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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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Les nouvelles / News ): [二零零八年冬]  

- 祝各位農曆新年快樂。 

- 香港綠盟之代表隊將參與本年度渣打馬拉松慈善比賽。 

- 沙漠銀鷹計劃(一) – 西藏及新疆之旅將擬於本年夏舉行。 

- 新界邊境禁區之考察活動將於農曆新年過後舉行。 

- 我們將於粉嶺丹竹坑丹山河畔進行新一階段之有機農務工作包括農作物及盆栽種植。 

- 復活節前後將舉辦澳門考察之旅及新界梧桐寨瀑布考察之旅。 

- 最新之活動動向可瀏覽 http://www.hkgnu.org/expectation_activities.htm 

- 網上香港綠盟季刊: http://www.hkgnu.org/gnu_periodical_index.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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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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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椏村三椏村三椏村三椏村––––船灣郊野公園船灣郊野公園船灣郊野公園船灣郊野公園––––香港香港香港香港(2007.1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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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詳情詳情詳情詳情請請請請瀏覽本組織之網頁瀏覽本組織之網頁瀏覽本組織之網頁瀏覽本組織之網頁(http://www.hkgnu.org)，，，，亦可透過電郵亦可透過電郵亦可透過電郵亦可透過電郵(info@hkgnu.org)、、、、或或或或休閒區休閒區休閒區休閒區( http://cdts.hkgnu.org )發表意見發表意見發表意見發表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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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1 組織通訊組織通訊組織通訊組織通訊 / 封面故事封面故事封面故事封面故事 – 獅子山郊野公園獅子山郊野公園獅子山郊野公園獅子山郊野公園 

A2 封面故事封面故事封面故事封面故事 – 獅子山郊野公園獅子山郊野公園獅子山郊野公園獅子山郊野公園    ((((    續續續續 ) ) ) ) 

A3 香港香港香港香港綠色自然聯盟近期見聞分享綠色自然聯盟近期見聞分享綠色自然聯盟近期見聞分享綠色自然聯盟近期見聞分享  

A4 專題介紹專題介紹專題介紹專題介紹 –    拖羅拖羅拖羅拖羅 

A5 專題介紹專題介紹專題介紹專題介紹 –    拖羅拖羅拖羅拖羅 ( 續續續續 )  

(法法法法) Leur archipel va être englouti (他們的島嶼將被淹沒他們的島嶼將被淹沒他們的島嶼將被淹沒他們的島嶼將被淹沒)

(英英英英) Horseshoe Crabs (馬蹄蟹馬蹄蟹馬蹄蟹馬蹄蟹) 

A6 特別介紹特別介紹特別介紹特別介紹 – 黃唇魚黃唇魚黃唇魚黃唇魚 

    

獅子山郊野公園獅子山郊野公園獅子山郊野公園獅子山郊野公園    
( Le parc rural de la roche de lion / Lion Rock Country Park ) 

簡介簡介簡介簡介: 

