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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來有越來越多人欣賞和重視香港的生物多樣性。香港的生物多樣性受多條
公約和法律保護，包括在2011年5月延伸到香港的《生物多樣性公約》（《公
約》），以及具廣泛性的、涵蓋香港土地面積超過40%的保護區。

然而，管理保護區的總體策略卻欠奉，也有數個具生態重要性的地點位處保護
區之外。因此，許多香港的棲息地、物種和生態過程仍未獲適當的認可、保護
或管理。

沒有受過保育或生物多樣性正規培訓的立法會議員、區議員、高級官員和諮詢
委員會成員，卻負責作出多項關於香港生物多樣性的決定。這些決策通常是關
於判定個別地點的土地用途，而決策者往往不知道他們作出的選擇會如何影響
更廣泛的景觀。

本文旨在協助負責保護香港生物多樣性的決策者和施政者，除列出保護區的目
的外，也建立一個確定更廣泛意義的簡單框架，並列出在為保育作出明智決策
時所需的具體細節。這個框架還確定負責提供相關資料的當局，可以作為支持
香港保育的相關公約、政策、法規和指導方針的一份快速參考。

《公約》鼓勵採取協商的方針。因此，這個框架亦建議接受更廣泛受眾的意
見，尤其是非政府環保機構、學者和其他專家。藉著更廣泛社群受眾的參與，
保育成果將可獲得普羅大眾的支持，而這個框架可作為實現此保育成果的工
具。

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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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育人士和發展商的衝突核心在於爭用空間。矛盾的是，儘管香
港高度發達並以經濟驅動模式發展，本港遼闊景觀卻越益綠化。
保護區網絡（包括郊野公園、具特殊科學價值地點、特殊地區及
海岸公園）涵蓋香港土地面積超過40%1，林地覆蓋率也一直急
增。2保護區和處於網絡以外的其他地區，支持多元物種種群，
這些動植物種出現在多種棲息地組合中，反映了香港景觀極多元
化。3這點與許多華南地區大相徑庭，因為華南在過去幾十年的高
速經濟發展已導致棲息地嚴重耗損。

儘管香港的保護區面積頗大，但香港生物多樣性的復原力仍不甚
穩定。

目前保護區網絡未有涵蓋一些物種豐富的重要棲息地。早期的公
園規劃師傾向把香港的丘陵地區劃定為郊野公園，4因此，灌叢、
草原和山區林地成為本地郊野公園的主要棲息地。

與此同時，海草床、淡水濕地和低地河流等，雖然全是本地生物
多樣性的重要棲息地，也易受各方威脅，但卻缺乏適當保護。
《拉姆薩爾公約》5保護后海灣濕地，作為候鳥的重要地點，6但
其他重要的棲息地卻未獲同等水平的保護。
 
此外，本地研究顯示，約有83%的蝴蝶熱點位於保護區之外。7

事實上，許多特有物種（全球只限在香港而未有在其他地方出現
的物種）往往在低地出現，如淡水濕地、風水林地和小島。8同
樣，這些棲息地都是香港各保護區中代表性最為不足的部份例
子。9這表示目前的保護區組成對保護一些關鍵物種和棲息地仍有
不足之處。

香港保護區以即興模式發展。保護區最初成立於1977至1979年
之間，當時港島和新界的大片土地被刊憲列為郊野公園。不過，
當時的決策者似乎沒有考慮到保護區是否足以保護生物多樣性。
事實上，公園體系只是通過偶然的機會發展，並經常在個別事宜
的輿論壓力後才有進展。因此，一個慣性趨勢是，重大的輿論會
促使政府干預和擴大保護區。1966至1967年的暴動有助推動成
立郊野公園以提供康樂設施；10大嶼山的基礎設施建設促成了北
大嶼郊野公園（擴建部份）；11而在公眾廣泛譴責大浪西灣擬議
的私人發展12後，行政長官在2010年10月承諾解決郊野公園飛地
的問題。因此，自然保育政策顯然屬即興和被動。13 

1 導言︰改善保育規劃的需要

保護區網絡保護香港的生
物多樣性免受土地用途
競爭

許多重要生態地點和物種
都處於保護區之外

香港保護區網絡的即興
發展

馬鞍山在1976年被定為郊野公園，成為保護
區網絡的一部份。

來源：漁護署 5



1.1 有必要採取另一種方針
世界其他地方的保護區在覆蓋棲息地方面採納不平衡的方針，其
實並不少見。然而，許多國家已就保育規劃採納了更有系統的方
針。14他們明白，決定陸地和海洋哪些部份應納入保護區的決策
過程，實在有改善的必要。15

建立保護區的目的是要代表某特定地區的全面生物
多樣性，並確保物種和相關的自然過程均能長期存
活。16

為實現該目標，保育規劃不應只指定能保障關鍵生物多樣性特點
的適當地點，同時也應就保護區的大小、連貫性、獨特性、管理
和其他因素考慮有關設計。17

1.2 計劃、項目和策略
承認一個地點的生態價值，意味要制訂和適當地配合能適應並提
高該價值的計劃、項目和策略。然而，旨在促進保育的政策並不
一定適用於個別地點的物種和棲息地的相對敏感度。一個恰當的
例子是2004年的新自然保育政策，18這是唯一公開發佈的香港自
然保育策略。

目的是要代表和保護保護
區網絡的生物多樣性

2004年新自然保育政策不
足以保護生物多樣性

資料匣1：新自然保育政策

2004年新自然保育政策確定了12個優先加強保育地點，根據一系列標準
考慮了各地點的生態價值，而各地點的生態價值則基於認可的生態評估
全球標準。即使當局付出了不少努力，但新自然保育政策仍受到批評，
包括針對該政策建議保護12個優先地點的管理回應。19,20 政策排除了使
用若干方法，如土地交換和恢復，而這些方法在其他國家卻奏效，用以
推動一些鼓勵私營部門和非政府組織資助和管理私營地點的項目。

褐林鴞是難得在香港繁殖的物
種，牠們依賴成熟的次生林和
風水林為棲息地，因此，保育
這些地點成為其生存的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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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今，12個優先地點中只有三個根據新自然保育政策的管理協議
計劃積極管理。公私營界別合作機制（另一個新自然保育政策方
案）使保育地點成為位處敏感地點範圍內的私人發展項目的附帶
條件。《公約》的愛知生物多樣性目標已強調，這種不正當的獎
勵措施應予撤銷。21 

落實新自然保育政策的確是個挑戰。大部份已確定地點的解決方
案仍然欠奉，而新自然保育政策仍未追上保育管理的全球最佳實
踐。

城市規劃過程是保護生態重要地點的另一個手段。《城市規劃條
例》列明不同分區類別，防止重要棲息地出現不相容的土地用途 
。一個主要優點是可以適用於私人土地的分區規定，以確保這些
地區的生物多樣性得以保存。然而，分區是個被動的機制，它並
未向土地業權人提供獎勵或施加責任，以積極管理他們的土地，
藉此保護和提高該地的保育價值。

