雜誌 MAGAZINE
冬 WINTER

15/16

「漁」獲至寶
「 在港擴建海洋保護區討論多時， 到底它能為香港水域帶來
甚麼好處？ 我們又應如何妥善管理？ 我們親赴菲律賓本田
灣，嘗試從這個成功例子找答案。」
更多精彩內容 :

WWF人物誌：海洋偵察隊

樂聚自然無障礙

為水鳥護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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署理行政總裁
的話
香港水域總面積接近 1,700 平方公里，蘊藏著豐富多樣的海洋物種及生態系統。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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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保育快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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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故事
讓未來有「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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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F 人物誌
海洋三缺一

港與毗鄰水域孕育著很多不同品種的亞熱帶海洋生物──珊瑚和海草、多種甲殼類
動物、軟體動物、魚類，當然還有深受香港人喜愛的海洋瑰寶：中華白海豚。
海豚常被形容為煤礦坑的金絲雀 (canary in the coal mine)，牠們早在數百年前已
於本港水域定居，如今卻面臨消失的威脅。本港水域的中華白海豚數目由十年前的
158 條銳減至如今僅餘 61 條。各種各樣的人類活動對海豚的生存環境以至整個海
洋生態系統平衡構成威脅，正是導致海豚數目急降的主因。

專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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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協議之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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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自然 人人有份

導致本港水域的生物多樣性遭受嚴重破壞。若要扭轉當前局面，我們必須在本港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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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思改造

域建設更廣闊的海岸保護區 (MPAs)，在區內禁止發展，並對捕魚活動作出監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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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寫象未來

唯有如此，我們方能確保下一代能夠繼續享有豐饒的海洋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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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水鳥「一路順風」

現時，絕大部分本港水域已被用作興建多項基建工程，只有百分之 1.5 的水域被劃
為海岸公園或海岸保護區。多年來，政府對污染和過度補撈等問題缺乏有效監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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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期《生命之延》將談及世界自然基金會如何積極向此目標進發。早前，本會的海
洋團隊及本地漁業界代表飛往菲律賓本田灣，就海岸保護區進行考察。期間，他們

低碳辦公室

20 「小麻雀」
、「火鳥」勝利！
21

當牠們即將消失

見識到當地人如何透過合作管理海岸保護區平衡保護生物多樣性及可持續社會經濟
發展的需求。與此同時，本會正籌備的 Safe Haven 和 Sea for Future 項目均以建

訂閱《生命之延》網上版

設海岸保護區和其他合適的棲息地為目標，確保中華白海豚的生存受到保護；我們
亦期望建設一個覆蓋本港水域百分之 10 的 MPAs 網絡。
今期亦會探討香港在巴黎氣候大會達成全球協議後，該如何採取實際行動應對氣候
變化，以及本會的「改寫象未來」行動如何永久地改變香港象牙貿易的面貌。
生態足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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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推動重大改變，我們需要廣泛長遠的支持。有賴你們的幫助，我們方可重寫大象
的未來。同樣地，現在我們期望你聯同身邊親友，繼續支援本會的海洋保育工作，
拯救中華白海豚及其他海洋生物，改寫牠們的命運。守護海洋，我們需要你的參與。

追踪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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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TO: 請終止有害漁業補貼

WWF 發表最新報告《中國的未來發電 2.0》，從中國現時的
經濟情況及技術水平分析，指出中國應有能力兌現「減少溫

海洋對全球經濟有重要貢獻，數以十億計的人口均以魚類為主食。

室氣體排放」和「提升使用天然資源的比例」的承諾。報告

儘管許多漁業已超過了其可持續發展的限度，全球政府仍不斷發放

顯示，2050 年，中國百分之 84 的電力應該有能力由可再生

漁業補貼，做成過度捕撈並防礙海洋的可持續管理，進一步加劇漁

能源供給，成本將遠較燃煤發電低。報告同時指中國有能力

業資源枯竭。WWF、Oceana 及其他環保組織多年來努力不懈，期

實現其在國際間許下的承諾——在 2030 年制定並緊守碳排

望能終止這個補貼制度，但專家估計每年仍有 150 億至 350 億美
織 (WTO) 27 個成員國共同發表聲明，承諾重新審視現行制度，積
極改善並重建有效的漁業補貼管理方式。WWF 對聲明表示歡迎，
我們相信，終止有害的漁業補貼將有助打擊全球過度補撈。

拓展保護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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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的補貼用於漁業。幸而，此情況將有望扭轉。日前，世界貿易組

WWF 與 IUCN 聯手

盡力實踐氣候承諾

放上限，將使用天然資源的比例提高至兩成，並可望在 2050
年或以前將煤炭淘汰出中國的發電系統。

WWF 與世界自然保護聯盟 (IUCN) 日前宣佈，兩者將攜手推廣和提升
保護區和保育區在可持續發展中所擔當的角色。透過是次合作，WWF
和 IUCN 將於未來 10 年在 50 個國家內，把符合 IUCN「綠色名錄」

