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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章 環境分析和建議 

 

239 本章旨在分析影響新界北部旅遊業發展的問題和機遇。本章確定了整個研究範圍和

特定地區的旅遊業發展，克服困難及改善設施服務的建議。 第六章則闡述所研究

的 10 個分區的建議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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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宏觀環境因素 

5.1.1 綜合規劃 

 

240 本項研究的其中一個重要目的是分析新界北部的旅遊發展潛力並提出一系列建議。

本項研究是發展該地區旅遊潛力的第一步。不過在任何大規模旅遊活動進行之前，

地區旅遊規劃是需要的。 

 

241 許多利益團體都已經表達了他們對該地區旅遊業發展的興趣。研究小組亦已經找出

土地及水利運用的衝突和潛在衝突問題 (農田和廟宇，水產業和休閑)、活動使用

的潛在衝突 (步行和騎自行車) 及其他相似問題。雲泉仙館旁的豬場就是一個潛在

土地使用的典型例子。豬群的強烈氣味對於參觀廟宇的遊客來說是非常不受歡迎。  

 

242 最後，該地區的旅遊業是非正式的、不規範的、未經發牌的和業餘的，只能提供低

質素的旅遊服務和設施。該地區的旅遊業很明顯是自發的，並且缺乏協調。 

 

 

 

243 本項研究旨在從供應的層面來評估新界北部旅遊業發展的潛力。研究範圍內的大部

分地區都以本港為首要市場。不過，到目前為止，還沒有關於到訪該地區的旅遊需

求的市場研究。  

 

 

 

建議 1 

根據本報告的意見，為新界北部制定正式的旅遊業發展綜合規劃 

 

建議 2 

委託就新界北部旅遊潛力的本地旅遊市場方面進行綜合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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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2 維持地區的完整性 

 

244 新界北部在香港具有獨特性。它很大程度上是鄉村化，擁有很多受保護區域和郊野

公園，故此能保持該地區作為一個獨特的文化遺址及有生機的自然資源。從旅遊業

角度來看，該地區能提供本地和國際遊客有別於香港其他地方的旅遊經驗。在將來

的旅遊業發展中，應考慮到法定的規劃管制和有關生態敏感地區的使用條例。如果

旅遊業活動和發展和上述資源不一致的話，這將會降低該地區的吸引力。 

 

 

 

245 新界北部包括許多小型而且多數是無人居住的村落，他們具有轉化成為旅遊業所用

的重要潛力。活用方法包括之前在報告中所概括的闡述、建立房屋博物館、提供旅

遊住宿服務和環境的改善。不過如沒有適當規劃的話，這些村落的文化傳統價值會

遭到不可挽回的破壞  

 

 

建議 3 

任何旅遊業活動需保存有關當地的重要文化、傳統和生態特點，而文化和

自然資源的保護則為指導原則。在旅遊發展開始之前，香港特區政府必須

在這些敏感地區建立控制和監督旅遊業的機制。 

建議 4 

綜合保護計劃需要在鹿頸、南涌、荔枝窩、三椏村、沙頭、蓮麻坑、香園

圍、下香園、松園下、鳳凰湖和其他作旅遊業發展的村落實施和完成，這

將會以澳洲國際紀念碑與遺址協會的 Charter for Places of Cultural 

Significance (Burra Charter) 為原則和指引。這些原則和指引已成為特

區政府類似工作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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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3 闡述 

 

246 研究範圍的大部份地方都已被列為受保護地區，如郊野公園、海岸公園、拉姆薩爾

濕地和水庫，它的特色還未為遊客所知。雖然關於自然遺產的資料存在，但關於文

化遺產的介紹則欠奉。此外，獲取這些資料的途徑並不系統化。一個政府部門不能

銷售另一部門的出版刊物。在交通點和道路的開端沒有資料。 刊物資料的講解質

素參次，部份只有一種文字。 

 

 

