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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迎!
Souhaiter la bienvenue~!
Herzliche Willkommen!
Welcome!

 « 國際百萬森林計劃 (包括十億樹木行動及地球植林計劃)
– 聯合國環境署» 香港區項目2006-2022

Les événements de reboisement et de verdissement du projet 
mondial de million d’arbres (avec la campagne pour un 
milliard d’arbres et le programme de ‘plantons pour la planète’) 
sous PNUE - pour la région hongkongaise en 2006 - 2022
The « International Million Trees ( Forest ) Project & Network (with 
the billion trees campaign and the “plant for the planet” 
program) under UNEP » – Trees Conservation & Planting Events 
for Hong Kong Region in 2006-2022

計劃背景
L’arrière-plan du projet
“十億樹木行動” 發動於2005-2006年間

“國際百萬森林計劃”發動於2009年

“地球植林計劃” 發動於2011年

成立地點: 瑞士日內瓦及非洲肯亞內羅比亞

最初成立機關: 聯合國環境規劃署(PNUE-UNEP), 國際
氣候組織, 世界地球日委員會, 及眾多分區輔助組織

“國際百萬森林計劃”, “十億樹木行動”, “地球植林計
劃” 均為聯合國環境署建立及推動的森林項目

香港及澳門分區委員會分別於2010年06月及08月正
式成立; 但在委員會成立之前亦有相關的植林護理工
作進行(自2005年起)

分區分佈: 亞洲, 中東, 歐洲, 澳洲, 南北美洲, 非洲

計劃背景
L’arrière-plan du proj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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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劃背景L’arrière-plan du projet
香港區 “百萬森林” 計劃:

http://www.hkgnu.org/reboisement_millio
narbres.htm

簡章:
http://www.hkgnu.org/20130910MTP_CHI.pdf

簡介:
http://www.hkgnu.org/introduction.htm

 Facebook:
https://www.facebook.com/internationalmillio
ntreesforestprojectandnetwork / 
https://www.facebook.com/fpplphk/?ref=boo
kmarks

計劃背景
L’arrière-plan du projet
2005年，聯合國環境署為響應及支援東非的

“綠帶運動” 植林工作，於2006年發起了 “十億
樹木行動”。

聯合國環境署為響應2011年的聯合國國際森林
年，於2009年在 “十億樹木行動” 的基礎下發起
新項目 “百萬森林計劃”。

亞太區的 “國際百萬森林計劃(包括十億樹木行
動及地球植林計劃)” 最初目標是為沙漠化地區
種植百萬樹木， 幫助氣候貧困地區人口改善生
態環境及增加收入。

計劃背景
L’arrière-plan du projet
“國際百萬森林計劃”繼 “十億樹木行動” 後自

2010年起得到全球五大洲各地不同國家、地區
和城市嚮應，至今參與計劃的城市和地區已逾
一百個，每年為地球種植過億棵樹木。

聯合國環境署在上述項目的基礎下，於2011年
推動新項目 “地球植林計劃 (Programme de 
Plantons pour la planète / Plant for the 
planet Program)” ; “地球植林計劃” 主要鼓勵
年青人及學生站出來向全球推動植林及護理的
工作。

計劃背景
L’arrière-plan du projet
在東亞華人地區，繼2009年“國際百萬森林計劃(包括十

億樹木行動及地球植林計劃)”在中國大陸地區的委員會於
上海舉行啟動儀式後，臺灣地區也在2010年10月於臺北舉
行了盛大的 “國際百萬森林計劃” 啟動儀式。

而香港和澳門，則在同年12月分別在香港彌敦酒店(5日)及
澳門威尼斯人酒店(24日)舉行了港澳地區的啟動儀式，正
式開展了“百萬森林計劃(包括十億樹木行動及地球植林計
劃)”在大中華地區的植林綠化工作，與全球其他地方的
“國際百萬森林計劃(包括十億樹木行動及地球植林計劃)”
委員會，和聯合國環境規劃署、世界地球日委員會和世界
濕地組織共同努力，實踐保育、教育及可持續發展的工作。
(註: 新加坡地區也於2012年起加入)

香港區委員會
及組織簡介

 香港區的“國際百萬森林計劃(包括十億樹木行動及地球植林
計劃)”分區委員會於2010年05月正式成立(但植林工作早已
於2006年開始)，轄下執行單位主要有香港綠色自然聯盟
(HKGNU)(成立於1998年07月) ，屬下的喜馬拉雅自然文明保
護協會基金(HIMA Foundation)(成立於2010年06月) ，地球
植林計劃基金(成立於2015年2月)，青年大使組織等；並於同
年06月在香港城市大學舉行“國際百萬森林計劃(包括十億樹
木行動及地球植林計劃)”在香港的第一次委員會的正式會議，
並在06月06日在沙頭角區進行了第一屆香港地區的公眾植林
及護理活動及啟動儀式，確立了香港區的 “國際百萬森林計
劃(包括十億樹木行動及地球植林計劃)” 委員會每年至少籌
辦一次國際性的植林護理活動讓市民公眾參與，並且每年舉
辦不少於約二十次的植林綠化及護理教育工作坊予各公司企
業、學校及社會團體參與，以及每年進行平均100次的平時
常規護理工作。

委員會及組織簡介

• 2011年01月(聯合國森林年)，分區委員會正式正名為(聯合
國環境署)國際百萬森林計劃(包括十億樹木行動及地球植
林計劃)香港區委員會；亦曾短暫地建立一個分屬單位 —
“國際植林綠化事務環境教育委員會”，以及 “樓蘭天使
計劃”，及後均併入國際百萬森林計劃(包括十億樹木行動
及地球植林計劃)香港區委員會中。

• 2010年後國際百萬森林計劃香港區委員會(包括十億樹木
行動及地球植林計劃)，香港綠色自然聯盟(HKGNU)及附
屬單位 HIMA FOUNDATION HK 均升格成為慈善機構 (統
稱: CIMTPNHK/HKGNU/HIMA/FPPLPHK-PFTPFHK/PNUE-
UNEP); 2015年2月新增地球植林計劃基金(香港)(La 
foundation de ‘Plantons pour la planète’ – HK / 
Plant for the planet Foundation HK)[也是聯合國環境署
的轄下項目之一]，專注負責青少年教育及保育事務的工作。
2016年中旬進行改組，把過多的單位整合入委員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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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會及組織簡介
自2006年06月至2022年05月，香港區的委

員會已舉辦了9次大型的國際植樹活動，8次
中型的本地植樹活動，約378次的植林綠化
及護理教育工作坊及課程，約1800次平時
常規護理工作，50次青年大使訓練課程等，
為約超過40,000萬人提供了體驗和學習的機
會，及種植了超過48,000棵原生樹木
（註：2019年下旬起大部份公眾活動因社
運及肺炎疫情而停辦)。
此外，耕作、再生能源、青年大使培訓工作

及其他可持續護理工作等，也是我們項目的
一部份。

委員會及組織簡介
聯合國環境署3大全球植林項目:

十億樹木行動 La campagne pour un milliard 
d’arbres / Billion Trees Campaign ( 2006 - )

百萬森林計劃 Le projet de million d’arbres / 
Million Trees (Forest) Project and Network 
( 2009 - )

地球植林計劃 Le programme de ‘Plantons
pour la planète’ / “Plant-for-the-planet” 
Program ( 2011 - )

未來: 萬億(一兆)樹木行動 La campagne
pour mille milliards d’arbres / Trillion Trees 
Campaign (2018 - )

委員會及組織簡介
香港區委員會執行相關項目:

(1).香港區樹木護理及種植日 Le jour de 
conservation et de reboisement des arbres
en chaque année / Trees Conservation and 
Planting Day in every year 

(2). 植林及護理工作坊 L'atelier de conservation 
et de reboisement des arbres tous les jours
/ Trees Conservation and Planting workshop 

(3).青年大使訓練計劃 Ambassadeurs de 
jeunesse pour les arbres / Youth Ambassador 
training for the trees conservation

委員會及組織簡介

香港區委員會執行相關項目:

(4).樹木認領計劃 La nomination des arbres / 
Plan of Nomination of trees for the pubic

(5).耕者有其田計劃 Le projet des terres
cultivées organiques / Organic agriculture 
plan

(6).防治沙漠化的計劃 Le projet de contre la 
désertification mondiale / The global anti-
desertification task

委員會及組織簡介
香港區委員會執行相關項目:

(7). 其他研究及輔助項目(教育展覽及演講/垃圾及入侵植

物清除/生態導賞/香草及盆栽種植/環境課程/團體訓練
活動/技術性支援及研究/再生能源等 / Les autres sous-
programmes et recherches (comme les expositions 
pédagogique et les conférences académiques, nettoyage 
des déchets et des espèces envahissantes au rural, tours 
écologiques guidées, plantations des herbes et fleurs en pot, 
cours d’environnement, entraînements en groupe, soutiens 
techiques et recherches, énergies renouvelables ) / 
Other sub-programs and researches (like educational expos 
and talks, countryside rubbish and invasive species clearing, 
guided eco-tours, herbs and potted flowers planting, 
environmental courses, team-building training, technical 
support and researches, renewable energies etc.)

