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討論文件                    中西區環工會文件第 63/2016 號  

可持續發展委員會  
就推廣可持續使用生物資源  

進行公眾參與  
 
 
 
目的  
 
  本文件就可持續發展委員會（「委員會」）的《推廣

可持續使用生物資源公眾參與文件》內提出的議題，徵詢成

員意見。  
 
 
背景  
 
2 .   生物資源為我們提供日常生活所需和支持社會發展。

它們可滿足我們的基本需要，例如：衣服、食物及飼料、住

屋、燃料、紙張及醫藥等。只有我們的消耗不超過資源再生

的速度，生物資源才得以持續。然而，我們現時的消耗模式

對生態系統及環境帶來不同的影響和後果，包括物種枯竭和

滅絕、生物棲息地被破壞等，致使生物資源的供應受到影響。

過度捕撈就是其中一個例子。根據聯合國糧食和農業組織的

估計，全球超過百分之七十的魚類已經完全開發或瀕臨枯竭。

全球急遽增長的不可持續漁業模式為海洋生物及它們的棲息

地帶來重大的影響。在陸地上，一些野生動物和植物亦面對

過分開採的壓力。例如，過度消耗紙張對我們的自然森林及

其中的野生動物構成壓力。  
 
3 .   雖 然 香 港 人 口 佔 全 球 不 足 0.1%， 但 作 為 主 要 的 貿 易

中心及世界著名的美食之都，我們日常的生活方式及消費模

式，在區域或國際層面上也可能會對一些植物及動物物種帶

來潛在影響。以海鮮為例，香港的人均海產消耗量全球排行

第 七 。 平 均 每人 每 年 消 耗 71.2公 斤 海 產 ， 是全 球 平 均 水 平 的

三倍以上 1。這意味著香港消耗海鮮的模式，對海洋生態系統

可能有著顯著的影響。  

1  Food and Agriculture  Organisat ion o f the  Uni ted Nat ions.  (2013) .  FAO Yearbook 
Fishery and  Aquacul ture Sta t i s t ics  2011.  Food  and Agricul ture  Organisat ion o f  the  
Uni ted Nat ions,  I ta ly. (只有英文版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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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儘管生物資源的日常消耗會對可持續發展有重大的影

響，但公眾在可持續使用方面的意識及知識普遍薄弱。委員

會深信，推廣可持續使用生物資源是刻不容緩，並認為只有

集社會各界的努力，才可以帶來根本的轉變。為此，委員會

決定展開全港的公眾參與，旨在加強認知、引發討論，以及

探討如何改變行為，邁向更可持續發展的模式。  
 
 
委員會的公眾參與  
 
5 .   委員會於二零一六年七月二十六日展開公眾參與，以

一個由下而上及持分者主導的方式，提供一個平台，讓公眾

及持份者交流意見，集思廣益，以制訂達致更可持續的消費

策略。  
 
6 .   為推動公眾討論，委員會發表了一份《公眾參與文件》

(載 於 附 錄 )。 文 件 就 生 物 資 源為 何 重 要 提 供背 景 資 料 ， 並 邀

請公眾就三個主要範疇提供意見：  
 

( a)  促進消費者作明智的選擇－  
 
有甚麼資訊可協助消費者選擇可持續產品？  
 

(b )  推動企業和公營機構採取最佳實踐－  
 
政 府 ／ 公 營 機 構 ／ 商 界 可 如 何 帶 頭 推 動 可 持 續 使 用

生物資源？  
 

( c)  教育及宣傳活動－  
 
應 舉 辦 甚 麼 教 育 及 宣 傳 活 動 來 推 廣 可 持 續 使 用 生 物

資源？  
 

7 .   於公眾參與期間（至二零一六年十一月十五日止），

委員會會舉辦五場討論坊及一系列的參與活動以收集公眾意

見。這些活動包括會見不同的機構和持份者，如環保團體、

商會、有關業界、非政府機構、區議會和居民組織。委員會

將根據公眾參與期間收集到的意見與回應，制訂建議供政府

考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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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   為推廣是次公眾參與及鼓勵公眾表達意見，委員會安

排了不同的公眾教育和宣傳活動，包括製作電視宣傳短片、

電台宣傳聲帶、海報，及一套網上圖卡，以更生動有趣的方

式傳遞有關信息。委員會並設立了專用網頁 2，方便市民瀏覽

有關資訊和表達意見，亦會在多個地點舉行巡迴展覽，及利

用超過 100間支持機構的協同效應，推廣公眾參與，及透過他

們的網絡，動員來自社會不同界別更廣泛的參與。通過這些

活動，委員會期望可達致社會共識，向可持續消費模式和行

為邁進一步。  
 
 
徵詢意見  
 
9 .   請成員就《公眾參與文件》所述的議題提出意見。  
 
 
 
可持續發展委員會秘書處  
環境局  
二零一六年八月  

2 h t tps : / /www.susdev.org.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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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我們日常生活中依賴各種生物資源，從牛奶、糧食作物、漁產品、木材，到棉

花和棕櫚油。生物資源是生態系統的重要元素，為我們提供食物、衣服、住

屋、藥物和心靈上的富足。據估計，全球至少百分之四十的經濟源自生物資

源。然而，很多生物資源正面臨枯竭和滅絕。

根據聯合國糧食和農業組織的估計，全球超過百分之七十的魚類已經完全開發

或瀕臨枯竭。由於人類對木材和其他木製品的需求，每分鐘都有大面積的樹林

流失。急劇增長的人口導致需求激增，再加上捕捉及開發技術的進步，開採生

物資源的速度已超越可持續的水平。人類的活動正為很多物種及生態系統帶來

前所未有的威脅。

生物資源可以自我再生，但過程需要一定的時間。如果消耗的速度比再生快，

越來越多的物種、生物棲息地和資源就會在我們不知不覺間迅速消失。

可持續發展委員會深信，推廣可持續使用生物資源是刻不容緩，並認為只有集

社會各界的努力，才可以帶來根本的轉變。為此，委員會決定展開全港的公眾

參與，旨在加強認知、引發討論，以及探討如何改變行為，邁向更可持續發展

的模式。

消費者是推動可持續使用的關鍵。我們每人都是消費者，在邁向更可持續的生

活模式和習慣這道路上，扮演重要的角色。這份公眾參與文件以平易近人的文

字，解釋生物資源的重要性、過度消耗的壞影響，和現行的應對措施，更希望

廣納公眾回饋，全面研究如何推動消費者、商界、零售業、政府和其他持份者

更可持續地使用生物資源。

可持續使用並不等於避免使用生物資源，而是做出精明和負責任的選擇，在滿

足我們的需求時亦保護環境。

委員會誠邀您填寫附於文件末的問卷，或出席我們的活動，分享您的意見和看

法。您的意見十分重要，將有助制訂更可持續使用的策略。

可持續發展委員會主席

李國章教授，GBS，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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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我們需要加強行動

