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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运输及工务局 

常任秘书长(环境)/ 

环境保护署署长 

郭家强太平绅士 

署长的话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环境保护署(环保署)自 1986 年成立后，一直肩负着监察和

改善本港泳滩水质的职责。本署人员执行泳滩水质监测工

作已届 20 年，我希望藉着这个具有特别意义的周年纪念

来检讨我们的工作成效，与大家一起回顾环保署多年来对

改善泳滩水质所作出的努力，同时瞻望未来。本报告为读

者提供香港泳滩水质在 1980 年代、1990 年代和今天的状

况资料以作比较，让公众更加了解我们如何致力于防治泳

滩环境污染，为市民创造更怡人的康乐消闲好去处。 
 
香港的泳滩水质监测计划是建基于世界认可的严谨科学

研究成果。此计划不断造福香港独特的自然环境和公众健

康，带来令人欣慰的改变，对此我们深感自豪。环保署经

过多年努力，成功建立了一套有效的监测、维护和行动系

统，推行各项措施，大大纾缓了困扰香港多年的水污染问

题。回想以往，由于许多泳滩水质欠佳，市民无法享用这

些优美的天然资源。而 2005 年夏季期间，每月均有超过

100 万市民到泳滩消闲，显示了公众对香港泳滩水质的信

心，而环保署所提供的信息亦发挥其应有的效用。 
 
此报告叙述过去 20 年来香港泳滩水质的变化，并刊载

了一些珍贵的历史照片，希望读者细味。回顾 20 年来，

香港的泳滩水质诚然已见大幅改善，但我们却绝不能

松懈，往后还有许多工作等待我们去处理。例如，荃

湾区多个泳滩迄今依然关闭，我们将采取措施争取在

不久的将来重开这些康乐设施。在这方面，我们需要

公众支持在区内继续推行乡村污水收集计划，并实施｢净化海港计划｣余下各阶段

的工程，藉着规划中的污水消毒系统改善荃湾水质。2005 年，环保署的泳滩水质

监测计划进展令人满意。我深信这套经完善及被认同的监测计划可以继续造福市

民，并进一步改善本港泳滩的水质。 
 
 
 
 

 

环境运输及工务局常任秘书长（环境）/ 

环境保护署署长 

郭家强太平绅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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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柱泳滩 1980 年代初(上)和 
2005 年(下)的面貌 

1989 年长洲东湾的排水渠改道工程 

第一章 绪言 
 
2005 年，数以万计的泳客到泳滩消闲，市民在

清澈的碧波中弄潮和享受日光浴时，大概不会

知道 20 年前，本港许多泳滩都不适宜游泳。回

想 1980 年代初，市区急速发展，对本港环境包

括沿岸的海域和泳滩造成莫大的影响。当时，

泳滩水质日趋下降，愈来愈多美丽的海滩因受

到污染而关闭，令市民不能在滨岸游玩和水中

畅泳。因此，政府于 1986 年委以环保署重任，

负责推行「泳滩水质监测计划」。今年适逢这项

计划的 20 周年，我们藉此机会回顾泳滩环境的

变化，重温环保署 20 年来在维护泳滩水质方面

的工作成效。 
 
环保署于 1986 年开始执行「泳滩水质监测计

划」，第一步便是为计划拟定目标和准则。经过

审慎考虑，我们认定了两大需要。第一，水质

评估必须以慎密的科学研究作为依据。可是当时

环保署并没有可靠的科学数据以界定香港泳滩水质污染的性质和程度，因此环保

署便开展了流行病学研究，以评估水中细菌含量与游泳相关疾病风险的关系，从

而为泳滩水质监测订定一套具科学性的水质指标。 
 
第二，环保署深明只有各方持续共同努力，才

可令泳滩水质有显著的改善。这些长远措施，

包括管制泳滩腹地的污水排放、为泳滩的集水

区建设完善的污水收集及处理设施、改道或扩

建排污渠、控制禽畜废物及其它污染源，以及

采取其它可行的补救措施。以上措施部份可由

环保署自行实施，但亦有些需要其它政府部门

或机构互相配合及支持。 
 
环保署执行这些职责已有 20 年，其间利用现代

科技建立了一套成效显著的泳滩水质监测系统。这项计划经过多年来的优化及改

进，多方面均达到先进水平。制定「泳滩水质监测计划」时所进行的科学研究结

果曾在国际科学期刊发表，受到世界卫生组织的肯定。此外，英国广播公司亦专

题报导香港环保署的监测计划如何成为东南亚地区的成功例子。环保署除负责计

划的技术工作外，还向政府、学界和公众提供方便查阅且准确无误的最新数据，

而环保署年报就是其中一个传讯途径，读者可参阅报告所刊载的水质监测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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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 年代典型雨水渠把污水直接

排至泳滩 

浅水湾 ⎯ 1980 年代终进行的污

水收集系统工程 

 
 

1980 年代中期，香港的泳滩一般均处于恶劣状

况。由于大部份公共污水收集系统尚未完善，

污水排放问题相当严重，往往对泳滩造成污染。

港九各处泳滩的腹地常有寮屋或乡村，这些房

屋大部份并没有接驳公共污水收集系统，家居

污水未经处理便直接排放到雨水渠，然后流至

沿岸。此外，大部份化粪池系统的作用亦相当

有限，而住宅和

工商业的污水

处理设施亦多

未能妥善操作。总体来说，当年香港有大量未经

处理的污水流入海港或沿岸泳滩，污染严重情况

从水质统计数字可见一斑：在全港 41 个宪报公布

的泳滩当中，只有 11 个属于「良好」评级。 
 

环保署为了改善泳滩水质迅速地采取多项紧急

措施，务求纾缓最受影响泳滩的污染情况。这

些「急救」措施包括把香港岛南区的浅水湾、

中湾、深水湾、石澳及舂坎角的雨水渠改道以

减少污染，此项措施的成效立竿见影，区内泳

滩的水质顿时好转。此外，政府并建立多个污

水输送设施将污水输往处理厂，于 1989 年启用

设于浅水湾

加氯污水处

理厂内的输

送设施便是当中的实例。与此同时，署方还投

放资源研究污染的根源和规划污水收集设施，

并把握机遇开展了一系列的改善工程。 
 
另外，环保署亦制定了多项防污染法规和实施相关

的措施。1988 年 6 月，我们推行《禽畜废物管制计

划》，广泛向禽畜农户宣传法律的规定，使他们了

解和遵守各防污条例的规定，其中特别以银矿湾和

钓鱼湾等泳滩附近的农场为重点。同时，我们并在

全港各区分阶段执行《水污染管制条例》，从污染

源头着手解决问题，使土地和场所负责人采取有效

措施防止环境污染。 
 
 



