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環及灣仔繞道和東區走廊連接路工程
北角社區聯絡小組第十七次會議記錄
日期
時間
地點

： 二零一八年五月十七日（星期四）
： 下午六時三十分至七時十五分
： 香港銅鑼灣福蔭道七號
銅鑼灣社區中心一樓會議室

出席者 ： 路政署、顧問工程公司（AECOM Asia Co. Ltd., 下稱「A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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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內容摘要
1

簡介
AECOM 代表歡迎出席會議的各小組成員，並向他們介紹是次會議
的講者和議程。

2

通過上次會議記錄
小組成員確認上述初稿毋須修改，並通過會議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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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簡介工程活動

3

AECOM代表向各小組成員簡介北角段隧道及東區走廊連接路工
程（合約編號：HY/2009/19）
、八號連接路段隧道工程（合約編號：
HY/2010/08）及隧道大樓、系統設備及隧道啟用相關工程（合約
編號：HY/2011/08）過去六個月的施工進度及未來六個月的施工措
施。
3.1

北角段隧道及東區走廊連接路工程（合約編號：HY/2009/19）

3.1.1

過去六個月的工程活動包括：
一、 於和富中心至城市花園一段對出位置，安裝半密封式隔音
罩、建造中橋以連接繞道隧道、建造園景平台、拆除部分臨
時橋，以及安裝架空交通標誌支架。
二、 於城市花園至港島海逸君綽酒店及油街一段對出位置，建造
隧道接駁路、建造園景平台、鋪設供水管及開挖電線坑至行
政大樓，以及於油街實施臨時交通措施；油街的盡頭路（近
工地位置）於2015年5月已往電氣道南移，行車方向及行車
線數目仍維持不變，現場亦有適當交通標誌指示駕駛人士。
三、 於港島海逸君綽酒店至維多利中心一段對出位置，建造園景
平台。
四、 於維多利中心及屈臣道及其對出位置，重置食環署車房停車
場、安裝地下水管、回復屈臣道路面，以及修復迴旋處。

3.1.2

未來六個月的施工措施包括：
一、 於和富中心至城市花園一段對出位置，繼續安裝交通管制及
監察系統管道及架空交通標誌支架、安裝綠化隔音罩頂、完
成建造園景平台，以及拆除部分臨時橋。
二、 於城市花園至港島海逸君綽酒店及油街一段對出位置，將完
成建造隧道接駁路、引道及園景平台，並將會進行花卉樹木
種植的培植工程，於園景平台上安裝隔音屏障，及於油街繼
續實施臨時交通措施。
三、 於港島海逸君綽酒店至維多利中心一段對出位置，將完成建
造園景平台、進行花卉樹木種植的培植工程，以及建造隧道
維修用路。
四、 於維多利中心及屈臣道及其對出位置，將進行食環署車房消
防檢查，以及重建迴旋處。

3.2

八號連接路段隧道工程（合約編號：HY/2010/08）

3.2.1

過去六個月的工程活動包括：
一、 於銅鑼灣避風塘（維園道對出）的臨時填海區，完成移除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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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時填海及回復海床，以及回復直立及斜面海堤。
二、 於維園道及維園北面進行八號連接路工程，工序包括完成回
填泥土、拆除橫向支架及擴闊興發街、還原部份維園設施、
還原維園道及清風街走線、重置苗圃，以及移植樹木回維園。
3.2.2

未來六個月的施工措施包括：
一、 於銅鑼灣避風塘（維園道對出）的臨時填海區，將完成回復
直立及斜面海堤、還原維園道行人路並進行花圃工程以美化
行人路、重置維園道巴士站，以及於東區走廊（近維園道）
東行線還原架空標誌。
二、 於維園道及維園北面進行八號連接路工程，將完成建造及還
原部份維園設施（例如老人設施）、重置苗圃，以及移植樹
木回維園。

