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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運輸及工務局 

常任秘書長(環境)/ 

環境保護署署長 

郭家強太平紳士 

署長的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環境保護署(環保署)自 1986 年成立後，一直肩負着監察和

改善本港泳灘水質的職責。本署人員執行泳灘水質監測工

作已屆 20 年，我希望藉着這個具有特別意義的週年紀念

來檢討我們的工作成效，與大家一起回顧環保署多年來對

改善泳灘水質所作出的努力，同時瞻望未來。本報告為讀

者提供香港泳灘水質在 1980 年代、1990 年代和今天的狀

況資料以作比較，讓公眾更加了解我們如何致力於防治泳

灘環境污染，為市民創造更怡人的康樂消閑好去處。 
 
香港的泳灘水質監測計劃是建基於世界認可的嚴謹科學

研究成果。此計劃不斷造福香港獨特的自然環境和公眾健

康，帶來令人欣慰的改變，對此我們深感自豪。環保署經

過多年努力，成功建立了一套有效的監測、維護和行動系

統，推行各項措施，大大紓緩了困擾香港多年的水污染問

題。回想以往，由於許多泳灘水質欠佳，市民無法享用這

些優美的天然資源。而 2005 年夏季期間，每月均有超過

100 萬市民到泳灘消閑，顯示了公眾對香港泳灘水質的信

心，而環保署所提供的資訊亦發揮其應有的效用。 
 
此報告敘述過去 20 年來香港泳灘水質的變化，並刊載

了一些珍貴的歷史照片，希望讀者細味。回顧 20 年來，

香港的泳灘水質誠然已見大幅改善，但我們卻絕不能

鬆懈，往後還有許多工作等待我們去處理。例如，荃

灣區多個泳灘迄今依然關閉，我們將採取措施爭取在

不久的將來重開這些康樂設施。在這方面，我們需要

公眾支持在區內繼續推行鄉村污水收集計劃，並實施｢淨化海港計劃｣餘下各階段

的工程，藉着規劃中的污水消毒系統改善荃灣水質。2005 年，環保署的泳灘水質

監測計劃進展令人滿意。我深信這套經完善及被認同的監測計劃可以繼續造福市

民，並進一步改善本港泳灘的水質。 
 
 
 
 

 

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常任秘書長（環境）/ 

環境保護署署長 

郭家強太平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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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柱泳灘 1980 年代初(上)和 
2005 年(下)的面貌 

1989 年長洲東灣的排水渠改道工程 

第一章 緒言 
 
2005 年，數以萬計的泳客到泳灘消閑，市民在

清澈的碧波中弄潮和享受日光浴時，大概不會

知道 20 年前，本港許多泳灘都不適宜游泳。回

想 1980 年代初，市區急速發展，對本港環境包

括沿岸的海域和泳灘造成莫大的影響。當時，

泳灘水質日趨下降，愈來愈多美麗的海灘因受

到污染而關閉，令市民不能在濱岸遊玩和水中

暢泳。因此，政府於 1986 年委以環保署重任，

負責推行「泳灘水質監測計劃」。今年適逢這項

計劃的 20 週年，我們藉此機會回顧泳灘環境的

變化，重溫環保署 20 年來在維護泳灘水質方面

的工作成效。 
 
環保署於 1986 年開始執行「泳灘水質監測計

劃」，第一步便是為計劃擬定目標和準則。經過

審慎考慮，我們認定了兩大需要。第一，水質

評估必須以慎密的科學研究作為依據。可是當時

環保署並沒有可靠的科學數據以界定香港泳灘水質污染的性質和程度，因此環保

署便開展了流行病學研究，以評估水中細菌含量與游泳相關疾病風險的關係，從

而為泳灘水質監測訂定一套具科學性的水質指標。 
 
第二，環保署深明只有各方持續共同努力，才

可令泳灘水質有顯著的改善。這些長遠措施，

包括管制泳灘腹地的污水排放、為泳灘的集水

區建設完善的污水收集及處理設施、改道或擴

建排污渠、控制禽畜廢物及其他污染源，以及

採取其他可行的補救措施。以上措施部份可由

環保署自行實施，但亦有些需要其他政府部門

或機構互相配合及支援。 
 
環保署執行這些職責已有 20 年，其間利用現代

科技建立了一套成效顯著的泳灘水質監測系統。這項計劃經過多年來的優化及改

進，多方面均達到先進水平。制定「泳灘水質監測計劃」時所進行的科學研究結

果曾在國際科學期刊發表，受到世界衛生組織的肯定。此外，英國廣播公司亦專

題報導香港環保署的監測計劃如何成為東南亞地區的成功例子。環保署除負責計

劃的技術工作外，還向政府、學界和公眾提供方便查閱且準確無誤的最新資料，

而環保署年報就是其中一個傳訊途徑，讀者可參閱報告所刊載的水質監測數據。 



香港泳灘水質監測 20 年 (1986-2005) 3

1980 年代典型雨水渠把污水直接

排至泳灘 

淺水灣 ⎯ 1980 年代終進行的污

水收集系統工程 

 
 

1980 年代中期，香港的泳灘一般均處於惡劣狀

況。由於大部份公共污水收集系統尚未完善，

污水排放問題相當嚴重，往往對泳灘造成污

染。港九各處泳灘的腹地常有寮屋或鄉村，這

些房屋大部份並沒有接駁公共污水收集系統，

家居污水未經處理便直接排放到雨水渠，然後

流至沿岸。此外，大部份化糞池系統的作用亦

相當有限，而住

宅和工商業的

污水處理設施

亦多未能妥善操作。總體來說，當年香港有大量

未經處理的污水流入海港或沿岸泳灘，污染嚴重

情況從水質統計數字可見一斑：在全港 41 個憲報

公布的泳灘當中，只有 11 個屬於「良好」評級。 
 

環保署為了改善泳灘水質迅速地採取多項緊急

措施，務求紓緩最受影響泳灘的污染情況。這

些「急救」措施包括把香港島南區的淺水灣、

中灣、深水灣、石澳及舂坎角的雨水渠改道以

減少污染，此項措施的成效立竿見影，區內泳

灘的水質頓時好轉。此外，政府並建立多個污

水輸送設施將污水輸往處理廠，於 1989 年啟用

設於淺水灣

加氯污水處

理廠內的輸

送設施便是當中的實例。與此同時，署方還投

放資源研究污染的根源和規劃污水收集設施，

並把握機遇開展了一系列的改善工程。 
 
另外，環保署亦制定了多項防污染法規和實施相關

的措施。1988 年 6 月，我們推行《禽畜廢物管制

計劃》，廣泛向禽畜農戶宣傳法律的規定，使他們

了解和遵守各防污條例的規定，其中特別以銀礦灣

和釣魚灣等泳灘附近的農場為重點。同時，我們並

在全港各區分階段執行《水污染管制條例》，從污

染源頭着手解決問題，使土地和場所負責人採取有

效措施防止環境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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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灘是老少咸宜的消閑運動好去處 