獅子山郊野公園是本港最早劃定的三個郊野公園中的其中

一個，成立於七七年六月二十四日，範圍橫跨北九龍與沙田之間

的山嶺地帶，西端與金山郊野公園毗鄰，而以大埔道作為分界

線，總面積為五百五十七公頃。獅子山為一狹長的山嶺，由東而

西，南坡較陡峭，植被較弱；但是，其北坡卻截然不同，不單有

豐富的水源，植物的種植亦繁多。獅子山郊野公園的著名的景點

有巍峨峻峭的獅子山、有一段可歌可泣動人故事的望夫石，以及

相傳可供發放訊息的筆架山。另外，本港著名的長程行山徑橫走

其中，包括麥理浩徑及衛奕信徑。其面積雖不算大，但是同時擁

有兩條自然教育徑，包括鷹巢山及紅梅谷自然教育徑。 

顧名思義，見證著香港由漁村演變成大都會的獅子山，是郊野公園最具

特色的景點。獅子山高 495 公尺，山嶺之西崖石磷峋，形如獅子俯伏，獅子

頭朝向西方，酷肖一頭獅子蹲伏在山嶺上，雄視香江。 在獅子山東西兩面，

各有一條古老石徑，西面的一條由九龍橫頭磡蜿蜒直上獅子山坳，然後通往

沙田；另一條石徑貫通沙田坳道，連接九龍慈雲山與沙田作壆坑。清朝時這

兩條石徑是沙田與九龍之間的主要通道。從地質來說，與相鄰的金山郊野公

園一樣，同是在上侏羅紀時代形成。常見的花崗岩種類有宋崗岩、長洲岩及

馬鞍山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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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續續續) ) ) ) 筆架山筆架山筆架山筆架山:    

筆架山（Beacon Hill；原名煙墩山，又名畢架山）是香港九龍半島

的其中一個山峰，位處九龍塘與石硤尾一帶，高度為海拔453公尺。山峰

屬於獅子山郊野公園範圍，山上設有雷達站。而筆架山以下一帶，則被

開發成為高尚住宅區。筆架山因其形狀與古時放毛筆的筆架相似，因而

得名。筆架山東面為獅子山，西北面為尖山，西南面則為鴉巢山，此外

山峰附近有鐵路坳和九龍坳。筆架山以北是新界沙田區的地龍口，以南

則是近石硤尾的大窩坪。 

 

筆架山底部由兩條隧道貫通，名為筆架山隧道，首條筆架山隧道原為九廣

鐵路興建時開鑿，直至1980年代，因九廣鐵路舖設雙軌鐵路及進行電氣化，而

在隧道側開鑿一條新筆架山隧道。舊有隧道則被改為煤氣輸送管道。 

筆架山的英文名稱－Beacon Hill，源於煙墩山。煙墩山的出處，是由於該山

位置與明清史籍中的九龍墩台相近，是清朝居民於發現海盜外敵入侵時，用作

發出訊號示警之用；另有說法則是用來傳播風向等天氣訊息。此外，煙墩山昔

日又被稱為燕檀山，但現在天文台而在此設立氣象站。 
舊筆架山隧道入口舊筆架山隧道入口舊筆架山隧道入口舊筆架山隧道入口 

 

 

望夫石望夫石望夫石望夫石:    

望夫石位處沙田紅梅谷對上的一個小山崗，海拔約250多公尺，是獅子山

連綿的其中一座小山，外形恍似婦人背著孩子，矗立在山崗已有百年之久。

望夫石的由來，是相傳有一位農家婦人，其丈夫為了生計，遺下妻子與剛出

生的兒子，飄洋過海往異地謀生。焦急無助的妻子唯有每天風雨無間地上山

盼夫歸。可是天不從人願，她的丈夫在出發之初，已遭遇意外葬身大海，在

傷心絕望之下，得上天的憐憫，化成望夫石，永遠守望在山頭。  

生態生態生態生態: 

        由大埔道向東北伸延，直至沙田坳一帶，面向北方的山坡地植物資源豐富；河谷分

佈密集，水源亦充足，是一個極佳生物棲身場所。而且鄰近的金山郊野公園亦有相同的

優勢，地方不算廣闊，但卻有四個水塘，河溪水流充沛，故此吸引了不少雀鳥到來生活。

尤其是鷹巢山及望夫山一帶，雀鳥品種繁多。此外，由於植物資源豐富，區內的蝴蝶及

蜻蜓種類也不少。  

 

獅子山郊野公園以出產兩種野生動物著名，即黑耳鷹及長尾彌猴。黑耳鷹為亞洲及

澳洲常見的候鳥，是良好的「清道夫」，喜好腐屍、垃圾及港內的死魚。尖山是公園內

樹木鬱蒼的山嶺，可能由於高松密佈，故成為鄰近港灣最多鷹巢的地區之一。大埔道附

近的叢林地帶，有許多獼猴棲息其間。這些獼猴並非本土野生動物，而是二十年代在此 

處放生的獼猴後代。                                                                              黑耳鷹黑耳鷹黑耳鷹黑耳鷹              

