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賽馬會「山海為一」環境教育計劃 

個人、社會及人文教育：歷史科（初中）教案 

香港本地養蠔業與「山海為一」 

 

（一）課題： 

• 課題四：早期香港地區的歷史、文化與傳承 

• 課題十二：20 世紀香港的成長與蛻變 

（二）時間：共二課節（每節 40 分鐘） 

（三）場地：一般課室 

可持續發展目標 

SDG 11.4 進一步努力保護和捍衛

世界文化和自然遺產。 

SDG 12.8 到 2030 年，確保各國

人民都能獲取關於可持續發展以

及與自然和諧的生活方式的信息

並具有上述意識。 

  （四）教學流程： 

 第一課  第二課 

次主題： 香港本地養蠔業初探 

 

 養蠔業的可持續發展 

核心問題： A. 什麼是蠔？ 

什麼是蠔礁？ 

蠔礁的棲息環境如何？ 

蠔礁有什麼生態作用？ 

有什麼挑戰？ 

 B. 不同種類貝殼類生物有什麼分別？ - 蠔

的身體結構 

課題：^ 課題四：早期香港地區的歷史、文化與傳承 

- 認識香港地區早期居民的不同生活模式 

- 透過非物質文化遺產認識本地居民的生活 

 課題十二：20 世紀香港的成長與蛻變 

- 認識香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後的情況和變

遷（以養蠔業作導入） 

- 認識二戰後香港在經濟及社會民生方面的發

展（以養蠔業為例） 

    

關鍵概念： A1 香港五大氏族及主要民系 

A2 非物質文化遺產 

A3 香港早期的經濟產業和轉型 

A4 食物安全 

A5 可持續發展性 

 B1 蠔礁修復 

B2 人工蠔礁 

B3 「山海為一」 

    

課

堂

目

標 

知識： 1. 從香港五大氏族及主要民系，認識本地蠔民

及養殖地的背景 

2. 說出影響本地養蠔業發展的事件和時序 

1. 說出本地養蠔業現況 

2. 比較香港傳統與近代生蠔養殖法的異同 

3. 以外國養蠔業為例，指出養蠔業具備可持續

發展性的元素 

技能： 

（科目/ 

通用 

技能） 

1. 準確地排列本地養蠔業迄今的發展時序 

2. 從歷史資料中作出歸納和推論，進行明辨性

思考 

1. 能對比數據 

價值觀/ 

態度： 

1. 促進學生對香港養蠔業歷史的興趣和好奇 1. 能在生活中加入可持續發展的元素 

 

（^ 對應 「個人、社會及人文教育學習領域」：歷史科課程指引（中一至中三）2019 相關部份 ） 

 

 

 

 

 

  



第一課 

 時間 內容 教學材料及活動 思考問題 

切入 5 分鐘 1. 連繫生活經驗，帶出「本地

養蠔業」的主題 

2. 以新聞及電視節目片段作引

入： 

 

3. 帶出課堂重點及學習目標： 

I. 從香港五大氏族及主要民系，

認識本地蠔民及養殖地的背景

（連繫香港早期居民背景的相

關知識作切入點） 

II. 說出影響本地養蠔業發展的

事件和時序 

1. 本地新聞報導 

https://orientaldaily.on.cc/cnt/news/20190731/

00176_080.html  

重點： 

- 香港養蠔業有七百年歷史 

- 列入香港非物質文化遺產（蠔養殖技

藝、蠔豉蠔油製作技藝） 

- 全世界三十六款蠔中，約二十款都能在

本港找到 

-「香港蠔」（香港巨牡蠣）是香港獨有

的品種 

 

2. 食品安全爭議 

重點： 

- 流浮山養蠔戶開設淨化工廠，引入新技

術，務求達到國際可吃生蠔的衞生標準 

- 食物安全中心：單靠淨化處理不足以消

除病毒 

 

3. 自然為人類修復香港消失的蠔礁 

（0:00-0:50, 2:10-2:40）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1QaB12zz

X9I  

 

重點： 

- 后海灣地貌，生物多樣性價值 

- 香港養蠔業有七百年歷史 

- 引入海水淨化技術至本地養蠔業 

「你們吃過生蠔嗎？蠔的產地來自哪

裏？是從外地直送，抑或由本地供

應？」 

「你們到過流浮山吃海鮮嗎？你們又

知道流浮山有甚麼馳名的本地海鮮

嗎？」 

「你們知道原來香港本地也是盛產蠔

的地方嗎？猜猜這本地行業有多少年

的歷史。」 

 

