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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簡介
 香港生態旅遊專業培訓中心
www.ettc.hk
「香港生態旅遊專業培訓中心」為「旅行家有限公司」旗下的生態旅遊培訓機構，自 2005
年成立以來一直致力發展專業的環境生態培訓課程及活動，令參加者明白到環境生態保育的
重要性。
中心現已開辦超過 180 個課程，及培訓超過 6,000 名學生，活動參加人次達 30,000 人，訓
練出眾多資深生態導賞員及自然生態愛好者。本中心曾與中國多家的世界地質公園簽訂合作
協定，成立生態旅遊培訓基地，並曾為香港及澳門政府多個部門提供支持及培訓。

旅 行 家 成 員

 旅行家有限公司

 綠恒生態旅遊有限公司

旅行家於 2000 年成立，以「推廣及實踐生
態旅遊概念」為工作宗旨，讓大眾對自然界
的欣賞，轉化為對廣大生命的尊重與熱愛。
為此，我們積極參與及承接各項生態旅遊及
環境教育專案，為政府機構、社區團體、私
人企業、中小學及大專院校等，提供全面的
顧問策劃、前線操作及後勤支援服務。

綠恒生態旅遊有限公司為旅行家旗下的生態
旅遊服務機構，是香港持牌旅行社，成立之
理念是以保護自然及推展全球性的可持續旅
遊為核心價值。

www.hktraveler.com

聯絡我們： +852 2116-1971

www.ecotravel.hk (Licence no. 353452)

曾服務之機構涵括香港、澳門、台灣、中國
政府各部門、香港各家大學、中學、小學，
多家商業機構，包括滙豐銀行、新創建及新
世界集團、俊和發展集團、恒隆地產，以及
國內外大小團體。

info@ettc.hk

ETTC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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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團隊
 教育及培訓顧問委員會
由香港生態旅遊專業培訓中心之教學團隊組
成。委員會成員由多元化的專業背景人士所
組成，包括學術研究人員、註冊教師、全球
可持續旅遊委員會專業培訓師、美國國家解
說協會解說培訓師、香港旅遊業議會訓練委
員會委員、國際生態旅遊協會專業會員等。
他們各自在不同的專業領域具備豐富經驗，
包括生態學、地質學、歷史文化、可持續旅
遊、自然教育、學術研究、解說培訓等。

 導師團隊
中心擁有著名及龐大的環境教育、生態旅
遊、文化歷史等專家導師及顧問團隊，師資
優良專業，教學經驗豐富。
專業教學團隊：
www.ettc.hk/index_TM_b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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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資歷
香港生態旅遊專業培訓中心已獲得全球可持續旅遊委員
會 (Global Sustainable Tourism Council, GSTC) 正式
委任成為中國獨家培訓機構，為全國提供可持續旅遊培
訓課程。
GSTC 為 聯 合 國「 世 界 旅 遊 組 織 The World Tourism
Organization (UNWTO) 」屬下成員，制定全球永續旅
遊準則，致力推展符合環境、社會、經濟最高利益的生
態旅遊活動。

www.gstcouncil.org

香港生態旅遊專業培訓中心為澳洲生態旅遊協會
(Ecotourism Australia) 合作伙伴，為大中華地區「生態
導賞員認證 (EcoGuide Certification) 代理審核機構。
澳洲生態旅遊協會成立於 1991 年之非牟利組織，是全球
生態旅遊權威，致力推廣可持續及負責任的生態旅遊。
www.ecotourism.org.au

綠恒生態旅遊有限公司為香港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地
質公園 R2G (Recommended Geopark Guide，獲推
薦地質公園導賞員 )，地質導賞團認可營辦商。

地質生態旅遊培訓基地
自 2006 年起與國內多個世界地質公園簽訂合作備忘，
設立培訓及旅遊基地，定期帶領及組織考察團到訪交流，
推動地質旅遊發展。
 廣東丹霞山世界自然遺產、世界地質公園
 雲南石林世界自然遺產、世界地質公園
 浙江雁蕩山世界地質公園
 河南雲台山世界地質公園
 海口雷琼世界地質公園
 黑龍江五大連池世界地質公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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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策劃經驗
學界