香港泳滩水质监测 20 年 (1986-2005) 4

海滩是老少咸宜的消闲运动好去处 

环保署较长远的工作包括规划和协助实施全港「污水收集整体计划」。此计划涵

盖一系列方案，将污水收集系统扩展至全港各区，并建造新的污水处理设施。另

外，环保署亦与其它政府部门紧密合作，在各泳滩进行改善工程，例如在观音湾、

长洲东湾和塘福等地提供崭新的泳滩设施和厕所以减少污染。 
 
 

 
 

 
 
经过多年的努力，香港的海岸环境焕然一新，2005 年许多泳滩的水质均有显著改

善。以往泳滩背后稠密住宅楼宇排出肮脏污水、禽畜农场的废物和雨水渠的排放，

均造成严重的环境污染，这些情景今天已不复见。而在港岛南区，泳滩水质的变

化更是泾渭分明，当年极之污染的泳滩，今天变得澄净安全，市民一年四季也可

到此畅泳和游玩。1986 年本港只有 11 个「良好」评级的泳滩，而 2005 年达到「良

好」评级的有 23 个，显示香港泳滩水质的大幅改善。 
 
虽然过去 20 年来努力的成果令人鼓舞，但放

眼未来，我们仍需继往开来进一步改善泳滩的

水质。2005 年，香港大部份泳滩环境怡人，

可让市民安全地游泳、玩乐或享受日光浴。从

2005 年夏季每月有超过 100 万市民到泳滩消

闲的数字可见，公众对泳滩水质充满信心。 
 
 
 

石澳泳滩天晴水净，市民弄潮为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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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年开放让公众游泳的银线湾泳滩 

2005 年内最令泳客烦恼的并非环保署所能管

辖的事务，而是连场大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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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天公不造美，但泳滩的水质

却并未受到影响，大部份泳滩均维持开放。西

贡银线湾则因接驳公共污水系统，水质大幅改

善，足以证明环保署措施的成效。此外政府更

实施多项全新的改善措施：例如，继旧咖啡湾

和下长沙在 2005 年泳季期间安装防鲨网后，目前本港所有宪报公布的泳滩已全

面装设防鲨网以保障泳客的安全，而关闭 24 年之久的屯门青山湾泳滩亦在 2005
年重新开放，实令人鼓舞。有关青山湾泳滩的重开，本报告另有详细介绍。它是

各方携手管制污染、监测水质的成功例子，让我们知道只要同心合力，定可促使

环境展现更优美的风貌。 
 
2005 年内，荃湾区大部份泳滩仍维持关闭。我们将继续采取措施控制荃湾一带泳

滩的污染源头，以改善这些泳滩的水质，使它们能重新开放给公众享用。这些措

施包括将区内污水接驳到公共污水收集系统及输往污水厂处理。此外，我们并计

划为昂船洲排放的污水进行消毒处理，只要公众同意支付排污费以承担工程营运

费用，计划便可顺利推行。环保署深信若公众愿意分担污水处理的费用，我们未

来几年的工作将有望使本港所有宪报公布泳滩全面开放供市民游泳。 
 

 
 热带天堂？下长沙泳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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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方便的泳滩毗邻高密度住宅大厦

1994 年黄金泳滩进行泳滩建造工程 

第二章 泳滩水质监测计划 
 
环保署于 1986 年执掌监测泳滩水质的工作后，不断改良、调整和扩展「泳滩水

质监测计划」。时至今日，我们的监测范围遍及全港 40 多个泳滩，除了监察和测

试泳滩水样本外，还负责编制关于本港泳滩的信息，以供市民使用和查询。 
 

 
 
1986 年以前，本港泳滩水质的监测工作由 3 个政府部门分担(前市政局、区域市

政局及工程拓展署)，当时的制度既欠缺效率亦难以协调，政府遂于 1986 年将泳

滩水质监测的任务交予新成立的环境保护署执行。一如緒言所述，环保署进行了

流行病学研究，建立可靠的科学结论作为基础，以推行「泳滩水质监测计划」。

此外，我们悉力确保监测工作达到最高效率和准确度，同时广泛向公众发布泳滩

水质的资料。 
 

 
 
香港有许多海滩，有些与市区仅有咫尺之距，

有些则十分偏远，必须乘船或攀山越岭才可

到达，但不管远近，每个泳滩均风景迷人令

人向往。每年漫长的夏季，碧海银沙的泳滩

正是畅泳和消闲的好去处。这些泳滩当中，

部份经由政府刊登宪报公布，给予完善的维

护和管理，开放予公众使用。宪报公布的泳

滩设有更衣室、厕所和冲身设施，开放时更有救生员当值。 
 
1986 年，全港共有 41 个宪报公布的泳滩。

这些泳滩均由环保署监测水质，此外亦有监

测 10 个当时被考虑列为刊宪公布的泳滩。

20 年后的今天，虽然宪报公布的泳滩总数

依然是 41 个，但泳滩的名录却有改变，例

如白沙洲和露营湾早于 1995年 10月从宪报

中删除，而蝴蝶湾和黄金泳滩则分别于1987
年和 1995 年列为宪报公布泳滩(本报告的统

计数字和图表并不包括两个已被删除的泳滩)。 
 
2005 年，41 个宪报公布泳滩中共有 32 个开放予公众使用，9 个关闭，当中 7 个

因水质欠佳而关闭，其余两个则因为泳客稀少和资源分配等原因(康乐及文化事务

署的决定)暂停开放。环保署除了在所有宪报公布泳滩进行水质监测外，年内还监

测两个非宪报公布泳滩：龙尾和愉景湾泳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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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保署自 1986 年执行泳滩水质监测工作后，增加了监测的频率。在此之前，宪