說明學習目標後，着學生探究本地蠔

業起源 

發展 15 分鐘 從香港五大氏族及主要民系，

認識本地蠔民及養殖地的背景 

 

1. 早期香港五大氏族的定居地 

2. 香港早期的經濟產業 

3. 概括介紹廣東地區（包括香

港）的養蠔業：起源、冷知識 

4. 歸納重點： 

I. 本地養蠔業起源於新界深灣一

帶 

II. 由本地鄧氏開始推動發展 

1. 香港五大氏族背景資料與養蠔業之關

係： 

I. 香港五大氏族：鄧、文、廖、候、彭 

II. 本地主要民系：客家、水上人（蜑

家）和福佬（鶴佬） 

III. 由宋元時期定居香港新界（新界五大

族） 

IV. 鄧氏於北宋時期開始定居錦田一帶，

與深灣（后海灣）養蠔業息息相關 

 

2. 香港早期的第一產業： 

漁業（深灣、白沙灣一帶）、農業、鹽

業（宋朝：現今九龍灣一帶）、*石灰工

業（漁業及建築業相關）、瓷器（明

朝：大埔墟）、種稙（莞香：出口至廣

東等地） 

*石灰工業與養蠔業息息相關 

*介紹香港五大氏族定居地時展示地圖，

幫助學生掌握蠔民與蠔業養殖地的起源

位置 

 

3. 概括廣東地區（包括香港）的養蠔業 

I. 珠三角地區和香港盛產貝類海產 

（*地理位置見附件圖片） 

II. 早於唐代以及十九世紀，曾經歷兩次

大幅開採石灰的時期，導致生蠔產量減

少 

III. 其他導致生蠔產量減少的因素： 

- 填海 

- 缺乏政策管制漁民過度捕撈 

- 河口（Estuary）狀態改變，例

跨學科延伸知識： 

本地氏族聚居模式 

於新界北部肥沃的平原之上，以務農

等維生； 

1. 客家人多在較偏遠或崎嶇貧瘠的地

區立村，以務農為生； 

2. 水上人以船為家，以採珠及捕魚為

業； 

3. 福佬人來自福建、粵東，移居香港

後大部分從事捕魚工作，亦有以農為

業。 

 

新界深灣沿海 

1. 處於深圳河及珠江口 

2. 鹹淡水交界 

3. 季候風使得溫度適合養蠔 

 

香港產業發展時序 

1. 從轉口港到工業中心（1950s-70s） 

從工業中心到國際金融中心（1970s

至今） 

https://orientaldaily.on.cc/cnt/news/20190731/00176_080.html
https://orientaldaily.on.cc/cnt/news/20190731/00176_080.html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1QaB12zzX9I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1QaB12zzX9I


如水流、水溫、水質、優養化

（Eutrophication）等 

IV. 蠔殼的用途：蠔殼屋 

- 好處：更有效抵禦氣溫變化、

雨水侵蝕，以及防蟲等 

               *圖片見附件 

15 分鐘 說出影響本地養蠔業發展的事

件和時序 

1. 過渡至本地養蠔業發展時序

的課題 

2. 本地養蠔業發展的事件和時

序 

（參考附件：養蠔業時序） 

3. 小結： 

I. 香港養蠔業有七百年歷史 

II. 近年列入聯合國非物質文化

遺產 

 

1. 展示流浮山酒家林立、遊客魚貫的相

片 

2. 與昔日的流浮山作對比 

3. 附件：養蠔業時序 

     分組活動（排序） 

「究竟本地養蠔業經歷了甚麼，才得

到今時今日的美譽，讓遊客慕名而

來？」 

總結 5 分鐘 1. 課堂總結： 

- 從香港五大氏族及主要民系，

認識蠔民及養殖地的背景 

- 說出影響本地養蠔業發展的事

件和時序 

2. 交待下堂要點： 

- 了解近年本地養蠔業的轉型和

發展趨勢 

- 認識本地養蠔技術，比較傳統

與近代生蠔養殖法的異同 

- 以外國養蠔業為例，指出養蠔

業具備可持續發展性的元素 

電子學習平台（kahoot!），檢查學生能

否掌握相關概念，同時作即時回饋。 

 

例題： 

- 香港養蠔業有多少年歷史？ 

（七百年） 

- 填充題：蠔養殖技藝、蠔豉蠔

油製作技藝列入香港      清單？ 

（非物質文化遺產） 

- 深灣養蠔業與香港哪個氏族息

息相關？ 

（鄧氏） 

- 香港養蠔業經歷了哪些挑戰？ 

（第二次世界大戰/海盜侵襲/內

地沙井蠔競爭） 

 