建議 5 

通過編寫綜合系列的指南書藉、遊蹤、鄉村歷史、地區博物館及在村落和

沿著步行徑描述和解釋有趣的特別項目。除非負責自然旅遊的導遊對野外

生活非常有體驗，否則他們需要經過特別培訓。 

所提供的資料屬非賣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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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4 在九廣鐵路火車站樹立標誌 

 

247 對該地區的意識很低。整個報告提出有很多關於增加認識的措施。以下是有關在鐵

路沿線提供諮詢的建議： 

 

 

5.1.5 地區和環境的視覺效果 

 

248 總的來說，該地區的環境需要改善。雖然過去十年，新界北部在改善環境方面作出

了重大努力，但對遊客來說依然欠缺吸引力。由垃圾，廢車及貨櫃產生的視覺污染

損害了周遭的環境。黑色及有臭味的河流穿過具有文化特色的村落。形形色色的垃

圾漂浮於海岸公園和鄉村港灣上，如床、雪櫃和電池，這對推廣該地區作為具吸引

力的自然旅遊點，產生了反效果。此外，研究小組到訪的每一個拋錨地點， 錨都

勾著垃圾及碎片包括漁網，令停泊處存在著潛在的危險。最後，無論在離島或港島

上的偏遠村落的整體形象都較差，四處都是碎片、廢車及輪胎、摩托車、垃圾，令

該地區的吸引力下降。 

 

 

建議 6 

在大埔、粉嶺及上水火車站和天水圍輕鐵及西鐵站設立雙語標誌和地圖 

(大型和小型) 和互動電腦終端機，用作提供有關地區特色和交通訊息 (大

埔民政事務處已經在大埔墟火車站設立互動觸摸式電腦終端機. 標誌和旅

遊地圖亦已在大埔墟火車站設置。其他標誌亦會在大埔墟市鎮中心連接火

車站的地方設置) 

建議 7 

發起有系統、持續的環境清潔運動，清除水陸兩處的垃圾。  

研究小組極力建議旅遊事務署發起類似旅業英才計劃(TOPS)作為環境管

理；聘請一大批年輕人來清潔環境。這個計劃可在研究範圍試行。如果証

明成功的話，可擴展至整個香港。保持已清潔地區的環境可交由當地居民

委員會來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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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污染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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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6 協調 

 

249 研究範圍包括兩個行政區域(大埔和北區)和三個行政區域(元朗，沙田和西貢區)的

部份地區。過去，這些行政區都有進行一些旅遊推廣活動及獨立地對旅遊業發展作

出建議。不過，這些區域有很多相似之處，並能從互相合作中得益。  

 

250 此外，政府部門對該地區的管理亦有合法的興趣 (包括領導小組). 

 

 

 

建議 8 

設立由各區代表組成的新界北部旅遊業諮詢小組，對該地區進行有秩序的

的發展並協調和推廣該地區。該組織應包括來自私人機構及其他政府部門

的代表。 

建議 9 

設立由特區政府有關部門組成的新界北部旅遊業工作小組，就將來旅遊業

活動進行協調和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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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7 承受力問題 

 

251 研究範圍的部份地方在環境方面非常敏感，故此承受力有限。總體來說，越向北伸

延，地區的承受力就越有限。吐露港內部的大部分地方十分健全，所以它被指定作

為高密度休閑地區。不過，邊境禁區的自然和文化旅遊區對到訪的承受力有限。  

 

252 水陸的資源亦有限。在環境開始惡化前，它只能承受有限的到訪。許多歷史文化遺

產的維修狀況不理想，並且經常沒有受到保護。 將現存的文化和歷史風貌製成紀

念品將會對該地區的潛在的文化傳統構成威脅。水利和排污的基本建設亦有限，進

一步局限了旅遊業活動。私家車的停泊設施亦有限。村落中小部份上了年紀的居民

對歡迎來訪的遊客興趣不大。最後，現時的旅遊活動(有組織的一日遊)，已經超過

了某些較小地區的承受力，例如在吉澳的村落。  

 

