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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本會
世界自然基金會 – 攜手成就未來

世界自然基金會是全球性環保組織，分會及辦事
處遍佈全球逾 100 個國家。世界自然基金會的
使命是建立人類與大自然和諧共存的未來。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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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年保育成果

董事委員會主席及行政總裁的話
2016 年是本會保育征途上深具標誌性的一年，各項保育工作取得佳績，許多全新項目亦順利啟航。我
們成功遊說多間國際知名的船公司承諾禁運魚翅，為鯊魚締造更安全的生境。我們領導和團結各界力
量，全面禁止本地非法象牙貿易、繼續力爭各國支持取締亞洲象牙巿場，保護瀕臨絕種的非洲大象。
本會提出 Tx2 目標，期望在 2022 年前將全球野生老虎的數目增加一倍，現已快將實踐。透過持續向
公眾推廣環境及能源議題，我們更致力讓可再生能源融入生活，積極守護理想的未來。
今年，我們從六個範疇著手，致力於本地以至全球保育工作。WWF 最新使命「攜手成就人類與大自然
和諧共存的未來」旨在團結群眾力量，達成各項保育目標。感謝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的支持，我
們現已展開米埔自然保護區「升級」工程，為下一代創造廿一世紀大自然學府。在此歡迎江偉智先生
加入 WWF，帶領本會一步步落實這個意義深遠的重大項目。
「我很榮幸能夠帶領這個專業的保育團隊繼續保育征途。我深信我們對環保的熱誠能有效推動香港成為
亞洲最可持續發展的城市。WWF 踏入 35 周年，將繼續團結社會，為保護珍貴的自然環境許下更堅定
的承諾。未來，我們更專注於可再生能源的發展，期望香港早日成為太陽能城市。」
要達致上述目標，每個人的力量都不可或缺。我們謹代表 WWF 仝人衷心感謝各界支持。未來，請與
我們攜手延續保育佳績，繼續為建立人類與大自然和諧共存的未來努力。

世界自然基金會香港分會董事委員會主席
何聞達
2

WWF-Hong Kong Annual Review 2016

世界自然基金會香港分會行政總裁
江偉智

米埔及內后海灣濕地位處東亞 —澳大拉西亞飛行航道上，每年
供五千萬隻遷徙水鳥使用，包括佔全球四分之一的黑臉琵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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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出公司會員計劃，與公司合
作， 為它們提供指引，協助
它們推行 環保及可持續發展
措施。

2016
2014

香港首度參與「地球一小
時」
，鼓勵公眾透過節約
能源，對抗氣候變化。
©WWF-Hong Kong

米埔首次舉辦「步走大自
然 」（ 前 稱「 米 埔 環 保
行」），讓公眾進一步了
解米埔自然保護區和我
們的保育工作。

2010

2009

©WWF-Hong Kong

元洲仔自然環境保護研
究中心成立，由世界自
然基金會運作及管理。
©WWF-Hong Kong

©WWF-Hong Kong

© Mgn Ltd. (Mirror Group Newspap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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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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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

©WWF-Hong K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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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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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

推出東亞地區首個《海鮮
選擇指引》
，推廣食用環保
海鮮。推出首個為香港度
身 訂 造 的 碳 足 印 計 算 器，
為香港市民提供對抗氣候
變化的方法。

發起聯署並展開「改寫象
未來」活動，促請香港政
府禁止象牙貿易和加工，
保護全球受威脅大象族
群。行政長官於施政報告
中宣佈將全面禁止本地象
牙貿易。
©WWF-Hong Kong

斯科特野外研習中心落成，
由時任港督主持揭幕。

聯同其他環保組織促請
政府馬上停止對大浪西
灣 的 環 境 破 壞。2013
年，政府決定把大浪西
灣劃入郊野公園範圍。
©WWF-Hong Kong

© Martin Harvey / WWF

米埔自然保護區舉辦學校
導賞團推廣保育，為日後
發展學生及導師可持續教
育奠定基礎。

©WWF-Hong Kong

經過 8 年來積極參與，
海下灣成為香港首批海
岸 公 園。 至 2003 年，
賽馬會豐世界自然（香
港）基金會海下灣海洋
生物中心成立，成為亞
洲首個海上教室。

©WWF-Hong Kong

©WWF-Hong Kong

©WWF-Hong Kong

米埔自然保護區成立，並交由
WWF 管理。

與其他環保組織展開「育養
海岸」計劃 ，合力推動海洋
保育及海岸清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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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水及濕地

23,971

名巿民透過米埔自然保護區教育及環保推廣項目體驗大自然的奧妙

450+

名公民科學家參與香港濕地生物多樣性普查。截至 2016 年 4 月，義工總服務時數超
過 2, 600 小時

100+

對鷺鳥在米埔內一個自然而成的鷺鳥林築巢繁殖，當中包括大白鷺、小白鷺、夜鷺及
牛背鷺。鷺鳥林位於保護區內基圍的紅樹林上，是后海灣內唯一的大白鷺繁殖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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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水及濕地
米埔

