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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致歡迎主席致歡迎主席致歡迎主席致歡迎辭辭辭辭 (Young)

• 歡迎會員参加2013年度會員大會

• 介紹大會準備工作小組成員

• 介紹名譽顧問



2013度度度度會員大會會員大會會員大會會員大會
準備準備準備準備工作小組工作小組工作小組工作小組

• 成員: Sam, Christina, Carmen, Loi, Cindy,  Young  

• 大會主持: 何志壯 (Sam)

• 大會秘書: 呂偉杰 (Loi)



介紹介紹介紹介紹名譽顧問名譽顧問名譽顧問名譽顧問

• 吳志彬律師 (法律)

• 王福義博士 (自然保育)

• 嚴維樞教授 (科學)



議程議程議程議程 (Sam)

1. 通過今次 (2013) 會員大會議程

2. 通過上次 (2011) 會員大會會議記錄

3. 2011、2012年度工作報告

4. 2011 、2012 財務報告

5. 末來兩年方向及計劃

6. 傑出義工頒獎

7. 選出新幹事會成員

8. 會議結朿











3. 2011、、、、2012年度工作報告年度工作報告年度工作報告年度工作報告

• 會員、會務、活動 (Christina, Garro)

• 關注發展項目 (Julian, Cindy) 

• 教育、研究 (Kaman, Young) 

• 地質公園及地質旅遊 (Young) 

• 宣傳、資訊科技 (Cindy, Jeffrey)



會員會員會員會員、、、、會務會務會務會務、、、、活動活動活動活動
(Christina, Garro)



• 2011-2012 會員及會務聯
絡小組報告

• 會員人數由31-12-2010

之1,229人增加至 31-12-

2012之1,567 人, 增加
+27.5%

• 會員活動: 舉辦了8次會
員活動，錄得超過270參
與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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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port of Activities

活動報告

2011 - 2012



2011

January February March April May June

•東北縱走2011

•香港海關官員協會專
業導賞課程

• Rock Cleaning Angels 

洗石天使
•Rock Cleaning Angels 

洗石天使
•Beach cleaning沙灘清
潔大使

•Rock Cleaning Angels 

洗石天使 x 2

•AGHK Volunteers 

workshop 義工工作坊

July August September October November December

•Rock Cleaning Angels 

洗石天使 x 2

•體驗自然2011啟動禮
同樂日
•2011年山嶺活動安全
推廣日
•香港美國會環境意識
日

•Geo Conservation 

Angels地質天使 x 2

•Rock Cleaning Angels 

洗石天使
•童導同賞生態行 x 2

2012

January February March April May June

•東北縱走2012 •洗石天使

July August September October November December

•Beach cleaning 清潔沙
灘活動 x 2

•2012年山嶺活動安全
推廣日

•童軍地質章訓練班 x 2

•TVB東張西望
•Rock Cleaning Angels 

洗石天使

•Rock Cleaning Angels 

洗石天使



2011 2012

Activities 活動活動活動活動

Rock Cleaning Angels 洗石天使 7 3

Geo Angels 地質天使 2 -

Geo conservation courses 保育推廣課程 2 2

Geo conservation activities 保育推廣活動 6 3

Beach cleaning activities 沙灘清潔活動 1 2

Total 總數總數總數總數 18 10

Volunteer participation 義工參加人次義工參加人次義工參加人次義工參加人次 78 48





認識香港濕地 -米埔行
(06.03.2011)

大澳自然保育區步行籌款
(17.04.2011)

籌得 5,000 港元

欣賞地質公園西
貢園區
(05.06.2011)



石澳後灘「清理沙灘及石堆膠粒行動」(12 & 18.08.2012)

兩日活動共收集了約 5 公斤膠粒和 3 大袋生活垃圾

昂坪火山棧道行
(14.10.2012)





關注發展關注發展關注發展關注發展項目項目項目項目 (Julian, Cindy)



關注基建工程總結 2011-2012

本會提倡富有大自然氣息的都市環境，理念包括在市區範圍及周邊保留地
質地貌資源，如山崗，溪谷，岩石地層露頭，礦場遺蹟等等。都市及基建
發展需要拓展土地,容易對珍貴的地質地貌資源造成破壞。因此關注基建工
程是本會的工作重點之一，這項工作的範圍包括:

• 及早分析新建項目的可能影響，提出舒緩問題的理念及意見。對於一些
影響嚴重的項目或設計，可能提出反對。

• 研究新的工程理念及技術，鼓勵當局及發展商採納更符合地質地貌保育，
美學及自然風貌的規劃及工程設計。

• 和其他綠色團體合作，提出結合環保，生態及地質地貌保育的綜合意見

過去兩年本會關注的議題達到20個，通過提交意見書及參加研討會積極
向當局與社會提倡基建工程結合地質地貌保育。不過由於人手及時間限
制，仍有不少項目未能顧及或跟進。我們期望將來更多會員能夠參加關
注基建工程的工作。



關注基建工程總結 2011-2012
基建工程基建工程基建工程基建工程 主要關注主要關注主要關注主要關注 情況情況情況情況

將軍澳將軍澳將軍澳將軍澳----藍田隧道及藍田隧道及藍田隧道及藍田隧道及
跨灣連接路跨灣連接路跨灣連接路跨灣連接路

原設計需要沿1公里長優質天然海岸線填海 最新設計完全避免填海

港珠澳大橋港珠澳大橋港珠澳大橋港珠澳大橋 連接公路沿1.5公里長天然海岸線填海 儘管多次討論,政府沒有接受意見

屯門西繞道屯門西繞道屯門西繞道屯門西繞道 可能破壞屯門具價值變質岩及礦場地質遺跡 研究早期已發信表達關注,近期需進一
步瞭解跟進最新情況

港島西排水隧道港島西排水隧道港島西排水隧道港島西排水隧道 市區邊沿的自然溪澗人工化 與當局開會提出更自然的設計理念,可
惜已完成的大坑道設施仍然未如理想

蓮塘蓮塘蓮塘蓮塘////香園圍口岸公香園圍口岸公香園圍口岸公香園圍口岸公
路路路路

公路交通及龐大人工基建對八仙嶺郊野公園
週邊的鄉郊環境造成衝擊

儘管在刊憲階段表達看法,政府沒有接
受意見

流浮山規劃發展流浮山規劃發展流浮山規劃發展流浮山規劃發展 旅遊及綜合規劃缺乏地質地貌資源的紀錄與
保育教育理念

已發信件提出想法,不過該研究已完成,
未能加入,需另找途徑

維港以外填海和發展維港以外填海和發展維港以外填海和發展維港以外填海和發展
岩洞研究岩洞研究岩洞研究岩洞研究

填海與公路連接對天然海岸線及地貌風景造
成的影響,岩洞開挖石方的景觀與教育價值

在研究初期已積極參加專業及綠色團體
諮詢會並提出及利用投影機講解理念,
包括保育海岸線,山脊線,露出岩層及利
用原址石材塑造更自然的市區景觀.此
外也提出公眾可使用的岩洞露出部分天
然岩層.

螺洲石礦場螺洲石礦場螺洲石礦場螺洲石礦場 採石工程活動及碼頭營運的綜合影響 收到消息後已即時表達關注

洪水橋新發展區洪水橋新發展區洪水橋新發展區洪水橋新發展區 變質岩山崗及露頭的保育,市區發展可能過
度人工化

在公眾諮詢會已提出理念

西貢公路改善工程第西貢公路改善工程第西貢公路改善工程第西貢公路改善工程第
二期二期二期二期

對鄉郊環境的綜合影響及大量誘增交通對西
貢郊野公園及地質公園的影響

研究開始前已發信提出理念,研究已開
展,將會密切跟進



關注基建工程總結 2011-2012
基建工程基建工程基建工程基建工程 主要關注主要關注主要關注主要關注 情況情況情況情況

安達臣路石礦場發展安達臣路石礦場發展安達臣路石礦場發展安達臣路石礦場發展 石礦場修復應大幅保留岩層斷面,而非全部
綠化覆蓋,而且應該詳細調查記錄地質地貌
資源,塑造結合教育,科研及風景賞覽的城市
地質公園

