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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究題目：   生態旅遊對香港生態環境的影響    

考試年份：             

學生姓名：             

班別／組別：            

學號：              

 

報告字數：   3470  

 

 

注意事項：  

1.  文字模式報告字數不得超過 4500 字；非文字模式報告的觀看時

間不得超過 22 分鐘，所附的短文則不得超過 1100 字。計算文字

模式報告和短文字數時，不包括封面、目錄、標題、圖、表、相

片說明、標點、腳註、註釋、參考資料、書目和附錄。  

2.  考生有責任清楚計算其報告或短文的字數，並準確地在本封面註

明。  

3. 若學生的習作（獨立專題探究報告）被校本評核系統揀選作檢

視，學校在繳交習作予香港考試及評核局前，教師須先行刪去封

面上的學生姓名、班別／組別和學號資料，並確保報告和短文內

沒有學生身份和學校的資料。非文字模式報告中，也需要刪去一

切能辨識學生身份和學校的資料，包括學生的樣貌。 

 

樣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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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題目界定  

 

1.1 研究背景  

 

在 2003 年 SARS 期間，香港曾牽起一片生態旅遊熱潮，近兩年雖然

逐漸變得淡靜，但「生態旅遊」仍不時被政府引用作為促進可持續發

展的手段。有不少人認為生態旅遊與郊遊無異，但這概念其實並不正

確。生態旅遊是一個多元概念，當中的重點是要增加對大自然的認識

和感情，以及對當地文化的關注。因此，純粹到郊外遠足行山，並不

是生態旅遊。此外，生態旅遊是有主題的，有一定的目標，而在旅遊

的同時，亦必須確保不會對當地生態構成負面影響 1。  

 

1.2 研究目的  

 

香港是一個自然生態資源豐富的城市，有超過百分之四十的保護地

區，而近年亦不斷發現生態旅遊。雖然香港有多方面的條件和優勢來

推廣生態旅遊，但依然需要政府政策以及市民大眾的支持才能達到成

效。  

 

一般而言，生態旅遊應到相對未受干擾或未受污染的自然區域旅行和

有特定主題，以學習、體驗或欣賞自然景物、野生動植物及當地本土

文化為目標。而在旅遊的同時，應以為當地的原住民創造就業和社會

發展的機會和環境及資源保育為前提，盡量減少旅遊對四周環境的影

響。縱然有環保團體和有心市民關注，但香港的生態旅遊是否仍有不

                                                 
1  轉自自然足印，來源：http://www.footprint.org.hk/edu_act.php 

http://www.footprint.org.hk/edu_act.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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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之處？對本地的生態是否有造成壞影響？有見及此，本專題研究報

告希望籍此探討生態旅遊對於香港的生態環境的利與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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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相關概念和知識／事實／數據  

 

2.1 概念  

 

生態旅遊：對環境的影響減至最低的自然旅遊、經濟上資助自然保

育、可持續生態旅遊地點管理及有教育元素的旅遊活動 2。生態旅遊

不僅限於自然旅遊，也包括文化旅遊。生態旅遊的目的是使遊客開始

關心那些生活在邊遠地區的民族的生活環境和生活質量以及他們的

特殊文化 3。同時，生態旅遊具有觀光、度假、休養、科學考察、探

險和科普教育等多重功能，以自然生態景觀和人文生態景觀爲消費客

體 4。  

 

2.2 研究方法  

 

本專題研究報告以個人訪談和實地考察的形式去收集專家的意見和

自行了解生態旅遊的模式。首先會訪問對於生態保育有研究和經驗豐

富的專家，了解現時香港的生態狀況、現時生態旅遊的發展和個人意

見等。其次，亦會親自參加生態旅遊，然後把參加後所得的經驗以及

所見所聞和網上所搜集得的資料中，如生態旅遊的景點、學會網頁和

有關該方面的消息等，並以此分析生態旅遊所帶來的利弊。  

 

