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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自然基金會香港分會

行政總裁

何聞達
世界自然基金會香港分會

董事委員會主席

為推動香港成為亞洲最可持續發展的城市，世
界自然基金會香港分會（WWF）今年積極與
商界、政府及社會不同界別的領袖合作，成果
令人滿意。

我們深信保育與可持續生活的教育應該從小
開始。當你細閱本年度報告時，應不難發現我
們在綠色城市、海洋、米埔與濕地、本地生物多
樣性及野生生物等各個範疇都舉辦了不少活
動，讓一家大小參與其中。

我們希望透過這些活動，與大眾攜手保育地球
瑰麗而獨特的生境地及物種，這正是WWF的
使命。本會將努力實現五項全球目標，包括：恢
復海洋生機、把使用空間縮到最少、實現零碳
排放、拒絕浪費，並透過反思如何運用天然資
源重塑未來。

根據最新的《香港生態足印》，若全球人類都
以香港人的模式生活，將需要4.2個地球才可
以滿足我們對自然資源的消耗。對一個亞洲 
國際都會而言，這顯然不可接受。我們每個人
都必須改變日常飲食、衣着、交通和用電習慣。
因此，「地球一小時2019」以「慳啲、醒啲、改變
生活・變好世界」為主題，尤其關注即棄塑膠帶
來的環境問題。

本會今年也放眼大灣區，與合作夥伴共同確定
需優先保育的海洋地區及沿岸濕地。我們首個
項目是保育大灣區內的中華白海豚，現時牠們
在香港水域只剩下32條，因此今年很可能是拯
救這些海洋朋友的最後機會。

此外，我們今年推出了與Netflix一同製作的
自然紀錄片系列《我們的天與地》。同一時間，
米埔自然保護區教育中心的翻新工程正進行
得如火如荼，展覽區和互動教育區亦更趨完
善，預料可在2020年上半年向市民開放。

來往朗屏新訪客中心及米埔自然保護區的穿
梭巴士已於五月投入服務。我們期待您繼續支
持本會的保育工作及活動，也歡迎大家前往米
埔、海下灣和大埔元洲仔的訪客中心參觀。展
望來年，本會將繼續努力，為人類及大自然締
造更美好的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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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續發展成功與否，關鍵在城市如何應對。因此，我們

必須積極主動地回應各項大規模的環境挑戰。為了實現將

全球升温限制在攝氏1.5度以下的減碳目標，我們實在需要

多管齊下，包括普及太陽能光伏技術、禁止使用非必要的即

棄塑膠用品，並改變我們的資源消耗方式。」

綠色城市

何美娟

企業可持續發展主管

WWF的一項調查發現68%的受訪者願
意支付更高價錢購買以可持續方式生
產的衣物，然而卻有接近50%的受訪者
認為市面的可持續衣物供應並不足夠。
該調查是本會Making Zero Impact 
Fashionable計劃的一部分，由香港
上海滙豐銀行有限公司支持推行，旨在
減低時尚產業對自然資源造成壓力。

本會的外展教育團隊乘坐全新電動車，
推廣全球最大型環保行動「地球一小時
2019」。此外，WWF One Planet青年
大使參與年度電車巡遊，提升市民對保
護地球生物多樣性的關注，鼓勵大眾守
護香港珍貴的環境和物種。

隨 著 政 府 公 佈 於 2 0 1 8 年 1 0 月 起 實 施 
可再生能源上網電價，WWF促請政府
增加太陽能光伏的應用、延長上網電價
金額支付期至20年、修訂建築物規例及
善用公共空間，以便香港人能盡早開始
生產太陽能。政府的持續支持對推行城
市減碳尤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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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F的一項調查結果顯示近八成受訪
者支持立法規管餐飲業的即棄塑膠餐
具。76%受訪者曾拒絕即棄塑膠餐具，
超過六成曾避免光顧提供即棄塑膠餐
具的餐廳，反映出普遍市民開始了解即
棄塑膠的污染問題，社會亦漸漸形成拒
絕使用即棄塑膠的風氣。

WWF加入「免『廢』暢飲」行動，聯同香
港主要飲品製造商、各大零售商、回收
業者及非政府組織，促請政府立法規管
一次性包裝、提供誘因鼓勵回收及循環
再造，並增設處理包裝物料基建。現時，
香港的回收的機制並不健全，WWF會
繼續推動飲食業界正視塑膠問題，並鼓
勵業界支持利用更先進方案有效處理
回收程序。

