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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通訊組織通訊組織通訊組織通訊( Les nouveaux de GNU ): [二零零五夏秋] 

- 擬訂翌年二月參與香港島之環島行比賽。 

- 東平洲及船灣海考察將擬於冬季期間舉行。 

- 香港綠盟之新時事休閒區 http://cdts.hkgnu.org 將於九月十日重新面世。 

- 秋季野外定向擬定改於翌年初舉行。 

- 秋季植樹護理工作將分別於九月三十日及十月二十一日於八仙嶺及大帽山舉行。 

- 本期特刊共八頁。下期綠盟季刊將於二零零五年十二月至二零零六年一月間出版。 

- 其他詳情可瀏覽本組織之網頁其他詳情可瀏覽本組織之網頁其他詳情可瀏覽本組織之網頁其他詳情可瀏覽本組織之網頁。。。。各位亦可透過各位亦可透過各位亦可透過各位亦可透過電郵電郵電郵電郵、、、、網頁上之討論區或留言板發表意見網頁上之討論區或留言板發表意見網頁上之討論區或留言板發表意見網頁上之討論區或留言板發表意見。。。。

 

                       鳳凰山日出 

 

季刊索引季刊索引季刊索引季刊索引 ( Periodical Directory / L’annuaire du revue trimestrielle ) 

A1 組織通訊組織通訊組織通訊組織通訊/特別消息特別消息特別消息特別消息 封面故事封面故事封面故事封面故事 八仙嶺郊野公園八仙嶺郊野公園八仙嶺郊野公園八仙嶺郊野公園 

A2 續封面故事續封面故事續封面故事續封面故事  八仙嶺郊野公園八仙嶺郊野公園八仙嶺郊野公園八仙嶺郊野公園 

A3 綠盟近期見聞分享綠盟近期見聞分享綠盟近期見聞分享綠盟近期見聞分享 / 法語版新聞法語版新聞法語版新聞法語版新聞 - 海海海海嘯後之斯里蘭卡嘯後之斯里蘭卡嘯後之斯里蘭卡嘯後之斯里蘭卡 

A4 每季生態介紹每季生態介紹每季生態介紹每季生態介紹    ––––    龍虎山觀鳥勝地龍虎山觀鳥勝地龍虎山觀鳥勝地龍虎山觀鳥勝地         

A5 專題訪問綠盟成員專題訪問綠盟成員專題訪問綠盟成員專題訪問綠盟成員 

A6 專題訪問綠盟成員專題訪問綠盟成員專題訪問綠盟成員專題訪問綠盟成員 / 地質介紹地質介紹地質介紹地質介紹:大埔滘水循環形成大埔滘水循環形成大埔滘水循環形成大埔滘水循環形成 

A7 特別特別特別特別植物介紹植物介紹植物介紹植物介紹 / Appreciating Seaweed(香港的海草香港的海草香港的海草香港的海草) 

A8 每季海岸生態介紹每季海岸生態介紹每季海岸生態介紹每季海岸生態介紹 - 鶴咀保護區鶴咀保護區鶴咀保護區鶴咀保護區 

八仙嶺郊野公園八仙嶺郊野公園八仙嶺郊野公園八仙嶺郊野公園    ( Pat Sin Leng Country Park / Le parc Pat Sin Leng ) 

八仙嶺郊野公園位於新界東北區，水域部份由人造水塘構

成——大的有船灣淡水湖，小的有風景怡人的鶴藪和流水響水塘。

八仙嶺因有八個山岳而冠名八仙，其他著名的山峰還有黃嶺、屏風

山、九龍坑山及龜頭嶺等。區內植物叢生，品種繁多，而常見動物

多是鷺。公園內的山峰頗高，最高的山峰約有五百五十米，只適合

富遠足行山經驗者前往，另外，在八仙嶺郊野公園內亦設有自然教

育徑，可以部份路段是依山路而行，地勢崎嶇，前往當地旅遊遠足

人仕應先事前作出充足準備。而衛奕信徑的第九及第十段亦橫跨於

八仙嶺郊野公園之內，在天清氣朗的日子，經衛奕信於黃嶺、犁壁

山和八仙嶺等山脊行走，遼闊的郊外景致甚至中國深圳的景色亦一

一可欣賞得到。 

    

鶴藪水塘鶴藪水塘鶴藪水塘鶴藪水塘 

鶴藪水塘鶴藪水塘鶴藪水塘鶴藪水塘:  

     鶴藪村為位於流水響附近的一條小村落，而鶴藪水塘則是位於鶴藪村後面山

谷的一個小水塘，下游為丹山河，進而流入梧桐河及深圳河。位於深山中的鶴藪

水塘也是一個灌溉水塘，成英文字母「S」字形，在山上遠眺十分美麗。鶴藪水

塘也是位於八仙嶺郊野公園之內，在水塘附近有數個營地，為熱門露營地方。在

步過水塘主壩後，沿鶴藪水塘東岸的車路前行，此路也是鶴藪水塘家樂徑其中之

路段，沿途景色怡人，路盡抵達一處燒烤地點，從涼亭旁的小路穿過松林上走約

五分鐘，再遇分叉路口，路口立有指示碑，若繼續前行可通往平山寨，往八仙嶺

需選擇左面的山徑登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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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風山遠景屏風山遠景屏風山遠景屏風山遠景 

屏風山屏風山屏風山屏風山: 

    越往上走，登山路徑越覺陡斜，不善遠足登山者，可在途中

多作停留。休息之餘，又可俯覽鶴藪水塘、平山寨及九龍坑山一

帶郊野景色。沿山脊上的山徑登上約海拔 360 米高度，山徑轉向

北面山坡切入溪谷，約行十五分鐘後可登上屏風山脊頂西北面的

山峽，路漸轉為較平順，途中有支徑可往西北經平頂坳循龜頭嶺

西南面的山坡落丹山河谷地之丹竹坑村，步行約需一小時三十分

鐘。繼續沿山徑上走，轉過屏風山脊頂，即見路旁立有「懸崖危

險」的警告牌，脊頂南面離前路山徑旁的不遠處下臨懸崖陡壁，

望而生畏，行進時不敢靠近。 

黃嶺黃嶺黃嶺黃嶺: 

