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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個惜用識揀的精明精費者，讓地球資源恢復收支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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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我地球有幾多
香港人耗用的天然資源，超出這個城市可供應的150倍。
以為地球資源還夠你用？其實地球只有一個，已經無法滿
足我們無窮無盡的需求。

更多精彩內容：

全球保育快訊 香港之寶何去何從？ WWF人物誌：從雨林到石屎森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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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將盡，正是我們反思資源運用的好時機。我們相當幸運，身處繁華的都市裡，四周都是五

光十色的店舖，電器、食物、衣服等消費品琳瑯滿目，觸手可及。

可是，便利的消費環境往往造成消費過度。根據《香港生態足印報告2013》，香港人耗用的自

然資源是本土實際能供應的150倍。若全球人類都以港人模式生活，將要有2.6個地球的資源才

足以支撐我們的需要。今期的封面故事將探討這個議題。

毫無疑問，我們須學會惜用識揀。香港政府因應《生物多樣性公約》的要求，著手制定本港的

《生物多樣性策略及行動計劃》，正是踏出正確的第一步。

說到生物多樣性，你知道香港的水域孕育�各樣不同的生物嗎？可是，海洋的生物多樣性正受

威脅。今期我們會探討香港海洋環境的每況愈下，及其對中華白海豚的影響。

最後，讓我藉此機會衷心歡迎今年六月加入熊貓大家庭的新任環境保護總監魏啟宏（Gavin Ed-

wards）。今期的WWF人物誌中，Gavin將向大家細說他的保育旅程，並分享他跟WWF的共

同目標：推動香港成為亞洲最可持續發展的城市。

希望大家喜歡今期《生命之延》！

世界自然基金會香港分會

行政總裁  顧志翔

行政總裁的話

全球保育快訊 p. 2

封面故事 p. 4
巨人的足印

專題 
香港之寶何去何從 p. 12 

WWF人物誌 p. 16
從雨林到石屎森林

熊貓夥伴 p.19
玩出保育凝聚力

如有任何意見，請電郵至 aboutlife@wwf.org.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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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印刷品以FSC認證紙張和含植物油油墨印製， 
包含再造物料。產品源自良好管理的森林、 
受控的來源、循環木材或纖維。

生態足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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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lobal
Conservation news

全球海洋 
保護區擴大
根據國際自然保護聯盟（IUCN）和聯合國環境

規劃署（UNEP）共同管理的「世界保護區數據

庫」最新資料顯示，現時全球有百分之2.8的海

洋面積被納入海洋保護區，這個範圍比歐洲板塊

還要大。跟2012年相比，海洋保護區的面積增加

0.6個百分點。值得留意的是，大部分國家政府

早於2010年在生物多樣性公約會議上，同意目標

在2020年前，將全球海洋保護區的面積增至百分

之10。

亞馬遜的新物種 
南美洲亞馬遜雨林蘊藏�極度豐富的物種，這個大自然寶庫

至今仍有許多值得探索的地方。由2010年至2013年間，科

學家在當地發現了至少441個新動植物物種，包括258種植

物、84種魚類、58種兩棲類、22種爬蟲類、18種鳥類和1種哺

乳類，還未計數之不盡的昆蟲和無脊椎動物，例如表皮有火

焰圖案的蜥蜴和像貓咕嚕咕嚕叫的猴子。科學家平均每星期

發現到兩個新物種，說亞馬遜是全球其中一個生物多樣性最

豐富的地方，一點也不誇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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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保育快訊



港府牽頭拒食魚翅
本會一直推廣的鯊魚和藍鰭吞拿魚保育工作，近日收到好消

息。香港政府宣布禁止在公務宴會中食用魚翅和藍鰭吞拿魚，

以身作則宣揚保育這些物種的信息，並提倡可持續發展的生活

模式。本會對此舉深表歡迎，期望可以引領更多商界及市民拒

絕食用或供應魚翅和藍鰭吞拿魚，支持選擇環保海鮮。同時促

請政府進一步增加魚翅貿易的透明度，並將國際吞拿魚貿易公

約延伸至本港。 

退出華沙氣候大會
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在2013年11月於波蘭華沙舉行。主辦國

