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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秋季 AUTUMN 2010

過去30年的路走來不易。世界自然基金會自1983年開始管理米埔自然保護區。當年，環境保育對香

港人來說是個非常陌生的概念，保育工作只是剛剛起步。30年來，本會一直學習，累積經驗，積極

向公眾推廣保育知識。往後，我們將繼續在保護米埔的漫長征途上奔走，並努力把這片位於東亞─

澳大拉西亞飛行航道中心的國際重要濕地打造成區內濕地保育的典範。

本會在過往30年的保育征途中取得意想不到的成就，以教育為本的保育方式成功提高本港巿民、政

府及商界的保育意識。就讓我們透過一系列「米埔故事」，記念和表揚佳績背後的功臣。

除了表揚一眾默默貢獻的夥伴，我們去年亦收到令人鼓舞的消息，本會獲全球最大的生態保育伙伴

聯盟國際鳥盟頒發「保育成就獎」，表揚我們過去數十年間保育瀕危黑臉琵鷺的貢獻。本會於80年

代後期展開保育工作，當年全球的黑臉琵鷺僅餘288隻，瀕臨絕種。今天，黑臉琵鷺的數目已回升

至2,726隻。雖然牠們的未來漸露曙光，但牠們至今仍屬瀕危物種，保育工作不容鬆懈。黑臉琵鷺

的數目從瀕臨絕種邊緣逐步回升，是我們其中一個引以為傲的重大成就。我們期望能延續佳績，每

年吸引更多黑臉琵鷺重臨本港越冬。

未來我們將繼續竭盡所能，追求卓越。除此之外，我們的成功亦有賴本港以及區外各界長久以來的

支持。尤其近年本港的人口膨脹及土地發展，米埔面對日益增加的壓力和威脅，我們更需要社會各

界持續的資金和實際行動支持，共同保留本港這片生態瑰寶之美。

米埔是今期《生命之延》的主角，就讓我們一同探索這片淨土的豐富生態價值，了解它在區內重要

又獨特的地位，重溫昔日點滴。同時，我們亦為大家呈獻一個個和米埔結下不解緣的人物故事。希

望大家喜歡今期《生命之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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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期《生命之延》以米埔自然保護區30周

年紀念為主題，讓我們一起細說米埔當年

情，重溫這片國際重要濕地的歷史，探索

內�令人嘆為觀止的生物多樣性，並認識

在米埔背後默默耕耘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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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起走過 
米埔的日子
米埔從前是農業和漁業用地。1920年

代，后海灣一帶村民在沿岸低窪地區築

起圍壆（基圍），養殖蝦、魚、蠔、藻和

鹹淡水草等維持生計。

米埔和世界自然基金會（WWF）的淵

源，要追溯至1964年。當時，本會創辦

人斯科特爵士（Sir Peter Scott）到訪米

埔後撰寫報告，向香港政府建議在后海

灣一帶成立自然保護區。報告指出：

「生物豐富的泥灘及紅樹林沼澤地應被

預留作科學研究及教育用途，範圍最好

能延伸至米埔沼澤一帶的魚塘，為保護

區增添有關鳥類學的重要價值。」

米埔的保育價值始被關注。然而，米埔

一帶最終仍因70年代都市發展迅速，逾

百公頃漁塘被填平以興建大型屋苑。

直至1983年，香港政府同意成立米埔自

然保護區，並交由本會管理，旨在將米

埔發展成具教育用途的保護區。之後，

米埔逐漸成為雀鳥和觀鳥者天堂，更在

1995年就《拉姆薩爾公約》獲列為國際

重要濕地。

讓我們在此回顧本會和米埔的歷史吧！

1961
世界自然基金會（前稱世界

野生生物基金會）（WWF）

成立，總部設於瑞士。

1964
本會創辦人斯科特爵士

到訪米埔，並向香港政

府建議在后海灣地區成

立自然保護區。

1976
香港政府將米埔列入具特

殊科學價值地點。

1979
香港加入《拉姆薩爾公約》。

1981
世界自然基金會 

香港分會（前稱世界

自然（香港） 

基金會）成立。

1983
米埔自然保護區成立，

並交由WWF管理。

1984
舉辦首屆「香港觀鳥大賽」， 

為購置米埔蝦塘的管理和保

育權籌款，活動自此成為米

埔的年度籌款活動。

1986
舉辦學校導賞團推廣保

育訊息，並成立野生 

生物教育中心。

1960 1970 198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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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
為東亞、特別是中國內