 

  



第二課 

 時間 內容 教學材料及活動 思考問題 

切入 5 分鐘 本地養蠔業之近況 

1. 背景：目前的香港蠔礁修復工作（TNC） 

 

2. 蠔礁修復的影響（可以解決哪些挑戰） 

I. 改善當地水質 

II. 提供自然棲息地並促進生物多樣性 

III. 穩定海岸線 

回復香港的蠔礁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1Qa

B12zzX9I  

 

養蠔業的近況：與蠔民對談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adc

01AAFwe4  

香港的養蠔業面

對什麼挑戰？ 

（行業標準方

面） 

發展 

 

5 分鐘 不同養蠔方法的相似和不同蠔基本 1. 粗放式水產養殖 

- 將年幼生蠔放在野生或人造蠔礁 

- 兩年內便可收成 

- 未完全發育的生蠔將會被放置到回收的蠔殼

上，繼續成長。 

 

2. 密集式水產養殖 

- 將生蠔放置在袋子或籠中，讓其浮在水中 

- 定期檢查生蠔的養殖狀況，直至其成長到適合

出售的大小 

- 蠔卵會被放置到回收的蠔殼上， 待蠔卵成熟後

將其移除 

- 繼續循環並產出更多高質素的生蠔 

 

見附件的“生蠔養殖時間表” 

 

 

10 分鐘 外國例子 

例子一:美國紐約州蒙托克 

 

I. 蠔民的收入很大程度上依賴水質的變化  

II. 養殖的生蠔每年能夠釋出逾百萬粒精子或卵子，令野

生生蠔數目能穩定增加。 

III. 城市發展和人為活動為生蠔養殖帶來不少重大挑戰，

例如在湖泊附近興建的污水池和化糞池嚴重污染水質。 

IV. 導致生蠔數量下降的因素： 

- 棲息地減少、有害藻類的增生和氮污染為主要

原因。 

- 由污水導致氮污染令佩科尼克灣在 2015 年初夏

出現大規模的魚類及海龜死亡。 

我們是蠔民 —— 蒙托克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Mc

PQfdNZEY0  

 

長島的水質： 我們是蠔民 ——  

蒙托克 

https://www.nature.org/en-us/about-

us/where-we-work/united-states/new-

york/stories-in-new-york/long-island-

water-quality/we-re-oyster-farmers/  

水質如何影響生

蠔養殖？（水質

如何影響生蠔養

殖場地？） 

 

人為活動如何影

響水質和生蠔養

殖場？ 

例子二:美國維珍尼亞州 切薩皮克灣  

I. 1970 年代時，切薩皮克灣的水生態環境惡劣，水質差劣

及過度捕撈為主要問題。 

II. 切薩皮克灣的野生生蠔數量降至歷史低位，只剩餘不

足 1%的數量。 

III. 生蠔數目驟降令灣區的生態環境大受影響，海水淨化

沉積物及移除有害物質例如氮和磷的能力大大減低。 

生蠔之戰: 一場為海產而生的戰役 

(Kimmel, 2008) 

*見附件 

 

切薩皮克灣: 水產養殖 

https://www.nature.org/en-us/about-

us/where-we-work/priority-

landscapes/chesapeake-bay/aquaculture-

by-design-chesapeake-bay/  

為什麼人類會為

生蠔而戰？  

 

養蠔業如何受到

影響？ 

 

生蠔數量如何受

到影響？ 

5 分鐘 3. 蠔礁修復: 增加生蠔數量的方法 

I. 貝殼類動物的庇護所：人工蠔礁 

II. 漁產的可持續發展 —— 蠔 

- 逐漸增加鰭魚和貝類的棲息地。 

- 在 2025 年前，將保育蠔礁棲息地的工作擴展到

十條河流。 

III. 好處: 提升養殖效率和抵禦疾病的能力 

IV. 每養殖十萬隻生蠔，就能為海洋消除六磅的氮和磷 

V. 生蠔可以吸收浪潮，抵禦及穩定海岸線 

VI. 影響因素/挑戰: 養殖人員的反對、政府資助和法例規

限 

切薩皮克灣的蠔礁修復工作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CU

WePUvBGBE 

 

切薩皮克灣的蠔礁修復工作 - 成果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Wl-

VK1Sgvl8  

 

