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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背景  

什麼是可持續發展?  

 
 
 
 
 
 

根據聯合國環境發展世界委員會的報告，可持續發展是： 

「既能滿足我們現今的需求，又不損害子孫後代能滿足他們的需求的發

展模式。」 (《我們的共同未來》，一九八七年) 

 

在香港，行政長官在《一九九九年施政報告》中清楚闡述，若我們要把

香港建設成世界級都會，使香港成為一個整潔、舒適、足以自豪的美好

家園，我們需要從根本上改變觀念。市民、商家、政府決策局和部門都

應該通力合作，一起實踐可持續發展。簡單說，對香港而言，可持續發

展的涵義就是： 

 

 在追求經濟富裕、生活改善的同時，減少污染和浪費; 

 在滿足我們自己各種需要與期望的同時，不損害子孫後代的福祉；

以及 

 減少對鄰近區域造成環保負擔，協力保護共同擁有的資源。  

(《一九九九年施政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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換句話說，根據可持續發展的概念，我們要改變觀念，使經濟及社會發

展與保護環境的需要全面融合。政府和社會各界人士也需要攜手合作，

為香港建設可持續發展的未來。 

 

可持續發展就是經濟、社會及環境三方面的協調和統一。 

 

人類須在發展中的同時講求經濟效率，追求社會公平及關注環境和諧，

最終達到各方面的全面發展。 

 

可持續發展的概念有助解決日益嚴重的環境問題，例如全球暖化、海洋

污染等。雖然這個概念源於環境保護問題，但卻超越了單純的環境保

護，將環境問題與社會其他方面的發展結合，是一個全面的策略達到可

持續發展的方法。 

 

香港養魚業在開埠已開始發展，從十九世紀至一九三八年，主要是以養

殖淡水魚為主，而魚塘主要是以人手圍築而成，大多集中在元朗墟附

近，主要養殖烏頭。四、五十年代，大量內地難民湧入香港，當中具養

魚技術的人才推動本港淡水魚養殖業的發展。當時大多數都是內陸的淡

水魚塘，依靠附近的淡水水源飼養食用魚。 

 

自五十年代中期，漁農自然護理署開展魚塘養殖的研究，淡水養殖技術

得以改進，尤其是混養技術逐漸成熟，加上引進大型推土機用以建造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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塘，令魚塘更堅固，能抵禦每年雨季的洪澇。因此，養魚業得以蓬勃發

展，魚塘的位置亦由內陸擴展至后海灣沿海地區，逐漸取代原有的基圍

及鹹水稻田，於八十年代成為經濟效益最高的陸地運作方式之一。魚塘

的總面積亦由 1954 年的 186 公頃增加至 1986 年的 2130 公頃，魚塘養

殖業到達其黃金期。 

  

八十年代中期至今，香港政府致力新市鎮的發展，而經濟亦開始轉型，

加上內地改革開放，廉價的淡水魚輸入本港，嚴重衝擊本港的淡水養殖

業，令本港的淡水魚價大幅下降。魚塘面積更下降至 2004 年的 1026

公頃。 

 

 
資料來源： http://www.conservancy.org.hk/conser/fishpond/fishpond_economic.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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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研究目的 
 

而就本探究計劃而言，我們希望透過實地考察；研究本地漁塘的生產運

作模式，分析本地漁塘對香港社會和經濟層面所作出的貢獻、並它對環

境所帶來的正面影響和要持續發展本地漁塘的生產運作模式當中所帶

來的限制。 

 

同時希望為本地漁塘對於香港可持續發展的角色作出中肯的評估，並且

在最後為本地漁塘如何對未來香港可持續發展的貢獻提出一些可行的

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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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研究方法 
 

為了探討研究本地漁塘的生產運作模式，分析本地漁塘對香港社會和經

濟層面所作出的貢獻、並它對環境所帶來的正面影響和要持續發展本地

漁塘的生產運作模式當中所帶來的限制。 

 

我們分別在 2013 年 1 月 19 日訪問 ATTIS 生態科技中心負責人蔡易衡

先生，及在 2013 年 1 月 26 日到位於天水圍的漁塘作實地考察，考察重

點於 ATTIS (陸地養魚計劃) ，當中並拍攝了不少有關 ATTIS 生態科技

中心日常運作流程的圖片以作研究參考。 

 