 

 

 

 

建議 10 

所確定的四個主要區域 (及它們 10 個分區) 應管理以達到不同用量和密度

的目標。 

建議 11 

研究地區的南面，包括吐露港內部，赤門海峽及有關島嶼，加上吉澳的村

落應被確定為密集使用的休閑地區 

建議 12 

研究地區的北面，包括邊境禁區和受保護地區應被管理成低使用率但高回

報的旅遊業地區。 

建議 13 

在進一步研究旅遊業活動對受保護地區的的影響之前，引進積極管理計劃

來控制使用。這些管理計劃包括投票、每天配額及積極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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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8 旅遊業的早期階段 

 

253 到目前為止，新界北部處於旅遊業發展的早期階段。該地區擁有為數眾多的自然和

文化資源，足以吸引相當多的本地和國際遊客；不過，該地區缺乏能滿足遊客需求

及提供高質素經驗的基本建設。因此在推廣旅遊的同時，應該小心限制旅遊活動的

規模直到適合遊客的基本建設和管理建立起來。  

 

 

5.1.9 邊境禁區 

 

254 研究小組確定了一系列和邊境禁區有關的獨特問題。研究小組進一步認為有必要保

持邊境禁區的完整，因此大規模和公開進入該區在短期內並不可能。可是，現時的

許可措施限制了該地區可以實現的旅遊潛力。  

 

255 不過，邊境禁區擁有大批獨特和有吸引力的旅遊機會，包括生態活動、自然休閑活

動 (例如步行，騎自行車)、多重多樣的商業旅遊機會、邊境旅遊、飲食、歷史旅

遊和過夜住宿服務。此外，沙頭角地理位置獨特，可以成為離島至海岸公園的通

道。  

 

建議 14 

在適合的旅遊服務設施和用來確保資源可持續使用的管理機制存在之前，

香港旅遊發展局應採用謹慎的方法來推廣該地區的偏遠地方。 

建議 15 

以新桂田和伯公凹之間的警崗為界，分別在沙頭角和邊境禁區餘下的地方

執行不同的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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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 16 

發展沙頭角為離島的遊客和供應通道，研究小組建議提供直接，不停站的

專線穿梭巴士往來粉嶺火車站/上水和沙頭角渡輪碼頭，就如現時的邊境穿

梭巴士模式。應在接近碼頭的地方為乘客提供可靠的購物及輔助設施。除

了作為當地的通道外，該地區亦可作為提供來往內地交通的邊境城市。 

建議 17 

原則上應該放寬香港居民到訪沙頭角的限制，不過，所牽涉的問題需要進

一步研究。 

建議 18 

在和中國內地出入境當局合作下，應該開放中英街給香港居民和持有效中

國簽證的國際遊客。 

建議 19 

根據以下的建議，放寬邊境禁區(沙頭角除外)的進入限制：  

• 持牌經營自然，生態及文化旅遊的營運商應該允許有控制的出入。可以

實施類似運用在米埔自然護理區的系統(發給營運商的浮動許可証)。在

這一方式下，可以允許進入但要通過小型營運商來控制。  

• 可以准許那些有意在已選擇的床位連早餐的旅舍或村屋中留宿的旅客進

出邊境禁區。根據所提供的床位數量，每一個物業應申請有限數量的進

入許可聇。業主有需要符合某些條件方能經營這些業務，包括和指定旅

遊團經營商/物業管理公司註冊；發牌和其他管制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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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競爭問題 

5.2.1 旅遊業規模 

 

256 該地區的旅遊發展成功與否，取決於它能否克服競爭劣勢及利用其競爭優勢。該地

區面臨以下的競爭劣勢，包括： 

• 地理偏遠  

• 和港島的景點相比，到達有困難 

• 心理上亦感到遙遠 (感覺到是已被隔離的新界末端) 