區內濕地
管理培訓

生態瑰寶 樂聚自然無障礙

米埔自然保護區是候鳥天堂，亦是各種濕地物種的棲息地。

2016 年初，在滙豐的支持下，我們展開為期三年的「樂聚自

科學家在保護區內的紅樹林首次發現屬於皮蠹科甲蟲的米

然無障礙」計劃，目標是將米埔改建成無障礙的自然保護區。
我們期望透過改善米埔現有的設施及因應特殊需要而設計的
活動接待逾 5,500 名肢體傷殘、視障、聽障和智障人士及其

球種群百分之 12 的黑臉琵鷺繼續以米埔作為越冬地。另外，

家人。

為確保區內濕地的健康和完整性，我們一直與中國及鄰近地
區的濕地保育同行緊密合作、交流濕地管理方案，甚至協助
策劃教育項目。本會自 2012 年起在福建閩江河口濕地國家級

2015 年 10 月 7 日，香港鳥類環誌協會在蘆葦叢進行研究時

自然保護區開展「福建閩江河口濕地保育合作項目」，今年繼

© Lew Young

捕獲一隻 2004 年在保護區內被環誌的東方大葦鶯，代表這
隻候鳥已完成 11 次遷徙旅程，往返中國北部和日本地區的
繁殖地和東南亞地區的越冬地，飛行總距離足以圍繞地球兩

© Neil Fifer

埔獨有新品種。目前為止，科學家已在米埔及后海灣發現超
過 14 個新物種。同時，候鳥亦持續返回這片濕地。包括逾全

香港濕地生物
多樣性普查

續取得豐碩成果。我們積極推廣善用濕地資源，使原有養殖
塘更適合水鳥棲息；並培訓閩江保護區工作人員舉辦濕地教
育活動。

周。
承蒙滙豐的慷慨捐助，本會由 2015 年 3 月起進行為期兩年的「香
© Paul Aston

本年度主要成果：

港濕地生物多樣性普查」，招募「公民科學家」在米埔及內后海

• 「閩江河口濕地管理計劃」已完成百分之 99 的工

灣拉姆薩爾濕地進行深入的生態調查。

作項目
• 通過試驗成功清除 24 公頃的入侵性互花米草 , 恢
復泥灘原貌
• 透過最有效方法管理養殖塘，水鳥數目創三年新高
© WWF-Hong Kong

• 額外租借了七個養殖塘改善生境
• 超過 160 位本地師生參與濕地保育活動

本年度主要成果：
• 團隊已進行 19 項生態調查，其中 11 項為本會首次在
米埔進行的調查，對象包括哺乳動物、昆蟲、水生動
物及蜘蛛等
• 2016 年 3 月，透過紅外線自動相機首次拍攝到稀有
的歐亞水獺

• 教師工作小組成功設計六個校本教育活動

皮蠹科甲蟲 (Orphinus barthelemyi)
© WWF-Hong Kong

© Paul Leader

本會工作人員模擬視障人士的參觀情況，進一步了解他們的需要

東方大葦鶯 (Acrocephalus oriental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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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

100%

鯰魚為美心集團旗下餐飲業務重要的海鮮食材，透過與本會合作，集團改變其鯰魚
採購政策。現時，其全線業務使用的鯰魚均來自經 ASC 認證的環保養殖漁場

63%

截至 2016 年 6 月 30 日，全球 20 大船公司中有 16 間已訂立禁運魚翅政策，共佔全
球船運巿場業務的百分之 63

34

Sea for Future 其中一個活動是舉行了一個為期四天的菲律賓本田灣考察團，參與
的 34 人當中包括漁民團體代表、學者及立法會議員，成功讓參加者更了解海洋保護
區的好處

16,000

大澳「觀豚導賞服務先導計劃」是 Safe Haven 中華白海豚保育計劃其中一環，專為
觀豚小艇之旅提供導賞服務。截至目前為止，受惠遊客已逾 16,000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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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爭禁運魚翅

香港每年處理全球約五成魚翅貿易。2015 年，本地魚翅貿易有百分
之 92( 按重量計 ) 經海路進口。本會於過往一年進行業內意見調查，
並與全球 20 大船公司展開對話。我們為船公司就運載魚翅所涉及
的環境、法律及品牌聲譽問題提供資訊，包括誤運受威脅鯊魚品種
的違法風險。截至 2016 年 6 月 30 日，全球 20 大船公司中的 16 間

海洋保護區的
重要性

讓一眾參加者包括漁民團體代表、學者及立法會議員實地考察。透
過考察團，參加者更了解海洋保護區 (MPAs) 的重要性及好處，我
們探索如何通過不同的漁業管理模式有效保育海洋環境，同時維
持蓬勃、具經濟效益的漁業。透過一系列由當地政府官員、非政府

已訂立禁運魚翅政策。本會就此召開新聞發布會，同時發表報告《危

組織及研究人員主講的分享會，以及到訪當地數個生態旅遊點，團

機管理：國際船公司齊向魚翅說不》。

員親身見證社區參與共同管理海洋保護區的成功例子，亦期望將之

香港的人均海鮮消耗量名列亞洲第二位，對全球漁業資源有舉足
輕重的影響。本年度，WWF 繼續致力推動本港企業實踐環保海
鮮採購，並影響鄰近地區採購政策。我們與本港三間凱悅酒店合
作推行先導計劃，評估其選用海鮮的可持續性，並協助集團達成
於 2018 年前以符合可持續發展的原則採購一半海鮮食材的這個

