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能棕⽌？ 
 —— 北部都會區棕地亂象調查報告2022》 



 主要發現 
 北部都會區被政府形容為香港「新發展引擎」，除了建屋造地，亦提出「城鄉共融」、「積極保育」 
 等「宜居宜業宜遊」的規劃原則。可是，有智庫  1  ⾃2021年7⽉提出⼤規模發展北區，其後政府在10⽉ 
 提出北部都會區後，⼀直未有任何全⾯棕地政策，以解決都會區內積存已久的棕地擴張及違規作業的 
 亂象。發展局甚⾄多次強調，有⼀半棕地納入新發展區，另⼀半則有保留需要，暗⽰棕地問題「已解 
 決」。然⽽，調查員今年7⾄11⽉期間透過實地調查及航拍等⽅法，發現棕地亂象卻⽇益嚴重： 

 亂象⼀：棕地擴張持續，破壞⽣態敏感地 

 由2021年7⽉起，單計北部都會區範圍（即元朗區及北區），調查發現新擴張棕地  達135幅  ，  ⾯積約 
 38公頃  ，即等同接近2個維園的⼤⼩。  逾⼀成新增棕地（5公頃）位於海岸保育區、濕地保育區或緩衝 
 區  ，令上述具⽣態價值地區的棕地總⾯積進⼀步累計⾄167公頃；  近三成新增棕地（10.5公頃）則位 
 於都會區擬增建的交通基建⼀帶  ，以打⿎嶺週⽥村及香園圍缸窰⼀帶為例，本⾝有不少活躍農地及植 
 被，現卻淪為「棕地重災區」  。 

 值得留意，「積極保育」為北部都會區的重點之⼀，政府提出多個保育計劃，卻久久未有公佈具體細 
 節或修復⾏動。另⼀邊廂，當局陸續提出擬「解禁」濕地緩衝區的發展限制及重新劃界等。此舉不但 
 無助紓緩棕地擴張，反過來或促使地主加速破壞區內濕地，以免⼟地被劃入濕地後，其發展受限制， 
 令具⽣態價值的地帶⾯臨更⼤危機，與北部都會區「積極保育」及「城鄉共融」等願景背道⽽馳。 

 亂象⼆：違規作業延綿不絕，零星執法效⽤低 

 調查發現，都會區內⾄少有  35個涉及違規的棕地⼯場  ，包括涉無牌處置「四電⼀腦」、非法拆解電⼦ 
 垃圾，及露天處理鋁廢並堆成垃圾⼭等，當中10個⼯場去年已被綠⾊和平揭發，但現時仍在違規運作 
 ，以⼩磡村為例，即使曾遭檢控並⼀度清空，但不⾜4個⽉⼜故態復萌，可⾒零星執法效⼒不彰。 

 發展局稱已納入新發展區的棕地，將陸續發展為⾼密度房屋及其他⽤途。可是，調查發現單計「元朗 
 南發展區」和「洪⽔橋及厦村發展區」，⾄少有7個涉違規作業的地段未有新的發展計劃（如公營房 
 屋或休憩⽤地），甚⾄法定⼟地⽤途仍屬可供露天貯存，違規作業有機會繼續營運，與現時單靠零星 
 執法處理無異，亂象恐依舊不變。屆時，北部都會區內計劃發展成住宅、科技城或商務區等地⽅，隨 
 時與⼤量違規作業相鄰，帶來噪⾳、空氣污染、火災等問題，違背北部都會區的「宜居」規劃原則。 

 由此可⾒，要達到「宜居宜業宜遊」及「積極保育」等規劃願景，政府必須先解決棕地亂象這塊絆腳 
 ⽯，全⾯規劃及制訂棕地政策，以解決積存廿年的問題。 

 研究⽅法 
 研究範圍涵蓋整個北部都會區，透過檢視Google Earth衛星圖片、規劃署的規劃申請及執法紀錄等規 
 劃資料，與及實地考察等⽅式，回顧北部都會區消息傳出後的棕地擴張及違規作業情況，並作個案分 
 析。研究檢視2021年7⽉以後棕地擴張的狀況，並將新增的棕地對照2021年的⺠間棕地數據  2  （下稱「 
 2021年⺠間棕地數據」）。 

 2  綠⾊和平及本⼟研究社《失棕罪-香港棕地現況報告2021》 

 1  早於官⽅⾸次於2021年10⽉提出北部都會區之前，團結香港基⾦於7⽉份已經公佈新界發展藍圖，其範圍包括 
 洪⽔橋⾄元朗⼀帶、蓮塘香園圍及沙頭⾓等邊境地區，⼤部分與北部都會區相約。兩者也同樣建議興建北環線 
 東延，於皇后⼭、香園圍等地設鐵路站。由此可⾒，⼤規模發展新界的概念早於北部都會區之前萌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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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焦點案例 

 亂象⼀：棕地擴張 
 北部都會區提出多項基建鐵路項⽬（如尖⿐嘴⾄⽩泥⾃動捷運系統，北環線東延及港深⻄部鐵路）及 
 收回2000公頃的私⼈濕地作保育，惟調查發現上述交通基建項⽬⼀帶及保育區內均出現棕地擴張的情 
 況。因此，本部分將抽出相關棕地作個案研究，分析其近年擴張趨勢等。 

 1.1 「佛系」保育－ 保育區未修復　⼜⾒棕地擴張 

 保育區內現時的棕地⾯積合共逾167公頃，短短約⼀年便新增5.2公頃: 

 各保育區  棕地⾯積  新增的棕地⾯積 
 （2021年7⽉—2022年11⽉） 

 濕地保育區  11.6公頃  2.1公頃 

 濕地  緩衝區  132.9公頃  1.4公頃 

 海岸保護區  22.6公頃  1.7公頃 

 合共  167.1公頃  5.2公頃 

 北部都會區其中⼀個重點是透過「海岸保護公園」、「擴⼤濕地公園」及「濕地保育公園」等保育項 
 ⽬  3  「創造環境容量」，並提出多個保育項⽬，不過仍未落實具體細節。反之，政府於去年提出有意 
 「解禁」濕地緩衝區的發展限制，放寬濕地緩衝區地積比，環境及⽣態局局⻑謝展寰甚⾄於2022年7 
 ⽉「放風」會重劃北部都會區內的濕地，「釋出邊緣位置可以⽤作其他發展」  4  。政府提出這些建議， 
 變相為地主提供了更⼤誘因，盡快將⼟地破壞成棕地，避過被劃入濕地保育區，以便⽇後發展。 

 保育區範圍內已有不少⼟地遭破壞，⾃2021年7⽉北部都會區的消息傳出後，情況⽇益嚴重，研究團 
 隊根據最新的衛星圖及實地考察，發現現時濕地保育區、緩衝區及海岸保育區範圍的棕地共達167公 
 頃：當中海岸保育區的棕地擴張⾄近23公頃，⽽濕地保育區及緩衝區內的棕地⾯積分別擴張⾄11.6公 
 頃及132.9公頃。 

 北部都會區建議擴⼤「香港濕地公園」及成立新的「濕地保育公園」，幾乎涵蓋整個濕地保育區，現 
 時起碼有11.6公頃將會納入保育的濕地率先遭破壞。由此可⾒，在當局未有任何修復⾏動前提下，擬 
 議的「保育區」未收保育之效，先令這些具⽣態價值的地帶⾯臨更⼤危機。以下將提出三個案例，進 
 ⼀步分析北部都會區建議的濕地及海岸公園⼀帶棕地擴張的情況。 

