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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這份報告剛好總結一項監察香港過去十年如何

作為一個監察的工具，這些報告並不旨在為所

履行《生物多樣性公約》（《公約》）下的責任

發現的問題提供詳細的解決方案。雖然報告已

的計劃。該計劃最初是由民間智庫思匯政策研

經提出一些高層次或政策層面的建議，但仍需

究所，以及來自社會相關行業的保育專家制訂

花氣力將這些建議化為具體行動，而這項工作

的。香港作為亞洲國際都會，公開披露履行《公

需由政府帶領讓全民回應。就此，香港觀鳥會

約》的進度是相當重要，所以香港觀鳥會為此

已經隨時準備貢獻我們可以提供的資源及專業

收集向公眾公開或透過《公開資料守則》取得

知識。

的資料定期製作報告。過去於2011、2013、
2015、2018及2021年出版的五份《香港生物多

下一步，香港觀鳥會將會進行一次全面的評估，

樣性及保育重點指標》（《指標》）報告所收集

當中會將香港最新的保育進展、現時所用的監

的數據及觀察，正正為本報告的十年評估提供

察指標的有效程度，及《公約》最新的指引框架

了穩固的基礎。

納入考慮。而這個過程將會衍生一系列新的指
標，用作監察香港2030年或以後的保育成效。

全球以至本地公民都在這十年間更加關注，根
深蒂固的不可持續自然資源開發和消費模式對

結束時容許我感謝：埃克森美孚公司贊助思匯

環境及社會所造成的風險。上述報告所使用的

政策研究所開啟這項有關生物多樣性保育的工

指標辨認出特定的「壓力點」，從而讓我們能

作；ADM Capital Foundation為2021年出版

夠努力地確保香港的生物多樣性及其帶來的所

的兩份報告提供資助；陸恭蕙女士於思匯政策

有益處，不會因經濟發展之名而被犧牲。

研究所擔任行政總監時促使自然保育策略的
制定，而當她後來為時任環境局副局長時亦在

我們的郊野公園及其所保護的再生林正好展示

有限的共識下盡力推動香港的《生物多樣性策

積極的保育規劃能達至的價值，但香港亦因為

略及行動計劃》（《行動計劃》），並感謝漁農

作為野生動植物非法販運及大致上不可持續的

自然護理署（漁護署）助理署長陳堅峰先生作

海產貿易的全球樞紐而聲名狼藉，影響本港境

為《行動計劃》的主要執行者；智囊團隊，包括

外生物多樣性的可持續性。我們的本地物種，尤

白理桃先生、司馬文先生、Clive Noffke 先生、

其是那些依賴濕地和海洋的物種，亦因與自然

鄺力存博士及 Roger Kendrick 博士，他們是

保育牴觸的發展政策及資源匱乏而無法有效執

制定指標過程中的重要成員，也要感謝無數各

法導致的環境破壞，正面臨日益嚴重的威脅。

個界別的專家提供相關的專業知識。最後，我
必需感謝一眾香港觀鳥會的保育主任們，他們

儘管這些報告批評多於讚揚，但我們還是誠懇

付出龐大的努力及專業技術編寫歷年的報告：

地希望它們能被看待為一個恭敬的嘗試，在生

胡明川女士及黃雪媚女士(2021)、胡明川女

物多樣性作為一個公共物品並能為這個高度密

士(2018)、何沛琳女士(2015)，及鄭諾銘先生

集城市的每一員的繁榮、享樂及身心健康做出

(2011及2013) ─ 我們謹以此報告紀念他的貢

巨大貢獻的前提下，找出更好保護及改善生物

獻。

多樣性的機會。香港身為世界上受教育程度最
高及最富裕的城市之一，而且保育生物多樣性
亦是大灣區政策的其中一個方向，實在需要就

吳敏

此作出回應。

副主席及自然保育委員會主席
香港觀鳥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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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生物多樣性公約》
（《公約》）

香港政府對《公約》的承諾

《公約》是一項多邊環境協定，其目標為：1）保護生物多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確認《公約》對保護生物多樣性的

樣性；2）可持續使用其組成部分；和3）公平合理地分享

重要性，並於2003年向中央人民政府提議將《公約》延

由使用基因資源而產生的益處 。《公約》於1992年在聯

伸至香港 6。2004年，香港政府推出《新自然保育政策》

合國環境與發展會議（里約地球高峰會）上開放供簽署，

以保育香港的生物多樣性，當中確立了十二個須優先加強

並於1993年生效 2。目前《公約》有196個締約方，有168

保育地點，並提出兩項獎勵機制，即公私營界別合作計

個國家簽署3。中國於1993年簽署，並於2011年將其延伸

劃及管理協議計劃7。《公約》最終在2011年5月9日延伸

至香港。根據《公約》第6條和第26條，締約國需要制訂

至香港。同年，政府再次重申在港落實《公約》的承諾8，

該國的《生物多樣性策略及行動計劃》（《行動計劃》），

並於2013年成立《行動計劃》督導委員會及三個工作小

以落實《公約》，並於每兩年舉行一次的締約國會議匯報

組 9。接下來的兩年間，不同的學者、生物多樣性專家、

其進度。

環保團體代表、公私營機構及相關政府部門都參加制定

1

《行動計劃》的參與程序，並提出超過400項的具體行動
2010年，在日本愛知縣名古屋舉行的第十次締約國會議

建議10。香港的《行動計劃》最終在2016年年底公布，政

上，通過了經修訂和更新的《2011-2020年生物多樣性策

府亦預留1.5億港元作為首三年落實《行動計劃》之用11。

略計劃》。這是一項為期十年的總體國際行動框架，讓各

此後，環境局及漁農自然護理署（漁護署）每年都向環境

國採取行動保育及可持續管理生物多樣性 。在這全球框

諮詢委員會匯報《行動計劃》落實的進度12。

4

架底下，共制定了五個策略目標及二十個「愛知生物多樣
性目標」5。

3

1

前言

民間參與《公約》

香港生物多樣性與自然保育的十年回顧

即使在2004年起政府實施了《新自然保育政策》，香港

是次回顧包含了早前發布的五份《指標》報告中所收集

的生物多樣性持續受到發展的損害及威脅，尤其是私人

的數據摘要（請參閱第三章）、香港對《公約》的回應，及

住宅和公共基礎設施的建設，而執管行動和棲息地管理

評估香港達成《公約》《2011-2020年生物多樣性策略計

方面仍然缺乏協調和資源不足。因此，民間智庫思匯政策

劃》下的20個「愛知生物多樣性目標」的進度（請參閱第

研究所根據《公約》下全球最佳做法和原則，制定了一個

二章）16。通過這個過程可以找出落實生物多樣性保育的

新的自然保育政策框架13。它旨在透過概述一個策略框

差距及過往所汲取的教訓，並為下一份將於2022年落實

架以推動香港制定一個全面的《行動計劃》，激發有關政

的《行動計劃》提出高層次的建議（請參閱第四章）。

策制定的討論，並提出《行動計劃》需包含策略目標及有
《公約》下新的《2020年後全球生物多樣性框架》（《框

時限的具體行動以落實這些目標。

架》）將會在下一次締約國會議通過並採納。這次會議原
思匯政策研究所連同40多個環保團體、學者、顧問、官員

定於2020年10月在中國昆明舉行，但由於2019冠狀病毒

及其他專家持份者，根據《公約》的2010年生物多樣性

疫情，目前推遲至2021年10月17。本報告稍後會於第五章

重點指標，制定了一套香港專用的指標14。這些指標旨在

簡介一下《框架》。在籌備制定下一份《行動計劃》時，也

監察並反映香港生物多樣性及自然保育的概況。自2011

應參考參考這個新的《框架》，好讓香港與《框架》下的

年起，香港觀鳥會一直收集數據，並發布了五份《香港生

全球目標保持一致，並實現《公約》2050年「與自然和諧

物多樣性及保育重點指標》（《指標》）報告15。

共處」的願景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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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成20 個「愛知生物多樣性目標」
的進度評估
概要
2020年9月，《公約》秘書處發表第五版《全球生物多樣

