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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總裁

本年度報告的封面照片，選自去年11月
的One Planet青年領袖論壇，以凸顯青年
對環保的熱誠。論壇上，來自歐亞20個地
區、超過80名青年領袖在香港聚首一堂，
就保育、社區參與和教育、生物多樣性以
及可持續發展的議題，發表見解及交流
經驗。為支持愛知生物多樣性目標1，世
界自然基金會有着明確的目標：於2020
年前把保育議題變成主流，並讓十億人
參與其中。要實現這個目標，我們相信青
年、學校、企業及社區組織的參與，缺一
不可。

濕 地 保 育 繼 續 是 我 們 在 米 埔 的 工 作 重
心，它同時確立了可持續管理濕地的典
範。WWF的保育工作遍布東亞─澳大拉
西亞飛行航道，全賴亞洲水鳥保育基金
支持，我們自2005年起已在11個亞洲國
家順利推行32個項目。另一方面，承蒙香

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早前慷慨捐出3
億4,700萬港元，米埔現正展開大型修茸
工程，務求提昇基本建設，令保育區成為
21世紀大自然教室。

為支持政府進一步落實「香港生物多樣
性策略及行動計劃」，WWF在社區推動
多個實質可行的保育項目，以扭轉生物
多樣性持續下降的劣勢，帶領香港發展
為亞洲最可持續城市。

過去一年，WWF海洋保育項目的重點包
括：建立更多海洋保護區、保護中華白海
豚，以及落實源頭減廢，防止即棄塑膠流
入海洋。展望來年，我們希望把這些項目
拓展至大灣區。本會也將繼續向政府提
出各項政策倡議，同時藉着公司會員計
劃及環境融資等項目，推動商界的環保
風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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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在2018年4月17日向立法會提交文件，公布與兩間電力公司簽訂
的《利潤管制協議》，令上網電價政策於今年10月1日正式生效。協議規
定太陽能及風力發電系統上網電價為每度電3至5港元，回報期為15
年，目標令系統可於10年內回本。WWF相信這能為市民安裝小型太陽
能系統提供誘因，並吸引私人投資者及企業，投資本地可再生能源市
場。

如要促使香港履行巴黎氣候協議的責任，WWF認為政府必須再下一
城，鼓勵更多持份者參與生產潔淨能源。因此，本會建議政府推出一系
列配套措施，包括：延長上網電價金額支付期至20年、修訂建築物規例
以確保安裝太陽能板的合法性、開放公共空間（如公園及公共屋邨）以
安裝更多可再生能源系統、提供額外資金支援社區可再生能源項目，
以及就安裝大型可再生能源系統制定清晰指引，當中需包括太陽能及
小型風電以外的可再生能源。

除上述兩大成果，本會也於2017年11月20日推出「100%太陽能流動
咖啡車」，讓公眾注意到可再生能源的發展潛力。另一方面，WWF自
2007年起致力推動鯊魚保育運動，而據政府於今年3月公布的數據顯
示，本港魚翅入口量從2007年的10,210噸跌至2017年的4,979噸，10
年間大幅下降超過五成，保育成效不容置疑。WWF期望更多船公司制
定禁運魚翅政策，以保護瀕臨絕種的鯊魚及相關品種。本會將繼續推
動香港於未來10年內成為無翅之都。

中國買家對象牙、穿山甲及犀牛角等野生動物貨品的需求，不斷助長
亞洲野生動物市場。WWF促請香港政府對利用香港走私野生動植物
的跨境犯罪集團作出調查及檢控，將野生動植物罪行納入《有組織及
嚴重罪行條例》（OSCO）附表一中。警方及海關更必須加強合作，堵截
跨國野生動植物罪行。

香港一直是全球最大的象牙零售城市，也是其中一個主
要的非法野生動植物走私樞紐。不過，立法會在2018年1
月31日正式通過禁止本地象牙貿易法案，規定2021年前
全面禁止本港象牙貿易而毋須向象牙商作出賠償，並加
重瀕危物種走私及非法貿易的最高罰則至監禁10年，標
誌着保育大象一個重要里程碑。

2015年，本會發表《沉重的真相》報告，揭露本港象牙市
場的法律漏洞。除了深入研究本地象牙市場，本會亦舉辦
各項公眾參與活動，並收集了91,643名香港人的聯署，支
持禁止象牙貿易。政府為回應WWF及其他環保團體的訴
求，遂建議於五年內全面淘汰本地象牙貿易。

WWF期望亞洲其他政府能仿效中國及香港，儘快立法禁
止象牙貿易，關閉亞洲象牙市場。

保育佳績

© WWF-Hong K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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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一年，世界自然基金會香港分會（WWF）不少保育項目均取得豐碩成果，當中較矚目的包括香
港正式通過禁止本地象牙貿易的法案，以及落實可再生能源上網電價政策。WWF自2015年已積
極推動這些項目，對上述成果感到非常鼓舞。



海洋

東平洲海岸公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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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F一直致力推動政府增加香港海洋保護區。我們早前與本地學者和專家緊密合作，研究改善海
洋保護區網絡的規劃，並挑選了七個本地急需優先保育的生態敏感水域，期望透過有效的管理，恢
復海洋及海岸地區的健康。

