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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对可持续发展委员会 

推广可持续使用生物资源报告书的回应 
 

 

引言 
 

我们需要生物资源维持日常生活，例如我们的食物、衣服、家俬等

都源自生物资源。然而，现时社会过度消费的生活模式，长远而言将难以

持续。可持续发展委员会(下称「委员会」)于二零一七年六月二日向政府

提交报告，就推广可持续使用生物资源提出20项建议，当中包括需要制订

诱导行为改变的长远策略，促使社会以更可持续的模式使用生物资源。同

日，环境局发表声明对报告表示欢迎，并承诺政府会研究委员会的建议和

作详细回应。本文件为政府的正式回应。 
 

 

整体策略 
 

2.  政府明白需要订立一个策略性的工具，以集合各方力量和凝聚动

力，推动本港社会转型和迈向更可持续的消费模式。其中，社区参与和认

知分别在行为改变和作出抉择的过程中扮演关键的角色。政府的整体策略

是透过「社区参与」及「促进获取知識」推广可持续使用生物资源。我们

会在《香港生物多样性策略及行动计划2016-2021》(下称《计划》)下采取

必要的行动。 
 

 

透过社区参与提高意识 
 

3.  为了子孙后代的福祉，社会的消费模式必须有所转变。我们尤其需

要重新审视我们的生活方式，例如选购的产品、消费的模式，以及是否和

如何将可持续发展的思维融入我们日常生活所作的决定之中，从而由根本

改变既有的消费文化。政府会推行多项针对社会上不同持份者的项目，以

提高意识，并致力透过宣扬浅白和直接的讯息，使可持续使用生物资源的

概念更易于为公众理解和广泛接收，从而促进行为改变。有关行动的详情

如下。 
 

学校项目 
 

4.  由于消费行为和心态一般在儿时已形成，因此应从小向儿童提供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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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生物资源价值的教育，以及教育他们可持续使用这些资源的重要性。加

深儿童及青少年对这方面的了解，将有助培育具可持续发展意识的新一代，

并建立可持续使用生物资源的文化。现时，生物多样性已涵盖在小学的常

识科的课程内容，以及中学的地理科、科学科(中一至三)、生物科、组合

科学科及综合科学科的课程内容。我们会继续因应情况，探讨在学校课程

内涵盖生物多样性(包括可持续使用生物资源)的概念。 

 

5.  教师是学生的楷模，担当向学生推广可持续使用生物资源概念的重

要角色。因此，我们会致力透过教师专业发展课程，加强教师在学校推广

尊重和爱护大自然、绿色生活，以及可持续使用生物资源相关方面的教学

效能。我们亦会为教师提供合适的教材和培训，协助他们在这个重要课题

上有效激励学生的学习兴趣和提升意识。 
 

为公众提供的学习机会 
 

6.  我们亦需要透过公众项目提高意识，以加强社会的热忱，令市民有

主动积极的动力，开展自发和自愿性质的行动。为加强社会理解生物资源

的重要性，我们会透过推动实地导览考察及户外的义务工作，继续为公众

提供体验学习的机会和鼓励参与。本港的郊野公园、海岸公园、香港湿地

公园及香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地质公园均设有资讯齐全的游客中心，

并举办各类工作坊、生态旅游及义工计划等大自然导赏活动，老少咸宜，

藉此推广本地生物多样性及保育讯息，以及可持续使用生物资源。这些活

动多为主题形式，与各界人士或非政府机构合办。政府会继续透过上述工

作加强社区的体验学习经历(特别是有关可持续使用生物资源)，并透过环

境及自然保育基金提供资助予非政府机构及有兴趣团体，推行教育及社区

参与项目。 
 

社交媒体和网络宣传  
 

7.  为了培养社会大众对可持续使用生物资源的重要性有更深入的认

知，我们会制订推广计划，善用社交媒体的渗透力和普及性。其中，我们

会透过用以展示本地丰富的生物多样性及宣传《计划》的 Facebook 页面「B

仔自然教室」，以及建立一个新网页，推广可持续使用生物资源。我们亦会

透过将会在《计划》下建立的生物多样性信息中心，发放推广可持续使用

生物资源的最新信息和资讯，以实时接触更广泛的受众(尤其是青少年和年

纪较轻的成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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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以身作则 
 