    屏風山山脊走盡，繼續沿山徑緩登至黃嶺主峰前，雖然衛奕

信徑在峰頂北面下方不遠處掠過，但大多數遠足者都會多花少許

時間登遊黃嶺主峰。黃嶺主峰高 639 米，是全條衛奕信徑的最高

點，比八仙嶺的純陽峰還要高。站在峰頂視野廣闊，南面的大埔、

吐露港、船灣海、鹽田仔、馬屎洲、長 2100 米的船灣淡水湖水壩、

馬鞍山；北面之七木橋、老龍田、南涌、遠至沙頭角一帶景物都

可盡收眼底。東面前路的犁壁山及八仙嶺的純陽峰也已望見。 

八仙嶺八仙嶺八仙嶺八仙嶺: 

從黃嶺主峰東面的山徑下走，接回衛奕信徑繼續東行，經過犁壁山，循新建

的石階登上八仙嶺之純陽峰，峰頂上設有測量墩，景觀與黃嶺相若，南面有山徑

通往山寮。八仙嶺上橫列有八個山峰，每個山峰都以八仙其中之一為名，由西至

東依次為純陽峰、鐘離峰、果老峰、拐李峰、國舅峰、采和峰、湘子峰和仙姑峰。

拐李峰西坡有一尖石突出，被稱為葫蘆咀，可順道一遊。繼續前行至湘子峰，峰

頂上設有觀景臺，整個船灣淡水湖、大埔海，遠至沙田、西貢北部以至馬鞍山亦

在視線內。東面見橫嶺長伸，吊燈籠雄渾高聳，北瞰橫山腳、鹿頸，視野可遠及

沙頭角和梧桐山。仙姑峰頂上設有測量墩，該處便是衛奕信徑第九段的終點。仙

姑峰南面有山徑可通往八仙嶺自然教育徑第三站及第四站之間，但要攀石落馬騮

崖及穿越密林，路徑崎嶇難行，1996 年 2 月 10 日八仙嶺發生燒死五名學童的意

外，事發地點就在馬騮崖下的山坡，如不善攀爬及走崎嶇路者，切勿選走此徑落

山。遊人可選擇繼續走衛奕信徑第十段往南涌，或循第十段下接八仙嶺自然教育

徑之後右轉，離開衛奕信徑，逆走八仙嶺自然教育徑經牛坳往大尾督。 

八仙嶺自然教育徑八仙嶺自然教育徑八仙嶺自然教育徑八仙嶺自然教育徑: 

循八仙嶺仙姑峰頂北面的山徑下走，一路上的山徑都經過平整，建有階梯，

約二十分鐘便可下走至八仙嶺自然教育徑。此段衛奕信徑與八仙嶺自然教育徑重

疊，沿途可眺望吊燈籠、芬箕托及烏蛟騰一帶，前行約 1 公里許，抵達自然教育

徑第二十站，該處有分叉路口，右路為自然教育徑，通往新娘潭，而左路則通往

橫山腳村。選右路前行，往下走越過繞絲溪，循山徑再下走約十多分鐘便可達新

娘潭路。 
 

                南涌南涌南涌南涌 

下期風景區介紹預告: 船灣郊野公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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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綠色自然聯盟近期見聞分享香港綠色自然聯盟近期見聞分享香港綠色自然聯盟近期見聞分享香港綠色自然聯盟近期見聞分享  ( The recent sharing of GNU ) 

 

從春天至初夏，時常給人的感覺是充滿著生機……站在郊外的草原上，

各種植物百花齊放，鳥兒到處唱著歌，蝴蝶到處傳播花粉，和暖的西南風滋

潤著大地，正所謂一年之計在於春，確實說得對。 

從去年末完成了對外比賽後，眨眼間便渡過了一個寒冬，漸漸又到了春 

天了。新年聚會過後，綠盟的海外顧問恰好訪港，並為我們來年的工作打打 

氣。自春天開始，我們便開始著手策劃野外定向活動，這活動曾被摒棄多時 

，但如今被重新重視，並把它在海下灣付諸實行。初春涼快的天氣，使這個 

活動順利地完成了。定向活動興辦以後，綠盟便把重點放在植樹造林的目標 

上，從五月至八月，雖連續不斷的雨天阻礙了植樹活動的進行，但亦獲益不 

少。在踏足大欖涌、大棠與大帽山參與植樹護林工作之同時，與自然界之動 

植物一起近距離接觸，實在是一種樂趣，再者能培養自己的使命感。 

閒時亦會與幹事們重遊舊地，如西貢半島、船灣、獅子山和新界中部等。重遊舊地除

了可以回味以往之經歷外，同時亦可給予大家藉口到郊外吸口純潔的空氣，心情也愉快些。

眼看這些地方伴隨著我們工作多年亦是一切如舊，感到倍加親切，我們心知道，動植物也

有其靈性，我深信牠們在我們經過時會默默為我們加油鼓勵，默默為我們祝福，我們亦默

默地為了延續保護牠們乃至於牠們的生境而再作奮鬥，因為人與自然是一個系統，是一個

整體，要相互尊重才能對雙方有裨益。只有我們從這一刻開始行動只有我們從這一刻開始行動只有我們從這一刻開始行動只有我們從這一刻開始行動，，，，把利益放在腦後把利益放在腦後把利益放在腦後把利益放在腦後，，，，以以以以

維護整個人類的生存環境而共同努力維護整個人類的生存環境而共同努力維護整個人類的生存環境而共同努力維護整個人類的生存環境而共同努力，，，，我們的下一代才能繼續延續人類的文明我們的下一代才能繼續延續人類的文明我們的下一代才能繼續延續人類的文明我們的下一代才能繼續延續人類的文明！！！！ 

Fung Kai Yan , Samson ( Mathiase ) 
-------------------------------------------------------------------------------------------------------------------------------- 

Revivre après le tsunami 法語版 - 海嘯後之斯里蘭卡 
Comment va le Sri Lanka?  Le Sri Lanka, est l’un des 11 pays touches par le tsunami du 26 décembre 

2004 en Asie du sud-est. Sur place, des jeunes Français témoignment.  
Témoignages depuis le Sri Lanka: 

 
Maxime, 14ans (Vaucluse): Les gens m’ont étonné(驚喜的): ils sont super 
souriants et super accueillants. On dirait presque qu’aucune catastrophe(災難) n’a 
bouleversé(滋擾) leur vie. Pourtant, leurs maisons sont détruites(已毀的). Les 
pêcheurs et leur famille sont les premiers touches car ils n’ont plus de travail et de 
maison. Les gens vivent dans des camps provisoires(臨時的), dans des maisons 
en bois ou sous des tentes. Avec la chaleur et la mousson(雨季), les conditions 
sont difficiles. Chez les enfants, le choc(影響) des premiers mois semble bien 
passé. Ce voyage, c’est quelque chose qui va nous marquer toute notre vie. 
 
