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貓動向
最新消息
您 的助 養 資 訊

碩果纍纍
您支持的保育聯盟是如何守護
四川涼山的大熊貓

精彩內容
熊貓友善爐灶
重修與自然和諧共生之道

熊貓動向

為您準備的
野外動向報告
小圖(右一)：大熊貓正大快朵頤
小圖(右二)：農夫正在放牧

我們於2014年共同成立了
熊貓聯盟，感謝您慷慨解囊，
讓我們得以繼續為聯盟提供
培訓和技術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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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正在支持一個重要的保育聯盟，協助保護棲息在
中國全新大熊貓國家公園以外的大熊貓。

盟，感謝您的捐助，讓我們得以繼續為聯盟
提供培訓和技術支持。

熊貓國家公園將會成為7成的中國野
生熊貓的棲息地，佔野生大熊貓所
有棲息地的8成。但是，包括四川省
涼山山脈──大熊貓最南端的棲息地，便不
在公園範圍內。

聯盟成員由來自涼山地區的12個熊貓自然保
護區組成，成員會互相分享野生生物監測資
訊、組織聯合巡邏和應對棲息地喪失和外來
干擾的威脅。聯盟亦會推動宣傳工作，提高大
眾對保護大熊貓重要性的了解。

大

熊貓夥伴計劃
現時，大約有124隻大熊貓棲息在這些山脈，
毗連一些偏遠的農村社區。偏遠山區貧困水平
一直處於高位，除了中國政府正全力推動減貧
措施，涼山保護區聯盟亦同時帶領着地區的熊
貓保育工作。我們於2014年協力成立了熊貓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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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知道
嗎？
近三分之一的
野生大熊貓
及其近半的
棲息地都是
在受保護範圍
以外

糞便的生產力
大熊貓排便時會連帶有竹子種籽的糞便讓散
落森林，讓竹子因而得以茁壯繁衍，保持山區
森林的健康。當地居民亦仰賴森林為生，森林
除了是他們的食物和收入來源，亦是為他們提
供了煮食和取暖的燃料。熊貓聯盟會讓居民了
解有效地管理天然資源是如何為人類和野生

圖片來源：主圖及左上插圖：© WANG YUE；上方中央插圖：© WWF CHINA / XIANG DINGQIAN；
右上插圖：© JULIE SIMON。

息了約
林區棲
涼山的
124隻大熊貓

生物帶來裨益。另外，聯盟更為居民提供節能
爐灶，以減少消耗燃料。您可以翻閱第6頁，了
解更多這項您所支持的重點保育工作。
聯盟所管理的所有大熊貓保護區都實施劃一的
監控標準，以便整理和分析所收集的資料。保
護區人員還會作交流訪問，分享經驗並互相學
習。聯盟成員每年舉行一次年度會議，分享發
現並討論改善大熊貓管理棲息地方式的策略。

希望十年

© WANG Y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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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大熊貓專家
Xu Qiang為您報導
（有了您的資助，
這項目才得以進行！）

去年，聯盟在第四屆周年大會上宣佈了全新十年
保育方針，以保護位於涼山的大熊貓。

有

有賴多年來保育工作取得成果，野生大熊貓的數量開
始回升。不過，威脅大熊貓的危機仍未解除。除非得到

有效管理，否則人類活動，如放牧牲畜和採集竹子等，都會干
擾並破壞大熊貓脆弱的棲息地，而我們亦正致力着手於這方

聯盟正計劃擴展保育範圍至森林農地及社區
保護區。目前，這些地區都不在官方保護範圍
之內，因此成為聯盟成員將為他們提供額外
的支持，冀為保育工作帶來改變，更容易達至
保育目標。我們為日益壯大的熊貓保護網絡
感到驕傲，衷心感謝您的支持。

面的保育工作。
我們將協助當地社區尋找替代方法，包括養蜂，以實踐可持續的
生活模式，減少依賴森林自然資源。我們還將繼續推廣節能爐灶
和其他能惠及人類和大熊貓的措施。沒有您的襄助，我們無法實
現這目標，希望您能透過繼續支持助養計劃，攜手保護大熊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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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貓新聞
您如何幫助
來自世界自然基金會
中國分會的一段簡短而有趣的短片，
展示了涼山的居民和大熊貓
如何受惠於節能爐灶。請瀏覽：