波蘭同時舉行煤炭與氣候峰會，令會場貼滿了污染大戶的贊助

廣告，向煤炭業示好。日本宣布跟隨加拿大步伐，在減排承諾

上原地踏步；澳洲亦多番暗示絕不願意履行聯合國氣候變化公

約。本會唯有連同多個非政府組織提早離場，對與會國家無誠

意談判作出抗議。我們要求未來的大會主辦國秘魯和法國，為

2020年減排目標和2015年達成公平的氣候協議採取實質行動，

中止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上所有污染大戶的贊助廣告， 

並確保公民組織能在氣候談判中享有言論自由和主動參與的 

權利。

©
  W

W
f – H

o
n

G
 K

o
n

G
©

  tH
e

 v
e

r
b

©
  fo

n
ta

n
e

 La
u

 / W
W

f – H
o

n
G

 K
o

n
G

為郊野公園發聲
本港城市規劃委員會早前就郊野公園「不包括土

地」規劃中的海下、白腊及鎖羅盆公布分區計

劃大綱草圖，當中大面積土地被劃入「鄉村式發

展」，有機會被用作大規模建設，可能影響郊野

公園生態環境。本會發起一人一信行動，邀請公

眾在諮詢期內透過電郵向城規會表達意見，要求

政府制定鄉村式發展時，須考慮三地實際環境及

自然生態的承載量。在11月27日諮詢截止前，公

眾透過本會網頁向城規會發出逾9,000封意見書。



A Step 
too... FAr

巨人 
的足印

生態足印



5秋季 AUTUMN 2013

過去數十年間，香港生態足印
（Ecological Footprint）急速膨脹至
響起警號。若全球人類以港人的模
式生活，將要 2.6個地球才可滿足 
生活所需。讓我們立即行動，做個 

「惜用識揀」的精明消費者。

望 二 十 世 紀 ， 香 港 經 濟 騰

飛，人口激增，高樓林立，

經濟體系亦由製造業為主轉

型為由金融業主導。

隨�香港由小漁村變成「不夜城」，港人對食

物、能源、日用品和其他資源的需求也越來越

多。我們愛吃海鮮，漁民便由資源有限的本地水

域轉移到世界各地捕撈，越走越遠，越撈越深；

我們愛走在潮流尖端，時裝零售商便進佔大街小

巷；我們不愛熱辣辣的夏日，交通工具和室內場

所的空調溫度便被調到最低。

滿足需求本非惡事，但我們消耗資源的方式往往

不符合可持續發展的原則。根據本會於八月發表

的《香港生態足印報告2013》，我們耗用的資源

已遠超地球所能供應。

回

圖片來源:  BoB Jagendorf / CC-BY-2.0, epSoS.de / CC-BY-2.0, phil CampBell / CC-BY-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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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在餐桌上大快朵頤時，只看見碟上的食材，卻看不見食材生產背後 

消耗的龐大資源。下面就以牛排來舉例吧。

牛排是 
怎樣煉成的

該報告由本會與「全球足跡網絡」（Global 
Footprint Network）合作編撰，根據2008年數

據，探討香港天然資源數量及使用狀況，同時提

供未來可持續發展的建議。

生態足印量度人類對自然資源的需求，以「地

球公頃」（Global hectare，簡稱gha）作量度

單位，顯示生產一個人耗用的資源所需的含生

物生產力（Biological productive）的陸地和

海洋面積。現時香港的人均生態足印為4.7地球

公頃，但人均生物承載力（Biocapacity）— 

即當地生態系統自行供應資源的能力只有0.03
地球公頃。這代表港人的資源「支出」遠超這

個城市的「收入」150倍。在1962年至2008年

間，香港的人口增加了1.2倍，但生態足印卻大

幅增加近4倍。

破壞生境
現時，地球上約三分之二的農地都用

作畜牧。天然植被遭受破壞，被闢為

牧場。據估計，每年都有一片面積比

紐約州還要大的雨林被砍伐，改作畜

牧用地。

侵蝕土壤
過度放牧會破壞土壤結構，引致泥土侵

蝕。全球三分一土地受沙漠化威脅，當

中大部份由砍伐樹林、過度放牧及耕種

方法不當引起。

飼料
現時，全球三分一的穀糧被用作動物飼

料。隨�各國糧食競爭愈趨激烈，到底

我們應該把穀物用作飼料還是人類的糧

食？這問題值得大眾深思。

污染及溫室氣體排放
一個飼養了50 ,000頭牛的牧場，需要

8,000公頃種植玉米青或同類農作物的耕

地才足以吸收牛隻的糞肥養分。糞便處理

不當會帶來空氣及水污染，而溫室氣體排

放則是另一個嚴重的生態問題。牛屬於反

芻動物，其消化過程及糞便會排放出大量

甲烷，糞便及化肥在土壤中分解時也會釋

出一氧化二氮。

個地球才可滿足以
港人的模式生活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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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支生活
相比之下，日本和南韓的人均生態足印較生物