切薩皮克灣的水產養殖 

https://www.nature.org/en-us/about-

us/where-we-work/priority-

landscapes/chesapeake-bay/aquaculture-

by-design-chesapeake-bay/  

 

人工蠔礁的好處

和壞處？ 

 

蠔礁修復工作中

會涉及到哪些持

份者？ 

 

蠔礁修復工作有

可能遇到什麼挑

戰和困難？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1QaB12zzX9I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1QaB12zzX9I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adc01AAFwe4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adc01AAFwe4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McPQfdNZEY0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McPQfdNZEY0
https://www.nature.org/en-us/about-us/where-we-work/united-states/new-york/stories-in-new-york/long-island-water-quality/we-re-oyster-farmers/
https://www.nature.org/en-us/about-us/where-we-work/united-states/new-york/stories-in-new-york/long-island-water-quality/we-re-oyster-farmers/
https://www.nature.org/en-us/about-us/where-we-work/united-states/new-york/stories-in-new-york/long-island-water-quality/we-re-oyster-farmers/
https://www.nature.org/en-us/about-us/where-we-work/united-states/new-york/stories-in-new-york/long-island-water-quality/we-re-oyster-farmers/
https://www.nature.org/en-us/about-us/where-we-work/priority-landscapes/chesapeake-bay/aquaculture-by-design-chesapeake-bay/
https://www.nature.org/en-us/about-us/where-we-work/priority-landscapes/chesapeake-bay/aquaculture-by-design-chesapeake-bay/
https://www.nature.org/en-us/about-us/where-we-work/priority-landscapes/chesapeake-bay/aquaculture-by-design-chesapeake-bay/
https://www.nature.org/en-us/about-us/where-we-work/priority-landscapes/chesapeake-bay/aquaculture-by-design-chesapeake-bay/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CUWePUvBGBE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CUWePUvBGBE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Wl-VK1Sgvl8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Wl-VK1Sgvl8
https://www.nature.org/en-us/about-us/where-we-work/priority-landscapes/chesapeake-bay/aquaculture-by-design-chesapeake-bay/
https://www.nature.org/en-us/about-us/where-we-work/priority-landscapes/chesapeake-bay/aquaculture-by-design-chesapeake-bay/
https://www.nature.org/en-us/about-us/where-we-work/priority-landscapes/chesapeake-bay/aquaculture-by-design-chesapeake-bay/
https://www.nature.org/en-us/about-us/where-we-work/priority-landscapes/chesapeake-bay/aquaculture-by-design-chesapeake-bay/


切薩皮克灣蠔礁修復工作的成果 - 

數據 

https://www.chesapeakeprogress.com/a

bundant-life/oysters  

總結 5 分鐘 1. 總結過去課堂所學知識 

2. 以引導問題帶領學生進行腦力激盪  

3. 從課堂討論中引入「可持續發展」 

 

課堂討論和簡報匯報 

 

與餐廳合作-本港推首個回收貝類

殼計劃-有助重建天然蠔礁 

 

https://www.hk01.com/18 區新聞

/615817/與餐廳合作-本港推首個回

收貝類殼計劃-有助重建天然蠔礁  

 

 

在香港發展養蠔

業有什麼好處？ 

 

哪種養蠔方法更

好？是之前或現

在的方法更好？

為什麼？（嘗試

從成本效益和可

持續發展等角度

出發。） 

 

切薩皮克灣蠔礁

的修復工作適用

於香港嗎？為什

麼？ 

 

養蠔業可以如何

達至可持續發

展？ 

10 分鐘 「山海為一」概念 

1. 從課堂討論中引入「山海為一」概念 

影片的重點 

- 連接從陸地到海岸的河流流域（所有自然棲息地都相

連） 

- 虛擬濕地之旅（無脊椎動物、紅樹林、蠔、蠔產業） 

- 可持續發展以更好地管理水資源和生態系統 

棲息地面臨的挑戰 

- 來自上游的水污染（污水） 

- 人類活動（過度捕撈、砍伐樹木） 

- 城市化 

- 填海 

- 山火 

2. 日常生活中的個人環保行為 

- 影片:  

認識「山海為一」（3分鐘精華版

本）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6rsl

1xCLT3E  (中文版本) 

 

 

 

「山海為一」的

概念是什麼？ 

 

我們日常生活中

有什麼的個人環

保行為是與「山

海為一」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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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本地養蠔業歷史