 4  謝展寰：米埔附近荒廢濕地復修保育　邊緣地帶或作發展（2022年7⽉30⽇） 
 https://news.rthk.hk/rthk/ch/component/k2/1660103-20220730.htm 

 3  包括「海岸保護公園及海濱⻑廊」、「濕地保育公園」及「擴⼤濕地公園」。海岸保護公園涉及145公頃，將 
 會收回尖⿐嘴、流浮⼭⾄⽩泥⼀帶的私⼈⼟地，保育天然海岸線及近岸的紅樹林⽣態系統。針對濕地，則建議 
 收回共700公頃的私⼈濕地及⿂塘，並設立下列三個濕地保育公園：1.米埔⾄新⽥⼀帶的三寶樹濕地保育公園； 
 2.南⽣圍、⼤聲圍⾄甩洲⼀帶的南⽣圍濕地保育公園；3.蠔殼圍濕地保育公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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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案例⼀：濕地保育區天⽔圍－踩界棕地 

 案例⼀的棕地位於現有濕地公園以南、近橫洲配⽔庫⼀帶，被破壞的範圍橫跨濕地保育區及濕地緩衝 
 區。這幅棕地不但有逐漸擴⼤的趨勢，⽇後或威脅到保育區內的濕地。 

 新增棕地在⼀年多的期間不斷被破壞，⾯積更⼀直擴張。從2021年7⽉衛星圖可⾒，從上⽅的⿂塘向 
 南開闢出⼀條新路，⾄今年8⽉已擴張成⼀幅呈⻑⽅形的棕地。研究團隊於今年11⽉實地考察，再發 
 現沿著泥路旁邊的綠地被鏟成⼀幅呈橢圓形的棕地，更接通東南⾯、近元朗盛屋村的另⼀幅新增棕 
 地。短短3個⽉，該處棕地由0.5公頃擴張逾兩倍⾄1.3公頃。若按趨勢繼續擴張，⽇後或有機會駁通⻄ 
 ⾯天⽔圍泥頭⼭的棕地群，亦即於2016年被發現違規傾倒過萬噸泥頭、佔地達8公頃的泥頭⼭所在 
 地。 

 值得注意的是，這幅棕地橫跨北部都會區擬建的香港濕地公園擴展部分，以及濕地緩衝區，令⼈懷疑 
 新的破壞與當局有意重新「劃界」有關，地主或欲「先下⼿為強」，搶先破壞持有的⼟地，避免⽇後 
 被納入保育範圍。隨著棕地擴張，加上濕地保育區的界線或會改變，變相令整體⽣態系統⾯臨更⼤威 
 脅。 

 案例⼀ 
 位置：天⽔圍 
 擴張⾯積：約1.3公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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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案例⼆：濕地保育區蠔殼圍－率先破壞搏重劃界線？ 

 案例⼆踩入現有濕地保育區內，位於擬建的蠔殼圍濕地保育公園範圍。從圖中可⾒，其位置較特殊， 
 屬濕地保育區邊界⼀個凸出的窄⻑位置。於今年3⽉的衛星圖⾸次發現，涉事地⽪原有植被被鏟平， 
 其後再沿濕地保育區的界線擴張，到今年7⽉棕地⾯積已達0.5公頃，由綠地鏟平為泥地。根據規劃署 
 執管紀錄（E/NE-MTL/0018），規劃署分別於2022年4⽉及5⽉發出強制執⾏通知書及恢復原狀通知 
 書。要求於今年8⽉10⽇前移除殘餘物、填料，及重新種草。不過，根據2022年10⽉的航拍圖顯⽰， 
 該處仍然為泥地，即仍未遵從規劃署指令。 

 政府曾揚⾔會將濕地保育區的界線重新「劃界」，地主現時搶先破壞界線附近的⼟地，意圖降低該處 
 的⽣態價值，疑似為⽇後「劃界」鋪路，將持有⼟地剔出保育範圍，以便⽇後發展。然⽽城規會曾經 
 於2014年進⾏「蠔殼圍⽣態實地調查」，調查結果確定了蠔殼圍⼀帶⿂塘及沼澤的⽣態價值  5  ，以 
 「防患未然」的⽅法保護現有⿂塘及其⽣態功能，將這⼀帶的濕地劃作濕地保育區。城規會亦提到若 
 在⿂塘毗鄰範圍進⾏「造成環境⼲擾的發展」，如露天貯物場、⼯業⽤途等，令利⽤⿂塘的雀⿃數⽬ 
 減少。由此可⾒，在蠔殼圍⼀帶的⿂塘對整個后海灣的⽣態環境有重要的影響，現時的違規發展將威 
 脅整體⽣態完整性。 

 然⽽，蠔殼圍近年已經有不少破壞情況。於蠔殼圍⼀帶⾄少10處⼟地遭到填塘、填⼟等破壞，涉及⾯ 
 積多達22公頃，當中逾八成更位處濕地保育區  6  。規劃署和地政總署合共向其中7宗個案執法，惟規劃 
 署僅要求修復4處受破壞的地點，範圍亦遠較受破壞的⾯積少，最嚴重的個案僅有14%受破壞⽤地須 
 恢復原狀。這些個案不但反映蠔殼圍已備受威脅，更甚是單憑有關部⾨的零星執法已無法有效保護這 
 些具⽣態價值的地區。 

 案例⼆ 
 位置：蠔殼圍 
 擴張⾯積：約0.453公頃 

 6  香港01 2022年9⽉16⽇《蠔殼圍曾列環保署傾倒廢料⿊名單　規劃署：已復原 環團：無改善》 
 https://www.hk01.com/article/818482?utm_source=01articlecopy&utm_medium=referral 

 5  城規會規劃指引編號12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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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案例三：深灣路海岸保護區 － 舊債未清，棕地⼜擴張 

 尖⿐嘴⾄下⽩泥⼀帶的「海岸保護區」內新增1.7公頃棕地，部分擴張⾃原有的違例棕地。雖然政府⽇ 
 後擬將該處劃為海岸保護公園，事實上當局未有針對已被破壞的⼟地作修復，政府「前債未清」，棕 
 地更持續擴張。 

 案例三在流浮⼭深灣路近虎草村，根據⺠間棕地資料，該處的「海岸保護區」範圍內原有0.6公頃的棕 
 地，現時有構築物及⽤作⽔產養殖科技場。翻查規劃署資料，該⽤地無任何規劃申請，意味著現時的 
 作業未獲城規會批出許可。原有的違規作業未被處理，繼⽽令棕地再擴張⾄旁邊另⼀幅近0.09公頃的 
 ⼟地。 

 新擴張的棕地在今年8⽉被鏟平。從衛星圖可⾒，該處原本為綠地，在今年5⽉起被鏟平。研究團隊於 
 今年11⽉實地考察，該處被鏟平之餘，亦擺放不少垃圾。⽽於棕地對開的海⾯有⼤片的紅樹林。規劃 
 署的執管紀錄顯⽰（E/YL-LFS/0558），涉事地段今年8⽉因涉及違規填塘，署⽅發出「強制執⾏通知 
 書」，及後於9⽉再發出「恢復原狀通知書」，勒令移除殘餘物、填料，並須要重新種草，但考察所 
 ⾒，該棕地的地貌仍未恢復。 

 案例三 
 位置：深灣路近虎草村、海岸保育區內 
 擴張⾯積：約0.09公頃 

 北部都會區提出的「概念性保育」，揚⾔增設三個濕地保育公園及擴建現有香港濕地公園，涉及 
 2,000公頃。不過，政府提出⽅案⾄今超過⼀年，仍然未有確實的保育範圍界線、收地安排及修復⼯ 
 作。上述的三個案例反映政府如何空談保育，導致這些具⽣態保育價值的⼟地持續遭破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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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棕地先⾏」：交通基建帶動棕地擴張 

