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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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零年冬季]  

- 本年夏開始將與社區機構合辦市區可持續發展環境生態導賞課程系列計劃以增加教學 

推廣工作。 

- 本年度為 2008年始的 “生態還原植林計劃” 三年中的最後一年，預計在 2-5 月間將為 

粉嶺丹山河自然生態保育區(丹山河畔)多植約 50 棵樹(原生樹)。 

- 去年夏倡議之 “再生能源計劃”，將定奪於今年展開。計劃之內容主要為太陽能發電， 

盼為粉嶺丹山河谷塑造一個微碳排放及更綠色的近郊環境。 

- 為減少使用紙張，中國香港綠色自然聯盟季刊將致力建設網上季刊，在網上發放。 

- 本期季刊共六頁。下期中國香港綠色自然聯盟季刊將於二零一零年夏季間出版。 
     分流半島日落景緻分流半島日落景緻分流半島日落景緻分流半島日落景緻––––大嶼山大嶼山大嶼山大嶼山 

- 網上(中國中國中國中國)香港綠色自然聯盟季刊香港綠色自然聯盟季刊香港綠色自然聯盟季刊香港綠色自然聯盟季刊目錄: http://www.hkgnu.org/gnu_periodical_index.htm  

- 網上的網上的網上的網上的「「「「教學資源庫教學資源庫教學資源庫教學資源庫」」」」已設立已設立已設立已設立，，，，藉此增強教學工作的進行藉此增強教學工作的進行藉此增強教學工作的進行藉此增強教學工作的進行。http://www.hkgnu.org/travaux_de_conservation_developpement_durable_pedagogie_materiaux.htm 

- 請盡量傳閱使此季刊能循環使用。此季刊只備有中文(漢語)版本。 

- 詳情可瀏覽本組織之詳情可瀏覽本組織之詳情可瀏覽本組織之詳情可瀏覽本組織之網頁網頁網頁網頁( http://www.hkgnu.org )，，，，或透過或透過或透過或透過電郵電郵電郵電郵( info@hkgnu.org )、、、、休閒區休閒區休閒區休閒區( http://cdts.hkgnu.org )及及及及 

FACEBOOK 上發表意見上發表意見上發表意見上發表意見。。。。 

 

- 季刊索引季刊索引季刊索引季刊索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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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嶼山大嶼山大嶼山大嶼山分流半島及深屈分流半島及深屈分流半島及深屈分流半島及深屈 
A2 續封面故事續封面故事續封面故事續封面故事  大嶼山大嶼山大嶼山大嶼山分流半島及深屈分流半島及深屈分流半島及深屈分流半島及深屈    ((((續續續續)))) 

A3 組織組織組織組織近期近期近期近期分享分享分享分享隨隨隨隨筆筆筆筆      

A4 專題專題專題專題探討探討探討探討 －－－－ 低低低低碳生活碳生活碳生活碳生活 
A5 專題專題專題專題探討探討探討探討 －－－－ 低低低低碳生活碳生活碳生活碳生活((((續續續續)))) /  /  /  / 專題介紹專題介紹專題介紹專題介紹    －－－－    大尾魷大尾魷大尾魷大尾魷    

A6 專題專題專題專題介紹介紹介紹介紹 －－－－ 潮汐潮汐潮汐潮汐 / / / / 金蓮花金蓮花金蓮花金蓮花 

    

大嶼山大嶼山大嶼山大嶼山分流半島及深屈分流半島及深屈分流半島及深屈分流半島及深屈     

簡介簡介簡介簡介: 

分流半島分流半島分流半島分流半島 

分流位於香港大嶼山的西南部份，為香港境內最西南的地

方，屬南大嶼郊野公園的範圍。分流半島因可眺望泥黃色的珠

江河水與東部清澈的海水所交匯形成的「分流」景觀而得名。 

                                    

 

    