大嶼山 香港島

新界

白泥

西大嶼山 

水口      

南丫島南

赤門海峽及吐露港

果洲群島

橋咀洲及牛尾洲 
（內牛尾海）

九龍

印洲塘海岸公園

大小磨刀海岸公園

大嶼山西南
海岸公園 南大嶼海岸公園

3RS 海岸公園*

沙洲及龍鼓洲海岸公園

海下灣海岸公園

鶴咀海岸
保護區

* 補償興建第三條跑道而設的海岸公園

WWF 建議的海洋保護區

6個現存之海岸公園

3個擬議中之海岸公園

珍貴的海洋生境和物種需要迫切保育，以應對人類活動干擾和
氣候變化。因此，ＷＷＦ於2018年5月發表了《惜海洋　續未來 ─ 
海洋優先保育地點》小冊子，針對各選址建議最適切的保育措
施，包括成立不同管理區域、禁止非選擇性捕魚方式、限制船
速、訂立守則以加強規管人類活動，及採取共同管理方式管理
海洋保護區。該小冊子為決策者就擴大海洋保護區提供明確指
引，有助恢復香港海洋生態的健康。

截至2023年，全港只有5%的水域劃為或擬定為海洋保護區，
進度並不理想。為了讓公眾了解海洋保護區的重要性，我們舉
辦了「惜海洋　續未來」展覽，並鼓勵市民聯署支持擴大海洋保
育範圍。

展覽設有多個互動攤位，介紹香港多個海洋物種代表，
以及海洋生態面對的威脅如：過度發展、無規管的捕魚活
動、日趨繁忙的海上交通和海洋垃圾污染。展覽更設有擴
增實境（AR）及虛擬實境（VR），不但生動地呈現香港的
海洋之美，更可讓公眾對中華白海豚等受威脅物種的處
境有更深切體會。

除此之外，ＷＷＦ於2016年10月至2017年9月期間在南大
嶼一帶水域放置了七部水底錄音機，收集中華白海豚及
江豚發出的聲音及回聲定位訊號，及船隻駛經時發出的
噪音。研究結果揭示海豚的季節性移動及覓食習慣，並讓
研究人員首次全面地了解牠們在繁忙海上航道的晝夜生
活。

為了進一步研究，我們推出了一個眾籌計劃以購置更多
水底錄音機，把海豚活動的研究範圍擴大至西大嶼的生
境地如大澳及二澳。有關科研
數據有助我們游說政府成立
更多海洋保護區。
 
現時本港水域僅餘47條中華
白海豚，我們促請政府儘快採
取保育行動，制定有效保育措
施，確保這珍貴生物不會絶跡
香港。

閱覽《惜海洋  續未來》
小冊子

立即參與我們的海洋
保護區聯署！

制定優先保育選址

香港優先   
保育選址



過去12個月，我們在海下灣海洋生物中心舉辦了不少活動，以提升公眾對海洋受人類活
動威脅的意識，同時肯定海洋保育工作者的付出。 
 
WWF自2016年推出「環保基金探索浮游世界」教育項目，合共有20間夥伴中小學參與。
這個項目以浮游生物為切入點，透過互動遊戲和科學實驗，引領學生探索浩瀚的海洋。 
 
我們為參與計劃的小學及中學生，分別準備了兩套不同的教學方法。我們在夥伴小學舉
辦教育講座及藝術工作坊，深入淺出介紹浮游生物的外型構造及牠們在生態系統中的重
要性；中學生則以科學為本，研究各種浮游生物的季節性及地區性的種類差異。 
 
我們亦於海下灣的教育活動中播放得奬紀錄片《塑膠海洋》，向公眾闡述海洋塑膠問題正
如何威脅人類及各種生物。 
 
該套紀錄片的製片人之一Jo Ruxton 同時是WWF海洋保育計劃的顧問。當日她也來到
現場，向同學分享嚴重的塑膠垃圾正如何威脅人類健康，並鼓勵大家改變生活習慣，減少
使用即棄塑膠。 

打擊海洋垃圾
香港以及全球的海洋垃圾問題日益嚴重。人類過分依賴即棄
塑膠，而塑膠會慢慢分裂成細小碎片，一步步摧毀海洋世界。
因此，WWF主張各種源頭減廢措施以解決問題。

過去一年，WWF與超過30個海上康樂團體積極溝通，推廣
以重用取代即棄，以及引入回收設施。由於發泡膠魚箱是常
見海洋垃圾之一，我們正測試不同替代品以及與漁業界商
討，希望最終能達成替代方案。

WWF與11間學校合作進行教育活動，追蹤來自陸上的海洋
垃圾，以及啟發他們設計不同方案，將保育訊息推廣至學校
及社區。我們亦與地區團體合作，進行了27次清潔活動，並
試驗了兩款創新的海洋垃圾攔截方法，包括垃圾浮拖網和海
上垃圾浮欄。

若要全面解決這問題，除了檢視本地垃圾源頭，我們也必須與中國內地團體建立跨境伙
伴關係。在2017年8月舉行的中國海洋公益論壇中，WWF共同主持了其中一場有關海洋
垃圾的研討會，亦安排了一次香港實地考察，分享合作解決海洋垃圾問題的項目。

走進海洋世界
海洋

© WWF-Hong Kong

#NoPlasticInNa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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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地生物多樣性

