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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的 
 知識: - 認識一系列可持續發展指標 

- 探討研習範圍的可持續發展因素 

 技巧: - 量度環境素質數據 

- 搜集土地利用分類 

- 水樣本實驗工作 

- 二手數據分析 

 態度: - 培養學生對可持續發展的關注 
 

 

 

 
 

 引言 

自 1992 年環境高峰會，可持續發展成為城市規劃及都市設計的指導

思想。要了解可持續發展，可透過一系列的可持續發展指標，當中包

括環境、經濟及社會三個範疇。是次考察課程目的為探討長洲的可持

續發展性。 
 

 

 

考察工作（每組工具表） 

 項目 數量 登記 退還 

1 噪聲計 1   

2 溫度計 1   

3 風速計 1   

4 計數器 1   

5 膠水樽 (奶白色) 2   

6 膠水樽 (透明) 1   

7 水桶 1   

8 二氧化硫計 共用   

9 二氧化碳計 共用   

10 懸浮粒子計 共用   

11 寫字板 1   

12 數碼相機 (自備)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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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續發展考察工作 

 

第一部分： 定點考察工作 

Items 項目 
Public pier 

公眾碼頭 

Tung Wan 

東灣 

Air quality 

空氣質素 

Sulphur dioxide SO2 content (ppm) 

二氧化硫濃度 (百萬分之一) 

  

Carbon dioxide CO2 content (ppm) 

二氧化碳濃度 (百萬分之一) 

  

Respirable suspended particulates 

可吸入懸浮粒子 (particles per cubic foot) 

  

Wind speed [max.] (m/s) 

風速 [最高] (米/秒) 

  

Noise level [max.] (dB) 

噪聲水平 [最高] (分貝) 

  

Flow rate 

流量 

(5 mins分鐘) 

No. of pedestrian 行人數量   

No. of bicycle 單車數量   

No. of electric car 電動車數量   

No. of village vehicle 鄉村貨車數量   

Air temperature 空氣溫度 (
o
C)   

Sea water 

quality 

海水水質 

(Physical factors 

物理因素) 

Water temperature 水溫度 (
o
C)   

Water colour 水顏色 

(Clear清澈 / Turbid渾濁 / Brown呈褐色 / Black呈黑色) 

  

Smell 氣味 

(None無味 / Some略臭 / Moderate頗臭 / Strong極臭) 

  

Floating matter 飄浮物 

(None無 / Some少量 / Plentiful中量 / Abundant大量) 

  

Sea water 

quality 

海水水質 

(Chemical factors 

化學因素) 

pH value 酸鹼度   

Ammonia NH3 / NH4
+
 content (ppm) 

氨濃度 (百萬分之一) 

  

Phosphate PO4
3-

 content (ppm) 

磷酸鹽濃度 (百萬分之一) 

  

Conductivity (ppm) 

導電度 (百萬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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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整個範圍考察工作 

土地利用 (只記錄地下) 

Type 

種類 

Code 

代號 

Colour 

顏色 

Commercial商業 Com Red紅 

Government政府 / Community社區 / Institution社團 GCI Yellow黃 

Industrial工業 I Black黑 

Recreational康樂 Rec Green綠 

Residential住宅 Res Blue藍 

Transportation運輸 T Brown啡 

Vacant land空置 V Purple紫 

Work in progress施工 WIP Orange橙 

 

Sea Water Pollution Index 海水污染指數 

Assessment score 

評分 
0 1 2 3 

Water colour 水顏色 Clear 清澈 Turbid 渾濁 Brown 呈褐色 Black 呈黑色 

Smell 氣味 None 無味 Some 略臭 Moderate 頗臭 Strong 極臭 

Floating matter 飄浮物 None 無 Some 少量 Plentiful 中量 Abundant 大量 

pH value 酸鹼度 7.8 – 8.4 
6.8 – 7.7 

8.5 – 9.4 

4.8 – 6.7 

9.5 – 11.4 

< 4.8 

> 11.4 

Ammonia content 

氨濃度 (ppm) 
0 -2.0 2.1 - 4.0 4.1 - 7.0 > 7.0 

Phosphate content 

磷酸鹽濃度 (ppm) 
0 - 2.0 2.1 - 5.0 5.1 - 9.0 > 9.0 

 

Total assessment score 總評分 
Public pier 公眾碼頭 Tung Wan 東灣 

  

 

Total assessment score 總評分 Polluted level 受污染程度 

0 – 3 Clean 清潔 

4 – 8 Slightly polluted 輕度受污染 

9 – 13 Moderately polluted 中度受污染 

14 – 18 Severely polluted 嚴重受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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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討論部份 

 

1. 描述長洲的環境質素。分析長洲的環境是否符合可持續發展。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參考頁 7 統計表，部份社經指標於長洲比全港更達到可持續發

展，部份社經指標則較欠佳。」 

試劃分長洲比全港更達到可持續發展及欠可持續發展的社經指

標，並解釋你的分類。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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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延伸部份 

 

你是政府的土地規劃師，你需要為長洲未來的土地利用作出規劃。  

(a) 繪畫長洲於 2026 年的可持續土地利用規劃圖。 

(b) 解釋你的規劃圖.   

(a) 

(b)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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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計表: 二零一一年的人口普查簡要統計資料 

統計項目 全港 長洲 

人口特徵 人口 人口特徵 7071576 22740 

人口比例 (百分比) 十五歲以下 11.6 12.3 

十五至六十四歲 75.1 72.7 

六十五歲及以上 13.3 15 

年齡中位數 41.7 40.8 

十五歲及以上從未結婚

人口比例 (百分比) 

男 33.5 33.8 

女 29.9 30.6 

教育特徵 二十歲及以上非就學人口具專上教育程度比例 (百

分比) 
23.8 16.2 

勞動人口特徵 勞動人口 勞動人口特徵 3727407 12443 

勞動人口參與率 (百分

比) 

男 67 71.3 

女 53.4 55 

男女合計 52.7 62.4 

工作人口每月主要職業收入中位數 (港元) 11000 10000 

住戶特徵 家庭住戶數目 2381125 7827 

家庭住戶平均人數 2.9 2.8 

家庭住戶每月收入中位數 (港元) 20500 16000 

房屋特徵 有人居住的屋宇單位數目 2368796 7822 

每個屋宇單位的平均家庭住戶數目 1.01 1 

自置居所住戶在家庭住戶總數目中所佔的比例 (百

分比) 
52.1 64 

家庭住戶每月按揭供款及借貸還款中位數 (港元) 
7000 4770 

按揭供款及借貸還款與收入比率中位數 (百分比) 19.6 17.4 

家庭住戶每月租金中位數 (港元) 1600 2110 

租金與收入比率中位數 (百分比) 13.9 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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