分流石圓環分流石圓環分流石圓環分流石圓環  

一堆未經琢磨的石塊，似是刻意堆疊成一圈，形成一組長 2.7

米、寬 1.7 米的橢圓形結構。石塊排列有序，証明了有人工堆砌的痕

跡。而用一些大塊石頭堆疊成形形式式結構，是新石器時代晚期及

青銅時代早期的文化特徵之一，分佈範圍遍及世界各地，故分流的

石圓環，很可能也屬於這類結構。相類似的巨石結構，在中國也曾

發現，當中香港在過往出土新石器和青銅時代的文物十分豐富，石

圓環的發現，亦非偶然。堆疊石圓環的目的現在已無法稽考，但大

抵與當時的祭祀儀式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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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流炮分流炮分流炮分流炮臺臺臺臺    

分流炮臺位於新界大嶼山西南端的分流半島上，俯瞰來往珠江的航道。炮臺名稱

除了現時官方所使用的「分流炮臺」外，此炮臺以往在不同的歷史文獻中亦有著不同

的名字，例如「雞翼角炮臺」（見於《廣東通志》嘉慶刊本），其來源可能是因為炮臺

位處於大嶼山一處如雞翅翼似的岬角；「石筍炮臺」（見於《廣州府志》光緒刊本），

是由於分流半島上的分流村古稱石筍村，相傳以前有一看似人面的石筍矗立於岬角的

高處，因而得名。 

                                                                                                                   

分流炮臺位處 70 米的高地上，長約 64 米，闊約 21 米，總面積約 966

平方米，牆身以花崗石及青磚疊砌而成，城牆的高度和厚度分別約為 1 至 4

米。炮臺的門朝向東，門頂有七個杉眼，用作上杉關門；進門前行有階梯，

可以登上南牆瞭望；而城外另鋪有石路。由於炮臺的面積很小，估計炮臺的

用途主要為駐軍以執行海防任務。 

有一些學者認為分流炮臺初建於明代以防禦當時為患各沿海地區的海

盜，但亦有說法認為炮臺乃建於清代用作對抗海盜及走私鴉片的商人的侵

擾。關於炮臺的建築，較明確的記載可見於《澳門記略》乾隆刊本（1753

年），書中指在雍正七年（1729 年）時於大嶼山「兩山各設炮臺」，其中一

座被認為是現時的分流炮臺，所以分流炮臺根據古物古蹟辦事處的估計，已

有 270 多年的歷史之久。故分流炮臺亦被確認為香港最早建成的炮臺。 

                                                                                                                                   

自萬曆十四年（1584 年）始，分流已是南來船隻進入廣州的兩條航道之一，

航道的保衛工作變得十分重要。但分流炮臺曾一度被海盜佔據，及後至 1810

年間海盜陸續向清廷投誠後，炮臺才得以重新運作。到了康熙廿三年（1684 年）

撤銷遷界令後，分流炮臺再度設防，與深圳的南頭城和赤灣炮臺成為在復界之

後的三大海防要塞。而炮臺被廢棄的年份，依古物古蹟辦事處的說法為 1900

年，估計與新界的租借（《展拓香港界址專條》）有關。至 1981 年為止，分流

炮臺一直被野生植物覆蓋。 

 

港英政府於 1981 年宣佈分流炮臺為法定古蹟，並展開了一共兩期的修復工作。炮臺的第一期修復工作於 1985 年完成，期間費

用得到香港賽馬會的資助。建築署於 1990 年開展第二期的工程，在炮臺進行了大規模的修葺，並改善了炮臺周圍的環境和設施以方

便遊人前往參觀。第二期的工程於 1991 年完成。 

 