                                                 
2
 Global Sustainable Tourism Criteria for Hotels and Tour Operators (Version 2, 23 February 2012), 

source: 

http://www.gstcouncil.org/sustainable-tourism-gstc-criteria/criteria-for-hotels-and-tour-operators.html 
3
 香港生態遊概念，來源：http://www.rthk.org.hk/elearning/ecotour/aboutecot.htm 

4
 「生態旅遊概念綜述」，來源：www.ecotourism.org.hk/.../EcotourConcept.doc 

http://www.gstcouncil.org/sustainable-tourism-gstc-criteria/criteria-for-hotels-and-tour-operators.html
http://www.rthk.org.hk/elearning/ecotour/aboutecot.htm
http://www.ecotourism.org.hk/.../EcotourConcept.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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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研究局限  

 

由於生態旅遊有各種不同的模式，單單參加一兩次的生態旅遊未能夠

全面理解當中的運作模式。其次，香港有不同的地方能作為生態旅遊

景點之一，各地情況不一，難以作全面理解。而且，香港有不少的生

態景點都十分險要，部份更規定成禁區，不能再者作詳細考察。再者，

不同的專家會有不同的意見，難以覓得一位合適的人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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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深入解釋議題  

 

3.1 現時香港的生態旅遊狀況與發展 ---個人訪談結果  

 

這 次 的訪 談 對 象 是 已 有 多年 研 究 和 保 育 生 態經 驗 的 專 家 程 詩 灝先

生，現在是生態教育及資源中心的總監，他亦是多項香港生態保育計

劃的負責人，對生態十分有研究。根據訪談後的結果，生態旅遊不但

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帶來多樣好處，亦能帶動了香港的經濟發展。首

先，生態旅遊原意是希望令市民提高對生態保育的意識，希望可以透

過活動給大眾去認識我們的自然環境、愛上自然環境、滲透一些信息

讓大家去保育自然環境。當大家喜歡上自然環境後，便會主動去保

育，這便是其中的特點之一。  

 

其次，生態旅遊與保育是分不開的，生態旅遊本身是一個工具、一個

過程，給你們去了解大自然環境的過程、認識生物的工具。當我們了

解後，下一步便是要保育，所以生態旅遊與態保育是必然掛勾的。然

而，生態旅遊的壞處只得一個，就是人為的滋擾。這不是生態旅遊本

身的問題，而是整體性於我們發展生態旅遊的策略上如何去定立，而

且生態旅遊亦能利用公眾的監察力去監察這個地方。以深涌為例，起

初的策略是竭力去保護這個地方，不被外界知道，但不被外界知道的

時候，發展商在裡面做甚麼亦沒有人知道。  

 

再者，生態保育的前一步是環境教育。環境教育的意思是透過大自然

環境眾為一個課室，帶大家去看去喜歡去了解，再踏入保育的行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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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見，生態旅遊能為香港帶來多方面的好處，但於香港發展卻有

困難。首先，香港處於一個很複雜的空間裏，雖然有大量的生態環境，

然而卻與本地的一日遊重疊於一個地方上或是香港人本身的意識不

足，未能讓大家真正感受和認識生態和吸引市民參與。因此，香港發

展生態旅遊的步伐十分緩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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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判斷及論證  

 

4.1 生態旅遊所帶來的利弊 ---實地考察結果  

 

在這次的考察過程中，我分別進行了兩種不同形式的生態旅遊，分別

是以個人自行參及由漁護署舉辦的生態旅遊。  

 

首先，我是先透過學校得知由漁護署所舉辦的活動，是次的活動是參

觀西貢一帶海域，已經成為世界海岸公園的地區。接受報名的過程

中，亦有不少同學踴躍參加。由此可見，現今的青少年也不乏對生態

的興趣。而於進行的過程中，一直都有工作人員從旁解說導賞，能讓

同學們更容易了解和接收生態的資訊和保育訊息，同學們有也專心聆

聽，亦不時向導賞員發問，從中學習分別各種魚類品種和認識他們的

習性。  

 

