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冬 WINTER / 2016

地球透支之謎
「香港的生態足印似乎沒有放緩的跡象。環顧全球，人類高速發展帶來龐大
壓力，破壞自然系統。科學家預言，若情況持續，我們將面臨史上第六次大
型滅絕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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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之延》最近與世界自然基金會香港分會行政總裁江偉智先生討論到最新發表

的《地球生命力報告 2016》和香港生態足印的議題。

江偉智先生認為：「最新的數據明確顯示本港乃至全球生態現況並不理想。令我擔

憂的是，本港生態超支情況似乎仍在進一步惡化，我們過度消耗地球資源，若全球

人類均以港人模式生活，我們需要 3.9 個地球資源才能滿足所需。到底，人類何時

才能扭轉現況，轉危為機﹖我們急需制定清晰的行動計劃，降低本港對化石燃料的

依賴，減少資源浪費，並投入低碳生活模式。

本會呼籲社會各界就《帶領香港成為亞洲最可持續發展城市》行動計劃中列出的各

項政策和措施倡議，盡快採取積極行動 ( 詳情可參閱 http://bit.ly/2gXQq1e )。在

下屆行政長官任期內，我們務必要凝聚本港社會各界，增撥資源發展有效提高能源

效益和處理垃圾問題的科技，同時更廣泛使用可再生能源。來屆政府亦可提供誘因，

增加光伏發電的應用，支持零碳建築，推廣電動車及興建更多充電站。我們每一個

都必須了解改變個人生活習慣是成功的契機，我們要多留意自己的消費模式，積極

實踐可持續生活，從源頭減廢，並盡量減少製造塑膠垃圾，避免其流入及污染海洋。

開展綠色生活，也許需要每個人多花一點心力和金錢，但我們的付出絕對『物有所

值』，假若我們不好好把握時機，將來我們只會付出越來越沉重的代價。

我們各人可針對個人生活模式，作出可行的改變。我誠邀大家參與將於 2017 年 2

月 19 日假香港科學園舉行、以投入低碳生活為題的『WWF 跑出未來』。如欲了解

活動詳情，可瀏覽 wwf.org.hk/r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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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滿足亞洲巿場日益龐大的需求，犀牛偷獵數字持續飆升。為杜絕非法獵殺，WWF 資助