環保署較長遠的工作包括規劃和協助實施全港「污水收集整體計劃」。此計劃涵

蓋一系列方案，將污水收集系統擴展至全港各區，並建造新的污水處理設施。另

外，環保署亦與其他政府部門緊密合作，在各泳灘進行改善工程，例如在觀音灣、

長洲東灣和塘福等地提供嶄新的泳灘設施和廁所以減少污染。 
 
 

 
 

 
 
經過多年的努力，香港的海岸環境煥然一新，2005 年許多泳灘的水質均有顯著改

善。以往泳灘背後稠密住宅樓宇排出骯髒污水、禽畜農場的廢物和雨水渠的排

放，均造成嚴重的環境污染，這些情景今天已不復見。而在港島南區，泳灘水質

的變化更是涇渭分明，當年極之污染的泳灘，今天變得澄淨安全，市民一年四季

也可到此暢泳和遊玩。1986 年本港只有 11 個「良好」評級的泳灘，而 2005 年達

到「良好」評級的有 23 個，顯示香港泳灘水質的大幅改善。 
 
雖然過去 20 年來努力的成果令人鼓舞，但放

眼未來，我們仍需繼往開來進一步改善泳灘的

水質。2005 年，香港大部份泳灘環境怡人，

可讓市民安全地游泳、玩樂或享受日光浴。從

2005 年夏季每月有超過 100 萬市民到泳灘消

閑的數字可見，公眾對泳灘水質充滿信心。 
 
 
 

石澳泳灘天晴水淨，市民弄潮為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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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年開放讓公眾游泳的銀線灣泳灘 

2005 年內最令泳客煩惱的並非環保署所能管

轄的事務，而是連場大雨！2005 年夏季的降

雨量比往年的平均值高 53%，比 2004 年同期

更多近一倍。雖然天公不造美，但泳灘的水質

卻並未受到影響，大部份泳灘均維持開放。西

貢銀線灣則因接駁公共污水系統，水質大幅改

善，足以證明環保署措施的成效。此外政府更

實施多項全新的改善措施：例如，繼舊咖啡灣

和下長沙在 2005 年泳季期間安裝防鯊網後，目前本港所有憲報公布的泳灘已全

面裝設防鯊網以保障泳客的安全，而關閉 24 年之久的屯門青山灣泳灘亦在 2005
年重新開放，實令人鼓舞。有關青山灣泳灘的重開，本報告另有詳細介紹。它是

各方攜手管制污染、監測水質的成功例子，讓我們知道只要同心合力，定可促使

環境展現更優美的風貌。 
 
2005 年內，荃灣區大部份泳灘仍維持關閉。我們將繼續採取措施控制荃灣一帶泳

灘的污染源頭，以改善這些泳灘的水質，使它們能重新開放給公眾享用。這些措

施包括將區內污水接駁到公共污水收集系統及輸往污水廠處理。此外，我們並計

劃為昂船洲排放的污水進行消毒處理，只要公眾同意支付排污費以承擔工程營運

費用，計劃便可順利推行。環保署深信若公眾願意分擔污水處理的費用，我們未

來幾年的工作將有望使本港所有憲報公布泳灘全面開放供市民游泳。 
 

 
 熱帶天堂？下長沙泳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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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方便的泳灘毗鄰高密度住宅大廈

1994 年黃金泳灘進行泳灘建造工程 

第二章 泳灘水質監測計劃 
 
環保署於 1986 年執掌監測泳灘水質的工作後，不斷改良、調整和擴展「泳灘水

質監測計劃」。時至今日，我們的監測範圍遍及全港 40 多個泳灘，除了監察和測

試泳灘水樣本外，還負責編製關於本港泳灘的資訊，以供市民使用和查詢。 
 

 
 
1986 年以前，本港泳灘水質的監測工作由 3 個政府部門分擔(前市政局、區域市

政局及工程拓展署)，當時的制度既欠缺效率亦難以協調，政府遂於 1986 年將泳

灘水質監測的任務交予新成立的環境保護署執行。一如緒言所述，環保署進行了

流行病學研究，建立可靠的科學結論作為基礎，以推行「泳灘水質監測計劃」。

此外，我們悉力確保監測工作達到最高效率和準確度，同時廣泛向公眾發布泳灘

水質的資料。 
 

 
 
香港有許多海灘，有些與市區僅有咫尺之

距，有些則十分偏遠，必須乘船或攀山越嶺

才可到達，但不管遠近，每個泳灘均風景迷

人令人嚮往。每年漫長的夏季，碧海銀沙的

泳灘正是暢泳和消閑的好去處。這些泳灘當

中，部份經由政府刊登憲報公布，給予完善

的維護和管理，開放予公眾使用。憲報公布

的泳灘設有更衣室、廁所和沖身設施，開放時更有救生員當值。 
 
1986 年，全港共有 41 個憲報公布的泳灘。

這些泳灘均由環保署監測水質，此外亦有監

測 10 個當時被考慮列為刊憲公布的泳灘。

20 年後的今天，雖然憲報公布的泳灘總數

依然是 41 個，但泳灘的名錄卻有改變，例

如白沙洲和露營灣早於 1995年 10月從憲報

中删除，而蝴蝶灣和黃金泳灘則分別於1987
年和 1995 年列為憲報公布泳灘(本報告的統

計數字和圖表並不包括兩個已被删除的泳灘)。 
 
2005 年，41 個憲報公布泳灘中共有 32 個開放予公眾使用，9 個關閉，當中 7 個

因水質欠佳而關閉，其餘兩個則因為泳客稀少和資源分配等原因(康樂及文化事務

署的決定)暫停開放。環保署除了在所有憲報公布泳灘進行水質監測外，年內還監

測兩個非憲報公布泳灘：龍尾和愉景灣泳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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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保署自 1986 年執行泳灘水質監測工作後，增加了監測的頻率。在此之前，憲

