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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候變化對全球的影響日益加劇，發展綠色能源成為 
各國當務之急。事實上，在本港發展可再生能源的潛力 
相當優厚，但我們有否決心將能源願景付諸實行﹖
更多精彩內容：

齊創五「連」低碳佳績 「育養海岸」 
一周年 喜見成果 

救救大堡礁

最熱的一年



©
 W

W
F-Philippines / G

regg Y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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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64
郵寄：香港新界葵涌葵昌路八號萬泰中心十五樓世界自然基金會香港分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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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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節更替，最近香港的天氣變得暖和，預示初夏快將來臨，颱風季節離我們亦不遠矣。隨�世界各地極

端天氣來襲的次數日益頻繁，夏季的到來為某些地區的居民帶來隱憂。今年，西太平洋過早出現風暴活

動，密克羅尼西亞及菲律賓遭受強烈颱風吹襲。到底今年全球各地會否受極端天氣影響﹖氣候轉變既成

事實，再也沒有人能夠準確預知答案。

全球氣候轉變是人類過度耗用地球天然資源的惡果。我們對資源的消耗按年上升，龐大的需求甚至遠超

地球所能供應的，這不但破壞生境地，危害全球生物多樣性，更導致碳排放量大幅增加，直接促成全球

暖化和氣候劇變。根據香港天文台預測，本港平均氣溫在2050年將較現時顯著上升，天氣酷熱的日子會

變得更為普遍。

固然，維持現有「透支」生活模式只會為我們和下一代製造更多不可挽救的問題。然而，世界自然基金

會香港分會深信人類仍能扭轉現況，共同締造美好的未來。本會期望能推動香港成為亞洲最可持續發展

的城巿，透過「惜」用資源，減少我們為下一代帶來的負面影響。

要成功改變現況，重新評估我們和能源的關係會是一個理想的起步點。本會最新發表的「香港2050能源

願景」提出每年節省百分之1至2用電的目標，同時逐步增加可再生能源的使用。今期的封面故事將探討

改變現有資源耗用模式的有效方法。

我們必須同心協力，立即採取行動，以留住美麗的地球家園。這絕非遙不可及的事，只要我們實踐符合

環保原則的生活模式，定能建立與大自然和諧共處的未來。

我們亦為大家介紹本會較早前在海下灣海岸公園進行的水底魚類考察，蒐集得來的基線生態數據將有助

我們未來建立一個魚類資料庫。今期另一精彩內容是專訪「育養海岸」計劃的項目經理，讓大家更了解

這個全港性的海洋保育運動。

希望你們喜歡今期《生命之延》，更期望大家閱讀後能得到啟迪，開展「惜用識揀」的精明新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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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羅斯稀有 
東北豹數量增一倍
根據最新統計顯示，棲息於俄羅斯國家公園的東北豹，由

2007年統計的30隻，大幅升至現時最少有57隻，在鄰近的中

國邊境地區亦錄得8至12隻東北豹出沒。東北豹是世界最稀有

野生貓科動物的亞種之一，在過去七年，其數目已增加超過

一倍，保育佳績令人鼓舞！

剛果盆地最大片森林 
獲FSC認證
熱帶地區面積最大的相連森林正式獲得森林管理委員會(FSC)

認證。在2014年底，德國木材公司Danzer在剛果共和國營運

的子公司Industrie Forestière d’Ouesso (IFO)成功通過獨立

評核，獲得FSC森林管理及產銷監管鏈認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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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長生命線： 
極危墨西哥鼠海豚
墨西哥最近落實草案，禁止在加利福尼亞灣北半海域使用刺網捕