我們參考了外地的例子和相關的最佳實踐後，舉出了以下推動可持續使用生物

資源的常見工具及措施，讓公眾人士及持份者作進一步討論：

• 促進消費者作明智的選擇　－　環保標籤讓消費者識別哪些產品或商品在生

產過程及供應鏈的每個環節都符合可持續發展的原則。透過各種形式及不同

渠道的信息平台也可協助消費者在選購可持續產品時作出正確的選擇。消費

者需要甚麼資訊才可協助他們選擇可持續產品？  

• 推動企業和公營機構採取最佳實踐　－　環保採購指引、約章、自願承諾、

獎勵計劃、教學和意識提升活動，是公營和私人機構在推動可持續使用生物

資源的一些常見工具。政府／公營機構／商界可如何帶頭推動可持續使用生

物資源？有甚麼誘因可促使商界採購更多可持續產品？

• 教育及宣傳　－　教育可改變不同年齡人士的心態和行為，特別是糾正常見

的謬誤。有效的宣傳計劃能在整個社會傳達教育訊息，它們亦可提供可持續

產品的資訊。應舉辦甚麼教育及宣傳活動來推廣可持續使用生物資源？

生物資源與我們

生物資源為我們提供日常生活所需和支持社會發展。生物資源可分為以下三

種：動物資源、植物資源和微生物資源。它們可滿足我們的基本需要，例如： 

衣服、食物及飼料、住屋、燃料、紙張及醫藥等。

漁產品、木材、紙張、棉花和棕櫚油等來自生物資源的產品是我們日常消耗最

多而且經常使用的一些例子。現時人類過度使用資源的方式對生態系統和環境

造成各種不良影響，包括物種枯竭和滅絕、生物棲息地被破壞等，致使生物資

源的供應受到影響。

要使生物資源得以持續，則我們的消耗不可以超過資源再生的速度。是次公眾

參與過程，旨在提升公眾了解生物資源的重要性，並推動不同持份者的合作以

實踐可持續使用生物資源。

香港的現行措施

政府、非政府機構和商業機構已逐步落實推動可持續使用生物資源的計劃和措

施。一些例子包括：禁止在本港水域進行拖網捕撈以推動可持續漁業模式、制

訂環保採購指引和承諾停止出售或食用魚翅等。

分享您的意見

可持續發展委員會歡迎您就推廣可持續使用生物資源提供意見及看

法。個別消費者可填寫本文件第24-27頁的問卷，而機構／公司代

表則可填寫本文件第28-30頁的問卷，並請於2016年11月15日或

之前遞交您的意見。我們亦歡迎您參加我們的公眾參與活動。活動

詳情載於可持續發展委員會專屬網站 www.susdev.org.hk。如欲

了解更多資訊，可致電公眾參與熱線：2219 47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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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引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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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麼是生物資源？

生物資源泛指那些可滿足我們基本需要（例如：衣服、食物及飼料、住屋、 

燃料、紙張及醫藥等）的各種生物。一般來說，生物資源可分為以下三種： 

•  動物資源，例如：昆蟲類、魚類、兩棲類、爬行類、鳥類和哺乳類；

•  植物資源，例如：喬木、灌木、草本植物；以及

•  微生物資源，例如：細菌。

1.1  生物資源與我們 

為何生物資源對我們如此重要？
 

我們依賴生物資源，以滿足我們日常生活所需。以下是我們在日常生活中使用

生物資源的幾個例子。

早上

大多數品牌的牙膏

都含有棕櫚油。

大部分衣物、鞋、手袋

都是由棉花、蠶絲和動

物皮等材料製成。

穀物和小麥均來自植

物資源，是重要的糧

食作物。其生產過程

中很多時都會使用 

棕櫚油。

全球有一百多個國家種植棉花。棉花可用於製作各種服裝和家居

用品，例如：T恤、床單、尿布、化妝棉和繃帶等。

棉花種植多為單種培植（意即在同一片土地上種植單一物種的作物），其

生產過程耗用大量水資源，也會使用大量農藥和染料。

生產一件純棉T恤耗水2,700公升，以香港

現時的整體人均每日用水量計算，這些水 

足夠一個香港人使用約20天2。
=

i
生物資源

是指對人類具有實際或潛在

用途或價值的遺傳資源、生

物體或其部分、生物群體、

或生態系統中任何其他生物

組成部分。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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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

印刷用紙是從森林的各種

木材原料加工製成的。

傢具是從森林的各種木

材原料加工製成的。

乳牛為我們提供牛奶，而

牛奶可用於製作其他乳類

製品，例如：芝士、乳

酪、奶粉、忌廉和牛油。

洗頭水、護髮素和肥皂

類產品中亦含有棕櫚油。
蔬菜和水果來

自植物資源。

我們日常食用的海鮮和肉類來自動物資源。

棕櫚油是食用油的一種，從棕櫚樹上的果實壓榨而成。現

時，棕櫚油種植園遍佈亞洲、非洲和拉丁美洲，而大片熱帶

森林因用作種植棕櫚樹而遭到砍伐。目前，棕櫚油的主要出產國為

印尼和馬來西亞，產量佔全球棕櫚油總產量超過80％。3

棕櫚油的用途廣泛，從食物、家用產品、化妝品到其他個人護理產

品都幾乎含有棕櫚油，例如：意大利薄餅、雪糕、巧克力、肥皂和

唇膏。

i

全球有許多

熱帶雨林被

砍伐以用作牧場或

種植飼料。

i

以海鮮為例，本港的捕撈及海魚養殖的總產量相等於全港海產

消耗量約28%。4  其餘活海鮮則來自內地及其他東南亞國家，例

如：菲律賓和印尼。

急凍海產大多是從世界各國直接進口，例如：澳洲、美國和加拿大。

一些海產可以加工製成海味乾貨，例如：瑤柱、鹹魚和魚肚，在香港亦十

分常見。

i

晚上

全球對木材、紙

漿和紙製品的需求

量大，導致許多熱帶國家

的雨林遭到砍伐。

這些產品都是我們日常生

活中的一部分：傢具、書

籍、報紙、建材、鉛筆、

樂器等。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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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的消耗水平 