及開發了一個犀牛基因鑑定系統，它能記錄非洲犀牛的資料，作為落案起訴盜獵者的證

據，有助將他們繩之於法。今年六月，南非舉辦系統科研工作坊，逾 15 個國家的執法者

和科學家，包括世界自然基金會香港分會研究主任陳翰奇參與其中。他們走進克魯格國

家公園搜證及檢驗遭割角的犀牛，親身了解犯案現場管理。把野生動物法證納入檢控程

序，能有效地監察市場，有利遏止非法野生物交易，保護犀牛等瀕危物種。香港作為主

要轉運及交易樞紐，手握多種易危物種的命途。香港現時仍未採用科學鑑證打擊野生動

物罪行，存在明顯的法律漏洞，我們必須與時並進，才能更有效地守護這些寶貴的生命。

來自東京的消息：今年 7 月，WWF 與豐田汽車 (Toyota) 簽署為期五年的合作協議，進一

步加快全球可持續發展的步伐。雙方將合作推動生物多樣性保育、提高公眾環保意識及盡

快實現無碳社會。根據協議，豐田承諾支持 WWF Living Asian Forest Project 一系列的最

新活動，旨在保育東南亞重點地區如印尼加里曼丹、蘇門答臘的熱帶森林和野生動物，並

於稍後擴展至大湄公河區域。計劃將集中研究如何提高木材、棕櫚油和天然橡膠（輪胎主

要原料之一）等天然資源的可持續性。豐田將於 2016 年捐款 100 萬美元，同時在未來五

年繼續支援計劃。

世界自然基金會全球總幹事 Marco Lambertini 表示：「我們需要更多像豐田一樣的企業響

應，攜手應對未來的環境挑戰。我們非常認同豐田的願景：為下一代營造更安全、健康的

環境，締造生生不息的地球。」

7 月，世界自然遺產委員會在伊斯坦堡召開會議，商討全球一些重

要的自然遺產受工業活動破壞的問題。WWF 在會上要求採取緊急

措施，加強保護全球數個主要的自然遺產。例如，為了防止於貝里

斯附近水域發生任何石油洩漏事故，我們要求當地政府全面禁止所

有海上石油勘探。石油洩漏除了威脅貝里斯堡礁保育系統的生態外，

更會危及當地多達 20 萬以旅遊業及捕魚維生的居民的生計。

委員會亦要求貝里斯政府延長堡礁周邊的緩衝區，以保護堡礁生態

環境。然而在 10 月中，貝理斯政府突然宣布將在現時並無有效緩衝

區的情況下展開海上石油勘探項目。會上，WWF 同時倡議加強保

護其他位於波蘭、坦桑尼亞以及俄羅斯受威脅的世界自然遺產。全

球人類有責任一同保護由我們和下一代共同擁有的珍貴自然遺產，

並維護數以百萬計自然遺產地居民的福祉。

當香港仍然在思索如何減低自身的碳排放時，不丹

已經承諾動員全國上下，減低其他國家的碳排放。

在巴黎協議中，不丹承諾在國家內大規模植林去吸

收二氧化碳，更曾創下植樹最多的健力士世界紀錄 - 

一小時種植接近 50,000 棵樹。不丹國土內現時吸收

二氧化碳的能力，已經超越 70 萬人口所產生的碳排

放三倍。

不丹，是一個佛教國家，也是最快樂的國度，更是

全球最減碳的國家，這份「般若」（梵文，意指智慧）

是值得全球參悟的。

居於中亞及南亞山地的雪豹有着美麗高貴的外表，

是瀕危的貓科動物。現時，約有 1,000 隻雪豹居

於蒙古，介乎全球雪豹估計數量百分之 13 至 22。
然而，由於盜獵問題，再加上因過度捕獵羱羊和

土撥鼠導致主要獵物減少，蒙古雪豹的數量正急

劇下降。

世界自然基金會蒙古分會決心動員當地遊牧民族

力量，透過公民科學培訓、教授如何進行生態調

查及在山邊安裝自動攝影機等行動拯救雪豹。由

於牲畜受到獵豹襲擊，當地一些遊牧民族會設置

捕獸器報復，當攝影機拍下雪豹遭夾傷的影像後，

當地 WWF 工作人員到訪蒙古西部一個省份，向

當地學生展示影像，要求他們了解父母所設的捕

獸器數目。結果，學生成功游說父母交出數以百

計的捕獸器，並將之製成雕塑。他們更進一步向

當地省政府遞交請願信，最終成功爭取蒙古於今

年 4 月頒令全國取締使用捕獸器，對一眾公民科

學家和雪豹而言都是莫大喜訊。

基因鑑定　拯救犀牛 企業聯手　
實現無碳社會

WWF 要求加強保護
世界自然遺產

般若在氣候
眾志成城  
改寫雪豹命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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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久以前，地球資源彷彿用之不竭，取之不盡。

大自然處處孕育着富饒的生物，且為人類提供生

活所需的資源和食物，讓我們得以過着繁榮豐盛

的生活。無疑，上世紀人口急劇增加、城巿急速

發展，大自然一直對人類「有求必應」。

直到一天，我們突然發現大自然無法再滿足人類

永無止境的需求，人類活動耗用資源的速度遠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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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地球都「透支」

