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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 revue de l’association d’ écologie de Hong Kong - Hong Kong Green Nature Union Periodical - 

組織通訊組織通訊組織通訊組織通訊 ( News / Les nouvelles ): [二零零六年初夏] 

- 東平洲及船灣海考察將擬於秋冬期間舉行。(http://www.hkgnu.org/camp_winter2005.htm) 

- 西行旅程資訊已上載，有興趣者可到 http://www.hkgnu.org/europe.htm 查詢。 

- 綠盟之新時事休閒區 http://cdts.hkgnu.org 將於今夏重新面世。 

- 本期特刊共八頁。下期綠盟季刊將擬於二零零六年十二月至二零零七年一月間出版。 

- 網上綠盟季刊: http://www.hkgnu.org/gnu_periodical_index.htm  

- 為減少使用紙張，綠盟季刊將會致力於開發網上季刊，屆時每逢季刊出版，均會在網上 

 發放；而印刷版的綠盟季刊將會遷就個別讀者之要求而派發或郵寄，敬希留意。 

- 請把此刊盡量傳閱請把此刊盡量傳閱請把此刊盡量傳閱請把此刊盡量傳閱，，，，使此季刊能被循環使用使此季刊能被循環使用使此季刊能被循環使用使此季刊能被循環使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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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亦可透過電郵各位亦可透過電郵各位亦可透過電郵各位亦可透過電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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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帽山日出(2003) 

 

季刊索引季刊索引季刊索引季刊索引 ( Periodical Directory / L’annuaire de 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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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船灣郊野公園船灣郊野公園船灣郊野公園船灣郊野公園 

A2 續封面故事續封面故事續封面故事續封面故事  船灣郊野公園船灣郊野公園船灣郊野公園船灣郊野公園 ( ( ( (    續續續續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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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法法法法) Un croisade de trente a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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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大埔滘自然護理區大埔滘自然護理區大埔滘自然護理區大埔滘自然護理區    / / / / 專題訪問專題訪問專題訪問專題訪問 ( 一一一一 ) 

A5 專題訪問專題訪問專題訪問專題訪問 – 生態旅遊生態旅遊生態旅遊生態旅遊 ( 二二二二 ) 

A6 專題訪問專題訪問專題訪問專題訪問 – 生態旅遊生態旅遊生態旅遊生態旅遊 ( 三三三三 ) 

A7 特別植物介紹特別植物介紹特別植物介紹特別植物介紹 / Butterfly Watching (英英英英) 蝴蝶觀賞蝴蝶觀賞蝴蝶觀賞蝴蝶觀賞  

A8 地質介紹地質介紹地質介紹地質介紹: 東平洲的沉積岩東平洲的沉積岩東平洲的沉積岩東平洲的沉積岩 

    

船灣郊野公園船灣郊野公園船灣郊野公園船灣郊野公園        
( Plover Cove Country Park / Le parc rural de “Plover Cove” ) 

船灣郊野公園，面積達 4594 公頃，其範圍包括新娘潭路東面，
船灣淡水湖以及其東北的大片山嶺地帶，其後政府又將郊野公園範圍
延展至印塘海之虎王洲、往灣洲、娥眉洲、吉澳、對面洲等島嶼。 

郊野公園近新潭道路一帶已發展成為一個受市民歡迎的燒烤郊
遊地點，亦成為騎單車的好去處，東北區秀美的山川景色，吸引了不
少遠足者前往。印洲塘一帶島嶼的景色，吸引了不少遠足者前往。公
園內優美的自然景色，是厭倦煩囂鬧市人士所嚮往的地方。 

船灣淡水湖船灣淡水湖船灣淡水湖船灣淡水湖: 

早在 1860 年間，香港政府已開始發展食水供應計劃，興建水塘
收集及儲備食水。直至本世紀 60 年代初期，隨著人口增加，工商業 

    

 

船灣淡水湖船灣淡水湖船灣淡水湖船灣淡水湖 

發展，耗水量亦不斷增加，陸上適合興建水塘的地點已用盡，為了解決這個難題，政
府首次嘗試將海灣用堤壩攔截改造成淡水湖。這個構思是當年水務局局長提出的，他
在船灣游泳時，發覺或許可以在灣口修築堤壩，然後將海水抽乾，作為一個淡水
湖。後來經過顧問公司研究認為可行，建築工程於 1960 年開始，至 1967 年完工。 

  船灣淡水湖的興建工程，主要是在大尾督及白沙頭洲之間興建一條長度為 2100

公尺之主壩，以及在白沙頭洲至東頭洲、東頭洲至老虎鯊半島的伯公咀興建兩條輔助
壩及溢水道。此外還興建道路、輸水隧道、引水道、濾水廠、抽水設備、碎石廠等工
程配合。主壩曾於 1973 年被加高了 3.7 公尺，以增加水塘之容量。目前該壩最高高度
較水平面高出 28.3 公尺，總容量為 2 億 3 千萬立方米。其核心填料主要是石塊，而堤
壩兩面則用沙和碎石分層堆積成斜坡，外層蓋以較大塊之岩石，堆積的石層延伸至海
面下 20 多公尺以防止滲漏，壩邊的碎石崗則保護水壩，以防止水位急降時造成滲漏
而導致壩邊崩潰。溢洪水道位於白沙頭洲與東頭洲的輔助壩，用以調節湖內水位，確
保湖水不會過滿溢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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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石門紅石門紅石門紅石門 

    淡水湖興建工程完成之後，用 5 個月的時間，將湖內大部份海水抽出，然後注
入淡水。在 1967 年 10 月，水塘的儲水開始供市民使用。水塘的食水，經抽水站輸
往沙田的濾水廠，經處理後再輸送往港九各地。在興建水塘之前，橫嶺山腳下分佈
有六條客家村落，分別為涌尾村、泥塘角村、橫嶺頭村、大瓏村、金竹排村、水滘
村。村民以李姓為主，在該處建村已有 300 年歷史，沿岸有村徑相通至涌尾，且風
景不俗。因建淡水湖，村民得到補償，遷往大埔墟居住。現時該處一帶廢村間中亦
有遠足者探遊，憑已荒廢之梯田及村舍，仍可大概瞭解昔日村落之規模。 

大埔海大埔海大埔海大埔海: 

    昔日大埔海一帶以盛產珍珠而馳名。據唐書所載，自唐開元四年以來，在該處
已經有採珠的記錄，元朝時代曾有採珠的詔令，責令鄉民從事採珠，亦曾置兵及設
立監督，最後因珠蚌被搜索日久，產量漸少，因而停止採珠。現時與船灣淡水湖主
壩東南端連接的白沙頭洲，因昔日島左右共有三條水道，被稱為三門塘洲，該處南
岸水深，是當年其中一個採珠地點，島南的牛肚灣，曾一度成為養珠場，後來因產
量不理想而結束。島東北的三門仔灣，村民是捉龍蝦採帶子的能手，因興建水塘而
遷往鹽田仔建三門仔新村。 