況）下目標11的「陸地保護區」目標元素表現良好。郊野

性展望》 。該報告概述了全球的自然環境狀況、全球就

公園及特別地區佔香港總面積約四成，遠超全球目標的

達成20個「愛知生物多樣性目標」的進度，以及過去十年

17%。另一個進度令人滿意的領域為策略目標A（將生物

所汲取的經驗和不同國家的最佳做法。

多樣性納入整個政府和社會的主流，解決導致生物多樣

19

性損失的根本原因）下與改革獎勵措施有關的目標3。政
香港觀鳥會亦使用過去十年根據《指標》的重點指標

府會就自然保育、可持續農業和漁業，以及可持續發展提

所收集的數據，及香港於2016年發布的第一份《行動計

供資金。

劃》，進行了類似的評估。表一已經將評估總結成一頁的
摘要，而表二包含了每項目標下的評估細節及評論。在五

可是，策略目標B（減少生物多樣性的直接壓力和促進可

個策略目標下的20個「愛知生物多樣性目標」中，香港僅

持續使用）下的目標並沒有達成。政府各部門的政策並不

部分達成六個目標，而未達成的有14個。

一致。一方面漁護署及環境局促進生物多樣性的保育，另
一方面發展局則將農地及綠化地改劃，甚至試圖將部分

香港在策略目標E（通過參與規劃、知識管理和能力建

郊野公園開發作發展用途。《行動計劃》及現行的政策沒

設，加強執行工作）下的進度良好，四個目標中已經部分

有緩解生物多樣性在物種或生境層面的壓力。就香港的

達成三個。這主要是因為香港政府已經發表了《行動計

生態系統服務和基因多樣性的資料和認知不多，因此策

劃》並預留資金落實《行動計劃》，並持續進行不同物

略目標D（增進生物多樣性和生態系統給所有人帶來的益

種或分類群的監察計劃。香港亦在策略目標C（通過保

處）下的目標均沒有達成。

護生態系統、物種和基因多樣化，改善生物多樣性的現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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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成20個「愛知生物多樣性目標」的進度評估

表一 香港在達成《公約》中20個「愛知生物多樣性目標」的進度摘要
所有「愛知生物多樣性目標」圖標的版權為生物多樣性指標夥伴關係及《公約》秘書處所有。
目標沒有達成（沒有達成任何一個目標要素）		

策略目標 A
將生物多樣性納入整個政府和
社會的主流，解決導致生物多樣性
損失的根本原因

策略目標 B
減少生物多樣性的直接壓力和
促進可持續使用

策略目標 C
通過保護生態系統、物種和基因
多樣化，改善生物多樣性的現況

策略目標 D
增進生物多樣性和生態系統給
所有人帶來的益處

策略目標 E
通過參與規劃、知識管理和
能力建設，加強執行工作

目標部分達成（達成至少一個目標要素）		

愛知生物多樣性目標

目標達成

進度

提高生物多樣性意識

目標沒有達成

納入生物多樣性的價值

目標沒有達成

改革獎勵措施

目標部份達成

可持續生產和消費

目標沒有達成

愛知生物多樣性目標

進度

將生境的損失減半或減少

目標沒有達成

可持續管理水生生物資源

目標沒有達成

可持續的農業、水產養殖和林業

目標沒有達成

減少污染

目標沒有達成

防止和控制外來入侵物種

目標沒有達成

易受氣候變化損害的生態系統

目標沒有達成

愛知生物多樣性目標

進度

保護區

目標部份達成

降低滅絕風險

目標沒有達成

保護基因多樣性

目標沒有達成

愛知生物多樣性目標

進度

生態系統服務

目標沒有達成

生態系統的修復和復原力

目標部份達成

獲取基因資源和分享其帶來的益處

目標沒有達成

愛知生物多樣性目標

進度

生物多樣性策略及行動計劃

目標部份達成

傳統知識

目標部份達成

分享資訊和知識

目標部份達成

從各方調動資源

目標沒有達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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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成20個「愛知生物多樣性目標」的進度評估

表二 香港在達成《公約》中20個「愛知生物多樣性目標」的進度評估
所有「愛知生物多樣性目標」圖標的版權為生物多樣性指標夥伴關係及《公約》秘書處所有。
目標沒有達成（沒有達成任何一個目標要素）		

目標部分達成（達成至少一個目標要素）		

目標達成

策略目標 A:
將生物多樣性納入整個政府和社會的主流，解決導致生物多樣性損失的根本原因
愛知生物多樣性目標 1

進度
(1) 超越目標

到2020年，人們認識到生物多樣
性的價值(1)以及他們能夠採取哪
些措施以保護生物多樣性並確保 (2) 超越目標
其可持續使用(2)。

進度概要
如預期

一些進展

無進度

如預期

一些進展

無進度

從規劃署收到的鄉郊違例活動投訴大幅上升可見，
偏離目標 無法評估 香港人總體而言更加關注自然保育和生物多樣性。
《行動計劃》下漁護署向公眾、學校及商界舉辦了不
同有關生物多樣性保育的教育活動。然而，市民大眾
仍然不太清楚生物多樣性的價值及其可持續使用20，
偏離目標 無法評估 實在需要更多的推廣及宣傳以提高大眾意識，並進
一步將意識轉化為行動。

目標沒有達成。

香港觀鳥會的相關重點指標：1.1及4.1

愛知生物多樣性目標 2

進度

進度概要

(1) 超越目標

如預期

一些進展

無進度

到2020年，生物多樣性的價值已 (2) 超越目標
被納入國家和地方發展和減貧策
略(1)及規劃過程(2)，並正在被酌 (3) 超越目標
情納入國家會計系統(3)和報告系
統(4)。
(4) 超越目標

如預期

一些進展

無進度

如預期

一些進展

無進度

如預期

一些進展

無進度

生物多樣性和自然保育已被納入規劃和發展的程序，
例如全港發展策略香港2030+、《香港規劃標準和
準則》的審核、電腦輔助評審工具（CASET），以及
偏離目標 無法評估
在水務及渠務工程加添生態元素。但是這都不能有
效保護具高生態價值的地方或防止違例活動。除了
偏離目標 無法評估 預留落實《行動計劃》的資金及匯報其落實進度之
外，生物多樣性現時並沒有納入香港的會計及報告系
偏離目標 無法評估 統。
偏離目標 無法評估

目標沒有達成。

香港觀鳥會的相關重點指標：1.1、3.1、3.2及3.3

進度

愛知生物多樣性目標 3

(1) 超越目標
到2020年，消除、淘汰或改革危害生物多樣性
的誘因，包括補貼，以盡量減少或避免其負面
影響(1)，並遵照《公約》和其他相關國際義務，
制定並採用有助於保護和可持續使用生物多樣
(2) 超越目標
性的積極獎勵措施(2)，同時顧及國家的社會經
濟條件。