 鄰近擬新增交通基建的棕地擴張⾯積：10.6公頃 

 北部都會區提出五條概念性的鐵路，將設立20個新鐵路站打通整個新界北，包括最新⼀份施政報告中 
 重提的港深⻄部鐵路。 

 這些鐵路站對於發展商⽽⾔等於商機，單計北環線東延將在邊境⼀帶新增8個站，為其在新界北⼟儲 
 帶來發展機會。最新衛星圖顯⽰，北環線東延及港深⻄部鐵路擬建的鐵路站⼀帶新增10.6公頃棕地。 
 當中擬建北環線東延老鼠嶺站⼀帶的週⽥村⾸當其衝。該處過往⼀直未有⼤規模發展跡象，但在宣佈 
 北部都會區計劃後，該地帶約2.7公頃農地遭破壞成棕地。⽽於香園圍⼝岸⼀帶亦新增超過4公頃的棕 
 地。這些在邊境擴張的棕地或受擬建的交通基建影響，帶動發展商搶先破壞⼟地。 

 發展邊境旅遊亦是北部都會區另⼀個發展重點。繼早前已開放沙頭⾓碼頭，進⼀步建議開放沙頭⾓墟 
 ，甚⾄發展「⼤鵬灣/印洲塘⽣態康樂旅遊圈」。單單過去⼀年，沙頭⾓區內已經新增超過1公頃的棕 
 地。 

 當北都其中⼀個規劃原則為「城鄉共融」，將「農地」、「鄉鎮」、「村落」等「合理利⽤、活化及 
 保護」，營造「城市及鄉郊結合」的景觀。諷刺的是，北部都會區的「基建先⾏」交通發展概念卻率 
 先引來投機性破壞⼟地，打破「城鄉共融」的願景，威脅著這些本來寧靜的鄉村⽣活。下列的四個案 
 例將說明邊境棕地的擴張情況。 

 案例四及五：香園圍－投機式破壞　擴⼤邊境棕地容量 

 北部都會區其中⼀個規劃原則為「擴⼤發展容量」，為發掘更多適合發展的⽤地，將擴⼤連接邊境管 
 制站的各個發展樞紐及⾛廊。因應即將開放旅客過境的香園圍⼝岸及蓮⿇坑⼀帶將會設北環線東延， 
 在擬建的香園圍站及打⿎嶺站附近新增不少棕地，包括下列的案例四及案例五。 

 根據⺠間棕地資料，這⼀帶於過往稱得上為「淨⼟」，然⽽因⽇後的基建交通令投機分⼦看準商機， 
 趁官⽅尚未公佈發展細節，搶先破壞⼟地以便⽇後發展，造成邊境⼀帶的規劃亂象，亦打破這個地區 
 的「寧靜」。 

 案例四的棕地於今年3⽉的衛星圖可⾒，該處仍然為⼀⼤片綠地，不過研究團隊其後於8⽉實地考察發 
 現該處突然有近3公頃的⼟地被破壞，疑似鏟出⼀條⾞路駁通南⾯另⼀幅棕地。計及附近原有約1.37 
 公頃、位於松園下村的棕地，該處⼀帶現時的棕地群⾯積擴⼤⾄超過4公頃。 

 值得注意的是，政府安排「特殊農地復耕計劃」中的缸窰 復耕農地，正正在案例四的棕地旁邊。這反 
 映該區⼀帶的農業⽤地有復耕的潛⼒，但當局卻縱容違規作業將農地鏟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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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案例四 
 位置：香園圍缸窰 
 擴張⾯積：約2.8公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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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案例五同樣毗鄰香園圍⼝岸、位於打⿎嶺⽵園附近。由今年3⽉起有0.9公頃的⼟地被鏟平，⽤作 
 停泊貨⾞及擺放貨櫃，新增棕地疑擴張⾃旁邊⼀幅2公頃的棕地。從8⽉的航拍圖可⾒，這幅新增的棕 
 地被鏟平後，有部分更疑閒置⾄重新⻑草。 

 新增棕地旁邊的2公頃棕地上有兩個池塘曾被傾倒建築廢物。根據規劃署的執管紀錄（ 
 E/NE-TKLN/0050），於2020年10⽉曾向此地發出「強制執⾏通知書」，涉及違規填塘，須於⼀星期 
 內終⽌違規作業。可是，根據紀錄規劃署仍未發出完成規定事項通知書，未能確定有關部⾨的跟進⾏ 
 動。由此可⾒有關部⾨知悉當地有違規情況，但仍然難阻棕地擴張。 

 案例五 
 位置：打⿎嶺⽵園 
 擴張⾯積：約0.9公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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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案例六：週⽥村－基建「棕入」⼭旮旯地區 

 在打⿎嶺週⽥村⼀帶的鄉郊地區遠離市中⼼，算是「⼭旮旯」地區，附近未有⼤型住宅發展，據悉該 
 帶部分村⺠以務農為⽣  7  ，週⽥村⻄南⾯亦被常耕及休耕農地包圍  8  。翻查衛星圖及相關規劃資料可⾒ 
 ，老鼠嶺週⽥村的農業帶過往未受太⼤發展威脅，亦無⼤規模發展，⾄去年7⽉仍然有⼤⾯積的植 
 被。不過，北部都會區擬建北環線東延線，當中的老鼠嶺站正正位於週⽥村，疑帶動棕地蠶食「⼭旮 
 旯」地區。 

 從案例六可⾒，5年前週⽥村仍有常耕農地，⼀帶猶如「淨⼟」沒有太⼤發展。不過於2019年起該處 
 開始有鏟除植被情況，⽽2022年起更新增約2.7公頃棕地，連農地及附近⼀帶地段亦被鏟平，更⼀直 
 沿著週⽥村⼀帶的村屋延伸。 

 翻查⼟地交易紀錄可⾒該地帶的發展壓⼒，週⽥村⼀帶的地段於近⼀⾄兩年有不少交易，部份位於農 
 業⽤途的地帶  9  ，位於「鄉村式發展」地帶的新增棕地與申請中的丁屋位置重疊，有地主分割地段的情 
 況，疑似鋪路⼤規模發展丁屋。研究團隊曾於8⽉實地考察，發現週⽥村⼀帶有不少正在興建的三層 
 丁屋，亦有推⼟機在有植被的⼟地上動⼯。 

 北部都會區未發展，似乎已「概念先⾏」以鐵路站帶動農地發展及棕地化趨勢，加速改變當地原有的 
 農業⽣態、鄉村⽣活模式及景觀，未符合北部都會區聲稱的「城鄉共融」的規劃意向。 

 案例六 
 位置：打⿎嶺週⽥村 
 擴張⾯積：約2.7公頃 

 9  如 DD82 237, 238, 275, 280, 287。 
 8  如文錦渡分區計劃⼤綱圖（S/NE-MKT/4）所述。 

 7  NOW新聞 2021年10⽉17⽇《北部都會區發展　老鼠嶺村⺠盼獲原區安置》 
 https://news.now.com/home/local/player?newsId=4534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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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述案例四⾄六可⾒，北環線東延的老鼠嶺站、香園圍站及打⿎嶺站形成⼀個「鐵三⾓」，將邊境與 
 附近⼀帶鄉郊地區打通，擬建的交通配套明顯帶動投機發展，導致該區的棕地無序擴張。⽽這些地區 
 有不少具復耕潛⼒的農地，如老鼠嶺週⽥村現時有農夫復耕，可預視北部都會區將會影響不少農⺠。 
 政府⼀⽅⾯打著「城鄉共融」的旗號，另⼀⽅⾯卻繼續縱容破壞農地，無視具復耕潛⼒的⼟地被鏟平 
 ，難⾔符合「城鄉共融」的規劃原則。 