雖然香港人口佔全球不足0.1%，但作為主要的貿易中心及世界著名的美食之

都，我們日常的生活方式及消費模式，在區域或國際層面上也可能會對一些植

物及動物物種帶來潛在影響。過度開發生物資源，例如：過度捕撈及過度砍

伐，已導致一些物種愈來愈稀少，使脆弱的生態系統面臨重大威脅。

海產
香港的人均海產消耗量全球排行第七 – 平均每人每年消耗71.2公

斤海產，是全球平均水平的3倍以上。5

香港約80％的漁產品是進口的。我們的消耗對海洋生態系統可能有著顯著的

影響。

木材 

伐林源於木材和木製產品的龐大需求。估計全球每年有70,000平方公

里的森林遭到砍伐，相等於每分鐘有20個足球場大小的森林消失。7

科學家預測，如現時過度捕魚和破壞棲息地的趨勢持續，世界漁業資

源和海產到了2048年將會耗盡。6i

2011年的人均海產消耗量 (公斤)

馬爾代夫 香港 新加坡 中國內地 澳洲 加拿大 美國 英國

1921.722.326.2
33.5

48.951.7
60.4

71.2

164

日本南韓

71.2公斤海產相當於約120條一斤重的魚

全球人均海產消耗量為18.9公斤
=

60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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棕櫚油

在超級市場出售的貨品中，有一半都含有棕櫚油成份。

1990年至2010年間，印尼、馬來西亞和巴布亞新幾內亞共有約

35,000平方公里的雨林因開發棕櫚油種植園而消失，導致許多瀕危物種，例

如：犀牛、大象、老虎和猩猩的自然棲息地被破壞。8

印尼是全球最大的棕櫚油生產國。每年近10,000平方公里的森林

被砍伐10，這相等於10個香港的面積。

您注意到過度開發
生物資源的情況嗎？

您知道其影響嗎？ 

i

在2011年至2015年間，全球棕櫚油消耗量的增幅為22.8%。9  在

2015／16年，全球棕櫚油消耗量超過6千萬噸，這可填滿約24,000

個奧運會規格的游泳池。

i

10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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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持續的消耗所帶來之影響

生物資源是生態系統的重要元素，可是只有消耗資源的速度不超過資源再生的

速度，生物資源才得以持續。人類過度開發野生動物和植物資源，可能導致一

些物種枯竭和滅絕，影響糧食供應，而一些常見的食物亦可能會永遠消失。

此外，不可持續地使用生物資源也會破壞生物棲息地及生態平衡，影響人類生

存及發展。

生態系統為人類生存及發展提供所需11

影響生物資源的出現、多寡及分佈

生物資源是生態系統
的重要元素

食物
康樂

生態旅遊

原材料

藥用資源

心靈體驗

營養循環

光合作用

傳播花粉

水資源

非
物

質

益資

源

節
功

統



9

不可持續地消耗生物資源的後果

物種枯竭

對環境的破壞

香港人經常食用的紅衫魚的漁獲量，在過去十年間

已經下降了30%，部分原因是由於南中國海過度捕

魚。12

我們的食用習慣及大規模狩獵，致使禾花雀的

種群數量在1980年至2013年間，下降了大約 

90%。13 自2013年，禾花雀已被國際自然保護聯

盟列為「瀕危」物種。

開發棕櫚樹種植園導致熱帶雨林遭砍伐，同時也破

壞了野生動物，包括一些瀕危物種如大象、老虎

和猩猩的重要棲息地。據估計，婆羅洲和蘇門答臘

猩猩的數量，由2006年的66,000隻大幅下降至

2016年的45,000隻。14

此外，砍伐熱帶雨林會引致水土流失及加劇氣候變

化，威脅人類生存。

我們現時的消耗模式對生態系統及

環境帶來不同影響和後果

影響生物資源的出現、多寡及分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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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度開發生物資源是生物多樣性的主要威脅之一。2015年，聯合國重申實踐可

持續使用的迫切性，並將其納入17個可持續發展目標之一。現時，超過150個

國家已經採納了這些目標。香港社會應響應全球號召，聯手制止不符合可持續

發展原則的做法，以及在我們的日常生活中實踐可持續使用。15

可持續使用並不是避免使用生物資源，而是在於明智地選擇及使用資

源，在滿足我們現在及未來需要的同時，環境也得到保護。

我們所需要做的是：

 善用資源 
 只購買我們所需要的；不過度消耗！

 讓資源得以再生以供子孫後代使用

 讓我們的後代也可享用生物資源！

 明智選擇

 認識我們使用的產品；辨識環保標籤；購買可持續產品及實踐 

 環保採購！

 尊重環境

 減低我們使用生物資源所造成的影響！ 

可持續發展委員會希望透過是次公眾參與過程，提高公眾就人類對生物資源及

環境影響的意識、找出可促使行為改變的機遇和工具、並推動不同持份者的合

作以實踐可持續使用生物資源。

我們攜手可改變未來！ 

加強公眾的意識
提高公眾就生物資源對人類的重要性，以及過度開發和

以不符合可持續發展原則地使用生物資源影響的意識。

公眾參與的目標

持份者參與及合作
找出不同持份者的角色和建立合作機會，以鼓勵和促進

可持續使用生物資源。

建立共識及制定建議
就可持續使用生物資源的行為改變策略及優先措施尋求

公眾意見。

1.2  可持續使用生物資源的重要性 1.3  公眾參與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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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香港的現行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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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不同持份者的參與，香港已經在推廣可持續使用生物資源踏出了第一步。

政府推行的措施

香港的現行措施

漁農自然護理署
「優質養魚場計劃」16 

計劃於2005年推出，參與計劃的養魚場必

須使用良好水產養殖方法，經過有關的品質

保證測試，確保銷售前所有養殖魚符合食品

安全標準。17

可持續漁業模式

政府自2012年起禁止在本港水域內

進行拖網捕撈這種非選擇性的捕魚方

法，以保護海洋資源和生態系統。18

公務酬酢活動中
採用符合可持續發展概念的環保菜單

自2013年起，政府在公務酬酢活動菜單

中，剔除了魚翅、藍鰭吞拿魚及髮菜。19

環保採購指引

考慮到環保及節約資源，截至2015年 

5月，政府已就150種產品，包括紙張、

木製品和傢具制定及採用環保採購指

引。20

X X X

符合環保規格的產品
或服務在市場上

供應充足

符合環保規格的產品
之市場供應
難以確定

被列為
「必須符合的規格」

被列為
「可取的規格」

您知道香港
現行的措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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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構向魚翅說不

