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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 

 
香港為亞洲國際大都會，人們都要求並追趕最新最快的事物，總要走上最前頭，步伐

亦因而急速得很，往往會怱略甚至破壞一些富有價値並非常值得保育的事與物。 這專

題是探討南生圍的生態價值和如何於當地實踐可持續發展旅遊的概念。 
 
世界旅遊組織將可持續發展定義為「一種管理所有資源的方式，一方面能滿足經濟、

社會及美學的需要，同時亦能維持文化的完整性、重要的生態過程、生物多樣性及生

命支持系統」。因此可持續發展的基礎是我們要尊重旅遊目的地的社會及自然環境。 
 
二)介紹南生圍 
 
南生圍的「圍」字就是「基圍」之意，一般的基圍

主要飼養基圍蝦。  
 
南生圍的地理位置於元朗橫洲東面，被錦田河及山

貝河包圍。與米埔自然護理區和甩洲、大生圍和生

圍等沼澤地帶相連，前方是後海灣，與深圳福田隔

海相對。 
 

 
 南生圍的位置 

http://hk.search.yahoo.com/r/_ylt=A2oKmK6m8yZRzzoAUq2zygt.;_ylu=X3oDMTByN2RnanRxBHNlYwNzcgRwb3MDMQRjb2xvA3NnMwR2dGlkAw--/SIG=11pnfnho7/EXP=1361536038/**http:/www.yl.hk/namsangwai/index.htm�
http://hk.search.yahoo.com/r/_ylt=A2oKmK6m8yZRzzoAUq2zygt.;_ylu=X3oDMTByN2RnanRxBHNlYwNzcgRwb3MDMQRjb2xvA3NnMwR2dGlkAw--/SIG=11pnfnho7/EXP=1361536038/**http:/www.yl.hk/namsangwai/index.htm�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9F%BA%E5%9B%B4%E8%99%BE�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5%83%E6%9C%97�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5%83%E6%9C%97�
http://zh.wikipedia.org/wiki/%E9%8C%A6%E7%94%B0%E6%B2%B3�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B1%B1%E8%B2%9D%E6%B2%B3�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B1%B1%E8%B2%9D%E6%B2%B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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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南生圍的生境 
 
紅樹林 - 動物棲息地和提供食物 
 
南生圍是一個奇妙而美麗的濕地世界，兩岸均可見到紅樹林。泥灘蘊含豐富的有機物

質，為各式各樣的無脊椎動物提供食物，泥灘的潮水漲退，可呈現截然不同的生境面

貌，退潮時可看到彈塗魚和招潮蟹，這也是雀鳥最佳的覓食時機。 

 
南生圍泥灘上的彈塗魚 

 
桉樹林 – 擋風鞏固塘壆 
 
沿著田壆前進，大家也能看到很多一排排的桉樹，這些的桉樹林是不少電視劇取景的

地點。原來桉樹（Eucalyptus）又名尤加利樹，對於人體身心健康的幫助，最早來自澳

洲土著數百年來的經驗療法，只要族人受了嚴重外傷，土著就將尤加利葉綁在傷口上，

讓傷口更快恢復。桉樹的特質耐熱、耐寒﹑抗瘠、抗旱，漁塘旁種的桉樹，可作擋風

地擋風鞏固塘壆之用，更成為渡冬鸕鶿的棲息地。 
 

 桉樹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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蘆葦叢 - 蟲鳥秘密基地 
 
南生圍擁有全港第二大片的蘆葦叢，是眾多昆蟲和雀鳥的棲息生境。南生圍以前有很

多魚塘，現在魚塘被棄置，許多昆蟲、雀鳥在此棲息。蘆葦叢為水禽提供棲息地，更

為多種候鳥提供補給。 
 
在河道的兩旁及錦田河與山貝河的交匯處，許多雀鳥棲息、覓食的地方，也正是觀看

水鳥在香港過冬的好地方，針尾鴨、斑嘴鴨和稀有黑臉琵鷺都是這裡的常客。由於香

港的地理優勢，每年春秋二季，大量的雀鳥在西伯利亞和澳洲之間遷徙時途經香港，

世界各地的觀鳥者亦會前往米埔自然保護區及附近的南生圍、甩洲、大生圍等地觀看

涉禽遷徙過境的盛況。 
 

 