  船灣由從前之海床變為淡水湖，經過二十多年已形成一個健全的淡水生態環
境。當局為了增加魚類的數目，引入了不同品種的魚類在湖中繁殖，湖中現已知的
魚類共四十多種，數目亦相當多，每年九月至翌年三月，水塘開放給領有釣魚執照
的市民垂釣。港九各個水塘之中，船灣淡水湖是最佳的釣魚地點，魚獲數量多而大
條。主壩側，涌尾等都常見釣友的蹤影。 

船灣郊野公園遊客中心船灣郊野公園遊客中心船灣郊野公園遊客中心船灣郊野公園遊客中心: 

船灣郊野公園遊客中心位於汀角道尾與新娘潭路相接處的牛坳，從大尾督沿汀角道步
行十多分鐘可達此處。中心規模並不大，入口處兩旁掛有八仙的畫像及其傳說，展覽室以
圖片介紹為主，亦有動物標本。遊客中心旁種植有郊區常見的喬木及灌木供遊人參觀。 

照鏡潭及新娘潭照鏡潭及新娘潭照鏡潭及新娘潭照鏡潭及新娘潭: 

新娘潭瀑布為本港有名的風景名勝之一，其位置在船灣淡水湖涌尾對上之澗流。由於
該處風景優美，當局在新娘潭附近設有多處燒烤地點，沿澗畔更闢建有新娘潭自然教育
徑。相傳古時有一位新娘，出嫁當日乘花轎往新郎家，途徑新娘潭瀑布頂，適逢雨後溪水
暴漲，當涉水渡溪時，其中一名轎夫忽然滑倒，新娘被拋出墮入澗中，被急流沖落瀑布下
之深潭，慘遭溺斃，後人就因為這件不幸的事，把這個地方稱為新娘潭。 

新娘潭自然教育徑起點處的溪澗便是新娘潭的上游，沿澗道下走片刻便抵達一燒烤地
點，對落不遠是新娘潭瀑布崖頂，燒烤之餘，很多小孩子會在溪澗玩耍，有些甚至立於崖
邊向下面的水潭拋石，非常危險，幸而至今仍未有甚麼意外發生。想親睹新娘潭瀑布景色
者，可沿自然教育徑下走，經過有 80 多年歷史的新娘潭石橋，抵達另一燒烤地點，溯澗
上走片刻便可達。新娘潭瀑布高約 15 公尺，飛瀑下注之深潭，直徑約有 25 公尺，猶如一
個天然泳池。新娘潭石橋附近，有山徑通照鏡潭。沿徑前走可見溪谷四周樹木豐茂，景色
怡人，片刻便可達瀑布下。照鏡潭又名灶頸潭、龍珠潭，上疊岩石長期受水流沖擊，形成
一個圓孔，瀑布自孔內流下，瀑布約 20 多公尺。相傳在新娘潭溺斃的新娘，有人常見她
在照鏡潭出現，以潭水作鏡梳洗，故名為照鏡潭。 

印洲塘印洲塘印洲塘印洲塘: 

印洲塘又名印塘海，北有吉澳洲、東有娥眉洲及往灣洲環抱，水平如鏡，風景優美，
有「香港小桂林」之美譽。除了環抱印洲塘三個大島之外，附近島嶼星羅棋佈，包括吉澳
海在內，大小島嶼及礁排不下二十個。往灣洲、娥眉洲及吉澳島上大部份之地方，早於
1979 年被劃定為船灣郊野公園延展部份。由於沒有小輪前往印洲塘，前往遊覽需隨旅行
隊或參加旅遊公司的參觀團乘專船前往。一般都會在馬料水碼頭登船，取道赤門海峽駛出
吐露港。途中可遠眺馬鞍山、石屋山、企嶺下海、塔門一帶風景。約半小時航程駛出了赤
門海峽，繞過黃竹角咀，往灣洲及娥眉洲已經在望，進入黃竹角海，從紅石門進入印塘海。
紅石門是往灣洲西南面一條狹窄水道，因水道兩旁之岩石呈褐紅色所以得名。紅石門北岸
平緩，原是一片耕地，人稱老沙田，岸邊獨有巨榕一棵，盤根錯節，樹葉充滿光澤。船駛
進印塘洲，只見水平如鏡，山巒倒影，如畫般景色展現眼前。漆樹灣北岩嘴對出有一小島，
島上的岩石上單獨長出一叢野草，猶如島上長了「一執毛」，所以被稱為執毛洲。除此以
外，印洲塘內最有名的小島印洲，與吉澳洲南面的筆架洲及高排長伸出海之礁咀 (神筆)，
人稱為印塘三寶，可逐一細賞。 

 

船灣淡水湖主壩船灣淡水湖主壩船灣淡水湖主壩船灣淡水湖主壩 

三椏村碼頭三椏村碼頭三椏村碼頭三椏村碼頭 

荔枝窩村旁的小徑荔枝窩村旁的小徑荔枝窩村旁的小徑荔枝窩村旁的小徑 

下期風景區介紹預告: 南大嶼山郊野公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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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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harings of HKGNU / Les partages récents de les nôtres ) 

 