另外，我們亦嘗試參考一些本地相關網站資料，例如長春社網頁、世界

自然基金會網頁及其他有關本地魚塘的報刊報導，從而加深對本地漁塘

業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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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年 1 月 19 日訪問 ATTIS 生態科技中心負責人蔡易衡先生。 

    
 
 

2013 年 1 月 26 日到位於天水圍的漁塘作實地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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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香港的漁塘 

4.1 漁塘歷史及運作 

 

香港魚塘的歷史 

(1) 香港開埠初年– 

已有淡水魚養殖的記錄 

 

(2) 19 世紀至 1938 年– 

1 魚塘主要是以人手圍築而成 

2. 集中在元朗墟附近 

3. 主要養殖烏頭 

 

(3) 40 年代至 50 年代初期– 

因有具養魚技術的人才的內地難民湧入香港，推動本港淡水魚養殖

業的發展。 

 

(4) 50 年代中期至 80 年代初期–  

1. 因有政府部門開展魚塘養殖的研究，淡水養殖技術得以改進，

尤其是混養技術逐漸成熟。  

2. 加上引進大型推土機用以建造魚塘，令魚塘更堅固，能抵禦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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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雨季的洪澇。  

3. 魚塘的位置亦由內陸擴展至后海灣沿海地區，逐漸取代原有的

基圍及鹹水稻田。 

4. 魚塘的總面積亦由 1954 年的 186 公頃增加至 1986 年的 2130

公頃，魚塘養殖業到達其黃金期。 

 

(5) 80 年代中期至今– 

1. 香港政府致力新市鎮的發展，而經濟亦開始轉型。  

2. 加上內地改革開放，廉價的淡水魚輸入本港，嚴重衝擊本港的

淡水養殖業，令本港的淡水魚價大幅下降。  

3. 魚塘面積更下降至 2004 年的內陸魚塘所佔面積約 1026 公頃，

生產約 1980 公噸淡水魚，價值約 3300 萬元。但香港的內陸養

魚業現正開始萎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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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香港漁塘位置分佈  

 

香港漁塘分佈 

 

上圖取自二零一二年十一月十九日，由上圖可見魚塘集中在新界西北

部。 

 

內陸淡水魚養殖業集中在新界西北部大都集中在元朗、錦田、上水、天

水圍等地， 

如元朗南生圍、上水虎地坳村的五個漁塘、鄰近米埔自然保護區的后海

灣的漁塘等等。 

魚類養殖區 

1 沙頭角   2 鴨洲 

3 吉澳   4 澳背塘 

5 西流江   6 往灣 

7 塔門   8 較流灣 

9 深灣   10 老虎笏 

11 榕樹凹   12 糧船灣 

13 吊杉灣   14 大頭洲 

15 雞籠灣   16 滘西 

17 麻南笏   18 布袋澳 

19 蒲台   20 索罟灣 

21 蘆荻灣   22 馬灣 

23 鹽田仔   24 長沙灣 

25 鹽田仔(東部) 26 東龍

魚塘位置 

產蠔區 

香港魚類養殖區、魚塘及產蠔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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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時，僅存的魚塘多數在「濕地保育區」1及「濕地緩衝區」2內並只容

許有限度的發展。部分在拉姆薩爾濕地內的私人魚塘仍然在運作中。 

 

註  1「濕地保育區」位於天水圍濕地公園。 

      2「濕地緩衝區」意在彌補因天水圍新市鎮發展而失去的濕地，位於元朗豐樂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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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香港漁場的運作 

 

由於魚塘是堤圍圍著來養魚的地方，魚塘內的水通常是不流動的，所以

魚塘內需要“打氣”機器，每日為魚苗及魚兒提供氧氣；另外，由於養魚

戶亦需要每日提供飼料給魚塘內的魚兒，所以魚塘是一處需要投放資源

來飼養魚類的地方，這和『基圍』的運作模式有些不同。 

 

養魚戶通常在二月至四月放魚苗(魚苗通常是在香港水域沿岸捕捉或從

鄰近國家購買)，十月起至來年三月間捕撈收成兩次；收成時，養魚戶

通常都會將魚塘內的水抽出，方便捕撈塘內的漁獲，俗稱『清塘』。清

塘後會任由塘泥暴露於陽光下，藉此殺菌，稱為『曬塘』。由於曬塘後

塘泥的礦物質受氧化，令再注入的淡水變酸。養魚戶通常會在塘底和塘

壁加入石灰，以降低魚塘的酸度。 

  圖為曬塘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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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部分魚塘採用「混合養殖法」，同時養殖草食性及雜食性的魚種，利