至於植物方面，郊野公園內原有的樹木及天然植物，於日軍佔領香港期間及光復初期，飽受焚夷，遭到嚴重破壞。

現今蒼翠林木，實為當局自一九四七年起推行加強護理及重新植林的成果。郊野公園最常見的植物為馬尾松、楊梅樹、

八葉五加、朴樹、破布葉、人面竹、土沉香、鵝掌柴、吊鐘花及多種野牡丹。其中有一處地方以楊梅樹特別繁茂見稱，

因而命名為楊梅坳。公園內的山谷亦長有大量灌木及羊齒物，經多年種植及護理，已成人工及天然夾雜的樹林了。 

 

 

 

    

    

                  

 

 

 

 

 

 

 

 

 

下期風景區介紹預告: 林村郊野公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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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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Les partages récents des nôtres / The recent sharings of us ) 

 

    在去年仲夏，我在此分享了去年一月至七月的經歷，故今期我當然要分享

一下去年八月以後至今之所見所聞呢！在剛剛這半年中，雖然時間很不長，但

值得提及的事亦不少呢。在這段時間內，除了定期赴粉嶺進行有機農耕工作外，

亦同時到過了印洲塘海岸公園、城門郊野公園等地考察，而我在八至九月期間

更赴了西歐考察當地的自然生態環境，不妨稍後與大家一起一一分享吧！ 

  在過去之半年光景裏，我們投入了不少時間於有機農耕工作上，因為有機

農耕工作需要長期和連續性的，故總得在一個月中抽數次時間，不論是假日還

是平日，赴有機農場照顧一下那些作物，或甚那些觀賞盆栽。而我們的三十多

位參與有機耕作的幹事及會員，已在粉嶺之鶴藪、丹竹坑及印洲之三椏村之有

機農場中進行有機耕作工作已一年多了，大家均已對有機耕作掌握了基礎的認

識，而漸漸得心應手起來呢。在未來的日子裏，我們將遷移至丹竹坑丹山河畔

的新農場中繼續工作，讓更多的人和更多的資源能投放在那裏，使大家能獲得

更多的裨益和樂趣，學習如何實踐可持續發展，減少污染地球。 

  此外在有機農耕的工作過程中，大家亦交流不少，透過工作更可增加對自

然環境的認識和更會學懂如何更珍惜地球的資源，確實是一個全方位的學習平

臺。 

   

    

 

雖然赴印洲塘海岸公園考察已不是第一次，但我個

人覺得，在每一次到印洲塘考察的時候，總是有新的體

驗和新的感受。何解呢？因為印洲塘實在太大了，即是

每次您走的路線也是相同也好，但您總是會看見不同的

東西，更何況是每次的路線也不同呢。在去年的十二月，

我們再一次赴印洲塘考察，而這次最令我深刻的，是長

窩和戶洲塘這兩個在印洲塘較東面的地方呢，因這兩個

地方實在太偏僻了，我從前也沒到過這兩個地方呢，這

一回能到訪，確實令我感到很難忘。那天早上我們在三

椏村醒來，便隨即出發了，經數小時的行程，我們終於

到達了紅石門這個在印洲塘的狹窄水道，然後再向東走

至長窩及戶洲塘這兩個地方。這兩個地方為印洲塘海岸 

公園的最東面界線，風景秀麗，人跡罕至，能保持著那份純樸與寧靜。雖然許多路徑已雜草叢生，但仍無阻我們的前進。長窩和戶洲塘這兩個地
方昔日與三椏村一樣是有人居住的，但因村民搬遷至市區謀生的關係，這些村現今均已荒廢了，只剩下一些頹垣敗瓦和散落的梯田遺跡，令人感
到唏噓。但儘管如此，那裏的自然風景還是很美。爾後我們從戶洲塘登上快艇歸航，在艇上目睹印洲塘美麗的日落景色，暗暗驚嘆大自然的奇妙。  

