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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多樣性策略
 及行動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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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
概況：我們的《計劃》將為未來五年保護生物多樣性和推動可持續發展
工作訂立策略和行動。我們會持續完善《計劃》，並於五年後就當時情
況及所得經驗更新《計劃》。《計劃》將涉及社會各界，包括政府、企
業、非牟利組織、相關團體、青少年和成年人團體、小學到大學等。大自
然不單支撐我們的生活，亦為我們帶來美景和愉悅，所以我們每個人都
有責任保護自然環境。

收集全港意見：政府於2013年開始制訂城市級《計劃》，並設立三層架
構諮詢委員會（圖1）。委員會成員包括專家和學者，非政府機構、專業
團體、大專院校、鄉郊組織、公私營機構的代表，以及相關決策局和部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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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小組 專題小組 專題小組

陸地生物多樣性
工作小組

海洋生物多樣性 
工作小組

提升意識、建立主流
及可持續利用 
工作小組

陸地影響評估

陸地生境 海洋生境

海洋資源可持續利用

狀況與趨勢
及紅色名錄

工商界

教育

法例

非政府組織

可持續利用、生態足印
和生態系統服務

傳統知識

督導委員會

圖 1

制訂《計劃》的三層架構諮詢委員會

海洋影響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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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的代表。委員會研究議題的優次，並就陸地和海洋生物多樣性，以及
提高意識及主流化提供建議。我們亦通過不同渠道和場合，積極邀請
公眾參與和發表意見。

 兩場特邀研討會
（2014年6月7、14日）
 共有來自： 建立網站6、YouTube

頻道和Facebook
專頁。

於 香港科學館及
其他場所舉辦一連 

10  場公眾講座，
出席情況踴躍。

於2015年8月，聯同20
個伙伴機構，包括非政
府機構及大學，舉辦為
期三個月的香港生物多
樣性節。我們亦在九龍
公園舉辦首屆生物多
樣性嘉年華，於市中心
推廣生物多樣性。整系
列的活動共吸引超過

160 000人參
加不同的工作坊、生態
遊、講座和展覽。

公開播放宣傳短片，
並在不同地方舉辦
巡迴展覽。

6. 《計劃》網頁為http://www.afcd.gov.hk/bsap

48個組織 
117人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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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此同時，政府決策局和部門會繼續探討如何進一步合作，促進生物
多樣性的保育，達致可持續發展。

經過18個月的深入討論，委員會已就香港首份《計劃》提交了建議書，
委員會的所有建議已上載至www.afcd.gov.hk/bsap。

3  |  為香港制訂首份《生物多樣性策略及行動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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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的香港首份《生物多樣性策略及行動計劃》  

前言

政府致力發展本港的《計劃》，以加強香港未來五年的保育工作和支持
可持續發展。首份《計劃》將促進《公約》的推行，加強自然保育，幫助
實現香港的可持續發展。
 
政府已詳細及全面考慮了委員會的建議、過去兩年在公眾活動中收集
所得的意見、其他城市級《計劃》的經驗，以及香港的需要和優先事
務。基於香港當前的情況及其作為一個城市級《計劃》，政府認為在這
份《計劃》下，我們應專注加強現有工作、將生物多樣性主流化、提高
我們的知識和邀請各界參與討論和行動。作為香港首份《計劃》，我們
認為首要任務應該專注於生物多樣性主流化，以培育更相容的社會環
境。因此，我們不擬在此時引入重大改動，例如改變現有的政策和法
律。為確保我們的努力能取得長期成效，我們須逐步推進，以提高公眾
對生物多樣性的認知及取得必要的公眾支持。

香港首份《計劃》的主要目標：

a） 為全球生物多樣性：身為一個國際城市、全球和區域生態系統的一
部分，香港有責任為全球生物多樣性作出貢獻。雖然《公約》並無
要求特區制訂城市級《計劃》7，但是政府希望根據香港的自身條
件和能力發展首份本港的《計劃》，以冀為全球生物多樣性出力。
《公約》秘書處建議城市級《計劃》應該是實用的，讓人們能夠看
到成果，從而支持《計劃》。

