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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世界自然基金會
世界自然基金會是國際環保組織，分會及項目遍佈全球超過100個國

家。本會的使命是透過以下途徑，建立人類和大自然和諧共存的未來：

-	 保育全球生物多樣性

-	 確保以可持續方式使用可再生天然資源

-	 推廣減少污染和浪費

自1981年起，世界自然基金會香港分會響應我們的環球使命，透過保育自然環境、減

少碳排放污染、市民「惜」用資源，推動香港成為亞洲最可持續的城市。

《Lolo飛行手記》遊戲教材套為6-15歲的學童設計，以黑臉琵鷺為例子，讓孩子學

習水鳥遷徙及人類和水鳥的關係，並啟發他們思考如何保育水鳥和濕地。此教材套於

2005年推出，並在2022年作出修訂，更新相關資訊，令遊戲教材套更完善。

關於東亞-澳大利西亞遷飛區伙伴關係協定
東亞-澳大利西亞遷飛區伙伴關係協定(EAAFP)在2002年可持續發

展世界首腦會議中被採納為第II類動議，屬於非正式及自願性質。

直至2005年獲確認為拉姆薩爾倡議之一，並在2006年11月6日正

式推出。EAAFP旨在保護遷徙水鳥及其棲息地，以及在東亞-澳大

利西亞遷飛區內依賴這些棲息地生存的當地居民。	

EAAFP現時共有39個伙伴，當中包括18個國家、6個政府間國際組織、13個國際非政

府組織(iNGOs)，1個國際組織，及1個國際私人企業。EAAFP建立由國際重要濕地組

成的遷飛區網絡鳥區，以保育遷徙水鳥。現時有超過150個遷飛區網絡鳥區，數目正

逐漸增加。東亞-澳大利西亞遷飛區內的保育工作由7個工作小組和9個特別工作組負

責。	

聯絡方法:
新界葵涌葵昌路8號	
萬泰心中心15樓	
世界自然基金會香港分會

電郵：wwf@wwf.org.hk
電話：+852	2526	1011
傳真：+852	2845	2764
網址：www.wwf.org.hk

聯絡方法:
EAAFP	Secretariat
3F	Bon-dong	G-Tower,	
175	Art	Centre-daero,
Yeonsu-gu,	Incheon	22004	
Republic	of	Korea	

電郵：secretariat@eaaflyway.net
電話：+82	32	458	6501
傳真：+82	32	458	6508
網址：www.eaaflyway.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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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故事開始…
你好！我叫LoLo，是一隻黑臉琵鷺。匙狀的黑色喙部是我的特徵之一，你覺得我長得

好看嗎？然而，世界上的黑臉琵鷺為數不多，人類都稱我們為「瀕危物種」。我和我

大部份的親友一樣，在韓國出生。當冬天來臨時，為了生存，我會與其他候鳥一起往

南飛到較暖和、食物較充裕的地方，例如九州、福建、臺南和米埔（圖1）。到春天

時，我們會返回家鄉繁殖。不過，遷徙的過程漫長而且困難重重（圖2）。大家可以在

這個遊戲中化身為我的同伴（黑臉琵鷺），一起經歷整個遷徙旅程。

更多關於我的資訊（英文）：
https://www.eaaflyway.net/black-faced-spoonbill/

圖1.	黑臉琵鷺每年會向南遷徙至不同地方

圖2.	遷徙過程充滿挑戰

文德郡
仁川

福建

米埔

臺南

九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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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遊戲計劃 
i.     主要目標受眾:  6-15歲
ii. 長度：60至90分鐘（視乎場地及路線）
iii. 場地：校園、郊野公園或市區公園、濕地保護區、訪客中心等
	 	 （亦可考慮網上虛擬進行遊戲）
iv. 物資：
	 1.	 能量分（圖3／73頁）
	 	 （可用其他物品代替，如糖果、貼紙等）
	 2.	 站崗標誌卡（74至79頁）
	 3.	 《LoLo飛行手記》遊戲冊（13至72頁）
v. 準備工作：
 1.	 預備物資
  •	 列印能量分和站崗標誌卡

