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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對可持續發展委員會 

推廣可持續使用生物資源報告書的回應 

 

 

引言 

 

我們需要生物資源維持日常生活，例如我們的食物、衣服、傢俬等

都源自生物資源。然而，現時社會過度消費的生活模式，長遠而言將難以

持續。可持續發展委員會(下稱「委員會」)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二日向政府

提交報告，就推廣可持續使用生物資源提出20項建議，當中包括需要制訂

誘導行為改變的長遠策略，促使社會以更可持續的模式使用生物資源。同

日，環境局發表聲明對報告表示歡迎，並承諾政府會研究委員會的建議和

作詳細回應。本文件為政府的正式回應。 

 

 

整體策略 

 

2.  政府明白需要訂立一個策略性的工具，以集合各方力量和凝聚動

力，推動本港社會轉型和邁向更可持續的消費模式。其中，社區參與和認

知分別在行為改變和作出抉擇的過程中扮演關鍵的角色。政府的整體策略

是透過「社區參與」及「促進獲取知識」推廣可持續使用生物資源。我們

會在《香港生物多樣性策略及行動計劃2016-2021》(下稱《計劃》)下採取

必要的行動。 

 

 

透過社區參與提高意識 
 

3.  為了子孫後代的福祉，社會的消費模式必須有所轉變。我們尤其需

要重新審視我們的生活方式，例如選購的產品、消費的模式，以及是否和

如何將可持續發展的思維融入我們日常生活所作的決定之中，從而由根本

改變既有的消費文化。政府會推行多項針對社會上不同持份者的項目，以

提高意識，並致力透過宣揚淺白和直接的訊息，使可持續使用生物資源的

概念更易於為公眾理解和廣泛接收，從而促進行為改變。有關行動的詳情

如下。 

 

學校項目 

 

4.  由於消費行為和心態一般在兒時已形成，因此應從小向兒童提供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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識生物資源價值的教育，以及教育他們可持續使用這些資源的重要性。加

深兒童及青少年對這方面的了解，將有助培育具可持續發展意識的新一

代，並建立可持續使用生物資源的文化。現時，生物多樣性已涵蓋在小學

的常識科的課程內容，以及中學的地理科、科學科(中一至三)、生物科、

組合科學科及綜合科學科的課程內容。我們會繼續因應情況，探討在學校

課程內涵蓋生物多樣性(包括可持續使用生物資源)的概念。 

 

5.  教師是學生的楷模，擔當向學生推廣可持續使用生物資源概念的重

要角色。因此，我們會致力透過教師專業發展課程，加強教師在學校推廣

尊重和愛護大自然、綠色生活，以及可持續使用生物資源相關方面的教學

效能。我們亦會為教師提供合適的教材和培訓，協助他們在這個重要課題

上有效激勵學生的學習興趣和提升意識。 

 

為公眾提供的學習機會 
 

6.  我們亦需要透過公眾項目提高意識，以加強社會的熱忱，令市民有

主動積極的動力，開展自發和自願性質的行動。為加強社會理解生物資源

的重要性，我們會透過推動實地導覽考察及戶外的義務工作，繼續為公眾

提供體驗學習的機會和鼓勵參與。本港的郊野公園、海岸公園、香港濕地

公園及香港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地質公園均設有資訊齊全的遊客中心，

並舉辦各類工作坊、生態旅遊及義工計劃等大自然導賞活動，老少咸宜，

藉此推廣本地生物多樣性及保育訊息，以及可持續使用生物資源。這些活

動多為主題形式，與各界人士或非政府機構合辦。政府會繼續透過上述工

作加強社區的體驗學習經歷(特別是有關可持續使用生物資源)，並透過環

境及自然保育基金提供資助予非政府機構及有興趣團體，推行教育及社區

參與項目。 

 

社交媒體和網絡宣傳  
 

7.  為了培養社會大眾對可持續使用生物資源的重要性有更深入的認

知，我們會制訂推廣計劃，善用社交媒體的滲透力和普及性。其中，我們

會透過用以展示本地豐富的生物多樣性及宣傳《計劃》的 Facebook 頁面「B

仔自然教室」，以及建立一個新網頁，推廣可持續使用生物資源。我們亦會

透過將會在《計劃》下建立的生物多樣性信息中心，發放推廣可持續使用

生物資源的最新信息和資訊，以實時接觸更廣泛的受眾(尤其是青少年和年

紀較輕的成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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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以身作則 
 