進度概要

如預期

一些進展

無進度

如預期

一些進展

無進度

香港沒有採取措施找出或消除損害生
物多樣性的誘因，例如破壞土地和填海
偏離目標 無法評估
以用作發展用途。政府提供了資金用於
自然保育、可持續農業和漁業，以及可
持續發展；另外也有針對減碳和環保科
技的補貼。
偏離目標 無法評估

目標部份達成。

香港觀鳥會的相關重點指標：3.1及4.2

進度

愛知生物多樣性目標 4

進度概要
在政府資金的支持下，進行了一些與可

(1)

超越目標

到2020年，政府、商界和所有持份者都已就可
持續的生產和消費採取行動或落實計劃(1)，並
將使用自然資源的影響控制在生態安全的範圍 (2) 超越目標
內(2)。

如預期

一些進展

無進度

如預期

一些進展

無進度

偏離目標 無法評估 持續消費有關的研究和小規模項目，以

促進本港的可持續發展。 但是，實施的
規模還是遠遠不能扭轉香港不斷增長
的生態足印，而香港的生態足印早已超
偏離目標 無法評估 越地球可提供的資源。

目標沒有達成。

香港觀鳥會的相關重點指標：4.1

7

2

達成20個「愛知生物多樣性目標」的進度評估

策略目標 B:
減少生物多樣性的直接壓力和促進可持續使用
進度

愛知生物多樣性目標 5

到2020年，使所有自然生境(2)、
包括森林(1)的損失速度至少減少
一半，並在可行情況下降低到接
近零，同時大幅度減少退化和破
碎情況(3)。

進度概要

(1) 超越目標

如預期

一些進展

無進度

(2) 超越目標

如預期

一些進展

無進度

(3) 超越目標

如預期

一些進展

無進度

香港的林地大致上已受到郊野公園和特別地區的
保護，經過多年的自然演替後面積擴大並且越趨成
熟。然而，位於保護區系統以外或私人土地上的生
境，例如風水林、草原、淡水沼澤及低地河流等，仍
偏離目標 無法評估
然容易受到發展威脅。此外，政府近年將郊野公園、
綠化地帶和農地視為土地供應的來源之一。

偏離目標 無法評估

偏離目標 無法評估

目標沒有達成。

香港觀鳥會的相關重點指標：1.1、3.1、3.2及3.3

進度

愛知生物多樣性目標 6

進度概要
2012年，香港水域實施了拖網禁令，而漁護署21和學

到2020年，所有魚群和無脊椎動
物種群及水生植物都以可持續方
式管理和捕撈(1)並採用合法及基
於生態系統的方法，避免過度捕
撈，同時為快被耗盡的物種制定
復育計劃和措施(2)，讓漁業不會
對受威脅物種及 脆弱的生 態系
統造成重大的不良影響(3)，並確
保漁業對種群、物種和生態系統
的影響不會超越安全的生態限度
(4)。

偏離目標 無法評估 者22進行的監測研究均顯示漁業資源有復甦的跡象。

(1) 超越目標

如預期

(2) 超越目標

如預期

一些進展

無進度

(3) 超越目標

如預期

一些進展

無進度

偏離目標 無法評估

(4) 超越目標

如預期

一些進展

無進度

偏離目標 無法評估

一些進展

無進度

但是仍有許多全球受威脅的海洋魚類物種，例如黃
唇魚、紅衫魚和日本鰻鱺，仍未受到香港法律的保
護。現時未有指標研究或反映漁業對其他物種和生
偏離目標 無法評估
態系統的影響。

目標沒有達成。

香港觀鳥會的相關重點指標：2.1及3.1

進度

愛知生物多樣性目標 7

到2020年，農業(1)、水產養殖(2)
及林 業 (3)已被可持 續的方 式管
理，確保生物多樣性得到保育。

進度概要

(1) 超越目標

如預期

一些進展

無進度

(2) 超越目標

如預期

一些進展

無進度

(3) 超越目標

如預期

一些進展

無進度

偏離目標 無法評估 香港的農地及其生物多樣性沒有得到充分的保護。
一些地區，如塱原及河上鄉，已有生物多樣性保育的
管理。新界西北約有600公頃的魚塘亦有特定的自然
偏離目標 無法評估
保育目標進行管理，但仍受到持續的發展威脅，其生
物多樣性亦有惡化的趨勢。此外，保護區內的人工植
偏離目標 無法評估 林也有增強其生物多樣性的管理措施。

目標沒有達成。

香港觀鳥會的相關重點指標：3.1及3.2

進度

愛知生物多樣性目標 8

進度概要
自1980年代實施《禽畜廢物管制計劃》以來，環境保

到2020年，污染(1)，包括營養物
過多(2)，已被控制在不危害生態
系 統 功能 和生物多樣 性的範圍
內。

(1) 超越目標

如預期

(2) 超越目標

如預期

一些進展

一些進展

無進度

無進度

偏離目標 無法評估 護署花了不少功夫解決禽畜養殖場的水污染問題。過

去十年，平均84%的河溪水質監測站的水質維持「良
好」或「極佳」級別。可是，現時沒有數據或研究可反
映或量度水污染對生態系統功能和生物多樣性的影
偏離目標 無法評估
響，而目前的水質指標亦未能充分解決這個問題。

目標沒有達成。

香港觀鳥會的相關重點指標：沒有相關指標

8

2

達成20個「愛知生物多樣性目標」的進度評估

愛知生物多樣性目標 9

到2020年，外來入侵物種(1)及其入
境 渠 道 (2)已被 辨 認 及確 定優 先次
序，而優先處理的物種得到控制或
杜絕(3)，同時制定措施管理進入渠
道(4)以防止引進外來入侵物種及讓
它們紮根。

進度

進度概要

(1) 超越目標

如預期

一些進展

無進度

(2) 超越目標

如預期

一些進展

無進度

(3) 超越目標

如預期

一些進展

無進度

(4) 超越目標

如預期

一些進展

無進度

在不同的管理協議計劃下已有一些外來入侵物種
的管理。漁護署成功控制家鴉的數量； 然而其他
物種，如薇甘菊、福壽螺和海桑，仍然未受控制。
偏離目標 無法評估 現時由中國其他地方進口植物、植物害蟲或土壤
均不受管制23，有機會引進外來入侵物種如紅火
偏離目標 無法評估 蟻。在《行動計劃》下，已制訂外來入侵物種的風
險評估機制，並為外來兩棲爬行類進行風險評
估。
偏離目標 無法評估

偏離目標 無法評估

目標沒有達成。

香港觀鳥會的相關重點指標：3.4

愛知生物多樣性目標10

到2015年，已減少氣候變化或海洋
酸化對珊瑚礁(1)和其他脆弱生態系
統(2)的多重人為壓力和干擾，以維持
它們的完整性和功能。

進度

進度概要

(1) 超越目標

如預期

一些進展

無進度

(2) 超越目標

如預期

一些進展

無進度

珊瑚白化在港並不普遍，但會有一些個別地區的
偏離目標 無法評估 事件。另外亦有漁網被遺棄，而且珊瑚會在船隻
停泊拋錨時被破壞。由2020年4月1日起，將禁止
在四個海岸公園內進行商業捕魚活動，過渡期為
兩年。但氣候變化和海洋酸化對海洋生態系統的
偏離目標 無法評估 影響尚未清楚。