「透支」所指的是人類現時耗用資源的速度超出地球

生產資源的速度，過程經過一系列繁複的計算，最後

以「生態足印」這個全球統一的測量工具顯示結果，

生態足印能用於量度全球、個別國家及城巿的可再生

自然資源消耗狀況。

1980 年代中期，英國民間智庫「新經濟基金會」提

出「生態負債日」（現稱「地球透支日」) ，代表地球

於當天進入生態赤字狀態，人類已耗盡該年度地球可

供使用的自然資源，並開始「借用」來年的資源。計

算方式是以地球生物承載力（即一年內地球可供應的

資源）除以人類該年耗用的資源，再乘以 365。）

槪念於 1987 年推出，此後每年的「地球透支日」都

一再提前。過去數年，全球足跡網絡 (GFN) 每年公

佈「地球透支日」的日子：2000 年的透支日是 10 月

1 日；2014 年為 8 月 19 日；到了今年，透支日已提前

至 8 月 8 日。

眾所周知，本港對可再生自然資源的需求相當龐大。

與其他國家比較，本港的人均生態足印更高踞全球第

十七位，亞洲中更名列第二。本港消耗的可再生自然

資源比生產的為多。雖然本港較很多國家細小，入不

敷支的情況可謂無可避免，然而我們的生活模式確實

令人側目。若全球人類都以本港的模式生活，我們將

需要 3.9 個地球才能滿足資源所需。

主力研究地球生態承載限度以及經濟體系與其關係的

智庫全球足跡網絡指出：「每個用於量度人類對自然資

源需求的科學模型都指向同一趨勢，那就是人類正嚴

重透支地球資源，而且已『債台高築』。對於這項巨

額生態債務，糧食短缺、土壤侵蝕，以及大氣層內不

斷上升的二氧化碳含量都是我們所支付的高昂利息，

最終必讓人類付上極沉重的社會及經濟代價。」

地球的復原速度。現有數據為我們提供最有力

的明證。最新發表的《地球生命力報告》指出

的情況令人憂慮：由 1970 年至 2012 年，全球

人口急增超過百分之 90，同一時期，全球其他

脊椎動物數量減少足足百分之 58。森林面積不

斷縮減，河流、海洋資源枯竭，魚類失去踪影。

以上種種似是駭人聽聞，但卻為我們道出真相：

人類需求早已超過大自然極限，數十年前，我

們便開始透支地球資源，警號早已敲響。

人類未來　
有借無還？

(c) W
W

F-H
ong Kong



 7

生生不息抑或苟延殘喘？

大自然過去多年來為人類的債務默默付出代價，「地

球生命力指數」把現實揭露。最新一期《地球生命

力報告》勾劃出一幅令人震驚的圖畫：在 1970 年至

2012 年間，陸地物種種群下跌百分之 38，海洋物種

減少百分之 36，淡水物種急跌百分之 81。

導致物種種群急劇下跌的其中兩個原因是人類活動如

不可持續農業及伐木方式帶來的生境破壞和消失，以

及不可持續的漁業和非法捕獵活動引致物種遭過度開

發，最終許多物種因人為因素正以前所未見的速度步

向滅亡。然而，最壞的情況似乎仍未出現：現時，全

球物種數量跌勢未有緩和跡象，每小時便會有三隻大

象在非洲因其象牙被獵殺；太平洋藍鰭吞拿魚種群比

其未被開發前下跌達百分之 97；香港的中華白海豚數

量持續暴跌。

為未來「轉危為機」

今天，地球似乎已瀕臨崩潰邊緣，我們要作出改變是

否為時已晚？當然不是。任何一個小行動都能為生態

帶來正面影響。

現時，我們的保育意識和行動已開始為環境帶來顯著

改善。舉例來說，猖獗的盜獵活動危及全球無數物種，

但各國亦因此推出更多計劃拯救及修復物種，並承諾

全面禁止象牙及其他野生動物的貿易；全球能源消耗

屢創新高，然而可再生能源的發展一日千里，應用愈

見廣泛。雖然，全球各地都面對生物多樣性受到破壞

的問題，我們同時亦愈來愈了解地球生態系統及運作，

並積極嘗試在自然保育及社會經濟發展中取得平衡。

人類已掌握應對這些挑戰的方法，問題在於我們能否

將其付諸實行。

人類對扭轉大自然現況的決心愈見堅定。去年標誌性

的《巴黎協議》聯合各國力量應對氣候轉變，近日舉

行的《瀕危野生動植物種國際貿易公約》第 17 屆締

約國大會，參與國家達成數個影響深遠的協議，為全

球多個物種包括多種鯊魚及穿山甲帶來佳音。不得不

提的是，聯合國於 2015 年提出了一系列全球可持續

發展目標，明確顯示各國在社會、經濟及環境議題上

的方向正漸趨一致。

從「惜用識揀」再開始

至於我們又能如何在個人層面為環境作出貢獻，達致

助人自助？我們可以從每日作出的選擇開始。首先，

©
 W

W
F C

hina

我們要推廣並提高環保意識，經常反思發問。日常生

活中的食物和衣服到底從何而來？它們的生產及運送

過程是怎樣的？家庭一般用電量是多少？購物的產品

是否合乎可持續原則生產？當你了解到自己的日常消

費模式，便能有效實踐「惜用識揀」的生活，以個人

選擇正面影響全球資源運用。

在香港，高達百分之 76 的生態足印來自我們在個人、

家庭及公司層面上的資源耗用，而日常生活中的衣、

食、住 ( 用電 )、行 ( 個人交通公具 ) 四大方面就是其

中的主要元素。香港缺乏天然資源應付需求，唯有從

世界各地進口大部份生活所需，我們的消費選擇能直

接影響全球多國的資源狀況。我們穿的牛仔褲，棉花

可能來自亞塔吉克斯坦、巴基斯坦或美洲；餐桌上的

海鮮可能來自印尼、澳洲、加拿大甚至南極洲；日常

照明和電子產品會消耗煤或天然氣，因而釋出二氧化

6 About Life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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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加劇全球暖化及氣候轉變。我們每個看似微不足

道的行動和選擇都為地球帶來影響，故必須時刻檢視

生活習慣，盡量減少個人生態足印。

要有效解決生態超支問題固然需要多方面的謹慎考

慮，但是要實踐可持續生活模式，只需要我們每人都

多走一步。只要我們決心作出改變，加上合宜對策、

量入為出，我們定能令地球資源不再超支，與大自然

於未來共享繁榮。

衣
• 定期檢查衣櫃，審慎考慮應否添置衣物

• 回收多餘的衣物，或用以交換其他物品

• 盡量選購由有機棉製成的衣物

食 
• 參照本會編制的《海鮮選擇指引》， 
選擇環保海鮮

• 盡量選購時令蔬果及本地農產品

• 購買、點選適量食物以減少浪費

住
• 選購附有「1 級能源」標籤的電器

• 減少紙張用量

• 選擇獲森林管理委員會 (FSC) 認證的紙張及 
木材產品

行
• 乘搭公共交通，減少駕車

• 盡量以步行代替乘車

• 外遊時盡量選搭火車，避免乘搭飛機。如有必要，
選擇直航路線以減少碳排放

為地球「搣甩債務」

「我們絕對有能力帶來轉變，假若我們怯於面前巨大

的挑戰，我們更應將之轉化成推動力，把握機遇建

立一個人類與大自然和諧共存的未來。」

- 世界自然基金會全球總幹事 Marco Lambertini



雙鑽石會員

黃金會員

 

世界自然基金會香港分會公司會員（於2016年8月1日）

珍珠會員

純銀會員

在天然資源匱乏、自然環境備受威脅的情況下，原材料的競爭日益

加劇，令企業經營成本不斷上漲，營運愈見艱難。世界自然基金會

香港分會的使命是建立人類與大自然和諧共存的未來，這對成就一

個穩健的營商環境尤其重要。每個人包括商界，均有責任減輕當下

的環境問題。

世界自然基金會一直透過與全球各大企業建立長遠夥伴關係，展開

水資源、林業、漁業等方面的保育工作。為配合這個方針，世界自

然基金會香港分會在2000年成立「公司會員計劃」，邀請公司企業

參與我們的保育項目、導賞團及講座。透過與本會合作，我們的支

持者能對締造生生不息的地球作出貢獻，與此同時獲得實在的回

報，包括減少碳排放、提升員工歸屬感、節省成本，令他們的業務

得以持續發展。

有關公司會員計劃的詳情，請致電21619 620或電郵至

cmp@wwf.org.hk與馮小姐聯絡。
佳能香港有限公司

國泰航空公司

大昌行集團有限公司

銀河娛樂集團

喜高集團

香港浸信會醫院

香港賽馬會

惠普香港有限公司

年利達律師事務所

無印良品(香港)有限公司

來寶集團有限公司

新瑪德集團

經綸慈善基金有限公司

攜手共建
可持續的未來

永旺(香港)百貨有限公司

香港航煤營運有限公司

奧雅納工程顧問

AXA安盛

交通銀行股份有限公司香港分行

東亞銀行有限公司

The Body Shop (HK & Macau)

