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英國總領事館和世界自然基金會期望收集學校的意見。老師或學校負責人可以透過圖片、文字
或教學片段提供意見及分享使用教學資源的心得。
您的參與和反饋對我們十分重要，它們將會成為我們工作上的幫助及肯定。
如有任何問題，歡迎電郵至education@wwf.org.hk與WWF教育團隊聯絡。

*本教育資源內容配合學校課程，包括小學常識科、中學科學科及通識科。*

全球及本地非法野生生物貿易的相關資訊，例如：
非法野生生物貿易對野生生物的威脅
探索解決現有問題的方法（協助教師分享相關知識
予學生，並鼓勵他們思考自己如何能為保護環境出
一分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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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罪集團透過貨櫃及船運將
大量瀕危物種偷運到香港。

經常被檢獲的野生生物及相關
產品包括非法的象牙、穿山甲
鱗片、犀牛角、原木、花旗參
和外來動物等。 

資料來源：UNDOC. World wildlife crime report. Trafficking in protected species 2020.
網址：https://www.unodc.org/documents/data-and-analysis/wildlife/2020/World_Wildlife_Report_2020_9July.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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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法野生生物貿易是世界第四大非法貿易，
交易額估計每年價值70-230億美元，僅次於
販運假冒商品、毒品和人口販賣。

非法野生生物貿易是指出售或交易受威脅
及受到法律保護的野生動植物。其中包括
活體動植物（例如大象、犀牛和蘭花等稀
有動植物）或其衍生製品（例如首飾、藥
物、食物或衣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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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買野生生物相關產品前查清楚產品來源。
停止購買非法的野生動植物或相關產品。
與身邊親人及和朋友宣揚有關資訊，提高人
們對非法和不可持續貿易問題的關注。

金融行業人士可以識別、報告、減輕和補救
與非法野生動植物貿易鏈相關的風險。

支持執行野生動植物貿易法，例如
CITES（瀕臨絕種野生動植物國際貿易
公約）。CITES是一項國際協議，旨在
保護野生動物和植物，確保其生存免受
國際貿易威脅。
增加資源以加強執法，包括起訴和調查
非法野生生物貿易。

遏止非法野生生物貿易，我們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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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spca.org.hk/images/PDF/Welfare/Wildlife%20trade/Trading%20in%20Extinction%20l%20The%20Illegal%20Side%20of%20HKs%20Wildlife%20Trade%20Executive%20Summary%20-%20Traditional%20Chinese.pdf
https://www.kfbg.org/images/download/WildlifeCrimeReportChi14_4(Chinese-Version).pdf
https://www.unodc.org/unodc/en/data-and-analysis/wildlife.html
https://www.legco.gov.hk/yr20-21/chinese/panels/se/papers/se20210302cb2-814-6-c.pdf


世界銀行估計，在過去的12年，單計6種人畜共患傳染病造成的經濟負擔便高達800
億美元。

2003年沙士爆發，影響約9,000人，同時令全球經濟造成300億至500億美元的損失。

每年有約10億宗人畜共患傳染病個案，奪去數百萬人的性命，其中有12種傳染病對
人類造成無法估量的後果。

在大多數情況下，這些病原體不適應人類身體，難以寄宿在
人類宿主上，因此通常不會對我們造成負面影響。但是，當
這些微生物從一種物種跳到另一種物種時，有機會加入新宿
主的遺傳物質而發生突變，從而增加了人類患上嚴重疾病的
風險。

病原體可透過野生生物與人類之間
的緊密接觸而傳播給人類。

長年累月，這些野生動物已經對這些病原體產
生了抗體，牠們不會受到這些病原體的傷害。

細菌

朊毒體 真菌

病毒

人畜共患傳染病的病原體
通常存在於野生生物中。

人畜共患傳染病是指任何經由其他動物傳播給人類的
疾病或感染。人畜共患傳染病的病原體包括病毒、細
菌、真菌、其他生物或異常蛋白質（朊毒體）。

現時新冠肺炎的疫情造成了巨大的人命損失、經濟損失和社會停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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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閱讀
WWF-Italy (2020) The loss of nature and Rise of Pandemics 
https://wwfint.awsassets.panda.org/downloads/the_loss_of_nature_and_rise_of_pandemics___protecting_human_and_planetary_health.pdf

WWF-US (2020) Zoonotic diseases: From animals to people
https://www.worldwildlife.org/magazine/issues/fall-2020/articles/zoonotic-diseases-from-animals-to-people

 

被販賣的野生動物通常會被放在擁擠且不衛生的動物市
場中，並進行繁殖。在擠迫的環境中，野生動物有機會
透過抓撓、排泄、咳嗽和打噴嚏而互相感染。當人們再
到市場接觸這些動物時，他們可能會感染人畜共通傳染
病。此外，市場中不同動物的近距離接觸增加了不同病
毒之間的基因重組和傳染到新物種的機會。

