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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牙、大象， 
誰更珍貴？
長久而來，象牙被視為價值連城的
商品，其實象牙長在大象身上才是
最寶貴。香港銷毀充公象牙無疑發
出強烈的保育訊息；除此之外，我
們如何能保護牠們呢？

更多精彩內容：

郊野公園的缺口 WWF人物誌：猩級保育員



2012年膠粒洩漏引發嚴重生態危機，同時亦喚醒港人對海洋污染的關注。

世界自然基金會香港分會(WWF)為延續海洋保育精神，開展為期兩年的海洋

保育及海岸清潔計劃「育養海岸」。我們相信，憑藉香港人對海洋環境的熱

愛，定能為下一代留住珍貴的海洋生態。

緊貼「育養海岸」計劃動向！

海洋保育的延續……

網址: coastalwatch.hk
電郵: coastalwatch@wwf.org.hk

查詢: 2161 9693

訂閱《生命之延》網上版

我願意由下一期開始選擇《生命之延》網上PDF版本，減少使用紙張， 
為保護全球森林出一分力！

請透過以下其中一種方式通知本會：
電話：2526 1011，選擇語言後，按 1，0 字，與本會職員聯絡
電郵：member@wwf.org.hk
傳真：2845 2734
郵寄：香港中環纜車徑一號

姓名:	 會員號碼:

電郵地址:

語言選擇:	中文	/	英文

電話號碼: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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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夏天，逾一百件造型各有特色的大象雕塑來港展覽。這些充滿創意又色彩斑斕的藝術作品，不但吸

引我們注目，還引起我們思考平日甚少想到的事實──非洲和亞洲大象現時的境況。

大象在非洲和亞洲曾經十分常見，可是其數量自十九世紀起持續及大幅減少。今時今日，牠們面對各種

生存威脅：喪失棲息地、盜獵、與人類的衝突、氣候變化⋯⋯

今期《生命之延》探討大象其中一個主要威脅：由日益增長的需求而滋生的非法象牙貿易。全球每年有

超過22,000隻非洲象被殺，即每日逾60隻。這種屠殺不但令人心碎，更是不必要的。

對我來說，大象最漂亮的一刻，就是象牙還在牠們身上的時候。

我們身處的香港，遠離大象主要生境地，但我們可以在保育這個巨型物種的工作中扮演重要的角色。我

們將會探討作為象牙轉運熱點的香港，如何領導亞洲地區的大象保育工作。此外，我們亦會分享世界自

然基金會在肯尼亞的大象保育工作，包括如何緩解人類與大象間的衝突，以及鼓勵當地社區一同保護大

象。 

我們必須謹記：每一位市民都能為大象保育出一分力。第一步亦是最重要的一步就是向象牙製品說 

「不」，並告訴家人及朋友此舉的重要性，鼓勵他們響應，藉以減少象牙的需求。你要明白及記住，每

買一件非法象牙製品，等於助長日益猖獗的大象屠殺。

除了大象保育外，我們也和一些堅持不辭勞苦的保育工作者深入交談，包括在非洲的大猩猩保育專家，

以及在香港保護中華白海豚的義工，了解他們投身保育的理念和願景。最後，我們亦會探討如何竭力保

護香港珍貴的郊野公園「不包括土地」。

希望大家喜歡今期《生命之延》，更希望它能啟發你和我們一起推動瀕危物種的保育工作。

世界自然基金會香港分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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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翅潮流大勢所趨
向魚翅說「不」的概念在全球愈來愈普及。過去

數月，新加坡航空、泰國航空等航空公司均宣布

不再運載魚翅及相關產品。酒店業方面，希爾頓

全球酒店集團及凱悅酒店集團等均表示不再供應

魚翅菜式。另一方面，2013年入口香港的魚翅

產品量大幅減少百分之34.7，轉口量亦下跌百分

之17.5。本會促請香港政府加強對鯊魚保育的承

擔，改善現時應用在魚翅產品的香港貨物協調制

度，從而更有效追查鯊魚品種的貿易狀況。

維龍加 
停止石油勘探
世界自然基金會聯同其他環保團體一直致力

保護位於剛果的維龍加國家公園，並反對在公

園範圍內的石油勘探活動。今年六月，總部

設於倫敦的石油公司Soco終於宣布，停止在

這個非洲最具歷史的國家公園內之所有運作。 

Soco亦承諾不會涉足其他聯合國教科文組

織世界遺產。世界自然基金會全球總幹事 

Marco Lambertini表示：「今次是地球的一大

勝利，亦為商界開創很好的先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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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55條 
毛依海豚

