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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分配空置校舍及全新土地作為國際學校發展  

意向表達  
 

已預留的空置校舍及全新土地資料  
 

 
注意事項  
 
(1)   所有相片及位置圖只供參考。有關資料包括用地面積、樓齡、房間數

目、及校舍和土地邊界（如適用）為粗略數字，只供參考之用。  
 

(2)    回應團體應就翻新工程及土地發展事宜盡早尋求專業意見，以確保完

全理解現行法例及 /或行政要求及其對有關工程的影響。空置校舍的建

築圖則或草圖（如有的話）將會在邀請提交詳細建議書的階段向符合

有關要求的回應團體提供。成功獲分配校舍和土地的申請團體（下稱

“成功申請團體 ”）須聘用認可人士準備並提交有關翻新工程或建築工

程的圖則。  
 
(3)   成功申請團體須負責進行翻新、改建及建築工程的所有費用及開支，

以及進行相關研究的費用，包括但不限於在有需要的情況下進行的交

通影響評估及環境影響評估（如適用）。如在土地或校舍範圍有斜坡

及擋土牆，成功申請團體須作出保養、維修及鞏固工程，並容許有關

人士進入土地或校舍範圍，就範圍內或接近邊界的斜坡及擋土牆進行

相關的工程。  
 
(4)   成功申請團體在進行工程時須盡量減低對社區的生活環境造成的影

響。就空置校舍而言，成功申請團體應翻新而非拆卸所有或部分現有

建築物。該團體可在符合有關法例及 /或行政要求，及 /或獲有關當局

批准下，進行小型改建工程。  
 

(5)   有關校舍及全新土地將以現狀交予成功申請團體。獲分配校舍及土地

時，有關校舍及土地的狀況可能有變，時間視乎適用的程序以及現有

佔用人（如有的話）是否如期成功交還校舍及土地而定。  
 

(6)   如就有關校舍及土地的基建方面有進一步資料，本局將會在邀請回應

團體提交詳細建議書的階段提供。本局屆時會安排申請團體進行實地

視察。  
 

(7)   如有查詢，請致電 3509 8391 或以電郵  (winniewywong@edb.gov.hk) 
與黃穎賢女士聯絡  。  

 
 

http://www.edb.gov.hk/attachment/tc/sch-admin/sch-premises-info/allocation-of-sch/SAE%202012_international%20sch/Premises%20info_chi.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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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舍 A 

位置  鴨脷洲邨第一期    

面積  1 200 平方米  

樓齡  34 年  

房間  24 個課室及 8 個特別室  

狀況  可供即時使用 (請注意備註 (4))  

以前用途  本地小學  

預計學額  不少於 580 個學額  

備註  

(1)  成功申請團體預計在 2015/16 學年開始在校舍運作。  

(2)  校舍位於鴨脷洲邨範圍內，現時由香港房屋委員會管理。成功申請團體除須與教育局簽

訂服務合約外，並須與香港房屋委員會簽訂租約。  

(3)  校舍周邊的休憩用地 (open space)包括休憩處 (si t t ing out area)及籃球場屬鴨脷洲邨公用

地方，須與鴨脷洲邨居民共用。如沒有學校活動，其他學校設施須在非上課時間開放予

公眾人士使用。學校禮堂須在晚間及公眾假期開放予社區共用。  

(4)  校舍入口沒有可供車輛直接上落學生的地方。成功申請團體必須實施強制學生乘搭校巴

或公共交通工具的措施：所有學生須使用校巴或公共交通工具（的士除外）往返學校，

包括往返學校參加課外活動或其他在非上課時間進行的活動。成功申請團體須進行交通

影響評估，並向南區區議會匯報評估的結果及日後的交通安排，包括如何落實強制學生

乘搭校巴或公共交通工具的措施。成功申請團體須在南區區議會滿意其交通安排的建議

後，才會獲分配校舍營辦學校。  

(5)  接載學生上落須在指定地點進行，即 (i)校舍對開指定露天泊車位； (i i)鴨脷洲邨街市的

上落客貨區；(i i i)鴨脷洲邨公共運輸交匯處旁的公眾路旁停車處；及 (iv)如有確實需要，

怡南路路旁的停車處，該處可停泊不多於兩輛中型校巴。上述地點的位置載於附錄。成

功申請團體應制訂護送學生從上落客地點往返學校的有關安排。成功申請團體應與附近

兩所小學尤其海怡寶血小學商討，避免學校的上下課時間重疊及輪流使用停車處。校巴

應使用利南路及其泊車處等候接載學生。校巴不可在海怡半島範圍停留等候。  

(6)  鴨脷洲橋道設公共雨水排水系統，可供排水渠道接駁。  

(7)  成功申請團體須負責安排恢復使用校舍內的升降機並須與鴨脷洲邨管理當局商討恢復

使用連接至利寧樓的公共天線分布系統。  

(8)  在符合現行有關建築、防火及相關法例及 /或行政要求（包括提供無障礙通道）下，成

功申請團體應翻新而非拆卸所有或部分現有建築物。   

(9)  成功申請團體在獲分配校舍後應自行安排校舍保安及清潔服務。  

(10)  成功申請團體應就社區關注事宜包括交通事宜與香港房屋委員會、領匯、鴨脷洲邨屋邨

管理諮詢委員會、有關政府部門及社區人士合作處理，以令各方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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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接載學生上落的指定地點  