© WWF-Hong Kong

商界支持
環保海鮮

2015 年 12 月，本會舉辦了一個為期四天的菲律賓本田灣考察團，

2014年，W WF聯同六個合作伙伴展開為期兩年的「育養海岸」計

育養海岸
一路走來

劃，協助政府制定長遠有效的海洋保育方案，解決本港長期以來的
海洋垃圾問題。2015至2016年間，計劃共召集約1,600名義工進行
以公民科學為本的調查及海岸清潔。育養行動、海洋講座系列及其
他宣傳活動大大提高社會各界對香港海洋垃圾問題的認知。透過
鼓勵不同海洋使用者及漁民團體的持續參與，以及加強與中國內地

全球目標。

續性，並承諾於 2020 年停止供應一系列非環保海鮮。他們亦與
WWF 位於菲律賓、泰國以及日本的辦事處合作，將選用環保海

© WWF-Hong Kong

另外，半島酒店所屬公司亦與本會合作評估所選用海鮮的可持

應用到未來本港的海洋保護區規劃和管理上。

及澳門民間團體的合作，WWF將繼續致力改善本港及鄰近地區海
洋垃圾問題。

鮮的理念延伸至當地業務，改善該企業於鄰近地區的海鮮採購政
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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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候變化及 能源

195

2015 年 12 月，195 個國家在巴黎氣候變化大會達成歷史性減排協議，對抗氣候變化
──這絕對是我們多年來在聯合國氣候變化倡議工作中最振奮人心的一刻

1.5°C

巴黎協議與會國家訂立目標，務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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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度內。作為其中一個率先提出此項目標的團體，WWF 很高興它被納入最
終協議

1,000+

於巴黎氣候變化大會期間，各國政府、城市和商界發表了一系列的宣言和承諾，攜手
發出清晰訊息：世界已準備好轉用潔淨能源。現時，全球有超過 1,000 個城市承諾百
分百使用可再生能源
"The Urban Gre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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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用雪櫃調查

本年度，WWF 邀請義工協助巡查全港 26 個零售商戶超過 700 間門
市的陳列式雪櫃，發現當中一半以上為無門雪櫃，每年不僅浪費 9,000
萬度電，更額外產生 51,000 公噸碳排放。無門雪櫃嚴重浪費電力，冷
藏食品效能亦成疑。本會另一項調查發現，全港百分之 98 便利店奶品
雪櫃冷藏溫度未達攝氏 4 度的食安標準，反映現行監測方法存在漏洞，

WWF 一直致力向本港各持分者推廣低碳理念，我們期望於 2030 年

積極減排
低碳香港

前達致百分之 40 的絕對減排目標及最少百分之 5 的電力來自本地可
再生能源、於本地電力巿場推行上網電價，以及各界投入更多資金提
升能源效益，共同實現每年攝氏 1 至 2 度的節能目標。
上網電價為可再生能源投資者 ( 包括市民及企業 ) 提供合理和穩定的

會議員合作向食物環境衛生署提出質詢，促請各政府部門加強冷藏溫

經濟回報，回購其可再生能源系統的電力，以鼓勵社會安裝與電網相

度監管及檢測。

連的小型可再生能源系統。現時，台灣、日本、首爾及澳門政府已經訂
立上網電價，促進當地發展可再生能源，當中以天台太陽能甚為廣泛。

重點成果：
© Olivia To / WWF-Hong Kong

© WWF-Hong Kong

對食品安全構成重大風險。我們隨即呼籲零售商改善現況，並與立法

• WWF 訪問超過 530 名巿民，七成人支持並促請商戶立即為
無門雪櫃加裝雪櫃門，保障冷藏溫度及減少浪費電力
• 本會在年宵攤位成功接觸 6,000 名巿民，並收集到 1,500 個
簽名促請商戶加裝雪櫃門或淘汰無門雪櫃，對抗氣候變化
• 多間商戶正面回應本會呼籲，1,200 間零售店鋪將加裝雪櫃
門或優先選用有門雪櫃，有效節省每年 800 萬度電，避免
5,500 噸碳排放，同時保障冷藏溫度，大大降低食安風險。

企業聯手
減碳有功

今年，本會專為商界而設的低碳製造計劃 (LCMP) 和低碳辦公室計劃
(LOOP) 繼續協助企業減碳，參與企業業務同時亦錄得增長。2015 年
及 2016 年，26 間 LCMP 認證企業的業務增長了百分之 96，與「一切
如常」2 的情況相比，碳 排 放合共 減少 142,282 噸。參與 2016 年度
LOOP 認證的 26 間公司，單從辦公室日常營運就一共節省了 837 噸碳

WWF 今年繼續為 LCMP 和 LOOP 公司員工舉辦低碳活動，並提供

你也可以
著手改變

有關氣候和能源的重要資訊。透過研討會、實地視察、電子報及其他
渠道，我們成功接觸到 33,200 名員工。
我們深信，每個人都可為對抗氣候變化出一分力。同樣地，每一個員
工都能在工作環境中成為低碳倡導者。今年我們推出《低碳改造者》