Alice, 16 ans ( Saône-et-Loire ): On visite des camps et des écoles. On interroge(詢問) les gens et on prend une photo 
en souvenir. Cet après-midi, des habitants nous ont montré des photos de leur proches disparus(已故親人). C’étaient 
des photos de cadavres qu’ils gardent tout le temps avec eux. Sur ces photos, on a vu aussi des gens dans l’eau jusqu’à 
la taille en train de porter des morts. Les enfants sont très souriants. Mais dès qu’on leur parle de la catastrophe, on sent 
que ça ne va pas trop. Alors on change de sujet. On est surtout là pour s’amuser avec eux, on joue au foot… 
 
Marion, 16 ans ( Bas-Rhin ): Ce que j’ai d’abord vu, ce sont les dégâts(損害). Tous les bâtiments sont cassés. Mais les 
écoles sont bien reconstruites. Nos visites dans les camps sont touchantes(就近的). Les photos de cadavres cet 
après-midi … C’était horrible(可怕的), il ne fallait pas pleurer devant eux, j’avais des hauts le coeur! On prend des 
photos et on va faire un grand album pour le montrer aux autres. On va témoigner(證明) de ce qu’on a vu. Le but, c’est 
ça: voir et raconter. Comme tout le monde, j’ai regardé la télé après la catastrophe. Et puis après, c’est vite passé. Je 
suis contente d’être venue. La télé c’est different. Là, je vois les gens en direct. C’est un privilège.(特別待遇/特權/榮幸) 

 
Ils sont âgés de 14 à 16 ans et viennent des quatre coins de la France. Du 5 au 12 juin, 
ils sont parties avec l’Unicef, au Sri Lanka ( Asie du sud-est ). Ils étaient à Galle pour 
voir l’avancement des reconstructions après le tsunami du 26 décembre 2004. Le Sri 
Lanka compte 31,000 morts et 4,700 disparus. 5,400 enfants ont perdu un membre de 
leur famille. Pour l’Unicef, la première priorité est alors de garder les enfants en vie. 
Ensuite, il faut leur assurer un avenir. Le gouvernement sri lankais veut qu’au 1er 
janvier 2005, l’école redémarre(重新開始)… Il faut faire vite! L’Unicef collecte des 
fournitures scolaires, des livres, des meubles, des uniformes. Elle construit des abris 
(屋簷) pour faire classe. Les dons reçus du monde entier ( 361 millions reçus par 
l’Unicef France ) permettent d’accélérer le travail. Pendant une semaine, les jeunes 
Français ont visité des camps et des écoles, rencontré les habitants, joué avec les 
enfants et observé la reconstruction en marche. Une expérience inoubliable dont ils 
témoigneront à leur retour en France, en tant qu’ambassadeurs de l’Unucef. 

http://ee.uuhp.com/~ccolors/cgi-bin/cf/cf.cgi (由綠盟開設之法語交流討論版，如有問題可在此詢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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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季專題生態介紹每季專題生態介紹每季專題生態介紹每季專題生態介紹    龍虎山觀鳥勝地龍虎山觀鳥勝地龍虎山觀鳥勝地龍虎山觀鳥勝地 ( The birdwatching view at Lung Fu Shan ) 

 

龍虎山是香港島的一處觀鳥勝地，是一個樹木茂密的山坡，佔地約四十七公頃，位

於薄扶林道，它位於港島西北面，在香港大學背後。這裡四通八達，東面可通往山頂、

南面直達薄扶林水塘，西面則是摩星嶺。由於龍虎山它擁有豐富的雀鳥資源，故於一九

九八年十二月被列為香港的第二十三個郊野公園。 

 

龍虎山除了是晨運客的熱點外，每逢大清早或黃昏前，更是觀鳥的好時辰。其中曾

在一九九五年至九七年間有觀察紀錄數據所得，共錄得九十三種鳥類在公園內棲息。 

在公園內生活的主要是林鳥，牠們有本地的留鳥，也有遷徙經過的候鳥。林鳥主要活躍

於晨早及黃昏，所以要觀賞美麗的林雀及欣賞牠們美妙的歌聲，每日的清晨和黃昏時份

是最佳選擇。 

 

    春、秋、冬三季都是大量候鳥出現於香港的季節，所以香港的林區份外熱鬧。要在

晨早到龍虎山觀鳥可由香港大學開始，沿大學後山的小路，經過配水庫到龍虎山頂附近

的廢堡。再經克頓道到西高山附近的夏力道直達山頂纜車站，全程約需一個上午。如果

想在黃昏觀鳥，則可於下午山頂纜車站開始，沿前述的路線以相反的方向走到香港大學。 

 

    林鳥色彩艷麗，鳴聲悅耳，但都比較怕人。要找到牠們，最好憑鳥鳴聲的方向，細

心尋找。衣著方面，以配合大自然的顏色為主，如綠、啡、灰等。雙筒望遠鏡是觀鳥的

必備工具，可用於觀鳥，也可用於觀賞風景。龍虎山是晨運的熱門地點，所以每逢假日

早晨都可以碰到很多晨運客，要觀鳥的話，以平日及週末的早上比較適合。早上到龍虎

山一面晨運，一面觀鳥，既可呼吸新鮮空氣，欣賞風景，也可感受大自然生命的奇妙，

一舉多得，心曠神怡。 

炮台彈痕刻歷史炮台彈痕刻歷史炮台彈痕刻歷史炮台彈痕刻歷史 

別以為這個公園沒甚麼特別，其實是臥虎藏龍的。在一百年前，曾經在本港

最高的海岸炮台──松林炮台就在公園的範圍內。松林炮台建於 1903 年，設

有兩座口徑闊六吋的大炮炮位，用以保衛附近水域安全。1913 年，大炮因已

毋須作守衛港口之用而被拆除。20 年代中期，炮台改建為防空洞，後來日軍

侵華，在港島進行大規模空襲，松林炮台因而遭嚴重損毀而被棄用。往日的

烽火只餘彈痕，到今日，炮台已成為滿布野草的郊遊地點。 

步進龍虎山郊野公園範圍，有很多下斜路和石級，沿石級下走，好快就見到

燒烤爐和一大片空地，距離松林炮台已不遠矣。上了數級石級，在一片空曠

的大草地上，便可見到一些半圓形炮台和守衛營房遺。在彈藥房、觀測台

牆上，一個個炮彈痕仍清晰可見，見證了當年戰爭的歷史。 

山頭現高樓山頭現高樓山頭現高樓山頭現高樓 視覺怪有趣視覺怪有趣視覺怪有趣視覺怪有趣 

在空曠、荒蕪的炮台上感受過歷史課後，從炮台邊緣居高臨下，一幢幢高樓

大廈就在腳下，晃眼回到享有維港美景的現實。從炮台旁沿石級下山，石級

兩旁皆沒有樹蔭，比較密集。邊行邊會見到高樓大廈就在附近不遠處，由遠

而近的感覺十分特別。 

 

