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埔：
廿一世紀
大自然
學府

細說《生命之延》
歷屆董事委員會主席及行政總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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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自然基金會香港分會的成立是香港保育界一個里程碑。早
年，我們已積極推動及教育市民關注各項環境議題，範圍包括
本地以至國外的濕地及野生生物保育工作。香港觀鳥大賽也是
一項十分成功且意義深遠的籌款活動。我幾乎每次大賽都親自
出征！多年來，活動籌得款項大力支持米埔許多維護及改善
工程，令這個國際知名的保育重心愈來愈完善。我很榮幸它至
今仍是 WWF 的年度盛事。」

郭志權博士
(1981 - 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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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心繫鄉村的生活。居港多年，我醉心園藝，對野
生生物和香港的自然景觀興趣極濃。作為新界政務司，
我由 1974 年到 1985 年，一直居住在那位於元洲仔、
坐擁遼闊海景的官邸。在那裏，我見證大埔從鄉郊小
區演變成今天的繁榮新市鎮。1986 年，我建議把已
被訂為法定古蹟的元洲仔前官邸改建成自然環境保護
研究中心。我相信，中心交由 WWF 營運及管理，定

鍾逸傑爵士
(1987-1994)

能保存好該建築的歷史文化價值和附近豐富的動植物
物種，而且可傳承保育的理念予下一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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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 我 擔 任 董 事 委 員 會 主 席 期 間， 我 們 著 力 推 動 海 洋 保 育 工 作，
積極遊說政府增設海岸公園及海洋保護區，成功取得一定成果。
我們更推出了當年仍未普及的公司會員計劃，協助本港的商業機構
為保育事業出力。令我最感欣慰的工作，不得不提建設海下灣海洋
生物中心，它屹立海上，是海洋保育及教育的理想地點，為香港帶
來莫大裨益。我很高興這個願景得到實踐。」

邵在德博士
(2000 -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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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 年後，我們看到公眾對氣候變化的態度明顯改變，市民亦開始認真
審視『過度消費』的生活模式。多年來，WWF 推出不少項目，旨在增強市
民的保育決心，如可持續生活模式教育計劃 (STEP)、地球一小時及《海鮮
選擇指引》等。這些項目皆引起市民熱烈討論相關國際環保議題，甚至作
出行動，以圖改變。項目的成功證明了所有人都可以從日常生活作出改變，
為個人、地區以至全球締造生生不息的未來。」

楊子信
(2008-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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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 年代，米埔及內后海灣濕地被劃為『國際重要濕地』。在
這件保育盛事中，WWF 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這不僅是把米埔
放進世界重要的濕地名冊內，更讓港人醒覺我們擁有寶貴的自然
遺產，並為之感到驕傲。米埔濕地亦從此和眾多自然遺產一樣備
受保護。
WWF 上下一心的努力，更成功令米埔成為亞洲濕地保育工作的

捷成漢
(1994-2000)

訓練中心。米埔現時會為香港以至內地的濕地保育管理人員舉辦
培訓課程，亦作為廣受歡迎的學校教育項目及『步走大自然』籌
款活動的舉行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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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 35 年，WWF 為香港創下了很多重要的保育成果。
1980 年代，我們的工作已為今天奠定基礎。多年來，我們
的保育及教育工作務實且深具意義。我們的理念是推動香
港成為亞洲最可持續發展的城市，為下一代創造廿一世紀
大自然學府。為此，我們著力發展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
金支持的米埔基建改善工程。我堅信，WWF 將繼續守護
大自然，同時啟發保育學者與我們並肩而行。」

何聞達
(2014 至今)
董事委員會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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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自然基金會一直是備受國際推崇的保育機構，我很榮
幸能於 2016 年 6 月加入世界自然基金會香港分會帶領這個
出色的團隊。我很佩服 WWF 專業團隊長久以來努力不懈
的保育工作，為保護本地生物多樣性帶來切實的影響。展
望未來，我期望帶領 WWF 的團隊將米埔自然保護區塑造
成廿一世紀大自然學府；同時繼續著力於保育工作，與社會
各界攜手推動香港成為亞洲最可持續發展的城市。我們將

江偉智
(2016 至今)

繼續與遍及全球的 WWF 分會網絡、教育工作者及保育專
家通力合作，致力推展保育工作和社區參與活動。」

行政總裁
1

35 年保育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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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埔自然保護區成立，並交由
WWF 管理。

