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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旨在指出香港已成為買賣大量全球瀕危野生動植物及其製成品的貿易樞紐，亦是犯罪集
團用作走私非法野生物種製品至區內多個國家的罪案溫床。因此我們相信香港特區政府需
於一貫做法及現有法例上跨進一步，主動作出可履行《瀕危野生動植物種國際貿易公約》及
《生物多樣性公約》的行動，以更有效參與打擊區內及全球野生動植物罪案。

此乃英文版的中文翻譯，文義如有出入，應以英文版本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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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亞洲是全球野生動物產品需求最高的地

域之一。在亞洲日益富裕下，受威脅物

種的非法販運劇增。無論最終的貿易市場合

法與否，捕殺、運送及販運瀕危動植物的整

個供應鏈已涉及相當程度的有組織罪行。跨

國犯罪集團網絡參與販運瀕危物種有上升趨

勢，為其帶來鉅額利潤，他們建立走私網絡，

操縱整個貿易運作。有些野生動物的「黑市」

價格高昂，甚至超越可卡因、鑽石、黃金和海

洛英。

有組織犯罪集團向來經營毒品和槍械走私、

販賣人口和武裝活動，干犯不同程度的暴力、

恐嚇、貪污和欺詐罪行。販賣野生動物亦經常

涉及清洗黑錢、偽造許可證和執照、逃避稅務

及外匯管制、以敲詐勒索或賄賂手段，向政府

官員取得必要的文件。

全球有組織的環境罪行每年所牽涉的金額

估值約為 700-2,130億美元，當中非法動植

物的貿易金額為70-230億美元，非法漁業為

110-300億美元，非法砍伐樹木及森林罪行為

300-1,000億美元。野生動植物走私黑點包

括中國大陸邊境，特別是連接香港邊境一帶。

香港擁有全球最繁忙的貨運及第三大客運

機場，以及世界第四大水深港口。中國大陸的

「一帶一路」計劃，有機會令香港進一步成為

樞紐和貿易連接點。數十億美元的野生動植

物貿易，可利用香港自由貿易制度，以空運和

船運進入內地。每年，於香港和中國邊境的非

法野生動植物截獲量，比中國其他邊境為多。

為了應付野生動植物罪行構成的威脅，國際社

會、聯盟和執法機關之間正逐步加強合作。其

中，美國和中國正在加強合作打擊野生動植

物罪行。儘管野生動植物貿易數字有所增長，

香港政府至今仍未加強執法及增撥資源，應

付規模龐大及複雜的犯罪活動。事實上，縱然

香港的非法野生動植物貿易的情況嚴峻而且

持續惡化，香港特區政府仍一直否認香港是

野生動植物的販運樞紐。部份瀕危物種的貿

易尤其活躍，例如象牙、魚翅、活珊瑚魚、穿山

甲、石首魚魚鰾(花膠)、各種野生寵物、犀牛

角、膨魚鰓，以及其他受威脅的本地物種。

香港已制訂及實施《保護瀕危動植物物種條

例》（第586章），以確保《瀕危野生動植物國

際貿易公約》（CITES）得以實施。香港有責

任確保已列入《瀕危野生動植物國際貿易公

約》中物種的貿易受到規管。然而，這些受規

管的物種只佔受威脅物種的小部分。目前香港

沒有立法控制《瀕危野生動植物國際貿易公

約》以外受威脅物種的貿易，即使該物種在其

來源國的採捕已被禁止或視為不可持續。

隨著《生物多樣性公約》（CBD）的工作於

2011年在香港展開，香港特區政府有責任採

取行動，保護本地以至全球的生物多樣性。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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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港應堅持《生物多樣性公約》的原則，而非疏

於立法監管，間接從採伐發展中國家的瀕危

動植物中獲利，香港應於其管轄範圍內採取

積極主動的措施以減低對物種的威脅，並降

低生態足印。

香港海關負責打擊瀕危物種走私活動。過去

五年所截獲的野生動植物市值持續上升，截

至2015年10月已達到1億1千7百萬港元，香港

海關估計成功截獲的貨物只佔整體的10％。

漁農自然護理署（漁護署）負責檢查進出口許

可證。但實際上，漁護署在未能核實出口國的

許可證是否真確的情況下，仍容許貨物進出香

港。雖然漁護署不可能就每批貨物向有關國

家查證，但即使該貨物是來自非法販運猖獗

的國家，漁護署亦只會照單全收。這做法違反

《瀕危野生動植物國際貿易公約》的精神及

規定。

單靠改善法例及管制措施，無助全面解決非

法貿易問題。要解決問題，需要同時加強罪案

調查、執法、檢控及提高懲罰。海上船隻的搜

查率偏低、過時的貿易申報制度、寬鬆的漁船

註冊制度、粗疏的《瀕危野生動植物國際貿易

公約》許可證審批程序、執法力度不足和對商

業活動放任的態度，令本港成為非法瀕危物

種貿易的溫床。

目前，觸犯瀕危物種罪行的判刑欠缺阻嚇力，

情況令人關注。絕大部份案件只會於裁判法院

進行審訊，最高刑罰只是監禁2年。除非案件

涉及盜竊，因非法販賣瀕危物種而被判處監

禁並不常見，即使被判監，刑期亦只會很短。

此外，即使案件涉及商業罪行，法庭並不會因

此對案情嚴重性予以適當的考量。與澳洲、英

國及歐盟的法例比較，香港的刑罰明顯極度

寬鬆。

最有效打擊跨國犯罪份子的法例並非野生動

物法，而是刑事法，尤其是針對串謀詐騙罪行

的法例。引用這類刑事控罪，是要向法庭宣示

這些罪犯所觸犯的罪行嚴重，對社會整體以

及大自然帶來同等嚴重的破壞。

此外，香港特區政府部門，如警務處、漁護

署、律政署及海關，需於本地及國際層面，緊

密合作、分享情報、資源、職權和專業知識，

聯手應付複雜的野生動植物罪行。執法部門

若缺乏人手調查案件，要將犯罪主腦繩之於

法只會是困難重重。

雖然香港特區政府已成立不同諮詢委員會，

但針對野生動植物罪行的跨部門合作策略仍

未確立。雖然香港海關有各類貿易罪行的專責

部門，審計署批評海關及漁護署的工作表現

欠佳及欠缺長遠計劃。資源調配不當大大削

弱了漁護署及海關對野生動植物罪行的監管，

導致一些重要的執法工作，如科學鑑證，無法

適時採用。我們相信，香港特區政府有能力及

應當在全球打擊野生動植物罪行上擔當領導

者的角色，向全球及犯罪集團，宣示香港即使

作為一個自由港，絕不容忍野生動植物貿易罪

行。若香港不把握這個機遇，隨著香港與中國

大陸貿易加強，香港作為亞洲國際都會的聲

譽勢將受損。

我們現向香港特區政府提出下列建議，就跨

境野生動植物罪行問題上，提供一些實務指

引以堵塞漏洞，回應全球日益關注的野生動植

物貿易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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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現向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提出下列建議：

摘要

野生動植物罪行是
有組織及嚴重罪行

香港特區政府應
承認及確立野

生動植物罪行為有組
織及嚴重罪行。

將跨部門協作主
流化，讓職權相

關的部門能通力合作
處理問題。

提高執法及司
法機關對野

生動植物罪行嚴
重性的認知。

積極參與及響
應全球打擊

野生動植物罪行。
研究修改法

例，堵塞
現存漏洞。

增撥 經 費 及
人力資源打

擊野生動植物罪
行。

全面禁止商業
買賣象牙。

對《公約》物種的出
入口實施更嚴格的

核實及監管，詳細紀錄及
統計瀕危動植
物貿易。

所有活生的《公約》
物種，無論來源，

都需要申領載有詳細資
料的管有許可證。

建立框架，積極與民
間組織保持溝通。

讓民間組織了
解政府打

擊非法野生動植
物貿易的策略。

建立一個野生
動植物罪行

的數據庫，供有
關組織查閱。

設立一個保育
法證實驗室，

向執法部門提供快
捷的法證協助。

支持將更多
瀕危物種

列入CITES附
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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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非法貿易演變至有組織罪行

亞洲地區愈益富裕，激發野生物種1販賣出現

前所未有的增長2。這些野生動物罪案不僅威

脅一些具標誌性的物種如大象、犀牛、老虎及

鯊魚的存活，其他棲息於海洋和陸地的瀕危

物種也面臨嚴峻的威脅。

獵取、運輸、分銷動植物群至合法或地下市

場的整個過程，其實涉及一定程度的犯罪活

動。販賣野生動植物的利潤豐厚，吸引愈來

愈多有組織犯罪集團及網絡參與有關犯罪活

動，而犯罪集團亦具備經營非法動植物貿易所

需的組織及動員能力。獵殺動物（陸地或海

上）、非法砍伐樹木與採集珍稀植物、捕捉活

體動物，以及跨境走私活動等，都涉及複雜的

部署，並非一般收集野生動植物嗜好者所能

做到。野生動植物的「黑市」價格甚至可比擬

可卡因、鑽石、黃金或海洛英。

過往，有組織犯罪集團販運毒品及軍火，干犯

各種暴力、恐嚇、貪污及詐騙等罪行。而近年

跡象顯示，人口販運與非法野生動植物貿易互

有關聯—非法獵殺海洋生物的漁船，船員大

部分都是奴隸販賣的受害者4,5,6,7。全球各地

不同國家的非法獵殺活動中，獵殺者一般配

備重型武器，於獵殺動物時往往會毫不猶豫

地把負責保護瀕危動物及其棲息地的巡邏人

員、護理員或森林工作人員一併殺害。另外，

長年活於貧窮線下的村民亦常被這些不法分

子利用，分派往一些危險區域以收集動植物物

種。近年野生動植物罪行已造成數以千百計的

人死亡。

販運野生動植物活動牽涉清洗黑錢、偽造准

許證及牌照、逃避外匯管制、稅項及進出口關

稅或以敲詐勒索，威嚇及賄賂以獲取所需文

件。傳統用於管制動植物貿易的有效措施包

括：監控交付（controlled delivery）、人手及

電子監測、情報收集、商業罪案調查及科學鑑

定等都超出政府機關的能力範圍。現時最有

效及成功作出起訴的個案都並非引用野生動

物的法例檢控，而是引用有關串謀詐騙的刑事

條例。此舉更能凸顯罪犯所干犯的罪行對社

會的負面影響。

經濟合作及發展組織（OECD）、聯合國毒品

和犯罪問題辦公室（UNODC）、聯合國環境

規劃署（UNEP）及國際刑警（INTERPOL）

指出有組織跨國環境罪行涉及金額每年高達

700至2,130億美元8。當中與非法買賣動植物

罪行相關的金額達70至230億美元、非法漁

業為110至300億美元、非法砍伐樹木和森林

為300至1,000億美元9。現時，執法機關均認

為野生動植物罪行與販賣毒品、軍火及人口等

均屬最嚴重的跨境犯罪活動之一10,11。這些犯

罪活動不單威脅社會可持續發展*12,13，更危害

全球穩定及國際安全，而且情況愈趨嚴重14。

1 跨境及有組織野生物種販賣
 犯罪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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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販賣野生動物及其製成品能獲得豐厚利

