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涌新市鎮擴展 - 社區聯絡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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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迎辭及簡介
負責人
1.1 主席歡迎各成員出席東涌新市鎮擴展社區聯絡小組第五次會議，並
希望藉著向小組匯報東涌新市鎮擴展的最新進展，收集成員對工程
項目有關環境方面的意見。
1.2

主席隨後簡介是次會議的議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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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過上次會議紀錄
2.1 小組秘書表示，上次會議紀錄的初稿已於會前送交各成員審閲，小
組成員沒有提岀修訂建議。上述會議紀錄獲得全體岀席成員一致確
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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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議事項
3.1 塵埃問題
工程顧問(東)表示，東涌東填海工地正實施一系列防塵措施，當中
包括設置灑水器、覆蓋庫存及安排水車灑水等。
3.2

4

迎禧路及文東路交界處路面不平
工程顧問(東)報告，於迎禧路及文東路交界處毗鄰東涌東填海工地
出入口的行人過路處，將會進行路面刨鋪及重鋪行人路磚以改善該
處路面不平情況。

簡報東涌新市鎮擴展(東涌東區)
4.1 工程顧問(東)簡介東涌新市鎮擴展計劃中在東涌東區的發展概要，
包括正在進行中的東涌東填海工程最新進度；剛剛展開的相關基礎
設施工程，如海水配水庫及海水抽水站、東涌東基礎設施工程（第
一期）、和食水配水庫及供水設備；及將會推展的大蠔交匯處工程
和東涌東基礎設施工程（餘下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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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環境小組(東)介紹環境監察及審核事宜，包括管理架構及施行中的
環境緩解措施，並報告過去半年就空氣質素、噪音、水質及生態監
察的執行情況。

4.3

環境小組(東)滙報由工程展開(2017年12月)至2021年6月收到的投訴
數目及種類分項，並指出主要的投訴與空氣質素和噪音有關。環境
小組(東)指出，關於空氣質素投訴個案，大部份與塵埃問題有關。
工程承建商已不斷檢討並加強灑水及防塵安排，以改善塵埃相關問
題。而噪音投訴個案大部份跟早上時段的噪音事故有關。工程承建
商已採取緩解措施，調整那些會發出較大噪音工序的開工時間，及
對工人講解噪音管制要求，以減低聲浪。環境小組(東)補充 , 有關
投訴個案的調查結果及相關的緩解措施會記錄於每個月的環境監察
及審核報告當中。

討論 - 東涌新市鎮擴展(東涌東區)
5.1 部分成員就東涌新市鎮擴展(東涌東區)相關事宜提出以下意見和查
詢：
1) 塵埃及噪音
有成員關注各項工程所產生的塵埃及噪音會影響鄰近居民，建
議加強防塵措施(如覆蓋庫存物料及灑水)，並避免於星期六、
日及假期進行工程。
環境小組(東)表示會與承建商聯繫，持續完善防塵措施及檢討
星期六、日及假期的施工安排，以盡量減低對鄰近居民的影
響。
2)

噪音監察位置
有成員查詢有關噪音監察位置的安排，並建議因應工程進度於
較高位置進行噪音監察。
主席表示會因應工程進度，於有需要時會就噪音監察位置作出
調整，確保噪音監察數據具代表性。

3)

迎禧路清潔事宜
有成員感謝工程項目小組(東)於迎禧路清洗路面，及安排在迎
禧路／文東路交界處路面進行改善工程。
工程項目小組(東)表示會繼續進行巡查及清洗迎禧路路面，亦
會與相關部門加強聯繫和協調。

4)

大蠔灣出水口
有成員查詢東涌東填海工程會否對大蠔灣做成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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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小組(東)回應指現時每季均會在大蠔灣進行生態監察(泥灘
生態)及沉積物監察。對比近期的一次監察結果與基線監察記
錄的數據，並沒有顯著變化。
5)