一些酒店的食肆已經停止出售魚翅食

品。它們會提供其他菜式，例如以其

他湯羹替代宴會或會議時宴客的魚

翅。
RECOMMENDED

建議 避免
想清楚

AVOID

THINK TWICE

可持續海鮮行動

世界自然基金會在2007年推出了全港首套海鮮選擇指引，推廣可持續海鮮， 

並在2014年推出更新版本。指引羅列了70種香港常見的海鮮品種及把它們 

分成三組： 「綠色 - 建議」、「黃色 - 想清楚」和「紅色 - 避免」。 

香港可持續時裝設計大獎

衣酷適再生時尚設計獎是一項可持續時裝設計

比賽22，旨在啟發時裝設計師及學生，以可持

續時裝的技巧，創造符合大眾市場的設計。該

比賽提倡「升級再造」（即把物料回收再用，

並製作成更高質量的產品）及「重新構造」 

（即利用已穿過的舊衣物或已製好的物品重新製成

新衣服）的理念。設計師亦可透過比賽，明白到時

裝界也可能會對環境造成負面影響。

推動商界採用環保採購措施 

環保促進會於200７年推出了「香港環保採

購約章」，旨在鼓勵商界在採購過程之中考

慮環保因素。參與約章的會員承諾採取的措

施包括制訂環保採購政策、建立及實施可行

和可持續的綠色採購策略，以及推廣綠色採

購的原則。在2016年，共有超過90位會員

參與該約章。25

根據2014年在本港進行的一項調查顯示，有69%的受訪者在過去5年

間減少或完全停止食用魚翅，當中有81%表示是由於對環境的關注而

減少食用魚翅，高於2009年同類調查結果的56.8%。23

本港的魚翅進口量於2012年至2014年期間下降了超過30%，數量由8,254

噸下跌至5,746噸。24

本港有近200間機構承諾不會出售或食用魚翅。同時，有超過30個飲

食集團提供可持續海鮮的菜式。 

參加環保海鮮週

活動的餐廳和食

肆（包括連鎖快餐店

和茶餐廳）數目，由

2011年只得9間上升至

2015年的114間，證明

了業界和消費者的意識日漸提高，及對可持續產品的需求增加。21

圖片來源： 護鯊行動
（一翅都唔食）

圖片來源：護鯊行動

i

i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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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森林認證產品的意識及需求日漸提高

一些銀行使用具可持續認證的紙製產品，例如：銀行賬單

或支票簿。一些酒店亦會提供具可持續認證的洗頭水、紙

巾和紙張。

高等教育界的可持續採購框架

香港可持續校園聯盟由八間政府資助院校組成，致力在高等教育界提倡環保採

購。27 該聯盟於2015年制訂了可持續採購框架，旨在為大學成員提供指引，以

盡量減低採購決定對環境帶來的影響，例如：要求承包商提供具有環保標籤的

產品等。

一所本地大學自2012年起規定所有部門(包括學術、研究、行政及服

務單位、大學僱用的承建商及顧問)，在購買大學常用的產品時，必

須在投標邀請書列出相關環保規格，例如：A4及A3的印刷用紙需是 

100％再生紙和非氯漂白。此外，在選擇食材時亦需符合可持續發展概念 - 不

可購買、用於招待、食用或推廣食用魚翅、藍鰭吞拿魚和髮菜。28

提供更多可持續產品以供選擇

一些超級市場和零售店設立了可持續產品專區，並向消費

者提供消費指引，給予他們更多選擇。 

本港具認證的紙漿和紙製品在過去5年大幅增加。

截至2016年5月，本港有624間森林管理委員會認可的供應商，而於2011

年只有約398間。26 森林管理委員會是國際上為人熟悉的木材及紙製品的認

證計劃。

在2014年，香港市民丟棄了合共110,000噸紡織品，相等於每分鐘丟

棄約1,400件T恤。29

有機棉花沒有使用農藥或化學肥料，這能有助提升土地質量及保護生物多樣

性。有機棉花可減低對環境的影響，並確保農民及消費者的健康。本港愈來

愈多百貨公司設立了專櫃出售有機棉質T恤。此外，在嬰兒服裝店亦較以往

容易找到用有機物料製造的服裝。

有甚麼因素限制您選擇
可持續產品的意欲？

i i

您經常選擇
可持續產品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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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我們如何加強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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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保標籤產品是否較為昂貴？

可持續產品能否普及，很大程度上取決於社會的認受性和市民的購買意願。

隨著需求的增長，一些環保標籤產品的價格已有所下降，並已貼近沒有環保

標籤產品的水平。例如，獲認證的急凍虎蝦與一般急凍虎蝦的價格差距已逐

步拉近。在某些情況下，它們的價格其實非常接近（註：售價受多項因素影

響，例如：產地、質量和零售商的種類）。

在市面上是否很難購買到環保標籤產品？

本港愈來愈多零售商（如超市、百貨公司）為消費者提供不同類型的環保標

籤產品，例如：紙張、衛生紙、肥皂和急凍海鮮。

3.1  促進消費者作明智的選擇

在推廣可持續使用生物資源時，供應鏈中的各個成員均發揮獨特而重要的作

用，而成功的關鍵在於各持份者能夠互相合作。以下是用作推動社會邁向可持

續使用生物資源的常見工具及措施。 

環保標籤

環保標籤讓消費者識別哪些產品符合可持續發展或環保的原則。一些標籤以指

數得分的形式來量化產品對環境的影響，而另一些標籤則規定產品需符合相關

準則中的最低要求。環保標籤可由獨立的第三方組織或以自我聲明的方式進行

認證。

附錄 I 載列一些在香港市面見到的主要國際及本地環保標籤。

例子:　
大型零售商在日本推出可持續海鮮

2006年，日本最大的連鎖超市成為了該國第一家出

售海洋管理委員會（即野生捕撈漁業最常見和知名

的標籤）認證海鮮的零售商。 

2014年，他們亦開始採購和出售水產養殖管理委員

會（即常見的養殖海產標籤）認證的三文魚。

i

i

消費者作為驅動者

企業和非政府機構作為推動者

政府作為領導者



17

可持續來源和可持續產品的消費者信息平台

信息平台可以各種形式（可持續產品數據庫、消費者指南等），並通過不同的

渠道（專設網頁、手機應用程式、小冊子等），協助消費者在選購可持續產品

時作出正確的選擇。

信息平台可以提供廣泛資訊，包括：不同環保標籤及證書的最新資料、可持續

產品的基本資料及統計數據（產品來源、採捕方法等）、哪裡有合適的供應

商，以及有關消費者的態度和偏好的市場調查結果。

有甚麼資訊可協助您
選擇可持續產品？  

例子：澳洲的可持續海鮮選擇指南

可持續海鮮選擇指南旨在提高市民對可持續海鮮的意

識，以及幫助消費者作出負責任的選擇。這些指南通

常是由非政府機構製作，或透過不同持份者（包括：業

界、學術界和政府代表）的參與制訂。可持續海鮮指

南在世界各地廣泛採用，例如：澳洲可持續海鮮選擇指

南、加拿大SeaChoice、美國Seafood Watch和台灣

海鮮選擇指南。

2012年，澳洲海洋保育協會發布了一份全面的可持續

海鮮選擇指南，以及推出了一個免費的智能手機應用程

式。該指南聚焦於野生捕撈漁業和養殖海產的可持續

性，並把每種海產分為「較好的選擇」、「請三思」和

「要說不」三個類別。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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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保採購指引 

