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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質公園榮升國家級 保育步伐須配合

香港地質公園已由國土資源部批准成為第183 個國家級地質公園，11 月3 日正式開幕。漁護署2010 年更會乘勝追
擊，向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申請將之列為世界級地質公園。

環境局長邱騰華形容，地質公園升為國家級是一個「起步」和里程碑。他在10月下旬與漁護署高級地質公園主任楊
家明、香港大學地球科學系教授陳龍生和生態旅遊導賞員程詩灝等出席《明報》主辦、香港通識教育教師聯會協辦
的「論盡通識」論壇，由地質公園面對保育、教育、旅遊三難局面，一直談到香港人的保育意識。文：黃郁、翁昕
歆圖：尹錦恩攝、漁護署提供

與經濟發展相輔相成

香港大學地球科學系教授陳龍生表示，起初的確頗擔心地質公園的定位，若遊人一窩蜂湧到地質公園，反而會影響
生態。

他又引用某次講座問及台下聽眾「最佳保育方法是什麼？」，在場400 多人一致認為是「唔好理佢」，只有不被理
會的地方，始能保持原貌。他慨嘆，保育與發展旅遊要達到平衡實在不易。

分3 區管理保育教育主導

環境局長邱騰華坦言，地質公園升格會帶來經濟上的好處： 「本地的地質公園已達到一定標準， 可吸引人來參觀
。」但他指出，城市在發展經濟的同時，亦要留意保育是否能「跟得上」，而兩者的發展是相輔相成的。邱騰華就
此大派定心丸，表示本港的地質公園將以保育與教育為主導、發展旅遊為次。他又指過去30 年漁護署的管理工作做
得不錯，地質公園的管理將建基於現行郊野公園管理方式。

漁護署高級地質公園主任楊家明進一步講述政府管理地質公園的詳情，他認為香港的自然環境保護做得不錯，超過
四成土地受《郊野公園條例》等法律保護，而管理總面積為50 平方公里的地質公園，將體現「影響環境最小」的理
念，分為3 個區域管理：

◆綜合保護區：承載遊人的能力較強，已有郊野設施供遊人使用

◆特別保護區：保護程度比綜合保護區較高

◆核心保護區：最需要保護的部分，不鼓勵公眾踏足，例如黃竹角嘴、赤洲等

「有時愈多人去的地方，反而愈受保護，因為政府會投放更多資源去保護該區，反而管理會做得更好。」楊家明表
示，能否做到保育，除受地區設施的影響，也關乎當地民眾的期望及質素，教育更見重要。

SARS 後保育意識提高

楊家明表示，香港人的保育意識有進步空間，與10 年前比較，愈來愈多香港人關注環境，而且對環境質素的要求愈
來愈高。本身為生態導賞員的生態教育及資源中心總監程詩灝表示， 自1998 年入行以來，發覺港人對生態的認知
的確提高了， 「特別是2003 年SARS 後，市民開始喜歡郊遊，同年漁護署出版大量相關書籍，應記一功」。

不應抱「去玩」心態

程詩灝認為地質公園是一個好的空間去談及香港的地質生態，但旅客若抱「去玩」的心態，就會產生問題。他笑言
造成最大破壞的可算是一大班人的「屋邨團」，他們參觀的心態往往並非去學習。他建議當局設立清晰的條例、框
架，阻止遊客在無知或好奇下破壞生態環境， 「香港人不會刻意破壞環境，你提點一下或定下法律，他們自會明白
」。

8 陸路2 水路近觀遠看

陳龍生教授希望旅客在參加生態旅行團時，理解生態旅遊的理念，知道旅程目的並非一般觀光遊覽，而是融入自然
，體會原始氣息，做到「貴乎原始、樂於自然」。邱騰華亦持相同觀點： 「地質公園佔去香港面積二十分之一，希
望市民並非只抱『去旅行』的心態去觀賞，而是會想想為什麼要去、會有什麼得着，並在未去之前先了解一下會看
到什麼。」他表示當局為地質公園設計了8 條陸路和2 條水路的路線， 讓市民近觀、遠看地質公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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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質公園的意義

