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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內容
1.0
1.1 前言
介紹路政署、奧雅納–莫特麥克唐納顧問聯營（顧問公司）、布依格土木
工程有限公司（承建商）出席會議的代表。
路政署表示，因應新型冠狀病毒疫情，社區聯絡小組的會議在過去一直
未能如期舉行，但工程團隊仍與小組的各位成員保持溝通，衷心感謝各
位在疫情期間對中九龍幹線工程的參與及支持。歡迎各位樂民及馬頭圍
社區聯絡小組的成員出席第一次會議。
1.2 介紹「中九龍幹線」的效益
中九龍幹線全長 4.7 公里，採用雙程三線分隔車道的設計，連接西九龍
的油麻地交匯處與東九龍的啟德發展區和九龍灣道路網。
中九龍幹線將提供一條快速替代道路，令車輛繞過現時擠塞的路段，大
大節省行車時間。工程完成後，預計在繁忙時間取道幹線來往西九龍與
九龍灣的車程約為 5 分鐘，與沒有幹線的情況比較，大大節省了約 25 分
鐘。
1.3 簡介「中九龍幹線」
中九龍幹線工程將分為八份工程合約進行，當中六份工程合約已經開
展，詳情如下：
1
啟德西工程
已於 2018 年 1 月 5 日開展
合約編號：HY/2014/07
2
油麻地東工程
已於 2018 年 1 月 17 日開展
合約編號：HY/2014/08
3
油麻地西工程
已於 2018 年 11 月 1 日開展
合約編號：HY/2014/20
4
啟德東工程
已於 2019 年 4 月 23 日開展
合約編號：HY/2018/02
5
中段隧道工程
已於 2019 年 7 月 12 日開展
合約編號：HY/2018/08
6
大樓及機電工程
已於 2020 年 6 月 18 日開展
合約編號：HY/2019/13
1.4 簡介「中九龍幹線—中段隧道工程」
主要建造 2.8 公里長的中段隧道、建造油麻地及馬頭角的明挖回填隧道
及何文田通風大樓的地基。
1.5 簡介「中九龍幹線—中段隧道工程」走線
工程主要建造長約 2.8 公里的隧道，以連接馬頭角、何文田及油麻地豎
井。中段隧道工程已於 2019 年 7 月開始。何文田豎井通道已於 2019 年

12 月開始進行爆破工程，油麻地豎井通道則於 2020 年 10 月展開爆破工
程。
1.6 鑽爆工程的施工方法
鑽爆工程將以 24 小時循環施工方式進行，工程人員會先在隧道爆破面鑽
炮孔，待爆炸品運送至工地後，會安裝爆炸品。隨後會在下午引爆，爆
破工程預計每個工作日下午 2 時至 7 時進行 1 次爆破，每次爆破過程少於
1 分鐘，每次引爆約持續數秒。在引爆後，會安排移走碎石及鬆石，並安
裝臨時支撐，以準備下一次爆破。
1.7 爆破工序安排
爆破工程預計每個工作日下午 2 時至 7 時進行 1 次爆破，每次爆破過程少
於 1 分鐘；
工程團隊會與工地附近的居民及團體保持緊密聯繫，在進行爆破前一星
期會派發通告提供相關爆破時間表；
在爆破當日，工地外會豎立告示牌，列表展示當天的爆破時間；
在正式進行引爆前，工作人員會在工地及受影響範圍內，敲響銅鑼作警
示；
定期在社區聯絡小組會議上報告爆破工程的進度，如有需要亦可安排個
別會議解釋有關細節。
1.8 預計隧道挖掘時間表
隧道工程分為東西行線進行，爆破工序現時已由何文田豎井推進至半山
壹號附近約 50 米內。承建商現時主要在鄰近半山壹號的地底進行隧道爆
破工程，初步預計在樂民及馬頭圍一帶的隧道工程會於 2022 年年底完
成。
1.9 安裝監察點
在工程展開前，工程人員於隧道走線一帶的建築物安裝不同類型的監察
點，包括樓宇沉降監測點、傾度盤、地面沉降監測點及震動監測點。
目前，工程人員於樂民及馬頭圍地方每月會一次進行初步測量；當 100 米
範圍內有岩土施工工程，會進行每星期一次的標準測量；當 50 米範圍內
有岩土施工工程，則會進行每日一次的主動測量。
1.10 對建築物沉降監察的機制
安全和質量一直是政府工程項目的首要原則。因此會設置不同類型的監
測點，監測在有可能受工程影響範圍的建築物。
有關沉降數據資料需作整體及持續的分析方可全面反映實際情況，並且
採取 AAA 三級機制，以嚴格監管工程及預防工程對建築物的潛在影響，
確保符合有關規定。
1.11 樓宇現況勘察
測量人員以目測方法勘察樓宇公共地方，例如大廈外牆、地下大堂、樓