報公布泳灘在泳季期間每兩星期抽取水樣本監測一次，非憲報公布泳灘則每月監

測一次。本署接管工作以來，多次調整了監測次數，目前每年泳季期間憲報公布

泳灘每月最少進行三次水質監測，假如水質突然惡化，監測密度更會相應增加。 
 
整年泳灘水質監測的密度乃視乎季節和個別泳灘的狀況而定。本港有多個熱門泳

灘全年均開放予公眾使用，包括清水灣第二灣、深水灣、黃金泳灘及銀線灣。環

保署全年每月最少在這些泳灘抽取水樣本三次進行監測，至於其他憲報公布泳灘

大部份只於 3 月至 10 月泳季期間開放(個別泳灘每年 4 月才開放，有些泳灘則於

11 月才關閉)。每逢泳季，環保署每月最少在各泳灘抽取水樣本三次，非泳季則

減為每月一次。兩個非憲報公布泳灘在泳季內每月抽取水樣本兩次，非泳季減為

每月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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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保署於 1980 年代後期訂定了一套簡單而有效的環境水質標準，沿用至今，我

們稱之為「水質指標」。泳灘的水質指標訂定海水大腸桿菌含量的可接受水平。

大腸桿菌是糞便污染的可靠指標，研究顯示水中大腸桿菌的含量與游泳引致的發

病率有密切關係(例如皮膚病和腸胃疾病)。 
 
1990 年代修訂的最新水質指標是以流行病學研究結果作為依據，研究對象是本港

泳灘的泳客。水質指標是以每年 3 月至 10 月泳季期間所收集樣本的大腸桿菌含

量幾何平均值計算，每 100 毫升海水中的大腸桿菌數量不應超過 180 個。 
 
為確定泳灘海水是否達到水質指標，環保署會在每個泳灘定期抽取樣本測試，然

後利用整個泳季的檢測結果作評定。監測的程序如下：環保署人員每月抽取海水

樣本最少三次(或更頻密)，每次抽樣的相隔時間為 3 至 14 天。海水樣本會進行大

腸桿菌分析，並記錄結果。泳季結束後，環保署便計算所有海水樣本的大腸桿菌

含量的幾何平均值，評估是否符合每 100 毫升海水不超過 180 個的水質指標。 
 
制定泳灘水質指標背後有一段有趣的歷史。1986 年環保署接管泳灘水質監測工作

初期，當時沿用的水質指標訂明「以最近 5 次連續抽取的海水樣本中位數計算，

每 100 毫升海水中的大腸桿菌數量不應超過 1,000 個」。這套指標取自世界衛生組

織於 1977 年發表的建議水平，但卻沒有以流行病學研究作為依據，評估泳灘海

水污染對當地居民健康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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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港泳灘進行流行病學研究 

當年，世界衛生組織提供建議指標的同時，

亦促請全球國家和地區各自進行科學研究，

藉此開發更準確而具地區代表性的水質指

標。環保署於 1980 年代後期展開相應行動，

與本港多間大學的科研人員合作進行流行病

學研究。研究結果很明確，顯示大腸桿菌是

評估香港市民因游泳而感染疾病病發率的最

佳指標，此外研究亦確定大腸桿菌含量的幾

何平均值與游泳引致的腸胃病和其他疾病的

發病率有直接的關係。 
 
環保署根據研究成果，在 1990 年代初修訂了

早前沿用的水質指標，將水質的分級與游泳

引致的疾病風險掛鈎。這套經驗證而科學化

的系統一直沿用至今，可讓泳客了解在個別

泳灘游泳感染疾病的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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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行的海水抽樣和實地量度水質 (左)，對比 1990 年代(中)和 1980 年代(右) 

第三章 監測泳灘水質 
 

 
 
環保署定期在香港的泳灘抽取水樣本測試。憲報公布的泳灘在泳季每月最少抽樣

三次，其他月份亦每月最少抽樣一次，至於個別全年開放的憲報公布泳灘則一年

四季每月最少抽樣三次。 

 
雖然我們經常抽取海水樣本，但沒有硬性的時間表，環保署人員可在一周內選擇

任何一天進行抽樣工作，包括周末及公眾假期，這是因為按照硬性時間表抽取海

水樣本可能會錯過經常在個別日子(例如逢周末)才出現的重要趨勢或事故，而在

一周內彈性地選擇日子抽樣則可監察到這類情況，為我們提供更全面的泳灘水質

資料。 
 
環保署督察抽取海水樣本時，需從離岸不遠處

水深及大腿至腰的水域抽取樣本。樣本在進行

測試前須儲存於攝氏 4 度低溫下。我們的督察

除了抽取海水樣本，還會檢視泳灘附近的河溪

或排水渠並抽取水樣本檢驗是否有污染情況。 
 
環保署督察抽取水樣本時，亦會利用電子手帳

(PDA)輸入其他有關資料，包括水溫、海水含

氧量、當時的天氣狀況和其他泳灘水質和環境

資料。資料輸入 PDA 後，可輕易地在環保署辦

事處直接載入伺服器以便分析。 
 

在潛在污染源抽取水樣本 ⎯ 泳灘 
監測的主要環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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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新方法縮短海水大腸桿菌 
含量的測試時間 

經培養後的大腸桿菌菌落 

 
 
監測計劃推行初期，環保署收集的所有海水樣本均送往西營盤賽馬會分科診所的

政府公共衛生化驗中心進行分析。當時測試大腸桿菌數量水平的方法稱為「多管

法」(Multiple Tube Method) ，又稱「最大可能數計算法」(Most Probable Number 
Method)，分析結果容易出現較大的誤差。 
 
1987 年，環保署自設環境微生物學化驗室，

負責分析收集所得的泳灘海水樣本，棄用以往

的「多管法」，改用經過改良的薄膜過濾法

(Membrane Filtration Method)分析樣本，取得更

準確的檢測結果。這套分析方法一直沿用至

今，但培養大腸桿菌的介質媒體則在 1997 年

進一步改良，採用可發色體培養基(CLECC)，
報告時間亦由 3 天縮短至 1.5 天。 
 
泳灘海水樣本抽取 6 小時內，須送抵環保署化

驗室進行大腸桿菌含量測試。目前採用的薄膜

過濾法是以濾膜隔濾海水中的細菌，然後將濾

膜放到特殊的培養基上，在攝氏 44.5 度的有氧

環境下培養 18 至 24 小時，其間濾膜表面隔濾

的細菌會形成獨特的藍綠色斑點(大腸桿菌菌

落)。這些菌落的數量代表細菌的數量。此外，

化驗人員並會量度海水樣本的酸鹼值、鹽度和

混濁度。 
 
多年來，環保署多次改進和精簡樣本的採集和

細菌的測試，確定了此項工作的可靠性和良好

的科學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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泳灘水質級別和等級制的宣傳單張 