委員會及組織簡介
在2010年下旬至2011年間，亞太區的 "百萬森林" 委員會分
區曾建立了 "國際植林綠化事務環境教育委員會 ( I CARE )”，
但在2012年起，此委員會的功能漸歸入 "國際百萬森林計劃
(包括十億樹木行動及地球植林計劃)香港區委員會" 中 ; 此外，
在2010-2011年間，在委員會轄下曾短暫建立了一個轄下單
位 "樓蘭天使計劃", 負責推動防沙漠化的教育工作，但自
2011年起，該轄下計劃已合併於 "國際百萬森林計劃(包括十
億樹木行動及地球植林計劃)香港區青年大使計劃" 中。在一
般場合下，敝組織及委員會在使用名稱時，間中會使用上全
部單位名稱。「百萬森林」計劃在新疆及蒙古地區的防沙漠
化及建立綠洲工作，在2009年以前的項目名稱為「新樓蘭計
劃」, 2010年後「新樓蘭計劃」逐漸與國際「百萬森林」計
劃合併。自2010年08月，敝委員會轄下單位均為香港政府
認可的非牟利組織及慈善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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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會相關單位簡介
聯合國環境署 - 國際百萬森林計劃, 十億樹木行動, 地球植林計劃; 在香港
地區的執行單位:
• 國際百萬森林計劃香港區委員會(包括十億樹木行動及地球植林計劃)

• 國際植林綠化事務環境教育委員會 (I CARE)
• 地球植林計劃基金(香港) (La foundation de ‘Plantons pour la 

planète’ – HK / Plant for the planet Foundation HK)
• 香港綠色自然聯盟(HKGNU)

• HIMA FOUNDATION HK
• 樓蘭天使計劃

• 青年大使單位

委員會相關單位簡介
香港綠色自然聯盟(簡稱HKGNU)
 於1998年建立，以青少年、長者及其他有意推行環境保育者為主

要對象，推廣保護自然生態環境及社會發展的非牟利組織。

 亦為國際植林綠化事務環境教育委員會(I CARE)在香港區的主要
組成部分, 及 “國際百萬森林計劃(包括十億樹木行動及地球植林
計劃)” 駐香港的主要執行機關之一。

 與聯合國環境署、世界地球日委員會、世界濕地組織、轄下單位
HIMA FOUNDATION 等組織聯合進行國際植林綠化工作, 如 “國
際百萬森林計劃(包括十億樹木行動及地球植林計劃)” 等。

 於2011年後合併於國際百萬森林計劃(包括十億樹木行動及地球植
林計劃)香港區委員會中，並與委員會一同升格為香港的認可慈善
單位之一; 繼續推行聯合國國際百萬森林計劃, 十億樹木行動, 及地
球植林計劃等工作。

 是現時委員會的主要執行單位之一。

委員會相關單位簡介
國際植林綠化事務環境教育委員會(I CARE)

於2010年建立，以輔助聯合國十億樹木行動及百萬森林
計劃在香港的推行，是當時的主要執行機關之一。

與聯合國環境署、世界地球日委員會、世界濕地組織、
轄下組成單位如 HKGNU, HIMA FOUNDATION 等組織
聯合進行國際植林綠化工作, 如 “國際百萬森林計劃(包
括十億樹木行動及地球植林計劃)” 等。

於2012年後合併於國際百萬森林計劃(包括十億樹木行動
及地球植林計劃)香港區委員會中，並與委員會一同升格
為香港的認可慈善單位之一; 繼續推行聯合國國際百萬森
林計劃, 十億樹木行動, 及地球植林計劃等工作。

委員會相關單位簡介

地球植林計劃基金(香港) (La foundation de ‘Plantons 
pour la planète’ – HK / Plant for the planet 
Foundation HK)

於2015年在香港建立，以輔助聯合國十億樹木行動及百
萬森林計劃在香港的推行，是現時的主要執行單位之一。

主要鼓勵青少年主動參與保護森林和植林護理的工作。

與聯合國環境署、世界地球日委員會、世界濕地組織、
轄下組成單位如 HKGNU, HIMA FOUNDATION 等組織
聯合進行國際植林綠化工作, 如 “國際百萬森林計劃(包
括十億樹木行動及地球植林計劃)” 等。

於2018年後開始交由青年大使單位合併，並由青年大使
負責部份功能。

委員會相關單位簡介
• HIMA FOUNDATION HK
• 於2010年在香港建立，以輔助聯合國十億樹木行動及百萬

森林計劃在香港的推行，是現時的主要執行單位之一。

• 樓蘭天使計劃
• 於2010年在香港建立，以輔助聯合國十億樹木行動及百萬

森林計劃在香港的推行，及執行防沙漠化的工作；現在已
合併入委員會中。

• 青年大使單位
• 於2010年在香港建立，當時用以訓練學生及青少年執行保

護森林和植林護理的工作，是現時的主要執行機關之一。
• 於2018年後開始與地球植林計劃基金合併，並由青年大使

負責部份功能。青年大使單位於2019年轉型為社企單位。
• 是現時的主要執行單位之一。

“百萬森林” 計劃之源起
Lancement du projet

過往十年，「十億樹木行動」及其後的「百萬森林」
計劃中，為中國西部、蒙古、阿拉伯、非洲、中南
美洲等沙漠地區執行防沙漠化、植林及建立新綠洲、
為原居民重建家園、及維護地區性和平的工作。

2009年起，在聯合國環境署、世界地球日委員會
的提倡下，展開了新一輪全球性的「百萬森林」計
劃，為各地區有需要地方進行植林及環境持續發展
的教育工作，該些地區包括前堆填區、山火後復育
地、綠化保育區、復育濕地、伐林後復育地、市區
與郊區之緩衝帶、曾發展或開採地區、半沙漠化地
區、已建之綠洲區外圍、復耕荒地及助人自助計劃
中的生產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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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萬森林”計劃之源起 (續)
Lancement du projet ( suivant )
「百萬森林」計劃，部分地方亦稱作 “百萬植樹計

劃”[ Projet et réseau mondial de million d'arbres ] 
( Million Trees / Forest Project & Network )，是一個
最初由聯合國環境署(UNEP)為首成立的全球網絡，
計劃主要目標為防沙漠化、植林綠化、環境可持續
發展教育等範疇，藉著這些項目以減緩地球暖化所
帶來的環境問題。

香港是 “百萬森林” 計劃(包括十億樹木行動及地球
植林計劃)的參與城市之一。 “百萬森林” 計劃，為
香港最著名的植林綠化教育項目及活動之一，亦是
香港首個參與的國際性植樹活動。亞太區的 “百萬
森林” 計劃一直以 “搶救氣候 種出未來” 為其中
目標；在國際間則以 “停止空談 開始種植” 為目標。

“百萬森林” 計劃之源起 (續)
Lancement du projet ( suivant )
“百萬森林” 計劃，繼在 “十億樹木行動”後，

最初於2009年08月由聯合國環境署正式帶頭啟動。
最初目標是為沙漠化地區種植百萬棵樹木，幫助氣
候貧困地區人口改善生態環境及增加收入，至今負
責範圍已擴闊至植林、耕作、文化保育及環境可持
續發展等的教育層面上。

“國際百萬森林計劃(包括十億樹木行動及地球植林
計劃)” 自2010年起得到全球五大洲各地不同國家、
地區和城市嚮應，至今參與計劃的城市和地區已逾
一百個，每年為地球種植過億棵樹木，現屬聯合國
環境署 “十億樹木行動” 及“地球植林計劃”的
一部份，或三大森林項目之一。

“百萬森林” 計劃之源起 (續)
Lancement du projet ( suivant )

香港在2010年正式承諾加入並履行該項目在香港的
任務(但在2005年起已開始了植林工作)，並於2010
年06月正式成立香港區籌備委員會，正式開展了
“百萬森林” 計劃，十億樹木行動，及後來的“地
球植林計劃”在港澳地區的植林綠化工作，與全球
其他地方的 “國際百萬森林計劃(包括十億樹木行動
及地球植林計劃)” 委員會，一同執行聯合國環境署
的任務，並與世界地球日委員會(EDN)和世界濕地組
織等共同努力，一起實踐保育、教育及可持續發展
的工作。

“百萬森林” 計劃之源起 (續)
Lancement du projet ( suivant )
自2006年06月至2022年04月，香港區的委員會已舉辦

了9次大型的國際植樹活動、8次中型的本地植樹活動、
約378次的植林綠化及護理教育工作坊及課程、約
2000次平時常規護理工作、 50次青年大使訓練課程、
農業復耕工作、樹木認領計劃和其他有關環境可持續
發展課程和活動等，為約超過40,000萬人提供了體驗
和學習的機會，及種植了超過48,000棵原生樹木。

從2009年起，活動項目已街知巷聞，香港區的參與人
數超過40,000人以上，並為其提供了體驗和學習的機
會，而參與的公司企業及其他非牟利團體(包括公司企
業/社區中心/學校團體/政府義工隊)則超過500間，估
計為香港近郊種植了超過48,000棵原生樹木，以及以
香港區的名義在海外地區種植超過60,000棵樹。

“百萬森林” 計劃之源起 (續)
Lancement du projet (suivant)
“百萬森林”(包括十億樹木行動及地球植林計劃)計劃是

香港首個國際性的植樹活動計劃，至今為香港最著名
的植林護理綠化活動之一。該計劃是：

國際性的植樹活動

集教育、生態文化導賞與植樹護理的工作

一個目標在綠化，防沙漠化和教育的計劃

聯合國環境規劃署(PNUE/UNEP) 、世界地球日委員
會(EDN) 、世界濕地組織(WWN)及共同發起及支持的
活動

2010-2011年度共有約100個城市於4月 (世界地球日)
前後舉辦 “國際百萬森林計劃(包括十億樹木行動及地
球植林計劃)” 植林活動，為更綠色的未來繼續努力

“百萬森林” 計劃之源起 (續)
Lancement du projet (suivant)
您們今天的參與，也許只是個開始，就像初生嬰孩一

樣，誕生只是瞬間的事，但要讓他們健康成長，卻是
數十年的事兒。

每年我們推行大型的植樹或護理活動後，我們總會接
受各團體的申請舉辦無數次的植林及護理工作坊活動，
以支援及協助我們進行生態復育區的長期性護理及教
育工作。

我們的每一項工作，包括植林護理、防沙漠化、有機
耕作、再生能源、環境持續發展教育等工作，也是一
條漫長的路，幾乎沒有完成的限期，或者不可能有限
期，因為執行環境的工作，是一項考驗良心，毅力，
與理想的工作，是需長期作戰與堅持，才能獲得成果。

25 26

27 28

29 30



14/7/2022

6

“百萬森林” 計劃之源起 (續)
Lancement du projet ( suivant )
踏入2022年，是聯合國環境署/國際百萬森林計劃(包括

十億樹木行動及地球植林計劃)項目在香港正式推行以
降的第17年。

在這一年，除會繼續展開防沙漠及荒漠化的綠化工作外，
我們亦會繼續如常執行往年的植林護理及教育工作。

在樹木種植及護理方面，我們將嘗試在肺炎疫情下舉辦
一些小規模的植林及護理工作坊、青年大使一人一樹認
領護理計劃、青年大使訓練課程、海外植樹及防沙漠化
活動等，以便繼續把我們的工作延續下去。

2007-2022
植林綠化計劃一覽(香港區)

聯合國環境署十億樹木行動暨國際百萬森林計劃 (包括十
億樹木行動及地球植林計劃) (Projet et réseau mondial 
de million d’arbres (avec la campagne pour un 
milliard d’arbres, et le programme de ‘plantons pour 
la planète’) sous PNUE – la division hongkongaise / 
International Million Trees (Forest) Project & Network, 
Billion Trees Campaign and the “Plant for the planet” 
Program under the UNEP)香港區 2006-2022

2007-2022
植林綠化計劃一覽(香港區)

生態復育原生樹木植林及護理工作坊計劃 2007-2022
一人一樹認領計劃(青年大使) 2008-2022
耕者有其田計劃2006-2019
課程及演講2006-2022
青年大使訓練計劃2007-2022
支援境外防沙漠化及植林行動 2006-2022
樹木認領及心意林計劃(又稱為 "長期性參與項目計劃") 