3.2 

7. 根據《公約》，締約方可酌情考慮發展和推行國家級以下和地方的生物多樣性策略和行動計劃，以
支持國家的策略和行動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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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為中國國家《計劃》：《公約》第六（a）條規定，除其他事項外，每
一締約方應根據其特殊情況和能力，為保護及可持續利用生物多
樣性制訂國家策略、計劃和方案。雖然特區本身並非《公約》締
約方，但隨着中央人民政府將《公約》的適用範圍延伸至特區，
特區政府會在與香港有關的範圍內協助中央人民政府履行其
《公約》義務。中國國家《計劃》（見專題9）為中國的生物多樣性
保育提供策略性指導。作為中國的一部分，香港將考慮本地的需
要和優先事務制訂本港的《計劃》，為國家的生物多樣性工作盡一
分力。

在制訂香港首份《計劃》時，政府會參考《公約》的目標與原則，並顧
及本港的需要、經濟與社會事務的優次，以及市民的訴求。我們會在政
府的主要決策中，重視特定物種及生境的保育。

我們意識到維持生態系統運作、生態連貫性，以及大自然持續提供生
態系統服務，至為重要。我們亦明白香港擁有豐富的生物多樣性，亟需
適當的規劃、指定保育區並加以管理，以保育生物多樣性。我們相信教
育和公眾意識是保育及可持續利用生物多樣性的基石。同時，我們重
視社會各界不同持份者在參與制訂及推行《計劃》的貢獻。

中國國家《計劃》  

中國於1993年加入《公約》，1994年宣布首
份國家《計劃》。2010年，中國發布了未來
20年的國家《計劃》更新－《中國生物多樣性
保護戰略與行動計劃（2011－2030年）》。
該文件共有100頁，列出四個焦點事項：保護
生物多樣性、可持續利用生物資源、公眾參
與，以及公平分享遺傳基因資源和傳統知識
所得的惠益。

專題 9

3  |  為香港制訂首份《生物多樣性策略及行動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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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劃》的建議願景及使命

考慮到委員會的建議以及本港的具體情況，我們建議《計劃》的願景
和使命如下：

願景 

「香港豐富的生物多樣性會受到重視、得到保育、恢復、可持續管理與
合理利用，以持續提供必要的生態系統服務，支持香港作為一個健康
和宜居的地方，並讓所有人都能共享惠益。」

使命

「我們的使命是重視、保育和恢復香港豐富的生物多樣性，以確保生物
多樣性得到可持續管理和合理利用，並經充分考慮和權衡社會與經濟
等因素後，在社會各階層促進生物多樣性的議題和價值融入主流，使
生態系統具恢復能力並持續提供必要的服務，而香港市民賴以生活，
且讓生活更添姿采的珍貴環境，得以傳承給子孫後代。」 

香港豐富的生物多樣
性會受到重視、得到
保育、恢復、可持續管
理與合理利用，以持
續提供必要的生態系
統服務，支持香港作
為一個健康和宜居的
地方，並讓所有人都
能共享惠益。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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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行動範疇

我們根據《公約》的指引，及考慮委員會的建議、持份者意見和本地情
況，提出了以下四大範疇作為首份《計劃》的框架：

保育
繼續推行和加強現有的
保育措施

主流化  
在規劃和決策過程中引
入生物多樣性的因素，以
達到可持續發展

知識  
進行生物多樣性調查和
研究，以補知識的不足

社會參與  
加強持份者和公眾對生
物多樣性的意識和知識

範疇 1 範疇 2  

範疇 3  範疇 4  

我們的使命是重視、保育
和恢復香港豐富的生物多
樣性⋯使生態系統具恢
復能力，讓香港市民生活
更添姿采的珍貴環境，得
以傳承給子孫後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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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動範疇 1