8.  我們認同實踐可持續使用生物資源實有賴整個社會的共同努力。政

府一直以身作則，包括透過編訂和採用環保採購指引(共涵蓋 150 項產品，

其中部分源自生物資源)，以及符合可持續發展概念的菜單，停止在公務酬

酢活動中食用魚翅、藍鰭吞拿魚、黑苔(即髮菜)、蘇眉、野生紅斑及鱘魚

魚子醬。在目前這些工作的基礎上，我們會向主要供應商、商會及半官方

機構分享我們的環保採購指引，並鼓勵相關機構跟隨和制訂符合它們實際

運作情況的環保採購指引。我們亦會組織宣傳活動，呼籲企業供應更多環

保產品，並繼續以身作則推廣環保標籤產品及可持續生物資源產品。 

 

 

促進獲取知識作為長遠的工具 
 

9.  除了透過社區參與項目提高意識，讓市民明白可持續使用生物資源

的重要性，我們亦須促進公眾獲取相關知識(例如如何識別可持續生物資源

產品和購買這些產品的地方)，讓社會能夠在建立意識後，將知識轉化為日

常生活和商業活動中的可持續行為。為此，我們會與持份者合作，匯集社

會上關於可持續使用生物資源的知識和詳盡資訊，以引導消費者和企業實

踐行動。我們亦會推廣和改善獲取這些資訊的途徑，以協助公眾了解這個

議題和作出明智的抉擇。 

 

關於可持續使用生物資源的資訊 
 
10.  目前，社會上有各式各樣的資訊，協助消費者和企業在購買和採購

可持續生物資源產品時作出正確的選擇，例如各款環保標籤、認證計劃及

關於不同類別產品的消費指南。我們會鼓勵和支持整合這些計劃及指南的

最新資訊，以提高公眾意識，從而加深消費者對可持續生物資源產品的了

解，讓他們更好地作出明智的選擇和商業決定，改善其採購策略。 

 

改善獲取資訊的途徑 
 

11.  為方便市民大眾和業界獲取有關可持續使用生物資源的最新資

訊，正如第7段所述，政府會建立一個關於這個議題的網頁。該網頁會提供

有關這個議題的綜合資訊(例如可持續使用生物資源的概念)、良好實務指

引(例如環保採購指引)，以及各種相關的網上材料的連結(例如消費者指

南、有關可持續生物資源產品和環保標籤的資料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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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路向 

 

12.  政府致力保育生物多樣性和可持續發展，以保障本港的長遠繁榮。

政府就此制訂了首份城市《計劃》，列出在2016至2021年五年間將採取的

策略及行動。為貫徹《計劃》有關推行社區參與活動、探討推廣可持續使

用生物資源措施的發展方向(具體行動22a)，委員會已透過一項專屬的公眾

參與活動收集公眾及相關界別持份者的意見，以及向政府提出多項建議供

考慮。 

 
13.  委員會考慮到推廣可持續使用生物資源的需要，就四個範疇制訂了

20 項建議。四個範疇為(i)培養可持續使用生物資源的文化；(ii)促進消

費者作明智的選擇；(iii)推動企業採取最佳實踐模式及；以及(iv)政府以

身作則。政府會透過《計劃》及政府環保採購，跟進委員會的有關建議(詳

見附件 A)。 
 

14.  政府歡迎委員會的意見及建議，作為推廣可持續使用生物資源的寶

貴的參考指標。政府會以身作則，以「社區參與」及「促進獲取知識」作

為我們達致更持續使用生物資源的主要策略，並在《計劃》下作出跟進1。

我們會與不同界別的持份者合作，繼續努力推動社會的範式轉移，邁向更

持續使用生物資源。 

 

 

環境保護署 

環境局 

二零一七年十一月 

                                                        
1 我們已成立一個包括相關政府政策局及部門的工作小組，由環境局局長出任主席，以統籌《計

劃》的推行工作。政府亦會就《計劃》的推行事宜徵詢環境諮詢委員會自然保育小組的意見。 



附件 A 

 

