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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別赤字
全球野生動物數量急跌，與人類過度消耗地球自然資源息
息相關。全球必須同心協力減低生態赤字，扭轉劣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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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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中環纜車徑一號

姓名:	 會員號碼:

電郵地址:

語言選擇:	中文	/	英文

電話號碼: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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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秋季 AUTUMN 2010

踏入寒冬，米埔自然保護區正迎接候鳥的來臨，身處這�，我們還可欣賞到落葉之美，感受氣溫下降帶

來的點點冬意。我們固然知道，秋去冬來，是大自然四季更替、循環不息的定律。

然而，一些地球正經歷的轉變並非理所當然。世界自然基金會最新一份《地球生命力報告》指出，人類

過度需求天然資源，正嚴重破壞所有生物賴以為生的生態系統。

報告指出全球脊椎動物數量較1970年減少了百分之52，跌幅驚人。當中某些物種族群的跌幅更高達百分

之83。物種數量下跌涉及很多不同因素，但都與人類息息相關。

人類對天然資源的需求永無止境，令地球資源「入不敷支」。「生態赤字」是全球面對的難題，而個別

地區的赤字尤見嚴峻。根據最新公布的數據顯示，本港生態赤字高踞亞洲榜首。如果全球人類都以港人

模式生活，我們將需要3.1個地球資源才能應付全部人的需要。

其實，要減少生態足印，回復收支平衡，絕非天方夜譚，我們可以實際行動回應。今期的封面故事會透

過幾個成功個案，探討如何實踐「惜用識揀」的生活原則，讓人類與地球──我們唯一的安居之所──

和諧共存。

另外，世界自然基金會全球總幹事Dr Marco Lambertini首次訪港，我們很高興能邀請他出席本年度「

步走大自然」的開步禮。米埔的動人美景讓他留下深刻印象，他亦為世界自然基金會香港分會及區內合

作伙伴熱心推動各項環境保護工作而感到自豪。希望你們會喜歡今期Marco的專訪。

最後我想提及的是，世界自然基金會香港分會主席楊子信先生於2014年底卸任。我特此感謝他在過往六

年來全情投入本會工作，貢獻良多。同時，我亦希望藉此機會歡迎新任主席何聞達先生(Edward)，他自

2012年起擔任本會理事及董事委員會成員。Edward的見解獨到創新，我深信我們的團隊將能繼續竭力

推動香港成為亞洲最可持續發展的城巿。

希望大家喜歡今期《生命之延》，我在此祝大家新年快樂！

世界自然基金會香港分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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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 
兩國開啟氣候談判大門
中美兩個全球最大的碳排放國，在北京亞太經合組織峰會期

間發表聯合聲明，宣佈最新的碳減排目標。美國承諾在2025

年將碳排放量減少四分之一或以上；而中國亦同意碳排放量

在2030年封頂，不再增加，並在同年增加使用再生能源。兩

國的決定傳遞出強而有力的訊息：全球將會對氣候變化採取

行動，並在2015年達成國際氣候協議。

藍鰭吞拿配額 
增幅「太多太快」
在國際大西洋吞拿魚保護委員會（ICCAT）上，漁業國同

意每年地中海藍鰭吞拿魚捕撈配額增加兩成，即由2014年

的13,500公噸增至2016年的19,296公噸。本會高度關注捕

撈配額飆升的情況，雖然藍鰭吞拿數量出現回升，但認為

漁業界對此過份樂觀，無視科學界警告，認為捕撈量應適

度逐步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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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弗特海北極熊減少
響起警號
研究發現美國阿拉斯加東北部和加拿大西北地區的北極熊

