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歡迎!
Souhaiter la bienvenue~!
Herzliche Willkommen!
Welcome!



� «國際百萬森林計劃 »香港區植樹日2012
L’événement de reboisement du projet 
mondial des arbres de million pour la 
région hongkongaise en 2012
The « International Million Trees ( Forest ) 
Project » – Trees Planting Event for Hong 
Kong Region in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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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劃背景
� “國際百萬森林計劃”成立於2009年08月14日

�成立地點:瑞士日內瓦及中國北京

�最初成立機關: 聯合國環境規劃署, 國際氣候組
織, 中國綠化基金

� “國際百萬森林計劃”國際委員會 - 2009

�香港區分區委員會成立日期: 2010年06月06日

�澳門區分區委員會成立日期: 2010年08月01日

�分區委員會分佈: 亞洲,歐洲, 澳洲, 南北美洲, 非
洲

計劃背景



計劃背景

�請欣賞各地區提供之影片
http://www.hkgnu.org/reboisement2012_
publicite.htm

計劃背景
�亞太區 “國際百萬森林計劃”於2009年08月由英國
前首相貝理雅先生親自啟動，李冰冰女士擔任亞太
區推廣大使。計劃最初由線上和線下兩部分組成，
分別為“減碳行動”和“我要一棵樹”，簡稱“減碳贈樹
”。最初目標是為沙漠化地區種植百萬沙棘樹，幫
助氣候貧困地區人口改善生態環境及增加收入。

� “國際百萬森林計劃”自2010年起得到全球五大洲各
地不同國家、地區和城市嚮應，至今參與計劃的城
市和地區已逾一百個，每年為地球種植過億棵樹木
。



計劃背景

�繼2009年“國際百萬森林計劃”在中國大陸的委員會
於北京舉行啟動儀式後，上海、臺北也在2010年10
月舉行了盛大的 “國際百萬森林計劃”啟動儀式

�而香港和澳門，在同年12月分別在香港彌敦酒店(5日
)及澳門威尼斯人酒店(24日)舉行了港澳地區的啟動
儀式，正式開展了“百萬森林計劃”在大中華地區的植
林綠化工作，與全球其他地方的“國際百萬森林計劃”
委員會，和聯合國環境規劃署、世界地球日委員會和
世界濕地組織共同努力，實踐保育、教育及可持續發
展的工作。

委員會及組織簡介

� “香港區的“國際百萬森林計劃”委員會於2010年06
月06日由香港綠色自然聯盟(HKGNU)和喜馬拉雅自
然文明保護協會(HIMA)共同建立，並於同年07月
25日在香港城市大學舉行“國際百萬森林計劃”在香
港的第一次委員會議，確立了香港區的 “國際百萬
森林計劃”委員會每年至少籌辦一次國際性的植樹
活動讓市民公眾參與，並且每年舉辦不少於約二十
次的植林綠化工作坊予各公司企業、學校及社會團
體參與。

�自2010年06月至2012年04月，香港區的委員會已
舉辦了兩次大型的國際植樹活動，一次中型的本地
植樹活動，和約七十次的植林綠化工作坊及課程，
為約四千多人提供了體驗和學習的機會，及種植了
約10,000棵原生樹木。



委員會及組織簡介
�香港綠色自然聯盟(簡稱HKGNU)

�於1998年創立，以青少年、長者及其他有意推行環境
保育者為主要對象，推廣保護自然生態環境及社會發
展的非牟利綠色組織

�亦為國際植林綠化事務環境教育委員會( I CARE )在香
港區的主要組成部分, 及 “國際百萬森林計劃”駐香港
的主要機關之一

�與聯合國環境規劃署、世界地球日委員會、世界濕地
組織、HIMA FOUNDATION 等組織聯合進行國際植林
綠化工作, 如 “國際百萬森林計劃”等

委員會及組織簡介
� HKGNU, 全名為“HONG KONG GREEN NATURE 

UNION”, 簡稱“HKGNU”, 中文名稱為“香港綠色自然聯
盟”, 法語名稱為 “L’association d’écologie de 
Hong Kong’