 案例七：沙頭⾓－棕地變旅遊點？ 

 是次研究發現，沙頭⾓⼭咀村及担⽔抗⼀帶的棕地已擴張1公頃。⼭咀村路⼀帶新增的棕地於今年年 
 初仍有植被，最新今年3⽉的衛星圖顯⽰已被鏟平，更涉及三個不同地段，當中也涉及公司名義買家 
 ，或許與沙頭⾓⽇後的發展有關。 

 沙頭⾓已於今年6⽉開放予本地旅⾏團，為全⾯開放鋪路，並有意開放沙頭⾓為「窗⼝」，發展⼤鵬 
 灣／印州塘「⽣態康樂旅遊圈」。沙頭⾓⽇後的旅客或居住⼈數將隨之增加，現時仍然單靠⼀條沙頭 
 ⾓公路出入市區，有村⺠曾表⽰憂慮⽇後的交通承載量會超出負荷  10  。破壞村⺠原有⽣活之餘，似乎 
 難切合北部都會區的「城鄉共融」。 

 案例七 
 位置：沙頭⾓ 
 擴張⾯積：約1.027公頃 

 北部都會區提出的5條新鐵路，以及新⼀份施政報告中提出的「北都公路」的⾛線均沿著邊境⼀帶。 
 然⽽，上述案例反映這些擬建的交通網絡正帶動邊境鄉郊地區的發展，令地主看準北部都會區的商機 
 ，搶先⼀步破壞⼟地，令原本無甚發展的⼟地變為棕地。然⽽有不少原本在這些地區耕作，甚⾄居住 
 的村⺠則被迫與棕地為鄰，不但破壞原有的鄉郊⽣活，亦鏟⾛⼤片活躍農地。這些情況與北部都會區 
 提出的城鄉共融，甚⾄保育概念相違背。 

 10  明週（2022年7⽉）：https://bit.ly/3TKfYh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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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亂象⼆：違規作業 

 調查員今年7⾄8⽉透過實地調查及航拍等⽅法，分析67幅棕地最新情況，發現有35個涉及違規的棕地 
 ⼯場，包括涉無牌處置「四電⼀腦」或電⼦垃圾、違例發展、佔⽤官地，及露天處理鋁廢並堆成垃圾 
 ⼭等，當中10個⼯場去年已被綠⾊和平揭發，但現時仍在違規運作。個別遭檢控⼯場，雖然⼀度清空 
 庫存，但不⾜4個⽉⼜故態復萌。 

 發展局早前回應棕地問題時，稱新界有⼀半棕地位處新發展區，將陸續發展為⾼密度房屋及其他⽤ 
 途。然⽽，綠⾊和平在「元朗南發展區」和「洪⽔橋及厦村發展區」識別⾄少11塊涉違規棕地，當中 
 ⼤部份未有新的發展計劃，意味現時違例⼯場極有可能⻑做⻑有。單單依靠新發展區重新規劃發展， 
 效⽤與依賴現有的零星執法無異。 

 2.1 新發現的棕地違規作業 

 今年綠⾊和平新發現25個涉及違規棕地，其中兩個地點最值得關注： 
 ●  流浮⼭沙江村（#31）及沙江村2 （#52） ⼀帶 

 流浮⼭的發展屬⽇後發展交通網絡的重點之⼀，最新⼀份施政報告重推的港深⻄部鐵路將設流浮⼭站 
 ，北部都會區亦擬於該處興建「⾃動捷運系統」，將會沿著下⽩泥⾄尖⿐嘴⾏⾛。流浮⼭⼀帶除了擬 
 發展房屋⽤途，亦將被打造成另⼀個「數碼港」。這些地段過往為棕地重災區。現時發展構思將進⼀ 
 步帶動流浮⼭的發展，沙江圍及沙江村⼀帶再新增1.5公頃棕地，不⾜⼀年便有棕地作業營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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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新增1.5公頃棕地上，更發現到違規作業——沙江村2 （#52），  於「厦村邊緣分區計劃⼤綱圖」的 
 ⼟地⽤途屬住宅（丁類），規劃意向作低層、低密度的住宅發展。可是，從衛星圖所⾒，此幅地於 
 2021年11⽉起被鏟平，  2022年3⽉迅速出現作業，7⽉調查員實地視察時，更發現該⼯場  疑似貯存電 
 ⼦垃圾  。根據規劃署的執管紀錄（E/YL-HTF/0946），今年10⽉署⽅發出「強制執⾏通知書」  11  ，  指 
 控該⼯場在內的地段範圍涉及未經批准⽤作「儲物」⽤途。 

 另⼀相鄰的違規⼯場——沙江村 （#31），在在沒有改劃申請下，2019年便出現構建物，有關項⽬涉 
 嫌違例發展，同年構建物被拆除。其後城規會紀錄顯⽰，該地段發展「臨時⾦屬及布料回收中⼼」（ 
 A/YL-HTF/1101）的申請獲批，雖然後來因⽋交文件被撤銷許可，今年8⽉卻⼜成功申請⽤作臨時五⾦ 
 回收中⼼（A/YL-HTF/1138）。可是，從實地考察可⾒，⼯場⾃去年9⽉起⽤作貯存及處理疑似進⼝廢 
 鋁，持續為附近⼀帶居⺠帶來難以解決的污染，有關決定亦變相助⻑「先破壞，後發展」的風氣。 

 於2021年9⽉，沙江村2（#52）⼯場所處的地⽅仍有植被（右上⽅）。 

 圖中紅⾊框內為沙江村2（#52）⼯場，規劃署曾發出強制執⾏通知書（E/YL-HTF/0946）；橙⾊框內 
 為沙江村（#31），涉及處理鋁廢。 

 11  根據規劃署的執管紀錄（  E/YL-HTF/0946），  此  強制執⾏通知書  將於2023年1⽉屆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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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ozp.tpb.gov.hk/plan/ozp_plan_notes/tc/S_YL-HTF_12_c.pdf#nameddest=RD
https://www1.ozp.tpb.gov.hk/plan/ozp_plan_notes/tc/S_YL-HTF_12_c.pdf#nameddest=RD


 ●  恐龍坑東北 （#29） 

 涉事地點屬於「恐龍坑分區計劃⼤綱圖」，⼟地⽤途屬於農業地帶。根據Google Earth衛星圖，涉事 
 地段在2018年仍有植被，2019年遭鏟除及平整逾7000平⽅米⼟地，並搭建構建物。根據⼤綱圖，未 
 取得城規會批准，不得進⾏或繼續進⾏任何填⼟⼯程，有關⼯程涉嫌違例發展。 

 可是，綠⾊和平  2022年3⽉派員  實地調查，  發現該棕地存放⼤量鋁廢，堆成垃圾⼭；今年8⽉再到訪時 
 規模再擴⼤，較年初數量再增加三分⼀。 

 今年8⽉到訪時，恐龍坑東北（#29）的垃圾⼭規模增⼤，估計⾯積近2萬平⽅呎，只有部分鋁廢⽤塑 
 膠遮掩。 

 去年底調查員實地考察時，此⼯場的廢鋁垃圾⼭規模比今年的明顯較⼩。 

 上述兩個個案反映棕地正不斷擴張，蠶食原本⽤作興建房屋、農業⽤途的⼟地。⽽部⾨不但未⾒主動 
 執法，對⼯場的違例營運視⽽不⾒，亦在審批相關改劃申請時，往往忽視「先破壞，後發展」的情況 
 ，讓棕地作業者有機會成功闖關，獲批規劃許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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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s3s6IYM7sBKdPQ5r5iN1lzCOrtY3PmP9/view?usp=share_link