承載力「超支」6至7倍，中國則為2.4倍。香港

累積的龐大生態赤字（Ecological deficit）排

名高踞全球第九位，在全亞洲更排名第二，僅

次於新加坡。

不只香港，生態赤字同時是全球正面對的問

題。我們現正活於地球資源透支的時代。撇開

國家之間的比較，目前全球人類的平均生態足

印超支逾五成。假如全球資源耗用情況繼續惡

化，報告推算到了2050年，人類將要3個地球的

資源才可應付日常所需，這當然是不可能的。

是甚麼導致地球資源透支？答案是我們的生

活模式。試想想，從早上買的第一杯咖啡開

始，我們便不停製造生態足印。簡單的一杯咖

啡，背後消耗的除了是咖啡豆和農地，還有

水、奶、砂糖、你手持的紙杯和杯蓋。買咖啡

後，我們乘車前往上班途中，習慣用智能手機

瀏覽Facebook打發時間，這些行為全都在耗

用能源。午膳時間，我們在日本餐廳點一客刺

身套餐，吃下的海鮮可能來自不可持續發展的

漁業，如藍鰭吞拿魚。終於到週末，我們在商

場搜羅最新的時裝和飾物。在這些商品或服務

推出市場前，由生產、加工、包裝至運輸的過

程，均會耗用、浪費或污染自然資源。然而，

我們消費的時候，通常不會想起這些真相。

報告顯示，港人家用生態足印（Household 

Ecological Footprint）的最大四項來源分別是

「食品」、「電力、燃氣及其他燃料」、「運

輸交通」和「衣物」，共佔百分之61的家用生

態足印。

眾所周知，港人鍾愛海鮮。以商品層面檢視家

用食品生態足印的話，不難想像，單單是海鮮

已佔當中的幾乎三分一。

2nd 

被稱為美食天堂的同時，香港的廚

餘數量亦相當驚人。根據2011年的

統計數字，香港每天製造的廚餘竟

高達3,584公噸。換言之，我們每人

每日平均會「貢獻」半公斤廚餘。

這不只浪費食物，更虛耗了生產

和運輸過程中所使用的珍貴天然資

源。

聯合國糧食及農業組織（FAO）在

9月發表的報告中指出，全球每年

共浪費13億噸糧食，而這些最終被

棄掉的食物在生產過程中耗用14億

公頃土地和250立方公里水源。更

可怕的是，它們同時為地球增添33
億公噸溫室氣體。

F A O 估 計 ， 這 些 被 丟 棄 的 食 物 

（不包括魚類和海鮮）每年直接造

成7,500億美元（約5.8兆港元）經

濟損失，約相當於瑞士的本地生產

總值。

報告又指出，穀類浪費問題在亞洲特

別嚴重。穀類在生產過程中不但造

成大量碳排放，還耗用極多水資源及

土地。當中被指是「罪魁禍首」的稻

米，除了甲烷排放量較高，其浪費情

況亦尤為嚴重。 

雖然現況令人憂慮，但報告亦提出

數項可行的改善建議，包括改良耕

種方法、找尋其他巿場接收過剩食

物和提倡食物回收及再利用等。

廚餘背後

香港累積的 
龐大生態赤字
排名高踞全球
第九位，在全
亞洲更排名 
第二，僅次於
新加坡。

250 
立方公里

$7,500
億美元

14億公頃

33億公噸

水

廚 餘

土地

溫室氣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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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人向來追求時尚，喜愛購買最新潮流服飾，但在你付出金錢的同時，