其次，有一個真實的環境讓同學們去感受生態，比起上課時不斷灌輸

保育知識更為有效，因為當中更富趣味性。再者，由政府或是其他環

保組織所舉辦的生態旅遊團，都會詳細向參加者說明參加生態旅遊時

應守的規則 5。以是次的考察結果為例，導賞員清楚說明，地質公園

的地質和地貌各有不同而且地勢險要，不建議大眾上去參觀或是帶走

石塊，以至破壞生態環境。由此可見，該種生態旅遊能在讓人們參觀

                                                 
5 立法會環境事務委員會會議紀要，2012 年 11 月 26 日，「漁護署署理助理署長表示，由於生

態旅遊已變得商業化，當局有需要加強與旅遊業界的合作，以保護自然環境，並為帶領生態導賞

團的導遊提供適當培訓。政府當局亦一直與香港旅遊發展局(下 稱"旅發局")及旅遊事務署保持密

切聯繫，合力在生態較易受破壞的地點(例如米埔自然保護區及濕地公園等)推廣生態旅遊，並正

制訂有關的交通安排。環境保護署助理署長(自然保育及基建規劃科)(下 稱"環保署助理署長")補

充，為推廣生態旅遊，有需要加強公眾對保護生態的意識、為導遊提供適當培訓、採取有效的控

制人羣措施及提供足夠的配套設施。」來源：

http://www.legco.gov.hk/yr12-13/chinese/panels/ea/minutes/ea20121126.pdf 

http://www.legco.gov.hk/yr12-13/chinese/panels/ea/minutes/ea20121126.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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欣賞的同時亦保育了生態環境，並未對生態造成傷害或破壞。  

 

另外，我亦參考了生態旅專家程詩灝先生的意見，自行去實地考察白

腊灣。相比起由漁護署所舉辦的生態旅遊團，雖然少了導賞員的講

解，卻有更大的自由度。人們可以自行規劃進行生態旅遊的路線，選

擇自己想看的生態景點。其次，亦可慢慢感受生態，不必受生態旅遊

團的時間限制。但同時，也欠缺了適當的指引，讓市民知道該遵守的

規則，如不應大聲喧嘩，以致騷擾到附近的生態動物、保護環境，不

應亂丟垃圾等。當中更有不少真實的例子是生態景點沒有指示或指示

不清晰，以致有遊客攀上一些有危險的群島，不但對自己的生命構成

危險，也會玄對這些生態造成傷害。不過在另一方面，市民會因為對

環境的知識不足而好奇，繼而會自行上網搜尋有關資料。  

 

兩種的生態旅遊模式都能達至提高市民對生態的認識，藉此加強他們

對生態保育的意識。雖然當中仍有不足之處，但是能透過加強教育宣

傳推廣等方面來改善。由此可見，生態旅遊對生態環境大有好處，當

中的弊只在於人本身而不是生態旅遊。  

 

4.2 分析  

 

生態旅遊的原意是希望令市民提高對生態保育的意識，希望可以透過

活動給大眾去認識我們的自然環境、愛上自然環境、滲透一些信息讓

大家去保育自然環境。在經過兩種不同形式的調查後發現，生態旅遊

對生態環境造成的是利多於弊。  

 

利，當然是生態旅遊能成功在香港推行，並達到它的原意，不但能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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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生態，避免受破壞或開發，也能讓市民大眾接觸和認識生態以及帶

動經濟。同時，亦能透過大眾的力量來保護生態。  

 

弊，則是當中所受到的限制。例如政府的支持不足、市民對該方面缺

乏興趣、發展商不合作等。其次，市民欠缺保育生態的觀念。因此，

當他們進行生態旅遊時，或會做出一些破壞生態、騷擾生態的行為。 

 

綜合以上的經驗和研究，可見生態旅遊雖然各有利弊，但是推行生態

旅遊卻是不可或缺的。其次，當中的利多於弊，對香港環境未來的發

展有所幫助並能加強後代對保護環境的認知。  

 

4.3 建議  

 

我們可從多方面改善，如政府、遊客、發展商及環保團體等。  

 

