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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本文著重說明修訂條例的必要性及可行性，以

將野生動植物罪行納入第455章《有組織及嚴

重罪行條例》的範圍內。

本文以《瀕危野生動植物種國際貿易公約》

(“CITES”)為基準，分析香港有關野生動植物

貿易的主要法例的作用，並就香港販運野生動

植物的規模和性質，及其面臨的執法挑戰作出

反思。本文建議政府將現有的野生動植物罪行

納入《有組織及嚴重罪行條例》.附表1：

為有效阻嚇野生動植物的非法貿易，並向國際

及本地社會傳達明確的信息，表明政府保護瀕

危物種和打擊走私瀕危物種的決心。1  

保護瀕危物種 

香港政府透過實施第586章《保護瀕危動植物

物種條例》，執行《瀕危野生動植物種國際貿

易公約》。這條例採用許可證制度，以管制《公

約》附錄物種的進口、出口及管有（這些物種被

列於《公約》附錄I、II和III）。2.

香港漁農自然護理署（漁護署）為《保護瀕危動

植物物種條例》的主要執法部門，負責調查及起

訴瀕危物種的非法進口和再出口，以及監督管

有許可證的實施。若罪行牽涉瀕危物種，香港

海關可依據第60章《進出口條例》提出訴訟。若

案件涉及有組織及嚴重罪行，海關的有組織罪

案調查科可牽頭調查。..

2016年，香港漁護署、環境局、海關及警務處

共同成立了一個跨部門的野生動植物罪案專責

小組，負責策劃情報交流及協調聯合執法行

動。但是，警察部隊目前在打擊野生動植物罪行

方面沒有發揮實質作用。

漁護署和海關亦會通過國際聯合行動和情報

交流與海外執法機構合作，以打擊瀕危物種走

私。這類本地及國際的聯合和具針對性的執法

行動，有助加強前線人員打擊瀕危物種走私活

動。

1.

2.

3.

4.

5.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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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非法野生動植物貿易

就香港每年所檢獲的野生動植物數量而言，海

關的年度數據摘要能提供最明確的指標。相關

數據被劃分為四大類別：木材、穿山甲、象牙及

「其他瀕危物種」。雖然「其他瀕危物種」類

別仍未詳細分類，但根據從2013年1月至2019

年12月期間執行的528次行動中3所收集的公

開數據，4 在本地有數百種物種被非法買賣。除

了極度瀕危的附錄I物種外，其他被大量販運

的物種包括高價值和日益減少的稀有爬行類動

物、海洋生物及植物。此外，市場對用於中藥的

野生動植物產品的需求亦正在增長。

7.

8.

數量
在香港，野生動植物的走私案件及檢獲量正

持續增加（圖1）。與2018年相比，2019年

香港的木材檢獲量增長了36％（與2017年相

比，木材檢獲量增長了457％）。在2017年與

2018年期間，穿山甲的檢獲量增長了123％。

在同一年間，「其他瀕危物種」的檢獲量增長

了145％，並於2018年至2019年期間增長了

234%（圖1B）。

圖1 在香港檢獲的瀕危野生動植物物種（2013年至2019年）
	 資料來源：香港海關，2019年及2020年	

A.	年度檢獲量及案件數量 B.	年度檢獲量，不包括木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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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的首四個月，香港執法人員從尼日利亞

輸出的一個貨櫃箱內查獲了8.3公噸穿山甲鱗

片，相當於13,800隻穿山甲，打破了本地的緝

獲記錄（同時檢獲了2.1公噸象牙，總價值為

6,200萬港元）。6..

在2014年至2018年期間，香港檢獲約42.9

公噸的穿山甲鱗片，相當於多達86,000隻穿山

甲。7 根據聯合國毒品和犯罪問題辦公室World.

WISE數據庫，8這數量相當於2014年至2018

年間全球檢獲的185公噸穿山甲鱗片的近四分

之一（23％）。這引起國際科學界擔心，如果販

運問題以目前的規模持續，穿山甲物種將於不

久的將來滅絕。9,10...

2019年和2020年分別發生了四宗破紀錄

的緝獲案件。第一宗涉及24支犀牛角（40公.