數量，由2001年的1,500隻減少至2010年的900隻，跌幅

達四成。研究指波弗特海南部的北極熊數量急挫，與氣候

變化造成的海冰融化息息相關。北極熊依賴海冰休息、繁

殖和獵食海豹，氣候變化令凝固的海冰逐年減少，引致北

極熊等倚賴海冰存活的動物面臨更大危機。

全球
保育快訊



三跑獲環境許可證
機場第三條跑道早前獲發環境許可證，本會對此表示

極度失望，並關注到港珠澳大橋部分工程延誤，若三

跑工程如期於2016年動工，屆時於大嶼山水域上可能

同時有兩項大型工程進行，質疑當局忽略工程期重疊

對西部水域生態所造成的累積破壞。本會促請政府必

須指令機管局進行「累計影響評估」，掌握工程對海

洋生態的實際影響，並提出更多有效的緩解措施。

找出亟需保護的遷徒濱鳥
沿海及內陸濕地遭受破壞或流失，正威脅東亞—澳大拉西亞飛行航道遷徒水

鳥的存活。為團結飛行航道各地的保育力量，本會發表研究報告，評估使用

該飛行航道的瀕危或近危水鳥的保育狀況。報告指出，若我們對問題袖手旁

觀，涵蓋17個物種的20個水鳥種群，例如極危的勺嘴鷸和瀕危的小青腳鷸，

將會在不久的將來邁向滅絕。報告亦確認了須採取保育行動的「熱點」。

本港魚翅供應及 
環保海鮮調查結果
為審視鯊魚保育工作成果，本會進行首個針對飲食業的魚翅供應調

查，獲154間食肆回應，包括中式宴會場所、酒店及會所。根據受訪

食肆提供的數據，2013年的魚翅消耗量較前一年下跌百分之47。大

部分受訪食肆表示，顧客要求是他們決定停止供應魚翅的主因。此

外，本會亦就公眾對環保海鮮的認知進行調查，超過九成受訪者表

示，如得悉該種海鮮為不符合可持續發展捕撈或養殖原則（即非環

保海鮮），將拒絕選購。另外，亦有逾六成受訪者指銷售點及食肆

沒有足夠資料顯示產品是否環保海鮮，成為選購或點選環保海鮮時

遇到的最大難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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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態足印

為地球 把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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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數字總結了地球40年來的變化：全球脊

椎動物數量較1970年減少足足百分之52。

在不到兩代人的時間�，物種數量喪失了

逾一半。

這項令人震驚的數據來自世界自然基金會

最新發布的《地球生命力報告2014》，報告還揭示不少令人擔

憂的地球現況，關乎地球、所有動植物以至全人類的福祉。

世界自然基金會每兩年出版一次的《地球生命力報告》，以 

「地球生命力指數」量度脊椎動物數量的變化。報告追蹤了全球

逾3,000種脊椎動物的10,380個族群，無論是居於南美至中美新

熱帶界的兩棲類、歐亞大陸古北界的魚類，還是非洲埃塞俄比亞

界的犀牛，都在研究之列。

報告究竟為我們揭示了甚麼？以下是一些摘要：相對40年前，脊

椎動物族群的數量平均下跌超過一半，其中居於中美至南美的族

群整體數量急跌百分之83。另外，全球河流、湖泊和濕地的淡水

物種亦減少了百分之76。

物種減少的原因包括城市發展或土地開發令生境地受破壞、改變

甚至消失；捕魚和狩獵活動也是重要的影響因素，這些大都與人

類對地球資源的需求有關。氣候變化亦對生物多樣性構成威脅，

而且情況愈見嚴重。

為地球 把脈
「我們正步向怎樣的未來？我們又期待怎樣
的未來？我們怎能肆意揮霍地球的自然資源，
將珍貴的資源不公平地分配？」

世界自然基金會全球總幹事

Dr Marco Lambertini

左上圖 © WWF-Canon / James Morgan

右上圖 © Global Warming Images / WWF-Canon

左下圖 © Florian Schulz / 2014

右下圖 © WWF-US / Ricardo Lisbo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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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支」的生活模式是
怎樣一回事？就是伐
木的速度遠超樹木生
長、捕撈海產的速度
比海洋資源生產為快、
碳排放比大自然所能
吸收的更多更快。