南生圍觀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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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南生圍的發展歷史 
 
南生圍原設有很多基圍、魚塘及農田。最初是一條只有二十多戶村民、數十公頃農田

的自然圍村。得益於錦田河和山貝河的四面環抱，南生圍內河道縱橫交錯，當地村民

將之圍堵成方格魚塘或塊塊良田，以養魚、種菜為主要生計，在魚塘邊及田基搭建木

屋而居。由於連年雨季河水泛濫及海水的倒灌，鹹水和淡水的特殊混雜，以往有馳名

遠近的元朗烏頭及基圍蝦就是出自這一帶魚塘耕作文化。 
 
土地肥沃、水源充裕令這裡的樹木花草生長得特別茂盛，其中紅樹林、蘆葦隨處可見，

是蜻蜓、蝴蝶及彈塗魚等的生長溫床，也正有這些生物吸引了白鷺、斑嘴鴨等鳥類到

此覓食棲身和繁衍。 
 
一九六五年，政府批准在南生圍南部發展商住項目，惟開發工程因多種原因一直未有

展開。附近的錦綉花園、元朗工業邨和天水圍新市鎮亦於上世紀八十年代透過填平魚

塘而建成。 
 

 
七十年代錦繡花園填塘時的景象 

 
當南生圍附近的地區城市化，加上社會變遷、經濟轉型，南生圍村民逐漸搬離，大量

農地被財團收購囤積相繼發展，僅餘渡口河邊有少量民居及靠近錦田河中段還有耕地

和一間自耕農場外，大部分魚塘和農田被荒棄掉，長滿雜草。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5%9F%BA%E5%9C%8D&action=edit&redlink=1�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9%AD%9A%E5%A1%98&action=edit&redlink=1�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BE%B2%E7%94%B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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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十多年間，南生圍亦有著不少的變化，錦田主排洪河道竣工之後，不單解決了新

界西北居民的水浸問題，而河道相關的道路方便了不少駕駛者，可由青山公路經南生

圍路直入南生圍，加上曾有貝貝鱷魚出現和不少電視劇在那裡取景，這裡漸漸成為遊

人消閒的地點，現在每逢假日有不少人到草地放狗、玩搖控模型飛機、踏單車、野餐

等，拍攝紗龍和婚紗照的人也漸多，闊大草地、無邊蘆葦、一排排的桉樹、小小的木

橋等成為指定的景點。 
 
香港由於土地供應缺乏，地產發展商以城市土地不足而需要開發鄉郊的理由要開發南

生圍。恆基兆業在近年積極收購南生圍的土地，在一九九二年向城市規劃委員會申請

在南生圍興建低密度

住宅及高爾夫球場，

並將南生圍以北的甩

洲共廿二公頃土地發

展成為濕地保護地

區。 
 
二零一零年市民於社

交群組的「萬人聯

署．決不讓南生圍淪

陷」反對濕地建豪

宅，及後也有市民 
發動的「123．南生圍

起義！」上街遊行保

育南生圍。                  《萬人聯署‧決不讓南生圍淪陷！》 

 

 
遊行市民手持黑臉琵鷺紙牌，要求保育南生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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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南生圍的特色 

