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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八 區

20 年

之：西貢篇

漁港風情谷旅業
西貢轉型聚丁財

西貢區

地質公園海畔古城吸客「香港後花園」人情味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殷翔）西貢區於

回歸以來變化巨大，自將軍澳南於千禧前
後大力發展後，令整個西貢區的人口由

舊

■遊客在碼頭採購
海鮮。
海鮮
。 資料圖片

■天后誕 資料圖片

1997 年的約 14 萬激增至目前的近 44 萬，
將軍澳新市鎮經濟規模已自成系統，百業
俱欣欣向榮。另一方面，由於西貢區大部

■地質公園快艇
海渡服務。
海渡服務
。
香港文匯報記者
殷翔 攝

分地方均未開發，維持原來的自然郊野狀
態，多年前已被譽為「香港後花園」，如
今西貢市仍保持海畔古城漁港風情，當中
的百年天后古廟、海鮮街、由 1.4 億年前火
山岩形成的世界級地質公園等，每逢節假
日均吸引大量遊客，旅遊服務業成為經濟
主體。西貢區議員李家良希望政府加強對
西貢古城的保育，擴展交通配套設施，令
西貢市這顆明珠更加美麗。
貢位於新界東部，面積 12,680 公頃，包括東面
西水域內逾七十個島嶼，傳統的市鎮中心為西貢

市。西貢市大約在明朝初期逐漸形成，當時不少東南
亞、南亞、中東沿海、東非等國家的船舶在西貢港停
泊，向明朝朝貢或與之貿易，因此漸漸得名「西
貢」，有「西方來貢」的意思。

原居民區外謀生 機場遷外人減

「沙士」現轉機 行山吹海風盛行
想不到，轉機卻出現於 2003 年「沙士」。李家良
表示，出於對「沙士」的恐慌，市民更注重清新空氣
的健康生活，去西貢行山、吹海風、吃海鮮蔚然成
風。出於對空氣流通以防疫的要求，政府特批西貢食
肆可露天經營，於是西式露天食店再次遍佈西貢，歐
式風情復興，深得遊客們喜愛，「西貢居民也喜歡在
露天茶座小坐，小城人少彼此熟識，人情味濃郁。」
橋咀島世界地質公園與個人遊旅客令西貢市復興。
李家良指出，地質公園在回歸前已成立，回歸後經國
家專家考察，確認是 1.4 億年前形成的珍貴火山岩
島，於是申報為國家級地質公園，後來更被聯合國教
科文組織確立為世界地質公園，吸引了大量中外遊客
到來。

新

海島漁舟追逐 美食美景相映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殷翔）西貢馳
名海內外的，除了清澈海水、陽光與沙
灘，還有海鮮，碼頭邊的海鮮街長年爆
滿。一邊大快朵頤，一邊觀賞海天一
色、海島與漁舟追逐，美食與美景相輝
映，是西貢海鮮的獨特魅力所在。海鮮
街最大的海鮮酒樓老闆陳繼洪對西貢海

鮮的前景充滿樂觀，準備買下旁邊的檔
位擴大經營，並深信西貢明天會更好。
陳繼洪原籍廣東海豐，1980年來港後
開始在西貢做生意。
他說：「剛來港時身無分文，向朋友
借錢買了條小船帶人出海釣魚。」辛苦
打拚5年，陳繼洪靠誠信與勤力，籌錢開
了個小小的海鮮大排檔。香港回歸後，
西貢海鮮漸漸打響招牌，洪記海鮮酒樓
水漲船高步步擴張，終成為海鮮街鰲
頭，幾乎佔了半條街，「我有今天，沒
有別的秘訣，只有『誠信』兩個字，自
然客似雲來。」