米埔自然保護區舉辦學校
導賞團推廣保育，為日後
發展學生及導師可持續教
育奠定基礎。
斯科特野外研習中心落成，
由時任港督主持揭幕。

1983
1961

1984

1987

舉辦首屆「香港觀鳥大賽」，
為購置米埔蝦塘的管理和保
育權籌款，活動自此成為米
埔的年度籌款活動。

1992

元洲仔自然環境保護研
究中心成立，由世界自
然基金會運作及管理。
© WWF-Hong K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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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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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自然基金會（前
稱世界野生生物基金
會）
（WWF）成立，
總部設於瑞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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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

米埔首次舉辦「步走大自
然 」（ 前 稱「 米 埔 環 保
行」），讓公眾進一步了
解米埔自然保護區和我
們的保育工作。

© WWF-Hong Kong

聯同其他環保組織促請
政府馬上停止對大浪西
灣 的 環 境 破 壞。2013
年，政府決定把大浪西
灣劃入郊野公園範圍。

推出東亞地區首個《海鮮
選擇指引》
，推廣食用環保
海鮮。推出首個為香港度
身 訂 造 的 碳 足 印 計 算 器，
為香港市民提供對抗氣候
變化的方法。

1996

2007
2000

2010

2009

2016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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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首度參與「地球一小
時」
，鼓勵公眾透過節約
能源，對抗氣候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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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出公司會員計劃，與公司合
作， 為它們提供指引，協助
它們推行環保及可持續發展
措施。

發起聯署並展開「改寫象
未來」活動，促請香港政
府禁止象牙貿易和加工，
保護全球受威脅大象族
群。行政長官於施政報告
中宣佈將全面禁止本地象
牙貿易。
© WWF-Hong K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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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過 8 年來積極參與，
海下灣成為香港首批海
岸 公 園。 至 2003 年，
賽馬會滙豐世界自然
（香港）基金會海下灣
海洋生物中心成立，成
為亞洲首個海上教室。

與其他環保組織展開「育養
海岸」計劃 ，合力推動海洋
保育及海岸清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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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水及濕地
米埔濕地是東亞 – 澳大拉西亞飛行航道 (EAAF) 的重要中途站，
多年來，我們管理和保育米埔及內后海灣的沼澤和基圍，每年為
成千上萬隻遷徙及越冬水鳥提供重要的覓食及棲身之所。
以下為本會過去 35 年濕地保育工作的部分成果：

•

管理米埔自然保護區，確保擁有豐富生物多樣性的濕地得
到妥善保護，接待並為公眾舉辦不同教育項目

•

協助米埔及內后海灣濕地獲《拉姆薩爾公約》劃為「國際重
要濕地」

•

持續研究保育 EAAF 上的遷徙水鳥

•

使米埔成為卓越的地區濕地管理培訓中心

© WWF-Hong Kong

濕地管理培訓項目
自 1990 年起，本會與中國國家林業局、其他政府部門以及非政府組織等合作，於香港米埔自然保護區為中國及亞洲濕地保育同業
舉辦培訓課程，分享濕地管理和環境教育的理念、原理、見解和經驗等，每年平均約有 180 人參加培訓。我們以最佳範例講解如何
管理濕地和推行有效的環境教育項目，同時讓學員進一步了解濕地生態系統的重大價值。
截至 2016 年，我們在米埔舉辦了超過 400 次培訓，訓練超過 4,500 名保育人員，並協助同業改善中國多個濕地的管理，保育棲息
於濕地生境的野生生物。

「我在2001年加入世界自然基金會香港分會。在此之前，我是一名從事鳥類研究的人員。加入
WWF後，可以將濕地保育的理論和經驗付諸實踐，對我來說意義重大。在負責濕地管理培訓

的16年間，我見證了中國內地濕地管理水準的提升。令我倍感自豪的是米埔已經成為許多濕

地保護區的榜樣。另外，我們也與中國內地的保護區合作，提昇管理人員的濕地管理技巧及
知識水平，內容包括制定適當的濕地管理策略、保護區的規劃設計和生境管理等。其中兩個