深屈深屈深屈深屈    

深屈村位於大嶼山北部的深屈灣灣畔，深屈鄰近散石灣及深石村，與大

嶼山南部重鎮大澳及梅窩相距甚遠。早期的深屈村並沒有任何行車道路連接

大嶼山南部，居民出入都依賴海路進出市區，直至政府及後興建了深屈道，

由羗山路一直伸延至深屈村村口，雖然現在仍然沒有交通公具到達深屈，但

相比以往只是單靠海路或步行山路，已經有了很大的改善。深屈村由吳氏族

人於百多年前建立的，初期以務農為生，曾有大量農地，但近年已經被荒廢；

現在深屈居民大都將農地轉變成果園經營，盛產荔枝及黃皮；另外亦有居民

以捕蟹為生。除了深屈路之外，遊人亦可以沿新洲方向，經沿岸古道前往大

澳，古道最終會到達大澳新基大橋及寶珠潭附近；而在古道旁的山腰上，著

名的嶼北界碑就是矗立於此。                                        

深屈灣深屈灣深屈灣深屈灣畔畔畔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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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組織組織組織近期分享近期分享近期分享近期分享隨筆隨筆隨筆隨筆 

 

時光飛逝，輾轉間距離上一次的季刊撰稿已不覺過了半年多了。很高興暨榮幸地能
在這半年間和一班同事經歷了不少工作項目，當中包括進行了一系列的環境生態導覽工
作、可持續發展生態導賞員訓練課程系列、再生能源探討工作、保育區之護理工作、開
始了最後一年的丹山河畔原生樹木植林工作、大嶼山環境生態考察、臺灣環境生態考察
交流、教學工作分享會暨親子活動、地質公園考察，以及參與環島行保護環境慈善行山
比賽等。在這些繁瑣工作中，讓同事和我之間得以在眾多挑戰和壓力下互相磨練，同享
挫折與成功的感覺，增加同事間的友誼與默契，再加上在教學課程中認識了不少學生，
與他們同步走在郊外的環境中，同做自然保育的工作，也確是一件可遇不可求的樂事。 

在接著來的日子，將會令我們面對更多的考驗，過往的工作固然要繼續幹下去，但
未來的工作種類也將不斷增加，這是我們推行教學工作的必然趨勢。如我們擬使保育區
的保育功能多樣性極大化、舉辦更多不同種類的課程、興辦有機產品的銷售推廣與及積
極培育“第二梯隊”等，均是未來可見的必要工作。我深信我們的顧問和同事的能力，
定必能排除這些萬難。 

  在這次機會中，我希望藉此與各位同事及各位讀者分享當中的點滴。以下我將為大家分
享過去半年間的教學工作心得，以及與我的同事在活動上的點滴。 
    回頭看這半年多的教學工作，對我這個兼職當環境保育工作的書生來說，實在是感觸良
多，工作背後是由無數的辛酸所堆砌而成的。首先是環境生態導覽工作，主要的教育對象是
中學及大專學生，透過活動令學生感受保護自然生態的重要性，引導他們明白破壞環境可在
短短一瞬間造成，但要復原則可能最少要賠上上百年的光景；透過戶外導賞、有機耕作、植
林工作以及清除垃圾暨入侵性有害植物等體驗工作，讓他們深深感受到保護遠勝於治療，推
廣從心出發愛護環境。很高興看到學生們在體驗工作上的熱誠，他們不怕炎熱與寒冷的天氣，
眾人均身先士卒地完成所分派的工作。依稀還記得去年夏天有一次帶領學生進行清除薇金菊
的工作時，時正值暑氣逼人的時候，同事們引領學生到達河邊一處樹林間進行清除工作。薇
金菊為一外來品種的攀緣植物，藉攀附其他植物得以向上生長以便攝取陽光，但遭其攀附的
植物亦會因吸收的陽光減少而面臨覆滅的命運。學生們均汗流浹背著地工作，將纏繞著大樹
的薇金菊細心的取走並放在收集膠袋中。最後學生們共清得十多大袋的薇金菊，使樹林回復
生機處處。片刻有同事為大家送來了冰凍飲品，學生和我們一班同事工作人員均在享用時馬
上忘卻了剛才的辛酸呢。 
    有些學生曾於兩年前在我們有份管理和負責的丹山河自然生態保護區河畔位置種植了一
些樹苗，本在去年夏天已茁壯成長的它們，因颱風的關係而使一部份受到傷害。有份種植的
學生們特意重臨種植舊地替受損的樹苗進行護理和修剪的工作，把它們當成自己親孩子一樣
的悉心照料，使站在一旁協助的我們霎時感動，深深感受到學生們對一草一木的珍重之情真
的從體驗開始，從心開始。作為從旁協助的我們，見狀時的確有感自豪呢。 