 

  

 

下期專題生態介紹預告 : 大埔滘自然護理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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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季專題訪問每季專題訪問每季專題訪問每季專題訪問 探討香港綠盟中環境關注者的心聲探討香港綠盟中環境關注者的心聲探討香港綠盟中環境關注者的心聲探討香港綠盟中環境關注者的心聲  

受訪者: 香港綠色自然聯盟(HKGNU) – 策劃組幹事  張嘉浩  Kent CheKent CheKent CheKent Cheungungungu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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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 你加入了綠盟已有多久你加入了綠盟已有多久你加入了綠盟已有多久你加入了綠盟已有多久? 為何你會加入呢為何你會加入呢為何你會加入呢為何你會加入呢? 
答: 我作為幹事應該已是五六年前的事了。加入這個組織的主因是興趣所致，既可認識更多的人，又 
    可增廣自己的見聞。 
 
問: 在你的幹事生涯中在你的幹事生涯中在你的幹事生涯中在你的幹事生涯中，，，，有否一些事情令你增加對環境保護的知識有否一些事情令你增加對環境保護的知識有否一些事情令你增加對環境保護的知識有否一些事情令你增加對環境保護的知識? 
答: 當然有的。在環保方面，因為我本身也是一位環保人士，且綠盟本身主要亦是提倡這個方面的，

故順其自然地增加了我的環保意識。在活動期間，亦會使我增廣不少，每次活動的興辦，均會有
其成功與失敗，成功會使我們充滿滿足感；相反地，失敗便使我們明瞭日後應以史為鑑。在日子
的累積下，各幹事間較為團結了，因為透過了不同活動從而增加了彼此的溝通，加上一些外來的
協助，故使我在興辦活動和協調各方面的運作上增加了不少經驗。 

 
問: 你喜愛大自然嗎你喜愛大自然嗎你喜愛大自然嗎你喜愛大自然嗎? 為何為何為何為何? 何時開始喜愛何時開始喜愛何時開始喜愛何時開始喜愛? 
答: 我一向喜歡自然，是不經覺地喜愛自然和重視環保。我生於香港這個發達的城市中，間中亦會留

意一些關於地球生態環境的事物。眼看地球漸被破壞，而自己也是一個地球上的生物，人類既是
萬物之靈，具有豐富的智慧，應該身先士卒地去阻止這類事情發生，因為我明白到破壞地球等於
毀滅人類的未來歷史。 

 
問: 在你的角度裏在你的角度裏在你的角度裏在你的角度裏，，，，大自然生態環境對於人類抱著一個怎樣的角色呢大自然生態環境對於人類抱著一個怎樣的角色呢大自然生態環境對於人類抱著一個怎樣的角色呢大自然生態環境對於人類抱著一個怎樣的角色呢?  
答: 就我個人而言，我覺得人與自然有可能是相互融合幫助的，但在某時候可能會是相互傷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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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問: 你覺得如何能使我們能做得更好你覺得如何能使我們能做得更好你覺得如何能使我們能做得更好你覺得如何能使我們能做得更好、、、、更團結地做好我們的目標更團結地做好我們的目標更團結地做好我們的目標更團結地做好我們的目標? 
答: 為何要團結，因為了解對方，要軟硬兼施，要責罰時便責罰，要獎賞時便獎賞，這些也要去學習， 了解和實行。我覺得最主要令 

我們達成目標的是團結和發掘新人才。發掘人才方面其實比較困難，因為找新人才大多是新相識的，要別人相信你，要用時間證實
一切。剛今天的內部球賽聚會，剛人數不足，便拉了一個街隊的，雖不知其名，不過也了解過他，他是一些獨立人士，沒有所屬的
隊伍，我問過他有否興趣加入綠盟，有空踼足球，他亦很主動地問我拿了電話，這是我第一次招募不相識的人，希望能成功。我已
經踏出了第一步，我希望其他成員亦能像我一樣踏出他們的第一步，去嘗試招募一些新的成員或他們的朋友加入綠盟這個組織。就
算不加入也可先行嘗試了解一下我們組織。看看我們的工作是否有意義，是否能使除自己以外的人乃至環境受惠，姑勿論自己的利
益，當然這對自己亦有一定的好處，但我個人認為不應太著重自己的利益得失。應該著眼於我們的後代，我們的地球，我們的生命
之源。 

 
問: 你有否信心能把我們的宗旨推之及廣你有否信心能把我們的宗旨推之及廣你有否信心能把我們的宗旨推之及廣你有否信心能把我們的宗旨推之及廣? 
答: 其實時間是人控制的，好亦不一定會對所有人好，可能只對個別人士好，未必對整體好。信心方面，不可以說沒有，但不可以說 

有十足十的信心，始終剛上軌道，且遇過一些挫折，還需要時間去了解一切，因為要時間去溝通才能發揮團結精神。至於，要令他
們明白互相遷就，則要使他們的態度慢慢地改變過來。正如，俗話說習慣難改，一定需要一段長時間去適應與改變。 

 
問: 出外旅遊出外旅遊出外旅遊出外旅遊，，，，如郊外如郊外如郊外如郊外，，，，在旅程中你會得到些甚麼益處呢在旅程中你會得到些甚麼益處呢在旅程中你會得到些甚麼益處呢在旅程中你會得到些甚麼益處呢? 在香港在香港在香港在香港，，，，哪一處地方最令你感到陶醉哪一處地方最令你感到陶醉哪一處地方最令你感到陶醉哪一處地方最令你感到陶醉、、、、喜愛喜愛喜愛喜愛? 哪種郊外活動最為你所喜愛哪種郊外活動最為你所喜愛哪種郊外活動最為你所喜愛哪種郊外活動最為你所喜愛? 
答: 每一種活動自然會有其本身的好處。因為每一個活動並不是獨自去的，而是有一個團體性存在，同時亦可增廣見聞。例如，遠足 