「香港是個獨特的地方，很少城市像香港一樣，自然景觀是城市的一部分。近10 年興起生態保育的浪潮，政府希望
借推動地質公園，一併推動生態旅遊，讓市民享受城市，了解我們生活的地方。」

——環境局長邱騰華

「地質公園的意義有三重，一是保育地質環境，二是就地球科學教育公眾，三是發展旅遊。三者是有矛盾的，希望
政府在設施和規範上多加考慮，做得更好。」——香港大學地球科學系教授陳龍生

「地質公園不等於地質學，而是結合生態文化的有趣自然景物。是次成功申報為國家級地質公園，可推動我們保護
生態、岩石環境的工作做得更全面，而且證明香港能做到可面向世界的更高水平，有重大意義。」——漁護署高級
地質公園主任楊家明博士

「希望在地質公園的生態旅遊團，可以傳播保育、保護生態的信息，甚或以更顯淺易明的方法介紹不同的石頭，提
高大眾對地質的教育水平。」——生態旅遊導賞員程詩灝

保育= 保護+ 養育

陳龍生教授表示，保育其實包含「保護」和「養育」兩個概念， 「保護」即保存、保留， 「養育」包括「發展」
的意念。就地質公園而言，應該運用「保護」的理念，因為地貌受破壞後就不可復原，其他資源如樹木等，則可以
運用「養育」的理念，例如可再生樹林等。

陳教授直言，近年經常有人談論「可持續發展」，但這個概念值得商榷。「在經濟發展之下，我們需要消耗地球的
資源，問題是我們接受哪個消耗的程度。」

業界質素參差破壞環境

官方對於保育地質公園的構思充滿信心，認為只要旅遊業界調整配合，便能達到保育、教育、發展三方並存。楊家
明表示，香港的生態、地質均屬世界一流，發展生態旅遊沒有問題，但服務提供者（旅遊業界）就面對挑戰。

邱騰華亦分享了早前到內地丹霞山考察的經驗： 「沒錯是一個高規格的接待，但帶我們去的，盡不是我們想看的景
點（自然景點），大半天都在乘車，後來更載我們去性文化博物館！」所以，他認為業界的培訓很重要，業界如何
迎接地質公園的機遇也十分重要， 「我們希望旅客慕名而來，業界在接待水平方面，例如語文能力、接待能力亦要
有所提升」。

程詩灝就認為「落手做時不容易」，地質公園無疑會衍生出生態旅遊的商機，但生態旅行團在人數、行程等有限制
，收入會減少，旅遊公司老闆自然不樂意。

他又稱，保育的定位不清，影響業界的培訓質素，導賞員只會因應遊客要求提供服務，反而會破壞環境， 「（生態
旅遊）未見好有系統的發展方向，不過發展空間大」。

即使開辦生態團，業界質素參差亦會妨礙保育，陳龍生便曾聽過導遊對遊客說： 「各位，這是生態旅行團。活的珊
瑚不可撿拾，死的才撿！」（編按：生態保育原則應是「除了照片什麼也別帶走」，包括海洋生物已死亡的部分、
沒有內藏生物的貝殼。）

擔心運作商業化

雖然推動地質公園有助教育市民保育生態環境、認識香港地貌，但對於如何實踐，陳、程二人均不無憂慮。陳龍生
看見內地處理自然文化遺產的做法，例如世界自然及文化遺產峨眉山處處都是售賣土產的攤檔，不少景點更建有觀
光電梯，令他懷疑香港的地質公園列入「國家級」後，亦可能以內地的方式運作。程詩灝建議向台灣取經，如南投
縣的玉山國家公園，不單限制登山人數，每年更會封山以作保育。

覬覦商機收購附近土地

陳龍生認為，當局管理的範圍不應限於地質公園內，而要包括公園外圍地區，特別是私人土地。他指地質公園以景
觀最珍貴，若舉目所及是酒店、餐廳或售賣紀念品的商店，便會影響景觀。然而，已有發展商覬覦地質公園列入國
家級後的商機，收購附近土地。陳龍生透露，大埔馬屎洲有私人農地大片林木被砍伐，業主原計劃針對地質公園而
發展，被阻止後改建成骨灰場，便可見保育與發展的衝突。