3.1 橫水渡 

南生圍的山貝河還有極具特色的交通工具 - 橫水渡。自從大澳橫水渡消失，南

生圍橫水渡可能是香港唯一一個以人手操作的橫水渡呢！艇家有兩艘木船，在人

多渡河時便會兩船齊開。每位每程收費五元。 

 
特色的交通工具 - 橫水渡 

 
3.2 魚塘 
 
南生圍閒置的魚塘現已長滿蘆葦。在南生圍的蘆葦叢是本港境內最大的蘆葦叢生境之

一。蘆葦生境對於數種動物品種包括包括鳥類和無脊椎動物等，是一個重要的生境。

魚塘構成后海灣濕地一個不可分割部分，而魚塘對幾種倚靠濕地生境的物種如鳥類等

尤其重要。南生圍區域及甩洲區域均有正在運作的魚塘。目前許多在南生圍的樹木是

外來物種，並沒有內在的生態價值。但是，這些樹木為動物提供重要的資源，特別是

為鸕鶿提供棲息地。甩洲區域被廣泛的紅樹林包圍，與后海灣廣泛的紅樹林地區連接。

這種生境為多個物種提供了一個重要的資源。水鳥和白頸鴉亦會在這地區的紅樹林內

棲息。 
 

根據世界自然基金會的統計，南生圍是鸕鷀棲息地。2009 年 12 月，錄得 5071 隻鸕鷀

在南生圍棲息，創下最高紀錄，數目佔當時在后海灣過冬鸕鷀的 54%，並佔東亞鸕鷀

總數的約 5%。此外，南生圍也是鷺鳥林發展計劃所在位置，是附近一鷺鳥林所棲息的

鷺鳥的覓食範圍；該鷺鳥林於 2009 年是香港第三大的。 

http://hk.search.yahoo.com/r/_ylt=A2oKmK6m8yZRzzoAUq2zygt.;_ylu=X3oDMTByN2RnanRxBHNlYwNzcgRwb3MDMQRjb2xvA3NnMwR2dGlkAw--/SIG=11pnfnho7/EXP=1361536038/**http:/www.yl.hk/namsangwai/index.htm�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B1%B1%E8%B2%9D%E6%B2%B3�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A9%AB%E6%B0%B4%E6%B8%A1�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A9%AB%E6%B0%B4%E6%B8%A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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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蘆葦生境 

濕地是地球生態環境的重要組成部分，與森林、海洋一起並稱為全球三大生態系統。

濕地的生態作用得到越來越多的重視。 

蘆葦（學名：Phragmites australis）是生長於沼澤、河沿、海灘等濕地的一種植物，遍佈

於全世界溫帶和熱帶地區。蘆葦形態多年生草本植物，地下有匍匐的根莖，可以在適

合的地區迅速地鋪展繁殖，一年可以平鋪延伸 5 米以上，地上莖高達 2-6 米，叢生，

葉長達 20-50 厘米，排列成兩行，圓錐花序，花穗長 10-40 厘米，每個小穗有 4-7 朵小

花，屬風媒花。蘆葦是保護濕地環境和野生動物的重要物種，許多種鳥類棲息在蘆葦

叢中。蘆葦桿含有纖維素，可以用來造紙和人造纖維 
 

很多雀鳥都會躲到蘆葦中隱藏，又會吃蘆葦的種子，家燕及黃鶺鴒最愛在入夜後來休

息。蘆葦的莖是空心的，很多昆蟲都會住在裏頭，外表看來沒什麼動靜，內裏可是熱

鬧得很。蘆葦可以把氧氣，經葉子、莖、多孔的隔膜、根莖輸往根部系統，令多樣性

的微生物能夠繁衍。此外，蘆葦亦有淨化水質的功能，可過濾化學及有機污染物，秋

冬季正是開花結果之時，一片金黃色呈現。 

拍攝蘆葦趁早上或黃昏時拍攝，光線較低和柔和，令蘆葦看起來多一分詩意。 

 
蘆葦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94%9F%E6%80%81%E7%8E%AF%E5%A2%83�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A3%AE%E6%9E%97�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B5%B7%E6%B4%8B�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94%9F%E6%85%8B%E7%B3%BB%E7%B5%B1�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AD%A6%E5%90%8D�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B2%BC%E6%B3%BD�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B9%BF%E5%9C%B0�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A4%8D%E7%89%A9�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B8%A9%E5%B8%A6�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83%AD%E5%B8%A6�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A4%9A%E5%B9%B4%E7%94%9F%E8%8D%89%E6%9C%AC%E6%A4%8D%E7%89%A9�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B1%B3�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8C%8E�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F%B6�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8A%B1%E5%BA%8F�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8A%B1�
http://zh.wikipedia.org/wiki/%E9%A3%8E%E5%AA%92%E8%8A%B1�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B9%BF%E5%9C%B0�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A%A8%E7%89%A9�
http://zh.wikipedia.org/wiki/%E9%B8%9F�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BA%A4%E7%BB%B4%E7%B4%A0�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BA%B8�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A%BA%E9%80%A0%E7%BA%96%E7%B6%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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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南生圍的生態價值 
 