可感受大自然，在旅途中你亦可找到其他志同道合的人士。在外地，你可以學習到當地的語言、了解當文化，吸收多一些，若不然
的話香港人也不會經常去旅行吧，亦不會有這麼多的外國人來香港旅行。現在，我不會為了一些目的而去參與一個活動，而是無拘
束地去參與，只要我覺得值得去做便去做。我第一次參與活動時其實是沒有特別目的的，只打算看多些東西，增廣自己的見聞，嘗
試一下感受如何而已。你若問我之後的那些如何，我只會說之後的我或多或少會有些目的。如在毅行者這一次活動上，我們辦得很
成功，在途中亦有過爭執，有些人亦體力不繼，有一隊人太快，有一隊人適中，我們曾考慮到放棄一些體力不繼的人否… 但結果
我們沒有放棄他們，而且學會了亙相幫助的重要性，我覺得出外旅遊正有著這個好處。其實我最想去的地方是南極和北極，因為那
些地方是受人類破壞最少的地方，而且在那裏我可以感受到地球真正的面貌。至於香港境內，我比較喜愛郊區的地方，因為郊區一
向較寧靜，在那兒會令我感到頗舒服。至於問及我喜愛做哪一種活動，因我是一個好動的人，如我有機會去北極的話，我會嘗試乘
坐一下用雪狗拉的雪車，去住冰屋等。至於活動方面，我會選擇釣魚；但在郊區而言，我則會選擇遠足，野外定向，踏單車和玩
War Game 等。可能一般人會覺得玩 War Game 須攜帶大量裝備，但我個人覺得透過活動可從中鍛鍊一個人的意志與體力。 

 
問: 你覺得現今地球所出現的溫室效應造成了甚麼影響你覺得現今地球所出現的溫室效應造成了甚麼影響你覺得現今地球所出現的溫室效應造成了甚麼影響你覺得現今地球所出現的溫室效應造成了甚麼影響? 
答: 溫室效應在人類近代工業發展以前是不存在的，自人類發明了如冷氣和機器而使溫室效應的產生。其實人類應盡量去忍耐，即使在

天熱時亦能忍受到的話也應盡量減少使用空調，同時我覺得使用空調的人有些是穿著長袖衣服的(尤其是在夏天)，我覺得如果他們
能穿短袖衣服的話，空調亦不須被過份使用，故我覺得這些人缺乏這些應有的常識。其實這些事每人也能做到，如我的家人一樣，
減少使用空調其一是為了節省開支，其二是為了環保，即使三十多度的高溫下，我亦可穿著一些便裝，涼著風扇我亦感到涼快，邊
喝著飲品。只要地球上有一半的人能願意這麼做的話，那麼溫室效應的問題，便可得到改善。雖然我對溫室效應的了解不太深入，
但我確信人類能做到這一點，可做到一些防護性工作。 

 
問: 你對於地球在半世紀之內可能出現的能源危機有何反映你對於地球在半世紀之內可能出現的能源危機有何反映你對於地球在半世紀之內可能出現的能源危機有何反映你對於地球在半世紀之內可能出現的能源危機有何反映???? 
答: 我十分擔憂我們正在面對的能源問題，雖然未必會在我這一個年代發生，不過我覺得現時香港人經常指天氣太曬和太熱，何以不多

加使用太陽能和熱能呢？這些可取代一些非再生資源，如煤和石油等；同時，減少使用非再生資源除了可舒緩能源問題外，亦可阻
止溫室效應的惡化，這從減少空方面便能做到，且能節省開支，一石三鳥，何樂而不為。說真的，如有一天能源被用盡了，最有可
能被用作代替品的是核能，但亦會產生核廢料的問題。水力發電、風力、太陽能等為代替品會較好，雖未必每一地區也能適合興建
這類設施，但亦不妨可考慮建設一些儲藏技術，將一些產生的電能儲存下來，待需要時使用，故人類應重點放在這些長遠且切身的
問題上，而不應把目光放在工業和經濟上，當一個國家沒有能源可用時，即使其工業多麼發達也好，也無濟於事。 

 
問: 可否提出或給予眾讀者一些建議以提醒大家對大自然的重要性呢可否提出或給予眾讀者一些建議以提醒大家對大自然的重要性呢可否提出或給予眾讀者一些建議以提醒大家對大自然的重要性呢可否提出或給予眾讀者一些建議以提醒大家對大自然的重要性呢? 
答: 建議方面主要有兩個；對自然而言，人與自然是相生相剋的，若你破壞了它便等於傷害自己，或甚是我們的下一代。所以，要保護

自然便得須從做好環境保護的範疇開始。其次，人與人之間有不同的角度、誤解等，人與人在一起未必會做朋友，凡事退一步便會
海闊天空，故此盡量互相遷就，這便是團結的動力。有了團結禾能使我們在綠色的工作上更上一層樓。 

 
問: 你有否對未來的自然環境抱著一些期望呢你有否對未來的自然環境抱著一些期望呢你有否對未來的自然環境抱著一些期望呢你有否對未來的自然環境抱著一些期望呢? 
答: 其實我對未來的期望也不太大，現今人類多為自己，其實他們不明白如果只為自己，最終自己亦會受害。我們的未來是要取決於 

大多數人類的想法如何，如果他們的想法能改變一下，那麼我對他們的期望會大大提高。對於我們組織的期望而言，我認為我們需
要團結一致去進行我們固有的目標。至於說何時我會有較高的期望，我覺得這需要等得到每位幹事均有一個固定的收入，一個穩定
的生活，那麼他們才會在這方面作出更大的貢獻，這明顯地是時間問題而已。 

                                                                                                              訪問日期: 2005 年 07 月 2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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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季專題訪問每季專題訪問每季專題訪問每季專題訪問 探討香港綠盟中環境關注者的心聲探討香港綠盟中環境關注者的心聲探討香港綠盟中環境關注者的心聲探討香港綠盟中環境關注者的心聲  

受訪者: 香港綠色自然聯盟(HKGNU) – 宣傳組幹事  潘其生  Késang PoonKésang PoonKésang PoonKésang Poon    

 