用不同魚類的不同棲息習性、水深喜好、進食及生活習性，使不同種類

和同種類但不同年齡的魚在同一魚塘內飼養，充分利用魚塘空間，得到

最大的經濟效益。然而，但隨著新界地區都市化，魚塘面積逐漸縮減。 

 
資料來源：思匯政策研究所：香港水產業現況及可持續發展潛力報告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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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漁塘怎樣配合可持續發展? 
 

由於香港人越來越注重健康飲食，中產家庭大多選擇有機或香港製造的

食物，價錢貴一點也沒關係。因此對本地出產的淡水魚有一定的信心，

在質量上有一定的保證，例如較少使用抗生素或激素，運輸時間也較

短，因此雖然本地淡水魚的批發價較內地輸入的淡水魚昂貴，但對部份

零售商及消費者仍有一定吸引力。漁塘就是養殖淡水魚的最佳地方，以

「優質養魚場」品牌出售的魚產。只要提高漁塘的生產力，售賣魚獲的

收入應該足夠給漁民生活。所以，讓漁塘可持續發展，其實亦可以提升

它的經濟效益。 

 

為了增加淡水漁塘的經濟效益，大部份魚塘已經採用鱅魚、鯉魚、鰂魚、

鯇魚、金山鰂或烏頭混合的養魚方法，藉著不同魚的不同棲息習性、水

深喜好、進食及生活習性，讓不同種類和同種類但不同年齡的魚在同一

魚塘內一起飼養，充分利用漁塘的空間，得到最大的經濟效益。 

 

魚戶通常在二月至四月放魚苗，十月起至來年三月間捕撈收成兩次，但

近年有些養魚戶已採用多次放養和捕撈的運作方式，加快現金回套，以

減低投資的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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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氏水產就是一個成功例子，它位於米埔擁有超過 40 個魚塘，從 50 年

代已開始飼養塘魚，是全港最大的塘魚優質養魚場之一，楊氏主打烏

頭、有機寶石魚和龍躉，勿以為養魚只是定時放糧這麼簡單，要養出一

條高品質魚，要花大量時間和心機。楊氏水產不僅是漁護署合資格的優

質魚場，他們更設立自家品牌，出售優質魚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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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出產漁獲賺取收入，有些漁塘會增辨遊團，既可增加漁塘收入又可

讓市民親身體驗落塘用竹桿打魚、散網、起網、捉魚。例如元朗錦秀花

園隔鄰的大生圍，是香港最早期、出產淡水漁最豐盛的漁村之一，他們

首創的漁民生活體驗旅程，結合漁塘、欣賞濕地生態、觀鳥、漁民生活

全體驗的深度旅遊。 

 
 
 
 
 
 
 
 
 
 
資料來源：http://www.conservancy.org.hk/conser/fishpond.htm 

http://www.ecotravel.hk/tourTR_0000035__b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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魚菜共生 

 

魚菜共生 (Aquaponics) 就是將魚類與蔬菜水果結合，共同生長的應用

設施，其原理是利用魚的排泄物，經由抽水機送到有硝化作用的蔬菜水

耕池，其中的水中懸浮物 (Suspended matter) 與有機大分子 (Organic 

Macromolecule)，經硝化菌 (Nitrifying Bacteria) 等益菌 (Probiotics) 的

轉化為營養小分子後，供給植物的水根吸收，經光合作用促使植物成

長，同時也淨化了水質，循環回魚池供給魚類健康的生長環境，這種利

用水循環交換的設備，使兩種生物互惠合作生長的方式，稱為魚菜共

生。而 Aquaponics 是一個現代因應環保，而發展出的可再生 (可持續

發展) 的最新生態科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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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以太陽能為水循環動力的來源，更加符合了可持續發展型生態

(Sustainability)，也是當前全球所重視挽救地球生態的流行趨勢。 

又如果能在台灣各小學的校園內廣泛推動這個理念，建設簡易的〝太陽

能魚菜共生〞更能保育與傳承台灣美麗生態的一面。  

* 簡圖說明 : 魚菜共生的施行原理(魚+細菌+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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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各地實施魚菜共生的參考照片: 