排放。LCMP 及 LOOP 協助企業減少碳排放，成效相等於 6,222,565

實踐手冊，鼓勵每個員工從個人行為轉變為其他員工、管理層、顧客及

© WWF-Hong Kong

棵樹一年的碳吸收量。今年，LCMP 計劃推展至「世界最新興生產基

商業合作伙伴帶來正面影響，齊心對抗氣候變化。手冊列舉了 75 項不

地」越南，當地是現時全球最受氣候變化影響的其中一個國家。2016

同的員工參與活動，涵蓋一系列可持續議題，除鼓勵個人參與，亦着

年，越南有三間工廠參與計劃並接受認證。我們期望中國、越南乃至世

重互動討論及集體行動。

界各地更多工廠能意識到在生產過程中控制碳排放量的重要性。

世界自然基金會香港分會各辦事處於 2016 年財政年
度通過認證的碳排放量

葵興

每位員工
2.08 公噸

海下灣

每位員工
3.59 公噸

中環

每位員工
8.94 公噸

米埔

每位員工
1.81 公噸

元洲仔

每位員工
1.38 公噸

所有 LOOP 認證辦公室的每年人均碳排放量之平均值：
2.94 公噸
2 「一切如常」(BAU) 指在目前發展模式下不採取減排措施造成的溫室氣體排放量預測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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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生生物

20,000

每年，超過 20,000 隻非洲大象因其象牙而被獵殺，即平均每小時就有三至四隻大象
被殺，主要滿足亞洲對象牙製品的需求

415,000

根據世界自然保護聯盟 (IUCN) 的資料顯示，自 2006 年以來，非洲象的數目大幅減少
111,000 隻至現時的 415,000 隻。各國政府必須立即行動，避免剩餘的非洲大象步
向滅亡

2

政府建議五年內（2021 年前）全面禁止本地象牙貿易，然而 WWF 的研究指出全面實
施有關政策只需兩年時間。假如政府停止簽發新的管有及買賣象牙許可證，加快立法
程序，本港有望在 2018 年前全面實施象牙貿易禁令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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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改寫大象未來
知道大象會因被取走象牙而喪命。「象牙」一詞令很多人誤解，
認為象牙與人類牙齒一樣會自然脫落。WWF「改寫象未來」
活動邀請巿民為象「牙」創造一個新字，藉此釐清公眾誤解。

全面禁止
香港象牙貿易

沉重的真相
© Martin Harvey / WWF

香港是現時全球最大的象牙製品零售巿場，然而很多人仍不

野生生物
WWF 發表報告「沉重的真相」嚴正揭示現時本港象牙市場
監察機制七大漏洞，包括走私由盜獵非洲大象而來的象牙、
以本地合法象牙為掩飾進行非法象牙買賣等違法活動。這

我們在為期四個月的活動中善用多個不同媒介，成功收集到

些漏洞表明香港監管不足的象牙貿易正助長非洲猖獗的盜

90,000 個聯署及逾 2000 個新字創作，透過釐清港人誤解及

獵危機。

2016 年 1 月 13 日，行政長官梁振英提出政府將積極研究逐
步淘汰本地象牙貿易。他其後接受 CNN 訪問時強調政府會
「逐步全面禁止本 港 象 牙貿易」。有見及 此，WWF 委託 本

行為上的改變，促使政府採取實際行動杜絕象牙貿易。

地 大 律 師 Tim Parker 及 國 際 法 律 顧問 機 構 Global Rights

本地進口象牙於 1990 年起便屬違法，唯很多香港象牙商人
非洲大象的數量由上世紀的 300 至 500 萬隻，銳減

手上的存貨，政府亦無義務對他們作出補償。

港非法轉口象牙情況亦非常嚴重，許多象牙買家將在港購
入的象牙製品偷運過境。我們促請政府全面禁止本港象牙
貿易，並配合調查搜集所得證據與象牙商人展開對話。

© WWF-Hong K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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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口象牙均屬違法，故此象牙商人已經有 26 年的時間出售其

疏忽，說明在港可輕易取得非法象牙。另外，未經許可從香

© Cover: Laurent Baheux

© Laurent Baheu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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牙商業貿易。由於在 1990 年國際象牙貿易禁令實施後，所有

讓許多不法之徒有機可乘。報告列出數種違規行為和制度
© WWF-Hong Kong

大象因此被殺。

止本港象牙貿易》。結果指出政府可於兩年內全面禁止本地象

本地的合法象牙儲備。制度漏洞、象牙庫存和交易記錄不實

至現存不足 42 萬隻。以亞洲巿場為首的龐大象牙需
求致非法盜獵的情況猖獗，每年超過 20,000 隻非洲

Compliance LLP 進行研究，撰寫報告《如何馬上開始全面禁

至今仍然聲稱其售賣的象牙製品原料源自 26 年前已進口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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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地生物多樣性 及可持續發展