    另一個值得提及的便是十二月下旬時考察城門郊野公園的冬季生態。城門水塘於四季時均有不同的姿態，而冬季的城門水塘，則是一個佈滿
了紅葉樹的世界，伴隨著清澈的湖水，和活潑的彌猴，實是令寒冷而荒涼的自然郊野增添了不少熱鬧的氣氛。這裏眼見到的紅葉，其景色不遜於
長洲的櫻花樹，它們點綴了城門水塘，成為了那裏的一種地標。只可惜這現象只能在冬天才能看到呢。但是，在其他的季節裏，城門水塘和城門
郊野公園同樣散佈著迷人的一面呢！這個位於新界中部的「綠洲」確實為城市人的後花園呢！ 

  在我赴西歐的日子裏，我與駐法國那邊的幹事，到過了不少地方考察呢，最令我印象深刻的要算是考察
位於法、瑞、意三國邊境交界的阿爾卑斯山區了！我和其他的幹事在那裏渡過了數天，在十度低溫的情況下
睡在小鎮的市政廳外，真是要命呢！但風景實在太美了，連綿的雪山，川流不息的流水在狹谷中穿過，實在
蔚為奇觀。整個阿爾卑斯山區中有一條河及一條支流橫貫，因而在河的流經處組成一連串的狹谷地帶，而一
些山區小鎮便是建立在這些河邊的狹谷位處了。我們下塌於其中一小鎮──沙慕尼(Charmonix)，首天乘火
車到達此小鎮時已是黃昏，但當凌晨在市政廳門外睡時，越睡便感覺到越寒冷，次天黎明，才發現這小鎮兩
旁均是一座高聳入雲的雪山！但是，在這次考察中，發現了一種奇怪的現象，便是在溫室效應的影響下，各
地的雪山的終年積雪均開始紛紛融化之際，在阿爾卑斯──白朗峰(Le Mont Blanc)這一帶的雪山中，其終年
積雪竟沒有融化，反而還不斷在增高中，這不可思議的現象，極有可能是受著全球氣候失衡的問題所影響。
雖然這個地球已遭受到破壞了，但我們現在仍不應氣餒，現在要做的是，盡本份或盡可能去停止再做破壞性
的活動以減慢這個問題的惡化吧！大家不應該這麼自私，亦應該為您們的下一代設想一下吧！ 

香港綠色自然聯盟理事香港綠色自然聯盟理事香港綠色自然聯盟理事香港綠色自然聯盟理事 Mathiase, Fung Kai-yan ,     25/01/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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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專專專題介紹題介紹題介紹題介紹––––拖羅拖羅拖羅拖羅        
( La présentation spéciale – Toro / Special introduction – Toro ) 

 

「拖羅」－其實是鮪魚（又稱吞拿魚／金槍魚／澳門以葡萄牙語舊譯為亞冬魚）

的魚腩，是一種鯖科 (Scombridae) 的海洋魚類，是日式刺身的食材。鮪魚有50

多個品種，當中以黑鰭鮪和藍鰭鮪魚的「拖羅」最受歡迎，而藍鰭鮪的「拖羅」更被

視為上品；以一條成熟、約重300公斤的藍鰭鮪為例，在日本魚市場的批發價往往超

過100萬港元。如此高昂的售價，除了是因為受食客歡迎、需求量大外，也是因為藍

鰭鮪的數量已經越來越少，到達了瀕危物種的階段。 

 