目標沒有達成。

香港觀鳥會的相關重點指標：3.1

策略目標 C:
通過保護生態系統、物種和基因多樣化，改善生物多樣性的現況
愛知生物多樣性目標 11

到2020年，至少有17%的陸地和內
陸水域(1)以及10% 的沿海和海洋區
域(2)，尤其是對於生物多樣性和生
態系統服務特別重要的區域(3)，通
過有效而公平管理的(4)、生態上具
代表性(5)，及連接性好的保護區系
統和其他以土地為本的保育措施而
得到保護，並將其納入更廣泛的土
地及海洋景觀(6)。

進度

進度概要

(1) 超越目標

如預期

一些進展

無進度

偏離目標 無法評估

(2) 超越目標

如預期

一些進展

無進度

偏離目標 無法評估

(3) 超越目標

如預期

一些進展

無進度

偏離目標 無法評估

(4) 超越目標

如預期

一些進展

無進度

偏離目標 無法評估

(5) 超越目標

如預期

一些進展

無進度

偏離目標 無法評估

(6) 超越目標

如預期

一些進展

無進度

偏離目標 無法評估

香港約有四成的陸地面積為保護區網絡內，但卻
只有約2%的海洋區域受到保護。內后海灣的濕地
已受各種法例及生物多樣性管理計劃的保護。 但
由於政府的土地供應政策，這些地方及其他具高
保育價值的地點也面臨著迫在眉睫的發展威脅。
除了濕地公園之外，郊野公園和海岸公園均沒有
制定生物多樣性管理計劃，而政府曾承諾會為新
的紅花嶺郊野公園制定一份。部分保護地區在生
態上沒有良好的連繫。

目標部份達成。

香港觀鳥會的相關重點指標：3.1

愛知生物多樣性目標 12

進度

進度概要
有些優先保育物種已經有物種行動計劃。 但有些

到2020年，已防止已知受威脅物種
遭滅絕(1)，且其保護狀況（尤其是數
量遞減得最嚴重的物種）得到改善
並維持狀況(2)。

(1) 超越目標

如預期

(2) 超越目標

如預期

一些進展

無進度

偏離目標 無法評估 物種仍受威脅（例如海岸發展及填海活動對中華

白海豚的影響）。政府於2018年修訂法例，以加
強對受威脅物種跨境運輸的控制。
一些進展

無進度

偏離目標 無法評估

目標沒有達成。

香港觀鳥會的相關重點指標：2.1及3.5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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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成20個「愛知生物多樣性目標」的進度評估

愛知生物多樣性目標 13

到2020年，保持栽培植物(1)和養殖
和馴養動物(2)及其相關野生物種(3)，
以及其他具社會、經濟、文化價值的
物種(4)的基因多樣性，同時制定並執
行策略以減少基因損失和保護其多
樣性(5)。

進度

進度概要
偏離目標 無法評估 管制基因改造生物的環境釋出及進出口的法例自

(1) 超越目標

如預期

一些進展

無進度

(2) 超越目標

如預期

一些進展

無進度

(3) 超越目標

如預期

一些進展

無進度

偏離目標 無法評估

(4) 超越目標

如預期

一些進展

無進度

偏離目標 無法評估

(5) 超越目標

如預期

一些進展

無進度

偏離目標 無法評估

2011年起實施 24，而所有基因改造的木瓜物種及
用於獸藥疫苗的基因改造生物已被豁免。現時沒
偏離目標 無法評估
有追蹤此目標的指標。

目標沒有達成。

香港觀鳥會的相關重點指標：沒有相關指標

策略目標 D:
增進生物多樣性和生態系統給所有人帶來的益處
愛知生物多樣性目標14

到2020年，帶來重要服務（包括跟水
相關的服務，以及有助於健康、生計
和福祉）的生 態系統得到了修復和
保障(1)，同時顧及婦女、原住民和本
地社區，以及貧窮和弱勢的需要(2)。

進度

進度概要

(1) 超越目標

如預期

一些進展

無進度

(2) 超越目標

如預期

一些進展

無進度

郊野公園長久以來一直保護香港的水塘，並為市
偏離目標 無法評估 民的福祉作出貢獻。然而，發展導致更多用於生
產糧食的農地減少。雖然近年河流渠道化的速度
下降，但有些河道的水質仍需改善。政府開展了一
項有關自然生境所提供的生態系統服務的研究。
暫時沒有探討婦女、原住民和本地社區，以及貧
偏離目標 無法評估
窮和弱勢的對生態服務的需要。

目標沒有達成。

香港觀鳥會的相關重點指標：3.2及3.3

愛知生物多樣性目標 15

到2020年，通過保育和修復行動，加
強生態系統的復原力以及生物多樣
性對碳儲存的貢獻(1)，包括修復至少
15%被破壞的生態系統(2)，從而為舒
緩和適應氣候變化以及防治荒漠化
作出貢獻。

進度

進度概要

(1) 超越目標

如預期

一些進展

無進度

(2) 超越目標

如預期

一些進展

無進度

多年來，郊野公園的林地因自然演替一直在擴張
並越趨成熟。通過優化計劃，郊野公園內的植林
偏離目標 無法評估
也被改善。有些被違例活動破壞的地點的生態功
能被恢復，但濕地仍未能有效修復。有些市區渠
道被活化以修復其生物多樣性。碳管理與生態系
統復原力在香港沒有很大的關聯，而且也沒有監
偏離目標 無法評估 測生態系統的健康及質素。

目標部份達成。

香港觀鳥會的相關重點指標：1.1、3.1、3.2及3.3

愛知生物多樣性目標 16

進度

進度概要
中國於2016年簽署加入《名古屋議定書》，但尚未

到2015年，《名古屋議定書－關於獲
取基因資源以及公正和公平地分享
其使用所產生的益處》已經在國家
立法生效(1)並實施(2)。

(1) 超越目標

如預期

一些進展

無進度

偏離目標 無法評估 指明其是否適用於香港。

(2) 超越目標

如預期

一些進展

無進度

偏離目標 無法評估

目標沒有達成。

香港觀鳥會的相關重點指標：沒有相關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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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達成20個「愛知生物多樣性目標」的進度評估

策略目標 E:
通過參與規劃、知識管理和能力建設，加強執行工作
愛知生物多樣性目標 17

到2015年，各締約國已經制定(1)、採納成
為政策工具(2)並開始執行(3)有效、具參與
性，及最新的國家級《行動計劃》。

進度

進度概要

(1) 超越目標

如預期

一些進展

無進度

(2) 超越目標

如預期

一些進展

無進度

(3) 超越目標

如預期

一些進展

無進度

偏離目標 無法評估 香港於2016年底發布了首份城市級的《行

動計劃》，並預留了1.5億港元作落實之用。
雖然每年需向環境諮詢委員會報告其執行
偏離目標 無法評估
進度，但香港在《公約》下需履行的一些重
要責任尚未被正視，所以其有效性受到限
偏離目標 無法評估 制。

目標部份達成。

香港觀鳥會的相關重點指標：5.1

愛知生物多樣性目標 18

進度
(1) 超越目標

到2020年，原住民和本地社區有關自然保
育及生物多樣性的可持續使用的創新及習
俗，並遵照其傳統使用生物資源的習慣，
能得到尊重(1)，在考慮國家的法例和國際
義務下充分地納入(2)及反映在《公約》的
執行工作中，並讓原住民和本地社區在各
相關層次全面有效地參與其中(3)。