環保採購是指購買對環境造成最小不良影響的產品或服務。除了要求產品和服

務質優且價錢合理外，環保採購也將人類健康和環境因素納入考慮範圍。環保

採購指引可為企業和機構提供一套全面的方法和步驟，讓他們在採購的決策過

程中綜合考量多方因素，包括經濟、環境及社會。

政府按照環保採購指引購買可持續產品和服務，可為其他行業樹立一個良好的

榜樣，亦可幫助企業建立良好的信譽和加強消費者的信心。

例子：英國政府採購標準31

英國政府制訂了一套採購標準。該國規定中央政府各部門、中央政府的採購

者及其承包商等在採購商品及服務時必須遵守該標準。

英國政府採購標準包含一系列納入招標規格和合約表現條件的最低強制標

準。例如：所有魚類或含魚成份的產品都必須證明是來自可持續來源。

3.2 推動企業和公營機構採取最佳實踐

經濟
例如：價格、質量

社會
例如：貧窮、資源分配、勞工權益 

和公平貿易

環境
例如：產品的生命週期、自始至終的過程

政府／公營機構／商界可如何帶
頭推動可持續使用生物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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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章和自願承諾

約章或自願承諾是建立公司品牌的舉措。商業機構透過簽署環保約章正式承諾

其社會及環境責任。

例子：德國的生物多樣性 - 良好企業計劃32

在2008年，當時的德國聯邦環境部推出生物多樣性 - 良好企業計劃，促使

商界共同簽署聲明和領導宣言。每間成員公司都承諾，會把保護生物多樣性

融入他們的企業發展當中。

此計劃透過制訂企業生物多樣性管理手冊、舉行工作會議和區域工作坊及記

錄案例研究和最佳實踐，支持參與企業。此外，該計劃的網站、通訊和巡迴

展覽提升了外界對生物多樣性與企業發展關係的了解，以及成員公司正進行

的項目的認知。

例子：澳洲的廚師約章33

澳洲海洋保護協會在2015年推出的廚師約章，乃業界發起的「好魚項目」

的延伸，旨在讓廚師和從事餐飲業人士參與，推廣可持續海鮮。

該約章包括三個級別（即入門計劃、會員計劃和大使獎），內容如下：

•  教育何謂可持續海鮮，以及有關購買和出售可持續海鮮的成本

•  就採購可持續海鮮的準則和檢視餐廳菜單提供個人化的建議

•  提供宣傳材料，例如：項目明信片、在菜單和網頁上使用貼紙和標誌

•  透過社交媒體，推廣廚師約章的簽署會員

•  大使獎是給予領先於同業及積極推動可持續海鮮的廚師和餐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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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勵計劃 

獎勵計劃通常由業界發起，旨在表彰和鼓勵優秀產業，推動實踐可持續使用生

物資源的成功案例。

得獎者必須遵守相關評估標準，例如：可持續採購和資源管理，以獲得認可資

格。獎勵的形式各有不同，例如：以認證、標誌或貼紙顯示，方便公眾識別。

環保宴會及餐飲指引

環保宴會愈來愈盛行，包括避免在婚宴和商務／官方會議食用瀕危物種。

例子：英國的可持續餐廳獎勵34

在2012年，非牟利組織可持續餐廳協會在英國推出可持續餐

廳獎勵，以表揚在可持續發展表現出色的餐廳。

在2013年，可持續餐廳協會進一步推出了全球可持續發展的

評級制度，鼓勵整個行業實踐更可持續的做法，為餐飲業界

建立國際標準。如果餐廳達到了目標的50%，將被評為一星

級，60-69%的為二星級，而超過70%的將被評為三星級。

例子：澳門的官方宴會36

在澳門，官方宴會中會避免食用魚翅、髮菜等為材料的菜餚，以保護生態環

境。

有甚麼誘因可促使商界採購
更多可持續產品？

例子：南韓綠卡獎勵計劃35

獎勵計劃在2011年推出。在2012年底，已有超

過四百五十萬韓國人成為綠卡持有人。當持有人

購買具認證產品（即印有「韓國生態標籤」及 

「碳足跡標籤」的產品）及減少能源（例如：電

力、水、煤氣）的消耗或使用公共交通工具等，

便能累積環保獎金（即綠點，以用作購買環保產

品或服務），從而推廣環保消費文化及鼓勵個人

實踐可持續的生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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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達致更可持續和明智地使用生物資源，社會和商界的參與至為重要。

教育可以改變不同年齡人士的行為和心態，特別是糾正常見的謬誤（例如： 

可持續使用生物資源意味著不消費、可持續的產品價格較高）。

有效的宣傳計劃可在整個社會傳達信息，並提供在市場上供應可持續產品的相

關信息及方便消費者識別不同的環保標籤。

例子：中國內地的綠色可持續消費宣傳周37

全國超過600家零售連鎖門店參與了

「2015年綠色可持續消費宣傳周」。

在「綠色生活 智慧消費」的主題下，

活動旨在提升對可持續消費的意識，

推廣謹慎的購買決定，以及透過消費

者和商界的參與制訂負責任的消費政

策。

應舉辦甚麼教育及宣傳活動
來推廣可持續使用生物資源？

3.3 教育及宣傳

例子：新加坡支持使用可持續及零煙霾產品38

為教育新加坡市民有關焚燒林地

用作農業和種植棕櫚樹的影響以

及使用可持續棕櫚油的好處，在

2015年，環保團體和智庫組織在

新加坡舉辦一系列教育和社交媒

體推廣，包括公眾參與活動、巴

士站廣告、漫步大自然活動、商

場展覽、學校講座、藝術裝置和

短片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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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分享您的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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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急需誘導行為改變，以邁向更可持續發展的模式。可持續發展委員會誠邀

您填寫附頁的問卷，個別消費者可填寫本文件第24-27頁的問卷，而機構／公

司代表則可填寫本文件第28-30頁的問卷，並請於2016年11月15日或之前遞交

您的意見。除了本文件所羅列的議題外，我們亦歡迎您透過「聯絡我們」中所

列出的途徑來表達您對推廣可持續使用生物資源的意見。

有關公眾參與活動的最新資料，請瀏覽可持續發展委員會專屬網頁：

www.susdev.org.hk。

作為世界公民，我們必須立即
行動，共同保護我們的生物資源! 