潤，加上相對低阻嚇性的懲罰及少數成功檢

控個案，因此販賣野生動植物被視為高利潤、

低風險，吸引不法分子投身相關犯罪活動。不

論本地或國際的野生動植物貿易監管機關，

執法表現一般都較為差劣15,16。此外，很多時

由政府及相關非政府組織承擔的高昂成本—

如被截獲物種於漫長的司法程序期間所需的

護理、康復、以至其後的安置或送返原生地的

費用不菲，但於量刑判罰時往往被忽略及不

作考量17。

現時野生動植物販運黑點普遍處於中國的邊

境，尤其是與香港連接的邊境18,19。藉著香港

的自由進出口措施，各種數以數十億元計的

野生動植物交易得以透過空運及海路抵達中

國。香港的情況與中國大陸相近，同樣是野生

動植物製成品的消耗及交易中心，需求一般為

食品（以奢侈食品為主）、裝飾品、藥物、珍稀

寵物，間中亦有用作投資的產品20。值得注意

的是，以非法野生動植物製成的傳統藥物需

求顯著上升，並相信以每年10%的幅度持續增

長21。

國際間打擊野生動植物罪案的行動獲得
新動力

國際社會出現愈來愈多打擊野生動植物罪

案的議定、聯盟及合作執法伙伴，以應付此

等罪案所帶來的威脅。由《瀕危野生動植物

種國際貿易公約》、聯合國毒品和犯罪問題

辦公室、國際刑警、世界銀行和世界海關組織

（WCO）等於2010年成立的打擊野生動植物

犯罪國際聯盟（ICCWC）與聯合國環境規劃

署等不同機構及各國的合作愈趨緊密，支持

國際間為撲滅野生動植物罪案的巡邏、通關、

檢控及司法，令整個滅罪機制更為有效22,23。

聯合國大會於2015年7月30日通過了議案

69/314，呼籲各成員視國內及跨境野生動植

物罪案為嚴重罪行，以打擊全球野生動植物

貿易罪案。2015年4月，聯合國第13屆預防犯

罪和刑事司法大會通過多哈宣言，促請各國 

強化立法、國際合作、滅罪能力、刑事司法對

策以及執法行動，以對付特別是與野生動植

物販運及偷獵有關的跨國有組織犯罪、貪污

及洗黑錢活動24。

一項重要的消息是，美國及中國正加緊打擊野

生動植物罪案，並於2015年9月宣布兩國均有

意制定近乎全面停止象牙進出口的禁令25。中

國國家林業局於同年10月公布未來一年將禁

止進口「經狩獵而獲得的象牙紀念品」26。中

美兩國政府共同承諾增強合作，通過各種措

施如：識別和對付非法野生動植物貿易路線

及供應鏈；強化國內及全球的執法；以及與其

他國家政府、國際政府組織、民間團體、私營

機構及社區人士合作，以最大的力度杜絕非法

野生動物貿易27。

第十屆東盟（ASEAN）打擊跨國犯罪部長級

會議（AMMTC）亦於2015年10月達成共識，

把販運野生動物和木材正式納入原有的跨國

犯罪威脅優先處理列表中28。因此，野生動

植物和森林犯罪現已被視為如同毒品及製毒

化學品販運、人口販運及走私、恐怖主義及軍

火走私等需要各地區共同合作打擊的嚴重罪

行29。東盟成員國現正加強執法及刑事司法。

跨國及有組織野生物種販賣犯罪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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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國及有組織野生物種販賣犯罪活動

此外，於2015年6月8日，國際航空運輸協會

（IATA）及《瀕危野生動植物種國際貿易公

約》秘書處簽署了諒解備忘錄，以減少非法野

生動植物及其產品的交易，並確保合法野生

動植物交易的運輸均安全和可靠30。此舉反映

航運業正逐漸禁止或限制部分野生動植物產

品的運輸31。

同時，多個以討論野生動植物貿易為主的國

際會議仍在進行，包括國際刑警組織每年舉

行的打擊野生動植物、環境污染及漁業犯罪

工作組，及其近年舉行、兩年一度有關環境犯

罪的會議。

香港

根據《瀕危野生動植物種國際貿易公約》及

《生物多樣性公約》，香港特區政府有責任對

威脅生物多樣性的境內或跨境貿易作出相應

政策。值得注意的是，專家已於2014年向政

府反映大量流入香港或經香港轉運的野生動

植物罪案或貿易的問題，及向政府建議將相

關打擊行動納入生物多樣性戰略及行動計劃

（BSAP）當中32。

2015年12月，香港各政黨的立法議員於立法

會一致通過一項動議，促請香港特區政府加

強打擊野生動植物罪行，並須制定禁止本港

象牙貿易的法例33。雖然該項動議為無約束力

決議，但38位議員中有37位當天出席投票，並

以0票反對、0票棄權的情況下獲得歷史性一

致通過。在佔中/雨傘運動後產生的兩極化政

治環境下，這是前所未有的團結，故特區政府

有責任儘快為此動議著手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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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的走私歷史

犯罪集團一直利用香港作走私路線將貨物非

法轉運至中國大陸34，其歷史更可追溯至第一

次鴉片戰爭（1839至1842年）。上世紀80年代

初主要利用漁船偷運非法商品進入中國；90

年代初於改革開放政策35下，中國開放邊境，

越來越多奢侈品走私到中國大陸；不法分子

轉為利用專門建造的大馬力快艇「大飛」運載

電器及盜竊而來車輛36至中國。有見及此，警

察及海關於1991年共同成立一支反走私特遣

部隊，以應付日趨嚴重的走私活動。

儘管如此，香港的非法貿易仍然活躍至今；各

種貨物如毒品37、煙草、柴油38、電子產品39、

海鮮40,41以及近年的嬰兒奶粉均為本港常見走

私物品。香港的自由貿易政策及港口設施亦令

本港成為走私瀕危物種的熱門路線。根據本

文列出的研究結果及貿易數據，香港已成為

全球合法或非法瀕危植物、動物和其衍生物

貿易的中樞。雖然其中部分進口貨物如魚翅及

活珊瑚魚供應本地市場，但更多只是經本港

轉運或出口43,44。亞洲是全球野生動物產品需

求最高的地方45,46。

展望未來，香港被視為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

會所公布的「一帶一路」計劃中擔當重要角

色47。「一帶一路」倡議通過設立多層次、複

合型的互聯互通網絡，加強亞洲、歐洲、非洲

各地及鄰近海域的貿易聯繫。計劃包括以投

資興建公路、橋樑、鐵路、港口、航運及空運

等多項基建，消除網絡中的障礙，從而促進

貿易。香港已納入「一帶一路」計劃「粵港澳

大灣區」內；作為計劃其中一個樞紐城巿，香

港亦被提名擔當國家「超級聯繫人」的角色，

以推進整個「一帶一路」構思。單是香港特區

政府於機場三跑道系統（預計於2030年投入

運作）所承諾帶來的客運及貨運量，對比

2014年的數據來說已經分別增加了60%及

100%48。如果沒有作出有效監管，進一步開

放各個交通網絡將會無可避免地為走私及販

賣瀕危物種的罪犯打開了今後數十年通往中

國及亞洲其他國家的方便之門。

野生動植物走私樞紐

香港特區政府環境局統計數據顯示於2010至

2014年間，非法進出口《瀕危野生動植物種

國際貿易公約》管制的瀕危物種案件宗數激

增350%（圖1）。同期，被充公的瀕危物種數

量激增三倍，由1,239件（3.4噸）上升至6,696

件（138.4噸），並由價值1,700萬港元增長至

9,200萬港元，升幅達550%（2013年更達1億

1千萬港元）49。

截至2015年10月，被截獲的非法野生動植物

產品數量大幅增加，比2014年增長接近400％

至24,852件（1,058噸）。單以偷運象牙的個

案為例，其偷運方式已由貨櫃偷運原支大象

2 香港漸成野生動植物走私黑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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牙，變為更多由大量水貨客（如飛機乘客）將

較小型的象牙製成品收藏於特製的背心內，

攜帶進入香港50。在此期間，充公象牙合共市

值已增至 1億1千7百萬港元51。

同時，野生動植物罪案的定罪數目亦於2010

至2014年間上升超過一倍，由112宗增加至

263宗；當中最高刑罰為監禁十個月（2014

年個案）。2015年初至10月期間有關罪案的

定罪數目雖稍減至123宗52，但香港的野生

動植物罪案的嚴重程度已廣泛引起國際

關注53,54,55,56。

香港漸成野生動植物走私黑點

圖例：
COR（管制人員環保報告）：環境局管制人員對財務委員會委員陳家洛議員有關2015-16年度開支預
算初步問題之答覆
AFCD：漁護署於2015年5月對索取資料申請（編號: ATI 11/2015 in AF GR1-125/9/1）之回覆
LCQ21：陳家洛議員於2015年11月25日立法會問題第21題之答覆

2010年個案數字來源自漁護署於2015年5月回覆ATI 11/2015 in AF GR1-125/9/1之查詢

值得注意的是，政府回覆立法會財務委員會委員陳家洛議員有關2015-16年度開支預算數據《管制人
員環保報告》初步問題中，有關個案及定罪數字的數據較回覆立法會問題時所提供的數據為低。

圖 一  涉及非法瀕危物種進出口（資料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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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於香港及中國邊境所截獲的《瀕危野生

動植物種國際貿易公約》瀕危物種，比中國大

陸所有其他邊境為多。有見及此，中國政府提

供資源，令深圳海關成為全球職員最多的海

關部門57。

相反，香港特區政府卻未有就販運野生動植

物罪案的規模及複雜性而加强執法及增撥資

源。儘管瀕危野生動植物貿易量龐大並有繼

續上升之趨勢，但香港特區政府仍然否認香

港已成為野生動物走私的樞紐。香港海關於

2012、2013和2014年的年刊指出，進口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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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走私瀕危物種只屬個別案例58，但2014年

的數據卻顯示被截獲的瀕危物種總值排行第

三位，僅次於因觸犯《進出口條例》及《危險

藥物條例》而被充公的貨物，反映有關年刊結

論與數據顯示的事實相反。（圖二）

於40多項由香港海關負責執行的條例中，有

關瀕危野生動植物的案件無論是數量、拘捕

及截獲物品的價值均持續位居前十名。儘管

這些個案可能以多項條例起訴，但單以被起

訴的案例數目而言，香港海關指野生動植物走

私只有零星個案的說法難亦令人信服。此外，

巡查有關買賣動物商鋪的資料也未有公佈，

漠視了本港走私的現況。

現時所有進出中國大陸與香港的動植物均

無需申請任何准許證61，導致收集和理解珍稀物

種中有關野生動物進出口的資料更為複雜60。

香港漸成野生動植物走私黑點

按案件數目 

排名（共40） 根據海關條例執行的案件類目
按案件數目排名

案件數目 檢獲物品總值 
（千元港元）

檢獲物品平均價
值（千元港元）

1 應課稅品條例 19,447 91,886 4.7
2 公眾衛生及市政條例 1,682 1,379 0.8

3 進出口條例 5,412 93,264 86.7
4 危險藥物條例 797 427,655 536.6
5 保護瀕危動植物物種條例 461 94,795 205.6

按截獲商品總值

排名（共40） 根據海關條例執行的案件類目
按截獲商品總值排名

檢獲物品總值 
(千元港元)

案件數目 檢獲物品平均價
值 (千元港元)

1 進出口條例 549,968 5,412 101.6
2 危險藥物條例 427,655 797 442
3 保護瀕危動植物物種條例 94,795 461 205.6
4 商品說明條例 93,264 1,076 86.7
5 應課稅品條例 91,886 19,447 4.7

按截獲商品平均價值

排名（共40） 根據海關條例執行的案件類目
按截獲商品平均價值排名

檢獲物品平均
價值 

(千元港元)

案件數目 檢獲物品總值 
(千元港元)

1 刑事程序／罪行 12,529.0 2 25,058

2 危險藥物條例 536.6 797 427,655

3 化學品管制條例 375 4 1,500

4 保護瀕危動植物物種條例 205.6 461 94,795

5 藥劑業及毒藥條例 136.3 88 11,994

資料來源：香港海關2014年年刊，案件統計，頁117

圖 二    2014年海關個案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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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香港的野生動植物貿易、
 販運及監管

