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帶領香港成為
亞洲最可持續的城市

關於 WWF
世界自然基金會 – 締造生生不息的地球
世界自然基金會是全球性環保組織，總會於1961年成立，總部設於瑞士。分
會及項目遍佈全球超過100個國家。本會的使命是透過以下途徑，建立人類與
大自然和諧共存的未來：
．保護全球生物多樣性
．確保以可持續方式使用可再生天然能源
．推廣減少污染和浪費的行為
自1981年起，世界自然基金會香港分會透過保育、生態足印及環境教育項
目，締造生生不息的地球。為響應我們在全球的使命，世界自然基金會香港
分會的願景是透過保育自然環境，減少碳排放造成的污染，市民「惜」用資
源，推動香港成為亞洲最可持續的城市。

總監的話
香港的生物多樣性具有全球性意義，生物多樣性更與人類福祉息息相關。去
年聯合國可持續發展高峰會上，在世界各國政府商定的17項可持續發展目標
中，其中兩個聚焦於保護海洋和陸地生態系統。此外，在都市化及擁擠的城
市生活中，自然環境及野生動物於提高人類生活質素擔當重要角色。
儘管香港政府於過去數年間在環保政策及社會可持續發展上有所進展，但仍
需加緊應付我們城市面對的挑戰。郊野公園及綠化帶對香港自然環境至為重
要，但近年社會卻出現發展郊野公園的聲音；此外，我們需要加強濕地保育
工作，以保護依賴濕地生存的物種；現時香港只有不足2%水域獲劃為海岸保
護區，我們需要保護更多水域面積，以加強海洋保育。另一方面，面對氣候
變化持續及迫切的威脅，香港目前還沒有制訂任何行動計劃實踐2015年巴黎
氣候協議。
行政長官於帶領香港成為可持續城市上的角色著舉足輕重。香港作為21世紀
的世界級城市，行政長官務必採取積極及進取的政策。世界自然基金會香港
分會在本文件中提出了一系列政策推動香港進一步邁向可持續發展，若來屆
政府能採用及實施以上建議，將為香港的自然生態及我們的下一代帶來正面
而深遠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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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訂全面的
減排計劃
以在2030年前
減少40%
溫室氣體排放
政府須承諾制訂減少溫室氣體排放的行動計劃，於
2030年前減低30%至40%的溫室氣體排放總量（以
2005年為基準），以及提供誘因，令本港於2030年
前達到5%可再生能源發電的目標。這樣做將有助確保
香港在全球致力把氣候變化控制在遠低於2°C範圍的過
程中，盡其責任，一同防止危險的氣候變化。同時，
港府應把《巴黎協議》的原則應用於電力公司制定的
《管制計劃協議》內，使到本港的電力行業必須以碳
中和為目標。

數字上...

68.2%

4,679 GWh

只有 0.01%

的溫室氣體排放來自發
電

於本港屋頂光伏發電的
潛在發電量

的發電燃料組合源自可
再生能源

為何現在?

有何好處?

由195個國家於2015年簽定的
巴黎協議，已為各國政府控制溫
室氣體排放提供了一個清晰的
目標（控制全球溫度升幅於2°C
之內）。香港必須採取措施減
少碳排放，履行《巴黎協議》的
責任。另一方面，兩電的舊有燃
煤機組將於2017年陸續停用，
政府及兩電應把握燃煤發電機組
淘汰的契機，積極發展可再生能
源。

積極的減排計劃將可讓我們減
少使用化石燃料。如果我們減
少進口天然氣，並且採用更多
可再生能源，估計到2030年
代，每年的發電成本可節省達
117億港元，而2030年的溫室
氣體排放量亦會減少達41%。
除環境方面的好處之外，發展
本地的可再生能源亦有助我們
減低對進口能源的倚賴，讓本
港更能持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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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立棕地
優先政策
承諾不發展
郊野公園
我們呼籲政府承諾在郊野公園內不作任何
發展，並加快將重要的「不包括土地」納
入郊野公園內。政府應明確採取「棕地優
先」為主要發展及規劃策略，免除改劃綠
化地作發展用途的需要，從而全面保護綠
化地及具生態價值土地。

數字上…

1,192 公頃

13,300,000

508,041 個

棕地

2015年到訪郊野公園
的遊客人次

政府已規劃興建的房屋數
量，足以應付未來35年的
社會需要

為何現在?