地的保護區工作人員展

開濕地管理培訓課程。

1995
米埔及內后海灣就《拉

姆薩爾公約》獲納入國

際重要濕地。

2001
加盟足旗繫放項目，為遷徙

濱鳥繫上香港獨有的上白下

黃顏色足旗，以了解鳥類的

飛行路線及停棲地。

2005
展開華南濕地項目， 

以米埔的經驗指導內地

保護區的管理工作。

2006
試行放牧水牛，以水牛踐

踏泥地、在泥地打滾和咀

嚼雜草等日常活動，裨益

濕地生態。

2013
WWF管理米埔自然保護區

30周年。本會及米埔管理委

員會獲頒國際鳥盟保育成就

獎，以表揚多年來致力保育

瀕危的黑臉琵鷺，令其數量

於20年裡上升近10倍，達至

現時全球共2,726隻。

1990 2000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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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土地總面積約11萬公頃的香港，你會

在面積僅380公頃的自然保護區內發現

約400個雀鳥品種，佔全港雀鳥品種約

四分之三。而其中35種，更屬全球保育

關注的物種。

米埔經常被譽為「雀鳥天堂」，但這只

是它的其中一面。事實上，米埔還棲息

�大量其他物種，蘊藏豐富的生物多樣

性，包括：

22 
種爬蟲動物

5 
種大型陸生哺乳動物

33 
種魚類

>40 
種蟹類

8 
種兩棲動物

100 
種蝴蝶

還有更多⋯⋯

#2

#3

約 

270
種維管植物

雀鳥
以外

於2010年在后海灣發現香港獨有的米埔 

屈翅螢（Pteroptyx maipo）

當中部分物種更在米埔被

首次 
發現 
並以米埔命名，相當「威水」，如：

於1970代發現只見於香港、澳門及

越南的米埔近相手蟹（Perisesarma 

maipoensis）

黑臉琵鷺
Black-faced 
spoonbill

本會環境保護經理（華南濕地）文賢繼：「黑臉琵鷺屬於全球瀕危物種，但你可以

在所有世界自然基金會香港分會有份參與保育的濕地——米埔、海豐、漳江口、閩

江口找到牠們。透過各方攜手協力保護牠們的繁殖、停棲和渡冬地，全球的黑臉琵

鷺數量正逐步上升，果然是齊心就事成！」

#6 熊貓          同事推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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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5
米埔蘊藏豐富的生物物種，連辦公室也生機勃勃。在2013
年9月的一個下午，米埔同事在辦公桌上發現一位稀客：