4.1 生態價值 - 哺乳類動物 

 
在南生圍部分內的廢棄魚塘曾錄得一次歐亞水獺出沒。歐亞水獺只在后海灣地區出

沒，尤其喜歡棲息在少受騷擾的魚塘。在香港，歐亞水獺受《野生動物保護條例》保

護；在《世界自然保護聯盟紅色名錄》被列為「受威脅」物種，在《中國瀕危動物紅

皮書》則被列為「易危」物種。其他在南生圍區域記錄到的哺乳動物包括紅頰獴和豹

貓。 
 

 
紅頰獴 

 

 

豹貓 

http://hk.search.yahoo.com/r/_ylt=A2oKmK6m8yZRzzoAUq2zygt.;_ylu=X3oDMTByN2RnanRxBHNlYwNzcgRwb3MDMQRjb2xvA3NnMwR2dGlkAw--/SIG=11pnfnho7/EXP=1361536038/**http:/www.yl.hk/namsangwai/index.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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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生態價值 - 雀鳥 

 
南生圍區域的蘆葦生境，為倚靠蘆葦生境的鳥類提供了遷徙中途站，以及為雀形目鳥

類提供棲息地。此外南生圍區域和甩洲區域內都有正在運作的魚塘對水鳥覓食尤其重

要，特別是在池塘排水時，池塘為覓食的鷺鳥及全球瀕危的黑臉琵鷺提供重要的資源。

南生圍區域塘間的水體也為某些鳥類提供了棲息地，包括鴨、鷺鳥、琵鷺及黑翅長腳

鷸。 
 
大量鸕鶿在南生圍區域內棲息，約佔后海灣冬季的鸕鶿總數量約 50％，當中大多數在

南生圍區域北部的樹上及竹上棲息。 
 
東成里鷺鳥林位於南生圍部分東南部約 1.5 公里。在 2010 年，此鷺鳥林內有 26 個小

白鷺巢和 24 個池鷺巢，使之成為本港第四大鷺鳥林。根據已發表的研究結果，香港的

白鷺能在鷺鳥林遠達約 4 公里的地方覓食。 
 
錦田防洪主渠屬於潮間帶，並直接連接到有國際重要性的內后海灣潮間帶泥灘。錦田

防洪主渠有大量的水鳥覓食，尤其是在冬季和遷徙季節。而錦田防洪主渠也顯然地被

東成里鷺鳥林繁殖的白鷺作覓食之用。 
 
白頸鴉是全球性受威脅的物種，后海灣也顯然地維持了一定數目的白頸鴉。甩洲區域

經常記錄到白頸鴉群 
 

 白頸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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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鸕鶿 

 

 水鳥 

 

   黑翅長腳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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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生態價值 - 兩棲及爬行動物 

 
南生圍區域及甩洲區域內的兩棲動物群落在種類及數量上均比較遜色。南生圍區域最

近錄得虎紋蛙的出沒。 
 
南生圍區域及甩洲區域的初步調查記錄到少數爬行動物品種，南生圍區域最近錄得有

潛在區域性關注的滑鼠蛇。 
 
4.4 生態價值 - 蜻蜓/蝴蝶 

 