上一期的綠盟季刊談及零五年九月以前的事，順理成章，今期乃繼承去年九月以後至今的所見所聞。

在這大半年間，綠盟經歷了許多的變遷與事，如秋季植樹、組代表團參與環島行 06 的慈善比賽、帶小朋

友認識郊野環境、生態考察旅程、以及接受一連串外間訪問等等一系列的行政和活動工作，非常緊湊。在

今期的見聞中，我將會把焦點集中在今年初時之環島行 06 慈善比賽中。 

綠盟今次已是第二次參與環島行的比賽。為何會有再一次參加的念頭呢? 原因甚多，但主因是因為環

島行的比賽程度相對於其他同類的比賽來說難度較輕，且論性質、比賽區位、開支等亦較理想；相對以往

兩年來而言，零四年時我們的幹事曾參與毅行者 04，零五年時我們的幹事亦主力擔當支援毅行者 05 的角

色，但不論如何，在參與毅行者時，對主隊的要求如體能、意志、經驗和準備也需要較高的要求；在調配

支援單位之時，亦需要較龐大的人力物力，事前亦要花數月之周詳準備，令所有工作人員均筋疲力竭。 

在環島行舉行的那一天，天朗氣清，綠盟的主隊代表們雲集山頂廣場。廣場位於海拔五百米的山峽中，

迎面吹來的風寒得很，但無阻我們的勇氣，一如以往的比賽一樣。上午九時半，我們出發了，朝著五十公

里外的大浪灣終點推進。從白晝行行重行行，眨眼間便入夜了，在我們過了大潭水塘時，已是夜幕低垂，

不但黑夜已使人感到意志消沉，而且還開始下起雨來，這時我們開始步入港島徑的第七段引水道，加上長

達數公里的引水道路徑迂迴曲折且沉悶，是我們綠盟主隊們意志最經考驗的時期。 

但是，即使有多麼難堪的時段，也會有重見光明的一刻。當我們提著沉重的身軀與裝備默默地向前走

著時，突然在無線電中得悉支援單位已經抵達前方不遠的支援點，片刻亦得悉主隊前方的隊員已經和抵達

支援點的支援單位取得會合，這消息實在使中後方的主隊隊員們帶來莫大的鼓舞。在到達支援單位駐紮的

支援點後，經休頓及更換過物資裝備後，便繼續出發，跨過龍脊朝終點前進。本來雨已停了片刻，此時 

又忽下起大雨來，使山路更為濕滑難行。行進間，眾人均默言無語，只聽得雨點打下來的聲音，和隱約的腳步聲，我心知眾人那時的內心，均在

為到達終點的剩餘時間作倒數，包括我在內，亦有這個剎那間的念頭。漫長的路段一段一段的經過，終於遠遠看到大浪灣村終點的燈光，而我們

主隊們便一應而上，肩並肩地衝過終點。 

有人問，為甚麼我們一又一次地參與這些比賽，既辛苦又浪費時間和金錢? 但是，我個人認為，有些事並不能以金錢和利益作為衡量標準的，

雖然每一次這樣的比賽，或是一些同樣的活動，經常也會花上許多時間去部署策劃，花上大量資金去支援此等計劃的進行與實施，但是我們能得

到彼此在比賽間的互相信任與精神團結，能更有效地加強隊員間的默契與了解，鍛鍊如何同心協力地去面對和解決問題，這些均對我們綠盟來說

是無價的，而且，我們每一次參與這類慈善比賽，便能間接地幫助了有需要的人，或是有需要的事物，所捐的金錢有助實踐這些幫助，所做的行

動則能影響其他人注意我們，影響他們亦願意為某有意義的事而出一分力；就如環島行，目的便在於環境保育，以維護整個人類的生存環境而共

同努力，讓我們的下一代能繼續延續人類的文明！所以，希望大家從今天開始，反省一下自己的人生觀，以及對所有事物的價值觀吧。 

香港綠盟理事香港綠盟理事香港綠盟理事香港綠盟理事 Fung Kai Yan , Samson ( Mathiase )    12/06/2006  
-------------------------------------------------------------------------------------------------------------------------------- 

Conservatoire - Une croisade de trente ans  ( 法語版新聞 ) 
Voilà trente ans que le Conservatoire du littoral se bat pour la protection des bords de mer. Pour 
l’aider à poursuivre son sacerdoce, le précédent gouvernment lui avait promis un beau cadeau 
d’anniversaire : le produit d’une taxe sur les constructions. Cochon qui se dédit... 
 
Voici le domaine de la Bastide blanche. Un jour, il appartiendra (將會屬於) au Conservatoire! Christian 
Desplats balaie de la main le magnifique paysage qui dévale (滑動) vers la Méditerranée. Le 
Conservatoire (研究所/溫室) du littoral et des rivages lacustres (海岸的) possède déjà l’essentiel de la 
presqu’île de Saint-Tropez. Seul lui manque ce domaine viticole (栽培葡萄的/葡萄栽培法的) que lui a ravi 
l’homme d’affaires (商人) Vincent Bolloré, au terme d’une longue bataille juridique (司法上的) « Mais je 
n’ai pas dit mon dernier mot ! » souffle le délégué (代表團員) du Conservatoire pour la région Paca. 
 
La ténacité (專心/真誠) ! Volià la grande vertu partagée par cette dizaine d’hommes et de femmes qui, 
depuis trente ans, arpentent fiévreusement (興奮地) le rivage français pour en acquérir (獲得) les derniers 
lambeaux (破布條/碎片) naturels au nom du Conservatoire du littoral et des rivages lacustres. Grâce à leur 
opiniâtreté (固執/頑強) inoxydable (無瑕疵的/不鏽的), cet organisme public est devenu le premier 
propriétaire (經營者) foncier en bord de mer avec 73613 hectares, soit 888 kilomètres de linéaire côtier (線
狀海岸的) . Il lui en a coûté 334,356,934 euros. Au moins ça que les promoteurs n’auront pas ! 
 
Se concilier (博取/調和/贏得) les maires. Mais que de batailles pour en arriver là ! La création du Conservatoire en 1975 est déjà en elle-même 
un miracle (奇蹟). Il a fallu tout le poids d’Olivier Guichard, puis de son successeur Jérôme Monod à la tête de la Datar, pour imposer cette idée 
révolutionnaire de protéger le littoral par l’achat et non pas par la réglementation (規則). «  Les premières années, notre budget n’était pas très 
important » , se rappelle Dominique Legrain, qui, avec le directeur actuel, Emmanuel Lopez, faisait partie de la première équipe de travail du 
Conservatoire. Aussi, quand le premier acte de vente est signé le 23 décembre 1976, l’euphorie (愉快) est totale. Pour 457,347 euros, le 
Conservatoire s’offre alors 194 hectares de dunes (沙丘), les Garennes de Lornel, dans le Pas-de-Calais (法國加萊省). Depuis cette époque 
héroïque (史詩的時期), tout l’art de l’établissement public est d’avoir su se concilier les maires. Eux qui, dans un premier temps, regardaient 
d’un sale oeil cet empêcheur de bétonner (凝結/結合) en rond ont fini par comprendre le bien-fondé (有效性/合法性) de la protection du littoral, 
histoire de ne pas tuer la poule aux oeufs d’or. C’est ainsi que quatre acquisitions sur cinq du Conservatoire se réalisent à l’amiable, dans les 
zones de préemption définies (清晰的) par les élus locaux. Ce qui lui a permis de prendre pied et de protéger définitivement (肯定地) des sites 
aussi prestigieux (有名望的) que le cap Gris-Nez, la pointe du Raz, la Plage Omaha, Ploumanach, la Côte sauvage de Belle-Ile, la presqu’île 
de Saint-Tropez, les Agriate, en Corse...En trente ans, le Conservatoire a signé 7406 actes d’achat. 

Les délégués régionaux se sentent investis d’un tel sacerdoce (教士) qu’ils n’arrivent pas à décrocher. C’est le 
fédérateur (統一者) Christophe Lefebvre dans le Nord-Pas-de-Calais, le méthodique (有條理的 /秩序井然的) 
Jean-Philippe Lacoste en Normandie, le négociateur hors pair Denis Bredin en Bretagne, le stratège Bruno Toison en 
Centre-Atlantique, l’intuitive Guillemette Rolland en Aquitaine, l’organisateur Jean-Claude Armand en 
Languedoc-Roussillon (朗格多克省), le cultivé Jean-Philippe Grillet en Corse. Pour ne parler que d’eux, car, au total, 
c’est une centaine de personnes qui sont employées par le Conservatoire. Sans compter les 450 gardes des sites, 
mais qui, eux, relèvent (拾起/提升) des communes chargées de la gestion des sites.                  

