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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各立法會環境事務委員會議員﹕ 

 

長春社對優化《環境影響評估條例》程序的意見 

 

環境及生態局、環境保護署(環保署)最近向立法會環境事務委員會提交文件，交

代優化《環境影響評估條例》(下稱《環評條例》)的詳情。長春社認為現時建議

的主要改善措施，尤其當中多項的豁免，側重於加快環評速度，未有著眼提高環

評把關質素，亦沒有修補環評制度的漏洞。 

 

今年 6 月，長春社聯同多個環保團體曾就優化《環評條例》程序提交意見書1(意

見摘要見附件)，長春社重申，當局應以環境為本改善環評程序，勿因貪快而犧

牲環境。 

 

我們對環保署的回應有以下關注，期望各立法會議員積極向環境及生態局及環保

署跟進﹕  

 

環保署的建議及回應2 關注點及意見 

（一） 中央環境數據庫 

1. 「中央環境數據庫內部

分「敏感」資料將只會開

放給有須要參考這些資

料的人士讀取」3 

 清楚明確交代中央數據庫如何在公眾知情

權及保護敏感生態資料中取得平衡 

2. 「……環保署亦會研究

數據庫的平台在設計上

 數據庫平台應方便流動裝置瀏覽 

 關注會否同步更新現時環評網站的介面，

                                                 
1
 環保團體就優化《環境影響評估條例》程序意見書：

https://www.cahk.org.hk/upload/subpage2/16/self/62bd17dce4177.pdf 
2
 參考環保署在「公眾參與論壇上有關優化《環境影響評估條例》(《條例》)程序的公眾意見摘

要」(附件 1)、優化《環境影響評估條例》  (《  環評條例》)(第 499 章)程序對《環評條例》附表

2 和附表 3 作出擬議修訂的理據(附件 3) 
3
 附件 1 第 19 點  

https://www.cahk.org.hk/upload/subpage2/16/self/62bd17dce4177.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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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否利便流動裝置使

用，以及制定可兼容的數

據格式方便用戶把數據

上傳數據庫」4 

把環評項目資訊重點、常用連結、環諮會

會議文件等整理，方便市民查閱 

（二） 更新《條例》內指定工程項目清單 

3. 針對 P.1 項，即后海灣「后

海灣 1 或 2 號緩衝區」，

署方指「正計劃為北部都

會區發展策略 (發展策

略)下擬建的濕地保育公

園系統進行策略可行性

研究，建議在該研究完成

後再一併考慮修改本項

目」5 

 北部都會區發展策略濕地保育公園系統策

略可行性研究需時長達 18 個月，最快在

2024 年第一季才完成，而政府是次修例擬

訂時間為 2023 年第二季。因此關注署方將

如何處理上述時間差距 

4. 把整個 P.2 項剔除，即「住

宅發展，而該項發展 —  

(a) 有不少於 2000 個單

位；及 

(b) 在其單位被佔用時

並未有公共排污網的設

施」6 

 政府當年該項原意，源於「在未有排污設

施的地區發展住宅，會引起污水處理問題， 

甚或影響附近敏感水體的水質」，「隨着科

技進步，以實地『三級』污水處理廠進行

污水處理顯然可行」 

 

然而，住宅所造成的環境影響並不限於污

水影響，如光污染、噪音污染、空氣質素、

景觀及視覺等影響，政府應只刪除(b)項，

保留(a)項，規管部分大型住宅發展對環境

的影響，平衡房屋發展及環境保護 

 

5. 修訂 Q.1 項，豁免一些在

環境敏感地區(如郊野公

園、海岸公園、自然保育

 如斜坡工程、排水、行人道等小型工程在

具生態價值的地點開展，對天然河溪的水

質污染、移除具珍稀價值的物種等問題，

                                                 
4
 附件 1 第 17、18 點  

5
 附件 1 第 16 點  

6
 附件 3 第 45 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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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等)而進行的小型工程
7 

