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亞洲水鳥保育基金 
 

 

1. 亞洲水鳥保育基金簡介 
 

亞洲水鳥保育基金(以下簡稱「基金」)於 2005 年 7 月成立，目的是為在東亞—澳大拉西亞飛行航道上，

於亞洲重要地點上進行的保育項目提供資助。 

 

基金的宗旨是支持在地保育項目，特別是透過與當地社區合作，讓遷徙水鳥及牠們賴以生存的濕地生

境得到保護或保育。 

 

世界自然基金會香港分會負責基金的行政管理。目前每個項目的資助上限為美金 5,000 元。 

 

每年基金都會公開接受申請一次，截止日期為 10 月 31 日。 

  

本會每年 7 月 31 日前會撰寫報告，記錄於該年基金的財政收入及支出，以及報告上一輪申請中獲批

核的項目進展與成果。 

 

 

2. 申請資格 
 

非政府組織、社區組織、學術與研究機構均可提出申請。政府機構的申請亦會獲考慮。 

 

 

3. 基金資助項目範圍 
 

所有申請將由基金秘書處歸類至以下兩個類別： 

 

類別 1：一般項目 

 在已確認為對東亞──澳大拉西亞飛行航道上亞洲地點的遷徙水鳥具重要價值的項目。  

 在項目選址內有相當數目全球性/地區性受保育關注的遷徙水鳥尤佳。  

 

類別 2：重點濱鳥項目 

 根據《東亞──澳大拉西亞飛行航道地區性紅色名錄》所列出的 20 種濱鳥(附錄 1)： 

o 在項目選址內，該 20 種濱鳥為亞洲地區有顯著數目出現。 

o 項目選址已確認為對該 20 種濱鳥具重要價值的亞洲地點。  

 

類別 1 及類別 2 的申請，將分別以下列準則評分： 

 能讓選址內或周邊的當地居民投入參與遷徙水鳥及牠們賴以生存的濕地生境保育。 

 能協助選址的濕地達至長遠保護及/或可持續管理模式。 

 能讓項目選址的持分者認識濕地和遷徙水鳥的重要價值。 

 有助增進對全球性/地區性受保育關注遷徙水鳥，以及針對遷徙水鳥所受主要威脅的解決/緩減方案

的知識。 

 需立即進行以避免不可挽回的嚴重影響。 

 可達到超過項目進行時期的長遠影響與效果。 

 難以從其他途徑獲得資助。  

 

除每年 10 月的申請外，基金委員會亦可自行決定資助其他重要的保育項目，每年不超過 2 個項目，

每個項目金額上限為 10,000 美元。 



 

 

4. 亞洲水鳥保育基金委員會權限 
 

 由區內的專家及組織篩選申請，以選出有助加強保育飛行航道上的濕地和遷徙水鳥，以及有關資源

的項目，同時建議其優先資助次序；及 

 就每個支持項目的撥款數目，向世界自然基金會提供建議 

 

 

5. 亞洲水鳥保育基金委員會 
 

委員會成員 (自 2014 年 9 月) 

 

成員       當然委員 

Simba CHAN     亞洲水鳥保育基金秘書 

Guangchun LEI     世界自然基金會香港分會環境保護總監 

Spike MILLINGTON 

Philip ROUND 

Lew YOUNG 

 

 

6. 亞洲水鳥保育基金秘書處 
  

有關亞洲水鳥保育基金的垂詢 

請聯絡亞洲水鳥保育基金秘書張嘉穎小姐 

電話：(852) 3193-7505 

傳真：(852) 2482-0369 

郵遞地址：香港中環纜車徑一號 

電郵地址： awcf@wwf.org.hk 

 

 

7. 申請篩選機制 
 

基金收悉申請書後將採取下列步驟： 

 

(a) 基金秘書在收到申請書後，將發出通知，表示已收悉有關申請。如有需要，申請人需對含糊之處

作出澄清或提供補充資料。 

(b) 在委員會考慮申請前，基金秘書或會向專家或項目進行地的政府人員諮詢意見。 

(c) 經商討後，委員會將批准或否決項目，或要求申請人提供更多資料。委員會亦會考慮預算，研究

有沒有修改預算細節和設定開支上限的必要。一般而言，秘書將於八星期內將委員會的決定通知

申請人，並在合約簽妥後，將核准項目的內容上載至亞洲水鳥保育基金網頁。 

(d) 對於需要提交更多資料的項目，秘書將把申請人的回覆轉交委員會成員傳閱，待收回各委員的最

後意見後盡快轉達申請人。 

 

 

8. 向核准項目發放資助 
(a) 基金將於核准項目建議書內列明的各項活動展開前，及在收悉各項活動的進度報告後逐步分批發

放資助金。 

(b) 餘下的資助金將於項目結束，並呈交包括項目會計帳目的最後報告後，經委員會認為滿意後發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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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1 東亞──澳大拉西亞飛行航道重點物種 Priority Species for the EAAF 

 

 

 

 

 

(節錄自： 

WWF-HK, in prep. Prioritizing Migratory 

Shorebird Species for Conservation in the EAA 

Flyway. World Wide Fund for Nature Hong 

Kong, Hong Kong.) 

 

東亞──澳大拉西亞飛行航道地區性紅色名錄 

 

將世界自然保育聯盟的準則套用至東亞──澳大拉西亞飛行航道上，並以目前已出版的飛行航道種群數量

資料評估，共有 19 個濱鳥物種合乎「近危」或以上的狀況。基於白腰杓鷸 Numenius arquata orientalis

的全球保育狀況為「近危」，雖然現時在東亞──澳大拉西亞飛行航道上的種群數量趨勢未明，但現時或

將來數量有很大機會減少，所以亦將牠加入地區性紅色名錄。因此確定 20 個濱鳥物種為東亞──澳大拉

西亞飛行航道重點保育物種。 

 

名稱 學名 亞種 
世界自然

保育聯盟 

地區性 

紅色名錄 

半蹼鷸 Limnodromus semipalmatus   近危 近危 

斑尾塍鷸 Limosa lapponica  baueri 無危 易危 

斑尾塍鷸 Limosa lapponica  menzbieri 無危 易危 

黑尾塍鷸 Limosa limosa melanuroides 近危 近危 

彎嘴濱鷸 Calidris ferruginea   無危 易危 

黑腹濱鷸 Calidris alpina  actites 無危 易危 

白腰杓鷸 Numenius arquata  orientalis 近危 近危 

大杓鷸 Numenius madagascariensis     易危 近危 

大濱鷸 Calidris tenuirostris   易危 易危 

鐵嘴沙鴴 Charadrius leschenaultii  leschenaultii 無危 易危 

灰斑鴴 Pluvialis squatarola squatarola 無危 近危 

灰尾漂鷸 Heteroscelus (Tringa) brevipes    無危 近危 

蒙古沙鴴 Charadrius mongolus  mongolus 無危 瀕危 

蒙古沙鴴 Charadrius mongolus  stegmanni 無危 瀕危 

小青腳鷸 Tringa guttifer   瀕危 瀕危 

紅腹濱鷸 Calidris canutus  piersmai 無危 易危 

紅腹濱鷸 Calidris canutus  rogersi 無危 易危 

翻石鷸 Arenaria interpres interpres 無危 近危 

勺嘴鷸 Eurynorhynchus pygmeus     極危 極危 

中杓鷸 Numenius phaeopus  variegatus 無危 近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