單是禁止有害用途並不足夠。為保持和加強生物多樣性和生態功
能，積極管理不可或缺。22

用以保護、管理和加強香港寶貴的生態系統的現有機制有顯著缺
陷。若香港要比現在更有效地保護和提高其生物多樣性資產，
實在有迫切需要制訂保育自然的全面計劃。《公約》可以提供協
助，這是由於《公約》為保護生物多樣性提供一個行之有效的框
架，結集來自世界各地的最佳做法。現在《公約》已延伸到香
港，政府必須著手草議一份生物多樣性策略和行動計劃。 

思匯政策研究所的《自然保育︰香港的新政策框架》為這個策略
和行動計劃提出了一個大綱。23不過，這些計劃只能在有系統地
識別、評估、保護、管理和恢復讓香港生物多樣性容身的棲息地
時，才能正常運作。為了解決環境與發展之間的脫鉤，土地用途
規劃必須把生物多樣性保育管理包括在內。24

分區可以防止有害的土地
用途，但積極管理仍然不
可或缺

積極管理的迫切需要 

全面的保育規劃是必要的

公眾對西貢東郊野公園飛地大浪西灣生態破壞的關注，觸發了香港其他76幅飛地的檢討工作。

褐林鴞是難得在香港繁殖的物
種，牠們依賴成熟的次生林和
風水林為棲息地，因此，保育
這些地點成為其生存的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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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保育規劃的總體目標
保育規劃應該是個動態過程，在累積新知識後，不斷提煉和更新
保育目標、政策設計和決策工具。這個過程應由有效生物多樣性
保育的兩大目標引導：

•	 代表性：有必要考慮到所有相關的物種和棲息地。25 這個
目標應與經濟同時達成，鑑於土地用途競爭激烈，經濟強
調必須以最低的成本和面積達到充份的覆蓋率。26

•	 復原力：加強生態系統適應變化和不可預見災難的能力，
以確保物種和棲息地得以長期存活。

有復原力的生態系統應能承受和適應變化的各種破壞力，特別是
考慮到預計的氣候變化。對復原力的理解也要求關於物種和棲息
地的位置、分佈、遷徙和擴散模式，以及其他生態和進化過程的
知識。27

2.2 有系統保育規劃的框架
有系統的保育規劃可以透過一個分五個階段的過程實現。主要目
的是收集有關地點和物種的生態數據，並把此資料用於確定保護
和管理的最適當形式，以維護和加強有關地點和物種。圖1列出
此五個步驟，並詳述在整個過程中的責任和應作的決定。

保育規劃的主要目標：
代表性和復原力

涉及五個步驟的決策框架

2 框架︰有系統的保育規劃

塱原是新自然保育政策下的管理協
議所涵蓋的三個地點之一，該地目
前由香港觀鳥會及長春社管理。

來源：香港觀鳥會楊莉琪 8



第 5 步
確定保育
地點策略

第 4 步
確定保育
行動地點

第 3 步
評估保護
工作缺口

第 2 步
檢討目標

第 1 步
編訂生物多樣
性數據

識別和評估：

•  生物多樣性的生
態狀況（分佈、
存活性、威脅）

•  保護狀態（分
佈、治理和成
效）

根據國際責任、
本地法規和做法制
訂生態目標。

評估現有保護區關
鍵生物多樣性地點
的覆蓋範圍，以識
別網絡中的缺口。

運用決策規則，
為保育行動設定
優先地點：

•  該地點是否罕有
和不可替代？

•  該地點面對威脅
的易危程度為
何？考慮保護區
的設計元素，即
大小、連接性和
緩衝地區。 

評估各地點的承載
能力，以確定管理
方法。

所選的保育機制應
符合有關地點的管
理需要。

負
責

單
位

步
驟

任
務

決策者保育管理當局

環境局

圖1：有系統的保育規劃涉及的步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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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步是評估目前保護區網絡在保護香港生物多樣性方面的表
現。檢討現有數據有助釐清目前有哪些資料可用，並了解在規劃
過程中的數據缺口和需求。兩類數據是必須的，包括生物多樣性
和保護狀態。

3.1 生物多樣性的生態狀態
檢討香港的生物多樣性狀態，以評估保護區網絡是否足以為其提
供保護，此舉不可或缺。由於不可能檢討每一個物種或生態系統
的保護缺口，因此應就關鍵生物多樣性指標（KBI）的代表性樣
本進行調查。

3.1.1 有哪些關鍵生物多樣性指標?

KBI確定重要的物種、生態組合、棲息地類型和生態過程，集體
反映香港生物多樣性的整體健康。選擇合適的KBI應該是找出保
護區網絡缺口的第一步。KBI應代表最需要受關注的生物多樣性
組成部份。28選用的KBI可能須視乎可供使用的數據而定，29並基
於物種的種群，如受威脅物種，30以及更高層的組群，包括物種
組合、棲息地類型和生態系統。31選用更高層的組群有其好處，
因為此舉容許KBI納入各種生態過程，而這些過程有助於維護生
態復原力。32資料匣2列出選擇 KBI的常用方法。

3 第1步︰
 編訂生物多樣性數據

負責單位：保育管理局

訂立基線

以不同指標評估生物多樣
性的整體狀態

關鍵生物多樣性指標應代
表最需要受關注的生物多
樣性

確定香港生物多樣性和保護區的狀態。
生物多樣性的生態狀態

有哪些關鍵生物多樣性指標
（物種、棲境、過程或地點）?

• 分佈如何?
• 目前存活情況如何?
• 有什麼威脅?

保護狀態

是否已被納入保護區?

• 管理目標（治理類型）為何?
• 管理方法成效如何?
• 有什麼威脅?關

鍵
任

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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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生物多樣性
重要地區

2
罕有/不可替代
的物種和系統

3
易危和受威脅的
物種和系統

4
分佈廣泛的物種

5
庇蔭物種和關鍵物種

7
選擇富文化價值的
物種和地點 6

具生態功能和過程
的地區

資料匣2：選擇關鍵生物多樣性指標的基本原則33

1.  選擇對生物多樣性重要的地區 – 生物多樣性豐富的地區。34

2.  包括罕有和／或不可替代的物種和系統 – 如特有物種和獨特棲息地。

3. 包括易危和受威脅的物種和系統 – 種群少或不斷下降的物種和系統。

4. 選擇廣泛的物種 – 覆蓋面積大的物種，並提供明證顯示足以保護生態系統。

5. 選擇護傘和基石物種 – 獲得保護的指標物種將間接保護共享相同棲息地的其
他物種（護傘物種），如高級食肉動物；或提供重要生態功能的指標物種 
（基石物種），如會回收養份的昆蟲或蚯蚓。