魚，讓全球其中一種極為罕見的海豚品種加灣鼠海豚（Vaquita）

免受誤捕而意外死亡的風險，得以稍稍喘息。西班牙文Vaquita是

「小母牛」的意思，近年，由於刺網捕魚活動猖獗，導致加灣鼠海

豚數量銳減至不足一百隻。墨西哥政府自2008年起實施一系列措

施，成功暫緩其下跌趨勢。

全球
保育快訊



中國大熊貓 
數目增加
根據中國政府最新公布的普查結果，野生大熊貓的數

目在過去十年增加268隻。現時，全國共有1,864隻野

生大熊貓，較上一次在2003年進行的調查增加了百

分之16.8。野生大熊貓是全球野生動物保育行動的象

徵，現時牠們只分佈於中國四川、山西及甘肅三省。全球海洋資產價值高達
24萬億美元
根據世界自然基金會最新發表的報告，全球海洋資產價值

媲美世界主要經濟體，但珍貴的海洋資源卻在急劇萎縮。

報告估計海洋資產價值達24萬億美元，若與全球十大經濟

體相比，海洋每年提供總值2.5萬億美元的產物和服務，排

名第七。然而，海洋龐大的經濟價值因接近崩潰的漁業、

逐漸消失的珊瑚及各種不同威脅面臨重大危機。我們期望

報告能促使商界領袖和決策者作出更明智的決定，保護珍

貴的海洋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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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國世界 
氣象組織（WMO）

表示，2014年是 
有史以來 

最熱的一年

逾35,000隻海象聚集在美國 
阿拉斯加一個海岸邊，這看似 
壯麗的畫面背後卻是一幕慘劇。

國國家海洋及大氣管理局（NOAA）在

2014年9月發佈了一張不尋常的照片：逾

35,000隻海象聚集在美國阿拉斯加一個海

岸邊。壯觀的場面背後卻是一幕慘劇：當

中至少50隻（主要是雌性和年幼海象）被雄性同伴踩死。

科學家普遍認為這是由於氣候變化引致北極地區的海冰大量融

化，倚賴海冰為生的海象被迫游往更遙遠的海岸覓食，因此出現

這個場景，亦讓大家目睹了氣候變化對環境的影響。

聯合國世界氣象組織（WMO）亦表示，2014年是有史以來最熱

的一年，由於大氣中的溫室氣體持續增加，組織預計全球增溫的

趨勢會延續下去，為我們帶來更熱的天氣。

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IPCC）去年底發表的氣候報告指

出，各國必須盡快採取措施遏止溫室氣體的排放，將全球氣溫上

升控制於攝氏兩度以內，否則世界各地將會出現不可逆轉的氣候

災難。

溫室氣體排放是氣候變化的主因之一，香港無法獨善其身。發電

是本港溫室氣體排放的最大來源，佔接近七成（2011年數字）。

當中超過七成的電力供應是靠燃燒化石燃料而來，超過一半來自

碳排放量極高的煤，至於相對乾淨、溫室排放較少的可再生能源

卻佔少於百分之1。當我們的用電需求持續上升，發電廠就要燃

燒更多化石燃料來供電，排放更多溫室氣體。

本港天文台更預測至2050年，香港的平均氣溫將上升攝氏1至2

度，酷熱天氣和熱夜的日數也會不斷增加。結果，香港就陷入

一個惡性循環中，天氣愈熱，我們愈依賴冷氣等電器來降溫，

排放的溫室氣體也隨之增加，進一步加劇全球暖化。因此香港

必須積極應對氣候變化，減低溫室氣體排放，發展可再生能源

是一條出路。

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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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電力自己發？
假如你可以在屋頂或大廈天台安裝太陽能板，接駁至公共電網，