原來一條約70厘米長的年幼滑鼠蛇（Ptyas mucosus） 

想借電話一用！滑鼠蛇並非毒蛇，當時我們想將牠捉

起放回野外，可是牠身手敏捷，很快便消失於辦公室

之中。

此 外 ， 同 事 亦 曾 經 在 馬 桶 看 見 斑 腿 泛 樹 蛙

（Polypedates megacephalus）、在房間內發現夏

天恩物——幫忙吃掉蚊子的東亞家蝠（Pipistrellus 

abramus）等。

苦楝
Chinaberry

米埔自然保護區導賞員思敏：「米埔是

香港苦楝生長最密集的地方之一，春長

嫩綠葉子，夏生淡紫小花，秋結金黃核

果，冬剩棕灰枝條，四季各有美態。」

#7 熊貓同事推介

何謂 
濕地？
我們說米埔是一片濕地，究竟濕地是

甚麼？「濕地」泛指內陸、沿岸地區

及海洋生境中擁有相同特徵的地區。

它一般為水陸交接的部分，長有能適

應特殊生長環境的動植物，潮退時水

深不超過六米。部分濕地是天然的，

例如湖泊、河流、泥灘、紅樹林及一

些珊瑚礁；部分是人工的，如水庫、

魚塘及稻田等。

在米埔自然保護區，你可發現以下六

種濕地生境：

基圍 
（傳統蝦塘）

淡水池塘 潮間帶泥灘

紅樹林 蘆葦叢 魚塘

蛇 
出沒 
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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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在紅樹林的周邊挖掘河

道，再以挖取的泥土來築成

基堤，包圍水體及紅樹林。

另外，在近海的基堤建設水

閘來操控海水的進出，從而

控制基圍內的水位。

#8

#9

#10

興建方法

如何運作

生態價值

紅頰
Small 
Asian 
mongoose

米埔助理野外主任陳啟光：「在野外工作時，紅頰 有時會突

然出現，像過馬路般經過。不過牠們很害羞，一見有人就會躲

入草叢，所以大家要珍惜看見牠們的機會！」

#12 熊貓同事推介

認清 
基圍蝦
米埔其中一個引人入勝的地方，便是傳

統基圍的運作。「基圍蝦」三個字固然吸

引，其符合可持續發展的運作模式，更讓

人讚歎大自然自給自足的能力。
©

  M
.Jacob L

在冬季潮漲時，漁民會打開水閘，讓后海灣的蝦苗隨潮水湧

入基圍。蝦苗靠進食基圍底部的紅樹落葉維生。

基圍蝦的收成期由每年四月底開始，直至八月至九月。漁民

多數選擇在潮退的晚上、蝦類較活躍時收蝦。漁民在閘口設

網，打開水閘，讓蝦隨水流湧出海灣，經過水閘時被網捕

獲。每個基圍每年平均約收成80次。除了蝦外，具經濟價

值的魚類，例如烏頭，亦會一併捕捉。收成期過後，基圍會

被完全放乾，漁民便可捕捉剩下來的魚類。

基圍扶養多種水生及海棲的無脊椎動物（例如蝦和蟹）和魚

類，同時亦為水鳥、哺乳類及爬行類動物提供食物。漁民在收

成時會把沒有經濟價值的雜魚和小蝦留在基圍，讓水鳥飽餐一

頓。一個正在放乾的基圍，能吸引多達1600隻雀鳥覓食，黑

臉琵鷺便是常客之一。傳統的基圍運作模式惠及漁民和各個

物種，又不破壞自然環境，是可持續管理沿岸濕地的好例子。

后海灣

基圍

水閘

基堤 紅樹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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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米埔中心經理鄭定基：「黑翅長腳鷸是既優雅又漂亮的雀

鳥。牠們為了安居樂業而非常努力和有耐性，也是忠誠的伴

侶，常常與另一半出雙入對。牠們一時是歌唱家，但是歌

喉不敢恭維；一時又會化身勇猛的戰士，對抗外敵，保護幼

鳥。身處米埔，你可以在大部分季節發現這奇妙的雀鳥。」

#13 熊貓同事推介

小心，
外敵入侵！

本會積極管理米埔自然保護區，但

這並不代表我們對所有物種無任歡

迎。有些意外傳入香港的外來物

種，由於沒有天敵威脅，不受控制

地生長，對本地生態構成威脅。

因此，我們要想盡辦法消除或遏制

牠/它們蔓延。

©  Katherine Leung / WWF-Hong K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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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oger Lee / WWF-Hong Kong

