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沉重的罪行
「亞洲對象牙的龐大需求令非洲大象數目持續下降，生命飽
受威脅。香港對象牙貿易監管不足，亦促使此類貿易日益猖
獗。在這存亡之秋，我們應如何改寫大象的命運？」

WWF人物誌：
米埔工作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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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總裁的話

每當提起「非洲野生動物」，很多人便會想到大象，我亦不例外。從小我就被大象

善於交際和聰明的特性吸引，亦為其身形、力量及溫馴深感驚嘆。或許，很多人認

為牠們聯群結隊漫步於非洲大陸是正常不過的畫面。然而，真相是近年這陸地上最

龐大的哺乳動物正飽受全球象牙盜獵活動威脅，只能掙扎求存。

世界自然基金會香港分會發表的最新報告《沉重的真相》，揭示本港非法象牙貿易

十分蓬勃，報告內容使我百感交集──香港竟然成為這種非法貿易的中心；現行監

管制度仍存有漏洞，讓不法商人有機可乘。這現況激使我們決心終止象牙貿易。香

港是全球最大的象牙零售巿場，巿面象牙數量冠絕全球其他城巿。拯救大象，我們

責無旁貸。

本會渴望為大象與其他受威脅及瀕危物種締造安全、生生不息的棲息地。故此，我

們促請政府採取積極有效的措施，全面終止本地象牙製品加工和銷售，果斷取締非

法野生物貿易。

與此同時，今期《生命之延》將到訪米埔，了解野外團隊的工作軼事，並一睹他們

竭盡心思重建的觀鳥浮屋。我們亦會為大家跟進「育養海岸」最新動向，同時探討

近期引起廣泛關注的陳列式雪櫃能源效益問題。

地球上所有生命都彌足珍貴，身為地球一分子，我們必須尊重及保護其他物種的生

存權利，為牠們發聲。我們極需要你們加入，合力中止象牙買賣。我呼籲大家參與

聯署，同時馬上與親友分享這個重要訊息，一同促請政府取締象牙貿易。

世界自然基金會香港分會 
行政總裁  顧志翔

全球保育快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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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
保育快訊

以往夏季結束時，阿拉斯加北部大陸淺水區都會出

現海冰，為太平洋海象提供棲息平台，同時讓牠們

潛入海床覓食。可是，受全球氣候變化影響，近年

北極海冰範圍持續減少，對海象，甚至北極熊等依

賴海冰生存的物種構成威脅。今年，數以萬計海象

如去年一樣，被迫同時在阿拉斯加波因特萊村莊一

帶水域登岸歇息，令牠們身陷險境。除了花更多力

氣覓食，海象容易因受驚到處逃竄，年幼海象亦經

常在擠擁中被同伴踩死。扭轉氣候變化，已是刻不

容緩的事情。

本年度新一輪氣候談判展開前，中國公布最新氣候計

劃，引起國際關注。計劃指從今起至 2030 年，中國

的溫室氣體排放量有機會達致頂峰，中方建議將低碳

能源的比重提高至兩成，全國森林覆蓋率亦會增加。

有關公佈向各國發出強而有力的信號，鼓勵其他國家

更積極應對氣候變化。世界自然基金會全球氣候與能

源項目負責人 Samantha Smith 指出：「這是首次有

主要發展中國家制定碳排放目標。中國帶頭負起維護

全球氣候安全和推動國內能源轉型的使命，承諾超出

發展中國家所需負上的責任。」此舉在國際間樹立嶄

新先例，值得其他已發展及發展中國家在 11 月 30 日

的巴黎氣候會議前深思。

2015 年 6 月，印尼政府宣佈將潘塔爾海峽及其周邊水域列為海洋保護區。該保

護區位於印尼東部阿洛島、潘塔爾島和魯薩島之間，面積達 276,693 公頃，更

完善保護該處豐饒的珊瑚及在遷徙時途經該處的多種海洋生物，如鯨魚、海豚

和海龜等。

該區同時是世界級潛水勝地及主要捕魚區，支持著附近 97 個村莊、超過 4,400
戶居民的生計。世界自然基金會對新海洋保護區成立表示歡迎：本會自 2006 年
起一直以此為目標，積極與本地政府及其他漁業界持分者合作，共同推動有效