邱騰華回應表示，現時地質公園大部分屬郊野公園範圍，受相關法例保護，不可有地產發展， 「政府總不可能買下
所有周邊的地方，教育市民如何欣賞地質公園才是更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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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面/版頁: 香港新聞/A17 香港商報 日期: 2009-11-09

專家︰設施足夠 導賞參差 地質公園 重生態教育勿當樂園

【商報專訊】記 者周偉立報道 ：面積達50 平方公里的香港國家級地質公 園日前經已開幕，有市民認 為設施不足
及導賞員講解不夠專業。漁護署副署長梁肇輝表示，市民不宜抱買票進入主題公園的遊樂心態，應在觀賞前預先了
解。有生態保育專家認為，目前地質公園的設施已足夠，但坦言現時導賞員質素參差，建議設立認證制度，提升導
賞員的質素。

    漁署：勿抱遊主題公園心態

    漁護署副署長梁肇輝昨早出席電台節目時表示，地質公園不是海洋公園或迪士尼，市民不宜抱買票進入主題公
園的遊樂心態，而且地質公園設有傳意牌，有岩石照片和介紹地貌，署方亦有提供刊物和設有地質公園網頁
(www.geopark.gov.hk)，教導市民如何欣賞，認為市民在前往觀賞前應查看相關資料，包括注意冬季期間海面風浪
大，最好由陸路遊覽地質公園。

    計劃周日假期推導賞團

    他又指，推廣地質公園要以保育為原則，不可以興建大量設施，現時導賞員的質素參差，漁護署會繼續訓練導
賞員，並會與各單位研究，是否可以完善交通配套等安排，以及加強教育市民以正確方式去欣賞地質公園。另外，
漁護署未來會於周日和公眾假期推出地質公園導賞團讓市民參加。

    專家倡遊覽前先「 備課」

    有份培訓生態導賞員的生態教育及資源中心總監程詩灝出席電台節目時認為，目前地質公園的設施已足夠，市
民要理解去地質公園的目的，並非如參觀一個普通公園，到訪地質公園之前，最好先閱讀有關地質公園的基本資料
。

    倡設認證提升導賞員質素

    但他承認，一般市民難以理解詳細的地質形成的資料，故此導賞團有重要角色，坦言本港的導賞員質素參差，
需花多些時間培訓，才能達到教育及欣賞的目的，建議當局設立認證制度，提升導賞員的質素。

    六角形火山岩柱全球獨有

    香港岩石保育協會主席吳振揚表示，地質公園最獨特之處是自然景觀，如西貢海岸有直徑達20公里的火山岩破
口，糧船灣的六角形的火山岩柱更是全球獨一無二，非常珍貴，他認為，組織地質公園遊覽團的旅行社，應重質不
重量，達到生態教育及可持續發展目的，而市民不應期望有五星級的設施。

    無謂設施礙申請世界級

    對於有建議在地質公園興建水療中心，他認為是過分及無謂的設施，因會破壞景觀，地質公園被國家評級時取
得高分數，稍後向聯合國申請成為世界級地質公園的要求更嚴格，若加設人為設施，會被大幅扣分。

    地質公園在糧船灣的六角形的火山岩柱是全球獨一無二，非常珍貴。(資料圖片)

    漁護署會積極提升地質公園的導賞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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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面/版頁: 港聞/A08 成報 日期: 2009-11-09

國家級地質公園　將辦導賞團

　　【記者王智報道】漁農自然護理署將於12 月開始，為本港的國家級地質公園舉辦導賞團，逢周日及假日為市民
提供講解服務。漁護署又提醒市民，遊覽地質公園時，不應抱着「去主題公園玩」的心態，出發前要先做好資料蒐
集。有生態教育專家認為，政府應設立導賞員的認證制度，以提升生態旅遊的質素。

規劃八條陸路兩條海線

　　漁護署副署長梁肇輝昨日出席商業電台節目時表示，將於周日及公眾假期舉行地質公園導賞團，讓市民參加。
至於平日為何沒有導賞，梁肇輝就解釋，「地質公園唔係海洋公園，唔係迪士尼樂園，所以唔係話買張門票入去，
就會有很多設施玩，同埋有導賞」。他希望市民明白地質公園的概念，在出發之前做好資料搜集。他又表示，署方
籌劃了八條陸路交通，以及兩條海線交通，方便市民遊覽地質公園，而冬季期間海面風浪大，市民最好由陸路前往
。