斤），11價值為800萬港元，紀錄其後被2019

年4月在香港國際機場所檢獲的82.5公斤犀牛

角打破12。政府估計第二宗的檢獲物品價值為

1,650萬港元，相當於14隻白犀牛（或31隻黑犀

牛）被屠殺。在2020年第三、四宗先後於一周

內發生，各涉及13公噸來自厄瓜多爾並屬受威

脅鯊魚物種的魚鰭，總價值為800萬港元。13..

價
野生動植物貿易有利可圖，加劇了香港的販運

問題。海關估計香港於2017年的野生動植物

產品檢獲量價值為1.5億港元，較2016年增加

了155％，較2008年增加了1,500％。2019年

的野生動植物緝獲價值持續高企，達1.34億港

元。14.

香港非法野生動植物貿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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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案性質
在香港，數量較大的檢獲批次通常來自非洲，並

採用類似的隱藏方式。動物從多個國家被販運

至一個出口點，然後再被偷運到香港，許多高價

值物種被運往中國大陸（附件一）。多個國際執

法行動機關曾強調香港被野生動植物販運集團

所利用，包括Operation. Chameleon（1990

年代至2010年），Operation. Crash（2011年

至今），Operation. Cobra. II. and. III（2014及

2015年），Operations. Thunderbird（2017.

年）、Thunderstorm（2018年）、Thunder-.

ball（2019年）。

根據科學家及同行評審的研究,15,16,17. 研究人員

為自2006年起的八宗象牙案件進行了DNA分

析（每宗涉及超過2.5噸象牙），結果顯示跨國

犯罪集團正在將大量的象牙從非洲大陸運往香

港。森林象牙主要於TRIDOM森林被獵獲，然

後從多哥或尼日利亞出口。草原象牙則於坦桑尼

亞及周邊地區被獵獲，然後從肯尼亞的蒙巴薩

出口。

早期的研究18針對反走私行動及教育活動，識別

出販運鏈中的重點國家，同時指出如果將中國

從國際販運網絡移除，能對野生動植物的非法貿

易造成最大的影響。分析指出，若能有效防止以

中國為終點站的走私活動，.96.7％的大象走私

案及100％的犀牛和老虎走私案的相關販運網

絡將遭破裂。

執行 
儘管調查資源不斷增加，19但涉及大量檢獲物

品的案件在香港能被成功起訴的情況還是比較

罕見。20由於缺乏足夠的證據，香港控方撤消了

多宗重要的案件。21目前，儘管漁護署（而非海

關）負責調查大部分的野生動植物販運案件，

但其人員缺乏調查培訓和經驗，調查權力亦有

限，因此在香港面臨起訴的犯罪分子通常是在

機場被抓獲的承運人或「騾子」。迄今為止，沒

有跡象顯示任何跨國犯罪組織因曾支援（將野

生動植物以空運方式帶進香港的）走私活動而

於香港境內被起訴。

利用貨櫃箱偷運大量野生動植物的案件，在香

港能被成功起訴的情況也是較稀有。研究人員

為2013年至2017年期間與貨櫃箱相關的50宗

案件（總價值估計為2.164億港元）進行分析，

發現執法機構僅提出了兩項訴訟。2017年一宗

涉及7.2公噸象牙的案件，和2018年一宗涉及

從貨櫃箱搜獲7.1公噸穿山甲鱗片的案件，均沒

有人或公司被起訴。

被起訴的罪犯大多數獲判較低罰款。22《保護

瀕危動植物物種條例》最近通過了修訂，並加

重了罰則（表1）。當然，新罰則的效力及阻嚇作

用的評估需時。儘管法庭的判罰已有所增加，

但判刑仍遠低於最高罰則，香港繼續向國際社

會傳達信息，表現出對打擊野生動植物罪行仍

缺乏決心。鑑於過去七年來緝獲的規模，香港

執法人員必須更充分利用其受賦的起訴權，全

力支持在國際層面上打擊野生動植物罪行的行

動。

.

香港非法野生動植物貿易

13.

14.

15.

16.

17.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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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組織及嚴重罪行條例》概覽

歷史及意向 
香港於1992年提出《有組織及嚴重罪行法案》

(這法案最終以《有組織及嚴重罪行條例》引

入)，以應對香港有組織和嚴重罪行的增長。新

法規著重結合執法及具阻嚇作用的措施.，在於

加強政府在調查和起訴有組織和嚴重罪行的能

力：(i). 增加調查權力;. (ii). 增強沒收措施;. (iii).