6. 納入生態功能和過程 – 它們對維護整個生態系統至關重要。物種遷移、洪水
和火災都是可以包括在內的過程例子，而對適應氣候變化舉足輕重的地區亦
然。提供重要生態系統服務的地區，如碳捕獲、防洪或供應水，也可在此進
行評估。

7. 選擇富文化意義的物種和地點 – 富重要社會、經濟和／或文化價值的地方，
如風水林的藥用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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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匯政策研究所已制訂一系列重點生物多樣性指標35，並將之結
集成另一份內容更廣泛的報告，以描繪香港生物多樣性狀態和目
前採取的保育行動的宏觀狀況。制訂這些指標時曾諮詢專家持
份者，而這些重點指標也成為協助甄選KBI的實用類別。這些重
點指標包括中華白海豚、白鷺和蒼鷺、蜻蜓，以及作為旗艦物種  
（即公眾熟悉的、能吸引各方支持保育的物種）和護傘物種的其
他物種的種群趨勢。有關報告還評估各易危棲息地，如低地河
流，以及保育管理的成效。

這些重點指標有助迅速評估香港的保育工作。但是，選擇KBI
可能要求進行更全面的生物多樣性評估。2002年題為Wild 
Animals to Watch36的研究是這種全面評估的例子。該研究基於
物種的分佈和所受到的威脅作出歸類。有關物種、關鍵棲息地和
過程的最新評估是需要的，以助制定更嚴謹的KBI名單。此名單
也可以成為香港的物種紅色名冊。

3.1.2 關鍵生物多樣性指標的分佈、存活性和威脅

各方一直嘗試為香港的基石和指標物種、棲息地和生態系統整理
數據。這些工作包括以下各項：

物種數據：香港大學生物多樣性調查進行的空間評估最後更新在
2002年，確定了75個支持豐富物種多樣性或稀有物種的優先地
點，37其中抽樣調查了預定熱點的生物多樣性，並在每個研究物
種的兩個最佳位置確定了優先保育行動地點。物種熱點分佈已獲
確定，但調查並沒有包括種群存活性趨勢和潛在威脅。調查的結
論是，保護75個地點將需把香港受保護土地面積擴大額外兩個百
份點。38此舉對確保一系列物種獲得保護非常重要。

生態地圖39可以粗略顯示物種分佈。該地圖是由漁農自然護理署
（漁護署）設計的網上工具，目的旨在讓公眾容易理解，而不是
作為空間評估和決策的工具。

棲息地數據和地圖：《陸上棲息地保育價值評級及地圖製作》40

是一項重要的生態棲息地研究。該些地圖自2000年以來已修訂了
四次，最近一次更新在2008年。

重點指標描繪了宏觀狀況

KBI要求更嚴格的評估

香港大學的生物多樣性調
查發現75個保護重要物種
的優先地點

生態地圖提供讓公眾理解
的分佈數據

全面的棲息地地圖製作及
評級

美麗的華艷色蟌（Chinese Greenwing）是潔
淨溪流的指標。

12



圖2a：香港陸地棲息地地圖

圖2b：香港保育評估（生態價值）地圖 

(圖像來自香港中文大學太空與地球信息科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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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觀價值圖製作支持香港
特區政府的地理信息系統
評估工具

未有納入生態過程評估

圖2a和2b突顯了重要保護的地區︰41

•	  棲息地地圖顯示全香港不同植被類型（見圖2a）；及

•	 保育評估地圖顯示境內各地點的生態價值（見圖2b）。地
圖為不同地點指定高、中、低或可予忽略的價值，並據以
下各項評估生態價值42 :

• 稀有物種的出現；
• 生態功能；
• 稀有程度；
• 脆弱性；
• 大小；及
• 保育潛力。

地圖評估整體棲息地類別和個別地點的生態價值，承認同一棲息
地的不同地點可能會有不同的生態價值。

景觀價值圖：規劃署的景觀特色和價值圖43為不同景觀類型指定
價值和敏感度評級。這些針對香港的空間評估已納入香港特區政
府的可持續發展評估工具（CASET44）中。該工具是用於預測主
要發展建議的可持續性的一個地理信息系統（GIS）。可惜，由
於人們對GIS的認識偏低，該工具並不開放予公眾監察。

所有上述研究包括為香港大量物種和棲息地的分佈、存活性和
威脅進行的評估，但數據並不完整，尤其是預測預期變化程度
的生態過程。45這些過程都難以量化，46但將之納入評估卻是必
需的，以確保評估結果反映生物多樣性和生態系統的動態本質 
（見資料匣3）。這點在考慮到香港自然棲息地正在急速改變
後，更顯得特別重要。有一項研究還發現，低地林區在兩年內增
加了9.98%。47

天水圍的住宅發展建於后海灣濕地的前魚塘上，該濕地是黑臉琵鷺（前景）和其他依賴
濕地的物種的重要棲息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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繪製保護區網絡的分佈和
管理

保護區主要由政府管理，
少數由非政府組織管理

評估管理成效有重大缺口

3.2 保護狀態
要評估保護狀態，便需要檢討境內保護區和根據陸地和海面景觀
連接這些地區的可能性。另一項任務是確定保育計劃可以如何連
接到各界的其他計劃。50此舉需要評估保護區網絡的分佈和每個
地區的管理方法，包括確定其治理類型、世界自然保護聯盟的保
護區管理類別（見附錄），和管理工作在達到保護目標的成效。

3.2.1 保護區的分佈、治理類型和管理成效

保護區的資料可從漁護署和規劃署取得。保護區包括非政府管理
的其他保護地區，51如米埔自然保護區由世界自然基金會香港分
會管理，和新自然保育政策管理協議計劃下的地區。開源軟件像
Google地球和 Protected Planet52能以較精細的尺寸顯示這些地
區的邊界。

部份香港保護區已確定其治理類型和世界自然保護聯盟類別（見
附錄）。53漁護署（郊野公園和自然保護區）和城市規劃委員會
（用於保育的土地用途分區）是劃定保護區的主要機關。非政府
環保組織則管理數個地點，包括米埔、嘉道理農場暨植物園和管
理協議計劃下的地點（塱原、后海灣魚塘和鳳園）。

各保護區當中，只有屬管理協議計劃、米埔自然保護區和應《拉
姆薩爾公約》要求的米埔內后海灣拉姆薩爾濕地的管理成效獲得
評估。54其他保護區如有制定管理計劃，也未有向公眾公開，其
中最明顯的是郊野公園。因此，外界無法確定有否在其他地點進
行管理評估。

天水圍的住宅發展建於后海灣濕地的前魚塘上，該濕地是黑臉琵鷺（前景）和其他依賴
濕地的物種的重要棲息地。 

資料匣3：南非的多層地理信息系統地圖製作

南非的國家空間生物多樣性評估在處理預期變化方面，方式是就重要的
生態和進化過程請專家繪製圖層，並將之結合棲息地和保護圖層，以及
物種和生態系統的不可替代性分析。在為這些不同數據評分、重疊和總
結時，可得出具優先價值的單一GIS圖層，而優先地區即是在一個或以
上底層分析中被定為非常重要的地區。48 此分析是有價值的，因為它認
同把物種、生態系統和過程納入測量生物多樣性復原力的做法確實絕不
可少。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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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為何