 

 

 

 

 

 

 

 

 

 

 

 

 

 

 

 

 

 

 

 

 

 

 

 

 

 

 

 

 

 
 
 
 
 
 
 

 

校舍 A 

鴨脷洲邨範圍 

北  

將建成的有蓋天橋 
 

(i) 露天停車場  
 

(ii)上落客貨區  
 

(iii) 公共運交匯處旁的

公眾路旁停車處  
 

(iv) 怡南路路旁停車處 
（如有確實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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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舍 B  

位置  新界大埔馬聰路 6 號  

 

面積  5 770 平方米  

樓齡  19 年  

房間  28 個課室及 22 個特別室  

狀況  可供即時使用  

以前用途  本地中學  

預計學額  不少於 670 個學額  

備註  
(1) 成功申請團體預計在 2015/16 學年開始運作。團體如建議開辦中學課程，應在

2017/18 學年或以後開辦；此要求不適用於在獲分配校舍時已提供非本地小學或中

學課程的成功申請團體，以讓該校或來自其他國際學校的學生可在校舍繼續學業。 
(2) 成功申請團體須進行交通影響評估，該評估須包括下列各項：  

(a)  於校舍範圍內提供交通設施，例如上落客區及停車位－在校舍範圍內提供足夠

空間以確保車龍不會伸延至公用道路。如有車龍將會對交通情況造成一定影

響；  
(b)  校巴或旅遊巴士往返校舍時在馬聰路調動的安排及有關建議；  
(c)  馬聰路的行人設施─檢視及在有需要時提升行人徑及過路設施；  
(d)  由學校引致額外的車次（包括但不限於由校巴引致的車次）；  
(e)  校舍翻新期間及學校開始運作後馬聰路的負荷能力及有關建議；及  
(f)  乘客對現時公共交通服務（包括專營巴士及專線小巴）新增的需求，以及對提

升現時公共交通服務的建議。  
(3) 成功申請團體須實施強制學生乘搭校巴或公共交通工具的措施。所有學生須使用校

巴或公共交通工具往返學校（的士除外）。成功申請團體應避免與附近中學的上下

課時間重疊。車輛只可在校舍範圍內接載學生上落。  
(4) 如沒有學校活動，學校設施包括籃球場須在非上課時間開放予公眾人士使用。學校

禮堂須在晚間及公眾假期開放予社區人士使用。  
(5) 校舍可能受達運道及相鄰露天停車場的噪音影響。成功申請團體須進行詳細的噪音

影響評估以確保潛在的噪音問題得以妥善處理。  
(6) 校舍旁設有污水系統。成功申請團體須進行污水收集系統影響評估以確保現時污

水渠可負荷增加的污水流量並處理有關污水收集系統接駁事宜。現有水管或會受

影響，需要進行分流。  
(7) 成功申請團體須負責安排恢復使用校舍內的升降機。  
(8) 在符合現行有關建築、防火及相關法例及 /或行政要求（包括提供無障礙通道）下，

成功申請團體應翻新而非拆卸所有或部分現有建築物。  
(9) 成功申請團體在獲分配校舍後應自行安排校舍保安及清潔服務。  
(10) 成功申請團體應就社區關注事宜包括交通事宜與有關政府部門及社區人士合作處

理，以令各方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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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 1  

位置  將軍澳第 67區（市中心）  

土地面積  約 8 200 平方米   

土地界線  在獲分配土地時地政總署將確定土地邊界  

狀況  可供即時使用  

預計學額  不少於 720 個學額  

備註  
(1) 成功申請團體預計在 2018/19 學年開始在全新土地運作。  
(2) 土地範圍內學校發展的建築物高度限制為 40 米。土地南面邊界設有一個 15 米闊的

非建築用地。  
(3) 成功申請團體須進行交通影響評估，該評估須包括下列各項：  

(a)  在土地範圍內提供交通設施，例如上落客區及停車位－在土地範圍內提供足夠

空間以確保車龍不會伸延至公用道路。如有車龍將會對將來交通情況造成一定

影響；  
(b)  校巴或旅遊巴士往返土地時在連接土地的新路調動的安排及有關建議；  
(c)  新路的行人設施─檢視及在有需要時提升新建的行人徑及過路設施；及  
(d)  評估對土地附近的道路系統及道路交界處帶來的交通影響，並在有需要時提升