香港的生物多樣性非常豐富，其重要性也獲得政府肯定。
正如政府在首份《香港生物多樣性策略及行動計劃》指
出，當局會在2016至2021年採取一系列措施，優先保護本
地生物多樣性。 
 
WWF有多個保護高生態價值地區生物多樣性的活動，包
括一年一度的「步走大自然」。活動帶參加者走進米埔─ 
這片擁有超過2,050個物種的拉姆薩爾濕地，增進對環境
保護和可持續發展的認識。 
 
去年的「步走大自然」在11月4日至5日舉行，吸引31個團
體，共2,000名參加者齊集米埔。活動期間陽光明媚，大家
沿着指定的5公里步道蜿蜒前行，並在「可持續生活實驗
室」認識保護環境與可持續生活之間的微妙關係。我們的
攤位活動由五感出發，讓參加者通過多感官體驗，了解濕
地豐富的生物多樣性，學習實踐可持續生活模式。 
 
除一系列環繞可持續生活的互動攤位，「步走大自然」也
增設了兩項嶄新的活動︰浮橋導賞和瑜伽工作坊。前者
讓參加者深入造訪潮間帶紅樹林，認識各種生物如招潮
蟹及彈塗魚；後者則讓參加者走進保護區的全新鳥屋，一
邊細聽鳥語風聲，一邊享受瑜伽樂趣。

守護本地生物多樣性
WWF環境監察團隊促請政府採取「棕地優先」政策，反對透過填海及開發郊野公園來解決房屋問題。為推動
此倡議，我們今年發起了一個聯署，敦促政府採取「棕地優先」政策，並為具高生態價值的非保護區域提供永久
保護。

現時全港約有1,200公頃棕地，其中較大型的棕地群落總面
積更達390公頃。WWF認為政府應加快發展這些棕地，並
為這些發展項目制定公平的補償機制，以紓緩短期房屋問
題。

發展郊野公園及填海將對自然環境及本地生物多樣性帶來
不可逆轉的損害。再者，兩者所需的發展時間均遠超已有基
建配套的棕地，無助解決短期房屋短缺問題。

WWF會繼續促請政府採取「棕地優先」政策，同時識別出
有高生態價值的非保護區域，並提供永久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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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埔及濕地

2018年初，我們開設了一個眾籌網站，希望籌得45萬港元
來支持對瀕危大濱鷸的監察工作。蜆隻是大濱鷸的主要
食糧，不過牠們早前在鴨綠江口泥灘的數量大減了95%。
鴨綠江口濕地對這群遷徙鳥非常重要，全球約四分一的
大濱鷸會以該區作為遷徙補給站。

眾籌所得資金會用作為濕地調查人員添置望遠鏡及單筒
望遠鏡等器材，以觀察候鳥在東亞 ─ 澳大拉西亞飛行航
道上，包括香港米埔和北韓文德保護區的遷徙活動，其中
後者是大濱鷸重要的中途休息和補給站，每次遷徙會有
約200隻大濱鷸到訪。2018春季遷徙期間，調查人員在文
德保護區進行了一星期的實地考察，更計劃了2019的秋
季遷徙調查。調查所得的數據對加強國際間保育大濱鷸
的工作十分重要。

在亞洲水鳥保育基金（AWCF）資助下，我們在東亞 ─ 澳
大拉西亞飛行航道上進行了多個保育項目，致力與當地
社區建立合作關係，達至互惠互利的保育成果。 

北韓文德遷徙鳥類保護區已在2018年正式成為拉姆薩爾
國際重要濕地。過去一年，我們在當地的工作包括培訓濕
地管理人員，以及增加當地人士對濕地生態和侯鳥的認
識。

米埔是遷徙候鳥在東亞 ─ 澳大拉西亞飛行航道上的中途站。航
道上有不少重要濕地，我們的米埔團隊會為那裏的管理
人員提供訓練，並分享寶貴的實戰經驗。2017年，WWF
與保爾森基金會、河北省林業廳及灤南縣人民政府簽署
了一份備忘錄，旨在為南堡濕地提供更完善保護，同時協
助當地政府把該濕地劃為一個法定保護區，實施更嚴格
的保育措施。

與此同時，WWF根據已完成的基線調查，正在制定一個
以科學為基礎的管理計劃，亦會在南堡濕地展開多個環
境教育項目。2017年10月及11月，我們分別於米埔及上海
崇明東灘為南堡濕地的職員進行了濕地管理訓練。

傳承米埔經驗
© Shutterstock

© Bena Smith

© WWF-Hong Kong / Christopher Lee

城市濕地如米埔，既可過濾廢物又可減少空氣污染，擔任着一個重要的保
育角色。自1990年起，超過5,000名本地和海外濕地保護管理人員和學者
曾在米埔參與我們的專業濕地管理課程。此外，每年約有12,000名學生及
青年，參與米埔以公民科學及體驗學習為本的教育項目。

了解更多關於
大濱鷸的資訊

參加我們的
米埔導賞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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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自然教室
© WWF-Hong Kong