讓洗黑錢罪行涵蓋更廣的定義;. 以及(iv). 增加

對涉及有組織罪行的判刑（附件二）。23《有組

織及嚴重罪行條例》於1995年4月28日全面生

效。

有組織罪行的定義
若相關罪行構成「有組織罪行」或「指明的罪

行」，執法人員則可利用《有組織及嚴重罪行

條例》所賦予的權力。「有組織罪行」是指《有

組織及嚴重罪行條例》附表1所列罪行(見附件.

三)，而且是：

(1).與某三合會的活動相關的；或

(2).與2名或以上的人的活動有關連的，而該等

人聯合一起的目的是為作出2項或以上行

為，每一項均為附表1所列罪行及涉及「相當

程度的策劃及組織的」；或

(3).由2名或以上的人所犯的，而且涉及「相當

程度的策劃及組織」，及涉及.

.i). 有人喪失生命或有人有喪失生命的相當

程度的危險；或.

ii). 有人在身體或心理上受嚴重傷害或有

人有受該等傷害的相當程度的危險；或

iii). 有人嚴重喪失自由。24...

就本文而言，附表1的罪行包括：

(1).第60章《進出口條例》所列罪行，包括進出

口違禁物品及未列艙單貨物的罪行

(2).第134章《危險藥物條例》所列罪行，和第

210章《盜竊罪條例》所列罪行；以及

(3).處理已知道或相信為可公訴罪行的得益的

財產的洗黑錢罪行。25.

.
加強執行權力
《有組織及嚴重罪行條例》能為政府機關加強

調查與懲罰權力，包括：

(1).利用強制調查權收集情報..
根據第3條，控方可以向原訟法庭提出調查

申請，就參與有組織罪行的人發出特別命

令；根據第4條，控方亦可以向法庭提出申

請，以取覽與有組織罪行或從指明罪行所

獲得益相關的物料（目標對象可以被要求提

交或允許相關人員使用這些物料）。

(2).在區域法院及原訟法庭沒收犯罪收益  

根據第8條，（如果收益超過100,000港

元）法官可以下令沒收指明罪行的收益。

(3).發出限制令及押記令..
根據第15條，原訟法庭法官可以作出命令，

禁止任何人處理指明的可變現財產。而根

據第16條，法官可以就任何可變現財產發

出押記令，以執行沒收令或財產價值。

19.

20.

21.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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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組織及嚴重罪行條例》概覽

(4).法院可加重判決.
根據第27條，被告被定罪後，控方可以提出

指明罪行與有組織罪行有關聯，並於區域

法院和原訟法庭尋求加強處罰（土沉香盜

竊罪行可作參考）。

(5).可公訴罪行相關的洗黑錢指控..
第25條允許控方對處理可公訴罪行得益的

人提出洗黑錢指控

目前，《有組織及嚴重罪行條例》附表1並未將

第586章的罪行列為「指明的罪行」。相關影響

包括：

(1).海關無法利用《有組織及嚴重罪行條例》

第4條賦予的調查權力，以取覽與野生動植

物罪行收益相關的物料。

(2).當罪犯被裁定違反了野生動植物罪行，法院

無權使用《有組織及嚴重罪行條例》的第

8條沒收該罪行的收益，也不能使用該法例

就與野生動植物罪行收益相關的財產發出

限制令或押記令。

(3).法庭不可對第586章野生動植物罪行的指

控加重刑罰。因盜竊罪屬《有組織及嚴重罪

行條例》附表1中的「指明的罪行」，法院只

可對土沉香盜竊罪行加強處罰。

.

即使第586章的最新修訂將某些野生動植物罪

行列為可公訴罪行，實際上修訂無濟於事。理論

上，執法人員現在可以根據第25條起訴與野生

動植物罪行有關的洗黑錢罪行，但就目前的法

律而言，成功的機會率極微。因海關缺乏《有組

織及嚴重罪行條例》第4條所賦予的強制性調

查權力，所以不容易收集到足夠的證據，以起

訴處理第25條所述的野生動植物罪行收益的

違法者。.

