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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及行政總裁的話
今年3月24日舉行的「地球一小時」合共收到
11,200份來自香港人的承諾，把非必要電燈關
上一小時以「燃亮生態未來」。這個一年一度
的國際環保行動號召人們身體力行減低碳排
放，實踐可持續生活方式。
熄燈過後，我們將繼續實踐可持續生活方式，
延續「地球一小時」精神。即將舉行的「惜海
洋

續未來」展覽將帶出海洋生物現正受嚴峻

威脅的訊息，並鼓勵各界攜手保護珍貴海洋物
種，及倡議政府在2030年前把香港30%水域劃
為海洋保護區。同時，我們的海洋保育顧問
Jo Ruxton 近月回到香港，繼續協助我們制定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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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閉象牙市場
設立海洋保護區
塑膠危機
海洋塑膠小故事
海底瑰寶
「地球一小時」 2018
齊做慳電特工隊！
童軍參與「地球一小時」
觀鳥好手
低碳改造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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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4月起已開始推行的「無塑海洋」策略。
同時，她的研究亦已納入我們2018至2019學年
One Planet 學校教育項目中。
「地球一小時」後續活動十分多元化，如「慳電

淡水及
濕地

海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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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之延

特工隊」及快將舉行的「環保海鮮週」。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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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生生物

有助扭轉大象遭獵殺及非法象牙買賣
的問題。」

1976年，國際象
牙貿易開始受規
管。

1989

2016
2016年1月13日，政府在施政報告提
出「積極研究其他適當措施⋯⋯逐
步淘汰本地象牙貿易」以及「加強執
法，嚴厲打擊象牙走私及非法貿易」。
較早前，WWF發表《沉重的真相》
報告推動「改寫象未來」公眾活動。

2017
2017年6月6日，來自非洲的前線護林
員遠赴香港，與WWF香港分會一同
促請立法會議員禁止象牙貿易。

2017年9月6日，WWF香港分會公布
一項調查，顯示78％港人支持全面禁
止象牙貿易。曾在南非擔任護林員、
有17年在前線打擊獵殺者經驗的柏
樂 (Crispian Barlow) 也現身立法會作
證，促請香港盡快立法。

2017年7月7日，立法會就淘汰本地象
牙貿易成立法案委員會。

2018
2018年1月31日，立法會正式通
過禁止本地象牙貿易的法案，於
2021年前全面禁止本港象牙貿
易，並不會向象牙商作出賠償。

© WWF-Hong Kong

© WWF / James Morgan

© Shutterstock / John Carnemolla

瞭解我們關閉
亞洲象牙市場
的工作

1976

© Hong Kong Legislative Council

代初

© WWF-Hong Kong

19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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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3月27日，立法會環境事務委
員會開始討論政府淘汰本地象牙貿易
的計劃，決定會否全面關閉本港象牙
市場。

1900年代初，全球非洲大象數量高
達500萬，然而今時今日已下跌至僅
41.5萬。為滿足象牙需求，現時每年
有超過2萬頭大象被獵殺。

© WWF-Hong Kong

勞敏惠於世界自然基金會出任經理 (野生
動物罪行)，她專責受威脅物種 (主要是
大象) 的保育及政策倡議工作。

2017年7月4日，香港海關檢獲約7,200
公斤象牙，為30年來之最。象牙當時
藏於一個報稱載有急凍魚類的貨櫃
內。

© Hong Kong Legislative Council

勞敏惠

1989年，《瀕危野生動植物種國際貿
易公約》禁止象牙的國際貿易，然而
香港境內的象牙市場不受公約規管。
過去28年，象牙走私問題猖獗，而香
港更成為全球最大市場及主要中轉
站。

© WWF-Hong Kong

顯示其對保護非洲大象的決心，同時

© WWF-Hong Kong

© James Morgan / WWF-US

「香港立法禁止象牙貿易並加重罰則，

© Information Service Department

© WWF-UK / James Morgan

關閉象牙市場

2017年3月17日，WWF香港分會向立
法會議員和政府遞交一份獲91,643名
香港人支持的聯署及請願信，要求立
法淘汰本地象牙貿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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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

設立海洋保護區
「我們最近的水底錄音機研究已確認香港中華白海豚的主
要棲息地正面臨多項威脅。我們已把研究擴展至西大嶼

大嶼山

山一帶以保育中華白海豚，惟仍需有立法工作配合─香
港於2023年前被劃為海洋保護區的水域只有不足5%，進
度可謂強差人意。

山海岸公園，以保育中華白海豚的主要棲息地及覓食航
道。這項倡議將可連接現時在北大嶼的沙洲及龍鼓洲海
岸公園及未來在西南大嶼山的海岸公園，為牠們提供棲

© WWF-Hong Kong

WWF香港分會倡議把二澳及大澳的離岸水域劃為西大嶼

西大嶼山水域

05-17.06.2018

身之所。

13-22.07.2018

我們正促請政府於2030年前把至少30%香港水域劃為海洋保護區。這不但可以
保育珍貴海洋物種，也可防止頻繁的填海工程及一些不可持續的捕漁作業破壞
海洋生態。跟專家學者商討後，我們認為西大嶼山是七個保育價值最高的區域
之一。」
李美華

