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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中區立法會道1號 

立法會綜合大樓 

 
致立法會議員:  

 
WWF促請委員支持逐步淘汰本地象牙貿易的立法建議 

 
 
環境事務委員會將於三月二十七日就有關淘汰本地象牙貿易的進行討論，世界自

然基金會香港分會(WWF) 懇請  閣下支持香港政府的立法建議，在 2021 年前全

面禁止本港象牙貿易並加重瀕危物種走私及非法貿易的最高法則為監禁 10 年的建

議，以保護瀕危物種及打擊野生生物罪行。 

 
 
1.  禁止本港象牙貿易的原因 

  象牙產品在香港容易可見，但背後卻涉及龐大的非法交易，大量的非

洲大象因而被獵殺，當中更涉及大量的人命損失，過去十年就有

1,000名護林員當 值時被殺，即每周約有兩名護林員喪生。（附錄

A：《沉重的真相》報告） 

   現時象牙貿易的監管1過於寬鬆並且充滿漏洞。 

根據《沉重的真相》報告中記錄的一項卧底調查，本港的象牙商指出

在港能輕易取得非法象牙。香港的買家可以下訂單，直接訂購從非洲

偷運而來的象牙，從而加劇大象被盜獵的危機。象牙商人亦指出「魚

目混珠」相當容易，商人可以合法象牙為掩飾，把非法象牙售予不知

情的買家。最近，漁農自然護理署人員在上環一間工藝品店購得一雙

象牙筷子後，以碳素斷代法進行分析，結果顯示該筷子是由近年獵殺

的非法象牙製成。而且，即使在未取得有效許可證而出口象牙至中國

大陸乃屬違法行為，香港象牙商人多年來一直向遊客出售象牙，並提

示遊客出口象牙製品的不同走私方法。  

                                                 
1
   香港政府現時以許可證制度監管 1990年禁令發落前的象牙貿易，可是，象牙的年齡用肉眼並不

能區分，只有運用放射性碳測年技術才可確認。而且現有的申報機制過於寬鬆，象牙貿易商只需

每五年在續牌時自行申報現有庫存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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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實上，象牙貿易是不可能有效管理的。 

目前的法例一直容讓非法貿易持續發生，可是即使本港投放更大資源

來加強監管亦不能解決問題。因為象牙作為誇境性貿易是需要多國互

相合作加強管制，但是許多國家已面對嚴重的貪污問題，象牙走私更

令它們百上加斤。有見及此，世界各國政府，包括香港、新加坡、美

國和中國，宣佈關閉象牙市場為最好的解決方法。 

 

2. 本港全面禁止象牙貿易的時間表 

  全球各國政府都積極尋求方法盡快全面禁止象牙貿易。 

美國在短期內已開始實施立法，而中國更進一步宣佈將於一年內關閉

象牙市場。本會去年發表一份法律研究報告，顯示於現行的法律框架

下，可於更早實施象牙貿易禁令。（附錄 B：禁止象牙貿易的法律研

究） 

  象牙貿易年 1975已開始受到國際《公約》2的管制，並於 1990年被禁

止在國際間買賣，象牙商人在過去已享有整整 27 年時間出售餘下之庫

存，而且政府更建議再給予 5年的寬限期。 

  象牙商人聲稱其售賣的象牙製品均為合法，因為原料乃源自一批於 27

年前已進口本地的象牙存貨。可是，在正常的邏輯下分析，商人竟然

於多年前已大量購入象牙，並利用 30多年也無法把存貨進銷，這種營

商之道非常不尋常。 

 

3.  政府就禁止象牙貿易與外界的溝通 

  香港政府多次積極發放訊息和去信，讓外界及業內人士對禁止象牙貿

易作出準備： 

  2015 年 10月，環境局副局長陸恭蕙表示，政府對禁止象牙

貿易的政策持「開放態度」。  

  2016 年 1月，行政長官梁振英在施政報告中宣布將落實逐步

淘汰本地象牙貿易。 

  2016 年 6月，環境局向立法會提交淘汰本地象牙貿易的擬議

計劃。 

  2016 年 10月，中國香港為締約國之中一的《公約》通過決

議，要求各國關閉國內象牙市場，藉此防止非洲大象繼續遭

獵殺。（附錄 C：《公約》大會決議第 10.10 項(修訂) 

(Rev.CoP17)） 

                                                 
2根據《瀕危野生動植物種國際貿易公約》（CI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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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全面禁止本港象牙貿易計劃在 5年後即 2021 年才會正式生

