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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進自然 紓緩壓力
「你有壓力，我有壓力，大家都
有壓力未解決」，你會選擇怎樣的
方式面對壓力？相信不少朋友都會
選擇在假期出遊。隨着全球暖化、
熱帶雨林減少等議題備受關注，令
世界各地群眾開始提高環保意識，
實踐可持續發展理念。為了讓子孫
後代能擁有更美麗的家園，愈來愈
多像共用文化、低碳出行、垃圾分
類等理念深入人心。提及旅遊、環
保等話題，又怎能不聯想到「生態

旅遊」呢？
「生態旅遊」顧名思義「在生態
中旅遊」，早在1993年國際生態旅
遊協會定義為：具有保護自然環境
和維護當地人民生活雙重責任的旅
遊活動。自從我們的社會經歷過非
典型流感（SARS）後，愈來愈多人
開始注重身體健康，並認識到接觸
自然調節身心的重要性。
再者，隨着人們生活質素從「物

質化」偏向「精神化」的追求，尊

崇自然與人之間的融合成為了一種
潮流。故此，透過「生態旅遊」便
能身體力行感受人與自然的真實。
一來能藉此機會回歸大自然，二來
能減少為環境增添不必要的浪費和
污染。
近年來，隨着政府加大力度對生
態旅遊選址開發，由此引發社會各
方爭議。從理想角度出發，發展生
態旅遊當然是好事，因能進一步打
破大自然與人類之間的隔膜，促進

生態平衡。另一方面，開發選址引
發連串的商業運作，對於原居民自
身而言，這樣是否會打破原有的生
態格局？從「被保護」變成「被開
發」，令自然資源被摧毀，令居民
生活受到負面影響。
事實上，生態旅遊的選址一般為
較偏遠的郊外，被開發和污染的程
度較小。這樣一來，生態旅遊的落
實，還能促進郊外地區生產發展，
為當地市集聚集人氣，創造更多的

就業機會。假日從市中心到郊外，
遠離平日車水馬龍的煩囂，回歸心
靈的純淨。政府現時規劃大澳、米
埔和郊野公園等建設，讓市民有了
機會親近大自然，認識生態多樣
性。同時，香港具備世界一流的濕
地公園，其格局佈置將人與自然融
為一體的理念等，拉近人與自然的
距離。 ■潘浩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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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地生態旅遊近年大熱，「生態農莊」、「郊野公園」成了港人周末消閒及親子熱點。香港現時的陸地

面積約有1,108平方公里，當中只有25%土地已發展，其餘75%的土地仍保留較自然的面貌，反映本港

的生態旅遊具發展潛力。有意見認為，推動生態旅遊有助宣揚環保訊息；然而，亦有指生態旅遊為自然環

境帶來破壞，到底生態旅遊是利是弊？如何在兩者之間取得平衡呢？

■李浩彰 順德聯誼總會鄭裕彤中學通識科副科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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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一

資料二
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在任內首份施政報告中，提出成立「鄉郊

保育辦公室」，包括支持活化有400年歷史的荔枝窩興
建民宿，令生態旅遊近年有復興跡象。愈來愈多人
透過生態旅遊體驗大自然生活，並成為周末與家
人的重要餘暇活動。不過，隨着生態旅遊的蓬
勃，發展與保育間愈來愈難取得平衡。有開
辦荔枝窩生態旅遊團的人士表示，曾目睹遊
人攀爬樹木、偷摘果實，甚至擅闖民居順手
牽羊。亦有居民批評，坊間旅行社舉辦的一
天團，偏離生態深度遊的原意，「去郊外
都要講玩盡食盡，咩都要抵。」她斥責不少
本地團逗留時間只得45分鐘，難以深入了
解區內生態及文化價值。有團友更將膠樽隨
處丟，令下水道淪為垃圾崗。

參考答案

(a) 根據資料一，試指出遊覽郊野及
海岸公園的一些趨勢。

(b) 「推廣生態旅遊會改善香港人的
生活素質。」資料是否支持這項
聲稱？解釋你的答案。

想一想
細閱以下資料，然後回答問題。

(1) 根據資料一，試指出遊覽郊野及海岸
公園的一些趨勢。

‧收集垃圾量有下降趨勢：由2014年的
3,800公噸，下降至2018年的3,000公
噸，下跌了800公噸

‧遊客數字先升後放緩：遊客數字由2014
年的11.2（百萬），急升至2015年的
13.2（百萬），其後保持平穩，至2018
回落至12.3（百萬）
‧參與自然護理教育活動以2017年為最：
2017年參與自然護理教育活動的人數達
579,400人，為歷年之冠，較2014年升
幅逾倍。
‧植樹數目有下降趨勢：植樹數目由2014
年的 555,900，持續下跌，至 2018 的
396,700，跌幅達29%。