©  Maja Willis

福壽螺
別被牠那好意頭的名字欺騙，其實牠是威脅淡水環境生態的可

怕生物。1980年代，來自南美洲的福壽螺被引入台灣作為食

物，因味道不佳而未有普及。結果，福壽螺被棄野外，在本港

淡水生境迅速繁殖。

福壽螺以淡水植物為糧食，急速繁殖，並在淡水植物上產下粉

紅色的卵。成年福壽螺不能長期離開水面，相反，卵卻不能接

觸水。為了遏止牠們蔓延，我們須定期清除淡水塘裡的成年福

壽螺，又將牠們的卵扔進水�。

入侵紅火蟻
來自南美洲，牠們透過盆栽植物的泥土輸入本

地。牠們會在基圍或淡水塘的塘壆和小島築蟻

丘，並攻擊任何滋擾蟻丘的生物（例如雀鳥和

人）。我們會在蟻丘附近放置特別餌劑，消除

蟻群。

薇甘菊
亦被稱為「每分鐘生長一里的草」。跟其他攀

緣植物相似，薇甘菊會攀附其他植物以攝取更

多陽光。它在紅樹和其他植物上快速生長和蔓

延，遮擋陽光，窒礙其他植物進行光合作用，

最終令它們受損或死亡。有賴義工協助，我們

可以經常以人手清除薇金菊，阻止它們蔓延。

黑翅長腳鷸
Black-
winged stil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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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
新水（Xuan Thuy）國家公園是越南首個拉姆

薩爾濕地，總面積達15,000公頃。電台廣播是當

地最能接觸普羅大眾的媒介，尤其是教育水平

較低的民眾。世界自然基金會管理的亞洲水鳥

保育基金，在2010年資助當地為期1年的項目，

培訓20位義工在當地電台廣播水鳥保育訊息，

逾4萬名住在濕地範圍的居民均能收聽。

印尼
亞洲水鳥保育基金在2011年資助印尼北蘇

門答臘省 Deli Serdang 地區一個遷徙水

鳥調查計劃。該計劃由大學生與鳥類保育

團體共同參與，調查錄得瀕危水鳥小青腳

鷸，是該地區的首個記錄，同時亦意外地

錄得一隻帶有香港環誌及足旗的翹嘴鷸。

#14

米埔四圍走
米埔及內后海灣位處東亞─澳大拉西亞飛行航道（EAAF）的中

心，這條航道覆蓋範圍廣闊，由北極圈經東南亞，一直伸延至澳洲

及紐西蘭共13,000公里，為逾5千萬隻來自超過250個不同族群的遷

徒水鳥提供棲息之所。可是，此航道的水鳥數量，亦是全球9條航

道中下跌得最快。

要維持整條飛行航道的完整性，單靠保育米埔並不足夠。因此，本

會的工作延伸至亞洲其他濕地和水鳥保育項目，包括合作、提供濕

地管理支援和培訓及管理保育基金等。以下是部分本會推行的保育

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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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沿海地區
亞洲水鳥保育基金資助觀鳥團體在中國沿海其中7個省份

的重點濕地進行同步水鳥調查，有助了解東亞─澳大拉西

亞飛行航道上的水鳥數量變化，並制定這些地區的長遠保

護方針。

內蒙古
亞洲水鳥保育基金資助中國內蒙古自治區輝河國

家級自然保護區建立瀕危丹頂鶴保護網絡。為

推動社區參與，網絡由當地居民及保護區人員合

作建立，由居民協助監察保護區，遏止非法偷取

鳥蛋活動。輝河是丹頂鶴的繁殖地點，計劃實施

後，2012年秋季共錄得7隻丹頂鶴雛鳥，是自2008
年以來的新高。

福建
自2005年起，本會華南濕地項目在福建省漳

江口紅樹林國家級自然保護區展開。本會在

保護區內推行生境管理、社區參與、可持續

發展教育等工作，取得顯著成效。保護區在

2008年被列入拉姆薩爾濕地。

福建閩江河口是該省最優良的河口濕地，曾

記錄14種全球受威脅的物種。透過2012年7
月開始的華南濕地發展項目，本會為當地管

理人員提供指導和支援，令濕地達到可持續

管理和發展，並提升公眾對保護河口生境的

意識。

廣東
本會自2006年起參與廣東海豐鳥

類省級自然保護區的保育和教育

工作，建立教育中心，讓學生體

驗濕地教育活動。保護區在2008
年被列入拉姆薩爾濕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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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大清早在米埔觀賞成千上萬的雀鳥，相信會是在