8.  我们认同实践可持续使用生物资源实有赖整个社会的共同努力。政

府一直以身作则，包括透过编订和采用环保采购指引(共涵盖 150 项产品，

其中部分源自生物资源)，以及符合可持续发展概念的菜单，停止在公务酬

酢活动中食用鱼翅、蓝鳍吞拿鱼、黑苔(即发菜)、苏眉、野生红斑及鲟鱼

鱼子酱。在目前这些工作的基础上，我们会向主要供应商、商会及半官方

机构分享我们的环保采购指引，并鼓励相关机构跟随和制订符合它们实际

运作情况的环保采购指引。我们亦会组织宣传活动，呼吁企业供应更多环

保产品，并继续以身作则推广环保标签产品及可持续生物资源产品。 
 

 

促进获取知識作为长远的工具 
 

9.  除了透过社区参与项目提高意识，让市民明白可持续使用生物资源

的重要性，我们亦须促进公众获取相关知识(例如如何识别可持续生物资源

产品和购买这些产品的地方)，让社会能够在建立意识后，将知识转化为日

常生活和商业活动中的可持续行为。为此，我们会与持份者合作，汇集社

会上关于可持续使用生物资源的知识和详尽资讯，以引导消费者和企业实

践行动。我们亦会推广和改善获取这些资讯的途径，以协助公众了解这个

议题和作出明智的抉择。 
 

关于可持续使用生物资源的资讯 
 

10.  目前，社会上有各式各样的资讯，协助消费者和企业在购买和采购

可持续生物资源产品时作出正确的选择，例如各款环保标签、认证计划及

关于不同类别产品的消费指南。我们会鼓励和支持整合这些计划及指南的

最新资讯，以提高公众意识，从而加深消费者对可持续生物资源产品的了

解，让他们更好地作出明智的选择和商业决定，改善其采购策略。 
 

改善获取资讯的途径 
 

11.  为方便市民大众和业界获取有关可持续使用生物资源的最新资讯，

正如第7段所述，政府会建立一个关于这个议题的网页。该网页会提供有关

这个议题的综合资讯(例如可持续使用生物资源的概念)、良好实务指引(例

如环保采购指引)，以及各种相关的网上材料的连结(例如消费者指南、有

关可持续生物资源产品和环保标签的资料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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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路向 
 

12.  政府致力保育生物多样性和可持续发展，以保障本港的长远繁荣。

政府就此制订了首份城市《计划》，列出在2016至2021年五年间将采取的

策略及行动。为贯彻《计划》有关推行社区参与活动、探讨推广可持续使

用生物资源措施的发展方向(具体行动22a)，委员会已透过一项专属的公众

参与活动收集公众及相关界别持份者的意见，以及向政府提出多项建议供

考虑。 
 

13.  委员会考虑到推广可持续使用生物资源的需要，就四个范畴制订了

20 项建议。四个范畴为(i)培养可持续使用生物资源的文化；(ii)促进消

费者作明智的选择；(iii)推动企业采取最佳实践模式及；以及(iv)政府以

身作则。政府会透过《计划》及政府环保采购，跟进委员会的有关建议(详

见附件 A)。 
 

14.  政府欢迎委员会的意见及建议，作为推广可持续使用生物资源的宝

贵的参考指标。政府会以身作则，以「社区参与」及「促进获取知識」作

为我们达致更持续使用生物资源的主要策略，并在《计划》下作出跟进
1
。

我们会与不同界别的持份者合作，继续努力推动社会的范式转移，迈向更

持续使用生物资源。 
 

 