合作項目的自然保護區已被列入為國際重要濕地，有助維護 EAAF 的完整性。」

米埔保護區及區域濕地項目主管
文賢繼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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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設米埔未來
米埔自然保護區在過去超過 30 年一直是候鳥天堂，亦為本港保育人士帶來無數珍貴的自然經歷。然而，隨年月過去，保護區的設
施開始老化，無論是建築物、觀鳥屋或是行人小徑都有待整修。今年，本會展開大規模翻新工程，為米埔的核心基礎設施「升級」，
我們將翻新教育中心、建設全新培訓大樓及觀鳥屋，並擴闊主要行人小徑，以方便輪椅使用者。
這些嶄新設施將讓米埔成為真正的「廿一世紀大自然學府」，讓社會各界都能親身體驗米埔的自然奧秘。改善工程除了使教育項目
更多元化外，亦能為到訪的科學家及保育人士提供更多支援，最重要的是為每年到訪米埔的候鳥提供理想生境。

「我在2005年加入米埔自然保護區的大家庭。自幼我已很喜歡大自然和戶外活動，因此在環境生

命科學系畢業後，便決心從事與環境保育相關的工作。能在香港唯一的濕地保護區工作是一份
榮幸，我在米埔負責過不同崗位的工作，現時負責帶領一班能幹的野外工作人員維持米埔的濕

地生境，以讓野生生物，特別是來自遠方的遷徙水鳥，有一個合適的棲息地；以及管理保護區的

訪客設施，讓公眾人士能親身體驗保護區。米埔團隊有24位員工，各人負責的工作範疇雖不同，

但合作從無間斷，讓米埔繼續成為遷徙水鳥在南中國地區其中一個最重要的驛站。」

助理保護區經理
梁嘉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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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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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育本港珍貴的海洋
香港與海洋一脈相連 – 我們的城巿以漁港起家，時至今日，景致迷人的維多利亞港和美麗的海岸線成為本港的國際標誌。數十年前，
香港水域仍孕育著豐富的海洋生物，然而由於近年頻繁的填海工程、發展、污染及過度捕魚，本港的海洋生物多樣性已大不如前。
多年來，WWF 一直以恢復海洋生態為我們的重點工作，目標在 2030 年之前將香港百份之 30 的水域劃為海洋保護區。

海洋生態熱點地圖—保育海洋「劃」出未來
本會最 新 發表「海洋生態熱點地圖」，聯同超 過 30 位海洋生態專家，列出 31 個
香港水域內擁有具代表性、罕見或受威脅的海洋物種及棲息地的區域，而這些熱點

本會的保育成果包括：

具有保育及科研價值。我們期望透過熱點地圖協助妥善規劃未來的海岸公園及海洋

• 推動本港實施拖網捕魚禁令 - 2012

保護區。假若本港水域的海洋熱點（如珊瑚群落座落的娥眉洲、馬蹄蟹聚居的東涌

• 推出《海鮮選擇指引》- 2014

灣和中華白海豚的主要棲息地西大嶼山水域）能夠得到適切保護，將能為下一代留

• 為海豚爭取安全的庇護所 - 2016

住生機勃勃的海洋。

• 調查本 地超 級巿場出售的海鮮產品
- 2017

我在大學開始潛水進行海洋研究，已經對海底世界著迷，

每當潛進水裡就立即被色彩絢爛的海洋生物吸引。

我在WWF參與的工作中，其中一項最難忘的是製作海洋

生態熱點地圖。由於香港的海洋生境及生物多樣性都非
項目經理 ( 海洋 )
楊松頴

常豐富，要有系統地全面檢視絕不簡單，因此團結科學家
與專家們共同努力對於完成研究項目而言尤其重要。完

成地圖製作只是保育進程的開始，我們需要推動實際的

保育工作，跟進此地圖引伸的意義。我寄望未來能聯繫

社會各界及市民大眾，一同認識、珍惜和守護我們珍貴的
海洋生態熱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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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於2014年加入世界自然基金會香港分會。回想10年前

「我在香港從事生物研究工作已有差不多25年。在90年代初移居香港後不久，我便留意到世界自然基

金會香港分會的保育工作。當時，除了中華白海豚外，社會對海洋環境的保育意識甚為薄弱。其後，
海洋保育議題逐漸得到公眾關注，WWF亦擴大其保育工作的領域，期望把香港轉型成環保海鮮及合