圖3.	能量分：遊戲中所用的分數卡	

 2.	 場地佈置	
	 	 •	 安排一條有6個站崗的路線。將站崗標誌卡放置於每個地點。站崗	
	 	 	 次序為：

站崗次序 地點 站崗標誌卡

1 仁川

2 文德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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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崗次序 地點 站崗標誌卡

3 九州

4 福建

5 臺南

6 米埔

遊戲指示 與黑臉琵鷺遷徙的寓意和關係

1. 將參加者平均分組（如4-6位參加者一
組）

參加者將化身為黑臉琵鷺，成群遷

徙。

2. 每組分發10個能量分作為底分	 遷徙旅程開始前黑臉琵鷺的能量值

vi. 遊戲玩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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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戲指示 與黑臉琵鷺遷徙的寓意和關係

3. 向參加者簡介遊戲玩法	 /

4. 將參加者帶到第一站（仁川） 黑臉琵鷺遷徙的起點

5. 每組需要從四張情景卡中選擇一張。每
張情景卡分別以數字1至4代表。不同

小組可以選擇同一張情景卡（同一個數

字）。

黑臉琵鷺遷徙過程會面對不同命運

6. 與學生討論不同情景卡
請注意：每張情景卡背面列有補充資

料，老師可以參考作講解和活動總結之

用（圖4）。資料包括事例、該情景之

背景資料、該情景就可持續發展的三大

支柱（環境、經濟、社會）的正面及負

面影響。

/

7. 根據情景卡的指示為每組添加或扣除能

量分。如所選的情景卡為機會情景，該

組需回答一條問題，答案正確會獲加

分，答錯則會被扣分*	。

能量分反映黑臉琵鷺能否成功遷徙。

正面的情景有利遷徙，負面的則威脅

牠們的生存。

8. 帶領參加者到其他站崗，在每個站崗重

覆玩法4至7。

黑臉琵鷺遷徙途中到訪不同中途站和

越冬地

9.
當完成最後一站（米埔）後，計算每組

所有的能量分數目。能量分最多的組別

獲勝。

如組別尚有能量分，即黑臉琵鷺有足

夠能量完成遷徙旅程；如組別沒有剩

下任何能量分，即黑臉琵鷺未能成功

遷徙，或在中途喪失生命。

10.
向參加者進行活動總結，強調可持續發

展的保育及教育重點	 （可以參考C部份

的建議活動總結的題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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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	每張情景卡背面印有補充資料	

*能量分和補充資料注意事項：

-	 能量分即遊戲分數，讓遊戲加入「比賽」元素。計算分數時只需按每張情景卡

上所標示的數字加分或減分。背面的補充資料上的“+”及“-”符號只作補充

說明之用，不需用作計算遊戲分數。

-	 補充資料以宏觀角度說明該情景在可持續發展的三大支柱（環境、經濟、社

會）的正面及負面影響。老師可以利用補充資料向學生解說遊戲和不同情景的

意思。

C. 建議活動總結
（參加者仍然扮演黑臉琵鷺的角色）萬歲！我們到達終點站米埔了！這裡有充足的食

物和舒服的天氣。現在你經歷過黑臉琵鷺向南遷徙的旅程，明白到我們在途中所面對

的挑戰。	

有些我們在旅程中面對的困難源於大自然。你記得這些自然因素嗎？

•	 天氣（九州）（圖5）

•	 疾病（文德郡）（圖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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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	極端天氣影響遷徙

圖6.	疾病導致黑臉琵鷺死亡

不過，人類活動也大大影響我們的生存。人類的社會或經濟活動有時令我們面對很多

困難。你能回想這些例子嗎？

•	 仁川的填海工程（圖7）

•	 九州的交通發展（圖8）

•	 福建的捕魚活動（圖9）

•	 臺南的可再生能源發展工程（圖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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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7.	沿岸填海工程破壞水鳥及海洋生物的重要棲息地

圖8.	交通發展破壞野生生物的棲息地

 
圖9.	捕魚活動干擾泥灘的野生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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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0.	建設可再生能源裝置令濕地質素下降，危害候鳥