 
資料來源：http://www.solar-i.com/aqpon.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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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個案分析 - ATTIS 生態科技中心   
 

 

訪問當日情況。 

 

 

漁塘實地考察。 

 

以傳統的深海捕魚形式捕獲漁產其實是不配合可持續發展的模式，原因

是部分稀有的海產會被過度捕撈而變成絕種。另外，在深海裏所捕獲的

魚產可能含有不少有毒的重金屬物質例如砷(Arsenic)、銅(Copper)、鉛

(Lead)等，令進食這些海產者出現胃痙攣、肝臟和腎臟受損、神經系統

受損以至腎臟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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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TIS 生態科技中心在生產漁產過程中以配合可持續發展的模式為目

標，使用以下的模式： 

 

(1) 使用「陸地養魚」模式而非傳統漁塘的養魚模式，即在平地上興建

一個簡單漁塘，可以在室外或室內興建；並且可以避免好像清理傳統漁

塘而需要「清塘」或「曬塘」，需要犧牲約三個月的產魚時間，可以大

大提高生產利潤。 

 

 

參觀室內漁塘。 

 

   

塘內有不少肥美的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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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使用魚菜共生 (Aquaponics) 飼養模式：就是將魚類與蔬菜水果結

合，共同生長的應用設施，其原理是利用魚的排泄物，經由抽水機送到

有硝化作用的蔬菜水耕池，其中的水中懸浮物 (Suspended matter) 與有

機大分子 (Organic Macromolecule)，經硝化菌 (Nitrifying Bacteria) 等

益生菌 (Probiotics) 的轉化為營養小分子後，供給植物的水根吸收，經

光合作用促使植物成長，同時也淨化了水質，循環回魚池供給魚類健康

的生長環境。另外，漁塘內的系統也可以對塘內水溫及供氧量作出調

節，避免塘內魚類因水溫或水合氧量過低而出現皮膚病或死亡。 

 

   

   

水循環系統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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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水循環系統設施。 

這種魚菜共生的模式可以利用植物生長來淨化漁塘的水質，故此不用加

入額外的化學物質以作消毒，既減低了飼養成本，又可以減低魚類因吸

入有害物質而導致死亡的風險。此外，這個循環的供水系統可以在使用

有限的水資源之餘，亦同時供應魚類飼養及植物種植的需要。另一方

面，漁塘的水質的改善亦可以提高魚產品質，例如在漁塘內加入適量海

水可調節魚塘鹽度，抑制水藻生長，使烏頭魚肉質結實。 

 

因此，這飼養模式所產生的食物 (包括漁產和蔬菜) 是非常配合可持續

發展，因為在生產食物的過程中既可以減少對環境的污染及對水資源的

消耗，而漁產在這生產模式下的質量也得到提升 (在此漁塘漁類的存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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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一般為 85%；而傳統漁塘約為 50%)，故此漁產的收入也獲得明顯的

提升，也加強了生產者持續投資以優化改良飼養技術的意欲。同時，市

民也可以享用較優質的海產而受惠於此飼養技術。 

   

場內茁壯的農作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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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漁塘使用的飼料也是由收集回來的廚餘加入酵母菌 (Yeast)，經過

十四天加工形成魚糧。此方式可以協助城市處理大量廚餘問題，而這些

廚餘也可以為魚塘提供大量飼料。因應飼料可以在本地大量生產 (或使

用附近農地的禽畜糞便加工發酵形成有機魚糧)，可以減低需要從外地

輸入飼料而引致消耗運費及運送過程對交通和環境的負面影響，而這些

剩餘的物質便可以形成多元產值。 (不需要花費額外地方和金錢處理上

述廢物，物質可能轉化成養魚業非常有用的物料，並且使用魚菜共生系

統同時增加植物產品生成，可以減少環境污染之餘也可以帶來可觀的經

濟收益。) 

 

   

將 廚 餘 製 成 環 保 魚 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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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漁塘內的微生物其實是維繫漁塘裡生態平衡之一重要生物，因為漁

