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言

香港地勢，山巒起伏，而且常有暴雨，加上密集的發展，

容易發生山泥傾瀉。為減低這方面的風險，我們實施了一套

全面的斜坡安全系統，包括訂立安全標準、通過法定和行政

措施實施土力管制，以及鞏固和維修斜坡。由於這套系統行

之有效，在過去二十年，山泥傾瀉的總體風險已有所減低。

我們現已訂定多項新措施，使本港在斜坡安全方面得以符合

最高的國際標準。

我們現正加速推行為期五年的「防止山泥傾瀉計劃」，

由於計劃進展良好，在二零零零年年底或之前，人造斜坡山

泥傾瀉的總體風險，大約可降至一九七七年風險程度的 50%

以下。此外，我們會由二零零零年開始，擴大推行「防止山

泥傾瀉計劃」，為期十年，以鞏固更多不合標準的斜坡。我

們亦會確保所有政府斜坡都獲得定期維修；並通過教育、宣

傳、提供意見和執法等途徑，促使私人物業業主妥善維修物

業範圍內的私人斜坡。我們估計，在二零一零年年底或之前，

山泥傾瀉的總體風險，可以進一步降至一九七七年風險程度

的 25%以下。

歡迎各位提出意見和建議，使我們的服務更臻完善。

工務局局長鄺漢生



一

斜坡安全　人人受惠

我們的施政方針，是使本港的斜坡能達到最高的安全標

準。為此，我們會確保新建斜坡符合安全標準，提高現有斜

坡的安全程度，鼓勵妥善維修斜坡，並就斜坡安全推行公眾

教育、進行宣傳，以及提供資訊服務。

為了落實這項施政方針，我們的目標是：

在二零零零年年底或之前，把不合標準的舊人造斜坡導

致山泥 傾瀉 的潛在 風險 ，減至 一九 七七年 風險 程度的

50% 以下

在 二 零 一 零 年 年 底 或 之 前 ， 把 這 類 風 險 進 一 步 減 至

一九七七年風險程度的 25%以下



二

成效重點

第三頁

第六頁

第七頁

第十二頁

為了貫徹這項施政方針，我們必須在以下主要工作範圍

取得成績：

一 提高斜坡安全的標準和賴

以達致更高安全標準所需

的技術水平，並改善有關

的行政和規管架構

二 確保新建斜坡符合安全

標準

三 鞏固不合標準的政府斜坡

四 維修所有政府斜坡

五 確保業主負責物業範圍內

斜坡的安全

六 通過公眾教育、宣傳和資
訊服務，提高市民對斜坡

安全 的意識，並鼓勵他們

作出回應

本小冊子分為多個部分，分別闡釋以上各個成效重點，

概述我們的主要工作，並列出用以衡量工作成效的指標。此

外，每部分亦臚列為貫徹該施政方針而新制定的主要措施，

並註明負責的機構，以及擬達到的具體目標。

第九頁

第十四頁



三

一 提高斜坡安全的標準和賴以達致更高安全

標準所需的技術水平，並改善有關的行政

和規管架構

由於市民愈來愈重視斜坡安全，我們必須不斷提高技術

標準，並加強土力方面的管制，以切合他們的期望。為此，

我們會改善有關樓宇和基建發展的土力管制策略、公布土力

方面的安全標準及發出指引文件、調查嚴重的山泥傾瀉事故，

以及進行研究和發展，以便採用最新科技來改善斜坡安全。

在實施以上各項措施時，我們會考慮政府委聘的專業顧問穆

根士頓教授，以及其他本地和國際專家所提供的專業意見。

成效指標

我們用以衡量這方面工作的主要成效指標，是我們能否

適時 修訂 和提 高斜 坡的 安全 標準 ，並 改善 土力 方面 的管 制

架構。



四

措施 目標

完成一項為期 3年的試驗計

劃，這項計劃是根據穆根士

頓教授建議的「斜坡穩定性

綜合評估方法」進行

(土木工程署 )*

在一 九 九 九年 完 成 為期

3年的試驗計劃，並制定

一項長遠策略

改良斜坡改善工程及斜坡安

全系統所採用的技術、優先

級別分類系統及衡量表現的

方法

(土木工程署 )

在一九九九年十二月

或之前，就擴大習用

維修措施的使用範圍

完成一份指引文件

在一九九九年三月或

之前，通過研究雨量

與山泥傾瀉的相互關

係，修訂發出山泥傾

瀉警告的準則

在一九九九年六月或

之前，改善自動雨量

計系統

採用經改善的描繪場地特徵

方法

(土木工程署 )

在二零零零年九月或之

前，採用實用的地質及

光學方法，鑑辨本港較

脆弱的岩土

印製《公路斜坡手冊》

(土木工程署 )