內地客令海鮮檔速發展
■陳繼洪

香港文匯報記者殷翔 攝

陳繼洪指出，2003年「沙士」襲港，
西貢卻意想不到多了大批內地客，海鮮

生意迅速發展，但卻又因為一次「佔
中」而一落千丈，不少海鮮檔支持不住
被迫結業，「僅僅 3 個月，我已蝕了
700萬元。」
在不少同行決定止蝕結業時，陳繼洪
選擇了堅持下去，因他深信政治風波遲
早會過去，大部數人還是理性的，故蝕
錢都要挺住。果然，「佔中」鬧劇告終
後，去年開始生意慢慢回來，如今幾乎
恢復至「佔中」前的生意額。
香港回歸20年，陳繼洪相信港人會從
「佔中」中學到教訓，不會再去支持那
些暴力政治，不會再趕客自尋末路。
他說：「香港是寶地，只要穩定，就
一定聚財聚寶。兩地是一家，沒有反骨
仔搞搞震製造混亂，香港有國家支持，
一定會興旺發達。」

特色旅遊帶旺 交通配套未足
他續說，個人遊政策實施後，大量內地客令西貢確
立了旅遊業為主的經濟體系，本地居民為遊客提供具
本地色彩的餐飲、渡海等服務，西貢區議會亦因勢利
導，促成政府擴建碼頭，最近並利用區議會「億元工
程」擴建橋咀島碼頭，以滿足遊客往來便利，「西貢
海鮮酒家亦愈開愈多，工作機會增加，不少西貢原居
民搬回西貢，同時亦漸漸吸引不少外籍人士來這裡定
居，西貢華洋雜處的傳統得以保持。」
李家良認為，西貢與將軍澳互有側重的發展模式十
分可喜，遺憾的是交通配套設施不足。每逢節假日，
西貢市便會大塞車，一些被劃歸為郊野公園的村落至
今未能貫通公路，限制了西貢旅遊業的進一步發展。
他呼籲新一屆特區政府重視保育西貢市的獨特文化
傳承，加強道路建設、劃定巴士專線，
讓西貢更加宜居。
■地質公園的景點
「龜兔賽跑」。
香港文匯報記者
殷翔 攝

■西貢古城越來越受到境內外遊客喜
愛。
香港文匯報記者殷翔 攝

來生願做西貢人 只為人情海天景
年逾六十歲的西

  貢原居民石叔，是
西貢發展的見證

者。他指，回歸後西貢縱然變化很

大，但區內的清新空氣、濃濃人情味
與美麗的海天景色卻一直無變。現時
在西貢市天后古廟當廟祝的石叔，與
天后娘娘朝夕相伴十餘年，他一生雖
然清貧度過，但喜愛西貢家鄉，並表
示來生還願再做西貢人。

石叔每天清晨4時半便離開家門，乘
車到古廟開門，灑掃上香、接待善信，
直至傍晚六七時才下班回家。他說：
「好多晨泳客好早便來，落海前要燒柱
平安香。」石叔十餘年如一日，清晨依
次為天后娘娘、座前千里眼、旁邊社稷
大王爺、關帝、左右財神等神祇上香。
石叔天天上班，幾乎全年無休，20 年
來都沒看過醫生，他笑稱：「可能真是
拜得神多得神庇佑。」

他指西貢於 20 年前還是漁民為主，
每逢節假日很重視拜祀儀式，如今大
部分漁民都已上岸或者轉行載遊客，
不再出海打魚，年輕一代已不太誠
心。不過，最近十來聞名而來的中外
遊客多了，附近的外傭都很虔誠，很
多人天天來拜天后娘娘，每逢大時大
節都忙得不可開交。
石叔也是 30 年前轉型上岸的那批漁
民，「沒辦法，近海已捉不到什麼
魚，又沒錢買大船去遠海捕魚。家裡
十幾個兄弟姐妹三餐難繼，只好上岸
找工作。」 ■香港文匯報記者 殷翔