� 於1998年在香港成立

� 起初是一個主要由一班青年人所攜手創立，並以青少年
，長者及其他有意推行環境保護教育者為主要對象、目
標在於保護自然生態環境及關注人類社會發展的非牟
利綠色組織。

� 2010年協助成立 “I CARE” 及 “國際百萬森林計劃香港
區委員會”, 其中部份同事兼任為常務委員, 協助參與國

際事務。



“I CARE”組織簡介

� I CARE全名為 “International Committee for 
Affairs of Reforestation Education” 中文為
“國際植林事務環境教育委員會”, 簡稱 “I 
CARE”, 法語名稱為 “Comité mondial pour 
les affaires du reboisement 
pédagogique”

� 成立於2010年中葉

� 協調 “國際百萬森林計劃” 的工作

� 目的為聯同國際間不同的綠色機構組成委員會(
各地分會), 在同一天空下, 同一理想目標上為綠
色的環境努力.

近年活動



去年 “國際百萬森林計劃”活動

原生樹木植林復育
計劃及聯合國環境
規劃署 “十億樹木
行動”暨 “國際百萬
森林計劃”



“國際百萬森林計劃”青年大使計劃

更多，

�請瀏覽
http://www.hkgnu.org/reboisement2012.htm
http://www.hkgnu.org/photoalbumindex.html

�或到訪我們的 FACEBOOK: 
http://www.facebook.com/groups/244698652
329/



2009-2012植樹計劃一覽
(香港區)

�聯合國環境規劃署十億樹木行動( Billion Trees 
Campaign )暨國際百萬森林計劃
( International Million Trees Project )
之香港區植樹日 2009-2012

�生態復育原生樹木植林計劃 2007-2012

�一人一樹計劃(青年大使) 2008-2012

“國際百萬森林計劃”
香港區植樹日2012簡介
� 教育，生態文化導賞與植樹的工作

� 國際性的植樹活動

� 一個目標在綠化, 防沙漠化和教育的計劃

� 聯合國環境規劃署(UNEP), 世界地球日委員會(EDN), 世
界濕地組織(WWN)及國際植林事務教育委員會共同及支
持的活動

� 去年共有約100個城市於4月22日(世界地球日)前後舉辦
“國際百萬森林計劃植樹活動”

� 此植樹日是第二次在港澳地區舉行

� 為更綠色的未來繼續努力

� 香港區的 “國際百萬森林計劃” 植樹活動, 由 “國際百萬
森林計劃香港區委員會”, “國際植林事務教育委員會(香
港區)”, “香港綠色自然聯盟”, “喜馬拉雅自然文明保護協
會”, “樓蘭計劃” 等共同舉辦



當天流程

� 09:00-12:00 
工作人員, 義工及青年大使赴活動起步點(坪洲碼頭海濱公
園)報到作準備工作

� 12:00-14:00
嘉賓, 參加者赴活動起步點(坪洲碼頭海濱公園)報到

� 14:00-15:00
於植樹活動起步點舉行簡單而隆重的開幕儀式及嘉賓致詞

� 15:00-16:30
參加者分流出發前往植樹場地進行生態導賞及植樹工作(運
送樹苗,清除雜草,下種,施肥,回泥及培土,澆水,穩固樹苗)

� 16:30-17:30
返回起步點報到及休息

� 17:30-18:30
參加者返回市區及收拾場地

路線安排



路線安排

起點: 坪洲碼頭海濱公園

一號檢查站: 龍母廟

二號檢查站: 半山交匯處

三號檢查站: 手指山頂

四號檢查站: 植林區

五號檢查站: 聖家路口

六號檢查站: 市政大樓(視情況增加)

植林區: 手指山東之臺地 – “國際百萬森林計劃” –植林
復育區

沿途景色 –中環六號碼頭



沿途景色 –坪洲碼頭

沿途景色 –開幕場地(坪洲海濱公園)