报公布泳滩在泳季期间每两星期抽取水样本监测一次，非宪报公布泳滩则每月监

测一次。本署接管工作以来，多次调整了监测次数，目前每年泳季期间宪报公布

泳滩每月最少进行三次水质监测，假如水质突然恶化，监测密度更会相应增加。 
 
整年泳滩水质监测的密度乃视乎季节和个别泳滩的状况而定。本港有多个热门泳

滩全年均开放予公众使用，包括清水湾第二湾、深水湾、黄金泳滩及银线湾。环

保署全年每月最少在这些泳滩抽取水样本三次进行监测，至于其它宪报公布泳滩

大部份只于 3 月至 10 月泳季期间开放(个别泳滩每年 4 月才开放，有些泳滩则于

11 月才关闭)。每逢泳季，环保署每月最少在各泳滩抽取水样本三次，非泳季则

减为每月一次。两个非宪报公布泳滩在泳季内每月抽取水样本两次，非泳季减为

每月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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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保署于 1980 年代后期订定了一套简单而有效的环境水质标准，沿用至今，我

们称之为「水质指标」。泳滩的水质指标订定海水大肠杆菌含量的可接受水平。

大肠杆菌是粪便污染的可靠指针，研究显示水中大肠杆菌的含量与游泳引致的发

病率有密切关系(例如皮肤病和肠胃疾病)。 
 
1990 年代修订的最新水质指标是以流行病学研究结果作为依据，研究对象是本港

泳滩的泳客。水质指标是以每年 3 月至 10 月泳季期间所收集样本的大肠杆菌含

量几何平均值计算，每 100 毫升海水中的大肠杆菌数量不应超过 180 个。 
 
为确定泳滩海水是否达到水质指标，环保署会在每个泳滩定期抽取样本测试，然

后利用整个泳季的检测结果作评定。监测的程序如下：环保署人员每月抽取海水

样本最少三次(或更频密)，每次抽样的相隔时间为 3 至 14 天。海水样本会进行大

肠杆菌分析，并记录结果。泳季结束后，环保署便计算所有海水样本的大肠杆菌

含量的几何平均值，评估是否符合每 100 毫升海水不超过 180 个的水质指标。 
 
制定泳滩水质指标背后有一段有趣的历史。1986 年环保署接管泳滩水质监测工作

初期，当时沿用的水质指标订明「以最近 5 次连续抽取的海水样本中位数计算，

每 100 毫升海水中的大肠杆菌数量不应超过 1,000 个」。这套指针取自世界卫生组

织于 1977 年发表的建议水平，但却没有以流行病学研究作为依据，评估泳滩海

水污染对当地居民健康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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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港泳滩进行流行病学研究 

当年，世界卫生组织提供建议指针的同时，

亦促请全球国家和地区各自进行科学研究，

藉此开发更准确而具地区代表性的水质指

标。环保署于 1980 年代后期展开相应行动，

与本港多间大学的科研人员合作进行流行病

学研究。研究结果很明确，显示大肠杆菌是

评估香港市民因游泳而感染疾病病发率的最

佳指标，此外研究亦确定大肠杆菌含量的几

何平均值与游泳引致的肠胃病和其它疾病的

发病率有直接的关系。 
 
环保署根据研究成果，在 1990 年代初修订了

早前沿用的水质指标，将水质的分级与游泳

引致的疾病风险挂钩。这套经验证而科学化

的系统一直沿用至今，可让泳客了解在个别

泳滩游泳感染疾病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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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行的海水抽样和实地量度水质 (左)，对比 1990 年代(中)和 1980 年代(右) 

第三章 监测泳滩水质 
 

 
 
环保署定期在香港的泳滩抽取水样本测试。宪报公布的泳滩在泳季每月最少抽样

三次，其它月份亦每月最少抽样一次，至于个别全年开放的宪报公布泳滩则一年

四季每月最少抽样三次。 

 
虽然我们经常抽取海水样本，但没有硬性的时间表，环保署人员可在一周内选择

任何一天进行抽样工作，包括周末及公众假期，这是因为按照硬性时间表抽取海

水样本可能会错过经常在个别日子(例如逢周末)才出现的重要趋势或事故，而在

一周内弹性地选择日子抽样则可监察到这类情况，为我们提供更全面的泳滩水质

数据。 
 
环保署督察抽取海水样本时，需从离岸不远处

水深及大腿至腰的水域抽取样本。样本在进行

测试前须储存于摄氏 4 度低温下。我们的督察

除了抽取海水样本，还会检视泳滩附近的河溪

或排水渠并抽取水样本检验是否有污染情况。 
 
环保署督察抽取水样本时，亦会利用电子手帐

(PDA)输入其它有关数据，包括水温、海水含

氧量、当时的天气状况和其它泳滩水质和环境

数据。数据输入 PDA 后，可轻易地在环保署办

事处直接加载服务器以便分析。 
 

在潜在污染源抽取水样本 ⎯ 泳滩 
监测的主要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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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新方法缩短海水大肠杆菌 
含量的测试时间 

经培养后的大肠杆菌菌落 

 
 
监测计划推行初期，环保署收集的所有海水样本均送往西营盘赛马会分科诊所的

政府公共卫生化验中心进行分析。当时测试大肠杆菌数量水平的方法称为「多管

法」(Multiple Tube Method) ，又称「最大可能数计算法」(Most Probable Number 
Method)，分析结果容易出现较大的误差。 
 
1987 年，环保署自设环境微生物学化验室，

负责分析收集所得的泳滩海水样本，弃用以往

的「多管法」，改用经过改良的薄膜过滤法

(Membrane Filtration Method)分析样本，取得更

准确的检测结果。这套分析方法一直沿用至

今，但培养大肠杆菌的介质媒体则在 1997 年

进一步改良，采用可发色体培养基(CLECC)，
报告时间亦由 3 天缩短至 1.5 天。 
 
泳滩海水样本抽取 6 小时内，须送抵环保署化

验室进行大肠杆菌含量测试。目前采用的薄膜

过滤法是以滤膜隔滤海水中的细菌，然后将滤

膜放到特殊的培养基上，在摄氏 44.5 度的有氧

环境下培养 18 至 24 小时，其间滤膜表面隔滤

的细菌会形成独特的蓝绿色斑点(大肠杆菌菌

落)。这些菌落的数量代表细菌的数量。此外，

化验人员并会量度海水样本的酸碱值、盐度和

混浊度。 
 
多年来，环保署多次改进和精简样本的采集和

细菌的测试，确定了此项工作的可靠性和良好

的科学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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泳滩水质级别和等级制的宣传单张 