非法貿易—野生動物走私

從以下例子可見香港於野生動植物走私罪案

中擔當關鍵角色：

一） 象牙：亞洲象象牙及非洲象象牙貿易分

別於1975年及1989年被列入《瀕危野

生動植物種國際貿易公約》附錄一，禁

止商業買賣，令國際間大部分的象牙製

品交易自1990年起大幅減少。然而，

香港對象牙的需求不但沒有因此改

變62,63，反而更成為轉運非法象牙製品

往中國大陸的必經之地。於過去十年，

香港特區政府共截獲33噸走私象牙64。

而自2009年起，非法象牙製品截獲量每

年均有上升，至2013年全年數量高達近

8噸65。有統計指出於1989至2011年間，

於亞洲截獲的象牙貨物當中有13%於

本港製造，令香港成為亞洲第三大走私

象牙的港口66。雖然港府各部門於2012

及2013兩年間共截獲近13,481公斤象

牙67，但本港仍然未能將走私象牙的幕

後主腦繩之於法。

 全球非法象牙販運當中，估計只有10%

被截獲68。2009至2014年期間，犯罪集

團於全球各地販運合共多達170噸象牙，

相等於從229,729隻大象上所取得的數

量69。現今全球非洲象的數目估計約只

餘470,00070，令其被國際自然保護聯

盟的瀕危物種紅色名錄（「IUCN紅色名

錄」）列為易危物種。每年約有33,000

隻大象，即每日有96隻、每15分鐘一隻

大象因為象牙買賣而被獵殺71。

 中國的象牙買賣受到一定程度的控制；

反觀香港，象牙卻是輕易可於巿場買賣，

主要原因是本港未能有效執行象牙買賣

發牌制度及缺乏具阻嚇性的檢控。雖然

香港禁止出口象牙製品，但最近有統計

發現本地象牙買賣數量乃全球各城巿

之冠，其中九成製品均售予中國大陸遊

客72。另外，合法象牙被用作為幌子，實

際上是出售1989年後獵殺的非法象牙。

於內地遊客對本港象牙需求增加的情

況下，本港領有漁護署簽發管有許可證

的「合法」象牙庫存量理應大幅減少，

但於過去四年其庫存量卻只有輕微下

跌73：2011年，香港各象牙業界申報的合

法商業象牙庫存量共為116.5公噸；2014

年則為111.3公噸74。根據本港多個非政

府組織的調查顯示，香港象牙商將非法

獵殺大象所得的新象牙混入「合法」象

牙庫存當中，魚目混珠75。

 香港特區政府為回應社會各界要求制訂

了十項新政策，以打擊象牙貿易；但要遏

止有關非法活動，相信需要更能立竿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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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的野生動植物貿易、販運及監管

影的做法。就此，本港立法會議員近來

倡議立法全面禁止象牙買賣。於2015年

2月，民主建港協進聯盟（民建聯）五位

議員宣佈建議於每年一度北京兩會中，

將禁止於中國運送及買賣象牙的法案

提交至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全國人大）

會議中討論。36位港區全國人大代表當

中，32位支持此建議以取締中國的象牙

貿易。此外，香港立法會亦有動議研究進

一步限制象牙貿易，並逐漸達至全面禁

售象牙；雖然決議無約束力，但已有效

地向有關部門施壓，促請其推動有關行

動。

二） 食用（及有上升趨勢的急凍食用）活珊

瑚魚貿易的成因主要是亞太區仍未有法

例管制漁業及捕魚量。中國大陸及香港

為印度洋—太平洋（印太地區），特別是

東南亞活野生石斑魚類及其他活珊瑚魚

的最大進口地77。

 大部分上述的魚類由鄰近東南亞國家經

空運及海運進入本港，再合法或非法出

口至中國大陸。活珊瑚魚的巿場於區內

堀起，原因是中國南方文化一直視海鮮，

特別是石斑魚為高級佳餚，導致區內需

求上升。

 

 雖然有關魚類的數量相對不多（2013

年的數字為13,000公噸），但其零售價

值卻估計高達一百億港元78。有研究估

計全球一半的活珊瑚魚運送至香港，而

其中有一部分未知數量轉運至中國大

陸79,80。當中包括數個被列為IUCN紅色

名錄受威脅品種（俗稱西星的藍點鰓棘

鱸 Plectropomus areolatus；俗稱老

鼠斑的駝背鱸 Cromileptes altivelis 

及俗稱龍躉或花尾躉的鞍帶石斑魚 

Epinephelus lanceolatus）及一個已被

納入CITES附錄二的魚類（俗稱蘇眉的

曲紋唇魚 Cheilinus undulatus）81,82，並

以非法方式跨境轉運至中國大陸。

 這些品種的魚類為中港活珊瑚魚貿易提

供高價的貨源，但有關貿易詳情卻缺乏

紀錄，包括已被《瀕危野生動植物種國

際貿易公約》涵蓋的瀕危物種。其中一

個例子是大量活珊瑚魚經香港由海路轉

運至中國大陸，但無論是香港或中國的

官方機構均無向《瀕危野生動植物種國

際貿易公約》提交正式紀錄83。事實上，

於沙頭角、流浮山及深圳鹽田區邊境經

常有活珊瑚魚的走私84；由於很多活珊

瑚魚均經由海路運送，因此幾乎可以肯

定，走私魚類當中可能混入蘇眉。

 雖然有部分活珊瑚魚以空運形式入口，

但亦有不少活魚如上述情況，經由本港

註冊的漁船由海路抵港86。中國對入口

漁產品收取平均10.9%的稅項87，香港則

為免稅；因此，不法商人可透過從香港走

私魚類至中國大陸賺取更豐厚的利潤。

 入口本港的活珊瑚魚一般極少被審查。

根據《海魚（統營）條例》（第291章），

所有鮮海魚必須在魚類統營處轄下的

魚類批發巿場卸貨及批發出售88，但條

例不涵蓋活海魚及轉運魚類；此等法律

漏洞令於本港註冊的漁船無須向海關申

報，即可於陸上卸載活魚89。由於運載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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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入口香港的船隻被視為本地漁船，因

此即使這些漁船實際上是從其他國家水

域捕魚及運載魚類抵港90,91，亦不被上

述條例所監管，這對活珊瑚魚實際交易

情況的管理及監控帶來極大挑戰。此類

漁船卸載的魚類已超出漁護署及海關對

漁業管理及入口管制的管轄範圍，只有

食物環境衞生署（食環署）《食物安全條

例》（第612章）能對其作有限的監管，

但有關銷售無須預先申報受監督，大大

削弱了漁業管理及食物安全的力度。雖

然漁護署已設立自願申報機制，讓主要

魚商自願性申報其銷售交易；但根據最

近研究顯示（詳見釋註第98點），申報數

據估計只佔所有魚類海運貨物約30%至

40%。

 數以萬計在中國大陸售賣的蘇眉當中，

大部分相信均經由香港非法轉口，而且

並未有《瀕危野生動植物種國際貿易公

約》許可證92。本例子主要強調監管部門

應加強監管野生動植物貿易商，要求商

人證明其貨物源自合法來源。

 於2013年，聯合國毒品和犯罪問題辦公

室估計於亞太區非法買賣野生海洋物種

（如活食用的珊瑚魚、觀賞用的珊瑚魚

及珊瑚）的交易金額高達8億5千萬美元，

並涉及犯罪集團活動93。有關《瀕危野

生動植物種國際貿易公約》附錄二物種

中蘇眉的非法買賣更令人關注：於中國

邊境的交易量達25,000條，但當中沒有

任何正式交易紀錄，而且數字遠超《瀕

危野生動植物種國際貿易公約》對區內

售賣該魚類的限額（主要出口國馬來西

亞的限額為1,880）。每月均有船隻到印

尼阿南巴斯群島（Anambas Islands）

裝載蘇眉回港94。從截獲貨物、漁商面談

及非政府組織研究顯示95,96,97，有充分理

據相信香港已淪為非法魚類貿易的中轉

地。另外，亦有估計指出多達一半入口本

港的活珊瑚魚，其終點站為中國大陸98。

 貴價活珊瑚魚品種的急凍產品交易亦同

樣有上升趨勢，但有關界別鮮有提供相

關的買賣資訊，以個人名義攜帶到港作

個人用途的動物屍體可獲豁免《瀕危野

生動植物種國際貿易公約》許可證。

三） 穿山甲：根據IUCN紅色名錄顯示，穿山

甲為全球走私量最多的哺乳類動物，

而於過去1 5年其野外數目已急跌

50%100。穿山甲因其鱗片及身體各部分

可作傳統中藥及食用，龐大需求導至被

大量獵殺。

 現時全部八個品種的穿山甲101均被納入

《瀕危野生動植物種國際貿易公約》附

錄二之中，雖然四個被IUCN紅色名錄列

為瀕危或極危的亞洲穿山甲品種的交易

已被禁止102，但其餘四個非洲品種仍可

合法買賣103,104,105,106,107。穿山甲的非法市

場逐漸由亞洲品種轉移為四種非洲穿山

甲（目前被分類為易危物種），加上近期

多次於中港兩地截獲非洲穿山甲鱗片，

因此可推斷於不久將來，非洲穿山甲亦

會被納入為瀕危物種108。

 允許某幾種穿山甲及其制品於受監管的

情況下買賣可能為消費者帶來錯誤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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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同時造成法律漏洞，為本應被禁售的

穿山甲提供渠道當作合法品種買賣。如

非經基因測試，消費者及執法人員難以

辨認穿山甲鱗片的來源109；而且偽造、複

製或篡改文件並不困難，可輕易將非法

所得之穿山甲片訛稱為由「合法庫存」所

得，情況形同本港非法象牙買賣所使用

的普遍手段110。穿山甲繁殖速度緩慢，

根本無法應付現今持續而大量的合法及

非法貿易。

 據媒體報導，估計2011至2013少於三年

間，共有約105,410至210,820隻穿山甲

被殺111，但有更多走私穿山甲數量無從

稽考，所以實際獵殺數字可能更高112。

穿山甲所面對的嚴峻情況於中華穿山甲

（本港原生物種）上可見一斑—由2008

年IUCN紅色名錄「瀕危」轉為2014年

「極危」。國際自然保護聯盟指出中華

穿山甲數量急劇下跌，主要原因是中國

對該物種需求甚殷引發國際間的中華穿

山甲買賣114。於過去五年間（2010年7月

至2015年6月），只有共89宗截獲穿山甲

的紀錄115；當中涉及約7.2公噸（358頭）

穿山甲屍體，及12.4公噸鱗片。2014年為

自2009年以來截獲最多穿山甲的一年；

單以該年而言，香港海關檢獲合共超過

三公噸鱗片，亦有跡象顯示非法販運非

洲穿山甲的情況正在增加。穿山甲鱗片

源自烏干達，經由肯雅及馬來西亞轉運

至中國大陸116。另外，多達2,000公斤的

鱗片在2015年3月於葵涌貨櫃碼頭被截

獲117。

四） 加利福尼亞灣石首魚或麥氏犬牙石首魚

（下簡稱「加灣石首魚」）自1976年起已

被納入《瀕危野生動植物種國際貿易公

約》附錄一，禁止作國際商業買賣。最近

有證據118顯示，有人以香港為中轉地非

法偷運可製成貴價花膠的加灣石首魚魚

鰾至內地，以滿足中國大陸對貴價海味

日益增加的需求。此貿易同時亦嚴重威

脅稀有加灣鼠海豚（鼠海豚屬中體型最

細小）119的存活。於過去三年，原本已極

少的加灣鼠海豚全球數目有近一半被漁

網所殺，當中很多是被困於非法捕捉石

首魚的刺網中而死亡。一份於2015年6月

發表的研究報告估計，野生加灣鼠海豚

的數目只餘100頭120；除非採取積極果

斷措施，否則加灣鼠海豚估計將於2018

年前宣告滅絕121。根據IUCN紅色名錄，

石首魚及加灣鼠海豚均被列為極危。

 於2015年初在香港進行的調查發現，本

地有零售商以50萬港元（即64,500美

元）高價售賣446克的加灣石首魚花膠；

另一本地零售商則以額外港幣2千港元

（248美元）的收費將該貨物走私至中

國大陸122。漁護署於2015年5月及6月巡

查約150間海味店，並於當中最少兩間店

舖發現加灣石首魚花膠123。另外，雖然

香港海關於過去兩年的三宗個案當中檢

獲共17件疑為加灣石首魚花膠的貨物，

但卻從未提出任何檢控124。而於2015年

8月24日，《瀕危野生動植物種國際貿易

公約》秘書處向各成員國發出通告，指出

墨西哥非常關注日益猖獗的非法石首魚

香港的野生動植物貿易、販運及監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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捕撈問題，並希望各國可聯手打擊有關