只在新西蘭水域出現的毛依海豚是全球最稀有的海豚之一，現時全球只

剩下55條，滅絕的危機正迫在眉睫。國際捕鯨委員會表示，毛依海豚

需要全面的保護，包括阻止刺網捕魚及拖網捕魚對牠們的傷害。世界自

然基金會呼籲新西蘭政府擴大刺網及拖網禁令至覆蓋毛依海豚的活動範

圍，並與當地漁業社群合作，保護僅存的55條毛依海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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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ervation news
全球保育快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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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wwf.org.hk/news/press_release/?11220/
http://wwf.panda.org/wwf_news/?223211/
http://www.wwf.org.nz/take_action/maui_s_campaign_/be_a_maui_s_advocate/


世界遺產委員會 
竭力保護大堡礁
世界自然基金會澳洲分會發起網上聯署，從世界

各地包括香港收集到超過22.5萬個簽名，要求澳

洲政府禁止於大堡礁傾倒廢物。來自全球的一致

訴求更獲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遺產委員會重

視，委員會警告：2015年將大堡礁列入世界瀕危

遺產。委員會續向澳洲政府施壓，要求加強保護

大堡礁免受工業發展、挖泥、傾倒廢物及水質污

染等威脅。

千六熊貓遊香港
在歐洲近百個地點展出後，1,600隻紙熊貓展覽終於

抵達香港。展覽意念源於世界自然基金會法國分會

與藝術家Paulo Grangeon的協作，形態不一的紙糊

藝術品全以回收廢紙造成，1,600代表野生大熊貓的

僅存數目。這個獨特又可愛的展覽備受公眾關注，

同時讓市民認識和保護全球生物多樣性及推廣可持

續生活模式。

三跑環評遭強烈反對
香港機場管理局於今年六月公佈第三條跑道環境評

估報告，建議在2023年工程完結後設立海岸公園，

作為工程的補償方案。本會對此十分失望，並關注

興建第三條跑道對中華白海豚及整體海洋生態的潛

在影響。環保署在環評公眾諮詢期內收到逾28,000

封意見書，數量為歷年來最多，其中逾4,100封是來

自本會支持者，表達對該環評報告的不滿。

育養海岸啟航
本會在今年夏天展開大型海洋保育及海岸清潔計劃

「育養海岸」。是次計劃受2012年8月的膠粒墮海

災難啟發，旨在為本港海洋垃圾污染問題提供長遠

對策。義工隊伍將會前往27個具生態價值的海岸地

點，進行生態調查和海岸清潔活動，藉此提升公眾

對保護海洋生態的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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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wwf.org.hk/whatwedo/conservation/watchdog/3rdrunway/
http://facebook.com/coastalwatchhk/
http://www.wwf.org.hk/news/featuredstories/?11780/


No More 
TriNkeTs

香港政府銷毀充公象牙，有望鼓動
亞洲區保育大象。

保育

向象牙飾品說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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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於1960年代末，大象Satao大

半生都在肯尼亞東察沃國家公園

渡過。牠是公園裡最大的雄象

之一，身高逾四米，重七公噸以

上，並有一對長得觸地的象牙。

然而，這對象牙就為45歲的Satao招來殺身之禍：在今

年5月30日，牠身中盜獵者的一支毒箭而亡，臉和象牙

均被斬去。Satao的死訊由肯尼亞生態保護組織Tsavo 

Trust發放：

「今天，我們以悲痛的心情證實，Satao是被象牙盜獵

者的毒箭射殺至死，藉以滿足一些遙遠國家對象牙無

窮無盡的需求。而一條寶貴生命的消逝，只是成為遙

遠他方某一家壁爐架上的擺設。」

香港躋身於這「遙遠他方」之列，對這次悲劇難辭其

咎：香港是象牙的轉運熱點，當局檢獲的象牙數量高

踞全球第五位。自2000年起，香港海關共檢獲約33公

噸非法象牙，其中28.86公噸已向「大象貿易資訊系

統」通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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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久以來，人類利用象牙這種白色的堅硬物質製