犀牛角買賣禁令解除

標準的保護區數目提升至最少 1,000 個。「綠色名錄」的標準包括：
地區有否妥善保護自然價值、公正透明地公開保育成本和效益，有效

WWF 對南非高等法院解除國內犀牛角買賣禁令的決定深表遺憾。

護區的效能和可持續性，並至少產生 20 個新保護區，進一步推動生

有關決定意味南非國內的犀牛角買賣乃屬合法，而國際間的犀牛角

物多樣性和可持續發展。

貿易則仍然被禁止。WWF 國際野生物貿易政策分析員 Colman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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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地區並帶來長遠的保育成果等。是次合作將利用二億美元改善保

Criodain 博士表示：「南非境內對犀牛角幾乎沒有需求，除非打
算將犀牛角非法銷售到國外，否則根本沒有人會購買犀牛角。」
© Cynthia Moleta Cominesi

WWF 全球野生物犯罪倡議項目負責人 Elisabeth McLellan 對南非
環保事務部就裁決提出上訴表示歡迎，她指出：「若國際犀牛角
貿易的大門重開，執法者打擊日益猖獗的犀牛盜獵活動將百上加
斤。」WWF 期望南非高等法院果斷迅速地推翻有關裁決。

保育領袖獲表揚
WWF 頒發 2015 年愛丁堡公爵保育勳章，表揚兩位對海洋保育作出

WWF 推大豆種植計劃
頒可持續發展認證

九位農民參與世界自然基金會巴西分會的 “People who Produce and Preserve” 計劃，並成功取得良心
大豆圓桌會議 (The Round Table on Responsible Soy, RTRS) 認證，為這個為期兩年的計劃寫下里程碑。
計劃旨在改善巴西農民的大豆管理措施，幫助他們應對近日的一項嚴峻挑戰：巴西作為全球最大的大豆生
產國，既要利用土地滿足國家發展需要，為不斷增長的世界人口供應所需，同時又要保護生物多樣性和含

重大和獨特貢獻的人士。Alifereti Tawake 和 Alasdair Harris 博士透
過以社群為本的保育工作，恢復魚類數量和珊瑚礁等海洋生境，他們
對支持本地社群的努力和貢獻值得嘉許。Alifereti Tawake 博士以創新
手法推動本地漁民和沿岸社群參與，將南太平洋的文化傳統和漁業管
理完美地共冶一爐。Alasdair Harris 博士透過支持設立本地管理的海
洋保護區來恢復熱帶漁業，此一創新策略為尤其是馬達加斯加和貝里
斯一帶的多個社群帶來莫大裨益。策略如今已推展至印度洋和太平洋
的其他地區，恭喜兩位得獎者！

碳量豐富的土壤，並尊重當地社群和工人的權益。計劃透過舉辦工作坊和其他活動，向農民灌輸所需的知
識和技巧，協助他們改善其作業方法，以達致嚴格的 RTRS 標準。計劃於 2015 年 7 月進行農地審查，就
農地是否符合法律和商業最佳實踐、工作環境優劣、環境責任及其他標準等多方面作出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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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未來
有「漁」

保育

本港水域過往孕育豐富的海洋生物，漁業發展曾
蓬勃一時。然而，由於過去數十年未經監管的捕
魚活動，本港海洋生態已「風光不再」。可喜的
是，由於三年前正式落實禁止在本港水域拖網捕
魚，為海洋生態帶來轉機。有本地漁民表示，境
內魚類蘊藏量有所回升。現時，本港水域仍存在
非法捕魚的問題，持分者對未來海洋保育方向有
所保留，漁民不願意轉投其他行業或在轉型至其
他作業上面對困難，要應對現況，全面恢復本港
海洋生態系統，我們必須採取更多適切措施。

為海洋張開安全網
要挽救已衰竭的漁業資源，在本港水域建設完善的海
洋保護區網絡將是當務之急。海洋保護區內捕撈活動
受到規管，讓海洋生物能擁有一個不受干擾及破壞的
容身之所。這個保護網有效保護海洋生物及其棲息地，
同時維持海洋生態的生物多樣性。海洋生物在保護區
內能安全地生活和繁殖，同時能加強海洋及鄰近地區
應對生態環境轉變的抗逆力，為日後未知的衝擊又或
是人為干擾活動如填海及發展工程等作好準備。
現時，本港共設立了四個海岸公園和一個海岸保護區，
受保護範圍僅佔本港水域少於百分之 2，對於脆弱的海
洋生態而言，本港政府的海洋保育步伐明顯遠遠落後。
本會一直致力扭轉現況，並促請政府在 2020 年前把本
港最少百分之 10 的水域劃為保護區。擴大現有海洋保
護區網絡絕對是明智之舉：根據本會最近一項有關全
球海洋保護區的研究 ( 源自 :《海洋保護區 - 海洋健康
的明智投資》報告 ) 顯示，每投資一美元建設海洋保護
區，便能在就業、海洋保護及漁業方面獲得至少三美
元回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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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赴菲律賓取經
本會一直積極爭取擴大海岸保護區，除了游說政府和
教育公眾外，我們亦非常重視持分者參與。2015 年 12
月，我們前往菲律賓巴拉望島本田灣實地考察，24 名
參加者包括漁民團體代表、學者及立法會議員親赴當
地，了解管理海洋保護區的理念，探索本港未來海洋
保育的方向。
菲律賓本田灣的海洋生境和所面對的問題與本港相似，
然而兩地政府取態迴異。面對猖獗的非法捕魚問題，
菲律賓政府數年前已積極採取創新措施應對，設立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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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當地漁民合作共同管理海洋保護區，授權他們到該
水域巡邏。
為期四天的考察團讓參加者認識到當地共同管理海洋
保護區的成功個案，學習箇中理念和策略，從中得到寶
貴知識和啟迪。團友參觀了生態旅遊點本田灣鄰近的
珊瑚礁海洋保護區 (Pambato Reef)。保護區於 2008
年成立，面積約為 17 公頃，政府聘請當地漁民管理及
接待遊客。漁民轉型後收入有所增加，除了開闢穏定
的額外收入來源，他們亦感到更受社會尊重。自成立
保護區並推廣生態旅遊以來，當地遊客數量激增 12 倍，