貿易125。漁護署曾致函墨西哥《瀕危野

生動植物種國際貿易公約》管理機構表

示，香港特區政府願意增加雙方於執法

及情報交換 上的合作。雖然暫時仍未見

任何有關的實質行動或影響，但亦可算

是特區政府對打擊石首魚問題上的好開

始。

 加灣石首魚魚鰾的需求大幅增長，原

因是其外形與同樣可製作成天價花

膠金錢鰵的極危品種黃唇魚(Bahaba 

taipingensis)非常相似，因此亦被人視

為烹煮中式湯品的上等材料126。黃唇魚

不但已被列為極危物種，而且只分佈於

中國大陸及香港。雖然中國大陸已有各

種措施保護此物種，但卻一如其他本港

瀕危海洋魚類及無脊椎動物的情況一

樣，黃唇魚的存活仍未受任何香港法例

保障，有別於中國等多個國家。當不久將

來巿場上再沒有加灣石首魚魚鰾花膠，

不法商人將會轉移至其他擁有類似魚鰾

的大型魚類（例如其他石首魚品種）；因

此各界絕對需要主動推行有關措施，保

障其他品種的存活127。

五） 珍奇寵物貿易及世界各國對稀有物種的

需求有上升趨勢，當中以中東及東南亞地

區更帶動了所有寵物的需求128。此情況亦

見反映於近年入口本港的各種鳥類、龜

類、蜥蜴及蛇作寵物的數據上129,130。

 根據漁護署資料，2012年以寵物為由入口

香港的物種及其數量如下（見附錄A）131：

‧ 近48,000隻鳥類（91個品種，其中60%

為瀕危品種）；

‧ 超過384,000隻龜類（104個品種）；

‧ 超過61,000隻蜥蜴（134個品種，其中

32%為瀕危品種；

‧ 超過23,000條蛇（34個品種，其中17%

為瀕危品種）。

 

 2014年，入口作寵物的爬蟲類數量增加

至878,882132。以上數據均可確定香港

為主要動物貿易熱點。目前，寵物貿易當

中的野生動物於獲得漁護署發出的各種

許可證及證書後可合法入口本港；有關

證書及准許證旨在防止帶病動物於未知

情況下進入香港，以保障公眾健康133。向

本港入口已納入CITES附錄的物種，須

額外提交由出口地CITES管理機關簽發

的有效CITES出口准許證134。單以合法

入口個案而言，當局難以追踪成千上萬入

口本港的珍奇寵物，情況令人憂慮。漁

護署只要求管有源自野外的CITES附錄

一及二的活生動物須持有署方發出的牌

照，忽略現時有大量聲稱為人工繁殖的

CITES物種入口本港。除漁護署於2014

年向BSAP陸地生物多樣性工作小組提

交的數據外，公眾甚少可取得本港入口

的動物數量及其轉運至中國大陸或區內

的數據135。漁護署年報中有關瀕危物種

管制的部分亦只列出許可證及證書簽發

數量，與及署方執法和檢查行動的次數，

並未列出瀕危動物的出入口實際數字。

有某些入口商於機場將寄運的瀕危物種

分發予多個貿易商或個人，令查證物種

來源的工作變得更困難136。

香港的野生動植物貿易、販運及監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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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於一般出入口中國的貨物無需許可

證，令收集及理解珍奇動物貿易中野生

動物（哺乳類動物外）的有關數據更為

複雜137。

 另外值得關注的是，漁護署提交BSAP

陸地生物多樣性工作小組的附件中138，

大部分常見的入口品種其實並不適合作

寵物。將野生動物視為寵物飼養可引致

嚴重問題，眾多獸醫及動物福利組織如

英國皇家防止虐待動物協會、美國愛護

動物協會、英國獸醫協會、英國動物學會
139均非常關注寵物的福祉。為歐盟委員

會於動物福利議題上提供建議及技術支

援的動物福利機構歐洲動物組織（Euro 

Group for Animals）指出「我們以動物

福祉為組織首要工作；由於珍奇寵物的

生活條件及需求複雜，令一般寵物物主

不能或極難為牠們提供切合其需要的特

別照顧、飲食及居住環境140」。

 現時有大量不適合作寵物的物種入口香

港；CITES附錄二中的綠鬣蜥（Iguana 

iguana）及CITES附錄三中的大鱷龜

（Macrochelys temminckii）為其中兩

個例子。根據漁護署2012年的資料，單

是該年入口本港的300,000隻龜及超過

40,000隻瀕危蜥蜴當中，大鱷龜及綠鬣

蜥為最主要的品種。香港郊區亦已見這

兩種動物的記錄141,142。將不宜作寵物的

珍奇動物入口本港，除了造成動物自身

福祉的問題，該動物或因適應在本地野

外環境生存，而變為入侵物種，繼而破壞

自然生態。又因這些寵物需要特殊的飼

養環境，一但被遺棄，將難以安排領養。

故大部分接收的動物都由漁護署人道

毀滅。由於管有非CITES表列動物無須

持有任何牌照，而且機乎不可能對管有

CITES表列動物人士作出監管，因此公

眾無法得知每年數以十萬計入口本港珍

奇動物的下場為何。

 批准野生動物入口作寵物為不法商人提

供絕佳機會藉此偷運瀕危物種。這些合

法入口本港的動物牽涉多個不同品種，

其運送數量及體積龐大，加上執法人員

接受有關專業訓練的機會不多，令檢驗

工作變得相當困難。於歐洲，各國政府

由於關注入口珍奇寵物有機會影響公共

健康、動物福祉及生物多樣性而調整入

口限額。荷蘭143及比利時144當局制訂入

口物種列表，除列出的物種以外，公眾

不能管有所有非表列的動物，或只能持

有特別許可證方能管有非表列物種。此

舉大大減輕監管工作及動物管理上的重

擔。

 對某些極危物種而言，於香港截獲的案

例更顯著危害其全球野生數量。於2009

年2月至2014年6月期間，本港共截獲41

隻相信為全球最罕有的龜類物種安哥

洛卡象龜（Astrochelys yniphora）145。

此品種全球野生成龜數量估計只餘200

隻，於香港截獲的41隻已佔總數量的兩

成146。雖然安哥洛卡象龜的個案為並不

常見，但亦顯示出非法珍奇寵物定必以

最珍稀的物種為主要販賣目標。由截獲

的數量可見147,148，本港成為了全球買賣

珍稀及瀕危物種樞紐的重要角色。

香港的野生動植物貿易、販運及監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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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雖然生物多樣性非常重要，但動物福祉

亦不容忽視。珍奇寵物貿易導致每年有

以百萬計的動物於捕捉、飼養、配種及

運送至買賣地點的各個階段中死亡149。

以作貿易的動物一般死亡率甚高150，所

以業界依賴大規模及資金快速周轉的銷

售模式。有調查發現，於美國德薩斯州一

家國際主要野生動物批發商管有的171

個品種共26,400隻動物中，八成均嚴重

染病、受傷甚或已經死亡151。在貿易過

程中， 能夠存活下來的動物即使最終找

到主人共度餘生， 其生命週期亦會較

正常短。多項研究152發現，購買珍奇寵物

的飼主一般缺乏經驗，常導致寵物受苦

及死亡。

六） 犀牛角：犀牛是《瀕危野生動植物種國

際貿易公約》附錄於1975年開始生效後

其中一批最先被納入附錄中的物種之

一153。蘇門答臘犀牛、爪哇犀牛、印度犀

牛、南北亞種的黑白犀牛全被列於《瀕

危野生動植物種國際貿易公約》附錄一

當中，這些品種的國際商業貿易已全面

被禁止。對富有的亞洲商人，特別是越南

商人來說154，犀牛角乃身份象徵。一般而

言，犀牛角多被製成傳統藥品及匕首手

柄。由於此類商品的需求上升，犀牛亦以

不可持續的方式被獵殺，導致現時瀕臨

絕種的情況155。

 本世紀初非洲及亞洲的犀牛數量約為

500,000；現時，爪哇犀牛及蘇門答臘

犀牛已幾乎滅絕，而北白犀甚至已全數

野外滅絕，只有在肯雅餘下三頭存活於

圈養環境中156,157。南白犀及南黑犀的

數量同樣極少；估計2012年南非只餘下

18,800隻南白犀，及2010年整個非州大

陸僅餘4,880隻南黑犀，當中四成的南

黑犀存活於南非158。國際犀牛角貿易令

犀牛被獵殺的數量達到前所未有之高，

單以南非為例，過去兩年每年已有超過

1,000隻犀牛被捕殺159，如不阻止有關

貿易，犀牛將極可能於野外滅絕。

 近年全球均有截獲大量犀牛角貨物的案

例，而南非及中國更是位列榜首。香港亦

曾截獲幾宗走私犀牛角的案例，於2014

年本港更是亞洲第四個發現最多走私犀

牛角的地區，僅次中國、越南及泰國160。

近月案例161,162中檢獲的犀牛角重量由6

至11公斤不等，以巿值每公斤65,000美

元而言，這些走私品價值相當可觀163。

至2015年5月止，於2011年11月的案例仍

為本港史上最大宗犀牛角走私，當中共

檢獲33支犀牛角164。因此香港可謂一直

擔當將犀牛角轉運至中國及越南的重要

樞紐角色。

七） 鬼蝠屬及蝠鱝屬：因鬼蝠屬及蝠鱝屬

的群體數量大幅下降，國際自然保護聯

盟已將這兩個屬下的魚類列入易危級

別；近年某些群體的數量更減少多達

95%166。其性成熟年齡遲，而且繁殖能

力較低167，令這些魚類特別容易受過度

捕魚的問題所威脅，即使捕獵數量不多

亦可能令牠們面臨絕種；但買賣鬼蝠屬

及蝠鱝屬的貿易卻為數不少。2014年，

鬼蝠屬亦被納入《瀕危野生動植物種國

際貿易公約》附錄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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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為亞洲各國買賣鬼蝠鰓板（膨魚

鰓）的重要樞紐168。一項於2011年發表

的調查指出，每年於香港買賣鬼蝠屬及

蝠鱝屬鰓板（膨魚鰓）估計達125公斤，

當中鬼蝠鰓板佔90公斤（即72%）169。但

根據一個2015年12月的調查，估計每年

分佈本港各地的鰓板有5至6噸170。如果

按照2011年的比例計算，2015年本港共

有3.6至4.3噸鬼蝠鰓板；亦即現時本港

鬼蝠鰓板的巿場比2011年高16倍。

 相較廣州這個中國的交易中心，有關買

賣卻有下降趨勢。2015年12月有研究顯

示，當地蝠鱝鰓板存貨量共重2.76噸；

鬼蝠鰓板佔其中900公斤（即32%）171。

由於前述存貨量只有2011年評估數量的

一半，保守估計廣州的蝠鱝鰓板買賣減

少至12噸以下（2011年有23.8噸）。

 參照廣州2015年售賣出12噸鬼蝠鰓板

的估計，可推算出香港的鬼蝠鰓板貿易

現時已佔整個中國三分之一，亦即估計為

全球的25%。

 根據這些數據，香港可謂佔全球鬼蝠鰓

板貿易上重要一席。瀕危鬼蝠於本港的

銷售數字上升，歸根究底在於缺乏可配

合《瀕危野生動植物種國際貿易公約》

的執法行動。

八） 木材：香港為合法及非法木材貿易的轉

運中心，特別是如紅木這些貴價熱帶品

種172。大量木材原木都會經香港轉運至

中國大陸的廠房加工。香港的木材貿易

於2013年約巿值34億港元173。香港的木

材貿易量於過去十年一直比較穩定，而

從研究數據可見，入口的木材中只有少於

一半再出口174，但由於香港已再無木材

加工工業，本地對木材需求理應不多，因

此令人對所得數據有懷疑。本港零售商

一般傾向入口於中國大陸或其他地方加

工的木製品，因此入口的木材可能未經

正式申報便再出口175。以2007年為例，

估計該年入口本地作最終用途的木製品

中，約兩至三成RWE（圓木當量）由非法

木材製成176。香港毗鄰深圳及廣州，而

這兩個城巿均是烏木、桃花心木及紅木

等熱帶硬木的主要加工場；由此可推斷

為何非法入口本港的木材如此龐大。熱

帶硬木如上述的烏木、桃花心木及紅木

經常都被製成高級家具及地板，可為貿

易商帶來可觀利潤，但其全球數量卻日

益稀少。這些木材價格高昂、供應漸少，

吸引走私者投身有關買賣。

 如中國大陸的情況一樣，如果物種未有於

《瀕危野生動植物種國際貿易公約》附

錄中列出，本港便缺乏可予執法部門作

依據的法例，有關人員亦未能充公違法

所得的木材。因此，香港需制訂如歐盟、

美國及澳洲的法例，打擊非法木材買賣

以展示香港領導全球的角色，亦可催化

中國大陸制訂類似法例。

 於2014年世界海關組織非法貿易報告

對外公佈的截獲品詳情中，香港海關曾

於葵涌海關大樓驗貨場的四個貨櫃內

檢獲以海路走私的木材。該批原木木材

香港的野生動植物貿易、販運及監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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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俗稱洪都拉斯紅木的瀕危物種，共重