調查顯示有大量不同種類的蜻蜓在南生圍區域內。其大多數都是在本港低地比較常見

的品種但在調查範圍內亦記錄到有保育價值的品種，包括赤斑曲鈎脈蜻及紅胭蜻 
 

 
紅胭蜻 

 
五) 南生圍不同的持分者 

 
到南生圍的遊客，有不同年紀，有不同的組合。例如有獨個兒攝鳥愛好者、退休行山

人士、一般的情侶戀人漫步高樹之間、一群騎單車的學生、本地的旅遊群體遊客等等。 
 
透過訪問駕駛橫水渡的船家，周末的下午和周日最多人士進入南生圍，沿路上訪問遊

客，他們大多數到南生圍「行下」和攝影，近兩年亦多了很多單車人士到訪。 
 
單車愛好者: 到南生圍遊玩，邊欣賞風景,而且南生圍環境和空氣都很好，很適合外遊，

他們也認為南生圍不應被發展，因為香港愈來愈少郊區去遊玩。 
 
觀鳥: 南生圍有不少稀有雀鳥，相關人士會研究鳥類動向，從而推測香港生態環境如

http://hk.search.yahoo.com/r/_ylt=A2oKmK6m8yZRzzoAUq2zygt.;_ylu=X3oDMTByN2RnanRxBHNlYwNzcgRwb3MDMQRjb2xvA3NnMwR2dGlkAw--/SIG=11pnfnho7/EXP=1361536038/**http:/www.yl.hk/namsangwai/index.htm�
http://hk.search.yahoo.com/r/_ylt=A2oKmK6m8yZRzzoAUq2zygt.;_ylu=X3oDMTByN2RnanRxBHNlYwNzcgRwb3MDMQRjb2xvA3NnMwR2dGlkAw--/SIG=11pnfnho7/EXP=1361536038/**http:/www.yl.hk/namsangwai/index.htm�
http://hk.search.yahoo.com/r/_ylt=A2oKmK6m8yZRzzoAUq2zygt.;_ylu=X3oDMTByN2RnanRxBHNlYwNzcgRwb3MDMQRjb2xvA3NnMwR2dGlkAw--/SIG=11pnfnho7/EXP=1361536038/**http:/www.yl.hk/namsangwai/index.htm�
http://hk.search.yahoo.com/r/_ylt=A2oKmK6m8yZRzzoAUq2zygt.;_ylu=X3oDMTByN2RnanRxBHNlYwNzcgRwb3MDMQRjb2xvA3NnMwR2dGlkAw--/SIG=11pnfnho7/EXP=1361536038/**http:/www.yl.hk/namsangwai/index.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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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有很大作用監控。這不只是興趣，對香港自然保育方面有很大作用。 
 
攝鳥: 各種不同鳥類，加上有獨特植物，可以作為攝影背景，有不少攝鳥師都會有南

生圍攝鳥，而且所拍出的相片亦得了不少國際獎狀，因為南生圍有獨有動植物，代表

南生圍在國際上有一定的價值。 
 
 

 
南生圍向后海灣一帶，是拍攝雀鳥的好地方 

 
旅行團: 學校會透過旅行團帶學生去南生圍，進行一些平日在學校學習不了的知識，

讓學生感受自然環境和清楚保育義意，希望在未來香港仍可以可持續發展，不是變為

一個石屎森林。九龍區學生和家長參加學校舉辦的家教會旅行，考察所見，生態導遊

主要會為旅客們介紹橫水渡、基圍和蘆葦。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A9%AB%E6%B0%B4%E6%B8%A1�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5%9F%BA%E5%9C%8D&action=edit&redlink=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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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龍區學生和家長參加學校舉辦的家教會旅行 

 

 
小學生擾當地的生態和生活。小狗兒和村民也受， 

村民: 南生圍發展零售店，為旅者提供膳食和休息地，有獨特食品：手製豆腐花和豆

漿，南生圍村民可和政府合作，打造成為生態旅遊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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魚農為了方便捕取魚穫，會定期燒去蘆葦。

 

發展商: 九二年，發展商公司南生圍建業及 Kleener Investment Ltd.已入紙申請，在南

生圍及甩洲保育區興建 18 洞的高爾夫球場及 2,550 個住宅單位，該申請一度遭拒，直

至九六年英國樞密院裁定發展商終極勝訴，恢復上訴委員會九四年批准上述發展的決

定，當時上訴委員會訂下發展須符合 27 項附帶條件，包括圖則須令規劃署滿意及符合

環保、排污、交通等要求。(建高爾夫球場 禍及新界居民) 
 