© WWF-Hong Kong

© WWF-Hong Kong

米埔剛開展了大規模的基礎設施改善工程，令社會上更多不
同背景的人，均有機會認識濕地、環境保育及可持續發展。

了解社區人士
如何參觀米埔

米埔及濕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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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蒙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捐助3億4,700萬港元，本
會得以展開大規模的翻新工程。此計劃由2016年開始籌
劃，2018年9月10日正式動工，首階段是為米埔教育中心
進行內部翻新。

我們會在教育中心內興建一個展覽廳，為公眾帶來一個
嶄新的多元化學習平台。學生及研究人員則可利用乾 / 濕
實驗室接觸更多動植物，為研究及公民科學項目搜集數
據。此外，中心將新設多項互動學習設施，包括提昇無障
礙體驗的設備。首階段工程預計在2019年中完成。

計劃的另一重點，是重建斯科特野外研習中心，並翻新教
育中心及兩座觀鳥屋（分別位於保護區東方及南方）。為
提昇訪客體驗，計劃亦會擴闊主要行人小徑，並把連接現
時漁農自然護理署站崗及米埔教育中心的一公里小徑翻
新為木棧道，方便傷健人士來訪參觀。

承蒙香港上海滙豐銀行有限公司（滙豐）自2015年慷慨贊
助為期三年的「樂聚自然無障礙」計劃，本會得以在米埔
自然保護區加建一系列無障礙通道設施。區內提昇的設
施集中於觀鳥屋及行人小徑，讓所有參觀人士可更舒適
安全地體驗米埔。 
 

「樂聚自然無障礙」計劃讓傷健人士及其他弱勢社群更
輕鬆地參觀保護區。在滙豐的贊助下，過去三年共有225
團參與了度身訂做的參觀活動，他們由受過特別培訓的
生態導賞員帶領下使用改善了的主設施，包括兩間觀鳥
屋的無障礙通道及區內主行人徑。 
 
米埔的新設施還包括3D雀鳥模型、教育展板以及手機程
式。六隻3D雀鳥模型包括：黑臉琵鷺、黑鳶（麻鷹）、普通翠
鳥、赤頸鴨、白腰杓鷸及珠頸斑鳩，模型還附設凸字資訊
展板以及雀鳥的聲音片段。 
 
我們亦研發了一個便携數碼望遠鏡系統，尤其方便行動
不便的參觀者，在平板電腦上觀看雀鳥的特寫。我們更為
此在泥灘上的觀鳥屋設置了無線攝錄機，讓參觀者收看
雀鳥及彈塗魚的即時影像。



氣候及能源

WWF於2017年11月7日在九龍灣零碳天地舉辦首屆「企業可持續發展峰會暨頒獎禮」，表揚參與
公司會員計劃（CMP）、低碳製造計劃（LCMP）和低碳辦公室計劃（LOOP）的企業，於過去一年在
應對氣候變化和保育方面的貢獻。活動召集過百位商界領袖和代表分享企業可持續發展的實踐方
法，並探討各項有關環保和《環境、社會及管治報告》的議題。

是次活動同時介紹了全新的公司會員計劃和可持續發展諮詢服務，以協助企業推動可持續發展，
提升保育、社區推廣和商業發展方面的目標。
 
WWF於峰會上頒發紀念品予95名公司會員，表揚他們過去多年對WWF保育和教育工作的支持。
會上還公布了獲LOOP和LCMP認證的公司的減排成果，過去一年它們一共減少了超過171,000噸
碳排放，相等於超過740萬棵樹一年的碳吸收量。

關注氣候變化
風險
氣候變化問題為國際金融市場造成潛在風險，投資者必須正視相關的不
穩定因素，並將有關風險納入投資考慮。有見及此，ＷＷF在瑞信集團贊
助下發表《氣候變化概覽：投資者須知》，旨在協助鄰近地區投資者了解
更多關於氣候變化的重要資訊，並闡述了相關的科學研究、現時相關政
策取向、應對氣候變化的科技等等，同時仔細解釋有關因素如何影響金
融領域。

投資者對於氣候變化風險的回應會因地域而異，而亞太地區的投資者則
在此議題參與度較低。為了提高亞洲投資者對氣候變化的關注，ＷＷF舉
辦工作坊向本港機構投資者及企業介紹環境融資的重要性。

聯合國跨政府氣候變化委員會發布，
關於全球暖化攝氏1.5度的特別報告表
示，全球須立即採取行動應對迫在眉
睫的氣候變化問題。WWF呼籲政府在
2030年前，制定積極目標，將本地可再
生能源發電比例增加至至少百分之十，
並加強建築物能源效益政策，推動環境
融資。

© WWF-Hong Kong

綠色風潮

閱讀《企業可持續
發展：活動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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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氣候變化概
覽：投資者須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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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F的年度盛事「香港觀鳥大賽2018」於今年4月18日
圓滿結束。賽事踏入35周年，今年共有14隊來自本地、中
國及台灣的隊伍到港參賽。參賽隊伍需在指定時間內遊
走香港各地，記錄最多的雀鳥品種。經過長達12小時的觀
鳥馬拉松，最終由小麻雀隊以記錄得156種雀鳥品種的成
績勇奪冠軍。

世界自然基金會香港分會的One Planet學校教育項目着重戶外學習。在WWF
轄下的海下灣海洋生物中心、元洲仔自然環境保護研究中心及米埔自然保護
區中，WWF教育團隊帶領學生近距離觀察自然及進行野生生物調查，讓他們
了解和親身感受珍貴的自然生境，從而建立對濕地、海洋保育及可持續發展的
概念。