需要利用《環評條例》小心處理，以往根

據直接申請環境許可證的途徑處理，已在

環境保育及工程進度取得合理平衡，不應

完全把相關工程豁免 

 把工程豁免後，公眾無法在環評網站上方

便查閱相關工程資料文件 

6. 建議將附表 3 內的兩項

指定工程項目合併，並將

原先的「研究範圍下限由 

20 公頃」更改為「工程

項目 50 公頃」8 

 把「研究範圍」改為「工程範圍」，兩者

在《環評條例》下的定義有何分別 

 把下限定為「50 公頃」的理由何在 

 引起爭議的粉嶺高爾夫球場發展項目，

研究範圍為 32 公頃，若按新建議即毋須

再做環評，但項目對環境影響不少，擔

心類 似粉 嶺 高球 場建 屋 規模 的 工程 被

「放生」 

（三）更新技術評估要求 

7. 標準化生態調查方法、模

式和時間 

 今年 8 月，環諮會審議粉嶺高爾夫球場部

分用地建屋時，曾關注飛蛾、蝙蝠的生態

調查，以及對眩光評估結果是否準確及具

代表性，署方會否就抽樣方法、調查時間

等提供明確指引及準則 

8. 「我們認為碳排放這課

題涉及全港性策略，從政

策層 面着手比在個別項

目進行評估能更有效及

更到位地處理」 

 

「……但目前國際間並

沒有統一而客觀的碳排

放審批標準。故此我們並

不建議將有關課題納入

環評研究範疇之內」9 

 氣候變化是今天全球面臨最重要的環境挑

戰之一，香港政府已提出力爭在 2050 年

之前實現碳中和目標，需要各界合作才能

達到 

 將氣候變化納入環評考慮已成為國際趨

勢，中國也已逐步將碳排放相關的數據和

措施納入環境影響評估中，不應以國際無

統一標準為藉口 

 1999 年為南丫島燃氣發電廠項目的環評
10，已有估算項目的溫室氣體排放量並列出

紓緩措施，政府更不應有藉口拒絕將氣候

                                                 
7
 附件 3 第 46 點  

8
 附件 3 第 64 點  

9
 附件 1 第 2 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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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變化納入環評當中 

9. 「現時就有須要進行環

境影響評估的指定項

目，根 據《條例》的技

術備忘錄，在進行環境影

響評估 時，項目倡議人

須考慮人造光源所散發

的刺目強 光對附近主要

視點可能造成的視覺影

響，並在有需要時提出適

當緩解措施」11 

 現時問題的重點，是沒有量化評估標準，

故應參考最新的科學研究，確立環評量化

評估光污染的方法 

（四）其他 

10. 對於在公眾查閱期內就 

工程項目綱要及環評報

告收到的公眾意見，若要

逐一回應或有技術困

難，特 別是備受爭議的

工程項目 往往會收到過

萬份公眾 意見。不過，

環保署會研究在日後的

環評就公眾意 見及回應

擬備撮要」12 

 重申應清楚妥善地回應公眾意見，如交代

如何吸納公眾提出的意見、拒絕接納公眾

意見的原因 

 《城市規劃條例》下修訂圖則時若收到的

大量公眾意見，規劃署的做法非逐一回

應，而是整合各方意見，以及部門接納/不

接納的原因，應參考當中的做法 

11. 「由於為環境許可證設

定有效期會涉及環評研

究的基礎理念及複雜的

法律問題，我們認為現時

不適宜為環境許可證訂

立有效期」13 

 署方應就「環評研究的基礎理念及複雜的

法律問題」再作解釋 

 現行制度並未有就環境許可證設立有效

期，變相允許項目倡議人在工程項目獲批

後多年才開展工程。我們認為，環境會隨

時間而改變，過時的環評或未能全面反映

最新狀況 

                                                                                                                                            
10

 南丫島擬建之 1,800 兆瓦燃氣發電廠環評報告  - 空氣質素評估

https://www.epd.gov.hk/eia/reg ister/report/eiareport/eia_00998/pdf/v1-b4.pdf  
11

 附件 1 第 31 點  
12

 附件 1 第 6 點  
13

 附件 1 第 10 點  

https://www.epd.gov.hk/eia/register/report/eiareport/eia_00998/pdf/v1-b4.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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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應明確為環境許可證設有開展工程

期限，工程需在指定日期內動工，逾期施

工應重新進行環評及申請環境許可證，若

工程已經開展，則不受有效期規限，以確

保工程相關的緩解措施得以永久落實 

 

長春社 

2022 年 12 月 9 日 

 

 