進度概要
如預期

一些進展

在幾個管理協議項目下，一些傳統知識和習

無進度

(2) 超越目標

如預期

一些進展

無進度

(3) 超越目標

如預期

一些進展

無進度

偏離目標 無法評估 俗得到保存和推廣，例如塱原和荔枝窩的

傳統濕耕農業模式，以及后海灣魚塘放水
收魚的做法。然而，沒有保育有關保護生物
多樣性及其可持續使用的傳統智慧的長遠
偏離目標 無法評估
政策或策略。

偏離目標 無法評估

目標部份達成。

香港觀鳥會的相關重點指標：沒有相關指標

愛知生物多樣性目標 19

進度
(1) 超越目標

到2020年，與生物多樣性、其價值、功能、
狀況和趨勢以及其損失帶來的後果的相關
知識、科學基礎和科技已經提高(1)、廣泛
分享、轉化及應用(2)。

(2) 超越目標

進度概要
如預期

如預期

一些進展

一些進展

政府有針對各種目標物種或分類群的持續

無進度

無進度

偏離目標 無法評估 監測計劃，並且不時更新物種名錄。優先保

偏離目標 無法評估

育的生物分類群的評估，以及數據共享的平
台和指引仍在草擬中。但能將生物多樣性的
知識轉移及應用在決策過程中仍然有限。

目標部份達成。

香港觀鳥會的相關重點指標：2.1及3.5

愛知生物多樣性目標 20

最遲到2020年，依照「資源調動策略」下
所整合及議定的程序，從各方調動的資源
應大幅增加，以有效執行《2011-2020年
生物多樣性策略計劃》。（具體目標：(1)將
用於發展中國家的國際資金增加一倍；(2)
將生物多樣性列入國家優先事議或發展計
劃；(3)報告國內支出、需求、資金差距、優
先事項；(4)制定國家財政計劃，評估生物
多樣性的多重價值；及(5)調動國內財務資
源。）

進度

進度概要

(1) 超越目標

如預期

一些進展

無進度

(2) 超越目標

如預期

一些進展

無進度

(3) 超越目標

如預期

一些進展

無進度

政府預留1.5億港元以實施首三年的《行動
計劃》，但是沒有有關《行動計劃》的支出、
需求、資金差距、優先事項的財政報告。因
偏離目標 無法評估 此，尚不確定以上資金如何支持及落實《行
動計劃》下的各個預期成果，以及其他政府
部門是否也有與生物多樣性保育相關的預
偏離目標 無法評估 算。

(4) 超越目標

如預期

一些進展

無進度

偏離目標 無法評估

(5) 超越目標

如預期

一些進展

無進度

偏離目標 無法評估

偏離目標 無法評估

目標沒有達成。

香港觀鳥會的相關重點指標：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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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過去十年保育
成效的概覽
2011年，思匯政策研究所根據《公約》下全球最佳做法

生物多樣性及自然保育的概況。我們根據這套指標收集

和原則，制定了一個新的自然保育政策框架 25，並舉辦了

過去十年的數據，以下是過去十年的摘要。若要了解數據

一個工作坊制定框架下的一套指標，以監察並反映香港

的詳細背景及資料，請參閱《指標》系列的報告26。

重點指標1：
社區為本的保育
1.1 根據環保團體或其他經證實的消息來源（如傳媒或互聯網），每年有多少百分比的非法
或違例活動（如棄置廢物、捕捉或採集生物等等）被a）成功檢控；及 b）恢復生態功能
(宗)

接獲投訴及違例發展數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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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劃署接獲的違例活動投訴數字
確定為違例發展的數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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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過去十年保育成效的概覽

• 規劃署收到在鄉郊地區的違例活動投訴增加了三分

• 發出恢復原狀通知書的違例發展增幅超過一半，由

之二，每年達一千多宗。這可能是由於公眾對違例活

2009–2011年的20%增加至2017–2019年的32%

動的意識增強而增加舉報，亦有可能是由於發展壓力

。由環保團體跟進的違例個案中，要到2016年才有

增加而導致出現更多破壞的活動。可是，經規劃署確

成功修復受破壞地點的生態功能的例子，但這些成

定的違例發展數量，卻維持在投訴數字的18%左右。

功修復的個案主要是位於政府土地並由政府部門執
行。。

• 經規劃署確定的違例發展個案中，正處於不同執管
或檢控程序的個案由2009 –2011年的44%增加至

• 儘管成功檢控及修復的數字在過去十年間有所改

2017–2019年的55%。雖然被規劃署成功檢控的個

善，但目前的執法措施並不能有效地阻止違例活動的

案有輕微上升，但數字依然大大低於10%。

發生，令高生態價值的地點未能得到充分的保護。

• 轉介給地政總署的違例發展個案由50%顯著增加到

• 有關郊野公園內的非法活動，非法砍伐土沉香的情況

超過90%。這反映越來越多個案牽涉政府土地，或

在2014年最嚴重，而成功檢控的比率亦超過20%。數

政府部門之間處理違例發展的合作增加。不過，地

字在2019年大幅減少75%以上，但未有成功檢控的

政總署採取土地管制及契約執行行動的百分比維持

個案。

在25%左右，而在過去十年僅有一宗成功起訴的個案
• 《行動計劃》下沒有一項行動與此指標有關。

（2010年）。

數據來源：漁護署、環保團體、地政總署、規劃署、城市規
劃委員會法定規劃綜合網站

規劃署處理的違例發展

轉介至地政總署的違例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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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進行不同執管或檢控程序的個案佔已確定違例發展的百分比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年份

有採取土地管制及契約執行行動的個案佔轉介至地政總署的
個案的百分比

規劃署發出恢復原狀通知書佔已確定違例發展的百分比

地政總署成功檢控的個案佔轉介個案的百分比

規劃署成功檢控的個案佔已確定違例發展的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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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過去十年保育成效的概覽

重點指標2：
建立及改善一套已獲認可的全球最佳做法，以保育及可持續地使用香港的
生物多樣性
2.1 列入紅色名錄的物種當中，得到法例或保育行動計劃保護的百分比
受威脅物種的數量

受保護的受威脅物種的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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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香港有記錄並被列入IUCN紅色名錄的受威脅物種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年份

受法例保護的受威脅物種（香港法例第96章、第170章及第586章）
有保育行動或物種行動計劃覆蓋的受威脅物種

• 香港的受威脅物種，即國際自然保護聯盟紅色瀕危物

• 僅有15%的受威脅物種受物種行動計劃保護。物種

種名錄（IUCN紅色名錄）內「極度瀕危」、「瀕危」及

行動計劃數量的增加，是源於新增的受威脅物種已

「易危」的物種，增加近40% 達106種。受法例保護

經有相關的物種行動計劃，而非加添新的物種行動計

的受威脅物種比率卻維持在65%左右。這可能是因

劃。《行動計劃》下新添的六個物種行動計劃當中，

為名錄新加入的物種都經已受現行法例保護。可是，

有四個仍在草擬中，另外有五個現有計劃在更新中。

有許多受威脅植物、海洋魚類、軟珊瑚及柳珊瑚的物
• 《行動計劃》下其中一項重要成就是制定香港的紅色

種仍未受法例保護，包括全球「極度瀕危」的黃唇魚

瀕危物種名錄，為保育行動提供指引並加強這些物種

及小果柿。

的保護 27。雖然兩棲及爬行類、蝙蝠、水鳥及海洋哺
乳類的評估將近完成，但仍然需更多時間(目前還未
有時間表)才能發表一份全面的紅色名錄。
數據來源：漁護署、IUCN紅色名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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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過去十年保育成效的概覽