成不同用途的物品。在18和19世紀，象牙的使用

量開始攀升，它被製成筷子、桌球、假牙和琴鍵

等物品。近年，人們逐漸以其他物質取替象牙，

但在亞洲市場，尤其是在中國和泰國，象牙仍舊

用於製作飾物、印章和其他高價的擺設。

大象是地球上最大的陸生哺乳動物，從地面到

其肩膀的高度可達11尺，體重可達7.5公噸，並

分為非洲象和亞洲象兩種。非洲象的體型較亞洲

象大，但兩者都是群居動物，需要大量的食物、 

水和空間。因此，這些大象對環境資源的需求龐

大，而當人類的發展覆蓋大象的生境地時，兩者

便會產生衝突。

歷史上，人類對象牙的需求是導致大象死亡的主

因之一，而近年亦有大規模的盜獵出現：據估

計，每年約有22,000隻非洲象被殺，嚴重損害大

象的數量。非洲象的數量由1900年代初的300萬

至500萬隻，下降至目前僅餘50萬隻；而亞洲象

大象對 
生態有何

作用？

大象在非洲和亞洲曾經十分普遍，但由於非法象牙貿易等原

因，其數量在20世紀大幅減少。盜獵、人象衝突和生境地遭破

壞均嚴重威脅非洲象和亞洲象的生存。

大象是十分獨特、聰明和具社交能力的動物；母象和小象在雌

象首領的帶領下組成複雜的社會架構，而公象則傾向單獨生

活。母象通常要四至五年才能生一胎，懷孕期約為22個月，屬

哺乳動物中最長。

除了其獨特性外，大象在其他方面也扮演重要角色：牠們有助

維持森林和稀樹草原的生態系統，與生物多樣性息息相關。

牠們亦直接影響森林的構成和密度，甚至能改變廣闊的地形面

貌：在熱帶雨林，大象在樹蔭間製造空隙，有助樹木再生；在

稀樹草原，牠們減少矮樹叢的覆蓋，提供一個對獵食性動物和

草食性動物均有利的環境 。

很多植物的種子都需經過大象消化管道方能發芽。根據計算，

在非洲中部森林至少有三分之一的樹木品種需倚賴這種方式傳

播種子。

= 1,000 隻大象

22,000 
每年被殺的非洲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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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四張照片，你知道哪些是 
來自非法象牙嗎？
(答案見下頁  )

小測驗：可買？不可買？
在泰國，出售來自非洲大象的象牙製品是非法行

為，但本地大象象牙則可合法售賣。可是，大部分

遊客根本無法分辨眼前的象牙製品來自何處，也不

知道它是真象牙還是仿製品。

A B C D

的數量亦由1900年代初的10萬隻跌至現時的5萬

隻。很多亞洲象沒有長牙，因此並非象牙的來

源，然而生境地受破壞和人象衝突等因素也致

使其數量大幅下降。因此，從全球層面推動和

協調大象保育實為當務之急。

今年夏天，香港政府開始燒毀已充公的28公噸

象牙，令香港頓時成為保育界的焦點。是次行

動旨在向公眾發出兩項重要訊息：表明香港絕

不容忍走私象牙，以及杜絕充公象牙再次流入

黑市的可能性。

中國、美國和菲律賓等多個國家都曾將充公

象牙銷毀，而這次香港所燒毀的，無庸置疑是

全球最大批的走私象牙，數量相等於11,000頭

大象的象牙。國際間銷毀充公象牙的行動始於

2012年，非洲加蓬燒毀4.8公噸充公象牙，並由

總統親自點火，清晰地表達國家對大象保育的

決心。

香港躋身於這「遙遠他
方」之列，對這次悲劇難
辭其咎：香港是象牙的轉
運熱點，當局檢獲的象牙

數量高踞全球第五位。
坦桑尼亞

不明

喀麥隆

肯尼亞

馬來西亞

新加坡

尼日利亞

其他

布隆迪

南非

埃塞俄比亞

多哥

卡塔爾

美國
津巴布韋

剛果

阿聯酋

香港檢獲 
非法象牙

28.86
公噸

7.97

5.50

3.90

3.66

1.90
1.741.14

1.03

0.84
0.30
0.29

0.27
0.09

0.07
0.06

0.05 0.05

根據「大象貿易資訊系統」數字， 
香港海關自2000年檢獲的非法象牙來源地



8WWF 生命之延

反對銷毀象牙的人士批評此舉過於浪費，建議政

府將象牙儲存或出售。世界自然基金會香港分會

環境保護總監魏啟宏對此大表反對：「一旦政府

成為走私象牙的『批發商』，公眾便無法清晰知

道政府的立場，難以建立杜絕象牙需求的文化。

再者，出售充公象牙違反國際法律，政府應將象

牙視作其他禁運品劃一處理，將其銷毀。何況長

久的庫存會為政府帶來管理和財政上的負擔，同

時亦存在保安風險 。」

香港焚燒象牙的行動經已展開，第一階段的銷毀

工作已於5月15日完成。然而，目前政府忽視了

一項重點工作：為充公象牙進行透明而獨立的審

計，以確保燒毀的象牙數字與政府檢獲的數字相

符，防止有象牙流入黑市。這樣的審計需要透過

完善的庫存管理系統和記錄機制方能達成。

作為全球象牙貿易的一個主要消費市場，香港焚

燒象牙行動必須妥善進行。世界自然基金會香

「可買？不可買？」答案
答案是，全部都是非法象牙製品。

是的，我們有點取巧，因為我們想提醒你，

象牙製品的來源地難以分辦，如果你有懷疑，

就不要購買！

中國、美國和菲律賓等 
多個國家都曾將充公象牙
銷毀，而這次香港所燒毀
的，無庸置疑是全球最大
批的走私象牙。

各國近期銷毀充公象牙活動
香港
5/2014-2016

中國
1/2014

美國 
11/2013

法國
2/2014

加蓬 
6/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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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分會與夥伴機構「野生物貿易研究委員會」