香港最難得的體驗，尤其當你知道在這裡可以看見

全球瀕危的黑臉琵鷺時。我期望有更多人跟我們一

樣，將米埔視為寶貴的資產，予以珍惜。

平衡城市發展和自然保育一直是我們的重要任務。

米埔與深圳一水之隔，跟福田保護區關係密切。因

此，深圳的環境情況亦值得關注。記得在九十年

代，深圳曾每晚舉行激光表演，影響雀鳥棲息。有

幸經過各方商議後，決定中止表演。

#15

#16

捷成漢先生
前世界自然基金會香港分會
主席(1994-2000)；現任理事

梁銘諾
高級推廣主任 

（米埔參觀事項）

我們在米埔的主要工作包括雀鳥監測，在這裡我們定期記

錄到19種全球瀕危的雀鳥。其中屬於近危的白頸鴉，我們

已經監測了10年以上。儘管亞洲其他地區的白頸鴉數字錄

得下跌，但牠們在米埔的數量在過去10年間卻增加一倍。

由此可見后海灣是牠們的重要據點，我們在米埔的保育和

管理工作對野生生物相當重要。

#17
梁嘉善
高級保護區主任

米埔人
WWF員工、保育人士、大自然愛好者等對

米埔的發展實在功不可沒。以下六位曾經或

現在有份參與米埔保育的「米埔人」，將與

你分享他們跟米埔的點滴。



13米埔自然保護區三十周年特刊

我從小跟隨兄長在馬草壟附近打理基圍。基圍的收成很仰賴天

氣，收入並不穩定。因此，很多漁民紛紛轉營魚塘，我們亦如

是。直至九年前，我到米埔工作，重拾基圍的運作。這行業在

香港已經式微，可幸的是，這門手藝還未消失。現時不單在米

埔，在內地也有人用基圍的方法管理蝦塘。

#19
記得在九十年代，中國政府跟世

界自然基金會合作，每年派員前

往米埔接受濕地管理培訓。當

年，內地在沒有土地使用權和管

理權下，只因應個別物種出沒而

劃分保護區，並沒有保育、管理

和教育功能的概念。米埔正好示

範了一種積極管理的做法，供各

保護區的管理人員參考。

#18
陳承彥
前培訓主任，現擔任國際 
鳥盟主任研究員

陳�光
助理野外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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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生境管理及監察經理柯祖毅（John 