黑鰭鮪體背呈青黑色，下部漸淡，腹部為銀白色，胸鰭特短、眼框小、頭型長，體側有數十至二十條淡色的橫紋

帶是其特徵之一，由於在北太平洋海域洄游，又叫北方黑鮪，它是鮪類中體型最大的魚種；而藍鰭鮪則短而結實、 錐

狀細長的身軀，尾鰭成交叉狀，身軀底部至側邊的色彩明亮，上軀則是深藍色、鰭是深暗色、小鰭則呈現微黃色。黑

鰭鮪和藍鰭鮪體長一般約為1～3公尺，體重在100～300公斤之間，當中最大的黑鮪魚體長可以超過四公尺，重量達500

公斤以上。黑、藍鮪魚善泳，而且移動速度敏捷快速，一般的巡遊速度約在20到30公里，但瞬間時速可達160公里；

鮪魚的肉色為紅色，這是因為鮪魚的肌肉中含有大量的氧氣所致；同時，黑、藍鮪魚可以利用游泳時肌肉的新陳代謝，

使體內血液的溫度高於外界水溫，水溫的適應範圍較大及能夠生存在溫度較低的水域。故鮪魚屬廣溫性、群游性、夜

行性、運動力強、喜好低溫的魚種。 

               
藍鰭鮪藍鰭鮪藍鰭鮪藍鰭鮪魚魚魚魚                                                                                                                                                        黑黑黑黑鰭鮪鰭鮪鰭鮪鰭鮪魚魚魚魚 

 

黑、藍鮪魚幾乎全世界的溫水海域均有其蹤跡，如阿拉斯加

海灣到南加州鄂霍次克海南端的庫頁島(薩哈林島)、日本北海道

附近海域以南到菲律賓外海等水域；是一種生長緩慢的大洋洄游

型魚類，生命期長達二十年。 

每年四至七月值鮪魚的產卵期，五到六月間主要分佈在南中

國海、巴士海峽、台灣東部外海、琉球一直伸延伸到東海一帶，

而六至七月之間則略北至日本南方的海域。鮪魚的繁殖能力很

强，每年可產卵500-1000萬粒之多，卵粒為浮游性，受精卵約在

31小時後孵化；孵化場的水溫約在25~27°C，剛孵化的幼魚全長

約2.8~3mm左右，具有卵囊；孵化後約50個小時，卵囊完全被吸

收，幼魚便會開始攝食。鮪魚屬雜食性魚群，喜歡攝食鰹、鮪、

鯖等之幼魚，常於堆礁附近覓食他種魚類，或是管魷類(魷魚、

烏賊)、蝦、蟹等沿岸性之軟體動物為主；鮪魚成長相當快速，

春天孵化的幼魚，秋天時即可成長至二十至三十公分左右，幼魚

在日本近海發育成長後，開始洄游並橫越太平洋達美洲西岸，及至成魚返回日本海。           鮪魚的洄游路線鮪魚的洄游路線鮪魚的洄游路線鮪魚的洄游路線    

    

為甚麼藍鰭鮪的數量會越來越少呢為甚麼藍鰭鮪的數量會越來越少呢為甚麼藍鰭鮪的數量會越來越少呢為甚麼藍鰭鮪的數量會越來越少呢？？？？    

以藍鰭鮪為例，一條成熟的雌性藍鰭鮪，每年可產卵一千萬粒，適

量撈捕應不會導致魚群數量越來越少。但這數十年來人類生活越來越富

足，已令撈捕活動由「適量」變成「過量」。今天大海中的魚群量，大

概只剩下原有的10%，而藍鰭鮪的情況也差不多。如果此情況持續下去，

藍鰭鮪（甚至大部份魚種）在未來數十年間滅絕，並非不可能的事。現

時已有一些魚種因過度撈捕而瀕臨絕種，例如加拿大的鰵魚的數量，只

剩下原有的不足1%，估計最少要用上50年才可令魚群量回復到可持續發

展的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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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ver / Winter Edition / 寒冬版 ) A5 
二零零八年一月二十七日            星期日 2008-01-27    <第 59 期 // Vol. 59> http://www.hkgnu.org/                     info@hkgnu.org  組織正式成立九年零六個月 

專題介紹專題介紹專題介紹專題介紹––––拖羅拖羅拖羅拖羅 ( ( ( (續續續續)))) ( La suite / The continuation )    
有見及此，歐盟執委會在今年一項聲明中，表示2007年的一萬六千七百七十九點五噸藍鰭