企業

政府及 NGO

香港大學
香港中文大學
香港浸會大學
香港科技大學
香港教育大學
香港理工大學
香港城市大學
香港嶺南大學
城市大學專上學院
香港專業教育學院
聖馬可中學

滙豐銀行
恒隆地產
交通銀行
香港中華煤氣有限公司
博愛醫院
俊和發展集團
NIKE
奇華餅家
宏利保險
凱雷集團
太古資源有限公司
中華電力

香港旅遊發展局
漁農自然護理署
澳門民政總署
澳門教育暨青年局

Japan International School

中華基督教會基新中學
香港中國婦女會中學
新界鄉議局元朗區中學
聖母玫瑰書院
澳門培正中學
聖若瑟英文中學
澳門鏡平學校中學部
迦密愛禮信中學
澳門聖羅撒女子中學
保良局胡忠中學
天主教培聖中學
何文田官立中學
明德學院
新加坡國際學校
滙基書院 ( 東九龍 )
嘉諾撒聖心書院
東華三院黃鳳翎中學
保良局何壽南小學
香港鶴山互助會小學
聖公會聖約翰小學
牛頭角基顯小學
保良局陳守仁小學

信譽理財有限公司
施華洛世奇
中國海外
Nexusguard

Institution of Civil Engineers

中國建築

香港中華基督教青年會
香港金融管理局
世界自然基金會香港分會
仁愛堂
中國澳門體育總會聯合會
廣華醫院
香港註冊導遊協會
香港家庭福利會
醫院管理局
環境保護署
澳門科學技術協進會
香港會計師公會

Amana Learning Company Limited
L'Oréal

英國保誠
香港機場地勤服務有限公司
Invista
CHANEL

UPS

新世界發展有限公司
中交國際 ( 香港 ) 控股有限公司
富士施樂 ( 香港 ) 有限公司
Smiths Medical
CHA Textiles Ltd
HKR International Ltd
Audemars Piguet

博世
The Fortune

國泰飲食

 服務機構眾多未能盡錄 ( 排名不分先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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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out Association of Macau

香港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協會
香港浸信教會
市建局職員樂益會
法律援助署職員康樂會
理工大學職員會所
國際社會服務社
民眾建澳聯盟
澳門中華新青年協會
香港中樂團
香港政府律師協會
瑪嘉烈醫院醫生聯會
保良局渡假營
聖公會聖保羅堂
中國香港攀山及攀登總會
香港珠寶玉石廠商會
香港浸信教會

植 物

奇妙的
植物王國
對象： 小學   中學   大專   教育工作者


為什麼葉子是綠色？怕羞草為何會動？樹
木有心跳嗎？真的有食人花嗎？
本課程將會與學員分享植物的種種趣事，
介紹鮮為人知的植物之最，並解答學員一
些對植物常見的疑問，從而引起學員對認
識植物的興趣！





1. 鐵線蕨
2. 凹葉紅豆
3. 雞蛋花

常見樹木
辨認 ( 市區篇 / 郊外篇 )
對象： 小學   中學   大專   教育工作者



香港樹木約四百種，認識樹木必須了解樹
木的構造及分類。每種樹木均有不同特徵，
我們可從樹木的根、莖、葉、樹幹、樹皮、
花、果實等作出辨認。本課程分為市區篇
和郊外篇，與學員介紹常見的樹木，更會
探討香港樹木保育問題。





1. 市區公園考察
2. 郊野公園研習
3. 樹木不同形態

 課程可度身訂造，打造最合適貴機構的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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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 物

有趣及
有毒植物
對象： 小學   中學   大專   教育工作者


香港植物多達三千種以上，仍有不少未被
發現的品種隱伏於郊野間。有些植物顏色
鮮艷奪目；有些形狀奇趣古怪；有些劇毒
無比，卻有意想不到的用途！
本課程將介紹香港有趣及有毒植物，賞識
不同植物的奇趣特性與用途。





1. 檸檬樹
2. 雞冠刺桐
3. 海杧果 ( 有毒植物 )

農 業

香港農業
面面觀
對象： 小學   中學   大專   教育工作者


近年有不少人參與香港農業，但過程面對
的挑戰困難重重，農場究竟如何可持續運
作？
發展有機耕種、農業旅遊，會是出路嗎？
土地寸金尺土，荒廢的農地和社區農圃發
展如何？透過參觀本地農場，了解本地農
場運作模式，探析香港農業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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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年青人投身農業
2. 農業與生態關係
3. 香港糧食問題