棲身於陸地保護區的野生動物數量僅下跌百分之18，較全球動物

整體減少百分之39的速度明顯較慢。這反映只要得到妥善管理和

嚴厲執法，野生保護區能成為不同物種的棲息之所，並能提供潔

淨水源、清新空氣，以及降低大氣層的二氧化碳濃度。

本會提出的「一個地球的視野」(One Planet Perspective)，正為

如何善用地球有限的資源提供指引，我們需要：

保護自然資源
恢復受到破壞的生態系統、遏止重要生境地流失、

大幅擴大保護區面積

提高生產效率
減少耗用和浪費原材料、實踐可持續資源管理、增

加可再生能源的供應

實踐「識揀」生活
減低個人生態足印、使用可持續能源、建立對地球

有益處的飲食習慣

透過支持保育的財政方針及公平管理資源，這些願景有望實現，

而各地更已有成功個案。

告別「透支」生活
報告同時以生態足印量度人類消耗天然資源的情況，比較「收

入」（生物承載力，即可供應資源的陸地及海洋面積）和「支

出」（即生產人類所耗用資源所需的陸地和海洋面積）。這些具

生物生產力的面積，包括畜牧用地、種植食物及紡織品原材料的

農地、捕撈水產的水域、供應木材及紙張原材料，以及吸收二氧

化碳排放的森林。過去40年，我們處於「生態赤字」的狀態，即

地球資源不斷被透支。

在2010年，地球的總生物承載力為120億地球公頃，即每人平均

1.7公頃。然而，人類實際的生態足印高達181億地球公頃，即人均

2.6公頃。這代表我們耗用了1.5個地球的資源，而地球要花18個月

才能再生產出供應人類一年所用的資源。

「透支」的生活模式是怎樣一回事？就是伐木的速度遠超樹木生

長、捕撈海產的速度比海洋資源生產為快、碳排放比大自然所能

吸收的更多更快。

時至今日，全球有接近10億人挨餓，7.68億人沒有安全乾淨的水

源，14億人缺乏穩定供電。與此同時，世界人口不斷膨脹，預計

到2050年全球會增加20億人，糧食、水和能源將成為每一個人都

必須面對的挑戰。

盼望猶存
雖然面對艱鉅挑戰，我們絕非無計可施。全球物種數量驟跌的情

況已響起嚴重警號，但報告重點指出設立保護區能幫助野生生物

存活。尼泊爾便是一個成功例子，在2009至2013年間，當地老虎

數量增加逾六成。當地更於2014年慶祝連續365天沒有盜獵老虎、

犀牛或大象的事故。

人均消耗

2.6 
地球公頃

人均可用

1.7
地球公頃



7秋／冬 AUTUMN/WINTER 2014

居於西非及中非的森林象生境地

範圍銳減，現在牠們「蝸居」於

只及原有棲息地百分之7的面積

中。牠們的數量在2002至2011

年間下跌逾六成，主要是因為不

法分子為獲取象牙而進行大規模

盜獵。

位於智利南部的Chiloense海洋

生態區，既是藍鯨重要的覓食海

域，又是全球三成三文魚的產

地。然而，過度捕撈對當地海洋生態構成重大壓力。過去十多年，世

界自然基金會一直積極和智利當局和居民合作，推行綜合保育策略。

經過一番努力，Tic-Toc海洋保護區終於在2014年初設立，為瀕危的

藍鯨保存重要的覓食和育養地。此外，供應全球七成養殖三文魚的

企業（包括七間智利企業）亦承諾在2020年前為所有養殖場取得水

產養殖管理委員會(ASC)認證，確保把三文魚養殖對環境的影響減至

最低。

丹麥自19世紀開始使用風力發

電，更於2013年12月創下令人自

豪的紀錄：首次單月風力發電能

提供全國一半以上的電力。丹麥

的風能發展由公民主導，普羅大眾能夠購買風力渦輪發電機或投資風

能生產。雖然現時丹麥最新的風力發電項目多由專業投資者營辦，但

當地人民合作參與的風能項目仍佔一定比重，現時約有40,000名丹麥

人以共有或個人名義擁有風力發電機。

2013年，風力發電量約佔丹麥全國總用電量三分一，而且比例不斷

上升。丹麥企業生產全球四分一的風力發電機，風力發電業為該國

經濟作出重要貢獻，國內約有27,500人從事風力發電，出口總額高

達92億美元。

根據澳洲七個監測地點的數據顯

示，彎嘴濱鷸數量由1982年的

37,500隻急跌至2005年的7,500

隻。彎嘴濱鷸是長途遷徙候鳥，

數量減少的主因相信是遷徙路線

上的中途歇息站遭受破壞。

分佈在熱帶大西洋及太平洋的棱

皮龜數量正不斷減少。哥斯達黎

加一個國家公園的棱皮龜數量，

在1989年至2002年間銳減百分

之95，主因是漁業捕撈造成的誤

捕，以及產卵地受土地發展污染

破壞。

無論身處世界任何一個角落，每個人都能為減少生態足印出一分

力，讓地球回復「收支平衡」。Dr Lambertini提出兩個建議：

「第一，各界需要團結一致，推動明確及有系統的保育工作。第

二，我們不能守株待兔，等候其他人踏出第一步，各國領袖需要

以宏觀角度思考現況，牽頭作出改變。商界和消費者則需要停止

揮霍地球有限的資源。」

有人說過：「地球並非我們從前人繼承來的，而是向我們的孩子

借來的。」如果你相信這句話，今日，選擇權就在我們手中，你

「識揀」嗎﹖

智利南部：結合藍
鯨、三文魚及社會
公平的海洋保育

丹麥：公民 
主導風力發電

閱讀更多成功個案：wwf.panda.org/lpr

地球並非我們從前人繼承來的，
而是向我們的孩子借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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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素有「購物天堂」的美譽，鼓勵大眾消費，但同時亦

