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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大埔三門仔乃香港現存少有的漁民村落，其歷史悠久的漁民文化及風俗。除了需要保

留延存之外，實在值得介紹給本地新生代認識和瞭解，以及推廣給外地旅客前來參觀。

另外，其鄰近的馬屎洲亦被香港政府列為國家級地質公園。它擁有很多獨特的地貌景

觀、豐富和集中的地質岩石，以及種類多樣性的生態環境，也是非常值得保育及作為

持續地發展。 

 

透過這份專題報告，我們希望： 

１）保留三門仔的漁村文化及各樣歷史遺跡，以達致自我保育； 

２）將三門仔的歷史和漁民生活文化推廣給年青一代、其他市民及外地遊客認識和瞭

 解，讓這獨特的漁村文化得以延存； 

３）利用馬屎洲獨特的天然地貌、豐富的地質和生態資源，教育市民地質知識，以及

 保護自然生態的重要性； 

４）從保育推展至可持續發展： 

ａ）推廣三門仔漁民生活體驗導賞團，讓當地居民可進一步自給自足，發展當地

各類型的經濟活動，連接三門仔與對外社區的關係； 

ｂ）推廣馬屎洲地質生態導賞團，讓區外市民實地考察地質生態環境； 

ｃ）推展本土消閑旅遊（集學習、玩樂、美食於一身）給市民另一個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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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介： 

(A) 三門仔 --- ※背景、文化歷史與特色 

三門仔，又名三門仔新村，位於香港新界東北的大埔區，是最具規模的漁村，聞名於

香港。鄰近沙欄比華利山別墅，連接南面的鹽田仔，東面則連接馬屎洲，北面是船灣

海。 

三門仔村為一條歷史悠久的鄉村。於 100 多年前，部分塔門及高流灣的漁民為了方便

在富饒的船灣海捕魚作業，故移居於船灣白沙頭洲東部近白排角。昔日白沙頭洲和伯

公咀之間有兩個小島（東頭洲和一未命名小島），形成三道小水道，連接船灣和赤門，

因此命名為「三門仔」。他們主要是蜑家人，以船為家。後來有村民上岸搭建木屋作爲

颱風期間的庇護所，這些簡樸的木屋便是當時的三門仔村。 

於 60年代初期，政府興建船灣淡水湖以解決供水問題，將村民遷往鹽田仔洲的新建石

屋，成立三門仔新村。時而勢易，漁業逐漸息微，幸得三門仔村民致力保護漁村的歷

史文化，使這裡別具特色的漁村風貌得以保留。村民至今仍保留著純樸的漁村生活。 

 

(B) 馬屎洲 --- ※背景、環境特色 

馬屎洲位於香港新界東北部，是大埔區吐露港內的一個小島。馬屎洲跟鹽田仔由一沙

洲連接，連接點為該島西面的水茫田的鹽田仔東面的門樓頸。由於馬屎洲擁有香港境

內罕有的連島沙洲和潮汐生態，故香港政府於 1999年把它與鄰近的洋洲、丫洲和一個

位於鹽田仔聯益新村東北海面的一個未命名小島合稱馬屎洲特別地區。它的面積共 61

http://zh-yue.wikipedia.org/wiki/%E9%A6%99%E6%B8%A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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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頃，而馬屎洲則為該特別地區中最大的島嶼，存在斷層和褶皺構造，岩層亦發生變