（TRAFFIC）深信香港政府言出必行，將充

公象牙悉數銷毀。但鑑於部分國家未必有同樣

可靠的政府機關，香港實應藉此機會擔當領導

角色，制定最佳實踐供其他城市的保育同僚借

鑒，促使其他政府以達致同等水平為目標。

過去幾年，鯊魚保育的倡議工作在香港取得

多次重大成果，減少中國大陸及亞洲的魚翅需

求。這就證明改變市民對動物產品的價值評估

和觀念是絕對可行。透過不懈的努力和不時而

來的運氣，我們希望在未來的日子，人們會明

白象牙長在大象身上，比成為壁爐架上的雕刻

品其實更為珍貴。

香港實應藉此機會擔當 
領導角色，制定最佳實踐供
其他城市的保育同僚借鑒，
促使其他政府以達致同等 
水平為目標。

改變市民對 
動物產品的 
價值評估 
和觀念是 
絕對可行

今年夏季，你或會因為大象現身香港而感到驚奇。事

實上，在八至九月舉行的「大象巡遊」展覽，就有

超過一百件仿照初生象尺寸及形態製作的大象雕塑展

出，全部皆出自世界知名藝術家、設計師、演藝界名

人及著名品牌之手，獨一無二。

是次展覽旨在呼籲公眾關注亞洲象的保育工作，展覽

結束後，其中三十一件大象雕塑將被拍賣，籌得的

款項會撥捐至世界自然基金會及亞洲大象基金（The 

Asian Elephant Foundation），支持亞洲象群的保

育及教育活動。

亞洲大象基金總部設於荷蘭，為保育亞洲象的項目提

供財政支持，以保護大象的存活和福祉。世界自然基

金會則在七個國家進行針對亞洲象的保育項目，目的

是改善大象保育及管理措施、緩解人類與大象間的衝

突、加強反盜獵工作及抵制非法象牙貿易。

香港 
有大象？

© Martin Harvey / WWF-Cano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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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phant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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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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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處漫遊的象群每天食用數以百磅計的植物，除了極大量

的食物，也需要水和空間，對環境資源需求龐大。人類和

大象常常為了爭奪資源而產生衝突。

這種情況在肯尼亞變得越來越普遍。隨著國家人口增長和

經濟發展，大象的生境地因為砍伐活動和農業發展而遭受

破壞，而傳統的遷徙路徑由森林和稀樹草原，變成道路、

田野和村莊。人類與大象的磨擦對雙方均構成危險：飢餓

的大象會蹂躪農作物和破壞建築物，有些農夫全部的收成

被毀於一旦；更甚者在過去七年當地有超過200人被大象所

殺。另一邊廂，人類的反擊亦造成大象傷亡，盜獵變得猖

獗的情況就更令人擔憂。

世界自然基金會希望人類與大象能夠和平共存。在肯尼亞

的馬拉區，本會協助村民採用原始方法使大象遠離農作

物，例如將繩子浸有辣椒和柴油，產生令大象討厭的氣

味，使牠們退避三舍。放置蜂窩同樣可行，因為大象害怕

蜜蜂，而蜜糖又能為農民帶來額外的收入。我們希望人與

大象一同生活並從中得益，令村民有更大的誘因去保護這

些動物。因此，世界自然基金會支持Oloisukut Conservancy

等項目，推廣能令當地社群直接受惠的保育機會。 

LiviNg wiTh  
grey giANTs
與象共存

©
 naturep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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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自然基金會如何改善
人類和大象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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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mall EnclavES poSE 
a Big ThrEaT
香港的郊野公園為這個全球其中
一個最擠逼的城市提供了難能可
貴的寧靜環境、清新的空氣和潔
淨的水源。然而，這些極其重要
的綠色空間卻因現行法規的漏洞
而慘遭推土機蹂躪。

郊野公園／自然保護區

郊野公園「不包括土地」

77
幅郊野公園 

「不包括土地」

保育

荔枝窩

小灘

北潭凹

郊野公園的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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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公園設立之時，很多包括鄉村或農地的區