 2.2 死灰復燃的違法場地 

 綠⾊和平去年調查發現35個棕地涉及違規，今年再次實地考察當中19個地點，發現有10個仍然繼續運 
 作，其中兩個棕地去年被揭發後⼀度暫停運作，現時⼜死灰復燃。 

 ●  新⽥⼩磡村（#7） 
 去年7⽉綠⾊和平拍攝到⼩磡村（#7）露天儲存⼤量雪櫃，涉嫌無牌儲存或拆解「四電⼀腦」，環保 
 署同年9⽉開始進⾏相關搜證，直⾄今年5⽉涉事公司「元盈家電維修及處理有限公司」才因無牌收集/ 
 棄置廢物，違反《廢物處置條例》，定罪罰款僅1萬元。規劃署亦曾在去年9⽉尾發出強制執⾏通知書 
 （E/YL-NTM/0395），涉及未經批准⽤作「儲物」⽤途。翻查Google Earth衛星圖，⼯場於今年3⽉ 
 ⼀度清空倉存，亦拆除上蓋，⽽署⽅亦在今年5⽉發出「完成規定事項通知書」。 

 左圖為位於⼩磡村的違規⼯場於2021年7⽉的情況，涉無牌儲存⼤量雪櫃。右圖則是2022年3⽉的情 
 況，上蓋拆除並⼀度清空（紅框內）。 

 然⽽，綠⾊和平今年7⽉到訪時，上址⼜再死灰復燃，露天存放⼤批⼤型電器如冷氣機、雪櫃、洗衣 
 機等，規模與去年不相伯仲。由此可⾒，現⾏的罰則及執法程度阻嚇⼒微乎其微，即使被檢控後，仍 
 無阻棕地經營者繼續肆無忌憚在原址違規營運。 

 去年11⽉環保署表⽰，已在元朗⼩磡村（#7）進⾏相關搜證，並已着⼿進⾏檢控程序，但今年7⽉所 
 ⾒原址⼜存放⼤批舊電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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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IGA4jUO9bAMS-pR0UFV1HjB5fd1Kfgh-/view?usp=share_link


 ●  屏⼭匯港電器 （#8） 
 涉事⼟地⽤途屬於「住宅（⼄類）1」及「住宅（丁類）」，去年7⽉綠⾊和平到訪屏⼭匯港電器（#8 
 ），場內傳出滋滋拆解聲，⾨外積存⾄少三⼤袋噸袋電路板，每袋估計有數百個電路板。綠⾊和平去 
 年9⽉發表《此亂棕起：棕地亂象調查報告2021》後  ，  ⼯場在同年11⽉⼀度清空。但今年8⽉已經重新 
 運作，除繼續露天儲存電路板外，亦⾒⼀袋袋舊電⼦產品，包括疑似⼿機或其他零件隨地堆放，與去 
 年情況相若。 

 值得留意是，涉事⼯場早前向城規會申請「臨時商店及服務⾏業」（A/YL-TYST/1127），申請文件 
 聲稱⽬的為附近⼀帶居⺠服務，銷售五⾦及電器，並且不會有任何⼯場作業。觀乎現場貯存貨物的模 
 式，明顯與報稱作業不符。然⽽，今年初⼯場仍然獲批規劃許可。綠⾊和平質疑，涉事⼯場實質業務 
 與「臨時商店及服務⾏業」不相稱，令⼈憂慮單靠現時制度，即使新發展區將該地定為「住宅」⽤途 
 ，棕地以其他名義申請改劃，得以「合法」經營，縱容⼯場繼續在⺠居範圍運作。 

 #8屏⼭匯港電器於2022年2⽉（左圖：地政總署航空照片E147562C） 及7⽉（右圖）的情況 

 3. 新發展區難以杜絕違規作業 

 發展局早前回應傳媒稱，新界共1600公頃的棕地，有⼀半納入新發展區，將陸續發展為⾼密度房屋及 
 其他⽤途，另⼀半沒納入新發展區的，則有保留需要，意味著不會⽤作建屋或其他發展。可是，調查 
 發現，發展區以外⾄少有24個涉違規⼯場，理應被取締，⽽非保留。⾄於新發展區內的棕地亂象亦未 
 ⾒解決，在已展開⼯程的「元朗南發展區」和「洪⽔橋及厦村發展區」仍⾄少識別出7幅涉違規棕地 
 ，⽽且無具體的新發展計劃如公營房屋或休憩⽤地等，前者佔4幅，包括⽩沙⼭路（#46）、⽩沙⼭路 
 2（#47）、元朗⼭下村貨櫃場（#30）、⽩沙村（#50）；後者亦有3幅，包括新⽣新村⻄北（#28 
 ）、廈村3（#2）、厦村雞伯嶺凱協（#1）。由此可⾒，當局單靠提倡新發展區「畫餅充飢」，無法 
 說服市⺠政府有決⼼和能⼒解決棕地亂象。 

 3.1 規管無新猷 

 局⽅多次指新發展區可解決棕地問題，例如聲稱元朗南發展區是為「現時的棕地將加以善⽤作發展房 
 屋和其他⽤途」，更屢次以「已納入新發展區」回應社會對優先發展棕地的聲⾳。事實上，現時不少 
 位處已展開⼯程的新發展區內的棕地，⼟地⽤途仍屬棕地作業常⾒的「其他指定⽤途」（OU），包 
 括非法拆解四電⼀腦⼯場的⽩沙⼭路（#46）、鋁廢⼯場新⽣新村⻄北（#28）及厦村雞伯嶺凱協（#1 
 ）；若沒有其他如公營房屋等由官⽅主導的具體發展計劃，意味規管策略與現時單靠零星執法處理無 
 異，難以杜絕違規作業繼續營運，遍佈區內的亂象恐依舊不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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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厦村雞伯嶺凱協（#1）是去年發現⼤型進⼝廢鋁垃圾⼭所在地，今年垃圾⼭規模有所縮減，但垃圾⼭ 
 圍板旁就是洪⽔橋社區隔離設施，令⼈憂慮處理鋁廢產⽣空氣污染和噪⾳問題危害隔離中的市⺠。即 
 使⽇後隔離設施關閉，新發展區內的⾼密度房屋如公營房屋亦在附近⼀帶，如果棕地亂象持續⽋規劃 
 ，可以想像將來⼤量⺠居將被棕地⼯場及其污染包圍。 

 相中紅圈為洪⽔橋社區隔離設施，黃圈為鋁廢垃圾⼭及相關⼯場，兩者最近只隔幾米。 

 早前環保署向在雞伯嶺路開設4間鋁廢⼯場的「凱協集團有限公司」提出檢控，指⼯場對附近居⺠造 
 成環境滋擾，最終凱協僅僅於今年9⽉及10⽉被判罰款共81,000元  12  13  ，可⾒靠部⾨零星執法和微不⾜ 
 道罰款，難以解決棕地亂象。 