中華白海豚
有成員查詢中華白海豚的目擊記錄，並建議工程項目小組(東)
提供附近水域中華白海豚的數據作參考資料。
工程項目小組(東)表示東涌東填海工程展開至今，並沒有中華
白海豚於工程附近出沒的相關目擊記錄。環境小組(東)補充 ,
漁農自然護理署每年會就中華白海豚的數目及分佈作出監察和
報告。會就相關建議向漁農自然護理署查詢。

6)

環境小組
(東)

生態海岸線
有成員希望能夠參觀生態海岸線的試驗場。
主席表示會因應最新疫情狀況，在適當時間安排成員參觀位於 工程項目小
小蠔灣的生態海岸線試驗場。
組(東)

5.2

其他查詢(東涌東區)：
1) 海水供水設備
有成員查詢有關未來海水沖廁安排事宜。
主席表示署方一直與水務署保持聯絡，當擬建海水配水庫及海
水抽水站工程於2023年完成後，水務署會安排沖廁供水系統轉
用海水的相關工程。工程項目小組(東)補充，擬建的海水配水
庫及相關設備足以應付整個東涌新市鎮擴展區及現有東涌居民
的需求。
2)

污水及雨水排放問題
有成員查詢有關污水排放系統設計是否足夠應付整個東涌東填
海區，而雨水排放系統設計能否應對氣候變化的影響。
工程項目小組(東)表示擬建污水排放系統採用雙管道設計，污
水泵房亦設有臨時儲水缸，於緊急情況下足夠儲存污水達6小
時。此外，雨水排放系統是根據渠務署「雨水排放系統手冊」
設計，能有效應對200年一遇的降雨量及氣候變化的影響。

3)

大蠔三鄉
有成員反映鄉民關注擬建污水排放系統能否涵蓋大蠔三鄉。
主席表示東涌新市鎮擴展項目並不包括大蠔三鄉範圍，但對於 工程項目小
鄉民的關注表示理解，並承諾會與負責該事項的相關部門聯
組(東)
絡，反映有關三鄉污水排放設施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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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報東涌新市鎮擴展項目(西)
6.1 工程顧問(西)報告東涌新市鎮擴展(東涌西區)未來主要工程及現時
預備工作情況，包括擬建道路及相關工程、工地平整、污水泵房、
河畔公園，及可持續城市排水系統等。
6.2

工程顧問(西)表示在未來三個月會先進行一系列預備工作，包括施
工前測量、樹木評估、工地清理等，並表示在過程中會繼續與各持
份者保持緊密聯絡。

6.3

環境小組(西)報告現階段環境監察及審核方面的工作主要為環境基
線監測，涵蓋空氣質素、噪音、河水水質及生態範疇。當中空氣質
素及噪音監測已於2021年7月上旬展開。河水水質基線監測的計劃
書亦於2021年7月中提交環保署審批，並計劃於8月初展開。至於為
期一年的生態基線監測，將於2021年7月底完成。

討論 - 東涌新市鎮擴展(東涌西區)
7.1 部份成員就東涌新市鎮擴展(東涌西區)的相關事宜提出以下意見和
查詢：
1) 噪音監察
有成員表示，噪音監測的數據只能反映在一段時間內的平均數
值，而在監測中出現突然高噪音水平卻未能被有效反映，故此
查詢如何處理這類高噪音的影響。
[會後備注：環境小組(西)在噪音監測站進行監測期間，會密切
留意監測數據的變化及位於鄰近工地的工程操作情況。如果監
測期間錄得突然高噪音，技術人員會即時記錄相關情況，並聯
絡工程項目代表作出跟進，確保能有效地減低工程期間對居民
所產生的影響。]
7.2

其他查詢(東涌西區)
1) 鄉村公共污水排放設施
有成員亦反映有部份鄉民關注現有鄉村能否受惠於擬建污水管
及污水泵房設施，特別是東涌區內共十九條村。
工程項目小組(西)表示在東涌新市鎮擴展中擬建的污水設施將 工程項目小
能涵蓋大部份村落，而工程項目小組(西)會與負責該事項的相
組(西)
關部門聯絡，反映有關鄉村污水排放設施的訴求。
2)