梯、走廊及水電錶房，並會拍照、量度及記錄有關樓宇現況勘察結果。
1.12 環境保護事項及相關緩解措施
為了進一步減低居民的影響，何文田豎井上方已興建臨時隔音罩；
所有運泥車必須設置電子量重秤，確保不會超載；
運泥車在離開工地之前，必須完成下列程序：
用隔塵布完全覆蓋物料；
清洗車身和車輪；
在工地內的揚塵區域定時灑水以減低塵土飛揚；及
工地會盡量使用「優質機動設備」，進一步減少建築噪音及廢氣排放。
1.13 工地防疫措施
加強工地清潔及消毒；
入口處量度體温及提供酒精消毒揉手液；
在工地範圍內須佩戴外科口罩；
嚴格執行飯堂和工人休息室的社交距離；
限制同時使用更衣室的人數；
要求工人出示 14 天內的病毒病檢測陰性結果證明，方可進入工地；
使用「安心出行」流動應用程式。
1.14 聯繫社區
工程團隊於過去數個月於樂民及馬頭圍社區舉辦了一系列社區活動，包
括：
2020 年 9 月 24 日及 29 日向社區捐贈月餅；
2020 年 12 月 22 日舉辦頸巾送暖行動；
2021 年 1 月 28 日、2 月 2 日及 2 月 3 日聯同不同區議員，派發賀年揮
春；
2021 年 2 月 20 日於樂民派發新年盆菜贈長者享用。
中九龍幹線通訊 (第 40 期) 已經出版，昔日通訊，可登入中九龍幹線網
站查閱。因應疫情關係，社區聯絡小組會議會定期召開，而社區聯絡小
組小冊子則會暫停派發。
1.15 介紹 24 小時工程熱線
顧問公司在會上介紹了中段隧道工程 24 小時工程熱線: 6313 0900 及承
建商夜間當值工程師電話(下午 11 時至翌日早上 7 時)：6233 1430，歡迎
公眾致電查詢。

2.0 其他討論事項
社區代表在會上提出以下事項及路政署的回應：
2.1 關注區內樓宇安全問題。路政署回應指由於收集到的監測數據，相關資
料需作整體及持續分析方可全面反映實際情況，為免公眾片面解讀部份
數據，造成不必要的憂慮及恐慌，政府會採用現有的 AAA(預警、警報及
行動)三級通報機制。
2.2 查詢樓宇索償機制。路政署表示，若居民懷疑樓宇受工程影響，可先聯
絡工程團隊，如有需要會安排公證行進行調查。此外，若工程不幸發生
事故而影響到樓宇結構，市民可根據《道路(工程、使用及補償)條例》
(第 370 章) ，向運輸及房屋局局長提出書面申索，局方會解釋申索所需
提交的資料及進一步程序。
2.3 詢問於 4 月 22 日新碼頭街發生的巴士撞傷行人意外。路政署表示，由於
警方及相關部門正調查車禍原因，工程團隊不便作出任何回應。不過，
本工程項目所有臨時交通安排都已獲得運輸署及相關部門的批准。
2.4 期望工程團隊能夠定期向受影響持份者發放樓宇結構安全的相關訊息。
路政署回應指，工程團隊會不斷密切監測及檢討各項工序，確保大廈結
構安全。此外，定期舉辦社區聯絡小組會議亦是有效的平台，讓工程團
隊向各持份者交代工程最新狀況及保持溝通。
2.5 查詢於西行線一段地底該位置進行的工序。路政署解釋指，承建商在西
行線一段完成隧道鑽挖後，會安排於稍後時間繼續進行隧道爆破工程，
以擴闊該段隧道。路政署補充，使用隧道鑽挖機建造先導隧道可以加速
何文田及馬頭角豎井工地的物流運作，屬工程規劃上的預先安排。
2.6 關注區內水管老化問題。路政署回應指，工程團隊於工程展開前期已於
區內安裝大量監測點，同時亦有一直進行緊密監測，直至目前為止所得
到的數據均顯示沒有異常情況發生。
2.7 查詢港鐵「沙中線」工程是否同樣有進行爆破工序? 路政署回應指，據
理解「沙中線」工程主要以隧道鑽挖形成建造，並沒有進行爆破工序。
此外，「中九龍幹線」工程與地面相距的深度遠較「沙中線」工程為深，
相信對建築物沉降的影響不大。
2.8 查詢工程引起的震動問題。路政署解釋指，爆破過程期間居民有機會於
爆破位置附近一帶感受到震動及聲響，震動幅度與一架大貨車經過或大
力踏腳步相若，不過震動對附近建築物的影響輕微。
2.9 建議增強監測結果的透明度。路政署回應知悉持份者意見，會研究增加
發放工程資訊的頻密度及提供更詳盡的內容。

2.10 查詢安裝監測點的位置資料，以及於工程完成後樓宇的綜合數據作紀
錄，讓大家了解工程對樓宇的影響。路政署回應就監測點位置的關注，
有關於區內安裝監測點的位置及爆破工程通告資料已於會後交予與會
者。至於數據發放方面，路政署表示從今晚的會議中知悉許多小組成員
的相關意見，路政署會研究資訊公佈方式的更具體安排。
2.11 路政署感謝各小組成員向工程團隊提供很多寶貴意見，路政署會研究如
何完善工程資訊的發佈機制，她亦表示若以後有任何需要跟進的事宜，
歡迎各小組成員與工程團隊保持溝通，期望下一次會議可以再見到大
家。
3.0 下次會議日期
3.1 下次會議日期將於稍後通知有關人士。
3.2 各位出席者沒有其他提問，會議於下午 8 時 45 分結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