發電供自己使用，發電不足時你可以從電網向電力公司取電，確

保家裡有穩定的供電；相反用電量較低時，你可以將剩餘的電力

賣給電力公司，讓你盡快回本之餘，還會帶來少許收入。你有興

趣參與這項投資嗎？

這並非天方夜譚，現時全球有至少98個省/市及國家實行「回購電

費政策」（Feed-in Tariff）。以德國為例，政府自從2000年以回購

電費政策鼓勵國民以可再生能源，如太陽能、風能和生物能等作

分散式發電（Distributed Generation）。政府會因應各種再生能

源項目訂下不同的「回購電費」。電力公司則需要以平均長達15

至20年的合約形式，按項目的發電量，向發電戶支付回購電費。

發電戶不單可以使用自己所發的電力，更可以將用不完的電力以

一個較市價低的價格賣給電力公司。電力公司則透過調整電費來

支付購買這些可再生能源的成本。

以鄰近的台灣為例，根據當地經濟部能源局資料顯示，嘉義居民

安裝5千瓦功率的光電系統，安裝成本約50萬新台幣(約12.5萬港

元)，將發電賣給電力公司，2013年的回購電價是每度電6.98至

7.07 新台幣(約1.74至1.76港元), 整個項目所需回本期為10年左右。

可再生能源在香港可行嗎？
根據香港理工大學屋宇工程設備學系在2013年發表的研究報告顯

示，若在香港可用的屋頂都裝上太陽能板，可以為香港提供超過

百分之14的電力（以2011年的用電量計算）。雖然，目前單憑太陽

能無法提供全部電力，但發展可再生能源絕對有助緩解現時發電

排放溫室氣體所構成的環境影響。

2014年3月，本港環境局就未來發電燃料組合提出諮詢文件，提出

兩個方案：「通過從內地電網購電以輸入更多電力」以及「利用

更多天然氣作本地發電」，對可再生能源�墨甚少，錯失了一個

發展潔淨能源的機會。

事實上現時有公共屋苑、公營醫院及政府機構都在建築物安裝

太陽能光伏系統，其中由本港政府和建造業議會合作的「零碳天

地」在用電方面說得上自給自足，還有盈餘電力送回電網。

2015年，氣候變化和能源議題是全球焦點所在。《聯合國氣候變化

框架公約》年底於法國巴黎舉行氣候峰會，有望議定新一份減排

協議。至於香港，政府與兩間電力公司簽訂的《管制計劃協議》

即將屆滿，在檢討電力市場規管、改革電力市場之際，氣候變化

和節能減排理應亦被列入討論框架內。

世界自然基金會香港分會要求香港政府訂立節能目標，以及循序

漸進地增加可再生能源的應用，令市民可享用潔淨、穩定而價格

合理的電力，發電所產生的碳排放亦大幅降低—這才是應對氣候

變化的良策。 

煤
53%

其他
2%

天然氣
22%

核能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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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破迷思

    香港沒有足夠空間 
     裝置太陽能板
香港雖然缺乏廣闊的土地興建大規模的太陽能發電項

目，但是屋頂的空間還沒有被善用，可以鋪設光伏太陽

能板。大量工廠大廈的天台及未來的公營房屋及住宅項

目均有潛力發展太陽能。以新加坡為例，他們在2013

年所安裝的太陽能設備大概是1MWp（兆瓦功率）， 

是香港的五倍。

    可再生能源發電成本高昂
目前以可再生能源發電的前期投資的確是比較高，但

由於燃料成本低廉，甚至是零成本，整體發電成本不

一定較傳統化石燃料高。投資銀行德意志銀行預測，

即使電價維持穩定，至2017年全球三分之二太陽能發

電價格仍可與傳統發電價格看齊，甚至更便宜。

    受天氣影響， 
    可再生能源供電不穩
可再生能源供應不穩定的特性，可以透過建立智能電

網及有效電網管理而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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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ep Fit吧！
電力市場 
香港電力市場一直以穩定、安全、電費低廉自居，唯高估電力需求及使

用高碳排放的燃料，卻犧牲了環保表現。現時政府與兩間電力公司簽訂的 

《管制計劃協議》將於兩年後屆滿。環境局現正進行公眾諮詢，決定2018

年後的電力市場發展，這將影響香港應對氣候變化的成敗。本會建議電力

市場發展必須加入兩項新機制，包括：

一、在《管制計劃協議》獎罰機制中加入電力最高需求目標及 

提高節能目標

二、開放電網予分佈式電力

這將有助減少香港未來的用電需求，讓市民和企業共同發展再生能源， 

為電力市場Keep Fit。若您同樣希望推動電力市場改變，扭轉氣候變化，

請立刻簽署意見書。你的信件將被直接送呈環境局。

 