本年度「城市自然挑戰賽」於4月26日
至29日舉行，逾1,100名香港大自然愛
好者參加活動，發掘本地生物多樣性。
在這四天期間，全球共錄得950,000項
觀測紀錄，涵蓋31,000多個物種；當中
香港共錄得31,144項觀測紀錄，涵蓋
3,596個物種，紀錄和物種數量分別位
列全球第十及第二名。

元洲仔位於大埔，是本會的可持續教育
活動中心。我們不時舉辦主題活動及嘉

年華，透過專家講座、生態導賞團、電影
放映會及綠色市集等，教育大眾改變生
活習慣，實踐可持續生活。在這裏，你可
探索大埔的歷史，體驗生態園藝，參觀
主題展覽。中心逢星期三至日開放，立
即網上報名！

立即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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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支撐着地球多個生態系統，重要性無容置疑。然而，

她正承受各種巨大壓力：生境地被破壞、生物多樣性喪失、

過度捕撈、污染及塑膠垃圾等問題均日益嚴峻。如果不加

倍努力守護海洋，更遑論可持續發展。因此，我們必須展示

前所未有的決心，並轉向自然為本的解決方案，攜手建設

更健康的海洋。」

海洋

Laurence McCook博士

海洋保育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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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減低掘蜆等休閒活動對高生態價值
地點（如南大嶼山水口）的生態影響， 
WWF開展了「環保基金──發掘水口」
計劃，我們的海洋保育團隊制定了蜆類
保育尺，以保持水口的生物多樣性，並
確保市民以可持續方式使用海岸資源。

一項聲音傳遞模型研究發現，中電擬興
建海上液化天然氣接收站工程打樁發
出的噪音，將直接影響擬議中的南大嶼
山海岸公園範圍的中華白海豚和江豚，
阻礙牠們溝通﹑社交﹑覓食和影響牠
們的導航能力。我們必須立即採取行動
保育本港數目持續下降的鯨豚。

WWF舉辦2018年賣旗日，以支持本會
倡議政府劃定及擴大香港海洋保護區
的宣傳工作，獲逾2,500名義工踴躍參
與。籌得的款項將用作推動WWF的海
洋教育及保育工作，宣揚本地獨特的生
物多樣性，及海洋生態保育的迫切性。



2019年度報告 /  9 2019年度報告 /  8 

W W F 致 力 解 決 香 港 海 洋 垃 圾 問 題，
包括海洋中廢棄或遺失了的漁具── 

「 鬼 網 」。我們開展了一項公民科學家
計劃，將大眾日常潛水的發現變成具科
學價值的鬼網基線調查。我們希望通過
評估鬼網的分佈和數量，制定減少鬼網
的策略，包括發展回收計劃，及加強通
報機制。

W W F 在 環 保 基 金 的 贊 助 下，開 展 了 
「 藍 海 守 護 者 種 子 計 劃 」，在 社 區 發 掘
有創意的方案，為解決海洋垃圾問題尋
求出路。經遴選後共有六支隊伍脫穎而
出，方案包括邀請漁民幫忙收集海洋垃
圾，並利用收集到的數據製作科學化的
海洋垃圾地圖。

WWF驗出本地超市出售海鮮含違禁化
學物，其中更包括可能致癌物，含量超
出國際食物安全標準逾2.5倍；調查同
時發現部份超市出售與標籤不符的海
鮮產品。WWF敦促超市集團主動為消
費者提供環保海鮮選擇，並採用對環境
更負責任的銷售手法。

本會舉辦第三屆「環保海鮮週」，活動焦
點包括「重拾本地鮮味市集」以及「漁業
之旅導賞團」。今屆活動共有339間餐廳
及超市分店推出「環保海鮮菜單」；並獲

14間企業、過千名員工承諾支持食用環
保海鮮。本港兩大學校膳食供應商亦向
香港過半小學供應環保海鮮午餐選擇。



「每年成千上萬的候鳥都會路經或在米埔內后海灣度冬，

這裏正是牠們沿東亞──澳大拉西亞飛行航道（EAAF）遷

徙的重要一站。參觀者可以在這裏親身體驗自然和實踐保

護環境的工作，而由於米埔自然保護區也是EAAF沿線的

濕地保育典範，多年來我們為沿線濕地舉辦培訓課程，並

分享社區教育的理念及經驗等。

米埔與濕地

文賢繼博士

米埔保護區及遷飛路線保育項目總監

承蒙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捐助近
港 幣 3 . 5 億 元 的 米 埔 升 級 改 善 工 程 於 
2018年9月正式動工，首階段是為米埔
教育中心進行內部翻新。同時，在遷拆
及重建斯科特野外研習中心前，我們在
工地進行了每月一次的預防性生態檢
查及降噪測試。