沿途風景 –市中心

沿途風景 –東灣海灘



沿途風景 –手指山

沿途風景 –植林區



沿途風景 –植林區

沿途風景 –南灣



文化特色 –簡介

�坪洲位於港島西面，距離港島只有8公里，鄰近愉
景灣、喜靈洲及稔樹灣等地。

�坪洲面積約1平方公里，約有5,000多名居民居住
，是香港罪案率最低的小島。

�坪洲島上沒有載客交通，但遊人只要按家樂徑的
指示，就可以暢遊島上多個景點。

文化特色 –歷史
�坪洲早在新石器時代已有人在此居住，而歷史記載早在宋朝
已有漢人在此發展灰窯工業。文獻記述坪洲在清朝時已經是
非常重要的漁港，和繁榮的貿易中心。它的歷史演變與其地
理及環境有密切的關係。城市化令很多鄉村，的中國傳統文
化與習俗消失了，但坪洲人卻還保留了很多這些習俗和強烈
社區精神。

�這個只有一平方公里的小島，竟然保存百之七十面積的綠化
及百份之六十沿海，這裏有生物多樣化的生態環境，有超五
十種雀鳥，過百種昆蟲，原生植物，水果樹及山草藥品種亦
非常多。

�除了多種沿海生物及植物，坪洲曾經是珊瑚的天堂，現在還
有超過三十五種的珊瑚品種集中在島的北面，而中華白海豚
亦在附近海面居住過。坪洲可算是麻雀雖小五臟俱全，加上
獨一無二的三百六十度香港海境，令這個小島更添色彩。



文化特色 –歷史

�坪洲島上廟宇林立，包括具有200 年歷史的天后廟
。早年漁民在廟肉存放一副逾百年歷史的八呎鯨魚
骨，以供奉天后。

�天后廟旁豎立了一個「奉禁封船碑」，該碑刻於
1835 年道光年間，是當時政府禁止官員濫用民船作
已私用。

�而金花廟在 20 世紀 80 年代重修，相傳金花夫人能
庇佑善信百子千孫。另外，龍母廟則位於坪洲東灣
，其祖廟在廣東悅城有二千二百餘年歷史。據說觸
摸廟肉龍床可以消災解難及帶來好運。

文化特色 –天后廟

�天天天天 后后后后 廟廟廟廟
坪洲島上這座天后廟已有 200 多年歷
史，並於光緒 2 年（ 1876 年）重建。
重建時除了保存原有的結構外，還在
廟外設了一對石刻門聯和門額。早年
漁民在廟內存放了一具逾百年歷史的
八尺長鯨魚骨，以供奉天后。



文化特色 –天后廟

�奉奉奉奉 禁禁禁禁 封封封封 船船船船 碑碑碑碑
在天后廟前牆邊，嵌了一塊「奉禁封
船碑」，是於清朝道光十五年（ 1835 
年）立的。碑文記載當年新安縣海盜
猖獗，官吏封用民船，以誘捕海盜，
引致島上漁民生活大受影響。島上商
紳於是稟請縣衙立碑為記，以免貪官
吏以捕捉海盜為名而濫徵。

文化特色 –金花廟

�金金金金 花花花花 廟廟廟廟
在永安老榕樹旁的金花廟，是供奉金
花夫人的廟宇，相傳是乾隆 27 年間（
1762 年）村叫賴國民為治其妻子的病
，到坪洲採藥時，把船停在榕樹下，
並向樹旁的石許願。其後他的妻子病
癒，為答謝神恩，又得金花聖母顯靈
啟示，於是便在樹旁建廟。



文化特色 –龍母廟

�龍龍龍龍 母母母母 廟廟廟廟

坪洲東灣最大的廟宇就是龍母廟，建於七十年
代初，廟內供奉的龍母是水神之一。龍母廟內
有張著名的龍床，據說可以為善信消災解難，
帶來好運。古語云「龍床摸一摸，前程知結果
」。

文化特色 –手指山

�手手手手 指指指指 山山山山 鳳鳳鳳鳳 萍萍萍萍 亭亭亭亭

手指山是坪洲的最高點，拾級而上，除了可以
享受綠樹林蔭的清幽鳥語外，到了山頂的鳳萍
亭，更可以遠眺青馬大橋、迪士尼公園及愉景
灣一帶的景色。



文化特色 -玉麒麟玉麒麟玉麒麟玉麒麟

�玉玉玉玉 麒麒麒麒 麟麟麟麟
坪洲其中一件「寶物」，就是這株古樹「玉麒
麟」。這株百年老樹，長得蒼勁濃荗，島民也
很愛護它，特地以圍網保護，免得遊人傷害這
坪洲至寶。