聯署網址 http://WWF.hK/Fitelectricitye



8WWF 生命之延



9春 Spring 2015

自2009年起，本會的低碳辦公室計劃（LOOP）和低

碳製造計劃（LCMP）已助參與企業減少共51,219噸

碳排放，相等於節省了超過8,100萬的高昂電費，而

企業同期亦錄得百分之58的業務增長。

現時，中國、美國及歐洲多國等正積極推動碳交易，

隨�全球商界愈來愈意識到以巿場交易為基礎的減排

計劃所帶來的好處，「減碳有利營商」的理念已逐漸

成為主流。

香港商界同樣日益重視業務的可持續發展。香港交

易所計劃在2015年把「環境、社會及管治報告」

（ESG）指引中部份建議披露資料提升至「不遵守就

必須解釋」的責任級別，讓企業承擔計算、交代及減

少碳排放量的責任。這是業界披露減碳成效的「第一

波」行動，亦是符合可持續發展原則的未來營商趨勢

之一。

齊創五「連」 
低碳佳績
截至2014年底，世界自然基金會
香港分會的兩個前瞻性商界減碳計劃
連續五年成功協助參與企業大幅
減碳，成效令人鼓舞。

51,219
減少共51,219
噸碳排放

港幣

81,000,000
的高昂電費被節省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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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LOOP及LCMP的企業帶領�這股「綠色營商潮流」，以下

是其中兩個例子：

大昌行（DCH）
是集汽車、食品及消費品業務於一身的本地綜合貿易企業，自

2011年起參與LOOP。除了在辦公室積極推行各項減碳措施，公司

更多走一步，由不同部門的員工組成環保委員會，定期舉辦生態

遊及環保活動，向員工灌輸低碳生活概念，鼓勵員工持續參與減

碳行動。大昌行亦訂下「1/2/3」的清晰減碳目標，期望按年減排

最少百分之1。

超捷織造（深圳）有限公司
專營毛衣製造，企業於2010年參與LCMP，多年來逐步改善工廠

在環保方面的表現。早於2011年，企業已投資超過4,500萬美元購

入新型織機，不但把生產力提高超過三成，同時亦把冷氣機使用

率及辦公室用電大幅減少四成。其他減排措施包括取締天然氣電

熱水器，改用太陽能熱水系統；以空氣對水式熱泵取代原有天然

氣燃燒爐，從空氣中吸收熱能；在生產線採用反光鏡以有效反射

光源–使用反光鏡後，一支螢光光管的亮度媲美兩支普通光管。

超捷亦是深圳巿政府試點碳交易巿場的其中一員，為日後業界推

動減碳鋪路。試點計劃涵蓋635家企業，佔全巿總排放量的百分之

38。計劃旨在為企業提供經濟誘因推動減排，參與企業及其他投

資者在為期兩年的計劃內可以購入及出售排碳權。參與企業共獲

分配1億噸排放額，當局會每年檢討，並視乎情況調整每間企業的

年排放配額。

超捷織造(深圳)有限公司副總經理何家和先生分

享道：「碳排放在商業巿場上有其價值，在控制

碳排放的同時，公司亦能吸引更多客戶以及提高

員工滿意度。」

這類重視可持續發展的計劃將在未來營商環境中

扮演日益重要的角色，企業如能在ESG方面取得

理想表現，加上主動全面披露相關資料，將能在

未來獲得更大巿場競爭優勢。

世界自然基金會香港分會氣候項目商業參與總策

劃何美娟表示：「企業需採取可持續發展的營運

方向，同時透過負責任和符合環保原則的營運模

式確保股東及其他持分者的長遠利益。現時，巿

場上愈來愈多關注社會責任的投資者，這亦推動

企業積極實踐ESG相關措施以及匯報成果。」 

「企業需採取可持續發展的營運方向，

同時透過負責任和符合環保原則的營運

模式確保股東及其他持分者的長遠利

益。現時，巿場上愈來愈多關注社會

責任的投資者，這亦推動企業積極實踐

ESG相關措施以及匯報成果。」

—世界自然基金會香港分會

氣候項目商業參與總策劃何美娟

Photos: © Dah Chong Hong Holdings Limi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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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港性的「育養海岸」計劃由世界自然基金會香港分