 

[1] 
 
 
 
[2] 
 
 
 
 
[3] 
 
 
 
 
 
 
[4] 
 

問問問問: 你加入了綠盟已有多久你加入了綠盟已有多久你加入了綠盟已有多久你加入了綠盟已有多久? 為何你會加入呢為何你會加入呢為何你會加入呢為何你會加入呢 

答: 已差不多兩年了，因為我本身對遠足與植物方面也有同樣的興趣，眼看綠盟的人 

    亦志同道合，故加入之。 
 
問問問問: 在你的幹事生涯中在你的幹事生涯中在你的幹事生涯中在你的幹事生涯中，，，，有否一些事情令你增加對環境保護的知識有否一些事情令你增加對環境保護的知識有否一些事情令你增加對環境保護的知識有否一些事情令你增加對環境保護的知識? 
答: 有的，譬如在我購物時我多會使用環保購物袋，因為我明瞭一般膠袋需長時間才能被分

解以及對環境有損害。在一般時候，我在購買一些很少的東西時也會避免使用膠袋，當
收銀員問及我需要膠袋時我亦大多拒絕，除了自己忘了帶購物袋，否則我會盡量避免在
各種場合下使用膠袋，如在購買一罐飲品時便可避免使用膠袋。 

 
問問問問: 你喜愛大自然嗎你喜愛大自然嗎你喜愛大自然嗎你喜愛大自然嗎? 為何為何為何為何? 何時開始喜愛何時開始喜愛何時開始喜愛何時開始喜愛? 在你的角度裏在你的角度裏在你的角度裏在你的角度裏，，，，自然生態環境對於人類抱著一自然生態環境對於人類抱著一自然生態環境對於人類抱著一自然生態環境對於人類抱著一

個怎樣的角色呢個怎樣的角色呢個怎樣的角色呢個怎樣的角色呢? 

答: 我熱愛自然，自小時已開始了，如對海浪聲和鳥啼聲等之熱愛。雖有些人對此覺 

得感到煩悶，但我則相反，它們能把我吸引著，這一方面我也記不起了何時開始喜愛，
但小學時我已有這種感覺，特別是對一些小動物很有愛護憐憫之心。環境與人類間的角
色是亙相維繫的，自然環境沒有了人類是不行的，人類沒有自然同樣是不行的，亙相共
存。 

 
問問問問: 你覺得有何方法可以保護我們的大自然你覺得有何方法可以保護我們的大自然你覺得有何方法可以保護我們的大自然你覺得有何方法可以保護我們的大自然???? 

答: 如盡量宣傳多些，多些參與相關的有意義活動。我本身也是一個宣傳部的幹事，如在與朋
友看見一些動物是稀有且值得保護的時候，我會主動叮囑他們避免傷害牠們。 

 

[5] 
 
 
 
 
[6] 
 
 
 
 
[7] 
 
 
 
 
[8] 
 

問問問問: 出外旅遊出外旅遊出外旅遊出外旅遊，，，，如郊外如郊外如郊外如郊外，，，，在旅程中你會得到些甚麼益處呢在旅程中你會得到些甚麼益處呢在旅程中你會得到些甚麼益處呢在旅程中你會得到些甚麼益處呢? 在香港在香港在香港在香港，，，，哪一處地方最令你感到陶醉哪一處地方最令你感到陶醉哪一處地方最令你感到陶醉哪一處地方最令你感到陶醉、、、、喜愛喜愛喜愛喜愛? 哪種郊外活動最為你所喜愛哪種郊外活動最為你所喜愛哪種郊外活動最為你所喜愛哪種郊外活動最為你所喜愛? 
答: 之前我也沒有想過出外旅遊是如此的獲益良多，但得著是能學到團體的生活，和彼此勉勵之經歷等。問及我最喜愛哪裏，我會說

是西貢的鹹田灣，像一個世外桃源般，令遊人一一回味。在海外，澳洲的大堡礁是我最嚮往的，是一個世界的自然資源，很完美
的海底世界。在郊外的時候，多數的活動是遠足，欣賞風景，到達多些不同的地方以目睹更多不同的風土人情。 

 
問問問問: 你覺得怎樣才能減少溫室效應所造成的問題你覺得怎樣才能減少溫室效應所造成的問題你覺得怎樣才能減少溫室效應所造成的問題你覺得怎樣才能減少溫室效應所造成的問題? 
答: 大多數也是平時減少使用空調。使用空調雖然會使自己涼快些，但對地球整體而言則百害而無一利。如平時天氣不致於太熱的時

候應盡量避免開空調而改用電風扇，如真的太熱的時候，可開啟空調待自己覺得涼快些後才關掉空調然後改回使用風扇自然風，
較為值得一想。 

 
問問問問: 你對於地球在半世紀之內可能出現的能源危機有何反映你對於地球在半世紀之內可能出現的能源危機有何反映你對於地球在半世紀之內可能出現的能源危機有何反映你對於地球在半世紀之內可能出現的能源危機有何反映????    
答: 現在很多人開始使用太陽能等可再生資源來逐步取締一些非再生資源。儘管我們難以避免不使用非再生資源，只可節省使用。科

學家們現已不斷發掘一些代替能源，但現時石油和煤這類目前還是人類賴以為生的非再生能源最多只能維持三十年，故此若代替
能源未能在石油和煤耗盡前被發現，那麼人類便將面臨巨變，甚至被迫返回原始的生活。 

 
問: 可否提出或給予眾讀者一些建議以提醒大家對大自然的重要性呢可否提出或給予眾讀者一些建議以提醒大家對大自然的重要性呢可否提出或給予眾讀者一些建議以提醒大家對大自然的重要性呢可否提出或給予眾讀者一些建議以提醒大家對大自然的重要性呢? 你有否對未來的自然環境抱著一些期望呢你有否對未來的自然環境抱著一些期望呢你有否對未來的自然環境抱著一些期望呢你有否對未來的自然環境抱著一些期望呢? 
答: 政府和我們在這方面也不斷地關注這方面的事宜，如注重一些回收問題等。此外，亦希望未來全世界各國也能減少廢氣和污染的

造成，多點增添綠色和自然的事物。加上，大氣層已被破壞，且在缺乏樹木的情況下，環境更可能面臨更嚴重的危機。故一定需
要種植多些綠色的植物和減少污染源，才能為人類締造長久的生存空間。 

                                                                                                              訪問日期: 2005 年 07 月 24 日 
------------------------------------------------------------------------------------------------------------------------------------------------------------------------------------------------------------------- 

  .  