此外，並非所有嚴重的野生動植物罪行（被告從

犯罪收益中受益）都符合洗黑錢罪行的定義。

在許多情況下，罪犯從野生動植物犯罪中受益，

應承擔第586章所規定的責任，但執法人員沒有

（第25條所要求的）足夠證據證明他處理了犯

罪收益。在這種情況下，如果第586章的罪行

被納入附表1，法院至少可以沒收犯罪得益。目

前這是不允許的。

23.

24.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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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野生動植物罪行相關的《有組織及嚴重罪行條例》條約及權力

條例摘要
目前，《有組織及嚴重罪行條例》內只有很少數

的「指明的罪行」可用於起訴野生動植物罪行

違反者。這些包括盜竊（目前用於起訴竊取土

沉香的集團）、處理被盜物品、非法進出口以及

洗黑錢罪行。這些罪行列於表1。

干犯「附表1罪行」的定義不僅包括干犯該等罪

行，還包括串謀、煽惑他人、企圖干犯以及協

助、教唆、慫使或促致他人干犯任何該等罪行.

（第2(1)條）。26

表1 《有組織及嚴重罪行條例》附表1所列與野生動植物相關的現有罪行
罪行 相關條例
盜竊 盜竊罪條例，第9條

處理贓物 盜竊罪條例，第24(1)條

輸入或輸出未列艙單貨物 進出口條例，第18條

輸入某些禁制物品 進出口條例，第6C條

輸出某些禁制物品 進出口條例，第6D(1)及(2)條

處理已知道或相信為代表從可公訴罪行的得
益的財產

有組織及嚴重罪行條例，第25(1)條

26.

27.

第210章《盜竊罪條例》罪行
盜竊罪（第9條；《有組織及嚴重罪行條例》

附表1）被廣泛用於起訴土沉香（Aqui lar ia 

sinensis）的盜竊行為。27 處理贓物罪（第24(1)

條；《有組織及嚴重罪行條例》附表1）同樣被

用於起訴土沉香的盜竊行為，28 以及羅漢松

的盜竊罪29（Podocarpus macrophyllus，不受.

《瀕危野生動植物種國際貿易公約》或第586

章的保護30）。附件四列出了2006年至2017年

間涉及盜竊瀕危植物（土沉香為主）的一些案

件中使用《有組織及嚴重罪行條例》的情況。

附件四中有九宗案件著重說明法庭如何利用.

《有組織及嚴重罪行條例》加重判刑，從而更

有效地打擊野生動植物罪行。法官在每判刑中

強調阻嚇作用的必要性，並引用可加重判刑的

因素，包括非法砍伐土沉香的程度、樹木的脆弱

性和物種的生存價值、犯罪收益的經濟價值以

及對社區和環境造成的傷害。在控方提出違法

者涉及有組織及嚴重罪行後，法官將判決提高

了25％。在其中一些案件中，法院提到了《瀕危

野生動植物種國際貿易公約》或《保護瀕危動.

植物物種條例》（儘管被告不是以該條例被起

訴），以便強調案件在涉及瀕危物種時需要起阻

嚇作用。

28.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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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0章《進出口條例》罪行
野生動植物罪行經常涉及走私行為，因此常構成

「未列艙單的貨物」—.即是指違法者沒有為進

出香港的貨物向海關申報，按照程序提交貨物

「艙單」。這包括附件五中的以下罪行：

1.. 輸入或輸出未列艙單貨物(第18條；《有組

織及嚴重罪行條例》附表1）

2..協助輸出未列艙單貨物等.(第18A條；《有組

織及嚴重罪行條例》附表2）

3..協助運載禁運物品等(第35A條；《有組織

及嚴重罪行條例》附表2）

4.. 輸入某些禁運物品(第6C條；《有組織及嚴重

罪行條例》附表1）和輸出某些禁運物品(第

6D條；《有組織及嚴重罪行條例》附表1）

附件五中列出的五宗案例涉及從10％到50％的

增刑。在這些案件中，法官強調了在大規模走

私活動中應採取的阻嚇措施，並在決定加重判

刑時考慮到：政府收入的損失和對經濟的影

響，規劃或組織的複雜程度，以及個別被告的

參與程度。

《有組織及嚴重罪行條例》第25(1)條：處
理已知道或相信為代表從可公訴罪行的得
益的財產的洗黑錢罪行 31

《有組織及嚴重罪行條例》對「交易」的定義非

常廣泛，並涵蓋收受或取得該財產、隱藏或掩

飾該財產、處置或轉換該財產、以該財產借貸

或作保證、以及將該財產運入香港或調離香港.