 課程可度身訂造，打造最合適貴機構的內容 



農 業

校園農夫
耕種日記
對象： 小學   中學   大專   教育工作者


孩子活在石屎森林中，難以了解食物從何
而來，浪費食物更是常見！透過有機耕種，
讓他們了解食物生產過程，體驗農夫的日
常工作與農耕智慧、面對的挑戰，享受耕
種的苦與樂，明白珍惜食物的道理！





1. 認識有機耕種
2. 不時不食概念
3. 體驗農耕之樂

水耕種植
工作坊
對象： 小學   中學   大專   教育工作者


糧食短缺、食物安全備受全球關注，糧食
新科技不斷湧現；水耕技術日趨成熟，已
在歐洲、日本、台灣大行其道。課程認知
水耕種植的基本概念，認識水耕系統及硬
件，掌握水耕科技，結合生物與科技的一
門學問，更讓學員反思全球糧食問題。





1. 水耕溫室
2. 水耕蕃茄
3. 成熟水耕蕃茄

 課程可度身訂造，打造最合適貴機構的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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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 物

踏尋野生
動物足跡
對象： 小學   中學   大專   教育工作者


原來香港有 50 多種哺乳類動物與我們生
活在同一片土地，但大多為夜行性，我們
難以察覺。課程會介紹哺乳類動物的特徵、
香港的常見物種及其分佈，並學習尋找野
生動物的蹤跡，了解香港野生動物保育政
策。





1. 野外考察
2. 蝙蝠
3. 水牛

夜間
生態探秘
對象： 小學   中學   大專   教育工作者


香港夜間生物相當豐富，如兩棲爬行類、
螢火蟲、蝙蝠等，夜行活動確實多姿多采。
本課程將教授常見夜間生物及其習性，夜
行的裝備、注意事項等，在合適的季節進
行夜間生態考察，探尋夜間生物蹤跡，感
受夏風夜涼行山的樂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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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夜間生態考察
2. 幼蛙
3. 黑端熠螢

 課程可度身訂造，打造最合適貴機構的內容 



動 物

鳥類及其生境
專題系列 ( 城市篇 / 濕地篇 )
對象： 小學   中學   大專   教育工作者



香港雖是彈丸之地，竟可錄得 500 多種雀
鳥紀綠，約佔全球種類 5%，被譽為雀鳥天
堂！本課程分為濕地篇和城市篇，從認識
不同種類的雀鳥及生活環境，了解環境發
展與生物的影響，從而提高大自然保育的
意識。





1. 紅耳鵯
2. 棕背伯勞
3. 斑魚狗

香港昆蟲 –

蝴蝶與蜻蜓
對象： 小學   中學   大專   教育工作者



香港面積雖小，竟可錄得約 240 種蝴蝶、
約 120 種蜻蜓！本課程教授蝴蝶與蜻蜓的
生命週期，於香港的分佈及其生境。認識
不同分科類別、常見品種及辨認要訣。透
過考察，帶領學員作考察記錄及生態分析，
推廣環境保育的理念。





1. 灰蝶交配
2. 方帶幽蟌
3. 斑麗翅蜻

 課程可度身訂造，打造最合適貴機構的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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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 物

海洋生態通識系列 –

西部水域
對象： 小學   中學   大專   教育工作者



香港西部水域為珠江河口鹹淡水交界，孕
育著豐富的海洋生態資源，除吸引漁民作
業外，亦是中華白海豚的家。隨著西部水
域不斷發展，漁民作業轉型，究竟為北大
嶼山一帶的生態帶來什麼變化？





1. 漁民作業
2. 城市發展
3. 中華白海豚

海洋生態通識系列 –

海岸生態
相關分類：植物
對象： 小學   中學   大專   教育工作者



本課程從海岸考察中介紹不同種類的潮間
帶動植物，認識香港海岸生態資源。了解
香港海岸生態面對的挑戰，探討海洋保育、
海水污染、城市發展等問題，從而學習成
為有責任的海岸使用者。