第四章 香港泳滩的级别和等级 
 
环保署分别采用两套制度为泳客提供全面的

泳滩水质数据。第一套是全年级别制，目的是

提供每个泳滩于 3 月至 10 月整个泳季的水质

摘要数据。环保署于 1986 年执行泳滩水质监

测工作后便实施全年级别制将全港的泳滩分

级。另一套制度是 1987 年开始推行的等级制，

目的是根据过去数星期收集的海水样本，提供

最近数周的泳滩水质数据。以上两套制度均经

过多年来的改良和完善，逐渐演变成为今天的

模式。 
 
 

 
 
每年，环保署均将本港各泳滩分级，以反映该年泳季(3 月至 10 月)的整体泳滩水

质，当中重点是个别泳滩能否达到水质指标，亦即每 100 毫升海中大肠杆菌不超

过 180 个的指定上限。任何泳滩在泳季的大肠杆菌几何平均含量超出这上限，便

不符合水质指标。 
 
达标的泳滩(香港大部份泳滩均在此列)将再进一步按照水质分级。水质最佳的泳

滩级别为「良好」，几何平均含量较高的泳滩级别为「一般」。同样，未能达标的

泳滩亦进一步分为两级：「欠佳」和「极差」。这套四级制度可让泳客知道个别泳

滩水质是否持续偏高或偏低，此外并可向公众和政府提供有用数据，显示水质优

劣变化的长期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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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行的泳滩级别制是经过多年的应用和改良而渐趋完善。在实施早期，全港泳滩

按照香港当时采用的水质标准分为四级：「良好」、「一般」、「偏差」和「欠佳」，

环保署于 1980 年代后期完成科学研究后，便随即修订了级别制度，使泳滩级别

更能准确地反映健康风险，分级制度亦在 1990 至 1992 年间更改为今天所见的级

别。 
 
 

 
 
泳滩等级制可为泳客提供各泳滩在年内任何时间的最新水质数据，与全年级别制

相辅相成。个别泳滩的等级是根据最近 5 次抽取水样本的大肠杆菌几何平均值而

评定，由于大部份宪报公布泳滩每月均会抽取样本三次或以上，公众只需参考泳

滩的等级，便可大概了解该月的水质状况。 
 
泳滩等级制于 1987 年 7 月开始推行，将全港泳滩分为三个等级：「良好」、「一般」

和「欠佳」。一如上文所述，由于这些早期订定的等级是根据世界卫生组织于 1977
年发表的建议指标厘定，而非以流行病学研究结果作为基础，因此未能准确反映

泳客可能面对的疾病风险。1980 年代后期，环保署完成研究和制定以健康风险为

本的水质指标后，于 1990 年正式推出经修订的四级制，将泳滩由 1 至 4 评定水

质等级，并分级为「良好」、「一般」、「普通」和「欠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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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 年，泳滩等级制再次进行改革，演变成为今天的制度。按照现行标准，香港

的泳滩分为四个等级：第一级「良好」、第二级「一般」、第三级「欠佳」、第四

级「极差」。这些分级不可与评估整个泳季水质的全年级别制混淆。例如，个别

泳滩在某些时期列为「良好」等级，但它在整个泳季的级别可能仍是「一般」。 
 
1999 年，环保署再推行另一项重大改革。任何时候泳滩的水样本如每 100 毫升海

水中大肠杆菌含量超过 1,600 个，最近五次样本的几何平均值便不适用，而泳滩

则实时降为第四级。这个机制的目的是确保评定等级时，不会因为几何平均值数

字偏低而忽略了大肠杆菌含量骤增所带来的健康风险。大肠杆菌含量的增加可能

因为近期高雨量或个别污染事故所致，此时环保署及其它部门会立即采取相关措

施和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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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事故应变 
 

 
 
环保署推行泳滩水质监测计划，主要目的是评估水质的长期趋势和变化，此外如

发生个别不可预计的污染事故导致水质恶化，我们亦会立即知会相关单位和公

众，并与其它有关部门协力执行「泳滩污染应变计划」，迅速而有效地实施各种

抗污染措施。此计划于 1997 年制订，该年本港相继发生多宗严重污染事件，署

方遂着手拟划一套完整的系统，确保可对紧急或突发污染事件作出迅速应变处

理，以及防止同类事件的发生。自计划制订后，香港亦再无发生严重的泳滩污染

事件。 
 
「泳滩污染应变计划」是由一系列有系统的步骤构成，就排放污染物质(意外或蓄

意)，和污水收集系统及排污口故障或受损等事件所引致的泳滩水质污染而作出的

应变。计划订立明确的指引，指定环保署迅速处理类似污染事件的应变程序及列

出应采取的措施，亦清晰界定环保署及其它政府部门在处理事件时的权责及沟通

程序，以便各方迅速地采取行动。计划并规定如发生严重污染事件，环保署应立

即派出人员到现场调查。本计划于 1997 年开始实施后，整体沟通及应变时间有

所改善，污染事件已减至最低，而管控工作亦更加流畅。 
 
 

 
 
环保署近年来利用新科技，协助处

理集水区内的污染事故。例如，本

署现已备存监测计划下每个泳滩

的集水区电子图则，这些图则存取

快捷，更新方便，最重要的是图则

能清晰标示每个泳滩的潜在污染

源，并涵盖区内污水处理设施的详

细数据，包括污水处理方法和每日

排放量。如个别泳滩的大肠杆菌数

量水平突然出现变化，环保署人员

可参照泳滩集水区图则，进行侦测

该区的潜在污染源以有效地控制

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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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泳滩水质等级告示板(左)比旧日的告示板更为夺目(右) 