重點指標3：
扭轉本地生物多樣性下降的趨勢
3.1 受法例保護的陸地及海洋當中，有多少地方已公布及獲資源分配的生物多樣性積極管
理計劃之下
陸地

(%) 45

• 過去十年，郊野公園及特別地區的面積增加不到1%，
但仍佔香港總土地面積約40%左右。保護區面積的
40

增加是由於2011年將五個具重要地質價值地點劃為
特別地區28。另外，將郊野公園「不包括土地」納入郊
野公園系統的速度緩慢，而在紅花嶺劃定香港第二十

35

五個郊野公園的進度亦已推遲。
• 政府於2010年的施政報告中承諾加強對「不包括土

30

地」─ 即具保生物多樣性價值，又毗鄰或被郊野公園
包圍的地區 ─ 的保護29。截至2020年，77幅郊野公
園「不包括土地」當中有52幅已受法定圖則保護，另

25

外有六幅被納入郊野公園系統，剩下19幅仍未受到
保護。

20

• 除了「不包括土地」面對發展壓力之外，郊野公園沒
有明顯的發展威脅。直至政府於2017年的施政報告
中提議在土地供應的策略下，將郊野公園「邊陲地」

15

用作公營房屋發展30。而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清楚反
映公眾並不支持將郊野公園改劃作住屋及發展用途，
令政府撤回這個土地選項。

10

5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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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公園及特別地區佔總陸地面積的百分比
有生物多樣性管理計劃的地區佔總陸地面積的百分比
海岸公園及海岸保護區佔總海洋面積的百分比
有生物多樣性管理計劃的區域佔總海洋面積的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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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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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過去十年保育成效的概覽

已公布及獲資源分配的生物多樣性積極
管理計劃

海洋
• 香港僅有2%的海洋保護區，遠遠落後於《公約》下

• 雖然在郊野公園已進行了多年的植樹和防止山火工

「愛知生物多樣性目標11」，即在2020年前需保護至

作，但仍然沒有生物多樣性的管理計劃。政府曾承諾

少10%的海岸及海洋地區。現時香港沒有為劃定海洋

會為新的紅花嶺郊野公園制定一份，但仍在草擬中。

保護區定下目標或計劃。

• 香港濕地公園、米埔自然護理區和米埔內后海灣拉

• 現有的海岸公園及海岸保護區大部分於2001年或之

姆薩爾濕地均有已公布及詳細的生物多樣性管理計

前已劃定。大小磨刀於2016年指定為海岸公園，是港

劃。具有特殊科學價值地點的管理及監察計劃已被

珠澳大橋項目的補償措施，於填海工程完成後 ─ 即

更新，但沒有公布。其他地點合共約260公頃，包括嘉

大多數中華白海豚已經離開該水域 ─ 才成立。不少

道理農場暨植物園、塱原、落馬洲生態改善地區及西

將會成立的海岸公園都是發展項目的補償措施，例

鐵補償濕地等，已由政府、環保團體管理，或是《環

如機場三跑道系統及位於石鼓洲的綜合廢物管理設

境影響評估條例》（香港法例第499章）下的緩解措

施。

施。
• 在2019年實施的漁業管理策略下，香港其中四個海
岸公園將禁止商業捕魚31，但海岸公園依然沒有生物

• 有生物多樣性管理計劃的陸地面積在過去十年增加
約20%，增幅約378公頃。當中包括位於后海灣魚塘

多樣性管理計劃。

（2012年）、荔枝窩（2014年）、西灣（2017年）及沙
螺洞（2018年），由環境及自然保育基金資助的管理

• 雖然超出指標的監察範圍，但2012年12月在香港水

協議計劃。然而，有生物多樣性管理計劃的陸地面積

域實行了拖網捕撈禁令32，是在海洋資源管理方面的

僅佔香港總土地面積約2%。

一項重要成就。
數據來源：漁護署、環保團體，地政總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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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受規劃申請影響的農業及保育用途地帶的面積
獲城規會批准的面積
(公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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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業
綠化地帶

• 《城市規劃條例》下的農業及保育用途地帶當中，

一些有茂密植被且有緩衝作用的「綠化地帶」亦被改

「農 業」及「綠化 地帶」面臨最大的發展 壓力。於

劃用途，與政府原先只取用「緩衝作用和保育價值相

「綠化地帶」獲城市規劃委員會（城規會）批准的申

對較低」的「綠化地帶」的承諾不符34。在2018年有

請總面積有下降的趨勢，但在「農業」地帶卻未觀察

關土地供應的公眾參與活動中，改劃「綠化地帶」作

到任何趨勢。

房屋發展用途更被納入「現行土地供應策略及持續推
行的措施」之一35。以上都顯示政府無視有茂密植被

• 在「綠化地帶」及「農業」地帶獲批准的申請中，有超

的「綠化地帶」的現況及其功能，亦忽略當初訂立「綠

過一半與小型屋宇發展有關，與用途地帶的規劃意

化地帶」作為城市及市郊的緩衝區的良好原意。

向並不相符。但是，這僅佔已批准的申請總面積的十
分之一。而佔「綠化地帶」及「農業」地帶獲批准申請

• 雖然政 府在 2 016年《新農 業 政 策》下提出「農 業

總面積的一半以上的有康樂用途、露天倉儲和工業用

優先區」，以確保農地農用36，但卻沒有公布有關物

途，這些土地用途同樣都與用途地帶的規劃意向不

色優質農地的顧問研究的時間表37。但政府亦宣布了

符。

「土地共享先導計劃」以釋放農地的發展潛能 38,39，
變相推動「農業」地帶的非農業用途，甚至改劃「農

• 政府的土地政策為了尋覓土地興建公共及私人房屋，

業」地帶作發展用途，並提供政策上的支持，以致立

令「綠化地帶」及「農業」地帶的發展壓力增加，而

下不良先例，間接鼓勵地主破壞優質農地以利於未

這些發展卻與用途地帶的規劃意向或其他政策相牴

來的土地發展。

觸。自2011年以來，政府已將「沒有植被、荒廢或已平

數據來源：規劃署、城規會法定規劃綜合網站、城規會會議紀錄、
城規會文件

整」的「綠化地帶」改劃作發展用途33。從2013年起，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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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有多少低地河流（低於海拔200 米）1) 維持其天然狀態 和2) 受渠道化影響
渠道化河流長度
(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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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過去十年間，約84%的河溪水質監測站的水質維持

• 無法獲得天然河流長度的資料。

「良好」或「極佳」級別。但有三分之一的監測站的大
腸桿菌量仍處於「高」或「極高」的水平，反映仍有未

• 渠道的長度在2011年之前以每年約24公里的速度增

經處理的污水污染河溪。

長，但其後卻減至每年六公里的速度增加，並自2016
年起渠道維持在363公里長。不過坪輋和打鼓嶺的一

數據來源：渠務署

個興建排水管道項目，將會進一步影響該區的天然河
流。
• 渠務署及水務署一些排水及集水渠加入了生態友善
的設計，率先利用他們的工程項目將自然保護的概念
主流化。渠務署亦在2015年發布了一套考量環境及
生態方面的渠道設計指引。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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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已知外來入侵物種的數量及種群趨勢
家鴉的數量

• 漁護署在控制家鴉的數量上取得重大成就，由十年前
的200多隻減少到近年大約100隻左右。

250

• 移除福壽螺的數量和薇甘菊的面積繼續增加，是因

200

為管理計劃的數量上升，當中也有管理其他外來入侵
物種。但目前所花的努力還是遠遠未能將這些外來入

150

侵物種完全在港移除。
100

• 在《行動計劃》下，已制訂外來入侵物種的風險評估

50

機制，並為外來兩棲爬行類進行風險評估。
2019

年份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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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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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據來源：漁護署、世界自然基金會香港分會、環保協進會、永續
坊及香港大學生物科學學院、長春社和綠色力量