政府對可持續發展委員會就推廣可持續使用生物資源報告書建議的立場及行動計劃 

 

 建議 立場及行動 

(一) 培養可持續使用生物資源的文化 

1.  制訂誘導行為改變的長遠策略，促

使社會以更可持續的模式使用生

物資源。 

 

政府有關誘導行為改變、促使社會以更可持續的模式使用生物資源的長

遠策略載於正文。 

2.  制訂推廣計劃並盡量善用社交媒

體及電子平台發放推廣訊息。 

為了培養社會大眾對可持續使用生物資源的重要性有更深入的認知，漁

農自然護理署(下稱「漁護署」)會制訂推廣計劃，善用社交媒體平台，

例如透過用以展示本地豐富的生物多樣性及宣傳《計劃》的 Facebook頁

面（B仔自然教室），以及建立一個新網頁，推廣可持續使用生物資源。

漁護署亦會透過將會在《計劃》下建立的生物多樣性信息中心，發放推

廣可持續使用生物資源的信息、資訊和口號。 

 

3.  邀請環境運動委員會(下稱「環運

會」)推出宣傳活動，進一步推廣可

持續使用生物資源，並促進非政府

機構及學校啟動和落實教育及社

區參與活動，以宣揚可持續使用生

物資源的概念和重要性。 

環境保護署(下稱「環保署」)會邀請環運會推出宣傳活動，進一步推廣

可持續使用生物資源。 

 

環境及自然保育基金會資助非政府機構及有興趣團體，推行教育及社區

參與項目。作為開展，我們已在邀請 2017/18 環境及自然保育基金之下

的環保教育和社區參與項目的第二輪資助申請時，把「可持續使用生物

資源」定為優先主題，並於 2017年 8月 29日舉行簡介會，以加強非政

府機構及有興趣團體對這個題目的認識，並鼓勵它們就推行教育和社區

參與項目提交資助申請。此外，可持續發展基金將於 2017年第四季推出



 

2 

 建議 立場及行動 

的第十三輪申請中，以「可持續使用生物資源」作為考慮申請的優先範

疇。 

 

4.  向教師推廣可持續使用生物資源

的價值觀，並為教師提供教材及培

訓工作坊，以助他們在中小學加強

綠色生活和可持續使用生物資源

的概念。 

我們明白教師擔當向學生推廣可持續使用生物資源概念的重要角色。為

協助教師在這個課題上激勵學生的學習興趣和提升意識，教育局會舉辦

教師專業發展課程，向教師推廣愛護大自然的價值觀，以及綠色生活及/

或可持續使用生物資源的重要性。 

 

我們會鼓勵非政府機構申請環境及自然保育基金或漁護署的資助，供編

寫教材和為教師舉辦相關工作坊，以加強他們在綠色生活和可持續使用

生物資源相關課題方面的教學效能。教材在編寫完成後，會由教育局透

過教師專業發展課程、學校探訪和教師學習社群網絡介紹。有關教材亦

會由漁護署整合並置於上述回應第 2 項建議所提及的、將會在《計劃》

下建立的生物多樣性信息中心。 

  

5.  鼓勵學校在其日常活動中推廣可

持續使用生物資源，例如在午膳餐

單中引進環保標籤食物。 

 

漁護署會在《選擇學校午膳供應商手冊》(《手冊》)中介紹可持續使用

生物資源的概念，供小學和中學在選擇午膳供應商時作參考。漁護署亦

會在《手冊》裡的<午膳供應商服務承諾書>中加入一系列關於可持續飲

食的承諾，鼓勵午膳供應商為學校在午膳餐單提供有環保標籤的食物。 

 

教育局亦會透過校本課程、學與教資源、教師專業發展課程、學校探訪

和教師學習社群網絡發放有關環保標籤食物的資訊，並鼓勵學校將有環

保標籤的食物納入學校午膳餐單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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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議 立場及行動 