( sera continu / 待續待續待續待續 ) 

http://ee.uuhp.com/~ccolors/cgi-bin/cf/cf.cgi (由香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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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埔滘自然護理區大埔滘自然護理區大埔滘自然護理區大埔滘自然護理區 

( The Tai Po Kau Reserve / La région réservée de Tai Po Kau ) 

 

大埔滘自然護理區，位於大埔區之南端，大帽山郊野公園之東，為香港保存得最好的
林木區之一。整個地區由四條不同高度和長度的小徑及一條自然教育徑所組成，環繞山谷
而行，可以看到吐露港的景色。 

 

戰後的次生森林戰後的次生森林戰後的次生森林戰後的次生森林：：：： 

我們可以說香港已經沒有原始森林存在，經過了二次大戰的洗禮，全港原有林區幾乎
都被伐盡。戰事結束後，為了減少水土流失，保護水塘，到處都有植樹計劃，而大埔滘則
是一個做得較好及復原得較快的林區，所以現在每當走進大埔滘，則不難看到千層木、紅
膠木等外來品種的單一種植區，除此當然亦有本地品種的混交林。但近年來，這裡長有越
來越多的原生樹，令這保護區的生境種類更豐富。 

    甚麼是次生森林? 次生森林是指原始森林在受到破壞後，由於受到人們的保護而發展
起來的森林。這個類型地區的藥用植物資源是相當豐富，同時許多樹幹上還會生長著多種
不同的寄生植物。 

    大埔滘之所以被命名為自然護理區，與一般的郊野公園有別，這主要是因為其獨有的
茂盛林木，形成了很多不同的生態境地，由近路邊的開揚園地，河邊的山川水流，林區的
樹冠密不透光，低層的環境潮濕陰暗，這一切都為各式各樣的生物提供合適的生境。蜻蜓
蝴蝶、昆蟲走獸等都能夠在這裏找到。 

 

雀鳥天堂雀鳥天堂雀鳥天堂雀鳥天堂：：：： 
    米埔是鳥類的天堂，這是街知巷聞之事，但對於歌聲悅耳、色彩奪目的林鳥來說，大
埔滘才是他們的天堂。冬末初春之際，萬物又再展現生機無限，象牙花、吊鐘王綻放著那
奪目如火焰般的花朵；鳥兒們又為那豐盛的宴會忙了起來。求偶的、做巢的、餵飼的各種
各樣的行為都會出現在遊人眼前。大埔滘總會為遊人帶來驚喜，可不時留意在一群又一群
的鳥浪之中，除了有藍色小精靈絨額會像醫生般為樹幹做檢查，有黃頰山雀在樹枝間捕足
昆蟲和有紅紅黃黃的山椒鳥在追逐外，更可能會發現一些少見的過境遷徒鳥，如黑枕王
鶲、銅藍鶲等。 

護理區之簡介護理區之簡介護理區之簡介護理區之簡介：：：： 

    大埔滘因自然景物獨特，有雀鳥及其他生物棲息繁殖，或由於富文化及歷史價值，

故於 1977 年 5 月被劃為特別地區加以保護，並且成為香港最早的一個自然保護區。大埔

滘自然護理區因為被劃為特別地區，以保護區內林木自然生態，所以缺乏類似郊野公園

般的宣傳，知名度不高。大埔滘自然護理區不像米埔沼澤那樣被列為禁區，市民可以隨

時前往遊覽而毋須申請通行證。護理區面積達 460 公頃，是一大片景色優美的樹林，其

範圍包括草山東北面林木滿佈的山麓，向下伸展至大埔公路。整個地區由四條不同高度

和長度的山徑及一條自然教育徑組成。環繞山谷而行，可以遠眺吐露港的景色。  

下期專題生態介紹預告 :      

專題訪問專題訪問專題訪問專題訪問 – 生態旅遊生態旅遊生態旅遊生態旅遊 ( 城大某教授邀請綠盟訪問之中文稿件城大某教授邀請綠盟訪問之中文稿件城大某教授邀請綠盟訪問之中文稿件城大某教授邀請綠盟訪問之中文稿件 ) 

“A designated topic about the eco-tourism / Un thème designé au sujet du toursime d’écologie” 

受訪者受訪者受訪者受訪者: 香港綠色自香港綠色自香港綠色自香港綠色自然聯盟之代表團然聯盟之代表團然聯盟之代表團然聯盟之代表團 (2006 年年年年 03 月月月月 23 日日日日) [ Interviewee / L’interviewé ] : HKGNU 23/03/2006 

(一一一一). 機構資料機構資料機構資料機構資料 

1. 綠盟代表團之簡介綠盟代表團之簡介綠盟代表團之簡介綠盟代表團之簡介: 
[1]. Mr. Fung Kai Yan, Samson ( 理事 / 主席 ) samson@hkgnu.org 

[2]. Mr. Lam Nam Lung ( 行政及策劃幹事 ) lung@hkgnu.org 

[3]. Mr. Leung Ho Chun, Horace ( 行政及策劃幹事 ) jun@hkgnu.org 

[4]. Mr. Michael Modini ( 駐澳洲區綠盟高級顧問 ) michaelmodini@hkgnu.org 

[5]. Miss Yip On Yee, Annie ( 行政及策劃幹事 ) annie@hkgnu.org 
 

 

2. 機構工作及目標機構工作及目標機構工作及目標機構工作及目標 
Mr. Fung Kai Yan：「我們主要地提倡保護生態環境，愛護自然資源，宣傳有關知識使更多人能從中了解保護自身所生存之環境的重要性。同
時亦希望能教育下一代、或年青的一輩有關環境與人類相亙連帶影響的角色以令他們日後能有更深切的體會與了解，並攜手創造綠色的未來。」 
 
Mr. Leung Ho Chun：「為組織內的幹事及會員舉辦野外之康樂活動，一同參加或支援幹事及會員在遠足活動／比賽及宣傳環保工作時之所需。
另一方面，如有需要，我們亦會協助一些學校籌備或舉辦各式其式的活動。至於目標方面，我們希望能與地區或國際上的其他環保組織合作，
增強我們內部幹事間的溝通技巧以及與外界共同合作的能力。此外，如有機會，我們亦希望經營一些環保商店令本組織能不假手於別人亦可得
到充裕的經費之餘，亦能為社會出一分貢獻。」 



La revue trimestrielle de l’association d’écologie de Hong Kong 

HKGNU Periodical 香港綠色自然聯盟季刊( L’édition d’été / Summer Edition / 盛夏版 ) A5 
 二零零六年六月十六日            星期五  2006-06-16      <第 56 期 // Vol. 56> http://www.hkgnu.org/                     info@hkgnu.org  組織正式成立六年零十一個月 

(續續續續) 專題訪問專題訪問專題訪問專題訪問 – 生態旅遊生態旅遊生態旅遊生態旅遊 ( 城大某教授邀請綠盟訪問之中文稿城大某教授邀請綠盟訪問之中文稿城大某教授邀請綠盟訪問之中文稿城大某教授邀請綠盟訪問之中文稿件件件件 ) 

受訪者受訪者受訪者受訪者: 香港綠色自香港綠色自香港綠色自香港綠色自然聯盟之代表團然聯盟之代表團然聯盟之代表團然聯盟之代表團 (2006 年年年年 03 月月月月 23 日日日日)    

(二二二二) 生態旅遊之潛在性生態旅遊之潛在性生態旅遊之潛在性生態旅遊之潛在性 

1. 你覺得香港對於生態旅遊的傾向是怎樣的你覺得香港對於生態旅遊的傾向是怎樣的你覺得香港對於生態旅遊的傾向是怎樣的你覺得香港對於生態旅遊的傾向是怎樣的? 
Mr. Fung Kai Yan：「生態旅遊的發展空間近年在香港的傾向有明顯上升的趨勢，這是由於香港市民和
政府因環境的變化 (如溫室效應) 和市區空氣質數下降、再加上近年病菌在人煙稠密的市區有著存在的
危機，因而使市民有了市區的推因素和郊區的拉因素所促成。這些市民在嘗試體驗生態旅遊之樂後，大
部份均有所改觀，從而使透過這些人把生態旅遊的正面影響傳播開去。加上傳媒 (電視節目、書刊雜誌) 
亦不時增加描寫生態旅遊熱點的編幅，許多從未踏足郊區的市民因而循著傳媒的介紹慕名到訪一些著名
地方，如西貢的大浪灣，便是當中的表表者。從這部份的例證中可看出生態旅遊在香港的前景是樂觀的。」 
 