會主辦，並與多個本地環保團體合作推行，至今已推

出近一年。「育養海岸」是本港首個結合科學研究的

大型海洋保育運動，由「公民科學家」肩負起保育海

洋和處理海洋垃圾問題的重大使命。計劃旨在透過在

本港不同海岸生境地進行調查，以及舉辦公眾教育活

動，喚起各界對海洋污染的關注。

2012年的塑膠粒洩漏事件喚起許多港人對海洋污染

的關注，更把社會各界凝聚起來，合力清理受膠粒影

響的海岸。然而，兩年已過，我們仍能在不同海灘上

發現這些膠粒的�影。這向我們呈現了一個可怕的事

實—塑膠分解過程需時數百年，亦難以清除，一旦進

入海洋，將為海洋生態帶來持續的嚴重威脅。

根據近期發表的全球海洋塑膠污染（Plastic Pollution 

 in the World’s Oceans）研究指出，至少5.25兆顆、

共重達268,940噸的塑膠微粒正四處漂流，數量之多

令人難以想像。如果按重量計，即相等於36,000頭大

棄之有道

生態足印

改善香港海洋生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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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33,750,000個保齡球或1,125列貨運火車。然而，海洋

垃圾問題仍在不斷惡化，2013年度國際海岸清潔運動的資

料分析顯示，參加者在本港每公里長的海岸線平均清理出

5.9噸垃圾，驚人的垃圾量讓香港在參與運動的國家中名列

第三。

海洋垃圾對香港的海洋生物正構成嚴重威脅。科學家指

出，海洋垃圾正影響全球663種海洋生物。目前，所有已

知的海龜種類、一半的海洋哺乳類以及五分一的海鳥物種

受�海洋垃圾纏繞或誤吞海洋垃圾的威脅。香港雖然沒有

正式統計數據，但是，燕鷗、海豚、珊瑚、魚類及海龜誤

吞海洋垃圾或被海洋垃圾纏繞的情況比比皆是。

「育養海岸」期望能追溯香港境內海洋垃圾的來源，從源

頭解決污染問題。很多人以為只有海上活動才會產生海洋

垃圾，其實垃圾的來源層出不窮，你想像得出來的東西

都能在海中找到，當中包括即棄餐具、玩具、膠樽、紙尿

片、電視機、單車⋯⋯可謂「包羅萬有」。這些垃圾經河

流、渠道、海岸活動、颱風或暴雨進入海洋，故此，即使

你從未踏足過海邊，你依然有機會成為污染海洋的其中一

員。

我們從小就被灌輸不能亂丟垃圾的訊息，但不是每個人都

會遵守規則。我們要從源頭解決問題，首要確保每個巿民

都懂得負責任地棄置垃圾，第二步是減少使用塑膠，改用

較環保的替代物料，同時避免使用即棄產品。更進一步，

你可舉報海洋垃圾黑點，並自發組織清潔活動。讓我們攜

手合作，救救海洋！ 

海洋垃圾來自各種人類活動

義工正在進行海岸生態
調查（見上圖）及垃圾
調查（見下圖）。

海岸科學家培訓工作坊

Photos: © Coastal Watch Proj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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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球一小時的精神不只在於關燈一小時，而是人

類在日常生活中作出改變，讓地球能夠以可持續

發展的模式運作下去。

地球一小時是全球最大型的集體環保行動，內容

十分簡單，就是大眾於指定時間關掉不必要的燈

一小時，以顯示支持地球可持續發展的決心。今

年的活動破紀錄得到來自172個國家及地區的個

人、企業、地標等支持，關燈一小時來參與這個

別具意義的環保活動。 

今年是香港第七年參與地球一小時。自2009年

首次參與，香港的活動已成功得到數以百萬計市

民參與，成為年度盛事。地球一小時不單提升了

大眾對節能減碳的關注，亦締造了實際的環保成

果。今年，在活動舉行期間（即三月廿八日晚

上8時半至9時半），香港的用電量下降超過百

分之4，相等於減少137.8噸碳排放。這數量的

碳排放需要 5,991棵樹用一年的時間才能吸收。

這個成果反映出人類一個簡單動作都可為大自

然帶來巨大影響。

根據WWF及全球足跡網絡最新研究，若全球人

類以港人的模式生活，將要3.1個地球才能滿足

我們所需。香港人所需的自然資源亦超出自身所

能提供的540倍。然而，地球只有一個，我們必

需「惜用識揀」以保護地球。為帶出善用自然資

合力延續 
地球一小時

© DenisChan / WWF-Hong K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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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週：「衣」「衣」不捨
與其經常購買新衣，不如發揮心思創意，把舊衣