域被撇除在外，這77幅 「不包括土地」一直面

臨破壞的威脅。香港對土地的需求日益增加，

發展商在過去多年從原居民手中購入多幅「不

包括土地」，這些土地如今正面對被開發而產

生的沉重壓力，當中不少於12幅「不包括土

地」已遭人蓄意破壞，以減低其保育價值，為

日後的發展鋪路。

這些「不包括土地」被丘陵起伏的郊野公園

圍繞，形成的低地一直支援公園缺少的生態和

野生生物。世界自然基金會香港分會本地生物

多樣性及華南濕地高級項目主管劉惠寧博士警

告：「當這些『不包括土地』受到破壞，郊野

公園整個生態系統都將受到牽連。開發這些土

地帶來的破壞是永遠無法修補的。」

景色宜人的大浪西灣，是香港著名的自然勝

景。2010年，這片位於西貢郊野公園的「不

包括土地」被發現遭發展商肆意破壞，引起

社會強烈迴響，亦促使政府制定一套「不包括

土地」政策，以保護土地免受不適當發展的威

脅。這些包含鄉村及私人土地的「不包括土

地」本有望納入郊野公園範圍內，但政府最近

在制定相關政策上卻明顯退縮，聲稱難以把某

些具重要生態價值的地域納入郊野公園作整體

管理。

取而代之，政府提出採用規劃管制模式，草擬

分區計劃大綱圖，撥出大片「不包括土地」作

「鄉村式發展」用地，形同為日後大規模房屋

發展開路。

究竟公眾該怎樣做，方能保存郊野公園系統

的完整性？我們必須提醒政府兌現承諾，保

護這些具重要保育價值的「不包括土地」，

並拒絕縱容惡意破壞土地以求賺取豐厚利潤

的發展商。

本會希望公眾能保持警覺，例如馬鞍山郊野公

園的「不包括土地」─老鼠田遭受破壞，事件

曝光全憑一名行山人士向本會舉報，引起政府

部門關注，記錄有關的破壞。行山愛好者可以

出一分力，在探索郊野公園美態的同時擔當監

察者的角色，在地圖上標明何處有破壞跡象，

並拍照記錄，使政府部門採取相應行動。

閱讀郊野公園 
「不包括土地」 

調查報告

鎖羅盆

嶂上

土瓜坪

白腊

（並非按比例繪製）

http://www.wwf.org.hk/news/featuredstories/?11320/


白腊 鎖羅盆 海下

由2.37公頃減至 
0.98公頃

由4.12公頃減至 
2.48公頃

由2.60公頃減至
1.95公頃

0.98 2.48 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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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9月，規劃署將海下、白腊及鎖羅盆納入分區計

劃大綱圖，但把鄉村式發展地帶擴大，可興建大面積村

屋，可能嚴重影響郊野公園的生態環境。

本會因此發起聯署，邀請公眾同心為郊野公園「不包括

土地」發聲，勇敢向不必要的發展說「不」。本會透過

網頁收集了超過9,000封意見書，並遞交給城規會。最近

本會收到一個振奮人心的消息。

城規會在收到共超過10,000個公眾意見後，最終決定大

幅收窄三幅「不包括土地」的鄉村式發展範圍：

規劃署近日亦修訂其他「不包括土地」的分區計劃大綱

圖，減少了鄉村式發展的面積。

我們的環境監察團隊將會繼續嚴謹調查各個發展計劃對

環境的影響，並繼續促請政府將具保育價值的「不包括

土地」納入郊野公園範圍內，讓這些自然資產得到最全

面的保護。

馬鞍山郊野公園內的「不包括土地」老鼠田近期遭受破壞，

這類破壞一直是本會致力遏止的不當行為。

去年年末有行山人士舉報，指老鼠田受到破壞。世界自然基

金會香港分會的環境監察團隊展開調查，發現該處受破壞的

情況嚴重，成熟次生林被剷平，沼澤遭排乾，受影響的物種

包括瀕危的穿山甲及短腳角蟾等。

我們發現，建科發展有限公司於2010至2013年間，共用一億

零四百萬元購入該處所有私人擁有土地。這片具重要生態價

值的「不包括土地」隨後被人開墾，似乎是發展商公然採取

「先破壞、後發展」的策略。

事件曝光後，本會的專家團隊到該處進行調查，在森林中記

錄到超過270種植物，及多種哺乳類和鳥類物種。團隊並在溪

流中找到六種於本地溪流生活的兩棲類動物，惟在已被破壞

的淡水沼澤就只剩餘少數水生植物和常見的兩棲類物種。

老鼠田受分區計劃大綱圖所覆蓋，理應受到管制。可悲的

是，這片私人土地並未能逃過被剷平的厄運。是次個案再次

顯示，將具高生態價值的「不包括土地」納入郊野公園範

圍，方為保護這些土地的最有效方法。 

改寫 
「不包括土地」
的命運

個案研究

老鼠田

© afcd © afc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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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山甲 短腳角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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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hen Asuma於國際大猩猩保