Mr. Lam Nam Lung：「看似香港並不太重視這方面的工作，況且政府不太主張／不太熱衷於這方的活動推廣。在經歷沙士後，政府才在出現問題
後作出補救措施，欠缺一些危機的預防性。同時，香港人的環境保護意識比較差，且又經常浪費資源，不愛惜大自然與破壞環境。」 

 

Mr. Leung Ho Chun：「生態旅遊在香港的發展受到一定約束的同時，政府又希望多些人知道它的存在，而政府亦開始協助此業。聽說政府會在
青見那種實習計畫中聘請生態導遊，可見生態旅遊在香港仍然存在著一定的發展空間。」 

 

2. 你對於未來的生態旅遊的舉行與興辦有甚麼想法你對於未來的生態旅遊的舉行與興辦有甚麼想法你對於未來的生態旅遊的舉行與興辦有甚麼想法你對於未來的生態旅遊的舉行與興辦有甚麼想法? 
Mr. Fung Kai Yan：「香港如同外國一樣，想要普羅大眾重視和認識環境保護，便要使市民親身感受到自然環境所承受的破壞與壓力。這均可透
過生態旅遊中令遊人體驗出來。生態旅遊，在不損害環境的情況下，可使更多的到訪者學會／感到自然環境和資源的珍貴，當他們眼見到自然界
幽美與神秘奧妙之際，自然會自發地愛護和珍惜這些資源。可以說生態旅遊是加強市民在環保方面意識的一個重要媒介。故此，我十分支持生態
旅遊的舉行。當然，為了應付這些旅遊，政府和環保團體應加強配套上的工作，如加緊巡邏和增加郊外設施以方便遊人等，使這些遊客覺得這些
旅遊可以在輕鬆和愉快的心情下進行，使其百遊不厭，留連忘返。」 

 

Mr. Lam Nam Lung：「我絕對贊成這個方案。因為舉辦這類活動 – 生態旅遊 – 可透過一些旅行團向旅客介紹更多這方面的生態知識，令他們明
白到大自然和人類之間的關係密切與重要性。」 
 

Miss Yip On Yee：「其實政府可考慮將資源重新分配。近這些年政府常削減各項開支，故再投放資源已是一個難題。我認為政府應參考歐美國家
在這方面的工作成效，亦應考慮香港本身的限制條件，如市民對郊野環境的保護意識並不足夠，常亂拋垃圾、破壞植物、又經常擅取動植物作為
標本之用。故這些問題的出現，展示出政府須作出更大的付出與努力，教育市民應以何種心態與舉止到訪這些地方作客。最大的問題是政府須證
明給外界知道在其舉辦生態旅遊的同時擁有保護這些地方的足夠能力，因這些地方一旦受損並不是可以立即彌補的，萬一政府的配套設施準備得
不足，他日一旦產生了問題，定必成為眾矢之的。」 

 

Mr. Michael Modini：「As a foreigner and an irregular tourist to Hong Kong, I welcome opportunities for ecotourism in Hong Kong.  Although I am not 

very familiar with how things operate in Hong Kong, I think the HK government has done well in setting aside and maintaining the Country Parks, and I 

hope that there is potential to set aside more land for Country Parks in the future.  Of course there are many difficulties in an area with so great a 

population as HK, but with organisations such as HKGNU involved in activities such as tree-planting, there is great potential for the future!」 
 

3. 你覺得在香港興辦生態旅遊的同時會有甚麼困難會遇到呢你覺得在香港興辦生態旅遊的同時會有甚麼困難會遇到呢你覺得在香港興辦生態旅遊的同時會有甚麼困難會遇到呢你覺得在香港興辦生態旅遊的同時會有甚麼困難會遇到呢? 
Mr. Fung Kai Yan：「我的意見如同第四條 (下一條) 的一樣。這些困難分別來自政府、社會與及環境本身三方面。整體來說，凡事也會遇到困難，
故解決這些困難是生態旅遊興起的門檻…」 

 

Mr. Lam Nam Lung：「最大的問題是市民對參加這些活動的熱誠程度不夠高，皆因他們太多數人欠缺這方面的遠見，覺得這類活動可能不夠刺激，
比較沉悶。再加上政府欠缺在這一方面的大力教育與宣傳，因為這方面是極需要政府推動的，這是基於政府往往在這些政策上扮演著『火車頭』
的角色，皆因商家絕不會帶頭地推動這些無利的工作。雖然現今已有一些團體興辦生態的旅遊，但這類環保團體多數存在著欠缺充裕資金和資源
上的贊助等問題。這些均是推動生態旅遊的重要障礙之一。」 

 

Mr. Leung Ho Chun：「這些生態旅遊點的保育工作是否良好，我對此點有所保留。因為有些事情比較難以控制，例如外來的污染源。所以在宣傳
生態旅遊的同時，對這行業的財產的保育工作也是重點之一。而且除了檢驗水質、等待污濁的空氣被吹走等較被動的措施外，政府以及其他環保
團體亦應效發外國作出主動式的保育工作。」 

 

Miss Yip On Yee：「香港一向存在著財政方面的問題，故能否負擔這些長線投資已成一個重大的考慮問題…」 
 

4. 你覺得在香港興辦生態旅遊的機會與因素如何你覺得在香港興辦生態旅遊的機會與因素如何你覺得在香港興辦生態旅遊的機會與因素如何你覺得在香港興辦生態旅遊的機會與因素如何? 
Mr. Fung Kai Yan：「每個地方均有其優點，同樣道理每個地方亦有其自然風景，故有自然風景的地方便有發展生態旅遊的權利，香港亦不例外。
故此，香港本身是有其自然條件去發展生態旅遊的，無奈的是受到許多的本地因素所影響，如社會的風氣、知識水平和政府的考慮所影響。總括
言之，發展生態旅遊在香港是可行的，但仍受到某些外在和內在力量限制，故需要清除和解決這些限制條件，生態旅遊的發展機會依然是樂觀的。 
整體來說，我所指的限制條件包括政府財力不足與及投放的資源過輕 (皆因政府的主要目標是發展經濟和金融)，但沒有考慮兩者 (生態和經濟) 
是可並存發展的；此外，社會傳統上對生態環境的認知程度不高，自然對生態旅遊價值的重要性不聞不問；再加上現今大部份年青一輩的喜好多
為城市活動，對戶外／野外活動或旅遊只感到無聊沉悶，這均是導致生態旅遊的推廣有所限制的部分原因。」 
 
Mr. Leung Ho Chun：「資源是有的，有的資源就是各個海岸公園例如海下灣、以及各種稀有的動植物等，例如一些珊瑚群、中華白海豚、紅樹林
裹的動植物等等。 」 
 