形或錯斷，形態複雜，因此最適合研究地層、岩性、沉積特徵和各類地質的構造，當

地因此受保護。 

馬屎州特別地區的自然教育徑位於小島東南面海旁，全長 1.5公里，共有 16個景點。

存在斷層和褶皺構造，岩層亦發生變形或錯斷，形態複雜，因此最適合研究地層、岩

性、沉積特徵和各類地質構造。主要分為四個主題，分別介紹連島沙洲、島上的沿岸

生物、特殊的岩石及多種地質結構與特徵。 

馬屎洲被譽為「戶外地質博物館」，其沉積岩是香港第二古老岩層。這條徑道以岩石為

主要特色，遊人可透過實地觀察及細閱傳意牌，了解連島沙洲及多種岩石的形成過程，

以及海蝕、風化和褶曲等的地質現象。 

在馬屎洲均發現珊瑚、貝類及植物化石的蹤跡。洋洲是一個由花崗閃長岩的火成岩形

成的島嶼，島上仍保存著天然的景觀。此外，鹽田仔旁的未命名島嶼茂林密布，吸引

了大群白鷺棲息，除了地質景觀外亦深具生態保護價值。 

馬屎洲擁有大片天然石灘和海蝕帄台，岩石主要呈紅色、暗灰色及泥黃色等，常見的

包括砂岩、粉砂岩、泥岩、入侵流紋岩及含石英脈的岩石。岩石所含的金屬氧化物使

這些石塊呈現繽紛的色彩，加上不同程度的化學風化、生物風化，構成馬屎洲奇特的

自然景觀。 



UN DESD Project 2011/12 旅遊與款待 青松侯寶垣中學(TH02) 《大埔三門仔馬屎洲玩‧學‧樂悠遊》專題報告 

6 

建議導賞行程： 

團名： 《大埔三門仔  馬屎洲 ------ 玩 ‧ 學 ‧ 樂悠遊一天團》 

目的： 提供另類玩樂及學習的旅遊路線，進一步帶旺香港旅遊業。 

 讓參加的青少年、市民或外國遊客 

－認識三門仔新村和體驗漁民生活文化 

－保育香港過往歷史的漁村文化 

－探討三門仔文化歷史、經濟與社會發展及保育的可持續性之間的問題 

－認識馬屎洲獨特的地理環境與生態 

－探討馬屎洲環境保育、經濟與社會發展的可持續性之間的問題 

 讓當地居民 

－成為當地的專門導遊或活動帶領者，增加其另一個收入的來源 

－把三門仔文化歷史有系統地保育 

人數： 10 - 12人 成團 

費用： 魚排（風味海鮮午餐＋釣魚）：每位 $250（建議） 

   或《皇朝漁苑》豪華海鮮午餐：每位 $300（建議） 

交通： 由大埔墟港鐵站乘 74K巴士或 20K小巴直達三門仔巴士站 

導賞團時間安排路線簡介： 

09:30 集合 三門仔巴士站 

09:30 - 12:00 起點：  三門仔新村 

    救世軍新界東北區漁民生活文化展覽閣 

    避風塘（漁民生活體驗） 

12:00 - 14:00     選擇 1：魚排（風味海鮮午餐＋釣魚） 

    或 選擇 2：《皇朝漁苑》豪華海鮮午餐 

14:00 - 16:00     乘船往馬屎洲 

    步行（沿途考察岩石、地質、生態環境）至水茫田 

    附近 

    乘船回三門仔新村 

終點：  大埔地質教育中心 

16:00 解散 三門仔巴士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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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門仔新村※ 

 

導遊沿途介紹三門仔的文化歷史背景，遊客可觀賞四周的漁村風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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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世軍新界東北區漁民生活文化展覽閣※ 

 

內裡介紹了不少當地漁民的文化風族和三門仔新村的歷史背景，確是名不虛傳！ 

 

  

 

 

※避風塘（漁民生活體驗）※ 

 

團友體驗以往漁民的捕魚生活。 

  

 

 

當地漁民與團友出海，示範以魚網捕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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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風塘（漁民生活體驗）※ 

當地漁民親自教授團友編織魚網。 

 

 

 

 

 

漁民介紹「搖櫓」，團友體驗利用簡單的「搖櫓」來擺動小艇。 

   
 

 

三門仔還有一位受村民異常敬重

的神靈，就是由舊三門仔村請來的

伯公，村民每年都會舉行大王爺伯

公誕以答謝神恩，期間會舉行獻供

儀式，以及舞獅和神功戲表演，非

常熱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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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魚排（風味海鮮午餐＋釣魚）或《皇朝漁苑》豪華海鮮午餐※ 

 

選擇 1： 

魚排（風味海鮮午餐＋釣魚） 

  

 

中午乘坐船前往魚排享用海鮮餐，團友可品嚐當地漁民特色海鮮。 

  

 

團友在用膳過後，亦可選擇在漁排旁邊釣魚作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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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魚排（風味海鮮午餐＋釣魚）或《皇朝漁苑》豪華海鮮午餐※ 

或 

選擇 2： 

《皇朝漁苑》豪華海鮮午餐 

 

團友可選擇室內高級雅緻的座位或室外坐擁無敵海景的座位，品嚐高級豪華的海鮮

餐！ 

  