有關設施。  
(4) 成功申請團體須實施強制學生乘搭校巴或公共交通工具的措施。所有學生須使用校

巴或公共交通工具往返學校（的士除外）。成功申請團體應避免與附近學校（如有的

話）的上下課時間重疊。   
(5) 成功申請團體須進行噪音影響評估，確保道路噪音對學校的影響減至最低。  
(6)  土地設有食水及鹹水供應。現有水管或會受影響，需要進行分流。  
(7) 建築物設計須遵照建築事務監督所公佈的可持續建築設計指引。在進行建築工程包

括小型工程時，成功申請團體須符合現行有關建築、防火及相關法例及  /或行政要求

（包括提供無障礙通道）。  
(8) 如沒有學校活動，學校設施須在非上課時間、晚間及公眾假期開放予公眾人士使用。 
(9) 成功申請團體應就社區關注事宜包括交通事宜與有關政府部門及社區人士合作處

理，以令各方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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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置圖  

 

土地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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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 2 

位置  將軍澳第 85區（小赤沙）  

土地面積  約 6 950 平方米  

土地界線  在獲分配土地時地政總署將確定土地邊界  

狀況  部分土地目前由私人停車場營辦者以短期租約租

用。土地將由 2015 年年中起空置。  

預計學額  不少於 720 個學額  

備註 
(1)  成功申請團體預計在 2018/19 學年開始在全新土地運作。  
(2)  土地位於將軍澳第一期堆填區 “250 米諮詢區 ”，或會受堆填氣體遷移相關的問

題所影響。   
(3)  土地附近有一條明渠。  
(4)  土地現時只可經由石角路進出。  
(5)  成功申請團體須進行交通影響評估，檢視現時道路能否負荷學校日後的發展。  
(6)  土地可能受對面的露天停車場噪音影響。成功申請團體須進行詳細的噪音影響

評估以確保潛在的噪音問題得以妥善處理。  
(7)  土地設有基本渠務及污水處理系統。  
(8)  建築物設計須遵照建築事務監督所公佈的可持續建築設計指引。在進行建築工

程包括小型工程時，成功申請團體須符合現行有關建築、防火及相關法例及  /
或行政要求（包括提供無障礙通道）。  

(9)  如沒有學校活動，學校設施須在非上課時間、晚間及公眾假期開放予公眾人士

使用。  
(10)  成功申請團體應就社區關注事宜包括交通事宜與有關政府部門及社區人士合作

處理，以令各方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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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置圖  

 
 

土地 2 



 

土地 3                                                                                  9 
 

土地 3  

位置  大埔第 4區（近吐露港公路及香港科學園）  

土地面積  約 6 200平方米  

土地界線  在獲分配土地時地政總署將確定土地邊界  

狀況  土地目前由土木工程拓展署及渠務署暫用。土地將由

2015年年初起空置。  

預計學額  不少於 720 個學額  

備註  
(1) 成功申請團體預計在 2018/19 學年開始在全新土地運作。  
(2) 成功申請團體須進行交通影響評估，該評估須包括下列各項：  

(a)  在土地範圍內提供交通設施，例如上落客區及停車位－在土地範圍內提供足

夠空間以確保車龍不會伸延至公用道路。如有車龍將會對將來交通情況造成

一定影響；  
(b)  校巴或旅遊巴士往返校舍時在科進路調動的安排及有關建議；  
(c)  科進路的行人設施─檢視及在有需要時提升新建的行人徑及過路設施；  
(d)  由學校引致額外的車次（包括但不限於由校巴引致的車次）；  
(e)  興建校舍期間及學校開始運作後科進路的負荷能力及有關建議；及  
(f)  乘客對現時公共交通服務（包括專營巴士及專線小巴）新增的需求，以及對

提升現時公共交通服務的建議。  
(3) 成功申請團體須實施強制學生乘搭校巴或公共交通工具的措施。所有學生須使用

校巴或公共交通工具往返學校（的士除外）。成功申請團體應避免與附近學校（如

有的話）的上下課時間重疊。   
(4) 成功申請團體須進行噪音影響評估。  
(5) 土地旁設有污水系統。成功申請團體須進行污水收集系統影響評估以確保現時污水

渠可負荷增加的污水流量並處理有關污水收集系統接駁事宜。  
(6) 土地設有食水及鹹水供應。現有水管或會受影響，需要進行分流。  
(7) 建築物設計須遵照建築事務監督所公佈的可持續建築設計指引。在進行建築工程

包括小型工程時，成功申請團體須符合現行有關建築、防火及相關法例及  /或行政

要求（包括提供無障礙通道）。  
(8) 如沒有學校活動，學校設施須在非上課時間、晚間及公眾假期開放予公眾人士使

用。  
(9) 成功申請團體應就社區關注事宜包括交通事宜與有關政府部門及社區人士合作處

理，以令各方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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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局 
2014 年 3 月 

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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