Allcock）跟米埔其中一種動物建立了特

殊的關係。2006年，米埔引入水牛放牧

管理濕地。現時保護區內共有五隻水牛

（四男一女），分別是小米、禾木、米

寶、細Dee和5號（暫稱）。其中細Dee

身處的牛欄設於教育中心旁，令牠可以

經常跟參觀米埔的人士見面。

John 跟細Dee最熟稔：「水牛本來就喜

歡社交，而細Dee比其他水牛更貪玩。

有時踏入傍晚，或天氣稍涼，牠會走近

圍欄看看途經的訪客。我盡可能每週探

望所有水牛，除了確保牠們健康之外，

還有助牠們習慣與人相處。」

不過John提醒大家，看見水牛時切勿掉

以輕心。有時細Dee玩得興起，又或心

情低落（尤其在炎熱或潮濕的天氣）， 

便會變得難以控制，有誤傷他人的可

能。因此，探望水牛時緊記要保持安全

距離。

為何要在米埔引入水牛呢？原來水牛簡

單的日常活動，如踐踏泥地、在泥地打

滾和咀嚼雜草等，可為濕地生境帶來生

態上的益處，吸引水鳥和昆蟲覓食。我

們的研究顯示，這種做法跟人工方法管

理相比，可吸引更多水鳥。

本會每年也會在米埔收集有關水鳥種群

遷徙習性的數據。研究人員為個別水鳥

繫上刻有獨立編號的顏色足旗，以作識

別及追蹤。

鐵嘴沙 是香港常見的小型水鳥，每

年由中亞飛往澳洲北部過冬。2011年4
月，研究人員在米埔為一隻鐵嘴沙 繫

上香港獨有的「上白下黃」足旗，編號

為K6。其後在2011年9月、2012年3月及

2013年3月，K6被發現於距離香港4,591
公里、澳洲西北部的布魯姆出沒。

#20 #21水牛與我 四千公里
外的重逢

歐亞水獺
Eurasian 
otter

助理保護區主任張家駿：「歐亞水獺屬半水生哺乳動

物，活躍於夜間。牠們分佈在歐洲、北非及亞洲多個地

區，儘管範圍廣泛，但卻仍屬近危。在香港，只有很少

地方可發現牠們，米埔便是其中一個。想看見牠們就要

多點運氣了！」

#23 熊貓同事推介

米埔愛
的故事

米埔是一個拉近人和大自然

距離的地方。其中，有人

來這裡尋找漂亮和寧靜的風

景，亦有人找到他們所愛。

以下是這幾年在米埔發生的

愛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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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埔這地方真的造就了一段姻緣。本會環

境保護經理（濕地項目）施百納（Bena 

Smith）在這裡結識他的妻子。

2006年，當時擔任保護區主任的Bena

完成歷時3小時的雀鳥調查，遇上來自

WWF湖北武漢辦事處的吳紅雲。對方來

港與項目資助人會面後，沒有像一般旅

客，趁�空檔瘋狂購物，反而選擇前往

米埔參觀。Bena於是邀請對方參與義務

修樹。這個「不情之請」卻帶來浪漫的結

局——他們當晚在米埔觀星，翌日還一起

參與清晨雀鳥調查。

故事發展在此不贅，二人於2010年結婚，

去年還誕下兒子Lochlann。Bena正在訓

練他成為未來的保護區經理呢！

#22 不情之請

彈塗魚 
Mudskipper

米埔助理客戶服務主任嚴啟芬：「站在浮橋上望

向泥灘，你未必能立即察覺彈塗魚的存在。仔細

一看，才發現原來牠們身處遍地。尤其在彈起的

一刻，更覺牠們很有活力呢！」

#24 熊貓同事推介

就在2013年那次，WWF高級保護區主

任梁嘉善（Katherine）亦身處布魯姆

為水鳥遷徙研究項目擔任義工，結果就

在協助捕捉的水鳥中發現K6的蹤跡！ 更

令人驚喜的是，K6今年3月再度在布魯

姆出現。

重遇遷徙水鳥是多個濕地共同享有的 

奇觀，也是我們在米埔努力工作的一大

回報。

2014年，一家三口樂也融融。

2006年，兩人相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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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年，本會在保護區設立了野生生物教育中心，在1991
年更成立了斯科特野外研習中心，務求以最完善的設施，