為這個小城市帶來極龐大的生態足印。根據本會分析，現

時本港生態赤字是全亞洲最大。

香港的人均生態足印為5.4地球公頃，比全球人均的2.6地

球公頃超出逾一倍；與本港實際的生物承載力0.01地球

公頃比較，更是整整540倍。換言之，如果我們想自給自

足，以香港擁有的自然資源維持現有生活模式，我們需要

540個香港才足夠！

根據《地球生命力報告2014》，以全球層面計算，我們需

要1.5個地球才能維持現有生活模式。但香港人過度消耗資

源情況更嚴峻：若全球人類都跟隨港人模式生活，我們將

需要3.1個地球才能滿足所需。 

究竟龐大的生態足印從何而來？別輕看我們個人日常生活

及公司日常運作所消耗的資源，本港逾四分之三的生態足

印來自食物、能源、交通及衣服等日常生活範疇。

香港市面上大部份商品由世界各地進口，因此我們的消費

模式和選擇對本地及全球的資源運用同樣影響深遠。今次

報告向我們發出警號：我們正透支地球有限的資源，香港

過度消費的習慣和不可持續的生活模式對地球的影響實在

不容忽視。

幸好本港有商界代表和市民已經察覺要主動扭轉劣勢，並

以實際行動減低生態足印。然而，本港政府仍未有積極回

應保育議題，亦未能肩負起為下一代保護大自然的重任。

世界自然基金會香港分會生態足印項目主管張志華提出了

可以執行的第一步：「政府可帶頭主動量度並公布本港的

生態足印，有助各界檢視自己減低生態足印的進度，推動

香港成為一個更可持續發展的城市。」 

小城市大足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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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自然基金會全球總幹事 
M a r c o L a m b e r t i n i博 士
在2014年11月到訪香港。 
《生命之延》有幸訪問這位
貴賓。

與Marco 
對話

在雀鳥天堂走一趟
此行香港之旅的其中一個重點，就是主持本會

慈善步行活動「步走大自然」的開幕禮。活動

就在雀鳥和鳥迷的天堂─米埔自然保護區舉

行！

很高興在米埔看到一大群黑臉琵鷺，這有賴韓

國、日本、台灣和香港的共同努力，成就這個

拯救物種的典範。黑臉琵鷺的例子證明，只要

我們同心協力，目標一致，以科學為根據積極

進行保育工作，便有望能拯救物種遠離滅絕危

機。早結良緣
我與世界自然基金會的淵源是在12歲時開始。那時我參加意大利分

會的上門募捐活動，為保護當地僅存的狼隻籌款。如今意大利的

狼隻數量正快速增長，去年我在托斯卡納家中的花園也看到一隻

狼！當時的心情實在非筆墨所能形容。

我熱愛野生動物，甚至稱得上是瘋狂程度。我所有玩具都是動

物，沒有士兵或玩具槍。5歲時我房間佈置成迷你博物館，放滿

從海灘收集的貝殼和在花園撿來的昆蟲屍體。到我長大一點，

便踏足森林、濕地、山脈和潛入海裡觀賞野生動物，發現大自

然生物的世界是多麼複雜和奇妙。

我對野生動物和大自然的熱愛，令我開始對對保育產生興

趣，但現在我會用一個更廣闊的眼光看待自然保育。大自然

跟大家的福祉關係密切──水、食物和氣候自然環境環環相

扣，破壞環境只會令我們失去未來，也是對人類文明最重

大的威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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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lfie 自拍
我 們 在 米 埔 捕 捉 了 這 個 有 趣 場 面 ： M a r c o和 本 會 義 工 

