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5/5/2015

1

歡迎!
Souhaiter la bienvenue~!
Herzliche Willkommen!
Welc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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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百萬森林計劃 » 香港區項目2009-2015
Les événements de reboisement du projet 
mondial de million d’arbres pour la région 
hongkongaise en 2009-2015
The « International Million Trees ( Forest ) 
Project & Network » – Trees Conservation 
& Planting Events for Hong Kong Region in 
2009-2015

計劃背景
L’arrière-plan du proj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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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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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地球日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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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5/2015

3

計劃背景
L’arrière-plan du projet

“百萬森林”計劃之源起
Lancement du projet

�過往十年，「十億樹木行動」及其後的「百萬森林」計
劃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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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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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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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萬森林”計劃之源起 (續)

Lancement du projet ( suivant )
�「百萬森林」計劃, 部分地方亦稱作 ‘百萬植樹計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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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百萬森林”計劃之源起 (續)

Lancement du projet ( suivant )
� “百萬森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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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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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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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萬森林”計劃之源起 (續)

Lancement du projet ( suivan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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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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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百萬森林”計劃之源起 (續)

Lancement du projet ( suivant )
�香港區的“國際百萬森林計劃” 委員會於2010年06

月主要由香港綠色自然聯盟(HKGNU)，及屬下慈善基
金單位 HIMA FOUNDATION HK 等組成，並於2010

年06月在香港城市大學舉行 “國際百萬森林計劃” 在
香港區的第一次委員會會議，確立了香港區的 “百萬
森林”委員會每年至少籌辦一次國際性的植樹教育活
動讓市民公眾參與，並且每年舉辦不少於約三十次的
植林綠化護理工作坊予各公司企業、學校及社會團體
參與，以及其他可持續發展工作等，讓各界人士也可
一同為環境出力。

�此外，耕作、再生能源、青年大使培訓工作及其他可
持續護理工作等，也是我們項目的一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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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萬森林”計劃之源起 (續)

Lancement du projet ( suivant )
�自2010年06月至2015年01月，香港區的委員會已舉辦
了5次大型的國際植樹活動、4次中型的本地植樹活動、
約290次的植林綠化及護理教育工作坊及課程、約
1250次平時常規護理工作、 45次青年大使訓練課程、
農業復耕工作、樹木認領計劃和其他有關環境可持續
發展課程和活動等，為約超過一萬人提供了體驗和學
習的機會，及種植了超過25,000棵原生樹木。

�從2009年起，活動項目已街知巷聞，香港區的參與人
數超過2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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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間，估
計為香港近郊種植了超過25,000棵原生樹木。

“百萬森林”計劃之源起 (續)

Lancement du projet ( suivant )
“百萬森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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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1年為聯合國森林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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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萬森林”計劃之源起 (續)

Lancement du projet ( suivan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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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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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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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百萬森林”計劃之源起 (續)

Lancement du projet ( suivant )
�踏入2015年，是聯合國環境署/國際百萬森林計劃項目
在香港正式推行以降的第七年。

�在這一年，除會繼續展開防沙漠及荒漠化的綠化工作
外，我們亦會繼續如常執行往年的工作。

�在樹木種植及護理方面，我們將在2015年度舉辦一次
大型的樹木種植及護理日活動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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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青年大使訓練課程、海外植樹活動等，
以便繼續把我們的工作延續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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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萬森林”計劃
之源起 (續)

�

“百萬森林”計劃
之源起 (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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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萬森林”計劃
之源起 (續)
�

“百萬森林”計劃
之源起 (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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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活動
Les activités récentes(2007-2015)

過往的“國際百萬森林計劃”活動
Les activités récentes(2007-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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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態復育原生樹木
之植林及護理工作
坊計劃及聯合國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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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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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百萬森林計劃”活動2007-15

更多，

請瀏覽
http://www.hkgnu.org/reboisement_millionarbres.h

tm / 

http://www.hkgnu.org/photoalbumindex.html
或到訪我們的 FACEBOOK: 
https://www.facebook.com/internationalmillio
ntreesforestprojectandnetwork

香港區百萬森林計劃專頁: 
http://www.hkgnu.org/reboisement_millionarb
res.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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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2015植樹綠化計劃一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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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Forest Project & 
Network )香港區 2009-2015