我們並非完全責怪人類。人類的確令我們的旅程更具挑戰性，但也有關心我們的人類

努力保障我們的生存，令我們逃過滅絕的危機。例如，環境科學家在我們遷徙經過的

地點監察我們的數量，有些成功發現我們的遷飛路線（圖11）。這些資訊對保育我們

和其他遷徙水鳥十分重要。

圖11.	科學家利用衛星追蹤收集黑臉琵鷺遷徙的資訊

另一部份人類發展生態旅遊幫助提高大眾的保育意識（圖12）。在他們的努力下，很

多重要的棲息地得以管理和保護，供我們使用。我們的遷飛路線中不少濕地亦成為了

拉姆薩爾濕地和遷飛區網絡鳥區。這些地方受到國際保護，確保我們和其他水鳥在飛

往米埔的旅程中有良好的中途站歇息和補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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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2.	負責任的生態旅遊讓公眾在享受自然的同時，不會對野生生物造成騷擾

雖然我們在旅程中和人類發生不少衝突，但也有些情況是人類嘗試達至雙贏局面。人

類在活動和發展同時，亦能與環境、經濟和社會達至平衡，既能滿足當代的需要，同

時又不損及後代滿足其需要，這種發展模式稱為「可持續發展」。其中一個真實例子

是基圍保育。基圍不但讓水鳥有覓食和休息的地方，而人類每年亦能以可持續方式收

採基圍蝦。除此之外，基圍對附近居民而言有助排水和防洪，更是展示傳統漁業和可

持續發展的教育示範（圖13）。

圖13.	基圍是可持續發展的好例子

如果我們明智地思考和行動，或許可以將負面的情景改變，例如：

•	 九州的交通發展	–	交通鐵路可以參考落馬洲支線的例子，考慮在地底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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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建的捕魚活動	 –	 設立禁捕區、季節限制、參考米埔基圍的傳統運作方式、等

等

•	 臺南的可再生能源發展工程	 –	 採取緩解措施、選擇其他位置、裝置設計減少令

動物碰撞、等等

你能想到其他方法扭轉命運嗎？

我們的未來掌握在小朋友手中。小朋友可以做什麼減少人類對自然的影響，幫助締造

一個可持續的未來？（圖14）

圖14.	學生可以做什麼去保育黑臉琵鷺和環境？

1.	 減少不必要的廢物

1 停一停，想一想，考慮清楚再購買

2 減少使用即棄用品，選擇可重用的物品	

3 自備購物袋

4 自備水樽，不購買樽裝飲品

5 自備餐盒餐具購買外賣

6 選擇較少包裝的產品，減少非必要的塑膠包裝

2.	 珍惜水資源
1 洗手、清洗衣物和蔬菜時不長開水龍頭

2 以淋浴代替浸浴

3 使用洗衣機或洗碗機時，盡量集齊衣物或碗碟一次過洗濯

4 預早一天將冷藏食物從冰格移到雪櫃解凍，切勿長開水龍頭解凍食物

5 定期檢查水費單以檢視自己的用水習慣，嘗試訂立減少用水量的目標

6 選用有機棉製成的衣物和天然可降解的清潔劑，減少水污染



13

3.	 對抗氣候變化
1 多菜少肉

2 選擇本地食材，減少食物里程

3 盡量選用公共交通工具、單車或其他低碳方式出行

4 節約用電，關閉非必要的電源

5 選用可再生能源

6 選購來自妥善管理來源的可持續木材產品，例如獲國際林業公會(FSC®)
認證的產品，有助保護森林

4.	 支持並推廣濕地及生物多樣性保育
1 留意關於濕地和社區內發展項目的新聞

2 參與公眾諮詢，表達你對濕地發展項目的意見

3 參與義工服務，如在濕地清理外來入侵物種

4 在社交媒體分享你的濕地故事，讓親友了解濕地的重要性

5 成為公民科學家，協助進行生態調查及研究

6 支持和使用環保產品	

與Lolo一起建設人類和大自然和諧共存的未來！

D. 《LoLo飛行手記》遊戲冊
列印以下遊戲冊、能量分和站崗標誌卡以進行遊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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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川站1號卡解說