感官學習活動是戶外教育的重要元素，這在小學教育項目中尤其明顯。以在米
埔自然保護區進行的「濕地小偵探」為例，活動令小學生了解自然環境在城市
的重要角色。他們亦能觀察雀鳥棲息地和紅樹林植物，從中探索米埔濕地豐富
多變的生境，親身了解大自然對人類及生物的重要之處。

戶外學習強調「從經驗中學習」（Learning-by-doing），元洲仔的中學教育項
目「隱藏的真相」正是一個好例子。為探討海洋垃圾議題，參與的學生會前往大
埔元洲仔岸邊進行海洋垃圾調查，親歷影響香港多時、且日益嚴峻的海洋垃圾
問題。

中學教育項目「海鮮精明眼」旨在讓學生了解過度捕魚的問題和各持份者之間
的衝突。參加者可於海下灣海岸公園認識海洋生態，又可走入西貢市市場，實
地考察海鮮的種類及售賣情況。他們更有機會訪問市民，深入了解海鮮供應鏈
中各持份者的意見。

戶外教育體驗
© WWF-Hong Kong

© Augustine Chung / WWF-Hong Kong

© WWF-Hong Kong / Tracy Tsang

閱讀 ONE PLANET 學校教
育項目概覽2018-2019

公眾參與及教育



今年4月，WWF與大潭篤基金會合辦City Nature Challenge。
在WWF One Planet青年大使及生態導賞員的協助下，WWF
員工及公眾參與人士施展渾身解數，用相機或手機記錄
本地的野生生物。City Nature Challenge的參加辦法十
分簡單：

1. 尋找野生生物
2. 拍下照片
3. 上載至iNaturalist應用程式

4月27至30日期間，我們與全球超過60個城市一起宣揚
自然環境的重要性，亦記錄了本地豐富的自然生態。我
們在本地生物多樣性豐富的地點如香港公園及海下灣海
岸公園舉辦了生態導賞。在全香港750名觀察員的共同
努力下，香港參加者總共在iNaturalist應用程式上載了
20,268項記錄*，涵蓋2,932個物種*，成功令本港在City 
Nature Challenge的68個參賽城市中擠身前十名！

下屆City Nature Challenge將在2019年4月26至29日
進行。屆時我們不但會派出青年隊伍遠赴馬來西亞檳城
的Habitat Penang Hill雨林及日本東京參賽，一支馬來
西亞隊伍也會來港參與這盛事。

*截至2018年11月15日

本地生態尋踪
© WWF-Hong Kong

© WWF-Hong Kong

© WWF-Hong Kong

要喚起公眾的保育意識，可以從發現本地豐富的生物多樣性開始。WWF位
於米埔、海下灣及大埔元洲仔三個訪客中心附近的自然環境，擁有豐富的生
物多樣性，是認識本地生態的好地方。

下屆CITY NATURE CHALLENGE將在
2019年4月26至29日進行
了解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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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人，為地球發聲！
© WWF-Hong Kong

1. 利用社交媒體建立環保意識
•手機內的環保應用程式
•紀錄片
•從城市做起

2. 名人效應
•幫助推廣環保意識
•影響政治人物和決策者

3. 加強跟進機制
•改善資金和資源
•青年領袖
•青年培訓
•市民和社區參與

4. 在院校成立環境學會
•青年交流
•保育行動

5. 為青年投資未來
•Pay It Forward青年交流計劃
•青年TED演講
•手機應用、遊戲及藝人講座

6. 記下地球一小時日子！
•放映電影以提高意識
•全球青年運動
•自小進行環境教育

1

2

3

4

5

6

© WWF-Hong Kong 

為實現愛知生物多樣性目標1，WWF在過去一年積極擴展旗下的青年項目。我們在2017年11月9至13日舉辦
了One Planet青年領袖論壇，超過80名來自歐亞20個地區的青年領袖前來參與，一同為地球發聲，顯示年輕人
擔當社會環境領袖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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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眾參與及教育

在聯合國可持續發展目標和《生物多樣性公約》愛知生物多樣性目標提出的框架下，是次論壇為年輕人提供了平台，讓他們互
相交流在保育、社區參與和教育、生物多樣性和可持續發展等方面的經驗和想法。 

「One Planet青年教育項目」又夥拍雷利計劃（香港）及香港女童軍總會，在米埔進行了一個公民科學家計劃。參加者受訓
後進行了多個生態調查，收集到的數據有助了解米埔現時的濕地生物多樣性及其棲息地管理工作。

此外，我們又聯同香港童軍總會在海下灣進行了公民科學水底普查，包含了珊瑚定點普查、水質監察、浮游生物多樣性調查及
沉積物調查。此研究於2018年4月展開，將一直進行至2019年1月。

如欲查詢One Planet青年教育項目，請電郵至opy@wwf.org.hk ONE PLANET
青年領袖論壇2017

1

4

2

5

3

6



機構管治 財務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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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具領導地位的非牟利環保組織，世界自然基金會香港分會一直
透過專業、誠信及高透明度，取得公眾信任。

