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加州有毒物質控制部門 (Department of Toxic Substances Control，以下簡稱 DTSC) 

宣佈完成 PG&E Hunters Point 電廠 (以下簡稱「廠區」) 的污染清除計劃 (Remedial Action 

Plan，以下簡稱 RAP 計劃) 草案。此廠區位於 1000 Evans Avenue, San Francisco, California 

94124。  該電廠原用於生產電力，但 2006 年 5 月起起關閉。RAP 計劃為一項污染清除計 

劃草案， 旨在解決廠區內的土壤、 土壤氣體及地下水等污染問題。 民眾可在期限內針對 

RAP 計劃提供意見，期限從 2010年2月5日開始至3月8日截止。 DTSC 誠邀您審閱草案並 

提供意見， 此實況說明書第 5 頁列有供民眾審閱草案的資料庫地點。 

此實況說明書可讓您了解： 

 廠區的歷史背景 

 環境污染調查結果 

 污染清除計劃提議 

 廠區內的天然石棉 

 加州環境品質法案 (California Environmental Quality Act) 

 後續步驟 

 

民眾提供意見期限與社區簡報會 

民眾提供意見期限：2010年2月5日至3月8日 

DTSC 即將於 2010年2月23日針對 RAP 計劃草案召開社區簡報會。 民眾有機會在社 

區簡報會中詢問關於 RAP 計劃草案的問題並了解詳情。社區簡報會預訂於 6:00 p.m. 

開始，地點在： 

Our Lady of Lourdes Church 
410 Hawes Street 

San Francisco, CA 94124 
 

在提供意見期間內或在簡報會中，民眾可以口頭或書面形式提交任何意見。請於 

2010年3月8日以前將意見提交給：Janet Naito，DTSC Project Manager，700 Heinz 

Avenue, Berkeley, California 94710。您也可以電子郵件方式將意見寄至：Jnaito@dtsc.ca.gov. 

2010年2月實況說明書

PG&E 前 Hunters Point電廠污染清除計劃草案 

已完成，現可供民眾審閱並提供意見 

 



  

廠區歷史及背景 

此廠佔地 30 畝，位於舊金山東南方的海灣附近。 

1900 年初期，此廠區主要用來建造船隻及駁船。 

1930 年至 1949 年期間引進許多當地附近的 

填土。 第一座電廠建設於 1920 年代。 然後， 

接著數十年內， 電廠增設了許多設施並進行現 

代化作業。其中包括增設地上儲存槽、蒸汽系統
及燃煤式的滑輪機等生產電力所需的設施。該電
廠於 2006年5月15日關閉， 所有地上建築物都已 

拆除，地面以下的設施仍在拆除當中。 

 

廠區的土壤、土壤氣體及地下水目前都發現有污
染物，這些都是當初建造船隻、駁船及生產電力
遺留下來的污染物。 廠區大部份地方都舖上柏 

油路面， 地下水不是飲水用亦無其他用途。 

因此，DTSC 確認這些污染物質目前不會對居 

民健康造成重大的危害。為了採取進一步的預防
措施，PG&E 會在廠區四週進行空氣監測。DTSC 

每個月固定審核空氣監測結果。至目前為止，廠
區內尚未發現污染物超出空氣安全標準。B區的
泥漿牆 (在電廠拆除期間安裝在地表下層的阻 

隔牆) 可保護舊金山灣免遭地下水的污染 (詳閱 4 

頁的廠區地區圖)。 

 

環境污染調查 

PG&E在此廠區已完成多項環境污染調查，包括 

1997 年進行廠區環境評估第一階段的工作。 

廠區評估第二階段工作也於 1999 年完成， 

當時搜集了更詳細的污染資料。廠區評估第一階
段及第二階段工作目的是了解廠區污染種類的詳
情，以及了解可能的污染來源。PG&E 於 2002 

年調查地上儲存槽所在區域時曾進一步採樣。然
後在 2007 年及 2008  年進一步確認廠區內土壤、 

土壤氣體及地下水污染物的類型及程度。 

 