第四章 香港泳灘的級別和等級 
 
環保署分別採用兩套制度為泳客提供全面的

泳灘水質資料。第一套是全年級別制，目的是

提供每個泳灘於 3 月至 10 月整個泳季的水質

摘要資料。環保署於 1986 年執行泳灘水質監

測工作後便實施全年級別制將全港的泳灘分

級。另一套制度是 1987 年開始推行的等級制，

目的是根據過去數星期收集的海水樣本，提供

最近數周的泳灘水質資料。以上兩套制度均經

過多年來的改良和完善，逐漸演變成為今天的

模式。 
 
 

 
 
每年，環保署均將本港各泳灘分級，以反映該年泳季(3 月至 10 月)的整體泳灘水

質，當中重點是個別泳灘能否達到水質指標，亦即每 100 毫升海中大腸桿菌不超

過 180 個的指定上限。任何泳灘在泳季的大腸桿菌幾何平均含量超出這上限，便

不符合水質指標。 
 
達標的泳灘(香港大部份泳灘均在此列)將再進一步按照水質分級。水質最佳的泳

灘級別為「良好」，幾何平均含量較高的泳灘級別為「一般」。同樣，未能達標的

泳灘亦進一步分為兩級：「欠佳」和「極差」。這套四級制度可讓泳客知道個別泳

灘水質是否持續偏高或偏低，此外並可向公眾和政府提供有用資料，顯示水質優

劣變化的長期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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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行的泳灘級別制是經過多年的應用和改良而漸趨完善。在實施早期，全港泳灘

按照香港當時採用的水質標準分為四級：「良好」、「一般」、「偏差」和「欠佳」，

環保署於 1980 年代後期完成科學研究後，便隨即修訂了級別制度，使泳灘級別

更能準確地反映健康風險，分級制度亦在 1990 至 1992 年間更改為今天所見的級

別。 
 
 

 
 
泳灘等級制可為泳客提供各泳灘在年內任何時間的最新水質資料，與全年級別制

相輔相成。個別泳灘的等級是根據最近 5 次抽取水樣本的大腸桿菌幾何平均值而

評定，由於大部份憲報公布泳灘每月均會抽取樣本三次或以上，公眾只需參考泳

灘的等級，便可大概了解該月的水質狀況。 
 
泳灘等級制於 1987 年 7 月開始推行，將全港泳灘分為三個等級：「良好」、「一般」

和「欠佳」。一如上文所述，由於這些早期訂定的等級是根據世界衛生組織於 1977
年發表的建議指標釐定，而非以流行病學研究結果作為基礎，因此未能準確反映

泳客可能面對的疾病風險。1980 年代後期，環保署完成研究和制定以健康風險為

本的水質指標後，於 1990 年正式推出經修訂的四級制，將泳灘由 1 至 4 評定水

質等級，並分級為「良好」、「一般」、「普通」和「欠佳」。 
 



香港泳灘水質監測 20 年 (1986-2005) 15

1992 年，泳灘等級制再次進行改革，演變成為今天的制度。按照現行標準，香港

的泳灘分為四個等級：第一級「良好」、第二級「一般」、第三級「欠佳」、第四

級「極差」。這些分級不可與評估整個泳季水質的全年級別制混淆。例如，個別

泳灘在某些時期列為「良好」等級，但它在整個泳季的級別可能仍是「一般」。 
 
1999 年，環保署再推行另一項重大改革。任何時候泳灘的水樣本如每 100 毫升海

水中大腸桿菌含量超過 1,600 個，最近五次樣本的幾何平均值便不適用，而泳灘

則即時降為第四級。這個機制的目的是確保評定等級時，不會因為幾何平均值數

字偏低而忽略了大腸桿菌含量驟增所帶來的健康風險。大腸桿菌含量的增加可能

因為近期高雨量或個別污染事故所致，此時環保署及其他部門會立即採取相關措

施和行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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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事故應變 
 

 
 
環保署推行泳灘水質監測計劃，主要目的是評估水質的長期趨勢和變化，此外如

發生個別不可預計的污染事故導致水質惡化，我們亦會立即知會相關單位和公

眾，並與其他有關部門協力執行「泳灘污染應變計劃」，迅速而有效地實施各種

抗污染措施。此計劃於 1997 年制訂，該年本港相繼發生多宗嚴重污染事件，署

方遂着手擬劃一套完整的系統，確保可對緊急或突發污染事件作出迅速應變處

理，以及防止同類事件的發生。自計劃制訂後，香港亦再無發生嚴重的泳灘污染

事件。 
 
「泳灘污染應變計劃」是由一系列有系統的步驟構成，就排放污染物質(意外或蓄

意)，和污水收集系統及排污口故障或受損等事件所引致的泳灘水質污染而作出的

應變。計劃訂立明確的指引，指定環保署迅速處理類似污染事件的應變程序及列

出應採取的措施，亦清晰界定環保署及其他政府部門在處理事件時的權責及溝通

程序，以便各方迅速地採取行動。計劃並規定如發生嚴重污染事件，環保署應立

即派出人員到現場調查。本計劃於 1997 年開始實施後，整體溝通及應變時間有

所改善，污染事件已減至最低，而管控工作亦更加流暢。 
 
 

 
 
環保署近年來利用新科技，協助處

理集水區內的污染事故。例如，本

署現已備存監測計劃下每個泳灘的

集水區電子圖則，這些圖則存取快

捷，更新方便，最重要的是圖則能

清晰標示每個泳灘的潛在污染源，

並涵蓋區內污水處理設施的詳細資

料，包括污水處理方法和每日排放

量。如個別泳灘的大腸桿菌數量水

平突然出現變化，環保署人員可參

照泳灘集水區圖則，進行偵測該區

的潛在污染源以有效地控制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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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泳灘水質等級告示板(左)比舊日的告示板更為奪目(右) 