1. 斑砂海星
2. 仙壼海膽
3. 海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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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程可度身訂造，打造最合適貴機構的內容 



地 質

賞識香港地質之美 –

火山岩園區
對象： 小學   中學   大專   教育工作者



地質公園 – 火山岩園區，是個學習「地貌
與內營力」的戶外教室。
課程將近距離接觸岩石地貌，學習火山岩
的種類、認識板塊活動、內營力作用與地
貌的關係，尋找香港火山爆發證據，了解
岩石地貌與當地人民生活的影響。





1. 六角柱石群
2. 地質公園考察
3. 風化作用 ( 頁狀剝落 )

賞識香港地質之美 –

沉積岩園區
對象： 小學   中學   大專   教育工作者



地質公園 - 沉積岩園區，是個學習「地貌
與外營力」的戶外教室。
課程將近距離接觸岩石地貌，學習沉積岩
的種類、認識侵蝕及沉積作用、了解地貌
的形成過程，尋找香港 4 億年地質歷史痕
跡，明白岩石地貌保育的重要性。





1. 東平洲沉積岩
2. 赤洲
3. 解說斷層

 課程可度身訂造，打造最合適貴機構的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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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化

漁鄉文化。
學通識
相關分類：植物、動物
對象： 小學   中學   大專   教育工作者


大澳有著「東方威尼斯」的美譽，歷史悠
久，蘊含著豐富資源。透過考察體驗活動，
認識當地漁民文化、棚屋特色、鹽田歷史、
廟宇故事、生態資源及活化古蹟。了解大
澳的古今變化、居民與本土的天然資源關
係，探討大澳的發展。





1. 體驗漁民作業
2. 鹹魚製作
3. 認識漁民文化

認識社區
文化系列
對象： 小學   中學   大專   教育工作者


香港各區均有獨一無二的文化歷史故事，
課程從社區考察出發，尋找昔日被遺忘的
建築與民生痕跡，發掘漸漸消失的老舖小
店和傳統行業。帶領學員認識自己的社區
文化，引起他們對社區發展的關注，並藉
此承傳香港地區歷史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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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昔日飲食文化
2. 到訪老舖小店
3. 傳統數字 - 花碼

 課程可度身訂造，打造最合適貴機構的內容 



其 他

市區公園
生態探遊
相關分類：植物、文化、動物
對象： 小學   中學   大專   教育工作者


市區公園是香港石屎森林中的綠洲，不同
的園林生境設計，造就不同生物居所，這
裡的生物多樣性比我們想像的豐富，發現
大自然原來和我們如此接近！
課程除認識市區公園不同的動植物生態
外，更會探討城市發展及市區公園的價值。





1. 市區公園考察
2. 認識植物結構
3. 適合中、小學程度

自然生態
攝影工作坊
相關分類：植物、動物、地質
對象： 小學   中學   大專   教育工作者


不少年青人對拍攝擁有濃厚的興趣及天
份，透過戶外攝影實習，學習生態攝影裝
備及自然攝影技巧。除認識生態外，更能
提升觀察力、集中力與創造力，培養正確
的自然生態攝影操守及素養，拍攝一幅幅
精彩的生態作品。





1. 自然風景攝影
2. 植物微距攝影
3. 昆蟲動態攝影

 課程可度身訂造，打造最合適貴機構的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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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 他

導賞員基礎
訓練計劃
相關分類：植物、文化、動物、地質
對象： 小學   中學   大專  教育工作者


本課程主要介紹導賞員的職責及工作技
巧，認識導賞員行業，培養學員對解說的
興趣，透過解說技巧實習、參與路線設計
及活動策劃，令學員懂得如何規劃旅遊活
動，從而提昇個人表達能力及自信心。





1. 戶外導賞實習
2. 地質解說
3. 製作解說工具

環評解碼與
公民科學家
相關分類：植物、農業、文化、動物、地質
對象： 小學   中學   大專   教育工作者


本課程除認識香港的環境評估報告外，更
以生態調查員角色進行戶外考察，認識「香
港需要保育的物種」。以公民科學作基礎，
透過生態數據收集方式，參與科學研究，
從中探討香港保育政策，並學習相關保育
及有價值的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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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農地生態考察
2. 香港瘰螈
3. 米埔泥灘生態考察