2010-2022
新樓蘭計劃 2006-2011 (後合併入國際百萬森林計劃中)
樓蘭天使計劃 2010-2011 (後合併入國際百萬森林計劃中)

2007-2022
植林綠化計劃一覽(香港區)

再生使團減廢計劃 2010-2012
老有所為計劃 2009-2011
青苗計劃2010-2012
藍翡翠行動(一)(防沙漠化工作) (後合併入國際百萬森林計

劃中) 2009-2019
藍翡翠行動(二)(包括鱗翅行動計劃 - 舊區活化及綠化工作/

增加生物多樣性工作) (後合併入國際百萬森林計劃中) 
2009-2019

天狼星計劃(再生能源推廣計劃) (後合併入國際百萬森林計
劃中) 2011-2019

天狼星計劃 (綠洲森林能源城市計劃大綱) 2011-2019

“百萬森林” 計劃
(包括十億樹木行動
及地球植林計劃)

31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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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 “百萬森林”
計劃(包括十億樹木行動

及地球植林計劃)

“百萬森林” 計劃
(包括十億樹木行動及
地球植林計劃)

“百萬森林” 計劃
(包括十億樹木行動及地球植林計劃)


“百萬森林” 計劃
(包括十億樹木行動
及地球植林計劃)

“百萬森林” 計劃
(包括十億樹木行動
及地球植林計劃)

國際 “百萬森林”計劃
(包括十億樹木行動及

地球植林計劃)

37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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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 “百萬森林”
計劃 (包括十億樹木

行動及地球植林計劃)

國際 “百萬森林”
計劃 (包括十億樹木行動及地球植林計劃)

國際 “百萬森林”
計劃(包括十億樹木行動及地球植林計劃) 近年活動

Les activités récentes(2006-2022)

“國際百萬森林計劃(包括十億樹木行動
及地球植林計劃)” 活動

Les activités récentes
(2006-2022)

生態復育原生樹木
之植林及護理工作
坊計劃及聯合國環
境規劃署 “十億樹
木行動” 暨 “國際
百萬森林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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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百萬森林計劃(包括十億樹木行動
及地球植林計劃)” 青年大使計劃

“國際百萬森林計劃(包括十億樹木行
動及地球植林計劃)” 活動2006-22

聯合國環境規劃署十億樹木行動 (La campagne d’un milliard 
d’arbres / Billion Trees Campaign) 暨國際百萬森林計劃
( Projet et réseau de million d’arbres / International Million 
Trees Project )

聯合國環境規劃署十億樹木行動 (La campagne d’un milliard 
d’arbres / Billion Trees Campaign) 暨國際百萬森林計劃
( Projet et réseau de million d’arbres / International Million 
Trees Project )

聯合國環境規劃署十億樹木行動 (La campagne d’un milliard 
d’arbres / Billion Trees Campaign) 暨國際百萬森林計劃
( Projet et réseau de million d’arbres / International Million 
Trees Project )

聯合國環境規劃署十億樹木行動 (La campagne d’un milliard 
d’arbres / Billion Trees Campaign) 暨國際百萬森林計劃
( Projet et réseau de million d’arbres / International Million 
Trees Project )

49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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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國環境規劃署十億樹木行動 (La campagne d’un milliard 
d’arbres / Billion Trees Campaign) 暨國際百萬森林計劃
( Projet et réseau de million d’arbres / International Million 
Trees Project )

生態復育原生樹木植林及護理工作坊計劃
L’atelier de reboisement et de 
conservation 2007-2022

生態復育原生樹木植林及護理工作坊計劃
L’atelier de reboisement et de 
conservation 2007-2022

生態復育原生樹木植林及護理工作坊
計劃 L’atelier de reboisement et 
de conservation 2007-2022

生態復育原生樹木植林及護理工作坊
計劃 L’atelier de reboisement et 
de conservation 2007-2022

一人一樹計劃(青年大使)
La nomination d’arbres
2008-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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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人一樹計劃(青年大使)
La nomination d’arbres
2008-2022

一人一樹計劃(青年大使) 
La nomination d’arbres
2008-2022

耕者有其田計劃
L’agriculture naturelle et 
organique 2007-2022

耕者有其田計劃
L’agriculture naturelle et 
organique 2007-2022

課程及演講
Les conférences et cours 2002-22

課程及演講
Les conférences et cours 200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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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及演講Les conférences 
et cours 2002-2022

青年大使訓練計劃
L’entraînement des ambassadeurs de 
jeunesse 2002-2022

青年大使訓練計劃
L’entraînement des ambassadeurs de 
jeunesse 2002-2022

青年大使訓練計劃
L’entraînement des ambassadeurs de 
jeunesse 2002-2022

青年大使訓練計劃
L’entraînement des ambassadeurs de 
jeunesse 2002-2022

青年大使訓練計劃
L’entraînement des ambassadeurs de 
jeunesse 2002-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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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大使訓練計劃
L’entraînement des ambassadeurs de 
jeunesse 2002-2022

青年大使訓練計劃
L’entraînement des ambassadeurs de 
jeunesse 2002-2022

青年大使訓練計劃
L’entraînement des ambassadeurs de 
jeunesse 2002-2022

青年大使訓練計劃
L’entraînement des ambassadeurs de 
jeunesse 2002-2022

青年大使訓練計劃
L’entraînement des ambassadeurs de 
jeunesse 2002-2022

青年大使訓練計劃
L’entraînement des ambassadeurs de 
jeunesse 2002-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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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大使訓練計劃
L’entraînement des ambassadeurs de 
jeunesse 2002-2022

支援境外防沙漠化行動
Les tâches de contre la désertification 
à l’outre-mer
2006-2022

支援境外防沙漠化行動
Les tâches de contre la désertification à 
l’outre-mer 2006-2022

支援境外防沙漠化行動
Les tâches de contre la désertification 
à l’outre-mer 2006-2022

支援境外防沙漠化行動
Les tâches de contre la désertification à 
l’outre-mer 2006-2022

支援境外工作
Les tâches de reboisement à l’outre-mer
2006-2022

79 80

81 82

83 84



14/7/2022

15

支援境外工作
Les tâches de reboisement à l’outre-mer
2006-2022

支援境外工作
Les tâches de reboisement à l’outre-mer
2006-2022

支援境外工作
Les tâches de reboisement à l’outre-mer
2006-2022

支援境外工作
Les tâches de reboisement à l’outre-mer
2006-2022

支援境外工作
Les tâches de reboisement à l’outre-mer
2006-2022

支援境外工作
Les tâches de reboisement à l’outre-mer
2006-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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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援境外工作
Les tâches de reboisement à l’outre-mer
2006-2022

支援境外工作
Les tâches de reboisement à l’outre-mer
2006-2022

支援境外工作
Les tâches de reboisement à l’outre-mer
2006-2022

支援境外工作
Les tâches de reboisement à l’outre-mer
2006-2022

支援境外工作
Les tâches de reboisement à l’outre-mer
2006-2022

支援境外工作
Les tâches de reboisement à l’outre-mer
2006-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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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援境外工作
Les tâches de reboisement à l’outre-mer
2006-2022

支援境外工作
Les tâches de reboisement à l’outre-mer
2006-2022

支援境外工作
Les tâches de reboisement à l’outre-mer
2006-2022

支援境外工作
Les tâches de reboisement à l’outre-mer
2006-2022

支援境外工作
Les tâches de reboisement à l’outre-mer
2006-2022

支援境外工作
Les tâches de reboisement à l’outre-mer
2006-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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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援境外工作
Les tâches de reboisement à l’outre-mer
2006-2022

支援境外工作
Les tâches de reboisement à l’outre-mer
2006-2022

支援境外工作
Les tâches de reboisement à l’outre-mer
2006-2018

支援境外工作
Les tâches de reboisement à l’outre-mer
2006-2022

“國際百萬森林計劃
(包括十億樹木行動及地球植林計劃)”
香港區活動2006-2022簡介
教育，生態文化導賞與植林護理的工作

國際性的植樹活動

一個目標在綠化, 防沙漠化和教育的計劃

聯合國環境規劃署(PNUE-UNEP), 世界地球日委員會(EDN), 
世界濕地組織(WWN)共同及支持的活動

共有約100個城市於2011年舉辦 “國際百萬森林計劃植樹活
動”

此植林及護理項目是香港首個跨境植林護理項目

為更綠色的未來繼續努力
 香港區的 “國際百萬森林計劃(包括十億樹木行動及地球植林計劃)” 植林

活動, 由 “國際百萬森林計劃 (包括十億樹木行動及地球植林計劃)香港區
委員會”, “國際植林綠化事務環境教育委員會(香港區)”, “香港綠色自然聯
盟”, “喜馬拉雅自然文明保護協會”, “樓蘭計劃” 等整體共同舉辦

更多，請瀏覽
http://www.hkgnu.org/reboisement_millionarbres.htm / 
http://www.hkgnu.org/photoalbumindex.html
或到訪我們的 FACEBOOK: 
https://www.facebook.com/internationalmilliontr
eesforestprojectandnetwork / 
https://www.facebook.com/fpplphk/?ref=bookmarks

香港區百萬森林計劃(包括十億樹木行動及地球植林計
劃)分專頁: 
http://www.hkgnu.org/reboisement_millionarbres.
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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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漠化成因

• 指原由植物覆蓋的土地變成不毛之地的現象

• 可能是自然的

• 自然現象的沙漠化是因地球乾燥帶移動，產生氣候變化
導致局部地區沙漠化

• 現今各地沙漠化原因，多數歸咎於人為原因

• 人口急速增長

• 所居土地被過份耕種以及牧畜致土地枯渴不適合耕種

• 通常由自然沙漠週邊開始進而逐漸擴散開來

• 例子: 中國新疆，美索不達米亞（今伊拉克），北非，阿拉
伯等

沙漠化影響及對策
土地無法耕種利用 － 由於自然的乾燥因素，和本可儲水的

土地經過氣候變遷或人為過度的畜牧與耕種不存水、不耐
風寒作物，而造成沙漠化。 有以下對策：

1.合理利用水資源

2.利用生物和工程措施構築防護林體系

3.調節農林木牧漁的關係

4.採取綜合措施，多途徑解決當地能源問題

5.控制人口增長

6.推廣作物的輪休制度

7.推進土壤保護制度

8.多種植樹木

9.加強教育

10.減低人口增長壓力

沙漠化逆轉

• 保持土地的濕潤，加強土地的保濕，保濕度大於乾燥度應
是沙漠化逆轉的最關鍵因素。

• 土地的保濕最有效方法為水分的提供和儲水，以及耐風寒
植物、樹木的種植。

• 自然因素：河水、湖泊的維護與地下水的維護、延伸、擴
建，以保持水量；儲水耐風寒植物、樹木的栽種，以保護
自然水源區域的土地與濕度。

• 人為因素：地下水網管的建設，地底下的水網管不易為乾
燥的空氣使得水分散失；在地下水源處創建人工河、湖並
栽種耐風寒儲水植物、樹木以保護土壤與土壤濕度。亦可
效仿綠洲逆轉法。