請注意，可持續發展委員會希望在日後的公開或非公開

討論或其後的報告中，可以引述各界回應本《公眾參與

文件》時發表的意見。若發表意見者要求把全部或部分

意見保密，委員會定會尊重有關意願。除非已經提出此

要求，否則所有收到的意見不會被保密處理，委員會將

可能披露或公開所收到的全部或部分意見，以及發表意

見者的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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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問卷以不記名的形式收集公眾對推廣可持續使用生物資源可行措施的意見。

1. 您有多清楚過度開發生物資源的影響？ (請參閱第6至9頁)

 (請選擇一個選項) (請在適當方格內填上「P」號 : 1-完全不清楚; 5-非常清楚)

o1 o2 o3 o4 o5

2. 您有多清楚於本文件第12-14頁所提及香港就推廣可持續使用生物資源的現行措施？
 (請選擇一個選項) (請在適當方格內填上「P」號 : 1-完全不清楚; 5-非常清楚)

o1 o2 o3 o4 o5

3. 您購買以下產品的習慣是甚麼？(請選擇一個選項)

 (i) 可持續來源的紙張 

o 經常 o 間中 o 甚少 o 從來沒有   

o 不清楚所購買的紙張是否屬可持續來源的紙張 o 不適用（因從不或甚少購買紙張）

 (ii) 可持續來源的海產 

o 經常 o 間中 o 甚少 o 從來沒有   

o 不清楚所購買的海產是否屬可持續來源的海產 o 不適用（因從不或甚少購買海產）

 (iii) 可持續棉花所製成的衣服

o 經常 o 間中 o 甚少 o 從來沒有   

o 不清楚所購買的衣服是否屬可持續棉花所製成的衣服 o 不適用（因從不或甚少購買棉花所製成的衣服）

 (iv) 可持續棕櫚油所製成的產品

o 經常 o 間中 o 甚少 o 從來沒有   

o 不清楚所購買的產品是否屬可持續棕櫚油所製成的產品 o 不適用（因從不或甚少購買棕櫚油所製成的產品）

思考問題 - 個別消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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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在未閱讀此文件前，您能辨識以下哪些與可持續產品有關的標籤？ (可選多於一項)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不能辨識以上任何一個標籤

5. 以下因素在甚麼程度上限制了您選擇可持續產品的意欲？
 (請在適當方格內填上「P」號 : 1-很小程度上; 5-很大程度上)

(i) 辨識哪些是真正的可持續產品的知識 o1 o2 o3 o4 o5 

(ii) 市場上可持續產品的供應 o1 o2 o3 o4 o5 

(iii) 可持續產品的價格 o1 o2 o3 o4 o5 

(iv) 可持續產品的質素 o1 o2 o3 o4 o5 

(v) 其他，請列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o1 o2 o3 o4 o5 

6. 以下資訊有助您選擇可持續產品嗎？  
 (請在適當方格內填上「P」號 : 1-完全沒有用; 5-非常有用)

(i) 產品上的環保標籤 o1 o2 o3 o4 o5 

(ii) 購買可持續產品的消費者指南 o1 o2 o3 o4 o5 

(iii) 有關可持續產品的更多資訊 (例如：產品來源、可持續產品的統計數字) o1 o2 o3 o4 o5 

(iv) 其他，請列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o1 o2 o3 o4 o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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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政府／公營機構可如何帶頭推動可持續使用生物資源？請評價以下行動的重要性。
 (請在適當方格內填上「P」號 : 1-完全不重要; 5-非常重要)

(i) 擴大採購可持續產品的名單 o1 o2 o3 o4 o5 

(ii) 檢討及更新採購標準 o1 o2 o3 o4 o5 

(iii) 檢視及推廣宴會的可持續菜單 o1 o2 o3 o4 o5 

(iv) 提供資金予非牟利機構推廣可持續使用生物資源 o1 o2 o3 o4 o5 

(v) 推展宣傳活動 o1 o2 o3 o4 o5 

(vi) 為職員／組織／公司舉辦認識可持續使用的工作坊 o1 o2 o3 o4 o5 

(vii) 支持約章和自願承諾 o1 o2 o3 o4 o5 

(viii) 支持獎勵計劃 o1 o2 o3 o4 o5 

(ix) 提供更多有關可持續產品的資訊 o1 o2 o3 o4 o5 

(x) 其他，請列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o1 o2 o3 o4 o5 

8. 商界可如何帶頭推動可持續使用生物資源？請評價以下行動的重要性。
 (請在適當方格內填上「P」號 : 1-完全不重要; 5-非常重要)

(i) 擴大採購可持續產品的名單 o1 o2 o3 o4 o5

(ii) 檢討及更新採購標準 o1 o2 o3 o4 o5

(iii) 檢視及推廣宴會的可持續菜單 o1 o2 o3 o4 o5

(iv) 加強可持續使用方面的市場推廣 o1 o2 o3 o4 o5

(v) 為機構／公司職員就可持續使用生物資源提供培訓 o1 o2 o3 o4 o5

(vi) 支持約章和自願承諾 o1 o2 o3 o4 o5

(vii) 支持獎勵計劃 o1 o2 o3 o4 o5

(viii) 其他，請列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o1 o2 o3 o4 o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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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請評價以下的教育及宣傳活動對推廣可持續使用生物資源的重要性。
 (請在適當方格內填上「P」號 : 1-完全不重要; 5-非常重要)

(i) 學校計劃 o1 o2 o3 o4 o5 

(ii) 廣告 o1 o2 o3 o4 o5

(iii) 展覽 o1 o2 o3 o4 o5

(iv) 公眾工作坊 o1 o2 o3 o4 o5

(v) 主題嘉年華或節慶 o1 o2 o3 o4 o5

(vi) 文化藝術活動 o1 o2 o3 o4 o5

(vii)  透過電子平台（例如：網頁）提供有關資訊 o1 o2 o3 o4 o5

(viii) 其他，請列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o1 o2 o3 o4 o5

個人資料

性別

o男 o女

年齡

o<18 o18—40 o>40

學歷

o中學以下 o中學 o專上教育

-完-
謝謝您的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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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問卷的目的在於收集機構／公司對推廣可持續使用生物資源可行措施的意見。