移除福壽螺的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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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水鳥數量及種類數量的趨勢
水鳥的最高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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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鳥的最高數 量在過去十 年間下跌四 成，但其原

• 后海灣地區近年的保育行動幾乎沒有太大變化，但發

因未明，因為候鳥的數 量 會 受到香 港境內外的因

展威脅依然存在。在過去的五年間，有不少向城規會

素 影 響。而每 種 水 鳥的族群 趨 勢有所不 同。例 如

提交的申請，希望提高私人土地的發展規模，並聲稱

鳳 頭潛鴨、反嘴鷸及普通 鸕 鷀在過去十年間數 量

與政府增加房屋供應的倡議和政策方向一致。

持 續 增加，但卷 羽 鵜 鶘（2 0 0 9至 2 0 10為 最後 紀

數據來源：漁護署–米埔內后海灣拉姆薩爾濕地水鳥監測計劃

錄40）、翹鼻麻鴨及綠翅鴨的數量卻顯著遞減41。而內
后海灣的水鳥物種數量維持在70種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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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旗艦種及傘護種的趨勢
中華白海豚

• 在過去十年間，大嶼山的中華白海豚數量估計下降了

(大嶼山估計數量)

一半，而大嶼山東北部水域的數量自2015年以來更

140

跌至零。中華白海豚的主要威脅包括因北大嶼山填海

120

及相關工程導致棲息地損失及退化、糧食不足、海底

100

噪音干擾及繁忙的海上交通。

80

• 繁殖鷺鳥的數量普遍增加。但是牛背鷺的繁殖種群

60

下降了三分之二，這很可能是因為發展壓力而導致農

40

地損失42,43。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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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記錄到的蜻蜓物種數量輕微增加。與林地有連繫的

0

蜻蜓物種已得到相應較佳的保護，因為大部分的棲息

年份

地已經位於郊野公園或保護區內。可是，與池塘濕地
有連繫的蜻蜓物種所需要的生境，卻位於保護區以

繁殖鷺鳥
(鳥巢數量)

外。

2,000

• 沒有關於大頭龜、羅漢松及苞舌蘭的公開數據或有系
統的監測計劃。但即使在保護區內，大頭龜依然受到

1,500

捕獵的威脅44,45。
1,000

數據來源：漁護署–監測香港水域的海洋哺乳動物、香港鷺鳥
林調查特別考慮米埔內后海灣拉姆薩爾濕地，及透過公開資料
守則而取得的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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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指標4：
扭轉對全球生物多樣性的影響
4.1 香港生態足印
4.4

4

2.1

2005

2006

1.8

2007

2008

香港的人均生態足印 (gha)

7

1.7

1.7

5.4

4.7

1.8

6.7

1.7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年份

人均地球實際的生物承載力（gha）

• 香 港 長 期 以 來 一直 處 於 生 態 赤 字 的 狀 態。根 據

• 香港在海產品貿易和消費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亦採

世界自然基金會香港分會最新的《香港生態足印報

取了一些措施規範這些活動，以減少對境外物種的影

告》 ，過去十年全球的人均可再生資源維持在1.7至

響。例如，許多航空和船運公司禁止運送魚翅、餐廳

2.1gha，但香港的人均生態足印由2005年的4.4gha

提供無魚翅的菜單、世界自然基金會香港分會製作本

增加了一倍至2014年的7.0gha。

港的《海鮮選擇指引》47，以及由海鮮業界成立的香

46

港環保海鮮聯盟48。
• 《保護瀕危動植物物種條例》（香港法例第586章）

數據來源：世界自然基金會香港分會

於2018年修訂並增加罰則，對違例者的懲罰和判刑
的確比以前更重，尤其是用「螞蟻搬家」的走私手法，
但這些檢獲的數量遠不及貨櫃走私的，而這類大容
量貨運的檢控較不常見。

4.2 香港溫室氣體排放量的變化
(萬公噸)

環境保護署估算的總排放量

• 香港的溫室氣體排放水平每年在420萬噸浮動，但人
均排放量在2013年後開始輕微下降。

500
400
300

• 各排放源之間的溫室氣體排放比例沒有太大變化，當

200

中發電和煤氣生產佔總排放量約三分之二，而運輸方
面的排放量則佔低於20%。

100
0

(公噸)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年份 •

政 府與 兩 家電力公司 於2 0 17年簽 署了新 的15 年

環境保護署估算的人均排放量

《管制計劃協議》，因此 2020年的碳強度降低約
20% 49。

7
6
5

• 政府於2020年底宣布到2050年要實現碳中和的一項

4
3

新目標50。

2

數據來源：環保署及世界自然基金會香港分會

1
0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年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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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指標5：
保育生物多樣性的計劃及資源
5.1 要多久才能設立一個經核准、獲配資源及積極管理，符合《生物多樣性公約》
原則和標準的《生物多樣性策略及行動計劃》?
• 為制定《行動計劃》，政府於2013年成立督導委員

• 現時的《行動計劃》並不會對現有政策和法例作出重

會，並廣邀不同的專家、學者、環保團體及公私營機

大改動，而現行政策、法例與規劃制度長久以來的缺

構的代表參加為期兩年的參與程序。

失卻仍未處理。
• 沒有為《行動計劃》設定具體的目標及監測指標。

• 本港首份《行動計劃》於2016年底公布，並預留1.5億
元推展首三年的項目。這是自從中國於2011年將《公
約》延伸到香港後的一個重要里程碑。
• 沒有一個由行政長官親自領導的高層次跨部門委員
會，以督導及協調各部門及政策局的各項工作，而只
依靠環境局及漁護署將生物多樣性保育的概念在各
政府部門內主流化，顯然效用不大。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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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公約》的承諾
2.

制定香港首份《行動計劃》是履行《公約》職責的重要一

責的意願，尤其是將在下一次締約國會議通過並採

步。《行動計劃》的擬議行動和相應的預期成果正正展示

用的《框架》。

香港對保育生物多樣性的承諾，也確保有資金及人力資
源進行生物多樣性的保育，並為不少新措施及改變的契

3.

機提供政策支持。即使有些目標已達成或超額完成（即

應參考並符合國家「生態文明」的發展框架，其著重
強調環境和生物多樣性的保育與修復，並提供一個良

香港陸地保護區系統的面積已遠超「愛知生物多樣性目

好的模式將生物多樣性主流化納入更廣泛發展議程

標」，亦為逐步恢復香港的森林生態系統提供了良好的框

當中。也應參考國家重點政策及監管框架，譬如生態

架），並且也有提出一些新的措施，但香港的進度與《公

紅線、生態安全，及大灣區在生態方面的發展綱要。

約》下的職責依然有重大的差距。有些目標正反映一些長
久以來的問題仍待處理，尤其是有關自然保育的法例的執

4.

法及將生物樣性在政策及法例主流化。另外一些目標則

由於香港第一份《行動計劃》的落實階段將於2021
年底結束，所以應籌備新一份五年的《行動計劃》。

反映對生物多樣性保育的態度明顯惡化，特別是在土地

建基於現時香港在生物多樣性保育的優勢、第一份

用途規劃方面。而中國一直強調聯合國在塑造其國際責

《行動計劃》所取得的進展及 成果、國家建立的生

任佔一重要席位，因此更貼近及遵循《公約》的期望是制

物多樣性保育框架，及承認香港的進度與《公約》下

定香港第二份《行動計劃》時的重要原則。

的職責依然有重大的差距，新的《行動計劃》應顯
示如何實現生物多樣性保育政策的目標。這需要制

建議
1.