大埔滘水循環的形成大埔滘水循環的形成大埔滘水循環的形成大埔滘水循環的形成 ( The Water Cycle in Tai Po Kau ) 

在大埔公路近大埔滘郊野公園的一條小河附近，曾傳出一些有關冤魂不散的鬼故事，因此，
這個地方又名"猛鬼橋"。有關傳聞源於 1955 年 8 月，此處曾發生一件悲劇：一班遊人正在此處
旅行時，突然下大雨，於是他們便走到橋下暫避，不料山洪暴發，洪水把他們衝出大海，無一生
還，二十八人全部罹難。為甚麼河水的水量會突然暴增？這些河水從哪裏來？為何在新界的一些
河邊，都架有告示牌警告遊人下雨時要提防山洪暴發？ 

要了解這宗慘劇發生的原因，我們先要了解下雨和山洪暴發的關係。慘劇發生於八月，正值
本港的雨季。當雨水 ( 降水的一種 ) 從天降下，大部分會被這裏茂盛的林木所截留，餘下的才落
到地上。加上該區的泥土常有林木保護，氣候較潮濕，所以岩石容易受到風化影響，使該區的泥
土有一層較深厚的風化物質，讓水分容易慘入泥土。因此，即使該區大雨當下，相對較少部分的
雨水會即時在泥土表面形成河流。由"猛鬼橋"的水循環特徵看來，即使發生慘劇時適逢大雨，河上
的流量也不會即時大量增加。那麼，釀成這宗慘劇的洪水到底來自何方？答案是來自較早前的豪
雨。這些雨水降下後，經過一段較長的時間由集水區經表面徑流流入小河，或經地下的表層流、
間層流和基本徑流流入河流。因此，河流擁有洪峰流量的時間通常都比雨量最多時為遲。這誤差
稱之為"滯後時間"。 

 

在大埔發生慘劇的地方因四周長滿林木，而河谷又有一層由崩積層所風化成的較深厚泥土，使雨水
有較多時間慘入泥土，表面徑流較少；此外，因河盆的形狀較狹長，河水需要更多時間才流到"猛鬼橋"

的位置，所以滯後時間也較長。這班遊人遇害時，便是在河流流量達至最高峰的時候。 

由於有很多因素影響河流的洪峰流量和滯後時間，所以如果我們要搜集當地的資料情況，需要配合
精密儀器才可計算出來。但為免遇上山洪暴發，最好還是避免在大雨過後的短時間內走近河邊遊玩，以
策安全。即使是相同的河道，位置不同，河速各異，例如河流中心的流水因遇上較少摩擦力，流速較河
邊為高。 

 
 下期特殊地質地方介紹：東平洲的沉積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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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植物介紹特別植物介紹特別植物介紹特別植物介紹 – 豬籠草豬籠草豬籠草豬籠草 Nepenthes mirabilis 
豬籠草為多年生草本。莖近直立或攀緣，長可達 2 米。葉基生和在莖上互生，披針形至長圓狀披針形，
長 10-25 厘米，寬 4-8 厘米，中脈延伸成捲鬚；捲鬚的頂端通常膨大成瓶狀體；瓶狀體近圓筒形，長
8-16 厘米，直徑 2-5 厘米，頂端有一卵圓形蓋狀體。花紅色或紫紅色，單性異株，排成頂生總狀花序；
花梗長 0.5-1.5 厘米；花被片 4-3，橢圓形，長 4-7 毫米；雄花具雄蕊 4-25 枚，合生成一柱狀體；雌花
子房上位，4-3 室。蒴果橢球形，長 1.5-3 厘米。地理分布方面，豬籠草分布於大欖涌、掃管笏、青山、
大嶼山。 海南、廣東。中印半島，馬來西亞。牠們多生長於沼澤濕地的草叢和石隙中，為典型的食
蟲植物，為教學和普及植物學知識的極佳材料。在中國大陸，本種零星分布於廣東南部沿海沼澤地，
由於濕地的開發和人為的破壞，又常常被挖掘供觀賞，分布範圍和居群日益縮小。在香港，部分豬籠
草的生長地點在郊野公園內而受到保護。  

 

豬籠草是肉食性植物，屬於豬籠草科、豬籠草屬攀援狀的亞灌木，全世界有 70（80）種。它們的
葉片呈管狀，具有非常長的葉柄，葉柄的基部變為寬而扁平的假葉，中部變成細長的卷須狀，上部變
成一個瓶狀物，葉片的本身，則成了瓶的一個蓋頭，可以盛著雨水，使跌入的昆蟲溺斃。特化瓶形的
捕蟲器內可分為 4 區，蓋區、口緣區、瓶肚區及底池區。蓋區和口緣區的蜜腺分泌蜜液或香味吸引昆
蟲來訪，在蓋區和口緣區的內面部位有許多朝下的硬毛，昆蟲很容易滑下，但爬上來則會被這些朝下
的尖硬毛刺擊，如上刀山般窒礙難行，且瓶肚區內面臘質光滑，滑落瓶池的昆蟲毫無著力點可往上攀
爬。有的種類在硬毛相鄰下方的瓶肚區產生小小的一塊組織較薄、透光較強的窗區，讓會飛的昆蟲誤
以為是出口，努力衝撞，不幸在多次逃脫不成，精疲力竭後跌入底池區而被分解消化。之後，豬籠草
便會分泌出，消化昆蟲的屍體。豬籠草和其他綠色植物一樣，都會透過光合作用製造自己的食物，
但由於它們生長的地方缺乏氮，因此需要消化昆蟲來獲取欠缺的營養。 

------------------------------------------------------------------------------------------------------------------------------------------- 

