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的鯊魚 
1940 年代的香港可以輕易看到鯊魚的蹤跡，但近數十年因為過度捕撈使鯊魚族群在香港銷聲匿跡。

1950 年代開始出現鯊魚漁業，多達五十艘漁船同時捕撈鯊魚；鯊魚捕撈量在 1960 年代晚期達至頂

峰，每年平均捕獲 2400 噸鯊魚，並在 1980 年代大幅下降。漁民較常用一些無選擇性的捕魚工具，例

如底拖網及刺網捕魚。在 2000 年代初，鯊魚捕撈量已跌至微乎其微的數量，而大部分鯊魚品種現已

在本地滅絕。目前在香港水域內，沒有任何鯊魚品種被受保護，亦沒有任何捕撈鯊魚的數量限制。 

從1846年起的出版刊物和受認可及較為肯定的觀察記錄可見，香港已知有17種鯊魚出沒。當中部分

近十年已變得非常罕見，甚少有本地目擊。在南中國海生活的109種鯊魚當中，也有部分會棲息在香

港海域。然而，要確認牠們的真正身分頗為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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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知曾在香港出現的鯊魚： 

科 / 種 最大體長

(cm) 

全球鯊魚襲擊個

案* 

世界自然保

護聯盟紅色

名錄狀態** 

備註 

天竺鮫科 

九更鯊 

Slender 
bambooshark 
(Chiloscyllium 
indicum) 

65 無危險性，沒有

案例 

近危 近年沒有確認的目擊消息，似乎已在本地絕種 

狗女鯊 
Whitespotted 
bambooshark 
(Chiloscyllium 
plagiosum) 

95 無危險性，沒有

案例 

近危 兩個仍算大量存在於香港海域的鯊魚品種之一；底棲性；以

捕食細小幼蟲、無脊椎動物和魚類為生；雌性於六至八月產

卵，約三個月後孵出幼鯊；獨特的斑紋色彩及外形，可容易

辨認 

白眼鮫科 （真鯊科） 

黑尾真鯊（黑翼角） 

Grey reef shark 
(Carcharhinus 
amblyrhynchos) 

約 240 8宗無故、不致

死襲擊，1宗致

死襲擊 

近危 近年沒有確認的目擊消息，似乎已在本地絕種 

杜氏真鯊（齊頭鯊） 

Whitecheek shark 
(Carcharhinus 
dussumieri) 

100 無危險性，沒有

案例 

瀕危 近年沒有確認的目擊消息，似乎已在本地絕種 

鐮狀真鯊 
Silky shark 
(Carcharhinus 
falciformis) 

370 2宗無故、不致

死襲擊 

易危 離岸生活的遠洋品種，香港海域屬於異常棲息地；近年沒有

確認的目擊消息 

公牛鯊 

Bull shark 
(Carcharhinus 
leucas) 

340 91宗無故襲擊、

25宗致死襲擊 

近危 有人及傳媒表示曾在香港出現，包括一條在2008年於屯門發

現的幼鯊屍體。需經進一步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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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 / 種 最大體長

(cm) 

全球鯊魚襲擊個

案* 

世界自然保

護聯盟紅色

名錄狀態** 

備註 

黑斑鯊 

Blacktip shark 
(Carcharhinus 

limbatus) 

41 14宗無故、不致

死襲擊 

近危 數條個體於2007年夏天在海下灣海岸公園被目擊，其中一條

被漁民捕撈。有一份研究指出於2007年4月至2008年5月期間

曾在本地街市出售4條個體。於近岸河口至暗礁出現；主要

進食魚類 

麥氏真鯊 

Hardnose shark 
(Carcharhinus 
macloti) 

110 無危險性，沒有

案例 

近危 近年沒有確認的目擊消息，似乎已在本地絕種 

烏翅真鯊（黑鰭礁

鯊） 

Blacktip reef shark 
(Carcharhinus 
melanopterus) 

 

<200 14宗無故、不致

死襲擊 

近危 近年沒有確認的目擊消息，似乎已在本地絕種 

沙拉真鯊 

Spot-tail shark 
(Carcharhinus 
sorrah) 

 

280 無危險性，沒有

案例 

近危 在海中見到的機會很微，但一份研究記錄在2006年10月及

2008年12月期間在本地街市出售了65條個體，當中大部份是

幼鯊 

虎鯊 

Tiger shark 
(Galeocerdo cuvier) 