1. 貴機構／公司在採購可持續產品上，有沒有任何政策或既定措施？

o 有

o 沒有

 

2. 以下因素在甚麼程度上限制了 貴機構／公司採購可持續產品？
 (請在適當方格內填上「P」號 : 1-很小程度上; 5-很大程度上) 

(i) 辨識哪些是真正的可持續產品的知識 o1 o2 o3 o4 o5 

(ii) 市場上可持續產品的供應 o1 o2 o3 o4 o5 

(iii) 可持續產品的價格 o1 o2 o3 o4 o5 

(iv) 可持續產品的質素 o1 o2 o3 o4 o5 

(v) 其他，請列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o1 o2 o3 o4 o5 

3. 有甚麼誘因可促使 貴機構／公司採購更多可持續產品？ 請評價以下的重要性。  
 (請在適當方格內填上「P」號 : 1-完全不重要; 5-非常重要)

(i) 更高的社會認知 o1 o2 o3 o4 o5 

(ii) 約章計劃 o1 o2 o3 o4 o5 

(iii) 獎勵計劃 o1 o2 o3 o4 o5 

(iv) 可持續產品及供應商的資訊平台 (例如：網頁及資料庫) o1 o2 o3 o4 o5 

(v) 其他，請列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o1 o2 o3 o4 o5 

思考問題 - 機構／公司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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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政府／公營機構可如何帶頭推動可持續使用生物資源？請評價以下行動的重要性。
 (請在適當方格內填上「P」號 : 1-完全不重要; 5-非常重要)

(i) 擴大採購可持續產品的名單 o1 o2 o3 o4 o5 

(ii) 檢討及更新採購標準 o1 o2 o3 o4 o5 

(iii) 檢視及推廣宴會的可持續菜單 o1 o2 o3 o4 o5 

(iv) 提供資金予非牟利機構推廣可持續使用生物資源 o1 o2 o3 o4 o5 

(v) 推展宣傳活動 o1 o2 o3 o4 o5 

(vi) 為職員／組織／公司舉辦認識可持續使用的工作坊 o1 o2 o3 o4 o5 

(vii) 支持約章和自願承諾 o1 o2 o3 o4 o5 

(viii) 支持獎勵計劃 o1 o2 o3 o4 o5 

(ix) 提供更多有關可持續產品的資訊 o1 o2 o3 o4 o5 

(x) 其他，請列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o1 o2 o3 o4 o5 

5. 商界可如何帶頭推動可持續使用生物資源？請評價以下行動的重要性。
 (請在適當方格內填上「P」號 : 1-完全不重要; 5-非常重要)

(i) 擴大採購可持續產品的名單 o1 o2 o3 o4 o5

(ii) 檢討及更新採購標準 o1 o2 o3 o4 o5

(iii) 檢視及推廣宴會的可持續菜單 o1 o2 o3 o4 o5

(iv) 加強可持續使用方面的市場推廣 o1 o2 o3 o4 o5

(v) 為機構／公司職員就可持續使用生物資源提供培訓 o1 o2 o3 o4 o5

(vi) 支持約章和自願承諾 o1 o2 o3 o4 o5

(vii) 支持獎勵計劃 o1 o2 o3 o4 o5

(viii) 其他，請列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o1 o2 o3 o4 o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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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請評價以下的教育及宣傳活動對推廣可持續使用生物資源的重要性。
 (請在適當方格內填上「P」號 : 1-完全不重要; 5-非常重要)

(i) 學校計劃 o1 o2 o3 o4 o5 

(ii) 廣告 o1 o2 o3 o4 o5

(iii) 展覽 o1 o2 o3 o4 o5

(iv) 公眾工作坊 o1 o2 o3 o4 o5

(v) 主題嘉年華或節慶 o1 o2 o3 o4 o5

(vi) 文化藝術活動 o1 o2 o3 o4 o5

(vii)  透過電子平台（例如：網頁）提供有關資訊 o1 o2 o3 o4 o5

(viii) 其他，請列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o1 o2 o3 o4 o5

機構背景

機構名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機構代表／聯絡人: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機構性質: o製造業 o進出口及批發業 o零售業

o酒店及飲食業 o資訊及通訊業 o金融及保險業

o地產業 o專業服務 o社會及個人服務

o非牟利機構／法定團體 o其他，請列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員工人數: o少於50名員工 o50 - 1,000名員工 o超過1,000名員工

-完-
謝謝您的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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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絡我們!

comments@susdev.org.hk

2219 4763

www.susdev.org.hk

3150 8168

電郵

郵寄

網頁

電話 傳真

香港灣仔告士打道5號 
稅務大樓46樓

可持續發展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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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籤 計劃 詳情

水產養殖管理委員會

(Aquaculture Stewardship Council)

水產養殖管理委員會是一間於2010年成立的獨立非牟利組織，是全球養殖海產認證計

劃，致力管理水產養殖的全球標準。

它與水產養殖生產商、加工商、零售和食品服務公司、科研工作者、環保團體和消費者一

起合作，並：

• 以生態標籤認可，獎勵負責任的水產養殖商

• 推廣在購買海產時，最佳的環保及社會選擇

• 推動海產業邁向可持續發展

最佳水產養殖規範

(Best Aquaculture Practices)

由全球水產養殖聯盟制定，最佳水產養殖規範推動負責任的水產養殖及維持孵化場、養殖

場、飼料廠及加工廠的標準。認證範圍涵蓋不同種類的魚、甲殼類及青口的水產養殖設

施。

更優質棉花倡議

(Better Cotton Initiative)

更優質棉花倡議旨在以可持續的方式及環境考慮，使生產者為全球生產更優質的棉花。 

更優質棉花倡議的四個具體目標包括：

• 減低棉花生產對環境的影響

• 改善棉花產區農民的生計和經濟發展

• 優化更優質棉花在整個供應鏈的承諾和流程

• 確保更優質棉花倡議的可信度和可持續性

海豚友善計劃

(Dolphin Safe Tuna Program)

由國際海洋哺乳動物項目於1990年發起，海豚友善計劃為全球訂下標準，為海豚停止使

用魚網。國際海豚安全監測計劃會監測漁業公司，確保在捕獲吞拿魚時，不會追逐或網捕

海豚。

森林管理委員會

(Forestry Stewardship Council)
森林管理委員會致力推動全球森林的無害環境、社會有益和經濟繁榮管理，旨在確保樹木

產品可滿足我們現時需要，而不影響往後的全球森林健康。

附錄 I : 香港常見的國際及本地主要標籤計劃  (依字母排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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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籤 計劃 詳情