過去一年，亞洲水鳥保育基金（AWCF）
資助了三個項目，包括：於青島進行水
鳥調查，以助海岸公園規劃保育工作；
根據最新調查結果發佈第二版北韓國
家濕地名錄；以及繼續於北韓文德候鳥
保護區進行大濱鷸調查，為保育這瀕危
物種的工作提供了寶貴資訊。

米埔自然保護區孕育了超過2,050種
物種，40多年來，其豐富的生物多樣性
一直教育並啟發各行各業的人。我們舉
辦了「城市綠洲」相展，以一幅幅相片回
顧米埔的一點一滴，記錄著當中的人和
物。相展展出了很多迷人的風景相，以
及保護區附近村落、淡水池塘及保護區
內的雀鳥或其他生物的寫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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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F舉辦一系列生態之旅帶你探索
米埔，當中「午夜歷奇」尋訪各種夜行動
物，例如蝙蝠、飛蛾、螢火蟲、歐亞水獺
及豹貓等；「基圍濕地時光之旅」介紹
蝦塘的傳統運作，你更可親身參與收蝦
過程。米埔全年舉行一系列的生態遊，
讓你親身體驗這個拉姆薩爾國際重要 
濕地。

自80年代開放參觀起，米埔一直致力改
善園內的無障礙設施。承蒙香港上海滙
豐銀行有限公司捐款支持，本會於米埔
進行一系列設備升級工程，包括整修觀
鳥屋及改善參觀路徑，並提供3D雀鳥模
型、點字指示版、相關智能手機應用程
式，以及為傷健人士安排由專業生態講
解員帶領的專屬導覽團。

2 0 1 9 年「 香 港 觀 鳥 大 賽 」增 設 了 中 學
賽，參 賽 隊 伍 要 在 4 . 5 小 時 內 紀 錄 雀
鳥。WWF於賽前為參加者提供培訓，以
熟習米埔內的雀鳥分佈，及增進觀鳥技

巧和知識。記錄最多鳥類品種的隊伍可
參與我們的馬來西亞檳城升旗山生態
之旅，探索該處著名的空中步道和森林
生態。

WWF年度盛事「步走大自然」標誌著觀
鳥季節的開始，2018年，超過2,000名參
加者響應活動，一同認識拉姆薩爾濕地
的重要性和遷徙水鳥面對的挑戰。唱作
歌手林二汶擔任活動大使，與大眾一同
感受米埔的寧靜之美。

立即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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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的發展步伐一向急速，因此我們有必要保護具重要生

態價值的地區，以免自然資源被進一步破壞。本會一直密切

監察本地的自然環境，並致力提供科學為本的解決方法，審

視有關發展和城市規劃的議題。我們同時推動政策倡議，並

與政府部門緊密合作，就不同措施提供意見及建議。」

本地生物多樣性

劉兆強

保育政策經理

土地供應專責小組於2018年發表公眾
參與報告，對於小組將填海納入為土地
供應選項，本會表示非常失望。我們敦
促政府避免填海，以防止對海洋生態及
漁業造成不可逆轉的破壞。無止境的填
海並不是人類和大自然共存的好方法。

WWF對東大嶼水域的大型填海計劃
表示擔憂，促請政府採納「棕地優先」政
策，填海應為最後一著。東大嶼山水域
填海是香港史上最大規模的單一填海
工程項目，將對環境造成無法估計的累
積影響。規劃任何填海工程之前，必須
先進行沿海及海洋空間規劃。

2018年，WWF接獲市民舉報，南大嶼
山長沙有已被納作「綠化地帶」用途的
大片樹林及植被遭砍伐及清除，進行土
地平整活動。此外，貝澳及水口的海岸
保護區亦曾分別市遭受破壞，我們必須
立刻行動，堵塞條例漏洞，杜絕「先破
壞，後申請」的發展。

我們透過一系列教育項目，包括「兒童
自然學堂」，向下一代推廣保護本地生
物多樣性的訊息。參加者可於米埔內觀
察 過 千 種 候 鳥，於 元 洲 仔 發 掘 本 地 野
生 物 種，或 於 海 下 灣 一 探 豐 富 的 海 洋