环境保护署 

环境局 

二零一七年十一月 

                                                       
1
 我们已成立一个包括相关政府政策局及部门的工作小组，由环境局局长出任主席，以统筹《计

划》的推行工作。政府亦会就《计划》的推行事宜征询环境咨询委员会自然保育小组的意见。 



附件 A 
 

政府对可持续发展委员会就推广可持续使用生物资源报告书建议的立场及行动计划 
 

 建议 立场及行动 
(一) 培养可持续使用生物资源的文化 
1.  制订诱导行为改变的长远策略，促

使社会以更可持续的模式使用生

物资源。 
 

政府有关诱导行为改变、促使社会以更可持续的模式使用生物资源的长

远策略载于正文。 

2.  制订推广计划并尽量善用社交媒

体及电子平台发放推广讯息。 
为了培养社会大众对可持续使用生物资源的重要性有更深入的认知，渔

农自然护理署(下称「渔护署」)会制订推广计划，善用社交媒体平台，

例如透过用以展示本地丰富的生物多样性及宣传《计划》的 Facebook 页

面（B 仔自然教室），以及建立一个新网页，推广可持续使用生物资源。

渔护署亦会透过将会在《计划》下建立的生物多样性信息中心，发放推

广可持续使用生物资源的信息、资讯和口号。 
 

3.  邀请环境运动委员会(下称「环运

会」)推出宣传活动，进一步推广可

持续使用生物资源，并促进非政府

机构及学校启动和落实教育及社

区参与活动，以宣扬可持续使用生

物资源的概念和重要性。 

环境保护署(下称「环保署」)会邀请环运会推出宣传活动，进一步推广

可持续使用生物资源。 
 
环境及自然保育基金会资助非政府机构及有兴趣团体，推行教育及社区

参与项目。作为开展，我们已在邀请 2017/18 环境及自然保育基金之下

的环保教育和社区参与项目的第二轮资助申请时，把「可持续使用生物

资源」定为优先主题，并于 2017 年 8 月 29 日举行简介会，以加强非政

府机构及有兴趣团体对这个题目的认识，并鼓励它们就推行教育和社区

参与项目提交资助申请。此外，可持续发展基金将于 2017 年第四季推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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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议 立场及行动 
的第十三轮申请中，以「可持续使用生物资源」作为考虑申请的优先范

畴。 
 

4.  向教师推广可持续使用生物资源

的价值观，并为教师提供教材及培

训工作坊，以助他们在中小学加强

绿色生活和可持续使用生物资源

的概念。 

我们明白教师担当向学生推广可持续使用生物资源概念的重要角色。为

协助教师在这个课题上激励学生的学习兴趣和提升意识，教育局会举办

教师专业发展课程，向教师推广爱护大自然的价值观，以及绿色生活及/
或可持续使用生物资源的重要性。 
 
我们会鼓励非政府机构申请环境及自然保育基金或渔护署的资助，供编

写教材和为教师举办相关工作坊，以加强他们在绿色生活和可持续使用

生物资源相关课题方面的教学效能。教材在编写完成后，会由教育局透

过教师专业发展课程、学校探访和教师学习社群网络介绍。有关教材亦

会由渔护署整合并置于上述回应第 2 项建议所提及的、将会在《计划》

下建立的生物多样性信息中心。 
  

5.  鼓励学校在其日常活动中推广可

持续使用生物资源，例如在午膳餐

单中引进环保标签食物。 
 

渔护署会在《选择学校午膳供应商手册》(《手册》)中介绍可持续使用

生物资源的概念，供小学和中学在选择午膳供应商时作参考。渔护署亦

会在《手册》里的<午膳供应商服务承诺书>中加入一系列关于可持续饮

食的承诺，鼓励午膳供应商为学校在午膳餐单提供有环保标签的食物。 
 
教育局亦会透过校本课程、学与教资源、教师专业发展课程、学校探访

和教师学习社群网络发放有关环保标签食物的资讯，并鼓励学校将有环

保标签的食物纳入学校午膳餐单中。 
 
 
 



 

