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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歡迎詞  

主席歡迎各委員、部門和機構代表出席西貢區議會房屋及環境

衞生委員會二零一零年第一次特別會議，特別是：  

 

路政署署理高級維修工程師 /東南鄧志勇先生；  

路政署總工程監督 /將軍澳麥錦雄先生；  

路政署高級區域工程師 /東南陳記文先生；  

中國建築工程 (香港 )有限公司工程監督林鋈雲先生；  

萬利仕 (亞洲 )顧問有限公司交通經理石文華先生；  

香港警務處主管 (道路管理組 )(執行及管制組 )(東九龍交通部 )趙

金源先生；  

越運亨 (香港 )有限公司將軍澳隧道 /隧道經理朱智剛先生；  

環境保護署環境保護主任 (區域東 )43 李子堅先生；以及  

西貢區議會議員何觀順先生。  

 

 

(二 )  默哀 

2.   主席表示，是日為青海玉樹地震全國哀悼日，建議全體與會人

士起立，為青海地震的遇難者，默哀一分鐘。  

 

 

(三 )  報告事項 

3.  主席報告，周賢明先生、方國珊女士、何民傑先生、梁里先生、

陸平才先生、伍炳耀先生、柯耀林先生、莊元苳先生、周浩鼎先生、

簡兆祺先生、梁國榮先生、李天福先生和謝榮洲先生因私人理由未能

出席是次會議，他們並已於會前向秘書處請假。根據會議常規第 51

條，委員一致同意他們的缺席申請。主席表示，任何委員如未能出席

會議，必頇在該次會議舉行前，通知秘書處缺席的原因以便委員會考

慮是否同意他們的缺席申請。  

 

4.  主席報告，運輸署表示不委派代表出席是次會議。  

 



 

(四 )  討論事項  - 將軍澳隧道公路交通噪音事宜  

5.  主席表示，委員會在二零一零年第二次會議上，就將軍澳隧道

公路交通噪音事宜的討論表達堅定的立場，要求相關部門必頇在將軍

澳隧道公路下山一段約 400 米的道路進行鋪設低噪音物料的工程，並

促請相關部門盡快展開有關工程。  

 

6.  麥錦雄先生表示，明白委員會對進行工程的訴求，但由於該路

的交通流量數據非常不理想，若封路以進行鋪設低噪音物料的工程將

很有可能造成嚴重交通擠塞。路政署在上一次會議後已與顧問公司和

其他部門進行溝通，現階段將重新評估有關路段的交通流量數據，因

為有關數據在觀塘一段的增設隔音屏障工程完結後已有轉變。如果在

重新評估後發現有空間可封路進行鋪設低噪音物料的工程，路政署會

配合其他部門的安排展開有關工程。  

 

7.  石文華先生表示，在較早前完成的交通流量評估中，隧道公司

提供的數據顯示將軍澳隧道公路下山一段道路在長假期的 24 小時

內，有很多個小時的交通流量均超出原有可容納的使用量，因此評估

結果為封路會出現較長的車龍。經與路政署商討後，決定進行重新評

估，並會擴大評估範圍至觀塘繞道，以及考慮以寶琳北路和清水灣道

作改道安排。至於移走道路中的石壆以安排對頭行車則涉及安全考

慮，因為該段道路較斜，而打碎石壆的工程也需要在長假期的非繁忙

時間才可進行。是次評估涉及範圍較大，因此需要較長時間才有結果。 

 

8.  麥錦雄先生表示，有關移走道路中的石壆以安排對頭行車的建

議表面上可行，但經詳細研究有關結構後，發現將軍澳隧道公路往將

軍澳方向近將軍澳隧道的一段石壆，是建設在行車天橋的拉力索上，

如果移走石壆對天橋的結構有影響，因此不建議移走該石壆。路政署

和顧問公司現正詳細研究於該路較前位置的兩條行車線劃分為三條

行車線的可行性。  

 

9.  林少忠先生表示，觀塘繞道有一段彎路也只有兩條行車線，當

時也能封閉一條道路並開放讓車處以在該處進行增設隔音屏障的工

程，不明白為何在將軍澳隧道公路下山一段不可以利用同樣做法。他

並建議收窄每條行車線的闊道以騰出更多位置，讓封路進行工程時可



保持車輛雙線行走。他認為在星期六、星期日也可進行有關工程，不

一定只考慮長假期，應盡快展開工程。  

 