92,000公斤，價值約3百萬美元。此為過

去十年中最大型的木材走私案例177。

 香港海關亦於2014年4月截獲579公斤

的走私沉香木，巿值76萬美元。該批木

材與其他貨物混載於漁船上掩人耳目。

另外，印度海關亦於2014年10月向香港

海關提供情報，指出將有一個貨櫃的紅

檀木經馬來西亞巴生港轉運至本港。海

關按情報於貨櫃抵港後立即採取行動，

並撿獲共18,000公斤的走私紅檀木179。

九） 盜獵及非法販賣香港原生物種乃保育界

專業人士非常關注的議題。香港孕育多

個獨特而且極度瀕危的原生物種，例如

大頭龜（Platysternon megacephalum）、

金錢龜（Cuora tr ifasciata）、中華穿

山甲（Manis pendactyla），與及受威

脅物種如香港瘰螈（Paramesotr i ton 

hongkongensis）及土沉香（又稱牙香

樹，Aquilaria sinensis）。以上為近期本

地受盜獵威脅的物種，需要迅速採取行

動以避免盜獵物品混入合法市場當中。

 土沉香的盜獵情況日趨嚴重，超過15個

沉香屬的物種原生於東南亞各個熱帶樹

林180。沉香屬以其樹體受傷後所結出的

樹脂聞名，這些樹脂可作香水、焚香，亦

可入藥及製作飾品。土沉香為香港及中

國唯一的沉香屬物種（全有沉香屬物種

已列入《瀕危野生動植物種國際貿易公

約》附錄二）181。由於廣東及廣西的土沉

香香脂供應已耗盡，但需求依然龐大，

因此其價格極其高昂182。盜伐者為獲取

土沉香，於本港包括郊野公園範圍內大

肆濫伐183，而且個案由2009年的15宗

以幾何級數劇增至2014年的134宗。某

些地區如伯公坳、西貢已損失大量沉香

樹185。

 現時香港法例及執法方式存在漏洞，讓

不法分子有機可乘，清洗非法所得的野

生瀕危物種，魚目混珠作合法買賣。解

決問題的關鍵在於設立辨識及追踪瀕

危物種的機制，例如出售、入口及管有

已被列入《瀕危野生動植物種國際貿易

公約》附錄的物種必須提供獨有的編號

（現時已於一部分物種上實施）；同時

亦可將此法例延伸至第170章《野生動

物保護條例》下的本土物種。美國有數

個州分一律禁止其居民管有原生野生

活生動物的例子186，以確保執法清晰而

簡單，高度保護當地原生動物免其被捕

獵及清洗販賣。歐盟各國則受歐盟理事

會第338/97號條例監管，如需商業買賣

CITES附錄中多種活生物種，該動物必

須植入微型晶片作永久獨立記號187,188；

不同物種的做法有所不同，微型晶片、外

殼刻痕、刺青及脫氧核糖核酸測試均為

辨識動物的可行做法189,190。雖然難以通

過單一方案解法問題，但由於本港所面

對的非法瀕危物種貿易金額數以百億元

計，因此極需立刻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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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法動植物貿易

貿易中的瀕危物種

為落實《 瀕危野生動植物種國際貿易公約》，

香港已制定《保護瀕危動植物物種條例》（第

586章）。因此，受管制的物種亦只限於條例

列出的物種。2010至2013年期間有超過570

個《瀕危野生動植物種國際貿易公約》表列

物種入口本港191。這些受條例保護的瀕危物

種只佔入口香港作本地買賣、轉運或再出口

至亞洲其他地區的一小部分。目前香港未有可

管制入口《瀕危野生動植物種國際貿易公約》

以外受威脅物種的法例，但事實上這些物種

很多都於來源國以非法及不可持續的方式取

得。此外，如上述所指，香港亦未有任何法例

可保護本港水域中的鯊魚、海魚或無脊椎動

物192。

其中兩個例子為鯊魚（魚翅）貿易。2014年9

月，五種瀕危鯊魚被納入《瀕危野生動植物

種國際貿易公約》附錄二中，令現時受保護但

可買賣中的物種增至八個。上述八個的軟骨魚

（Chondrichthyes）的存活均面臨巨大壓力，

當中已有研究數據的品種中，大部分的數量都

有下降趨勢，估計這些物種每年的死亡數量

介乎6,300萬至2億7,300萬193。於已知465個

品種的鯊魚當中，只有25%被IUCN紅色名錄

列為無危、45%的品種缺乏數據，有141個鯊

魚品種已被受威脅或近危194。本港及鄰近水

域亦有數據顯示鯊魚數量有所減少195。魚翅

貿易為鯊魚數量減少的主要原因之一，而本

港於過去15年入口魚翅量更佔全球一半196。

根據香港海關的數據顯示197，至2000年代中

期，所入口本港的魚翅有33%至75%均被再出

口至以中國為主的其他地區。雖然如此，近期

數據卻顯示再出口往中國的魚翅數量大幅減

少（至最近期至佔再出口貨物中僅1%），而且

似乎有更多魚翅留在本港。現時於香港再出口

的魚翅多以越南為目的地。

從前，香港的魚翅巿場貨源主要依賴14個品

種的鯊魚，而這些品種都已於IUCN紅色名錄

中被列為易危或近危。

《生物多樣性公約》的角色

自《生物多樣性公約》於2011年延伸至香港

後，特區政府不單有責任保護本地生物多樣

性，亦需確保其行動可為全球生物多樣性的保

護及宣傳上作出貢獻198。《生物多樣性公約》

的第三條列明政府必須確保於其司法管轄區

內的活動不能損害其他司法管轄區的環境；

這亦適用於從來源地可持續採伐捕獵的議題

上。《生物多樣性公約》第十條（部分）規定：

「每一締約國應盡可能並酌情： 

(a) 在國家決策過程中考慮到生物資源的保

護和可持續利用； 

(b) 採取有關利用生物資源的措施，以避

免或盡量減少對生物多樣性的不利影

響。」

此外，愛知生物多樣性目標的第12個目標特

別與野生動植物貿易有關，並希望：「到2020

年，防止已知瀕危物種滅絕，並改善族群數量

下滑最嚴重的物種的保育狀況。」

如需謹遵《生物多樣性公約》的原則，香港必

須改變現時缺乏監管法例的情況，勿再對買

賣發展中國家捕獵而來的瀕危物種此一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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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而不見，於可管轄的範圍中採取更主動的態

度管理及部處以減少易危及受威脅物種的買

賣，將本港龐大的生態足跡縮小。這同時亦呼

籲各界制定足夠及合適的法例，以保護本土生

物多樣性、減低國際瀕危物種買賣對生物多

樣性的打擊。香港絕對可以確保本地進行的

貿易為負責任、合法而且不對環境構成傷害。

執法及檢控

香港海關肩負重要任務，防止瀕危物種走私

入港。如瀕危動植物或相關製品抵港時未持

有許可證，海關可扣押及沒收該貨物。此類

貨物於過去五年的截獲量一直增加，2013年

共有價值超過1億1,000萬港元的有關貨物被

檢獲，而2015年截至十月更檢獲價值共1億

1,700萬港元的同類走私贓物199。值得一提的

是，海關估計成功截獲的貨物量只佔所有走私

的10%200。於本地買賣的野生動植物貨物由

漁護署負責檢測及監管，如果漁護署及海關

之間缺乏有效的合作，成功避過海關走私入

港的瀕危物種於再出口或轉售時便難以被發

現，因為並沒有規定須檢查有關貨物。

漁護署的責任為檢查貨物來源地的出口准

許證是否符合本地法例第586章的許可證要

求201。如發現該准許證有異常（例如錯列物

種名稱），署方有權拒絕發出進口或管有物種

必需的許可證202，甚至將該違反《瀕危野生

動植物種國際貿易公約》約束的物種（及其部

件或製成品）充公。需注意的是，漁護署只為

i）《瀕危野生動植物種國際貿易公約》附錄

一表列物種及ii)附錄二表列的源於野外活生

動植物簽發進口許可證以符合《瀕危野生動

植物種國際貿易公約》的要求（於第586章列

香港的野生動植物貿易、販運及監管

出），因此不適用於如魚翅此類野生物種製成

品203。附錄一表列中圈養的動物及人工培植

的植物等同附錄二中的標本204。

實際上，入口一般都會被接納；如有需要，香

港的入口許可證及出口至其他地區的許可證

由漁護署簽發，署方於簽發這些許可證前一

般未有調查入口本港所需的《瀕危野生動植

物種國際貿易公約》出口准許證是否有效205

（見附錄B）。雖然要求漁護署向各國CITES

機構查明每批船運的做法可能不切實際，但

署方卻對這些出口准許證來之不拒，甚至明

知貨物來自以非法動植物貿易及不濫捕動

植物情況嚴重的國家，亦照單全收。如果特

區政府希望確保不與不法分子同流合污，未

經查核入口物種是否以可持續方式捕獲即

接納其准許證，協助走私罪犯清洗《瀕危野

生動植物種國際貿易公約》附錄一二的瀕危

物種，則必需檢討現時簽發入口許可證的程

序206。

《瀕危野生動植物種國際貿易公約》要求列

於附錄二中物種只能於不會影響該物種存活

的情況下買賣，及要求附錄三表列物種必需以

合法途徑採捕及買賣；但署方現時的做法卻與

《瀕危野生動植物種國際貿易公約》的規則

及精神相違背207。另外，各個機構亦需一直對

《瀕危野生動植物種國際貿易公約》附錄物

種的交易保持緊密溝通。

除非得到有效的執法、檢控及具阻嚇性刑罰

所支持，多管齊下，否則單靠加強立法及慣常

做法難以解決本文所指出的瀕危物種買賣問

題。船隻檢驗率低208、過時的申報豁免、對本

港註冊而且實為貨船的漁船（非捕魚船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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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的野生動植物貿易、販運及監管