對環境
的影響

對經濟
的影響

對社會
的影響

延坪島上的求地島是全球最大的黑臉琵鷺繁殖地。該島嶼位於南韓和北韓之
間，鮮少受到人為騷擾。 +
自2009年起，黑臉琵鷺被發現於南洞水庫的一個小型人工島上築巢繁殖。而
截至2016年，已有近300隻黑臉琵鷺使用該島嶼作繁殖用途，它現時已是全
球重要的黑臉琵鷺繁殖地之一。 +
這個位於市區的小型人工島有助提高公眾對水鳥保育的意識。 + + 

背景資料：
•		大韓民國是其中一個全球最大的黑臉琵鷺繁殖地。其中一個已知的繁殖地位於大韓民國西岸對外的一些細小島嶼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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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川站2號卡解說

對環境
的影響

對經濟
的影響

對社會
的影響

計劃原定將填海所得的土地作農業用途，但後來改為建立自由經濟特區以開
展國際貿易。 +
新萬金泥灘原是全球第二大的泥灘，在亞洲中亦是擁有高生態價值的生境地
之一。但在填海工程後，數據顯示泥灘損失超過九成的鴴鷸類雀鳥。 −
新萬金曾是水鳥的重要中途站。 −  
填海工程造成的污染導致甲殼類及貝類等動物減少，影響當地漁民的生計。
而工程後的水質惡化嚴重，令新土地未能用於原定計劃的農業用途。 − −

背景資料：
•	 	新萬金填海工程目前是全球最大型的填海計劃（面積相等於香港總面積的4倍），目的將泥灘改造成新的發展用地，而
工程已於2010年完成。

•			新萬金鄰近仁川（但非仁川市內），填海工程影響深遠，事件因而被收納於本遊戲中。





仁川站3號卡解說

對環境
的影響

對經濟
的影響

對社會
的影響

政府的相關政策能保護野生生物的棲息地，而市民亦會欣賞及享受四周的自
然環境，與大自然和諧共處。 + +
市民樂於保護水鳥。 + +
非政府組織設立教育中心及舉辦教育活動，藉以提高公眾對保護濕地的意
識。 + + 





仁川站4號卡解說

對環境
的影響

對經濟
的影響

對社會
的影響

一些不負責任的捕魚活動會在濕地環境留下釣魚線和魚鈎等捕魚用品。水鳥
有機會吞食魚鈎，或被釣魚線纏繞而受傷，甚至因吞下鉛墜而中毒。 −
黑臉琵鷺會用匙狀的喙在水中來回掃動尋找食物，這種覓食行為使牠們的喙
更容易被釣魚線或魚鈎纏住。另外牠們築巢時或會使用海洋垃圾，令牠們的
幼鳥受到海洋垃圾的威脅。 −
不同海洋動物都有機會誤食海水中的微塑膠，而牠們又可能成為水鳥的食
物。	誤食海洋垃圾是導致水鳥死亡的主要因素之一。 −  
海洋垃圾所造成的污染、公共衛生問題、對觀光業的影響，加上後續的損壞
處理及清潔，都為經濟和社會帶來額外的成本及傷害。 − −

背景資料：
•	 	海洋垃圾主要來自陸上活動，例如康樂活動、缺乏監管的垃圾堆填區和岸邊亂拋垃圾的行為等。河流和溪澗亦會將垃
圾由內陸帶到海洋環境。







文德郡站1號卡解說

對環境
的影響

對經濟
的影響

對社會
的影響

世界各地都有出現雀鳥的肉毒桿菌中毒事件，黑臉琵鷺亦不例外。單在2003
年已記錄到數十宗黑臉琵鷺的死亡病例。 −
肉毒桿菌症對人類及家禽亦有潛在威脅。 − −
近年依然有記錄到黑臉琵鷺感染禽流感的零星個案。這種疾病對生態系統和
人類都造成了負面影響。 − −
科學家亦提出全球暖化或會為細菌製造更有利的環境，疫情爆發將變得更加
頻繁。 −