文化特色 –商業

�坪洲早在清朝已經是個非常繁榮的貿易市場。除了天
后廟前每天的市集開放外，主街永安街有超過兩百多
年的歷史，全盛時期街上包羅萬有，基本需求的柴米
油鹽醬酷茶都有供應，文房四寶、漁欄、菜欄、肉食
檔、雞檔、旅店、海味舖、裁縫、雜貨舖、家庭用品
、茶居、藥材舖等等應有盡有。坪洲有相當一段日子
，都能自給自足。

� 但最重要還是個貿易中心，除了漁民在島上賣魚及購
買必需品外，大嶼山以東之村莊及其他小島將種植的
瓜菜、稻米、禽畜等到坪洲售賣給坪洲人或批發商，
然後購買日常所需，除此之外，漁民及出海貿易的洋
船亦在坪洲上糧和水，當時坪洲盛況可想而知。



文化特色 –農業

�坪洲的農業發展也許開始於灰窯工業時代，在坪洲耕作
的大部份是客家人，他們非常克苦耐勞和節儉，過著日
出而作、日入而息的簡單生活，除了種植菜蔬和稻米之
外，還飼養豬和雞、鴨、鵝等禽畜，基本上可以自給自
足。但有些客家人會捕漁或做雜貨鋪的生意。

�古時的中國人每到一個新地方開辟都非常尊重大自然，
最先來坪洲定居的客家人並不隨便開發，他們先跟據祖
先遺留下來的知識，現在所講「風水學」堪察四周的環
境，先找到一片肥沃的土地及水源，附近是否有山和樹
阻擋狂風暴雨。

�選址定了，先祭山神及土地問准「居留權」，然後祭拜
天地及祖先，以知會此地的神靈及各種生物先暫避。然
後，便建築房屋及風水林，屋後種植大量果樹或有藥用
價值的樹，屋前除了種稻米和菜外亦搾掘地穴作儲水及
養魚用途。同時設土地神位，祈求山神祐。

文化特色 –漁業
� 坪洲原是個連島沙洲地勢亦比較平坦，加上有充足的水源，鄰近非常
豐富漁產的漁港，種類繁多，加上肥沃的泥土，因此吸引了不少人在
此定居或暫居。坪洲差不多四面都有天然的高山作屏風，西面及東面
的海灣更加是兩個天然的避風磄，西面的海灣坐有天后娘娘漁民信奉
之守神。給漁民提供了一個安全的庇護站。

� 跟據歷史遺跡及原居民的敘述，坪洲早在二百多年前已經是個非常發
達的漁港，當時拖船多達二百多艘，每年神功戲演出長達五星期（休
魚期），船隻一隻接一隻將坪洲與大嶼山連接再一起，所謂「過海不
用濕腳」。同時根據漁民敘述因為魚產豐富，他們捕魚生涯比現在舒
服得多，基本上不用憂柴憂米，休息時間多，生活悠由自在。他們覺
得漁業機械化後，物質須然豐富了，但相對生活卻辛苦得多。

� 坪洲這個發達漁港，可惜由於五十年代以來香港城市化、人口增加、
工業發展、到處移山填海等等原因，令海水污染得非常厲害，加上漁
船機械化後的濫捕，漁產急劇下降，政府並未因此採取任何改善的行
動，由於工業發展岸上提供大量就業機會，漁民改漁從工。海水污染
因此並未受到重視。坪洲這個漁港亦難以獨善其身，多個漁產區分別
被破壞或成為禁區，例如：愉景灣、竹篙灣、狗蚤灣及喜靈洲等。



文化特色 –工業
� 在香港近代史，灰窯業佔有重要的地位，十九世紀為本地四大初級產
業之一。坪洲之灰窯工業始於何時並未有史書記載，但早在十世紀初
坪洲灰窯工業已是全港最大，共有十一多間廠房。