3.9

雖然香港是一個小城巿，然而我們對可再生天然資源卻有龐大需求。如果全人類都以
港人模式生活，將要 3.9 個地球才能滿足所需，這明顯是不能接受的

100

本會就全數涉及具重要生態價值地帶的環境影響評估報告及規劃研究提交意見，為
大自然發聲

1,600

名巿民聯署支持本會，促請政府在《生物多樣性策略及行動計劃》中加入七大建議。
本會的建議涵蓋海洋、陸地、濕地保育、受威脅物種以及可持續消費這五個範疇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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矢志打擊
生態破壞

監察土地政策

近年，本港生態破壞個案數字不斷上升。現行法律保護不足，加上
政府執法不力，致生態破壞問題無日無之。本年度，本會繼續積極
保育香港生態。我們向有關部門報告所有已知在生態重要地帶發生

2015 年 11 月，「團結香港基金」發表報告指出本港現時的土地供
應將無法應付未來房屋需求，組織建議透過填海及開發郊野公園以
提供超過 9,000 公頃土地，我們的保育團隊迅速指出報告謬誤。引
用政府人口增長預測數字，目前的土地供應已足夠應付未來 35 年

污染內后海灣拉姆薩爾濕地的魚塘，港鐵因此被定罪判罰。

新增超過 500,000 家庭住戶的房屋需求，遠高於統計處推算的住

打擊生態破壞是持久戰，需要各界合作才能成功。今年，我們積極
參與政府《生物多樣性策略及行動計劃》制訂工作，計劃將成為本
港未來數年保育方向藍圖。除了在 BSAP 督導委員會、不同的工作

© WWF-Hong Kong

的破壞行為，並得到正面回應，例如高鐵工程承建商將泥水倒入並

戶増長數字 482,700 戶。
WWF 亦繼續堅決反對政府在本港多處不必要的土地發展及填海
計劃，行動在東涌新市鎮擴展計劃中已見成效。首先，我們成功游

© WWF-Hong Kong

小組及焦點小組中提出建議，我們亦向企業、媒體及公眾就 BSAP

說政府擱置在具重要生態價值、屬於馬蹄蟹聚居地的東涌灣填海；

發表演說，同時針對本會就行動計劃的 7 個重點建議收集公眾聯署。

我們亦成功促使政府把整個東涌谷納入發展審批地區圖，亦即表示

我們亦與其他環保團體合辦「全港生態環境破壞地圖 2006-2016」

未經許可的發展及於私人土地非法傾倒由未來新巿鎮發展產生的

展覽，讓公眾了解現況，爭取他們的支持。

建築廢料行為將受法律規管。

WWF 7 項重點建議

大埔沙螺洞保育行動

© WWF-Hong Kong

地球透支日
自然的警號

地球透支日代表人類在這一天便已把全年地球可再生自然資源耗
盡。在過去數十年，每年的地球透支日都一再提前，意味着人類以
越來越快的速度消耗地球資源。在 2015 年，地球透支日為 8 月 13
日，代表人類在不足八個月內便已耗盡全年可用的可再生天然資
源。在地球透支日當天，本會的街頭募捐大使向途人講解每個人都
可透過改變日常生活中尤其是衣、食、住、行四方面的消費模式減
低生態足印。

最新數據顯示，若全球人
類均以港人模式生活，便
要 3.9 個地球資源才可滿
足我們所需。

香港的生態足印

上水新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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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眾參與教育

242,279

名巿民於本年度支持本會的保育工作，為我們及下一代締造更美好的生活環境

704/27,572

704 名義工和實習人士於本年度參與本會義務工作，共付出了 27,572 小時的服務時數。
他們除了獲得寶貴經驗外，亦身體力行向公眾展示透過日常生活中的小行動便可為環境
帶來大轉變

33,547

名巿民透過捐款支持本會，協助推動本會的保育及教育工作，並成為環保倡導者，共建
更美好的未來

30%

透過專為師生而設的多元化教育活動、項目及培訓計劃，我們接觸到全港三成的學校。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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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眾參與及教育

與校攜手
普及可持續生活

© WWF-Hong Kong

© WWF-Hong Kong

第十屆
「地球一小時」
今屆「地球一小時」於 2016 年 3 月 19 日舉行，同步響應的

今年，本會獲得優質教育基金撥款支持，開展為期三年、

還有全球 178 個國家和地區數以百萬計的公眾。當晚，本港

以「改變」為焦點的「將可持續生活納入本地小學課程」

逾 4,100 間公司和大廈、所有大學、超過 230 間中、小學及

計劃。本會與 12 間小學協作，以全校參與模式把可持續發

多個地標建築物一同參與這個年度盛事。活動舉行期間，香

展議題融入校園環境中。透過有趣的校本活動，我們鼓勵

港的用電量下降了百分之 3.06，相等於減少約 113.8 噸碳

不論是學生、老師、家長或管理層於日常生活中作出可持
© WWF-Hong Kong

排放。

續的選擇。

© Ringo Ma / WWF-Hong Kong

元洲仔迎來
110 週年！

年度盛事

元洲仔自然環境保護研究中心是香港一個重要的文化及自然
WWF 每年都會舉辦三個極具代表性的年度籌款活動：「步走

遺產，同時亦是本港一片城巿綠州，公眾除了能學習有關生物

© Ringo Ma / WWF-Hong Kong

鼓勵學校
投入保育

大自然」、「香港觀鳥大賽」及「跑出未來」。每年，這些富趣味
性且具教育意義的活動都吸引數以千計巿民參與，並為本會的
保育及教育工作帶來重要的資金支持。本年度這些活動一如既
往獲得公眾熱烈支持，並為本會成功籌得數百萬元善款。