保育管理技術、漁業改善項目和生態旅遊教育，藉此提升就業機會、禁止過度

開採和具破壞性的捕魚活動。

「熱帶雨林有機會於本世紀末大幅消失。」這個重

要警示出自世界自然基金會全球總幹事 Claude 
Martin 博士所寫的新書，名為 On the Edge: 
The State and Fate of the World’s Tropical 
Rainforests 。該書指，現時全球熱帶雨林分佈在

70 多個國家 , 總面積與澳洲相若。然而，在濫伐林

木和氣候變化等多種因素影響下，全球森林面積

會在不久將來銳減。

書中同時闡述全球熱帶森林逐步消失的原因，並

提出多項保育措施，包括禁止濫伐林木、杜絕非

法伐木和推動可持續發展的合法伐木業。措施必

須建基於保護原住民文化、改善農業生產力和遏

止貪腐等長遠目標上，方能取得成效。

非法野生物貿易日益猖獗，令大象數目銳減、被獵

殺犀牛數量亦創新高。針對現時局勢，聯合國日前

通過一項歷史性決議，敦促各成員國採取進一步行

動，終止全球野生動物盜獵活動，嚴禁非法野生物

貿易。

決議由加蓬及德國發起，84 個國家共同贊助，聯

合國所有成員國，共 193 個國家一致通過。此乃 3
年外交努力成果。非法野生物貿易罪行的嚴重性首

次獲得世界各國一致認同，可見其意義重大。所有

聯合國成員國均同意加強地區及國際間合作，採取

措施打擊整個野生動物走私貿易鏈，終止偷獵和非

法買賣野生動物活動，為遏止這類嚴重罪行的工作

揭開新一頁。

冰面減少
大批海象湧向海岸

中國推氣候計劃
對抗氣候變化

新海洋保護區成立
助珊瑚及鯨目科動物保育

熱帶雨林
面積銳減

全球聯手打擊
非法野生物貿易

世界自然基金會日前進行一項成本效益分析，研究結

果顯示，不論在那個地區，取得 FSC 森林管理委員會

(Forest Stewardship Council) 認證對熱帶地區的貿易及

中小型企業均帶來重大裨益。在調查的企業中，受惠於

產品價格增加、效率提升及其他經濟利益，通過 FSC 認

證的原木或同類型產品比未經認證的木材平均每立方米

售價高出 1.8 美元。投資於 FSC 認證的公司平均只需 6
年時間便可以回本。這份報告旨在協助林業貿易公司計

劃獲取認證，並為森林企業、木材產品的買家、政府、

金融家和其他 FSC 認證的持分者提供建議。

FSC 認證
明智的商業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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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生物罪行可說是一場由國際罪犯、捕獵者和超

級富豪等掀起的戰爭，現已對全球多個極珍貴物

種構成嚴重威脅，當中包括老虎、犀牛，以及因

象牙而喪命的大象。罪行若不盡早制止，大象將

有可能因此滅絕。

非洲大象是陸地上體型最龐大的動物，體重能達 8 噸。

牠們的象牙可長達 3 米、重 40 公斤以上。大象壽命頗

長、善於交際、具有豐富的深層情緒，亦非常聰明。

牠們在非洲大陸的草原和森林裡漫步，群居活動令其

足跡遍及全球多達 37 個國家。大象需要進食大量食物

維持生存。大象的懷孕期是哺乳類動物中最長的，每

隔 4 至 5 年，一隻母象經歷 22 個月的懷孕期，才會誕

下一隻小象。

可悲的是，近年大象被殺的悲劇不斷上演。2015 年 3
月，在剛果民主共和國有 68 隻大象被獵殺；10 月中，

津巴布韋有 40 隻大象遭氰化物毒死；在坦桑尼亞一個

國家公園，一年內逾 4,000 隻大象被獵殺。同類型事

件時有發生，每年超過 30,000 隻大象遭獵殺，平均每

小時有 3 至 4 隻大象被殺死。

 

現存制度的弱點

非法象牙貿易遍佈全球，但主要集中在象牙來源地：

非洲及象牙走私目的地──亞洲。世界自然基金會香港

分會於今年 9 月發表報告《沉重的真相》，指出本港

象牙貿易普遍存在違規情況，並揭露現存監管制度幾

個根本問題。研究更發現本地合法象牙市場有份助長

非洲猖獗的大象盜獵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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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癥結在於香港的合法象牙貿易和合法象牙儲備，