效。現時香港政府己開始對外積極溝通，象牙商人不但已獲知會，現

在亦享有更多的寬限期出售餘下之庫存。 

4. 禁止象牙貿易的賠償問題 

 自《公約》禁止國際象牙貿易開始，香港政府為本地象牙貿易制訂了

發牌制度，目的是讓象牙商出售餘下庫存，而非鼓勵象牙貿易可以無

限期地持續下去。 

  即使象牙貿易於 1975年已開始受到國際公約管制，並於 1990年被禁

止在國際間買賣，這樣的營商就是高風險的投資。然而統計數字顯

示，香港象牙商還一直買入公約前的象牙，因為象牙價格在數年前大

幅上升，商人仍然選擇投機取巧，認為象牙有利可圖而不斷購買貨

存。營商本身就存在很多風險，但象牙商更堅持選擇高風險的投資，

因此沒有足夠的法律理據去索取補償，更不應該由納稅人來承擔。 

  全面禁止本港象牙貿易對對業內人士的影響有限，而且香港政府已經

盡量把影響減低 

  首先，政府已給予象牙貿易商 27年出售餘下庫存和 5年的寬

限期。  

  大多數的象牙商已經把其業務投資分散。 根據香港政府對象

牙貿易的調查，象牙貿易並不活躍，而且禁貿前象牙似乎並

非持證人的主要業務。（附錄 D：政府對象牙貿易的調查，

頁 7） 

   大多數的象牙雕刻工匠已轉型至其他行業。國際象牙貿易禁

令於 1990 年生效後不久，本港政府 已為數百個象牙雕刻工

匠提供再培訓計劃，並在他們接受 再培訓期間發放補助津

貼，協助他們轉型。 

  建議的貿易禁令並無違反香港《基本法》第 105條（下稱 BL105）內

保護的「被徵用財產的所有人得到補償的權利」。（附錄 B：禁止象

牙貿易的法律研究） 

 象牙貿易涉及多項非法罪行，包括從非洲的血腥獵殺、通過犯罪集團

走私和非法買賣等；但若獲得賠償，將會向社會發出錯誤的教育信

息。 

  其他國家，包括美國和中國，在禁止象牙貿易時並沒有提供賠償的先例，

賞罰分明。香港因禁止象牙的承諾而獲得國際讚許，成為亞洲城市的榜

樣，香港若破壞先例可能影響香港的良好聲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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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政府提議野生生物罪行的最高刑罰為 10年監禁 

 相比各國對於瀕危物種走私及非法貿易的最高刑罰，如澳洲（10

年）、印度（7年）和中國（終身監禁），香港必須把最高刑罰提升

至 10 年刑期，方可起阻嚇作用。 

 巿場近年對動物製品的需求龐大，野生動植物走私和買賣是全球第四

大非法貿易，每年交易總額超過 1,480 億港元，僅次於走私毒品、人

口販賣、軍火的金額。而且以上的走私活動均被跨國犯罪集團操控，

亦以相似手法運作。 

 香港是跨國犯罪集團走私野生動植物製品到亞洲巿場的主要樞紐。走

私罪行日趨猖獗，在過去五年，香港海關破獲的個案數字急升 3 倍。

單單於 2015 年，檢獲的走私野生動植物製品總值已高達 1.3 億港元。

（附錄 E：野生生物罪行的處罰） 

每年，超過 20,000 隻非洲大象因為其象牙招致殺身之禍。大部份走私 象牙的最

終目的地是亞洲市場，特別是中國和泰國，而香港亦是全球象牙貿易活動中重要

的一員，是主要的中轉站和全球最大的象牙製品零售城市。 

 
超過 9萬多名香港人齊心響應，聯署表達對禁止象牙貿易的訴求。世界各國政府

亦決議改寫大象步向絕種的命運，合力關閉象牙市場。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和前

美國總統奧巴馬首先達成共識，逐步全面禁止象牙貿易。美國現任總統特朗普亦

簽署一項行政命令，透過聯邦法律打擊跨國犯罪組織和防止非法野生動物販運。

隨後新加坡亦已作出相對承諾。現在，全球在觀看香港如何兌現早前所作出保護

大象的承諾。 

 
香港向來以法治社會享譽國際。面對國際犯罪集團和本地法律漏洞的威脅，我們

相信你們  — 香港的立法會議員，必定採取一切可行的措施，保護香港的良好聲

譽，並瓦解所有把大象推向絕種，還從中獲利的不法之徒。 

 
 

 
世界自然基金會香港分會環境保護總監 

魏啟宏謹啟 

 
 
 
 
 

http://awsassets.wwfhk.panda.org/downloads/wwf_2017_wildlifecrime_chin_outputforweb.pd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