過專為師生而設的多元化教育活動、項目及培訓計劃，我們接
觸到全港三成的學校。多元化的活動包括於三個戶外教室：海
下灣海洋生物中心、米埔自然保護區及元洲仔自然環境保護

共籌得超過港幣 80 萬元善款

研究中心舉辦的學習活動、在校外展教育項目、保育政策倡議
工作、親身參與保育行動以及教師專業培訓。凡此種種皆為參
加者帶來獨特難忘的大自然體驗。

超過 2,000 名參加者 / 共籌得超過港幣 120 萬元善款

© WWF-Hong K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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仔踏入 110 歲，共有超 過 800 名巿民參與於 2016 年 1 月舉
行的開放日盛事。本會將提升元洲仔的設施及舉辦更多元化

的教育項目，並期盼於未來接待更多學生、參觀人士、WWF
支持者及義工。

© WWF-Hong Kong

今年，本會有關可持續發展教育的各項計劃取得極大成功。透

2,300 名參加者 / 共籌得港幣 180 萬元善款

多樣性的知識外，亦能親身見證可持續的生活方式。今年元洲

29

齊來參與

財務摘要

以下是世界自然基金會香港分會截至 2016 年 6 月 30 日的財務摘要及分
析，由香港立信德豪會計師事務所有限公司審核，並按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編製。

© Kinni Ho

主要收入

本 會 連 續 兩 年 錄 得 盈 餘 並 於 本 年 度 持 續 增 長。 本 財 政 年 度 的 總 收 入 為
9,020 萬港元，較去年增加百分之 7。個人捐款繼續成為本會的最主要收
入來源，而街頭籌款尤其有顯著的增長。公司捐款仍為本會另一主要收入
來源。本年度由信託及基金所得捐款亦大幅增長，主要用於各項米埔保育
項目如「香港濕地生物多樣性普查」、「樂聚自然無障礙」計劃以及海洋
保育項目 Sea For Future。
我們深信透過推動切合本港需要及具影響力的保育及教育項目，不但能為
來年帶來更多捐款，亦能回應捐款者的支持及期望。

公司會員計劃
締造三贏

其他收入
HK$7.8M

攜手為地球
燃點希望

展的城巿至關重要。我們的「公司會員計劃」致力與不同
企業合作，締造有利環境、社會及參與公司的三贏局面。
今年共有 378 間公司及機構透過捐款、實物捐贈及保育承

6%

2016 財政年度的收入來源
信託及基金
HK$6.9M

諾支持本會工作。我們致力為公司會員提供可持續業務營
運模式的建議，並協助會員推廣保育信息及構思環保活動，

9%
6%

政府撥款
HK$5.4M
© WWF-Hong Kong

WWF 深信各行各業的支持對推動香港成為亞洲最可持續發

籌款活動及銷售
HK$5.4M

HK$90.2M

7%

公司員工亦有機會親身參與本會的保育項目，獲得難忘的
大自然體驗。

53%

個人捐款
HK$47.9M

© Cody & Co./ WWF-Hong Kong

19%

個人捐款繼續成為本會最主要收入來源。2016 年度，超過
33,000 人透過捐款支持本會，當中約 27,000 人為定期捐
款人士。本年度，我們繼續鼓勵公眾參與每月捐款會員計
劃或「助養」瀕危野生物種，作出定期捐款。我們透過不

公司捐款
HK$16.8M

同渠道接觸巿民，每個定期捐款者都為本會提供穏定及可
靠的收入，令我們得以延續本會的保育使命。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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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財政年度的總支出為 8,570 萬港元，較去年增加百分之 13.9。總體支

本會支出

出增加主要來自「香港濕地生物多樣性普查」、「樂聚自然無障礙」計
劃以及 Sea For Future 等有規限的跨年項目。保育工作繼續是我們本年

機構管治

度最主要的支出範疇，較去年增加百分之 17。本會繼續集中於社區教育

作為具領導地位的非牟利環保組織，世界自然基金會香港分會透過專
業、誠信和透明度，取得公眾的信任。
本會由董事委員會專責管治。委員會成員來自保育界、教育界和商界，
全部均為對自然保育有抱負的專業人士，以義務性質參與，並利用其