儲備來自香港 1990 年禁止象牙入口的條例生效前由貿

易商合法持有的象牙。現時，超過 400 個持牌商戶合

共管有 111.3 噸象牙庫存。本港貿易商聲稱他們僅以象

牙存貨進行買賣。可是，由於制度上的漏洞，這批合

法象牙儲備被利用作為掩飾，以出售非法走私象牙。

報告亦揭示現存監管制度的弱點，包括只有小部分進

口貨櫃會經過檢驗，意味走私象牙可以輕易入境。同

時，現時監察象牙貿易制度存有漏洞，例如香港政府

只紀錄象牙原料，但無追蹤及監察製品流向，表示非

法象牙能夠輕易合法出售。此外，邊境管制寬鬆，令

非法象牙可輕易流出境外。一直以來，政府對有關貿

易的刑罰及檢控不足，讓此等貿易成為既低風險又高

回報的生意。報告提出，挽救全球大象的唯一方法是

盡快禁止本地象牙加工和貿易。

 

損失無法估量

一如所有戰爭，可怕的連鎖反應會在戰線以外不斷蔓

延。大型的大象盜獵活動破壞了非洲森林和大草原生

態系統。大象直接影響雨林的組成和密度，並可製造

更廣闊地貌。大象在森林的樹蔭間製造空隙，既有助

樹木再生，又能形成天然防火道。在大草原上，牠們

推倒樹木、減少灌木叢覆蓋，為不同的草食性動物提

供有利的草原環境。大象挖洞尋找水源、透過糞便傳

播種子。牠們的一舉一動都滋養著土地，為其他生物

提供良好的棲息環境。

「我們不能充分掌握非洲大象絕種會

對當地生態和經濟帶來多大衝擊，然

而，若我們不阻止非法象牙貿易，我

們將自招惡果。」— Elephants for Africa 總監　

Kate Evans 博士

 

聯手終止象牙貿易

猶幸，全球各地逐步意識到這場野生動物戰爭的嚴重

性。日前，聯合國 193 個成員國一致通過決議打擊野

生動物罪行。此外，號稱「象牙皇后」的中國女子楊

鳳蘭因資助在保護區獵殺大象的活動、販賣象牙及為

國際買家提供象牙而在坦桑尼亞被捕。這些重大突破

都為大象的未來重燃希望。

除保護大象的棲息地和建立保護區，世界自然基金

會積極推動非洲前線的反盜獵活動，為在保護區守

護大象的護林員加強培訓並提供更佳裝備。同時，我

們與國際野生貿易監察機構「國際野生物貿易研究組

織」(TRAFFIC) 合作，減低象牙市場對野生大象構

成的威脅，收集全球被查獲的非法走私象牙數據，並

管理「大象貿易資訊系統」(ETIS，Elephant Trade 
Information System)，追蹤個別大型非法貿易個案的

路線及所牽涉的國家。

我們也致力在香港推動終止象牙貿易，首要的就是呼

籲香港政府盡快禁止本港象牙貿易和加工。同時，我

們促請政府立即採取行動，逐步減少本地象牙貿易，

包括堵塞牌照制度漏洞、提高合法象牙貿易的透明度、

增強巿民對野生動物罪行的認知，如提醒消費者在港

購買象牙後，在未經許可的情況下攜帶象牙製品出境

至中國及其他國家乃違法行為。

香港乃全球野生動物罪行其中一個重心市場，地位特

殊，唯有採取堅決果斷的措施，我們方能夠終止這場

針對非洲大象的戰爭，改寫牠們的命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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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即聯署，支持「改寫象未來」活動，
促請港府全面禁止象牙貿易， 
並為象「牙」創造新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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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 32 年，我們致力管理珍貴的米埔自然保護區，一