Bond Apparels International Limited

普利司通飛機輪胎(亞洲)有限公司

新紀元環保服務集團有限公司

中國飛機租賃集團控股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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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康宏金融集團

中遠國際控股有限公司

科銳香港有限公司

鱷魚恤有限公司

牛奶有限公司 – 7-Elev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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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上海集團

珍寶冷氣機

環球信貸集團有限公司

嘉柏建築師事務所有限公司

鷹君集團有限公司

Hinrich Foundation

海航集團(國際)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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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廸士尼樂園度假區

香港中華煤氣有限公司

合和實業有限公司

希慎興業有限公司

英之傑香港

日本城(香港)有限公司

莊信萬豐太平洋有限公司

畢馬威會計師事務所

南丫天虹海鮮酒家有限公司

羅氏集團

利奧紙品集團(香港)有限公司

Lidl Hong Kong Limi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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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麥當勞有限公司

邁進顧問工程師事務所

日本命力健康食品有限公司

現代貨箱碼頭有限公司

港鐵公司

華昌工程有限公司

利安電光源 (香港) 有限公司

新世界發展有限公司

Olympus Capital / Asia Environmental Partners

東方海外貨櫃航運有限公司

電訊盈科有限公司

莎莎國際控股有限公司

興華拓展有限公司

申州國際集團控股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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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永佳集團

通城鐘錶有限公司 (精工表)

黛麗斯國際有限公司

Turner International Asia Pacific Ltd.

鑽石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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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WWF 發起的禁止本港象牙貿易運動成功引起大眾

對非洲大象的關注，象牙成為各界焦點。世界自然基金會

香港分會高級主任（野生動物罪行）勞敏惠是這場運動其

中一位推動者。最近，她獲邀到世界自然基金會肯亞分會

分享教育公眾與推動政策的經驗，以及參與當地的野生動

物支援工作。

你如何踏上保育之路﹖

我就讀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主修大眾傳播。加入WWF

前，我從事有關企業品牌管理和傳播工作，但我自小就非

常熱愛動物，亦驅使我後來轉投保育工作。動物被人類剝

削，主要是因為牠們無法為自己發聲。每當我身處大自然，

我總會聯想到地球的原始面貌，我不希望人類失去這樣

美麗珍貴的環境。

你在 WWF 的工作是甚麼﹖

我於 2011 年加入WWF。目前，我致力於環保政策倡議

及保育工作，期望減少非法罪行對受威脅的野生動物如

大象的影響。我在香港的重點工作是減少人們對野生動

物製品的需求。最近，我合作撰寫報告《沉重的真相》，

揭示香港象牙貿易如何加劇非洲大象盜獵危機。報告發

表後引起社會極大迴響，亦為我們現時的禁止象牙買賣

保育運動奠定基礎。

你最喜愛的物種是﹖

獵豹是我的最愛，我能看着牠們數小時也渾然不覺。牠們

優雅高貴，速度無人能及。在一般情況下，牠們非常溫和，

對人類侵略性不強。難過的是，人類的發展大大縮減了牠

們的棲息地，逼使牠們拉近與天敵的距離。結果牠們的競

爭力被大大削弱，當牠們耗盡體力以高速成功捕獵，還沒

有開始進食時便被土狼獅子等搶去剛到手的戰利品。獵

豹品性溫順，卻因此被人類大量的獵捕和走私到中東國

家作「高貴寵物」，剛出生的獵豹本來就不易生存，更常常

在走私過程中死亡。獵豹是地球上奔跑速度最快的動物，

但可悲的是，牠們正奔向滅亡。

你在肯亞之旅中的角色是甚麼 ? 你希望能達致甚麼目標？

肯亞和香港的工作雖然不同，但亦有值得借鏡的地方。

我到訪當地分享香港推動禁止象牙政策的成功關鍵，而

且透過我們的經驗支援非洲的保育項目。以下是我在當

地參與的部分工作：

• 了解野生動物非洲獵殺和走私的網絡，以及中國人

在非法貿易中擔當的角色

• 參與當地保育大象的工作，例如利用先進科技打擊

盜獵、為大象戴上內附有雷達裝置的頸圈及了解犀

牛保護區的運作等

• 支持可持續發展，了解如何凝聚村民一起捍衛野生

動物，同時透過野生動物發展旅遊業以改善當地居

民生活、醫療和教育。

可以分享一下你在旅程中的體驗嗎﹖ 

非洲是塊瑰寶，它是人類始祖的發源地，同時是很多稀

有物種的家園，有體型最龐大的、速度最快的，甚至跟

人類基因最相似的。非洲是一眾野生動物的棲身之所，

然而，若我們不珍惜，繼續把不同物種推向滅亡，牠們

便會在地球永遠絕跡。

我們把野生動物標籤為「危險」，緣於牠們在大自然生

活、天生野性。在肯亞，我親身體會人類和野生動物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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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的微妙關係：在獵殺和人類侵佔棲息地情況嚴重的