本會由董事委員會專責管治。委員會成員來自保育界、科學界、學界
和商界，全部均是對自然保育有抱負的專業人士。他們以義務性質
參與，並運用專業知識提供意見、訂立策略性方向、批核保育項目和
每年的財政預算案，以及監察本會的營運。

董事委員會的成員必須為世界自然基金會香港分會的理事，並於周
年大會上獲其他理事選為委員會成員。委員會成員的任期為三年，
並可競逐連任另一個三年任期。除獲董事委員會准許，委員會成員
任期上限為六年。

為加強及擴展董事委員會的職能，委員會下設多個由相關範疇之專
家組成的附屬委員會，就保育、教育、發展、財務及管理米埔自然保
護區等範疇提供專業意見。

本會深明自願披露資訊對建立公眾信心至關重要。為確保財政資源
用得其所，我們提供清晰、準確及具透明度的財政資訊讓公眾監察。
我們的財務帳目是根據《香港財務匯報準則》制訂，由香港立信德豪
會計師事務所有限公司獨立核數，並刊載於每年的年報內。

本會於2018財政年度的財務狀況穩健，總收入較去年增長百分之9.3至1億
310萬港元。個人捐款繼續成為本會的最主要收入來源，佔本財政年度總收
入百分之60。公司捐款佔總收入百分之13，收入來源主要是公司會員計劃、
對「地球一小時」的贊助，及一間金融機構電子帳單環保活動的收入。由於本
會的保育項目「香港濕地生物多樣性普查」於去年度結束，其信託及基金收
入被本年度政府撥款取代，主要用於「環保基金—探索浮游世界」及「環保基
金—攜手護海洋」全新保育項目。而其他收入則主要來自訪客中心活動、學校
夥伴計劃和濕地管理培訓課程所收取的費用。

本財政年度的總支出為9,790萬港元。保育工作、公眾參與及教育繼續是
WWF本年度最主要的支出範疇，佔總支出百分之65。我們一直致力於保育
工作及其影響力，並集中在六個主要範疇項目推行活動和計劃，包括米埔及
濕地、氣候及能源、海洋、保護受威脅物種、本地生物多樣性，以及公眾參與及
教育。另外，本會總支出百分之５亦用於協助世界自然基金會總部推行全球
項目。

WWF持續成功的關鍵是不斷調整和提升能力，適時推出創新策略。我們會
繼續在保育議題上發揮更大影響力、擴闊支持者網絡及拓展收入來源，以實
現我們的保育使命。

以下是世界自然基金會香港分會截至2018年6月30日的財務摘要及分析，由香港立信德豪會計師事務所有限公司審核，並按香
港財務報告準則編製。

董事委員會成員
（截至2018年6月30日之在任董事）

主席
何聞達先生

董事委員會
白丹尼先生（義務法律顧問)
陳美娟女士
朱雅儀女士
杜德俊教授
范文志先生
方文雄先生, BBS, JP
李瑞霞女士（義務司庫）
龍德先生
彭敬慈博士, MH
薛綺雯教授
吳宗權先生, JP

主要收入 影響及成果

2018財政年度收入來源

$103.1
百萬港元

2018財政年度支出分配

$97.9
百萬港元

8%
4%

9%

6%

13%

60%

其他收入
$8.6 百萬港元

籌款活動及銷售
$4.0 百萬港元

政府撥款
$8.9 百萬港元

信託及基金
$5.9 百萬港元

公司捐款 
$13.2 百萬港元

個人捐款
$62.5 百萬港元

5%
5%

3%

22%

19%

46%

世界自然基金會網絡
$4.6 百萬港元行政 

$5.2 百萬港元

活動及銷售成本
$3.0 百萬港元

支持者網絡拓展
$21.8 百萬港元

社區教育
$18.3 百萬港元

保育
$45.0 百萬港元



2018年度報告 /  25 24 / 2018年度報告

機構
聯合集團有限公司
apm
亞洲萬里通
天職香港
中國銀行（香港）有限公司
香港立信德豪會計師事務所有限公司
百老匯戲院
中國光大綠色環保有限公司
中國光大國際有限公司
Citywalk 
科思創（香港）有限公司
大昌行集團有限公司
東港城
教育局課程發展處─德育、公民及國民教育組
教育局課程發展處 ─  個人、社會及人文教育組
教育局課程發展處 ─  科學教育組
開元信德會計師事務所有限公司
英皇集團
歐陸檢測技術香港有限公司
實力環保科技有限公司
Facebook Hong Kong Limited
又一城
恒生銀行 
海港城
喜高集團
恒基兆業地產集團 
協成行發展有限公司
可觀自然教育中心暨天文館
香港青少年軍總會
滙豐銀行慈善基金
香港獨木舟總會
香港教育城
香港交易所
香港房屋協會
香港    地（物業管理）有限公司
香港海洋公園萬豪酒店
香港科學館
希慎廣場