年一度舉辦的步行籌款活動「步走大自然」，正是我

們與公眾分享豐碩保育成果，共賞自然美景的時候。今

年，活動踏入第 24 屆。11 月 7 日及 8 日，逾 2,200 人

包括超過 38 隊參與機構團隊走進米埔，探索這個猶如

萬花筒般豐富精彩的生物多樣性濕地。整條步行路線

全長 5 公里，參加者不但能夠沿途欣賞米埔風光，更

能身體力行支持本港生態保育工作。

今屆以「米埔：生物萬花筒」為主題，期望能提高大眾

對本土獨特生態的關注，並鼓勵各界為保育本港自然

生態起步。活動加入不少新元素，為參加者帶來嶄新

體驗。當日，眾人化身「公民科學家」，在工作人員

指導下，試用不同專業儀器如紅外線攝影機和昆蟲收

集器等，了解專家如何透過器材發掘新物種，並有效

管理濕地內各類生境地。

時值候鳥回歸米埔過冬，參加者可享受觀鳥之樂，並

透過沿途的互動攤位認識米埔生物，例如拼砌不同的

動物圖案印章和使用源自米埔的木片製作環保鎖匙扣。

我們更預備了海玻璃工作坊，向參加者介紹極具意義

的「育養海岸」計劃。

透過「步走大自然」，讓港人有機會親身認識本地豐

富生物多樣性，從而提高對保育自然環境的意識，對日

後的保育工作，絕對有強大的推動力。我們熱切期望

來年與你們繼續探索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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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
米埔萬花筒



香港位處亞熱帶，居於其中，我們無可避免要與炎

夏「打交道」。每年，我們為了消暑降温耗用大量

能源和金錢，然而，大眾的需求卻促成零售商戶一

種浪費資源的做法：店面雪櫃長期「中門大開」。

全港首個「雪櫃調查」

今個夏天，世界自然基金會香港分會進行了全港首個

有關陳列式雪櫃能源效益的調查，這類雪櫃常見於便

利店、超巿等零售店舖。調查人員早前抽樣視察全港

13 個零售商戶品牌的店舖，發現超過六成雪櫃並未裝

上掩門，這種設計看似方便，實則帶來不少惡果。本會

利用一部巿面常見的商用雪櫃進行測試，比較雪櫃有

玻璃門、無門及加裝透明膠簾後的用電量和雪櫃温度。

實驗發現，加裝玻璃趟門的雪櫃能減少耗電達五成，

每年減少 2.7 噸碳排放，相等於 117 棵樹吸收的二氧

化碳量。而裝上透明膠簾的雪櫃用電量亦較無門雪櫃

少達百分之 35。

機電工程署最近公布數字顯示，2013 年全港用於冷凍

用途的能源較十年前上升百分之 29，是所有分類中升

幅最快的用途。我們發現過去五年住宅的冷凍 ( 雪櫃 )
用電下跌百分之 12，偏偏商用冷凍用電上升百分之 8。
現時商用雪櫃並未被納入能源效益標籤計劃內，致使政

府或商戶均未有積極處理冷藏器具的能源效益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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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及食物安全

雪櫃門亦與食物安全息息相關。我們將測試雪櫃預設

温度設定為攝氏 3.5 至 6.5 度 ( 即平均 5 度，符合美

國食物及藥物管理局 Food Code 建議的冷藏要求 )。
測試過程中，無門雪櫃絕大部份時間 ( 超過百分之 94)

未能達到 5 度的水平，增加食安風險。至於有門及有

簾雪櫃在同一預設温度下，相對能在較長時間保持較

低平均温度。

 

改善現況　加裝雪櫃門

本會正進行大規模雪櫃普查，進一步檢視商戶使用陳列

式雪櫃的情況，收集消費者的意見，並邀請零售商一同

研究如何提升冷藏過程的能源效益表現。我們建議商戶

盡快為現有開放式雪櫃加裝掩門或簾幕，此舉不但有助

節省電力，更能為應對氣候變化問題出一分力。

越雪
越熱

生態足印



 

DOUBLE DIAMOND MEMBERS 雙鑽石會員

DIAMOND MEMBERS 鑽石會員

GOLD MEMBERS 黃金會員

 

世界自然基金會香港分會公司會員（於2015年8月1日）

PEARL MEMBERS 珍珠會員

SILVER MEMBERS 純銀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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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泰航空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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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環球信貸

喜高集團

Hinrich Foundation
香港賽馬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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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攜手共建
可持續的未來