　　出席同一節目的生態教育及資源中心總監程詩灝提到，現時本港的生態導遊課程欠缺統一規範及監管，導賞員
的質素參差，政府應提供訓練，並且設立導賞員的認證制度，以提升生態旅遊的質素。漁護署就回應，表示將會繼
續培訓本港的導賞員。

　　香港的地質公園早前被列為「國家級地質公園」，並於本月3 日開幕。市民去到地質公園，將不會看見舒適的
休閒設施。香港地貌岩石保育協會主席吳振揚表示，香港地質公園稍後會向聯合國申請，成為世界級的地質公園，
一旦加設人造設施，將令公園被大幅扣分。對於有建議在地質公園興建水療中心，他形容是「過分及無謂的設施」
，並指此舉會破壞景觀。

興建水療中心會被扣分

　　他又謂，本港地質充滿多樣性，例如西貢海岸有直徑達20 公里的火山岩破口，而糧船灣的六角形的火山岩柱更
是全球獨一無二。他希望，組織地質公園遊覽團的旅行社是「重質不重量」，令地質公園達到可持續發展，以及發
揮教育功能。

　　市民如果想取得關於地質公園的資訊，可以登上地質公園的網頁www.geopark.gov.hk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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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面/版頁: 港聞/A34 香港經濟日報 日期: 2009-11-09

地質公園增設施 礙申世界級

　　【本報訊】旅發局主席田北俊日前指地質公園欠缺便利旅客的洗手間及小食亭等設施；但香港地貌岩石保育協
會主席吳振楊強調，地質公園目前的洗手間及乘涼設施已足夠，若公園內再興建不必要設施，在申請為世界級地質
公園時會被扣分，影響成功機會。

要求嚴 洗手間涼亭已夠

　　地質公園佔地約5,000公頃，吳指出，地質公園最獨特之處是自然景觀，與遊覽迪士尼有別，市民不應期望地質
公園有5星級設施，對於有建議在地質公園興建水療中心，是過分及無謂。

　　他表示，糧船灣的六角型火山岩柱是全球獨一無二非常珍貴，組織地質公園遊覽團的旅行社，應重質不重量；
其中萬宜水庫東霸及橋咀已有洗手間，設施已足夠，毋須再興建；而赤門及黃竹角嘴屬生態敏感地段，根本不宜興
建設施。

　　他指出，地質公園被國家評級時取得高分數，稍後向聯合國申請成為世界級地質公園的要求更嚴格，一旦加設
不必要設施會被扣分，會影響成功機會。

市民要理解前往目的

　　生態教育及資源中心總監程詩亦指出，目前地質公園的設施已足夠，市民要理解去地質公園的目的。

　　已列為國家級的香港地質公園上周開幕，漁護署副署長梁肇輝昨表示，會加強教育市民以正確方式欣賞地質公
園，並加強交配套。

　　旅發局發言人昨補充，田北俊的意思是希望有基本設施方便旅客，同時亦可以保存地質公園的原始風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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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面/版頁: 港聞/A08 新報 日期: 2009-11-09

地質公園並非迪士尼 專家籲市民多了解生態遊

被列為國家級的香港地質公園開始吸引假日遊人。漁護署指籌劃海陸旅遊路線的工作進入最後階段，並且研究改善
前往地質公園的交通安排，下月初亦會推出導賞團，市民出發前要做好準備。

有地質及生態教育專家稱，導賞員質素參差，期望政府設立導賞員認證制度，同時要改變市民及旅遊業界的心態，
才可提升本港生態旅遊的質素。

冬季不宜選擇海路參觀

總面積達50平方公里的地質公園，部份園區位於孤島或郊野公園的禁區範圍，漁護署已經設計了8條陸上及兩條海路
旅遊路線，協助市民前往地質公園郊遊，並且在園區內設立示意牌，介紹地質公園的特性資料。

漁護署副署長梁肇輝昨日在電台節目中指出，署方正安排下月初起逢周日及公眾假期，組織導賞團，每團會限制參
加人數，詳情稍後公布。他稱，已緊密與旅遊業界商討改善地質公園的設施及配套，市民到訪地質公園前，亦應多
加搜集資料，做好準備工作，以及了解交通安排。