清除土壤及土壤氣體污染物的目標旨在保護民眾
健康。設定土壤氣體的污染清除目標，是防止未
來建築的室內空氣遭受土壤及地下水污染物的危
害。因為廠區的地下水並不是用來供應飲用，所
以此草案未訂定地下水的污染清除目標。B 區及 I 

區都偵測到液化石油漂浮在地下水表層。漂浮的
液化石油是土壤及地下水污染的來源。因此，這
類物質必須立即清除。然後要研究確定是否要進
一步採取清除措施，以保護水質及海灣的動物生
態。 

 

污染清除計劃提案 

RAP 計劃是討論廠區進行土壤及地 下水的污染清 

除計劃書。由於土壤氣體污染是由地下水及土壤
的污染所造成，只要土壤及地下水經過清除後，
土壤氣體污染就可隨之清除。 

 

此廠區共分為 10 個清除區，標名為 A 至 J 區 

(詳閱 3 頁的廠區地圖)。 下表為每個區域的簡 

單說明，以及每區存在的污染類型。海岸線區及
沉積區 (E、F 及 G 區) 不包括在此 RAP 計劃中， 

而是列入 「生態風險評估計劃」的一項。 

生態風險評估計劃將決定這些區域是否需要另訂
污染清除計劃。 

 

此污染清除計劃草案有助確保廠區未來能提供多
元用途，包括住宅及商業開發案。下面詳細說明
污染清除計劃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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廠 區 污 染 摘 要 表 
 

*註：不在此 RAP 計劃內 

 

土壤污染清除 

草案提議挖掘污染的土壤，並將這些土壤放置到
合法的掩埋場。土壤挖掘期間將進行採樣，以確
保清除所有超過污染清除目標的土壤。在污染土
壤挖掘期間，這些土壤會暫時存放在容器內或囤
積在廠區內等待分析。土壤分析後，無污染部份
會留在現場再度使用，污染部份會被運到外地合
法掩埋場。污染土壤移除後，挖空區域將以乾淨
的填土補滿。 

地下水污染清除 

草案建議採取現場 (就地) 處理、自然衰減方法及 

地下水監測。B 區及 I 區預計進行現場處理， 

因為這兩個區域有漂浮在地下水表面的液化石油
。現場處理包括將化學物質注入地下水區，以分
解污染物質。然後監測地下水，評估處理的進展。 

廠區其他部份的地下水污染清除草案將採取自然
衰減法及地下水監測。自然衰減是指污染物經過
一段時間會在地下水中自然分解的過程。 

雖然上述的地下水污染清除方法已足以保護民眾
健康，但還需要考慮生態風險評估的建議，以確
定是否需要採取進一步措施，以保護海灣的動物
生態。若確實要採取措施，則需另訂一套草案。 

土壤氣體污染清除 

清除土壤及地下水的污染，將減少土壤氣體中的
化學物質濃度，使其降到污染清除目標以下。根
據此項計劃的說明，污染清除後還需要進行監測
工作，以確定符合土壤氣體的清除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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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域 區域用途 / 說明 區域污染物 

A 燃料儲存槽庫 鉛、多環碳氫化合物 (PAH) 、砷 

B 維修、油漆儲存、危害廢棄物儲存 地下水：漂浮液化石油、六價鉻 

土壤氣體：苯、乙苯、四氯乙稀 (PCE)、二甲苯 

土壤：石油總碳氫化合物 (TPH)、二噁英 / 呋喃、多氯聯苯 (PCB)、 

多環碳氫化合物、鉛 

C 電廠總部建築、變壓區、廢柴油罐槽 土壤：鉛、多氯聯苯、多環碳氫化合物、砷 

D 工業儲存槽、廢水池、電廠操作區 土壤：石油總碳氫化合物、多環碳氫化合物、鉛、砷 

*E 海岸線區 不在 RAP 計劃草案的範圍內，需進行生態研究 

*F 防坡堤 不在 RAP 計劃草案的範圍內，需進行生態研究 

*G 海灣沉積區 / 海岸區 不在 RAP 計劃草案的範圍內，需進行生態研究 

H 非操作區 土壤：鉛 

I 燃料儲存槽庫 地下水：漂浮液化石油 

土壤：多環碳氫化合物、石油總碳氫化合物、砷 

J 燃料儲存槽庫 土壤：多環碳氫化合物、鉛、砷 



   