3.3

隧道大樓、系統設備及隧道啟用相關工程（合約編號：HY/2011/08）

3.3.1

過去六個月的工程活動包括：
一、 於北角隧道行政大樓進行裝修工作。
二、 於東面通風大樓地庫及地面樓層進行裝修工作。
三、 於銅鑼灣避風塘東堤東面排風口進行外牆美化工程。
四、 於繞道隧道內舖設路面。
五、 進行隧道內機電系統的安裝及測試，包括：隧道系統設備及
隧道大樓系統設備和交通管制及監察系統。
六、 進行隧道面板安裝的相關工作。

3.3.2

未來六個月的工程活動包括：
一、 完成隧道行政大樓的裝修工作。
二、 完成東面通風大樓的裝修工作。
三、 完成東面排風口外牆美化工程。
四、 完成隧道內舖設路面及道路標記的相關工作
五、 完成隧道內機電系統的安裝及測試，包括：隧道機電系統設
備和交通管制及監察系統。
六、 完成隧道面板安裝的相關工作。
七、 為配合繞道通車後主要幹道路線的變動，於區內部分道路
（如電氣道、英皇道、糖水道及渣華道），為現有道路標記
進行的探勘及更新工程。

4

臨時交通措施
AECOM代表簡述過去、現行及未來六個月的臨時交通措施如下：

4.1

東區走廊（北角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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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1

過去六個月的臨時交通措施：
一、 因應半密閉式隔音罩安裝工程，曾於 2018 年 1 月 14 日及 2
月 25 日分階段於介乎城市花園至和富中心對出的一段東區
走廊（下稱「東廊」）東行線實施臨時交通措施。期間，交
通大致如常。
二、 因應架空標誌支架安裝工程，曾於2018年3月4日凌晨1時30
分至上午6時於以下路段實施臨時交通措施，暫時封閉介
乎糖水道至民康街之間的東廊西行，由英皇道西行與健康
中街交界前往東廊西行的支路，以及介乎和富中心至北角
渡輪碼頭之間的一段東廊東行的一條快線。臨時交通措施實
施期間，區內交通大致暢順。
三、 因應架空標誌安裝工程，曾分別於2018年3月30日、4月8日、
4月29日及5月6日凌晨1時至上午5時30分於以下路段實施臨
時交通措施，暫時封閉介乎清風街至民康街之間的一段東
廊西行，由英皇道西行與健康中街交界前往東廊西行的支
路，由英皇道西行及渣華道東行前往東廊西行的糖水道支
路，沿和富道通往東廊西行的支路，以及由東廊西行通
往興發街的支路。臨時交通措施實施期間，區內交通大致暢
順。

4.1.2

現行的臨時交通措施：
東區走廊北角段正實施臨時交通措施，以安裝隔音罩及道路照明
系統。實施期間，東行或西行的部分行車線會於凌晨時分分階段
封閉，但駕駛人士仍然可以使用餘下行車線前往北角或銅鑼灣。

4.2

東區走廊（近維園道）

4.2.1

過去六個月的臨時交通措施：
維園道及清風街的行車走線已分別於 2017 年 12 月 5 日及 12 日分
階段還原。

4.3

AECOM 代表補充，在實施臨時交通措施前，工程團隊會透過不同
渠道，包括透過繞道的社區聯絡中心、工程網站、工程通訊、宣
傳單張以及運輸署發出的交通通告等等通知道路使用者。於實施
期間，工程團隊亦會於道路旁設置相應的交通指示牌，並會持續
緊密監察實施情況，以及定期在交通管理聯絡小組的會議上檢討
有關措施。

5

環境監測及審核工作
環境小組代表向小組成員報告過去六個月所進行的環境監測及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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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核工作，並簡介各監測站的位置，以及匯報過去六個月的環境監
測結果。
5.1

空氣質素監測站位置及監測結果
 海逸君綽酒店外圍
 銅鑼灣社區中心
 維多利中心
環境小組組長表示，在監察期間（2017 年 10 月 22 日至 2018 年 4
月 29 日）
，僅於海逸君綽酒店外圍的監測站錄得 1 次超標記錄，
經調查後，證實超標與附近的汽車停泊排放有關，與項目不相關。