在二零零零年十二月或

之前，出版《公路斜坡

手冊》

*  括號內為該措施的主要負責機構



措施 目標

檢討有關把斜坡分配給不同

政府部門負責維修的行政指

引

(工務局 )

在一九九九年九月或之

前，完成修訂有關使斜

坡保持穩固的行政指引

調查嚴重的山泥傾瀉事故，

並根據調查結果制訂改善

措施

(土木工程署 )

在一九九九年九月或之

前，根據一九九八年

發生的山泥傾瀉檢討結

果，完成對土力工程處

斜坡安全系統在一九九八

年運作情況的審核報告

檢討和修訂《建築物條例》，

以加強對物業發展的土力管

制

(土木工程署 )

在二零零零年七月或

之前，對《建築物條

例》作出初步修訂，

以加強對物業發展的

土力管制

在二零零零年十二月

或之前，完成對私人

斜坡和發展的法定土

力管制的全面檢討

對可能發生山泥傾瀉的天然

斜坡地區，進行詳細的風險

評估

(土木工程署 )

在一九九九年八月或之

前，完成兩個選定地區

的量化風險評估研究

五



二 確保新建斜坡符合安全標準

要長遠確保斜坡安全，首先要做到的，是斜坡在設計和

建造方面都必須符合土力工程界認可的標準。我們會透過獲

得質素保證的審核工作，對所有私人和公共發展範圍內的斜

坡，加強在設計和建造方面的土力管制。

成效指標

我們用以衡量這方面工作的成效指標，是在控制不合標

準的人造斜坡數目方面所取得的成績。

措施 目標

更有效審核所有新建斜坡的

設計和監工標準

(土木工程署 )

在一九九九年三月或之

前，土力工程處的審核

工作須符合國際標準化

組織指引第 9001 條的規

定而取得認可資格，使

該處的審核工作質素有

所保證

六



三 鞏固不合標準的政府人造斜坡

在一九七七年成立土力工程處之前，不論是私營機構或

公營部門所闢拓的斜坡，都甚少受到土力管制，許多舊斜坡

的穩固程度，也就頗成疑問。本港 42 000 個舊斜坡中，大約

有 70% ( 即 3 萬個  ) 屬政府所有，而其中約有 1 萬個會影響發

展區和主要道路。我們會繼續推行「防止山泥傾瀉計劃」，

直至二零一零年，通過有系統地鞏固不合標準的政府斜坡，

逐步減低對市民有較直接影響的斜坡所構成的危險。

成效指標

我們用以衡量這方面工作的成效指標，是因不合標準而

獲鞏固的政府斜坡數目，以及評定為已達到規定安全標準的

政府斜坡數目。

七



措施 目標

加速進行為鞏固不合標準的

大型政府斜坡而訂定的「防

止山泥傾瀉計劃」，以處理

新編斜坡紀錄冊所鑑定的新

增斜坡，並擴展這個計劃，

直至二零一零年

(土木工程署 )

由一九九九年開始，每

年鞏固 250個人造斜坡，

使目前根據「防止山泥

傾瀉計劃」而獲得鞏固

的斜坡數量增加 40%

鞏固位於路旁，但未納入

「防止山泥傾瀉計劃」的較小

型政府斜坡，以減低山泥傾

瀉對道路使用者構成的

危險

(路政署 )

由一九九九年開始，每

年多鞏固 90 個位於路旁

的小型政府人造斜坡

鞏固會影響學校的政府斜

坡，以減低山泥傾瀉對學生

構成的危險

(土木工程署 )

在一九九九年年中或之

前完成有關研究，並為

200 個會影響學校的政府

人造斜坡進行所需的改

善工程

八



四 維修所有政府人造斜坡

要確保所有人造斜坡都穩固，定期維修不可或缺。除定

期進行維修外，我們還會採取習用措施，進行強化維修工作，

以期迅速改善較舊斜坡的穩固程度。為此，我們會確定所有

政府或私人人造斜坡的維修責任，並向有關人士提供資料。

至於政府斜坡方面，我們會確保負責斜坡維修的政府部門進

行所需的定期維修和強化維修工程。

成效指標

我們用以衡量這方面工作的成效指標，是我們根據《岩

土指南第五冊  - 斜坡維修指南》公布的劃一標準所維修的政

府斜坡的數目。

九



措施 目標

完成有系統地確定本港約 6萬
個人造斜坡維修責任的工作

(地政總署 )

在一九九九年年底或之

前完成這項工作

向公眾提供斜坡維修責任的

資料，以及管理資料庫和處

理上訴個案

(地政總署 )

在一九九九年年底或之

前，向公眾提供斜坡維

修責任的資料

加強 6個政府部門維修政府斜

坡的能力，以處理在新編斜

坡紀錄冊所鑑定的新增斜坡

(工務局 )