目標應與國際公約和本地
法規一致

目標應為代表性和復原力
提供基準

設立目標和指標以決定保護生物多樣性充足水平的元素，是十分重要
的。55

在確定香港生物多樣性的現時狀態後，以下各項均是必須的：

1. 決定什麼應該保護；
2. 盡量減少可能會造成損失的影響；及
3. 決定什麼應該改善。

這個過程需要制訂生物多樣性的目標和指標。這些目標和指標
必須緊密扣連全球最佳實踐和本地法規的重要原則，包括生態
系統方法、避免原則和預防原則。重要公約包括︰

• 《公約》及愛知生物多樣性目標
•  《國際重要濕地公約》（《拉姆薩爾公約》）
• 《瀕危野生動植物種國際貿易公約》
• 《養護野生動物移棲物種公約》（《波恩公約》）

香港主要法規包括︰

• 《環境影響評估條例》及技術備忘錄
• 《城市規劃條例》、《香港規劃標準與準則》、《法定

圖則註釋總表》 
• 評估自然保育價值的Ratcliffe準則
• 《保護海港條例》

4.1 代表性和復原力的目標
香港保護區的保育目標應基於達成以下各項基本目標：
 

•	 代表性（保存所有本地棲息地、物種和遺傳多樣性）
•	  復原力（確保生物多樣性得以生存、發展繁盛和演進）

應制訂具體的目標，因為此舉將有助確定需要多少景觀，以充份
保護足夠的物種和棲息地樣本，以及讓它們繼續存活的生態過
程。

4 第2步︰
 檢討保育目標

負責單位：
保育管理當局及環境局

為生物多樣性指標制定和修訂保育目標。
以確保：

• 所有相關的物種和棲息地都有其代表；及
• 生態系統具有復原力，並能承受和吸收變化和威脅 關

鍵
任

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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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性目標通常旨在確保
多元物種或棲息地得到充
份保護

復原力目標更為複雜，
也針對具體位置

4.2 制訂目標以促進代表性和復原力
4.2.1 代表性目標
 
目標通常指各個KBI。舉例來說，某個物種應在單一棲息地出現
的次數，或針對某種植被類型出現的總面積等因素，均可用於反
映代表性的目標水平。

在建立覆蓋整個香港總體網絡目標的同時，可為個別物種、棲息
地和KBI設立更精細和更具體的目標。英國對其原生松樹林棲息
地的其中一個精細目標是「維持原生松樹林地資源的現有程度和
分佈（淨損失不得超出18.1萬公頃）」。56

4.2.2 復原力目標

為加強生物過程而制訂目標是非常複雜的，亦因而更難為復原力
制訂和落實目標，因此往往有需要請專家判斷，在維護生態系統
功能的存活性和復原力時確定重要過程的位置。57在這方面，南
非國家生物多樣性策略和行動計劃或許對香港有幫助，它集中於
多個方面，有助香港制訂生物過程的目標。 58這些方面包括：

•  棲息地的生態連接性：在制訂保護區的定性指標或設計喜
好時，可鼓勵景觀層面的連接性，如指定大小和提出特定
相鄰要求；

•  未曾進行疏導工程的河流：香港只餘下數個完好的天然河
流系統，保護和恢復這些河流系統對保護稀有的河流生態
過程特別重要；

•  支持氣候變化復原的地區也可作為維護豐富的物種和生態
系統的重要庇護所，和出現特有物種、支持受威脅物種和
生態群落的地點；及

•  碳儲存：基於香港龐大的碳足跡，維護具有高碳儲存量的
植被類型可帶來重要的抵消作用。碳儲存評級可分配予不
同的植被類型。

資料匣4：生物多樣性目標的類型

• 生態承受限量 - 生態系統變化或受損的轉折點，例如許多林鳥種類在
林區被伐去30%面積時開始減少。

• 分類目標 - 當針對KBI的目標難以界定時採用的通用目標，例如保護
所有棲息地類型最少20%。

• 分佈目標 - 擴大KBI的範圍和目標以提高其生存機會。稀有和受威脅
的生物多樣性可能需要較為進取的目標，以確保長期存活。例如，確
保某一物種出現於保護區內90至100%的棲息地地點，或提高其在保
護區外地點的出現次數。

• 恢復目標 - 高度改造景觀的保護目標應該訂得高於目前狀況，例如讓
曾在某地消失的物種再在當地恢復。

• 連接目標 - 確定一定數量的連接走廊以加強保護區；如讓尚未進行疏
導工程的河溪達到某個百份比，或保護郊野公園之間的農業用地走
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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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匣4可提供更多細節，以助制訂代表性和復原力的目標：上
一步制訂目標時側重生物多樣性的狀況，而不論其保護狀態如
何。第3步正是要評估在保護生物多樣性方面的表現。故此，有
關保育行動程度和成就的數據，在這個階段不可或缺。

通過評估目前保護區在保育關鍵物種和棲息地的成效，規劃師可
以確定達到各個明確目標和指標的程度。然而，如果在最初制訂
這些目標和指標時，有系統的方針尚未落實，現有的保護區並不
能對目標和指標帶來重大幫助。59

5.1 對關鍵生物多樣性指標的現行保護
進行缺口分析
識別生物多樣性保護的缺口，視乎現時可用數據的質素（見資料
匣5）。

5 第3步︰
 評估保育行動的缺口

負責單位：
保育管理當局

我們做得怎樣?

進行缺口分析，以確定本地生物多樣性是否
受保護，以及在保護區外重要的生物多樣性
地點。

關
鍵

任
務

左：處於不受干擾狀態的東涌河某段。
右：在2003年被擅自改直及拆除巨石後的東涌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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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沒有收集額外數據，香港的保育規劃師仍可使用現有的數
據，為保育缺口進行簡單的分析。例如，把香港現有保護區的地
圖61與保育評估地圖（圖2b）重疊，便有可能識別富生態重要性
的未受保護地區，同時可迅速勾勒出不同棲息地的生態價值。然
而，此類研究或可找出不少需要保育行動的地點，而數量比負責
當局能即時處理的還要多。一個好例子是確定77幅郊野公園飛
地，便需要重訂土地用途或將其納入郊野公園網絡內。

5.2 為保育規劃進行資料缺口分析
保育規劃不足可降低保護區保護生物多樣性的能力。

在香港，缺乏公開刊載的生物多樣性評估和保育計劃是作出有效
保育規劃的一大障礙。這些資料是了解保育行動相對成效的關
鍵，對未來應優先考慮哪些行動也很重要。保育當局必須解決以
下各項資料缺口：