法野生生物貿易中心，於是，我與WWF的合作亦漸見頻繁。我很高興能加入WWF香港分會的董事委
員會，亦很榮幸能擔任保育顧問委員會主席，支援推行及策劃不同的保育項目。

香港大學生物學系教授
薛綺雯

無論在個人或專業層面，我都非常享受與WWF團隊合作的時刻。其中一個例子是，我自2000年代初

便與基金會緊密合作，展開保育蘇眉的工作，並成功爭取把蘇眉納入《瀕危野生動植物種國際貿易

公約》附錄二中。」

© naturepl.com / Cheryl-Samantha Owen / WWF

一同「向魚翅說不」
全 球 的鯊魚 數 量 正 急 劇 減 少，香 港 每 年 處 理 全 球 約五 成 魚 翅貿易，故 此，香 港
回應保育鯊魚的訴求實在責無旁貸。WWF 一直從不同渠道著手，提升公眾對保育鯊
魚的意識，以及呼籲商界和消費者減少買賣魚翅。
全球 20 大船公司中，有 16 間已訂立禁運魚翅政策，這是本會近年其中一個最重大
的保育成果。另外，「向魚翅說不」企業承諾計劃獲得逾百間公司及機構參與支持，
各大連鎖酒店亦相繼停止供應魚翅，可見鯊魚保育已逐漸獲得社會各界的重視，並為
鯊魚帶來生機，保育成果令人鼓舞。

支持環保海鮮 資訊隨手可得
© WWF-Hong Kong

香港人熱愛海鮮，我們的人均海鮮消耗量在亞洲排行第二高，每名香港人
於一年間平均消耗超過 65 公斤海鮮。透過與供應鏈的持分者（包括主要
餐飲及酒店集團）合作，配合於連鎖超級巿場推行的環保海鮮運動，本會
期望能再下一城，為香港環保海鮮巿場創造更有利的營商環璄，以及鼓勵
更多供應商實施環保海鮮採購政策。只要使用本會的應用程式，就能了解
更多關於你餐桌上的海鮮。

下載《海鮮選擇指引》
應用程式，了解更多
Android

iOS

「我其中一個大學教授曾告訴我『漁業管理的精髓並非管理漁業資源本身，而是管理消耗漁業資源的

人類 』。這讓我明白保護環境的挑 戰絕大部分來自人類對大自然永無止境的需求。我於20 09年加入
世界自然基金會香港分會，親身見證本會多年來審時度勢，在環保海鮮和鯊魚保育工作上的變革：本會
早年的工作重點為提高公眾意識和加強與海鮮業界的溝通，近年的工作則集中跟不同集團合 作推行環
保海鮮採購計劃、鼓勵酒店集團停止供應魚翅以及游說全球大型船公司全面停止運載魚翅。

今天，W WF與各持分者目標一致：可持續的商業營運應同時兼顧環境的可持續發展。只要願景相同，
本會深信要達成目標絕非難事。」

助理經理（生態足印項目）
杜偉倫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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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地生物多樣性及可持續發展
「大學畢業後，我便加入世界自然基金會香港分會，在米埔工作及修讀博士學位期間於全港進行生
態調查的經驗，讓我發現香港擁有獨一無二的自然生境。本港蘊藏富饒的生物多樣性，除了一些

極珍貴、在其他地區幾近絕跡的本地獨有野生物種，數以萬計的水鳥亦以香港作為長途遷徙旅程
的重要中途站。數之不盡的野生動植物與730萬人同時以這個彈丸之地為家，令人尤其驚嘆。

適切保護香港 獨特的自然 遺 產與我們的福祉息息相關，全面的保育政策 及可持續規 劃的願景

不可或缺。因此，本會積極參與本港首份《生物多樣性策略及行動計劃》
（BSAP）和《香港2030+》
規劃研究工作。」

濕地保育總監
劉惠寧博士

推展香港
《生物多樣性策略及行動計劃》
© Jacob Lo

聯合國《生物多樣性公約》於 2011 年延伸至香港，為確保本港的保育政策及措施符合公約規定，香港政府制
訂本港首份《生物多樣性策略及行動計劃》
（BSAP）。過去五年多，WWF 積極參與政府的諮詢工作，討論策略
並提供保育建議。
我們亦為公眾舉辦多場講座，提高他們對生物多樣性價值的了解和讓其明白保護自然環境的重要性。本會與
其他環團合辦的「全港生態環境破壞地圖」展覽為公眾揭示生態破壞的嚴重後果，而我們發起的網上聯署亦
為巿民提供向政府表達意見的平台。