世界自然基金會香港分會副總監 ─ 海洋保育

索罟群島

看看哪七個區域
需要率先保育
支持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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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地贊助

官方策略媒體夥伴

海洋塑膠小故事

海洋

塑膠危機

計劃贊助：

我們一起買些
零食和飲品，作為
明天的午餐吧!

Plastic Oceans Foundation 聯合創辦人及紀錄片《塑膠

Charlie、Victor 和 Kathy 到
海下灣海岸公園參觀，觀察
海底的珊瑚群落。

海洋》的製片人 Jo Ruxton，今年3至5月回到香港，
擔任WWF香港分會海洋保育計劃的顧問。期間她出
© David Jones

席了一個世界自然基金會研討會，跟各分會及業界
專家交流消滅海洋塑膠污染的策略，摘要如下：

「現在很多傢俬都是用

「香港超級市場需要正視

「那些在海洋中心的塑

「要解決塑膠污染，一定

塑膠製造，如果它們全

產品過度包裝的問題，

膠會分裂成為碎片，並

要多管齊下。除了改變

部變作木造，很多森林

其中又以蔬果的包裝最

跟浮游生物混合在一

行為模式，也需要創新

都會被摧毀。同樣地，

為惡劣。既然它們已有

起，成為海洋食物鏈的

科技及立法工作配合。

如果眼鏡框、茶葉盒，

厚皮保護，為什麼要多

一部分。海洋塑膠污染

第一步就是要提高大眾

甚至頭飾依舊用龜殼造

添一層塑膠呢？香港的

的問題正在南太平洋、

的自覺，明白塑膠並不

成，海龜可能已經絕

過度包裝問題比很多

南北大西洋及印度洋肆

應用完即棄。海洋是人

種。即使是即棄塑膠，

國家都嚴重，需要我們

虐。」

類重要的維生系統，幫

部分也有用處，尤其在

認真看待。」

但是，他們離開沙灘時
並沒有清理垃圾。

垃圾被風吹到海裏，
與海洋動物如魚、海龜和珊瑚一起漂浮。

參觀後，
他們到沙灘野餐。
2個月後……

助海洋『減塑』可以說

醫學用途上。」

Charlie、Victor 和 Kathy 參加了另一個
戶外學習活動─海岸清潔。親眼看見
這麼多海洋垃圾，他們感到震驚。

是刻不容緩。」

記得我們
2個月前在沙灘
的野餐嗎？

我記得！我們
使用了很多即棄塑膠
產品，甚至把它們留
在沙灘！

觀看更多David Jones
在《塑膠海洋》的相片
© David Jon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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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逢「膠」必反