Miss Yip On Yee：「因為在香港舉辦這類活動的資源是有限的，而且沒有發展商是有興趣發展這些項目的，香港人是很勢利的，許多東西也是從
金錢的角度去出發考慮，沒有發展的潛力，故對他們來說沒有利潤可言。如果他們想投資的話，可以嘗試投資在廢物回收上。而且生態旅遊的興
辦，香港人未必會有太大興趣參與…總言之，香港人是不會作虧本生意的，既不環保，許多事也不從環保的角度出發。如香港人經常使用膠袋，
而不使用環保購物袋，沒有保育的意識，更遑論要辦好生態旅遊這門更高層次之工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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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續續續) 專題訪問專題訪問專題訪問專題訪問 – 生態旅遊生態旅遊生態旅遊生態旅遊 ( 城大某教授邀請綠盟訪問之中文稿件 )    
Mr. Michael Modini：「In New Zealand there is a saying: 『Take care of the birds and the bush will flourish』, and in Australia you can always tell the 

health of the countryside by the health of its green tree frogs. If you can encourage the development of birds, frogs and all native forms of wildlife, you will 

be achieving a great deal for all HK-ers.」 

 

5. 你覺得香港政府對於興辦生態旅遊有甚麼對策呢你覺得香港政府對於興辦生態旅遊有甚麼對策呢你覺得香港政府對於興辦生態旅遊有甚麼對策呢你覺得香港政府對於興辦生態旅遊有甚麼對策呢? 
Mr. Fung Kai Yan：「政府的對策十分明顯，便是應身先士卒，推動宣傳及發展，即在宣傳及教育的同時，在實質行動上則要配合，如增加郊區
的配套設施和公共交通以為更多的人到訪郊區生態旅遊熱點而提供足夠及完善的服務。否則便會產生不平衡的情況，造成反效果。例如垃圾桶的
不足將導致的後果便是部份郊遊人士將到處亂拋垃圾或是垃圾桶會出現滿瀉的情況，污染了美麗的郊野環境，造成弄巧反拙。」 

 

Mr. Lam Nam Lung：「最主要是由政府協助和提供各方面的援助。例如加強這方面的宣傳，把生態旅遊的優點和特色告訴給市民，亦可以與一些
商人合作協辦一些生態旅行團。如果這些活動能為商人帶來商機，這便使這類活動帶來更大的推動力。 」 
 
Mr. Leung Ho Chun：「政府可再加強宣傳令市民可從慣常電腦中的虛擬生活中回到真實的自然環境中，從而令市民增強對這方面的興趣，協助保
育這些生態財產。此外，承上述生態旅遊的困難所在，應教育遊人生態旅遊是有責任性的，在觀賞享用這些事物的同時應負起保育環境的責任。」 
 
Miss Yip On Yee：「我覺得暫時香港政府沒有這方面的遠見。雖經常說坐言起行，但常膚衍了事。如垃圾堆填區的問題，十年後便會飽和，但政
府仍未有正面的對策；垃圾分類方面亦未見成效，比歐美國家和臺灣還要後退，政府明顯地不太著重生態與環保。」 

 

(三三三三) 對於四大海岸公園的建議對於四大海岸公園的建議對於四大海岸公園的建議對於四大海岸公園的建議 

1. 海下灣海岸公園海下灣海岸公園海下灣海岸公園海下灣海岸公園 
Mr. Fung Kai Yan：「海下灣海岸公園，為四大海岸公園中之最近，最方便者。以往交通亦不太方便，故此到此和認識這地的人不多，但近些年
來，由於公共交通前往海下灣的情況有所改善，故到訪海下灣的人數在近數年有上升趨勢，尤其是在爆發非典型肺炎後更為之大幅增加。故海下
灣是推廣生態旅遊的熱門地點，但同時我們亦須控制到訪人流的數量，以免超越了自然環境的負荷。這點可依賴公共交通的飽和量和私家車不許
進入北潭涌以內範圍 (包括北潭涌) 的政策下可見其效。唯擔憂的是，因到訪的遊人相對較多，難免有不遵守海岸公園規則者出現。所以，政府
加強執行巡邏是較為可取的，同時亦要補做相當份量的現場教育與宣傳保護海岸公園的應有舉止，尤其是小朋友較為容易或喜歡拾東西回家或拿
在手中玩弄。此外，海下灣海岸公園亦設有一個小型的遊客中心，對到訪的遊客認識附近的生態環境亦有著一定的裨益。」 

 
2. 沙洲及龍鼓洲海岸公園沙洲及龍鼓洲海岸公園沙洲及龍鼓洲海岸公園沙洲及龍鼓洲海岸公園 
Mr. Fung Kai Yan：「雖然沙洲及龍鼓洲海岸公園是一個開放給市民前往的海岸公園，但由於只能從水路前往，加上沒有公共渡輪服務前往此處，
故建議的矛頭，不應集中在島上，而是附近的水域上。這是因為附近水域多為中華白海豚棲息之所，故近年來亦有不少團體舉辦了不少乘船出海
的觀豚活動。這些活動有助助長生態旅遊的興起但同時需注意的是，近來沙洲及龍鼓洲海岸公園附近海域由於機場的興建與及珠三角的發展而受
到威脅，故政府應擔當最大的發言人來解決這些威脅，否則海豚亦會因環境變差而搬遷甚至絕種，生態旅遊於那時在沙洲及龍鼓洲海岸公園一帶
將備受打擊以及失去了海岸公園的『招牌』。」 

 
3. 東平洲海岸公園東平洲海岸公園東平洲海岸公園東平洲海岸公園 
Mr. Fung Kai Yan：「我曾多次踏足東平洲，對上一次便是上一個週末，到那裏的目的多不是遊玩，而是與漁護署一起清潔海灘與向遊客宣傳保
護海岸公園等，亦曾在東平洲進行地理及生態的考察。我對四大海岸公園的建議基本上一致，畢竟它們有著共同特徵，故有些建議將不予以重複。 

 

東平洲，我認為其最大的威脅是來自對岸大陸的垃圾及污染物，隨著盛行的東風從大亞灣一帶飄流至東平洲的東岸及東北岸，亦即東平洲碼頭向
海的方向。我每一次到東平洲，向東北的沿岸之頁岩與頁岩間，總是佈滿了層出不窮的垃圾，如普通的膠樽、發泡膠與及食物容器 (膠袋等)、以
至船的壞馬達 (機械)、木板、破魚網也有，情況甚令人吃驚，即使花極大的努力去清理，亦還有許多垃圾遺留於那一帶。垃圾及污染物的存在使
東北岸的海洋生態受到干擾，水質有可能變差，影響海中生物的生存環境。故首要考慮的是垃圾和污染問題。只是不斷的去清理垃圾絕對是治標
不治本的，更須要的是去抑制污染物的來源，如與大陸政府攜手合作共商對策以及在公園水域範圍外加設防護網等。同時，東平洲的生物亦會間
歇地受到村民和遊客的獵殺，如蠔、蟹和貝殼等，常被人捕獵和破壞，故此雖東平洲偏遠，但同時亦要加強執法與巡邏，以維持海岸公園條例在
各海岸公園的順利執行。另一方面，東平洲地區偏遠，雖有渡輪於假日前往，但票價絕不便宜，且東平洲的特色未必能吸引生活在城市的居民。
故此，環境的清潔與特色行程的設計是要在東平洲興辦生態旅遊的重要元素。前者要靠政府執行，而後者則要靠本地旅行團體的宣傳和精心設計
一些吸引性高的行程 ( 如連走東平洲及其以外的景點 ) 。當然，宣傳及推廣到東平洲的生態旅遊的責任是每個人也可以做到的。近年政府亦在
島上加設了不少設施，亦吸引了不少遊客，如野外營地的設施便是一個例子。」 