� 據史書記載，早在唐代（公元七至十世紀）香港之離島已有漢人利用
蠔殼、蜆殼和珊瑚來燒煉，石灰作為屋之築材料，除此之外，它還可
以用作肥田料（平衡泥之酸鹼度加泥土之氧份）殺蟲劑、除草劑、製
糖、修補船殼、造紙和染料，等作用。

� 灰窯式微：五十年中期，青洲英泥在香港大量生產價錢便宜加上中國
及日本開始有白灰在本港鎖售，價格便宜，令本港灰窯生意受嚴重打
擊難與競爭。

� 坪洲島上的大中國火柴廠是中國上海的火柴大王劉鴻生所建，三十年
代的中國內憂外患，劉氏意識到將所有資金投在中國非常危險，於是
開始將部份資金投資海外，當時香港是英國統治下的殖民地，他心想
比較安全。在一次很傳奇性的機緣巧合，他與坪洲結了一個緣，因為
長洲的拒絕，大中國火柴廠便建於坪洲。

文化特色 –工業(續)

� 當時坪洲由於灰窯業的息微，部份居民失業，正好北灣的灰窯廠倒
閉，便將地皮賣給劉鴻生，他買了坪洲東北面大部份土地，火柴廠
亦立了很多界碑以劃清界線（此界碑尚有幾個保留在荒野間）。坪
洲居民委員會並無反對此危險工業在坪洲設廠，原因居民需要工作
，廠長答應造好安全設施及讓坪洲居民先就業，然後再僱其他島的
居民。大中國火柴廠於是在一九三九年正式運作。廠內的管理人員
都是浙江人仕。

� 由四十年代開始坪洲又進入另外工業發展的階段，本地全民就業，
其他離島甚至香港島的居民也到坪洲上班。當時有全港最大的火柴
廠、獨一無二鋼管廠、以至馳名中外之陶瓷加工廠、還有船、藤廠
、柚木廠、牛皮廠、燈泡廠、針廠、手套廠等等。小小坪洲全盛時
候有過百間工廠和山寨廠。成為香港唯一的工業小島。



文化特色 –居民

� 早期聚居之居民大部是海上捕魚維生，居住在艇上的居民，（俗稱蛋家
人，（蛋家這個名稱的來源是水上人因為在製造及維修魚網的時候，需
要大量鴨旦白作源料，因而被岸上人稱蛋家）。他們可算是南海一帶之
原土著，其次便是鶴佬人）。（福州話的福州人，廣東音為「鶴佬」另
一說法是這些福州人初到香港以「打殼」為生，因此這些從福州一帶來
港作業的人，被岸上人稱為「鶴佬人」或「殼佬人」），鶴佬人在坪洲
作業可分成兩類：

� 第一類是短暫的居留，主要是某些季節捕魚蝦買給島上商人，然後反回
福州。所以他們大多數居住一些臨時蓋搭的茅屋，過著簡單樸素的生活
。

� 第二類鶴佬人則有固定的職業，例如：在附近海域發掘珊瑚、取蠔殼、
蚌等海產取肉後將蠔和蚌殼曬乾，作為賣給灰窯廠作為源料。亦有人搳
草及斬柴售賣維生。他們大多數居住在木屋或海邊的棚屋，生活比較穩
定。

文化特色 –居民(2)

�第三種在坪洲定居的要說是廣府人及客家人，主要來
自中山番禺、東莞、廣州等地方。客家人從事農業及
部份漁業。而廣府人則從事商業及灰窯工業等。這些
岸上人大多數居住在石屋或磚屋，比較貧窮的居住木
屋。

�第四種坪洲居民來自上海及浙江一帶的外省人，他們
主要是工業發展而居住在島上，這些外省人大部份管
理階層或技術員，甚至老闆階級。雖然坪洲居民來自
江湖四海，但他們互相之間都能和睦相處甚至互相幫
助，發揮互助互愛之社區精神。