10.  石文華先生表示，觀塘繞道可以封閉一條道路以進行增設隔音

屏障的工程，是由於將軍澳道有三條行車線，除了連接觀塘繞道外也

連接鯉魚門道，兩條道路在將軍澳道匯合後便將三條行車線改為兩條

行車線，顧問公司在施工前先詴行封閉一條行車線作詴路，當時車龍

也擠塞至觀塘繞道，但經過一星期的詴路期後，駕駛者已接受 需時

10 分鐘的延誤。他指過往有關交通改道安排也會在一個月前預先公

佈，提醒駕駛者有關行車路線的選擇。此外，他表示將軍澳隧道公路

的讓車處闊道只足以停車而不足以行車，而行車線太窄和太斜也會有

一定危險性。他並表示星期六的上午的交通流量也很大，因此只能考

慮在長假期進行工程。  

 

11.  陳繼偉先生表示，運輸署不派代表出席會議似乎不尊重委員

會，建議去信運輸署反映委員會意見。此外，他表示早前曾有委員建

議開放維景灣畔私家路予公眾使用以舒緩封路時的交通流量，他認為

委員應尊重私人產業，在提出建議時應考慮切實性。  

 

12.  林少忠先生表示，他指觀塘繞道只有兩條行車線的一段道路，

是指由東區海底隧道前往觀塘繞道的一段，而不是指由觀塘繞道前往

將軍澳道的一段，而當時路政署曾在觀塘繞道的兩條行車線中封閉一

條以在另外一條進行增設隔音屏障的工程。此外，他查詢將行車線收

窄至可讓兩輛巴士平排而行的可行性。  

 

13.  張國強先生表示，建議在長假期進行工程，認為市民在假期時

的行車安排較有彈性。此外，他建議可在長假期詴行封閉將軍澳隧道

兩條管道中的其中一條，並與巴士承辦商和港鐵公司協商，在該段時

間加密班次，並評估這個方案的交通流量。  

 

14.  范國威先生向路政署查詢施工的時段，因為有居民反映上一次

施工的時段為零晨 12 時至 4 時。  

 

15.  何觀順先生表示，有居民反映已鋪設低噪音物料的路面很快便

出現磨損，認為如鋪設低噪音物料的成效不大，相關部門和機構不應



繼續花時間研究和進行有關工程，避免市民無辜受交通擠塞所影響。

他建議部門應朝路面工程的技術方向作考慮和研究。  

 

16.  石文華先生表示，同意在長假期進行工程會比較好，造成交通

混亂的可能性較低，因此暫時是以長假期為目標。此外，他表示會考

慮將軍澳隧道單管行駛的方案，但初步預計此方案會對交通流量有很

大影響。過往進行有關工程時，路政署和顧問公司也有與巴士承辦商

和港鐵公司保持緊密聯繫。他並表示，在上一次進行工程時整個工程

橫跨 2 至 3 天，當中包括不同工序，或可能曾在零晨 12 時至 4 時進

行部份工序。  

 

17.  朱智剛先生表示，將軍澳隧道公路上山一段的低噪音路面鋪設

了不足兩年，但已出現物料剝落的情況，認為每一年半至兩年便應進

行維修。  

 

18.  麥錦雄先生表示，重鋪路面需要兩個工序，先鋪 20 毫米厚的物

料後再鋪 30 毫米厚的物料，工程會盡量在早上 11 時前停止進行，並

需要連續 3 天以完成整個工程，至於將軍澳隧道公路上山一段已完成

的鋪設低噪音物料工程，大多在晚上 11 時前完成。此外，他表示將

軍 澳 道 觀 塘 下 山 一 段 與 將 軍 澳 隧 道 公路 上 山 一 段 所 鋪 設 的 物 料 相

同，但由於將軍澳道所鋪設的物料是鋪在瀝青路面上，而將軍澳隧道

公路所鋪設的物料是鋪在混凝土路面上，因此將軍澳隧道公路的路面

較易磨損，特別是沙井位置，而在剛過去的復活節假期，路政署已修

補在將軍澳隧道公路上山一段沙井位置的路面。  

 

