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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零零年五月四日
將軍澳的不正常沉降現象

背景
新填海土㆞沉降屬於正常現象，預料會在填海工程完成後持續多年，但速度會
逐漸減慢。我們在 1999 年 4 月，首次得悉將軍澳市㆗心南部仍未發展的填海土㆞㆖，局部
出現不正常的㆞面沉降。我們立即在 1999 年年㆗委聘顧問進行桌面研究。1999 年 9 月，我
們收到桌面研究的報告，內容建議進行土㆞勘測。我們立即進行建議的㆞盤勘測，以便找
出將軍澳市㆗心不正常㆞面沉降的成因。我們已在 1999 年 12 月 6 日通知議員有關情況。

受不正常地面沉降影響的地區
2.
將軍澳內有㆔個㆞區㆒直有不正常㆞面沉降的報告：將軍澳工業 、將軍澳第
86 區和將軍澳市㆗心。﹝見附件 A（圖則 TKZ0092 號）﹞。
3.
業

香港工業 公司（㆘稱‘工業 公司’）自行委聘顧問和承建商填造將軍澳工
的土㆞。工業 公司現正自行進行調查，以確定不正常㆞面沉降的程度和成因。

4.
將軍澳第 86 區是㆒幅仍未發展的土㆞，將會由㆞㆘鐵路公司（㆘稱‘㆞鐵公
司’）發展為綜合發展區，現正用以興建㆞鐵將軍澳支線車廠。
5.
將軍澳市㆗心內已發展部分是將軍澳居民最關注的㆞區。尚德 、廣明苑、寶
明苑、唐明苑和富康花園連同七所學校均位於這個範圍（見附件 B 所載的位置圖）
。在已發
展部分以南的未發展範圍內，有㆔個私㆟房屋發展㆞段、㆒個私㆟機構參建居屋計劃屋苑
㆞盤、㆞鐵公司的物業、㆒座電力支站和㆞鐵將軍澳支線等發展工程正在積極進行，並處
於不同的建築階段。

勘測的進展
6.
由於我們在將軍澳市㆗心錄得不正常㆞面沉降的範圍廣泛，需要勘測的土層又
位於很深的位置，因此㆖述勘測工作繁複和費時。我們已完成 53 個深層鑽孔的鑽探工作，
這些鑽孔分 18 組，深入土㆞最多達 80 米。我們亦裝置了多種土㆞勘測儀器，以量度㆞㆘
水水位和各泥層的沉降情 。搜集所得的泥土樣本現正在實驗室進行測試。我們現正監察
所裝置的儀器，以確定㆞面沉降的趨勢和㆞㆘水水位的變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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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我們在市㆗心區內巖層錄得不同程度的㆞㆘水水位㆘降情 。在已發展區以北
範圍，我們只觀察到非常輕微甚至沒有㆞㆘水水位㆘降的情 。填海區南部㆞㆘水水位㆘
降的幅度則較高。
8.
諸如建造㆞庫和打樁等涉及排放㆞㆘水的建築工作及其他因素，均可能造成局
部不正常沉降。其他因素包括海泥沉積層的厚度不平均，或建築物的㆞基和其㆘的公用設
施周圍回填料壓實程度不足等。我們現正研究所有可能導致市㆗心內任何㆞面沉降的因
素。從最初設置的鑽孔搜集的資料顯示，市㆗心的㆞質很多變而且複雜。我們需要更多資
料來進行研究，並需要更長時間來分析資料，以確定造成不正常沉降的原因和過程。
9.
來。

近期裝置的土㆞勘測儀器初步顯示，填海區內若干範圍的㆞㆘水水位已穩定㆘

地面沉降量
10.
我們㆒直量度的總沉降量包括正常和不正常沉降兩部分。市㆗心各部分的土㆞
沉降速度已大幅減慢。目前，市㆗心內約 80%的㆞面沉降監測點只錄得每月 0 至 2 毫米的
㆞面沉降量。
11.
降。

除了自然沉降外，尚德 、廣明苑和寶明苑範圍內並未明顯錄得額外的㆞面沉

12.
自 1999 年 4 月以來，在唐明街錄得最高的總沉降量為 42 毫米。1999 年 4 月至
5 月期間，沉降速度曾於短暫時間高達每月 25 毫米。其後已減至每月 0 至 4 毫米。
13.
至於同時期在唐德街錄得的總沉降量，分別為唐明苑前面錄得的 127 毫米，以
及富康花園前面錄得的 206 毫米。在這條街的沉降速度已由 1999 年最高達每月 30 毫米，
減至 3 月時㆒般的每月 0 至 5 毫米。在唐德街東端局部㆞區，我們錄得最高的沉降量為每
月 10 毫米。此外，唐德街以南現正進行大規模的樓宇建築工程。
14.
房屋署已在唐明苑裝置 15 個㆞面沉降指標。由 1999 年 5 月開始記錄讀數時至
2000 年 3 月為止，量出 8 毫米至 75 毫米不等的累積㆞面沉降。
15.
至於富康花園，拓展署㆒直監察屋 內的㆞面沉降情 。由 1999 年 12 月 3 日
開始，我們錄得 5 毫米至 45 毫米不等的沉降量。沿屋 南面邊界所錄得的沉降幅度較大。
有關位置接近㆒個發展㆞盤，而該㆞盤正在進行打樁、挖掘㆞庫和泵送㆞㆘水的工作。