�生態復育原生樹木植林及護理工作坊計劃 2007-2015

�一人一樹認領計劃(青年大使) 2008-2015

�耕者有其田計劃2006-2015

�課程及演講2006-2015

�青年大使訓練計劃2007-2015

�支援境外委員會防沙漠化行動 2006-2015

聯合國環境規劃署十億樹木行動( La campagne d’un milliard 
d’arbres / Billion Trees Campaign )暨國際百萬森林計劃
( Projet et réseau de million d’arbres / International Million 
Trees Projec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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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國環境規劃署十億樹木行動( La campagne d’un milliard 
d’arbres / Billion Trees Campaign )暨國際百萬森林計劃
( Projet et réseau de million d’arbres / International Million 
Trees Project )

聯合國環境規劃署十億樹木行動( La campagne d’un milliard 
d’arbres / Billion Trees Campaign )暨國際百萬森林計劃
( Projet et réseau de million d’arbres / International Million 
Trees Projec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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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國環境規劃署十億樹木行動( La campagne d’un milliard 
d’arbres / Billion Trees Campaign )暨國際百萬森林計劃
( Projet et réseau de million d’arbres / International Million 
Trees Project )

聯合國環境規劃署十億樹木行動( La campagne d’un milliard 
d’arbres / Billion Trees Campaign )暨國際百萬森林計劃
( Projet et réseau de million d’arbres / International Million 
Trees Projec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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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態復育原生樹木植林及護理工作坊計劃
L’atelier de reboisement et de 
conservation 2007-2015

生態復育原生樹木植林及護理工作坊計劃
L’atelier de reboisement et de 
conservation 2007-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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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態復育原生樹木植林及護理工作坊
計劃 L’atelier de reboisement et 
de conservation 2007-2015

生態復育原生樹木植林及護理工作坊
計劃 L’atelier de reboisement et 
de conservation 2007-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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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人一樹計劃(青年大使)
La nomination d’arbres
2008-2015

一人一樹計劃(青年大使)
La nomination d’arbres
2008-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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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人一樹計劃(青年大使) 
La nomination d’arbres
2008-2015

耕者有其田計劃
L’agriculture naturelle et 
organique 2007-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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耕者有其田計劃
L’agriculture naturelle et 
organique 2007-2015

課程及演講
Les conférences et cours 2008-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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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及演講
Les conférences et cours 2008-15

課程及演講Les conférences 
et cours 2008-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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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大使訓練計劃
L’entraînement des ambassadeurs de 
jeunesse 2007-2015

青年大使訓練計劃
L’entraînement des ambassadeurs de 
jeunesse 2007-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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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大使訓練計劃
L’entraînement des ambassadeurs de 
jeunesse 2007-2015

青年大使訓練計劃
L’entraînement des ambassadeurs de 
jeunesse 2007-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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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大使訓練計劃
L’entraînement des ambassadeurs de 
jeunesse 2007-2015

支援境外防沙漠化行動
Les tâches de contre la désertification 
à l’outer-mer
2006-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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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援境外防沙漠化行動
Les tâches de contre la désertification à 
l’outer-mer 2006-2015

支援境外防沙漠化行動
Les tâches de contre la désertification 
à l’outer-mer 2006-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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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援境外防沙漠化行動
Les tâches de contre la désertification à 
l’outer-mer 2006-2015

支援境外工作
Les tâches de reboisement à l’outer-mer
2006-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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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百萬森林計劃”
香港區活動2009-20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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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及支持的活動

� 共有約100個城市於2011年舉辦 “國際百萬森林計劃植
樹活動” ( 2011年為聯合國森林年 )

� 此植樹日活動是香港首個跨境植樹活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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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際植林綠化事務環境教育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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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整體共同舉辦

活動安排

香港區國際百萬森林計劃 -

第六屆(2015.04-2016.04)活動安排

� 「第46 屆聯合國世界地球日」暨「2015年度聯合國環境週」
之間之樹木護理活動 - (香港區國際百萬森林計劃/聯合國
環境署) 下半部份(2.0) - (2015年05月11日 – 06月10日)

� 2015年05月17日 – 2015-16年度(第六屆)香港區國際百萬
森林計劃起步禮及工作啟動儀式（第六屆）暨教育宣傳活動
(西貢將軍澳寶康公園)、暨樹木護理工作（西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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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安排

「第46 屆聯合國世界地球日」暨「2015年度聯合國環境
週」之間之樹木護理活動 - (香港區國際百萬森林計劃/
聯合國環境署) 下半部份(2.0) 