19.  石文華先生補充表示，觀塘繞道兩條行車線的一段道路曾封閉

一條以進行工程，但只在非繁忙時間封路，而該路的交通流量和來源

與將軍澳隧道公路也不同。  

 

20.  林少忠先生表示，將軍澳隧道公路路面出現剝落的不是低噪音

路面，是另外一段只鋪上防滑鋼砂的路面。  

 

21.  朱智剛先生表示，隧道公司每日有監察將軍澳隧道公路路面的

情況，發現在將軍澳隧路公路上山一段的低噪音路面表面已有剝落的

情況。  



 

22.  麥錦雄先生表示，運輸署有行車線最小闊度的數據，他現時沒

有相關資料，但據他所知，如收窄至緊足夠兩輛巴士平排行駛會有危

險，車速也會減慢而同樣造成交通擠塞。  

 

23.  范國威先生表示，路政署在上一次進行工程時，他曾收到居民

投訴指有 2 至 3 個晚上的零晨時份，也受到工程進行時發出的噪音滋

擾，希望路政署日後不要選擇在零晨時份進行工程。  

 

24.  麥錦雄先生表示，路政署去年在將軍澳隧道公路下山末段道路

進行修補防滑鋼砂路面的工程時，曾在零晨時份進行有關工程，當時

也收到不少居民投訴噪音問題。現正研究進行的鋪設低噪音物料工程

的工序與修補防滑鋼砂路面的工程不同，路政署會安排在日間進行鋪

設低噪音物料的工程，除非因意外而需特別延長工時。  

 

25.  林少忠先生查詢，將軍澳隧道公路下山一段已完成的鋪設低噪

音物料工程的施工時段。  

 

26.  林鋈雲先生表示，有關將軍澳隧道公路下山一段已完成的鋪設

低噪音物料工程，當時工程承辦商在經過與警方、運輸署、環境保護

署 (下稱“環保署” )和路政署溝通後，決定只在長假期期間的日間時

段進行會發出噪音的工序，並在夜間繼續封路以 待已鋪上的物料乾

透。他並表示在整個工程進行期間沒有收到有關噪音的投訴。  

 

27.  李子堅先生表示，在長假期和晚上進行工程需受《噪音管制條

例》限制，環保署在批出建築噪音許可證予工程承辦商前會與路政署

和工程承辦商溝通，規定會發出噪音的工程只可在日間進行，並要求

承辦商進行隔音措施。他表示在許可的時間以外進行會發出噪音的工

程是違反有關條例，而上次在復活節期間的工程沒有發生噪音問題。 

 

28.  主席表示，將軍澳隧道公路的噪音問題困擾附近居民多年，區

議會和委員會曾多次要求於該路增設隔音屏障，但相關部門指技術上

不可行，委員會唯有接受先鋪設低噪音物料以減輕噪音問題。其後相

關部門在計劃進行鋪設低噪音物料工程時發現會影響交通情況，因此

委員會繼續討論此問題至今。他促請路政署和顧問公司繼續探討更好



的方案，參考委員的意見，並希望相關部門和機構能於委員會二零一

零年第三次會議作出匯報。  

 

29.  林鋈雲先生表示，工程承辦商需再與顧問公司和其他部門作詳

細研究，五月或未能得出結果。  

 

30.  范國威先生重申，區議會和委員會從未放棄爭取於將軍澳隧道

公路增設隔音屏障的訴求，並引述委員周賢明先生的發言，指如果在

鋪設低噪音物料一段時間後，噪音問題仍沒有改善，委員會會爭取於

軍澳隧道公路增設隔音屏障。  

 

31.  林少忠先生表示，告士打道天橋搬遷工程也能順利完成，不明

白為何不能在將軍澳隧道公路進行鋪設低噪音物料工程。他希望鋪設

低噪音物料後能暫時舒緩噪音的問題，並期望跨灣大橋落成後能作更

好的交通疏導安排以在將軍澳隧道公路增設隔音屏障。  

 

32.  主席總結表示，請相關部門和機構繼續研究。  

 

 

西貢區議會  

房屋及環境衞生委員會  

二零一零年四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