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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大澳是一個見證香港成長的地方，歷史悠久，現在還有漁村的風

味。它遠離繁囂的城市，擁有自己獨特的文化，並有著濃厚的人情味。

但現時香港經濟轉型，發展迅速，有部份大澳居民選擇搬到市區居

住，令大澳的人口減少。為令大澳繼續擁有現時的環境，把獨有文化

傳揚到香港各個地區的人士和外地人，一個可持續發展計劃是絕對需

要的。 

根據香港《一九九九年施政報告》的內容，可持續發展是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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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見及此，本建議書將為政府提供「大澳棚屋渡假村」的建議，

保育大澳文化和經濟民生之餘，還會就可持續發展，提出一些減少污

染和浪費，承傳到後代的建議，期望達到可持續發展，文化，經濟，

生態等方面平均。希望令遊客感受到大澳風情之外還能享受一個特別

的渡假經歷。雖然政府已撥款活化舊大澳警處作酒店之用，並於 2012

年 3 月正式落成，深信假如「大澳棚屋渡假村」能成功落成，兩者將

能好好把大澳宣揚，能增加遊客人數，令更多人認識這獨特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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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介大澳及棚屋 

 

(圖三．大嶼山地圖，紅色圈著的為大澳) 

大澳位於大嶼山西邊，離開最近的市區—東涌大約需要 45-60 分

鐘車程，遠離繁囂。大澳是一個歷史悠久的古老漁村，因為遠離城市，

所以仍舊保留早期漁村風貌，並有「香港威尼斯」的美譽。大澳的文

化極為特別，保留用木柱支撐的漁民的居所—— 棚屋，一排排穿插

在水道上，烘托出獨特的漁村風情。大澳所出產的鹹魚、蝦膏、茶粿

等更是著名手信。但現時，因大澳較遠離市區，不少年輕人都搬到市

區較方便出入的地方。假如大澳再不配合多元化的可持續計劃，這個

見證著香港由漁港發展到國際大都市的地方就會逐漸少人居住或參

觀。那些在獨特少見的棚屋和人情味就是大澳值得被保留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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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 

旅客可以以渡輪、巴士和港鐵到達大澳。 

 

渡輪(富裕小輪有限公司)：屯門-東涌-沙螺灣-大澳

 

(圖四．渡輪平日時間及收費表) 

巴士(新大嶼山巴士) 

編號 路程 平日 假日 

成人 小童/長者 成人 小童/長者

1 號  大澳-梅窩 $10.7 $5.4/$4.6 $17.7 $8.9 

11 號  東涌市中心-大澳 $11.8 $5.9/$5.1 $19.2 $9.6 

21 號  大澳-昂平 $6.6 $3.3 $14 $7 

N1 號 大澳-梅窩(通宵) $16 $8 $27 $13.5 

港鐵 

港鐵東涌線 東涌站 轉乘 11 號巴士到大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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棚屋 

棚屋是漁民所居住的地方，它們見証著香港從漁港變成大都

會，別具文化價值。除此之外，它固定地建於水上的，主要建造材料

是葵葉、木板和石柱，此為香港獨有的水上人生活文化，其建造目的

為漁民提供一處休息及照顧長老和兒童的地方。 

 

 

(圖五．棚屋構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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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簡述大澳棚屋渡假村 

     為令大澳可達到可持續發展，我們建議在大澳興建「大澳棚屋

渡假村」，有以下目的： 

1. 維持大澳原有風味，特色，還會令大澳成為一個可持續發展的地

方。使其在環境，社會，經濟三方面取得平衡。 

2. 推廣大澳之餘還會提高下一代和旅客文化，生態保育的意識。 

3. 為大澳保持地區多樣性，使同一個地方有不同功能，不浪費資

源。達到可持續發展。 

4. 渡假村亦會照顧不同旅客需要，令更多不同遊客能享受最佳的服

務。 

5. 引入各種操施，使發展的同時為不同方面的污染（例如：環境，

聲音）減到最低。 

 

渡假村特色 

渡假村主要宣傳享受生活和大澳的文化。住客住在棚屋上，遠

離繁囂，享受大澳風情，還能感受大澳濃厚的人情味。目標客人為夫

婦及家庭。我們並會把 40 年來消失了的特別婚嫁文化推廣，為客人

提供一站式婚姻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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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地區酒店比較 