控制寬鬆、《瀕危野生動植物種國際貿易公

約》表列物種出入口許可證簽發輕率，與及香

港對貿易一直持放任態度，各種原因都導致香

港淪為瀕危動物買賣的中心209。

另一個關注是法庭甚少對因走私瀕危物種進

入本港而違反《保護瀕危動植物物種條例》

（第586章）的違法者作出具阻嚇性的判刑。

因觸犯上述條例的最高刑罰為兩年，故此差不

多所有有關案件都只是於裁判法院提堂。

上訴法庭曾指出，對非法買賣瀕危物種的罪

犯判刑考慮，除了需顧及條例以實施《瀕危野

生動植物種國際貿易公約》為目的之外，主要

的考慮因素應為對該物種的保護及作威嚇作

用210。但於現實而言，大部分觸犯第586章中

《瀕危野生動植物種國際貿易公約》規定的

違法者得到的判刑都非常寬鬆。對比盜竊極

度瀕危物種，因買賣這些物種而被判監禁的

案例少之又少。即使判刑包括監禁，刑期亦過

短（見下文例子）。基於瀕危物種走私品的價

格高昂得甚至可與第一級毒品相提並論的原

因，寬鬆的判刑及懲罰只會間接鼓勵有組織

犯罪網絡進行此等罪案；而目前他們亦已主導

整個瀕危物種貿易。結果，罰款不過是經營這

種低風險高回報行業的小額商業成本。另外，

某些應被視為商業罪案的案件亦未被法庭作

出應有的高度重視。

雖然非常商業販賣瀕危物種之最高罰款為

500萬港元（而非以商業為目的之案件，第六

級罰款金額為10萬港元），但實際上由判例可

見大部分的罰款均較低。下文將列出數個可反

映此問題的案例，而案例中六個巿場渴求的瀕

危物種巿值可見於附錄C：

‧ 香港特別行政區 訴 Sameh及Abdelaziz

（未收錄於香港法律學刊），2014年3月

15日：答辦二人因走私128隻蜘蛛及射紋

龜（兩者均為《瀕危野生動植物種國際

貿易公約》附錄一表列物種）進入本港

而被定罪，刑罰為罰款45,000港元及監

禁兩個月。兩人的監禁刑罰獲暫緩，而法

官亦認為罰款金額恰當，雖然有人曾於

判刑前向法庭提供資料，指走私物種的

巿值超過32萬港元。本地科學家甚至認

為此推算巿值過於保守，並指出該批動

物實際巿值應為76萬港元。

‧ 香港特別行政區 訴 Cheung Mo Tak 

HCMA 89/2012（未收錄於香港法律學

刊），2012年6月8日：一名女子承認走私

兩支犀牛角進入本港，被判監禁兩個月。

雖然答辯人承認以往亦曾走私犀牛角，

但上訴法庭裁定原來判刑已經足夠。一

般犀牛角於區內價格高達每公斤65,000

至70,000美元。

‧ 香港特別行政區 訴 Zhang（未收錄於香

港法律學刊），2012年6月15日：一名中

國公民承認由菲律賓走私43隻瀕危巴拉

望龜（《瀕危野生動植物種國際貿易公

約》附錄二表列物種）進入本港，被判監

禁六個星期。判刑前四個月，答辯人亦因

另一宗走私瀕危物種進入本港的案件而

被判刑。保守估計該批巴拉望龜巿值4

萬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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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特別行政區 訴 曾偉強 H C M A 

4 4 / 2 0 0 9（未收錄於香港法律學

刊），2009年6月25日：答辯人因管有

《瀕危野生動植物種國際貿易公約》附

錄一表列的緋紅金剛鸚鵡而被判罰款

1,200港元。估計該物種於中國大陸巿值

1萬港元。

‧ 於2015年1月至10月的97宗走私象牙的

案件當中，政府只成功將25人定罪。有

關象牙共重1,100公斤，巿值達1千1百萬

元。被定罪的25人中最多被判監禁六個

月，最少罰款為3萬港元211。

‧ 於2014年2月14日，112隻射紋龜及10隻

安哥洛卡象龜（IUCN紅色名錄分類為極

危）被走私至香港。被告因走私《瀕危

野生動植物種國際貿易公約》附錄一物

種而被判監禁六星期，及因走私附錄二

物種被判監禁四星期。兩項刑期同時執

行，亦即被告只需被監禁共六星期。估

計案件中走私物種巿值100萬港元212。

‧ 於2014年10月1日，海關於香港國際機場

接機大堂截查一名男子，並於其行李中

搜獲338隻活生黑池龜（《瀕危野生動

植物種國際貿易公約》附錄一物種）。法

庭判刑為監禁三個月213。估計案件中走

私物種巿值67萬6千港元。

‧ 根據香港海關數字，過去五年（2010年

7至2015年6月）與截獲穿山甲有關的案

例共有89宗，涉及共7.2噸（及358隻）穿

山甲屍體及12.4噸穿山甲鱗片。罪犯被

判監禁四星期至四個月，罰款為500至

15,000港元214。

香港的野生動植物貿易、販運及監管

相比澳洲及英國兩個司法管轄區的法例，香

港對野生動植物罪行的最高判刑明顯十分寬

鬆。澳洲與上述罪行有關的法例為環境保護

與生物多樣性保護法第13A部分（國際野生動

植物出入口），而英國的相關法例則為瀕危物

種貿易管制（執法）規例1997/1372。如上文

所指，香港對非法進出口《瀕危野生動植物種

國際貿易公約》附錄一物種作商業用途的刑

罰最高為監禁兩年。對比澳洲，進出口《瀕危

野生動植物種國際貿易公約》不論是附錄一、

二或三中所有表列物種（不一定用作商業用

途）的最高刑罰為監禁十年。而於英國，進出

口瀕危物種作商業用途的最高刑罰為監禁七

年。

香港從寬處理野生動植物罪行的態度同時亦

見於與歐盟各國處理觸犯《瀕危野生動植物

種國際貿易公約》案件刑罰的對比。本文附錄

D列出各國刑罰的對比，而下列例子顯示本港

法庭宣判的最高刑罰並不足夠：

1. 本港法例（《保護瀕危動植物物種條例》

（第586章），第10條）對入口、出口、管

有或控制《 瀕危野生動植物種國際貿易

公約》附錄一表例物種以作商業用途的

違法者最高刑罰為監禁兩年。歐盟28個

成員國中，19個國家對同類案件刑罰都

較香港高。

2. 本港法例（《保護瀕危動植物物種條例》

（第586章），第5至9條）入口、出口、管

有或控制CITES附錄一表例物種，但非

作商業用途的違法者最高刑罰為監禁一

年。歐盟28個成員國中，24個國家對同

類案件刑罰都較香港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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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雖然《保護瀕危動植物物種條例》第

2(3)條指明如果商人聲稱可買賣瀕危物

種或其相關物品，無論是否屬實，該物品

一律作瀕危物種或其相關物品處理，但

至現時為止未有任何書面判決採取以此

條款。舊有法例《動植物（瀕危物種保

護）條例》（第187章）當中有類似規定，

並採用於以下案例的判刑中：

香港的野生動植物貿易、販運及監管

‧ 香 港 特 別 行 政 區 訴 張 虹 霓 

HCMA546/2000（未收錄於香港法

律學刊），2001年2月2日。答辯人於

售賣貨物時聲稱貨物包含藏羚羊物

料。

‧ 女王　訴　Both Prime Co Ltd 

[1996] 1 HKC 641，女王　訴　Ki 

Chor On [1996] 4 HKC 361，及女

王　訴　Chong Ping Tung HCMA 

1505/1996)。三宗案件均涉及售賣

聲稱含有瀕危物種成分的中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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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打擊野生動植物罪案

全球及地區貢獻

就其本質而言，野生動植物罪為有組織罪行，

因此必須依靠有組織的打擊行動以偵破及確

保不法分子被定罪。沒有任何一個機構可以

單獨解決這些罪案；高效的多邊合作及協調

均為關鍵，同時每個貿易中心亦需各就其位，

發揮其應有作用。簡單而言，要打擊一個網

絡，需要另一個網絡。因此，香港的警隊、漁

護署、律政司及海關等各個政府部門需與本

地及全球緊密合作，互通情報、共享資源、分

擔責任及分享專業知識，以對付案情較複雜

的野生動植物罪案。如各部門與專業調查人

員之間缺乏密切及恆常合作，則難以確保合

理判罪，更難將主腦定罪。

自2012年起，國際刑警組織一直支持及協助

國家環境安全特別工作組（NESTS）的發展

以對抗與環境有關的罪行215。這個特別工作

組為一個國家級多邊合作組織，由警方、海

關、環保機構、其他專門機構、檢察機關、非

政府組織及各地政府合作夥伴所組成。自發

起國家環境安全特別工作組這個計劃以來，

共有13個國家已舉辦針對環保法例的國際級

研究會216。據報，中國亦正在建立有關特別工

作組217。

於東南亞，東盟野生動物執法網絡（ASEAN-

WEN）218則是全部十個東盟成員國共同建立

的執法網絡，由各國警隊、海關及環保機構所

組成。此執法網絡為各機構提供平台，令其可

以共同合作及協調；同時，網絡亦與其他國際

機構如國際刑警組織、《瀕危野生動植物種

國際貿易公約》、美國魚類及野生動物管理局

互相連結。雖然，東盟野生動物執法網絡對打

擊野生動植物罪案的成效仍然是未知之數。

近年，世界各地很多司法管轄區均認清撲滅有

組織環境罪案的重要性，驅使這些地方發展

相關罪案打擊小組，例如，泰國國家公園管理

署轄下野生動植物罪案法證組，與及菲律賓

政府近期組成的跨機構小組，名為國家反野

生動植物罪案委員會。柬埔寨的野生動物快

速救援隊由該國國防部提供人手，而國家農

業、林業及漁業部則通過轉介、各國線人網絡

及熱線電話處理當地九成的野生動植物罪案

調查。

印度政府則組織一個名為野生動植物罪案監

管局的專責執法小組，其責任除了瓦解印度

國內的犯罪網絡，亦包括提供有關老虎分佈

的範圍及狀態。印尼野生動植物罪案部為執

法機關提供數據及技術建議，為調查及檢控

有關罪案提供支援。馬來西亞自然資源及環

境部為一個由不同部門所組成的專責小組提

供協調。越南一個非政府組織越南自然教育

利用社交媒體及龐大的線人網絡舉報環境罪

案。以警力而言，泰國及越南均有應付環境犯

罪的專責部門。老撾及緬甸同樣設有專責部

門，但兩者於最近才成立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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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中國亦於2011年12月成立國家《瀕危

野生動植物種國際貿易公約》執法協調機

構（中國）（NICECG），以促進情報交換及

收集、加強能力建設，與及協調聯合執法活

動217。NICECG由國家林業局、公安部、海關

總署、農業部及國家工商行政管理總局所組

成。中國的《瀕危野生動植物種國際貿易公

約》管理局由國家林業局主辦，為NICECG的

協調機構。省級工作經由省級《瀕危野生動植

物種國際貿易公約》執法工作協調小組網絡

作出協調。

香港特區政府

雖然特區政府已成立不同的諮詢及聯絡組，但

為打擊本地野生動植物罪案的跨部門合作及

策略規劃依然含糊而且匱乏；例如甚少進行

會議、主要部門代表官員不足，而且缺乏擁有

相關專業知識的人士或致力於相關法例的人

士。以下為相關組織及委員會：

保護稀有動植物諮詢委員會（ESAC）為一個

向漁護署於根據香港法例第586章執行行政

工作時提供建議的法定組織。該委員會每年

舉行兩次會議，其委員會成員包括漁護署、環

境保護署、海關派出的代表，及其他11位非官

方委員。根據有關委員的資料顯示，委員會中

可能與動植物貿易有利益衝突的成員似乎佔

較大比數，因此現時委員會之架構平衡有待

改善。同時，由於委員會職權範圍包括於漁護

署署長執行《保護瀕危動植物物種條例》（第

586章）行政事宜時222，如有問題，委員會應

該向漁護署署長提供建議；因此如果委員會

當中包括具有法律背景，或同時具備相關專業

打擊野生動植物罪案

（如環境保護、保育或動物福利）的成員，將

可改變現時委員會內缺乏相關成員的情況，

讓其發揮更大功能。

動物福利諮詢小組（AWAG）的職責為就動

物福利事宜向漁護署提供意見。現時該小組

的成員包括獸醫、與關注動物福利非政府組

織合作的個別人士、動物使用者（如寵物貿

易/繁殖商及醫學研究人員）、其工作涉及圈

養野生動物及動物保育的個別人士，以及具

備法律背景的成員223。即使野生動物福利

（包括圈養、捕捉或宰殺過程）與其保育及保

護工作之間互相聯繫，但小組中卻未有任何與

有關保育或漁農的官員參與作委員，當局亦

未有派出代表參與小組會議。另外如前述，動

物福利諮詢小組的職責只是向漁護署提供意

見；因此，假若小組就動物福利的立法執法事

宜提出的意見，需要其他部門或局（例如環境

保護署或海關）參與及配合，就會遇上問題。

除以上諮詢委員會及聯絡小組，漁護署為「更

認識我們的自然資源和加強我們的自然護理

工作」亦設立了多個動植物類群的工作小組224

，即哺乳類動物、淡水魚、蝴蝶、蜻蜓、海岸群

落、兩棲動物、鳥類及植物。但有關這些小組

的資料，如小組成員、會議頻率、已開展的工

作、曾討論事項、工作成果等均難以取得。以

現時所見，這些小組似乎在有限的職權範圍內

的工作，而且缺乏參與漁護署外的成員，導致

各小組內外的連結可能出現中斷，難以達至

最佳效果。因此，小組的工作成果同樣未能被

能發揮其應有效用，令其他小組或有關人士不

能輕易取得小組工作所得的珍貴資訊；同時，

小組亦有機會錯失與外間機構合作進行項目

或行動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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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護瀕危物種聯絡小組（ESPLG）由漁護