6.  邀請環運會考慮把可持續使用生

物資源納入「香港綠色學校獎」的

評審準則，以及考慮把此納入「可

持續發展學校獎勵計劃」的評審準

則。 

我們會把可持續使用生物資源納入下一輪「可持續發展學校獎勵計劃」

的評審準則。 

 

我們已於 2017/18 學年在「香港綠色學校獎」的自我評核手冊中，引入

可持續發展食物之新準則。我們會參考上述回應第 5項建議所提及的《選

擇學校午膳供應商手冊》的更新版本，為自我評核手冊進一步提出更新

建議，以推動學校社群追求可持續使用生物資源。 

(二) 促進消費者作明智的選擇 

7.  鼓勵並以撥款支持半官方/非政府

機構設立資訊平台，內容涵蓋有關

環保標籤產品及其供應商名單的

資料庫，並提高社會對此資訊平台

的認識和 認知。 

 

我們同意易於取閱的資訊有助消費者作明智和可持續的購買選擇。為

此，我們會鼓勵半官方/非政府機構向可持續發展基金、環境及自然保育

基金或其他來源申請資助，以建立所建議的平台及/或進行相關項目。 

 

環保署及漁護署現正支持一項獲可持續發展基金資助的項目：「推動香港

商界及社區可持續消費計劃」。該項目由商界環保協會發起，目前已經推

出了一份可持續消費指南、一個認可計劃、一個有關可持續產品的網上

資料庫和一個相關的手機應用程式。 

8.  鼓勵並以撥款支持半官方/非政府

機構製作簡明清晰的可持續消費

指南，包括以可持續鮮活、急凍、

乾製及罐裝食品烹調的食譜。 

 

9.  製作有關可持續使用生物資源的

網頁，內容涵蓋與可持續使用生物

資源相關的資訊(例如消費指南、環

保標籤產品及其供應商的資料庫

等)。 

 

正如上文對第 2 項建議的回應所述，漁護署會建立一個關於可持續使用

生物資源的網頁，以便向廣大市民提供有關這個主題的綜合資訊。該網

頁會與其他相關網站及資料庫連結，作為這個主題的一站式資訊樞紐，

方便消費者獲取有關可持續消費的資訊和作出相應選擇。該網頁亦會在

上述回應第 2 項建議所提及的、將會在《計劃》下建立的生物多樣性信

息中心內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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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議 立場及行動 

(三) 推動企業採取最佳實踐模式 

10.  鼓勵企業供應更多可持續產品。 政府會鼓勵企業更廣泛供應可持續產品，並提升本地農業界及漁業界的

競爭力。舉例而言，漁護署會繼續提供有機耕作支援服務，並繼續推行

「信譽農場計劃」及「優質養魚場計劃」，以提升本地農業及漁業產品的

質與量和有關業界的競爭力。 

 

環保署會向企業和主要供應商分享其編訂的環保採購指引(現時涵蓋 150

項產品，其中部分源自生物資源)，並組織宣傳活動，呼籲企業供應更多

環保產品，包括含可持續發展元素的產品(例如具有適當認證的紙類產

品)。 

11.  鼓勵並以撥款支持半官方/非政府

機構與有興趣的企業合作，推出積

分或獎賞形式的計劃，向消費者推

廣可持續產品。 

 

我們認同要邁向可持續使用生物資源，實有賴社會各界的共同努力。為

促成企業實現其創新構想以推廣可持續產品，我們會鼓勵半官方/非政府

機構向可持續發展基金、環境及自然保育基金或其他來源申請資助，以

進行相關的計劃。 

 

正如上文對第 7 項建議的回應所述，環保署及漁護署正支持一項獲可持

續發展基金資助、由商界環保協會發起的項目。該項目目前已經推出了

一個認可計劃，以表揚可持續供應商和企業。 

12.  鼓勵並以撥款支持半官方/非政府

機構推出約章計劃，讓參與的食肆

及零售商自願承諾供應可持續產

品，藉此示範企業推動可持續發展

理念的最 佳實踐方法；亦鼓勵機

構與社交媒體合作，為已簽署約章

的食肆廣作宣傳。 

13.  把可持續使用生物資源納入「香港

環境卓越大獎」的考慮範疇。 

政府已邀請環運會為「香港環境卓越大獎」的「酒店及康樂會所」、「餐

飲業」及「商舖及零售業」界別，把可持續使用生物資源納入為其中一

項評審準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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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向企業推廣「環保採購指引」，並