自拍！

自拍充滿創意，我也喜歡它拍出來的獨特角度。不過我更

欣賞及尊重年輕義工的付出，可能這讓我想起少年時的自

己吧！我也深深體會到義工在保育工作所發揮的力量，他

們不但能啟發我們，甚至能夠為自然保育帶來改變。

情迷八爪魚
Marco最愛的動物是甚麼？答案令人意想不到！

這個答案聽起來確實有點古怪。我自小在海邊成長，有一天暴風雨

後，我在海灘岩石之間發現一隻擱淺的八爪魚，把牠帶回家裡的魚

缸飼養。八爪魚是貝類和螺類的近親，是相對原始的動物，但細心

觀察下我發現牠有驚人的智慧和情緒，讓我不禁為牠著迷，甚至在

15歲那年寫了一本八爪魚觀察報告，可惜這部「巨著」至今仍未出

版！:(

參觀晶苑集團
Marco還參觀了晶苑集團總部，晶苑集團參加了本會

數個保育項目，足證企業能夠在解決氣候變化問題上

出一分力。

有兩件事情令我印象深刻。第一是公司領導層對環

保的承擔，這從主席羅樂風先生的熱誠和決心可見一

斑。第二件事同樣重要，就是晶苑集團把可持續發展

的概念落實在公司的大小角落：小至時裝展覽室的

LED燈泡，大至工廠裡的節能安排。可持續發展和自

然保育的意念，已經滲透在公司價值觀和各個階層員

工的行徑裡。

Marco
想告訴香港人⋯⋯
香港人煙稠密，生活和發展的壓力都很大。但讓我難忘的

是，這個人口極度密集的都市竟然有四成土地由郊野公園

組成，當中米埔自然保護區受到保護及妥善管理，成為候

鳥重要的停歇地，要頂�城市發展的壓力去保護這些自然

遺產絕對是個挑戰。另一方面，海洋生態系統很重要，卻

一直被世界各地忽視，這真的很荒謬，因此我們還要為海

洋環境爭取更大的保護。這次我看到香港市民環境保育的

熱誠和承擔，我相信只要大家攜手合作，定能建立一個讓

人類與自然和諧共存的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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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從「拯救海洋大行動」於2004年推
出後，海洋保育成為本會保育工作中不
可或缺的一環。本會助理環境保護經理
（海洋）李美華及海下灣海洋生物中心
經理石靜韻，見證過往海洋保育及教育
工作中的笑與淚。

十年海洋
幾番新

石：
甚麼原因讓你投身海洋保育工作？

李：
我熱愛潛水，海底世界千奇百趣的美態讓

我�迷，而香港竟孕育豐富多樣的珊瑚群

落和魚類，實在令人嘆為觀止！每當我在

海�任意穿梭，一份寧靜幸福的感覺便油

然而生。因此，我渴望能為香港締造更美

麗的海洋環境。

石：
那麼你加入世界自然基金會後的首個任務

是甚麼﹖

李：
我在2010年加入世界自然基金會，當年

政府宣佈將於一年內立法禁止拖網捕魚。

可是當時本會和漁民的關係不太融洽，所

以我的首要任務便是向漁民「伸出友誼之

手」！

這項任務毫不輕鬆，但我沒有卻步。我籌

備了不同工作坊及講座，逐漸摸索到和漁

民的相處之道，關鍵就在於坦誠，毋須刻

意奉承或迎合他們的喜好。我們慢慢建立

了互信，關係亦出現一百八十度的轉變。

現在，我們更已成為朋友！

其實，漁民和我們有�同一渴求，大家都

希望海洋生態得以恢復。我十分欣賞他們

對香港作出的貢獻，也期望能保存本港珍

貴的漁業文化。我衷心希望我們的海洋環

境能重拾健康美麗，讓漁民享受年年有�

「魚」的豐碩成果。

石：
對我而言，立法禁止拖網捕魚亦是一個非

常重要的時刻。很多人認為海洋教育的目

的旨在提高大眾關注，讓更多人意識到香

港海洋生境的現況。然而，教育在自然保

育運動中往往能發揮獨特作用。

2011年，立法會準備討論禁止拖網捕魚法

例，我們邀請學生去信各立法會議員，希

望他們能伸出援手，一同守護珍貴的海洋

環境。一些議員不只細閱來信，而且更在

會議期間展示信件。最後，法例在各方共

同努力下獲得通過，現在已經正式生效！

李：
這次的成功證明「保育」和「教育」雙劍

合壁，巨大的影響力絕對不容忽視。海洋

教育是一個重要的課題，但是如何推廣則

從來是一個難題。你認為當中最富挑戰性

的地方是甚麼﹖

本會海洋保育工作的里程碑

2004年
本會展開「拯救海洋大行

動」，促請政府立法禁止底

層拖網捕魚，在本港水域劃

定禁捕區，當中包括所有海

岸公園，並引入可持續漁業

管理。

2008年3月
近60,000巿民參與簽名運動，要

求在港實施可持續發展的漁業管

理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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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
最難的是如何讓大眾認同這些保育和教育