第六章 向公众发放泳滩水质资料 
 
环保署定期在泳滩抽取水样本、进行化验室测试及分析泳滩水质的监测数据，可

是我们的工作绝对不止于此。泳滩水质数据对许多不同界别的人士十分重要，当

中包括科研人员和学生、远足人士以至泳滩常客，因此环保署公开其搜集所得的

资料，使广大市民能获得相关信息。此外，环保署的泳滩水质数据对其他政府部

门亦十分有用。例如规划大型基建项目时，工程对附近泳滩水质的影响是重要的

考虑因素之一。除此之外，负责管理宪报公布泳滩设施的康乐及文化事务署是根

据环保署的资料决定开放或关闭泳滩，以及通知公众泳滩是否适宜游泳。 
 
环保署自成立以来，不断开拓方法，务求更好更快地向公众发布泳滩水质消息，

现今新科技不断进步，向公众传播途径更广。回想当年，环保署每两星期发布一

次新闻稿公开泳滩水质资料，第一份新闻稿于 1987 年 7 月 30 日星期四发放，刚

好赶及在周末见报，关于泳滩等级的数据则定期在各报章刊登。多年来，新闻稿

一直是环保署发放泳滩信息的主要途径，1997 年我们改为每星期发稿一次，发稿

日亦由星期四改为星期五，确保泳客在周末前能获得最新、最准确的水质资料。 
 

全港各个泳滩已先后设置了泳滩水质等级告示板，泳客抵达泳滩后如欲了解水质

状况，只需到告示板查阅便可一目了然。以往由区域市政局管理的泳滩早于 1988
年便设立了泳滩等级告示板，而市政局辖下的泳滩则待至 1999 年才备妥设施。

同年，环保署亦推出电话泳滩水质查询热线服务，此 24 小时服务热线至今仍在

运作，号码为 2511 6666。 
 
1988 年，环保署开始公开发表泳滩水质监测计划年报，早年的报告偏重于技术性

的资料，较适合作政府内部参考之用，其后年报的内容经过革新，信息更简单易

明，渐渐吸引普罗大众阅读，近年我们更制作了既方便又环保的电子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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泳滩水质年报经过多次改革，由印刷本至电子档案(光盘及网上下载版)俱备 

环保署于 1998 年 10 月设立泳滩水质网页，次年 4 月开始每天更新网页数据。时

至今日，网页增添了不少信息，1999 年开始提供个别泳滩水质趋势，及 2000 年

增设了全港泳滩年度信息。同年，我们首次提供泳滩水质年报的电子文件版本

(PDF)供公众下载，2001 年则推出光盘版。现时，http:\\www.epd.gov.hk 网页的资

料包罗万有，其中包括最新的泳滩等级和其它关于本署监测各泳滩的有用信息，

市民如计划到泳滩消闲，只需用流动电话或电子手帐 (PDA)查询，便可掌握最新

的泳滩情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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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天效应警告板 

 
 
雨水会令泳滩水中细菌含量有所变化。大

雨夹杂着溢流污水排放至泳滩，可导致海

水的细菌数量短暂提高，以致危害泳客的

健康。在环保署建议下，康乐及文化事务

署现已在大部份泳滩设置「雨天效应警告

板」，提醒泳客不要在大雨后 3 天内到泳滩

游泳。此外，环保署亦在其网页和每周的

新闻稿内发布雨天效应警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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泳滩腹地的寮屋 

浅水湾 1980年代的面貌 ⎯ 滩上有一

条明渠横越，附近还有寮屋 

第七章 2005年最新泳滩水质概况 
 

 
 
环保署将其监测的全港泳滩按地理位置分组：南区泳滩指位于港岛南岸的海滩﹔

西贡区泳滩涵盖新界东岸和该区各泳滩﹔荃湾及屯门归纳为一区，因该处的泳滩

均位于荃湾至屯门的沿岸﹔至于离岛区则包括位于大屿山、南丫岛及长洲多个环

境优美的海滩。 
 

 
 
南区泳滩过往 20 年的演变 
 
回想 1986 年，南区多个泳滩，包括滩头广阔、

平静安全的浅水湾，以至空旷的滑浪胜地大

浪湾等，水质情况都不太理想，而随着附近

人口迅速增加， 1990 年代泳滩环境更进一步

恶化。水质欠佳的主要原因是当时泳滩腹地

的污水处理设施均建于 1970 年代，原本设计

只可供少数人口使用，至 1980 年代人口急剧

上升，令污水设施负荷量大增，沉重的压力

几乎导致系统崩溃。许多商业楼宇、寮屋和住

宅均直接将污水排入雨水渠，导致未经处理

的污水流入浅水湾、深水湾、石澳及石澳后

滩等大型泳滩。此外，赤柱附近还有数个猪

场，禽畜废物对赤柱半岛的泳滩造成污染，

其中也包括圣士提反湾。正因如此，南区的

泳滩虽然环境优美，但大部份都不适宜游泳。

到了 1986 年，政府决定采取有效措施，挽救

海滨环境。 
 
政府首先制定及实施污染管制法例，以改善

水质，并立例禁止在市区内饲养禽畜，赤柱的

猪场因而关闭。环保署同时亦开展雨水渠截流

和改道计划，避免污水流入泳滩。此外并采取其它措施有效地减少了排水渠和水

道的污染。大部份泳滩的防污「急救」工程均在 1988 年至 1989 年间完成，此后

泳滩的水质有了显著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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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1989 年开始，南区只有 1 个泳滩不符合水质指标，其余全部达标，而且泳滩

的水质均继续改善。1990 年代，政府在南区泳滩持续推行改善措施，其中在深水

湾、寿臣山和浅水湾一带的污水收集设施在 1991 至 1995 年间相继落成。而白沙

湾则于 1995 年中建设了全新的污水处理厂，并将处理过的污水排到双四门水域，

使赤柱一带的泳滩水质大为改善。接着政府于该区展开了多项大型公共污水收集

系统接驳计划。 
 
尽管南区泳滩的水质在 1990 年代后期已普遍改善，但石澳后滩的水质仍然欠佳，

主要是因为附近还有许多村屋尚未接驳到公共污水系统，其后政府进行了排水系

统改善工程将污水排放口改道至远离泳滩的地方，石澳后滩终于在 1999 年达到

水质指标，自此更一直没有出现超出指标的情况。 
 
南区泳滩 2005 年概况 
 
2005 年南区泳滩的水质维持良好，令到泳滩

消闲的泳客尽兴而返。虽然年内降雨量较高，

但区内12个泳滩中10个全年级别仍维持「良

好」，只有大浪湾及石澳后滩的级别为「一

般」。南区泳滩所采集的海水样本中，高达

95%符合水质指标，其中 72%属于「良好」

等级，正因如此，南区许多泳滩现时为全港

最受欢迎，且使用率高。这些风景秀丽的海

滨胜地是市民享受碧波畅泳的好地方。 今日的浅水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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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 年 7 月初，南区泳滩曾发生了一件不寻常的事件，泳客和游人发现浅水带有