背景資料：
•		肉毒桿菌中毒是一種雀鳥的致命疾病，它由細菌產生的毒素所引致，雀鳥透過食用受感染的魚而染病。





文德郡站2號卡解說

背景資料：
•		覓食方法：黑臉琵鷺會在淺水區覓食，牠們的喙會在水中微微打開，並左右掃動以尋找獵物，	當牠們的喙感應到大小
合適的獵物時，便會立即把獵物夾緊並吞下牠。

•		食物：牠們主要以魚和蝦為食。





文德郡站3號卡解說

對環境
的影響

對經濟
的影響

對社會
的影響

文德候鳥保護區佔地	3,715	公頃，於	2018	年被指定為拉姆薩爾濕地和遷徙
路線網絡。 +
這片濕地為五萬多隻遷徙水鳥提供重要的中途站，牠們沿着位於北極西伯
利亞和阿拉斯加之間的東亞─澳大利西亞遷飛路線遷徙，一直到澳洲和紐西
蘭。 +

背景資料：
•	「拉姆薩爾公約」是一項跨政府條約，於1971年2月2日在伊朗拉姆薩爾市訂立。因此，這項條約所指定的地點均稱
為拉姆薩爾濕地。

•	 公約旨在透過本土、國家及國際間的努力及合作保護和善用所有濕地，藉以在全球各地達致可持續發展的目標。因
此，濕地（包括鳥類及其他野生生物）及人類也能透過保護及善用濕地而獲益。

•	 	東亞—澳大利西亞遷飛區伙伴關係協定	(EAAFP)	成立於2006年，目前擁有39個合作伙伴，包括各國政府、政府間
組織、國際非政府組織，以及私人企業。

•		EAAFP建立了遷飛區鳥區網絡，這個網絡是由一些在東亞—澳大利西亞遷飛區遷徙的水鳥所使用而又有國際重要意
義的濕地所組成。這些遷飛區網絡鳥區會得到可持續的管理，並確保具有國際重要意義的鳥區之間的相互連通，以
提供遷徙水鳥長期的生存條件。現時此網絡已有超過150個鳥區加入，分佈在19個國家和洲。





文德郡站4號卡解說

對環境
的影響

對經濟
的影響

對社會
的影響

發展破壞鳥類的棲息地及導致食物減少，迫使牠們集結在同一地點。鳥類之
間對食物及空間的競爭變得激烈。 −
氣候變化導致氣溫上升、洪水氾濫和沙漠化，或使黑臉琵鷺的棲息地進一步
減少。 −
科學家預測，由於氣候變化，黑面琵鷺的越冬範圍將向北移動，並會更加靠
近繁殖地，這對牠們到達繁殖地的時間和繁殖成功率的影響仍然是未知之
數。 −
氣候變化對經濟和社會亦有負面影響，例如農作物產量下降、疾病傳播和沿
海城市被淹没等。 − −

背景資料：
•		倘若某地點出現鳥類或其他野生生物數量顯著增加的現象，我們應視之為一個警報。







九州站1號卡解說

對環境
的影響

對經濟
的影響

對社會
的影響

在濕地上進行發展會破壞很多野生生物的棲身之所。 −
新幹線是日本的新型高效率電氣化鐵路系統，為市民提供快捷及清潔的大型
運輸網路系統。 + +
新幹線使民眾節省交通時間，同時亦有助改善市區的空氣質素。 + + 





九州站2號卡解說

對環境
的影響

對經濟
的影響

對社會
的影響

當發展項目破壞天然濕地時，負責任的發展商會採取緩解措施，重新建造人
工濕地以補償天然濕地的損失，並對其進行管理以增加生物多樣性。在一些
國家，法例規定發展商必須進行緩解工作。 +
人工濕地的價值仍未能確定。但在近期的一個研究顯示，高潮位棲息地對遷
徙水鳥極為重要，尤其是在已發展的沿海地區。 + +
人工濕地可成為人類接觸大自然的一個新平台。 + + 