地區，野生動物對周圍的危險保持極高警覺性，盡可能

避免與人類接觸，處處防衛甚至襲擊。然而，若人類對

野生動物態度友善，動物會對他們非常好奇，同時願意

近距離接觸。有時候，動物不幸受傷，牠們甚至會走到

保護區，尋求人類的幫助。

你在旅程中有何新發現﹖

我更深入了解非法野生動物貿易，以及犯罪集團的運作

模式。香港站在同一供應鏈的另一端，透過收集肯亞這

邊的資訊有助打擊走私終點站。

據知你還代表 WWF 往南非參與了一個會議？可以跟我們

分享一下嗎？

沒錯，那是《瀕危野生動植物種國際貿易公約》第 17

屆締約國大會 (CITES CoP17)。這國際公約對全球

183個政府就野生動植物貿易的監管和方針十分重要。

會議上，各國在保護大象問題上有很多爭議性的討論，

例如有些國家建議提升大象的保育級別，但同時亦有

些國家建議恢復國際象牙貿易，以合法象牙市場趕絕

非法走私象牙。面對許多不同理據，我們必須審慎權衡

不同倡議的利弊，分析那一個方案最能保障野生動物。

野生動物容易對人類展露開放和信任，然而，人類對牠

們的自私行為卻使兩者常常淪為敵對關係。當我們掌

握到與牠們的相處之道，人類和大自然就能夠再次走

近對方。

世界自然基金會香港分會 
高級主任（野生動物罪行）勞敏惠

肯亞
野生物
保育探索

©
 W

W
F-H

ong Kong

©
  W

W
F-H

ong K
ong

©
 M

artin H
arvey / W

W
F

©
  W

W
F-H

ong K
ong



FSC 的「建樹」
森林經常被稱為「地球之肺」，因為樹木能從空氣中吸

收大量二氧化碳，再轉化為氧氣。森林同時蘊藏極豐富

的生物多樣性，為大量動植物包括瀕危物種提供棲息地。

另一邊廂，森林亦為人類提供木材、紙漿，以及用於建

造房屋和製作紙張的原材料。

要平衡各方利益和需要，既滿足人類需求亦能保護珍貴

的大自然，負責任和可持續的森林管理是最佳的解決方法。

森林也需認證 ?
通過認證的森林能獲得更妥善管理，而來自這類森林的

木材和紙漿均需符合一系列全球認可的森林驗證標準。

故此，當中涉及的生產過程不但更符合環保原則，其源

頭追溯性及標籤公信力亦大大提高。森林要成功通過認

證，必須兼顧森林從業員和當地社區的權益。更重要的

對環境負責、對社會有益以及在經濟上可行的全球森林

業管理。過去多年，不同研究報告亦證明了 FSC 對全球

森林業帶來的正面影響。近年，FSC 認證計劃規模迅速

擴大，在全球的影響力與日俱增。現時，全球 80 個國

家獲 FSC 認證的森林總面積超過一億八千萬公頃。

「我支持可持續消費模式」
經濟效益是 FSC 延續成功森林業管理的關鍵。WWF 最

近帶頭進行一項有關 FSC 認證系統的調查，研究認證對

森林經營者帶來的經濟效益。根據調查結果，除了許多

明顯的環境及社會效益外，認證更能為企業帶來不少利

益，例如增加主要顧客的忠誠度、改善企業與社區關係。

FSC 所提倡的「具盈利性的可持續發展」是平衡經濟

發展及生態保育的有效方案。事實上，這種發展模式已

成為全球綠色經濟的主要推動力，同時亦將在人類持續

透支地球資源的現況下扮演日益重要的角色。選擇印有

FSC 標誌的產品，除可避免使用來自未經認證甚至是非

法渠道的木材，更可支持可持續發展經濟。

我們期望社會各界包括消費者、森林管理人員、決策者

及企業都能選擇 FSC 認證產品，為生生不息的地球盡一

分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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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獲認證的森林管理單位要確保鄰近的動植物物種及

棲息地得到妥善保護及保育。

現時，全球各地有超過 50 個森林認證體系。然而，並

非所有認證系統都「名實相符」，一個有效的認證系統

必須制定全面的管理標準，具備嚴格監控機制以及得到

來自社會各界持分者的認同及廣泛參與。

FSC 認證的優質森林
2015 年，WWF 透過本會的森林認證評核工具針對兩個

範疇評估全球三大森林認證計劃。在認證標準方面，評

核工具評估森林經營者取得認證需要達到的標準；在認

證制度方面，工具則評估監管整個認證系統運作的規則

和程序。結果，森林管理委員會 (FSC)在三者中名列首位。

WWF 認為，FSC 是目前最嚴謹的認證系統，致力促進
查詢 : 2526 1011

wwf.org.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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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約有超過 20,000 隻
大象被屠殺。

人們因為象牙而大舉獵殺大象，

用作製成裝飾品及雕像 

請協助遏止這暴行！ 

我不是裝飾品

了解更多 FSC 以及 
FSC 認證產品的資訊 ( 只限英文版 )