 

 

 

 

    接著來要說的是生態導賞員訓練課程的工作了，這是繼環境生態導覽工作後的另一
考驗。是次的課程對象主要是長者，與以往我們一直對慣了的中學大學學生來說已是另
一個層面了。這是我們首次以課程形式教授以長者為對象的學生，我們的同事在初時候
還擔心會應付不來，至開始後才發覺原來教授長者的難度相對於中小學生還要低，這是
因為長者學生們已本身具備相當豐富的人生經驗與知識，知書識禮，故教授起來，像大
家聊天一樣輕鬆，我們同事在擔任導師時也是抱著朋友交流的心態和這三十來個長者學
生渡過了愉快的七十小時訓練課程。 
    在與長者學生們進行課堂研討時，我們的同事也獲益不少，如學生當中有些是曾在
大學裏研讀中醫的，也有研究植物的，也有對人生觀充滿思想學說的，也有對環境保育
充滿萬二分熱誠的，應有盡有，淋漓盡致，我們有時候也會反過來充當他們的學生呢。
學習就是這樣，沒有分是老師傳授知識給學生，還是相反；知識是互動的，教學是相長
的，交流是雙向的，我們的教育組同事，定必堅信這概念，不斷在教學中自我增值，只
有不斷豐富自己的知識領域，才能培育出更好的學生，教育是良心工作，是全力以赴的，
應毫無保留的，給自己學生最好最實在的學識，好讓他們能薪火相傳。 
    謝謝這班學生們的忍耐，我明瞭理論課有時真的很古板，資料有些沉悶，但無奈有
時小部份的理論是需要的，如甚麼是可持續發展，也可以講解上半句至一句鐘呢。整個
課程最主要的構成部份是戶外實習考察，因為戶外的活動可以分散學生在各方面的注意
力，使其獲益比理論課時為多，理論課只為戶外實習考察的前奏補充而已。最深刻的一
次戶外實習考察是去年十一月赴印洲塘的一次戶外考察，無可避免地行程路線比其他戶
外考察也要長得多，上落差亦較大，是預計之內學生最為辛苦的一次實習考察旅程。在
旅程途中，我們一行三十多人遇上了山火，亦遇上了有學生身體突感不適的狀況。但學
生們在遇上這些事情時學習了如何首先保持鎮定，留在原地靜觀其變。再者是次旅程之
長，學生亦突顯出他們的忍耐力和毅力，最後終得以順利完成了二十多公里的旅程。 

最後，談談這半年的香港境外之旅──臺灣環境生態交流考察吧。是次赴臺，最令我們印象
深刻的是在澎湖群島和太魯閣國家公園之經歷。飛機剛飛抵澎湖島，抬頭一看的便是那燦爛的夕
陽，巧妙地襯托著島嶼的美姿。在島上我們到過了海洋生物中心交流，認識了許多海龜與其他瀕
危絕種的品種，看到那裏生態環境的完整保存，令我們深深體會到臺灣本地人那份對自然環境的
熱愛與呵護之情。離開澎湖後，經金門，再回到臺灣本島考察太魯閣國家公園之林木生態。山上
的積雪是最主要的奇觀，使我們因而有意外的驚喜，但隨著全球暖化的影響，究竟這些高海拔的
積雪美景，還能維持多久? 且積雪的融化，又會否為低海拔地區帶來災害? 這個問題確實值得我
們去深思！因此我們要更愛惜那僅存的自然環境呢，謝謝! 