文化特色 –旅遊

�坪洲這個小島，由於它的地理、歷史及人文文化的因素，
得以保留百份之七十的綠化土地以及百份之六十的天然海
岸，所以提供了一個完善的生態環境給所有生物，這裏是
個生物多樣化的地區。擁有品種繁多的開花植物、蕨類、
土生及外來樹木，仙人掌科植物種類甚多，其中最奇特的
要數巨大如樹之玉麒麟了，亦百高達一米多的龍舌蘭，相
信乃香港所僅見。

�坪洲還有豐富及多種山草藥。由於遠離市區空氣清新，地
衣的品種也非常多。

�坪洲亦可算是雀鳥和昆蟲的天堂。島上有超過五十多種雀
鳥及過百種昆蟲，品種之多正繼續研究中。每天清早你都
能聽到百鳥爭鳴，白天則各色繽紛蝴蝶和蜻蜓飛舞花間，
隨處可聞蟬鳴蟲叫。

文化特色 –旅遊(2)

�另有百分之六十的天然海岸，沿岸有多種生物及海岸雀
鳥，沿海亦曾經有多種珊瑚，有些品種還是香港罕有，
至於現在的品種及數量正在研究中，中華白海豚亦曾經
經常在坪洲海面出現過。地質方面坪洲是一個很特別的
花崗岩小島。

Some information is referred to Green Peng Chau Association



生態旅遊的背景

�跟據聯合國於1992年6月14日地球高峰會議，共182
個國家元首共同同意了二十一世紀議程，內容大概講
述由於地球生態環境的破壞，造成國際經濟發展面臨
非常嚴重的危機，在相討下協議，以後的經濟發展策
略將以考慮可持續性發展為原則（即長遠而非短線投
資）。

�旅遊事業是現今世界最大的經濟發展行業，過去的旅
遊業發展並未考慮到可持續性的問題，所以造成今日
很多國家在旅遊業發展有衰退或停滯不前的危機，其
中主要原因當然是環境破壞及污染的問題，所以生態
旅遊 ( Eco-tourism ) 成為新興的可持續發展旅行將
取替現今的旅遊模式。香港的旅遊事業同樣面對此等
問題，今日的旅遊發展局亦漸漸將生態旅遊列入最新
旅遊發展計劃中。

生態旅遊的背景(2)

�一向以來的旅遊形式，都是跟著導遊，走馬看花般到各景
點參觀一下，拍一點到此一遊的照片，也許會聽一些景點
的背景資料，但過後便忘得一乾二淨，急促的旅遊步伐另
你無法享受到旅遊樂趣，亦無從了解當地的歷史背景、人
民文化及靜心欣賞大自然。

�生態旅遊就是讓城市人走向大自然，深入認識當地的歷史
、學會尊重當地的人民文化及欣賞大自然環境裏所有的生
命，認識及珍惜它們，並且希望他們能夠遵守生態旅遊守
則，不把帶來的污染物污染大自然，並把這個信息傳揚開
去，藉此保護這地球上越來越少的綠色地帶。



生態旅遊守則

� 妥善處理垃圾，把不屬於大自然的污染物帶走

� 不要帶走屬於大自然的物品

� 不要靠近野生動物及餵飼牠們

� 不要大聲喧嘩，以心去感受大自然的奧祕

� 自備飲食器皿，不用即棄用品

� 避免購買污染環境及不必要的物品

� 不隨便浪費食物及能源

� 不要在野外抽煙及留下火

� 不留下垃圾，只留下足跡；不帶走自然界物品，只
帶走回憶







植樹過程簡介

工具工具工具工具
•大會提供的工具﹕每隊(約10或4人)提供小鋤頭數個、小泥鏟數個、樹苗及
有機肥料。
•建議參加者自備手套及水鞋、運送樹苗肥料用具及工具、灌溉水。
•一般來說，小鋤頭及小泥鏟已足夠完成種植工作。參賽者可按需要，自攜
其他園藝工具。
•植樹區有大型鋤頭可供借用。
•唯因安全理由，大會禁止參賽者攜帶或使用重量超過四磅的工具。
•有機肥料可加速小樹苗成長。有機肥料將於取苗區提供，參加者可自由取
用，請自備舊膠袋或其他可循環器具盛載（每棵樹苗約2 湯匙）。
•灌溉水：如當日天晴無雨，參加者可為樹苗準備灌溉水，這將大大提高樹
苗的存活率。請依個人能力決定攜帶水量(500ml–1L)。請注意，取苗區及植
樹場均沒有灌溉水提供。