同在大澳的舊大澳警處精品酒店，於 2012 年 3 月正式落成。該

警處以宣傳其文化和歷史意義，較高級酒店設施，價錢偏貴為題(每

晚$1380-$2800)。而「大澳棚屋渡假村」將主要以提供一個舒暢的環

境，再配以文化，生態方面，帶給旅客樂而忘返的經歷。此外，亦希

望住客感受深厚的人情味。目標是吸引來享受生活的旅客，主要是一

家人和夫婦為主。而價錢方面會比大澳警處酒店的便宜，以給旅客不

同的選擇。兩者目標旅客，深信假如「大澳棚屋渡假村」能成功落成，

兩者將能好好把大澳宣揚，能增加遊客人數，令更多人認識這獨特文

化。 

 

(圖六．大澳舊警處酒店)



 9

大澳棚屋渡假村規劃 

選址 

渡假村選址為大澳碼頭末端，現時那裡並沒有用處，只供上下客

船。那裡比市區更清靜，遠離繁囂，可達到渡假般的享受。而選址距

離市中心只有 15-20 分鐘路程，十分方便，沿路還可以欣賞大澳居民

在路上曬的大澳特產──鹹魚，鹹蛋黃，還有少量紅樹林供欣賞。 

  

 

 

 

 

 

 

 

 

 

 

 

(圖七．大澳棚屋渡假村選址地圖及實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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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構 

走過木橋就能去到渡假村的接待處，body message，餐廳和儲物房。每條木

橋旁設有欄杆以防止意外發生。而旁邊由 10 間棚屋組成，為旅客提供 10 間客房，

當中以 5 間為特色房地間，主題為：小小漁村、壁海藍天、花花世界、自然美景、

童話小國；希望滿足不同客人需要，有特別的渡假經歷。 

 

 

(圖八．棚屋外形) 

 

(圖九．特色房間—小小漁村平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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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渡假村平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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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飲 

餐廳可容納 40-50 人，旅客可選擇室內或露天享受風味特色餐。

在露天享餐可享受到大澳怡人的景色，呼吸到清新的空氣，感受大澳

風情。我們會在旅客登記入住時詢問是否需要素食服務，以照顧素食

者的需要。 

 

房租包括特色自助早餐，用餐時間為：早上 8 時至 10 時 30 分。

選用當地新鮮海鮮和特色食材，並有當地特色食品作自助餐選擇，主

要包括由原住民烹調特色食物和多種地道及不同國家美食，讓旅客感

受到香港是美食天堂之餘，還能感受大澳美食！ 

  

午餐和晚餐方面，我們將提供團體用餐服務，接待非住客享用質

素高的用餐經歷。我們主要接待事前已事先登記由不同團體辦的一天

團和我們渡假村辦的導賞團或和學生實地考察。使該餐廳有多樣性，

達到可持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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渡假村管理 

    為使其他住客享有舒適的渡假經歷和避免污染環境，渡假村範圍

內全面禁煙。如有任何住客吸煙，職員會有適當勸籲。登記入住

(check-in)時間為12時後，及退房(check-out)的時間為11時前；中間的一

小時空檔為執拾房間時間。 

 

渡假村服務 

    登記房間時，每一間棚屋的住客會收到一張小卡。一頁印有11

號巴士（往東涌）的時間表，以方便他們安排時間出入；而另一頁印

有給住客的提示，例如：不能吸煙，節約用水等。每次派發小卡前，

我們會提示住客好好保管這小卡，退房時交還，以留給下一位住客使

用，減少浪費。 

渡假村的接待處將提供借用手提電腦，詢問服務。另外，每一天

都會有清潔房間服務；每間房都有「不用清潔」牌放在明顯的位置，

假如住客住在渡假村超過一天，只要住客把牌放在床上，代表可以保

護環境，減少洗淨床單的水。 

身體按摩(body massage)服務，住客自費參加。讓住客在日常的生

活裡放鬆自己，享受渡假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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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 