English Corner of Eco - Environment  

 Appreciating Seaweed  

Something about Seaweed : 
     Seaweed can be separated into three groups: Green algae (Chlorophyta), Brown algae 
(Phaeophyta) and Red algae (Rhodophyta). Aside from chlorophyll a, green algae contain chlorophyll b 
too, which absorb wavelengths of red light. Red algae contain phycoerythrin, which absorbs blue light; 
while brown algae contain xanthophylls, which absorb the middle part of the solar spectrum. Those 
wavelengths that are not absorbed but reflected become the main colour of each kind of seaweed. As red 
light can only reach the surface part of the ocean, green algae are mainly found in shallow waters; blue 
light can penetrate water to a depth of 100m, so this depth is where red algae flourish. Brown algae are 
mainly found in water to a depth of about 50m, which is between the two kinds of algae. In Hong Kong, 
growth zonation of different kinds of algae is not evident, so red algae can sometimes be found in the 
vicinity of brown algae. Salinity of waters in eastern and southern Hong Kong is not much affected by 
freshwater runoff from the Pearl River, hence these areas are more suitable for algal growth. Also there 
are more rocky shores and wavy seas in the eastern and southern parts of Hong Kong, so the algae found 
there are more diverse. In Hong Kong, algae occur from December through April. Algal growth is 
seasonal, and different species has its own time. Summer in Hong Kong is too hot for algal growth. The 
fierce sunshine, rising water temperature and tidal cycle on hot days are all unfavorable. Only Sea 
lettuce (Ulva lactuca) might occasionally appear at this time. Hence winter is a good time for algae to 
boom in Hong Kong. Currently some 200 species of algae have been recorded in Hong Kong, a few of 
which might have been brought into the territory by foreign vessels and water current.  

 

Admiring the Seaweed :  
Tung Ping Chau is a good place to spot seaweed. There is a large sea platform around the island, and the shallow water with its rocky 

bottom is a favorable place for coral and algal growth. Nai Tau Tsui, Pak Lap Wan and Chau Pui are places where algae of diverse species 
occur. March, as the peak month for algal growth in Hong Kong, is the best time. Select a day with a spring tide, and go watch them by 
snorkeling when the tide recedes. When the tide retreats, visibility is clearer, causing less stirring up of the sediments on the sea bottom. For 
your safety, it’s important that you snorkel on a fine day. Water temperature is still low in March. If you can’t stand it, you can just wade 
along the coast to have a look at the seaweed when the tide is low, or simply watch them from the beach. 

 
You can easily find a particular type of brown algae which is distributed everywhere on your way, just like the holly vine that is used in 

Christmas decoration. But this vine has branches. What is it then? It is Sargassum. It attaches itself to substratum using plate-like holdfasts, 
and it has a tough front to overcome strong currents. Many species of Sargassum have gas-filled bladders so that they can float and stand 
right in water columns and receive an adequate amount of sunlight. In Hong Kong, the commonest Sargassum, the “leaves” of which have a 
smooth inner margin but a coarsely toothed outer margin; the serrate-lobed Sargassum angustifolium and Sargassum patens, have “leaves” 
and “branches” that look the same. High season for Sargassum growth is December through April. This is when you can find an “underwater 
grassland” of Sargassum. All seaweeds are about 3 feet tall, and they all dance with the golden waves under sunlight. You can feel you are 
flying across a field when you swim above the “grassland”. But in spring the “grassland” will become a “dense forest”, composed of 
Sargassum that is about 6-7 feet high. At this time you should not risking swimming in it. You may be amazed at the way seaweeds can 
resurge after they all die in summer. The fact is they produce numerous microscopic spores before they die, which grow when the 
environmental conditions become favourable again. Seaweed then propagates via this life cycle. Provided that the ocean is not polluted, we 
can enjoy an annual encounter with the seaweeds. 

The next periodical English Corner topic: Butterfly wat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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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季海岸生態介紹每季海岸生態介紹每季海岸生態介紹每季海岸生態介紹   鶴咀保護區鶴咀保護區鶴咀保護區鶴咀保護區 
Seasonal Marine Eco-introduction - Cape D' Aguilar Reserve Marine Park 

鶴咀保護區鶴咀保護區鶴咀保護區鶴咀保護區 Cape D' Aguilar Reserve Region 

 

鶴咀海岸保護區於一九九六年七月被指定，位於港島南區鶴咀

山東南的一個沿海水域。該海岸保護區總海域面積約 20 公頃。

鶴咀海岸保護區基於其特別的地理及生態價值，因而被指定為

香港首個且唯一的海岸保護區。現時被劃入鶴咀海岸保護區範

圍內的，包括整個鶴咀灣及附近水域，與垃圾灣東南面一個凹

入的小海灣，涵蓋範圍雖然不廣，但巳將重要位置盡納其中。

鶴咀海岸保護區如其他東面水域的海岸公園一樣，孕育著豐富

的石珊瑚。加上其獨特的海底地形，深水的地區有一個色彩繽

紛的非造礁性石珊瑚公園，及多樣化的海洋生物。此外，稀有

的生物品種如一種以跳代爬的蝸牛和一種原居鶴咀的珊瑚亦是

鶴咀這生態系統的一位住客。而石九公和魷魚亦利用鶴咀作為

它們的繁殖及哺育地點。 

鶴咀一地，向來很少人可遊覽，皆因該處設有高頻發射站和海

底電纜站，故不准外界進入。鶴咀道上，設有警衛崗位，負責

登記進出車輛，鄰近建築物更裝有閉路電視，一旦發現有外人

闖入，便即時通知警衛，故能擅入者應屬絕無僅有。所以鶴咀

海岸保護區便好像與世隔絕，市民根本不能一睹其姿容。根據

法例，海岸公園可供市民進行一些對海洋生態無破壞性的輕度

水上活動，而海岸保護區則不然，任何人士，不得在其範圍內

進行任何水上活動，包括游泳和獨木舟等，違者最高可被判罰

二萬五千元及監禁一年。  

 

地質地貌研究價值地質地貌研究價值地質地貌研究價值地質地貌研究價值 

鶴咀海岸保護區內可以找到四種主要岩石種類，以岩石形成的年代

計算，最古老的是火山爆發形成的凝灰岩，然後依次是花崗閃長

岩、流紋斑岩及玄武岩。地貌方面，海岸保護區內有受風浪衝擊的

石岸，是本港東南面海角和陸岬常見的地形。該陡斜的花崗石岸崎

嶇不平，呈不規則石階狀，有高至 1 米的垂直面，亦有狹小的岩棚，

若海浪湧至，便會形成臨時小水池。 

保護鶴咀生態保護鶴咀生態保護鶴咀生態保護鶴咀生態 

鶴咀海岸保護區內的生物多樣性相當豐富，包括各種魚

類、石珊瑚、軟珊瑚、柳珊瑚及海洋無脊椎動物。為保護

區內重要生態，一般水上及沿岸活動都不准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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