 
 
特區政府 

南生圍發展豪宅項目備受公眾關注，環保署曾就《南生圍及甩洲擬建綜合發展及

濕地改善項目》展示給公眾兩星期時間發表意見。事件釀成《萬人聯署．決不讓

南生圍淪陷》行動，市民保護南生圍獨特而珍貴的生態價值，反對發展商於該處

發展任何地產項目，環保署程序過於倉促也受到市民的批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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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作為政府也應該限制人類對南生圍的破壞。原來過去的南生圍發生了不少

的火災，山火加上有人涉嫌於南生圍西南面頓成焦土，魚塘非法傾倒泥頭，東南

方魚塘逐漸被蠶食，數尾擱淺於魚塘的死魚更傳來惡臭。 

 
荒廢魚塘發現的死魚 

 

 
人類非法泥頭倒進魚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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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類的破壞力量難以估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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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火破壞當地的自然生態，樹木燒至黑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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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類非法砍伐樹木 

 
我們的感想 
 
山火後山林燒焦，至今仍無人打理，令旅客大為失望，所以我們希望政府可以做好保

育工作，珍惜這片少有的自然美景。 
 
另外希望政府關注魚塘非法傾倒泥頭問題，亦希市民自律保護南生圍環境，這樣才有

效達致可持續發展。 
 
南生圍當地有不少鳥類，候鳥會在該處停留，其中包括黑面琵鷺這種頻臨絕種的鳥類，

更有不少獨有鳥類。如果發展南生圍會影響當地生態，也會影響候鳥和鳥類的飛行，

香港便少了一個觀鳥的好地方。而且在工程進行中所產生的污染，完全污染南生圍，

有可能令各種生物被逼遷徙，傷害鳥類，減少生物的多樣性。 
 

后海灣濕地對本地、區域或全球均十分重要，因此鄰近后海灣的南生圍也是援衝地帶，

不可破壞。所有導致濕地面積減少或失去濕地功能的發展，均應避免；而現存的濕地，

需按照拉姆薩爾公約的原則，明智善用，並作出積極管理，保護野生動植物的生態環

境。 



 

頁 22 

六)  可持續發展的南生圍旅遊業 
 

南生圍內的環境、雀鳥與樹木都不會說話，我們人類進入能共融。我們希望南生圍能

成為香港市民可以共享的公共空間。 
 
6.1 退休人士 
 
退休人士，他們在內地成長，在香港工作多年後，喜愛踏遍香港的郊外，有時他們會

再臨南生圍，懷緬兒時生活的環境，心情平靜。 
 

 
退休人士周先生經常到南生圍懷緬兒時鄉村的生活 

 
6.2 婚紗照和廣告拍攝場地 
 
南生圍內樹林及漁塘更成為很多廣告以及拍友的取材地方。取景能藉此向世人展現香

港美的一面。但與此同時，攝鳥愛好者將會少了攝鳥的好地方。之前南生圍的交通未

有開發得方便時，遊人多靠步行進入，但遊人開始愈來愈多，政府就要發展南生圍以

方便遊人進入，建設公路等破壞南生圍的環境,，而且遊人到處亂拋垃圾，令南生圍的

污染愈來愈嚴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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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紗照和廣告拍攝場地 

 

 
南生圍婚紗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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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生圍網上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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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運動旅遊 - 單車愛好者 
 