舉辦工作坊/簡介會/分享會以鼓勵

企業及半官方機構自願承諾：(i)實

行環保採購及(ii)訂立最佳實踐指

引以助實行環保採購。 

 

環保署會透過分享其編訂的環保採購指引和組織宣傳活動，呼籲企業及

半官方機構選用更多環保產品，包括含可持續發展元素的產品。環保署

亦會鼓勵相關商會及半官方機構制訂符合它們實際運作情況的環保採購

指引。 

15.  推廣漁農業的可持續發展，包括協

助漁民及農民轉型至可持續的作

業模式。 

 

自 2016年推出新農業政策後，漁護署將繼續透過推動主要措施，包括(i)

鼓勵農業界及有興趣人士善用為數 5億元的「農業持續發展基金」，以協

助提升業界的整體競爭力；(ii)設立農業園，協助培育農業科技和農業商

務管理；(iii)探討物色農業優先區的可行性；(iv)加強支援農民進行現代

化，並協助他們增值；以及(v)推動與農業相關的休閒農業發展，以促進

本地農業持續發展。 

 

過去數年，漁護署亦一直推行一系列措施以推動本港漁業的可持續發

展。展望未來，漁護署將繼續協助本地漁業進一步邁向可持續發展。這

些工作主要包括(i)鼓勵漁業界及有興趣人士善用為數 5 億元的「漁業持

續發展基金」，以協助提升業界的整體競爭力；(ii)透過魚類統營處及推

行「優質養魚場計劃」，加強本地優質漁產品的推廣；(iii)繼續打擊拖網

捕魚等的非法捕魚活動，以保護漁業資源；以及(iv)籌備漁業保護區的設

立，以保護香港重要的魚類產卵及育苗場。 

(四) 政府以身作則 

16.  定期檢討環境局通函中規定政府

人員在公務酬酢活動中應避免的

食品清單，以顯示政府實踐可持續

消費和綠色生活的決心，並向企

我們會定期檢討政府官方宴會中需要避免的食品清單。例如，自 2017

年 1 月起，蘇眉、野生紅斑及鱘魚魚子醬，已經從公務活動菜單中被剔

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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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半官方機 構和非政府機構推

廣這信息。 

17.  因應市場情況及政府採購需要，考

慮訂立目標和時間表以(i)增加「環

保採購指引」所涵蓋的生物資源產

品及(ii)就產品可持續性方面的要

求訂為「必 須符合」。 

 

環保署正委託顧問進行研究，因應市場情況及政府採購需要，檢討和擴

大環保採購指引所涵蓋的項目，以鼓勵政策局及部門選用更多環保產

品，包括源自生物資源的環保產品。 

18.  就生物資源產品而言，考慮(i)在公

共採購/招標過程中加強對其可持

續方面的考慮及(ii)訂立適切的目

標和時間表，以鼓勵使用可持續產

品。 

 

上述回應第 17 項建議所提及的顧問研究亦會檢討現時公共採購/招標過

程，以進一步加強政府在實施環保採購時對環境可持續發展等環保元素

的考慮。 

 

與此同時，環保署會鼓勵政府物流服務署的供應商名單內的相關紙類產

品供應商更廣泛提供符合最新環保規格的產品，並鼓勵公營機構及商界

在它們的採購及招標過程中考慮採納產品的環保規格。 

19.  鼓勵並以撥款支持半官方/學術機

構進行全港性的研究，探討香港在

可持續使用生物資源方面的行為

轉變，以期提高公眾認知，並向公

眾宣傳生物資源的可持續使用。 

 

我們會鼓勵半官方/非政府機構向可持續發展基金、環境及自然保育基金

或其他來源申請資助，以進行與此建議相關的項目。 

20.  長遠而言，留意是否需要加強措施

和利用經濟及財政工具，以推廣可

持續使用生物資源。 

政府會考慮已推行措施的有效性，及關於消費者行為模式轉變的研究結

果(即上述對第 19項建議的回應)等因素，以評估加強措施的需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