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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Si vous voulez une version française, veuillez nous contacter via info@hkgnu.org , merci bien. ) 

[ If English version is required, please tell us at info@hkgnu.org , thanks. ] 

 

國際 “百萬森林” 計劃(包括十億樹木行動 

及地球植林計劃)之源起 
    過往十年，「十億樹木行動」及其後的「百萬森林」計劃中(包括十億樹木行動及地

球植林計劃)，為中國西部、蒙古、阿拉伯、非洲北等沙漠地區執行防沙漠化、植林及

建立新綠洲、為原居民重建家園、及維護地區性和平的工作。2009 年起，在聯合國環

境署、世界地球日委員會的提倡下，展開了新一輪全球性的「百萬森林」計劃(包括十

億樹木行動及地球植林計劃)，為各地區有需要地方進行植林及環境持續發展的教育工

作，該些地區包括前堆填區、山火後復育地、綠化保育區、復育濕地、伐林後復育地、

市區與郊區之緩衝帶、曾發展或開採地區、半沙漠化地區、已建之綠洲區外圍、復耕荒

地及助人自助計劃中的生產地等。 

 

    「百萬森林」計劃(包括十億樹木行動及地球植林計劃) ( Million Trees / Forest 

Project & Network ) [ Projet et réseau mondial de million d'arbres ] ，是一個最初由聯

合國環境署(UNEP)為首成立的全球網絡，計劃主要目標為防沙漠化、植林綠化、環境

可持續發展教育等範疇，藉著這些項目以減緩地球暖化所帶來的環境問題。 

 

    香港是 “百萬森林” 計劃(包括十億樹木行動及地球植林計劃)的參與城市之一。 “百

萬森林” 計劃，為香港最著名的植樹綠化教育項目及活動之一，亦是香港首個參與的國

際性植樹活動。亞太區的 “百萬森林” 計劃一直以 “搶救氣候 種出未來” 為其中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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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百萬森林” 計劃(包括十億樹木行動及地球植林計劃)最初於2009年 08月由聯合國

環境署正式帶頭啟動。最初目標是為沙漠化地區種植百萬棵樹木，幫助氣候貧困地區人

口改善生態環境及增加收入，至今負責範圍已擴闊至植林、耕作、文化保育及環境可持

續發展等的教育層面上。 

 

    “國際百萬森林計劃(包括十億樹木行動及地球植林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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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聯合國環境署 “十億樹木行動” 的一部份。聯合國環境規劃署

於 2006 年宣佈舉行「La campagne de milliard d'arbres / The Billion Tree Campaign(中

譯: 十億樹木行動)」，目標在 2007 年內在全球種植 10 億棵樹，來應對氣候變化問題。

2009 年 08 月，聯合國環境規劃署、世界地球日委員會等提倡下，正式開展了新一輪的

全球性植樹活動──「百萬森林」計劃(部份地區別稱 "百萬種樹計劃")，在沙漠化地區

種植百萬棵樹木，幫助氣候貧困地區人口改善生態環境和增加收入。自該計劃開展以來，

得到五大洲、逾一百個地區、城市支持及參與，當中包括香港，每年為地球種植過億棵

樹木，而且該計劃的函蓋範圍已擴展至植林、耕作、文化保育及環境可持續發展等的教

育層面上。過去數年，「十億樹木行動」及「百萬森林」計劃也為中國西部、蒙古、阿

拉伯、非洲北等沙漠地區進行防沙漠化、植林及建立新綠洲、為原居民重建家園、及維

護地區性和平的工作。2010 年 04 月，在臺北及上海所舉行的「百萬森林－萬人植樹日」

更打破了一天內最多人參與植樹活動的健力士紀錄。2011 年，全球有超過一百個地區

及城市也參與了「百萬森林」計劃植樹活動，當中大部份於同年四月份「世界地球日」

前後舉行，以支持世界地球日委員會的工作；同年十二月，聯合國環境署把「La 

campagne de milliard d'arbres / The Billion Tree Campaign (中譯: 十億樹木行動)」改

組為「Plantons pour la planète (中譯: 植樹為地球 / 英譯: Plant for the planet)」，項目

總部由瑞士日內瓦搬至德國；而「百萬森林」計劃(包括十億樹木行動及地球植林計劃)

亦繼續由各區獨立運作下去至今。 

 

    香港在 2010 年承諾加入並履行該項目的任務，並於 2010 年 06 月成立香港區籌備

委員會，正式開展了 “百萬森林” 計劃(包括十億樹木行動及地球植林計劃)在港澳地區

的植林綠化工作，與全球其他地方的 “國際百萬森林計劃(包括十億樹木行動及地球植林

計劃)” 委員會，一同執行聯合國環境署的任務，並與世界地球日委員會(EDN)和世界濕

地組織等共同努力，一起實踐保育、教育及可持續發展的工作。 

 

    香港區的 “國際百萬森林計劃(包括十億樹木行動及地球植林計劃)” 委員會正式成

立於 2010 年 06 月，主要由香港綠色自然聯盟(HKGNU)，及 HIMA  FOUNDATION HK 

等組成，為法定慈善單位，並於 2010 年 07 月在香港城市大學舉行 “國際百萬森林計劃

(包括十億樹木行動及地球植林計劃)” 在香港區的第一次正式委員會會議，確立了香港

區的 “百萬森林計劃(包括十億樹木行動及地球植林計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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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理工作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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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各公司企業、學校及社會團體參與，以及其他可持續發展教育工作等，讓各界人士也