生物。我們全年舉辦各式各樣的教育項
目，讓學生探索大自然。

立即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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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遏止非法野生生物貿易一直是世界自然基金會的長期

目標，而香港分會則透過多個運動，呼籲社會停止購買、販

運和捕獵受威脅及瀕危物種。香港擁有全球最龐大的貨運

機場，而客運機場及貨運碼頭的吞吐量也位列全球十大，

使香港成了非法野生生物貿易的中心集散地。我們必須立

即行動解決這問題，以保護一眾標誌性物種。」

野生生物 我們在香港的鯊魚保育工作包括推廣 
「無翅食肆」。2018年，美心集圑宣佈將
於2020年起停售魚翅，WWF希望更多
中式飲食業界會加入「無翅」行列。不可
持續的魚翅消費不僅為物種帶來絕種
威脅，亦會破壞海洋生態平衡。

今年，我們繼續透過不同形式的工作，
實現在2022年前把野生老虎數目增加
一倍的目標。WWF與Kenzo推出聯乘
系列，於全球發售靈感源於八隻野生老
虎的限量版服裝；我們並與香港中量級
拳擊手Thomas Taw合作，透過一場拳
賽籌款港幣12萬元。

我們發起了重建Rimbang Baling森林 
的 眾 籌 活 動，以 修 復 老 虎 的 重 要 棲 息
地。蘇門答臘島已失去了55%的天然森
林覆蓋，過百種生物包括老虎丶大象丶
犀牛和猩猩因此失去家園。我們急需你
的幫助，來保護剩餘的371隻野生蘇門
答臘虎。

全球野生生物數量空前下降，WWF每
年舉辦Run For Wild慈善跑，以表達
對受威脅物種的關注。六個重點物種包
括：熊貓、老虎、綠海龜、長臂猿、中華白
海豚和鯊魚。WWF在跑道上仿照野外
環境設置不同障礙，讓參加者體驗野生
動物正面對的生存威脅。香港三項鐵人
運動員司徒兆殷擔任2019年活動大使，
以行動支持保育中華白海豚。

©
 R

ichard Barrett / W
W

F-U
K

Eric Wikramanayake博士

野生動物及濕地保育總監

立即捐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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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的環境融資團隊透過鼓勵市場把資本轉移至綠色

金融及與可持續發展相關的投資項目，以在經濟上支持各

項保護氣候、物種和生境地的方案。在亞洲，我們審視複雜

的生態、社會和政治結構，並協助企業構建具投資吸引力

的項目，從而持續地推動環境保育。」

環境融資
我們將推出「 氣 候 影 響 亞 洲 基 金 」，針
對生產環境效益產品或提供有關服務，
以 及 發 展 地 區 低 碳 經 濟 的 亞 洲 公 司。
該基金由環境投資服務亞洲有限公司

（E I SAL）成 立，由 英 國 M i l l t r u s t 管
理；WWF為基金投資委員會提供諮詢，
部份基金費用收益將撥捐WWF以支持
我們的保育工作。

氣候變化問題為國際金融市場造成潛
在風險，投資者必須正視氣候變化問題
為全球金融體系帶來的不穩定因素，並
將有關風險納入投資考慮。有見及此，
我們發表了《氣候變化概覽：投資者須
知》，旨在協助投資者了解更多關於氣
候變化、相關的科學研究、現時相關政
策取向及應對氣候變化的科技等重要
資訊。

全球日漸關注塑膠垃圾問題，加上愈來
愈多人願意改變消費習慣以減少對塑
膠的需求，塑膠製造商首當其衝。我們
最新發表的報告《減省塑膠》分析加緊
監管對全球塑膠工業的暗示，並指出需
要從投資者期望和經濟預測中反映出
塑膠市場發展所面對的挑戰。

向君浩

環境融資主管

閱讀《氣候變化概覽》

閱讀《減省塑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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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類與大自然的新協定
全球環境現時面對的挑戰實在異常龐
大、錯綜複雜和緊急，沒有任何組織可
以獨力解決。事實上，香港以至整個地
球正面臨一個歷史性的全球轉型。根據
最新的地球生命力指數，野生生物的種
群總數在過去40年間下降了百分之60。
當中主要原因為過度開發和不可持續
發展的農業，而兩者皆和與日俱增的人
類消費行為息息相關。