第六章 向公眾發放泳灘水質資料 
 
環保署定期在泳灘抽取水樣本、進行化驗室測試及分析泳灘水質的監測數據，可

是我們的工作絕對不止於此。泳灘水質數據對許多不同界別的人士十分重要，當

中包括科研人員和學生、遠足人士以至泳灘常客，因此環保署公開其蒐集所得的

資料，使廣大市民能獲得相關資訊。此外，環保署的泳灘水質數據對其他政府部

門亦十分有用。例如規劃大型基建項目時，工程對附近泳灘水質的影響是重要的

考慮因素之一。除此之外，負責管理憲報公布泳灘設施的康樂及文化事務署是根

據環保署的資料決定開放或關閉泳灘，以及通知公眾泳灘是否適宜游泳。 
 
環保署自成立以來，不斷開拓方法，務求更好更快地向公眾發布泳灘水質消息，

現今新科技不斷進步，向公眾傳播途徑更廣。回想當年，環保署每兩星期發布一

次新聞稿公開泳灘水質資料，第一份新聞稿於 1987 年 7 月 30 日星期四發放，剛

好趕及在周末見報，關於泳灘等級的資料則定期在各報章刊登。多年來，新聞稿

一直是環保署發放泳灘資訊的主要途徑，1997 年我們改為每星期發稿一次，發稿

日亦由星期四改為星期五，確保泳客在周末前能獲得最新、最準確的水質資料。 
 

全港各個泳灘已先後設置了泳灘水質等級告示板，泳客抵達泳灘後如欲了解水質

狀況，只需到告示板查閱便可一目了然。以往由區域市政局管理的泳灘早於 1988
年便設立了泳灘等級告示板，而市政局轄下的泳灘則待至 1999 年才備妥設施。

同年，環保署亦推出電話泳灘水質查詢熱線服務，此 24 小時服務熱線至今仍在

運作，號碼為 2511 6666。 
 
1988 年，環保署開始公開發表泳灘水質監測計劃年報，早年的報告偏重於技術性

的資料，較適合作政府內部參考之用，其後年報的內容經過革新，資訊更簡單易

明，漸漸吸引普羅大眾閱讀，近年我們更製作了既方便又環保的電子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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泳灘水質年報經過多次改革，由印刷本至電子檔案(光碟及網上下載版)俱備 

環保署於 1998 年 10 月設立泳灘水質網頁，次年 4 月開始每天更新網頁資料。時

至今日，網頁增添了不少資訊，1999 年開始提供個別泳灘水質趨勢，及 2000 年

增設了全港泳灘年度資訊。同年，我們首次提供泳灘水質年報的電子文件版本

(PDF)供公眾下載，2001 年則推出光碟版。現時，http://www.epd.gov.hk 網頁

的資料包羅萬有，其中包括最新的泳灘等級和其他關於本署監測各泳灘的有用資

訊，市民如計劃到泳灘消閑，只需用流動電話或電子手帳 (PDA)查詢，便可掌握

最新的泳灘情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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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天效應警告板 

 
 
雨水會令泳灘水中細菌含量有所變化。大

雨夾雜着溢流污水排放至泳灘，可導致海

水的細菌數量短暫提高，以致危害泳客的

健康。在環保署建議下，康樂及文化事務

署現已在大部份泳灘設置「雨天效應警告

板」，提醒泳客不要在大雨後 3 天內到泳灘

游泳。此外，環保署亦在其網頁和每周的

新聞稿內發布雨天效應警告。 



香港泳灘水質監測 20 年 (1986-2005) 20

泳灘腹地的寮屋 

淺水灣 1980年代的面貌 ⎯ 灘上有一

條明渠橫越，附近還有寮屋 

第七章 2005年最新泳灘水質概況 
 

 
 
環保署將其監測的全港泳灘按地理位置分組：南區泳灘指位於港島南岸的海灘﹔

西貢區泳灘涵蓋新界東岸和該區各泳灘﹔荃灣及屯門歸納為一區，因該處的泳灘

均位於荃灣至屯門的沿岸﹔至於離島區則包括位於大嶼山、南丫島及長洲多個環

境優美的海灘。 
 

 
 
南區泳灘過往 20 年的演變 
 
回想 1986 年，南區多個泳灘，包括灘頭廣闊、

平靜安全的淺水灣，以至空曠的滑浪勝地大

浪灣等，水質情況都不太理想，而隨着附近

人口迅速增加， 1990 年代泳灘環境更進一步

惡化。水質欠佳的主要原因是當時泳灘腹地

的污水處理設施均建於 1970 年代，原本設計

只可供少數人口使用，至 1980 年代人口急劇

上升，令污水設施負荷量大增，沉重的壓力

幾乎導致系統崩潰。許多商業樓宇、寮屋和

住宅均直接將污水排入雨水渠，導致未經處理

的污水流入淺水灣、深水灣、石澳及石澳後

灘等大型泳灘。此外，赤柱附近還有數個猪

場，禽畜廢物對赤柱半島的泳灘造成污染，

其中也包括聖士提反灣。正因如此，南區的

泳灘雖然環境優美，但大部份都不適宜游

泳。到了 1986 年，政府決定採取有效措施，

挽救海濱環境。 
 
政府首先制定及實施污染管制法例，以改善

水質，並立例禁止在市區內飼養禽畜，赤柱

的猪場因而關閉。環保署同時亦開展雨水渠截

流和改道計劃，避免污水流入泳灘。此外並採取其他措施有效地減少了排水渠和

水道的污染。大部份泳灘的防污「急救」工程均在 1988 年至 1989 年間完成，此

後泳灘的水質有了顯著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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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1989 年開始，南區只有 1 個泳灘不符合水質指標，其餘全部達標，而且泳灘

的水質均繼續改善。1990 年代，政府在南區泳灘持續推行改善措施，其中在深水

灣、壽臣山和淺水灣一帶的污水收集設施在 1991 至 1995 年間相繼落成。而白沙

灣則於 1995 年中建設了全新的污水處理廠，並將處理過的污水排到雙四門水域，

使赤柱一帶的泳灘水質大為改善。接着政府於該區展開了多項大型公共污水收集

系統接駁計劃。 
 
儘管南區泳灘的水質在 1990 年代後期已普遍改善，但石澳後灘的水質仍然欠佳，

主要是因為附近還有許多村屋尚未接駁到公共污水系統，其後政府進行了排水系

統改善工程將污水排放口改道至遠離泳灘的地方，石澳後灘終於在 1999 年達到

水質指標，自此更一直沒有出現超出指標的情況。 
 
南區泳灘 2005 年概況 
 
2005 年南區泳灘的水質維持良好，令到泳灘

消閑的泳客盡興而返。雖然年內降雨量較

高，但區內 12 個泳灘中 10 個全年級別仍維

持「良好」，只有大浪灣及石澳後灘的級別為

「一般」。南區泳灘所採集的海水樣本中，高

達 95%符合水質指標，其中 72%屬於「良好」

等級，正因如此，南區許多泳灘現時為全港

最受歡迎，且使用率高。這些風景秀麗的海

濱勝地是市民享受碧波暢泳的好地方。 今日的淺水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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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 年 7 月初，南區泳灘曾發生了一件不尋常的事件，泳客和遊人發現淺水帶有