梁肇輝稱：「地質公園唔係海洋公園、唔係迪士尼公園，大家係去郊野嘅地方，享受大自然美貌，或者風景，八個
景點（地質公園內）唔係個個都係行兩步就到。」他又說，本港冬季吹冬北風，海上風浪較大，這個時間並不適宜
由海路參觀地質公園，但市民仍然可選擇陸路途徑。

斥增水療中心建議過份

對於有建議地質公園增設水療中心等設施，香港地貌岩石保育協會主席吳振揚（圓圖）形容，建議十分過份，破壞
地貌原狀，肯定影響香港向聯合國申請成為世界級地質公園，亦必定會被扣分。他說，現時香港生態旅遊導賞員質
素參差，對申請亦有影響，建議政府實施導賞員認證制度，提高質素。

吳振揚表示，本港細小的地方地質充滿多樣性，東平洲的沉積岩已經舉世聞名，而六角形的火山岩柱更是全球獨一
無二，雖然濟洲、澎湖、北愛爾蘭等都有六角柱，但石質卻與本港不同，香港的石質較為獨特。

生態教育及資源中心總監程詩灝表示，市民參觀地質公園應視作遠足活動，要帶備足夠食水及乾糧，不可要求市區
設置都帶入地質公園，因這是與自然環境相違背。他說，如為方便遊客而加建更多廁所，將破壞景觀，至於加建小
食亭更不是可持續理念，只會產生不必要的建築，市民要明白地質公園是甚麼旅遊。

新報記者李雪報道

專家稱，要改變市民及旅遊業界的心態，才可提升本港生態旅遊的質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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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面/版頁: 香港新聞/A16 文匯報 日期: 2009-11-09

遊地質公園非迪園  當局籲享受自然

　【本報訊】(記者 嚴敏慧)面積逾50平方公里的香港國家地質公園上周正式開幕。有市民趁昨日周日率先遊覽，親
身感受壯觀的大自然景象。惟有遊人認為公園缺乏設施，洗手間及外貌介紹不足，導賞員講解亦欠專業。有團體建
議設立認證制度，提升導賞員的質素。漁護署則解釋，地質公園並非主題公園，市民應抱享受大自然的心態到訪，
而非享受無盡活動及設施，建議市民遊園前要先搜集資料，並因應天氣規劃行程。

　昨日是地質公園開幕後首個周日，但遊人不多，其中西貢萬宜水庫糧船灣有導賞員現場講解。但有遊人指其講解
較為表面化，未達專業水平。亦有市民批評，導賞員駐場的日子不多，公園內設施又太少，遊人要補給食水也屬難
事。

　漁護署副署長梁肇輝接受電台訪問時說，遊覽地質公園並非如到海洋公園或迪士尼樂園遊玩，市民不應抱着購票
入場的心態遊覽地質公園，應抱着回歸大自然心態盡情享受郊外風光。他續指，地質公園設有傳意牌、岩石照片及
簡單介紹牌，署方亦會提供由淺入深的刊物介紹地貌，市民亦可登入地質公園的網頁查詢。漁護署下月亦會推出導
賞團，詳情稍後公布。

吳振揚：不應期望五星級設施

　對於有建議在地質公園內興建水療中心，地貌岩石保育協會主席吳振揚批評，此建議過份及無謂。他指，地質公
園最獨特之處是自然景觀，市民不應期望有五星級設施，又稱現時設施已經足夠，若興建過多人工設施，會破壞自
然景觀，地質公園稍後向聯合國申請成為世界級地質公園時或因人工化而被扣分。

　生態教育及資源中心總監程詩灝則指，一般遊人難以理解詳細的地質形成資料，故導賞團有重要角色，助遊人了
解岩石演化。不過，本港導賞員質素參差，希望當局加以培訓，達致公眾教育及欣賞的目的，惟現時生態導遊課程
欠缺統一規範及監管。他建議設立認證制度，提升導賞員的質素。專家亦認為旅遊業界要深入認識地質公園，才能
有效地向遊客推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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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面/版頁: 新聞/M08 am730 日期: 2009-11-09