「我加入世界自然基金會香港分會時，當時的九廣鐵路正開展有關落馬洲支線
橫跨塱原濕地的研究，我參加了保護塱原的請願行動。當相關環評報告遭否決

時令我認為抗議和請願行動是讓政府讓步的最有效方法。然而，近年轉職至

現時崗位後開始認識到透過與各方的理性對話，包括政府、不同持分者和公眾

人士，亦可保護具重要生態價值的地區，更重要是為社會、環境和經濟問題提
供一個共同平台，聽取和表達不同意見。」

高級環境保護主任
（本地生物多樣性）
劉兆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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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年來努力不懈守護本地生物多樣性
香港面積雖小，然而我們得天獨厚，豐富多樣的地貌和生態系統孕育着數量驚人的物種。本會致力為下一代
保護香港的生物多樣性：透過環境監察、提供具科學根據的解決方案以及與不同持分者合作，建立切實可行、
可持續的保育之路。

WWF 就 BSAP 諮詢
文件提出的意見

推動香港成為亞洲最可持續發展的城市
香港是國際大都會，然而我們在數個重要的可持續發展措施上都遠遠落 後於鄰近城巿。WWF 對新任行政長官有以下的主要
政策建議：

• 制定全面的行動計劃，於 2030 年前減低 30 至 40% 的溫室氣體排放總量，以及令可再生能源佔整體供電不少於 5%
• 承諾不發展郊野公園及「不包括土地」，採用「棕地優先」政策解決本港規劃及發展需要
• 成立一個法定自然保育信託基金，保護及資助管理本港具重要生態價值的自然生境，確保這些土地的生物多樣性得到長遠保育
• 於 2030 年之前將不少於 30% 香港水域劃為海洋保護區，保護海洋生物及其棲息地，保障漁民團體的福祉
• 將野生生物罪行列為嚴重罪行，增撥資源加強調查及執法
• 為商界及消費者提供誘因，推動可持續貿易、消費和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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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候變化及能源
© Wong Wai Ping / WWF-Hong Kong

地球一小時—延續長遠保育承諾
氣候變化是本世紀人類面對最嚴重的威脅之一。本會在世界各地積極研究、倡議及推行有效減碳的方案，
紓緩氣候變化的負面影響。多年來，我們與政府、公眾及商界合作，在推廣低碳環保意識、能源效益及可
再生能源方面取得顯著成果。
了解更多

地球一小時 2017

「光大國際環保公益基金連續多年首席贊助香港「地球一小時」活動，致力秉承『企業不僅是物質財富

的創造者，更應成為環境與責任的承擔者』這一發展理念，追求與踐行健康、可持續的生活方式，與世

界自然基金會香港分會及廣大同仁攜手，打造綠色低碳的美好明天！」

光大國際環保公益基金會董事
陳小平

© Xcalibrephotohk / WWF-Hong Kong

WWF 於 2007 年首次在澳洲悉尼舉行「地球一小時」環保行動，我們鼓勵
公眾在指定時間把非必要的燈關掉一小時，並期望藉此每年一度的全球盛
事，延續環保精神：透過節約能源的行動，為個人、為地球「熄」出更美好、
更可持續的未來。
每年，全球各地數以千萬計民眾在指定時間透過熄燈的簡單行動響應「地
球一小時」，時至今天，「地球一小時」已經成為了全球最大型的環保行動。
「積沙成塔、滴水成河」。雖然熄燈一小時的行動看似微不足道，然而若全

© WWF-Hong Kong

球每人每日都能為環保踏出一小步，卻能為地球帶來深遠影響。

「2017年1月，香港政府為本港訂出進取的減排目標。燃燒化石燃料發電加劇氣候變化，
香港必須盡快淘汰此類型發電廠，並是時候善用屋頂式太陽能或風能。香港的能源革
命經已開展，讓我們一同迎接可再生能源的新時代！」

環境保護總監
魏啟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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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太陽能發電計劃 LOOP 及 LCMP —
與商界聯手對抗
讓未來發熱發亮
氣候變化