世界自然基金會早前與Netflix攜手製
作的自然紀錄片系列《我們的天與地》，
也強調環境威脅已迫在眉睫。我們必須
在10年內逆轉威脅人類等所有物種的
大規模生物多樣性喪失，至於人類需要
及可以如何應對，科學的答案可謂前所
未有地明確。我們無疑是首個意識到人
類已令地球身陷險境的世代，但我們同
時是擁有空前知識和能力去重新確立
人類與大自然關係的一代。

環境與人類發展議題愈來愈密不可分。
展望2020年，全球各國將會一起檢視自
己在聯合國可持續發展目標、《巴黎協
議》以及《生物多樣性公約》的進展。香
港人是時候攜手實現人類與大自然的

新協定，向世界展示我們為人類和地球
選擇的方向。為締造更美好明天，我們
必須努力達成這五項全球目標：

• 零碳排放：必須以潔淨及可再生能源
取替化石燃料，實現零碳排放。

• 把使用空間縮到最少：包括土地規劃
和妥善使用森林資源。

• 恢復海洋生機：只拿取可被替代的資
源、採用可持續捕魚方式、保護受威脅
海洋物種和擴大海洋保護區。

• 拒絕浪費：由非必要的即棄塑膠產品
造 成 的 海 洋 垃 圾 危 機 就 是 一 個 典 型 
例子。

• 重 塑 未 來：包括推動環境融資、各項
結構性改變和重新思考如何運用天然 
資源。



公眾參與及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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悼念
鍾逸傑爵士

鍾逸傑爵士早前離開了我們，世界自然基金會香港分會上
下對他的辭世深表哀痛。鍾逸傑爵士對保育野生生物和可
持續發展方面貢獻良多，歷任世界自然基金會香港分會主
席（1987年至1994年）、副會長（1994年至2011年）及理事 

（自1982年起），為本會奠下重要基礎，我們很榮幸能在鍾
逸傑爵士的卓越領導下穩步發展。

鍾逸傑爵士在任新界政務司期間，積極參與保育米埔的工
作，讓這片極高生態價值的濕地成為國際聞名的雀鳥天堂。
寓居元洲仔官邸時，他於園內廣植各樣植物。寒來暑往，昔
日苗裔已成林蔭，陪伴一代代市民度過快樂時光。鍾逸傑爵
士醉心園藝，每年到訪元洲仔植樹，更提醒我們要確保在元
洲仔種的每一棵樹都是「特別」的。

鍾逸傑爵士，我們將永遠懷念您 ── 您的熱誠、您的心思、
您的教誨，我們都一一銘記於心。

今年，One Planet青年領袖培訓計劃繼續
鼓勵年青人身體力行支持保育，於2018
年10月至2019年6月期間，30名來自九
間大專院校的 One Planet 青年領袖參
與了各項活動，增進對不同環境保育議
題 的 認 識，包 括：於 水 口 進 行 公 民 科 學
家調查、以太陽能流動咖啡車走訪各區
推廣可再生能源及於元洲仔學習有機種
植，並參與本會多個大型活動如「環保海
鮮週」、Run for Wild、「步走大自然」和 

「地球一小時」。

本會的教育團隊提倡「全校參與模式」，
致力將可持續生活納入香港教育課程，
並使之成為主流。其中，我們獲優質教育
基金資助，推行了與本港12間小學協作
的三年學校夥伴計劃。我們協助學校推
行公民科學和STEM教育項目，包括讓
學生透過觀察浮游生物和微膠粒，探索
海洋的奇妙和所面對的威脅。此外，過去
一年，共有超過470間學校、2,300名老
師及80,000名學生參與一系列在校內和
本會戶外教室進行的 One Plant 學校教育 
活動。    

作 為 世 界 自 然 基 金 會 全 球 網 絡 的 一 分
子，本會的教育團隊積極參與全球青年
教育小組的工作。我們與日本分會的團
隊合作，推行學生交流計劃，促進生物多
樣性的教育工作。



財務摘要

機構管治

作為具領導地位的非牟利環保組織，
世界自然基金會香港分會一直透過
專業、誠信及高透明度，取得公眾信
任。

本會由董事委員會專責管治。委員會
成員來自保育界、科學界、學界和商
界，全部均是對自然保育有抱負的專
業人士。他們以義務性質參與，並運
用專業知識提供意見、訂立策略性方
向、批核保育項目和每年的財政預算
案，以及監察本會的營運。

董事委員會的成員必須為世界自然
基金會香港分會的理事，並於周年大
會上獲其他理事選為委員會成員。委
員會成員的任期為三年，並可競逐連
任另一個三年任期。除獲董事委員會
准許，委員會成員任期上限為六年。