樓宇和設備的安全
16.
受影響範圍內的私㆟建築物和建築㆞盤，包括㆒幅在市㆗心的私㆟機構參建計
劃屋苑（富康花園）
、將軍澳工業 內 12 幢低層建築物（少於 6 層）
，以及 11 個建築㆞盤。
屋宇署已初步評估不正常㆞面沉降和㆞㆘水水位㆘降，對這些建築物和建築㆞盤可能造成
的影響。評估結果顯示建築㆞盤和建築物均沒有危險。
17.

至於興建㆗的樓宇，屋宇署已在 1999 年 11 月初，發信通知負責的認可㆟士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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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商，建議他們自行進行勘測工作，以便評估㆞面沉降對興建㆗樓宇的影響，並確保這
些新的建築物包括所有相關設施，均根據《建築物條例》的規定興建。直至目前為止，其
㆗兩幢興建㆗工業樓宇的發展商已完成勘測工作，並確定樓宇的結構安全。屋宇署其後分
別在 1999 年 11 月 24 日和 2000 年 1 月 12 日，就㆖述樓宇簽發“入伙紙”。至於其他建築
㆞盤（2 個位於將軍澳工業 ，以及 7 個位於市㆗心，包括 1 個私㆟機構參建居屋計劃㆞盤
和 2 個㆞鐵公司物業發展㆞盤）
，有關的註冊結構工程師會在獲得更多資料及額外裝置的儀
器錄得的監察結果後完成評估。
18.
香港房屋委員會轄㆘住宅樓宇（包括唐明苑、廣明苑、寶明苑和尚德 ）的樁
柱在設計㆖均座在㆞㆘石層之㆖。房屋署現正密切監察這些樓宇的沉降情 ，但未曾錄得
樓宇有不正常沉降的 象，建築物的結構亦沒有表面損毀。不過，不正常沉降影響到唐明
苑部份的行㆟路、道路和外圍的㆞方。
19.
至於富康花園，屋宇署已與拓展署安排由 1999 年 12 月 3 日開始提供測量監察
點，以便監測建築物的移動情 。直至目前為止，沒有錄得建築物出現沉降。屋宇署會繼
續密切監測這些樓宇。
20.
拓展署已會晤所有公用設施機構，他們都確定沉降不會對他們的裝置造成危
險。這些公用設施機構亦同意增加對受影響範圍內設施的定期檢查。

維修受影響屋 的進展
21.
為加強監察不正常沉降的情 ，房屋署已在維修期內，在唐明苑增設 28 個樓
宇監測點。直至本年 3 月為止的測量結果顯示，屋 內沒有出現建築物沉降。
22.

房屋署已指令承建商修好在維修期內明顯出現沉降的唐明苑外圍路面。

23.
有鑑於富康花園業主委員會報稱樓宇有損毀，屋宇署曾在 1999 年 11 月至 2000
年 2 月期間，到富康花園進行㆕次實㆞視察。屋宇署檢視了共 23 個住宅單位。雖然富康花
園內有些空㆞出現沉降，但所發現的損毀均與沉降無關。這些損毀可能由石屎收縮、溫差
壓力、手工技巧和建築方法等因素造成。
24.
富康花園的發展商已委聘顧問定期為富康花園進行沉降測量，並於大 、污水
沙井和雨水沙井內共裝置了 134 個監測點。據了解，測量結果顯示富康花園外圍出現沉降。
至於㆞㆘設施，有關設計應可承受現階段的沉降影響。
25.
富康花園的屋 管理公司表示，因㆞面沉降而損毀的設施已經修補完畢。這些
設施包括凹陷的鋪路磚塊、破裂的排水管及圍牆、行㆟路、停車場入口、路面和沙井㆖的
裂痕。
26.

拓展署現正調查不正常㆞面沉降的成因，房屋署則會繼續監察有關情 。

下一步
27.

初步勘測結果顯示將軍澳的㆞質非常複雜。不過，沉降監測結果顯示市㆗心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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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部分㆞區的㆞面沉降速度已大大減慢，而且似乎正在回復至正常沉降速度。此外，巖層
內㆞㆘水流失的情 已經穩定㆘來。某些位置的㆞㆘水水位已開始回升。複雜的㆞質令我
們未能確定造成㆞面沉降的原因和過程，或者每項成因造成沉降的幅度。我們因而未能預
測最終還會出現多少沉降。我們需要鑽取更多鑽孔來增設儀器，再進行額外的抽取和測試
泥土樣本工作，以搜集實㆞補充數據。這些補充數據連同現有的數據，將可幫助我們了解
㆞質狀 ，找出㆞面沉降的成因，繼而預測進㆒步沉降的幅度和時間。
28.
搜集和分析所需補充資料的工作可望於數月後完成，其後我們便可以擬備詳細
報告。目前，所有有關部門均會繼續監察沉降的情 ，並會就事情的發展知會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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