ING Bank N.V.
捷成集團
K11
嘉里控股有限公司
Konrad-Adenauer-Stiftung | Regional Project Energy 
Security and Climate Change Asia-Pacific (RECAP) 
畢馬威會計師事務所
上水廣場
朗豪坊
老牛基金會
利希慎基金
歷德香港有限公司
衞奕信勳爵文物信託
Marks & Spencer
香港萬迪有限公司
MaxiPro (Asia) Limited
Megabox
美麗華廣場
三菱電機（香港）有限公司
酩悅軒尼詩帝亞吉歐洋酒香港有限公司
新世紀廣場
無印良品（香港）有限公司
新城市廣場
新世界發展有限公司
新世界第一渡輪
Ng Teng Fong Charitable Foundation Limited
香港海洋公園
奧海城
Otto International (Hong Kong) Limited
Pacific Coffee Company Limited
保爾森基金會
Pierre Fabre Dermo-Cosmétique Hong Kong Limited
荷里活廣場
Pop Corn
雷利香港
雷利沙巴
莎莎國際控股有限公司
新秀麗亞洲有限公司
香港童軍總會

香港童軍總會大潭童軍中心
噴射飛航
星島報業集團有限公司
信和集團
崇光（香港）百貨有限公司
索尼香港
事必達精密製造有限公司
香港星巴克
太古地產有限公司 
大潭篤基金會
德福廣場
The Body Shop
The Habitat Penang Hill
香港中華煤氣有限公司
香港上海滙豐銀行有限公司
香港上海大酒店有限公司
香港女童軍總會
香港賽馬會
The North Face Asia Pacific
太古集團慈善信託基金
東京海上火災保險（香港）有限公司
V-City
時代廣場
屯門市廣場
新假期周刊
世貿中心（香港）
世界自然基金會

個人
白丹尼先生
陳潔瑜教授
陳英傑先生
Ms Cheong Poh Yuen Yvonne
Mr Choi Yeung Bun 
江偉智先生
Mr Oisin Crawley
Mr James Arthur Filmer-Wilson
何聞達先生
Ms Hung Wai Chung Nora

Ms Lam Mi Sin Maisie
Mr and Mrs Robert W. Miller
Mr Ng Yee Yum
Mr Pang Chung Cheung
Ms Amy Pun
Mr Ben Ridley
Mrs So Tam Kit Ying
Audrey Tam
Mr Thomas Taw
Miss Monica Terwindt
Mr Rafael Tross
Mr Timothy T. Wong
徐健先生
邱倩婷博士
Mr Ying Kwok Man

我們感謝下列企業、機構和人士的支持 衷心感謝下列機構參與我們的中心
活動及支持者活動
Adan Promotional Concepts
ADM Capital Foundation
AECOM
聯合集團有限公司
Allied Pickfords Hong Kong
Ascential & WGSN
AXA安盛
天職香港
Blankspace
威盛工程顧問有限公司
嘉福機電工程有限公司
中華基督教會基新中學
中國飛機租賃集團控股有限公司
中國生物多樣性保護與綠色發展基金會
中國光大國際有限公司
中國光大控股有限公司
中國幸福投資（控股）有限公司
中國太平人壽保險（香港）有限公司
漢基國際學校
OK便利店
花旗集團
中信泰富有限公司
太古城中心
中遠海運國際（香港）有限公司
Cotton Leaf Limited
晶苑國際集團有限公司
環球貨櫃碼頭香港有限公司
大昌行集團有限公司
達能紐迪希亞生命早期營養品（香港）有限公司
敦豪全球貨運物流（香港）有限公司
Donnelley Financial Solutions
Ecostore
Edgar
Enviu
Eosana
Erth Company
第一上海集團
FlexSystem Limited
Fresh Up Group Ltd.
金門建築有限公司
Giuseppe Zanotti
Gr8Choice

Green & Associates (HK) Ltd.
H&M Hennes & Mauritz Ltd.
恒生銀行 
喜高集團
喜力香港有限公司
恒基兆業地產集團 
Hermès Asia Pacific Ltd.
Hermès Travel Retail Asia Pte Ltd
香港01
香港航空發動機維修服務有限公司
漁農自然護理署
香港青少年軍總會
香港會議展覽中心（管理）有限公司
香港交易所
香港房屋協會
香港海事博物館
香港調解仲裁中心慈善基金
香港醫療專業人士協會
香港聖約翰救傷隊少青團
合和實業有限公司
ING Bank N.V.
英格蜜兒
IUCN Environmental Law Centre
晶端顯示貿易（香港）有限公司
捷成集團
嘉里控股有限公司
織暖有限公司
畢馬威會計師事務所
羅氏集團
歷德香港有限公司
Lilongwe Wildlife Trust
Linklaters 
Lululemon Hong Kong Ltd 
前田建設工業株式会社
名家集團有限公司
萬昌五金建材有限公司
Markant Trading Organisation 
(Far East) Ltd
香港萬迪有限公司
萬士博（亞洲）有限公司
孖士打律師行
捷成馬國際有限公司
三菱電機（香港）有限公司
現代貨箱碼頭有限公司
南豐集團