此政策框架應反映香港支持中國履行《公約》下的職

定有時限並量化的目標、確認相關的負責部門，並包

承認《公約》所涉獵的議題之廣及現時《行動計劃》

括相應的指標以有效及可追溯地落實、監察及匯報

的不足，以致漁護署及環境局無法有效處理所有這些

《行動計劃》，就正如本報告第二章所示範。同時亦

問題。因此，特區政府迫切需要發表一個全面的生物

需有資金及人力資源計劃，以確保能分配足夠的資源

多樣性保育政策框架，以履行《公約》下的職責為重

長期落實《行動計劃》。

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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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公約》強調公眾參與的重要性，草擬及制定第

建議

二份《行動計劃》應邀請專家及市民大眾的參與，亦

9.

可檢視由第一份《行動計劃》公眾諮詢所提出的一系

現行政策、法例與規劃制度長久以來的缺失，已經導
致重要生境被持續破壞及阻礙有效執法，需要檢視

列建議。

及堵塞，包括：
a. 修訂《城市規劃條例》（香港法例第131章），以允
許規劃署在香港所有鄉郊地區執法；

將生物多樣性主流化

b. 解決《環境影響評估條例》（香港法例第499章）

為實現《公約》下的全球目標，生物多樣性的價值應被納

行政管理上出現的利益衝突；

入香港特區政府、社會各界和公眾的日常決策當中。香港

c. 根據《廢物處置條例》（香港法例第354章）批准

特區政府認為將生物多樣性主流化應該是香港首份《行

於私人土地傾倒棄置廢物前，應同時考慮該地點

動計劃》的首要任務，而在公眾教育和提高意識方面所推

的生態價值；

展的工作確實比較多。

d. 更新有關保護野生動植物的條例，以致目前未受
法律保護的受威脅物種亦能包括在內。

建議
6.

應在公眾教育方面繼續持之以恆。

7.

繼續促進各行各業及相關持份者的參與，使生物多

10. 香港發展土地時，應優先考慮資源在環境及生態方
面可持續使用的原則。應該首先使用已開發或平整的
土地，例如棕地、市區閒置土地和屬私人遊樂場地契
約的地點。一些無可避免地加速生態損失速度的土

樣性的保育不僅是環境局、漁護署、環境保護署和環

地供應選項，如農地、綠化地帶、其他自然保育用途

保團體的工作，而其他政策局、工務部門、公私營機

地帶、郊野公園及填海，只能在其他可行的土地供應

構及市民大眾亦需承擔責任。仍需將生物多樣性在

方法已經耗盡及取得市民的共識下，方可考慮作為最

各個政府部門主流化，才能真正保護香港的生物多

後選項，並須嚴格遵從所有相關的法例及國際最佳

樣性，並在制定政策或保育生物多樣性時有更多跨

做法提出發展申請。

部門的合作。
8.

11. 香港應加強新鮮及乾貨海鮮貿易的規管框架和執法

因著香港的生態足印不斷增加，政府必須通過教育

制度，包括珊瑚魚、魚翅及許多其他海洋物種，亦作

及在日常生活的各方面（例如飲食、居住環境、衣服

為教育消費者，以符合《公約》就控制對境外環境影

和交通）提供相應的措施、設施及經濟誘因，以促進

響的要求 。香港作為海鮮貿易的樞紐，增加其監管有

和推動可持續的生活模式。

機會大大提高貿易的物種、其被捕撈的生態系統及當
地人民生計的可持續性。

生物多樣性的損失
香港表現遜色的是減少生物多樣性的直接壓力。即使一
些自然保育的元素已被納入規劃及發展的流程，但當保育
與經濟及發展方面引起矛盾時，落實生物多樣性保育及
將其主流化依然是很困難，因為大多數的發展項目都不
在環境局及漁護署的管轄範圍之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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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吸取的教訓和建議

保護區系統
香港的保護區網絡包括郊野公園及特別地區佔全港土地
面積的四成，在全球具領先地位。。雖然保護生物多樣性
是建立郊野公園的主要目的之一52，但香港的郊野公園都
沒有生境管理計劃。政府正不斷嘗試將陸地保護區改劃
為其他與保育不兼容的土地用途，有違國家保育生物多樣
性的方向及《公約》的原意。此外，香港只有約2%的海洋
面積受到保護，遠低於「愛知生物多樣性目標」的10%要
求。

建議
12. 就劃定新的陸地及海洋保護區制定時間表並符 合
《框架》的具體目標，並考慮到保護跨境生態走廊的
重要性。
13. 應為所有保護區制定公開的生物多樣性管理計劃，讓
公眾更積極參與生物多樣性的保育、提高管理當局的
透明度及問責性，並反映保護區的不足或受限制之處
(如資源及人手不足等)以輔助執行管理計劃及作出改
善53,54。
14. 將在國家落實生態紅線、生態安全及其他環境政策
的最佳方法及經驗，用於保護現有的保護區、劃定新
的保護區、控制外來入侵物種、害蟲及疾病，以及編
制香港生態系統服務的清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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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未來：

2020年後全球生物多樣性框架
我們未來繼續監察香港在《公約》下的保育進展時，必須

《框架》提出一些有利條件以有效落實《框架》的內容，

參考《公約》的最新發展。在《2011-2020年生物多樣性

跟香港最相關的是「透過包容和綜合的治理，以及採取

策略計劃》的基礎上，《公約》秘書處草擬了《框架》，並

『全政府參與』的方式，確保政策與落實《框架》是一致

於2020年8月進行了更新 。《框架》仍在草擬階段，最

和有效的」，以及「需要政府最高架構的政治意願和認

終將在下一次締約國會議通過並採納，會議將於2021年

可阻止生物多樣性損失的急切需要」。以上兩項條件都

10月在中國昆明舉行。

是將生物多樣性主流化的重要元素。政府在草擬下一份

55

《行動計劃》時應參考《框架》，以確保香港在保育生物
為了實現《公約》「到2050年與自然和諧共存」的願景，

多樣性的工作上與《框架》保持一致，並可以有效監察其

《框架》旨在於未來十年間（即到2030年）減少生物多

進展。

樣性的損失速度，並在接續的20年間修復生態系統。除
了設定2050年的願景和目標外，還制定了2030年的20項

香港觀鳥會亦會重新全面檢視及更新在《指標》報告系

行動目標，分為三個主要主題：1）減少對生物多樣性的威

列所使用的重點指標。新一套指標依舊有同一個目的，就

脅；2）通過可持續使用和益處共享以對應人們的需求；

是在《公約》的全球目標之下，監察及匯報香港在保育生

3）落實《框架》和將其主流化的工具和解決方案。這些

物多樣性方面的進展。這個重新檢視指標的過程將會廣

行動目標大致上與先前的「愛知生物多樣性目標」相似，

泛邀請生物多樣性及保育的專家，與當初制定原先一套指

但更進取，預計將於2021年10月在昆明獲得正式批准。

標的過程相似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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詞彙表（縮寫及簡稱）
IUCN紅色名錄

國際自然保護聯盟紅色瀕危物種名錄

《公約》

《生物多樣性公約》

《行動計劃》

《生物多樣性策略及行動計劃》

《指標》

《香港生物多樣性及保育重點指標》

《框架》

《2020年後全球生物多樣性框架》

城規會

城市規劃委員會

漁護署

漁農自然護理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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