有何好處?

香港是否缺乏土地作房屋及滿
足社會需求，就此各界一直爭
論不休。根據本土研究社的研
究指出，新界有1,192公頃的
「棕地」，應優先考慮作發展
用途。然而，發展局局長建
議探討發展郊野公園及綠化地
的可行性，此建議嚴重威脅到
郊野公園在保育、康樂、教育
和生態景觀方面無可取替的地
位及價值。政府應考慮其他更
可行的土地，如棕地及閒置土
地。來屆政府應決心保護郊野
公園，明確採取「棕地優先」
的城市規劃政策。

郊野公園為社會各階層提供休
憩空間，提高生活質素。發展
郊野公園引發極大的社會爭
議，若政府能明確承諾不在郊
野公園內作任何發展，必定能
緩解社會氣氛，促進和諧。
「棕地優先」政策不但可消除
對綠化地、保育帶及郊野公園
的發展威脅，同時可讓我們的
城市繼續發展並滿足住屋需
求。

© caminoel / Shutterst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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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法定自然
保育信託基金
保護具高生態
價值的自然生境
我們要求政府成立一個法定自然保育信
託基金，保護私人土地上具高生態價值
的自然生境。自然保育及土地業權的矛
盾日益加劇，然而現行保育機制卻未能
緩解衝突。法定自然保育信託基金可與
土地持有人進行協商，達至長遠保育生
物多樣性之目標。

為何現在?

有何好處?

現行環境保護政策一直被批評
無力保育高生態價值的私人土
地。現時「環境及自然保育基
金」（ECF）透過撥款，資助非
政府組織與土地業權人訂定管理
協議。此計劃雖然有一定成效，
但由於ECF資助期短促且資金有
限，計劃的規模及長期目標受到
極大限制；而「公私營界別合
作」自2004年推出以來，甚至
未有任何成功獲批的計劃。近年
連串具生態價值的私人土地遭到
蓄意破壞（如沙螺洞、南生圍、
紅樹林遭受破壞），反映私人業
權與土地保育間的衝突日益惡
化。社會亟需一個能平衡雙方利
益的解法辦法。

法定自然保育信託基金可主動
與土地業權人進行協商，達至
保育生態的目的。基金能夠以
多種策略，包括土地收購、管
理協議或與業主簽訂具保育條
款的地役權以限制或完全收回
土地發展權。自然保育信託基
金可向土地業權人提供可行的
方案，突破保育與私人業權對
立的僵局，並可長期資助自然
生境的保育項目。

數字上...

74 個

0個

8 /12

「不包括土地」仍未
獲納入郊野公園內而
遭受發展威脅

「公私營界別合作」自
2004年 推 行 以 來 ， 未
有任何成功獲批的計劃

在12幅獲列為優先保育地
點當中，8幅已欠缺管理
超過十年

© kawing921 / Shutterst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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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海岸保護區
覆蓋至少
10% 香港水域
保護海洋生態及
漁業資源
我們要求政府建立海岸保護區網絡，以
覆蓋至少10%香港近岸及海洋水域，特
別是對生物多樣性及生態系統重要的區
域，並採取有效的保護及保育措施。

為何現在?

數字上...

只有 1.5%
香港水域獲劃定為海
洋保護區

2,000 公頃
的海豚棲息地已被發
展項目破壞。在未來
十年，將再有1,500
公頃海洋面積因填海
工程而消失

27%
本地漁業資源在過去
20年內的跌幅

迄今為止，香港只有少於2％
的海洋水域劃為保護區，而當
中的禁捕區更少於0.1％，其
餘水域幾乎沒有受到任何保
護。在缺乏周詳的法例保護及
管理下，不少重要生態及棲息
地面臨被破壞的威脅，危害海
洋生物及自然生態，包括中華
白海豚。

有何好處?
一個設計及管理得宜的海岸保
護區，可保存物種賴以為生的
重要生境，有助魚類繁殖及育
養魚苗，從而恢復漁業資源。
保育海洋生境能夠保護海洋資
源及社區生計。根據本會一份
委託學術機構進行的全球研究
發現，增加對海洋的保護能提
高從漁業、就業及生態系統服
務所獲得的經濟回報，回報率
至少可達三倍。健全的海洋生
態系統更能應付氣候變化帶來
的影響。

© Apple Chu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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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非法野生物
貿易列為
嚴重罪行
加強調查
及執法
我們要求政府承認非法野生物貿易為嚴重罪行，並將
其列入《有組織及嚴重罪行條例》內，責成相關部門
包括漁農自然護理署、海關和警察的合作，以加強執
法及調查。司法機關亦應對非法野生物貿易的嚴重性
提高意識，並對罪行判處具阻嚇性的懲罰。

數字上...