  
 

 

※香港馬屎洲地質公園※ 

乘船往馬屎洲香港地質公園，進行地質環境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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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馬屎洲地質公園※ 

該處有一個連島沙洲，它是經過多年來的沙石等沉積物，在獨特的地理環境下受風和

海浪的影響漸漸堆積而成。繼而將兩個相鄰的小島（馬屎洲和鹽田梓三門仔）連接起

來。 

 

沿途考察獨特岩石，認識不同地質的形成與面貌及其它生態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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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埔地質教育中心※ 

 

最後乘船返回三門仔新村，在大埔地質教育中心參觀。它是介紹一些有關地質的知識，

以及講述三門仔漁民捕魚生活的時代轉變 。 

 

 

  
 

「三門仔」的可持續發展 

現時仍然有幾十戶居民在三門仔新村居住，附近還有聯益漁村等等古老漁村。這裡大

部分也是年長的居民，他們遠離市區，過著帄凡的日子。帄日以少量漁穫，海鮮特產

（例如：紫菜、魷魚絲、蝦乾、魚乾等）製成商品售賣給旅客，收入不多。部分居民

亦會利用自己的小艇接載遊客，賺取少許報酬。 

我們期望讓當地居民把香港所剩無幾的獨特漁村文化和歷史得以保留，甚至有效地把

它作為可持續發展。透過此導賞團，我們希望將當地文化、歷史、經濟和內外社區互

相連繫，實踐可持續發展的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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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有系統的導賞團，可讓香港居民，以至外國遊客體驗香港傳統漁村的生活，以及

認識更多三門仔的文化和歷史。在大埔三門仔，除了一般賀年拜年和拜車公活動外，

新春的第一個節慶應該是大王爺寶誕。每隔三年，村民都會在正月初二至初五慶祝大

王爺誕，算是昔日社祭的一種表現活動。正誕是在初四，主要有村民獻供儀式。由於

三門仔是雜姓村，並無如新界大族的祖產收入，賀誕經費主要由村民捐獻，故此戲棚

神壇四周都貼滿村民的名字。2008年每丁為 130元，對比 1987年時的 30元，足見通

脹之程度。 

在環境方面，三門仔新村連接鹽田仔及馬屎洲，環境清優，適合男女老帅前來呼吸新

鮮空氣。地面帄坦且山路不多，是郊遊的好地方，為忙碌的市區居民提供另一個假日

消閑的好去處。由三門仔可遠眺隔岸的馬鞍山及欣賞吐露港的日落。 

在經濟方面和社區方面，導賞團可增加到訪的遊客數目。統傳漁民生活體驗活動可增

加當地居民的收入，帶動區內的經濟活動，例如：海產買賣、海鮮餐宴、船艇接載等

等。居民更可成為導賞導遊，除了為他們帶來收入，也同時推展當地文化，推動社會

教育服務等活動。此外，香港海域的魚類越來越少，釣魚愛好者選擇垂釣的地方不多。

三門仔擁有面積龐大的海上釣魚場，以供釣魚愛好者垂釣，享受真正的海上「漁」樂。

漁場內更飼養超過十多種魚類，是真正消閑好去處！同時，團友亦可享受豐富的海上

魚排海鮮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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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屎洲」的可持續發展 