地質公園建水療中心專家斥無謂

本港首個、面積達50平方公里的國家級地質公園(圖)，日前開幕，但一直被批評配套不足，甚至有人提出在公園內
興建水療中心。有專家指，本港應學習珍惜及欣賞天然產物，不要抱有一些無謂的期望。

香港地貌岩石保育協會主席吳振揚昨在電台節目上表示，地質公園最獨特之處是自然景觀，市民不應期望有五星級
設施，又認為在地質公園內興建水療中心，是過分及無謂的設施，會破壞景觀。他又指，稍後會向聯合國申請成為
世界級地質公園，要求會更嚴格，一旦加入人為設施，便會被大幅扣分。

另外，由於地質公園只有周日及公眾假期，提供導賞團服務，漁護署副署長梁肇輝稱，「地質公園唔係一個主題公
園」，因此市民遊覽地質公園前，應自行搜集資料，以了解地質公園的基本資料，如地貌特色及岩石分類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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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面/版頁: 港聞/P02 都市日報 日期: 2009-11-09

地質公園岩石噴廣告 損港形象

昨日是地質公園揭幕後首個公眾假期，吸引不少市民前往一睹風貌。不過，記者發現有地質公園岩石遭噴漆塗鴉，
破壞生態環境。另外，對於有建議在園內興建水療中心，有專家直指做法破壞景觀，影響本港申請為世界級地質公
園。

記者昨走訪萬宜水庫東壩一帶，只見市民足迹處處，除了一家大小及行山人士，亦有「拍友」專程前往拍攝模特兒
照片。有的士司機說，生意較上周多三分之一，昔日假期，水庫亦只得8至10輛的士同時往來，昨天卻達40架次。

污損岩石屬違法

經常偕太太到一帶行山的梁先生說，該處一直是行山人士熱點，但鮮有市民遊歷，昨人流較往日多近七成，擔心遊
人增加會製造垃圾，污染環境。他又指，該處交通不便，只有的士到達，希望增設小巴路線，並採用電動車減少排
放。

公園將申請成為世界級地質公園，不過，申請未成，岩石已遭破壞。記者在東壩鄰近一段麥理浩徑發現，沿途不少
岩石遭噴漆噴上的士台廣告，包括公司名稱及電召號碼，涉及最少兩間不同的士台，罔顧生態環境。個別噴漆字樣
仍清晰可見，相信是月內增添。據漁護署派發的遊覽守則所示，市民不能帶走任何岩石或泥沙，亦嚴禁破壞或污損
任何岩石，否則即屬違法。

另外，對於在園內興建水療中心，香港地貌岩石保育協會主席吳振揚直斥建議過分。他說，地質公園最獨特之處是
自然景觀，添置人為設施必遭聯合國大幅扣分，影響申請為世界級地質公園機會。

漁護署昨開始，在地質公園提供假日導賞服務。但生態教育及資源中心總監程詩灝說，本港導賞員質素參差，希望
政府設立認證制度，提升生態旅遊質素。有參加導賞團的市民感滿意，認為資料豐富；亦有市民認為每日只得三班
導賞團，容易錯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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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面/版頁: 港聞/A23 星島日報 日期: 2009-11-09

地質公園吸客擬組外國導賞團

香港的國家級地質公園日前揭幕，漁護署已籌劃十條海陸路綫，將陸續推出，逢周日及公眾假期有導賞員帶領欣賞
不同地質景點。漁農自然護理署副署長梁肇輝表示，稍後會與業界商討如何組織旅行團或外國高級導賞團等事宜。
目前地質公園設有傳意牌，備岩石照片和簡單介紹，市民也可以上地質公園網頁查詢。

觀賞生態地質非到樂園玩

香港地貌岩石保育協會主席吳振揚表示，香港地質充滿多樣性，糧船灣的六角型的火山岩柱更是全球獨一無二，非
常珍貴。他認為地質公園最獨特之處是自然景觀，不應期望有五星級設施，對於有建議在地質公園興建水療中心，
實在是過分及無謂，會破壞景觀，將來要申請成為世界級地質公園，會被大幅扣分。

生態教育及資源中心總監程詩灝則促請當局設立認證制度，訓練導賞員簡單介紹岩石演變過程。對於有要求於園內
設公共洗手間及小食亭，程詩灝認為沒有必要為方便遊客而破壞景觀。他表示生態地質旅遊以保持原貌為重點，市
民不應抱到樂園玩的心態前往。記者陳正怡