由一 九 九九 年 四月

起， 增 加 6個政 府部

門轄下負責維 修政府

人造斜坡小組的人 手

在二零零零年年底或

之前，完成全面檢討

維修斜坡的工作

十



措施 目標

完成有系統地檢查和修理所

有可能影響附近斜坡穩定性

的政府地下水渠和水管

(工務局 )

在二零零零年年底或

之前，完成有系統地

檢查和修理公共屋

內，可能影響斜坡安

全的地下水管、污水

管和水渠

在二零零一年年底或

之前，完成有系統地

檢查和修理政府建築

物內，可能影響斜坡

安全的地下水管、污

水管和水渠

在二零零二年年底或

之前，完成有系統地

檢查和修理在建築物

和主要道路附近，可

能影響斜坡安全的地

下水管

在二零零四年年底或

之前，完成有系統地

檢查和修理在建築物

和主要道路附近，可

能影響斜坡安全的地

下污水管和水渠

十一



五 確保業主負責物業範圍內斜坡的安全

為了減低私人斜坡發生山泥傾瀉的風險，私人業主必須

承擔責任，維修其物業範圍內的私人人造斜坡和鞏固不合標

準的斜坡。我們會繼續為一九七七年前建成的私人人造斜坡，

進行安全篩選工作，若表面證據成立，我們便會根據《建築

物條例》向有關的私人物業業主發出《危險斜坡修葺令》，

要求他們鞏固不合標準的斜坡。我們會繼續採取法定行動，

令私人物業業主檢查和修葺可能影響附近斜坡穩固程度的

私人地下排水渠和水管。此外，連同在公眾教育、宣傳和資

訊服務等方面所採取的新訂措施 (於下一個成效重點概述 )，我

們可確保私人物業業主承擔其物業範圍內斜坡的修葺責任，

從而大大減低私人斜坡發生山泥傾瀉的風險。

成效指標

我們用以衡量這方面工作的成效指標，是私人物業業主

採取了多少項防止山泥傾瀉措施。

十二



措施 目標

對私人斜坡進行更多安全篩選

研究，要求物業業主鞏固不合

標準的斜坡

(土木工程署／屋宇署 )

由一九九九年開始，每

年完成 300個私人人造斜

坡的安全篩選研究

更嚴格執行《建築物條例》

的條文，要求物業業主檢查

和修葺可能影響附近斜坡穩

固程度的私人地下水渠和

水管

(屋宇署 )

由一九九九年開始，每

年完成檢查 500個斜坡附

近的地下管道，並在有

需要時，根據《建築物

條例》第 27C條發出命

令，以便勘察和修葺懷

疑有問題的管道

十三



六 通過公眾教育、宣傳和資訊服務，提高市民

對斜坡安全的意識，並鼓勵他們作出回應

很多私人物業業主都不知道他們有責任維修斜坡，對於

斜坡改善或維修工程又是門外漢，完全沒有這方面的專業知

識。我們會為市民提供有關斜坡的資料，並確定每個人造斜

坡的維修責任，以及就如何修葺斜坡提供諮詢服務。我們會

加強有關斜坡維修的公眾教育，並會就斜坡安全事宜，改善

與市民的溝通途徑。為了盡量減低山泥傾瀉對市民造成的損

害，我們會繼續向市民灌輸斜坡安全的意識，讓他們在暴雨

期間懂得如何採取預防措施，確保個人和家人的安全。

成效指標

我們用以衡量這方面工作的成效指標是：

公眾對本港斜坡安全問題的認識程度

公眾對減低山泥傾瀉風險的回應程度

十四



措施 目標

設立一個嶄新而全面的斜坡

資訊 系 統 ，以 儲 存 本 港共

6萬個斜坡的資料，並讓公眾

通過互聯網查閱這些資料

(土木工程署 )

在一九九八年年底或

之前設立這個系統

在一九九九年三月或

之前，在互聯網上和

「大廈管理資源中心」

設立整個斜坡資訊系

統

十五

加強有關的服務，使私人物

業業主更加樂意承擔確保斜

坡安全的責任

(土木工程署 )

土力工程處在一九九九

年四月成立社區諮詢服

務組─

為私人斜坡的業主舉
辦關於斜坡安全及維
修的研討會和講座

會見市民，就斜坡安
全事宜解答查詢和提
供資料

接見接獲《危險斜坡
修葺令》的私人物業
業主代表，就如何進
行斜坡鞏固工程向他
們提供意見

接見業主立案法團及
互助委員會，就如何
進行斜坡維修工程向
他們提供意見



措施 目標

加強宣傳，呼籲市民在發出

山泥傾瀉警報期間，作好防

備，並採取個人預防措施，

以應付緊急事故

(土木工程署 )

在一九九九年十二月

或之前，製備斜坡安

全教材套

在一九九九年舉辦 8個
宣傳斜坡安全的巡迴

展覽

十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