大量的垃圾飄浮，有時更堆積在沙灘上。環保署立即提高警覺，並增加監察水質

次數。雖然沒有發現大腸桿菌含量增加或水質明顯惡化，但泳灘上的飄浮垃圾總

是令人厭惡。經署方進一步調查，發現飄浮垃圾的源頭是珠江上游。該處曾經連

場豪雨，造成泛濫，垃圾隨洪水沖到珠江下游，繼而流出大海，借着風力和珠江

口的潮水飄浮到香港海域。儘管年內發生了飄浮垃圾事件，港島南區各泳灘的水

質仍然維持「良好」或「一般」等級。 
 

 
 
西貢區泳灘過往 20 年的演變 
 
香港西貢區的自然環境不染俗塵，區內的泳

灘素來以水清怡人聞名，即使在香港泳灘普

遍水質欠佳的 1980 年代，西貢區大部份泳

灘也持續錄得「良好」級別。西貢區泳灘得

天獨厚，主要是因為本港東岸郊野連綿，附

近海域離島星羅棋布，政府還在此闢劃了西

貢郊野公園，人口遠少於香港其他地區，而

對環境造成的壓力也相對較輕。 
 
多年來，銀線灣是區內唯一水質較不理想的泳灘。主要因為泳灘附近陡坡房屋密

布，化糞池經常滲漏或溢流影響水質。2001 年政府將公共污水系統擴展至銀線灣

一帶，環保署亦致力促使居民將住宅的污水接駁至公共污水渠。隨着房屋化糞池

的使用逐年減少，銀線灣的污染問題也逐漸紓緩。目前，超過半數銀線灣住戶已

接駁到公共污水渠，未來數年內，其餘住戶將會陸續完成接駁工程。 
 
其他西貢區的泳灘偶爾也發生污染事故。例如清水灣第一灣曾受到附近一條雨水

渠的污染，對此，環保署會持續採取執法行動，減少這類事件的發生。另外，政

府還進行了提升泳灘環境的改善工程，包括在清水灣第二灣興建新泳灘設施和廁

所，以及將處理過的污水引流至遠離泳灘的鎖匙頭排放。2002 年初，清水灣第二

灣污水處理設施的消毒裝置正式啟用，進一步改善了泳灘的水質。 
 

清水灣第一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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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貢區泳灘 2005 年概況 
 
2005 年，西貢區 6 個憲報公布泳灘中有 5
個為「良好」級別，當中廈門灣和三星灣的

水質更於整個泳季內維持 100%「良好」等

級。銀線灣的級別則依然是「一般」，但該

泳灘已在多方面取得了改善。 
 
到 2005 年為止，隨着銀線灣背後的村屋陸

續接駁了公共污水渠，化糞池所造成的污染

風險已大幅減低。政府早於 2001 年將公共

污水系統擴展至銀線灣一帶，2002 年開始，

泳灘的水質持續改善，雖然 2005 年大雨連場，該泳灘的水質仍維持其持續改善

的趨勢。一如下圖所示，2005 年的雨量約比 2004 年多近一倍，但銀線灣的大腸

桿菌全年幾何平均值仍繼續下降。2005 年內僅有一次的等級被評爲「第四級」，

相比之下 2004 年則曾兩度被評爲「第四級」。 
 

銀線灣的污水系統接駁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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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制猪場排放的廢物 

 
 
香港西部的泳灘分布於荃灣和屯門，毗鄰這

兩個人口稠密的市區，區內的泳灘多年來備

受附近稠密發展污染的影響，猪場污水也曾

是主要的污染源，直至環保署於 1994 年實

施經修訂的《禽畜廢物管制計劃》後，禽畜

廢物污染問題已有大幅改善，對泳灘水質的

影響亦相應減少。 
 
以下圖表顯示，屯門區泳灘的全年級別與荃

灣區存在頗大差距，這是由於兩區泳灘的歷史發展截然不同。位處海岸西部的屯

門區泳灘過去 20 年來水質有明顯的改善，2005 年更全部達到「一般」的全年級

別，而水質的等級則以「第二級」(一般)為多，其中兩個泳灘有時更升至「第一

級」，只有一個泳灘曾經降至「第四級」。相比之下，荃灣區泳灘的污染情況未有

顯著改善，箇中原因下文將另作詳述。除馬灣東灣取得「一般」全年級別外，該

區大部份泳灘都已關閉。2005 年內，屯門及荃灣區泳灘達到水質指標的總百分率

為 81%，其中未能達標的主要是荃灣區內的泳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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釣魚灣後方一個猪場(右上) 

 
 

 
 
荃灣區泳灘：歷史背景 
 
1980 年代，荃灣區泳灘主要受到三個污

染源影響，其中包括附近猪場排放的污

染物，以及寮屋和樓宇排放未經處理的

污水，這兩個污染源是全港泳灘普遍面

對的問題，至於第三個污染源則是由於

荃灣海灘位於藍巴勒海峽(荃灣與青衣

島之間的海峽)的西北方，常有受污染的

海水隨潮汐流到荃灣的泳灘。 
 
1980 年代，因政府嚴厲管制市區內的禽畜農場，禽畜廢物問題大致解決，但樓宇

排放的污水問題卻仍然存在，導致長久以來區內泳灘水質一直欠佳。目前，公共

污水收集系統的擴展工程仍在進行中，青山公路沿線不少村屋尚待接駁污水渠(包
括荃灣多個泳灘腹地)。此外，「淨化海港計劃」第一期工程已於 2001 年底完成，

該計劃雖能為海港整體水質帶來顯著的改善，特別是東面水域，但昂船洲污水處

理廠尚未設置消毒設備，而海底排污渠口則距離荃灣多個泳灘僅約 8 公里，處理

後的污水往往隨潮汐和海流進入荃灣水域，影響區內泳灘水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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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灣東灣海灘 