鮪捕撈配額已滿，因此執委員必須停止歐盟的所有捕魚作業，以幫助鮪魚復育。可是大海茫茫，

這些限制難以執行。只要市場仍有龐大需求，便會有人非法撈捕，許多魚在成功繁殖下一代前，

已經被宰殺，加劇魚群的沒落；另一方面，與其他天然資源不同，魚群是「流動」的，不一定

限於某個區域。如藍鰭鮪的分布遍及北大西洋、地中海、太平洋各處，而且這些魚群也經常由

一處遷往另一處，令執行及保育工作困難重重。因此要真正保護海洋的魚類，各國間必須緊密

合作，而且要摒棄漁民以短期利益為重的思維。這樣鮪魚才能有空間及機會去繁衍下一代。 
-------------------------------------------------------------------------------------------------------------------------------------------------------------------------------------------- 

((((法語法語法語法語版版版版資資資資訊訊訊訊)))) Leur archipel (n.m. 群島群島群島群島) va être englouti (v.t.被吞噬被吞噬被吞噬被吞噬) 

Les premières victimes du réchauffement (n.m.全球增溫受害者全球增溫受害者全球增溫受害者全球增溫受害者) : les habitants (n.m.pl.居民居民居民居民) de Tuvalu (吐瓦魯吐瓦魯吐瓦魯吐瓦魯----
西太平洋一群島西太平洋一群島西太平洋一群島西太平洋一群島), condamnés (v.t.- passif - inf. condamner 被譴責被譴責被譴責被譴責) à quitter (v.t.-inf. 離開離開離開離開) leurs atolls (n.m. 環環環環
狀珊瑚島狀珊瑚島狀珊瑚島狀珊瑚島), qui s’enfoncent (v.t. – inf. s’enfoncer 消失消失消失消失) inexorablement (adv.無法改變地無法改變地無法改變地無法改變地) dans l’océan pacifique . 

 

 

Sigili Tala est en colère (adj.憤怒的). La terre (n.f.土地) de ses ancêtres 

(n.m.f.pl.祖先) se noie (v.t.r. – inf. se noyer 被淹沒) et les habitants sont peu à 

peu ( phrase : 逐漸地 ) contraints (adj. 緊張的) à l’exil ( n.m. 放逐/離鄉別
井 ), comme lui et 2000 de ses compatriotes ( n.m.f.pl. 同胞) qui ont trouvé 

asile ( n.m.避難所) en Nouvelle-Zélande ( 新西蘭 ). Condamnés à fuir ( v.t.-inf.

避開) leur pays ( n.m.國家) rongé ( v.t. – passif – inf. ronger : 被逐漸腐蝕) par 

le Pacifique, les Tuvaluans sont devenus les premiers réfugiés ( n.m.pl.難民 ) 

climatiques de la planète ( n.f.星球 ). Chez les Tala, les souvenirs du pays  

bientôt englouti ne s’amoncellent ( v.t. – inf. s’amonceler 堆積 ) pas. Faute de place et de moyens ( n.m.方法 ) , ils 

ont dû ( v.t. – p.p. – inf. : devoir 應該 ) quitter leur île ( n.f.島嶼 ) avec le strict nécessaire. « Quand j’étais petit, 

commente Sigili, une ligne de cocotiers ( n.m.pl. 椰子棕櫚樹 ) délimitait ( v.t. – imparfait – inf. : délimiter : 劃界 ) 

la terre de la barrière ( n.f. 障礙物) de corail ( n.m. 珊瑚 ), et protégeait ( v.t. – imparfait – inf. : protéger 保護 ) 

du vent ( n.m.風 ) les maisons construites ( 建立了的房屋 ) face à ( prép : 面向 ) la mer ( n.f. 大海 ). 