世界自然基金會香港分會於 2016 年 6 月於大澳開展「社區太
陽能發電計劃」，期望鼓勵本港社區的天台安裝分散式太陽能
發電系統。計劃率先為大澳三所面向西南方的棚屋天台安裝太
陽能光伏發電系統，為村民提供潔淨的能源選擇，以供應家居
用電及供電予村內公共照明系統。監測系統顯示光伏發電每年
的總發電量為 6,000 至 7,000 度電，而每一個屋頂式太陽能系

全球商業活動產生極大的碳排放量。本會自 2009 年起推出兩
個專為商界而設的減排計劃：低碳辦公室計劃 (LOOP) 及低碳
製造計劃 (LCMP)，協助改善本港、珠三角及鄰近地區企業及工
廠的碳排放量。現時分別有 141 家和 75 家公司或機構分別參與
LOOP 和 LCMP 計劃。

統能供應每年多於三分一的家居用電。

跑出未來
© Keith / WWF-Hong Kong

「香港每年接收的太陽幅射總量不遜於鄰近國家及地區，例

如澳門、台灣、及南中國，屋頂式太陽能在港極具發展潛力，

我們在大澳開展的『社區太陽能發電計劃』就是一 個最佳

範例。只要有相關政策如上網電價的支持，提供誘因，推動

社區安裝更多太陽能系統，相信香港絕對有條件全面發展太
陽能，推動能源轉型，造就香港

成為亞洲最可持續發展城市！」

WWF 近年推出的「跑出未來」慈善跑吸引眾多健兒參賽，一同
支持本會的保育和教育工作，活動同時提高大眾對本會各項保

環境保護副總監
（氣候變化及能源）
張志華

育計劃的認知。第三屆「跑出未來」於 2017 年 2 月假香港科學
園舉行，參賽跑手超過 800 名，當中包括 37 隊企業組。賽事為
WWF 的保育及教育工作籌得超過港幣 50 萬元善款，「共建太
陽能城市」的主題亦讓公眾更了解可再生能源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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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生生物
© Vasily Solkin / WWF-Russia

不丹：小國化身老虎保育巨人
位於喜馬拉雅山上的不丹是一個細小的國家，然而她在保護瀕危野生老虎工作上不遺餘力，成為其他國家的榜樣。世界自然基金會
早年發起全球項目「Tx2」，目標在下一個虎年前（即 2022 年）將全球野生老虎的數目增加一倍，不丹是參與此行動的 13 個國家之一。
該國政府於 2015 年公布全國境內的野生老虎調查結果，估計國內現存 103 隻野生老虎，棲身於原始森林，調查人員亦於海拔高達
4,000 米的高山上發現老虎的蹤影。
2016 年 12 月底，不丹宣布將採用國際認可的老虎保育區評估標準 (CA|TS)，提升境內保育區的管理，顯示該國長遠保育野生老虎
的決心。而世界自然基金會香港分會於 2017 年與不丹分會攜手保育野生老虎，以行動資助及呼籲公眾支持有關倡議。

矢志打擊盜獵罪行
© Brent Stirton / Getty Images / WWF-UK

世界自然基金會於 1961 年成立時以保育野生動植物及其生境地為宗旨。
過去逾 50 年的保育歷程中，我們致力拯救全球不同類別的受威脅物種。
然而，全球發展一日千里，同時亦把野生動物推向大規模滅絕的邊緣。縱
然情況嚴峻，本會仍深信人類能與大自然和諧共存。
過去 40 年，全球野生動物數量減少一半。在 1970 至 2010 年間，全球哺
乳類、鳥類、爬蟲類、兩棲類動物及魚類的數量急跌逾 52%。我們現正面
對艱巨的挑戰，生態環境面臨愈來愈大的威脅：棲息地遭破壞、環境惡化、
人類肆意開發土地、環境污染和非法貿易，均令大象、老虎、犀牛等物種
無辜喪生，數量急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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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自然基金會香港分會於 2015 年調查本港的象牙貿易，透
過卧底拍攝的影片揭示現行監管制度的七大漏洞，容易讓象牙
商人有機可乘，藉合法象牙為名，從事非法象牙貿易，進一步加
劇現時非洲大象的盜獵危機。
本會將調查結果發表名為《沉重的真相》的報告，提出有力證據
向公眾揭露現況，並發起「改寫象未來」公眾活動，呼籲公眾支
持香港全面禁止象牙貿易。「象牙」在字面上解作象的「牙」，令
大眾普遍誤以為象牙跟人類牙齒一樣會自然「脫落」，對大象不
會造成生命威脅。但真相是，象牙與頭骨相連，要取走象牙必須
殺死大象。此活動邀請巿民發揮創意，為象「牙」創造新字，帶
出背後血腥殘酷的事實。為了保育大象族群，我們必須停止盜獵、
殺戮和買賣象牙。