荃灣區泳灘 2005 年概況 
 
2005 年，荃灣區 8 個泳灘中有 7 個未能達到

水質指標。一如 2004 年，這些泳灘繼續關閉。

此外，年內甚高的雨量對荃灣區泳灘水質亦

有所影響，其中已關閉的 4 個泳灘的全年級

別由「欠佳」下降至「極差」。全區唯一開放

的泳灘是位於珀麗灣的馬灣東灣，全年級別

為「一般」，泳季內一直開放供公眾使用。該

泳灘在大雨期間曾被評為「第四級」，但總體

來說水質遠勝於區內其他泳灘，相信這是與

其地理位置有關。 
 
荃灣區泳灘水質誠然未如

理想，但前景卻是樂觀。

「淨化海港計劃」現時尚

未具備污水消毒設施，因

此污水處理廠的排放對泳

灘水質造成一定影響。政

府目前正籌建「淨化海港

計劃」第二期甲工程，並

有望於 2009 年為昂船洲

污水處理廠的排放進行消

毒，上述計劃必須依頼公

眾的支持及支付排污費，

用以承擔設施的營運費

用。工程完成後，荃灣一

帶水域的含菌量預期將大

幅下降，為荃灣 7 個泳灘

的重開立下基石。 
 
2005 年內，環保署與荃灣區居民、渠務署等攜手合作，致力改善泳灘水質。深井

一帶大部份的住宅大廈、商業樓宇和許多村屋已接駁至公共污水系統，青山公路

沿線的污水渠接駁工程亦逐步進行，待至 2009 年污水主幹渠落成後，環保署亦

會要求村屋和其他樓宇業主盡快將污水接入公共污水渠。「淨化海港計劃」第二

期甲工程的污水消毒設施及污染源防治工作，將為荃灣區的水質帶來進一步的改

善。 
 
 

「淨化海港計劃」第一期及第二期工程示意簡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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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1 年青山灣面貌，泳灘遠處有水渠

排出污水(上)， 2005 年重新開放(下)

 
 
屯門區泳灘：歷史背景 
 
在 1980 年代，屯門區泳灘的水質一如荃灣區般欠佳，經過環保署和其他政府部

門多年來努力控制污染，遂令情況有所改善。回想 1986 年，屯門泳灘的海水中

大腸桿菌含量極高，其中近屯門新市鎮的海灘情況尤為嚴重。當時的主要污染源

是屯門明渠，渠內的污水經常影響到附近的泳灘。為了改善泳灘水質，環保署於

1993 年着手擬定「屯門污水收集整體計劃」。計劃的第一期工程於 1994 年開展，

區內的污水管道和網絡輸送能力相繼大幅提高。1997 年，第二期工程正式推行，

污水主幹渠的覆蓋範圍進一步擴大，使許多鄉村得以接駁至公共污水系統。工程

實施後，泳灘水質顯著改善。以往因水質欠佳而關閉多年的泳灘再次「適宜游

泳」，重新開放予公眾使用，當中最明顯的例子莫如 2005 年重新開放的青山灣泳

灘。 
 
屯門區泳灘 2005 年概況 
 
由於政府不斷改善污水收集設施，屯門區泳

灘的情況於 1990 年代已顯著好轉。2005
年，屯門區 6 個泳灘全部達到水質指標，而

且自 1999 年至今泳灘的全年級別一直維持

於「一般」，此外青山灣的重開深具象徵性

意義，代表屯門區泳灘一洗污染形象。過去

的青山灣污染非常嚴重，水質極差，因此在

1981 年開始關閉。隨着政府多年來的努力，

區內污水收集設施日趨完善，加上多項污染

管制計劃亦逐漸取得成效，水質遂穩步改

善，到了 1990 年代，青山灣水質持續好轉，

1999 年首次獲得「一般」的全年級別，此

後一直維持這個級別。其實以青山灣的水

質，本可在 2005 年前重新開放，只是泳灘

的海床情況欠佳，可能對泳客構成危險，故

需進行海床改善工程。工程完竣後，泳灘還

設置了多項新設施，並於 2005 年 6 月 1 日

正式開放予公眾使用。重開後的青山灣深受

泳客歡迎，亦是現時本港熱門泳灘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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歷史簡介 
 
離島區泳灘分布於大嶼山、南丫島和長洲三

島，遠離繁華的市區，因此水質一般清澈良

好。自 1986 年至今，離島區偶有岸邊住宅

的化糞池溢流污染泳灘的情況，環保署一直

努力執法，調查和整治污染。長洲東灣和觀

音灣泳灘的地面排水渠以往時有污水排放

造成污染，1990 年代中期排水渠改道後，

兩灘的水質有了大幅的改善。在此之前，長

洲污水處理廠於 1989 年曾加裝海底排污

渠，污水得以更有效地分散，遠離泳灘。2003 年，該廠裝置了設有強效散流器的

新型排污渠，同時又改良了多項其他設施，使長洲的水質進一步改善。 
 
在芸芸離島區泳灘中，銀礦灣是我們的最大挑戰。泳灘的歷史頗為複雜，1980 年

代，灘後腹地有多個禽畜農場運作，禽畜廢物排入梅窩一帶的河流是泳灘的主要

污染源頭，導致銀礦灣於 1987 至 1989 年關閉達 3 年之久。自《禽畜廢物管制計

劃》推行後，泳灘的水質頓時有所改善，到了 1989 年已顯著好轉。1992 年底，

區內的 5 個禽畜農場全部關閉，水質遂再進一步改善。然而在往後多年，銀礦灣

偶爾仍有較輕微的污染問題，但一般水質良好而穩定。 
 
離島區泳灘 2005 年概況 
 
2005 年，離島區 9 個泳灘中 8 個全年級別

為「良好」。等級方面，4 個泳灘於整個泳

季維持「第一級」(良好)等級，而並無任何

泳灘曽評為「第三級」及「第四級」。 
 
銀礦灣 2005 年的全年級別為「一般」，雖略

遜於區內其他泳灘，但其水質改善的趨勢確

令人鼓舞。政府現已着手計劃提升銀礦灣的

污水收集網絡及污水處理設施，環保署則一

直緊密監控化糞池和滲水井的運作情況，並促使居民履行自身的責任，維持污水

處理系統有效地運作，防止泳灘污染。 
 

長洲東灣泳灘 

大嶼山銀礦灣泳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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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建中的龍尾泳灘 