•  香港的物種紅色名冊 - 確定本地瀕危物種；

•  生物多樣性策略和行動計劃 - 自然保育框架概述應採取什
麼措施達到《公約》目標；

•  保護區管理計劃（例如郊野公園）；和

•  為打擊威脅（如非法棄置廢物）的執法進行資源分配。

這些資料對有效的保育規劃十分重要。因此，決策者應預期保育
當局提供這些詳細資料和計劃。

現有地圖可迅速識別缺口

規劃的關鍵資料缺口

資料匣5：結合生物多樣性與保護狀態數據60

沒有詳細地圖 - 使用公開刊載的報告、現存數據庫和專家知識，以確定需
要保護的地區和物種。

有詳細地圖 - 生物多樣性和保護區的詳細地圖，可用於確定保護物種和生
態系統的分佈和水平。

有詳細地圖及軟件 - 結合專業技術知識的定量方法可確定保護區網絡的最
佳模式。軟件可以為保護區的缺口定位並訂立優先級別，如 Marxan、 
C-Plan、WorldMap 和 Zonation。

左：處於不受干擾狀態的東涌河某段。
右：在2003年被擅自改直及拆除巨石後的東涌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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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生態敏感地點非法傾倒和
棄置廢物是香港自然保育的
最大威脅之一，目前有迫切
需要加強監督和執法措施。

所有照片攝於林村社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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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優先考慮哪個地點

評估稀有程度

指標必須定期檢討

評估威脅

結合兩個指標有助確定優
先級別

排名將隨著所採取的行動
而變

保護缺口的仔細評估可有助確定保育行動的優先級別。在保育當
局缺乏資源確保每個重要地點於同一時間獲得保護的情況下，訂
立優先級別實在重要。

6.1 不可替代性
高度不可替代性地區是指出現特有或稀有物種和棲息地的地區，
應優先安排代表（納入）在保護區內。除非已採取上述行動，否
則重點保護目標將無法達到。62至於不可替代性較低的地區，對
達標的幫助相對較小。

要注意的是，不可替代性是個動態指標。在達到保育目標或威脅
的類型和程度有變時，應重新計算。

6.2 易危程度
易危程度是指某一物種或棲息地在面對生態或人類威脅的影響
時，有多大可能消失或受損，以及該情況可能在多少時間後出
現。由於威脅的程度將隨時間而變，預期土地用途的轉變應被納
入為衡量該地點易危程度的考慮因素。63

6.3 建立優先地點的關鍵工具
各地點的易危程度和不可替代性資料可以結合，以提供基準決定
這些地點的優先保護工作和行動時間表。此舉通常是透過在兩條
軸線上劃定地點（見圖3）。

各地點在圖表上的位置可能會隨著影響全港的決策或實際情況有
變而變動，如某個別地點受到破壞、退化或有替代用途，其他地
點在達到生物多樣性目標方面的相關性便會增加，如圖3所示移
向紅色區域。

相反，當高度優先地點獲得保護並被納入保護區網絡，其他地點
在達到生物多樣性目標方面將沒有那麼重要，因而移到圖3的左
下角象限。

6 第4步︰
 確定保育行動地點

負責單位：決策者

根據不可替代性及易危程度確定保護不同
地點的優先級別。

• 不可替代性：出現特有或稀有物種和棲息地，和
• 易危程度：對人類或生態造成威脅。 關

鍵
任

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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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點的價值將反映它如何
達到重點保護目標

了解不同地區的保育價值可隨時間變化是十分重要的。目前香港
的選址決定往往只考慮該地點的靜態價值，如物種有多豐富或稀
有和受威脅物種，卻不反映其他地區的相對狀態。65理想的情況
是香港有一個系統，考慮到該地點的價值可以如何隨其對達到更
廣泛保育目標的幫助而變動。該系統在保育規劃上可以提供一定
程度的彈性，最終可能容納替代或具競爭性的土地用途。

圖3：優先地點的框架64

高

低

不
可
替
代
性
（
稀
有
性
）

脆弱程度（受威脅程度） 高

例如：
大浪西灣

例如：
郊野公園

例如：
沙螺洞1

2
3
4

象限1： 不可替代性高，並在面對人為干擾和實地破壞時高度易危。此
象限應包括為達到保護目標的最具價值地點，並應給予最高優
先級別的保護，如沙螺洞。

象限2： 地點易危受損，但可被替代。這類地點應採取維持措施如分區
條文，以防其他地點移到象限1。

象限3： 受干擾風險可能較低的地點，但仍被認為不可替代性高而且
獨一無二。針對這些地點的保育行動與象限1和2相比較不迫
切，因為它們並不面臨高度發展的威脅，收購這些地點也可能
更為可行。雖然郊野公園具不同生態價值，但由於已被劃定，
因此易危程度大為減低而多數位處象限3。

象限4： 不可替代性和易危程度低的地點，要求最少干預。建議進行定
期監測。

在區內特有的大草鶯依賴高原地區的草地棲息
地，但牠們正面臨因自然演替的灌叢和林區漸進
再生而備受威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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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一地點的優先級別反映
其物種和棲息地的重要性

優先級別較高

優先級別較低

設計和位置可影響地點的
優先保護級別

6.4 框架的兼容性
優先級別框架可與物種和棲息地存活的其他措施兼容。一個實用
的補充方法是考慮在全球、區域或本地受威脅的物種和棲息地。

6.4.1 全球受威脅

一 個 全 球 受 威 脅 的 物 種 可 以 是 高 度 受 限 （ 即 只 在 獨 特 的
生 態 位 置 出 現 ） 、 出 現 於 某 一 孤 立 、 零 碎 或 於 改 變 和 破
壞 中 易 危 的 棲 息 地 ， 6 6 或 其 全 球 群 種 急 劇 下 降 。 香 港 長
腳 鱸 是 全 球 受 威 脅 物 種 中 的 一 個 例 子 。 該 魚 僅 出 現 於 粵
東 和 香 港 沿 岸 的 窄 小 範 圍 ， 並 在 數 量 和 質 素 均 迅 速 下 降
的 淡 水 沼 澤 出 沒 。 基 於 該 魚 具 國 際 重 要 性 ， 找 到 它 和 同
樣 受 威 脅 物 種 的 保 護 地 點 應 獲 配 最 高 優 先 級 別 （ 圖 3 象 限 
1）。

6.4.2 本地受威脅

本地受威脅的物種是當地種群面對嚴重威脅的物種，但在他處有
存活的種群。視乎該物種在當地生態系統中的作用和功能，保護
該物種是重要任務，並有可能處於象限2（圖3）。

6.5 選擇保護區的設計考慮因素
除了地點的相對不可替代性和易危程度外，某些設計和位置特點
也可提高其優先保護級別。這些特點可以包括地點的大小（越
大越好）、形狀和排列、與其他主要棲息地的連接性或接鄰，以
及緩衝區的寬度。67這些元素或許難以量化，但它們可以為有關
地點甚或一系列地點提供更有效的保護。關於這點香港一個近期
例子是，原則上通過建議把位於或接近郊野公園網絡的私人和
具重要生態價值的飛地納入重劃的公園範圍，為這些地區提供保
護。68