沙漠化逆轉優點

1. 土地的可用性增大，土壤獲得充分的水分、養分

2. 大面積林地能提供林木的來源，保持林木成長率大於開發
率

3. 林木提供更多的氧氣予生物使用並協助降低暖化現象

4. 林木的防風保護使得部分沙漠化逆轉的地區可再興建建築
物，增加土地的容積與使用率

5. 可以蓋更多房子，也可以種樹

沙漠化逆轉優點

北撒哈拉沙漠的攔風砂圍
北撒哈拉沙漠的攔風砂圍

北撒哈拉沙漠的攔風砂圍

綠洲

• 指被沙漠地形包圍的環境裏、一塊有植被覆蓋的孤立肥沃地區

• 通常會造成綠洲的原因都是因為此地點有終年不斷的水源供應

• 常見的水源來源是地下水泉湧或人工鑿井來灌溉水在遠方的降
雨區降到地面後潛入地底，通過透水的地下砂岩層穿過沙漠地
帶，在綠洲處返回地表附近而能被使用

• 不只是大部分的沙漠居民都是圍繞在綠洲地帶生活，往來的商
旅與貿易網往往也都是沿著綠洲發展起來，因為綠洲是重要的
食物與水之補給站

• 盤據非洲大陸北部中央的撒哈拉沙漠裡面，有百分之六十以上
的人口都是居住在零星分佈於沙漠中的綠洲地帶

• 中國烏鞘嶺以西、北山和祁連山之間的河西走廊，有大量綠洲，
河西走廊的綠洲唯一水源是來自祁連山春融的雪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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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地知名綠洲

亞洲

• 新疆吐魯番地區窪地

• 月牙泉綠洲，中國敦煌附近，已緩慢消失

• 哈爾湖（Khar Nlia），位於蒙古西部科布多的大湖盆地區

• 大衛河沙漠綠洲 （Nahal David Oasis）、恩戈地，以色列

• 蓋提夫綠洲（Qatif Ｏasis），沙烏地阿拉伯

• 赫勒堡綠洲（Nakhl Fort Ｏasｉs），阿曼

歐洲

• 赫度布雷林達綠洲 (Hereubreiearlindir），冰島

各地知名綠洲

美洲

• 馬倫豪沙漠湖綠洲（Maranhao desert Ｏａｓｉｓ），巴西

• 瓦卡奇納綠洲（Huacachina Ｏasis），秘魯

非洲

• 廷吉爾綠洲（Tinerhir Ｏasis），摩洛哥

• 姆扎卜綠洲（M‘zab Ｏasis），阿爾及利亞

• 舍比凱綠洲（Chebika Oasis），突尼斯

• 烏拜里綠洲（Ubari Oasis），利比亞

• 提米亞綠洲（Saharan Ｏasis，Timia），尼日

綠洲

一個位於撒哈拉沙漠的利比亞部份的綠洲

植林區一覽 植林區一覽 (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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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林區一覽 (續 ) 植林區一覽 (續 )

植林區一覽 (續 )

植林區一覽 (續 )

植林區一覽 (續 ) 植林區一覽 (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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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林區一覽 (續 ) 植林區一覽 (續 )

植林區一覽 (續 ) 植林區一景

植林區一景 植林區一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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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林區一景
注意事項

• 當天的工具會輪流使用，包括進行植林及護理
工作上, 故參加者最多只需負責單程協助攜帶
工具; 工作人員會再在現場提供基本指導及建
議; 而種植位置主要是由在場的工作人員指定
及建議

• 護理工作是在除植樹外，進行修枝，除草，疏
伐，施肥，澆水，清除垃圾，重新培土，清除入
侵性植物等工作

• 護理區由於曾遭山火洗禮，故對部份仍有生存
能力的樹苗進行護理也很重要

護理工作一覽 護理工作一覽 (續 )

護理工作一覽 (續 ) 生態旅遊的背景

跟據聯合國於1992年6月14日地球高峰會議，共182
個國家元首共同同意了二十一世紀議程，內容大概講
述由於地球生態環境的破壞，造成國際經濟發展面臨
非常嚴重的危機，在相討下協議，以後的經濟發展策
略將以考慮可持續性發展為原則（即長遠而非短線投
資）。

旅遊事業是現今世界最大的經濟發展行業，過去的旅
遊業發展並未考慮到可持續性的問題，所以造成今日
很多國家在旅遊業發展有衰退或停滯不前的危機，其
中主要原因當然是環境破壞及污染的問題，所以生態
旅遊 ( Eco-tourisme ) 成為新興的可持續發展旅行將
取替現今的旅遊模式。香港的旅遊事業同樣面對此等
問題，今日的旅遊發展局亦漸漸將生態旅遊列入最新
旅遊發展計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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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態旅遊的背景(2)

一向以來的旅遊形式，都是跟著導遊，走馬看花般到各景
點參觀一下，拍一點到此一遊的照片，也許會聽一些景點
的背景資料，但過後便忘得一乾二淨，急促的旅遊步伐另
你無法享受到旅遊樂趣，亦無從了解當地的歷史背景、人
民文化及靜心欣賞大自然。

生態旅遊就是讓城市人走向大自然，深入認識當地的歷史、
學會尊重當地的人民文化及欣賞大自然環境裏所有的生命，
認識及珍惜它們，並且希望他們能夠遵守生態旅遊守則，
不把帶來的污染物污染大自然，並把這個信息傳揚開去，
藉此保護這地球上越來越少的綠色地帶 。

生態旅遊守則

 妥善處理垃圾，把不屬於大自然的污染物帶走

 不要帶走屬於大自然的物品

 不要靠近野生動物及餵飼牠們

 不要大聲喧嘩，以心去感受大自然的奧祕

 自備飲食器皿，不用即棄用品

 避免購買污染環境及不必要的物品

 不隨便浪費食物及能源

 不要在野外抽煙及留下火

 不留下垃圾，只留下足跡；不帶走自然界物品，只
帶走回憶

人為山火
入侵性植物（１） － 薇金菊

入侵性植物（１） － 薇金菊

• 薇金菊(學名:Mikania micrantha H.)乃多年生
的草本植物，花期約由每年六月至十二月。原產
於南美洲，於一八八四年香港已有記錄。薇金菊
可能是經人體、行李箱或貨物帶進本港。

• 近年薇金菊已蔓生至香港各地，包括很多具生態
價值的地方，例如：米埔、沙螺洞、鹿頸、錦田、大
澳等，對該處生態造成嚴重破壞。

• 薇金菊在香港蔓生是因近年來農地荒廢，田地無
人管理，以致野草大增，薇金菊亦開始大量繁殖，
對本地品種做成極大威脅。

入侵性植物（１） － 薇金菊
• 薇金菊是一種攀爬植物，生命力極強，縱使將它斷

為多節，也能重生化為多棵；而它的種子很輕，很容
易依靠風力傳播到廣泛的地區；加上它生長迅速，
可快速覆蓋其他植物，以致其他植物不能得到陽光，
不能經光合作用產生食物而死亡。

• 在香港清除薇金菊是十分困難的，因為它是外來植
物，本港並無其天然敵人，所以它才能不受控制地
蔓生。有效清除薇金菊方法有：(一)人手(二)機械
(三)火燒，但三種方法都必須全株連根拔起或燒毀，
否則它便會重生，到時只會功虧一簣。雖有學者研
究引入它們在南美洲的天敵，但這樣可能反而嚴重
影響本地的生態，實在有待詳細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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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侵性植物（２） － 銀合歡 入侵性植物（２） － 銀合歡

銀合歡（Leucaena leucocephala (Lam.) de 
Wit），White Popinac，別名白相思子、細葉
番婆樹、臭菁仔。為含羞草科銀合歡屬植物。

銀合歡由於樹根會分泌出含羞草素抑制他種植
物生長，排他性極強又無天敵因而形成單一性
的純林地帶，因此減低生物多樣性。幼葉及其
莢果含豐富蛋白質，可做牛群飼料 ；但作為飼
料時含羞草素在反芻動物瘤胃中所產生的代
謝產物3-羥基-4-氧代吡啶基，對反芻家畜或人
類都有一定毒性。

入侵性生物（３） － 紅火蟻 入侵性生物（３） － 紅火蟻

入侵紅火蟻（學名：Solenopsis invicta），是火蟻的

一種。它是一種農業及醫學害蟲，源自南美洲。它
在在1930年代傳入美國，並於2001年及2002年
透過貨櫃及草皮從美國蔓延至澳大利亞、台灣、
中國廣東省吳川縣，繼而蔓延至廣東省內其他城
市及香港、澳門。

入侵性生物（３） － 紅火蟻
目前，殺滅入侵紅火蟻的方法可利用餌劑施於發生

地進行誘殺、以殺蟲劑灌注蟻丘或是引進其天敵。

利用殺蟲劑灌注蟻丘可快速降低表面火蟻族群，
但由於蟻巢結構分散，蟻后於較深處並受到妥善
保護，因此火蟻族群終將恢復原有規模。 餌劑是

在蟻丘附近施用吸引職蟻將藥劑搬回蟻巢，利用
火蟻交哺的習性，將藥劑有效毒殺到巢穴內的蟻
后。 入侵紅火蟻的天敵是一種蚤蠅 還有食蟻獸 ，
這種蚤蠅會使真菌在入侵紅火蟻體內繁殖，從而
殺死被傳染的蟻。

有一種有效而又不會污染環境的方法，使用液態氮
灌進蟻巢，所有巢內的蟻會瞬即被凍死，只是該
方法的成本較高。

入侵性生物（３） － 紅火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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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樹過程簡介
工具
•大鋤頭及小鋤頭
•草耙(3齒,4齒,12齒,16齒等
•番丁(鶴咀鋤)
•長泥鏟及長坑鏟
•小型花鏟
•草剪及花剪
•樹鉗及高空樹鉗
•小型木鋸
•水袋
•螺旋鈎
•鐮刀
•手套
•工具桶

植樹過程簡介
工具

樹木的特徵 樹木的特徵(續)

樹木的特徵(續) 樹木的特徵(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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樹木的特徵(續) 樹木的特徵(續)

樹木的特徵(續) 樹木的特徵(續)

