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Hong Kong Wetland Park, Agriculture, 
Fisheries and Conservation Department 

漁農自然護理署香港濕地公園 
 

Public Lecture - Wetland Exploration Series「濕地探索」公眾講座系列 
 
 

Geoconservation and Geopark 

地質保育與地質公園 
 14:30 am – 15:30pm Saturday, 19 September, 2009, Theatre, Hong Kong Wetland Park  

2009 年 9 月 19 日 (星期六) 下午 2:30 –下午 3:30 香港濕地公園 放映室 
 
 

About this Lecture 
Hong Kong is always renowned as an international metropolis 
with delicious food, skyscrapers and dense population. 
Unfortunately, most of the general public is unaware that, in a 
small area of 1,100 sq. kilometers, Hong Kong is richly 
endowed with spectacular breathtaking natural sceneries: 
mountains, islands, valleys and coastal features, each has 
own beauty and uniqueness. Some are even comparable to 
the famous natural wonders of the world.  To better conserve 
our diversified geological, geomorphological and soil features 
which are our invaluable assets, geopark which is a global 
trend and endorsed by UNESCO, is considered as a holistic 
approach in efficiently and effectively conserving our rocks 
and landscapes, popularising earth science and achieving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The lecture tries to explain the 
correlations between geodiversity, geoconservation and 
geopark (The 3Gs). The most important is to arouse the public 
awareness of cherishing and conserving our rocks and 
landscapes. 
 
Highlight of the Lecture 

 Raising the awareness of the values of geodiversity of Hong 
Kong; 

 Pointing out the importance of geoconvervation;  
 What is a Geopark?  
 What are the criteria of a National and Global Geopark? 
 The proposed Hong Kong Geopark. 

 
Speaker: Mr. Young NG 
Mr. NG is the founder and existing chairman of Association for 
Geoconservation, Hong Kong. He is the pioneer of Hong 
Kong’s geoconservation and also a geotourism specialist.  
Mr. Ng advocates the popularisation of geosciences from the 
professionals and academics to the general public. He 
concentrates on researching the popularisation of 
geoconservation and the development of Geopark.  He is 
greatly involved in all the preparation and nomination works of 
Hong Kong to become the National and Global Geopark. 
Currently, Young takes up several public services  
including the committee member of the Hong Kong Geopark 
Special Task Force; Australian Geopark Network, Australia; 
Hainan Leiqing Global Leopard Committee, PRC and the 
Hong Kong Country and Marine Parks Board.  
 
Language: Cantonese 

關於本講座 
香港是蜚聲國際的大都會，以美食、摩天大樓及人口稠

密聞名於世。雖然一般市民不曾注意，在約一千一百平

方公里的面積內，原來香港也有很多壯麗而讓人讚嘆的

自然景觀：島嶼、山谷和海岸地貌等等。各種地貌皆有

其獨特而美麗之處，其中一些更能與舉世知名的景色媲

美。為了進一步保育地質多樣性及岩石地貌等無價的自

然資源，建立地質公園漸漸成為一個全球性的趨勢，也

是聯合國教科文組織提倡的方法。建立地質公園能有效

的保育我們珍貴的岩石地貌，亦能促進地球科學的普及

化，以至達到可持續發展。在是次講座中，講者將會簡

述地質多樣性、地質保育及地質公園三者之間的關係。

同時亦希望能引起大眾對岩石與地貌的關注，並參與有

關的保育工作。 
 
講座重點 

 香港的地質多樣性 
 地質保育的重要性 
 甚麼是地質公園？ 
 成為國家及世界性地質公園的條件 
 建議中的香港地質公園 

 
 

講者：吳振揚先生 

吳先生是香港地貌岩石保育協會創辦人兼現任主席。為

香港地貌岩石保育先鋒及地質旅遊專家。他驅動香港地

質科學從專業、學術層面，走進大衆化的生活層面。他

主力研究地貌岩石保育及地質公園發展，致力推廣地貌

岩石保育及普及地質知識。倡議及積極參與香港國家及

世界地質公園申報工作。目前為香港地質公園專責小

組、澳洲地質公園網絡及中國海南雷琼世界地質公園專

家委員會委員，同時亦為香港郊野公園及海岸公園委員

會委員。 

 
語言：粵語

Deadline for application: 18 September 2009 
截止報名日期：2009 年 9 月 18 日 



致：漁農自然護理署香港濕地公園教育及社區服務組「外訪節目分組」 (地址：新界天水圍濕地公園路) 
To: Outreach Programme Unit, Hong Kong Wetland Park, A.F.C.D. (Address: Wetland Park Road, Tin Shui Wai, N.T.) 
﹝傳真 Fax：2617 1158；電子郵件 E-mail︰programme@wetlandpark.com﹞ 