背景資料：
•		在漲潮期間，泥灘會被水覆蓋，水鳥需要另覓地方覓食和休息—高潮位棲息地（天然或人工濕地）是一個好選擇。





九州站3號卡解說
背景資料：
•	 	冬天時，位於北面的黑臉琵鷺繁殖地因寒冷而食物減少，牠們因此遷徙到南方的渡冬地以尋找食物。冬天過後，牠們
則會返回北面的繁殖地。





九州站4號卡解說

對環境
的影響

對經濟
的影響

對社會
的影響

氣候變化帶來更強的颱風和更多極端天氣。遷徙水鳥在飛越海洋時會面臨更
多挑戰。 −

背景資料：
•		候鳥需要大量能量才可完成長途遷徙。牠們需要在旅程展開前盡可能地進食，以儲備足夠能量應付漫長的旅程。
•		具備足夠食物的中途站對成功遷徙十分重要。
•		每年候鳥依靠數個主要的中途站，便可飛越數千公里。







福建站1號卡解說

對環境
的影響

對經濟
的影響

對社會
的影響

中國政府制訂法例保護瀕危野生生物。 +
自2020年起中國政府全面禁止捕獵、交易、運輸和食用受《中華人民共和國
野生動物保護法》保護的野生動物。 +

背景資料：
•		中國保護的野生動物按其罕有及重要程度分為兩個類別，列作一級保護的野生動物會得到最高層次的保護。
•		中國的《國家重點保護野生動物名錄》已於2021年更新，其後會每五年更新一次。
•		國家一級保護野生動物包括：黑臉琵鷺、大熊貓丶中華白海豚及穿山甲等。
•		國家二級保護野生動物包括：虎紋蛙（田雞）、金裳鳳蝶、中華鱟及三線閉殻龜（金錢龜）等。





福建站2號卡解說

對環境
的影響

對經濟
的影響

對社會
的影響

漁網及陷阱對泥灘上的水鳥構成潛在威脅。 −
漁民濫捕漁業資源導致其他野生生物，尤其是水鳥的食物量大幅減少。 − +
泥灘上的捕魚活動亦對彈塗魚和水鳥造成滋擾。 −  
不符合可持續原則的捕魚方式對漁業資源造成不能彌補的破壞，以及導致食
物鏈失去平衡。這也會導致市場上的海鮮食物量不足，漁民也會面臨失業。 − − −

背景資料：
•		福建漁民在泥灘捕獲的彈塗魚可作食物或藥材之用，而彈塗魚本身亦具經濟價值。





福建站3號卡解說

對環境
的影響

對經濟
的影響

對社會
的影響

良好的交通網絡對市民有利，並促進當地經濟發展。 + +
橋樑建設和交通產生的噪音對野生動物造成很大影響，當中對雀鳥的影響尤
其嚴重，噪音可能會令雀鳥受到驚嚇或擾亂鳴禽。 −
一些候鳥會根據太陽、月亮和星宿的位置來導航，光污染可能會使牠們迷失
方向或誤導牠們到危險的地方，亦可能需浪費額外的時間和精力繞道避開燈
光，並增加牠們被捕食者發現的機會。 −  
人造光打亂了候鳥的生理時鐘，影響牠們判斷何時開始遷徙，牠們可能因而
錯過理想的繁殖、覓食等環境條件。 −

背景資料：
•		閩江河口濕地是黑臉琵鷺遷徙的重要中途站，在	2020	年的鳥類調查就在該地區記錄到	137	隻黑臉琵鷺。
•		自2013年起，閩江河口濕地成為國家級自然保護區。
•		福州繞城高速公路東南段由2016年開始興建，部分大橋橫跨閩江河口濕地國家級自然保護區。





福建站4號卡解說
背景資料：
•		雀鳥的導航方法包括：
	 1.		 根據太陽、月亮及星宿的位置；
	 2.		 沿著山脈及海岸線的地貌；及
	 3.		 感應地球的磁場。
•		儘管如此，小部份候鳥依然會在遷徙途中迷路，或會因惡劣天氣、光污染等人為因素干擾至迷失方向。