植樹過程簡介

運送樹苗運送樹苗運送樹苗運送樹苗
•請於起點取苗區領取樹苗,肥料及工具，並小心地運送至植樹場。
•由取樹苗區步行至植樹場地，需時約15 - 40分鐘路程(視乎情況)。
請注意請注意請注意請注意：
•提取樹苗時請輕握泥膽。絕對不可以只拿著樹苗的枝莖，因為泥膽的重量
會把樹根扯傷，也容易把泥膽弄散，對樹苗造成永久傷害。
進入植樹場入口處的小路比較峽窄，容易出現擠塞情況，請各參加者互相忍
讓。

植樹過程簡介

1. 大會已為參加者劃定植樹分區，各參加隊伍須到指定植樹區進行除草及
挖掘的工作。(除草非常重要！要不然養分都被雜草吸收了)

2. 必須挖掘至足夠深度（比泥膽深兩至三吋或泥膽的兩倍深度）。而理想
闊度則為1 呎乘1 呎，闊洞有利樹苗日後根部擴展。



植樹過程簡介

3. 如有泥土結成大塊泥頭狀，請先敲碎。請將約20g 份量（約2 湯匙）的
有機肥料混入半份所掘出的泥土，混勻。

4. 回泥：先撥入一至三吋厚泥土（或已混合肥料的泥土）進泥窿，待種下
樹苗後才回泥。

植樹過程簡介

5. 用泥鏟/小界刀/剪刀小心剪開黑色苗袋，樹根有時會緊纏膠袋，請小心
解開，不要弄傷樹根或弄散泥膽。

6. 輕輕放入樹苗，保持垂直。



植樹過程簡介

7. 把餘下的泥土（混合肥料先放）放回洞內，直至將窿完全填滿。
8. 泥土應完全覆蓋樹根，泥膽頂部應與地面相平或深不多於一吋，切勿種

植過深。用小泥鏟輕拍實樹苗四周泥土，小心勿刮傷樹皮。

植樹過程簡介

9. 最後用腳跟輕輕踏實泥土，並踏至少許凹下作儲水用。如有帶來灌溉
水，可澆在泥膽上。

10. 完成種植每棵樹苗後，應小心察看四周環境，以免誤踏旁邊剛種植的樹
苗。另一方面，亦可進行培土工序和豎立竹枝以鞏固樹苗及識別。



挖洞/除草/
施肥/下種

澆水/固定



種植完成, 
護理階段開始

天氣事宜:

�春夏季建議帶備雨衣或雨傘以備不時之需

�除雷暴警告,黃色暴雨以上或八號風球懸掛外，
否則活動將依時照常舉行

�若活動期間下細雨，路線將會有所更改，盡量
走平路或改道

�請聽從當天講師及工作人員的指示以策安全



其他注意事項:

�建議參加者自備手套，水鞋及後備衣服

�帶備足夠食水以備用

�活動場地配備洗手間

�建議參加者攜帶少量乾糧

�建議參加者自備盛載樹苗工具(平均一人
種植一棵)

�建議每兩名參加者自備器皿以便於出發
點盛載為樹苗澆水的清水(約1-2公升)，
及盛載樹苗肥料(約100克)。

注意事項 –集合時間
� 義工/青年大使:
上午九時至九時半於中環六號碼頭外集合
(如屬義工隊, 可先委派代表於上午九時至九時半間到中環碼頭報
到)

� 其他參加者:
中午十二時至一時十五分間於中環六號碼頭外集合(參加者須於
中午十二時半至一時四十五分間在坪洲碼頭接待處報到)

� 嘉賓:
上午十一時四十五分至下午十二時十五分在中環六號碼頭外集合

註: 
1: 中環6號碼頭外有接待專員和義工(第4分區第3組)
2: 所有青年大使/專員/嘉賓/非商業機構之義工, 其來回船費均由敝
委員會及香港政府所資助.