為加強及擴展董事委員會的職能，委
員會下設多個由相關範疇之專家組
成的附屬委員會，就保育、教育、發
展、財務及管理米埔自然保護區等範
疇提供專業意見。

本會深明自願披露資訊對建立公眾
信心至關重要。為確保財政資源用得

其所，我們提供清晰、準確及具透明
度的財政資訊讓公眾監察。我們的財
務帳目是根據《香港財務匯報準則》
制訂，由香港立信德豪會計師事務所
有限公司獨立核數，並刊載於每年的
年報內。

董事委員會成員
（截至2019年6月30日之在任董事）

主席
何聞達先生

董事委員會
白丹尼先生
陳美娟女士
朱雅儀女士
杜德俊教授
范文志先生
方文雄先生, BBS, JP
莫君逸先生
梅慶堯先生
伍潔鏇女士
薛綺雯教授
吳宗權先生, JP, Hon. LHD

本會於2019財政年度的總收入較去年度增長百分之17至1.21億港元。這主要受惠
於個人捐款的顯著增長，該部分較去年度增長百分之12，並佔總收入百分之58，繼
續成為本會最主要的收入來源。公司捐款主要來自公司會員計劃、某個有關海洋塑
膠垃圾的企業合作項目、某金融機構於本會中心舉辦的員工發展活動，及其電子結
單措施的服務費收益。新增的保育項目如Making Zero Impact Fashionable計
劃及環保基金──發掘水口計劃分別帶動了信託及基金及政府撥款的增長。此外，
本財政年度舉行的賣旗日也為籌款活動及銷售帶來50萬港元的淨收益。至於其他
收入則主要來自訪客中心活動、學校夥伴計劃和濕地培訓課程所收取的費用。

本財政年度的總支出為1.19億港元。保育工作、公眾參與及教育繼續成為WWF本
年度最主要的支出範疇，佔百分之67。本會一直致力追求更卓越的保育成果，並集
中在下列範疇推行活動和保育項目，包括：綠色城市、米埔及濕地、環境融資、海洋、
野生生物、本地生物多樣性，以及公眾參與及教育。另外，本會捐款收入的百分之7
亦用於協助世界自然基金會總部推行全球項目。

WWF持續成功的關鍵是持續調整和提升能力，並適時推出創新策略。我們會繼續
在保育議題上發揮更大影響力、擴闊支持者網絡及拓展收入來源，以實現我們的保
育使命。

以下是世界自然基金會香港分會截至2019年6月30日的財務摘要及分析，由香港立信德豪會計師事務所
有限公司審核，並按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編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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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收入 影響及成果

2019財政年度
收入來源

$121.1
百萬港元

2019財政年
度支出分配

$119.0
百萬港元

9%
6%

8%

7%

12%

58%

其他收入	 	$10.5百萬港元

籌款活動及銷售		 	$7.6百萬港元

政府撥款		 	$9.9百萬港元

信託及基金		 	$8.4百萬港元

公司捐款		 	$14.5百萬港元

個人捐款		$70.2百萬港元

7%
5%

4%

17%

16%

51%

世界自然基金會網絡	 	$8.7百萬港元
行政	 	$6.4百萬港元

活動及銷售成本	 	$5.1百萬港元

支持者網絡拓展		$20.2百萬港元

社區教育	 	$18.5百萬港元

保育	 	$60.1百萬港元



機構
759 阿信屋
Apex Wits Limited
亞洲萬里通
中國銀行（香港）有限公司
香港立信德豪會計師事務所有限公司
Bloom Association Hong Kong Limited
萬順行股份有限公司
Buddhist Wisdom Service Centre Ltd.
中國通海國際金融有限公司
City Pulse Limited

科思創（香港）有限公司
Creative Property Services Consultants Limited
晶苑國際集團有限公司
大昌行集團有限公司
Deep Blue Straws Limited
教育局課程發展處──德育、公民及國民教育組
開元信德會計師事務所有限公司
Empire Vantage Limited
環境及自然保育基金
光大國際環保公益基金會
Facebook Hong Kong Limited
鎮聯教育機構有限公司
Gold Coast Yacht and Country Club
冠威管理有限公司
香港亨達（代理人）有限公司
海港城
喜高集團
恒基兆業地產集團 
香港01
香港房屋協會
香港海洋公園萬豪酒店
香港電車有限公司
香港    地（物業管理）有限公司
合和實業有限公司
House 100 Hong Kong
鴻福堂集團控股有限公司
希慎興業有限公司
政府新聞處
Intertek Testing Services Hong Kong Limited
捷成集團
德昌電機集團
花王（香港）有限公司
嘉里控股有限公司 