改造成為獨一無二的時尚衣物！

第二週：「惜」飲「識」食
是時候改變我們的飲食習慣，珍惜食物。點選適

量飯菜，避免製造廚餘；亦可嘗試把廚餘轉化成

有用物品，減少垃圾！ 

第三週：「住」得其所
許多舊傢俱經過翻新後都可以繼續使用，一於動

手維修及翻新家中的舊傢俱，或把它們轉贈予慈

善機構，減少浪費。

第四週：持之以「行」
想輕鬆一下？除了購物及到海外旅遊之外，何不

與親友探索一下本土大自然，感受地球之美？

源的訊息及延續地球一小時的精神，世界自然基金會

香港分會再次舉辦「一個地球大行動」（One Earth 

Mission）。透過連串活動，希望提升大眾對可持續生

活模式及節能減碳的意識。

今 年 ， 我 們 與 四 間 本 地 非 牟 利 團 體 合 作 ， 包 括 

Redress、惜食堂、曙光計劃及香港女童軍總會，鼓

勵市民於四星期內就衣、食、住、行各方面去審視自

己的生活模式。每個周末更有不同活動予市民參與，

令大眾有機會親身體驗可持續生活。藉�改造舊衣、

利用剩餘食材製作飯盒、參觀回收中心及參加野外體

驗營，我們希望大家可以從現在開始珍惜資源，減少

浪費，令我們的地球繼續生生不息。 

「一個地球大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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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nisChan / WWF-Hong K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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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下潛「寶」
在香港，世界聞名的郊野公園約佔境內四成土

地，它們經過規劃且受到法例保護。然而，對於

海洋環境的保護，本港的步伐卻明顯遠遠落後。

現時，本港只有不足百分之0.5的水域獲妥善保

護，被劃為禁捕區。缺乏保障，加上多年來漁業

管理欠佳、海洋污染以及持續進行的填海工程，

令本港水域的海洋生物只能掙扎求存。

縱然面對嚴峻生存環境，本港水域仍蘊藏豐富海

洋物種，超過320種珊瑚魚棲身於本港的珊瑚群

落及岩礁一帶，而保護區中的魚類品種一般較非

保護區為高。

世界自然基金會香港分會最近進行了一系列有關

海下灣海岸公園珊瑚魚物種的考察，期望能進一

步增加本會工作人員對海洋生物的知識，並建立

海下珊瑚魚的資料庫，此舉對本會教育或保育工

作均有莫大幫助。

去年夏天，本會教育及保育部門合共十名工作人

員在海下灣海岸公園數個地點進行了四次水底考

察，在短短一小時內，每名調查人員不但需要記

錄所見魚類品種，還要同時拍攝照片及影片。完

成考察後，調查人員會核實魚類品種並整理所得

數據。

根據漁農自然護理署現有資料顯示，海下灣海岸

公園孕育了超過120種珊瑚魚，而本會的四次考

察共記錄到當中的64種，為該署記錄的一半以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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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斑絲 虎 
（學名：Cryptocentrus polyophthalmus)

黃色管海馬 
（學名：Hippocampus kuda)

香港的海洋仍然孕育著很多海洋
生物，只要我們提升對海洋資源
的管理及可持續使用的意識，便
能夠讓我們的下一代都能享受到
香港美麗的海洋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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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底考察 Fun享多
這次考察對我們來說是一次難能可貴的機會，大大加深了我們對

海下灣海岸公園的認識。在每次考察之前，我們都要先熱熱身，

把共重約70公斤的四個氧氣筒和數個潛水配重鉛塊從海下村帶到

我們的海洋生物中心，背負沉重的裝備徒步走15分鐘並非易事，

但我們都樂意接受挑戰。

熱身過後，我們需要研讀魚類識別圖鑑，讓我們對有機會遇見的

魚類品種有更深刻的印象。當一切準備就緒，我們便整裝前往探

索海下灣迷人的海底世界。

提起海下灣，很多人自然會把焦點放在珊瑚群落上。其實，海下

灣還聚居了很多千奇百趣的海洋生物，隨時都能為你我帶來意外

收獲！旅程中最讓我們驚喜的是在海底枯葉叢中發現一隻黃色管

海馬（學名：Hippocampus kuda），以及碰見一條藏匿於海參

附近尚未確認品種的黑色河豚。

對我們來說，這些體驗彌足珍貴，不但豐富了本會工作人員的閱

歷，更拉近了我們和大自然的距離。

這次考察讓我們得以蒐集海下灣海岸公園的基線生態數據，有助

我們未來建立一個魚類資料庫。我們亦希望這個寶貴的經驗能增

進本會工作人員對這個海岸公園的認識，從而向學生及參觀人士

傳遞更全面的保育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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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F 人物誌