 

4. 印洲塘海岸公園印洲塘海岸公園印洲塘海岸公園印洲塘海岸公園 
Mr. Fung Kai Yan：「印洲塘海岸公園的地理位置沒有如東平洲般遭受隨水流而來的污染，皆因其公園範圍多由內灣或隱蔽海灣所組成。故我的
建議只集中在如何推廣方面，如何以鼓勵市民主動地去認識和親赴這個偏處於香港東北的海岸公園，這是由於印洲塘海岸公園的交通極為不便，
無論在水陸兩路方面也如是。水路方面，沒有公共交通可直達，除非自行租船前往；陸路方面則須從大尾督，烏蛟騰或鹿頸步行數小時山路前往。
故此要鼓勵遊客前往此處，政府須改善來往市區和印洲塘海岸公園的交通，此外，一些興辦野外活動的團體亦可多加舉辦一些參觀印洲塘海岸公
園的活動，使更多人能夠到此探索其難得一見的風景。當這些遊客在到過此處後，不論意見是正或是負，同樣其旅程經歷亦會從交談中散播出去，
使更多人從中得知原來考察生態的活動是充滿樂趣的。 

 

不過，這些年來，一些團體或旅行社亦舉辦了一些以遊覽香港東北風景為主的行程，當中包括了連遊印洲塘海岸公園和東平洲海岸公園兩地，相
信這兩地偏遠的條件，政府和一些旅行社或團體看來是扮演著開拓者的角色，負責著替市民拉近與香港東北這兩個海岸公園間的距離，最終亦會
促進了生態旅遊在這一帶的蓬勃。」 

 

5.    對海岸公園的整體建議對海岸公園的整體建議對海岸公園的整體建議對海岸公園的整體建議    
Miss Yip On Yee：「我認為政府應嘗試舉辦一些推廣期，在這期間政府可免費提供交通工具或免費舉辦一些行程予市民前往這些海岸公園旅遊，
以鼓勵和吸引一些市民到訪這些地方。當過了這推廣期後，政府亦可提供一些優惠以及方便的交通工具前往這些地方。同時，政府應製造多些宣
傳及教育有關海岸公園的優點及特色。現今在市區中有許多市民對於海岸公園的認識並不太深，皆因政府多年來缺乏有效的推廣，故這方面應予
以改善，使市民更關心自然環境生態的發展。」                                                     訪問日期: 2006 年 03 月 23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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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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紅樹林紅樹林紅樹林紅樹林((((上上上上)))) ( Mangrove / Le palétuvier ) 
紅樹林是熱帶海岸潮間帶的木本植物群落。要討論紅樹植物種類的地理

分佈，就必須先明確甚麼是紅樹植物。紅樹是一組分別隸屬於幾個不同科，
卻有共同習性和生境的植物，它們生長在熱帶地區的鬆軟沉積海岸上，介乎
陸地與海洋之間；在高潮時，其根部及部份莖枝會被浸於鹽水中，在低潮時
卻與淡水接觸；即是說，它們是生於有淡水流入海洋之潮間帶中。1991 年
全世界學者製定之《紅樹林憲章》定明了專一在紅樹林海灘中生長並經常可
受到潮汐浸潤的潮間帶上的木本植物才列為紅樹植物或稱為「真紅樹」；只
在洪潮時才受到潮水浸潤，在陸、海都可生長發育的兩棲性植物稱為「半紅
樹」。紅樹林大致分佈在南北回歸線之間的範圍內，部份可伸延至北緯 32

度及南緯 44，以馬來西亞及其鄰近之島嶼的生長最繁茂，而且種類最豐富。 

 

現時全世界之紅樹植物分佈大致可分為兩大類群：西方類群(或稱大西洋 - 東太平洋類群)及東方類群(或稱印度 - 西太平洋類群)。紅樹植物種
類與其地理分佈是有關係的，西方類群的紅樹種類只有 12 種，但東方類群的紅樹種類則多達 60 種，其中只有兩種是共有的，即大紅樹(Rhizophora 

mangle)及金蕨(Acrostichum aureum)。香港由於人為干擾，原先較為繁茂的紅樹林已經逐漸消失，目前只零星殘存於后海灣，大埔汀角路，西貢大
灣村和大網仔、沙頭角附近的烏石角、鹿頸、鹽灶，以及大嶼山部份沿海地區。最新的數據顯示全港現有 44 個地方存有紅樹林。其中又以后海灣
的米埔紅樹林面積最大，約有 115 公頃，是華南地區第六大的紅樹林。 

紅樹林一般分佈於隱蔽的海灣之內或河口三角洲平原地區，這些地區皆擁有風浪小，坡度平緩，淤泥堆積等特點。世界紅樹林最發達的地區，
成熟的紅樹林是由高大喬木所組成的森林，如在馬來西亞和東蘇門答臘的阿羅灣等地的紅樹林高可達 35-40 米，且層次結構比較複雜。香港的紅樹
林群落外貌結構都比較簡單，一般為灌木或小喬木，高 1-3 米，最高 5 米，覆蓋度 40-60%，有的可達 90%，通常多為單層結構。 

在大區域上影響紅樹林分佈和生長的環境因素包括：1. 溫度溫度溫度溫度 --- 氣候條件特別是溫度是制約紅樹植物分佈的主導因素。不同地域自然分佈的
紅樹植物，其種類多樣性一般隨緯度的增高而減少，群落高度也隨緯度增高而下降。認為紅樹林生長適合的條件是最冷月均溫度高於攝氏 20 度，
年均海水溫度約在攝氏 24 至 27 度之間，氣溫在 25 至 30 度之間。2. 海水鹽度海水鹽度海水鹽度海水鹽度 --- 紅樹植物長期生長於高鹽度的潮間帶環境中，已特化出一套抗
鹽機制，但海水其實並不是紅樹林生長的必要條件，紅樹林可生長在鹽度不同的各種灘面上，從完全鹽水到完全淡水的所有環境都能生長。因此紅
樹林可分佈的海水鹽度幅度很大，而影響紅樹林生長起主要作用的是鹽度上限。3. 洋流洋流洋流洋流 --- 洋流對紅樹植物分佈的影響是通過改變海水表層溫度
和傳播紅樹植物的繁殖體起作用的，世界紅樹林大致分佈於南北回歸線之間，由於洋流的影響，可分佈到北緯 32 度和南緯 44 度。       [待續待續待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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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nglish Corner of Eco - Environment  

 Butterfly Watching ( L’observation des papillons )  

Hot Spots for butterfly watching at Sha Lo Wan : 
    Sha Lo Wan, which is situated at northwest of Lantau Island, is just next to the Hong Kong International 

Airport. Sha Lo Wan is a small fishing village, in which there are many abandoned farmlands. Now it becomes a 

popular site for watching numerous species of butterflies, including Swallowtails, Whites, Yellows and Sulphurs. 