3: 除正規船外, 所有加班船將視乎人流而增加, 每艘船可載約三百人
4. 如乘地鐵前往中環碼頭，可在中環站A出口上天橋前往



我們義務工作的定義我們義務工作的定義我們義務工作的定義我們義務工作的定義

義務工作義務工作義務工作義務工作是指是指是指是指

任何人任何人任何人任何人志願貢獻志願貢獻志願貢獻志願貢獻個人的時間及精神個人的時間及精神個人的時間及精神個人的時間及精神，，，，

在在在在不為不為不為不為任何物質任何物質任何物質任何物質報酬報酬報酬報酬的情況下的情況下的情況下的情況下，，，，

為為為為改進社會改進社會改進社會改進社會而提供的服務而提供的服務而提供的服務而提供的服務。。。。

青年大使青年大使青年大使青年大使////義務工作者的責義務工作者的責義務工作者的責義務工作者的責任任任任

� 確保及維持活動順利活動順利活動順利活動順利進行

� 促進參加者及自己均能積極投入及享受積極投入及享受積極投入及享受積極投入及享受活
動，透過過程改善及提昇個人的能力感及人際關係

� 每次服務均珍惜並檢視改善珍惜並檢視改善珍惜並檢視改善珍惜並檢視改善的空間

� 成為孩子們的師友師友師友師友，讓孩子們對自己的未來有更實
在的承擔。



郊遊行進技巧

任何時候
� 帶領遠足

� 前進時於隊尾觀察

� 集中精神觀察四周

� 確保前後隊員在視線內

� 避免隊員落單

� 控制步速及呼吸

� 空出兩手

� 保持隊形及距離

� 一字隊形前進/長蛇陣

� 不應亂走捷徑

危急處理

� 保持鎮定，觀察四周
� 不要大呼小叫

� 撤離現場，尋找掩護
� 確保置身於安全環境

� 組織隊員，點齊人數
� 由經驗者/導師決定下一步行動

� 尋找支援
� 萬一有傷員或無法脫離險境時



活動當天聯絡

�電話: 67782670 / 69762635

�無線電: 409.8375 (8號頻道) 
(TONE-110.9Mhz / 靜音碼:15)

�電郵: info@hkgnu.org

�活動網址: www.hkgnu.org/reboisement2012.htm

�委員會駐坪洲島上辦公室地址:
香港坪洲島永興街19號B地下 – “國際百萬森林計劃”
香港區委員會駐島辦公室”

�委員會郵政信箱: 東九龍郵政信箱68046號

特別鳴謝

� 聯合國環境規劃署

� 世界地球日委員會

� 國際百萬森林計劃國際委員會

� 香港政府地政總署

� 香港政府民政事務總署

� 香港政府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 香港政府運輸署

� 離島區議會

� 香港政府消防處

� 香港警務處

� 鄉議局坪洲鄉事委員會

� 其他…



完完完完 ~ 謝謝謝謝謝謝謝謝
問答環節問答環節問答環節問答環節

HKGNU – HONG KONG GREEN NATURE UNION & 
INTERNATIONAL COMMITTEE FOR AFFAIRS OF 
REFORESTATION EDUCATION ( I CARE ) HONG 
KONG DIVISION – PREPARED ON APRIL 2012

http://www.hkgnu.org info@hkgnu.org
TEL: 67782670 / 69762635

The briefing lecture for the International Million Trees 
( Forest ) Project – Trees Planting Event for Hong Kong 
Region in 2012

Venue: Lecture Theatre 15, 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on 18th April 2012

Instructor: Mr. Mathiase FUNG Kai-yan

Representative of the Preparatory Committee of 
International Million Trees Project – Trees Planting 
Event for Hong Kong Region;

Director of Hong Kong Green Nature Union (HKGNU);

Consultant of HIMA Foundation HK;

Senior Committee of International Committee for Affairs 
of Reforestation Education ( I CARE ) – Hong Kong 
Division;

Instructor for Environment, History and Languages;

Engineer



2012年04月22日, 坪洲島上見!

See you all on Peng Chau Island on 
22/04/2012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