130,000,000 港元
2015年在香港檢獲的非
法瀕危物種市值

超過 30,000

超過 1,000

每年因象牙而被獵殺的
大象數量。若盜獵情況
持續，大象將於這世代
絕種

過去10年全球超過
1,000名護林員遭獵人
襲擊死亡，還有大量護
林員受傷

為何現在?

有何好處?

規模龐大的跨國及有組織犯罪網
絡經營非法野生物貿易，其利潤
日漸龐大，而涉及的暴力持續惡
化。野生物貿易罪行現時是世界
第四大非法貿易，估計每年全球
利潤高達230億美元。香港已成
為主要的野生物走私樞紐，而且
情況日益嚴峻。在本港，野生物
走私案件數字在過去5年間上升
3倍，於2015年檢獲的走私野生
動植物市值高達1.3億港元。非
法野生物貿易情況極為嚴重，不
容忽視。立法會通過動議辯論，
一致支持政府立法全面禁售象
牙，並加強打撃罪行。

野生物貿易罪行造成龐大社會
代價，加強打擊有關罪行，不
單可保護本地物種免受非法捕
獵及砍伐的威脅（如土沉香、
淡水龜），同時亦保護了數以
千計在香港交易或轉運的瀕危
物種。香港在保護一些高度瀕
危物種上擔當著關鍵的角色，
如犀牛、大象和穿山甲。香
港應藉此履行對《瀕臨絕種
野生動植物國際貿易公約》
（CITES）及《生物多樣性公
約》（CBD）的責任，維護全
球生物多樣性和減少本港的生
態足印。

© WWF-Hong Kong /
Lam Chun Yu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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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足夠誘因
推動商界和
消費者實踐
可持續
貿易和消費

為何現在?

有何好處?

近年，香港市民對可持續生活模式
的意識有所提升，尤其關於使用生
物資源等方面，如魚翅、海鮮和
紙製產品。然而，消費者委員會於
2016年初發表的報告顯示，香港
消費者在意識與行動之間仍有差
距。在2016年，可持續發展委員
會亦展開公眾諮詢，就如何推廣可
持續使用生物資源收集意見。我們
應藉著這些本地及海外的最新發展
及趨勢, 制定措施以提供誘因，從
而推動整個社會實踐可持續貿易及
消費。

香港不僅是一個國際都會，更是眾多
產品的消費及全球貿易中心。香港消
耗大量天然資源，假如香港能為商界
和消費者提供誘因，實踐可持續消費
模式，便可減低香港對全球產生的負
面影響，同時亦可帶動綠色經濟的發
展，進一步帶領香港成為亞洲最可持
續的城市。

政府在推動可持續消費方面，有著舉足輕重的角
色。政府應透過實施「回贈計劃」，鼓勵商界增加
環保產品的貿易，並獎勵消費者實踐可持續消費。

數字上...

34%

150

超過 70

消費者支持與有意
欲購買環保產品之
間的差距

香港政府環保採購
守則中包含的產品
數目

香港市場上經過可
持續性評估的海鮮
種類

© WWF-Hong K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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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建議政府...
香港溫室氣體排放當
中，68.2%來自發電，
我們建議政府推動減
排措施及發展再生能
源，於2030年前減少
30–40%溫室氣體排放總
量。

130,000,000 港元
2015年香港檢獲非法瀕
危物種市值高達1.3億港
元，亟需將非法野生物
貿易列為嚴重罪行，並
加強調查及執法。

· 帶領香港成為亞洲最可持續的城市

68.2%

1,330 萬
2015年到訪香港郊野
公園遊客數量達1,330
萬人次。政府應保護郊
野公園及「不包括土
地」免受發展威脅，並
優先發展棕土。

+10%
我們建議政府將至少
10%香港水域劃為海
岸保護區，以保護海
洋生態及漁業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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