 3.2 新發展區落成以⼗年計 

 新發展區的規劃、落成以⼗年計，「元朗南發展區」分成三期，第三期估計到2038年才落成，涉及棕 
 地有⽩沙村（#50）、⽩沙⼭路（#46）、⽩沙⼭路2（#47）、⼭下村貨櫃場（#30）及屏⼭匯港電器 
 （#8），意味相關地段棕地仍會運作10多年之久，鄰近居⺠⻑期受到噪⾳、塵埃等影響。 

 有棕地作業者更以「發展需時」，趁機游說城規會批准短期改劃，例如位於「洪⽔橋及厦村發展區」 
 的沙江村（#31），在申請改劃為「臨時⾦屬及布料回收中⼼」（A/YL-HTF/1101）時，便提出「因 
 政府現在還未開展收回⼟地作洪⽔橋新市鎮發展的關係......規劃意向於未來三年內將難以實現。」新 
 發展區收地前的空檔刺激⼟地擁有⼈加速破壞⼟地，改為棕地牟利。 

 13  環保署公佈⼆零⼆⼆年⼗⽉份檢控數字 
 https://www.epd.gov.hk/epd/tc_chi/laws_regulations/enforcement/convictions_oct22.html 

 12  元朗四間⾦屬回收場造成環境滋擾被定罪 
 https://www.info.gov.hk/gia/general/202209/13/P202209130066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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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元朗⼭下村盈豐塑膠（#45） 
 ⼭下村盈豐塑膠（#45）的⼟地⽤途是住宅（甲類），原意作⾼密度住宅發展，現時卻成為緊貼⺠居 
 運作的拆解⼯場，翻查城規會網站未⾒批出改劃申請，涉及違例發展。2021年8⽉該棕地因未持有許 
 可證輸入受管制廢物，遭環保署罰款6,000元。現時相關的地段雖然納入「元朗南發展區」內，仍要 
 等第⼆期（2025-2032年）才會發展。 

 ⼭下村盈豐塑膠（#45）的⼟地⽤途為住宅（甲類），卻成為拆解⼯場，極為貼近附近⺠居。 

 3.3 單靠現⾏規管無效 

 政府在推動北部都會區時，聲稱建立宜居城市。但新界北部棕地問題不斷惡化，湧現越來越多棕地， 
 當中涉及違例發展、鋁廢垃圾⼭、無牌儲存或拆解四電⼀腦等，都影響當地居⺠的⽣活和健康。⽽舊 
 有的棕地⻑存，即使被定罪，罰款只是數千元⾄數萬元不等，或許能令⼯場暫時停⽌營運數⽉，卻無 
 法阻⽌棕地繼續營運。 

 新發展區往往需時⼗多年才能落實規劃，新規劃下部分棕地仍保存現有⽤途。由此可⾒，新發展區不 
 是解決棕地問題的靈丹妙藥。事實上，不少棕地現時已經有⼤綱圖規管，但部⾨卻未能有效執法。城 
 規會在審批棕地的改劃申請時更有「⾛漏眼」之嫌，未有重視相關個案是否涉及「先破壞，後發展」 
 ，以及其實際作業是否符合申請名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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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缺棕地政策的弊病 

 要阻⽌棕地擴張，政府原本可以透過官⽅棕地研究，整合全港棕地數據，制定整全的政策，包括收地 
 發展、妥善安置及處理違規的作業。不過，規劃署在2019年發表棕地研究報告後，最終只選取了12幅 
 棕地群、共收回47公頃的棕地，佔全港棕地⾯積不⾜3%。未有善⽤⼟地資源之餘，亦導致違規作業 
 再擴張，這個問題正正源於政府⼀直缺乏整全的棕地政策，及當局零星執法所導致。以下的案例將可 
 說明當局過往的棕地政策漏洞所在。 

 4.1 ⼤量珍貴⼟地資源被忽視 

 政府⼀直缺乏整全棕地政策，令⼤量具發展潛⼒的棕地未被處理。政府於2021年發表第⼆階段的棕地 
 檢視結果，當中指在⽜潭尾的18公頃棕地可建6,000伙公私營房屋，不過卻無即時納入可發展公營房 
 屋的選址，令這些即時可⽤的⼟地繼續閒置。事後政府將⽜潭尾的棕地連同區內的寮屋區、常耕或荒 
 置農地納入另⼀份檢討研究範圍，⽽這份研究預計於2023年才出爐，較2019年官⽅棕地研究報告延後 
 近4年，浪費⼤量⼟地資源。政府⼀早已知該處的棕地具⼀定發展潛⼒，無必要再拖慢整個收地發展 
 的流程，應及早收回棕地並作整全規劃。 

 事實上，根據  城規會的規劃申請紀錄，⽜潭尾部分棕地與  地產商的⼟儲重疊，當中新地、恒基、九建 
 等多年來相繼於⽜潭尾申請改劃住宅。隨著北環線將落實興建⽜潭尾站，發展商在相關地帶申請改劃 
 ，希望擴⼤發展密度。如九建申請在逾百萬呎的棕地興建22層⼤廈，包括3座最⾼44層的住宅⼤廈， 
 料可提供超過6200伙單位（改劃申請：Y/YL-NTM/8），發展密度遠⾼於早年申請改劃作低密度住宅 
 （改劃申請：A/YL-NTM/274）。此外，新地及置地今年再於⽜潭尾申建⼤型屋苑，涉及28座⼤廈過 
 萬伙單位（改劃申請：Y/YL-NTM/6、Y/YL-NTM/7）。值得留意的是，新地及置地同樣放棄低密度的 
 住宅項⽬，再申請加⼤發展密度。這些個案反映⽜潭尾具備⼀定發展潛⼒，隨著北部都會區的發展， 
 可預視這⼀帶的棕地將會陸續被改劃，甚⾄加劇破壞相鄰的⼟地。政府理應及早作整全規劃，及早收 
 地以免發展商再「落釘」發展私樓，亦避免惹來選擇性收地之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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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 加劇棕地擴張 

 政府未有全⾯檢視棕地，令部分有發展潛⼒的棕地成為「漏網之⿂」，部分更涉及違規作業。當局的 
 「不作為」變相縱容這些棕地再擴張，令被破壞的⼟地⾯積⽇漸增加。 

 規劃署於2017年開始進⾏棕地研究，當時有30公頃的棕地因涉及「私⼈發展項⽬」，  被  規劃署剔出棕 
 地研究範圍。我們向規劃署索取這30公頃⼟地的資料，再與城規會改劃申請作比對，發現其中⼀幅位 
 於流浮⼭沙江村被剔除的棕地，其「私⼈發展項⽬」許可早已過期。資料顯⽰，涉事的私⼈發展項⽬ 
 申請  14  （A/YL-HT/725-1）於2015年獲城規會批出改劃許可後，有關許可已於2016年屆滿。  這意味著 
 規劃署在2017年開始棕地研究時，這幅棕地已經無任何獲批的私⼈發展項⽬，然⽽有關部⾨卻未有跟 
 進這些⽤地的最新情況，令⼤幅具發展潛⼒的棕地被忽視，研究團隊甚⾄發現涉事棕地再擴張，旁邊 
 新增⼀幅逾2公頃的棕地，⽤作擺放建築材料。 

 沙江村的個案亦非孤例，如新世界早前提出於⼗八鄉路的私⼈居屋項⽬，地⽪位置鄰近元朗市中⼼， 
 無論交通或配套均⿑全，但最終同樣因有私⼈發展項⽬被規劃署剔除。根據城規會紀錄，該處於2017 
 年獲城規會批准改劃後，⼀直未有改變實際⽤途，⽤地⼀直荒廢。若當時有關部⾨將這些⽤地列入研 
 究範圍，便不⾄「數漏」具發展潛⼒的棕地。有關部⾨其後亦無再跟進這些棕地的實際情況，不但令 
 潛在可供應公營房屋⽤地減少，亦變相縱容棕地擴張。 