它們有何共通之處？



你曾嘗試過這個嗎？這有何特別？

香港巨牡蠣
Magallana

hongkongensis



短片觀賞

觀看本地養蠔業的新聞報導，
並回答任務表中的問題。

https://orientaldaily.on.cc/cnt/news/20190731/001

76_080.html (來源：東網電視)

https://orientaldaily.on.cc/cnt/news/20190731/00176_080.html


本地養蠔業

• 香港養蠔業有七百年歷史
• 列入香港非物質文化遺產（蠔養殖技藝、

蠔豉蠔油製作技藝）
• 全世界三十六款蠔中，約二十款都能在本

港找到
• 「香港蠔」（香港巨牡蠣）是香港獨有的

品種

本地養蠔業的歷史是什麼？



背景

01



香港五大氏族與養蠔業之關係

● 香港五大氏族：鄧、文、廖、候、彭
● 本地主要民系：客家、水上人（蜑家）

和福佬（鶴佬）
● 由宋元時期定居香港新界（新界五大族）
● 鄧氏於北宋時期開始定居錦田一帶，與

深灣（后海灣）養蠔業息息相關



香港早期的經濟產業

● 漁業（深灣、白沙灣一帶）
● 農業
● 鹽業
● 石灰工業
● 瓷器

→石灰工業與養蠔業息息相關



廣東地區（包括香港）的
養蠔業

● 珠三角地區和香港盛產貝類海產
● 早於唐代以及十九世紀，曾經歷兩次大

幅開採石灰的時期，導致生蠔產量減少
● 其他導致生蠔產量減少的因素：

填海
缺乏政策管制漁民過度捕撈
河口狀態改變，例如水流、水溫、水質
、優養化等



歷史

02



本地養蠔業的歷史是怎樣的?

Subjects

VS



1950s

-

1970s

重新發展

• 新勞動力促進了養蠔業的重新
發展

• 連接元朗和流浮山的道路為流
浮山的旅遊業提供了便利

• 政府在流浮山興建更多基建

WWII

衰落
大量蠔民從中國大陸
的沙井遷到流浮山一
帶定居，為日後養蠔
業發展提供大量勞動
力
蠔田受戰火催殘，產
量大減

1920s

起源

元朗廈村鄧氏
從政府承租蠔田

1930s

發展

鄧氏祖先Tang Chek
Hing
奠定本地養蠔業的基
礎（包括發展酒家及
外銷蠔豉）

時間線



2000s 

until 

now

重新發展

• 香港本地蠔進軍大陸市場
• 香港獨有的生蠔品種得以

香港命名：「香港巨牡蠣」

1980s

-

1990s

重新發展
• 養蠔技術得以改善和

革新（採用新式養蠔
方法，確保水質清澈
並加快收成時間）

• 中國大陸深圳市禁止
養蠔

1970s

發展

中港交流令養蠔技術
得以提升，易於控制
養殖成本

1970s

-

1980s

衰落
• 蠔田水質受新興的畜牧業污染

，同時令收成時間增長
• 本地市面流傳蠔產重金屬含量

超標 / 進食蠔產引致肝炎
• 中國大陸沙井區出產的蠔大受

歡迎，香港本地蠔的市場佔有
率因而被取代（便宜、新鮮）

時間線



總結

● 5大氏族<->本地養蠔業的早期發展
● 本地養蠔業的時間線和重大歷史事件



本地養蠔業的可持續發展

以外國養蠔業為例子



影片觀看

回復香港的蠔礁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1QaB12zzX9I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1QaB12zzX9I


影片觀看

養蠔業的近況：與養蠔人的對談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adc01AAFwe4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adc01AAFwe4


目前的香港蠔礁修復工作



蠔礁修復的影響

1. 改善當地水質

1. 提供自然棲息地並促進生物多樣性

1. 穩定海岸線











粗放式水產養殖

將年幼生蠔放在野生或
人造蠔礁

兩年內便可收成

未完全發育的生蠔將會
被放置到回收的蠔殼上，
繼續成長



粗放式水產養殖



密集式水產養殖

將生蠔放置在袋子或籠中，讓其浮
在水中

定期檢查生蠔的養殖狀況，直至其
成長到適合出售的大小

蠔卵會被放置到回收的蠔殼上，
待蠔卵成熟後將其移除

繼續循環並產出更多高質素的生蠔



密集式水產養殖





美國紐約州蒙托克

我們是養蠔人——蒙托克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McPQfdNZEY0

長島的水質：我們是養蠔人——蒙托克https://www.nature.org/en-us/about-us/where-we-

work/united-states/new-york/stories-in-new-york/long-island-water-quality/we-re-oyster-farmers/