野生動物及其製品的商業貿易使人類更容易接觸到不同的野生生物，而這些物種有可能
帶有病毒或其他病原體，提高了人類感染的風險。另外，世界各地廣泛地進行野生生     
物貿易，有機會促進危險的病原體傳播。

     
熱帶森林有數以百萬計的物種棲息，當中仍有許多未知物種，其中包括病毒、細菌、     
真菌和寄生蟲。而改變土地用途的過程，包括砍伐森林和改造自然棲息地，令人類更容
易接觸並感染由野生動物帶來的新型傳染病。

非法野生生物貿易增加了人畜共患傳染病的風險。

人畜共患傳染病影響了人類數千年，有證據顯示近年的案例
不斷增加與人類破壞自然棲息地及不斷進行野生生物交易有
關。

現時已知有
超過200種
人畜共患傳染病。

迄今已知的人類疾
病中有75％源自
其他動物。

60％的新興疾病
是經由野生動物傳
播的。

你知道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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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閱讀
CDC (2021) One Health
https://www.cdc.gov/onehealth/index.html

食物安全中心 (2016) 什麼是"健康一體"？
https://www.cfs.gov.hk/tc_chi/multimedia/multimedia_pub/multimedia_pub_fsf_125_02.html

例如：

1. 

2. 

3. 
因此，只有認清我們的健
康和福祉與自然世界緊密
相連，我們才能保護我們
的物種免受瘟疫影響。

人類健康與其他動物和環境的健康息息相關，若
任何一個範疇的健康狀況惡化，都危害另外兩個
範疇。

起初，「健康一體」的概念是探究人畜共患傳染病（指由動物傳播給人類的疾病）的
來源。我們對環境的影響，以至於人與動物之間的互動，對於疾病源起和擴散都至為
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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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物健康）蚊子叮了一口感染了西尼羅病毒的
鳥類，令蚊子身上攜帶著西尼羅病毒。 
（環境健康） 在氣候變化的影響下，氣溫上升
加快了蚊子的繁殖速度、叮咬率以及蚊子內的病
毒複製率 。 
（人類健康） 隨著蚊子數量增加，更多人類被
蚊子叮咬，感染西尼羅病毒的人數也與之俱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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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案中合共有3個建議教學活動，
每項活動需時約30至120分鐘。

參考教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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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學生一個小任務：在限時3分鐘內於家中／課室尋找一件來自野生生物的物件。
邀請每個學生展示他們的物件，並邀請他們介紹該物件來自哪種野生生物（例如：食物
－來自某動物；紙、桌子、椅子－來自樹木）。
教師可以利用同學所展示的物件，帶出人類日常生活與野生生物的關係。

將學生分成小組，並給予每組5分鐘時間到互聯網搜尋一些與「非法野生生物貿易」有關
的新聞。
每組需要分享該新聞標題的照片，並辦識三個從新聞報道中得出的關鍵詞。
教師可以利用教育資源P.2 內容講解非法野生生物貿易的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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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羅盤圖能幫助學生認識特定議題，就該議題的不同範疇提出疑問，並找出議題不同面向之間的
連繫。活動中，學生分成二人一組進行討論，以大象為主題，就配套資料《野生動植物非法貿易圖
庫》中的圖片，根據羅盤的四個範疇提出問題。

教師向學生展示資訊圖表（https://www.admcf.org/wp-content/uploads/2021/01/infographic-chinese.pdf），
並講述香港在非法野生生物貿易的角色及一些重要數據。（教師可視乎學生的學習情況調節講述內容
的深淺）

向學生講解「人畜共患傳染病」及「健康一體」的概念，請參考教學資源第4至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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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勵學生在探究非法野生生物貿易議題時，會考慮環境、社會、政治及經濟等層面之間的關係。

隨機邀請幾位同學分享他們的討論內容。

為什麼人們會進行野生生物買賣？（例如：金錢、藥用價值、美食、外來寵物等）
野生生物貿易如何影響動植物及生態系統？文化在支持野生生物貿易扮演著什麼角色？
（例如：亞洲對象牙製品及首飾的需求）
經濟在野生生物貿易中扮演著什麼角色？
我們作為消費者如何影響野生動植物？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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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學可以使用以下平台來準備小組報告：

鯊魚和鰩魚
歐洲鰻魚
鳥類
陸龜和淡水龜
海馬
賽加羚羊和蒙古賽加羚羊
木材木材
穿山甲

將同學分成小組，每組有一個星期準備一個5分鐘的報告，介紹下列其中一種物種及其在非法野生
生物貿易中的狀況（請參考物種資料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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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thinglink.com
https://support.google.com/jamboard/answer/7424836?hl=en
https://qrgo.page.link/eABTU
www.edpuzzle.com
https://www.wordclouds.com/


學生透過社交媒體宣傳，提升師生對野生生物貿易，特別是和香港有關的物種的關注。
過程中，學生可以：

找出較常出現在野生生物貿易中的動植物，並選擇其一；     
研究人們想得到這種動/植物的原因；
利用不同平台（Twitter, Instagram, Facebook）或海報發放有關非法野生生物貿易的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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