近鉄國際貨運（香港）有限公司
織暖有限公司
Konrad-Adenauer-Stiftung e.V.
LeeWrangler Hong Kong Ltd 
利希慎基金
歷德香港有限公司
Marks & Spencer
香港鐵路有限公司
無印良品（香港）有限公司
新世界發展有限公司
友營堂有限公司
香港海洋公園
開飯喇有限公司
東方海外貨櫃航運有限公司
Pierre Fabre Dermo-Cosmétique Hong Kong 
Limited
美國莊臣有限公司
信和集團
崇光（香港）百貨有限公司
索尼香港
事必達精密製造有限公司
星傳媒體
太古地產有限公司 
德士活（香港）有限公司
The Body Shop
香港上海滙豐銀行有限公司
滙豐銀行慈善基金
香港中華煤氣有限公司
香港賽馬會
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
太古集團慈善信託基金
東京海上火災保險 （香港）有限公司
TOPIX

U Magazine
宏遠車業有限公司
VF Hong Kong Limited
和利建築工程有限公司
YTT Charity Fund Limited
Z Entertainment

個人
Mr Laurent Bertinotti
白丹尼先生
陳英傑先生
Ms Cheong Poh Yuen Yvonne
Ms Choi Siu Ling
Mr McGrath Colman
江偉智先生
Mr Oisin Crawley
Mr James Arthur Filmer-Wilson
何聞達先生
Ms Lam Chow Law
Miss Margarita Lau
Mr Robert W. Miller
Miss Ng Lai Chu Lily
Ms Amy Pun
Mr Ben Ridley
Miss Jade Shimada
Mrs So Tam Kit Ying Susanna
Ms Margaret Ting
Mr Rafael Tross
Miss Tse Man Kwan

衷心感謝下列機構參與我們的中心 
活動及支持者活動

Adidas 
進邦滙理有限公司
AQ Communications Limited
Areteos Art
奧雅納工程顧問
碧瑤清潔服務有限公司
Baker & McKenzie 
天職國際
中國銀行（香港）有限公司
Bioscreen醫學美容
Blue C Makeup
Bluewater Hong Kong
法國巴黎資產管理亞洲有限公司
BosValen Asset Management Limited
威裕環球集團
嘉福機電工程有限公司
CACAO
佳能香港有限公司
兒童心臟基金會
中國幸福投資（控股）有限公司
chums
信達國際控股有限公司
花旗集團
荃新天地管理有限公司
Clarins Limited 
中遠海運國際（香港）有限公司
Creative Property Services Consultants Limited
晶苑國際集團有限公司
戴德梁行（香港）有限公司
D2 Place 
大昌行集團有限公司
杜拜環球港務亞洲控股有限公司
大象行有限公司
開元信德會計師事務所有限公司

光大國際環保公益基金會 
Facebook Hong Kong Limited
佛萊信電腦軟體有限公司
豐展設計及營造有限公司
國際資源集團有限公司
General Mills Hong Kong Limited
Gilead Sciences Hong Kong Ltd.
黃金海岸鄉村俱樂部‧遊艇會
嘉柏建築師事務所有限公司
碧雲資本管理有限公司
海通國際證券集團有限公司
恒生銀行
喜高集團
喜力香港有限公司
恒基兆業地產集團 
香港航空發動機維修服務有限公司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
香港綠色金融協會
香港房屋協會
香港美術教育協會
香港    地 （物業管理） 有限公司
華南銀行
捷成集團
John Lewis & Partners
德昌電機集團
啟勝管理服務有限公司
花王（香港）有限公司
嘉里控股有限公司 
近鉄國際貨運（香港）有限公司
織暖有限公司
畢馬威會計師事務所
LACOSTE
瑞生國際律師事務所
羅氏集團

利東街管理有限公司
和聲書院
李維斯公司
歷德香港有限公司
利豐慈善基金
lululemon
LYCHEE & FRIENDS
Markant Trading Organisation (Far East) Ltd
香港萬迪有限公司
Medtronic Hong Kong Medical Limited
弘達亞洲有限公司
Morgan McKinley
南豐集團
新世界建築有限公司
友營堂有限公司
新創建集團有限公司
弘海策略有限公司
一心醫療有限公司
東方海外貨櫃航運有限公司
鵬里資產管理有限公司
新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Play-Asia.com
品浩投資管理（亞洲）有限公司
保捷行
啓新書院
中區扶輪社
洛希爾（香港）有限公司
跑者世界
運動筆記HK
美國莊臣有限公司
帆船飲食集團有限公司
SanMar Sourcing Services Ltd 
石崗咖喱屋
順昌管理有限公司