在專業及綠色團體諮詢會已提出理念

機場第三跑道機場第三跑道機場第三跑道機場第三跑道 飛機航道對大欖郊野公園造成的噪音及景觀
影響

已發信表達關注

南丫島索罟灣前南丫南丫島索罟灣前南丫南丫島索罟灣前南丫南丫島索罟灣前南丫
石礦場未來土地用途石礦場未來土地用途石礦場未來土地用途石礦場未來土地用途
發展規劃及工程研究發展規劃及工程研究發展規劃及工程研究發展規劃及工程研究

保育現有湖泊,海岸線,山脊線及利用原址石
材塑造更自然的市區景觀

在專業及綠色團體諮詢會已提出理念,
現時當局已提出兩個發展方案,並諮詢
公眾,我們將研究內容再提出想法

粉錦路改善工程粉錦路改善工程粉錦路改善工程粉錦路改善工程 對鄉郊環境的綜合影響 正草擬意見

瑪麗醫院重建瑪麗醫院重建瑪麗醫院重建瑪麗醫院重建 與西高山具地質及風景價值的三角形尖峰不
協調或造成遮擋

正草擬意見

茶果嶺高嶺土礦場發茶果嶺高嶺土礦場發茶果嶺高嶺土礦場發茶果嶺高嶺土礦場發
展展展展

可能破壞礦場遺跡 正草擬意見

沙嶺墳場沙嶺墳場沙嶺墳場沙嶺墳場 開挖並鏟平一個石炭紀變質沉積岩山崗及建
造道路天橋及墳場

正草擬意見

沙田污水處理廠遷往沙田污水處理廠遷往沙田污水處理廠遷往沙田污水處理廠遷往
女婆山岩洞女婆山岩洞女婆山岩洞女婆山岩洞

臭味排風口破壞郊野公園及大水坑壯觀的V
型斷層峽谷及石牙山尖峰的風貌, 排風口需
要在郊野新建維修通道

在專業及綠色團體諮詢會已提出關注,
並將進一步提出論點

生物多樣性公約生物多樣性公約生物多樣性公約生物多樣性公約 公約應包括地質地貌多樣性 在專業及綠色團體諮詢會已提出理念,
並將進一步提出論點.正參與綠色團體
的專家意見草擬工作.

渠務設施渠務設施渠務設施渠務設施 渠務工程-河道,溪澗,泵房,隧道口,標誌等
的景觀設計問題

正準備草擬意見書



沙嶺墳場 蓮塘/香園圍口岸公路

西貢公路改善工程第二期

沙田污水處理廠遷往女婆山岩洞

粉錦路改善工程流浮山規劃發展

洪水橋新發展區

屯門西繞道

港珠澳大橋

機場第三跑道

將軍澳-藍田隧道及跨灣連接路

瑪麗醫院重建

索罟灣前南丫石礦場
未來土地用途發展規劃
及工程研究

螺洲石礦場

港島西排水隧道

安達臣路石礦場發展

茶果嶺高嶺土礦場發展

關注基建工程總結關注基建工程總結關注基建工程總結關注基建工程總結 2011201120112011----2012201220122012

• 維港以外填海和發展岩洞研究
• 生物多樣性公約
• 渠務設施

base map : Google



Source : Ming Pao

維港以外填海和發展岩洞研究









其它關注項目

• 風力發電場

• 馬屎洲、蒲台島及其它地區非法發展

• 西灣納入西貢東郊野公園 (2012-2013)

• 昂平飛索計劃 (2011)



教育教育教育教育、、、、研究研究研究研究 (Kaman, Young )



9/2010 – 9/2011  

荔枝窩地質教育中心仍由義務工作團隊服務, 

開放中心及提供義務導賞服務
10/2011

內部裝修
11/2011

正式改名為「蓬贏仙館荔枝窩地質教育中心」
11/2011至今至今至今至今
邀請荔枝窩村民開放中心及於中心內提供解說服務

2011, 2012 年訪客人數年訪客人數年訪客人數年訪客人數共共共共 20,150人人人人





吉澳地質教育吉澳地質教育吉澳地質教育吉澳地質教育中心中心中心中心
2011年成立

由蓬瀛仙館全力資助、
村民合作管理

新界吉澳洲吉澳大街142號 (天后宮
旁)

開放時間
逢星期六、日及公眾假期(農曆年
初一至十除外)