WWF.ORG.UK/
STOVES

我們正使用節能爐灶
（右圖）代替傳統的
開放式爐灶（左圖），
這些替代品需要更少的
柴火而且能減少有害的
碳排放

成功要訣

MAIN © ISTOCKPHOTOLP, INSETS © WANG YU

燃燒柴枝會將排放含有二氧化碳和其他

農村社區共享天然資源，這些居

溫室氣體的煙霧到大氣中，加劇了氣候

民每年的收入僅為4,000港元。他

危機。人們亦會吸入煙霧，增加患上呼吸

們主要是小農，賴以飼養牲畜和耕種為生，

道疾病的風險。我們設計的節能爐可以

例如種植玉米，蕎麥，薯仔和燕麥。可是，

在減少消耗柴枝，提高燃燒效率，還產生

高海拔地區不利於農作物生長。取而代之，

更少的煙霧及碳排放，使居民的生活更

山區森林便成為人們取得柴火、水、野生草

安全及健康。

的場所。然而，這些人類活動會干擾和破壞
脆弱的大熊貓棲息地。全賴您的支持，讓
我們為這問題提供切實且可持續的解決方
案，包括節能爐灶。

全方位資產
從森林中採集木柴是一項艱鉅的工作，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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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的大熊貓與中國一些最貧困的

藥和其他天然資源的來源，以及放牧牲畜

M

MY

CMY

您的幫助能確保更多涼山居民能
獲得高燃油效益的爐灶，減低了對大熊貓
棲息地造成的壓力

涼

C

僅僅是去年，您就資助了涼山美姑縣的
居民建造了300個全新的節能爐灶，使
整體使用總數增加至1,108個。第一批在

K

熊貓、人類和
地球友善的
爐灶
使用明火或坑中是
傳統的烹飪方法。
您所捐助的高燃油
效益烹飪爐灶內部
空氣十分流通，估計可
有效節省50 - 70%的
木柴。爐灶亦配備了

2017年建造的500個爐灶已完成測試，全

有煙囪，可以從屋

都達到金級標準認證的減排標準，證明

子抽走煙霧，藉此減少

節能爐灶能夠減少碳排放，並改善了人

碳排放。

類和大熊貓的生活。

生活帶來美好的寧謐，但《地球生命力
報告2020》揭示了大自然正以比以往更
快速度衰退。我們需要攜手合作令大
自然回復生機。您可以通過以下方式
參與其中：

《地球生命力報告》
是WWF每兩年發布一
次的旗艦刊物，報告全
面研究全球的生物多
樣性趨勢和地球的健
康狀況：

https://livingplanet.panda.
org/zh-HK/about-the-livingplanet-report

電影分享
如您還未觀看由
Netflix、Silverback
Films及本會合拍
的自然紀錄片「我
們的天與地」，立
即邀請親友一起觀
看吧！

shorturl.at/eJLTX

自然
有聯繫
下載「自然有連繫」
手機應用程式，探索
香港不同的奇妙的自
然生境及參與本會
活動：

https://connectwithnature.
hk

參與聯署
敦促香港政府在2024年
或以前，成立不受任何
人為因素發展影響的海
豚保育管理區：

https://form.jotform.
com/201281659072454

「這些問題似乎令人望而生畏，不過我們仍能攜手扭轉現狀。
小至日常生活中如何飲食或消費，以至重大抉擇諸如經營或
管理方針，恢復大自然生機可以說是人類21世紀的使命。」
大衛·艾登堡爵士，世界自然基金會大使

除了幫助保護大熊貓，
您亦可以支持我們
其他重要保育工作，
以幫助守護我們的
地球及野生生物。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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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和食物，更能調節氣候。它為我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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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自然不僅為我們提供了潔淨的空氣、

閱讀
《地球生命力
報告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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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塑
大自然
平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