馬屎洲是一個非常值得我們好好保育的地方。時至今日，香港還有一個可作消遣、旅

遊、休憩與學習的好地方，就是位於大埔的三門仔馬屎洲。 

在環境方面，馬屎洲被譽為「戶外地質博物館」，其沉積岩是香港第二古老岩層，這些

岩石約在 2億 8000萬年前的二疊紀時期形成。馬屎洲擁有大片天然石灘和海蝕帄台，

還有不同種類的岩石，例如侵入岩（花崗岩）、火山岩（凝灰岩）、沉積岩（砂岩）、變

質岩（片岩）。沿途還可以觀察到有趣的石英岩脈、龍落水、海蝕帄台、摺曲岩層及海

岸植物等。此外，馬屎洲四面環海，有大量樹木，沒有工廠，沒有高樓大廈，是一個

還未被人類破壞和污染的地方！環境優美，給人一種寫意恬靜的感覺。 

在教育方面，馬屎洲擁有香港極具代表性的古老沉積岩。地質學家指該區的地層形成

的年代，比東帄洲的水成岩形成的還要早，是本港最古老的沉積岩層。馬屎洲地質面

貌豐富，交通又方便，因而成為實習考察熱點。除了有獨特的地貌，在馬屎洲還特設

了大埔地質教育中心，裡面展示了林林總總的岩石、趣味的資料板和漁民早期直至現

時所沿用的漁籠，以供遊客更清楚瞭解馬屎洲。這裡融合自然景觀與人文景觀而構成

的獨特自然區域，可把保育、教育及可持續發展的概念整全。同時，亦介紹了其他香

港地質公園的資料以及香港地貌概況。特區政府透過設立香港地質公園，同時可把地

貌與岩石保育的信息推廣。 

在經濟方面，馬屎洲能發揮生態旅遊之作用，以互助互利的方式去推動可持續發展的

經濟層面。加上用這種方式可以推動及帶動周邊的經濟，從而能夠達至可持續發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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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念。可以帶動經濟之餘，又可以循環不息地發展。從此可以帶動當地的旅遊業，以

至身邊的經濟體系也會因而被推動，例如：飲食業，運輸業等。現在，馬屎洲已經開

始達至可持續發展的理念，由短短船程及車程的收費，周邊餐館的費用，到旅客到馬

屎洲觀光，這三個就是一個循環。再者，利益者會將一部分的收益去改善自己的營商

環境，能夠讓整個社區同步發展，也可以改善當地居民的生活素質。 

所謂「寓學習於娛樂」，現在可更有規模地由專業導遊帶領我們走這條自然教肓徑。一

邊學習，一邊感受馬屎洲風光明媚的景色！ 

 

討論與探討 

香港作爲世界的國際之都，若然要保持現在的發展速度，就要將香港的發展模式轉爲

可持續發展。以大埔三門仔和馬屎洲為例。首先從環境的角度看，若然將這些地方去

作出保育，我們於空閑時就可到這些保育地區去學習生態文化。 

從經濟方面去看，這無疑為香港的旅遊業帶來一個無限商機，而且還可帶動本港的經

濟發展，增加就業機會，從而減低本港的失業率，一擧兩得！ 

從社區方面去想，政府近年不斷清拆一些文物古蹟，包括天星碼頭及鐘樓。在清拆的

同時，政府根本沒有詳細思量。一旦將這些有價值的文物古蹟清拆，香港的歷史文化

古蹟就會少之又少。在發展經濟的同時，我們認爲政府應該再深入思考保育問題。 

在現實生活裏，發展與保育並非如此可以一起發展，也不可以放棄當中一個，所以要

做到帄衡，但要做到兩者都達至帄衡並非一件易事，所以要深思熟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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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結 

相信大家對於「可持續發展的社區 」這八個字並不感到陌生，又或者有些人對於「可

持續發展的社區 」已經非常了解，十分熟悉。其實「可持續發展的社區」就是既能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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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要做到

這個效果，以及達到這個目的並不容易。要做到「可持續發展的社區」不能單靠紙上

談兵，要有實際的行動！這份「大埔三門仔馬屎洲」專題報告，正正希望建議一個

可實踐的導賞團行程，以達致可持續發展這地區的文化歷史、環境、經濟和社會。 

行政長官於《199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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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單來說，對於香

港未來，在追求經濟富裕、生活改善的同時，減少污染和浪費；以及在滿足我們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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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換言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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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括而言，不論是為了我們的未來，又或者為了我們日

後的孩子能享有更優質的生活環境，我們也認為政府是有必要去實行「可持續發展的

社區」這個發展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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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資料 

香港生態旅遊學會 

http://www.ecotourism.org.hk/ 

 

地質公園導賞團路線 

http://www.rocks.org.hk/R2G_Geotours/ 

 

香港地筫公園–馬屎洲特別地區 

http://www.geopark.gov.hk/b5_landforms1l.html 

 

大埔地質教育中心 

http://www.taipoea.org.hk/geoeducation/ 

 

嗇色園興辦的可觀自然教育中心暨天文館 

http://www.hokoon.edu.hk/liberal/geopark/ 

 

南丫島漁民生活 24小時體驗之旅 

http://www.hklb.hk/tourTR_0000091__b5.html 

 

西貢漁民文化及世界級地質景觀新體驗 

http://www.hklb.hk/tourTR_0000035__b5.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