永旺(香港)百貨有限公司

香港航煤營運有限公司

中國農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香港分行

美國安利(香港)日用品有限公司

奧雅納工程顧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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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Body Shop (HK & Macau)

Bond Apparels International Limited

新紀元環保服務集團有限公司

俊和發展集團

信達國際控股有限公司

Como Como

康宏金融集團

中遠國際控股有限公司

瑞信

科銳香港有限公司

牛奶有限公司 - 7-Elev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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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上海集團

珍寶冷氣機

嘉柏建築師事務所有限公司

鷹君集團有限公司

海航集團(國際)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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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迪士尼樂園度假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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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龍維記牛奶有限公司

畢馬威會計師事務所

南丫天虹海鮮酒家有限公司

羅氏集團

Lidl Hong Kong Limited

元暉光電有限公司

領先工業有限公司

Lombard Odier

能益有限公司

宏利人壽保險(國際)有限公司

孖士打律師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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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ele (Hong K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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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華僑永亨銀行有限公司

Olympus Capital Asia 

東方海外貨櫃航運有限公司

電訊盈科有限公司

莎莎國際控股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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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inomax Health & Household Products Limited

施華洛世奇香港有限公司

德永佳集團

通城鐘錶有限公司 (精工表)

黛麗斯國際有限公司

DOUBLE DIAMOND MEMB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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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前，「育養海岸」團隊發現石澳鶴咀的垃圾堆積如山，

推算垃圾量高達 185 噸，總數量約有 1,200 萬件，大

多數為塑膠物料。問題引起社會各界廣泛關注，政府

亦即時以行動回應，3 個月內清理超過 8,000 包垃圾，

並承諾日後會定期清理該海灣。我們樂見垃圾灣問題

獲得正面回應，然而事件只屬冰山一角，本港很多偏

遠海岸普遍亦堆積大量海洋垃圾，須全面關注。

「育養海岸」於去年六月開展，團隊最近公布首年度進

行之生態和海洋垃圾調查結果，逾千名義工於全港 27

個具生態價值的海岸地點進行約 265 小時調查，包括

紅樹林、泥灘、沙灘、岩岸及珊瑚群落。計劃團隊於

各天然海岸生境記錄生物品種，調查數據顯示本港海

岸擁有豐富生物多樣性，可惜各種生物同時面臨海洋

垃圾的長期威脅。

不止一個垃圾灣

岸上大型垃圾調查每 5 米樣帶收集到平均 391 件垃圾，

塑膠約佔 6 成，主要為塑膠碎片和即棄用品。另一岸

上微型垃圾調查則於每一平方米收集到平均約 131 件

垃圾，當中塑膠比例亦佔約六成七，大部份是發泡膠

碎片，來自各種包裝產品，結果值得深思。

團隊亦進行了海上和海底垃圾調查。海上垃圾方面，

調查人員每兩小時平均收集到約 695 件垃圾，塑膠比

例竟接近八成半，主要為包裝袋、膠樽、餐具和發泡

膠箱等。於海底環境中，調查人員每 100 米樣線收集

到平均 58 件垃圾，塑膠亦佔當中 6 成。結果發現即

使是巿民平常較少接觸的海底環境，亦正受塑膠垃圾

的嚴峻威脅。

 

要解決問題，除關注公共衛生及對景觀的影響，社會各

界更應循生態保育角度出發。今年，「育養海岸」的育

養地點增至 34 個，團隊將繼續在各育養地點進行生態

和海洋垃圾調查，並於明年底公布整個兩年計劃的詳盡

成果。

源頭減廢  育養海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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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普遍天然海岸富生態價值，然而它們正受海

洋垃圾威脅。我們觀察到不同生物被廢棄物纏住

致傷亡，亦發現塑膠垃圾有魚類咬過的痕跡。污

染物被海洋生物吸收後，有機會循食物鏈累積，

破壞海洋生態系統，繼而影響漁業資源、損害市

民健康。」

世界自然基金會香港分會項目經理（育養海岸）

楊松頴

減少使用即棄用品，應自備餐盒、餐具及水樽

妥善棄置垃圾

積極參與垃圾分類回收計劃

你可以 :

塑膠填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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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估計共有 120,000 隻水鳥飛越米埔內后海灣。