地球也為你的一整櫃衣服付上沉重的代價。

你會在每個月添置多少新裝呢？今年8月，本會進行了一項《港人衣物消

費網上調查》，結果顯示，逾八成受訪者每月平均購買1至5件衣服。

棉花是生產衣物的主要原材料，但種植棉花對水資源及生態系統均帶來

嚴重影響。現時，全球種植棉花的國家約有90個，總產量約為2,000萬公

噸。種植一公斤棉花平均要使用2,700公升水，但這棉花量僅足以生產一

件棉質T恤。

農業是大部分國家的主要污染來源，假若農民不當使用農用化學品，當

摻雜化學品的多餘污水從農田流入河流等食用水源時，不但會危害農民健

康，更為生態系統帶來嚴重後果。雖然棉花田只佔全球農地面積的2.4%，

但用於種植棉花的殺蟲劑及農藥，竟分別佔全球使用量的24%及11%。

衣勿太多

2,700 
公升水

1公斤 
棉花

「政府的首要任務是把
生態足印的概念放進 

《生物多樣性策略和行
動計劃》中，協助香
港在發展經濟及社會 
之餘，兼顧其可持續性
發展的表現，並帶領 
香港成為一個可持續 
發展的社會。」

世界自然基金會香港
分會生態足印項目主管
張志華

天然資源爭奪戰
不得不提的是，受地域面積所限，香港向來非常

依賴從海外進口的天然資源。例如，本港從全

球約150個國家和地區進口海鮮，同時進口不同

種類的食物、紡織品及森林製品。其實這些貿

易伙伴也「自身難保」，生態赤字累積日益嚴

重。

資源越來越稀少，市場競爭越發劇烈，倚賴進

口資源的香港更易受國際市場波動影響。有幸

地，香港相對優越的經濟狀況，讓我們暫時仍

有能力由海外購入資源。可是，這個優勢不一

定是永恆的。

要跨過這個全球難關，可由本地計策做起。本會

相信香港政府根據《生物多樣性公約》制訂的 

《生物多樣性策略和行動計劃》，正好為決策者

帶來機會，積極保護本港的生物多樣性。展望未

港人家用生態足印 
的最大四項來源

食品
23%

電力、燃氣 
及其他燃料

14%

衣物
12% 運輸 

交通
12%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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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來，紅衫魚與香港人有�獨特的關係，牠既是100
元紙幣的代名詞，也是我們餐桌上的「常客」。無論是