3 

 建议 立场及行动 
6.  邀请环运会考虑把可持续使用生

物资源纳入「香港绿色学校奖」的

评审准则，以及考虑把此纳入「可

持续发展学校奖励计划」的评审准

则。 

我们会把可持续使用生物资源纳入下一轮「可持续发展学校奖励计划」

的评审准则。 
 
我们已于 2017/18 学年在「香港绿色学校奖」的自我评核手册中，引入

可持续发展食物之新准则。我们会参考上述回应第 5 项建议所提及的《选

择学校午膳供应商手册》的更新版本，为自我评核手册进一步提出更新

建议，以推动学校社群追求可持续使用生物资源。 
(二) 促进消费者作明智的选择 
7.  鼓励并以拨款支持半官方/非政府

机构设立资讯平台，内容涵盖有关

环保标签产品及其供应商名单的

资料库，并提高社会对此资讯平台

的认识和认知。 
 

我们同意易于取阅的资讯有助消费者作明智和可持续的购买选择。为此，

我们会鼓励半官方/非政府机构向可持续发展基金、环境及自然保育基金

或其他来源申请资助，以建立所建议的平台及/或进行相关项目。 
 
环保署及渔护署现正支持一项获可持续发展基金资助的项目：「推动香港

商界及社区可持续消费计划」。该项目由商界环保协会发起，目前已经推

出了一份可持续消费指南、一个认可计划、一个有关可持续产品的网上

资料库和一个相关的手机应用程式。 
8.  鼓励并以拨款支持半官方/非政府

机构制作简明清晰的可持续消费

指南，包括以可持续鲜活、急冻、

干制及罐装食品烹调的食谱。 
 

9.  制作有关可持续使用生物资源的

网页，内容涵盖与可持续使用生物

资源相关的资讯(例如消费指南、环

保标签产品及其供应商的资料库

等)。 
 

正如上文对第 2 项建议的回应所述，渔护署会建立一个关于可持续使用

生物资源的网页，以便向广大市民提供有关这个主题的综合资讯。该网

页会与其他相关网站及资料库连结，作为这个主题的一站式资讯枢纽，

方便消费者获取有关可持续消费的资讯和作出相应选择。该网页亦会在

上述回应第 2 项建议所提及的、将会在《计划》下建立的生物多样性信

息中心内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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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议 立场及行动 
(三) 推动企业采取最佳实践模式 
10.  鼓励企业供应更多可持续产品。 政府会鼓励企业更广泛供应可持续产品，并提升本地农业界及渔业界的

竞争力。举例而言，渔护署会继续提供有机耕作支援服务，并继续推行

「信誉农场计划」及「优质养鱼场计划」，以提升本地农业及渔业产品的

质与量和有关业界的竞争力。 
 
环保署会向企业和主要供应商分享其编订的环保采购指引(现时涵盖 150
项产品，其中部分源自生物资源)，并组织宣传活动，呼吁企业供应更多

环保产品，包括含可持续发展元素的产品(例如具有适当认证的纸类产

品)。 
11.  鼓励并以拨款支持半官方/非政府

机构与有兴趣的企业合作，推出积

分或奖赏形式的计划，向消费者推

广可持续产品。 
 

我们认同要迈向可持续使用生物资源，实有赖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为

促成企业实现其创新构想以推广可持续产品，我们会鼓励半官方/非政府

机构向可持续发展基金、环境及自然保育基金或其他来源申请资助，以

进行相关的计划。 
 
正如上文对第 7 项建议的回应所述，环保署及渔护署正支持一项获可持

续发展基金资助、由商界环保协会发起的项目。该项目目前已经推出了

一个认可计划，以表扬可持续供应商和企业。 

12.  鼓励并以拨款支持半官方/非政府

机构推出约章计划，让参与的食肆

及零售商自愿承诺供应可持续产

品，藉此示范企业推动可持续发展

理念的最 佳实践方法；亦鼓励机

构与社交媒体合作，为已签署约章

的食肆广作宣传。 
13.  把可持续使用生物资源纳入「香港

环境卓越大奖」的考虑范畴。 
政府已邀请环运会为「香港环境卓越大奖」的「酒店及康乐会所」、「餐

饮业」及「商铺及零售业」界别，把可持续使用生物资源纳入为其中一

项评审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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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向企业推广「环保采购指引」，并