保育

目的

繼續推行和加強現有維護和支持生物多樣性的保育措施。

理念

與亞洲相同規模和發展水平的城市相比，經我們多年的努力，無論在自
然保育保護區的比例及生物多樣性方面都取得良好成果。為了維持我
們現有的保護措施，我們將繼續應對環境變化及其他挑戰。

可採取的行動

生境保護：保護特定的地理區域，是公認可維護生物多樣性的方法。這
方法在香港已成功運用，例如指定郊野公園及海岸公園等。

‧ 在維護現有保護區的同時，我們正計劃設立新的郊野公園及海岸
公園，包括大小磨刀海岸公園、索罟群島海岸公園、大嶼山西南海
岸公園和紅花嶺郊野公園，以及在古洞北及粉嶺北新發展區計劃
中，建議在塱原建立自然公園。

‧ 我們將指定漁業保護區，以保護重要的魚類產卵及育苗場，以及有
效和可持續地管理漁業資源。

‧ 我們將透過建立／檢討保護區的管理計劃以提升管理。我們亦會
加強保護具重要生態價值的地點，尤其是天然溪澗和河流。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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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種保護：我們將繼續利用現有的行政措施和法律，確保本地的生物
多樣性得到保護。我們將繼續推行現行針對物種的保育措施和行動計
劃，例如黑臉琵鷺（見專題5）、盧氏小樹蛙和中華白海豚等。此外，我
們亦將努力保護更多具有保育價值的物種，尤其是高度瀕危或有特殊
生態價值的物種。

種植原生植物：由於原生植物一般更能適應本地環境，而且可以提供
野生動物需要的食物和棲息地，對生態系統更有價值，故此我們將在
市區、郊外和郊野公園種植更多原生植物。這將會產生漣漪作用，在任
何環境，尤其是市區，創造不同層次的生物多樣性。

種植更多原生植物會產生
漣漪作用，在任何環境，尤
其是市區，創造不同層次
的生物多樣性。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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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動範疇 2

主流化

目的

在政府及社會各行業的規劃和決策過程中，引入生物多樣性的因素，
以達到可持續發展。

理念

把生物多樣性主流化是指在社會的每一個行業裡，每一個層級所作的
規劃及決定都引入對生物多樣性的考慮。主流化是要將生物多樣性的
因素或考慮融入現有的架構、流程和系統，而非另外建立平台或系統去
處理。主流化是一個長期而複雜的過程，而且需要多方面持續努力。政
府的角色固然重要，但公眾的參與更不可或缺。在首份《計劃》下，政
府會根據香港的實際情況，繼續將生物多樣性納入規劃、項目和方案
中；同時致力營造有利於生物多樣性主流化的環境，並與其他界別分享
經驗。

可採取的行動

規劃和決策：正如第二章所述，政府一直在決策和運作時考慮生物多
樣性的因素。我們將會繼續這方面的工作。

‧ 《香港2030+：跨越2030年的規劃遠景與策略》這項研究旨在探
討香港跨越2030年的整體空間規劃以及土地和基礎設施發展的
策略和可行方案，以更新全港性發展策略。我們會在研究中一併考
慮生物多樣性的因素。

‧ 《香港規劃標準與準則》這是政府出版的標準手冊，列明政府釐
定各類土地用途和設施的規模、位置需求及地盤規定的準則。這
些準則會應用到規劃研究及審批發展項目等工作中。生物多樣性
因素會在適當的時候納入手冊中。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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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的實施：我們會在工程項目中考慮生物多樣性的因素，尤其是涉及
淡水生境的項目：