合力建設海岸保護區

保障了當地漁民團體的生計。

近日，考察團參加者再度會面，討論如何將菲律賓的經
驗應用於本港的情況。他們探討了跨界別合作的機會，

團友向當地工作人員提及本港海洋保育現況，即使本
港已立法禁止拖網捕魚，境內仍存在非法捕魚問題；
漁民未能受惠於保護區的設立，他們在轉型至其他作
業上亦面對困難。針對本港漁業現況，當地政府官員、
非政府組織、研究人員及當地已轉型至經營生態旅遊
的漁民除了詳細回應，亦分享如何透過結合不同團體

魚類族群數目、一般及具高商業價值的海洋

須保持緊密溝通，政府之間的跨部門合作也是成功關

物種數目和密度均較保護區外為高。同時，

鍵，學者和漁民的溝通則有助觀察及更了解現時海洋

保護區內大型無脊椎動物以及石珊瑚的數

生境。他們認為政府有必要加強執法，打擊非法捕魚，

量和種類亦比鄰近海域更豐富 (Gonzales et

其中一個可行辦法是在保障漁民安全的大前提下讓漁

al. 2014)。

展漁業的意見。

非政府組織及政府的經濟及相關政策支援亦相當重要。

仍舊困難重重？
然而，本港的海岸保護區系統存在甚麼問題？簡單來
© WWF-Hong Kong

說，就是欠缺明確保育目標和有效管理。政府並未就
保護區在恢復漁業資源的成效上訂立任何目標；另外，
本港海岸公園範圍內仍然容許捕魚活動，讓本應作為
海洋生物避風港的保護網絡大打折扣；對於區內非法
捕魚問題，政府亦未能有效執法。
另外，漁民轉型面對重重困難，令情況雪上加霜。現
時在香港以外水域從事拖網捕魚的漁民霍家輝曾參加
政府漁業生態旅遊試驗計劃，向公眾推廣生態旅遊。
不過，當計劃完結後，政府停止補貼，由於難以吸納
足夠客源及尋找合適營運夥伴等原因，最終只好停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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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顯示，Sabang 珊瑚礁海洋保護區內的

力求完善本港海洋保護區管理方案。他們一致認為必

源工作小組，定期收集漁民團體有關保育和可持續發

轉型的漁民表示，成功轉型有賴他們團結一致，來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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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協助執法。政府下一步亦需帶頭成立海洋及漁業資

的力量去規劃及管理海洋保護區，振興漁業。當地已

霍家輝

於 2002 年成立的 Sabang 珊瑚礁海洋保護區

營運。

我們很高興本港漁民團體願意和各界合作改善海洋生

於 2008 年成立的 Pambato 珊瑚礁海洋保護區
•

年的 21,451 名，七年間急增 12 倍

態。讓漁民團體及相關持分者盡早參與規劃、設立和
管理海洋保護區，有助平衡生物多樣性及社會和經濟

到訪遊客由 2007 年的 1,700 名上升至 2014

•

每 年 來 自 生 態 旅 遊 的 淨 收 入 由 2009 年 的

方面的可持續發展。要是香港更多水域能被劃為保護

16.8 萬 披 索 增 至 2014 年 64.4 萬 披 索， 五

區，我們便能夠保護海洋豐富生物多樣性，使它得以

年間增幅達四倍

可持續發展，恢復魚類蘊藏量，同時亦能振興正在萎
縮的漁業。

•

保護區內的無脊椎動物數目 ( 如巨蚌 ) 在
2010 年至 2013 年間有上升趨勢

我們深信加強保護海洋將為本港水域、海洋生物多樣
性以及依靠海洋為生的人帶來更美好的未來。世界自
然基金會全球總幹事 Marco Lambertini 表示﹕「健康
的海洋能保護海岸、吸收大量的碳、創造就業及養活
無數家庭。設立海洋保護區能令海洋生態變得健康，
更可創造經濟機遇，絕對是相得益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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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育
© WWF-Hong Kong