    為令遊客更了解大澳文化，我們將跟舊警處酒店合作設以下活動

不只供我們的旅客，還會供所有到大澳的遊客參加。 

 

 活動一：大澳體驗水鄉之旅 

把舊警處酒店原有的白海豚之旅增添環大澳游。村民駕駛小船，

引領遊客縱橫水道，在海中短途游覽。坐小船出海吹吹風，看看

特色棚屋，踏足此地即可聞咸魚及蝦醬等味道，讓旅客能親身感

受大澳的水鄉風情。之後按原訂看白海豚路線行船，看瀕臨絕種

的白海豚。一邊看白海豚的時候，導師會一邊留意旅客有否出現

破壞海洋或恐嚇白海豚的情況，如有，會立刻教育他們保護大澳

的重要性。 

 

 活動二：特產製作工作坊 

外判給大澳當地正宗生產特產的工廠舉辦這活動，由大澳原居民

教授，遊客可以嘗試製作鹹魚、茶果、蝦醬這些大澳特產，更有

織魚網工作坊，讓遊客體驗大澳人的日常生活，並保護大澳的文

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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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動三：生態教育導賞團 

為令大澳能可持續地發展，我們在推廣大澳文化時亦同時必須保

持當地生態，有見及此，我們提供文化生態教育給住客，以導賞

團形式由當地居民作嚮導參觀大澳包括紅樹林及濕地，認識大澳

的大自然資源之餘，亦能教育人們保護環境的重要性。 

 

結婚一站式服務 

大澳有特別的傳統水鄉婚姻習俗，每次傳統嫁娶過程歷時 4 天。

在水上打響傳統音樂，攜同三書六禮迎娶新娘，新郎用紙扇三敲新娘

的額頭等等，寓意吉祥。這習俗已消失多過 40 年，有見及此，渡假

村將提供結婚一站式服務。以較低的價錢吸引新人到渡假村拍婚紗照

和舉行特色婚禮，感受大澳以前的文化。旅客可選擇在棚屋／舊警處

拍婚紗相。因渡假村餐廳場地所限問題，如新人希望在大澳舉行婚

禮，我們將跟舊警處酒店合作，給他們一站

式服務，既方便新人，又能增加旅客人數。

婚禮後，新人可入住棚屋，而我們亦會在事

前佈置新房，令新人有個一生難忘的結婚經

歷。把大澳打造成一個多樣性功能的地方。 

(圖十一．傳統花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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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防意外 

 消防裝置 

自動噴灑系統、自動警報系統、消防栓、緊急照明裝置等，以便

第一時間知道發生意外，及方便逃生。並在房間設有逃生圖或指

引，教導住客如何逃生。 

 救生設備 

雖然已設欄杆，防止住客跌進水裡。但我們仍會放每間房 4 個，

每條木橋兩個救生圈，以防萬一。 

 颱風預備 

本渡假村會使用疏通排水系統，把雨水迅速排到大海，減低暴雨

泛濫的影響。當然，假如遇到颱風，我們會確保棚屋內的室內地

方封閉，免成意外。 

 

建議房價 

跟大澳舊警處酒店目標不同的旅客，渡假村目標的旅客為享受

生活和比較便宜的房價。有見及此，我們建議房價為每晚 HKD$500 - 

$900(連早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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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合可持續發展 

利用大澳的文化和生態資產，建立不同類型的社會資本，發展成

具規模的社會企業，協助地區上低技術及低學歷的人士就業，並推動

大澳的可持續發展。在不同範疇(如:環境、持續發展、文化)平衡各方

因素，以不損害當前的環境作大前題，達到可持續發展是現代人最著

重的議題之一，興建大澳棚屋渡假村絕對可以為大澳可持續發展出一

分力。 

 

酒店 

1. 首先，在生態環境方面，要可持續發展，可以在酒店的建造材料、

運作系統等各方面，進行相應的措施。 

2. 我們設計的酒店會選用具有一級能源標籤的電器，如：雪柜、電

燈膽、冷氣機等。從而減少碳排放量到大氣層和溫室氣體。這符

合低碳經濟效益，協助溫室氣體的含量穩定。持續的低碳生活能

維持生態環境持續發展，動植物及環境得以保存。 

3. 由於酒店設計的用意是帶給遊客一個享受自然和舒適的環境，在

酒店範圍內止吸煙。希望保持空氣清新，減少視覺和空氣污染。 

4. 另外，因為渡假村的設立，對原住戶的環境會有所影響，有見及

此，使用隔熱窗口，在夏天的時，能夠令室溫降低，從而減少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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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氣的依賴，減少碳排放。 