‧ 在進行大型排水改善工程或規劃新發展區的排水設施時，我們會
採用活化水體的概念，以提升河道的生境及生物多樣性，並在項目
中採取保護生態的措施。

‧ 我們會在建設新發展區的同時推行綠化及自然保育的措施，並考
慮活化水體，為新市區注入「藍、綠建設」元素，以豐富生物多樣
性。

‧ 為了進一步將生物多樣性的考量納入河溪的環境衞生工程中，我
們會為這些工程編寫／修改準則，務求減少對生態的影響。

‧ 我們會與水務署合作，探討在灌溉水庫及引水道採用有利於野生
動物的設計和維修措施是否可行。

「連結」教育：我們鼓勵專業團體或已在界別內倡議自然保育的先驅，
向合作伙伴介紹可持續發展與生物多樣性之間的連繫，並分享可持續
營運如何帶來更理想的經濟績效、社會責任和環境效益 － 例如在綠
化發展項目時選擇栽種合適的原生樹種，便能夠提高生物多樣性。零
碳天地（見第二章）正正展示了本地生物多樣性如何融入建築項目當
中。

公眾意識：行動範疇4中有關「社會參與」的措施，有助推動生物多樣
性主流化。當更多人意識到生物多樣性對自己、對香港、對地球的意義
時，社會就能夠更快、更容易而且更有創意地把生物多樣性因素納入任
何策劃之中。

3  |  為香港制訂首份《生物多樣性策略及行動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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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動範疇 3

知識

目的

進行生物多樣性調查以監測本地生物多樣性的狀況，以及進行研究以
增進我們對生物多樣性的認識。

理念

知識是正確決策的關鍵，確保我們能適時作出正確的決定和有效利用
資源，達到預期成果。為增進對本地生物多樣性的認識，我們會透過
調查了解現狀，研究探索事件的關連性、原因和影響。基於證據而建立
的邏輯論證將幫助我們有效地溝通及採取適當的行動。  

可採取的行動

監測：長期的生物多樣性調查有助我們追蹤物種和生境的狀況和趨
勢。我們將繼續針對重點動植物群進行全港生物多樣性調查。 

公眾資料庫：我們將嘗試整合由不同團體和組織所收集和擁有的零散
資料，並透過資料庫或平台開放予公眾取用。  

新項目和行動：我們相信所綜合的資料有助我們提出新項目和行動。例
如，數據可反映須予保護的物種或生境，或揭示具價值地點的地理位
置分布，甚至會提供需要控制的外來入侵物種的資料。

填補不足：在制訂《計劃》的過程中，我們已經確認主要的知識缺口，
關乎生態系統服務、關鍵物種或具重要功能的物種、漁業資源和捕魚
活動，以及傳統知識等方面。我們將鼓勵有關機構開始研究這些重要
課題。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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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有資助

構，進行有關保護和可持續利用生物資源的
專案研究。這些研究收集基線資料和生境及
物種分布的數據、分析適當的環境壓力因素
的監測和管理策略，並研究可行或有效的生
境優化措施。

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教資會）：教資會是
一個非法定諮詢委員會，負責就高等教育機
構在香港的發展和資金需求向政府提供意
見。除了提供整筆撥款資助院校外，教資會
每年為研究生學額撥款14億元，以支持學術
研究。此外，研究資助局會根據教資會的運
作，每年撥款約7.7億元，邀請並審批教資會
資助院校提交的學術研究撥款申請。

慈善基金會：在香港，不少私營機構都會提
供資助，這些機構在社會上擔當着重要的角
色。其中一些機構一直資助正規教育項目，以
及公眾教育活動。部分基金會亦慷慨支持非
政府機構推行環境和保育工作。

環境及自然保育基金（環保基金）：環保基
金在1994年成立，是政府對保護環境和自然
護理其中一項長遠承擔。環保基金已資助超
過4 000個教育和研究項目，以及本地非政府
機構所推行的其他項目。政府將繼續透過環
保基金資助保護生物多樣性相關的研究。事
實上，「生物多樣性研究與保護」已是環保基
金資助的優先研究專題。