一年將盡，又是候鳥回歸米埔過冬的時候。數以千計的

候鳥如鴨、鷗，及著名的黑臉琵鷺陸續抵達米埔，要觀

賞百鳥歸來的壯闊畫面，觀鳥屋是理想的位置。

1996 年，南面觀鳥浮屋投入服務，是米埔自然保護區

其中一個主要觀鳥地點，曾經接待無數遊人。然而，19

年過去，浮屋主要支架已嚴重老化，維修次數愈趨頻

密，需要重建以策安全。為了減省物資運送成本及碳排

放，又考慮到舊屋部分材料可以重用，我們於是親身上

陣。雖說首次建屋，但我們亦非全無把握──始終，最

熟悉觀鳥屋結構的，非米埔同事莫屬。現時，新的觀鳥

浮屋已落成啟用，讓我們倒數至工程起點，跟大家分享

建屋經過。

第一步：清拆舊屋

6 月初，在原址拆卸觀鳥屋的主樑、屋頂和外牆，再

移走內部木椅，直至只剩下浮台部分 (01)。

 

第二步：運送物料

6 月中，乘早上潮水漲至頂點時，野外工作團隊合力

將浮台推送到后海灣中心地帶 (02)

在水警的快艇護航下，浮台抵達米埔保護區南面的直

昇機坪。

 

第三步：興建新屋

動工興建新屋。首先，拆開舊浮台結構，將原有的浮

泡重新排列，以木方連接成新浮台之後，在新浮台主

力木方上加上直柱，支撐屋頂及外牆，然後，以橫樑

連結直柱，並在主結構上釘裝屋頂、外牆及地板 (03)

第四步：下水測試

7 月 31 日，浮屋初步完成，可以進行水面測試。當日

早上潮水漲至頂點時，團隊利用滾輪和挖掘機幫助，

把觀鳥屋推出河道，在水上測試浮力和平衡  (04)。經

個多星期測試後，靠小艇牽引和水警快艇護航，將觀

鳥屋帶回原址。

 

第五步：內部裝潢

最後一步，便是內部裝潢。將觀鳥屋與舊有木樁和錨以

鐵鏈連結，觀鳥屋便不會隨水流漂走 (05)。同時，團

隊為觀鳥屋加上窗戶、桌椅、通風口和告示板等 (06)，

一間設備齊全、簇新的觀鳥浮屋便完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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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25 日　正式啟用

上述過程看似簡易，但實際情況當然不止 5 部曲。是次

建屋項目早在半年前開始籌備，由 9 位米埔同事組成

的工作團隊表示，天氣是最大阻力。例如在雨天後往往

要等數天，待木材徹底曬乾後才能繼續釘裝。下水測試

時，他們更擔心浮力或平衡等出問題致無法如期完工。

幸而，經歷 3 個多月的齊心合力，新屋已啟用，近地面

位置更增設窗門，攝影者可在水平線拍攝泥灘水鳥。

報名參加米埔自然遊，走訪全新觀鳥屋！

01

03 06

04

05

02

 觀鳥浮屋　
自己做！

保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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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罷前頁所述的重建觀鳥屋項目，未知會否讓你想知

更多米埔野外工作？米埔自然保護區佔后海灣 380 公

頃土地，內含極豐富生物多樣性，眾多動植物品種遍

佈 6 種濕地，包括魚塘、基圍、潮間帶泥灘、紅樹林、

蘆葦叢及淡水池塘。要管理米埔濕地，每天都是做不

完的功夫。今期人物誌，幾位野外工作人員將告訴我

們怎樣保育這片具重要生態價值的地方。

WWF : W /  霍木水 : 亞水  /  林智德 : 亞德  /  陳啟光 : 啟光　

鄭建國 : 亞國 / 劉錦松 : 亞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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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在米埔的職責是？