• 市場進入差 (西貢，南丫島，長州，大嶼山較接近主要居住和旅遊點) 

• 和南丫島，長州及大嶼山相比，新界北部島嶼作為旅遊點的意識差 

• 現時缺乏服務遊客和本地居民的設施 

• 缺乏已被認識的通道 

 

257 不過，它也有一些潛在的競爭優勢包括： 

• 由隔離和偏遠所帶來的和諧及寧靜 

• 引人入勝的景點 

• 完整無損的文化傳統 

• 保護地區和禁區，使很多沒有受到破壞的村落和農田得以保存。 

 

258 這些特點的組合可以吸引到該區遊客的類別和數量。 

 

 

 

建議 20 

本研究範圍的南部包括吐露港，赤門海峽及船灣淡水湖以及吉澳的村落，

都適合高用量的一日休閑遊客。 

建議 21 

本研究範圍的北部包括邊境禁區，郊野和海岸公園及離島，應被定為低用

量、高質素的旅遊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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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2 到達/通道 

 

259 目前，該地區缺乏清晰及可確定的通道，為區內遊客(水陸交通中心，商店等)及遊

客設施的供應提供服務 (服務中心用以運輸商品及供應往離島地區)。 西貢市鎮是

本港不同地區中一個有效通道的例子。尤其是在週末，遊客蜂擁從那裏的港口到達

離島和郊野公園。當地商舖向一日遊客和過夜遊客提供各種各樣的商品和服務。  

 

 

 

馬料水 – 現存的碼頭只在週日使用。並沒有飲食及資訊設施提供。 

建議 22 

根據該地區的特點, 大埔(和當九廣鐵路延續工程完成後的馬鞍山)應該被

定為南部的通道；而沙頭角應被定為東北的通道。大埔將很大程度上服務

吐露港，赤門海峽，海下灣及塔門島，同時也是進入郊野公園的南部通

道。沙頭角將作為北面的通道往郊野公園；它最主要是海岸公園和離島的

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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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商業結構 

5.3.1 部份時間和全日商業  

 

260 除了沿汀角路的設施外包括位於大尾篤周圍的餐廳外, 研究地區只有非正式、未經

管制、未獲發牌的兼職時間經營旅遊業，並且質素一般。 這種情況在住宿業中也

存在， 這種健全但非正式的住宿在很多偏遠地區都存在。此外，在一些食品和活

動經營商中也存在類似情況，尤其在一些偏遠地區。一些前居民在週末返回村落，

售買商品給遊客。 

 

 

 

東平洲 – 廉價的住宿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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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1 很多這些經營者對成為全職旅遊經營商並不感興趣，因為他們在別處有全職工作。 

 

262 此外，很多成為旅遊發展重點的偏遠村落並無長住居民或只有年長的長住居民。很

多旅遊活動存在於已經廢棄或幾近廢棄的村落，大多數居民只在週末返回村落。週

日時，連基本服務也不能提供。  

 

263 非正式、無結構及非全日經營的旅遊企業成為發展商業旅遊業的重要障礙。另外，

缺乏管制亦導致衛生和安全問題的產生例如食品衛生、消防條例和責任保險的覆

蓋。  

 

 

 

 

東平洲 – 攤檔提供飲食服務及有關海洋的資料 

建議 23 

非正式的，未獲發牌的住宿、食肆、景點和交通營運商需要獲得牌照或者

至少需要註冊，從而能夠在監察和控制之下。 

建議 24 

發展該地區成為國際旅遊點需要建立永久的旅遊業。這就需要引入非當地

居民投資旅遊業，並在其中擔任管理職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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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2 定價和物有所值 

 