 課程可度身訂造，打造最合適貴機構的內容 



其 他

觀天日誌 -

氣象單元系列
相關分類：文化
對象： 小學   中學   大專   教育工作者


籌備及帶領戶外活動時，天氣屬重要考慮
及影響要素，究竟如何準確預測？
課程將教授不同天氣現象的成因過程、如
何利用各種天文台圖件作預測、認識香港
發生特殊天氣現象的可能性、全球氣候從
古至今的變化、以及氣候與人文生活的關
係等。





1. 特殊天氣現象
2. 天文台氣象預測
3. 傳統氣象預測

魚菜共生
工作坊
相關分類：植物、農業、動物
對象： 小學   中學   大專   教育工作者


魚菜共生 (Aquaponics) 是近年興起結合養
殖和種植的互利共生生態生產系統。
學員將從科學角度，認識系統操作模式及
原理；從生物角度，了解植物、魚、細菌
之間的關係。更可安排到魚菜共生農埸實
地考察及到校製作校園魚菜共生系統。





1. 到魚菜共生農埸實地考察
2. 蔬菜的根把箱內的水淨化
3. 製作魚菜共生系統

課程種類眾多，未能盡錄。詳情歡迎與我們聯絡 2116-19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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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續進修基金認可課程 (CEF)

持續進修基金

以下課程已加入 * 持續進修基金可獲發還款項課程名單內，適合教師、自然工作者、社工、
從業員報讀。歡迎院校 / 機構推薦員工報讀進修，自我增值。

生態旅遊證書課程

地質旅遊專業證書

CEF Course Code : 26C09153-0

CEF Course Code : 26K05680-7

以學習、體驗及欣賞大自然的角度，帶領您全面
認識香港豐富的生態旅遊資源，包括：蜻蜓、蝴
蝶、雀鳥、植物、泥灘生態、地質地貌、及人文
歷史等。課程亦會教授生態旅遊的概念及守則、
認識生態旅遊的規劃及管理。此外更有一級山藝
訓練，助你更加掌握登山遠足知識。

本課程將帶您深入了解香港地質地貌的資源特
色，掌握香港岩石地貌特質及地質旅遊的產品開
發技巧。帶領您踏足「香港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
界地質公園」新界東北沉積岩和西貢火山岩兩大
園區大部分地質遺址，深入剖析各岩石地貌的特
質及形成過程，及其與人文、經濟及生態環境的
關係。

課程大綱：11 堂理論課、4 次戶外考察、1 次戶
外考核及 2 次一級山藝訓練，共 90 小時

課程大綱：7 堂理論課、6 次戶外考察、1 次戶
外考核，共 60 小時

海洋生態旅遊證書

有機耕種體驗旅遊專業證書

CEF Course Code : 26C05345-0

CEF Course Code : 26K06937-2

結合海洋生態知識及海洋潛水技能的課程。除可
親身潛入海底世界，接觸平時難以親近的海洋生
物，更可認識岸邊的海岸生態，發掘貝類、招潮
蟹、彈塗魚及紅樹林等生態小秘密。

由「生態、生產、生活」三個嶄新角度認識有機
耕種。實地參觀不同的有機農場，學習有機耕種
的操作模式、有機農場的規劃與管理、農耕體驗
活動的設計、有機生產標準及認證、並認識有機
農場的生物多樣性。

課程大綱：生態及潛水理論課、2 次沿岸考察、
3 次泳池實習、2 次潛水實習、1 次戶外考核，
共 63 小時

課程大綱：9 堂理論課、5 次戶外考察、1 次戶外
考核，共 56 小時

自然生態攝影旅遊專業證書

本土生活體驗旅遊專業證書

CEF Course Code : 26K05681-5

CEF Course Code : 26K06884-8

全港首個結合生態知識及生態攝影的深度課程。
透過理論與戶外實踐，加強對香港自然生態的認
識及掌握生態攝影的拍攝技巧，拍攝出一張張具
有生命力及內涵的作品！歡迎您拿起相機，投入
自然生態攝影的領域，與我們一齊影花、影蝶、
影鳥、影蟲、影山、影景、影自然！