副本抄送 

環境及生態局 (電郵﹕see@eeb.gov.hk) 

環境保護署  (電郵﹕dep@epd.gov.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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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環保團體於 2022 年 6 月就優化《環評條例》程序意見摘要 

 

就環保署優化《環評條例》討論文件的意見 

範疇 建議 

提早進行生

態基線調查 

 確保項目倡議人在不同的工程階段持續更新環境資料 

 確保能吸納公眾對生態基線調查的意見，以及清楚交代接

納或不接納的理據和原因 

 明確交代基線調查若出現過時或遺漏資料時的解決方法，

公開透明處理機制等 

從區域層面

考慮生態影

響 

 應解釋清楚「區域層面考慮」的定義、評估準則、預期的

環境成效等，避免混淆和不當應用 

設立中央數

據庫 

 清楚明確交代中央數據庫如何在公眾知情權及保護敏感生

態資料中取得平衡 

 列明使用指引及條款，如部分資料或只作參考之用，防止

項目倡議人使用過時的環境數據之餘，也確保項目倡議人

在不同的工程階段持續更新環境資料 

 提供過往環境監察及審核計劃中的數據，作為檢討不同緩

解及補償措施成效的基礎 

更新「指定工

程項目」清單 

 建立檢討機制，定期更新「指定工程項目」清單，並諮詢

環諮會及公眾 

 擴大「指定工程項目」清單的範圍，確保新出現或對環境

造成負面影響的發展項目皆受到環評條例管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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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影響評估仍需改善的地方 

範疇 建議 

公眾參與互

動性及透明

度 

 

 加強環評程序不同階段的公眾參與方式，盡早與關注團

體、持份者溝通；獨立撥出資源，容許公眾申請資源進行

環評 

 建立公開透明的篩選(Screening)程序，令公眾能夠監測整個

篩選過程並及早表達意見 

 清楚妥善地回應公眾意見，如交代如何吸納公眾提出的意

見、拒絕接納公眾意見的原因 

環評制度的

公信力與獨

立性 

 

 環評顧問的工作可改由環諮會委託，避免顧問公司有角色

衝突的問題 

 當項目倡議人為環保署時，另啟動獨立機制審批該環評報

告 

 把環保署署長及環境局常任秘書長恢復為兩個獨立編制，

並由具有專業背景的官員出任環保署署長 

環評的規定

及準則 

 

 

 

 

 

 

氣候變化 

 把氣候變化影響納入環評 

 要求項目倡議人評估工程對本港實現碳中和的影響 

 完整披露工程的直接、間接，及累積和協同效應下的碳排

放量 

 工程項目緩解措施需考慮建築可能面臨自然災害威脅 

光污染 

 確立量化的評估光污染的方法 

 參考香港綠建環評及國際做法，為不同區域設立可接受光

度標準 

 環評程序中加入對燈光裝置的光度、顏色及安裝等要求 

 要求項目倡議人就項目對受影響的住戶及生態作出緩解方

案，再由獨立顧問監察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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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許可證 更改環境許可證制度 

 改革更改環境許可證制度，設諮詢機制，讓公眾及環諮會

提出意見 

 公開更改環境許可證的申請文件及審批準則等 

環境許可證期限 

 明確為環境許可證設有開展工程期限 

 逾期施工應重新進行環評及申請環境許可證 

生態監察和

緩解措施 

緩解措施的指引 

 增加「審慎評價」緩解措施成效的指引和規範 

 增加指引，要求項目倡議人按不同情景評估緩解措施的預

期成效 

緩解措施的執行 

 檢討多年來曾落實的緩解措施，為將來生態緩解措施的規

劃、執行及管理提供更多數據及指引，以更科學的角度保

護生態環境 

 已執行的緩解措施即使未達到預期成效，應定期報告進度

和檢討是否需要採取額外緩解措施 

停工補救機制 

 應檢討環境監察、補救行動機制和環境許可證條款，確保

項目動工後仍受到環評條例嚴格管制和執法 

 嚴謹執行超越「行動水平」及「極限水平」下的措施，建

議的補救措施亦要有即時改善環境的作用 

 應以預防原則(Precautionary principle)審批和落實「事件及

行動計劃」 

環境監察與審核手冊 

 檢視環境監察與審核手冊內容，全面涵蓋最新的環境監察

標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