香港的農田對黑領椋鳥非常重要，但該
鳥在中國較高度密集式農耕地區的數量
卻少得多。

在區內特有的大草鶯依賴高原地區的草地棲息
地，但牠們正面臨因自然演替的灌叢和林區漸進
再生而備受威脅。

來源：香港觀鳥會鄭諾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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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會、成本和其他價值的
現實考慮可能影響地點的
優先級別

6.6 現實中的決策規則
現實情況中或許有很好的理由，基於其他原因為保育行動訂立優
先級別，其中最常見的原因是機會和成本因素。

• 機會：Cowling69 等和 Pressey 及 Bottrill70 均指出，基於資
源有限，應更注意出現的機會，而不是只著眼於不可替代
性和易危程度高的地區。象限1（圖3）的地點並不一定可
用，而單單保護最佳地點的狹隘觀點可能構成完全未能保
護任何地點的風險。因此，象限2、3和4中的地點應採取投
機的方法。71

• 成本：由於保育預算通常較緊拙，把成本加入地點優先級
別的分析中是合理的。某一地點的價格可能會比預期高
或低得多。如需在該地點每次定出價格時，都按其新的成
本參數重做一份完整的分析，此舉並不符合資源效益。然
而，Cawardine72 等 建議，保育價值極高（圖3象限1）或
低（圖3象限4）的地點，不論價格變動亦應維持各自的優
先級別。由於這些地點跨越象限的可能性低，因此，規劃
師在為價值高或低的地點作出保育決策時不應卻步，因為
成本數據不應影響地點的優先級別。

• 其他價值︰儘管本文強調地點的生態價值，但其他價值也
可能增強其獲得保護的理由。這些價值可能包括景觀、康
樂、教育、文化和文物價值。某一地點的數個此類價值通
常結合成為其對社區的總體價值。因此，確保這些額外價
值的操作或管理不會危及該地點的生態復原力，是非常重
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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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系統的保育規劃的最後一步是決定最適當的保育機制，以保護
個別地點。最適當的機制取決於需要保護和提高該地點生態價值
的管理程度。

7.1 確定承載力
確定個別地點管理需要的一個實用方法是承載力的概念。這包括
兩個組成部份︰

• 「（生態）承載力是指一個生態系統除支持健康的生
物體外，同時保持其生產力、適應性和重建力的能
力。」73

• 在管理方面，承載力一般指個別地點應付特定遊客數
目的能力，又稱為該地點的遊客承載力。

•  透過設定生態和遊客承載力，確定管理需要。

這些組成部份必須一併考慮，以確定該地點最合適的管理方式，
並以下列次序施行︰

1. 確定生態承載力

 透過提問：「地點的價值包括什麼關鍵條件？而我們
如何達到和維持這些條件？」74而定。

2. 管理需要

 保護此生態承載力需要怎樣的管理？舉例如米埔要求
積極控制水位的監察和行動，以維持一處給冬候鳥感
覺賓至如歸的棲息地。

3. 評估遊客承載力

 評估遊客承載力是一個複雜的過程，需要考慮一系列因
素以確定可接受的影響水平及避免超標的方法。這包括
提問有關潛在用途（人們希望如何使用該地點？）、使
用負荷（多少人會為此目的使用該地點？）或季節性用
量（一年內的使用量將有何變化？）的問題。

什麼是最佳管理方法

承載力控制使用同時維持
價值

一個地點的承載力決定其
管理需要

不同用途有不同影響

7 第5步︰
 確定適當的管理策略

負責單位：決策者

基於管理需要運用最佳保育機制。
• 評估地點的生態承載力以確定其管理需要；及
• 確定適當的保育機制以達到所要求的保育目標。

關
鍵

任
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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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重新評估管理方式

 一旦確定了管理方式，將可評估不同用途可能造成的影
響，或採用不同管理策略以確保這些用途不會危及該地點
的生態承載力。這些策略可包括到訪限制、限制遊客數
目、引導使用者到該地點較具復原力的部份，或增建設施
以控制負面影響擴散。 

對某一地點的負面影響，可能要待該地點劃為保護區，並
以保護區形式管理和監測才變得明顯，其影響也將隨著遊
客量增加而更為明確。因此，承載力可能會隨著時間而變
動，而保護區的管理者必須定期作出監察和檢討。

應制訂承載限量，並需定期更新，因為新的研究和監測數
據均提高管理者對個別地點及其承載力的理解。75這些因
素應成為具高生態價值地點適應性管理計劃的核心組成部
份，和保護區的整體策略性計劃。

7.2 確定適當的保育機制
至今已建立了數個針對不同意圖、管理當局和資源的機制，用於
保護香港的自然地區。因此，已有一系列選擇用於管理目前還未
受保護的地點。舉例說，香港的郊野公園均已逐步發展，以便提
供各種康樂用途。管理郊野公園的當局（漁護署）有責任保持公
園範圍的保育價值，但重要的是，漁護署要有有效而資源充份的
管理計劃，以確定和減輕潛在威脅。目前並未有此計劃，因此，
漁護署為郊野公園充份落實積極保育管理的能力實在有限。

承載力可能會變，因為用
途或影響均波及生態功能

香港的郊野公園同時具有
保育及康樂功能

榕樹澳是香港東面一幅未受保護的濕地，毗鄰西貢東郊野公園，屬私人持有的飛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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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具特殊科學價值地點（SSSI）是個用於預防在公認生
態價值高的地區出現不協調用途的機制。這些地方可能需要強
而有力的生物多樣性管理。然而，SSSI和其他根據《城市規劃條
例》而定的分區在本質上處於被動，而分區並不表示或需要任何
積極管理。正因如此，這些地方在棲息地轉變方面，特別是來自
自然演替的變化，仍相對易危。

資源不足往往是生態最敏感地點的一大問題。如某個地點屬不可
替代而且易危，可能只能承受有限的康樂使用者，但若沒有資源
用於制訂適當的管理制度，則不受監控的使用可能會危及該地點
的生態價值。在這種情況下，最應採取的行動可能是近乎完全禁
止進入該地點。這可能表示把該地點指定為禁區（或容許持專家
許可證的人士進入）。

7.3 香港未受保護的高生態價值地點
多年來已識別了多個保護區網絡缺口，包括香港特區政府在2004
年經新自然保育政策確定的12個需要加強保育的優先地點、76在
2010-2011年施政報告中確認的77幅私人持有的郊野公園飛地
（見圖4），以及香港大學生物多樣性調查確認的75個物種多樣
性高的地點，所有這些地點均需保護以維持其生態價值。在上述
各情況中，向各個已確定地點施加適當的保護機制均已出現顯著
延誤。77