The copyright of this content is owned by the relevant media organization / copyright owner.  Any reproduction, adaptation, distribution or
dissemination of this content without express authorization is strictly prohibited.  All rights reserved.  This content is sourced from
Wisers' electronic services.
本內容之版權由相關傳媒機構 / 版權持有人擁有。除非獲得明確授權，否則嚴禁複製、改編、分發或發布本內容。版權持有人保留一切權利。 本內容經慧科的
電子服務提供。
Print out of Wisers Information 慧科電子資訊服務列印本



版面/版頁: 港聞/P06 頭條日報 日期: 2009-11-09

漁署籲訪地質公園應做好「郊遊」準備

香港國家級地質公園(見圖)早前開幕，然而交通配套問題備受關注，漁農自然護理署副署長梁肇輝澄清，地質公園
的概念不同於主題公園，並非主要提供享受的遊玩及設施，市民到訪前應先做好準備。

非提供享受設施

梁肇輝指，地質公園共有八個景點，其中五個有巴士或小巴等公共交通工具到達，另外三個包括甕缸群島及果洲群
島，則要自行租船前往，然而乘船訪客可能會遇上暈船浪等問題，呼籲事前做好準備。

就交通配套及導賞員不足等問題，梁肇輝指會於公園內設置傳意牌，並展示照片等作簡單介紹，另又會製作由淺至
深的刊物介紹地質公園，市民事前亦可先於網上或郊野公園遊客中心索取資料，以對地質公園有一定認識。梁肇輝
解釋，地質公園與海岸公園等類似，屬自然景觀，與要提供享受設施及活動的本港兩個主題公園，屬不同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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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陳天權

地質公園

設立地質公園，不單是為了舉辦生態旅遊活動，讓大眾到此一遊便算。岩石與人類息息相關，當局應舉行相關活動
，推廣地球科學知識，令大眾知道地質在我們的生活中（如城市發展）所扮演的重要角色。

香港國家地質公園最近在萬宜水庫東壩揭幕，應邀到來的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地質公園網絡榮譽委員會成員
Wolfgang Eder 致辭時說：﹁我們可透過地質追蹤氣候變化和生物更新的周期，這些情況過去曾經改造地球，未來
亦會繼續如此。﹂這番話很值得我們深思，可惜傳媒未有重視。

位於萬宜水庫東壩的六角柱狀岩石，記錄了距今一億四千萬年前（侏羅紀末期），西貢地區火山爆發和地殼運動的
演化歷史。當時大量火山碎屑噴出，令火山頂塌下，產生一個範圍廣闊的破火山口，地點就在今日糧船灣一帶。經
歷千萬年來的風化侵蝕和海平面上升，許多遺跡現已埋藏在海底了。研究陸上的岩石，可讓我們知道香港以前曾是
活躍的火山區，但這些記錄本身很﹁脆弱﹂，因此必須保育，讓後世繼續共享，並期望將來對它有更多了解，使地
球和人類受益。

自從聯合國於二千年選出首批世界地質公園，至今已增至六十四個，分別來自十九個國家，單是中國就有二十二個
。香港能否為中國多添一個世界地質公園，端賴漁護署今後在保育、教育和可持續發展方面能否達到國際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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漁護署：地質公園非遊樂園

【香港消息】漁護署指，地質公園不是海洋公園或迪士尼，市民不宜抱買票進入主題公園的遊樂心態，應在觀賞前
預先瞭解。

漁護署副署長梁肇輝昨早在電台節目上表示，地質公園設有傳意牌，有岩石照片和介紹地貌，署方亦有提供刋物和
設有網頁，教導市民如何欣賞，市民可以在前往觀賞前查看相關資料。梁肇輝指出，推廣地質公園要以保育為原則
，不可以興建大量設施。漁護署會繼續訓練導賞員，又會與各單位研究，是否可以完善交通配套等安排。

參與培訓生態導賞員的生態教育及資源中心總監程詩灝亦稱，目前地質公園的設施已足夠，市民要理解去地質公園
的目的，並非如參觀一個普通公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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