大量的垃圾飘浮，有时更堆积在沙滩上。环保署立即提高警觉，并增加监察水质

次数。虽然没有发现大肠杆菌含量增加或水质明显恶化，但泳滩上的飘浮垃圾总

是令人厌恶。经署方进一步调查，发现飘浮垃圾的源头是珠江上游。该处曾经连

场豪雨，造成泛滥，垃圾随洪水冲到珠江下游，继而流出大海，借着风力和珠江

口的潮水飘浮到香港海域。尽管年内发生了飘浮垃圾事件，港岛南区各泳滩的水

质仍然维持「良好」或「一般」等级。 
 

 
 
西贡区泳滩过往 20 年的演变 
 
香港西贡区的自然环境不染俗尘，区内的泳

滩素来以水清怡人闻名，即使在香港泳滩普

遍水质欠佳的 1980 年代，西贡区大部份泳

滩也持续录得「良好」级别。西贡区泳滩得

天独厚，主要是因为本港东岸郊野连绵，附

近海域离岛星罗棋布，政府还在此辟划了西

贡郊野公园，人口远少于香港其它地区，而

对环境造成的压力也相对较轻。 
 
多年来，银线湾是区内唯一水质较不理想的泳滩。主要因为泳滩附近陡坡房屋密

布，化粪池经常渗漏或溢流影响水质。2001 年政府将公共污水系统扩展至银线湾

一带，环保署亦致力促使居民将住宅的污水接驳至公共污水渠。随着房屋化粪池

的使用逐年减少，银线湾的污染问题也逐渐纾缓。目前，超过半数银线湾住户已

接驳到公共污水渠，未来数年内，其余住户将会陆续完成接驳工程。 
 
其它西贡区的泳滩偶尔也发生污染事故。例如清水湾第一湾曾受到附近一条雨水

渠的污染，对此，环保署会持续采取执法行动，减少这类事件的发生。另外，政

府还进行了提升泳滩环境的改善工程，包括在清水湾第二湾兴建新泳滩设施和厕

所，以及将处理过的污水引流至远离泳滩的锁匙头排放。2002 年初，清水湾第二

湾污水处理设施的消毒装置正式启用，进一步改善了泳滩的水质。 
 

清水湾第一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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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贡区泳滩 2005 年概况 
 
2005 年，西贡区 6 个宪报公布泳滩中有 5
个为「良好」级别，当中厦门湾和三星湾的

水质更于整个泳季内维持 100%「良好」等

级。银线湾的级别则依然是「一般」，但该

泳滩已在多方面取得了改善。 
 
到 2005 年为止，随着银线湾背后的村屋陆

续接驳了公共污水渠，化粪池所造成的污染

风险已大幅减低。政府早于 2001 年将公共

污水系统扩展至银线湾一带，2002 年开始，

泳滩的水质持续改善，虽然 2005 年大雨连场，该泳滩的水质仍维持其持续改善

的趋势。一如下图所示，2005 年的雨量约比 2004 年多近一倍，但银线湾的大肠

杆菌全年几何平均值仍继续下降。2005 年内仅有一次的等级被评为「第四级」，

相比之下 2004 年则曾两度被评为「第四级」。 
 

 

银线湾的污水系统接驳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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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制猪场排放的废物 

 
 
香港西部的泳滩分布于荃湾和屯门，毗邻这

两个人口稠密的市区，区内的泳滩多年来备

受附近稠密发展污染的影响，猪场污水也曾

是主要的污染源，直至环保署于 1994 年实

施经修订的《禽畜废物管制计划》后，禽畜

废物污染问题已有大幅改善，对泳滩水质的

影响亦相应减少。 
 
以下图表显示，屯门区泳滩的全年级别与荃

湾区存在颇大差距，这是由于两区泳滩的历史发展截然不同。位处海岸西部的屯

门区泳滩过去 20 年来水质有明显的改善，2005 年更全部达到「一般」的全年级

别，而水质的等级则以「第二级」(一般)为多，其中两个泳滩有时更升至「第一

级」，只有一个泳滩曾经降至「第四级」。相比之下，荃湾区泳滩的污染情况未有

显著改善，个中原因下文将另作详述。除马湾东湾取得「一般」全年级别外，该

区大部份泳滩都已关闭。2005 年内，屯门及荃湾区泳滩达到水质指标的总百分率

为 81%，其中未能达标的主要是荃湾区内的泳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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钓鱼湾后方一个猪场(右上) 

 
 

 
 
荃湾区泳滩：历史背景 
 
1980 年代，荃湾区泳滩主要受到三个污

染源影响，其中包括附近猪场排放的污

染物，以及寮屋和楼宇排放未经处理的

污水，这两个污染源是全港泳滩普遍面

对的问题，至于第三个污染源则是由于

荃湾海滩位于蓝巴勒海峡(荃湾与青衣

岛之间的海峡)的西北方，常有受污染的

海水随潮汐流到荃湾的泳滩。 
 
1980 年代，因政府严厉管制市区内的禽畜农场，禽畜废物问题大致解决，但楼宇

排放的污水问题却仍然存在，导致长久以来区内泳滩水质一直欠佳。目前，公共

污水收集系统的扩展工程仍在进行中，青山公路沿线不少村屋尚待接驳污水渠(包
括荃湾多个泳滩腹地)。此外，「净化海港计划」第一期工程已于 2001 年底完成，

该计划虽能为海港整体水质带来显著的改善，特别是东面水域，但昂船洲污水处

理厂尚未设置消毒设备，而海底排污渠口则距离荃湾多个泳滩仅约 8 公里，处理

后的污水往往随潮汐和海流进入荃湾水域，影响区内泳滩水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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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湾东湾海滩 