於政府方面，政府可改變其土地政策，仿效其他城市地方，如馬來西

亞，它們會把一些有高生態價值的島嶼國有化，然後推行保育。香港

政府亦可把於港內具有生態價值的地方例為受保護地區或把這些地

區發展成為生態旅遊境點之一，一方面可以保護這些具有生態價值的

地方，另一方面可以支持發展生態旅遊，同時也讓市民多接觸生態並

加強大眾的環保意識。  

 

其次，亦可改善旅遊政策，如發展漁民旅遊團，讓市民親身感受大自

然等等。再者，政府作為主導，應與多方面加以聯繫，由其是發展商。

政府應與發展商多加溝通，以避免再發生生態環境受破壞的事情。同

時，政府亦需加強對生態旅遊的宣傳，讓市民多接觸有關資訊，以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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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社會對該方面的關注。  

 

於遊客方面，我們應先改變生態旅遊的模式，改變遊客對生態的看

法，如帶領他們去認識生態的奧妙之處，而不是與普通本地旅遊團無

異的模式。另外，我們亦需詳細教導他們於進行生態旅遊期間應守的

規矩，如保持寧靜、不干擾野生動物、遵守一切指示等，減少我們人

為造成對環境的滋擾。此外，政府也可立例規管，阻止市民隨便登上

或進入一些危險及容易受破壞的地區，一方面可以保障市民的安全，

另一方面也可以藉此保育生態。  

 

於另一方面，發展同必要的，但亦要能做到與環境配合。以興建機場

第三條跑道為例，為了會滅絕中華白海豚、破壞生態環境等等的問

題，我們可以做到的便是興建第三條跑道的時候減少對白海豚所造成

的影響。因此便需要一個長遠的策略，以逹致完成跑道興建後如何令

海豚回來居住，創造一個更加安全、更好的環境給牠們生活。  

 

例如建議給機管局於海豚的交配高峰期的這些時間停止工作，因為停

止工作，便可減低當時的污染情況，當海豚回來居住時的影響不會太

大。若要加快工程，便於十月至三月期間  (海豚於香港的數量較

少 )，便可減低對海豚的滋擾。這些都是社會發展為環境保護所做到

的工作，同時，亦可為生態旅遊出一分力。  

 

此外，第三條跑道建成後，因跑道與沙洲、龍鼓洲海岸公園的距離可

成為白海豚的保護區的範圍之一，成為最大的海岸公園、人工保護

區，同時也能夠成為生態旅遊的景點。由此可見，其實只要發展和保

育協調恰當，兩者亦能夠互惠互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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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unep.org/resourceefficiency/Home/Business/SectoralActivities/Tourism/tabid/78766/Default.aspx
http://www.unep.org/resourceefficiency/Home/Business/SectoralActivities/Tourism/tabid/78766/Default.aspx
http://orientaldaily.on.cc/cnt/news/20110621/00190_00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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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態旅遊有關新聞 (2) 

http:/ /paper.wenweipo.com/2009/10/20/zt0910200011.htm  

深涌自然生態後花園  

 

 

 

 

http://paper.wenweipo.com/2009/10/20/zt091020001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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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個人訪談內容  

 

日期：二零一二年四月九日  

時間：下午四時三十分  

地點：黃埔某屋苑平台  

受訪者：Ken Ching 程詩灝   

 