 4.3 違規作業及帶來的污染沒完沒了 

 ⺠間有不少聲⾳批評規劃署僅「交功課式」地進⾏棕地研究，卻⼀直未有妥善處理後續的棕地檢視政 
 策，包括應重新檢視因私⼈發展計劃被剔除的棕地及研究漏計的棕地，變相令棕地擴張情況愈⾒嚴 
 重。及後再提出的北部都會區，亦未有任何⽅案回應⺠間處理棕地問題的建議。當北部都會區範圍內 
 有⼤量要處理的棕地，政府有必要制定⼀套整全的棕地政策，要有具體⾏動處理規劃、執管漏洞，⽽ 
 非再「交功課」般「檢視」、「研究」發展潛⼒，卻任由地主違規作業。 

 14  改劃申請編號：A/YL-HT/725-1。申請⽤途為14座2層⾼的住宅，於2015年獲城規會批出改劃許可，不過有關 
 許可已於2016年屆滿。 

 20 



 5. 總結 

 北部都會區於去年10⽉宣佈⾄今，短短⼀年內北區的棕地已有⼀定擴張程度，當政府視發展新界為新 
 出路，絕對不能忽視棕地問題。基於以上的分析，研究建議未來的棕地政策應落實以下五點： 

 5.1 早⽇制訂全⾯棕地政策 

 於短短約⼀年時間，棕地已擴張⼀定⾯積，反映棕地狀況持續變化，難以單靠⼀份2019年的研究報告 
 制定發展棕地的政策。政府必須定期檢視棕地狀況，包括每季或每半年⼀次檢視棕地群最新狀況，審 
 視棕地群的發展潛⼒，並定期公開最新情況。此外，單靠零星執法阻嚇⼒度不⾜，須透過全⾯規劃棕 
 地，才可遏⽌棕地擴張及違規作業蔓延。 

 除了定期監察、加強執法，重置政策亦是重要⼀環。然⽽，政府經過六年研究、於今年11⽉公佈⽤作 
 重置棕地作業的多層式⼤廈⽅案卻繼續敷衍了事。當中只有三成的樓⾯⾯積⽤作重置，難以全數吸納 
 受發展影響的棕地作業者；⽽優惠租⾦亦只適⽤於頭5⾄10年，獲安置的作業者⻑遠⽽⾔亦⾯對加租 
 壓⼒。這個⽅案難稱得上屬於妥善安置，亦不能夠令棕地作業者有信⼼可獲重置，政府⽅案變相⾃製 
 阻⼒收回棕地。全⾯的棕地政策必須包括妥善重置政策，才可以令珍貴的⼟地資源得以善⽤，加快建 
 屋。 

 5.2 收回保育區內被破壞的具⽣態價值的⼟地，以作保育⽤途 

 棕地擴張的位置不少位於保育區內，意味著現時規劃政策難阻受保育⼟地被破壞。與其以發展為本將 
 濕地「重新劃界」，最直接的保育⽅法應為收回被破壞的濕地及其他具⽣態價值的私⼈⼟地，將其復 
 修後再作保育，亦可避免再受進⼀步破壞。 

 5.3 為全港棕地設發展路線圖，尤其快熟棕地 

 發展棕地的⼯作同樣要有KPI，政府應該為「快熟棕地」定下發展的路線圖。⾸要是優先規劃是次研 
 究發現的100公頃閒置的「快熟棕地」。其次，政府亦應為每年發展新發展區外的棕地⾯積定下⽬標 
 ，持續提供穩定的⼟地來源，以縮短公屋輪候時間，令公眾清楚當局發展棕地的決⼼。同時，配合新 
 發展區的發展，政府應因地制宜利⽤「快熟棕地」配合該區的⼈⼝承載量及需要作適當的規劃發展， 
 紓緩市⺠對房屋短缺的需求。 

 5.4 重新檢視官⽅研究被忽略的棕地 

 官⽅棕地研究範圍剔除30公頃涉及私⼈發展項⽬的棕地。當中部份項⽬具⼀定發展潛⼒，政府應重新 
 檢視該30公頃棕地的發展潛⼒，將有建屋潛⼒的發展⽤地收回，不但可有效增加房屋供應，同時避免 
 將規劃權拱⼿相讓予發展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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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表⼀：涉違規作業的棕地⼯場 
 垃圾⼭/鋁廢⼯場 

 #  分區  地點  作業  ⼟地⽤途  改劃申請  新發展區  最後考察⽇期 

 1  元朗  厦村雞伯嶺凱協*  去年為超⼤型鋁廢垃圾⼭，今年規模縮 
 減 

 其他指定⽤途  N/A  洪⽔橋/厦村  22年7⽉ 

 2  元朗  厦村2*  去年為鋁廢⼯場，今年⽤塑膠遮掩鋁廢 
 ，但作業持續，疑為處理進⼝廢鋁 

 政府、機構或社 
 區、道路 

 N/A  洪⽔橋/厦村  22年7-8⽉ 

 28  元朗  新⽣新村⻄北  貯存⼤量鋁廢  其他指定⽤途  N/A  洪⽔橋/厦村  22年7-8⽉ 

 29  北區  恐龍坑東北  貯存⼤型鋁廢垃圾⼭，有鏟⾞及相關處 
 理設備 

 農業⽤地  N/A  N/A  22年7-8⽉ 

 30  元朗  ⼭下村貨櫃場  廢⾦屬處理、鋁廢⼯場，亦有破碎廢電 
 線的設備 

 住宅（丁類）  N/A  元朗南  22年7-8⽉ 

 31  元朗  沙江村  貯存鋁廢，有相關處理設備  住宅（丁類）  - A/YL-HTF/1138 （26/08/2022獲批） 
 - 臨時五⾦回收中⼼（為期3年） 

 N/A  22年7-8⽉ 

 非法電⼦拆解⼯場（涉違規處置四電⼀腦） 

 7  元朗  ⼩磡村*  去年貯存⼤量雪櫃，今年貯存商⽤⼤型 
 冷氣機、洗衣機及雪櫃 

 綠化地帶  N/A  N/A  22年11⽉ 

 10  元朗  厦村4*  貯存⼤型影印機  休憩⽤地、道路  - A/HSK/239 （21/08/2020獲批） 
 - 臨時露天存放可循環再造物料（包括⾦ 
 屬及塑膠物品）（為期 3年） 