人為活動如何影響水質和生蠔養殖場？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McPQfdNZEY0
https://www.nature.org/en-us/about-us/where-we-work/united-states/new-york/stories-in-new-york/long-island-water-quality/we-re-oyster-farmers/
https://www.nature.org/en-us/about-us/where-we-work/united-states/new-york/stories-in-new-york/long-island-water-quality/we-re-oyster-farmers/


美國紐約州蒙托克

養蠔人的收入很大程度上依賴水質的變化

養殖的生蠔每年能夠釋出逾百萬粒精子或卵子，令野生生蠔數目能穩定增加

城市發展和人為活動為生蠔養殖帶來不少重大挑戰，例如在湖泊附近興建的污水池和化
糞池嚴重污染水質

導致生蠔數量下降的因素：

➢ 棲息地減少、有害藻類的增生和氮污染為主要原因
➢ 由污水導致氮污染令佩科尼克灣在2015年初夏出現大規模的魚類及海龜死亡



美國紐約州蒙托克



美國紐約州蒙托克 - 污水導致氮污染



美國維珍尼亞州 切薩皮克灣

1970年代時，切薩皮克灣
的水生態環境惡劣，水質
差劣及過度捕撈為主要問
題。

切薩皮克灣的野生生蠔數
量降至歷史低位，只剩餘
不足1%的數量。

生蠔數目驟降令灣區的生
態環境大受影響，海水淨
化沉積物及移除有害物質
例如氮和磷的能力大大減
低。



美國維珍尼亞州 切薩皮克灣



美國維珍尼亞州 切薩皮克灣



切薩皮克灣——蠔礁修復工作：人工蠔礁

切薩皮克灣的蠔礁修復工作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CUWePUvBGBE

切薩皮克灣的蠔礁修復工作 -成果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Wl-VK1Sgvl8

人工蠔礁有哪些好處？

蠔礁修復工作有可能遇到什麼挑戰和困難？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CUWePUvBGBE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Wl-VK1Sgvl8


美國維珍尼亞州 切薩皮克灣

漁產的可持續發展——生蠔

逐漸增加鰭魚和貝類的棲息地

在2025年前，將保育蠔礁棲息地的工作擴展到十條河流

好處: 

➢ 提升養殖效率和抵禦疾病的能力
➢ 每養殖十萬隻生蠔，就能為海洋消除六磅的氮和磷
➢ 生蠔可以吸收浪潮，抵禦及穩定海岸線

影響因素/挑戰: 養殖人員的反對、政府資助和法例規限







養蠔業可以如何達至可持續發展？







賽馬會「山海為一」環境教育計劃 

第一課 

任務表 

請觀看短片！ 

觀看短片並回答下列問題。  

 

1. 本地蠔養殖業的歷史有多長？ 

                  

 

2. 本地的蠔有何特別之處？ 

                 

                 

                  

 

3. 本地蠔與文化遺產有何關係？ 

                 

                  

 

*4. 香港獨特的蠔品種叫什麼名字？ 

                  

 

學習更多！ 

五大氏族和養蠔業 

什麼是香港的「五大氏族」？他們當中誰最先開始在香港養殖蠔？ 

                 

                  

請在下面的地圖中標出他們定居和開始蠔養殖的位置。 

 

 



 

香港早期的經濟產業 

以下哪些是香港早期的經濟產業？在適當的空格上打勾。 

□ 漁業          □ 農業         □ 畜牧業 

□ 石灰工業      □ 礦業   □ 陶瓷業 

 

廣東地區（包括香港）的養蠔業 

有何因素導致蠔產量下降？ 

i                   

ii                   

iii                   

iv                   

 

本地養蠔業的發展歷史 

請排序！ 

通過標記本地養蠔業的歷史事件來完成下面的時間線。  

  

 



賽馬會「山海為一」環境教育計劃 

第二課 

課堂討論工作紙 

可持續發展定義： 

最廣泛採納的定義，是在一九八七年由世界環境及發展委員會所發表的布特蘭

報告書所 載的定義，其亦即：「可持續發展是指既能滿足我們現今的需要，而

又不損害子孫後代能滿足他們的需要的發展模式。」 

 

養蠔業可以如何達致可持續發展？（提示：試提出一個或以上可行的方法及加

以解釋。） 

 

 

方法： 

 

 

解釋：（從經濟丶環境及社會三方面用文字解釋／以畫作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