Q1：以你的專業知識，甚麼是生態保育？  

A1：生態保育很簡單，字面上就是保護我們的生態環境，亦要分清楚

是別一個層面。「保育」這個字不能濫用，現在有太多發生的事件濫

用了「保育」。  

例如機場第三條跑道，很多人反對，反對的原因是會滅絕中華白海

豚、破壞生態環境等等，但我們一定要從科學上的數據去看這是否一

個事實。我不認同也不認為興建第三條跑道會令海豚絕種，香港海豚

絕種的原因不是因為第三條跑道，而是因為中華白海豚的族群的年齡

比較大、比較老及生育能力較弱。當然，亦可引伸到牠們的生活壓力

大，但這不單單於香港，全個南中國海 (由東北面至西南面 )，甚至每

一個有白海豚出現的地方，牠們都面對人類發展的問題。我們現在需

要的是 Sustainable Development(可持續發展 )，是要把保育和發展平

衡，不能偏向單一方面。所以，我們第一步是要知道如何去令第三條

跑道興建的時候對白海豚的影響減少，第二步我們要做的工作就是想

一個長遠的策略，完成跑道興建後如何令海豚回來居住，創造一個更

加安全、更好的環境給牠們生活。說到後者，如何去創造更理想的家

給白海豚的時候，首要面對的是一要有經費，即使全港人付出十元有

七千萬亦不夠，做一個如此大型的保護區，不是一兩年的事，而是十

年二十年的事，所以我們要一個長期的發展策略，這個時候我們最好

和發展商商量，他們應如何去做，給他們一些建議。例如海豚的交配

高峰期是暑假的時候，生育的高峰期亦於七月左右，而潮汐漲退亦對

牠們有影響，如建議給機管局，於這些時間停止工作，因為停止工作，

便可減低當時的污染情況，當海豚回來居住時的影響不會太大。若要

加快工程，便於十月至三月期間 (海豚於香港的數量較少 )，便可減低

對海豚的滋擾。除此以外，想一個長遠的策略，我本人現在亦建議機

管局於建成第三條跑道後，因跑道與沙洲、龍鼓洲海岸公園只相差

1.5 公里，而這個位置並非航道，即我們有很大的空間將沙洲、龍鼓

洲海岸公園白海豚的保護區的範圍擴闊至第三條跑道內，因為跑道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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旁海邊五十米的範圍會例作保安區，船隻不能駛入；既然有五十米的

保安區，為何不把沙洲、龍鼓洲海岸公園 1.5 公里的範圍連至跑道保

安區，成為最大的海岸公園、人工保護區？這裡船的航速要減慢、沒

有拖網、不是航道等的關係，自然牠們便有一安全舒適的環境生活。

解決了「住」的問題，還有「食」的問題。  

那麼何謂生態保育呢？生態保育就是要保護動物的生存空間，兩大的

要素就是「住」和「食」。如果沒有「住」和「食」，動物便會離開，

亦促成為何會有大迁徙的出現。如每年雀鳥為何都要由西伯利亞飛到

澳洲，飛越大半個地球，是因為西伯利亞的冬天的環境已變得很差

劣，根本不容許生物在那邊生活，牠們便需要迁徙。所以如果我們要

做生態保育，第一件必須要知道的是如何確保動物有生存的權利，包

括「住」和「食」這兩大要素。  

解決了保護區「住」的問題，還有「食」。多建造一些人工珊瑚嶕、

給多一些魚在這裡繁殖，牠們的食物資源便會增加，解決了「食」的

問題，海豚自然有健康的環境生活，有健康的環境生活自然會提高生

產率，生產率提高的時候，便可以持續發展下去。這才是我們要去想

的事情，因為，單看「生態保育」這四字的涵蓋面實在大闊。  

 

Q2：生態旅遊有否令市民更關注生態保育嗎？  

A2：應該分兩個層面去回答。第一個層面是，它的原意是希望令市民

提高對生態保育的意識，實際在香港做不到。不是因為香港人的意識

差，而是我們處於一個很複雜的空間裏，這個空間便是本地的一日遊

與生態旅遊重疊於一個地方上。例如東坪洲，所有屋村旅遊、旅行社

每年都去一次，東坪洲的生態環境十分好，包括全香港最大的珊瑚保

護區、珊瑚魚品種是香港第二多的地方、全香港最大的海藻繁殖地等

等。但當你很想了解這個地區時，旁邊卻有幾百人帶著喇叭走過，你

覺得怎樣？所以我分兩個層面去回答，原意是希望透過生態旅遊提高

大眾對生態保育的意識，對生態的了解，了解之後自然有推動力去做

保育的工作。若一開始說保育太沉重，我們去玩去享受，然後喜歡大

自然。例如觀鳥，你根本不喜歡的話，甚至連羽毛都怕，沒有興趣自

然沒有推動力去做下一步的工作。所以第一個層面是希望可以透過活

動給大眾去認識我們的自然環境、愛上自然環境、滲透一些信息讓大

家去保育自然環境，但集我十多年經驗，實際於香港要做到是很困

難，很困難亦告訴了我們為何香港生態旅遊的步伐如此慢。  

 