信息是與自己的日常生活息息相關，例如

有一次，我們在校園推廣「環保海鮮午餐

日」，但有學生覺得事不關己，冷淡地表

示：「我根本不吃海鮮。」

我們一直希望更多巿民明白為何要保護海

洋環境，幸好這麼多年來的努力並沒有白

費。而孩子們在態度和生活習慣上有所轉

變，就是我們的最大回報。我記得有一次

在海下灣海洋生物中心舉辦的教育活動，

學生參與角色扮演，模擬鯊魚遇到潛水人

士的情境，讓人意想不到的是，扮演鯊魚

的學生主動澄清：「人類才不是我們的食

物呢！」

一直以來，《大白鯊》等電影讓大眾誤以

為鯊魚逢人必咬。但學生透過參與我們的

活動，不但認識到鯊魚真正的生活習性，

也明白到我們推廣無翅運動的原因。

李：
當教育部的同事嘗試扭轉公眾對保育的態

度時，我們保育部門就致力應對城巿發展

為自然環境帶來的種種威脅。香港政府素

來「先發展、後保育」的方針並不可取，

舉個例子，香港西部水域現正「大興土

木」，包括港珠澳大橋、大嶼山發展項

目，以及最近獲批的機場第三條跑道建造

工程，嚴重影響鄰近水域的生態。

政府對自然保育的態度十分被動，�實令

人失望。對環境影響深遠的決策往往是由

不同政府部門提出，但各個部門各自為

政，為我們的工作帶來更大障礙。

石：
保育從來不是易事，但是立法禁止拖網捕

魚及政府擬建海岸公園等消息，不也見證

�我們一點一滴的進展嗎﹖

李：
沒錯，我們的保育工作正漸入佳境。當初

我來到這裡工作時，很多人根本不知道香

港的海底世界蘊藏著多少瑰寶；近年愈來

愈多人渴望潛入水底，親眼一睹海洋引人

入勝的一面。他們都同意要保護海洋生物

多樣性，非常支持立法禁止拖網捕魚。另

外，我們的「齊撐Ruby」活動也收集到

超過50,000個巿民簽名支持保護中華白海

豚。現在港人一談論自然保育，不再局限

於郊野公園，他們也意識到海洋也需要保

護。一想到這些我就非常欣慰。

石：
我也有同感，所以我們更要繼續努力，為

下一代守護這片健康美麗的海洋！� 

2013年6月
本會展開「齊撐Ruby」活動，藉

以喚起大眾關注中華白海豚在港

現況。活動共收集到超過50,000名
巿民簽名支持。

2014年9月
政府公佈將於大嶼山西南及索罟群

島設立兩個海岸公園。本會將繼續

敦促政府把大澳及二澳一帶納入海

岸公園計劃。

2012年12月
禁止在本港水域拖網捕魚的法例正

式生效。

圖片： © WWF-Hong K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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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那些正在逃避潮漲的傢伙嗎?

鷺鳥正在盡情享受收成後的盛宴

本會環境保護主任（華南濕地）
張嘉穎分享我們在閩江河口濕地
進行的實驗情況，希望藉此改善
當地管理工作。

從經驗中學習

灘塗是水鳥覓食和棲息的重要生境，由於潮汐漲退的關係，腿短

的 鷸類在潮漲時必須暫時離開，移師到其他地方休息。 因此，

在管理米埔自然保護區時，我們會刻意調整各基圍內的水位，迎

合不同水鳥的需要，讓 鷸類在潮漲時也能找到短暫停留的棲息

地。

同樣位於沿海地區的福建閩江河口濕地國家級自然保護區，由於

歷史的原因，實驗區內建有養殖池塘，但每年收蝦後便會抽乾塘

水，任由池塘曬乾殺菌，這個時候錄得的水鳥數量也會大減。我

們於是把管理米埔的經驗帶到閩江河口，鼓勵保護區管理處跟當

地養殖戶合作，進行一個實驗：在10至11月收蝦之後，將七個養

殖塘曬塘一個月，然後重新注入少量海水，讓水鳥在潮漲時可以

找到休息和覓食的地方。

這次實驗帶來令人興奮的結果：收蝦後，超過半數沒有重新注水

的池塘，水鳥數量都減少，但幾個有重新注水的，水鳥數量卻是

收蝦期的三倍或以上。除此之外，數據分析反映 鷸類和鴨類分

別偏愛水覆蓋率達百分之41至80和百分之21至60的池塘。

當然，任何實驗都要經過反覆驗證。為證實重新注水增加養殖區

水鳥數量的效用，保護區管理處在這個冬天再次進行重新注水的

實驗，收集科學數據，為日後改善養殖塘管理做好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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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F 人物誌

2014年11月是世界自然基金會香港分
會一個重要時刻：董事委員會主席一
職交接。退任的楊子信先生以八個字
─「充滿挑戰」（Challenging）和
「收穫豐碩」（Rewarding），來總
結他六年任期的一點一滴。

功成，
心不退

你如何形容過去六年的時光？

毫無疑問，我會先想起「充滿挑戰」這四個字。我在2008年接任

主席一職，當時香港以及世界各地均受到金融危機的震盪，對經

濟發展的信心亦陷入低谷。

猶記得我剛上任時，曾與時任行政總裁龐毅理 （Eric Bohm）及

管理團隊討論本會的五年策略方針。我們本來雄心壯志，但隨著

金融危機的出現，我們必須調整策略，重新出發。

本會致力為下一代保護及管理重要的生態資產，例如是我們珍而

重之的米埔自然保護區，以及海下灣海洋生物中心。無論環境順

逆，我們都需要資源管理這些地方。然而，過去幾年香港的非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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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組織大幅增加，互相爭取有限的資源，這對本會是個重大考