可持續發展基金：政府於2003年成立了一億
元的可持續發展基金，為加深市民對可持續
發展的意識，以及鼓勵市民實踐可持續發展
原則的項目和行動提供財政資助。直至2015
年年底，基金資助了63個項目，這些項目的
目的主要為建立可持續發展的社區、促進市民
實踐可持續發展的生活模式或原則，以及鼓勵
可持續發展報告，所涉及的款項為6390萬元。

政府委託的專案研究：政府不同部門曾根據
需要委託學術研究員、顧問公司和非政府機

專題 10

協調研究和資助：現時，有些本地非政府機構和學術團體正進行生物
多樣性相關的研究。然而，有些現有的生物多樣性相關的資助並未加
以利用（見專題10）。我們會探討如何協調研究及為項目尋找資助來
源，使有限的資源能夠集中在優先的行動範疇。

3  |  為香港制訂首份《生物多樣性策略及行動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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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動範疇 4

社會參與

目的

提高公眾意識和對生物多樣性的認識，以獲取公眾支持及社會各界的
參與。

理念

保護生物多樣性的決心源自我們懂得生物多樣性的重要。知識能化為
行動，引導市民採取保護生物多樣性的行動。因此，提高公眾意識是
首份《計劃》的其中一項重點。我們期望社會各界都可以積極參與。個
別人士、單位或界別（如工商界）均能發揮正面影響，推動他人一起參
與行動。因此，我們預期社會參與的發展是一個長遠和相互合作的過
程。

可採取的行動

生物多樣性教育網絡：在2015年，環境局和漁護署與20個組織（包括
大學及非政府機構）合作，舉辦為期三個月的生物多樣性節，透過展
覽、導賞團、工作坊和網上推廣活動，吸引公眾關注有關生物多樣性的
主題。我們將建基於這個網絡，邀請更多合作伙伴參與，共同推廣生物
多樣性。 

博物館展覽：政府將於香港科學館設立和管理一個以生物多樣性為主
題的永久展覽，將生物多樣性和保育的主題帶進市中心，接近群眾。

漁農業的支持：漁農業活動對生態系統有着深遠的影響，因此，漁農業
在保護生物多樣性上擔當重要的角色。我們將透過教育和現行的援助
措施，繼續向業界推廣對環境友善的操作方法。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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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 11

推廣可持續使用生物資源

可持續地使用生物資源是達至可持續發展的
其中一個重要里程碑。目前，全球各地均推
廣符合可持續原則的採購及消費模式，以作
為達到可持續發展的有效策略。可持續發展
委員會正在計劃以推廣可持續使用生物資源
為題的社會參與過程。這個過程預計會提供
一個由下而上、由持份者主導的平台去收集
公眾意見，同時教育公眾，提升意識並促進可
持續使用生物資源。

3  |  為香港制訂首份《生物多樣性策略及行動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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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教育：教育孩子認識及欣賞大自然，可確保我們的下一代對大自
然有充分認識及堅定意志，好能延續我們的保育工作。現時，通識科、
地理科、科學科（中一至中三）及生物科的學校課程內容已包含生物多
樣性的課題。我們會探討如何繼續把生物多樣性的概念納入中小學正
規學校課程，在知識、技能，以及價值觀和態度三方面並重，並為教師
提供提升能力的機會。我們將鼓勵和創造機會，讓學生參與體驗學習、
實地考察及戶外的義務工作。

工商界和專業界別的支持：我們需要與工商界和專業界別攜手合作。
在制訂《計劃》時，我們曾與這些界別的代表作初步溝通，知悉他們希
望作出貢獻，但暫時仍未能確定實際行動或方法。因此，我們將透過不
同途徑，為他們提供所需的知識，並在構思和落實計劃時共同合作。

教育孩子認識及欣賞大
自然，可確保我們的下
一代對大自然有充分認
識及堅定意志，好能延
續我們的保育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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