Aujourd’hui (adv/n.m.今天) , il n’y a plus ni cocotiers ni maisons ( 不再有椰子棕櫚樹和房屋 ) , et quinze mètres 

de littoral ( n.m. 海岸 ) ont été emportés ( v.t. – p.p. – inf. : emporter : 帶走 ) par les vagues ( n.f.pl. 潮水) . » 

 

« Une élévation ( n.f. 升高 ) de la mer, inférieure ( adj. 低於...的 ) à un mètre, suffirait ( v.t.- imparfait - inf. : 

suffire : 使足夠 ) à engloutir le pays », affirme l’Australien Institut. Le dernier rapport ( n.m. 近期的報告 ) des 

Nations Unies ( n.f.pl. : 聯合國 ) sur les changements climatiques ( phrase : 氣候的變化 ), qui prévoit ( v.t. – inf. : 

prévoir : 預測 ) une élévation du niveau ( n.m. : 程度 ) de la mer jusqu’à ( prép : 直至… ) un mètre d’ici ( phrase : 

從現在 ) à la fin du siècle ( phrase : 直至世紀末 ), n’a donc rien de rassurant ( 沒甚麼可保證的 ). Certains 

experts ( phrase : 一些專家 ) sont d’ailleurs ( prép : 此外 ) convaincus ( v.t. – p.p. – inf. : convaincre : 被信服的 ) 

que le petit état insulaire ( phrase : 小島嶼國家 ), dont le point le plus haut ( phrase : 最高的點 ) culmine ( v.t. – 

inf. : culminer : 累積 ) à 4,5 mètres, n’ira pas jusque-là ( phrase : 永遠也不會到達那裡 ) : ils lui donnent ( v.t. – 

inf. : donner : 給予 ) cinquante ans de sursis ( n.m. : 暫緩) / ( v.t. – inf. : surseoir :推遲) tout au plus ( phrase : 極
其量最多 ) . Mais Tuvalu vit ( v.t. – inf. : vivre : 生活 ) déjà un cauchemar ( phrase : 已經是一個惡夢 ). 

 

香港綠盟之法國語文交流及分享區 : http://cdts.hkgnu.org/forumdisplay.php?fid=25&page=1  

(英文資訊) Environmental Corner – Horseshoe Crabs (馬蹄蟹馬蹄蟹馬蹄蟹馬蹄蟹) 
The name “horseshoe crab” is a half correct description of the animal still found in Hong 
Kong waters. The animal’s upper body really looks like a horseshoe. It is, however; not a 
true crab, but is a relative of the spider and scorpion. Horseshoe crabs have been living on 
earth for over 300 million years, long before the dinosaurs appeared. Since their basic body 
form has remained almost unchanged for millions of years, they are often called ‘living 
fossils’. Juvenile horseshoe crabs normally spend their first few years on the intertidal 
habitats, such as sandy beaches and mudflats. Then they leave and move offshore, living on 
the sea bottom. During breeding season, both male and female horseshoe crabs crawl up on 
the beach at high tide to mate before returning to the sea. In Southeast Asia, three species of  
horseshoe crabs can be found. The fourth species exists along the Atlantic coast of America. It is thought that all three Asian 
horseshoe crab species live in Hong Kong waters. Nowadays, juvenile horseshoe crabs can still be found on some sandy 
beaches or mudflats in Deep Bay and Lantau Island. Adult horseshoe crabs are occasionally harvested by trawlers operating 
in waters off Sai Kung, Lamma and Lantau. Horseshoe crabs are sometimes found at seafood restaurants as a food i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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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ver / Winter Edition / 寒冬版 ) A6 
二零零八年一月二十七日            星期日 2008-01-27    <第 59 期 // Vol. 59> http://www.hkgnu.org/                     info@hkgnu.org  組織正式成立九年零六個月 

特別介紹特別介紹特別介紹特別介紹    - 黃唇魚黃唇魚黃唇魚黃唇魚 ( Bahaba Taipingensis ) 
   黃唇魚又叫白花魚，屬於鱸形目中的石首魚類，是南中國海體型最大的