署、海關及警務人員所組成，職責為商討如何

加強該三個部門間的合作，亦為瀕危物種政

策提供意見。小組每年與非政府組織會面一

次，以提供所關注議題的最新消息。此外，香

港特區政府已成立或計劃開展以下措施：

‧ 《瀕危野生動植物種國際貿易公約》培

訓—漁護署不時舉辦有關《瀕危野生動

植物種國際貿易公約》的培訓。自2014

年五個鯊魚品種被列入附錄二內開始，

漁護署及海關官員接受由PEW慈善信

託基金會發起的鯊魚品種辨識培訓。

‧ 象牙—由政府針對非法象牙買賣的行動

包括：要求象牙商人展示由漁護署發出

的通告及海報以取代牌照、於禁售前象

牙上貼上防偽標籤、加強監察特定重量

的禁售前象牙、檢查持有牌照的物業內

禁售前象牙庫存、使用檢疫偵緝犬；另

外亦有機會使用放射性碳測年及公眾教

育提高有關意識225。

‧ 生物多樣性策略及行動計劃（BSAP）— 

大量香港學者、專家及非政府組織進行

磋商均有參於擬定BSAP的過程。野生

動植物走私及罪案引起多個工作小組關

注，因此各小組提供下列具體建議：設立

一個具備追踪及調查技巧的野生動植物

罪案調查專責小組；同時需要加強本港

各部門間，與中國大陸及外國警方、國際

刑警及相關非政府組織的合作，並且利

用如脫氧核糖核酸取證等最先進的情報

蒐集技術。

‧ 打擊砍伐土沉香—大部分滅罪行動均與

警方合作，如收集及交換情報、於砍伐

黑點進行多部門打擊活動、協助警方調

查非法砍伐土沉香的案件，及通過電視

節目警訊提高公眾對這些罪行的意識及

警覺性。

‧ 香港已超越《瀕危野生動植物種國際貿

易公約》規定—例如本港設立的瀕危物

種管有牌照。如需管有所有附錄一及二

中列出、來自野外的活生動植物作商業

用途，則每個管有該物種的物業必須持

有牌照226。但由於商人無須向有關當局

報告銷售紀錄，因此牌照並未能發揮其

作用。檢查存貨單位並不能用以核對原

有牌照。如是者將會出現以下情況：如果

植物或動物於數星期內賣出（例如蘇眉

活魚），但獲批管有牌照期效為五年227。

中間極長的時間差距令不法之徒有機可

乘，以非法所得的物種冒充獲簽發牌照

的動植物，而現有證件則可作更多非法

入口貨物之用，「清洗」走私瀕危物種。

如相信此等欺詐行為不會出現於現有系

統中，是天真甚至不謹慎的做法。舉其中

一個例子，每月於香港各零售點抽查的

數據顯示，巿場上出售的被列於《瀕危

野生動植物種國際貿易公約》的魚類數

量遠超有關正式入口紀錄228。應注意，

即使通過最先進的科技（如脫氧核糖核

酸測試）亦難以令人成功分辨《瀕危野

生動植物種國際貿易公約》動物為圈養

或野外捕獵所得，因此，所有《瀕危野生

動植物種國際貿易公約》表列物種其實

均需通過簽發牌照這個制度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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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源及表現

漁護署有三個綱領229，有關保護瀕危物種及

實行《瀕危野生動植物種國際貿易公約》的

主要部門則被納入於自然護理及郊野公園之

綱領下，而處理與《瀕危野生動植物種國際貿

易公約》有關的問題則由此網領下的自然護理

分署之瀕危物種保護科負責。於2014-2015財

政年度中，漁護署獲批預算為13.95億港元230。

當中只有少於2.5%（3,145萬港元）被分配至

保護瀕危物種工作上，而一連串相關教育及公

眾活動佔獲分配預算的276萬港元（圖三）231。

2012-2013財政年度中，漁護署就執行條例所

投入的開支為25萬港元232。

雖然於2014-15年，漁護署內負責履行本港有

關CITES規例的員工總數為48人，但據知漁護

署轄下的瀕危物種保護科現時只有八名專責執

法的行動組督察233。一般而言，資源缺乏（漁

護署及海關）的問題可謂對打擊野生動植物罪

案的執法行動帶來極大限制。法證等重要執法

工具亦甚少用於瀕危物種案件之上。

根據漁護署的數據，與瀕危物種有關的罪案

數字及巿值均有增加，但其執法管制及阻截的

成本總開支卻未明，只能從整體檢控率得知

其數字明顯極低。平均來說，每三宗漁護署調

查的案件只中有一宗能成功檢控（附錄E），低

於裁判法院50%的判罪率。本年裁判法院因

其判罪率過低而被點名作警示234,235。

而海關雖然設有專責處理不同非法貿易的小

組，意味署方有足夠資源執法，但其行動的表

現指標及長遠策略亦一直備受批評236。負責

執行CITES的漁護署及海關只對外公佈工作

成效指標，如檢獲走私品宗數及巿值；這些指

漁農自然護理署  二零一四至一五年度開支預算
來源：ENB008管制人員的答覆由財務委員會委員提問
http://www.budget.gov.hk/2014/eng/pdf/head022.pdf

圖 三 資源分配 

漁農事宜及新鮮副食品
批發市場

自然護理及郊野公園

瀕危物種保護

動植物及漁業監管及技
術服務 

37%

40%

21%

2%

標由其部門審計師特別挑選出來，持份者難以

從該指標中得知有關部門真實而全面的工作

成效237。

漁護署及海關多個審計報告指出,過分依賴

產量指標以合理化資源及表現，並不足以評

估成效。審計署注意到署方缺乏總體計劃或

策略238,239,240,241,242,243，亦於不同報告244中同

樣指出漁護署及海關應公開其表現衡量準

則（包括表現指標、目標及目標實際達成情

況）。審計署多次指出上述情況，相信無論漁

護署或海關均需檢討表現指標的質素。

再者，如果可以減低現時行政架構對政府各

部門處理其職責時作出太多要求的情況，則

各部門可加強共同合作，建構一個工作網絡，

對各方均帶來更大工作效益。



29

5 總結

各個數據均可顯示本港野生物種罪案的嚴重

程度。香港擁有全球最繁忙貨運機場、全球

第三大客運機場及世界第四深水的港口，同時

志在成為中國大陸倡議的「一帶一路」策略當

中的樞紐及超級聯繫人。雖然未被特區政府

承認及妥善處理，但香港現時亦是合法及非

法買賣瀕危動植物的重要樞紐。由於本港阰

鄰中國，而且不法分子可通過香港有效率地輸

入有關貨物至目的地，交易符合成本效益，因

此瀕危物種交易樞紐的角色只會延伸下去。

香港的港口開放，大部分船貨未經檢查即可中

轉至其他地方或卸貨，促使瀕危物種買賣問

題變得更為嚴峻。

各國政府、學者及非政府組織開始關注野生

動植物買賣的貨源及交易地點。非政府組織

因此發起多個宣傳活動，加上媒體廣泛報導，

令世界各地的包括香港在內的公眾要求其政

府作出果斷決策及行動，打擊野生動物罪行。

儘管香港於貿易額達數十億元計的有組織動

植物罪案中難以獨善其身，但執法部門並未有

給予足夠關注，從司法機構對動植物罪案缺

乏具阻嚇性判刑，亦可見有關罪案並未被視

為嚴重罪行，與其他司法管轄區視之為軍火及

毒品走私般嚴重的做法極為不同。漁護署及

海關對稀有物種罪案未有充分了解及足夠撥

款，令問題加劇。署方缺乏資源，即使面對日

益嚴峻的瀕危動植物罪案亦難以作出大型調

查及執法行動。

由於現時法例中存在允許動植物走私的漏

洞，因此當局需增加罪案數據及統計的透明

度及準確度。此外，如果需讓公眾相信政府正

全力遏止瀕危物種罪行，則各個有關部門必

須訂立清晰策略及有效表現指標。我們相信

香港不單可以帶領區內各地撲滅動植物罪案，

更相信本港有能力擔當此方面的先峰。如未

能捉緊此機遇，「亞洲國際都會」的美譽將毀

於一旦，特別是於本港逐步加強與中國大陸的

合作、協助其拓展全球貿易巿場。

香港特區政府需向本地、國際社區及操控數

十億非法動植物貿易的犯罪集團表示，雖然

香港為一自由貿易港，但對動植物罪案絕不容

忍。另外，根據《生物多樣性公約》，香港有責

任制定生物多樣性策略及行動計劃以達至愛

知目標。本港已就此準備此計劃。

本意見書旨在促請特區政府與有關方面的專

家及民間團體合作，同時增撥資源予漁護署

及海關，以確保各個部門可以及時處理瀕危

物種罪案。為此，我們將於下文列出多個滅罪

方法及堵塞漏洞的建議，以及全球對國際野

生物種犯罪的關注日益俱增之證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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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生動植物罪案為有組織及嚴重罪行

野生動植物罪案一般由海關以香港法例第60

章及由漁護署以法例第586章執行。第60章

法例現時存在容許走私物種，特別是海洋物

種的法律漏洞；而第586章法例則以保育及為

重點，未有賦予執法者足夠權力以遏制罪犯及

打擊跨國有組織野生物種犯罪。再者，除非曾

接受嚴格訓練的「主流」執法部門，否則難以

阻止本地及各國間的有關罪案。沒有一個執法

機構能單獨處理瀕危動植物罪案，而是需要

國內、區內及全球均需共同合作、協調，方能

有效阻嚇不法分子。

因此野生動植物罪案於適當情況下需被視為

「有組織」及「嚴重」罪行（根據聯合國打擊

跨國有組織犯罪公約所定義245）。下列為有關

建議：

香港特區政府需承認野生動植物罪案的存在，並將如野生動植物走私等有關罪案視為

「嚴重」及「有組織」的罪案，並予以相關處理

於特區政府內策動主流進程（如成立特別工作組），藉此令所有相關部門緊密合作，解決

因資源、能力技巧及管轄範圍重疊而引致的執法障礙

提高司法及檢控機關對野生動植物罪案嚴重性的意識

特區政府主動參與打擊野生動植物罪案的全球應對措施

開展全面研究，以確定是否需要更改相關法例及其管制範圍與性質，包括檢討出入口機

制以辨識及堵塞容許瀕危動植物走私、修補執法的漏洞，以及檢討現時判罰是否足夠。評

估現時為監管野生動植物貿易而設立的機制是否仍然適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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貿易監管