「地球的未來取決於我們今日的行動。現時，許多全球野生
物種包括大象、犀牛及老虎均迅速地消失，我們必須立即
採取行動，扭轉劣勢。

香港是全球最大的象牙零售巿場，巿面可供出售的象牙製
品數量冠絕全球其他受訪城巿。

為了拯救大象，我們動員香港人聯署促請政府終止殘酷的

象牙貿易。最終，行政長官最終於2016年1月承諾逐步淘汰

本地象牙貿易。這絕對是保育大象的里程碑。未來，我們必

定會竭力阻止跨國犯罪集團繼續以香港作為樞 紐走私野

生動植物製品。」

高級主任

中國：
大熊貓保育見成效
© WWF-Canon / Susan A. MAINKA

（野生動物罪行）
勞敏惠

大熊貓除了是世界自然基金會的標誌外，亦是中國國寶。温馴的
野生熊貓居於中國西部的高山竹林，受到棲息地喪失以及獵殺
的威脅，大熊貓數量在 20 世紀不斷減少。有賴各界多年來積極
參與保育，中國大熊貓的數量在 2003 至 2013 年間由 1,596 隻
增至 1,864 隻，錄得 17 % 的增長。
然而，保育工作絕不能因此鬆懈。本會將繼續通過不同渠道擴
大熊貓保護區的面積、劃定綠色走廊帶、進行研究及監察，並加
強巡邏以防止盜獵及非法砍伐的情況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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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眾參與及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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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自然教育
教育下一代一直都是世界自然基金會香港分會的核心使命。過去多年，本會針對實際需要推出不同的教育項目，然而我們的教育團
隊堅守一貫的目標：讓年輕一代能走進並享受大自然，透過趣味活動、親身參與和體驗，培育出保育和可持續生活的倡導者。本會
的教育項目以學生、教師及公眾為主要對象，並於校園及三個戶外教室包括米埔自然保護區、海下灣海洋生物中心和元洲仔自然環
境保護研究中心舉行。我們期望透過教育項目啟導年輕一代對環保知識的掌握和實踐能力，推動本港成為綠色都巿，並讓社會各界
更重視能源效益及環境保育。

ONE PLANET 教育項目
「一個地球生活概念」 是世界自然基金會的全球倡議運動，旨在
於世界各地推動實踐可持續生活。世界自然基金會香港分會的
教育項目成效顯著，其方向不僅呼應了「一個地球生活概念」倡
議運動及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可持續發展教育政策的方針，更同

「帶領孩子走進自然絕對是珍貴的體驗。大自然本身就是一
個完美的課室。對孩子來說，豐富的生物多樣性和生態環

境正正是課本以外觸手可及的最佳學習材料！

本 會在各個 大自然 教 室舉 辦

時與我們「推動香港成為亞洲最可持續城市」的願景一脈相承。

的教育項目配合學 校的常規

「One Planet 教育項目」延續本會以公民科學為本的「育養海岸」

課程，多年來不斷改善 提 升，

從 過往的純解說 及實地考察

及「香港濕地生物多樣性普查」計劃之佳績，動員本港及鄰近地

演 變 至今日以行 動 為本 的體

區年青人透過親身參與和體驗學習將保育付諸行動。我們透過

驗學習。」

與學界、教育局等不同持分者合作，致力爭取將可持續發展教
育融入本地教育制度，啟導學生和年青一代成為未來的自然保
育擁護者。

教育總監
梁恩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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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嶄新有趣方式認識大自然
「我們的『One Planet教育項目』寓學習於娛樂，並著重實際行動。例如，一家大小透

