵：spro@arqaecom.com



5. 問答環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