如圖5所示，該12個地點與目前在管理協議計劃、SSSI和特別地
區機制下受保護的地區均有重疊的地方。儘管它們有類似之處，
但優先地點要長遠保障其生態價值時，可能需要的資源和積極管
理水平卻不是所有這些機制都能提供。78

具特殊科學價值地點的分
區限制了有害用途，但積
極管理仍然有限

資源不足往往有礙適當
管理

很多關鍵地點位處
保護區外

......但並非所有機制均提供
充份保障

承載力會視乎使
用強度而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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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生態重要性高的飛地加
強保護

郊野公園需要資源充份的
管理計劃

管理協議是保護和管理飛
地的一個方法

77幅飛地也面臨類似的困境。飛地是私人持有的土地，在最初劃
定郊野公園網絡時並未將之包括在內，原因是有政策排除了由原
居民持有的私人地段。這個執行了數十年之久的政策終於出現了
轉機，因為政府最近公佈，郊野公園邊界可經重新刊憲把飛地吸
納到郊野公園範圍內。79該建議指出，私人土地不應自動排除於
郊野公園網絡外，而這些土地與毗鄰郊野公園的生態兼容性可以
是將之納入的一個壓倒性因素。80

此做法可在某程度上保證具生態價值的飛地能據《郊野公園條
例》81獲得法律保護。然而，為飛地地區提供足夠保護仍需要積
極管理，而漁護署目前管理郊野公園的能力必須加強，讓該署能
保護和改善這些生態敏感地區。郊野公園網絡整體幅員甚廣，其
中有不同管理需要，正如Talbot及Talbot82初期建議，在公園系
統內分區應獲重新考慮，以劃定生態敏感地區。

有建議把管理協議計劃用作保護郊野公園飛地的機制，因為環境
及自然保育基金（環保基金）自2011年12月起開始接受郊野公
園飛地的管理協議申請。83雖然此機制可能吸引需要積極管理的
飛地，然而，即使最近有建議取消管理協議計劃倡議人在財政上
自足的要求，仍然未能鼓勵制訂長期保育規劃，箇中原因是管理
協議的最長資助期只有三年，雖然可申請續期。84

鳳園的風水林（前景）由大埔環保會按新自然保育政策的管理協議管理，旨在
保護各種蝴蝶。周圍的農地正面臨沉重發展壓力。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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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香港現有的保育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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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私營界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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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關鍵而未發展地點（如邊
境禁區）的土地用途決定，如
果香港的保育目標從一開始就
清晰明確的話便可減少爭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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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劃是保育生物多樣性的有力工具，尤其是當決策者能夠按有關
生物多樣性和全港生物多樣性目標和指標的已建成並全面的資
料基線，為各選項進行評估。有系統的規劃應容許在了解及評估
香港廣泛的生物多樣性目標和優先級別（第2、3和4步）的情況
下，作出地點方面的決定（第5步）。因此，管理活動（第5步）
應納入監測、管理審核、報告和審查結果，以逐步加強總體生物
數據（第1步），並隨之改善任何未來規劃。

本框架有一個隱含的假設是，保育規劃是個持續且具適應性的過
程。同一地區內所有優先地點在同一時間獲得保育是十分罕見的
情況。應該了解到的是，隨著現時並重要的優先地點之環境質素
得以改善，其他候選地點的優先級別將會降低，因為保育目標正
逐步落實。相反，如果生態價值高的地點受損和消失，則及時迅
速採取行動和安排更多資源保護尚存地點的需要將按比例增加。

保育規劃的目的並無意使所有地點免於發展。改善部份地點的環
境質素可以容許生態重要性較低的其他地點進行其他土地用途。
這樣，有系統的保育規劃便可與其他社會目標保持同步。

有系統的保育規劃除了對保育工作者有明顯的吸引力之外，也可
與其他規劃工具協同運作。環境影響評估（環評）的過程有助於
把生態系統規模的環境考慮因素納入為發展個別項目的主流。

指定項目可以破壞、減輕或恢復具生態重要性的地區，但其執行
卻永遠不應減低香港達到其生物多樣性目標的能力。85香港面臨
的主要挑戰之一是多個發展項目的累計生物多樣性影響，尤其是
因為目前對個別項目的影響均作獨立考慮。

本框架文件建議設立生物多樣性目標和指標，而這些目標和指標
應可隨著生態改善或退化而作出調整。這些動態目標可用於確定
未來發展項目的可容忍影響程度。

眾所周知，環評項目的基線和累積影響都難以衡量。因此，一個
很實用的方法是考慮發展項目對總體景觀復原力所構成的威脅有
多嚴重。

把生態價值納入決策過程時，有系統的生態保育規劃將有助決策
更為可靠，也不再那麼艱鉅。然而，承諾致力保育仍是首要的先
決條件。可以保證環境質素的工具是無價的，香港對此也有迫切
需要。

適應性管理在不斷變化的
環境中是關鍵

保育規劃應配合整體土地
用途規劃

保育目標應配合整體用地
計劃

保育目標有助確定發展項
目的認受性

對自然保育作出更大承諾
非常重要

8 結論：
 給香港保育工作者的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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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自然保護聯盟制訂保護區管理類別的目的，是要強調一系列
有利於保護環境的管理目標。這些目標旨在促進國家或地區當局
落實規劃、資料管理（制訂最佳實踐標準）和規管保護區內的活
動。

根據向世界保護區資料庫索取資料的Protected Planet組織，香
港的保護區屬於第四類或第五類。86凡列為「不詳」的地點，表
示現有資料未有定論，並不足以為該地點的預定管理目標作出評
估。

世界自然保護聯盟的保護區管理類別87包括：

第一a類：純自然保護區（主要基於科學作出管理）
第一b類：荒野地區（基於荒野保護管理）
第二類：國家公園（基於生態保育及康樂管理）
第三類：天然紀念古蹟或特色（以保育特定自然特徵）
第四類：棲息地／物種管理區（透過管理干預提供保育）
第五類：保護景觀／海景
第六類：可持續運用自然資源的保護區

第四類 - 特別地區、禁區和海岸保護區

特別地區往往包括重要的「植物、動物、地質、文化或考古特
徵」，88並有可能是生態系統中的片段，如一片獨特的林地。特
別地區的重點在於保護，因為該地不能兼容密集的康樂活動。89

這做法與其第四類的歸類相配，因為該類專注於保育原生物種和
棲息地。積極管理是第四類地點的關鍵特色，因此，保育當局必
須確保有充份資源達到其管理目標。

第五類 - 郊野公園、海岸公園及選定的特別地區

香港大部份郊區都經歷嚴重干擾，並只在過去幾十年間獲得造
林。因此，把景觀恢復為原生植被的多樣性應是當局的管理重
點。郊野公園往往是次生林區，而其世界自然保護聯盟的歸類應
反映修復的需要。不過，這些地點被定為第五類卻未必恰當。第
五類的主要目標是維持「透過傳統管理實踐基於與人類進行相
互作用」90的自然價值。郊野公園不再只納入務農等傳統做法，
即使許多郊野公園是基於這些做法建成和成型的。更適合的歸類
可能是第二類，因該類旨在保護自然生物多樣性和潛在生態結
構及有關過程，同時促進教育和康樂。91這亦對應《郊野公園條
例》92 和《海岸公園條例》93所載的郊野公園和海岸公園目標。