塘裡的魚類在不進食魚糧 (因生病緣故) 時，吸收微生物是維持牠生

命，這可以避免因魚類在魚塘內死亡而導致水質變差。另外，在漁塘內

的過濾系統中也種植了一些真菌，也需要微生物作糧食以維持生長之餘

亦可以淨化水質，這樣便可以減少因開動過量的紫外光燈殺菌而消耗電

源 (漁塘內設有紫外光燈消毒裝置)，變相可以減少化石燃料消耗及減

低溫室氣體排放，可以減緩全球暖化。 

 

  

供真菌居住的寄居物，成本效低。 

 

 

大學科研供真菌居住的寄居物，價高但效率更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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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ATTIS 生態科技中心可以在政府的協助和宣傳推廣下發展「生態旅

遊」，向本地及外地遊客宣傳發展產業而不破壞環境：例如提升漁產質

量時不使用加入抗生素等破壞生態環境的飼養方法，以免漁塘的有害細

菌增加，降低漁塘水的質素令漁塘不適合再養魚而引致漁塘荒廢。雖然

使用配合可持續發展的生產方式比破壞環境的生產方式獲得較少的利

潤，但因應配合可持續發展可以發展多元化的產業，例如發展「生態旅

遊」，可以吸引本地及外地遊客以帶動漁塘附近地區的經濟發展，遊客

可以藉着直接觀賞漁產的生產過程而直接向生產商購買產品，從而減少

被批發商「賺差價」而要用較高價格購買優質漁產，同時亦會保障生產

商透過直接商品交易去賺取合理利潤，免卻被批發商「剝削」。此外，

並藉着「生態旅遊」以教育遊客以至全港市民珍惜得來不易的漁農產

品、尊重漁農生產者和其獨有的生產方式對社會的貢獻，及維持重要環

境生態系統平衡和保護環境的重要性。 

   

附近環境優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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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結論及建議 
 

傳統漁業的生產會受着許多因素而受到限制，特別是因應新界西北部機

建發展 (如興建廣深港高鐵香港段工程) 而令不少魚塘附近的自來水

供應斷絕或受污染，繼而大幅減少魚產使魚業生產者蒙受極大損失。

ATTIS 生態科技中心引進的「陸地養魚」模式可以令漁產量不受機建

發展的影響，可以按既定目標產出指定產量以減少損失。同時它使用魚

菜共生飼養模式便可以把漁塘所產生的廢物和微生物引進植物的生產

中，從而減少對生態的破壞及因處理廢物而要使用額外的能源消耗，符

合保護環境的原則。另外漁塘因有充足的過濾系統可以令飼養的水長期

保持潔淨，以降低用水量，並可以以調節水的鹽度以提升漁產的質量及

魚的健康程度，使消費者願意付出較高的費用去享用優質海產，同時亦

使生產者得到較合理利潤，以保持他們持續投資去改良優化合乎可持續

發展的生產模式的動機，此生產模式在經濟及環保層面上都是互惠互

利，值得本地其他漁業生產者效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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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水圍區內的巳荒廢漁塘。 

 
 

而本組同學都認為可持續發展的漁業生產模式仍然有一些可以改善的

空間，由於漁塘的過濾系統、供氧系統及紫外光消毒系統是自動化的，

然而過程中需要使用電力，簡接提高了化石能源的消耗。因此，上述模

式若要廣泛使用在本地魚業的話就需要改良能源供應的方式，例如使用

太陽能或風力發電，這樣才可以減低碳排放，減緩全球暖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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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香港政府曾經與養魚業界因候鳥保育及漁商生計出現爭論，養魚

戶為了阻嚇候鳥入侵漁塘及擔心漁產被候鳥吃走，張設防雀網，但政府

希望防雀網不會對候鳥造成傷害因此反對漁商張設防雀網的行動，但被

養魚業界批評對其經濟補償不足。 

 

因此，本組認為政府應該為受候鳥影響而造成經濟損失的漁商作出合理

賠償，同時也要向漁商說明來港候鳥有其極珍貴的保育價值，漁商在賺

取生產合理經濟利潤之餘也應該盡社會責任，對環境保育要作出貢獻，

而在漁塘不張架防雀網除了保護珍貴候鳥之餘，也可以使專食魚類的雀

鳥「清理」臨近死亡或染病的魚，以減低對漁塘水質污染，長遠會對漁

商有經濟上的正面利益，也會給予市民大眾漁商也會重視環境保育訊

息，對他們的社會形象也有正面的影響，對社會和環境屬也是「雙贏」

的局面，亦使本地漁業能夠配合可持續發展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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