264 離島一日遊的收費低至$109, 包括膳食。當地餐廳在膳食方面只賺取低至每人

$25。同樣地，住宿費亦可低至每人每晚 $20。價格的低廉反映了低服務質素，因

此產生惡性循環：收入不夠難以改善質素，因此質素持續低下，價格也因而低下。

主要得益者是本地旅遊經營商和遊客。  

 

 

5.3.3 諮詢的傳遞 

 

265 很難找到關於有組織旅遊團、包船及到達該區的水上交通的資料。旅遊團的經營主

要靠互相介紹，針對左鄰右舍或郊區的居民，並且局限於以只懂粵語的人士。因

此，沒有互相介紹關係的國際遊客幾乎不可能獲得訊息, 嚴重限制了他們到訪的能

力。另外，大多數沒有互相介紹途徑的本地居民很難參與這些旅遊團。  

 

 

建議 25 

旅遊經營商必須提升產品質素，保障物有所值。 

建議 26 

設立定期更新的中央訊息網站，提供該地區產品的知訊，包括商業旅遊團

在內。該網站應該由香港旅遊發展局操作，目的為了鼓勵更多的本地旅遊

活動。 



104 

 

5.3.4 海上遊營運商協會 

 

266 該地區的商業性一日及過夜海上遊的潛力很高，不過，除非和遊艇協會建立聯系，

否則，租用船隻較為困難。雖然沒有一個正式的行業，非正式的遊艇行業卻存在。 

 

 

建議 27 

和遊艇界別合作，建立商業遊艇營運商協會；該協會的主要目的是建立可

租用遊艇的註冊名單，及協調一日和過夜遊艇團的推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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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基本建設 

5.4.1 改善基本建設 

 

267 研究小組確定了一系列發展旅遊潛力的機會。不過，缺乏水利和排污基本建設卻是

提供合適旅遊設施的限制因素。現時，很多有關公共建設工程正在偏遠的村落進

行。  
 

 

 

 

吉澳 – 碼頭 

建議 28 

在報告中指出，水電、排污等基本建設需要提升。 

建議 29 

如果有需要，應該擴大或擴展吉澳和塔門的碼頭 (獲海事處知會，吉澳和

塔門的碼頭將會改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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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2 公共交通 

 

268 交通到達依然不方便。所提供的交通設施在班次和種類上並不足夠。很多巴士和渡

輪服務只在週末和公共假期經營，限制了該地區作為旅遊景點的發展。研究小組極

力建議加強公共交通服務，但認為應在為交通需求作出詳細研究之後，才改變現時

的道路網絡。 

 

 

 

建議 30 

擴展公共交通的規模和類別，包括增加服務離島的水上的士的數目。 

建議 31 

提供大埔、粉嶺/上水經船灣的循環雙向巴士服務。 

建議 32 

擴展從大尾篤至沙頭角的單車徑 (北區民政事務處現正委託顧問就新界單

車徑的提供進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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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3 深水郵輪碼頭 

 

269 赤門海峽的入口擁有獨特和壯觀的景色，可使人聯想到駛經峽灣的情景。香港正在

尋找第二個郵輪碼頭，其中一個地點在啟德。吐露港具有更大的潛力成為郵輪中

心。不過，吐露港對商業養魚亦有明顯的價值，但這可能因船務活動受到影響。在

這個地點建立碼頭可舒緩維多利亞港的壓力，並且將郵輪旅遊業北移至研究範圍。

吐露港是一個優秀的出發點，提供客運服務沿中國海岸線至汕頭、廈門及上海。赤

門海峽是無需挖泥的天然深水通道，故此無需疏浚。現時，亦有遠洋輪在大埔閑

置，顯示此通道是可行的。 

 

 

建議 33 

就在吐露港科技園附近的填海區建立深水郵輪碼頭進行可行性研究，包括

環境影響評估，為遊客提供不同的來港途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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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住宿 

5.5.1 提供不同類別的住宿 

 

270 提供過夜住宿服務是該地區能否在旅遊業中獲取最大的利用的重要關鍵。如果該地

區能成為旅遊點的話，合適的住宿設備是必須的。 

 