FSC 認證產品會印有相關證明 , 上圖是其中一款。

©
 W

W
F-H

ong Kong



14 About Life 2015

育養海岸轉眼間已經過了兩年，成功把海洋垃圾議題由

「眼不見為淨」的社會常態，變得為人熟識，讓更多市

民有「匹夫有責」的使命感。現在我們一同回顧兩年以

來和大家一起度過的重要時刻！

我們在 2014-2016 年間在 34 個、6 種海洋生境進行了

130 次調查，吸引了超過 2000 名義工參與。經過義工

們的努力，我們發現在香港的海洋環境中，平均逾六至

八成的海洋垃圾都是塑膠製品，反映塑膠垃圾在海中已

無孔不入，社會必須共同正視問題。

2015 年 4 月我們與義工團隊到全港最嚴重的海洋垃圾

黑點－垃圾灣進行調查，估算多年來一共有 185 公噸垃

圾掩埋著這天然石灘！事件曝光後，雖然政府立即採取

行動並用大約 3 個月時間將石灘上的垃圾全部清走；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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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在短短半年間，垃圾灣再次被海洋垃圾覆蓋，顯示清

理並非最終解決辦法，而必須從源頭減廄做起。

香港的海洋垃圾問題除了是源自本地外，部分亦與鄰近

地區息息相關。故此我們於 2016 年 6 月 5 日聯同中國

內地和澳門的環保團體，同時於各自地區清理海岸垃圾，

而香港亦有約 400 名義工參與，共同表達民間希望與政

府攜手合作解決海洋垃圾問題的決心。

除了提高意識，我們亦鼓勵市民以實際行動減廢，於今

年 8 月發起了「全城走塑大行動」讓市民作出承諾，一

起減用即棄膠製品，並共同推動政府及商界帶頭肩負生

產者責任，為延續育養海岸精神一起努力。一共有逾萬

名市民及超過 40 個團體或企業已作出承諾。你願意加

入我們一起為海洋健康作出承諾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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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F 過去一年就本港主要連鎖超級巿場所出售海鮮的

環境、法律及社會風險進行調查，並於 10 月中公布的

《香港超級市場海鮮供應鏈的潛在風險》調查報告揭露

本港大型超巿正出售屬全球受威脅海鮮物種，部分出售

海鮮更含有化學物或涉及人權問題。

香港的人均海鮮消耗量於亞洲排行第二，全球人均消耗

量更排名第八。因此，每一個香港人的海鮮選擇都可為

海洋帶來深遠的影響。作為全球海鮮的其中一個重要買

家，香港超級巿場的採購決定對全球漁業資源和海洋未

來舉足輕重，可謂既能載舟，亦能覆舟。

風險評級　一目了然
WWF 的調查分析了全港九大連鎖超巿集團和旗下 21 個

超巿品牌的採購模式，研究各連鎖超巿集團及旗下品牌

售賣的海鮮涉及嚴重環境、社會及法律問題的風險，並

配合實地視察詳細評估上述風險。

是次風險評估集中研究四種冷藏海鮮包括蝦、石斑、海

參和鯰魚。這些產品都是港人經常食用的海鮮，對環境

有相當程度的影響，而且我們對這些海鮮的需求對鄰近

的南中國海和全球的海洋生態都有明顯的影響。我們初

步的市場調查也證實了這些海鮮在九個超市集團是比較

常見，故此 WWF 的調查集中研究這四種海鮮。這四種

冷藏海鮮皆可在超巿找到。與新鮮或冰鮮的海鮮相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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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藏海鮮包裝附帶的資料較為詳盡，如物種、原產國、

供應商、進口商、分銷商和包裝商的資料，這些數據至

為關鍵，讓我們可進行更深入的研究。

調查人員透過從 96 間超巿抽取 657 個樣本，追踪來源

及記錄所得資料作風險評估，然後給予 1( 低風險 ) 至

3( 高風險 ) 的評分，結果發現 11 家超級市場屬「高風

險」，另外 10 家則屬「中風險」。

全球受威脅物種、有害化學物以及人權爭議亦是實地視

察的研究目的。調查顯示現時本港許多超巿仍有出售多

種屬全球受威脅物種的海鮮，當中包括紅衫魚、日本鰻

魚、某部份的石斑及海參。此外，調查團隊亦發現部分

海鮮含有有害化學物，例如數個鯰魚柳樣本含有硝基呋

喃，由於此化學物有機會致癌，部分國家包括美國及歐

盟已經禁止使用。

查閱哪所超市的 
整體表現較佳

《香港超級市場海鮮供應鏈的潛
在風險》（只限英文版）

育養海岸  
一起走過
的日子

超市海鮮 
暗藏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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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港大型連鎖超巿集團有必要就以上調查結果審視令人

憂慮的現況，並盡快檢討改善採購政策。我們認為，商

戶必須立即採取行動，執行一個全面的海鮮採購政策。

透過制定及執行完善的海鲜採購政策去解決以上問題，

超級巿場就能確保為消費者提供環保、安全又合乎人權

標準的海鮮產品。

130 次調查

34 個海洋生境

>2,000 名義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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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濕地生物多樣性普查」
米埔自然保護區是本地及華南地區的標誌性濕地，