臺南站1號卡解說

對環境
的影響

對經濟
的影響

對社會
的影響

與化石燃料相比，太陽能和風能等可再生能源的生產過程產生較少的溫室氣
體和空氣污染物，因而較可持續和潔淨。 +
102公頃的布袋鹽灘濕地被規劃作太陽能開發，水鳥的覓食地因而減少。部
分位於臺南的鹽田已被蓋建成太陽能發電系統，當地政府亦計劃繼續擴建。 − + +
風力發電機亦是遷徙水鳥的一大難題。不慎撞到發電機的葉片可造成嚴重受
傷甚至死亡，繞道避開風力發電機亦會消耗時間和精力。 −  
長期缺乏對鹽田的管理使它們的狀況和質素經常大幅度變化，鹽田無法長期
維持適合水鳥使用的狀態。 −

背景資料：
•		鹽業沒落後，鹽田被荒廢了數十年，但這反而讓它們成為獨特的生態系統，為不同的野生動物提供棲息地。
•		鹽田中能發現不少植物和許多小動物，如軟體動物、魚、蝦和昆蟲等，牠們是黑臉琵鷺和其他水鳥的重要食物來源。





臺南站2號卡解說

對環境
的影響

對經濟
的影響

對社會
的影響

生態旅遊讓公眾有機會接近大自然亦能盡量減低對生態帶來的影響。 + +
由旅客帶來的收入亦有助維持當地居民的生計。 +
生態旅遊鼓勵參加者「不帶走任何東西，只帶走照片；不留下任何東西，只
留下足跡。」 + + 

背景資料：
•		生態旅遊是一種可持續、負責任和富教育意義的自然旅遊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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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站3號卡解說

對環境
的影響

對經濟
的影響

對社會
的影響

埃及聖䴉與本地水鳥爭奪食物，並佔領牠們的覓食和築巢地點，因而對當地
水鳥造成威脅。 −
其他入侵物種如薇甘菊和福壽螺，則會加速生境地的退化。 −
入侵物種不僅影響生態系統，對經濟亦會造成巨大損失。而退化的棲息地需
要額外的資源來恢復和管理，清除或控制入侵物種的措施亦為政府和社會帶
來巨額的成本。 − − 

背景資料：
•		入侵物種是指一些被引進非其自然分布地區的物種，牠們會對其新環境產生負面影響。





臺南站4號卡解說

對環境
的影響

對經濟
的影響

對社會
的影響

對大自然有更深入的了解，有助人類更有效管理和保護物種，及其自然環
境。 +
以黑臉琵鷺為例，科學家透過環誌及衛星追蹤確認其遷徙路線。這樣做有助
確認牠們遷徙路線中的重要棲息地，以便當地政府加以保護。 +
科學家亦會把獨有的顏色腳環及號碼套在黑臉琵鷺的腳上（就像身份證一
樣），不同國家的科學家及觀鳥者亦會分享這些重要的資料，這樣我們便可
以在野外用望遠鏡辨認出個別的黑臉琵鷺。 +  
針對黑臉琵鷺的全球年度普查自	 1994	 年開始，調查範圍覆蓋東亞─澳大利
西亞遷飛路線內的	100	多個地點，臺南亦包括在內。在研究人員、鳥類專家
和公民科學家的支持下，這項調查為黑臉琵鷺的保育工作提供了不少重要數
據。

+ +

背景資料：
•		自然歷史是對生物的研究。







米埔站1號卡解說

對環境
的影響

對經濟
的影響

對社會
的影響

基圍（指以人工基提圍成的蝦塘）可用作養殖蝦、魚、蠔、海藻及蟹。 +
在香港，唯一現存而仍然運作的基圍位於米埔自然保護區內，負責管理保護
區的世界自然基金會香港分會仍利用傳統方法運作基圍，以保護野生生物及
傳統文化。 + +
我們積極管理米埔自然保護區內的基圍生境，令其成為適合水鳥使用的地
方。積極的管理措施包括控制水位、定期修剪植物、監察沉積率等。 +  
基圍養殖方法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展示如何以可持續原則管理沿岸濕地，帶
來經濟及生態效益。 + +