香港的樹木

共有400多種原生品種

為其他本土生物提供合適的食物和居住地

二戰後主要種植外來品種

外來品種: 3-5年可生長4米; 

原生品種10-20年才生長4-5米

 90年代後多種原生品種樹苗
(從70年代的30%增加至90年代的60%)

植樹過程簡介

工具
•提供的工具﹕每隊/組(約8-10人)提供每人1把小鋤頭或
小泥鏟、大鋤頭1-2把、草剪1-2把、草耙1把、番丁1-2
把、水袋1-2個、手套每人1-2隻、樹苗及有機肥料等。
•參加者可自備手套及水鞋、運送樹苗肥料用具及工具、
灌溉水。
•一般來說，大/小鋤頭及小泥鏟已足夠完成種植工作。
參賽者可按需要，自攜其他園藝工具。
•所有大型鋤頭及其他大型工具均可供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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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樹過程簡介

工具
•有機肥料在某情況下(如貧瘠土地)可加速小樹苗成長。
有機肥料將於取苗區提供，參加者可斟酌取用，請自
備舊膠袋或其他可循環器具盛載（每棵樹苗約2 湯匙）。
•如該植林區土地肥沃，或是粗生的樹種，則無須刻意
施加肥料，以免增加植物對施加肥料的依賴性。
•不太建議使用樽裝蒸餾水作澆水用水，除非別無他選。

植樹過程簡介
工具
•灌溉水：如當日天晴無雨，參加者可為樹苗準備灌溉
水，這將大大提高樹苗的存活率。請依個人能力決定
攜帶水量(500ml–1L)。請注意，大部份取苗區及植林區
均沒有灌溉水提供。注意地底水比地表水更為重要; 在
挖坑時可增加地底水的加添，可訓練樹苗的深根性發
展。
•於乾旱季節，在樹苗上山前先為樹苗澆一次水（或在
種植前半小時澆），讓它們先吸收水份，然後在植林
區挖坑時，挖坑後在坑底先澆一次水，然後在種植完
成後再多澆一次作補充及傳導作用。

植樹過程簡介
運送樹苗
•請於起點取苗區領取樹苗、肥料及工具，並小心地
運送至植林區；保持與其他物件和人至少兩米距離。
•由取樹苗區步行至植林復育場地，需時約15 – 45分
鐘路程(視乎情況)。
請注意：
•提取樹苗時請輕握泥膽。絕對不可以只拿著樹苗的
枝莖 ，因為泥膽的重量會把樹根扯傷，也容易把泥
膽弄散，對樹苗造成永久傷害。
•進入植林復育區入口處的小路比較峽窄，容易出現
擠塞情況，請各參加者互相忍讓。

植樹過程簡介

除草及挖坑
1. 參加者已被劃定植林分區，各參加組別/者首先需要找尋

合適的種植點及品種[請參閱後頁的注意事項]，然後須
進行除草及挖掘的工作。(除草非常重要！要不然養分都
被雜草吸收了；但不要在植樹數天前提早清除雜草)

2. 必須挖掘至足夠深度（比泥膽深兩至三吋或泥膽的兩倍
深度）。而理想挖坑的，闊度則為1 呎乘1 呎 ，闊洞有
利樹苗日後根部擴展。在坑底先澆一些水。

植樹過程簡介

除草及挖坑 + 第一次澆水

植樹過程簡介

翻土及混和養份 ＋ 第一次回泥

1. 如有泥土結成大塊泥頭狀，請先敲碎。請將約20g 
份量（約2 湯匙）的有機肥料[如有需要]混入半份所
掘出的泥土，混勻。

2. 首次回泥：先撥入一至三吋/或一半厚的泥土（或已
混合肥料的泥土）進泥窿，待種下樹苗後才回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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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樹過程簡介

下種樹苗
1. 用泥鏟/小界刀/剪刀小心剪開黑色苗袋[苗袋不能自

行分解]，樹根有時會緊纏膠袋，請小心解開，不
要弄傷樹根或弄散泥膽。

2. 輕輕放入樹苗，保持垂直。

植樹過程簡介

第二次回泥及進行培土
1. 把餘下的泥土（混合肥料先放）放回洞內，直至將窿

完全填滿。
2. 泥土應完全覆蓋樹根，泥膽頂部應與地面相平或深不

多於一吋，切勿種植過深 。用小泥鏟輕拍實樹苗四周
泥土，小心勿刮傷樹皮。如樹苗位於當風位置，可使
用培土法，以加強樹苗的支撐點。

3. 培土時可堆起一個像金字塔的泥堆包圍著樹根和樹莖
的交界點，這交界點稱為根頸；用作鞏固。

植樹過程簡介

固定，建造淺坑及護根 + 第二次澆水
1. 最後用腳跟或泥鏟輕輕踏實泥土[不要太實]，並踏

至少許凹下作儲水用，或在樹苗四周挖掘一圓形淺
坑方便水份下滲。如有帶來灌溉水，可澆在泥膽上。

2. 完成種植每棵樹苗後，應小心察看四周環境，以免
誤踏旁邊剛種植的樹苗 。另一方面，亦可繼續進行
培土工序，護根和豎立竹枝以鞏固樹苗及識別。

植樹過程簡介

固定，建造淺坑及護根

3 最後在坑邊多澆一次水，用作與地下水儲存作傳導
作用，並用無根的乾草或葉覆蓋在樹莖的周圍，稱
為護根，防止水土侵蝕或蒸發水份，亦可作緩解肥
料之用。

＊註：小樹苗（一米以下）用花鏟輕輕壓實便可，大
樹苗（一米或以上）才可選用腳輕輕壓實泥土

植樹過程簡介
其他補充要點：
• 最後用腳跟或泥鏟輕輕踏實泥土（註：小樹苗［一

米以下］用花鏟輕輕壓實便可，大樹苗［一米或以
上］才可選用腳輕輕壓實泥土），並踏至少許凹下
作有需要時，可將泥土和一百克的肥料混合。

• 把繞作一團的根部弄鬆及展開。
• 小心除去栽培容器（或膠袋），但不要擾亂根部周

圍的泥土。
• 回泥時只需填入足夠的土壤便可，使根頸與土壤表

面成一水平或剛好在其下方。
• 把樹苗扶至恰當位置，輕輕緊壓周圍的泥土。
• 確保土壤與樹苗接觸良好，再次徹底為樹苗澆水；

但不要過份壓實樹苗周圍的土壤。

植樹過程簡介

其他補充要點：
• 支撐系統 — 較大或當風位的樹苗需要立樁作支

撐，樹苗才能植根；最好在種植時立樁，可避免傷
其根系；小樹苗則無需使用樁作支撐。在數年樹苗
穩定後，樁便可以移除。

• 修剪 — 在種植時可為樹苗作不超過四分之一的
修剪，剪去多餘的枝條，包括枯枝，受損枝，染病
枝，交叉生長的樹枝等；低枝亦間中需要移除；另
外，間中亦需選擇性修去一些側枝或多餘的主枝。
修枝時建議使用鋒利的修枝剪。

• 剪除枯枝時需盡量靠近生長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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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樹過程簡介
其他補充要點：
• 護理工作 — 在種植時在樹苗底部多澆水使其地下

水儲存充足，會使樹苗在未來能有更多水分儲備，及
可訓練樹苗根部向深層發展。

• 每次澆水時均建議徹底澆透，比每次小量的澆水更好。
• 定期清理樹苗旁的雜草，直至樹苗成熟。
• 肥料只在需要時使用，否則會出現依賴性。
• 每季需要為樹苗作檢查；包括檢查其有否生病及有其

他生長障礙。
• 護理工作包括修枝，疏伐，除草，施肥，補種樹苗，

清理垃圾，及教育等。

挖洞/除草/
施肥/下種

其他植林期間之注意事項
• 樹苗與樹苗之間的距離: 至少1米

• 樹苗品種: 毋須刻意分品種下種, 混種皆可

• 挖坑深度: 約一尺, 或樹泥膽的兩倍深度(8-12吋)
• 使用工具時注意和其他人和物保持兩米安全距離

• 樹苗的袋必須在下種前先除去

• 肥料可以選擇性使用

• 在種植前先在坑澆一次水, 種植後再澆一次水

• 建議使用護根

• 若樹苗傾斜可以使用枯枝或竹枝作支撐

• 樹苗需與行人路保持至少一米的距離

• 在植樹期間留意保留植林區中的小路, 以便他日進行
護理期間可使用

• 穿著合適衣著及攜帶合適的態度

澆水/固定

種植完成，
長期護理階段(3-5年
或更長)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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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氣事宜:

春夏季建議帶備雨衣或雨傘(雨衣為佳)以備不
時之需

除雷暴警告,紅色暴雨以上或八號風球懸掛外，
否則活動將依時照常舉行

若活動期間下細雨，路線將會有所更改，盡量
走平路或改道

請聽從當天講師及工作人員的指示以策安全

樹木吸收二氧化碳大約比率

香港一年的二氧化碳排放量 ︰3,800萬公噸

一棵樹每年平均吸收二氧化碳︰0.019公噸

吸收香港一年二氧化碳排放需要植樹：
3,800萬 ÷ 0.019 =20億棵

一公頃土地可種植樹木的數量︰1萬棵

種植20億棵樹所需土地面積：
20億 ÷ 1萬 = 20萬公頃
(香港總面積約11萬公頃)

(維園總面積約19公頃)

樹木種植的原因/好處（自聯合國環境署）
Les aventages de planter d’arbres
( Par PNUE / BY UNEP )
協議 L'agrément

木材原料 Le bois d'oeuvre

水果生產 Les fruits
醫療 Le médicament

餵飼及飼料 Le fourrage
防止水土侵蝕 Le contrôle de l'érosion

樹木種植的原因/好處 (續 Les 
aventages de planter d’arbres ( Par 
PNUE / BY UNEP )
邊界 La frontière

休閒娛樂 Le divertissement

儀式及風水 La cérémonie
吸收二氧化碳 La séquestration de carbone

生物多樣性 La biodiversité
防火 L'empêchement du feu

防風及抗沙漠化 L‘empêchement du sable 
et de l'anti-désertification

教育 La pédagogie

樹木種植的原因/好處 (其他)

• 降低溫度

• 過濾污染物

• 視覺屏蔽

• 消減噪音

• 吸引野生生物

樹木的重要性及價值
Les indispensables et les valeurs des arbres
(Importance and Value of Trees)
社區及社會價值 Valeurs communautaire et sociale

(Community and Social Value)

生態及環境價值 Valeur écologique et environnementale

(Ecological and Environmental Value)

個人及精神上的價值 Valeur personnelle et spirituelle

(Personal and Spiritual Value)

實際及商業價值 Valeur pratique et commerciale

(Practical and Commercial Value)

物業及經濟價值 Valeur de propriété et valeur économique

(Property Value and Economic Val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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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區及社會價值 Valeurs communautaire et sociale

(Community and Social Value)
 公園及種滿樹木的街道 >>> 優美環境 Les parcs, les cours, les rues 

sont bordées d'arbres  >>> créer un environnement agréable

(Parks, backyards, streets are lined with trees >>> create a 
pleasing environment)

 遮蔭乘涼 Sous l'ombre fraîche (Under cool shade)

 阻止陽光直接照射在行人路上 Défléchir la lumière du soleil / 
réduire l'effet d'îlot de chaleur causé par la chaussée.
(Deflect the sunlight reduces the heat island effect caused by 
pavement.)