正視塑膠包裝問題

塑膠污染無處不在

我們需要守護海洋
海龜鼻子塞入飲管，
膠袋阻擋了珊瑚接收陽光。

漫畫節錄自WWF的最新教材，教導學生有關海洋垃圾及即棄塑膠的禍害。

閱覽完整教材

公眾參與及教育

海底瑰寶
海下灣海岸公園屬大自然瑰寶，更設有
亞洲唯一的海上教室─海下灣海洋生物
中心。它是少數能讓同學近距離接觸海
洋生態的自然教室，其中玻璃底船之旅

關於玻璃底船⋯⋯

更可掀開水底世界的神秘面紗。

謝天來
中三學生

鄺劭良
老師

Kitty Tang
世界自然基金會
教育主任
8 / 生命之延

關於海洋垃圾

「在海下灣考察中，乘坐玻璃底船

「以前我不瞭解海洋垃圾的影響，直

是我最喜歡的部分。我第一次看到

至看到海灘上這麼多垃圾，才明白

這麼多珊瑚。有一刻我以為看見水

它們大多為日常生活產生的塑膠廢

母，但發現只是一個膠袋。」

物。」

「考察海下灣的一大裨益是能親身

「我希望加深學生對當代環保議題如

體驗海洋，特別是有機會一睹海洋

海洋垃圾的認識，希望海下灣之旅

豐富的生物多樣性。」

能讓他們理解保育議題的迫切性。」

「玻璃底船對大部分學生來說是一

「很多同學都不認識香港的海洋垃圾

個非常特別的體驗，藉此他們也

問題。海洋垃圾調查活動令他們

首次看到珊瑚。當中很多同學甚

更瞭解問題成因及其對海洋生態的

至不知道原來香港也有珊瑚。」

影響。」

學習成果
「我開始明白我們的浪費會影響環
境。從今以後我會減少購買即棄塑
膠製品，也會開始自備水樽。」

「考察以後，同學以不同方法提供反
饋，包括專題報告及畫畫等，這些
都能鞏固及加強所學，並應用至
現實生活中。」

「我們期望參加者透過接觸大自然，
認識更多關於環保海鮮及海洋保護
區等保育議題，並作出保育承諾。」

謝天來
中三學生

鄺劭良
老師

KITTY TANG
世界自然基金會教育主任

氣候及能源

「地球一小時」2018
世界最大型的

年在3月24日晚
上8時30分於香

© Leung Chi Chung

單在香港，我們已收到11,200份來自

© Yasmeen Ashraf

個國家和地區的數百萬人連繫起來。

© Lo Sum Yi

一度的一小時熄燈行動把來自世界188

© WWF-Hong Kong

港文化中心舉行倒數活動。這個每年

© Caritas Ma On Shan Secondary School

球一小時」今

© WWF-Hong Kong

© China Everbright International Limited

環保行動「地

個人、團體、學校及公司的承諾，於

光大國際環保公益基金連續五年為

我們每天都使用大量即棄塑膠用品，

海洋垃圾是一個非常嚴重的問題。它

兩年前老師推薦我參加「地球一小

「地球一小時」是一個極具啟發性的環

我們支持「地球一小時」，因為這是

為延續「地球一小時」的精神，今年

「地球一小時」期間關掉不必要的電

「地球一小時」的首席贊助機構，與世

但往往不了解它們對生態的嚴重影

們會被魚類消耗並進入海洋食物鏈，

時」學生大使工作坊和電車巡遊宣

保運動，不但能夠推廣節能的訊息，

一項全球行動，旨在提高人們對保護

我決定訂立一個小目標：拒絕所有即

燈，並關注自然生態面對的威脅，及

界自然基金會香港分會攜手為保護地球

響。通過改變我們的日常習慣，例如

影響整個生態系統。除了回收和循環

傳，在過程中我推動市民實踐更多環

也鼓勵公眾反思高消耗生活方式所帶

環境的認識。通過關燈，我們可以感

棄塑膠產品，如飲管、塑膠水樽等。

時保護地球的生物多樣性。不同參加者

貢獻力量。我們希望透過環保宣傳教

自備餐具、水樽，餐盒和購物袋等，

再用外，我們還應該減少對即棄產品

保行動，不但增進了自己的環保知

來的影響，因此減少我們的碳足跡非

受到合作的力量，加深對環境問題的

它們大部分是不可降解的。作為One

對「地球一小時」又有甚麼感受呢？

育，呼籲民眾減少不必要的消費，從

就可以減輕地球的負擔，為締造更可

的依賴，特別是塑膠用品。

識，也讓我有機會對全校推廣和宣傳

常重要。

認識，並能更有效地推動政府決策。

Planet青年領袖，我想邁出第一步，活

點滴做起，凝聚無窮力量，燃續生態

持續的環境作出貢獻。

環保，讓大家齊心守護地球。

出可持續的生活方式。

未來！
瞭解更多
「地球一小時」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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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天義

謝安琪

陳柏宇

黃森庭同學

羅心怡

Yasmeen Ashraf

梁志聰

光大國際環保公益基金會董事

「地球一小時」大使

「地球一小時」大使

明愛馬鞍山中學

One Planet 青年領袖

社區發展經理
英皇佐治五世學校

One Planet 青年領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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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候及能源

齊做慳電
特工隊！
「WWF香港分會最近推出『慳電
特工隊』，邀請市民承諾於未來
12個月減少用電1%。這標誌着我
們把重點由可再生能源轉移至能
源效益。
© WWF-Hong Kong

就像熄燈支持『地球一小時』一
樣，減少用電1%不但對環境有深
遠影響，更可令我們反思日常的
生活習慣。例如我們只要把冷氣
溫度提高1oC，全年用電量即可減少3.3%。
只要對日常生活習慣有自覺，並選擇節能產品，即可逐
步實踐可持續生活方式，讓香港成為亞洲最可持續發展
的城市。」
Prashant Vaze