中國香港綠色自然聯盟理事中國香港綠色自然聯盟理事中國香港綠色自然聯盟理事中國香港綠色自然聯盟理事 馮啟恩馮啟恩馮啟恩馮啟恩(Mathiase) 二零一零年二月十八日二零一零年二月十八日二零一零年二月十八日二零一零年二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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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專題專題專題探討探討探討探討    －－－－    低低低低碳生活碳生活碳生活碳生活 
 

全球暖化已蔓延至香港，我們既看到，也感覺得到。但如果人類繼續燃燒愈來愈多的化石燃料，最後只會釀成大災難，包括食

水短缺、農作物失收、沿岸地區氾濫和疾病肆虐等。好消息是這些氣候災難並非不可逆轉的。全球暖化的主要成因是燃燒煤、石油

和天然氣等化石燃料，以及砍伐地球的天然森林。解決方法其實十分簡單，就是改用潔淨能源和停止濫伐，世界各地的人民都在採

取行動。 

 

    而在香港這個城市，「方便」一直是大眾引以為傲的優點。當然便利很重要，但卻不能再成為忽視對環境造成影響的藉口。便

利使生活更容易，但不一定活得更好。在這個全球出現氣候轉變的世代，西方國家湧現一浪接一浪的環保主義，宣揚透過改善地球

先生的體質，讓人活得更健康、快樂和自在，當中的「低碳生活」（減低二氧化碳排放），標榜的不只為了迎合環保死硬派，亦適合

所有想活得輕盈但豐盛的人。不過就像其他生活習慣改變一樣，一開始可能你會覺得很困難。可是全球頂尖研究人員表示，要避免

全球出現生態巨變，每個人的「理想碳重量」約為每年 2.5 公噸，而在香港，每年每人平均做成 6.5 公噸（即 6,500 公斤）的碳排

放，但飛機旅程還沒計算在內，如加上飛行排放，每人平均碳排放量可達每年 13 公噸！ 

 

二氧化碳是導致全球暖化的主要溫室氣體。碳排放量是指日常

生活中各種活動中排放的二氧化碳量。最常見的莫過於我們直接買

燃料，如替汽車入電油或為房子購買煤氣等；而家居廢物主要從兩

方面造成碳排放：一、可再用的物料被丟棄令新資源要投入生產，

過程中產生的溫室氣體；二、堆填區中垃圾腐化過程中釋出溫室氣

體，前者在香港尤為重要。在堆填區中有機廢物腐化釋出的沼氣，

在沒有妥善收集的情況下更會加劇溫室效應；用水的模式雖然只佔

個人碳排放的小部分，但香港超過七成食水由國內輸入，經過多重

泵水及淨化處理才再由地區泵水達至我們家中，其中每一個步驟都

使用了能源；還有航行中的飛機，在高空排放的溫室氣體，較在地

面排放的構成更嚴重影響。 

  

今時今日大家都說要過綠色生活，但對一般香港市民來說，要捨棄一向信賴的便利主義來減少碳排放，到底有多困難？以下

就讓我們看看在日常生活中，有什麼方法令碳排放減少：  

  

在家居，我們應該盡量轉用慳電膽，因為照明佔本港家居用電量 15%，而慳電膽所用的電

力只佔白熱燈泡的 1/ 3。每更換一個燈泡，每年即可減排平均 50 公斤的二氧化碳。若燈飾不適

用於慳電膽，亦可考慮安裝光暗調節器；而且要拒絕備用，備用看似無害，但其實那個按鈕一點

也不環保。因為備用中的電視、冷氣和電腦同樣耗用電力，所有備用中的電器更佔家居用電 6%。

所以，記得把不需用的電器關掉。這樣做的話，一個普通的家庭可每年減少排放 100 公斤二氧化

碳；同時適量使用冷氣機，將冷氣的溫度調高，每調高一度即可節省 3-10%耗電量。香港的總電

量約 30%用於空氣調節上，到夏天用量更飆升至 60%，所以有節制使用冷氣亦可達到減排的目

標。 

 