工作上，包括在本會各教育中心舉辦活動、教育者培訓活動，以及和學

專業知識提供意見、訂立策略性方向、通過保育項目和每年的財政預

校合辦教育項目。另外，投放資源於社交媒體及其他網絡與支持者保持

算案，以及監察本會的營運。

聯繫和推動社區參與尤其重要。一如既往，部分捐款收入用於協助世界

董事委員會的成員必須為世界自然基金會香港分會的理事，並於周年

自然基金會總部推行全球項目。

大會上獲其他理事選為委員會成員。委員會成員的任期為三年，並可
競逐連任另一個三年任期。除獲董事委員會准許，委員會成員任期上
限為六年。
為擴展及深化董事委員會的職能，委員會下設多個由相關範疇之專家
組成的附屬委員會，就保育、教育、發展、財務及管理米埔自然保護
區等範疇提供專業意見。
本會深明自願披露資訊對建立公眾信心至關重要。為確保財政資源用
得其所，我們提供清晰、準確及具透明度的財政資訊讓公眾監察。我
們的財務帳目乃根據《香港財務匯報準則》制訂，由香港立信德豪會
計師事務所有限公司獨立核數，並刊載於每年的年報內。
世界自然基金會網絡
HK$3.5M

行政
HK$4.0M
活動及
銷售成本
HK$2.4M

3%

4%

4%

2016 財政年度的支出分配
支持者
網絡拓展
HK$21.6M

25%

HK$85.7M

50%

保育
HK$42.6M

董事委員會
成員

主席

何聞達先生

董事委員會
(Members as at 30th June 2016)

白丹尼先生 義務法律顧問
陳美娟女士
張肇昌醫生
朱雅儀女士

14%

杜德俊教授
范文志先生
方文雄先生, BBS, JP

社區教育
HK$11.6M

李瑞霞女士 (義務司庫)
龍德先生
彭敬慈博士, MH
薛綺雯教授
吳宗權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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衷心感謝

地球資源愈來愈罕有，對所有生態系統和生物構成的壓力愈來愈大，令本
會的保育工作更刻不容緩。在這環境下，我們需要時間、決心和持續的捐
款才可有效運作。如果沒有個人及各大企業的慷慨支持，我們就不可能繼
續保育和教育項目。
我們在此衷心感謝大家讓本會能繼續堅守保育使命，創造一個人類與大自
然和諧共處的未來。由於版面所限，我們不能向所有支持者逐一致謝，但
希望您仍能感受我們由衷的謝意。

世界自然基金會香港分會公司會員 2015-2016

純銀會員

日本城 ( 香港 ) 有限公司

永旺 ( 香港 ) 百貨有限公司

莊信萬豐太平洋有限公司

香港航煤營運有限公司

畢馬威會計師事務所

第一電業有限公司

南丫天虹海鮮酒家有限公司

奧雅納工程顧問

羅氏集團

AXA 安盛

歷德香港有限公司

交通銀行股份有限公司香港分行

元暉光電有限公司

東亞銀行有限公司

領先工業有限公司

The Body Shop (HK & Macau)

Lombard Odier

Bond Apparels International Limited

能益有限公司

雙鑽石會員

香港上海大酒店有限公司

普利司通飛機輪胎 ( 亞洲 ) 有限公司

宏利人壽保險 ( 國際 ) 有限公司

中國光大國際有限公司

九龍建業有限公司

新紀元清潔有限公司

孖士打律師行

晶苑集團

萬昌五金建材有限公司

中國飛機租賃集團控股有限公司

麥當勞有限公司

捷成集團

來寶集團有限公司

俊和發展集團

邁進顧問工程師事務所

嘉里控股有限公司

歷峰亞太有限公司

信達國際控股有限公司

日本命力健康食品有限公司

捷成馬國際有限公司

太古地產

Como Como

現代貨箱碼頭有限公司

兆亞投資集團有限公司

永靈通金融有限公司

康宏金融集團

港鐵公司

九龍倉集團有限公司

擇善基金會

中遠國際控股有限公司

華昌工程有限公司

科銳香港有限公司

南華精機製品有限公司

鑽石會員

珍珠會員

牛奶有限公司 – 7-Eleven

利安電光源 ( 香港 ) 有限公司

佳能香港有限公司

國泰航空公司

藝康化工有限公司

新世界發展有限公司

花旗集團

鱷魚恤有限公司

開元信德會計師事務所有限公司

華僑永亨銀行有限公司

廣興管理有限公司

大昌行集團有限公司

英皇集團 ( 國際 ) 有限公司

Olympus Capital / Asia Environmental Partners

新濠集團

環球信貸集團有限公司

第一上海集團

東方海外貨櫃航運有限公司

太寅集團有限公司

銀河娛樂集團

嘉柏建築師事務所有限公司

電訊盈科有限公司

美國莊臣有限公司

喜高集團

鷹君集團有限公司

莎莎國際控股有限公司

興華拓展有限公司

Hinrich Foundation

海航集團 ( 國際 ) 有限公司

精工表

邵氏父子有限公司

香港浸信會醫院

香港航空發動機維修服務有限公司

申州國際集團控股有限公司

新鴻基地產

香港賽馬會

香港會議展覽中心 ( 管理 ) 有限公司

蓆夢思床褥傢具 ( 香港 ) 有限公司

利奧紙品集團 ( 香港 ) 有限公司

香港中華煤氣有限公司

Sinomax Health & Household Products Limited

黃金會員

年利達律師事務所

香港廸士尼樂園度假區

施華洛世奇香港有限公司

佳飛有限公司

無印良品 ( 香港 ) 有限公司

合和實業有限公司

德永佳集團

恆生銀行

新瑪德集團

希慎興業有限公司

黛麗斯胸圍製造廠有限公司

恒基兆業地產集團

經綸慈善基金有限公司

英之傑香港

Turner International Asia Paciﬁc L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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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感謝以下曾於本年度以各種方式支持本會的機構和人士