海洋的朋友

(Friend of the Sea)
海洋的朋友是提供水產養殖及海捕的國際認證計劃及機構，此全球認證遵循聯合國糧食和

農業組織的指引 。

香港環保標籤計劃

(Hong Kong Green Label Scheme) 香港環保標籤計劃是由環保促進會管理，是香港消費品的環保標籤。

海洋管理委員會

(Marine Stewardship Council)

海洋管理委員會是一間非牟利機構，被認為是全球其中一個最全面的漁業認證標籤。漁場

的可持續性根據海洋管理委員會的三個核心原則而評核：

• 魚群資源可持續性的獨立科學認證

• 漁業對生態的影響

• 漁業有效的管理

森林驗證認可計劃

(Programme for the Endorsement of 
Forest Certification)

森林驗證認可計劃是一個為森林產品及由森林衍生產品的全球認可環保標籤，代表符合可

持續發展的森林管理、生物多樣性的保護及野生及資源保育的原則。

可持續棕櫚油圓桌會議

(Roundtable on Sustainable Palm Oil)
可持續棕櫚油圓桌會議是棕櫚油的環保標籤及認證機構，標籤代表生產供應鏈的各個步驟

展示了環保責任，保育和公平勞工標準的承諾。

可持續林業倡議

(Sustainable Forestry Initiative)
可持續林業倡議是一個為森林產品及由森林衍生產品的全球認可的環保標籤，代表符合可

持續發展的森林管理、生物多樣性的保護及野生及資源保育的原則。

香港 「Q 嘜」 環保管理計劃

(The Hong Kong Green Mark Certification 
Scheme)

香港優質標誌局推出的香港 「Q 嘜」 環保管理計劃，旨在提升產業界對環保管理的興

趣和表揚在環保管理方面有卓越表現的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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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階段: 
找出優先行動及挑戰

第二階段: 
制訂可持續未來的建議

附錄 I I : 公眾參與過程

是次公眾參與是一個由下而上及持份者為本的參與過程。過程分兩個階段:第

一階段的公眾參與旨在辨識優先行動及挑戰，而第二階段則希望就推廣可持續

使用生物資源制訂建議。

在第一階段，來自相關界別的成員於2015年11月組成了支援小組，就公眾參

與的議題範圍向可持續發展委員會提供意見。支援小組隨後在2016年2月至3

月期間與不同持份者，包括消費者組織、商會、相關業界、認證機構、婦女團

體、環保組織及學者等，舉行了五場焦點小組會議，收集他們對消費者行為及

模式、推動可持續使用生物資源所帶來的機遇或困難，以及可能措施的初步意

見。

綜合焦點小組會議所得及支援小組的意見，可持續發展委員會制訂了此公眾參

與文件，以開展第二階段的公眾參與。在此階段，委員會在香港大學社會科學

學院策動永續發展坊的支援下，會廣泛向社區介紹此公眾參與文件，並會為持

份者和公眾舉辦數場地區討論坊。此外，支持機構也會協助推廣公眾參與有關

的活動及透過他們的網絡，宣揚可持續使用生物資源及明智選擇的重要信息。

透過這些公眾參與活動，委員會期望可達致社會共識，向可持續消費模式及做

法邁進一步。

提升意識及知識傳輸

桌面研究

支援小組會議

焦點小組會議

電視 / 電台宣傳

專屬網站

公眾參與活動

地區討論坊

建
立
共
識

經
驗
分
享

持份者參與及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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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證機構
香港有機資源中心認證有限公司
香港品質保證局
香港測檢認證協會有限公司
香港綠色建築議會
香港標準及檢定中心
香港優質標誌局
海洋管理委員會
森林管理委員會(FSC)
環保促進會

工商、食品、餐飲及酒店業
香港工業總會
香港中小型企業總商會
香港中國商會
香港中華出入口商會
香港中華廠商聯合會
香港中華總商會
香港食品委員會
香港酒店業主聯會
香港貿易服務業協會
香港會所管理協會
香港經貿商會
香港餐務管理協會
香港餐飲聯業協會
香港總商會
現代管理(飲食)專業協會
國際青年商會香港總會
國際食品安全協會
國際獅子總會中國港澳三O三區
新界總商會
稻苗學會

嘉道理農場暨植物園
綠領行動
環保協進會
CSR Asia
Green Monday
Smiley Planet

公共機構、非政府機構、專業團體、 
消費者團體、婦女團體、宗教團體及教育界
九龍樂善堂
中華回教博愛社
仁愛堂
孔教學院
香港小童群益會
香港大學
香港中文大學
香港公平貿易聯盟
香港中華基督教青年會
香港生產力促進局
香港各界婦女聯合協進會
香港西醫工會
香港佛教聯合會
香港社會服務聯會
香港青年協會
香港物資採購與供銷學會
香港物業管理公司協會
香港城市大學
香港科技大學
香港建築師學會
香港浸會大學
香港理工大學
香港婦女中心協會

建造業
建造業議會
香港建造商會
香港建築業物料聯會有限公司

漁業
香港水產養殖業總會
香港仔漁業海鮮商會
香港海鮮業聯合總會
香港漁民團體聯會
港九鮮魚行總會

木材、紙及傢俬業
香港瓦通紙業廠商會有限公司
香港紙業商會有限公司
香港傢俬裝飾廠商總會有限公司
港九木行商會有限公司

環保團體
世界自然(香港)基金會
世界綠色組織
生態巴士
生態教育及資源中心
地球仁協會
長春社
香港地球之友
香港海洋公園保育基金
香港綠色策略聯盟
香港環境管理協會
商界環保協會
綠色力量
綠惜地球

香港婦女勞工協會
香港教育大學
香港教育城
香港基督少年軍
香港基督教女青年會
香港基督教青年會
香港基督教協進會
香港婦聯
香港聖公會
香港營養師協會
香港營養學會
香港醫學會
消費者委員會
婦女服務聯會
救世軍
基督教家庭服務中心
聖雅各福群會
嶺南大學
環保建築專業議會
職業訓練局

為擴大公眾參與的涵蓋範圍，可持續發展委員會邀請了不同界別的組織作為今次公眾參與的支持機構。我們衷心感謝機構的支持，協助宣揚有關公眾參與的資訊予

他們的成員、在他們的活動推廣此公眾參與和鼓勵他們的成員參與及提供意見。支持機構名單如下*：

附錄 I I I : 支持機構 

*每組別的機構按筆劃排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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