信和集團
崇光（香港）百貨有限公司
思量商業系統有限公司
索尼香港
南非駐香港領事館
香港非洲南區協會
事必達精密製造有限公司
新鴻基地產發展有限公司
太古地產有限公司 
太古資源有限公司
泰雷兹集團
The Body Shop
香港加拿大商會
牛奶有限公司 – 7-Eleven
香港中華煤氣有限公司
香港賽馬會
香港科技大學
香港上海滙豐銀行有限公司 
The Overlander
太古集團慈善信託基金
東京海上火災保險（香港）有限公司
九龍倉集團有限公司
永安百貨有限公司
東華三院賽馬會耆青藝坊
VF Hong Kong Limited
維他奶國際集團有限公司
屈臣氏蒸餾水
We Use
新假期周刊
和利建築工程有限公司
九龍倉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永安百貨公司
康生

衷心感謝
我們感謝下列企業、機構
和人士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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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所有企業及個人的慷慨支持，令我們能夠實踐使命，推動環境保育。您們每一位的支持都推動着WWF的保育和教育工作，對我們十分
重要。受版面所限，我們未能在此向所有支持者致謝。但因為有您們同行，我們才可邁步向前，帶領香港成為亞洲最可持續發展的城市。

雙鑽石會員
中國光大國際有限公司

捷成集團

嘉里控股有限公司

捷成馬國際有限公司

Search Investment Group Limited

香港賽馬會

香港上海滙豐銀行有限公司 

九龍倉集團有限公司

鑽石會員
花旗集團

萬昌五金建材有限公司

太寅集團有限公司

邵氏父子有限公司

美國莊臣有限公司

黃金會員
晶苑國際集團有限公司

恒生銀行

喜高集團

恒基兆業地產集團

無印良品(香港)有限公司

膳魔師香港

擇善基金會

珍珠會員
國泰航空有限公司

大昌行集團有限公司

九龍建業有限公司

新瑪德集團

太古地產有限公司

純銀會員
香港航煤供應營運有限公司

奧雅納工程顧問

佳能香港有限公司

其士集團

中國飛機租賃集團控股有限公司

中國通海國際金融有限公司

俊和發展集團

信達國際控股有限公司

COMO COMO

中遠海運國際(香港)有限公司

鱷魚恤有限公司

德基科技控股有限公司

開元信德會計師事務所有限公司

易帕包裝服務有限公司

第一上海集團

銀河娛樂集團

環球信貸集團有限公司

Hinrich Foundation

香港航空發動機維修服務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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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怡和管理有限公司

莊信萬豐太平洋有限公司

畢馬威會計師事務所

羅氏集團

利豐慈善基金

歷德香港有限公司

Lombard Odier

宏利人壽保險(國際)有限公司

孖士打律師行

香港麥當勞

MCM Fashion Group Limited

日本命力健康食品有限公司

現代貨箱碼頭有限公司

香港鐵路有限公司

華昌工程有限公司

國藝娛樂文化集團有限公司

新世界發展有限公司

Olympus Capital / Asia Environmental Partners

東方海外貨櫃航運有限公司

博富臨置業有限公司

申洲國際集團控股有限公司

蓆夢思床褥傢具(香港)有限公司

聖諾盟健康家居有限公司

太古資源有限公司

德永佳集團

東亞銀行有限公司

牛奶有限公司 – 7-Eleven

香港中華煤氣有限公司

和利建築工程有限公司

了解企業
可持續發展計劃



米埔

我們的成果2019

4.2個地球

《我們的天與地》

60%

米埔教育中心正進行內部翻新，
以改善展覽區及增設更多互動
學習元素。中心將於����年上半
年重新開放。

若全球人類都以香港人的模式生活，將需要�.�個地球
才可滿足我們對自然資源的消耗，數字較����年的
�.�個地球大幅上升。

最新的《地球生命力報告》顯示，全球野生生
物的種群數量在過去��年下跌了��%，而關
鍵成因正是人類高消耗的生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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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F早前與Netflix合作推出自然紀錄片系列《我們的
天與地》，強調我們必須立即行動遏止大規模的生物多
樣性喪失，方可挽救包括人類在內的所有物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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