可一同為環境出力。 

 

    自 2010 年 06 月至 2017 年 06 月，香港區的委員會已舉辦了 8 次大型的國際植樹

活動(每次 400-1200 人)、6 次中型的本地植樹活動(每次 200-400 人)、約 350 次的植林

綠化護理工作坊及課程(每次 30-40 人)、約 1410 次的植物護理工作(每次約 10 人)、有

機農業復耕工作、樹木認領計劃、協助境外地區同進行防沙漠化工作(如新疆、蒙古、

西藏、阿拉伯等) 、48 次青年大使訓練及交流課程和其他有關環境可持續發展課程和活

動等。從 2009 年起，活動項目已街知巷聞，香港區的參與人數超過 30,000 人以上，

並為其提供了體驗和學習的機會，而參與的公司企業及其他非牟利團體(包括公司企業/

社區中心/學校團體/政府義工隊)則超過 400 間，估計為香港近郊種植了超過 40,000 棵

原生樹木，以及直接和間接於境外種植了約 30,000 棵當地原生樹木。 

 

    “百萬森林” 計劃(包括十億樹木行動及地球植林計劃)是香港首個國際性的植樹活

動計劃，至今為香港最著名的植樹綠化活動之一。該計劃是： 

 

- 國際性的植樹活動 

- 集教育、生態文化導賞與植樹護理的工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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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共

同發起及支持的活動 

- 2010-2011 年度共有約 100 個城市於 4 月 (世界地球日)前後舉辦 “國際百萬森林計

劃” 植樹活動，為更綠色的未來繼續努力 

 

    我們常對學生和參加者說：您們今天的參與，也許只是個開始，就像初生嬰孩一樣，

誕生只是瞬間的事，但要讓他們健康成長，卻是數十年的事兒。因此，在每年我們推行

大型的植樹或護理活動後，我們總會接受各團體的申請舉辦無數次的植林及護理工作坊

活動，以支援及協助我們進行生態復育區的長期性護理及教育工作。因此，我們的每一

項工作，包括植林護理、防沙漠化、有機耕作、再生能源、環境持續發展教育等工作，

也是一條漫長的路，幾乎沒有完成的限期，或者不可能有限期，因為執行環境的工作，

是一項考驗良心，毅力，與理想的工作，是需長期作戰與堅持，才能獲得成果。因此，

我們需要各位的支持與配合，以執行我們在香港區的環境工作。 

 

    2017年，是我們國際百萬森林計劃項目正式推行以降的第八個年頭。在這一年，

除將繼續執行防沙漠及荒漠化的綠化工作外，我們亦會繼續如常執行以往的工作；在樹

木護理及種植方面，我們本年將如常舉辦一次大型的香港區植樹及護理日活動、一次中

型的植樹活動、約 30次的植林及護理工作坊、青年大使一人一樹認領護理計劃、2-3

次青年大使訓練及交流計劃、及其他境外植樹工作等，繼續把我們的工作延續下去。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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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各位繼續支持我們的「百萬森林(包括十億樹木行動及地球植林計劃)」工作，歡迎各

公司、團體或個人一同參與，一同「搶救氣候，種出未來」，發揮聯合國精神。謝謝。 

 

香港區百萬森林計劃(包括十億樹木行動及地球植林計劃)(2010-2017): 

http://www.hkgnu.org/reboisement_millionarbres.htm  

宣傳片：https://www.youtube.com/watch?v=pO62B7PPcPg   

 

    如 蒙 查 詢 ， 敬 致 電 郵 至  info@hkgnu.org  或 熱 線 28762855 / 67782670 / 

69762635 / 59817036 查詢，謝謝大家的攜手參與，共建更綠色的未來!     

 

    敬祝  

工作順利  

(CIMTPNHK/HKGNU/HIMA/FPPLPHK-PFTPFHK/PNUE-UNEP) 

(聯合國環境署)國際百萬森林計劃香港區委員會/十億樹木行動/地球植林計劃 

Le comité du projet et du réseau mondial de million d’arbres, la campagne pour un 

milliard d’arbres, et le programme de ‘plantons pour la planète’ sous le cadre du 

Programme des Nations Unies pour l’Environnement – la division hongkongaise. 

CIMTPNHK – Committee of International Million Trees (Forest) Project & Network, the Billion Trees 

Campaign, and the “Plant for the planet” programme – Hong Kong Region, under the framework of 

United Nations Environment Programme. 

香港綠色自然聯盟   

L'association d'écologie de Hong Kong / HKGNU – Hong Kong Green Nature Union; 

國際植林綠化事務環境教育委員會(香港)   

Le comité mondial pour les affaires de reboisement pédagogique - la division 

hongkongai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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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 fondation de HIMA de Hong Kong   HIMA Foundation HK   

搶救氣候 種出未來 Le climat pour sauver l’avenir / The climate to save the future.  

 

TEL: (+852) 28762855 (辦公室 Office) 

TEL: (+852) 69762635 (行動分組 L’équipe d’opérations / Operational Team)  

     (+852) 59817036 (公共關係分組 L’équipe de relations publiques / Public Relation Team) 

FAX: (+852) 39711469 

P.O. BOX 68046 KOWLOON EAST P.O. HONG KONG / 

ROOM 907, 9/F, THE SILVERCORD TOWER 2, 30 CANTON ROAD, TSIMSHATSUI, 

HONG KONG 

www.hkgnu.org  ／ info@hkgnu.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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