 
 
香港沿岸有許多非憲報公布泳灘，2005 年環保署對其中兩個進行監測 ⎯ 位於大

嶼山的愉景灣和吐露港北面大埔以東的龍尾。風光秀麗的愉景灣位於愉景灣住宅

發展項目範圍內，是頗受泳客歡迎的泳灘，2005 年全年級別為「良好」。龍尾的

情況則不同，這個泳灘仍在構建中，政府計劃將原有的石灘改建為人工沙灘，以

配合附近大尾篤的熱門康樂設施。2005 年，龍尾的水質全年級別為「一般」，與

2004 年相同。 

 
 

 
 
總括來說，環保署 20 年來悉力改善香港泳灘的水質，今天已取得顯著的成果，

特別是與本署成立初期的水質比較，更是值得欣慰。本港 41 個憲報公布的泳灘

中，34 個(83%)達到水質指標，2005 年全年級別為「良好」(23 個)或「一般」(11
個)，這些泳灘分佈於南區、西貢區、離島區和屯門區。不符合水質指標的泳灘共

7 個，全部位於荃灣區，其中 1 個全年級別為「欠佳」，其餘 6 個為「極差」，政

府正進一步採取有效的措施改善水質。本報告刊載的 2005 年圖表顯示「泳灘監

測計劃」多年來的成效，政府將與公眾一起攜手合作進一步改善香港的泳灘，創

造更美好的海濱環境，造福廣大市民和後代。 
 

愉景灣和周圍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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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往年泳灘級別參照 
 

 
 
環保署自 1986 年成立以來，一直負責監測香港的泳灘水質，迄今已 20 年。多年

來，我們先後實施多項重大措施，以促進和保障泳客的健康與安全。這些措施包

括： 
 推行周全及具科學性的泳灘水

質監測計劃﹔ 
 定期向公眾提供可靠及最新

的水質資料﹔ 
 與其他政府部門合作擴建污

水收集系統和改善污水設

施，特別致力於消減泳灘腹地

的污染﹔ 
 執行消減污染的環保法例，致

力維護泳灘水質。 
 

環保署為市民服務 20 年來，見證了不少環

境變遷，這些因素對泳灘水質的影響，有好

亦有壞。人口增長是一項主要影響因素。本

港人口的增長幅度很大，20 年前本港只有

550 萬人，2005 年的數字約為 690 萬。隨着

人口增長，商業和住宅樓宇也相應發展，荃

灣和屯門等新市鎮的發展步伐更是特別急

速。香港的新市鎮發展模式備受國際重視，

然而發展初期往往對排水和污水收集網絡

帶來沉重壓力，結果導致大量污水排至沿

岸，污染泳灘。因此，在環保署初成立的

10 年裡，泳灘水質有下降的跡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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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泳灘腹地追查污染源頭 

為改善泳灘水質，環保署在過去 20 年內實

施了一連串的環境保護措施，致力減低都市

發展和人口增長所構成的環境影響。其中以

實施「污水收集整體計劃」成效最為顯著。

透過這項措施，我們將公共污水收集網絡擴

展至覆蓋全港各區。此外，多項法例在 1980
年代頒布實施，環保署成為環保法例的主要

執法機關。經過多年來嚴厲執行廢物處置和

水污染管制條例，再加上居民的配合，使大

部份泳灘的水質近年來有大幅的改善。隨着

「泳灘污染應變計劃」的推行，我們在防範和打擊污染事件更見效益。 

 

 
 
 
由統計數字可見，環保署過去 20 年在多方面取得滿意成效。繼 1990 年代中期泳

灘級別普遍大幅下降後，本港泳灘符合水質指標的百分率錄得顯著增長，從 1986
年的 74% (39 個泳灘中有 29 個達標)提高至 2005 年的 83% (41 個泳灘中有 34 個

達標)。不符合水質指標的泳灘數目明顯下降，1987 年共有 14 個泳灘未能達標，

但 2005 年則減少一半至 7 個。同期，全年級別「良好」的泳灘百分率亦見上升，

1986 年僅為 23%，而 2005 年則有 56%。自 1999 年至今，泳灘符合水質指標的

比率一直維持於 80%以上，顯示長期以來水質正穩步改善。 
 
 



香港泳灘水質監測 20 年 (1986-2005)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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泳客在沙清水淨的淺水灣泳灘消閑 

正如上一章所述，1986 年部份泳灘(包括舊咖

啡灣、青山灣、中灣、淺水灣及銀礦灣)由於

水質欠佳而關閉或瀕臨關閉，20 年後的今

天，這些泳灘則成為深受泳客歡迎的海浴場

所，讓市民能暢快地享受弄潮之樂。隨着本

港水質的持續改善，全港泳灘環境亦普遍受

惠。 
 

 
 
香港目前尚有少數泳灘不符合水質指標。這些泳灘全部位於荃灣區，區內泳灘雖

然受到「淨化海港計劃」的排放影響，但未來前景卻相當樂觀，政府為實現重開

泳灘的目標，已計劃展開「淨化海港計劃」第二期甲工程，必須依頼各界接受透

過收取排污費用來支持此項工程的營運開支，即可望於 2009 年為昂船洲污水處

理廠的排放進行消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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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圖表顯示過去 20 年來大腸桿菌數量水平(全年幾何平均值)的降低趨勢。在眾

多區域中，港島南區的大腸桿菌數量減幅最大，至於早在 1990 年代初便有良好

水質的西貢和離島區泳灘，減幅相對較小。以往南區的泳灘污染嚴重，經過多年

來的努力改善，今天終擁有良好的水質環境，環保署深信本港西區泳灘也可在不

久將來變得清澈怡人。 
 
總括而言，香港的泳灘環境 20 年來持續好轉，使泳客受惠。現在市民可選擇到

全港各區的泳灘，盡情享受我們美好的海濱勝景。環保署會繼續全力推行泳灘海

水抽樣、測試和監察計劃，使每位到香港泳灘消閑的人士可安全和健康地享受碧

波暢泳的樂趣。2005 年的泳灘數據進一步肯定了本港水質持續改善的趨勢。我們

成功地遏止水質惡化，重新改造泳灘環境，使公眾能享用這些寶貴的自然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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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丁 - 過去二十年泳灘的水質趨勢 

南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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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貢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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荃灣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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屯門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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離島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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