271 目前，該地區是本地居民的一日旅遊點，同時有一些宿營和輪船的過夜旅遊業。另

外，正如上所述，非正式的旅遊業只能提供低質素的住宿服務，並且安全標準亦有

問題。  

 

沒有牌照的住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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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2 在已確定的地區以外發展大規模的商業住宿作高密度休閑用途似乎不太可行。此

外，出入管制阻礙了邊境禁區的大規模渡假區發展。 

 

273 不過，通過使用廢棄或幾近廢棄的村落中的村屋，可以為商業住宿提供重要的機

會。另外，該地區中還有很多結構完整但荒廢了的歷史性建築物，可以將之轉化成

住宿設備，因為它們能提供獨特而原始的傳統經驗。最後，有些廢棄或幾近廢棄的

村落可以轉化成活躍的旅遊活動中心。  

 

274 以下的分項建議確定了設立不同旅遊住宿類別的機會，從符合市場需要的旅舍到高

檔而原始的歷史性建築物。 為了這個需要，報告書亦提出許多村落的商用機會，

同時提出保持歷史性建築物和有形文化遺產的理由。  

 

275 建議提出應改善現時的條例，允許商業住宿的營運或允許商業住宿的新類別。  

 

276 以下建議應從整體上進行理解。不同的規模亦被提出，最後的建議則提出可行的管

理架構。 

 

 

建議 34 

可考慮在以下作高密度休閑使用區發展渡假區：  

• 吐露港內部馬鞍山附近的烏龜沙咀(白石)被確定為大規模渡假區發展的

最適合位置。該地區可能已經有其他的發展計劃。 

• 大尾篤 

• 吉澳的東澳及中間澳亦有作小型渡假村發展的潛力 這項發展將會需要

拆除現時的村屋，令計劃需較長時間的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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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 35 

賓館式的住宿需要正式化及符合國際及本地經濟型客人的需要。因為有關

市場需求已經存在，可以首先轉化現時未獲發牌的樓宇。亦可以發展新的

機會，有潛力的地區包括：  

• 東平州 –亞媽咀及其附近  

• 塔門 – 涌尾角 

• 荔枝窩 

• 吉澳 

建議 36 

政府擁有的樓宇 (例如學校) 可以轉化成賓館式的住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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荔枝窩 – 沒被使用的學校 

 

 

 

建議 37 

現時的村屋可轉化成床位連早餐的商業住宿。需要訂立適當的持牌條件。

以下村落已被特別確定：  

• 邊境禁區 – 香園圍、蓮麻坑、松園下和鳳凰湖 

• 沙頭角海 – 鹿頸和南涌  

• 船灣郊野公園 – 荔枝窩  

• 東平州 - 亞媽咀及其周圍  

• 其它以確定的村 

建議 38 

應該成立床位連早餐協會，以管理及推廣商用床位連早餐的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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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 39 

結構良好的歷史性建築(無論現在有否被使用)應被轉化成文化旅遊住宿。 

這個過程應由政府的正式政策來撥款，這個政策旨在鼓勵傳統樓宇的審慎

保護及傳統樓宇的活用，作為旅遊住宿用途；這也是保護香港日益減少的

有形文化的途徑。需要確定準則以挑選合資格的建築物(包括結構良好，已

經制定商業計劃，已註冊成為旅遊經營商)。 (注意：該計劃涉及由政府撥

款的遺址保護，旨在協助保護和保持現存的傳統建築物，旅遊業的發展可

提供一個經濟理由來保護它們。)  

研究小組在研究範圍中確定了一些村落，它們擁有有潛力的建築物，它們

其中一部分的建議：  

• 邊境禁區– 香園圍、蓮麻坑、松園下和鳳凰湖 

• 沙頭角海 – 鹿頸和南涌  

• 船灣郊野公園 – 荔枝窩、三椏村  

• 東平州 -亞媽咀及其周圍 

• 八仙嶺郊野公園 –沙螺洞及其周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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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 40 