(第2(1)條)。附件六詳細解釋該等規定。

《保護瀕危動植物物種條例》於2018年通過了

修訂，32 以使該等罪行可循公訴程序檢控，執法

人員並可對處理《保護瀕危動植物物種條例》

犯罪收益的人提出洗黑錢檢控。但是，如果不

能將第586章的罪行納入附表1，海關則無法利

用《有組織及嚴重罪行條例》賦予的權力，以強

制調查野生動植物罪行。香港迄今仍未能成功

定罪任何野生動植物罪行相關的洗黑錢指控。

值得注意的是，除了聯合國呼籲各國在打擊野

生動植物販運方面利用反洗黑錢法例外，33 在

2019年11月，財務行動特別組織宣布將協助各

國追踪與非法野生動植物貿易相關的資金，及

利用反洗黑錢工具打擊野生動植物罪行，並將

其定為明年的工作重點。這機構為政府間國際

組織，負責制定國際準則和推廣為打擊洗黑錢

罪行而訂立的法律、法規和措施。儘管香港被

普遍認為具有相對穩健的反洗黑錢制度，但某

些領域尚未遵從財務行動特別組織的建議，包

括仍未將財務行動特別組織所指定的21種「上

游犯罪」納入香港的反洗黑錢法規，即（包括野

生動植物罪行的）環境罪行。

如何利用《有組織及嚴重罪行條例》打擊
野生動植物罪行 
法院在涉及盜竊、處理被盜貨物、未列艙單貨

物和洗黑錢罪行的案件中曾運用《有組織及嚴

重罪行條例》，不僅增強了刑罰（因獲得與案件

影響相關的證據），而且有助於執行沒收令及禁

制令，剝奪犯罪分子從罪行所獲的得益。附件

七著重說明法庭如何在這些案件中使用《有組

織及嚴重罪行條例》所賦予的權力。如果控方

提出案件涉及有組織罪行，法官則必須考慮增

強判刑，儘管法院擁有決定是否加重刑罰的最

終抉擇權。.

香港海關於2017年偵破了434宗走私瀕危物種

與野生動植物罪行相關的《有組織及嚴重罪行條例》條約及權力

30.

31.

32.

33.

34.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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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野生動植物罪行相關的《有組織及嚴重罪行條例》條約及權力

案件，並於2018年及2019年分別偵破了745宗

和659宗同類案件。34 執法人員除了以「盜竊」

罪名加重偷運瀕危植物（如沉香木）的犯罪集

團的刑罰外，並沒有在任何其他情況下利用過

《有組織及嚴重罪行條例》起訴野生動植物罪

犯。儘管輸入或輸出未列艙單貨物、協助運載

禁運物品和洗黑錢的罪行為條例指明的罪行，

香港迄今仍沒有將《有組織及嚴重罪行條例》

用於《保護瀕危動植物物種條例》野生動植物

罪行的先例。35 目前用於加重附表1、2以及洗

黑錢罪行36的刑罰的相關權力顯然並未充分利

用於打擊野生動植物罪行。財經事務及庫務局

表示，在2015年至2019年期間，沒有任何與

6,086宗「環境罪行」（包括2,542宗走私瀕危

物種的案件）相關的洗黑錢罪行獲起訴。37

《保護瀕危動植物物種條例》和《有組織及嚴

36. 重罪行條例》的調查權

《保護瀕危動植物物種條例》第六部分說明了

獲授權人員可以要求他人出示相關文件。這些

權力是有限的。獲授權人員可以要求任何人出

示許可證或其他文件，以證明其擁有管有或控

制權，及並沒有違反《保護瀕危動植物物種條

例》。但是，《有組織及嚴重罪行條例》第3和

第4節中的特殊調查權並不適用於第586章的

罪行。.

《保護瀕危動植物物種條例》第七部分說明了

根據本條例所扣押的物品的退還及沒收程序。

但是，這並不等同於《有組織及嚴重罪行條

例》所賦予的資產沒收令及禁制令。《保護瀕危

動植物物種條例》僅授權執法人員沒收已被扣

押的物品或已出售物品的收益。38.