上午10:00 至下午 3:30 

2001, 2012年總参觀人數: 34,520人



2011, 2012

訪客人數訪客人數訪客人數訪客人數: 103,200 人人人人
導賞導賞導賞導賞團團團團: 824團團團團中國銀行全力贊助中國銀行全力贊助中國銀行全力贊助中國銀行全力贊助









• 2011, 2012 年度擧辦岩石地
貌保育講座共20個，包括
學校、職訓局、地區組織、
中央圖書館







研究研究研究研究項目項目項目項目

• 橋咀洲菠蘿包石

• 全港地質遺址資料庫

• 地質公園環保、教育及可持續發展效應



地質公園及地質旅遊地質公園及地質旅遊地質公園及地質旅遊地質公園及地質旅遊

• 参加國內外會議 :世界地質旅遊大會: 亞曼 2011 

• 世界地質公園網絡大會:日本、 2012中國地質公園
網絡年會 2012 

• 香港地質公園推薦導賞員計劃





宣傳及資訊宣傳及資訊宣傳及資訊宣傳及資訊

• 2011, 2012年度本地、外地報刊、電視、
電台訪問，共超過50次。

• 協會網頁正在更新



4. 財務財務財務財務報告報告報告報告







5. 未來兩年工作方向未來兩年工作方向未來兩年工作方向未來兩年工作方向

深化保育工作深化保育工作深化保育工作深化保育工作、、、、加强區外聯盟加强區外聯盟加强區外聯盟加强區外聯盟

强化科研强化科研强化科研强化科研 加強國際及加強國際及加強國際及加強國際及
國內聯系國內聯系國內聯系國內聯系

增加參與增加參與增加參與增加參與
政府諮詢政府諮詢政府諮詢政府諮詢
工作工作工作工作

增加與本地增加與本地增加與本地增加與本地
團體合作團體合作團體合作團體合作



• 地質多樣研究小組

• Geodiversity Research Unit (GRU) 

• 地質公園國際研究中心

• International Centre for Geopark Research (ICGR)



6. 傑出義工傑出義工傑出義工傑出義工頒獎頒獎頒獎頒獎

• 12位傑出義工

• 9 位最佳義工

• 1位超級義工



7. 選舉新委員選舉新委員選舉新委員選舉新委員:建議建議建議建議名單名單名單名單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 吳振揚吳振揚吳振揚吳振揚 (Young Ng)

副主席副主席副主席副主席: 蔡慕貞蔡慕貞蔡慕貞蔡慕貞 (Cindy Choi)

秘書秘書秘書秘書: 呂偉杰呂偉杰呂偉杰呂偉杰 (Loi Wai Kit)

司司司司庫庫庫庫: 張燕萍張燕萍張燕萍張燕萍 (Carmen Cheung)

聯絡小組召集人聯絡小組召集人聯絡小組召集人聯絡小組召集人

• 關注發展項目關注發展項目關注發展項目關注發展項目: 鄺子鄺子鄺子鄺子憲憲憲憲 (Julian Kwong)

• 保育保育保育保育政策政策政策政策: 伍世良伍世良伍世良伍世良 (Sai Ng)

• 活動活動活動活動策劃策劃策劃策劃:何雪芬何雪芬何雪芬何雪芬 (Garro Ho)

• 教育教育教育教育: 孫嘉雯孫嘉雯孫嘉雯孫嘉雯 (Kaman Sun)

• 研究研究研究研究: 馬路馬路馬路馬路華華華華 (Lawal Marafa)

• 會員會員會員會員聯絡聯絡聯絡聯絡: 鄒美玲鄒美玲鄒美玲鄒美玲 (Christina Chow)

• 宣傳宣傳宣傳宣傳:   蔡慕貞蔡慕貞蔡慕貞蔡慕貞(Cindy Choi)

• 機構機構機構機構聯絡聯絡聯絡聯絡: 何志何志何志何志壯壯壯壯 (Sam Ho)

• 資訊科技資訊科技資訊科技資訊科技: 姜順賢姜順賢姜順賢姜順賢 (Jeffrey Keung)



會議會議會議會議結結結結朿朿朿朿

2015年年年年見見見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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