雖然政府指出將會推行打擊非法象牙買賣的措施，但要監管少數目的象牙商人，所需的資

源卻是不成比例之高。因此建議：

香港特區政府禁止所有象牙買賣，包括全面禁止本港所有貿易、入口及出口，而合法象牙

商可於指定期限內出售餘下之「持牌庫存」。期限過後，任何象牙買賣均須被禁止，而餘下

之象牙存貨應被銷毀

制定更好的監管，包括確保執法人員盡職調查野生動物的貨源，及收集各種數據，例如包

括但不限於圈養或野生捕獵的活生野生動物或野生動物屍體（包括於中港被攜帶過境）

的數據

管有所有《瀕危野生動植物種國際貿易公約》表列的活生動物，不論其來源，均須持有有

關管有許可證（許可證應針對動物個體，而且需有額外措施制衡）

香港特區政府應支持受威脅物種列入《瀕危野生動植物種國際貿易公約》附錄中，例如

於2016年第17屆《瀕危野生動植物種國際貿易公約》締約國大會中動議鯊魚及穿山甲被

納入附錄中

與民間團體的聯絡

自2010年起野生動植物走私有明顯增加的跡

象，因此香港出現多個民間團體以處理動植物

罪案於各方面引起的問題。民間團體內有愈

來愈多關注問題的成員要求漁護署提供有關

資訊及數據，令漁護署處於前線回應團體。非

政府組織及野生動植物專家可為政府提供其

積極調查所得的結果及收集而來的情報、國

際聯繫及與公眾的聯繫，對各方溝通帶來正面

影響。對此的建議為：

設立可讓現有民間團體更積極及定期參與架構

香港特區政府應指導民間團體更認識有關部門撲滅野生動植物罪案的總體戰略，並加強

各方溝通

漁護署可考慮滙集有關野生動植物罪案及與海關所得一致的數據及統計，以成立野生動

植物罪案資料庫，及制定為有興趣索閱的人士提供相關資訊時所需的協議。此舉可減少向

每個團體回覆所需的資源、協助非政府組織及專家們的工作，促進雙方與政府現時及將

來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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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政府提供的政策考慮及建議

資源

考慮到《瀕危野生動植物種國際貿易公約》

表列物種的規模、本港野生動植物貿易量、全

球均有上升的野生物種走私及香港被犯罪集

團利用作罪案樞紐的角色，漁護署須有充裕

資源分配，方能有效打擊罪案。資源應用作瀕

危物種國際貿易的發牌及監管及遏制非法貿

易。建議為：

法證

基因數據於物種辨認中可起關鍵作用，而於

部分案例中更可辨認該生物源自某個特定群

族。地球化學工具甚至可推斷出生物的來源

地，並為野生動植物產品進行至關重要的測

年鑑定。因此，法證學可作調查野生物種罪案

的重要工具。根據國際野生動植物法證學會

（Society for Wildlife Forensic Science）指

出，現時該學會共52個關聯實驗室成員中，只

有3個位於亞洲246。雖然漁護署《瀕危野生動

植物種國際貿易公約》辦事處現時列為該學

香港特區政府應檢討分配至打擊野生動植物罪案之資源，以便有關部門有充足經費及人

手執法

會的夥伴實驗室，但據知漁護署並沒有任何

由署方營運的實體實驗室。野生動植物罪案

的法證調查一般以不定期的形式向本地教育

機構公開招標承包。事實上，由於本港學術界

已擁有相關專業知識及分子生物學與地球化

學所需的技術及設備，因此以合約制為政府

服務亦合理不過。這代表上述實驗除了可作

基本學術研究外，更可為政府於監管野生物

種走私或非法貿易及有關執法上提供支援。

對此的建議為：

投資建設綜合環境保護法證實驗室，以： 

此等實驗室將會是全中國第一個綜合環境保護法證實驗室，可為政府執法時提供迅速

的支援。

利用先進的法證技術

辨識動植物物料
1 促進貿易物種的

相關研究
2 於執行野生物種貿易

法例時提供快捷而全

面的證據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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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附錄A：

入口數字例子（作寵物及食物用途）— 2012年有關鳥、龜、蜥蜴及蛇的數據

鳥類 龜類 蜥蜴 蛇類
 寵物用 食物用 寵物用 食物用 寵物用 食物用
入口數量（隻） 47,655 384,127 154.9t 61,153  6,100 23,102 31,050 
品種數量 91 104 28 134 1 34 1

當中涉及的瀕危物種
瀕危物種品種數量 55 37 43* 6*
瀕危物種所佔百分比 60% ND 32% 約 17%
瀕危物種實際入口數量（隻） 9,421 169,410 42,286 46,542
 
ND – 未有準確數字，因數字可能包括作食物用途的物種
* 只有1個品種作食物用途  t=噸
資料來源：生物多樣性策略及行動計劃陸地生物多樣性工作小組，資料文件5-香港野生動植物貿易；2014，香港特區政府。

附錄B：

未經查核即接納出口許可證的例子
‧ 如發現圈養瀕危物種來自如黎巴嫩等國家，並持有「合法」出口許可證，有關部門於檢查出口許

可證時應特別注意其真偽。根據過往經驗，雖然未有證據證明黎巴嫩有繁殖有關物種，但因現時
香港不設調查機制（如美國雷斯法案），而且可能牽涉跨境調查，因此來自該國的圈養物種曾入
口本港。如未經查核便接納這些出口許可證，香港可能已被捲入「清洗」瀕危物種的罪案當中，成
為幫兇。野生物貿易研究組織於2011年的報告「泰國的馬達加斯加爬蟲及兩棲類貿易」中（第20
頁第3段）亦有強調此問題。現時實施《瀕危野生動植物種國際貿易公約》時焦點多聚集於出口
國之上，但其實入口國亦有責任於接納貨物前作出調查，而非直接即時接納該《瀕危野生動植物
種國際貿易公約》出口准許證。

‧ 由於魚翅入口量龐大，而且業界一般將每袋貨物混入多種魚翅，加上難以單靠肉眼準確分辨魚翅
種類，因此與魚翅相關的《瀕危野生動植物種國際貿易公約》執法行動一般具較大挑戰性。由11
月28日至2015年1月期間，共有491公斤《瀕危野生動植物種國際貿易公約》附錄二的鯊魚製品
（路氏雙髻鯊，Sphyrna lewini 及錘頭雙髻鯊，Sphyrna zygaena ）被准許合法入口本港247。有
關部門根據哥斯達黎加當局簽發的出口准許證而接納該批貨物，並未有向出口國查證該准許證
的真偽或通過科學評估配額以判斷貨物是否可合法入口香港；最終發現有關貨物並未能提供充
分的非致危性判定（ non-detriment finding，NDF ）248。《瀕危野生動植物種國際貿易公約》可
以有效監管瀕危物種，有賴以健全科學角度所得的NDF以及其引伸出的出口配額，否則難以達至
公約所訂立的目標。雖然《 瀕危野生動植物種國際貿易公約》未有要求入口國需訂立有關檢測程
序，但公約亦有賦予締約國權力，令各國可以為確保有效執行公約而作出最低要求以外的行動。
現時有多個國家，包括美國、加拿大、澳洲、阿拉伯聯合酋長國及歐盟同樣為此作出額外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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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C：

六個最多買賣的瀕危物種寵物巿值

學名（俗稱） 巿值（港元） 《瀕危野生動植物種
國際貿易公約》附錄

國際自然保護聯
盟保護狀況

Astrochelys radiate（射紋龜） 6,000-8,000* I CR
Astrochelys yniphora（安哥洛卡陸龜） 20,000-40,000* I CR
Ara macao（緋紅金剛鸚鵡） 10,000-15,000 I LC
Geoclemys hamiltonii（黑池龜） 3000-4000* I VU
Siebenrockiella leytensis（巴拉望龜） 1,000-3,000* II CR
Pyxis arachnoides（蛛網龜） 7,000-10,000* I CR
*  幼體或少年之價格

附錄D: 

野生動植物罪案的刑罰

(i) 歐盟成員國有關《瀕危野生動植物種國際貿易公約》執行情況摘要1

歐盟成員國 最高監禁刑期 對個人罪犯的最高罰款，以港元計及四捨五入至最接近之千元
（對法人之罰款）

奧地利 2年  15,779,000 （每日每件180）
比利時 5年  2,630,000
保加利亞 5年  88,000
克羅地亞 5年  115,000 （1,153,000）
塞浦路斯 3年  15,000
捷克共和國 8年  515,000
丹麥 1年     不定
愛沙尼亞 5年  570,000
法國 7年  1,315,000
芬蘭 2年  每日 2,000 （7,451,000） 
德國 5年  15,779,000 （8,766,000）
希臘 10年  4,383,000
匈牙利 3年  3,000 （每件）
愛爾蘭 2年  877,000
意大利 1年  903,000
拉脫維亞 2年  249,000  （249,460,000）
立陶宛 4年  330,000  （16,503,000）
盧森堡 6個月  219,000
馬耳他 2年  41,000  （未有指定）
荷蘭 6年  684,000  （6,837,636）
波蘭 5年  1,534,000 （10,958,000）
葡萄牙 -  22,000  （262,000）
羅馬尼亞 3年  31,000  （209,000）
斯洛伐克 8年  2,910,000  （873,000）
斯洛文尼亞 3年  183,000  （1,096,000）
西班牙 5年     不設上限
瑞典 4年  不定  （8,766,000）
英國 7年2     不設上限



35

(ii) 其他國家有關CITES執行情況摘要
國家 最高監禁刑期 最高罰款

澳洲3 10年 624,800港元
加拿大4 5年 最少87,100港元；最多5,806,713港元

再犯：最少174,201港元；最多11,613,427港元
印度5 7年（最少3年） 2,908港元

與老虎有關罪案：最少5,816港元；最多232,645港元
再犯：最少58,161港元；最多581,613港元

印尼6 5年 56,209港元
肯尼亞7 最低刑罰為罰款2,000萬肯尼亞先令，即約1,518,073港元或終身監禁。為顯示

打擊野生動植物走私及偷捕的決心，當地正動議立法，將罰款增加至一億肯尼
亞先令，即約7,590,366港元。

新西蘭8 5年 1,547,762港元
美國（雷斯法案9） 民事：1年

刑事：5年
民事：77,500港元
刑事：1,937,500港元（個人）
         3,875,000港元（組織）

美國（瀕危物種
法案10）

1年 民事：193,750港元
刑事：775,000港元（個人）
刑事：1,550,000港元（組織）

南非11 初犯：5年 
再犯：10年

刑事：775,000港元（個人）

日本12 5年 314,919港元

附註：兌換率1美元 =7.75港元；1肯尼亞先令 = 0.08港元；1澳元 = 5.68港元；1加元 = 5.68港元；1南非蘭特 = 0.54港
元；1日元 = 0.06港元；1印度盧比 =  0.12港元；1印尼盾 = 0.00056港元；1新西蘭元 = 5.16港元

附錄E：

檢控

漁護署* 2011* 2012* 2013* 2014年
截至六月*

2015
一至十月**

案件宗數 348 356 596 462 347
檢控宗數 117 135 161 122 n/a
定罪宗數 113 125 158 130 123
最高監禁 監禁6個月 監禁8個月 監禁4個月 監禁10個月 監禁6個月
最低罰款 罰款100港元 罰款100港元 罰款100港元 罰款100港元 罰款100港元

* 資料來源：漁護署對查閱資料：申請編號ATI 11/2015 in AF GR 1-125/9/1之回覆
** 2015年11月25日立法會第二十一題：瀕危動植物物種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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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根據野生物貿易研究組織彙集的資料、歐盟野生
動植物貿易、摘自Crook, V. (2014)的簡報。對歐
盟成員國CITES 2011-2012雙年度報告之分析。
為歐盟委員會準內之報告。除非另有指明，否則
所列罰款上文被兌換成港元均原為歐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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