在特別的個案中，完全廢棄或幾近廢棄的村落可被確定為旅遊住宿中心加

以修復來提供傳統和原有的住宿。需要提供綜合設施例如住宿、餐飲及休

閑設施，但必須和周圍的土地及水利資源互相兼容。以下村落尤其有潛力

轉化成傳統渡假區：  

• 荔枝窩和三椏村 

• 香園圍和下香園 

建議 41 

建立一間(或多間) 物業管理公司，來管理由私人機構提供的旅遊住宿，並

向本地和國際市場作包裝及推廣。旅遊業物業管理公司的模式應該和澳洲

的滑雪渡假區或澳洲及加拿大私人擁有的旅遊住宿類似。這個建議清晰地

劃分出業主和物業管理公司分別擔任的角色。業主應該負責業權，裝修及

物業結構的維修，他們藉此可收取租金。他們亦可在一年中指定一段時間

作為自用，否則他們的角色只是被動。物業公司負責出租物業的日常管理 

(清潔，更換床單等等), 可直接或通過旅遊中介商向消費者推廣物業。可

通過旅遊中介商或國際旅遊交易會進行物業的包裝和推廣。 他們則收取佣

金作為回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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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產品開發 

5.6.1 旅遊團選擇 

 

277 無論國際遊客還是本地遊客都需要能驅使他們來到訪本地區的原因。在充分獲取旅

遊業收益方面，旅遊業產品的推廣和住宿同樣重要。每個旅遊區不同種類的旅遊產

品已經被確定。下一個章節將會討論每個旅遊區域特定的行動，但本章節將會回顧

主要建議。  

 

278 研究確定了很多能產生旅遊收益的水陸旅行團機會。在某些情況下，商業旅遊經營

商可能有興趣在他們的產品種類中包括這些旅遊選擇。某些情況下，新的專業旅遊

經營商可能進入市場。不過，應該指出的是特別旅遊團種可能會帶來收益，但並不

一定為投資帶來足夠的回報，因此並不能吸引商業旅遊團業界的投資。在這種情況

下，註冊社團、體育協會和休閑協會所可能有興趣提供包價旅遊團。 

 

 

5.6.2 重視文化和自然遺產 

 

279 該地區的文化遺址、自然歷史、生態、土地和水上休閑活動及地質都是示範性的。

這些特點應該成為新產品發展的基礎。  

 

 

建議 42 

鼓勵商業旅遊經營商、牟利的協會、社團及體育會所為本地居民和遊客提

供收費的新界旅遊團。 

建議 43 

鼓勵開發以文化傳統、自然歷史、生態、地質、土地和水上休閑活動為重

點的旅遊產品。 



115 

 

5.6.3 以房屋博物館來保存文化遺址 

 

280 該地區的文化遺址現正受到威脅。很多村落都已荒廢，而且人口亦減少至不能存在

的程度。另外，很多建築物正處於日久失修的狀態，有一些甚至已經倒塌。有些房

屋雖已廢棄，但私人物品還在。這是一個獨特的機會來記錄和保護迅速消失的文化

傳統，並且展現給遊客。  

 

 

 

 

建議 44 

在整個地區的村落建立一系列房屋博物館，用作記錄和保存這些村落的有

形文化遺產。房屋博物館應該位於村落中結構良好的建築物和廢棄的學

校。所展示的紀念品及所闡述的歷史應該與村落和附近區域的村落有明確

的關係。房屋博物館應由當地居民管理，並因應需要在週末開放給遊客。 

建議 45 

應該收廢棄及幾近廢棄村落的口述歷史，以記錄新界北部迅速消失的文化

歷史。這些口述歷史的手稿和摘錄可在房屋博物館中展出。 

建議 46 

應該把經過挑選的節慶和習俗發展成旅遊景點，例如打醮和盆菜，它們能

反映出新界北部多元的種族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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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4 整合自然和文化傳統 