2. 「推廣生態旅遊會改善香港人的生活素
質。」資料是否支持這項聲稱？解釋你
的答案。

支持的論點
‧改善生態環境：
生態旅遊着重體驗和認識大自然，

並有導賞講解自然生態，資料一可
見，參與自然護理教育活動的人數有上
升趨勢，當中包括植樹等活動，可見生
態旅遊有助改善生態環境。
‧加強家庭聯繫：

資料二指出，生態旅遊不僅讓人體驗大
自然生活，並成為周末與家人的重要餘暇
活動，生態旅遊成了家庭聯誼的其中一個
方式，有助維繫家庭關係。
‧滿足不同人士對綠色生活的追求：
資料二指出，行政長官提出成立「鄉郊
保育辦公室」，包括支持活化有400年歷
史的荔枝窩興建民宿，不少城市人嚮往田
園綠色生活，推廣生態旅遊，為他們提供
另類生活方式的途徑。

反對的論點
‧形成土地污染：
遊客質素參差，或為自然帶來污染，影
響生活素質。資料二指有團友將膠樽隨處
丟，令下水道淪為垃圾崗；而資料一指出
郊野公園垃圾收集數字雖有下降趨勢，然
而每年仍達3,000公噸，反映問題嚴重。
‧破壞居民生活：
資料二指出，部分遊客攀爬樹木、偷摘
果實，甚至擅闖民居順手牽羊，令農民的
生計及收益受損，更破壞他們的寧靜生
活。
‧本地生態旅遊着重利益，難收成效
資料二指出現時不少生態旅遊「去郊外

都要講玩盡食盡，咩都要抵。」而逗留時
間只得45分鐘，難以深入了解區內生態及
文化價值，反映即使推廣生態旅遊，內容
仍流於表面，未能達到提升生活素質的成
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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漁護署有關郊野公園及海岸公園的統計數字
年份 收集垃圾(公噸) 遊客(以百萬計) 參與自然護理教育活動（人數）植樹數目
2014 3,800 11.2 280,600 555,900

2015 3,700 13.2 365,800 410,900

2016 3,400 13.0 351,400 403,600

2017 3,400 13.0 579,400 395,600

2018 3,000 12.3 363,400 396,700

資料來源：漁農自然護理署

本港部分生態旅遊
地點簡介

海下灣

位於西貢西郊野公園北端，是
本港第一個正式認可的海岸公園。
海下灣水質潔淨，有繁茂的珊瑚群
落。本港錄得的88種石珊瑚中，有
59種可在該處找到，包括刺星珊
瑚、刺葉珊瑚、蜂巢珊瑚、牡
丹珊瑚及扁腦珊瑚都可在
海下灣找到。

沙螺洞

位於新界東北部，是本港蜻蜓
主要棲息地，曾發現68個品種，佔
全港107種蜻蜓品種中逾六成之多，
其中包括全球11種罕有品種、1種為
香港獨有及兩個首次發現品種。蝴
蝶品種亦多，是理想的大自然
昆蟲展覽館。

大澳

位於大嶼山西北，有「東方威
尼斯」之稱，是本港著名的水鄉。除
了漁光風情外，大澳亦有豐富的河岸
生態，紅樹區存活約香港紅樹八個品
種之六，亦育有大量副紅樹、海邊植
物及水生生物，是香港唯一有尖
舌浮蛙（Floating Frog）記
錄的地方。

大欖郊野公園

位於新界西部，佔地5,412公
頃，是全港面積第二大的郊野公
園，是擁有最多郊遊路線的郊野公
園，共達12條之多，而其中最為人熟
悉的，要數麥理浩徑第九段及第十
段，此亦為麥徑的終點，沿途可
欣賞到優美的植林區及大
欖涌水塘風景。

生態旅遊利弊
利 了解自然環境，提升保護意識

生態旅遊與普通的郊遊有異，過程中強調推廣綠色生
活，透過導賞加強參與者對自然生態的了解，並親身感
受生態，讓參與者們更容易了解和接收保育訊息。

有助文化承傳，並為當地居民帶來收入
生態旅遊除了強調保護環境以外，亦提倡認識及尊重

旅遊地點的風土文化，過程中會介紹當地人的生活，甚
至邀請當地人現身說法，例如大澳不少居民仍以捕魚及
生產周邊商品為生（如蝦醬及鹹魚），而旅遊可為這些
居民提供收入。

弊 影響自然環境
生態旅遊令自然環境的遊人增多，並集中於周末或假
期，過多的遊人會破壞環境。例如東平洲周末到訪的人
數是平日的56 倍，令碼頭擁擠，並遺下垃圾。而導遊使
用的揚聲器及嘈吵的遊人，都會破壞雀鳥所需的寧靜環
境，影響當地居民生活。

影響海洋生態
除了垃圾及噪音問題，部分海上生態旅遊亦為海上環

境帶來破壞。不少觀豚活動沒有按照由漁農自然護理署
所制定的觀豚守則，多於一艘船隻在海豚出現的500米
範圍內觀賞同一群海豚，對中華白海豚造成滋擾，甚至
令牠們被螺旋槳割傷。

生態旅遊
按漁農自然護理署的定義，「生態旅遊」為「以保護大自然資源為目

的，是一種有利環境持續發展的旅遊方式，主要着重體驗和認識大自然；
同時，又以符合公德的方式舉辦，設法減少影響及消耗資源，並以認識旅
遊地點的風土文化為主（管制、利益及規模方面）。生態旅遊活動通常在
大自然環境進行，並應有助護理或保育旅遊地點的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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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大嶼山大澳是其中一個香港大嶼山大澳是其中一個
生態旅遊熱門景點生態旅遊熱門景點。。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