單車生態遊是一種低碳經濟體系和生活方式，踏單車是一種帶氧運動，有益健康。當

然這適合居住附近及港九人士參與，附近居民以南生圍為他們的後花園，經常來到探

望花園中的動植物；港九人士也難得在假日能遠離市區接觸大自然。現在有一些私人

機構或社會企業舉辦單車生態遊，東華三院轄下的社會企業 BiciLine 是其中一間。 
 
BiciLine 設有多個單車生態遊路線，可按難度和時間選擇行程，沿途並有經受訓的導

賞員帶領及講解。團費已包括導賞服務、單車（附水架及車籃）、頭盔及午餐 
導賞員可提供：望遠鏡、急救包、維修裝備 
 
南生圍親親大自然之旅的行程 5 至 7 小時 4
人成團，踏上南生圍單車生態之旅，沿途聽導

賞員介紹多個生態景點，例如見到海芋，導賞

員提醒切勿觸碰，因為會痕癢無比；要分辨大

小白鷺，便要留意牠們的嘴和腳趾，小白鷺是

黑色嘴、黃腳趾，大白鷺是黃色嘴、黑腳趾。

踏單車至紅樹林旁，原來紅樹林是河岸的守護

神，可以減低浪的波幅，保護河岸。來到昔日

的基圍蝦養殖場，舉目盡是荒廢的基圍水閘，

但卻成為電視電影的取景聖地。附近一條路兩

旁種滿尤加利樹，更是不少「龍友」愛取景的

地方。 
 
 
 
不過，遊客要注意不要破壞南生圍

的自然生態。 
留意橫水渡的承載力，安全指引每

次 5 部車過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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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觀鳥和攝鳥人士 
 
南生圍有多種鳥類，鳥的形態豐富多彩，通過參與觀鳥和攝鳥活動可以進一步親近自

然，放鬆身心。因此，南生圍可舉辦觀鳥團，在南生圍可以看到游隼，是世界飛得最

快的鳥類，捕食時俯衝速度高達每小時 300 公里。游隼好比天上的法拉利，獵物被牠

盯中，劫數難逃。 
 
每年冬天，侯鳥都要經歷一遍長途旅行避寒，其中約六萬隻侯鳥更會飛越南北半球，

從亞洲東北方經「東亞─澳大拉西亞飛行航道」南下，遷徙至香港、台灣及福建等地，

天氣回暖才歸家。在這雀鳥天堂能見到不同過境遷徙的候鳥，例如瀕危品種的黑臉琵

鷺。 
 
 
 
 
 
 
 
 
 

黑臉琵鷺 

 
都市發展污染了水源、破壞了棲息地，再加上非法捕獵等問題令不少侯鳥無法完成整

個遷徙，未能順利返回家鄉繁殖，以致令候鳥數目不斷減少。 
 
攝鳥人士最喜愛穿著保護色的衣著和裝備去等候雀鳥在他們的鏡頭前出現，他們的耐

性最多，為了拍攝一張滿意的照片可能等上幾天甚或幾年。他們從認識雀鳥的糞便開

始以至了解他們的習性，在視平的角度下才能拍下屬於自己的作品。 
 
南生圍所擁有生態資源無可估計，現在他們發現南生圍開闢的馬路使能多市民進入，

不知不覺間嚇拍了他們的拍攝對象，他們只有失望而去，或是轉去別的目的地。很奇

怪的是可能南生圍的城市化的副作用令人類和雀鳥近距離相處，雀鳥為生存繼續覓食

而不理會人類在它們的身邊，於是攝鳥人士能在最近距離拍攝到照片。 
 
6.5  旅遊設計和生態導遊 
 
旅行社的旅遊推廣者和旅遊服務供應商在旅遊設計旅遊產品時可考慮結合環保

與學習旅遊，以學習旅遊廣生態旅遊。要遊客對當地的生態的態度、知識和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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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所掌握，由於香港的小孩嬌生，連六歲的小孩也要媽媽餵食，更隨便破壞該地