You can either choose to walk there from Tung Chung, which takes you about 15 minutes to reach Sha Lo Wan, 

costing about $20 each person in a single trip. 

 

    There are two piers ( new and old ) at Sha Lo Wan. I would suggest you landing on the new pier. After so, you 

can walk toward the small village along a small footpath. Along the path you can already see some butterflies 

around, and I am quite sure you can spot Rustic ( Cupha erymanthis ), which is almost the most frequently 

encountered butterfly species in Hong Kong. Rustic are abundant, and not flying very well. But if you are asking for 

their photos from butterfly enthusiasts, you may be amazed that most people even do not have one picture of this 

kind of butterfly! This is because Rustic does not like to rest and take in nectar from flowers. Instead they like to 

spend most of the time flying and dancing around; besides, Rustic can be encountered so easily that most people do 

not consider them precious and thus spend less time on them. 

 

    After walking for 300-400m, you will discover there is a brood on the left, which is full of flowers of Lantana 

and other plants. This is where various Swallowtails, Whites, Yellows and Sulphurs gather. Commonly seen Whites, 

Yellows and Sulphurs gather. Commonly seen Whites, Yellows and Sulphurs include the sexually dimorphic Yellow 

Orange Tip ( Ixias pyrene ), huge Great Orange Tip ( Hebomoia glaucippe ), and Common Gull ( Cepora nerissa ) 

that flies slowly. There are also ample species of Swallowtails, including Common Mormon ( Papilio polytes ), Red 

Helen ( Papilio helenus ), Great Mormon ( Papilio memnon ), Lime Butterfly ( Papilio demoleus ), Paris Peacock 

( Papilio bianor ), Tailed Green Jay ( Graphium agamemnon ), Common Bluebottle ( Graphium sarpedon ) and 

 

 

Common Mine ( Chilasa clytia ). If you are lucky enough, you may even spot a rare species in Hong Kong – Swellowtail ( Papilio xuthus ). Actually you can 

really find a large number of Tigers here, and even the very rare Dark Blue Tiger ( Tirumala septentrionis ) has been discovered here for the first time this 

year. Continue the walk for ten more minutes you will reach Sha Lo Wan Village. Here when you turn right and walk for about 100m, you can see a path 

pointing to the beach. On both sides of the path are all abandoned farmlands, which are full of attractive plants to butterflies. The two sides of the path are 

open areas, favours much to taking pictures of the butterflies. There is a small stall near the beach selling some snacks and beverages. When you turn right 

after leaving the stall, you will find yourself returning to the road leading into the village. The entire route is just a circle. 

 

    Sha Lo Wan is a typical village of high ecological value. However, due to the current policy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there are always conflicts and 

contradictions between the villagers and government in sharing the ecological resources. One time when I was taking photos of the butterflies in the nearby 

Tai Ho, I was even heavily scolded by a villager who claimed that he hate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much. Thus, if you like to take photos of wildlife in Sha 

Lo Wan, when asked what you are doing by a villager, do not tell them you are taking photos of animals and plants. Some of them may fear that you could 

discover some new species there. It may be better to tell them that you are photographing the great scenery there to evade any troub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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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平洲的沉積岩東平洲的沉積岩東平洲的沉積岩東平洲的沉積岩  
( Tung Ping Chau’s Sedimentary Rock / La roche sédimentaire dans l’île Tung Ping ) 

東平洲更樓石東平洲更樓石東平洲更樓石東平洲更樓石 ( Tung Ping Chau / L’île Tung Ping ) 

 

 

東平洲位於香港東北部大鵬灣的海域內，是香港最東面的小島。其實，
這個小島原名平洲，因為從遠處看過去，它活像一個平台般浮在水面上；
但為免與大嶼山附近的坪洲混淆，所以才加上個"東"字，是為東平洲。 

當踏足東平洲碼頭附近和媽角咀時，你會發現這裏的岩石是由一些幼
細的沉積岩組成，部份物質可透過 10 倍放大鏡看到，但有些更幼細的便看
不到。還有，這些岩石是由一些僅厚 2-6 厘米的薄層所組成，稱為層理現
象；而在這裏找到的層理都是棕色的。綜合以上特徵，我們可以推斷這些
岩石屬於沉積岩，較粗糙的是粉砂岩和白雲質粉砂岩，較幼細的是泥岩。
在更樓石和難過水的泥岩，它們的層理更像一頁頁的書本，所以這些岩石
又稱為頁岩。如果能夠看到的話，甚至可以在岩石上找到化石。 

化石的形成，是由於動物或植物突然被大量沉積物擠壓，令他們的硬
組織被礦物填充或取代後，出現石化現象而成。化石只可以在沉積岩上找
到，原因是火成岩是在高溫下形成，而變質岩也在高溫或高壓下形成，所
以動、植物的屍骸無可能在這兩種岩石內存在。 
 

龍落水位於東平洲中部西岸，是一片厚達六十至八十厘米的岩層。在東平
洲的沉積岩形成期間，可能曾發生火山噴發，噴發物掉入水裡後凝結成像水晶
粒的固體一整片，後來地殼移動將岩層推斜，由高處俯覽，看來就像斜插入海、
直到水深暗處的一條「龍脈」，十分壯觀。這條岩脈其實由島的西北部近一直
沿岸伸展到島的東南部，甚至延伸到更遠，只是有時外露，有時藏著，不易被
發現。 

龍落水的形成，是因為岩層及它附近岩層的抗蝕能力有差異。它由岩質幼
細的燧石形成（地質學上稱燧石白雲質粉砂岩），硬度達七（按地質分類，十
度為最硬）。它附近的岩層則是抗蝕能力較弱的頁岩（泥質頁岩），較易被風
化和剝蝕。堅硬的岩層因抗蝕能力相對較高而得以保存，在地面及海邊展露出
來。 

燧石粉砂岩在東平洲只有一層，亦是香港獨特的地標，以地質學角度來
看，它是非常特殊的標誌層，可供了解它附近地層的位置及形成歷史等。  

 

 

從岩石的層理和每層之間所組成的物質我們可推測這些岩石形成
時的情況。由於岩石是由幼細的物質組成，所以沉積物可能是在遠處被
侵蝕後由河流或海浪等媒介帶來；此外，由於沉積物幼而輕，無須大能
量的水力把它們帶到這裏，故相信沉積的環境該是相當平靜。由於每一
層岩石皆代表一個時間的沉積而這裏每層層理的物質也差不多，所以由
此可以推斷，這裏的環境應沒有發生過任何重大的變化。 

                                                                                              
鳴謝: 綠盟各編輯部成員.  

Nous n’avons pas la revue de la version française toujours dans ce moment-ci mais nous essayerons les publier dans l’avenir, merci de votre soutiens ! 

In this moment we still haven’t the full English version HKGNU Periodical, but we will try to consider it in the coming years, thank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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