Q3：你同意以生態旅遊進行生態保育嗎？  

A3：一定同意。其實生態旅遊與態保育是分不開的，生態旅遊本身是

一個工具、一個過程，給你們去了解大自然環境的過程、認識生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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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具。當我們了解後，下一步便是要保育，所以生態旅遊與態保育是

必然掛勾的。  

 

Q4：你如何看當中的利弊。  

A4：很多都說生態旅遊有壞處，其實只得一個，就是人為的滋擾，所

以這不是生態旅遊本身的問題，而是整體性於我們發展生態旅遊的策

略上如何去定立。十多年前，不進行生態旅遊反而隱藏生態的這個說

法是對的，但於十多年後的今日這個說法卻錯。因為每一個人都有權

利去知道我們的空間內有甚麼，我們不能隱藏就當已經保護了。例如

深涌，起初的策略是竭力去保護這個地方，不被外界知道，但不被外

界知道的時候，發展商在裡面做甚麼亦沒有人知道，所以我們當時採

取很大膽的策略便是把所有的資料公開，利用公眾的監察力去監察這

個地方。隨著時代的改變，策略上亦有調整。  

 

Q5：相較以前，現在參加生態旅遊的人數有否改變？  

A5：增加了。自從沙士後，參加的人多了很多，因為人開始發現整個

環境上的變化對自身健康有很大影響。沙士期間，越來越多人意識到

健康這個問題很重要，所以慢慢多了很多人去大自然環境裡面，多人

去看到的東西自然多，喜歡這些生物的人亦相比以前增加了。如是

者，參加生態旅遊的參加者人數亦一直提升。  

 

Q6：人數增加 /減少是否代表關注生態保育的人增加 /減少？  

A6：兩者不應同一而論，喜歡生態的人不等於要去保育生態，屬於這

一類的人於香港四周都有。例如拍攝雀鳥，背後的意義是甚麼？有些

人為了拍攝，會喂蟲引雀鳥到身邊，你怎說這些人是保育。保育首要

條件是不能去改變動物自身的行為，所以你會看到拍記錄片的時候，

一隻斑馬寶寶被獅子捉到，即使場面很傷心，仍會他們繼續拍攝，而

不去干擾野生動物，這就是我們的大前提。如果我們要去保育的時

候，更要清楚事情的目的。如南生圍，若所有拍攝的人，一起把照片

公開，不論雀鳥、昆蟲、哺乳類動物，讓大家知道南生圍就是一個如

此精彩的地方。人數增加不是代表關注生態保育的人增加的原因就是

很多人只是為了自己的興趣，而不是大自然環境。你上網搜尋可以看

見，很多人去喂蟲、拍攝貓頭鷹的時候使用閃光燈、用膠水令蝴蝶不

能飛走等等。  

 

Q7：若香港加強生態保育，你有甚麼建議？  

A7：生態保育的前一步是環境教育，我至少要讓你們這一代知道，由

你們繼續去推動保育。環境教育的意思是透過大自然環境你為一個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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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帶你們去看去喜歡去了解，再踏入保育的行列。要知道一件事要

成功，必須要有很多人發聲，當有很多人發聲時候，可以保護這個地

方的機會便很大，只是機會，不是百分百。我們亦需要有很多科學研

究上的數據去支持我們保育的方向，以第三條跑道為例，已經是發展

與保育之間的一個很具爭議性的課題。我從事生態旅遊、生態保育多

年，為何我會站在支持發展的那一邊呢？一個社會沒有發展是不可能

的事，只是我們要如何做到平衡保育和發展，這才是我們最終的目

標，保育的目的不是停止發展。  

 