背景資料：
•		在亞洲，沿岸地區的居民數百年來也有在海灣或河口地區旁以蝦塘養蝦（傳統稱為「基圍」）。





米埔站2號卡解說

對環境
的影響

對經濟
的影響

對社會
的影響

流浪動物和自由放養的寵物對黑臉琵鷺等野生生物構成威脅。流浪貓狗會捕
捉野生動物為食物，並和野生生物爭奪資源，甚至傳染疾病。 −
魚塘附近的陷阱有機會導致黑臉琵鷺死亡。	 −

背景資料：
•	 	米埔自然保護區是黑臉琵鷺在香港的核心棲息地。由於米埔蘊藏豐富的生物多樣性，因而被列為拉姆薩爾公約下的國
際重要濕地，人類活動會受限制。

•			米埔周邊地區的私人魚塘，漁民或會飼養狗隻、甚至放置陷阱保護自己的財產。





米埔站3號卡解說

對環境
的影響

對經濟
的影響

對社會
的影響

雖然米埔自然保護區內的人類活動受到妥善管理，附近地方亦有機會帶來水
污染，破壞棲息地。	 −
城市發展產生過多空氣及水質污染物，污染人類及其他野生生物的食物來源
（如魚類）。	 − −
處理城市發展製造的污染物會造成額外開支。	 −





米埔站4號卡解說

對環境
的影響

對經濟
的影響

對社會
的影響

減少不必要的廢物
•		停一停，想一想，考慮清楚再購買
•		減少使用即棄用品，選擇可重用的物品
•		自備購物袋
•		自備水樽，不購買樽裝飲品
•		自備餐盒餐具購買外賣
•		選擇較少包裝的產品，減少非必要的塑膠包裝

+ + +
珍惜水資源
•		洗手、清洗衣物和蔬菜時不長開水龍頭
•		以淋浴代替浸浴
•		使用洗衣機或洗碗機時，盡量集齊衣物或碗碟一次過洗濯
•		預早一天將冷藏食物從冰格移到雪櫃解凍，切勿長開水龍頭解凍食物
•		定期檢查水費單以檢視自己的用水習慣，嘗試訂立減少用水量的目標
•		選用有機棉製成的衣物和天然可降解的清潔劑，減少水污染

+ + +
對抗氣候變化
•		多菜少肉
•		選擇本地食材，減少食物里程
•		盡量選用公共交通工具、單車或其他低碳方式出行
•		節約用電，關閉非必要的電源
•		選用可再生能源
•		選購來自妥善管理來源的可持續木材產品，例如獲國際林業公會(FSC®)認證的產品，有助保護森林

+ + +
支持並推廣濕地及生物多樣性保育
•		留意關於濕地和社區內發展項目的新聞
•		參與公眾諮詢，表達你對濕地發展項目的意見
•		參與義工服務，如在濕地清理外來入侵物種
•		在社交媒體分享你的濕地故事，讓親友了解濕地的重要性
•		成為公民科學家，協助進行生態調查及研究
•		支持和使用環保產品

+ + +

背景資料：
•		參考以下四個範疇的秘訣實踐可持續生活方式，保護黑臉琵鷺和濕地。





旅程完結頁面解說

背景資料：
•		提醒學生遷徙旅程尚未完結。在冬季結束後，牠們（黑臉琵鷺）還會返回北方繁殖。
•		部份物種，如斑尾塍鷸，甚至會由阿拉斯加南下飛往紐西蘭和澳洲越冬。
•		圖中腳上套上「A49」腳環的黑臉琵鷺成功完成米埔和仁川的遷徙旅程。牠在2020年冬天在香港獲救時右翼受傷。經
過治療後獲套上「A49」腳環，在米埔野放。根據追蹤器紀錄，「A49」在夏天成功返回仁川，並在2021年12月再
次到訪香港。	





EAAFP

本遊戲是根據英國皇家鳥類保護協會
前國際教育經理Barrie Cooper先生的概念發展而成。
（英國皇家鳥類保護協會為國際鳥盟的英國代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