举办工作坊/简介会/分享会以鼓励

企业及半官方机构自愿承诺：(i)实
行环保采购及(ii)订立最佳实践指

引以助实行环保采购。 
 

环保署会透过分享其编订的环保采购指引和组织宣传活动，呼吁企业及

半官方机构选用更多环保产品，包括含可持续发展元素的产品。环保署

亦会鼓励相关商会及半官方机构制订符合它们实际运作情况的环保采购

指引。 

15.  推广渔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包括协

助渔民及农民转型至可持续的作

业模式。 
 

自 2016 年推出新农业政策后，渔护署将继续透过推动主要措施，包括(i)
鼓励农业界及有兴趣人士善用为数 5 亿元的「农业持续发展基金」，以协

助提升业界的整体竞争力；(ii)设立农业园，协助培育农业科技和农业商

务管理；(iii)探讨物色农业优先区的可行性；(iv)加强支援农民进行现代

化，并协助他们增值；以及(v)推动与农业相关的休闲农业发展，以促进

本地农业持续发展。 
 
过去数年，渔护署亦一直推行一系列措施以推动本港渔业的可持续发展。

展望未来，渔护署将继续协助本地渔业进一步迈向可持续发展。这些工

作主要包括(i)鼓励渔业界及有兴趣人士善用为数 5 亿元的「渔业持续发

展基金」，以协助提升业界的整体竞争力；(ii)透过鱼类统营处及推行「优

质养鱼场计划」，加强本地优质渔产品的推广；(iii)继续打击拖网捕鱼等

的非法捕鱼活动，以保护渔业资源；以及(iv)筹备渔业保护区的设立，以

保护香港重要的鱼类产卵及育苗场。 
(四) 政府以身作则 
16.  定期检讨环境局通函中规定政府

人员在公务酬酢活动中应避免的

食品清单，以显示政府实践可持续

消费和绿色生活的决心，并向企

我们会定期检讨政府官方宴会中需要避免的食品清单。例如，自 2017
年 1 月起，苏眉、野生红斑及鲟鱼鱼子酱，已经从公务活动菜单中被剔

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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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半官方机构和非政府机构推广

这信息。 
17.  因应市场情况及政府采购需要，考

虑订立目标和时间表以(i)增加「环

保采购指引」所涵盖的生物资源产

品及(ii)就产品可持续性方面的要

求订为「必须符合」。 
 

环保署正委托顾问进行研究，因应市场情况及政府采购需要，检讨和扩

大环保采购指引所涵盖的项目，以鼓励政策局及部门选用更多环保产品，

包括源自生物资源的环保产品。 

18.  就生物资源产品而言，考虑(i)在公

共采购/招标过程中加强对其可持

续方面的考虑及(ii)订立适切的目

标和时间表，以鼓励使用可持续产

品。 
 

上述回应第 17 项建议所提及的顾问研究亦会检讨现时公共采购/招标过

程，以进一步加强政府在实施环保采购时对环境可持续发展等环保元素

的考虑。 
 
与此同时，环保署会鼓励政府物流服务署的供应商名单内的相关纸类产

品供应商更广泛提供符合最新环保规格的产品，并鼓励公营机构及商界

在它们的采购及招标过程中考虑采纳产品的环保规格。 
19.  鼓励并以拨款支持半官方/学术机

构进行全港性的研究，探讨香港在

可持续使用生物资源方面的行为

转变，以期提高公众认知，并向公

众宣传生物资源的可持续使用。 
 

我们会鼓励半官方/非政府机构向可持续发展基金、环境及自然保育基金

或其他来源申请资助，以进行与此建议相关的项目。 

20.  长远而言，留意是否需要加强措施

和利用经济及财政工具，以推广可

持续使用生物资源。 

政府会考虑已推行措施的有效性，及关于消费者行为模式转变的研究结

果(即上述对第 19 项建议的回应)等因素，以评估加强措施的需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