為每年超過 400 種、60,000 隻雀鳥提供食物及

棲息地。保護區連同整片拉姆薩爾濕地亦同時為

多類本地生物提供重要居所。承蒙滙豐的慷慨捐

助，本會由 2015 年 3 月起進行為期兩年的普查，

於米埔及后海灣一帶濕地進行多項生態基線調查，

結果將為本地濕地生物多樣性提供最新資訊，並

全面更新米埔自然保護區物種名錄，對本會於區

內進行的生境管理工作提供寶貴資料。

哺乳動物　大發現
在各式各樣的普查當中，不得不提的是對哺乳動物的研

究。哺乳動物行蹤隱秘，要在大自然中找出牠們的難度

較高。於是，我們利用紅外線相機來觀察哺乳動物的分

佈。2015 年夏季，我們與一眾公民科學家在米埔不同位

置安裝十多部紅外線熱感動感相機，每當相機感應到鏡

頭前方有動物經過時，便會連續拍攝相片。由於紅外線

自動相機能夠在野外長時間運作，我們便可以 24 小時

持續觀察各種生境地的哺乳動物分佈。此外，相機不會

發出閃光，視覺敏銳的夜行動物會在無干擾的情況下被

拍攝，利用這種方法進行研究可以把對動物的影響減至

最低。

發掘米埔濕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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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們拍攝到多種的哺乳動物之中，最令人興奮的收穫

可算是 3 月在基圍內拍攝到稀有的歐亞水獺。歐亞水獺

是被世界自然保育聯盟列為近危的物種，專家相信在華

南地區，牠們僅在米埔內后海灣出沒。這次發現亦能証

明米埔基圍是歐亞水獺其中一個仍會使用的生境地。透

過相機，我們還在區內不同生境地發現其他哺乳動物如

紅頰獴，豹貓及小靈貓等。

合力探索自然
能夠得出以上珍貴的發現，除了依賴專門器材，當然還

有一眾「公民科學家」。他們分成不同的小組，在本會

工作人員和保育專家的協助下，完成多項研究。

「很高興和很多同學合作完成調查，學

到不同泥灘生物的知識！」

江煌

「從前只聽過一些生物的名字，但未見

過，計劃讓我可看見這些稀有物種。」

張翠琳

「平時很難看見夜行動物，現在可透過

科技見到牠們。這些數據很重要，讓人

知道我們和動物很接近，可提升保育意

識。在發展的同時，也要有人為這些動

物發聲。」

周子瑋

「能夠來到米埔考察是很難得的機會，

我可以了解不同雀鳥的名稱， 又可以

順道參觀自然保護區，很難忘。我最記

得水質調查，因為可走訪不同的基圍。」

黃卓姸

「我很喜歡蜻蜓調查，雖然辛苦， 但親

身見識到很多從前只能在書本上認識的

東西。香港有很多物種，我們要好好保

護，不要破壞郊野公園等大自然環境。」

周文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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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亞水獺

晚間進行的蜘蛛調查

底棲生物調查

預告：「香港濕地生物多樣性普查」學術研討會

日期：2017 年 2 月 11 至 12 日

地點：香港科學館

活動內容：向公眾發表普查結果，展現及肯定「公

民科學家」的貢獻，為期兩天的研討會亦將邀請

有份推動及參與計劃的學者、政府官員和學生等

代表出席，即場交流濕地生物保育和管理經驗。

「香港濕地生物多樣性普查」計劃由研究開始至今已超過一年，我們公開招募超過 450「公民科學家」連同世界自

然基金會香港分會及一眾本地物種專家，於米埔自然保護區及后海灣一帶濕地進行超過 15 項的生態基線調查。調

查的物種包括哺乳動物、基圍水生動物、泥灘底棲動物、昆蟲，蟹及蜘蛛等。

今期，我們想跟大家分享部分研究成果，以及「公民科學家」自述調查點滴，他們的工作除有助推動本地保育發展，

更有助擴闊他們的眼界，認識香港的豐富生物多樣性。



今期《生命之延》附送的地圖，並非一般的街道圖，而

是介紹香港水域內 31 個海洋生態熱點的圖。你或許會

問，甚麼是生態熱點？又，為甚麼我們需要這一張圖？

且看我們以下的分享。

海洋生態熱點是一些擁有具代表性、罕見或受威脅的海

洋物種及棲息地的區域，有著對保育及科學研究非常重

要的價值。這些熱點孕育着無數生命，對本港生態系統

至為關鍵。本會與三十多位專家合作，揀選出 31 個香

港水域內的海洋生態熱點。評選根據最佳可獲得的科研

數據，以及全球公認、聯合國環境規劃署的《生物多樣

性公約》(CBD) 採用的六個「具有重要生態或生物多樣

性意義的海洋區域」(EBSAs) 準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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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熱點  燃點希望