 洪⽔橋/厦村  22年7-8⽉ 

 13  北區  恐龍坑南*  貯存⼤量雪櫃  農業⽤地  N/A  N/A  22年7-8⽉ 

 32  元朗  錦⽥⻄埔尾⻄北  貯存冷氣機、抽氣扇  露天貯物  N/A  N/A  22年7-8⽉ 

 33  元朗  新⽣新村北  貯存屏幕、電路板，活躍拆解電⼦廢物  其他指定⽤途、道 
 路 

 N/A  洪⽔橋/厦村  22年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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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goo.gl/maps/jKbgcN5vkW2HaJjj8
https://www.google.com.hk/maps/place/22%C2%B027'13.6%22N+113%C2%B059'12.0%22E/@22.453769,113.9844843,17z/data=!3m1!4b1!4m5!3m4!1s0x0:0x0!8m2!3d22.453769!4d113.986673
https://goo.gl/maps/FdZnnHS6VFJGsSdh6
https://goo.gl/maps/dZ332J9UnFNwPtGm6
https://www.google.com/maps/place/22%C2%B026'00.6%22N+114%C2%B000'49.2%22E/@22.4334261,114.0134836,132m/data=!3m1!1e3!4m6!3m5!1s0x0:0x6fb3c4e40c81c27e!7e2!8m2!3d22.4335012!4d114.0136737
https://goo.gl/maps/93SbxUyu9rJqBihT8
https://goo.gl/maps/DUEigvNhSGphFWE99
https://www.google.com.hk/maps/place/22%C2%B027'11.2%22N+113%C2%B059'14.5%22E/@22.453112,113.9851733,17z/data=!3m1!4b1!4m5!3m4!1s0x0:0x0!8m2!3d22.453112!4d113.987362
https://goo.gl/maps/rfaVNWaZ3oenpnU6A
https://goo.gl/maps/jY7m63t9ssPZP7tL7
https://goo.gl/maps/BfX7xX4QTdJ9VtES9


 #  分區  地點  作業  ⼟地⽤途  改劃申請  新發展區  最後考察⽇期 

 34  元朗  新⽥彭龍地村北  貯存洗衣機  綠化地帶  N/A  N/A  22年7-8⽉ 

 35  元朗  新⽥彭龍地村北2  貯存洗衣機  綠化地帶  N/A  N/A  22年7-8⽉ 

 36  北區  恐龍坑南2  貯存⼤量雪櫃  農業⽤地  N/A  N/A  22年7-8⽉ 

 37  北區  恐龍坑東  貯存⼤量電⼦螢幕、電路板  農業⽤地  N/A  N/A  22年7-8⽉ 

 38  北區  五洲路北⻄  貯存螢幕、主機、電路板  露天貯物  N/A  N/A  22年7-8⽉ 

 39  北區  五洲路北東  貯存螢幕  露天貯物  N/A  N/A  22年7-8⽉ 

 40  北區  五洲路北東2  貯存螢幕、電腦、電路板  露天貯物、綠化地 
 帶 

 N/A  N/A  22年7-8⽉ 

 41  北區  五洲路北⻄2  貯存⼤量螢幕、電腦，包括蘋果iMac產 
 品 

 露天貯物  N/A  N/A  22年7-8⽉ 

 42  北區  五洲路北⻄3  貯存螢幕及電路板  露天貯物  N/A  N/A  22年7-8⽉ 

 43  元朗  ⼩磡村2  貯存⼤型雪櫃  綠化地帶  N/A  N/A  22年7-8⽉ 

 44  元朗  ⼭下路  貯存⼤量iphone機殼、少量電路板  鄉村式發展  N/A  N/A  22年7-8⽉ 

 45  元朗  ⼭下村盈豐塑膠  貯存螢幕，以及2021年8⽉曾因未持有 
 許可證⽽將受管制廢物輸入被罰款 

 住宅（甲類）  N/A  元朗南  22年11⽉ 

 涉違規處置有毒電⼦廢物 

 8  元朗  屏⼭匯港電器*  貯存電路板  住宅（⼄類）1及 
 住宅（丁類） 

 - A/YL-TYST/1127 （14/01/2022獲批） 
 - 臨時商店及服務⾏業（為期三年） 

 元朗南  22年7-8⽉ 

 9  元朗  沙江村東*  貯存電路板  住宅（丁類）  - A/YL-HTF/1134 （申請中） 
 - 露天存放五⾦廢料，並闢設物流中⼼ 
 （為期3年） 

 N/A  22年7-8⽉ 

 12  元朗  油渣埔村*  貯存電路板  露天貯物  N/A  N/A  22年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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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goo.gl/maps/AXjhWDLR3HyLybm56
https://goo.gl/maps/Pz7MfHzWRykX5mqx5
https://goo.gl/maps/X1nWjKm2z1zcZRJQ7
https://goo.gl/maps/gRa2TWbi5RbNBWnu5
https://goo.gl/maps/aG18YWCDS1he9tdj8
https://goo.gl/maps/bJ2N9gwtCBsZyter7
https://goo.gl/maps/VRzyewRVKgYPgaQG8
https://goo.gl/maps/AGzs2cBxH1sT1j1q8
https://goo.gl/maps/fYHCDB7TQTPuF6v69
https://goo.gl/maps/cH7haZzKA2Zy5zca8
https://goo.gl/maps/wVdjG8PGR9Ck4J5r7
https://goo.gl/maps/DTpXKwCLZ1nnr3HK9
https://www.google.com.hk/maps/place/22%C2%B025'55.4%22N+114%C2%B000'42.3%22E/@22.432053,114.0095603,17z/data=!3m1!4b1!4m5!3m4!1s0x0:0x0!8m2!3d22.432053!4d114.011749
https://goo.gl/maps/ZxFyACi9e7vEQKgp9
https://www.google.com.hk/maps/place/22%C2%B025'27.1%22N+114%C2%B002'21.7%22E/@22.4242109,114.0371723,17z/data=!3m1!4b1!4m5!3m4!1s0x0:0x0!8m2!3d22.424206!4d114.039361


 #  分區  地點  作業  ⼟地⽤途  改劃申請  新發展區  最後考察⽇期 

 15  北區  五洲路北*  貯存電路板  露天貯物  N/A  N/A  22年7-8⽉ 

 21  元朗  ⽯湖圍新村東*  貯存廢棄太陽能板及少量電⼦板  綠化地帶、部分沒 
 有納入法定圖則 

 N/A  N/A  22年7-8⽉ 

 46  元朗  ⽩沙⼭路  貯存電路板  其他指定⽤途  N/A  元朗南  22年7-8⽉ 

 47  元朗  ⽩沙⼭路2  貯存電路板  其他指定⽤途  N/A  元朗南  22年7-8⽉ 

 48  元朗  ⼤棠近賽⾞跑道東  貯存電路板及⼤量不明的電⼦零件  露天貯物  N/A  N/A  22年7-8⽉ 

 49  北區  五洲路北南  貯存電路板及不明電⼦零件  露天貯物  N/A  N/A  22年7-8⽉ 

 50  元朗  ⽩沙村  貯存電路板及不明電⼦零件  未決定⽤途  N/A  元朗南  22年7-8⽉ 

 51  元朗  八鄉  貯存⼤量電⼦零件  露天貯物  N/A  N/A  22年7-8⽉ 

 52  元朗  沙江村2  貯存電⼦零件，以及今年10⽉曾獲規劃 
 署發出「強制執⾏通知書」 

 住宅（丁類）  N/A  N/A  22年7-8⽉ 

 * 為去年已被綠⾊和平揭發，但現時仍在違規運作的⼯場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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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goo.gl/maps/PG9TnjrjTNMxsqMY9
https://goo.gl/maps/eQRpgxviKUGoPCC86
https://goo.gl/maps/d2FhoE1Gm82PD9Gq8
https://goo.gl/maps/B6V2PVxbF4hkCDCV8
https://goo.gl/maps/CWtRGj2cLMYrvYN2A
https://goo.gl/maps/QeBueVZymqZRyDWQ6
https://www.google.com.hk/maps/place/22%C2%B025'33.6%22N+114%C2%B001'13.8%22E/@22.4260105,114.0183224,663m/data=!3m2!1e3!4b1!4m5!3m4!1s0x0:0xf0d9564e7ac091bb!8m2!3d22.4260056!4d114.0205111
https://goo.gl/maps/BvGr8JNze2pf9yWPA
https://goo.gl/maps/RoNxDyRuhQrWqVQE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