世界級火山奇石 名聲遠播客自來
西貢市維持較

0 " 低程度的開發狀
態，大部分土地
0
劃作效野公園，區內有7,500公頃郊野
公園、逾 70 個大小島嶼，以絕佳海陸
風光聞名海內外，橋咀洲島世界地質
公園更為西頁市這戶外天堂錦上添
花。來西貢拜天后求平安，逛逛西貢
華洋雜處、兼具歐式和水上人家風情
的古城，吃生猛海鮮，再坐海渡數分
鐘抵達該片億年奇跡之地，成為不少
遊人的必選項目。

地質學家探查考證，認在西貢糧船
灣為中心有一座直徑逾二十公里的火
山，1.4 億年前發生猛烈火山爆發，橋
咀洲正處火山口邊緣，因此島上遍佈
1.4 億年前形成的奇形怪狀火山角礫
岩。
駕駛海渡遊艇的王先生兼做導遊，
他能很巧妙的調整遊艇船頭，對準一
個個頗為神似的奇石，「內地開放個
人遊後，很多內地客來地質公園，他
們很喜歡這裡，不少人還帶着帳篷來
露營。」他指出，「佔中」後內地客

■乘漁民遊艇可到地質公園。
香港文匯報記者殷翔 攝
一下子減少，令渡船生意大受影響，
至去年才慢慢回升，加上地質公園的
名聲愈傳愈遠，國際遊客亦愈來愈
多，每逢周末均由朝忙到晚。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殷翔

將軍澳發展速 西貢「近水樓台」

李家良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表示，回歸前西貢市
主要是個漁港，本地居民以水上人家為主，不少西方
人喜愛那裡的清新空氣和海天美景而定居，「不少航
空公司的外籍機師、空姐也喜歡在這裡居住，令西貢
的建築、餐飲業等具濃郁西方色彩。」
他指出，回歸以後不少外籍人士搬走，加上啟德機
場搬遷，機師、空姐紛紛搬離西貢，西貢市人口由華
洋雜處變為以漁民為主。
另外，由於近海漁獲減少，大批漁民轉型上岸，西
貢又無法提供那麼多工作機會，不少西貢人要搬去市
區謀生，西貢人口一度持續下降。

&
西 貢 區
人口於過去

20 年間激增兩倍，與
位於區內南部的將軍澳
新市鎮由上世紀 80 年
代起急速發展有莫大關
係，現已成為西貢區人
口和經濟中心。將軍澳
原指鯉魚門附近的海
灣，整個新市鎮的大部
分土地由填海得來，當
年計劃分三期發展，現
時尚有百勝角一帶未發
展。1988 年 4 月，將軍
澳首個公共屋邨—寶
林邨入伙，同期發展的
還有翠林、坑口及兩個
工業發展區域—小赤
沙與大赤沙。
第 二 期 發 展 於 1987
年開始，主要是要發
展將軍澳市中心一
帶，包括將軍澳中
心、尚德邨、唐明
苑、富康花園、寶盈
花園及清水灣半島
等。尚德邨於 1998 年
入伙，是區內最大的
公共屋邨之一。
第三期發展計劃於
1991 年展開，主要發
展將軍澳市中心南
部、調景嶺及大赤
沙，主要項目包括將
軍澳工業邨、碼頭、
海濱休憩用地及避風塘等。
特區政府於 2000 年展開將軍澳
南發展計劃，規劃為高密度住宅
區，當時唯一已落成的住宅為寶
盈花園，其後因被批評密度過高
而重新規劃為發展低、中密度住
宅，發展高度以階梯式向海旁遞
減，住宅項目圍繞政府設施、中
央大道、市鎮公園及將軍澳南海
濱長廊而建。
交通方面，來往將軍澳、港島
區、清水灣、西貢與東九龍的將
軍澳隧道於 1990 年通車。2002 年
8 月，港鐵將軍澳線通車，大大便
利區內 40 萬人口出入，至 2009 年
7 月更將該線伸延至康城。
■香港文匯報記者 費小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