評定香港的海洋生態熱點
全球有多個另人驚嘆的海洋生境被劃定為 EBSAs，如遍

佈北太平洋罕有而美麗的海底山、馬達加斯加南部資源

豐富的海域，以及深沉神秘的地中海海倫海溝等。可喜

的是，我們同樣擁有各種變化多端而獨特的海洋生境。

可惜的是，它們亦正面對前所未見的生態威脅。有見及

此，WWF 於 2015 年開展一項計劃，務求研究及找出本

港的海洋生態熱點，確保相關地帶日後會獲得適切保護。

計劃第一階段邀請了本港多間大學、非政府組織、顧問

團體以及相關的政府部門參與，根據 EBSA 的準則揀選

及劃定本港多個海洋生態熱點。經過接近一年的努力，

相關工作現已完成。「海洋生態熱點圖」列出分佈於本

港水域的 31 個熱點，充分展現本港海洋生物多樣性和

珍貴生境。

31 種美麗生境
這 31 個海洋生態熱點遍佈在香港不同水域：例如海下

灣，在這個岸上有紅樹林的海灣，你會發現其水底遍佈

各式各樣的石珊瑚、黑珊瑚和海綿，當中更可找到超過

120 種的珊瑚魚。西大嶼山水域是深受港人喜愛的中華

白海豚的主要棲息地；北面鄰近中國邊境、擁有茂密紅

樹林及廣闊泥灘的沙頭角海，是本港其中一處能找到大

量年幼圓尾鱟 ( 馬蹄蟹 ) 的生境地；南面人煙罕至的索

罟群島是現時本港唯一有中華白海豚及江豚同時出沒的

水域，亦是燕鷗的繁殖地和本港稀有的假鐵星珊瑚的安

身之所。事實上，香港其餘眾多的海洋生境亦正為受威

脅魚類和稀有珊瑚、海鳥等生物品種提供避難所。

守護香港水域

本港的海洋生態熱點正面對不同威脅，當中包括往來珠

江三角洲的高速客運船有機會撞傷鯨豚、水底噪音污

染、工程及填海項目導致的生境地喪失，及其他不計其

數的人為威脅。我們可以肯定海洋生態熱點所具備的重

要性及獨特性，只是我們仍要深入去探討如何去全面地

保護它們。我們務必盡快採取實際行動保護海洋，因為

健康的海洋生境才能保障人類和野生生物的福祉。海洋

保護區能夠讓受威脅物種得以繼續生存及繁衍外，亦有

助恢復枯竭的漁業資源，同時加強海洋生態系統應對天

災或氣候轉變的抗逆力。透過推廣以可持續方式使用天

然資源，如有效管理捕魚作業及組營生態旅遊，得到良

好保護的生態熱點將能保育海洋環境、創造經濟機遇以

及保障無數家庭的生計。

下一步，我們將探討需要重點保護和管理的海洋熱點，

評定它們所受的威脅並建議相應保育措施，期望能夠達

致《生物多樣性公約》的目標，於未來數年間內將最少

百分之 10 的香港水域劃為海洋保護區。只要我們攜手

協力，達成目標指日可待。

特別鳴謝太古集團慈善信託基金支持本會的 Sea for 

Future 計劃。

• 獨特性或稀有性

• 對物種生長階段的特別重要性

• 對受威脅、瀕危及數量減少物種或生境的重要性

• 生態易受破壞、脆弱、敏感和恢復緩慢

• 生物多樣性

• 自然性

白泥

打浪排

企嶺下海

海下灣



過去不少香港人都曾移民，或者留學溫哥華，所以，香

港人對溫哥華可謂絕不陌生。但原來溫哥華亦有鮮為香

港人所知的一面。這個城市已經展開 2050 年利用百分

百可再生能源的規劃，以減低溫哥華八成的碳排放，這

宏大的計劃，實在值得地球上每個城市人，都留學一年

半載。

很多人都以為，大城市根本沒有可能百分百依賴可再生

能源供應所需，不過溫哥華為應對氣候變化，決心展開

2015 年至 2050 年，長達 35 年的能源規劃，以落實大

城市利用百分百可再生能源的想像。當然，世界上會繼

續有人質疑計劃的可行性，因為溫哥華現時仍有百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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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的能源是依賴天然氣，要在 35 年內全面淘汰化石燃

料，轉變為百分百可再生能源的城市，挑戰當然非常巨

大。但這個挑戰其實是每個城市都共同面對的，因為要

成功控制氣候變化於攝氏兩度以內，2050 年所有先進

地區都必須淘汰化石燃料，香港也不例外。

零碳入門 1.0
減碳的第一步，必需先降低城市對能源的需求。不過，

溫哥華在降低能源需要的目標訂得比較徹底，計劃在 35

年內降低百分之 35 的能源消耗，包括將 2030 年以後

的新建築物標準定為「零碳排放」，以及為新發展區制

定碳強度標準，務求令城市的發展一日比一日低碳。香

港政府十月推出的《香港 2030+》長遠規劃文件，偏偏

未有太多令香港降低能源需求的措施。

零碳入門 1.1
要全面淘汰化石燃料的第二步，當然少不了增加可再生

能源的供應。溫哥華計劃在 2050 年發展百分之 15 的分

佈式可再生能源，即是在大型發電廠以外的發電設施，

最為人熟識當然是屋頂加裝太陽能板發電，溫哥華更計

劃發展百分之 14 生物質能、百分之 10 沼氣發電，以及

小規模發展氫能去增加電力供應，減少對大型發電廠的

依賴。溫哥華在 2010-2014 年間，已經投資了 310 億加

元在可再生能源的發展之上，令可再生能源的發展不止

是紙上談兵。

溫哥華的計劃或者最終不能全部實現，但至少為應對氣

候變化努力過。這份心態，這種態度實在值得香港人學

習。

留學溫哥華

The Urban Green 
(https://goo.gl/7tuIQs)



香港的生態足印

本港人均生態足印高達 6.7 地球公頃

我們在個人、家庭及公司層面上耗

用的資源佔本港生態足印百分之 76

若全球人類以港人模式生活，將需要

耗用 3.9 個地球才能滿足生活所需

17

6.7 地球公頃 
76%

3.9 個地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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