著重體驗元素的多元化本土文化課程，將香港的
獨特本土文化以多次體驗旅遊方式展現，由資深
掌故研究者帶領，認識並傳承香港珍貴的本土文
化。

課程大綱：5 堂理論課、7 次戶外考察、1 次戶外
考核，共 69 小時

內容包括：圍村及漁村文化、昔日飲食、歷史建築
與生活、節慶習俗、香港傳統行業、傳統服飾等。
課程大綱：10 堂理論課，7 次研習活動及 1 次小
組演示，共 60 小時

* 持續進修基金申請人年齡須介乎 18 至 65 歲，並持有香港身分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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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媒報導
媒體
Face Magazine

報導題目
跳出升學框框 走出務實人生
走勻全港看奇妙景觀

HK Magazine

Geopark Wonders Walk Sharp Island

RTHK - 1 2 3 Show

Dolphin-watching

SCMP - Travel & Leisure The four best sights in Hong Kong's below-the-radar geopark and how to visit them
TVB 周刊

秋來登高去 嚴選親子遠足地點 Top 5

大公報

地質公園成功保級

北京 YOUKU

跨國華人分享匯 全新角度審視自然保護

亞視《我愛下午茶》

樂悠遊 - 東平洲、印洲塘、尼泊爾、不丹

明報

事業第二春 山水間展翅

明報《JUMP》
明報《常識學堂》

掌握海洋生態、天文攝影知識 - 生態導賞員擴闊出路
都市農夫以外 做個農場活動策劃、市務人員
探索「水淹大澳」危機
親子另類體驗
水陸兩學 做海底奇兵
山邊野草亂摘 手多多自討毒吃

東方日報

探射燈：生態旅遊帶旺離島名勝
你所不知道的摩星嶺
行山注意事項
行山徑推介：水浪窩至白沙澳

東周刊
青雲路

特色夏令營 GOGOGO!
西貢孩子王 帶小朋友親親大自然
學做導賞員 走勻全港認識本土文化

都市日報

香港生態遊 綠色新商機

經濟日報

走到戶外玩轉假期

尋跡

大澳生態遊

黃巴士

暢遊大澳 人豚共融

新假期

中秋提案 出走大自然
殘在深山有人問 二戰遺蹟現真身

蘋果果籽

【玩盡夏水禮】大澳上山下水親海豚 遊古蹟食彈牙墨魚片
遊橋咀洲睇「菠蘿包」珊瑚區浮潛消暑
西貢東壩木橋步道 十米近觀海蝕洞

 媒體訪問報導眾多，未能盡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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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家推薦
自然教育經驗豐富，
生態旅遊的翹楚。
攀山專家 鍾建民

生態旅遊遊學研習的專業平台，
地學旅遊遊學研習的友好使者
中國地質學會旅遊地學與地質公園研究分會副秘書長
張忠慧教授

生態旅遊需要對環境的認識，對生態的愛護和對
文化的尊重，「旅行家」在這幾方面都有很好的
表現，加上他們豐富的經驗，是推動環境教育、
生態旅遊的重要機構。
前漁護署助理署長、
中大地理與資源管理學系客座教授
王福義教授

學員分享
生活於香港，卻一直忽略了身邊
可媲美外國的自然風景、豐富的
生態多樣性。課程有專業的導師
帶領考察及解說，讓我開始真正
認識我的家，很期待下一個生態
之旅！
Edith Law

對於岩石，我總是習以為常，視而不見，只因
他們存在於生活中的每一個時刻，又默默無
聲。在地質課程中我有機會去聽一聽曾經研究
過並了解他們的人講解，在石頭身上打開地球
四十六億年的歷史書，發現他們與自己以及世
間萬物的切身關係。而在學會欣賞石頭的同
時，也學會如何分享這些知識和如何去保護他
們。我們生活在岩石之上，如果對他們一無所
知，也太說不過去了！
Daisy Fu

於課程中認識了很多好學認真的同
學、熱情專業的導師及領隊們，大
家共同學習，共同分享大自然的喜
悅。回想起來，真的很懷念那些年
與大家一齊渡過的點點滴滴。

讀過課程後，令我對生態、
文化各方面都有了初步了
解，又認識到一班志同道合
的同學，獲益良多 !
Bernard Shu

Ivy Ng

聯絡我們： +852 2116-1971

info@ettc.hk

ETTCH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