熱水器的水溫調較都十分重要，洗澡佔去家居 2/ 3 的熱水用量。如果習慣以冷水來調低洗澡

水的溫度，何不直接把熱水器的水溫調低？把熱水器的溫度從 60°C 調低至 49°C ，每年即可減少

排放 200 公斤二氧化碳；清洗物品時可實施綠色清洗法，即待洗衣機、乾衣機或洗碗機全滿後才

開動。其中待洗碗機全滿後才啟動，平均每年可減少排放 100 公斤二氧化碳；還要減輕冰箱的負

荷，將冰箱置於陰涼的地方，才可令冰箱真正冰涼，並把食物放涼至室溫後才放進冰箱。清理冰

箱上的雜物，定期除霜。善待冰箱，每年即可減排 300 公斤二氧化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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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專題專題專題探討探討探討探討    －－－－    低低低低碳生活碳生活碳生活碳生活    ((((續續續續)))) 
最後，我們更要養成重覆使用、減少使用、循環再用三個原則。對於這三用原則，我們都耳

熟能詳，如買咖啡時請自備咖啡杯，不用紙杯。將舊衣服翻新，或捐贈予有需要的人士。下次到

雜貨店購物時，亦請自備數個膠袋。那些囤積在廚房角落的膠袋，其實比你想像中耐用得多；減

少購買採用大量包裝的產品，例如過度包裝的進口生果。買外賣時，告訴店員不需要的東西：如

筷子、刀叉、茶匙、餐巾等，把多餘的塑膠餐具還給店員；在循環再用的物品上，可先從罐子和

紙張著手，把它們分類出來，放進就近的廢物回收箱。只要多購買再造產品，並把家中的循環再

用量增加 10%，一般家庭每年最多可減排 90 公斤二氧化碳。 

 

在氣候變化的角度來看，棄置廢物排出的溫室氣體，佔全港的總溫室氣體排放量 12%。廢物在分解時會釋放大量溫室氣體。

因此，減少廢物等於減少溫室氣體的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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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題介紹專題介紹專題介紹專題介紹    －－－－    大尾魷大尾魷大尾魷大尾魷 
大尾魷是一種烏賊，其學名為 Sepioteuthis lessoniana，又名大平洋珊瑚烏賊或橢圓烏賊。在香港，牠們的俗名叫“大尾魷”。

在學術分類上，牠屬於頭足類的生物。頭足類是指軟體動物的一種，跟蝸牛和雙殼類屬近親。但頭足類有別於行動緩慢和背著硬殼

的蝸牛和雙殼類，牠可以在水中自由游動，還可以以噴射式的游泳方式迅速游動，並而有發展優良的視力。頭足類還發展出多隻手

臂，在手臂上有很多吸盤。有些品種，在吸盤上更長有類似牙齒或鉤，用來抓緊獵物。牠們口內更有形狀像鸚鵡嘴的上下顎，可以

輕易把蟹殼攝成碎片，這些特徵都有利於頭足類成功捕食食物。 

 

大尾魷在香港十分常見，在沿海的岩岸都可以找到牠們的足跡，同時牠們也可在

最少一百米深的深海裡出沒。牠們的顏色呈深褐色，帶有籃間或黃點花紋。當受驚時，

牠們身上顏色會迅即變成白色，而且噴出大量墨汁，用意即時把包圍著牠的水染成黑

色，方便逃命；沿著牠身體的側面，有一對很大的魚鰭，這也是牠的特徵之一。大尾

魷是肉食性動物，牠們主要捕食一些體型比牠們細少的蝦和魚，不過有時亦會攻擊體

型比牠們大的獵物。大尾魷的體型可以十分龐大；在臺灣，雄性的體型可達 60 厘米，

雌性的體型也可達 45 厘米 。大尾魷的分佈十分廣，在印度太平洋溫帶至熱帶地區皆

可找到，如臺灣、日本和中國。 

 