育項目（International Gorilla 

Conservation Programme，簡稱

IGCP）擔任烏干達國家協調主任，

該項目獲得世界自然基金會支持。他

的任務是在非洲保護屬於極危的山地大猩

猩。他對這份保育工作意志堅定，從不退縮：

「大猩猩的生存面臨很多威脅，因此我們必須

努力工作，以保障牠們的安全。」

apes

Great 
Work for 
Great 

©  Mark Darrough / WWF-UK

猩級保育員

WWf 人物誌



17春 / 夏 Spring / Summer 2014

甚麼原因讓你投身大猩猩的保育工作？ 

我在1999年加入這個項目工作之前，從來

沒有見過山地大猩猩。第一次看見這毛茸

茸的龐然巨物時，我感到非常震驚！後來

我逐漸觀察牠們的家庭生活，以及家庭之

間的關係，這讓我想到自己的家庭。我體

會到大猩猩和人之間的唯一區別，只是大

猩猩在森林生活，而我們則住在房子裡。

和我們一樣，牠們有感受、分歧和紛爭，

同時也有關愛和照顧。

你的工作是做甚麼？

保育山地大猩猩的工作很具挑戰性，而且

總是做不完。我每天清晨三點起�，先問

自己：「今天我要做甚麼來改善山地大猩

猩的情況呢？」這些挑戰都很巨大，因為

保育工作涵蓋多方面─我們和住在國家

公園周圍的人溝通、與公園管理人員合

作、邀請當地政客和商家支持保育。今

天我們討論如何幫助一個被大猩猩破壞了

農作物的家庭，讓他們的孩子有足夠的

食物；明天我們思考如何能夠讓社區的生

活有所改善。我們的工作涉及社會各個階

層，並且需要我們主動出擊。

山地大猩猩現正面臨哪些威脅？ 

在兩個有山地大猩猩出沒的地方，我們

的工作漸見成果。烏干達布恩迪國家公園

的山地大猩猩總數量是400隻，與五年前

大約300隻相比，是很顯著的進步；根據

2010年統計，維龍加山脈則有480隻，這

使全球山地大猩猩數目共有約880隻。

生態旅遊對大猩猩數目有顯著幫助，亦為

當地社區帶來就業機會和收入。但它也帶

來風險：我們和大猩猩約百分之98的基因

相同，意味牠們可從我們身上感染疾病，

這是一個很大的挑戰。 

另一個威脅是這些大猩猩正處身不安全的環

境。在政治動盪的時候，大猩猩的生存亦陷

入困境。數以萬計的難民生活在大猩猩生境

地附近，每天從森林獲取日常必需品，例如

作為燃料的木材。他們亦會設置陷阱，捕捉

羚羊等動物作為糧食。不幸的是有時大猩猩

會墮入這些陷阱，甚至傷重死亡。

你希望大猩猩的未來變得怎樣？

大猩猩的生存面臨很多威脅，所以我們才

如此努力工作，以保障牠們的安全。我盼

望終有一天，我們能長遠減少山地大猩猩

所承受的威脅；在人類生活和保育大猩猩

之間，各方都是贏家；山地大猩猩數量持

續增長，生機勃勃；為山地大猩猩付出努

力的人，能過�更美好、更快樂的生活；

每一個透過世界自然基金會支持我們工作

的人，也能感到自己幫助這些偉大的大猩

猩。這就是我的夢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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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我們一樣，牠們
（山地大猩猩）⋯⋯ 
也有關愛和照顧。」

生態旅遊對大猩猩數目有顯著幫助，
亦為當地社區帶來就業機會和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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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ssion 
Beyond 
earth hour

香港市民令地球一小時 
2014更受矚目—除了 
熄燈之外，我們做得更多。

Before 
earth 
hour

during 
earth 
hour

秘魯

「地球一小時」前

「地球一小時」期間

接力 
地球一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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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香港第六年參與地球一小時，破紀錄與來自180個國家及