荃湾区泳滩 2005 年概况 
 
2005 年，荃湾区 8 个泳滩中有 7 个未能达到

水质指标。一如 2004 年，这些泳滩继续关闭。

此外，年内甚高的雨量对荃湾区泳滩水质亦

有所影响，其中已关闭的 4 个泳滩的全年级

别由「欠佳」下降至「极差」。全区唯一开放

的泳滩是位于珀丽湾的马湾东湾，全年级别

为「一般」，泳季内一直开放供公众使用。该

泳滩在大雨期间曾被评为「第四级」，但总体

来说水质远胜于区内其它泳滩，相信这是与

其地理位置有关。 
 
荃湾区泳滩水质诚然未如

理想，但前景却是乐观。

「净化海港计划」现时尚

未具备污水消毒设施，因

此污水处理厂的排放对泳

滩水质造成一定影响。政

府目前正筹建「净化海港

计划」第二期甲工程，并

有望于 2009 年为昂船洲

污水处理厂的排放进行消

毒，上述计划必须依頼公

众的支持及支付排污费，

用以承担设施的营运费

用。工程完成后，荃湾一

带水域的含菌量预期将大

幅下降，为荃湾 7 个泳滩

的重开立下基石。 
 
2005 年内，环保署与荃湾区居民、渠务署等携手合作，致力改善泳滩水质。深井

一带大部份的住宅大厦、商业楼宇和许多村屋已接驳至公共污水系统，青山公路

沿线的污水渠接驳工程亦逐步进行，待至 2009 年污水主干渠落成后，环保署亦

会要求村屋和其它楼宇业主尽快将污水接入公共污水渠。「净化海港计划」第二

期甲工程的污水消毒设施及污染源防治工作，将为荃湾区的水质带来进一步的改

善。 
 
 

「净化海港计划」第一期及第二期工程示意简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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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1 年青山湾面貌，泳滩远处有水渠

排出污水(上)， 2005 年重新开放(下)

 
 
屯门区泳滩：历史背景 
 
在 1980 年代，屯门区泳滩的水质一如荃湾区般欠佳，经过环保署和其它政府部

门多年来努力控制污染，遂令情况有所改善。回想 1986 年，屯门泳滩的海水中

大肠杆菌含量极高，其中近屯门新市镇的海滩情况尤为严重。当时的主要污染源

是屯门明渠，渠内的污水经常影响到附近的泳滩。为了改善泳滩水质，环保署于

1993 年着手拟定「屯门污水收集整体计划」。计划的第一期工程于 1994 年开展，

区内的污水管道和网络输送能力相继大幅提高。1997 年，第二期工程正式推行，

污水主干渠的覆盖范围进一步扩大，使许多乡村得以接驳至公共污水系统。工程

实施后，泳滩水质显著改善。以往因水质欠佳而关闭多年的泳滩再次「适宜游泳」，

重新开放予公众使用，当中最明显的例子莫如 2005 年重新开放的青山湾泳滩。 
 
屯门区泳滩 2005 年概况 
 
由于政府不断改善污水收集设施，屯门区泳

滩的情况于 1990 年代已显著好转。2005 年，

屯门区 6 个泳滩全部达到水质指标，而且自

1999年至今泳滩的全年级别一直维持于「一

般」，此外青山湾的重开深具象征性意义，

代表屯门区泳滩一洗污染形象。过去的青山

湾污染非常严重，水质极差，因此在 1981
年开始关闭。随着政府多年来的努力，区内

污水收集设施日趋完善，加上多项污染管制

计划亦逐渐取得成效，水质遂稳步改善，到

了 1990 年代，青山湾水质持续好转，1999
年首次获得「一般」的全年级别，此后一直

维持这个级别。其实以青山湾的水质，本可

在 2005 年前重新开放，只是泳滩的海床情

况欠佳，可能对泳客构成危险，故需进行海

床改善工程。工程完竣后，泳滩还设置了多

项新设施，并于 2005 年 6 月 1 日正式开放

予公众使用。重开后的青山湾深受泳客欢

迎，亦是现时本港热门泳滩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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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简介 
 
离岛区泳滩分布于大屿山、南丫岛和长洲三

岛，远离繁华的市区，因此水质一般清澈良

好。自 1986 年至今，离岛区偶有岸边住宅

的化粪池溢流污染泳滩的情况，环保署一直

努力执法，调查和整治污染。长洲东湾和观

音湾泳滩的地面排水渠以往时有污水排放

造成污染，1990 年代中期排水渠改道后，

两滩的水质有了大幅的改善。在此之前，长

洲污水处理厂于 1989 年曾加装海底排污

渠，污水得以更有效地分散，远离泳滩。2003 年，该厂装置了设有强效散流器的

新型排污渠，同时又改良了多项其它设施，使长洲的水质进一步改善。 
 
在芸芸离岛区泳滩中，银矿湾是我们的最大挑战。泳滩的历史颇为复杂，1980 年

代，滩后腹地有多个禽畜农场运作，禽畜废物排入梅窝一带的河流是泳滩的主要

污染源头，导致银矿湾于 1987 至 1989 年关闭达 3 年之久。自《禽畜废物管制计

划》推行后，泳滩的水质顿时有所改善，到了 1989 年已显著好转。1992 年底，

区内的 5 个禽畜农场全部关闭，水质遂再进一步改善。然而在往后多年，银矿湾

偶尔仍有较轻微的污染问题，但一般水质良好而稳定。 
 
离岛区泳滩 2005 年概况 
 
2005 年，离岛区 9 个泳滩中 8 个全年级别

为「良好」。等级方面，4 个泳滩于整个泳

季维持「第一级」(良好)等级，而并无任何

泳滩曽评为「第三级」及「第四级」。 
 
银矿湾 2005 年的全年级别为「一般」，虽略

逊于区内其它泳滩，但其水质改善的趋势确

令人鼓舞。政府现已着手计划提升银矿湾的

污水收集网络及污水处理设施，环保署则一

直紧密监控化粪池和渗水井的运作情况，并促使居民履行自身的责任，维持污水

处理系统有效地运作，防止泳滩污染。 
 

长洲东湾泳滩 

大屿山银矿湾泳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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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中的龙尾泳滩 

 
 