在日本，有研究指出大尾魷的生命估計有 11 至 13 個月。牠們沒有固定的繁殖期；如在繁殖期裡，成年的大尾魷會游到較淺的

海岸，在海床底層的物件上產卵，一隻 20 至 25 厘米成熟的雌性大尾魷可產 500 至 1000 顆卵，然後死亡。卵繩是白色，呈橢圓

形，好像手指。每條卵繩內可載有 12 顆卵。幼苗約在 25 天後孵出。剛孵出的幼苗與成熟的大尾魷有相同的外貌，同時有著發展良

好的眼部、手臂，但有些身上還會帶著一個蛋黃囊提供能量給幼苗繼續生長和避免饑餓。 

 

在香港大尾魷是一種十分常見的頭足類，故很受釣魚人士歡迎。大尾魷可以用一種名叫“餌木”的假魚餌釣獲，“餌木”的形

狀像蝦，有著不同花紋和不同重量，方便適應不同的水流速度和沉到不同的水深；而且它帶有鮮豔的顏色，不同顏色的“餌木”在

不同光線和不同海面的情況下，都有助引起大尾魷的注意。由於大尾魷在任何時候都在進食，所以不論在白天或是夜晚都能找到牠

們的蹤影。但由於大尾魷的視力較好，同時又聚居在礁石的淺灘上，使船隻難以安全駛近，所以漁民傳統的手網較難捕獲這種烏賊。 

 

雖然今天大尾魷還可以輕易找到，但是在沒有控制和不能承受的捕捉下，最終只會使數量不斷下降。大尾魷數量的遞減，除了

人們捕捉過量漁獲，但又沒有採取捉與放的態度，令大尾魷缺乏生長空間；其次是海中的食物減少(如魚苗)。大尾魷的游動方式是

跟隨食物的動向前進，如食物充足，他們便會出現。但隨著人文活動在海上不斷入侵，未經處理的污水湧入大海，污染海水；大規

模的填海工程破壞了大尾魷的育幼區，使幼苗缺乏藏身之所；而且因漁獲減少，漁民為捕捉更多的漁獲，採用了一些眼孔過細的漁

網，令很多幼苗也一併被捕殺。因此，減少環境污染，減少填海，以保護棲息地和育幼區，並嚴格管制漁具使用才是保護香港海洋

的最直接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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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專題專題專題介紹介紹介紹介紹    －－－－    潮汐潮汐潮汐潮汐 