地區、超過7,000個城市，一同響應這個全球最大型的集體環保

行動。根據市場調查公司TNS在地球一小時後進行的調查，估計

全港約有280萬人參與是次活動。

地球一小時正好示範細微的改變也能帶來顯著影響。隨著本港地

標建築物響應熄燈，香港的用電量在地球一小時舉行期間下降逾

百分之4，即減少153公噸碳排放，等同乘搭2,186次香港往台北

的經濟客位所產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這需要6,661棵樹用一年

時間才能吸收。

承接地球一小時的成功，今年世界自然基金會香港分會推出One 

Earth Mission（一個地球用一個大行動），引發市民重新審

視自己的生活模式和消費習慣。根據本會發表的《香港生態足印

報告2013》，若全球人類跟隨香港人的生活模式，我們將需要

one earth Mission
一個地球用一個大行動

第一週：ocean sMart食得很「知」味

食清飯�，減少廚餘。拒絕進食魚翅、蝦和紅衫魚等非環

保海鮮。

第二週：WardroBe check 衣櫃裡的「衫」山

檢視自己的衣櫃，看看有沒有未穿過的衣服。將衣物重新

配搭，或修補損壞的衣服，為舊衫帶來新生命。

第三週：hunt for fsc fsc大搜查

搜尋有森林管理委員會FSC標籤的產品──這些產品均來自

對環境適宜、對社會有益、經濟可行的森林管理。 

第四週：go Wild 我�行山

與其到海外旅遊或於週末購物，不如與家人和朋友一起享

受大自然的樂趣。

2.6個地球資源才可滿足我們的需要。不過地球只有一個，故此

我們必須減低消耗，「惜」用資源，實踐可持續的生活方式。

本會夥拍五間本地非牟利團體，分別為惜食堂、Redress、森

林管理委員會（FSC®）、香港女童軍總會及香港童軍總會，

在衣、食、住、行四方面挑戰市民每星期完成一項環保任務。

透過這些簡單而明確的任務，本會希望每個人均能實踐更符合

可持續發展原則的生活模式，同心協力保護地球。

德國

蘇丹

英國

澳洲

瀏覽更多照片

https://www.facebook.com/media/set/?set=a.10151988764926892.1073741845.7847926891&type=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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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luencers
踏前一步，與他人分享你
的信念，令本會的保育工
作更具影響力

2013年夏天，世界自然基金會香港分會展開「齊撐Ruby」

行動，希望藉此喚醒公眾關注中華白海豚在本港水域所面

臨的困境。本會透過是次行動召集全港市民簽署請願書，

促請政府盡快兌現承諾，在大嶼山西部及索罟群島一帶水

域闢建海岸公園。

熱愛海洋的Vera是一名海洋哺乳類動物訓練員，也是本會

義工大軍的一分子。Vera與其他義工夥伴一樣，全情投入

幫助本會推廣保育訊息和向公眾募集簽名。每逢週末，義

工們便四出走訪香港的渡輪碼頭和購物商場，呼籲市民支

持保護珍貴的中華白海豚。

Vera分享道：「我的工作讓我了解到海豚是何等的可愛和

友善。我明白牠們逼切需要我們施予援手，故此便決定站

出來幫助牠們。」

今次是Vera首次參與同類型的行動：「看見這麼多人關注

Ruby的情況，願意為海豚發聲，我感到十分高興。我更聽

過不少市民，特別是年青人，提到曾親眼見過中華白海豚

的身影呢！ 」

與此同時，有些市民對海豚面臨的威脅仍懵然不知，他們

不明白本會義工在做什麼。Vera續說：「這時我會問他

們：你能想像有天香港會失去這群『原住民』──珍貴的

中華白海豚和江豚嗎？」有賴Vera和其他義工的努力，本

會為Ruby收集到約五萬個市民簽名，並將請願信遞交政

府。

除了「齊撐Ruby」行動外，本會亦為地球一小時2014招募

義工，協助本會邀請更多人參與這個全球熄燈行動及One 

Earth Mission (一個地球用一個大行動)，實踐可持續生活

模式。

愛好大自然的朋友總有機會為保育作出貢獻。誠如Vera

所言：「請即參與，很快你便會知道自己的行動能帶來改

變。」 

你希望和Vera一樣成為我們的義
工嗎？立即電郵至Volunteers@
wwf.org.hk聯絡我們。

本會鳴謝Ogilvy & Mather Group, Hong Kong義務為「齊撐Ruby」的籌款和
宣傳策略提供專業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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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不容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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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惠於日新月異的科技，環境及保育教育項目較以前更多元

化。從2013至14學年起，米埔中學教育項目「濕地解構之旅」

加入了全新的生態拍攝活動。在本會教育主任的帶領下，學生

利用數碼相機拍攝各類以濕地生物和景色為題的相片，並透過

分享和討論相片，讓學生了解濕地對大自然及人類的重要價

值。他們更可即場列印自己的作品留念，日後回味在米埔的精

彩時光。

學生紛紛在列印好的相片寫上感受，例如：

 