林言霞

李美華

陸妍

李 : 在東邊水域七星排潛水的體驗相當美好。沒有太多
人到過那裡，因此它給人的感覺尤其神秘。數以千計
色彩斑爛的軟珊瑚和柳珊瑚佈滿這座海底山脈，珊瑚

WWF 的海洋團隊肩負拯救海洋的重大使命。今次，我

食物和棲息地。潛水讓我欣賞到美麗的海底世界，令

覆蓋率達七成，即使深達 30 米也能看見牠們。這個既

們邀得團隊中的三位主要成員，與讀者分享她們為保

人感到自在。

原始又隱蔽的珊瑚花園棲息著豐富多樣的軟珊瑚群體，

護本地海洋環境所做的工作，及近日前往菲律賓考察

陸 : 自開始浮潛和潛水後，我懂得欣賞海洋世界。看見

的學習成果。當然，除了他們三人，我們還需要你的
支持，才能建設一個完善的海洋保護區網絡，平衡保
護生物多樣性及可持續社會經濟發展的需求。
林：林言霞、 李：李美華、 陸：陸妍

對牠們的認識，從事研究能幫助我理解海洋保育的重

甚麼有關海洋的事情讓你最難過？

要性和迫切性。

林 : 最近，我帶領義工到鶴咀垃圾灣進行清理。去年，
垃圾灣問題引起很大社會迴響，傳媒亦有廣泛報導，政

你在 WWF 的工作是？
林 : 我協助籌劃及推行與可持續漁業和海岸保護區相

林 : 我對海洋世界相當著迷。讀大學時，我主修生物系，

關的項目。此外，我亦協助「育養海岸」計劃的教育、
推廣及清理海岸等工作。

水時，我發現它比想像中更具挑戰性──天氣不穩，加

李 : 我領導和管理海洋團隊，並負責海豚保育、可持續

上風高浪急，與大自然相比，人類實在渺小。潛水不

漁業發展和海岸保護區 (MPAs) 等主要海洋保育項目。

容易，卻能磨練意志。

我制定策略、推行本地海洋項目、引導漁民及與海洋

李 : 我與海洋的連繫可追溯至 2002 年，其時我正在尋

相關行業經營者的持份者參與，此外亦在政策倡議方

找大學畢業專題研習題目。最終我花了整整五年時間

面花了不少功夫。

鑽研珊瑚生態。我喜愛大海，它為地球上各種各樣的

陸 : 我負責中華白海豚的保育工作，包括持分者和社區

生物賦予生命和活力；它能調節氣候，為無數生物提供

參與、培訓項目和實地考察。

8

About Life 15/16

令人難忘。

海洋中無數美麗而神秘的生物，我感到著實需要加深

海洋跟你有甚麼連繫？為甚麼它使你著迷？
主力研究香港的珊瑚魚及海岸公園成效。初次接觸潛

© WWF-Hong Kong

海洋三缺一

你在香港水域遇過最美麗的東西是？

府其後將灣內大部分垃圾清理。但當我們在六個月後重
返該地，竟發現沿岸再次滿佈大量垃圾。義工花了半天
清理，但垃圾量幾乎沒有減少，這讓我感到沮喪。

充滿瑕疵，顯示工程將對海豚構成嚴重威脅，施工期

團隊日前與多名本地海洋環境相關的持分者
前往菲侓賓考察，有甚麼體會或收穫嗎？

間卻缺乏有效的緩解措施。我們費盡心力引發公眾討

林 : 菲律賓人的保育意識很強。有次，當我們出海時，

論，期望能拯救海豚，但環評報告仍舊獲得通過，令

船隻忽然停下，然後有人跳進水裡。原來有一個膠袋

人無奈。

從船隻掉進海裡，那個人跳進水裡，正是為了拾回膠

陸 : 社會對龍尾事件的冷漠令我難過，一個生物多樣性

袋，令我印象深刻。我終於明白為甚麼他們的海灘如

李 : 我對第三條跑道環評報告獲通過非常難過。該報告

豐富的天然海灘竟將被改建成人工沙灘供人享樂。此

此清潔，幾乎看不見垃圾。

外，港珠澳大橋和第三條跑道等工程均獲通過，發展

李 : 我們取得了持分者，尤其是漁民的絕對信任。出發

不應是社會唯一重要的事。

前，他們很抗拒成立海岸保護區，對其成效存疑。經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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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旅程和討論工作坊後，他們開始認同有效管理的海
岸保護區能為他們帶來好處。這個意想不到的態度轉
變是旅程其中一個最大收獲。

Search Investment Group

菲律賓的海岸保護區政策適用於本港嗎？
林 : 菲律賓漁業界共同管理當地的海岸保護區。在某些
地區，政府賦予漁民執法權，容許他們採取行動，打
擊區內非法捕魚活動。這個模式在香港並不可行，我
們需要調整有關概念。例如，香港政府可邀請漁業界
共同管理海岸保護區，讓他們參與建設保護區的研究
和討論。
李 : 菲律賓政府重視共同管理，他們授權予本地漁業界，

分享一下香港海洋保育的未來計劃？

讓他們參與海岸保護區的設計、實施、管理和執行。此外， 李 : 我們會將旅程中的學習成果應用於香港，同時繼
他們投放更多資源以提高相關持分者的意識。香港政府

續鼓勵本地漁業界參與。我們會到不同漁港探訪漁民，

往往採取「由上而下」的方針，只在過程後期才讓漁民參

就合作進行海岸保護區管理工作收集更多意見和回應。

與，令他們甚為不滿，認為透明度欠奉。終令漁業界抗拒

接下來，我們會探討與學界合作的空間，協助收集漁

在港設立海岸保護區。

業數據，設立海洋和漁業工作小組，並進行定期會議。

陸 : 小規模漁業在菲律賓和香港都十分流行，但兩者卻

我們正搜尋本地的海洋生物多樣性熱點，以尋找設立

存在重要差異：菲律賓政府採取主導角色，決心保護漁

海岸保護區的最佳地點。我們亦會舉行更多公眾活動，

業並幫助漁民，但海洋和漁業資源在香港卻不受重視。

讓大眾明白設立更多海岸保護區的重要性和迫切性。

©Grant Ab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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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WWF Intl. / Jonathan Diamond / The Stand