 欣賞大自然 Appréciation de la nature  (Nature appreciation)

樹木的重要性及價值
Les indispensables et les valeurs des arbres
(Importance and Value of Trees)

 生態及環境價值 Valeur écologique et environnementale

(Ecological and Environmental Value)
 改善空氣質素 Améliorer la qualité de l'air  (Improve air quality)

 Les arbres, les arbustes et le gazon filtrent l'air en éliminant la 
poussière et en absorbant d'autres polluants comme le CO2, 
SO2 et le NO2

(Trees, shrubs and turf filter air by removing dust and 
absorbing other pollutants like CO2, SO2 and NO2)

 保存水份 Conserve de l'eau (Conserve water)

 Absorber et stocker l'eau de pluie qui réduit le ruissellement 
(Absorb and store rainwater which reduce runoff)

 Aider à la recharge de l'eau souterraine (Helps the ground 
water supply recharge)

樹木的重要性及價值
Les indispensables et les valeurs des arbres
(Importance and Value of Trees)

 生態及環境價值 Valeur écologique et environnementale

(Ecological and Environmental Value)
 保存泥土 Préserver du sol (Preserve soil)

落葉枯葉能成為滋潤泥土的物資 Les feuilles mortes forment 
un excellent compost qui enrichit le sol 
(Fallen leaves make excellent compost that enriches soil)

 支援野生生物 Soutenir la faune (Support wildlife)

住所, 食物來源, 避難所 Maisons, fourniture de nourriture, 
garder de nombreux animaux hors des prédateurs 
(Homes, provision of food, keep many animals out of 
predators)

樹木的重要性及價值
Les indispensables et les valeurs des arbres
(Importance and Value of Trees)

個人及精神上的價值 Valeur personnelle et spirituelle

(Personal and Spiritual Value)
 提供氧氣 Fournir de l'oxygène – photosynthèse (Provide 

oxygen - photosynthesis)

一英畝的森林能吸收了6噸二氧化碳，並提供了4噸的氧
Un acre de forêt absorbe 6 tonnes de CO2 et donne 4 
tonnes de O2

(One acre of forest absorbs 6 tons of CO2 and gives 4 
tons of O2.)

 緩和氣候 Modération climatique (Climate moderation)

緩和太陽，雨和風的影響 Modérer les effets du soleil, 
de la pluie et du vent (Moderate the effects of the sun, 
rain and wind)

樹木的重要性及價值
Les indispensables et les valeurs des arbres
(Importance and Value of Trees)

個人及精神上的價值 Valeur personnelle et spirituelle

(Personal and Spiritual Value)
葉子吸收和過濾太陽的輻射能量，保持涼爽 Les feuilles 

absorbent et filtrent l'énergie radiante du soleil, gardant les 
choses fraîches (Leaves absorb and filter the sun’s radiant 
energy, keeping things cool)

透過森林屏幕來保持溫暖 Préserver la chaleur en fournissant un 
écran à partir du vent dur (Preserve warmth by providing a 
screen from harsh wind)

通過保持低二氧化碳水平降低溫室效應的熱度
Réduire l'intensité thermique de l'effet de serre en maintenant un 
faible niveau de CO2 (Reduce the heat intensity of the 
greenhouse effect by maintaining low level of CO2)

教育及生物多樣性 Buts de l'éducation et de la biodiversité 
(Education purpose and biodiversity)

樹木的重要性及價值
Les indispensables et les valeurs des arbres
(Importance and Value of Trees)

 個人及精神上的價值 Valeur personnelle et spirituelle

(Personal and Spiritual Value)

 不同形狀、形態、質感和顏色

Variété de formes, de textures et de couleurs
(Variety of shapes, forms, textures and colours)

 力量及長壽象徵 >>> 有紀念價值
Force, longue durée de vie et stature royale des arbres >>> 
qualité monumentale

(Strength, long lifespan and regal stature of trees >>> 
monument-like quality)

 輕鬆及舒服的感覺 Agréable, détendu, sentiment de confort 
(Pleasant, relaxed, comfortable feeling)

 情緒上聯繫 Connexion émotionnelle avec les arbres que nous 
avons planté (Emotional connection with trees we plant)

樹木的重要性及價值
Les indispensables et les valeurs des arbres
(Importance and Value of Tre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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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際及商業價值 Valeur pratique et commerciale

(Practical and Commercial Value)
 煮食用及供熱用燃料

Le bois a été le premier carburant combustible >>> cuisine et 
chauffage

(Wood was the very first fuel >>> cooking and heating)

 建築及傢具用木材
Bois de construction, de fabrication des meubles, d’outils, d’articles 
ménagers
(Timber for building construction, furniture manufacture, tools, 
household items)

 造紙原材料 Pâte de bois pour la fabrication du papier 
(Wood pulp for making paper)

樹木的重要性及價值
Les indispensables et les valeurs des arbres
(Importance and Value of Trees)

實際及商業價值 Valeur pratique et commerciale

(Practical and Commercial Value)
 果樹果實 Arbres fruitiers et noix (Fruit trees and nuts)

 藥物 、如阿士匹靈 Médicaments - aspirine, à partir d'extraits 
d'écorce (Medicines - aspirin, from bark extracts)

 橡膠材料 L'écorce interne de certains arbres contient du latex >> 
les ingrédients du caoutchouc

(Inner bark of some trees contains latex >> ingredients of rubber)

 牲畜用飼料 Fourrage pour le bétail (Fodder for livestock)

 防風及反沙漠化 Brise-vent et contre la désertification

 (Wind breaker and anti-desertification)

樹木的重要性及價值
Les indispensables et les valeurs des arbres
(Importance and Value of Trees)

物業及經濟價值 Valeur de propriété et valeur 
économique (Property Value and Economic Value)
 遮蔭，減低開冷氣成本

Frais de refroidissement - l’ombre des arbres
(Cooling costs - tree shade)

 防風，減低開暖氣成本

Frais de chauffage - brise-vent 

(Heating costs -windbreak)

 園境管理妥善

Bien maintenu pour le paysage des bâtiments

(Well maintained landscape buildings)

樹木的重要性及價值
Les indispensables et les valeurs des arbres
(Importance and Value of Trees)

• 適合的溫度，水分，土壤，環境生長的樹木

• 目的（保存水土／吸引野生生物／景觀）

• 環境協調（生態和美感）

• 適合的間距／地點／品種／樹齡（1-2年，具球根）

• 未來附近的規劃及發展(以配合)

樹木的選擇

香港區主要種植的原生樹木品種
Les espèces indigènes hongkongaises
土沉香 Excoecaria agallocha Linn./

Aquilaria sinensis
楓香 Liquidambar formosana
大頭茶 Gordonia axillaris

水翁 Cleistocalyx operculatus
木荷 Schima superba

裂斗錐粟 Castanopsis-fissa
油甘子 Phyllanthus emblica

石斑木(車輪梅) Rhaphiolepis indica

香港區主要種植的原生樹木品種 (續)
Les espèces indigènes hongkongaises
潺槁 Litsea glutinosa (Lour.) C. B. Rob./

Litsea glutinosa (Lour.) var. glutinosa C. 
B. Rob./ Sebifera glutinosa Lour. /
Machilus pauhoi Kaneh.

樟樹 Cinnamomum camphora
陰香 Cinnamomum burmanii

浙江潤楠 Machilus chekiangensis

烏桕 Sapium sebiferum
崗棯 Rhodomyrtus tomento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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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區主要種植的原生樹木品種 (續)
Les espèces indigènes hongkongaises
九節 Psychortia rubra ( Lour. ) Poir
毛稔 Melastoma sanguineum
鴨腳木 Schefflera heptaphylla (L.) Frodin.
花葉鴨腳木(鵝掌柴) Schefflera odorata 

cv variegata
假蘋婆 Sterculia lanceolata
黃皮 Clausena lansium
蒲桃 Syzygium jambos
苦楝 Melia azedarach

香港區主要種植的原生品種 (續)
土沉香(牙香樹) Excoecaria
agallocha Linn./ Aquilaria sinensis
(瑞香科 Thymelaeaceae)

香港區主要種植的原生品種 (續)
大頭茶 Gordonia axillaris
(山茶科 Theaceae)

香港區主要種植的原生品種 (續)
木荷 Schima superba
(山茶科 Theaceae)

香港區主要種植的原生品種 (續)
水翁 Cleistocalyx operculatus
(桃金娘科 Myrtaceae)

香港區主要種植的原生品種 (續)
油甘子 Phyllanthus emblica
(大戟科 Euphorbiaceae)

199 200

201 202

203 204



14/7/2022

35

香港區主要種植的原生品種 (續)
浙江潤楠 Machilus chekiangensis
(樟科 Lauraceae)

香港區主要種植的原生品種 (續)
崗棯(桃金娘) Rhodomyrtus tomentosa 
(桃金娘科 Myrtaceae)

香港區主要種植的原生品種 (續)
陰香 Cinnamomum burmanii
(樟科 Lauraceae)

香港區主要種植的原生品種 (續)
裂斗椎粟(黧蒴錐)Castanopsis fissa
(殼斗科 Fagaceae)

香港區主要種植的原生品種 (續)
楓香 Liquidambar formosana
(楓香科 Altingiaceae)

香港區主要種植的原生品種 (續)
樟樹 Cinnamomum camphora
(樟科 Lauracea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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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區主要種植的原生品種 (續)
車輪梅(石斑木)
Rhaphiolepis indica
(薔薇科 Rosaceae)

香港區主要種植的原生品種 (續)
烏桕 Sapium sebiferum
(大戟科 Euphorbiaceae)

香港區主要種植的原生品種 (續)
九節 Psychortia rubra ( Lour. ) Poir
(茜草科 Rubiaceae)

香港區主要種植的原生品種 (續)
毛稔 Melastoma sanguineum
(野牡丹科 Melastomataceae)