煎還是蒸，價廉味美、份量剛好適合一家大小的紅衫魚

總不會令我們失望。紅衫魚不只滿足了我們的口腹，更

在眾多港人心中佔一席位。

可是，昔日在街市常見的紅衫魚現已買少見少。由於遭

到過度捕撈，其數量在過去十年大跌最少三成，情況令

人憂慮。國際自然保護聯盟（IUCN）紅衫魚列為受威脅

的物種。

因此，本會在新修訂的《海鮮選擇指引》中，把紅衫魚

由「黃色—想清楚」類別修訂為「紅色—避免」的警戒

級別。

指引將香港市面上70多種海鮮分為三個類別：「綠色—

建議」、「黃色—想清楚」及「紅色—避免」。紅色類

別海鮮來自不可持續發展的漁業，除了遭到過度捕撈，

連捕捉和養殖牠們方法也對生態構成嚴重影響，巿民應

盡量避免食用。

在指引中，除了紅衫魚

被 提 升 至 最 嚴 重 的 「 紅

色—避免」類別，「升級」海

鮮還包括於南中國海捕撈的白�、馬頭

和魷魚，還有來自紐西蘭的龍�，而分別於東南亞及

泰國養殖的老虎斑及青斑亦難逃變「紅」厄運。

本會較早前曾抽樣巡視本港中式酒樓、海鮮檔及超級

巿場，發現這三種場所供應的海鮮分別有多達百分

之51.4、百分之50及百分之38.6屬於海鮮選擇指引中 

「紅色—避免」的警戒類別。這情況對紅色級別的海

鮮來說，可謂雪上加霜。

要減少生態足印，避免引發更嚴重的「紅」荒，其中

一個有效方法是參考《海鮮選擇指引》，謹慎選擇所

食用的海鮮種類。

海鮮紅荒

來，政府應擔起重任，計算並定期公布本港生

態足印，以檢視我們使用天然資源的狀況，從

而找出有效減少消耗的方法。

世界自然基金會香港分會生態足印項目主管張

志華表示：「政府的首要任務是把生態足印的

概念放進《生物多樣性策略和行動計劃》中，

協助香港在發展經濟及社會之餘，兼顧其可持

續性發展的表現，並帶領香港成為一個可持續

發展的社會。」

邁向可持續發展
他同時指出，可持續發展已成為世界各國規

劃城市發展的重要考慮元素。「不少城巿或國

家，如英國的威爾斯、加拿大的卡加利、阿聯

酋、日本和厄瓜多爾，都已在追蹤當地生態足

印的變化，甚至在規劃發展時應用這個概念。

作為『亞洲國際都會』，香港更應擔當帶頭角

色，率先轉型為亞洲最可持續發展的城巿。」

解決生態赤字問題是確保香港社會長期繁榮穩

健的關鍵。張志華補充：「縮減生態足印能夠

逐漸減低供應受阻及全球巿場價格波動對香港

的影響。」

報告的結論指出，政府和商界都應進一步深

思如何在有限資源下營運，制訂符合「惜用識

揀」原則的運作方針，積極改善現況。

古語有云：「凡事豫則立，不豫則廢。」做

好準備，制訂實際可行的路線圖，減低生態足

印，是維護香港未來繁榮的最佳保障。讓我們

立即行動，走出「惜用識揀」的精明一步，縮

減個人、家庭及城巿層面的生態足印。 

下載 
《香港生態足

印報告2013》

請於wwf.org.hk/seafood 

下載《海鮮選擇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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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 engage in a broad range of business activities and investments.      

through an emphasis on sound profitability and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in delivering high quality products and services.

We aim to provide rewarding work environments for our staff, and support 

 peaceful, non-confrontational environmental initiatives around the world.    

We contribute to the sustainability of our global environment

mfJebsen Group www.mfjebsen.com



12WWF 生命之延

A Hong Kong 
Icon At A 
crossroAds

中華白海豚在香港的家園正
受到城市發展侵擾，與此同
時，這海洋珍寶的數量日漸
下降。香港目前只有百分之
1.5的水域受保護，我們需要
保護和擴大牠們的家園。

在香港西面的水域捕魚超過30年，漁民李火興（興

哥）回想，從前每天出海都見到中華白海豚，「得閒

望�就有」。那時，中華白海豚最愛趁漁民起網時群

起包圍漁網，咬爛漁網以吃掉漁獲。此情此景如今已

不復見：「一日好留神都未必見到一條。」

興哥的經歷正反映香港的海洋環境轉變：水質污染、

海上建設日多、水域空間日少，這些都令中華白海豚

香港之寶
何去何從

保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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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數量在過去十年暴跌。根據漁農自然護理署的年度海洋哺乳動

物監測計劃的最新數字顯示，中華白海豚在香港大嶼山一帶三個

主要生境地的數量，已由2003年時錄得的158條急劇下降至僅餘

61條。

香港海豚保育學會會長洪家耀博士解釋，各種威脅令中華白海豚

的生活比從前更困苦。由香港前往澳門或其他地區的高速渡輪航

線橫越大嶼山水域一帶，每天24小時發出轟鳴聲，干擾中華白海

豚用以覓食的聲納信號。另外，中華白海豚身上由螺旋槳造成的

疤痕，亦顯示船隻與中華白海豚傷亡的關係。

污染和過度捕撈不只傷害中華白海豚，還令牠們的食物減少。雖

然保育界歡迎透過出海導賞，令大眾更加認識中華白海豚及其生

活困境。但一些導賞團營辦者被指騷擾中華白海豚，令牠們的生

活更艱苦。

洪家耀說，大規模的城市發展和填海工程，令大嶼

山一帶的海岸線迅速變化，是迄今對中華白海豚的最大威

脅。這些發展工程令部分生境地永久消失，引致其他水域更嘈吵

擠迫；而過於頻繁的海上交通及愈發嚴重的水質污染，亦令中華

白海豚難以承受。

浩大的港珠澳大橋工程，包括在香港邊境水域興建兩個人工島，

可說是以牠們的未來作賭注。眼見自相關的填海工程開始，大嶼

山西部地區的中華白海豚數量急劇下降，保育人士認為兩者的發

生並非偶然。

同時，有保育人士指責，在大嶼山東北部跟大橋口岸設施有關的

大規模填海活動，令中華白海豚數量在一年間急劇下降。而當另

一生境地——大嶼山西北部的中華白海豚數量似乎暫時穩定下來

時，該地又即將面臨未來幾個大型項目的衝擊。這些衝擊包括擬

大規模的城市發展和填
海工程，是迄今對中華

白海豚的最大威脅。

政府曾擬增設的海岸
公園範圍

大嶼山西南部水域

索罟群島水域

擬建的第三條跑道項目

港珠澳大橋工程

沙洲及龍鼓洲海岸公園

中華白海豚主要棲息地

香港特區邊界

大嶼山

中華白海豚
面對的威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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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赤�角機場第三條跑道工程，及政府備受爭議的「優化土地供