環境，連家長也隨地扔垃圾。舉行這種旅行團目的是為了讓人們認識保育重要

性，目光不要只看到發達的城市，所以旅行團應事先說明目的、注意事項等，導

遊是受過專業的訓練，在出發前提醒遊客，說明自然生態的重要性，這才是學習

旅遊，而不是帶來更嚴重的破壞。南生圍的行程設計要讓遊客體驗到農村昔日的

情懷，認識豐富物產資源的高價值，讓他們欣賞自然之美後能自覺保育生態。 
 
到訪生態景點時應自律，減少損壞文化旅遊資源，不破壞公物，不肆意塗鴉和不

在樹上刻字。此外，遊客也要盡量減少對南生圍的污染。如遊客不應駕私家車而

應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前往，避免空氣污染。不隨處拋棄垃圾，免得南生圍因遊容

眾多而出現土地污染。 
 
6.6 當地村民 
 
可持續的最根本是希望發展旅遊業的同時要尊重當地的文化及生活方式，更不會

因而損害村民當漁業和農業等其他行業。 
 
要知道，元朗有其特色。他們可以身作則，避免破壞當地環境，如不亂拋垃圾，

教育子女注意清潔，避免把音響設備音量調高，破壞環境寧靜，盡量保留鄉郊原

有的風貌。居民本身要對遊客表示歡迎，如以禮待人，發揚「好客之道」的東道

主應有的精神，並看管好狗隻，避免嚇退遊客，令遊客留下良好的印象。 
 
居民應盡一分力，保存當地的文化遺產。他們應小心防火，不應隨便拆卸改建門樓，

盡量保留門樓的原貌和結構以保護文化遺產如保留建築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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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民應持續經營及擁有一些本土經濟行業，漁塘主人繼續營運漁塘，村民繼續在寧靜

的村落生活。小商店和橫水渡經營者繼續運作。小商店提供士多多提供簡單麵食、親

手製的茶果和缽仔糕。甚至當地居民可作當地的導遊，對遊人講解南生圍的歷史、生

態價值。相信由村民講解會更感染遊客，令遊客真正明白南生圍的價值和保育的重要

性，而且一旦遊客多了自然會出現垃圾，以我們所見南生圍地上垃圾蠻多，相信政府

沒有給予資源在這地方，,政府可以聘請住在附近的人士打掃南生圍，為人們提供就業

機會，還可令南生圍保持近原生樣貌，達致可持續而不降質的發展。 
 

這樣對南生圍的經濟才有正面的影響，為居民帶來一些經濟效益。雖然短時間的

利益不多，但這是一個可持續的計劃，可帶給當地村民長遠的收益；下一代也可

享受南生圍，可達到生態、經濟、社會各方面效益。 
 

 

 
七) 總結 
 
這次的專題考察，讓我們能親身了解南生圍的特色，更能明白旅遊業界不同持分

者的意見和看法。當中學會以多角度去思考「發展」的深入意義。「發展」和「保

育」應如何取得平衡？人類擁有追求體面及有意義生活的權利，而所有動物及自

然界生存權利亦需要受到保護。要「發展」必然破壞，但不「發展」卻不能滿足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A9%AB%E6%B0%B4%E6%B8%A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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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類不足的需要，所以我們需要把破壞減到最少，眼光不應放在當前，應考慮可

持續的價值。 
 
最初，我們對南生圍不大了解，只知道一片濕地，沒有特別之處吸引我們。但透

過多次的考察，跟不同人士聊天交流，便知道這是香港最後一片淨土。令我最深

刻印象是攝鳥者，他們認為攝鳥的地方在香港是所剩無幾，如果連唯一地方也被

發展商興建住宅，他們的目光短淺、不考慮香港甚至世界的長期利益，只貪圖巨

額利潤，以貪婪作為主要動機的活動。那珍貴的生態遭到破壞?那麼我們付出的

代價真是巨大！ 
 
其次是與生態導遊的傾談中，聽出她熱愛大自然，她為現在的香港生態環境感到

可惜。人們沒有保育的心，所以她從業生態旅遊為求教育遊客保育環境，我也十

分敬佩她。 
 
最後對我來說南生圍是可以做到可持續發展，不僅是作為本土旅遊熱點，可以推

廣到國外更大的市場，南生圍當地的生態環境對於世界來說是稀有的，其實價值

很高，一旦發展不但為本土帶來經濟效益，而且可以提升保育意識。而且一旦關

注人士增加，就會有更多人保育自然環境，令南生圍達到可持續發展。「人類有

能力做到持續發展，即確保在滿足當代需求的同時，不會損害後代滿足他們需求

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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