5. 為了減少使用用水，房間內置一塊『不用清潔』的牌，住客可自

由選擇服務。這不但可以減少用水清潔，還可以減少污水對生態

的影響。令大澳的水上動物可更健康的生長。 

6. 現時大澳棚屋洗手間和廚房的污水，雖然有污水渠接駁，不過污

水只是引去較遠的水面，最後都是落在河涌水面，造成衛生問

題。外國多個地區曾以『空氣注入法』有效地減少相關對海洋的

傷害和污染。空氣注入法是一種通過 (in-situ) 土壤與地下水污染

的處理方法。可有效的去除吸附於土壤孔隙中或溶於地下水中的

揮發性污染物。原理是將空氣注入到飽和含水層中，當空氣和污

染物接觸時會加快污染物揮發成為氣相的速度，氣相污染物則隨

著空氣上升到非飽和含水層之後加以抽取去除。大澳棚屋這理念

正正可以與此方法相互幫助，減少污染，對環境的破壞減至最低。 

 

在文化方面，棚屋大澳獨有的特色，有很多人都對棚屋很陌生和

很想一嚐住在棚屋的滋味，有見及此，度假村以棚屋為賣點，為遊客

提供舒適的環境；為平日生活忙碌、有很大壓力的都市人提供遠離繁

囂的假期。隨著近年大澳人口減少，不少棚屋經已荒廢。2000 年 7

月大澳發生一場大火，更近五分之一的棚屋被燒毀。長此下去，大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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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棚屋和文化將會慢慢消失，而興建度假村就能繼續保留棚屋文化。

使更多人認識，更多人會來渡假，保留文化。 

另外，婚嫁服務以特色婚禮和優美的景色作背景吸引新人，在大

澳舉行既傳統又特別的幸福婚禮。大澳的傳統婚嫁儀式雖然繁複，但

卻是一種真正的本土文化，是很值得保留的。我們希望透過提供一站

式婚嫁服務把傳統推廣給新一代年輕人，讓他們有個不一樣的選擇，

亦能保留大澳傳統婚嫁儀式，把此獨特文化留及下一代，承傳文化。 

 

在經濟方面，因為要持續及推動當地經濟，所以和旁邊的舊警署

活化酒店合作，希望有效吸引更多的人來大澳。然而，雖然雙方短期

所賺的金錢可能因此而被減少，但長遠來說，經過時間的洗禮，當地

知名度及吸引度隨之上升，整體收益比之前更為巨大。不但能增加遊

客人數，還可以令更多人認識這獨特文化。 

在吸引遊客的同時，隨了有助提高渡假村自身的收入外， 能夠

使更多的人購買手信，使島上的商戶有更多收入，從而促進當地經濟。 

另外，只要有效地減少耗電量，不但可以減少碳排放，減少做成

環境的破壞，而且這樣可以開源節流，減少所需的電費支出。 



 20

 

(圖十二．各類燈泡比較表) 

台灣消基會調查發現，廿瓦的 LED 燈泡價格比省電燈泡貴十二

倍，且相同電量下，LED 燈泡的亮度只有省電燈泡的八成。台灣研究

人士蕭弘清表示，消費者在選購照明燈泡時，可視燈管彎曲情況及長

短作為判別標準，一般來說，直的燈管比彎的好，長燈管比短燈管好，

圓周燈管比急轉彎燈管好，彎曲越多的燈管越糟糕。因此，我們會使

用附能源標籤，並且有直燈管的日光燈，可以節約能源之餘，還能減

少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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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大澳 