身為世界自然基金會香港分會「育養海
岸」計劃的項目經理，楊松 帶領他的團
隊利用科學方法研究、保護和持續監測香
港極具生態價值的海岸棲息地。 

從陸地 
  到海洋

你為甚麼會選擇投身於海洋保育？

我從前是一隻「旱鴨子」，直至大學最後一年以

前仍不諳水性，現在卻成為海洋研究員，聽起來

可能讓人難以置信。

跟大多數的香港人一樣，我從不知道香港擁有如

此豐富多樣的珊瑚、魚類和無脊椎動物。幸好我

就讀的大學有一所海洋科學研究中心，當中有研

究員專門研究珊瑚群落。作為一個水底世界的門

外漢，我被海洋裡的奇珍異寶深深吸引，因此，

我決意闖進這於我完全陌生的領域—學習潛

水，正式展開我的海洋研究生涯。

現在我深深感受到海洋保育的重要性。海洋連繫

著每一個地球公民，故此海洋污染、生境破壞

和過度開採資源等問題亦與每個人息息相關。以

香港為例，本地的漁業資源早已遭過度開採，如

今我們需依賴進口海鮮。換句話說，我們正在消

耗其他國家的資源，造成破壞海洋生境的惡性循

環。當了解到香港人對海產的需求正間接破壞外

地那些美麗的珊瑚礁時，我便決定投身參與海洋

保育工作。

對你來說，海洋保育的意義何在？

我認為保育就是對人類的破壞行為作出調節。唯

有與大自然重建關係和實踐低碳生活，我們才能

夠挽救地球。我們每個人都扮演著關鍵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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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正是我心目中人類與大自然應有

的關係。可是，很多港人難以理解這種關係，對

我們而言，「生活」和「自然」似乎互不相干。

過去我在東南亞曾參與不同的保育項目。透過與

當地漁民相處，我發現他們的生活十分簡樸，

並且都很珍惜大自然。事實上，他們的生活模式

本來就與大自然和諧並容，對環境的影響實在有

限。現代化和全球化卻導致他們污染海洋，和使

用不可持續的捕魚方式。諷刺地，現在我們卻回

去教導漁民該如何生活，而「現代人」就繼續以

不可持續的方式生活。

「這項任務極具挑戰性， 
而且意義深遠。在沙灘上 
進行多小時的調查工作 
儘管艱辛，卻帶給我們 
很大的滿足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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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在「育養海岸」計劃中有甚麼職責？

眾所周知，海洋垃圾產生自我們每日棄置的人造物料，但大多數

人卻拒絕承擔責任。「育養海岸」計劃讓參加者協助記錄海岸生

物多樣性，並追溯海洋垃圾的來源，從而親身了解我們如何污染

自己的海洋。我向他們提供實例，藉此幫助他們在生活上作出改

變，並教育他們在各自的社群中傳播海洋保育的訊息。

你認為香港的海洋垃圾問題嚴重嗎？

大部分香港人都沒有親身見識過海洋垃圾的問題。他們之所以

不了解其嚴重性，是因為政府的承辦商經常都清理那些受歡迎的

沙灘；然而很多偏遠、無專人清潔的海岸卻堆積著數以噸計的垃

圾。同時，我觀察到許多海洋垃圾都有被咬過的痕跡，顯示海洋

生物和雀鳥都誤以這些垃圾為食物。試想想，我們是否在進食一

些體內有塑膠的魚類？這些塑膠會對我們的生態系統帶來甚麼影

響呢？你只需到一些較偏遠的海灘親身體驗和觀察一下，就會知

道自己下一步該怎樣做。 

1. 香港擁有豐饒多樣的海洋資源
2.考察工作頗具挑戰性，卻能對保護
海洋生態帶來裨益
3.「每當看見義工們明白到問題的根
源時，我便知道我們的努力並沒有白
費。清潔的海洋環境和健康的生態系
統並非天方夜譚。」
4. 「我深信人類應該與大自然和諧
共存。」