37.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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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行性：修訂法例的程序

多年來，《有組織及嚴重罪行條例》經歷了各

種重大變化。39 一些嚴重罪行，包括使用大規

模毀滅武器、化學武器、侵犯版權和(《盜竊罪

條例》第16A條所規定的)欺詐行為，已被納入.

《有組織及嚴重罪行條例》附表1。因此，《有

組織及嚴重罪行條例》可用於涉及以上罪行的

有組織犯罪行為。

過去《有組織及嚴重罪行條例》附表1的改動

都必須通過政府發起的修訂法案或命令。為了

便於參考，此類修訂法案和命令可分為五大類.

（表2）。

39.

40.

本文建議將第586章的現有罪行納入附表1.

（類別1）為最有效打擊野生動植物罪行的方

法。這需要通過附屬法例實行，而就《有組織及

嚴重罪行條例》而言，第31條能賦予相關的修

訂權力。.40..

41.

表2 《有組織及嚴重罪行條例》修訂的類別
類別 性質 例子
1 將現有條例的罪行納入附表1 《1999年有組織及嚴重罪行條例.(修訂附表1)令》將第14A段

（與《商品說明條例》（第362章）相反）及第18段（與《版權

條例》（第528章）相反）加入附表1

2 將新罪行加入現有的相關條例，.

並通過修訂法案，將新罪行納入

附表1

•.《盜竊罪（修訂）條例》於附表1增加了第12段（與《盜竊罪

條例》第16A條相反）

•.《防止賄賂（修訂）條例》於附表2增加了第9段（反賄賂罪

行）

3 新罪行以新條例實施，並通過修

訂法案，將新罪行納入附表1

•.《化學武器(公約)條例》於附表1增加了第19段（禁止使用

化學武器）

•.《大規模毀滅武器(提供服務的管制)條例》於附表1增加了

第17段（禁止大規模毀滅武器）

4 附表1中現有罪行的措詞，通過相

關條例中相關罪行措詞的更改而

予以修訂

《版權（修訂）條例》修訂了附表1第18段（與《版權條例》.

（第528章）相反）中罪行的措詞

5 將現有條例的罪行納入附表2 《2014年證券及期貨（修訂）條例》將《證券及期貨條例》.

（第571章）中的市場失當行為納入《有組織及嚴重罪行條

例》附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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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行性：修訂法例的程序

同樣，香港曾通過《1999年有組織及嚴重罪

行條例(修訂附表1)令》，將兩項條例中的侵犯

版權和偽造商標罪行納入附表1。具體而言，

第14A段（與《商品說明條例》（第362章）相

反）和第18段（與《版權條例》（第528章）相

反）中的罪行已被納入《有組織及嚴重罪行條

例》附表（附件三）中。這是為了讓海關人員能

夠充分利用《有組織及嚴重罪行條例》的特殊

權力打擊此類較嚴重的罪行。41.

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需要通過決議，啟動修

訂附屬法例的程序。42 政府需先編制了立法會

參考資料摘要，再將修訂案建議書提交立法會

作討論。與擬議法案不同的是，儘管內政委員會

和法案委員會仍需為擬議的修正案進行辯論，

此類修訂案建議書並不需要通過第一、二和三

讀階段。附件八載有《1999年有組織及嚴重罪

行條例. (修訂附表1)令》的詳細時間表和立法

修訂程序。

42. 43.

總結

本文建議實行類別1，將第586章的罪行納入.

《有組織及嚴重罪行條例》附表1。這項措施

利用第586章中的現有罪行，並將其納入《有

組織及嚴重罪行條例》現有的權限範圍，而無

需起草大量的新法規。該附屬法例途徑與需要

經過一讀、二讀和三讀階段的修正法案相比，程

序稍微簡單，從而可以節省立法時間表中所需

時間。將第586章的現有罪行（或較嚴重的第

586章罪行，例如與附錄1物種（最瀕危物種）

44. 有關的罪行）納入《有組織及嚴重罪行條例》

附表1，與根據《2018年修訂條例》為第586

章提出加重刑罰的理據相若。《修訂條例》曾

表明增加刑罰的目的是「為有效阻嚇野生動植

物的非法貿易，並表明政府打擊此類罪行的決.

心」。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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