機構

政府新聞處

曼佳美 ( 香港 ) 照明電氣設備

永義（香港）有限公司

立體意念有限公司

鷹君集團有限公司

Milk Magazine

樂活製衣有限公司

ADM Capital Foundation Limited

恒生銀行

現代貨箱碼頭有限公司

VT Comms

艾奕康有限公司

喜高 ( 香港 ) 有限公司

商船三井

世界自然基金會美國分會

第一電業有限公司

恒基兆業地產

無印良品 ( 香港 ) 有限公司

雅虎香港

apm

香港航空發動機維修服務有限公司

新世界發展有限公司

Z Entertainment

久裕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香港浸信會醫院

黃廷方慈善基金有限公司

Zip Magazine

Ban Ban Music Limited

香港交易所

來寶資源有限公司

中國銀行（香港）公司

香港房屋委員會及房屋署

香港海洋公園

香港立信德豪會計師事務所有限公司

香港海事博物館

奧海城

個人

爆炸綿羊有限公司

香港電車有限公司

荷里活廣場

歐陽伯權先生

佳能香港有限公司

香港

RoadShow Media Limited

白丹尼先生

Charities Aid Foundation America

漢溢實業發展有限公司

美國莊臣有限公司

Ms Chan Wai Lan Doris

其士集團

香港上海滙豐銀行

邵明路基金會有限公司

Mr Cheng Ting Fung

中國 3D 數碼娛樂有限公司

香港上海大酒店管理服務有限公司

耀博培訓有限公司

Mr Choi Yeung Bun

中國光大國際有限公司

Hutchison DBS Card Limited

信和行政服務有限公司

Mr Franklin Chow

中國人壽保險 ( 海外 ) 股份有限公司

和記電訊香港控股有限公司

信和集團

Ms Christophe Barthelemy

花旗銀行 ( 香港 )

希慎興業有限公司

Snaptee Limited

Mr Darren Obrien

Cody & Co.

I.T. Apparels Limited

事必達精密製造有限公司

Mr William W. Flanz

德國駐港總領事館

綜合環保集團有限公司

星傳媒體

Mr Fong Sut Sam

晶苑集團

國際廣場

太古地產

何聞達先生

愉景新城

捷成洋行

天比高廣告公司

Mr Markus F. Jebsen

大昌行集團有限公司

JM Network

The Body Shop

Mr Hans Michael Jebsen

水警西分區基地

啟勝管理服務有限公司

清水灣鄉村俱樂部

Ms Joanne Loughlin

教育局 - 德育、公民及國民教育

嘉里控股有限公司

建造業議會

Mr Lai Chi Shing Vincent

伊萊克斯 ( 遠東 ) 有限公司

私人國製作有限公司

牛奶有限公司 - 7 Eleven

麥禮賢先生及夫人

益力堅實業有限公司

九龍城廣場

香港中華煤氣有限公司

Mr Douglas Nairne

開元信德會計師事務所有限公司

宏基測量師行有限公司

香港賽馬會

Mr Markus Shaw

英皇集團 ( 國際 ) 有限公司

標誌測量 (1980) 香港有限公司

香港上海大酒店有限公司

Mr Ralf Siempelkamp

環境及自然保育基金

利希慎基金

九龍維記牛奶有限公司

唐裕年先生

安永會計師事務所

衞奕信勳爵文物信託

淩霄閣有限公司

Miss Monica Terwindt

幸福醫藥有限公司

馬來亞銀行

太古集團慈善信托基金

徐健先生

Geometry Global

ManyMany Plus

東京海上火災保險 ( 香港 ) 有限公司

楊子信先生

高盛

Marks and Spencers

時代廣場

恒生銀行

美心食品有限公司

黛麗斯國際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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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自然基金會香港分會

Annual Review 年度報告 2016

242,279
名巿民支持本會保育工作

27,572
704 名義工和實習人士於本年度參
與本會義務工作，共付出了 27,572
小時的服務時數。

110

378

今年，元洲仔自然環境保護研究中心
踏入 110 歲，超過 800 名巿民參與於
2016 年 1 月舉行的開放日盛事。

間公司和團體支持本會工作

HK

WWF-Hong Kong, 15/F Manhattan Centre, 8 Kwai Cheong Road, Kwai Chung N.T. Hong Kong
香港新界葵涌葵昌路 8 號萬泰中心 15 樓世界自然基金會香港分會
Tel 電話 :(852) 2526 1011

Fax 傳真 :(852) 2845 2734

Email 電郵 :wwf@wwf.org.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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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F.ORG.HK

© 1986 熊貓標誌 WWF,® “WWF” 是世界自然基金會的註冊商標

© Brent Stirton / Getty Images

© 1986 Panda symbol WWF ® “WWF” is a WWF Registered Trademar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