Photos: © Coastal Watch Project

1

3

4

2



20WWF 生命之延

救救 
珊瑚礁

大堡礁位於澳洲東北海岸，是世界最大最古老的自然

奇觀之一。它由眾多相連的珊瑚礁和島嶼組成，佔地

348,000平方公里，面積有如日本或馬來西亞。這裡孕

育了1,500種魚類，400種珊瑚和4,000種軟體動物，更

常有鯨魚、海豚、江豚及多達215種濱鳥和海鳥出沒。

大堡礁為受威脅的儒艮提供了覓食地，又為瀕危的綠

海龜提供了繁殖的地方。

大堡礁對人類而言亦極其珍貴。它每年為澳洲的經濟

注入58億美元，並提供超過68,000份工作。健康、未

受破壞的珊瑚礁對生態旅遊、漁業及其他可持續發展

的工業來說都非常重要。

不幸地，全球四分之一的珊瑚礁如今已因人類活動而

被破壞至無法復原的地步，另外百分之66的珊瑚礁亦

正面臨嚴重威脅。這些累積影響所帶來的破壞，就連

面積廣大的大堡礁亦無法倖免。有見及此，聯合國教

科文組織（UNESCO）世界遺產委員會正考慮將大堡

礁列為「瀕危世界遺產」。

大堡礁之所以會面臨如此重大的威脅，乃由多個因素

所致。氣候變化是大堡礁當前面對的最大威脅。如果

水溫過高，珊瑚根本無法生存。全球暖化已加劇珊瑚

白化的現象，在未來，珊瑚白化的次數和嚴重性均會

不斷增加。

利用氰化物或炸藥捕魚及底層拖網等具破壞性的捕魚

活動已嚴重傷害了大堡礁的結構，令魚類數目銳減；

而過度捕魚亦導致該區域的多個群落出現生態失衡，

食物鏈及各個物種造成負面影響。

駕駛船隻出遊和水肺潛水及徒手潛水的人士亦可能在

無意間損害了珊瑚礁。旅客觸摸珊瑚礁及收集珊瑚，

船隻於珊瑚群落範圍下錨等，均會對珊瑚礁造成傷

害。近海活動同樣會對珊瑚礁構成負面影響。都市及

工業廢料、殺蟲劑及農業用化學品等被沖刷到河道，

繼而流入大海毒害珊瑚礁。此外，建築、砍伐樹木及

耕種活動等會造成泥土侵蝕，加劇泥石流災害的危

險，直接阻擋珊瑚接收陽光。

日前有建議在昆士蘭建設大型煤炭出口港，方案不但

引起廣泛爭議，同時亦令澳洲世界自然基金會高度關

注。此舉將導致數十億噸工程挖掘的污泥被傾倒於大

堡礁水域一帶；這條「航運高速公路」建成以後，每

年穿越大堡礁水域的船隻數目估計會激增至2020年的

每年7,500艘。

©
  naturep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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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即響應， 
救救大堡礁

世界自然基金會已發起全球運

動，促請澳洲政府劃定清晰界

線，制止工業發展對大堡礁所帶

來的破壞。至今全球已有35萬人

支持#SOSreef，呼籲政府在大

堡礁實行以下多項由世界自然基

金會所提出的建議：

禁止傾倒淤泥並
盡量減少挖泥

透過公平、有約束力的
條例保護河流、叢林及

當地社群的權益

讓魚類、龜類、 
儒艮及其他珍貴野生物

種的數量得以復原

將昆士蘭打造成 
一個可再生能源的 

基地，替大堡礁降溫

保護大堡礁 
免受農業污染

讓大堡礁沿岸的珍貴濕地及
原始面貌歷久不變



可再生能源發電的燃料成
本低廉，甚至是零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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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5
現時全球有至少98個省/
市及國家實行「回購電費
政策」。

98

0
若在香港可用的屋頂都裝上
太陽能板，可為香港提供超
過百分之14電力（以2011年
的用電量計算）。

新加坡在2013年安裝的太陽
能設備大概是香港的五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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