 

>550 95宗無故、不致

死襲擊，34宗致

死襲擊 

近危 1995年虎鯊在東面海域造成三宗死亡事故；唯一一宗被證實

且被捕撈的目擊出現在2009年，是一條長1.6米的幼鯊；虎鯊

會進行遠距離及不能預計的遷徙，遷往其他地方前會伏擊沒

有防備的獵物；會出現在不同的生境；進食不同種類的生物

或屍體為生，例如其他鯊魚和鰩魚、海龜、硬骨魚和海洋哺

乳類動物 

尖吻斜鋸牙鯊（尖頭

鯊） 

Milk shark 
(Rhizoprionodon 
acutus) 

 

通常 < 

110 

無危險性，沒有

案例 

無危 近年沒有確認的目擊消息，似乎已在本地絕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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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 / 種 最大體長

(cm) 

全球鯊魚襲擊個

案* 

世界自然保

護聯盟紅色

名錄狀態** 

備註 

寡線斜鋸牙鯊 

Grey sharpnose 
shark 
(Rhizoprionodon 
oligolinx) 

70 無危險性，沒有

案例 

無危 近年沒有確認的目擊消息，似乎已在本地絕種 

寬尾斜齒鯊（竹鯊） 

Spadenose shark 
(Scoliodon 
laticaudus) 

 

74 無危險性，沒有

案例 

近危 兩個仍算大量存在於香港海域的鯊魚品種之一；擁有扁長及

紡錘型的吻端、細小眼睛及纖長的標誌性體型；群體出現；

通常出現在暗礁附近，但甚少出現在水底下。䧳性會於六至

七月產下幼鯊，香港水域亦似乎是牠們成長的地方。  

無溝雙髻鯊 / 巨雙髻

鯊 

Great hammerhead 
(Sphyrna mokarran) 

 

550 - 610 15宗無故、不致

死襲擊（所有雙

髻鯊品種總和） 

極度瀕危 近數十年沒有確認的目擊消息。由於此為群遊性品種，因此

牠們應從不在本地棲息。 

路氏雙髻鯊

Scalloped 
hammerhead 
(Sphyrna lewini) 

約400 15宗無故、不致

死襲擊（所有雙

髻鯊品種總和） 

極度瀕危 在海上非常罕見但有十分全面的研究記錄了本地魚市場在

2006年10月及2008年期間出售52條路氏雙髻鯊，當中大部分

是幼鯊；歷史記錄中的錘頭雙髻鯊（平雙髻鯊）很有可能為

錯誤鑑定，實為此品種  

鯨鮫科 

鯨鯊 
Whale shark 
(Rhincodon typus) 

可能 1700 

- 2100 

大部份為無危險

性，但曾發生因

泳客太接近牠們

而撞擊並受傷 

瀕危 鯨鯊會在夏天遷居至香港南部，接近成年的鯨鯊有機會游經

本地海域；擁有標誌性的斑紋；濾食浮游生物 

*資料來自國際鯊魚襲擊檔案(International Shark Attack File, ISAF)，於2020年6月30日下載。ISAF從1960年代開始收集全球鯊魚襲擊人類

的案件。https://www.floridamuseum.ufl.edu/shark-attacks/factors/species-implicated/ 

**世界自然保護聯盟紅色名錄：www.iucnredlist.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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泳客及潛水員在香港遇到鯊魚的機會很罕有，而且仍在香港出現的品種大多無危險性。然而，在防

鯊網外游泳時，集體游泳、避免在黃昏及天色黑沉等鯊魚較活躍及感覺較靈敏的時間游泳，均可減

低遇見鯊魚的機會。遇見身長超過1.5米的鯊魚時亦應加倍留意，並冷靜地離開水域，避免製造過多

水花。在機會極低的情況下，若被鯊魚攻擊，可採取主動行動及擊打其前鼻。若鯊魚沒有停止攻

擊，可重覆以上動作，直至可離開水域。 

對於了解鯊魚保育及管理情況，收集準確的鯊魚目擊資料是必須的。我們鼓勵公眾提供鯊魚目擊相

片或影片給漁農自然護理署 (致電：1823 或 電郵至 mailbox@afcd.gov.hk)及世界自然基金會香港分會

(shark@wwf.org.hk)，並告知目擊日期、時間及地點。 

由鄺力存Andy Cornish博士編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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