工地附近山墳及金塔
有成員表示在23區周邊至東涌小炮台，以及29A區附近的山頭
為殯葬集中地，於該區域施工期間需格外小心，並需預先諮詢
東涌鄉事委員會及相關村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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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項目小組(西)表示於設計階段時已知悉該處情況，並已在
設計上避免在山墳及金塔附近進行工程。工程項目小組(西)亦
表示，在附近區域施工時亦會確保工程不會造成強烈震動，以
減低對附近山墳及金塔的影響。
3)

道路交通安排(工程車相關)
有成員關注因應將來工程展開，工程車輛出入工地可能會對現
有道路交通（如東涌路）造成壓力，因此查詢日後工程車輛出
入工地的安排。
工程項目小組(西)回應指已在工程合約中加入相關條款，確保 工程項目小
承建商的工程車輛避免使用東涌路，並要先建設及使用L29路
組(西)
以減低對區內交通的壓力。與此同時，工程項目小組(西)會積
極與相關部門（如運輸署）商討道路發展及用途，並會參照東
涌新市鎮擴展（東涌東區）的經驗，採用有效的緩解措施以減
低工程車輛在進出工地時對附近道路交通的影響。

4)

道路交通安排(違泊問題)
有成員反映在裕東路有違例泊車的情況出現，嚴重阻礙交通。
有成員建議把現時東涌發展碼頭旁的工地改建為臨時停車場，
以紓緩大型車輛阻塞裕東路的情況。
工程項目小組(西)表示會積極向有關執法部門反映裕東路的違
例泊車問題。有關把現時東涌發展碼頭旁的工地改建為臨時停
車場的建議，工程項目小組(西)表示因應將來工程的需要，該
處需預留給承辦商及工程項目人員作工地辦公室之用，故暫未
有計劃改作公共泊車位。工程項目小組(西)補充，未來第54區
將加設8個泊車位供旅遊巴使用，而在擬建的體育中心亦會提
供停車泊位。工程項目小組(西)亦表示教育局正與附近學校商
討容許校巴於非接載時段在學校停泊，以避免校巴因在路邊停
泊而增加道路交通壓力。

5)

道路交通安排(交通擠塞問題)
有成員查詢因應東涌路及裕東路交通擠塞情況，是次工程會否
進行擴闊現有道路。亦有成員表示松仁路交通擠塞，詢問政府
會否考慮開放翠群徑以紓緩附近交通壓力。
工程項目小組(西)表示在是次工程中將會有數段道路進行擴闊 工程項目小
及改善工程，以應付區內交通需要。工程項目小組(西)指翠群
組(西)
徑大部分路段屬於北大嶼山醫院範圍內，只作緊急道路用途。
工程項目小組(西)會與相關部門商討翠群徑及裕東路長遠的規
劃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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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排洪問題
有成員表示在石門甲附近因有大量雜草及石頭積聚，在雨季期
間使河道水位高漲，令附近村落受洪水影響，並查詢現時設計
能否有效排洪。
工程項目小組(西)表示現時設計有多項排洪設施，其中包括在 工程項目小
擬建道路L29旁設置箱形暗渠以收集雨水、防洪堤堰及可持續
組(西)
城市排水系統，確保有足夠排洪能力應對洪水問題。工程項目
小組(西)更表示將於日後安排會議，詳細解釋及介紹相關排洪
設施。

7)

社區設施供應
有成員表示有見於將來會有大量公營房屋落成，詢問會否有足
夠的社區設施給予市民使用。
工程項目小組(西)回應指，在推展東涌新市鎮擴展項目時，已
一直與相關部門定期舉行會議以檢視是否有足夠社區設施。根
據現時規劃，約百分之五的公屋面積土地將用作社區設施之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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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事項
8.1 有成員要求提供會議投影片副本。
[會後備注：會議投影片副本於2021年7月23日通過電子郵件發送給
成員以供參考。]
8.2

主席表示，社區聯絡小組第六次會議預計於2021年底／2022年初舉 小組成員、
行。主席感謝小組成員提出的意見，歡迎小組成員向小組秘書提出 小組秘書
對工程項目的其它意見，以便下一次會議討論。

8.3

會議於下午5時40分結束。

- 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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