為學生和市民提供導賞團服務，並讓科學家和專業人士在

此進行更具效率的研究。隨著發展，米埔現已成為全球頂

尖的濕地保育及教育中心。

透過參加米埔導賞團，沿指定路線參觀基圍、浮橋、野生

動物的棲息地及觀鳥屋，公眾可以親身體驗這片獨特又具

生物多樣性的濕地的美態。

除此以外，我們為學生籌辦多元化的教育活動，目標與可

持續發展教育（ESD）一致，透過趣味活動和參與體驗，

推動社區為保育作出貢獻。透過參觀保護區，學生可獲得

接觸大自然的第一手體驗，從而培養出他們對自然環境和

可持續發展的興趣和關注。

一名參加米埔導賞團的中學生：

「活動能加深我對課本內容的知識，

而導師介紹香港獨特的生態環境時，

既生動又專業。我很訝異，原來這

個石屎森林裡有這麼貼近大自然的

生態及多樣的生物。」

一名參加米埔導賞團的小學生：

「我會呼籲人們不要傷害大自然

的動物和植物，讓我們的後代

也能見到這美麗的大自然。 」

#25

戶外教室

馬蹄蟹
Horseshoe 
crab

米埔野外助理王遠偉：「馬蹄蟹外型獨特

又有趣，並不常見，每當於野外工作時看

見牠們，我也感到特別興奮！」

#28 熊貓同事推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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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27

尖頂地星
Collared 
earthstar

米埔行政主任黎芷君：「在通往辦公室的小徑旁，我第一次看到尖頂地

星菌（長約4厘米），它的外型獨特，只要細心觀察便能看見。然而，

由於它生長的時間不長，故要發現它，運氣也很重要。儘管我們每天路

經同一條路，景物卻每天在變，只要用心欣賞定會有新發現。」

#29 熊貓同事推介

問題天天都多

米埔以外

許多第一次到訪米埔的人，都會對米埔的獨特之處感到訝異和好奇。

以下分享兩個我們在導賞團中最常聽到的問題：

自1991年開始，每年約有200名來自內地的自然保護

區代表於米埔參加培訓。受米埔和香港的保育模式啟

發，他們回到自己所屬的保護區後，會進行不同的保

育及教育工作。

安徽升金湖國家級自然保護區借鑒於米埔基圍，在

當地租賃了800畝（53公頃）池塘，進行生態恢復工

程，包括處理池塘底部的淤泥，形成深淺不一的區

域，並在池塘內種植本土水生植物以淨化水質，吸引

水鳥。

黑龍江黑河市林業局的代表受訓後回到當地，一年內

舉辦了74場環境教育課和22個有關觀鳥、環境保護及

這裡有沒有大熊貓？
沒有。WWF的熊貓標誌為人所熟悉，但不代表我們只保育熊

貓。這個標誌的靈感來自1961年被送往倫敦動物園的大熊貓

熙熙。當時，剛成立WWF的創辦人意識到需要設計一個具影

響力、又能克服所有語言障礙的標誌。於是，他們決定以大熊

貓作為WWF的象徵。

雖然米埔沒有熊貓，但這裡有豐富多樣的生態，值得我們愛

護。因此，我們才在這裡積極管理保護區。

這些雀鳥都是
真的嗎？為甚
麼牠們站�動
也不動？
都是真的。很多雀鳥，例如

蒼鷺和大白鷺，都經常站在

基圍中間休息。

自然探索的活動，向年青人推廣環境教育。當地小學

生還有機會透過由本會設計的教材套「LoLo飛行手

記」，學習黑臉琵鷺的保育知識。



 
30年過去，世界自然基金會香港分會仍然繼續管理米埔自然保護

區，為東亞—澳大拉西亞飛行航道的候鳥提供重要的生境地。我們

期望向地區內其他濕地保護區展示我們的管理模式，分享經驗；並

透過向參觀米埔的學生和公眾傳遞保育訊息，推廣米埔的重要性。

要讓米埔繼續成為地區濕地的卓越中心，生機處處，仍然需要大家

的支持。這包括籌募資金以完善設備的工作、進行大型項目以提升

生境地生態價值、持續提供濕地培訓課程及應對氣候變化項目，並

推動本地和地區合作保育。

#30

故事未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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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quiry 查詢：2526 1011        Website 網址：wwf.org.hk

沒有你的支持，
更多的候鳥可能會消失⋯⋯

支持我們的保育工作！
立即捐款







位於后海灣的保護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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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埔自然保護區
WWF.ORG.HK

1983

400
每年約有200名來自內地的自然
保護區代表於米埔參加培訓。

200

380
世界自然基金會香港分會
由1983年起管理保護區。

在這裡，你可以發現超
過400個雀鳥品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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