 

香港濕地公園 ── 濕地探索公眾講座系列 Ref. no.：T20090919 

「地質保育與地質公園」報名表格 
填寫此申請表前請先參閱「報名須知」 

聯絡人姓名：                                   博士/小姐/女士/先生* 職位： 

機構：                                         聯絡電話：                (手機)                (辦公室) 

電郵：                                         傳真    ： 

其他參加者 (最多 9 人；12 歲以下小童須由家長或監護人陪同 ) 

(1) 姓名： 職位：         (6) 姓名： 職位： 

(2) 姓名： 職位：         (7) 姓名： 職位：        

(3) 姓名： 職位：         (8) 姓名： 職位：        

(4) 姓名： 職位：         (9) 姓名： 職位：        

(5) 姓名： 職位：         預留名額合共：________________位 

我是第______次參加香港濕地公園舉辦的濕地探索公眾講座 

你從哪裡獲取此講座資料？(請在適當選項加上 )  
□香港濕地公園網頁   □香港濕地公園張貼的告示    □香港濕地公園年票/半年票持有人 
□電郵    □傳真     □老師    □其他_________________ 
 

報名須知： 
1. 本講座以廣東話進行。 

2. 申請表所有欄位的資料必須填寫。申請人如果没有提供足夠、正確和清楚的資料，本署可能没法處理這申請，或會影響申請

處理時間和結果。 

3. 此申請不能轉讓，申請表一經接收，申請日期和時段均不能更改。 

4. 每個申請限量最多 10 個名額(包括申請者)。 

5. 申請在活動舉行前 1 天截止(9 月 18 日)。 

6. 所有申請會以先到先得方式處理，覆函會在收到申請表後 5 個工作天內以電子郵件通知聯絡人。 

7. 參加者必須在講座舉行當日到達覆函指定地點向香港濕地公園職員報到。愈時不候。請於講座舉行時間前 15 分鐘到達 (下午

2:15) 辦理登記手續。 

8. 講座並不包括香港濕地公園入場費。香港濕地公園成人入場費每位港幣 $ 30，小童/學生/老人每位港幣 $ 15。全年通行證適

用。如參加者達十位人士，可於網上訂購團體優惠票，詳情請瀏覽www.wetlandpark.com。 

9. 參加者須自行安排交通到達和離開香港濕地公園。私家車泊車車位有限，收費為每小時港幣$8。參加者請盡量使用公共交通

工具前往香港濕地公園。 

10. 若在講座舉行當日天文台懸掛黑色或紅色暴雨警告或三號或以上颱風訊號中的任何一個警告，活動將會取消及並不另行通

知。本署有權因應活動當日天氣情況或未能預見到的情況下取消/終止/調整未開始或進行中的活動。所有因惡劣天氣情況被

取消的活動均不會延期舉行。 

11. 個人資料收集聲明：個人資料乃由申請人自願提供，所收集的個人資料只會作為申請香港濕地公園有關活動之用。資料將會

提供處理申請工作人員參閱，作為審批、聯絡及相關的用途。申請人如需要查閱或修改所提供的個人資料，請以書信方式(須

在信中填寫申請者覆函檔號)向本署職員查詢。 
 
申請人簽署：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索取/不索取香港濕地公園舉辦的活動資料申請 Subscribe/ Unsubscribe Notification 

 

*本人 希望/ 不希望 以 電郵  傳真 郵寄  方式收取任何香港濕地公園舉辦的活動資料  

I  do/  do not want to receive promotion materials from Hong Kong Wetland Park by e-mail  fax  mail 
(*請在適當地方    Pls  the appropriate box) 

 
註Remarks：所有活動覆函會以電子郵件通知聯絡人 All applications will be replied by e-mail.  

 
  

http://www.wetlandpar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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