5.2

噪音監測站位置及監測結果
 銅鑼灣消防局
 維多利中心
 城市花園
 顯理中學
環境小組組長表示，在監察期間（2017 年 10 月 22 日至 2018 年 4
月 29 日）
，於顯理中學的噪音監測站錄得 3 次超標記錄，經調查
後，證實其中一次超標與附近交通有關；另外一次超標與項目清
除鋪路物料工序相關，已建議承建商避免於考試時段進行高噪音
工序以緩減噪音及使用額外隔音屏以緩減噪音；其餘一次則與拆
卸臨時橋面工序相關，承建商已減少使用高噪音機械及豎設額外
隔音屏以緩減噪音。

5.3

其他環保事項

5.3.1

AECOM 代表簡述工程期間實施的環境緩解措施，包括：
一、 使用污水淨化設備，以確保排放的污水符合水質標準。
二、 於工地各處設置自動灑水器、使用隔塵布完全覆蓋堆存的填
土物料，以及於進行混凝土破碎工序時灑水，以減低塵土飛
揚。
三、 使用隔音罩、隔音屏、隔音物料，以及於進行混凝土破碎工
序時以特別機械，以減低工作噪音。
四、 資源回收，於工地將可再用物料分類，以利循環再用；並使
用可重複使用金屬電纜捲筒代替塑料電纜捲筒作電纜運輸
和儲存。

6

問答環節

6.1

維多利中心黃強耀先生對以下事項表示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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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先生表示中心居民關注繞道通車後對維多利中心附近空氣質素
的影響，希望工程團隊能提供銅鑼灣避風塘東堤東面排風口附
近，通車前後的空氣質素監測數據作比較。黃先生明白東面排風
口的位置已離民居較遠且風口面向維多利亞港，而繞道亦引入了
空氣淨化系統過濾 80%可吸入懸浮粒子及二氧化氮，但仍擔心剩
下 20％的排放會受季候風關係而影響當區空氣質素，因此，希望
進一步了解繞道工程所引入的空氣淨化系統。
黃先生明白港，如何消除 80％的可吸入懸浮粒子及二氧化氮，有
AECOM 代表回應如下︰
否相關的測試報告。
繞道於中環、灣仔及北角分別設有三個通風大樓，同時處理隧道
內的行車廢氣，相信可以改善附近地區因原先在地面行走的車輛
所帶來的空氣污染。繞道在設計階段時，已就空氣淨化系統做了
多次模擬測試，包括排風量、排風方向、排風高度、排風速度等
等，並假設空氣淨化系統在最壞情況下的運作，而測試中每項指
數皆符合要求。此外，環保署環境許可證中亦有要求繞道需過濾
淨化 80%隧道內的車輛排放，通車後亦會持續監察空氣淨化系統
的效能，若無法達到此要求時，相關部門（如環保署）將採取有
效措施，確保空氣淨化系統達到要求的目標。稍後，當繞道隧道
的設備安裝及測試完成後，在適當的情況下，工程團隊擬計劃邀
請區議員及持分者實地考察，更詳細向公眾解釋空氣淨化系統的
運作。
6.2

金都、銀都及海都洋樓宋國雄先生對以下事項表示關注︰
宋先生希望了解繞道工程接下來的工程安排及通車日期。
AECOM 代表回應如下︰
繞道工程現正進入最後階段，包括隧道內各項系統測試、消防測
試、通風大樓內的機電設備安裝，以及於有關道路上安裝道路標
誌等等，預計可於今年年底或 2019 年第一季通車。

7

結語
AECOM 代表再次向小組成員簡述與社區聯絡小組溝通的渠道，當
中包括二十四小時工程熱線（2512 6233）
、電郵
（enquiry@cwb-hyd.hk）
、工程網站（www.cwb-hyd.hk）
，以及位於
北角歌頓道的社區聯絡中心。
AECOM 代表表示關於工程或環境事項的查詢，歡迎直接聯絡駐工
地高級工程師李巧璇女士及黄錦强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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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其他事項
AECOM 代表表示，下次會議（第十八次會議）的日期將適時以
信件通知各小組成員。
會議於晚上七時十五分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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