應」策略中的龍鼓灘填海工程，分別牽涉650公頃及300公頃填海

土地。

雖然如此，中華白海豚和香港海洋生態環境的未來並非絕望，要

改變這個情況也不等於要擱置所有發展項目。洪家耀強調，保育

人士並非盲目反對所有填海工程，而是反對在有其他替代方法下

盲目填海，填海應該是最後一�。

本會自2005年起致力提倡禁止拖網捕魚，終推動政府立法，禁止

在本港水域拖網捕魚的法例在2012年12月正式生效，讓本港海

洋生態得以恢復平衡。現時香港需要的是一個以科學為基礎的新

計劃，一方面確保中華白海豚能繼續生存，另一方面重新審視緩

解措施，將城巿發展的影響降至最低，並更進一步地應付海上交

通、海洋污染及過度捕撈這三大威脅。

要拯救中華白海豚棲息地，還有很多目標須達成，包括把索罟群

島及圍繞大嶼山西部和南部的水域劃為海岸公園，並確保沙洲及

龍鼓洲一帶的海岸公園不會因填海或附近頻繁的海上交通而產生

負面影響。

根據《生物多樣性公約》，香港承諾在2020年前將百分之10的海

洋及沿海地區納入受保護範圍。而目前，對比郊野公園及自然保護

區範圍內約百分之40受保護的土地，受保護的水域範圍只有百分之

1.5（2,430公頃）。如再不扭轉這局面，中華白海豚可能會在不久

的將來於香港水域完全消失。 

            在其中
參加世界自然基金會公司會員計劃，

企業以可持續發展的模式營運業務，成為保護環境的先驅。
員工亦可以親身投入大自然，體驗我們的保育工作。

不只我們需要您，地球也需要您。

wwf.org.hk/cmp
加入我們。詳情請參閱

維持米埔生境的豐富生物多樣性 乘坐玻璃底船探索海下奇妙水底世界 保護大埔元洲仔法定古蹟的文化和自然價值

查詢：2161  9658（馬先生）

。綠

本會發起「齊撐Ruby」行動，全力保護本土中

華白海豚及挽救香港的海洋環境。我們以中華

白海豚Ruby為海洋保育大使，旨在為中華白海

豚及其他在香港狹窄水域生活的海洋生物營造

一個舒適安定的居所。

我們希望透過「齊撐Ruby」行動提醒大眾，中

華白海豚的生活正受著各種威脅，並希望大家

透過簽名，促請香港特區政府儘快履行超過十

年前許下的承諾：在大嶼山西部及索罟群島一

帶水域設立海岸公園。

除了為中華白海豚爭取永久家園，本會也致

力減少沿海發展項目對中華白海豚生境地的影

響。我們向政府提供意見及訴求，持續促請政

府全面評估任何會影響生境地的建設工程，並

檢視及處理當中引起的累積影響。

我們亦致力令香港以至世界各地的人認識中華

白海豚及牠們的困境。為進一步了解海豚，我

們跟其他保育團體合作，提高對中華白海豚的

科學知識，以制訂更適切的保育藍圖，拯救香

港僅餘的中華白海豚。 

為沉默者發聲
香港需要一個以科學 
為基礎的新計劃，一方面
確保中華白海豚能繼續 
生存，另一方面重新 
審視緩解措施，將城巿 
發展的影響降至最低， 
並更進一步地應付海上 
交通、海洋污染及過度 
捕撈這三大威脅。

與我們一起齊撐Ruby， 

請到 voteruby.hk。

香港觀鳥大賽 周年
ANNIVERSARYBig Bird Race 201430th

2014.1.25 (星期六Saturday)

捐款支持
DONATE NOW
米埔自然保護區 保育工作
SUPPORT THE MAI PO NATURE RESERVE

立即掃瞄下方的 QR code 條碼，捐款予香港
觀鳥大賽，籌得款項將全數撥款米埔自然保護
區，直接支持2014年米埔的保育工作。

Act now! Scan the QR code below to access 
to the Big Bird Race donation web page. Your 
donations will be directly allocated to support 
the upcoming conservation programmes of 
the Mai Po Nature Reserve. 