驗。展望未來，同類的財政挑戰只會有增無減。

縱然面對很多挑戰，但對我來說這六年亦是「收穫豐碩」。地

球一小時於2009年首次在香港舉辦，活動場面至今仍深印在我

腦海，尤其是我們與香港市民攜手共創歷史的情景，仍令我感

動不已。

本會的同事長年累月投放大量人力和心力，策劃多個大型保育

計劃。例如我們由2005年開始爭取立法禁止拖網捕魚，終於在

2012年生效。這個成果得來不易，全賴同事們和公眾的決心方

能成事。

還有我們爭取了約十年，近日才能爭取到政府宣布建立大嶼山西

南海岸公園和索罟群島海岸公園，雖然兩個海岸公園未達我們建

議的面積，但這個消息仍然是香港海洋保育的重要一刻。

自2007年起，本會全力推動「向魚翅說不」的鯊魚保育項目，逐

漸引起社會的迴響和認同，還吸引到愈來愈多酒店集團和航空公

司響應，實在令人十分鼓舞！

加入世界自然基金會期間，有否一些令你難忘的經歷？

難忘的事太多、太多了。我擔任本會主席一職六年，在此之前是 

「公司會員計劃」的主席，加起來我在本會渡過了逾十年的時光。

每次到訪米埔或是海下灣都是嶄新的體驗，讓我驚嘆香港擁有這

麼耀眼的自然資產，還看到本會同事為這裡付出的心機。

我期盼有更多香港人能夠明白，我們擁有的自然資源是多麼珍

貴和美好。我亦希望每個人都有機會到訪這些地方，親身體驗

一下。

哪一個保育成果最觸動你？

這真是個難題，本會所有的保育成就均為香港帶來正面而深遠的

影響，我選擇不了。

作為一個非政府組織，我們要問自己：「我們所做的會否帶來

改變？」每次我們有新的意念時，無論是教育活動、濕地管理、

海洋保育項目、低碳製造計劃或是低碳辦公室計劃，都該反思： 

「我們所做的會否帶來改變？」改變現況的工作，才是觸動人心

的事。

你覺得本會和一眾同事有甚麼值得欣賞之處？

不管是一盤生意，抑或是一個非政府組織，人都是最重要的元

素。任何一間機構的方針，尤其是本會，都是由人而定。董事委

員會成員盡全力提供支持，但要將方案付諸實行，還是要靠一眾

前線同事的悉力以赴。他們足智多謀又滿腔熱誠，令每一項工作

都能圓滿完成。

每當我在會議上聽取同事的匯報，無論是關乎機構發展、還是教

育項目等範疇，也能感受到他們的熱誠和才幹，他們絕對是不可

多得的優秀人才。

卸任主席一職後，你會否繼續支持本會？

一定會！我有贊助本會一些保育項目，例如「亞洲水鳥保育基

金」，這項目設有五年承諾，我仍有兩年之約要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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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球一小時於2009年首次在香港舉辦，活動場
面至今仍深印在我腦海，尤其是我們與香港市
民攜手共創歷史的情景，仍令我感動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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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事金融服務工作二十年的何聞達先生（Edward）利用公餘時間投身自然
保育。自2012年起，他成為世界自然基金會香港分會理事和董事委員會成
員。2014年11月，他接受一個新挑戰──擔任本會董事委員會主席。Edward
時刻掛在口邊的一句話是「力求創新」：本會將嘗試以更多元化的方式來傳遞
保育訊息，並邀請社會各界加入保育行列。縱使潮流瞬息萬變，宣傳環保的模
式亦千變萬化，但世界自然基金會的核心原則、重視自然保育的態度仍堅定不
移，也永不過時。

自然保育的 
創新路向

WWF 人物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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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是怎樣加入世界自然基金會？是甚麼原因讓你決定擔任主席 