首先，在生態環境方面。我們會選取橡皮艇作環島團的船隻。橡

皮艇是一個可持續生態的方法。橡皮艇比較輕巧，可以減輕船的重

量。沒入水中的橡皮艇，船體是由堅硬的玻璃纖維或鋁製成的，使得

橡皮艇可以在風大浪急的海面上高速行駛。減少意外發生。而使用市

面上電池發動的橡皮艇未能夠承載船上人們的重量，所以改用電未合

符理想。而使用混能發電(hybrid)， 主要由燃油引擎、電動馬達和電

池組三部分組成。燃油引擎提供傳統的動力輸出，電動馬達在橡皮艇

減速和勻速行駛時，將多餘的動能轉換成為電能，儲存在電池組中；

而在橡皮艇起步和加速時，電能再由電池組輸入電動馬達，轉化成為

動力，驅動橡皮艇行駛。動能、電能、動能之間的無盡轉換，能減少

使用燃油的使用，減少污染物排放，達至最低污染。而快艇是一定利

用汽油發動，這麼會排放出很多碳，污染生態環境，例如海洋生物，

雀鳥等等。除了燃料排放，噪音亦可能會影響生態環境。在噪音方面，

快艇的發動機所發出的噪音很多，聲浪很大，會嚇到附近的生物。以

橡皮艇作水上交通，不但可以減少燃料排放和噪音問題，而且這是一

個達到可持續發展生態環境的方法。 

此外，在我們酒店中有一個「環島遊」活動，途中導遊會介紹大

澳的紅樹林，並講述紅樹林的生活環境和現時日趨漸少的情況，從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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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市民對保育的意識。我們希望與附近的舊警署酒店合作安排來自

兩間酒店欲觀看中華白海豚的遊客在同一時段坐一隻船出海，以減少

船隻出入，盡量避免經常騷擾中華白海豚等生物。 

 

  在社會文化方面，大澳是一個富人情味的地方，你走到不同的商

店，店主都會跟你聊天，這給旅客莫大的親近感。我們希望在發展大

澳，吸引更多人參觀的同時，未來大澳原居民同是熱情好客，富有人

情味。 

我們希望藉着興建棚屋渡假村，讓更多人認識大澳的文化特色。在渡

假村舉行的特產製作工作坊，正是希望遊客能體驗大澳人製作鹹蛋、

茶果的過程，從此增加了解大澳文化的興趣。工作坊針對不同年齡的

人，以互動的方式去學習大澳的文化。希望透過活動，讓年青人了解

大澳文化，令文化得而承傳下去。 

另外，大澳擁有特色棚屋、漁村文化。由漁船漸漸變成棚屋，棚

屋的演變，見證香港的發展，反映了香港的歴史。大澳有500幾間水

上棚屋，每一間都能體會到大澳文化特色之處。將棚屋概念加入渡假

村，能使更多旅客認識大澳，使棚屋在不會在發展中的社會消失。 

 

在經濟方面，渡假村為當地居民提供就業機會，現時，很多人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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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在大澳工作，經常乘車、乘船到市區工作，浪費交通費，時間。通

過渡假村給予的工作崗位，如導遊、旅舍工作等…，減輕他區上的經

濟負擔，並能使當地人不用經常到都市工作。 

除此之外，大澳有人口減少的問題存在，人口減少可謂是一個相

當核心的社區問題，人口減少令大澳的經濟衰退，人口減少的最終的

結果，就是導致社區缺乏新的衝擊，人才外流而無法發展，日漸趨向

沒落。通過渡假村的成立，我們認為只要人口回流，大澳便能從經濟

困境內走出來，真真正正是可持續發展的經濟。經濟是在可持續發展

裹重要的一環，沒有資金成本，便不能保育文化和保護環境。 

 

只要不同方面配合，定把大澳塑造成一個有潛力的可持續發展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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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國參考例子 

Filitheyo Island Resort 是一個大規模的水上屋酒店，主要為顧客帶

來休閒的住宿服務。到達房間需要乘坐船隻約 20 分鐘，獨立水上屋

遠離煩囂，絕對是休息、放鬆身體的好地方。酒店提供潛水、水上活

動、遠足、陸上活動、spa 等等，各種活動適合不同喜好的人參加。 

管理 Filitheyo Island Resort 的公司除了希望為客人帶來一個美好的假

期外，同時也致力於保持馬爾代夫島人民，國家和島嶼生態資源和土

地的可持續發展的運用。 

 