石首魚，被列為國家二級保護動物。黃唇魚是一種體型龐大的銀色魚類，一

般體長100-150厘米，體重大約為15-30千克，大者更達50多千克；牠的背部

略微隆起，背部長有分成兩截的修長魚鰭，兩旁的側鰭底部各有一黑點；腹

部廣闊，尾柄細長；上排外行牙齒較大，呈尖錐狀，排列稀疏，閉口時大部

分暴露在外，內行牙齒較小，呈牙帶狀；下排內行牙齒稍大，前鰓蓋骨邊緣

具有細弱的鋸齒；魚體背側呈灰棕色略帶橙黃，腹側灰白稍帶淡黃色，尾鰭

灰黑色，不過最引人注目的特徵，當然是那雙奪目的金黃嘴唇。同其他石首

魚類一樣，它的耳石非常發達，但形狀卻比較獨特，是長方形的耳石。 

 

  黃唇魚僅僅分佈於東海和南海海域，是中國大陸的特有魚種，是一種暖溫性底層魚

類，棲息在沿海海域水深為50-60米的地帶。在香港，我們主要棲息在南面水域，特別是

青山一帶水域、蒲台島和索罟灣一帶。從前黃唇魚仍然興盛時，曾是大澳漁村的重要漁

獲，因此黃唇魚亦叫「大澳魚」。黃唇魚喜歡遷移到淺水河口區繁殖下一代，在夏季期

間，牠們會游到珠江河一帶產卵，繁殖完畢後就會返回較深水域生活；而幼體則棲息於

河口鹹淡水區域附近、沿岸淺水區，以及江河下游淡水區等。它是肉食性魚類，以蝦、

蟹等甲殼動物和小魚為食，幼體則主要以蝦類為食。 

  

為了與同伴溝通，黃唇魚會利用腹肌擊打體內的魚鰾而發出聲音，就像在水中發出

擊鼓般的咚咚聲。但這種行為，是很容易被人察覺到黃唇魚的位置，就如從前漁民只須

聽到黃唇魚在產卵期間聚集時所發出的聲音，即可從船上擲下漁網，將牠們一網成擒。

在1930年代，每年香港漁民捕撈的黃唇魚多達50公噸，至1960年代，漁獲量已下滑至每

年約10公噸左右。直到2000年，黃唇魚的漁獲量更只餘下每年一公噸。與此同時，捕獲的黃唇魚的平均體型也不斷縮

小。若情況持續，黃唇魚極有可能踏上絕種之路。 

 

然而，黃唇魚最大的威脅莫過於由價格高昂的魚鰾而引發的過度捕魚問

題。由於黃唇魚魚鰾【註：魚鰾是魚體內的氣囊，功用是調節浮力以協助魚類

在水裡載浮載沉】的形態已經轉化，形成了一種獨特的類型，因而具有重要的

學術價值。黃唇魚的魚鰾更含有大量蛋白質、脂肪和膠體物質，更是十分名貴，

被列為上等滋補補品，藥用時有強身治虛、滋補肝腎的作用，不少人對其魚鰾

不惜一擲千金，因此人們又叫牠們做「軟黃金」， 因此現在牠們變得那麼罕有。 

 

就如現今香港水域內，極少黃唇魚能生長至成熟階段，大部份遭捕獲的黃唇魚均未成年，體重不超過10克，毫無

商業價值可言。同時先進的捕魚科技，包括回聲探測器和炸藥捕魚等，使黃唇魚陷入嚴峻的困境。另一方面，人類在

河口地區進行愈來愈多的填海及發展項目，亦威脅到牠們的繁殖地；而且全港除了佔水域僅僅2%的禁捕區外，黃唇

魚並未獲得任何法律保障，即使中國大陸政府已把牠們列為國家二級重點保護生物，但這些措施並未能杜絕非法捕撈

和買賣的問題。不過值得慶幸的是，由2005年開始，在廣東省東莞市成立了一個自然保護區，專門保護黃唇魚的繁殖

地，從而有助減少人類捕捉這些野生黃唇魚的機會。 

鳴謝: 香港綠盟各編輯部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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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us n’avons pas la revue de la version française entière toujours dans ce moment-ci mais nous essayerons 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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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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60 期季刊 將於二零零八年六月至七月間出版                           http://www.hkgnu.org/gnu_periodical_index.ht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