一職？

我一直對香港的環境議題有興趣，也享受置身於大自然之中。每

當我在香港或世界各地郊遊、行山時，眼前美麗的山間風光讓我

感到非常滿足。

數年前，我應白丹尼先生（本會董事委員會成員兼義務法律顧

問）的邀請擔任本會理事，後來又被委任為董事委員會成員。這

讓我由僅僅是「熱愛大自然、對環境議題有興趣」，變成「立志

為自然保育帶來改變」。通過參與財政委員會，我漸漸熟悉本會

的核心運作。

世界自然基金會是香港少數兼備專業知識、經驗和公信力的環團

之一，並能在各項環境議題中動員社會各界參與，因此我希望獻

出個人時間和財經方面的專業知識服務本會。

世界自然基金會有甚麼讓你欣賞的地方？ 

回想八十年代初，香港公眾對自然保育這個概念非常陌生。本

會當時設立香港分會，成為本地首個大型環團，向公眾灌輸

環保理念。時至今日，公眾一談及世界自然基金會，不僅會想

起我們在米埔自然保護區管理濕地，也會想起我們在海下灣海

洋生物中心的海洋教育項目，還有在全球享負盛名的地球一小

時，讓公眾認識過量碳排放對地球的影響。

同樣令人鼓舞的是，經過本會多年倡議，以及與政府、漁民等

各個界別協商，拖網捕魚禁令終於在2012年生效，令本港海洋

生態得到全面保障。此外，公眾逐漸認同本會的環保海鮮和鯊

魚保育項目，許多大型連鎖酒店和主要航空公司亦響應。我們

能夠取得這些驕人的成就，全賴本會員工對保育的熱誠，並勇

於創新的精神。

要帶領世界自然基金會向前邁進，我們務必力求創新。我們將

繼續在環境保育、宣傳、動員外界和同事共同參與環保行動等

各方面不斷創新，才能達到影響更深遠的保育成就。無論是在

宣傳，與公眾溝通、執行工作、動員機構內外的持分者，我們

都會延續創新的精神，務求在保育工作上帶來更深遠的改變。

舉個例子，在地球一小時2014期間，除了熄燈之外，為了鼓

勵市民多做一點，我們推出「一個地球用一個大行動」（One 

Earth Mission），在衣食住行四個層面，提供可持續生活模

式的實用貼士。還有本會發起「齊撐Ruby」簽名行動，造型

可愛的Ruby成為海洋保育大使，讓公眾更喜歡中華白海豚，

並關注牠們面臨的困境。

你和本會有過難忘的經驗嗎？ 

記得在2013年10月的某一天，當時我9歲大的女兒參加米埔導

賞團後回來，滔滔不絕地向我分享旅程中的所見所聞：她在紅

樹林中發現大量蟹群，還有浮橋上許多雪花狀的小點，原來是

一種蠟蟬的幼蟲，有助支撐紅樹林的生態。其實孩子是多麼缺

乏、又多麼需要一個大自然環境，讓他們探索和欣賞地球的奧

秘。本會的教育項目每年為近五萬名學生帶來難忘的自然體

驗，這無疑造福了下一代的人和大自然。

對世界自然基金會和香港有甚麼期望？

「科學為本，獻策為實」是過往帶領本會發展的原則，也是我

們繼續秉持的信念。與此同時，我們將繼續在環境保育、宣

傳、動員外界和同事共同參與環保行動等各方面不斷創新，才

能達到影響更深遠的保育成就。

我們對天然資源需求太大、造成過多的生態足印，土地、海洋

等等有限的地球資源正被逐漸損耗，這無疑是目前最迫切的環

境問題。要扭轉這個局面，公眾不斷的支持和政府積極的保育

政策必不可少，這樣我們才能推動香港成為亞洲最可持續發展

的城市，讓自然環境得以保育，碳排放減少，市民懂得「惜」

用資源。這就是我的心願。

「每當我在香港或世界各地郊遊、行山時， 
眼前美麗的山間風光讓我感到非常滿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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狗不只是人類最好的朋友，更是是拯救瀕危物種的

最佳拍檔。狗隻的嗅覺比人類發達十萬倍，所以各

地緝私執法部門很早已經利用狗隻的天賦來搜查爆炸

品和毒品。世界自然基金會及野生物貿易研究組織

（TRAFFIC）早前合作展開一個新項目，訓練緝私犬

幫助打擊非法野生物貿易。

兩歲的雌性拉布拉多犬金凱是中國首批受訓的瀕危物

種緝私犬。她和其他拉布拉多犬同伴都是這個項目的

首屆「畢業生」，受命於各個進出口岸偵測瀕危動物

製品，並展示了努力訓練的成果：2014年3月，金凱在

廣州白雲機場一次例行行李檢查中，發現象牙和穿山

甲等非法野生動物製品。

圖片： © Wayne Wu / TRAFFIC

最佳拍檔





地球要花18個月才能再生產出
供應人類一年所用的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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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3.1個地球

世界自然基金會提出「一個
地球的視野」，為如何善用
地球有限的資源提供指引。

1

18個月 

全球脊椎動物數量較
1970年減少逾半。

若全球人類都跟隨港人模式
生活，我們將需要3.1個地球
才能滿足所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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