經歷過去年 12 月初的巴黎氣候大會 (COP21)，相信你
對氣候變化這個議題絕不陌生。為期兩週談判結束後，
來自逾 190 個國家的代表合作奠定了一份以長期抗衡

巴黎協議之後

氣候變化為基礎的全球協議。《巴黎協議》在 2020 年
生效，目標控制全球溫室氣體排放，務求在本世紀末
將全球升溫幅度控制在遠低於攝氏 2 度，並致力限於
攝氏 1.5 度。要達成這個目標，全球必須淘汰化石燃料，
© Sam Shum

包括石油、天然氣、煤等，從而達至零排放。
《巴黎協議》亦提到各締約國每五年一次檢討國家自主貢
獻（Intended Nationally Determined Contributions）； 各國領袖及市民一起成就了《巴黎協議》，但香港未有
另外發達國家 2020 年前合共撥出 1,000 億美元資金， 跟上全球減排的步伐，目前只有 2020 年降低碳強度百
用於適應及減緩氣候變化的工作。
目前超過 180 個國家已提交應對氣候變化的國家承諾。
然而，即使現有氣候承諾全部實現，全球升溫幅度只
能控制在攝氏 2.7 度，減碳量距離攝氏 2 度目標尚有
120-160 億噸差距。所以，《協議》還有改進的空間，
包括盡快制定短期行動。同時，適應氣候變化的融資、

分至 50 至 60（自 2005 年水平）的目標，是全球少數

未有最新減排計劃的城市。世界自然基金會敦促香港
政府制定 2030 年減排目標，尤其改變香港電力市場，
制定發展節能和可再生能源的機制。畢竟，我們只有
一個地球，我們有責任確保它適合下一代居住，為我
們，也為後代留住可持續發展的未來。

補償損失的機制、收緊減排目標，亦是巴黎大會後全
球應採取的首要行動。
氣候大會舉行期間，成千上萬民眾在世界各地包括：羅

( 影片 ) 巴黎氣候大會 COP21：
與我們一起 扭轉氣候變化

馬、洛杉磯、馬尼拉、馬德里和香港等多個城市參與
氣候遊行，要求各國領袖實踐氣候變化的政策。

©Michel Gunther / WW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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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育

探索自然
人人有份
世界自然基金會香港分會多年來積極推動各項保育工

與此同時，我們會和相關的非政府組織合作，培訓米

作，首要目標是連繫人類與大自然。而為香港的大自

埔的生態解說員、照料人員及義工，帶領參觀者體驗

然注入豐富生命力的米埔自然保護區，孕育數之不盡

米埔，同時確實照顧不同社群的需要。現時，培訓課

的野生雀鳥、哺乳類、爬行類、魚類及昆蟲，當中有

程已展開。最近，一間提供手語培訓課程的機構到訪

很多更是區內獨有物種。

米埔，指導本會工作人員如何有效地與聽障人士溝通。

過去 30 多年，米埔接待了數以萬計的遊客，讓參觀者
認識香港的自然瑰寶，親身感受大自然的奧妙，學會
保育環境的重要性。然而，現時社會上有特殊需要的

其中一位受訓者認為課程提升了他們的信心：
「手語未
有既定方式表達『保育』一詞，所以討論有關話題時
相當具挑戰性，然而，這令解說工作更有意義。」

一群卻在參觀米埔時遇上一定困難，未能充分體驗自

我們期望計劃能讓超過 5,500 名有特殊需要的參觀者

然之美。

與米埔連結起來，同時訓練超過 1,000 名義工。計劃

值得高興的是，現況將得到改善。承蒙滙豐的慷慨捐助，
本會由 2015 年 11 月起進行為期三年的「樂聚自然無
障礙」計劃，旨在連繫米埔與行動不便及其他有特殊
需要的社群，藉著提昇區內設施及為有特殊需要人士
設計合適的參觀活動，我們有機會接觸到一些本來難

下建成的無障礙設施及新設計的活動將在三年期滿後
保留下來，曾受訓的職員及協作人員亦會繼續利用所
學貢獻有特殊需要的社群，惠及未來。此外，計劃亦
會幫助提高社會對有特殊需要社群的關注，長遠有助
加強社會各界對自然生態保育的支持。
© WWF-Hong Kong

以前往米埔參觀的社群，讓他們也能擁有獨特的大自
然體驗。
整個計劃工程龐大，落成需時。要迎接新訪客，我們
需要提昇區內核心基礎設施、修葺行人小徑，亦會向
生態解說員提供相關培訓，以確保參觀者的安全，讓
他們能輕鬆體驗大自然。
改善工程完成後，將帶來數個令人驚喜的轉變。首先，
我們會提昇米埔現有設施，特別是觀鳥屋及行人小徑，
為參觀者提供安全、富互動性及無障礙的環境。另外，
我們會沿著參觀路徑種植有特殊氣味或觸感的灌木，
又會設置特別設計的展品及資料，讓傷健人士從聽覺、