最後捐款日期 Donation Deadline︰2014 / 2 / 28

捐款專頁(中文版) Online donation page 
(Engli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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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2013年有賴各界踴躍支持，我們利用了

香港觀鳥大賽所籌得的捐款，成功修復
了通往最南面觀鳥屋的木橋，及修葺了
11號基圍的蘆葦叢！

Thanks to the funds raised in Big Bird 
Race 2013, we were able to repair the 
boardwalk access to the southernmost 
floating hide, and restore the degraded 
reedbeds in gei wai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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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rainForest 
to ConCrete 
Jung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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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F 人物誌

魏啟宏（Gavin Edwards）投身保育之

路，源於他跟朋友在加拿大創辦非牟利森

林保育組織。他其後加入綠色和平，負責

森林保育、氣候及能源工作。Gavin一直

為物種多樣的大自然著迷，已來港4年的他

於本年6月加入世界自然基金會香港分會，

並擔任環境保護總監。憑�他於環境工作

倡議及保育方面近20年的經驗，他以推動

香港這個石屎森林成為亞洲最可持續發展

的城市為目標。

從雨林
到石屎森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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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為何會投身環境保護工作？

我一向熱愛登山和攀石。在大學本科時選讀地理系，並專注研究

冰川學，只為爭取更多時間留在山上！

21歲那年，我在威爾斯完成大學課程後前往加拿大。我在英屬哥

倫比亞看見難以置信的大規模伐木工程，親眼目睹它對山坡及生

境地的破壞。那一刻，我意識到自己必須保護這片美麗的樹林，

因此決定投身保育工作。

然後呢？

1995年，我跟朋友合辦了一個小型非牟利組織，名為「森林保護

網絡」（Forest Action Network），旨在保護加拿大的大熊雨

林（Great Bear Rainforest）。基於我的學術背景，我一直對保

育生物學很有興趣。它強調的不是保護灰熊或任何一種動物，而

是保護整個生態系統裡的所有物種。

 

後來驅使你將焦點由森林保育變為應對氣候轉變的是甚麼原因？

在加拿大工作幾年後，我加入了綠色和平國際總部，參與不同

森林的保育工作，包括亞馬遜雨林。我發現氣候轉變對森林的巨

大威脅，並不亞於伐林。因此，對一個真正關心森林生態的人來

說，處理氣候變化最為重要。

曾踏足巴基斯坦喀喇
崑崙山脈。

我想以多年累積得來的 
經驗與知識，把香港轉化為 
最可持續發展的亞洲城市。 
的確，現時香港對可再生能源
的討論不多，亦沒太多人 
關心中國的可再生能源能 
如何造益香港，但我相信 
這是可以改變的。

你在綠色和平國際總部工作時，從事氣候及能源項目，特別是可

再生能源。香港過往甚少探討可再生能源，為何你仍然選擇來這

�？

我想以多年累積得來的經驗與知識，把香港轉化為最可持續發展

的亞洲城市。的確，現時香港對可再生能源的討論不多，亦沒太

多人關心中國的可再生能源能如何造益香港，但我相信這是可以

改變的。

我熱衷的議題，如可持續發展、氣候變化及溫室氣體排放等，在

亞洲仍有很多可以改進的空間。然而，與歐洲相比，這裡從事這

方面工作的非牟利組織很少。香港在亞洲的影響力很大，假若它

成為最可持續發展的城市，它將會成為地區榜樣，對亞洲其他城

市造成深遠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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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保育之路中有難忘的事嗎？

我想到三件事。第一件事發生在我大學畢業前，我在巴基斯坦的

喀喇崑崙山脈攀爬時遇上意外。當時，我跟朋友共用一條長繩，

綁著彼此的身體一同落山。突然，腳下的山坡雪崩，我急速下

墜，用冰斧也不能煞停自己。幸好在另一端的朋友捉緊繩子，我

下墜大約30米後便停下來了。這個恐怖的經歷令我領悟到生命的

脆弱，每天都可能是生命的最後一天，所以我們應該活出夢想，

勇於成就自己。

第二件事在加拿大發生。當時我看到美麗的森林遭砍伐，卻不

知道如何保育。我既沒政治背景，不懂傳媒運作，也不是生態學

專家。於是，我透過學習、跟朋友商量和合作，使自己一直參與

森林保育。當你遇上難題，無論那看來有多艱鉅，只要你渴望解

決，便應全力嘗試，而你最終會找到改變問題的方法，成就驚人

創舉。

最後一件事就是來到香港後，我的職責令我思考如何在這個城市

推動可持續發展，及如何在發展與自然保育之間取得平衡。我常

常思考平等的問題，想到地球資源分配不均，有些人消耗太多資

源，而有些人擁有的卻太少。

 