天然石棉 

廠區大部份填土材料都含有本地蛇紋石，這類岩
石包含天然石棉 (naturally-occurring asbestos， 

以下簡稱 NOA)，以及 NOA、 鎳、 鉻及鈷等各 

種金屬。美國環保署 (U.S.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 列 NOA 為會使人類致癌的 

物質。含有 NOA 的土壤只要經過翻動， 人類健 

康就會因吸入空氣中的石棉纖維而受到影響。 

 

一般而言，只要在施工期間採取安全預防措施，
混有 NOA 的土壤都被建築地基、 路面或乾淨土 

壤覆蓋， 完工後沒有含 NOA 的土壤暴露在地層 

表面，NOA的危害問題就可解決。這些預防措施

包括灑水，使粉塵降落、清洗輪胎、在卡車上使
用保護墊布及監測粉塵。 

 

安全預防措施是電廠拆除工程的一環，但在污染
清除過程中，這項措施仍會繼續進行。由於廠區
開發計劃目前尚未確定，所以當污染土壤清除且
補滿乾淨的填土後，所有地層表面部份都會舖上
柏油，以防止 NOA 造成危害。 

如此做可讓廠區在開發案確定以前，提供土地臨
時使用的靈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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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廠區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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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州環境品質法案 (California 

Environmental Quality Act，CEQA) 

為了遵守加州環境品質法案 (California Environmental 

Quality Act，以下簡稱 CEQA 法案) 的規定，DTSC 

預備一項初步研究 (“Initial Study”)， 評估清除計劃 

草案對環境的影響。 DTSC 的研究結果顯示， 

此項草案不會對環境造成明顯影響，所以 DTSC 

打算發佈 CEQA「無影響聲明書」 (Negative 

Declaration)。DTSC 提供 「無影響聲明書」 

草案給民眾查閱，請參閱本實況說明書最後列出的
資料庫地點。 
 

後續步驟 

DTSC 仔細審閱考慮民眾意見後， 會發佈 

「意見回應書」 (Response to Comments) (這份 

「意見回應書」是 DTSC 對所有意見的正式書面 

回應)，然後才針對是否實施 RAP 計劃作最後決定。 

這份「意見回應書」 最後將納入正式行政檔案中。 

民眾可隨時到下列資料庫取閱這類資料。 

 

資料庫 

有關此 RAP 計劃草案、 

CEQA「無影響聲明書」 及相關文件， 

都可在下列的資料庫取閱： 

Portola Branch Library 
380 Bacon Street (at Goettingen) 
San Francisco, CA 94134 
(415) 355-5660 
 
A. Phillip Randolph Institute Office 
1301 Evans Avenue 
San Francisco, CA 94124 
(415) 821 4777 

(星期一至星期五 9:00 a.m.-5:00 p.m.) 
 
 

有毒物質控制部門  (Department of Toxic 
Substances Control) 
700 Heinz Avenue, Suite 100 
Berkeley, CA 94710 

檔案室：星期一至星期五：8:00 a.m. - 5:00 p.m. 

請致電約定查閱時間： (510) 540-3800 

 

DTSC 的 Envirostor 

網址：www.envirostor.dtsc.ca.gov/public 

 

DTSC 聯絡資訊 

 

有關草案的一般問題，請聯絡： 

Janet Naito 
DTSC Project Manager 
(510) 540-3833 
JNaito@dtsc.ca.gov  
 

有關民眾參與的問題，請聯絡： 

Marcus Simpson 
DTSC Public Participation Specialist 

(916) 255-6683，免費電話為 1-866-495-5651 

MSimpson@dtsc.ca.gov  
 

有關媒體的詢問，請聯絡： 

DTSC Public Information Office 
Carol Northrup 
(510) 407-4817 
CNorthru@dtsc.ca.gov 
 

聽障者通知 

TDD 使用者請撥電話 1-888-877-5378 

使用加州殘障轉接服務 (California Relay 

Service)。致電 (916) 255-6683 找 Marcus 

Simps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