了解更多
「樂聚自然無障礙」計劃

觸覺及嗅覺數方面全方位深入感受四周環境。我們亦
會透過不同科技和設備，按個別社群的特殊需要設計
合適的參觀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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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思改造
低碳辦公室

改寫象未來

環顧全球各地，氣候變化所帶來的衝擊正逐步浮現。本

少了 13.4 萬公噸碳排放，減碳量是計劃自 2009 年推

多年來，象牙問題似乎沒有獲得本港關注。然而，過去

活動得到公眾及學界的踴躍參與，至今本會共收集到逾

港今年初出現 59 年一遇的寒潮，讓市民關注氣候變化

出以來最高。與此同時，這些廠房的業務額較基準年

一年情況卻出現了重大轉機。本會發起聯署要求香港禁

九萬個簽名及四千個新字，可見象牙禁令獲得社會各界

帶來極端天氣的挑戰。寒潮不僅在香港造成一番混亂， 合共錄得百分之 92 的增長，顯示採取節能減排措施與

止象牙貿易，獲得九萬名市民支持。今年年初，行政長

廣泛支持。

亦提醒我們這種不合季節且無法預測的天氣，會對社

業務增長並無衝突。此外，2015 年有 28 間公司參與

官在施政報告提及政府將積極研究淘汰本地象牙貿易，

會和經濟造成不利的連鎖反應。

LOOP 認證，共節省了 1,200 公噸碳排放。這些公司

並加強執法打擊象牙走私及非法貿易。

在氣候變化這個全球議題上，有些人會覺得自己力量
微小，影響力有限，但其實個人行為轉變和群體協作

的人均每年碳排放量為 3.01 公噸，較 2010 年認證時
減少兩成半。

求政府就象牙禁令制定具體時間表及方案。

的力量絕對不容忽視。《低碳改造者》實踐手冊是本會

兩個氣候變化保育項目成績斐然，無疑為《低碳改造者》

鼓勵商界緩減氣候變化的又一殺手鐧，這本即學即用

實踐手冊發揮了積極作用。本會期望手冊能進一步催

的指南，讓推廣企業社會責任和負責人力資源的員工

化香港商界的正面改變。

能展開員工參與的減碳活動，鼓勵他們各司其職合力
減少辦公室的碳排放，對抗氣候變化，並逐漸影響客
戶、商業伙伴、家庭及朋友。

這無疑是大象保育工作的里程碑，世界自然基金會正要

下載實踐手冊，
競逐低碳改造者殊榮：

手冊分為兩部份：第一部份為機構現時的低碳措施和

「禁止象牙毫無懸念，現時政府的首要工作應是探討何
時及如何實現此目標。現時每日平均有近 100 隻大象
被殺，禁止象牙買賣，拯救大象實屬刻不容緩。」世界
自然基金會香港分會環境保護總監魏啟宏說。

全球合力

拯救大象

象牙運動正席捲全球。去年 9 月，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
和美國總統奧巴馬宣佈兩國將採取有效、及時的行動，
遏止國內象牙商業貿易。目前，本會正就香港政府如何
能加快終止象牙貿易進行研究，我們期望政府盡快兌現
承諾，為禁止象牙貿易制定具體時間表及方案。市民及
政界對於禁止象牙貿易的聲音非常清晰，政府聆聽了各

本會去年提出香港要禁止買賣象牙，但當時政府否認本

界訴求，應該在打擊全球非法象牙貿易及野生物罪行的

港的象牙市場是造成現時非洲大象被獵殺的幫兇。隨

工作中扮演領導角色。

着我們發表《沉重的真相》報告，揭露關於監管象牙買

「綠色程度」進行評估，協助員工因應機構的情況和工

賣的漏洞，政府也轉向同意象牙貿易的監管制度有待改

作環境選擇適合的活動。第二部份羅列了 75 項分三階

改寫象未來 – 學界推廣活動得獎作品

善，並對禁售象牙持「開放態度」。本年一月立法會亦

段的員工參與活動，部分活動強調透過體驗學習以鼓

通過不具約束力的動議，促請政府限制本港象牙貿易。

勵個人參與，另一些活動則鼓勵員工就不同可持續發
展議題進行互動討論和集體行動。無論公司剛剛開始 《低碳改造者》精選活動推介
低碳之旅，抑或已擁有足夠資源為員工定期舉辦環保
參與活動，正不斷尋找嶄新意念，此手冊都會是一個
好幫手。
大 家 可 於 低 碳 改 造 者 活 動 網 頁（wwf.org.hk/
changemaker）上載公司舉辦過的低碳活動，競逐低
碳改造者殊榮；還可以從其他公司的活動取得靈感，增

成立環保委員會，聚集來自不同部門的員工推
動環保辦公室

「象牙」一詞容易令人產生誤解，以為大象的牙會自然
委任「環保大使」，檢查及提醒員工在離開辦
公室前把電器關掉
舉辦低碳午餐日或多菜少肉日

進交流。
至於本會專為企業而設的兩個氣候變化項目：低碳製造
計劃 (LCMP) 及低碳辦公室計劃 (LOOP)，減碳成效繼
續令人鼓舞。在 2015 年，24 間 LCMP 認證廠房共減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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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象「牙」創造新字