世界自然保護聯盟提供了
全球性標準

香港地點大多屬第四類或
第五類

附錄： 
根據世界自然保護聯盟管理類別劃分的香港保護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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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詳 – 具特殊科學價值地點

SSSI被世界自然保護聯盟歸類為「不詳」。設立SSSI的目的是透
過遏止人類在該地點活動和發展，保護香港稀有和獨特的物種和
棲息地。94然而，這個歸類的管理目標卻很含糊。該些地點只有
有限的保育管理措施，而這些僅有的輕度管理是在沒有公開刊載
的管理規劃下執行。

中國香港地質公園未被納入

香港地質公園網絡在2009年11月正式啟動，旨在促進保護獨特
地貌和地質景觀。 Protected Planet 組織的香港保護區95名單（
見圖6）並不包括地質公園。然而，地質公園應與第三類相配，
因第三類的宗旨是保護具有突出自然特徵的古蹟。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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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A1：香港保護區的世界自然保護聯盟類別

號 世界自然保護聯盟類別 保護區

1 第四類 鶴咀海岸保護區
2 第四類 照鏡潭特別地區
3 第四類 吉澳洲特別地區
4 第四類 鳳凰山特別地區
5 第四類 馬鞍山特別地區
6 第四類 米埔沼澤區（內后海灣）禁區
7 第四類 馬屎洲特別地區
8 第四類 梧桐寨特別地區
9 第四類 北大刀岃特別地區

10 第四類 八仙嶺特別地區
11 第四類 薄扶林特別地區
12 第四類 深灣禁區
13 第四類 城門風水林特別地區
14 第四類 大東山特別地區
15 第四類 大帽山山地灌木林特別地區
16 第四類 大埔滘自然保護區
17 第四類 蕉坑特別地區
18 第四類 東龍洲砲台特別地區
19 第四類 鹽灶下鷺鳥林禁區
20 第五類 香港仔郊野公園
21 第五類 海下灣海岸公園
22 第五類 金山郊野公園
23 第五類 林村郊野公園
24 第五類 北大嶼郊野公園
25 第五類 獅子山郊野公園
26 第五類 龍虎山郊野公園
27 第五類 船灣（擴建部份）郊野公園
28 第五類 薄扶林郊野公園
29 第五類 西貢西（灣仔擴建部份）郊野公園
30 第五類 沙洲及龍鼓洲
31 第五類 城門郊野公園
32 第五類 大欖郊野公園
33 第五類 大帽山郊野公園
34 第五類 大潭郊野公園
35 第五類 大潭（鰂魚涌擴建部份）郊野公園
36 第五類 東平洲海岸公園
37 第五類 印洲塘海岸公園
38 不詳 鴉洲具特殊科學價值地點
39 不詳 畢架山具特殊科學價值地點
40 不詳 沙塘口山及火石洲具特殊科學價值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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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 世界自然保護聯盟類別 保護區

41 不詳 青山具特殊科學價值地點
42 不詳 丫洲具特殊科學價值地點
43 不詳 照鏡潭具特殊科學價值地點
44 不詳 清水灣郊野公園
45 不詳 鶴咀半島具特殊科學價值地點
46 不詳 鳳園谷具特殊科學價值地點
47 不詳 蠔涌谷具特殊科學價值地點
48 不詳 海下灣具特殊科學價值地點
49 不詳 鶴咀具特殊科學價值地點
50 不詳 內后海灣具特殊科學價值地點
51 不詳 企嶺下紅樹林具特殊科學價值地點
52 不詳 橋咀郊野公園
53 不詳 荔枝莊具特殊科學價值地點
54 不詳 荔枝窩海灘具特殊科學價值地點
55 不詳 鳳凰山具特殊科學價值地點
56 不詳 南大嶼郊野公園
57 不詳 蓮麻坑鉛礦具特殊科學價值地點
58 不詳 龍鼓洲、白洲和沙洲具特殊科學價值地點
59 不詳 馬鞍山具特殊科學價值地點
60 不詳 馬鞍山郊野公園
61 不詳 米埔及內后海灣（具有國際重要性的拉姆薩爾濕地）
62 不詳 米埔村具特殊科學價值地點
63 不詳 萬丈布具特殊科學價值地點
64 不詳 茅坪具特殊科學價值地點
65 不詳 泥涌海岸具特殊科學價值地點
66 不詳 南風道林地具特殊科學價值地點
67 不詳 梧桐寨具特殊科學價值地點
68 不詳 果洲群島具特殊科學價值地點
69 不詳 白泥具特殊科學價值地點
70 不詳 北大刀岃具特殊科學價值地點
71 不詳 八仙嶺郊野公園
72 不詳 八仙嶺具特殊科學價值地點
73 不詳 平洲具特殊科學價值地點
74 不詳 船灣郊野公園
75 不詳 薄扶林水塘集水區具特殊科學價值地點
76 不詳 薄刀屻和婆髻山具特殊科學價值地點
77 不詳 赤洲具特殊科學價值地點
78 不詳 西貢東郊野公園
79 不詳 西貢西郊野公園
80 不詳 散頭海灘具特殊科學價值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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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 世界自然保護聯盟類別 保護區

81 不詳 深涌海岸具特殊科學價值地點
82 不詳 社山風水林具特殊科學價值地點
83 不詳 石澳郊野公園具特殊科學價值地點
84 不詳 城門風水林具特殊科學價值地點
85 不詳 船灣鷺鳥林具特殊科學價值地點
86 不詳 南丫島南部具特殊科學價值地點
87 不詳 大東山具特殊科學價值地點
88 不詳 大浪灣具特殊科學價值地點
89 不詳 大帽山具特殊科學價值地點
90 不詳 大帽山山地灌木林具特殊科學價值地點
91 不詳 大埔鷺鳥林具特殊科學價值地點
92 不詳 大潭港（內灣）具特殊科學價值地點
93 不詳 大潭水塘集水區具特殊科學價值地點
94 不詳 汀角具特殊科學價值地點
95 不詳 赤門海峽（北岸）具特殊科學價值地點
96 不詳 井頭海岸具特殊科學價值地點
97 不詳 尖鼻咀具特殊科學價值地點
98 不詳 尖鼻咀鷺鳥林具特殊科學價值地點
99 不詳 鹽田仔及馬屎洲具特殊科學價值地點

100 不詳 鹽灶下鷺鳥林具特殊科學價值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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