過參與地理藏寶(Geocaching)，一個以全球定位系統(GPS)定位尋寶的遊戲以認識生

物多樣性。過程中，參加者互相合作，在尋寶之旅中拉近與大自然的距離。我們舉辦
的「兒童夏日學堂」亦讓孩子融入大自然，參加者在為期數天的活動中能體驗濕地保

育工作，在海岸公園浮潛探索海洋，欣賞珊瑚美態，多姿多采的獨特體驗能讓他們與
大自然建立更緊密連繫。」

教育經理（項目發展）
葉思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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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濕地生物多樣性普查
2015 年 5 月，世界自然基金會香港分會展開了歷史性「香港濕
地生物多樣性普查」。承蒙香港上海滙豐銀行有限公司的慷慨
捐助，計劃得以順利進行。一眾專家及「公民科學家」展開多個
實地生物調查，以了解米埔及內后海灣拉姆薩爾濕地的最新生
態狀況，並建立生物多樣性資料庫，為長期監察生態及生境管
理工作提供參考。
為期兩年的計劃取得極大成果，亦充分證明「公民科學家」即使
本身並無豐富的專業知識，只要有志於保育工作，仍能作出珍貴
的科研貢獻。在多位專家和義務工作超過 6,600 小時的 450 位

「『公民科學家』對於是次計劃來說絕對是不可或缺的，計
劃得以在兩年內圓滿完成有賴他們的努力，他們不但協助

本會實地搜集生態數據，亦參與初步標本分類及數據輸入

工作。

調查過程中，『公民科學家』與我一同經歷WWF工作生涯

其中一 個最難忘的時刻。2016年夏天，當我們在米埔進行
螢火蟲調查時，最高能點算到超過900隻香港獨有的米埔

曲翅螢，記錄數量為歷年之冠！如我們能鼓勵更多巿民放下

忙碌工作，走入大自然親歷『奇』
景，我相信『公民科學』的理念定

「公民科學家」努力下，生態調查將米埔的野生動物物種記錄更

能更深入民心。」

新逾 2,050 種。調查結果亦清楚顯示歐亞水獺和米埔曲翅螢等
罕見物種在后海灣一帶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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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經理（青年項目）
王偉東

育養海岸
本會 於 2014 年 6 月推出全 港首個「育養海岸」計 劃，旨在 提
高公眾的海洋保育意識，並為本港嚴重的海洋垃圾問題制定長
歐亞水獺

遠有效的解決方案。這是本會另一個教育與行動兼備的獨特保
育計劃，義工團隊在本港 34 個海岸或海底育養地點進行海洋
垃圾和生態調查，並在完成調查後清理垃圾。調查結果能協助
政府制定長遠有效的海洋保育政策，解決本港長期存在的海洋
垃圾問題。

下一步是甚麼﹖
世界自然基金會香港分會於 2017 年起推出打擊海洋垃圾
問題的計劃，掃描以下二維碼以了解更多詳請：

調 查 結果 顯 示 塑 膠 垃 圾 遍 佈 全 港 各 個 海 岸 環 境，並 是 海 洋
垃圾中最常見的種類，佔收集所得垃圾比例高達六至八成，嚴重
威脅海洋生態。我們需要與社區攜手合作，從源頭減廢，重塑
健康海洋。

環保基金—
攜手護海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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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閱《生命之延》網上版
我願意由下一期開始選擇《生命之延》網上PDF版本，減少使用紙張，
為保護全球森林出一分力！

請透過以下其中一種方式通知本會：
電話：2526 1011，選擇語言後，按 1，0 字，與本會職員聯絡
電郵：member@wwf.org.hk
傳真：2845 2734
郵寄：香港新界葵涌葵昌路 8 號萬泰中心15 樓
姓名:

會員號碼:

電郵地址:
語言選擇: 中文 / 英文

步走大自然2017
將於11月4-5日舉行! Walk for Nature
電話號碼:
日期: 2017 will be held on 4-5 November!
「步走大自然2017」 將於11月4-5日舉行! “Walk for Nature 2017” will be held on 4-5 November! 查詢 Enquiry: 2526 1011
查詢 Enquiry: 2526 1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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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arch Investment Group

Search Investment Group
is proud to
support WWF Hong Kong in its work
to protect and improve the environment for
a sustainable future.

A member of the Search Investment Gro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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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世紀
米埔自然保護區「升級」工程將為香港下一代創造
廿一世紀大自然學府

35
35 年來致力推動本地保育工作

2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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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30 年之前，香港應有百份之 30
的水域納入海洋保護區

地球是我們唯一的家，我們必須
攜手守護，共建可持續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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