世界自然基金會香港分會副總監─
氣候變化及能源
參加計劃

特別鳴謝 SPECIAL THANKS

公眾參與及教育

童軍參與
「地球一小時」
今年三月，世界自然基金會與世界童軍運動組織

© WWF-Hong Kong

(WOSM)攜手合作，以「地球一小時」作起點，推動年
輕一代建立可持續發展的未來。當中，香港童軍總會
(SAHK)也參與了「地球一小時」電車巡遊及「地球一
小時」2018嘉年華，令一眾隊員對生物多樣性及海洋垃
圾等迫切議題有更深入瞭解。
香港童軍總會隊員亦將參與One Planet青年教育項目，
於2018年4月至2019年3月期間前往海下灣海岸公園考
察，進行針對水質、海水沉積物、浮游生物及珊瑚覆
蓋率等生態調查，所得數據對保育及生境管理均十分
重要。
自1973年起，世界自然基金會便與世界童軍運動組織開
始合作。現在我們正計劃恢復最早期的合作計劃：重新
推出「維護自然世界章」(亦名「熊貓章」)。

圖註：香港青少年軍、女童軍及童軍一同參與「地球一小時」電車巡遊。

© WWF-Hong Kong

© WWF-Hong K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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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水及濕地

觀鳥好手

被觀鳥愛好者簡稱為BBR (Big Bird Race) 的香港觀鳥大賽

輕，又充滿活力，有時甚至有點嘈吵，因此便自稱

是我們歷史最悠久的公眾活動。首次參與BBR的人經常都

『小麻雀』。」

問：「觀鳥怎可成為一項比賽？」事實上，香港觀鳥大
賽既獨特又刺激：於12小時內記錄最多雀鳥品種的隊伍
便勝出。
香港位於世上其中一條最繁忙的候鳥遷徙航道中心，對
海內外的觀鳥愛好者而言份外有吸引力。資深觀鳥人士
黃倫昌（黃隊長）過去二十多年從不間斷回港參與比
賽，為的不單是每年跟隊員重聚的時光，更是為記錄那

瞭解更多
香港觀鳥大賽

些每兩、三年才出現一次的珍貴雀鳥。
黃隊長的小隊於2001年組成，他回憶道：「那時我的
小隊只有五位成員，包括三個大人及兩位小朋友，
兩位小朋友當時只有10歲。由於那時我們都比較年

2000年代初，黃隊長的小朋友在觀鳥大賽中找到一隻珍
貴的山鶺鴒，並得到該屆BBR的最佳雀鳥大獎。

「那一刻真的
很感動，亦是對小朋友
的重要鼓勵。」
黃隊長深信，香港觀鳥大賽是讓年輕人明白保育重要性

B I G BI RD
RACE

的絕佳方法：「走到郊外，年輕參賽者會遇到很多他們
在課室接觸不到的東西，即使不用望遠鏡，已大大擴闊

香港觀鳥大賽的豐富歷史與米埔自然保護區
的發展息息相關，所籌得經費將撥作米埔自
然保護區的保育及管理。
今年籌得的款項將會用作基圍#3/4河道清淤，以
為瀕危的黑臉琵鷺，及鴨、白鷺、蒼鷺等雀鳥提
供棲身之所。此外，籌得款項也將用作支援瀕危
的大濱鷸，防止牠們因食物短缺而餓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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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激各位支持我們在米埔及
東亞-澳大拉西亞飛行航道的濕地保育項目。

瞭解更多

© John and Jemi Holmes

全靠您的幫助，
我們才得以存活

了他們的眼界。」

兒童夏日

堂

立即參與

感謝大家跟我們
攜手保護受威脅的野生生物！

低碳改造者
要讓香港成為可持續發展城
市，社會各界(包括商界)必須
響應政府的減碳目標，在2030
年或以前減少26至36%絕對碳
排放量(以2005年水平為基準)。
ＷＷＦ香港分會的低碳辦公室計劃(LOOP)協助參與公司瞭解其碳足印，並

齊來參與
WWF香港分會定期在轄下三個中心舉辦不同類型活動，讓公眾、學校及企業參與。

主要活動
公眾可以參與本會舉辦的各項活動，以及一系列生態導賞團及講座等。即將舉行
的活動包括：
惜海洋 續未來
步走大自然
5-17.6.2018, 太古城中心 3-4.11.2018
13-22.7.2018, 時代廣場 米埔自然保護區

賣旗日
15.12.2018
香港島

提供網上減碳計算工具讓它們自我監測。
捐款支持

在2017年財政年度，ＷＷＦ香港分會葵興辦事處每位員工的碳用量為
2.2133噸，涵蓋範疇包括海外公幹、職員往返辦公室、耗用紙張、照明、
空調系統及電腦設備的用電。

教育

企業

學校可以參與本會一系列教育活
動，教導學生保育環境，並以可持
續發展方式生活。另一方面，學生
也可以實地參與生態保育和實踐低
碳生活。

企業可以參與生態導賞團或加入成
為本會義工，身體力行支持本會活
動，如清潔海灘運動等。

活動詳情
瞭解更多

立即報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