 

預計未來挑戰 

我們預見，假如珠三角地區污染問題惡化，大澳將風光不再，故

此污染乃其中一個可能遇到的問題。有見及此，我們提議渡假村行政

部應多留意珠三角地區的環境保護政策，並與政府多作溝通以保護大

澳生態，務求使美麗的環境能保留下去，使大澳可繼續可持續發展，

把生態，文化，經濟傳到下一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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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責任 

提供就業機會 

提供管理渡假村業務工作予大澳居民，為他們節省交通費以及提

供就業機會。同時，將安排當地居民帶領生態教育導賞團，他們對大

澳全面了解，可以第一身角度擔任當地導遊，介紹大澳歴史背景及其

文化特色，達到雙贏局面。 

成立基金作持續保育 

收支平衡後，將一筆利潤撥捐為基金，作生態、文化的保育。以

定期基金作修葺大澳廟宇、棚屋，保育紅樹林等。一方面可以維持大

澳在生態、文化兩方面的特色之處，吸引更多旅客到訪大澳。另一方

面可以將大量人流所造成的生態破壞減至最低，令大澳居民不會因此

受太大騷擾。 

推廣大澳以及促進消費 

不只供住客，還讓到大澳的遊客參加我們所辦的活動，能增加對

大澳的推廣，宣傳大澳的漁村特色，讓更多人了解大澳文化。在渡假

村內亦多推介大澳不同的特色食品和傳统文化活動，吸引更多人消

費，惠及當地居民的店鋪生意，促進本土經濟及旅遊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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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結 

我們希望到訪棚屋渡假村的旅客，能拋下城市的忙碌和壓力，到

大澳感受一下這裏純樸和悠閒的生活。與此同時，能藉興建渡假村讓

更多人可以再重新認識大澳－這個擁有特別的漁村文化和多樣性的

生態環境的地方，使大家能了解到大澳的歴史發展、文化的演變。從

此增加旅客對大澳文化的興趣，令大澳漁村文化能承傳下來。其次，

與旅客知道除了香港熣燦繁華的一面外，他們能欣賞香港生態，感受

大自然的美，從而提高大家對環境保育的意識和文化的認知。 

 

願景 

當然，我們對這棚屋渡假村的收成有一定期望。在旅客人流方

面，就政府在 2011 年公佈的《訪港旅客分析報告》所有過夜旅客，

最多旅客觀光的地方為太平山頂和星光大道，各佔 28%。而大澳只佔

當中之 1%。我們不會期望把大澳觀光人口達到 28%，畢竟有多人的

地方定會有更多污染或環境破壞（例如：亂拋垃圾），所以我們希望

吸引更多旅客觀光至全香港觀光點的 4%（即上升 3%），此既能推動

經濟同時，把損害減至最低，達至可持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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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整體大澳發展方面，我們希望達到可持續發展。好好把大澳宣揚，

增加遊行人數，並使大澳成為一個功能多樣性地方。既能推動大澳經

濟，同時保留特色社會文化，亦能保護生態；教育遊客保育，文化的

重要性。 

 

深信假如大澳棚屋渡假村能成功興建，大澳能可持續發展的日

子指日可待。 

 

 

 

 

-建議書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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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 

訪談：大澳原居民 

Google map： 

http://maps.google.com.hk/  

中原地圖 

http://hk.centamap.com 

香港特別行政區- 可持續發展 

http://www.susdev.gov.hk/ 

離島假期 

http://www.islandsdc.gov.hk 

大澳舊警處活化酒店 

http://www.heritage.gov.hk/doc/rhbtp/Old%20Tai%20O%20Police%20St
ation.pdf 

文匯報，水鄉婚姻習俗重現大澳 

http://paper.wenweipo.com/2004/11/08/HK0411080013.htm 

香港旅業網，2010 訪港旅客分析報告 

http://tw.partnernet.hktb.com/pnweb/jsp/doc/listDoc.jsp?doc_id=137528&cat_id=628

1&logs=yes&type=FREE 

綠色和平，橡皮艇 

http://www.greenpeace.org/hk/about/ships/inflatable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