Q8：你希望政府增加一些甚麼的操施來幫助推行生態旅遊？  

A8：有很多方向。例如土地政策，我們可不可能效法馬來西亞呢？若

馬來西亞看見一個島，會為這個島作調查，如果高生態價值便會把這

個島國有化，然後推行保育。若香港可以這樣推行，便不會出現 Pocket 

Area 的情況，土地政策便有一大篇的事情要做。所以你問政府政策可

以有甚麼改變，不同範籌都有很多改變。另外亦有旅遊發展的政策，

為何我們不能發展漁民旅遊團？到你們這一代，我問你漁民捕魚的方

法有多少種、漁船有多少種，你根本不會知道。為何不活化這個夕陽

的行列？不需要真正拖網，在船內作一個 museum，嘗試一下漁民的

生活，這就是我們能做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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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地考察報告 -白腊灣  

 

地點：西貢白腊灣  

日期： 2012 年 4 月 11 日  

前往方法：先乘坐地鐡到彩虹站，然後轉乘 92 號巴士到達西貢巴士

總站。到達西貢巴士總站後，乘坐 94 號巴士到達北潭通，再坐的士

直達白腊村村口，步行約 20 分鐘便到達白腊灣。  

 
白腊灣是生態旅遊熱點，每到假日便有很多旅客、遊艇到訪。但由於

白腊灣位置偏辟，平日甚少遊人到訪。  

白腊灣附近亦有白腊仔及木棉洞等著名境點。  

實地考察當日，沿途甚少遊人，從山下行至白腊村只遇到部分工人搬

運。步行 10-15 分鐘左右，便會到達白腊村。  

 

於白腊村已可見有一大片草地，但因早前的土木工程而導致受到破

壞。（詳情  6.3 生態旅遊有關新聞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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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續步行約 5 分鐘，便可看見整個白腊海灘。  

 

海灘水清沙幼，仿佛尚未受到人為破壞，但相比於網上所得的資料，

其實已大不如前。而海灘上有不少垃圾，如膠樽、發泡膠等。  

 

白腊灣仍保留有明媚的風景，可讓我們能在香港也欣賞到如此的生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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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但美中不足的是前往途中沒有任何補給站和垃圾筒，只得白腊

灣的一間士多。此外，白腊灣是手提電話的盲點，遊客想用電話只可

向士多借用。另外，行山前往的遊客離開時需行上山再等的士，頗為

辛苦，而且來回路程費時曲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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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地考察報告-西貢海域 

 

 
 

於橋咀洲景區附近乘坐由漁護署提供的船隻，一直沿着指定路線遊

覽。當天亦有派發單張，簡單介紹我們沿途會看到的生態品種、岩石、

捕魚方法等。導賞員更透過許多生動的方式來介紹，如播短片、問答

遊戲、參觀魚排等，令過程中更添趣味，讓同學們更投入。參觀魚排

當天，我們更有幸看到十分難捕獲的八爪魚及其他漁民辛苦一天所得

的漁獲，同學們都表現得很雀躍。導賞員也介紹了魚排排主，他本是

附近的漁民，後來捕漁業維持艱難，便開設漁排，更興漁護署合作。

其次，政府亦規管漁民捕漁數目和次數，以保障海洋生態，這導致漁

民的生計受影響。因此，他們便與漁護署合辦生態旅遊，不但能保護

生態、讓漁民有就業機會，也能給市民一個認識生態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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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後，我們更參觀了一個島嶼上的廟宇，是以往漁民的依賴。這亦是

生態旅遊的一部份，即文化旅遊。  

 

然後，我們便開始遊覽地質公園內的群島境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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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賞員在途中不斷為我們講解，介紹群島的特色、形成的過程及我們

應該要遵守的規則。  

在途中，我們亦能遇到一些難得一見的動物，例如海豚和鳯頭鷹。導

賞員也有為我們講述其特性，亦有說明牠們是香港的受保護動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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