新世界發展有限公司
Nice Pops
NO!W NO WASTE
Oaktree Capital (Hong Kong) Limited
海洋公園公司
Or Tea?
東輝發展有限公司
Otto International (Hong Kong) Ltd. 
Ove Arup & Partners HK Ltd
親子頭條
電訊盈科有限公司
Phenomé
Play-Asia
Pololi
Pure Performance Distribution Limited
Quest Terrarium
歷峯亞太有限公司
香港扶輪社
華卓（香港）有限公司
跑者世界
運動筆記
莎莎國際控股有限公司
帆船飲食集團有限公司
新秀麗亞洲有限公司
精工技術（香港）有限公司
Shaffi’s Indiand Restaurant
信永中和
信德集團有限公司
索尼香港
南非領事館
Southern African Association of Hong Kong 
事必達精密製造有限公司
香港星巴克
Style by Asia
信佳國際集團有限公司
新鴻基地產
太古地產有限公司
東亞銀行有限公司
香港小童群益會
牛奶有限公司 – 7-Eleven
香港中華煤氣有限公司
香港賽馬會
The South African Shop
太古集團慈善信託基金
九龍倉集團有限公司

永安百貨有限公司
通城鐘錶有限公司
Tiger Beer Hong Kong
時代廣場
香港中華煤氣有限公司
TRAFFIC HK
TRAFFIC, Tanzania
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 
城泉
V Cycle
VF Asia Ltd
經綸慈善基金有限公司
WALHI, Indonesia
屈臣氏蒸餾水
新假期
野生救援
Wildlife Direct, Kenya
Wildlife First, India
滙港電訊有限公司



閱讀《企業可持續
發展：活動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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衷心感謝
2018年度世界自然基金會香港分會
公司成員

雙鑽石會員
中國光大國際有限公司

晶苑國際集團有限公司

捷成集團

嘉里控股有限公司

捷成馬國際有限公司

Search Investment Group Limited

香港賽馬會

香港上海滙豐銀行有限公司 

九龍倉集團有限公司

鑽石會員
花旗集團

萬昌五金建材有限公司

太寅集團有限公司

邵氏父子有限公司

美國莊臣有限公司

黃金會員
佳飛有限公司

恒生銀行

喜高集團

恒基兆業地產集團

無印良品(香港)有限公司

擇善基金會

珍珠會員
佳能香港有限公司

國泰航空有限公司

大昌行集團有限公司

銀河娛樂集團

九龍建業有限公司

太古地產有限公司

新瑪德集團

經綸慈善基金有限公司

純銀會員
香港航煤供應營運有限公司

奧雅納工程顧問

AXA安盛

新紀元環保服務集團有限公司

其士集團

中國飛機租賃集團控股有限公司

中國光大控股有限公司

中國幸福投資(控股)有限公司

俊和發展集團

信達國際控股有限公司

中信國際電訊集團有限公司

Como Como

中遠海運國際(香港)有限公司

科銳香港有限公司

鱷魚恤有限公司

德基科技控股有限公司

藝康化工有限公司

開元信德會計師事務所有限公司

英皇集團（國際）有限公司

易帕包裝服務有限公司

第一上海集團

環球信貸集團有限公司

嘉柏建築師事務所有限公司

Hinrich Foundation

香港航空發動機維修服務有限公司

香港會議展覽中心(管理）有限公司

香港迪士尼樂園度假區

合和實業有限公司

希慎興業有限公司

英之傑香港

莊信萬豐太平洋有限公司

畢馬威會計師事務所

羅氏集團

歷德香港有限公司

元暉光電有限公司

領先工業有限公司

Lombard Odier

能益有限公司

宏利人壽保險(國際)有限公司

孖士打律師行

香港麥當勞

日本命力健康食品有限公司

現代貨箱碼頭有限公司

香港鐵路有限公司

華昌工程有限公司

南旋控股有限公司

利安電光源(香港)有限公司

新世界發展有限公司

來寶集團有限公司

Olympus Capital / 
Asia Environmental Partners

東方海外貨櫃航運有限公司

潘多拉珠寶亞太有限公司

電訊盈科有限公司

洛希爾(香港）有限公司

莎莎國際控股有限公司

感謝所有企業及個人的慷慨支持，令我們能夠實
踐使命，推動環境保育。您們每一位的支持都推動
着WWF的保育和教育工作，對我們十分重要。受
版面所限，我們未能在此向所有支持者致謝。但因
為有您們同行，我們才可邁步向前，為下一代締造
更美好的未來。

申洲國際集團控股有限公司

信永中和

信德集團有限公司

蓆夢思床褥傢具(香港)有限公司

Sinomax Health & Household
Products Limited

施華洛世奇香港有限公司

太古資源有限公司

匯聚工業有限公司

德永佳集團

東亞銀行有限公司

牛奶有限公司 – 7-Eleven

香港中華煤氣有限公司

香港上海大酒店有限公司

黛麗斯國際有限公司

永靈通金融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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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洲仔自然環境保護研究中心

海下灣海洋生物中心

米埔自然保護區

訪客中心 出版刊物一覧
WWF轄下三個中心舉辦一系列生態導賞團及活
動，歡迎公眾、社區團體及企業到網上預約參加。

閱覽更多



水底錄音機

我們的保育成果

魚翅

上網電價

象牙

2018
 年
度
報
告

研究有助了解中華白海豚在南大
嶼一帶水域的活動及覓食習慣

本港魚翅入口量下降超過五成，從
����年的��,���噸跌至����年的
�,���噸

立法會於����年�月��日通過法
案，在����年前全面禁止本港象
牙貿易而毋須向象牙商作出賠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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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於����年�月引入政策，其中
太陽能及風力發電系統上網電價
定為每度電�至�港元

©
 Joost van U

ffelen / W
W

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