亞國：基本上所有米埔的維護工作都是我們負責的。

例如除草、維修和基圍操作等，每天的工作都不一樣，

充滿挑戰性。大家各有所長，例如亞水最喜歡的工作

是修剪樹木，需講求技巧，但有助營造適合水鳥棲息

的環境，亦能確保遊人安全。

最有挑戰性的工作是甚麼？

亞德：相信是清理基圍內因天氣和水質影響而出現的

死魚。因為臭味很強烈，即使忍著呼吸，感覺仍不好受。

但基圍是高生產力的生態環境，扶養多種水生或海棲

的無脊椎動物，如蝦及蟹及魚類等；為水鳥、哺乳類

及爬行類提供食物。 冬天的基圍更成為水鳥其中一個

重要的覓食地點。一個正在放乾的基圍，能吸引多達 
1600 隻水鳥前來！所以，雖然維護基圍並不輕鬆，卻

教人分外有滿足感。

有難忘的事分享嗎？

啟光：2007 年，我曾參與興建北面觀鳥浮屋，其中一

項工序需要在晚上將測試的浮屋從香港仔帶回米埔，

這個「晚上水中搬屋」的經驗很有趣！當然，今次由

我們的工作團隊親自完成重建南面浮屋的意義更大，印

象更深刻。

你在米埔見過最美的風景是怎樣的，
可以告訴我們嗎？

亞水：在這個具豐富生物多樣性的地方工作，很多美

麗一刻都與動物有關。亞德告訴我們，有天晚上在基

圍和小靈貓擦身而過。啟光更試過巧遇豹貓一家三口，

很難得！而我亦發現過東方白鸛，看過雙彩虹，那畫

面真是美極了。米埔自然保護區為不同種類的生物提

供重要居所，一年四季我們都能欣賞到各有特色的自

然美景。

你們有話想跟參觀米埔的朋友說嗎？

亞松：希望大家愛護環境，在參觀米埔的同時不妨關

注 WWF 的保育工作，更可以做義工，和我們一起進

行生境維護工作。不管是協助生境管理抑或擔任生態

調查員，都是重要支援。讓米埔，以至整個地球可持

續發展，生生不息，都需要你們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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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錦松 陳啟光 鄭建國

霍木水 林智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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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自然基金會於 2015 年 9 月發表最新報告 Living 
Blue Planet Report，揭示人類對海洋造成的種種傷害，

情況令人憂心。在 1970 至 2012 年間，海洋脊椎動物數

量減少達百分之 49。人類可利用的海洋種群數量減半，

一些主要物種甚至瀕臨絕種。吞拿魚、鯖魚和鰹魚等受

歡迎的食用魚類數量大幅下降百分之 74。

報告指出，這是商業或自給性捕魚活動所致，與全球

食物鏈息息相關的海洋物種最受影響。世界自然基金

會全球總幹事 Marco Lambertini 表示：「人類爭相濫

捕魚類，最終可能導致民眾失去主要食物來源和生財工

具。海洋生態系統崩潰可能觸發嚴重的經濟衰退；我

們在滅貧和解決營養不良問題的工作亦受影響。」

過度開採對海洋生物多樣性構成重大威脅。此外，研

究發現氣候變化導致海洋出現數百萬年來最急劇的變

化。二氧化碳排放引致溫度上升及海洋酸度增加，進

一步加劇過度捕撈、棲息地受破壞以及污染等主要威脅

所帶來的負面影響。

海洋前景堪慮，但希望猶存，經濟因素是改變現況一

大動力。根據世界自然基金會早前發表報告，海洋每

年的經濟生產總值至少達 2.5 萬億美元，主要的海洋資

產價值保守估計至少達 24 萬億美元。

我們致力推動海洋變革 ，由協調亞洲「珊瑚大三角」

海洋保育工作，以至在莫桑比克近岸設置「禁捕區」

及整合波羅的海之資源管理等，都本著「一個地球的

視野」(One Planet Perspective) 的理念進行。Living 
Blue Planet Report 讓我們明瞭海洋遭受的破壞，同時

亦提供了一道逃生門。正如 Marco Lambertini 所言：

「只要我們以可持續模式生活，海洋將生生不息，同時

繼續為人類提供豐富資源。趁為時未晚，現在就來保

護海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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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滿足人類對象牙的需求，每小時

都有３至４隻非洲大象因其象牙被獵

殺，每年被殺大象數目逾 3 萬隻 

在中非的森林裡，3 分之 1 的樹木品種依賴大

象傳播種子

非洲大象現存不足 47 萬隻，數量更持續下降

自 2000 年起，香港海關共檢獲

33 噸非法象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