透過相機觀察大自然，學生既能發掘令人讚歎的生境地及自然

環境的變幻，又能欣賞濕地的美態。「濕地解構之旅」亦輔以

導賞活動及簡單野生生物調查，讓學生認識不同濕地的獨特性

及其生物多樣性，繼而探討這些環境所面對的問題。

本會致力向中小學生推動可持續發展教育項目，希望透過像米埔

的戶外教室，盡早培養他們對環境及可持續發展的興趣及關注，

為保育作出貢獻。

今次「濕地解構之旅」自然生態拍攝活動所用的數碼輕便

相機及相片打印機均由佳能香港有限公司（佳能香港）贊

助。透過提供設備及機會，豐富學生在濕地學習的體驗，

佳能香港以此向社會及商界展現，除了捐款外，支持保育

還有更多途徑。

capturIng
wetland 
beauty

教育

捕捉濕地體驗

參加本會教育項目的學
生透過用數碼相機拍攝
和列印濕地照片，加強
親身學習經歷。

「濕地很美，有很多功用，日後大家要保護她。」 

「很開心可以看到很多小鳥，好滿足！」



世界自然基金會香港分會公司會員（於2014年8月1日）

攜手共建 
可持續的未來
在天然資源匱乏、自然環境備受威脅的情況下，原材料的競爭日益加劇，

令企業經營成本不斷上漲，營運愈見艱難。世界自然基金會香港分會的使

命是建立人類與大自然和諧共存的未來，這對成就一個穩健的營商環境尤

其重要。每個人包括商界，均有責任減輕當下的環境問題。

世界自然基金會一直透過與全球各大企業建立長遠夥伴關係，展開水資

源、林業、漁業等方面的保育工作。為配合這個方針，世界自然基金會香

港分會在2000年成立「公司會員計劃」，邀請公司企業參與我們的保育項

目、導賞團及講座。透過與本會合作，我們的支持者能對締造生生不息的

地球作出貢獻，與此同時獲得實在的回報，包括減少碳排放、提升員工歸

屬感、節省成本，令他們的業務得以持續發展。

有關公司會員計劃的詳情，請致電2161 9658或電郵至cmp@wwf.org.hk
與馬先生聯絡。

Double DiamonD members 雙鑽石會員

DiamonD members 鑽石會員

兆亞投資集團



AECOM

永旺（香港）百貨有限公司

香港航煤營運有限公司

安理國際律師事務所

美國安利（香港）日用品有限公司

Arup

AXA安盛

交通銀行股份有限公司香港分行

東亞銀行有限公司

寶馬汽車（香港）有限公司

The Body Shop (HK & Macau)

Bond Apparels International Limited

俊和發展集團

信達國際控股有限公司

中信証�國際有限公司

Como Como

中遠國際控股有限公司

瑞士信貸（香港）有限公司

科銳香港有限公司

DP World

藝康化工有限公司

開元信德會計師事務所有限公司

英皇集團（國際）有限公司

溢達企業有限公司

第一上海集團

日本珍寶冷氣

嘉柏建築師事務所有限公司

鷹君集團有限公司

豪馬（香港）有限公司

Hinrich Foundation

香港航空發動機維修服務有限公司

香港中華煤氣有限公司

香港會議展覽中心（管理）有限公司

香港�士尼樂園度假區

合和實業有限公司

希慎興業有限公司

英之傑香港

日本城（香港）有限公司

莊信萬豐太平洋有限公司

高絲香港有限公司

南丫天虹海鮮酒家有限公司

元暉光電有限公司

領先工業有限公司

羅祖儒投資管理（香港）有限公司

Lombard Odier

能益有限公司

義生洋行

宏利人壽保險（國際）有限公司

麥當勞有限公司

邁進顧問工程師事務所

日本命力健康食品有限公司

Merck Pharmaceutical (HK) Limited

現代貨箱碼頭有限公司

港鐵公司

華昌工程有限公司

南華精機製品有限公司

利安電光源（香港）有限公司

新世界發展有限公司

The Nuance Group (HK) Ltd

Oliver’s Super Sandwiches

Olympus Capital Asia 

東方海外貨櫃航運有限公司

電訊盈科有限公司

洛希爾（香港）有限公司

莎莎國際控股有限公司

精工表

申州國際集團控股有限公司

蓆夢思床褥傢具（香港）有限公司

德永佳集團

黛麗斯國際有限公司

域思科技有限公司

永亨銀行

國泰航空公司

鱷魚恤有限公司

大昌行集團有限公司

馮氏（1906）慈善基金有限公司

銀河娛樂集團

Hayco Group
香港賽馬會

利安顧問有限公司

利奧紙品集團（香港）有限公司

年利達律師事務所

無印良品（香港）有限公司

新瑪德集團

信和集團

Pearl members 珍珠會員

silver members 純銀會員

GolD members 黃金會員







每 年 約 有2 2 , 0 0 0隻 
非洲象被殺，嚴重威脅
大象的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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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在大象
保育工作的角色

WWF.ORG.HK

第5

33
今年起，香港開始銷毀充公象牙，
藉以發出強烈的保育訊息。

2014

22,000
香港是象牙的轉運熱點，
當局檢獲的象牙數量高踞
全球第五位。

自2000年起，香港海關
共檢獲約33公噸非法象
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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