於午飯時間播放環保電影，設立環保電影庫
舉辦環保清潔劑工作坊或升級再造工作坊

脫落，即使取其象牙，亦不會對大象造成任何傷害。為

中學組

了釐清這個謬誤，本會展開「改寫象未來」活動，呼籲
廣大市民發揮創意，為象「牙」創造新字，反映獲得象
牙與大象存亡的真實關係，推動香港全面禁止象牙加工
及銷售，改寫全球大象的未來。

小學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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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水鳥
「一路順風」
© Wu Guohua / WWF-Hong Kong

東亞─澳大拉西亞飛行航道 (EAAF) 是遷徒水鳥全球八

遏止非法野生物貿易

條重要的飛行航道之一，航道全長 13,000 公里，由北
極圈經東南亞，一直伸延至澳洲及紐西蘭，為逾 5 千
萬隻來自超過 250 個不同族群的遷徒水鳥 ( 包括 28 種
瀕危物種 ) 提供棲息之所。然而，由於航道橫跨世界上
其中一些人口最稠密和急速發展的地區，受喪失濕地
棲息地、污染及捕獵活動等影響，飛越此航道的水鳥
正面臨嚴重威脅。
作為東亞─澳大拉西亞飛行航道夥伴計劃的成員之一，
我們推行多個項目及活動，保育重要水鳥品種和生境地，
同時積極為區內其它濕地提供卓越的濕地管理培訓。

©Xu Hualin / WWF-Hong Kong

以下是其中一些學員參加培訓後，應用所學的成功案例：
• 海南省東寨港國家級自然保護區在區內進行生
境修復和改善工程，避免灘塗受養殖塘排出的
廢棄物污染，並能繼續作為水鳥覓食區域。
• 廣東省內伶仃島福田國家級自然保護區對區內
的魚塘進行生境改造，包括清理植被、清挖塘
底淤泥、曬塘、調節水位等。魚塘改造後到來
棲息覓食的濱鳥數量有上升的現象。
• 廣東省肇慶星湖國家濕地公園管理中心參考米
埔濕地環境宣教教案，策劃並組織了 2015 年

© Wu Guohua / WWF-Hong Kong

世界濕地日宣傳活動。
• 肇慶星湖國家濕地公園管理人員參加培訓後，

您有否想像過要是這個世界上沒有老虎、犀牛和大象會是怎樣的？

利用所學編寫了《星湖國家濕地公園發展規劃

其實這並不只是空想 － 於下一分鐘隨時可能發生……

構想》，闡明濕地生態修復和旅遊發展的方向。

野生物貿易是物種面對的第二大生存威脅，當中大部份的交易都是非法的，情況令人擔憂。

• 根據在米埔所學監測研究的相關知識和米埔專
家的建議，管理人員改進了上海崇明東灘鳥類

非法野生物貿易可帶來可觀的利潤，但亦同時引致物種的存活失衡，甚至將牠們推向絕種；
人類獵殺動物的速度已遠超生態自然更替的速度。
對偷獵者來說，那些死去動物的價值遠比活生生的為高。

類調查的過程更科學化，為以後的棲息地管理

世界自然基金會一直致力與各地的保育組織及政府從問題的根源做起，
監察動物的數量及向反偷獵的護林員提供培訓。

提供更全面的基線數據

請施予援手：

與我們一起保護這些美麗的動物，避免牠們絕種！請立即捐款！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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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詢： 25261011
wwf.org.hk

wwf.org.hk/killthetrade

© WWF-Canon_Green Renaissance

保護區北八滧濕地鳥類監測方法和技術，使鳥

©Martin Hale

世界自然基金會自 1984 年起舉辦年度籌款盛事「香港
觀鳥大賽」，以支持米埔這片「雀鳥天堂」的保育及管
理工作。觀鳥比賽方式十分簡單，參賽隊伍於比賽當

© Fletcher & Baylis / WWF-Indonesia

「小麻雀」、
「火鳥」勝利！
天限時 12 小時內 ( 上午 6 時至下午 6 時 )，在香港任
何地區記錄看到或聽到的鳥類，記錄最多鳥類品種的
隊伍為之勝出。
適逢 2 月 2 日為「世界濕地日」，本年度賽事訂於 1 月
30 日舉行，吸引近百名本地及鄰近地區觀鳥愛好者參