香港區主要種植的原生品種 (續)
潺槁 Litsea glutinosa (Lour.) C. B. Rob./
Litsea glutinosa (Lour.) var. glutinosa C. B. Rob./
Sebifera glutinosa Lour. / Machilus pauhoi Kaneh.
(樟科 Lauraceae)

香港區主要種植的原生品種 (續)
黃皮 Clausena lansium
(芸香科 Rutacea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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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區主要種植的原生品種 (續)
鴨腳木 Schefflera heptaphylla (L.) Frodin.
(五加科 Araliaceae)

香港區主要種植的原生品種 (續)
花葉鴨腳木(鵝掌柴) Schefflera odorata 
cv variegata. (五加科 Araliaceae)

香港區主要種植的原生品種 (續)
假蘋婆. Sterculia lanceolata
(錦葵科 Malvaceae)

香港區主要種植的原生品種 (續)
蒲桃 Syzygium jambos
(桃金娘科 Myrtaceae)

香港區主要種植的原生品種 (續)
苦楝 Melia azedarach
(楝科 Meliaceae)

其他在香港的常見植物
Les autres plantes communes 
à Hong Kong
Other common plants in Hong K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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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的常見植物簡介

木麻黃(牛尾松) Casuarina equisetifolia
– 木麻黃科 Casuarinaceae

其他indigènes的常見植物簡介(續)
楊桃 Averrhoa carambola
(酢醬草科 Oxalidaceae)

其他的常見植物簡介(續)
朴樹 Celtis sinensis - 榆科 Ulmaceae

其他的常見植物簡介(續)
白蘭 Michelia x alba – 木蘭科 Magnoliaceae

其他的常見植物簡介(續)
桂花 Osmanthus fragrans – 木樨科 Oleaceae

其他的常見植物簡介(續)
鳯凰木(火鳯凰) Delonix regia – 豆科 Fabacea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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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的常見植物簡介(續)
扁柏樹 Chamaecyparis obtuse – 柏科 Cupressaceae

其他的常見植物簡介(續)
對葉榕 Ficus hispida – 桑科 Moraceae

其他的常見植物簡介(續)
印度橡樹(榕) Ficus elastica – 桑科 Moraceae

其他的常見植物簡介(續)
大葉榕 Ficus virens – 桑科 Moraceae

其他的常見植物簡介(續)
細葉榕 Ficus microcarpa – 桑科 Moraceae

其他的常見植物簡介(續)
青果榕 Ficus variegata – 桑科 Moracea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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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的常見植物簡介(續)
恒春黃槿(繖楊) Thespesia popuinea

- 錦葵科 Malvaceae

其他的常見植物簡介(續)

黃槿 Hibiscus tillaceus L. - 錦葵科 Malvaceae

其他的常見植物簡介(續)
血桐 Macaranga tanarius

- 大戟科 Euphorbiaceae

其他的常見植物簡介(續)
散尾葵 Chrysalidocarpus lutescens

– 棕櫚科 Arecaceae

其他的常見植物簡介(續)

假檳榔(亞歷山大椰子) Archontophoenix alexandrae
– 棕櫚科 Arecaceae

其他的常見植物簡介(續)
王棕(大王椰子) Roystonea regia

– 棕櫚科 Arecacea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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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的常見植物簡介(續)
蒲葵 Livistona chinensis  – 棕櫚科 Arecaceae

其他的常見植物簡介(續)
刺葵 Phoenix hanceana / loureiroi

– 棕櫚科 Arecaceae

其他的常見植物簡介(續)
宮粉洋蹄甲 Bauhinia variegate

– 豆科 Fabaceae

其他的常見植物簡介(續)
木棉(英雄樹) Bombax ceiba – 錦葵科 Malvaceae

其他的常見植物簡介(續)
串錢柳 Callistemon viminalis

– 桃金娘科 Myrtaceae

其他的常見植物簡介(續)
梅(花)[中國(中華民國)國花] Prunus mume

– 薔薇科 Rosacea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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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的常見植物簡介(續)
臺灣相思 Acacia confusa

– 含羞草科 Mimosaceae

其他的常見植物簡介(續)
大葉相思 Acacia mangium

– 含羞草科 Mimosaceae

其他的常見植物簡介(續)
馬纓丹(五色梅/臭草) Lantana camara

– 馬鞭草科 Verbenaceae

其他的常見植物簡介(續)
黑松 Pinus thunbergii Parlatore

- 松科 Pinaceae

其他的常見植物簡介(續)

銀合歡 Leucaena leucocephala
– 含羞草科 Mimosaceae

其他的常見植物簡介(續)
水黃皮 Pongamia pinnata

– 蝶形花科 Fabaceae (Papilionaceae)

247 248

249 250

251 252



14/7/2022

43

其他的常見植物簡介(續)
大花(葉)紫薇(洋紫薇) Lagerstroemia speciosa

– 千屈菜科 Lythraceae

其他的常見植物簡介(續)
鍚葉藤 Tetracera asiatica 

– 五椏果科 Dilleniaceae

其他的常見植物簡介(續)
大葉欖仁 Terminalia catappa

– 使君子科 Combretaceae

其他的常見植物簡介(續)

水茄 Solanum torvum – 茄科 Solanaceae

其他的常見植物簡介(續)
石粟 Aleurites moluccana

– 大戟科 Euphorbiaceae

其他的常見植物簡介(續)
南洋杉 Araucaria cunninghamii

– 南洋杉科 Araucariacea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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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的常見植物簡介(續)
八角楓 Alangium chinense

– 八角楓科 Alangiaceae

其他的常見植物簡介(續)
白楸 Mallotus paniculatus

- 大戟科 Euphorbiaceae

其他的常見植物簡介(續)

山油柑(降真香) Acronychia pedunculata – 芸香科 Rutaceae

其他的常見植物簡介(續)
木油桐 Vernicia montana - 大戟科 Euphorbiaceae

其他的常見植物簡介(續)
山烏桕 Sapium discolor 

- 大戟科 Euphorbiaceae

其他的常見植物簡介(續)
野漆樹(木蠟樹) Rhus succedanea 

– 漆樹科 Anacardiacea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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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的常見植物簡介(續)
白背鹽膚木(白背漆) Rhus hypoleuca

– 漆樹科 Anacardiaceae

其他的常見植物簡介(續)
紅膠木 Lophostemon confertus

– 桃金娘科 Myrtaceae

其他的常見植物簡介(續)
濕地松 Pinus elliottii

– 松科 Pinaceae

其他的常見植物簡介(續)
黃花夾竹桃(黃酒杯) Thevetia peruviana

– 夾竹桃科 Apocynaceae

其他的常見植物簡介(續)

雞蛋花(緬梔花) Plumeria rubra L. cv. Acutifolia
– 夾竹桃科 Apocynaceae

其他的常見植物簡介(續)
露兜樹(假菠蘿) Pandanus tectorius

– 露兜樹科 Pandanacea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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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的常見植物簡介(續)
桑樹 Morus alba L. – 桑科 Moraceae

其他的常見植物簡介(續)
龍眼 Dimocarpus longan

– 無患子科 Sapindaceae

其他的常見植物簡介(續)
板蕉樹(芭蕉) Musa basjoo

– 芭蕉科 Musaceae

其他的常見植物簡介(續)
茅根 Imperata cylindrica – 禾本科 Poaceae

其他的常見植物簡介(續)
水芋 Calla palustris – 天南星科 Araceae

其他的常見植物簡介(續)
草海桐 Scaevola taccada – 草海桐科 Goodeniacea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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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的常見植物簡介(續)
海芒果 Cerbera manghas – 夾竹桃科 Apocynaceae

其他的常見植物簡介(續)
鬯蕨 Acrostichum aureum

– 鳳尾蕨科 Pteridaceae

其他的常見植物簡介(續)
芒萁 Dicranopteris pedata

– 裏白科 Gleicheniaceae

其他的常見植物簡介(續)
假厚藤(海灘牽牛) Ipomoea stolonifera

– 旋花科 Convolvulaceae  

其他的常見植物簡介(續)
薑花 Hedychium coronarium

– 薑科 Zingiberaceae

其他的常見植物簡介(續)
朱槿(扶桑/大紅花) Hibiscus rosa-sinensis

– 錦葵科 Malvacea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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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的常見植物簡介(續)
孟宗竹(毛竹/江南竹/龜甲竹) 

Phyllostachys edulis
– 禾本科 Poaceae

其他的常見植物簡介(續)
石粟

Aleurites moluccana
– 大戟科 Euphorbiaceae

其他的常見植物簡介(續)
糖膠樹

Alstonia scholaris
– 夾竹桃科 Apocynaceae

其他的常見植物簡介(續)
耳思相思

Acacia auriculiformis
– 含羞草科 Mimosaceae

其他的常見植物簡介(續)
鐵刀木

Senna siamea
– 豆科 Fabaceae

其他的常見植物簡介(續)
火焰樹

Spathodea campanulata
– 紫葳科 Bignoniacea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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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的常見植物簡介(續)
盾柱木

Peltophorum pterocarpum
– 豆科 Fabaceae

其他的常見植物簡介(續)
構樹

Broussonetia papyrifera
– 桑科 Moraceae

其他的常見植物簡介(續)
銀蓮樹/銀蓮果/人面樹

Dracontomelon duperreanum
– 漆樹科 Anacardiaceae

其他的常見植物簡介(續)
常綠臭椿

Ailanthus fordii
– 苦木科 Simaroubaceae

其他的常見植物簡介(續)
小果鐵冬青(已和鐵冬青合併)

Ilex rotunda var. microcarpa
– 冬青科 Aquifoliaceae

其他的常見植物簡介(續)
土蜜樹

Bridelia tomentosa Blume
– 大戟科 Euphorbiacea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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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遊行進技巧
任何時候

帶領遠足

前進時於隊尾觀察

集中精神觀察四周

確保前後隊員在視線內
避免隊員落單

控制步速及呼吸

空出兩手

保持隊形及距離

一字隊形前進/長蛇陣

不應亂走捷徑

危急處理

保持鎮定，觀察四周

不要大呼小叫

撤離現場，尋找掩護

確保置身於安全環境

組織隊員，點齊人數

由經驗者/導師決定下一步行動

尋找支援

萬一有傷員或無法脫離險境時

其他注意事項:

建議參加者自備手套，水鞋及後備衣服

帶備足夠食水以備用

帶備防蚊蟲用品

只在起點和終點配備洗手間

建議參加者攜帶少量乾糧

參加者年齡建議在11-80年歲之間(包括普通型
的公眾活動)

穿著運動服裝

穿著長袖衣褲及帽

攜帶防曬及防風物品

建議攜帶個人物品:

1:背囊 –
‧尼龍質地較帆布為佳, 輕身及防水
‧分外架和內架及無架, 有架可使重量平均分
散至身體各部份

2.地圖 –
‧由香港地政署出版, 可到香港物銷售處及各
區露營用品公司有售, 注意出版日期及緊記購
買地圖膠
‧建議每一人一張, 而全組須有一張郊遊圖以供
參考

3.指南針 –
選合用的牌子, 以繩子綁緊, 以防遺失

建議攜帶個人物品(續):
4:哨子 –
‧作求救用, 用膠造比較好, 因鐵哨子既生鏽及比較

重
5:水壺 –
‧以不漏水為主, 最好蓋上有軟膠的蓋, 以防漏水
‧帶約半公升水, 水壺須放近背包口
6:電筒 –
‧配有後備電蕊及燈泡
‧電筒內的電蕊需拿出, 鎮防登山時碰到其他物品

推開手掣
‧以防水性為佳

建議攜帶個人物品(續):
7:後備食糧/緊急食糧 –
‧以輕便, 不用烹調, 熱量高為主, 如麵包, 餅乾等
‧後備食糧是在正餐不足時使用; 緊急食糧是在危

急時, 不能及時到達目的地而使用
‧倘若順利行畢全程, 緊急食糧則原封不動; 緊急食

糧和後備的性質不同, 緊急的宜選用平常組員不
會選吃的糧食

8:禦寒衣物 –
‧如羊毛內衣, 毛衣, 以薄身為主, 在天氣轉冷及寒

冷的天氣時使用; 薄身為佳, 可方便更換
9:個人食具 –
‧包括叉, 匙, 杯, 碗, 以膠或鐵製或是專為旅遊而設

的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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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攜帶個人物品(續):

10:個人藥物 –
‧比較私人化, 如胃藥或長期服用的藥物
11:萬用刀 –
‧多用途設計之萬用刀, 或每組一張
‧法例規定, 不可攜帶多於七吋之長刀
12:適量金錢 –
‧準備多些輔幣, 適用於電話亭, 以便求救時使用
13:個人資料 –
‧身份證明文件, 個人病歷表最好放於錢包內
‧遇事可立即通知家人

建議攜帶個人物品(續):

14:筆/記事簿 –
‧筆以鉛筆為實用, 因原子筆頭比較易壞
‧油筆用於繪畫用膠包好之地圖上
‧記事薄是用於紀錄突發事情或紀錄有關資料
15:雨具 –
‧最好放在易於提取的地方, 以雨衣為佳
‧事先應檢查雨具有否破損或失靈
16:護膚用品 –
‧如潤唇膏, 潤膚霜和太陽油(太陽油不太建議使用)
17:生火器 –
‧最好使用火柴或打火石, 須只膠袋封好, 因打火機

較易壞

建議攜帶個人物品(續):

18:收音機 –
‧收聽天氣報告或特別報告
19:後備繩 –
‧以防須要用繩結救生或紮緊營幕
20:垃圾袋 –
‧為了集中和清潔, 每組均須清潔用過之地方
21:後備衣服 –
‧為方便在活動後替換, 包括內衣褲
22:水上活動衣服 –
‧在水上活動時提供保護, 包括包腳趾及腳踝的膠鞋

(或白飯魚), 及能沾濕的衣物, 以長衫及長褲為佳

建議攜帶個人物品(續):

23:運動鞋 –
‧以能防震為佳, 切勿穿拖鞋, 輕便鞋, 平底休閒鞋, 高

跟鞋等; 高筒或低筒皆宜, 以能防水及保護性強為佳
24: 個人和心態 –

• 活動前調整個人體能和心態，是眾多建議攜帶的事
項中最重要者

２５： 其他 — 視個別行動和活動而增加準備

郊野守則:
[1].切勿隨意生火或破壞自然景物。
[2].切勿隨地拋棄廢物, 必須保持郊區清潔。
[3].切勿污染河道、引水道及水塘。
[4].切勿損害野生植物及鳥獸。
[5].切勿損壞農作物, 必須愛護農民財產。
[6].愛護郊區, 保持大自然美景。
[7].保持郊野寧靜的氣氛。
[8].無論在郊野公園或在郊野公園地區外, 除非在

指定燒烤地點生火, 否則隨意生火是違法的。
[9].露營或燒烤後, 必須徹底弄熄火種方可離去, 以

免有死灰復燃的危險。

郊野守則(續):
[10].在極乾燥而大風的日子及草木叢生的地點, 均

不宜生火。
[11].若發現山火, 除量力加以即時撲滅外, 應盡速

通知就近之郊野公園管理站, 林務站, 林務員, 消
防局, 山火管理中心或警察, 並應清楚說明發生
山火的正確地點及情況。

[12].請將廢物放入廢物箱內。
[13].如附近沒有廢物箱, 請將廢物包好帶走, 然後

放在途中的廢物箱或帶回家中處理。
[14].使用現成小路, 不可另闢捷徑; 容易引起山泥

侵蝕, 破壞大自然美景。
[15].切記弄熄火柴及煙蒂, 以免引山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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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守則(續):
[16].切勿捕捉, 擁有或損害受法例保護的動物。
[17].切勿在非指定地方生火。
[18].切勿隨意拋棄廢物或污染環境。
[19].切勿隨意拋棄燃燒中的煙蒂或火柴及其他物品。
[20].切勿破壞公共設施如路標, 檯椅等。
[21].切勿隨地吐痰或行為不檢。
[22].切勿聲浪擾人或開收音機, 錄音機等其音量擾

及他入寧靜。
[23].未經准許, 不准駕駛車輛, 電單車或腳踏車。
[24].切勿帶未受約束及檢疫的狗隻。
[25].在郊外焚燒香燭衣紙, 應先清除附近之雜草, 或

在鐵罐內燒只防萬一。

郊野守則(續):

[26].切勿在指定營地範圍外露營。
[27].切勿使用帶有動力的玩具如遙控飛機或車輛。

道路安全守則:

1.日間步行
1.1.不應越過「行人止步」的交通標誌, 或在此禁令

管制的道路步行。這些標誌多見於架空道路、行
車天橋、隧道及高速公路。這算沒有這些標誌, 也
不應在此類地方步行。

1.2.應使用行人路步行及遠離車路。
1.3.如沒有行人路, 應在車路的右邊步行, 以便看

見迎面而來的車輛, 同時使駕車人士留意, 減少
意外發生。

1.4.如果需要背著馬路上的車輛方向步行, 應不時
向後察看及從心後面的聲音,以提防突至的車輛。

道路安全守則(續):
1.5.步行至道路的彎角處要特別留意車輛。
1.6.在沒有行人路的道路步行要保持單行隊形。
1.7.切勿在彎或視線受阻地方橫過車路, 應利用行

人過路設施。
1.8.切勿在道路上嬉戲或追逐。
1.9.切勿在車輛駛經的地方坐下休息。
1.10. 購備擬前往區域之地圖, 並在天朗氣清時先

行加以使用。
1.11. 除非你富於徒步旅行經驗, 否則不可在野外

獨自冒險遙遠漫行, 有朋友同行不僅可作伴, 更
可在必要時代為求助。

道路安全守則(續):
1.12. 在出發前必須將自己去的地方告知一位親屬

或朋友, 以便萬一逾時未歸,搜索屯在該區進行。
1.13. 徒步旅行者應有自知之明, 最初宜選擇較短途

徑。在獲知本身實際能力後, 始可行走較長路徑。
1.14. 當暴風雨或山徑為濃霧遮蔽時, 則祇應在低地

慢行, 因為視野不清容易導致迷途或失足, 在此情
況下, 尤其在不熟悉的路徑上, 最好折返, 不要勉
強前進。

1.15. 不可堅持行走不明顯或雜草叢生的小徑, 否則
極易迷失或費時過多, 在此情形下應立即折回, 另
覓其他途徑。

1.16. 不可進入輸水隧道或引水道, 去免山洪暴發時
危害生命。

道路安全守則(續):
2.晚間/大霧天氣步行
2.1.在沒有行人路的地方, 尤需開著照明用具或穿

著反光的衣物, 以便駕車者特別留意。
2.2.盡量在照明及行人路的道路行走。
2.3.遵守日間步行的守則。

3.下雨時步行
3.1.小心地濕路滑。
3.2.小心車輛因路滑而發生意外。
3.3.穿著淺色或鮮明的衣物或使用類似的雨具。
3.4.遵守日間、晚間及大霧天氣步行的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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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確保 青年大使/義務工作者的責任

 確保及維持活動順利進行

 促進參加者及自己均能積極投入及享受活
動，透過過程改善及提昇個人的能力感及人際關係

 每次服務均珍惜並檢視改善的空間

 成為孩子們的師友，讓孩子們對自己的未來有更實
在的承擔。

我們義務工作的定義

義務工作是指

任何人志願貢獻個人的時間及精神，

在不為任何物質報酬的情況下，

為改進社會而提供的服務。

活動期間聯絡
電話: 

2876 2855  (辦公室電話)
6778 2670 / 6976 2635 / 5981 7036 (行動單位2, 3, 6)  

無線電: 409.8375MHz (8號頻道) (CTCSS-沒有)
462.6875MHz (CTCSS-110.9MHz)
435.8875MHz (CTCSS-110.9MHz)

( 委員會的國際呼號 CALLSIGNS: VR2XGN )
電郵: info@hkgnu.org / pr@hkgnu.org  傳真: 3971 1469
活動網址: 

http://www.hkgnu.org/reboisement_millionarbres.htm

香港區委員會聯絡處: 尖沙咀新港中心2座907室

香港區委員會郵政信箱: 香港郵政信箱68046號

CIMTPNHK/HKGNU/HIMA/FPPLPHK-PFTPFHK/PNUE-UNEP

*聯合國環境署 - 國際百萬森林計劃香港區委員會(包括十億樹
木行動及地球植林計劃), 香港綠色自然聯盟(HKGNU)等

**Le comité du projet et du réseau mondial de million 
d'arbres - la division hongkongaise (avec la 
campagne pour un milliard d'arbres, et le 
programme de ‘plantons pour la planète’), sous le 
cadre du Programme des Nations Unies pour 
l'Environnement (PNUE) ; et L’association d’écologie 
de Hong Kong (HKGNU), et caetera.

***[ The committee of international million trees / forest 
project and network - Hong Kong Region (with the 
Billion Trees Campaign, and the the ‘Plant for the 
Planet’ Program), under the framework of United 
Nations Environment Programme (UNEP); Hong Kong 
Green Nature Union [HKGNU], etc. ]

05/2022
http://www.hkgnu.org   info@hkgnu.org / pr@hkgnu.org 
TEL: 28762855 / 67782670 / 697626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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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 ~ 謝謝
La fin, merci

The end, thank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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