加入了WWF幾個月，有令你意想不到的事嗎？

這裡有許多保育專家，當中不但有博士，還有對香港瞭如指掌的

人。這裡雲集了知識淵博的員工，對中華白海豚、土地、郊野公

園等問題有深厚的認識，世界上最熟悉盧氏小樹蛙的專家都在我

們當中。無論是他們對大自然的認識，還是改變世界的決心，都

令我留下深刻印象。

 

你在香港的保育工作中有什麼目標呢？

我的第一個目標是為香港的水域提供更多保護。現時香港有約四

成土地受保護，但受保護的水域卻只有百分之1.5，我的目標是將

之提升至百分之10。保護這裡的海洋環境很重要，特別是中華白

海豚出沒的地方，及西貢附近的水域。

第二個目標是令香港成為應對氣候變化的先鋒。目前，香港在這

議題上沒有全面的政策，政府對可再生能源系統的興趣也不大。

我志在改變這個情況。 

 在綠色和平參與多個森林保育項
目，包括亞馬遜雨林。

 對攀山的熱愛令Gavin投身保育
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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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rious Fun!
團隊遊戲跟保育工作似乎風馬牛不
相及，然而，兩者協力能使企業
及環境都有所裨益。本會的
支持者讓我們知道，即使
你不是自然學家，你也
可以自己的專長為保育
工作盡一分力。

今年夏天，部分熊貓員工參加了由亞洲群策商務顧問公司設計的

Rat Trap﹝設陷阱捕老鼠﹞團隊建立活動。活動中，參加者要分

組用輪子、繩索及螺絲等工具建造一組裝置。當每件零件以恰當

的次序排列，並放在正確的位置，裝置便會啟動，以連鎖反應「

活捉」玩具老鼠。這個活動讓不同部門的員工聚首一堂，透過遊

戲建立更緊密的關係。

亞洲群策支持本會已有一段日子，其合夥創辦人及總監David 

Simpson表示：「WWF的環境保育及教育工作令人留下深刻印

象，也啟發我們認真研究公司營運的環保政策。」

David深知，自己既不是保育專家，也不是科學家，但這無阻他

把熱情連繫到保育工作上。「我們提供的活動不會為保育帶來直

熊貓夥伴

WWF員工聚首一堂，透過參加團隊建
立活動建立更緊密關係。

玩出保育
凝聚力

接幫助，但我們希望幫助WWF建立合作無間的團隊，使他們更

有效地推行保育項目。」

在合作過程中，亞洲群策也得到WWF的建議，改良他們的活

動，使之更符合可持續發展及保育的原則。以「設陷阱捕老鼠」

為例，所有在遊戲中使用的材料都可循環再用；此外，亞洲群策

發現「老鼠」有很好的喻意，例如牠可代表沒有選用環保海鮮的

餐廳，或沒有致力減少碳排放的公司。透過緊密溝通，亞洲群策

可以接收及時的保育議題和WWF最新項目資訊，同時向WWF
提供非常重要的支持。

對於渴望支持保育，卻不知如何入手的人，David建議：「你可

以盡力參與，發掘你的專長和技能，並看看可以怎樣以此來支持

WWF。」 





遺愛大自然

您的遺產捐贈可讓
下一代同享大自然的豐盛

透過世界自然基金會香港分會留下最珍貴的禮物
延續您的保育使命　讓我們更靈活地推動地球的可持續發展

皇帝企鵝，攝於南極洲道
森－蘭頓冰川。

詳情請瀏覽wwf.org.hk/supportwwf/planned_giving
香港中環纜車徑一號世界自然基金會香港分會

電郵：plannedgiving@wwf.org.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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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y we are here
To stop the degradation of the planet’s natural environment and
to build a future in which humans live in harmony and na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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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 港的生態赤 字 排 名高踞 
亞洲第二，僅次於新加坡。150

2.6
香港每天製造高達3 , 584公噸廚餘。

3,584

2nd

港人耗用的天然資源遠超這
個城市的可生產的150倍。

若全球人類以港人的模式生
活，將要2.6個地球才可滿足
生活所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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