近 年， 世 界 自 然 基 金 會 發 表 了 名 為《Living Planet》

賽，當中包括支持賽事多年的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高永

和《Living Blue Planet》的報告，揭示地球已經響起

文及其長子偉琛。參加者組成 17 支隊伍競逐各項殊榮，
包括競逐大學盃的 4 支隊伍。

遠東葦鶯

警號，全世界的生物多樣性正受到嚴重威脅。 兩份報

當牠們
即將消失

©Kinni Ho

告 總 結 了 在 1970 年 至 2012 年， 這 40 年 期 間 我 們 監
測的 10,000 種群的脊椎動物 — 魚類、鳥類、哺乳類、

主題雀鳥──遠東葦鶯

兩棲類和爬行類動物數量較 1970 年下跌了百分之 50

大熊貓：竹林分佈因應氣候變化移植，甚至消失，
大熊貓有機會失去食物來源和天然的棲息地。

以上。

「遠東葦鶯」為本年度觀鳥大賽的主題雀鳥，亦是本港

北極熊：北極氣溫正以全球兩倍速度上升，海冰

其中一種罕見候鳥，自 2000 年起被國際自然保護聯盟

若我們任由氣候變化加劇，各物種的數量很大機會持

紅色名錄列為「易危」級別，全球種群數目估計不足

續下跌。世界自然基金會剛剛發表名為《The Impact

一萬隻，且跌勢持續。然而數據顯示，米埔基圍蘆葦

of Climate Change on Species》的報告，令這個未來

紅毛猩猩：氣候變化讓印尼的森林承受沉重壓力，

變得日益具體。若現況持續，估計全球百分之 35 的鳥

不尋常的降雨量將增加洪水和山崩等天災發生的

類、逾半兩棲動物及百分之 70 以上的造礁珊瑚將受到

機會，而紅毛猩猩常吃的植物亦可能因此消失。

叢在 2001 年至 2011 年鳥類環誌研究期間，共有至少
29 筆遠東葦鶯紀錄，足證米埔蘆葦叢是罕見鳥種於全
球遷徙旅程中一個重要的中途補給站。此外，米埔最
近錄得兩種香港新記錄的雀鳥：弗氏鷗及靴籬鶯。米埔
既為亞洲卓越的觀鳥地點之一，亦因而吸引越來越多
的觀鳥者和公民科學家到訪，為米埔過去數年間帶來
更多新雀鳥品種的紀錄。
今屆比賽由小麻雀隊和來自香港科技大學的火鳥隊奪

氣候變化影響，許多物種均有可能滅絕。
靴籬鶯

融化讓北極熊失去棲息地和縮短狩獵期。

藍鯨：南極海洋酸化，不再適合磷蝦生活，致其

此外，報告指出，全球氣溫在過去幾個世紀不停上升，

數量大减。磷蝦是藍鯨的主食，主食不足將為

齡成為賽事歷來最年輕的參加者；而火鳥隊由科大師生

為地球帶來多項影響──海平面上升、海洋變得溫暖、

牠們帶來嚴重後果。

組成，首次參賽便成功摘冠。

酸性加劇、農作物和淡水供應受到嚴重的乾旱和不尋

改善米埔基圍蘆葦叢

常 的 洪 水 威 脅。 我 們 現 已 逐 漸 看 到 顯 著 的 生 態 變 化，
包括植物生長季節的轉變、品種和季節性繁殖模式有

冠， 首 次 出 現 雙 冠 軍， 兩 隊 均 於 12 小 時 內 各 記 錄 到

本會將去年籌得的款項用以重建有 20 年歷史的米埔南

變等。種種跡象顯示很多瀕危物種已無法適應急速的

159 種雀鳥品種。小麻雀隊其中一位成員更以 12 歲之

面觀鳥浮屋。新觀鳥屋使用林業管理公會 (FSC) 認可

氣候變化，與此同時，人類亦然。

的木材及前觀鳥浮屋的材料翻新，減低碳足印。新觀鳥
© WWF-Hong Kong

讓攝影者可在水平線捕捉泥灘的水鳥。本年度的觀鳥
大賽成功籌得超過港幣 80 萬元，以用於米埔基圍蘆葦
叢的改善工程。我們期望透過賽事喚起公眾對濕地保
育的關注，同時推廣觀鳥這項有趣又有益身心的活動。
讓我們再次祝賀獲獎隊伍！

©Eric-Regehr / USFWS

屋除改進了通風系統外，亦增設兩個貼近地面的窗門，

目前，我們正努力拯救瀕危物種和緩解氣候變化對其棲
息地帶來的破壞。然而，這並不容易。牠們同時影響著
食物鏈上數以百萬計的物種 ：昆蟲、海洋微生物、甚至
更微小、生長在土壤中的生物。我們必須對症下藥，先
支撐著這些食物鏈的頂層物種，從而恢復完整的陸地
及海洋生態系統。第一步，我們必須大為減少全球的
碳排放量。 本會正致力保護森林、推動各國政府制定
有利氣候的政策和立法，並積極參與企業減少碳排放
的活動。同時，我們提昇社區面對天災時的復原能力，
亦盡力說服發展中國家用各種方式協助應對氣候變化。
我們致力締造生生不息的地球，建立人類與大自然和

了解更多「香港觀鳥大賽」

諧共存的未來。氣候變化卻進一步破壞人類與大自然
的關係。那不僅為大自然帶來負面影響，人類作為其
中的物種，也將承受惡果，為了避免它的發生，我們
應攜手保護地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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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水域
生命之延 冬 |

<2%
只有少於百分之二的本港水域面積被劃為
海岸保護區

About Life | Winter 15/16

61

1,700

香港水域僅餘的中華白海豚數目

香港的海水水域面積
約 1,700 平方公里

2020

7,000

至 2020 年，本會期望至少有一成
香港水域被劃作海岸保護區

公頃本港水域在最近幾十年間被用作興建不同基建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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