 

281 很多時候，一個旅遊點的自然歷史和文化傳統雖然有著密切的聯系，但他們已經被

認為是分離的。該地區的一些自然歷史和生態雖然已被闡述，但文化傳統很少被介

紹。 

 

 

 

5.6.5 服務散客 

 

282 獨立的旅客亦希望到該區旅遊和需要有質素的諮詢和具闡述性的資料。目前，這些

資料不是缺乏就是很難得到。很少地方有售賣該地區的旅行指南和地圖，在很多情

況下，都是沒有資料提供的。  

 

 

建議 47 

應該發展綜合的主題旅遊團，來介紹該地區的自然和文化遺產，並設立介

紹標誌。 

建議 48 

預備一套有關該地區的綜合資料，從地區性到分區(特點地區)性 的小冊

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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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6 步行徑  

 

283 在研究地區內應該有空間增加著名的、可宣傳的長程步行徑，這可以通過將現時小

路改建。例如，可以指定三條小徑。可以連至衛亦信徑的東部末端: 

 

a) 邊界區域徑：從衛亦信徑在南涌至立和村和下擔水坑的末端，直到紅花嶺的頂

峰作延續。新小徑可在坪輋總結。這條小徑的部份在邊界禁區內，遊客的出入

需要得到許可。 

 

圖 4 邊界區域徑 

 

主線 
禁區擴展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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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船灣循環線：從衛亦信徑在仙姑峰第九段的末端修建第二條支線。 這將會往南

至大尾篤，穿過船灣水壩，再攀上鳳凰笏頂山脊。該路線向北叉攀越橫嶺，沿

八仙嶺的東面延續,最後往西北在烏蛟騰結束, 或連接沿海村落徑。 有需要在

烏蛟騰建立的露營區。 

 

 

圖 5 船灣循環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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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沿海村落徑： 從烏蛟騰經犁頭石至三椏村的海岸建立小徑；再攀過山脈到小灘

和荔枝窩。從這裏可建立兩條枝線，一條是經谷埔老圍往鹿頸的短徑，另外一

條是經鎖羅盆、榕樹凹及沿沙頭角海南岸的比較長而風景漂亮的沿海路徑。兩

條路徑都會在鹿頸(南涌)連接衛亦信徑。需要在鳳坑或南涌鄰近建立露營區。 

 

圖 6 沿海村落徑 

 

284 需要設立另外的露營區來鼓勵步行者和背囊旅遊者在該地區逗留。這些可位於寧靜

的景點，或沿著現有或經改良的步行徑。可行的地區包括近鳳坑或南涌來服務沿海

村落徑和衛亦信徑的末端，和在烏蛟騰服務船灣循環，並連接沿海村落徑。 

 

建議 49 

延長步行徑和擴大註冊露營地的網路 

短線 
海岸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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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7 船灣淡水湖 

 

285 船灣淡水湖有潛力提供大量淡水，可作不同種類的休閑活動之用，包括非機動水上

體育活動如航行，風帆，划船，獨木舟及休閑性垂釣。目前， 水庫作為休閑資源

的使用不夠。休閑使用在水質方面的潛在影響限制了它的使用。不過，在澳洲和英

國，水庫廣泛地用作休閑用途；在適當的管理下，負面影響可被降到最底。水務署

對水庫作休閑使用持開放態度，但是希望首先看到一些嘗試。 

 

 

建議 50 

在嚴密的管理架構下，開放船灣淡水湖，作休閑性划船和釣魚之用。 

建議 51 

目前旅客在很多沿新娘潭路的燒烤場地並不能買到食物，食水及關於場地

的資料。因此建議應發出以流動貨車為形式的食品和資料商牌照，從而能

更好地服務該地區的使用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