香港沿岸有许多非宪报公布泳滩，2005 年环保署对其中两个进行监测 ⎯ 位于大

屿山的愉景湾和吐露港北面大埔以东的龙尾。风光秀丽的愉景湾位于愉景湾住宅

发展项目范围内，是颇受泳客欢迎的泳滩，2005 年全年级别为「良好」。龙尾的

情况则不同，这个泳滩仍在构建中，政府计划将原有的石滩改建为人工沙滩，以

配合附近大尾笃的热门康乐设施。2005 年，龙尾的水质全年级别为「一般」，与

2004 年相同。 

 
 

 
 
总括来说，环保署 20 年来悉力改善香港泳滩的水质，今天已取得显著的成果，

特别是与本署成立初期的水质比较，更是值得欣慰。本港 41 个宪报公布的泳滩

中，34 个(83%)达到水质指标，2005 年全年级别为「良好」(23 个)或「一般」(11
个)，这些泳滩分布于南区、西贡区、离岛区和屯门区。不符合水质指标的泳滩共

7 个，全部位于荃湾区，其中 1 个全年级别为「欠佳」，其余 6 个为「极差」，政

府正进一步采取有效的措施改善水质。本报告刊载的 2005 年图表显示「泳滩监

测计划」多年来的成效，政府将与公众一起携手合作进一步改善香港的泳滩，创

造更美好的海滨环境，造福广大市民和后代。 
 

愉景湾和周围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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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往年泳滩级别参照 
 

 
 
环保署自 1986 年成立以来，一直负责监测香港的泳滩水质，迄今已 20 年。多年

来，我们先后实施多项重大措施，以促进和保障泳客的健康与安全。这些措施包

括： 

 推行周全及具科学性的泳滩水

质监测计划﹔ 
 定期向公众提供可靠及最新

的水质资料﹔ 
 与其它政府部门合作扩建污

水收集系统和改善污水设施，

特别致力于消减泳滩腹地的

污染﹔ 
 执行消减污染的环保法例，致

力维护泳滩水质。 
 

环保署为市民服务 20 年来，见证了不少环

境变迁，这些因素对泳滩水质的影响，有好

亦有坏。人口增长是一项主要影响因素。本

港人口的增长幅度很大，20 年前本港只有

550 万人，2005 年的数字约为 690 万。随着

人口增长，商业和住宅楼宇也相应发展，荃

湾和屯门等新市镇的发展步伐更是特别急

速。香港的新市镇发展模式备受国际重视，

然而发展初期往往对排水和污水收集网络

带来沉重压力，结果导致大量污水排至沿

岸，污染泳滩。因此，在环保署初成立的

10 年里，泳滩水质有下降的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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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泳滩腹地追查污染源头 

为改善泳滩水质，环保署在过去 20 年内实

施了一连串的环境保护措施，致力减低都市

发展和人口增长所构成的环境影响。其中以

实施「污水收集整体计划」成效最为显著。

透过这项措施，我们将公共污水收集网络扩

展至覆盖全港各区。此外，多项法例在 1980
年代颁布实施，环保署成为环保法例的主要

执法机关。经过多年来严厉执行废物处置和

水污染管制条例，再加上居民的配合，使大

部份泳滩的水质近年来有大幅的改善。随着

「泳滩污染应变计划」的推行，我们在防范和打击污染事件更见效益。 
 

 
 
 
由统计数字可见，环保署过去 20 年在多方面取得满意成效。继 1990 年代中期泳

滩级别普遍大幅下降后，本港泳滩符合水质指标的百分率录得显著增长，从 1986
年的 74% (39 个泳滩中有 29 个达标)提高至 2005 年的 83% (41 个泳滩中有 34 个

达标)。不符合水质指标的泳滩数目明显下降，1987 年共有 14 个泳滩未能达标，

但 2005 年则减少一半至 7 个。同期，全年级别「良好」的泳滩百分率亦见上升，

1986 年仅为 23%，而 2005 年则有 56%。自 1999 年至今，泳滩符合水质指标的

比率一直维持于 80%以上，显示长期以来水质正稳步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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泳客在沙清水净的浅水湾泳滩消闲 

正如上一章所述，1986 年部份泳滩(包括旧

咖啡湾、青山湾、中湾、浅水湾及银矿湾)
由于水质欠佳而关闭或濒临关闭，20 年后

的今天，这些泳滩则成为深受泳客欢迎的海

浴场所，让市民能畅快地享受弄潮之乐。随

着本港水质的持续改善，全港泳滩环境亦普

遍受惠。 
 

 
 
香港目前尚有少数泳滩不符合水质指标。这些泳滩全部位于荃湾区，区内泳滩虽

然受到「净化海港计划」的排放影响，但未来前景却相当乐观，政府为实现重开

泳滩的目标，已计划展开「净化海港计划」第二期甲工程，必须依頼各界接受透

过收取排污费用来支持此项工程的营运开支，即可望于 2009 年为昂船洲污水处

理厂的排放进行消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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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图表显示过去 20 年来大肠杆菌数量水平(全年几何平均值)的降低趋势。在众

多区域中，港岛南区的大肠杆菌数量减幅最大，至于早在 1990 年代初便有良好

水质的西贡和离岛区泳滩，减幅相对较小。以往南区的泳滩污染严重，经过多年

来的努力改善，今天终拥有良好的水质环境，环保署深信本港西区泳滩也可在不

久将来变得清澈怡人。 
 
总括而言，香港的泳滩环境 20 年来持续好转，使泳客受惠。现在市民可选择到

全港各区的泳滩，尽情享受我们美好的海滨胜景。环保署会继续全力推行泳滩海

水抽样、测试和监察计划，使每位到香港泳滩消闲的人士可安全和健康地享受碧

波畅泳的乐趣。2005 年的泳滩数据进一步肯定了本港水质持续改善的趋势。我们

成功地遏止水质恶化，重新改造泳滩环境，使公众能享用这些宝贵的自然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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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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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甲 - 过去二十年大肠杆菌含量的全年几何平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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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乙 - 二零零五年游人数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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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丙 - 二零零五年宪报公布泳滩的物理化学水质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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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丁 - 过去二十年泳滩的水质趋势 

南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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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贡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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荃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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屯门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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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岛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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