站在海岸邊，你會發覺海水忽漲忽退，是怎麼的一回事呢？其實，在海岸邊的水，並不似得在湖裏的水那樣靜止不動，而是有

節奏和規律的漲退和升降，這有規律的海水升降，我們稱作「潮汐」。 

潮汐的型成主要是因為「地球跟月球」、與及「地球跟太陽」的引力。物體之間是互相有引力的，在太空也不例外，所以地球跟

月球，地球跟太陽，甚至月球跟太陽之間都有引力。因為這些引力，地球表面的海水因而聚集。這個情況每當月球，太陽和地球運

行至一直線時，尤其明顯。因為月球或太陽的引力，海水便被引到最近它們的一方，最終造成潮汐。但是潮汐有時候比較大，有時

卻比較小，這是因為月球是環繞著地球運轉，而地球是環繞著太陽運轉。有時月球運轉到和地球、太陽成直角(90 度)的軌道上(即是

月球沒有和地球、太陽排列成一直線)。這時因為太陽的引力被月球的引力減弱，因而造成地球出現小潮。根據這個原理，每當月球

轉動至和地球、太陽連成一直線時，地球便出現大潮。其實，潮汐不但受月球和太陽的引力影響，也受地球本身的自轉，與及陸地

的分佈影響，所以在地球的不同地方都有不一樣的潮汐。在香港的大潮，有大約有 2.2 米 的潮差；但在小潮時，卻只有約 0.8 米 的

潮差。 

正因為每天都有潮汐，科學家便想出利用潮汐發電。在 1966 年，法國便興建了使

用潮汐發電的電力站。發電站建於海灣，好像一個水壩，水壩建於海灣較狹窄的海水進

出口。而那兒的潮差有 13.4 米之多。雖然發電站巳經建於較狹窄的海水進出口，水壩的

長度也有 760 米長。每當潮漲，水壩便將由來自太西洋的海水引入海灣，水壩便將海水

儲存；潮退時，水壩便把儲存的海水釋放，在海水流出水壩時，便推動 24 個安裝在水

壩的渦輪，從而產生電力。每次潮汐可以產生出 240 萬瓦特(Megawatt)電力，這股電力

足夠提供有 300,000 人的城市使用。 

雖然這種再生能源十分清潔，但缺點是要等候潮漲才可運行，所以不能 24 小時運

作。其實，今日的潮汐發電已經發展到潮退時也可以發電，是因為新的渦輪，可以在不

同水流流動下發電。但興建潮汐發電站的費用相當龐大，因為需要建造大型水壩，加上

選址、地點必須具有強大水流流動的海灣，所以興建有相當的難度；同時潮汐發電站選址大多包括鹹淡水交匯的地方，那些地方大

多是生物生產力較高，不但供應海洋生物食物、繁殖和育幼的地方，也供應其他陸上生物如鳥類，食物、繁殖和育幼的生境，故有

可能影響當地生態。但無論怎樣，未來我們可能有機會使用來自海洋的可再生能源。 
----------------------------------------------------------------------------------------------------------------------------------------------------------

專題介紹專題介紹專題介紹專題介紹    －－－－    金蓮花金蓮花金蓮花金蓮花 
 

在臺灣俗稱的金蓮花(Nasturtium)，學名為Tropaeolum majus L.，同時亦稱為矮金蓮、旱

荷花。這種花原產地在中美洲至南美洲，以及墨西哥一帶。由於易栽培管理，且花色美麗

耐久，亦具有醫療功效，因而被廣泛栽種為園藝景觀植物。金蓮花是一年生或多年生、稍

肉質草本雙子葉蔓生植物，常有汁液，葉互生或下部對生，葉片呈圓盤形並有盾狀，而葉

邊呈微波浪狀；花單生，左右對稱；萼片五枚，中下端合生成筒狀，其中一萼延長成一長

距，內含蜜汁，故能吸引蜂蝶採蜜；花瓣由五枚單瓣組成，基部細長，花瓣端稍呈圓形，

近喉部的瓣邊有毛齒狀，花色包括橘色、黃色、深紅色、乳白色等，植株呈蔓性藤本，蔓

藤可延伸2-3公尺，但也有不具蔓藤的品種。花期為早春到初夏，一般常用於吊盆、花壇作美化之外，還具有抗空氣污染的作用；

雄蕊八枚，並分離；果實由三個獨立的核果組成，成熟後即分離成三片，果皮有稜，種子無胚珠。金蓮花蔓莖纏繞於支架上生長，

在歐洲將其視為戰勝的象徵，其屬名Tropaeum即為戰利品之意。金蓮花的嫩芽、花朵、根莖均可供食用，其嫩芽具有芥末的味道，

可作為辛味香料；花朵可作生菜沙拉；地下莖含豐富澱粉，可代替馬鈴薯。金蓮花全草皆可入藥，具有消炎，清熱解毒，涼血止血

等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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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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