(2015年05月11日 – 06月10日) 下半部份活動

� 2015年05月12日(二) – 樹木護理簡介演講 ( 中文/廣
東話 ) 19:30 – 21:30 香港城市大學

� 2015年05月14日(四) – 樹木護理簡介演講 ( 法語/英
語 ) 19:30 – 21:30 香港城市大學

� 2015年05月15日(五) – 樹苗苗場簡介工作坊

� 2015年05月16日(六) - 護理區準備日（西貢）

活動安排

「第46 屆聯合國世界地球日」暨「2015年度聯合國環境
週」之間之樹木護理活動 - (香港區國際百萬森林計劃/
聯合國環境署) 下半部份(2.0) [續]

(2015年05月11日 – 06月10日) 下半部份活動

� 2015年05月17日(日) – 2015-16年度香港區國際百萬
森林計劃起步禮及工作啟動儀式（第六屆）暨教育宣傳
活動(西貢將軍澳寶康公園)、暨樹木護理工作（西貢）

� 2015年05月24日(日) – 植林及護理工作坊(第297
次) – 坪洲島 （與小學義工隊同步）

� 2015年05月20-25日 – 聯合國環境署全球青年高峰會
議 – 德國慕尼黑（香港區委員會為推動單位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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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安排
「第46 屆聯合國世界地球日」暨「2015年度聯合國環境
週」之間之樹木護理活動 - (香港區國際百萬森林計劃/
聯合國環境署) 下半部份(2.0) 

(2015年05月11日 – 06月10日) 下半部份活動

� 2015年05月31日(日) – 植林及護理工作坊(第298
次) – 坪洲島 （與公司義工隊同步）

� 2015年06月06日(六) – 重訪植林區進行護理工作 –
大嶼山昂平 (第299次工作坊) 

� 2015年06月07日(日) – 第1365次護理工作 – 西貢（南）
2015年06月10日(三) – 第46期青年大使訓練營及樹
木護理工作／南丫島(香港區國際百萬森林計劃)開始
接受報名 [香港區委員會 - 國際百萬森林計劃 （聯合
國環境署） ( CIMTPNHK/HKGNU/HIMA/UNEP )]

活動安排
2015-16年度(第六屆)香港區國際百萬森林計劃起步禮及工
作啟動儀式（第六屆）暨教育宣傳活動(西貢將軍澳寶康公
園)、暨樹木護理工作（西貢）

17/05/2015 活動大概流程:

11:00 – 12:00 工作人員(包括專員/青年大使及義工)集合
時間(集合地點為寶琳鐵路站C出口或將軍澳寶康公園足球
場)

12:00 – 12:30 參加者集合時間(集合地點同為寶琳鐵路站C
出口或將軍澳寶康公園足球場)

12:40 – 13:30 開幕及啟動儀式(將軍澳寶康公園足球場)

13:30 – 16:30 參加者分批出發

14:15 – 17:15 主要護理工作時間

17:30 – 18:30 參加者及工作人員最後撤離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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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安排
2015-16年度(第六屆)香港區國際百萬森林計劃起步禮
及工作啟動儀式（第六屆）暨教育宣傳活動(西貢將軍澳
寶康公園)、暨樹木護理工作（西貢）

�日期: 2015年05月17日 (星期日) 

[世界地球日後] (後備日為05月24日)

�時間: 中午12時至下午5時

�參加者集合時間及地點: 

中午12時-下午01時於寶琳鐵路站C出口外

� (義工/工作人員及青年大使於上午11-12時在寶琳鐵
路站C出口外集合)

�活動地點: 西貢將軍澳(香港)

香港區預計參與者人數: 約500人
香港區預計義工/工作人員: 約200人

路線安排
(起點 –
將軍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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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
路線
安排

路線安排

起點: 西貢將軍澳寶康公園(從寶琳鐵路站C出口步
往只需10分鐘)

一號檢查站: 寶琳路涼亭

二號檢查站: 停車場

三號檢查站: 護理區旁涼亭

四號檢查站: 十字路口(一)

五號檢查站: 十字路口(二)

六號檢查站: 觀塘晨運徑涼亭

終點:藍田公園涼亭 (從此涼亭步往藍田鐵路站只
需15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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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事項

• 24/5 為 17/5 的後備日

• 如17/5 沒有通告或通知則活動如常舉行

• 專員及青年大使主要負責護理區、及部份起
點及終點的工作

• 其他義工則主要負責沿途各檢查站及路口,及
部份起點及終點的工作

• 為防天氣有變，護理區須在2.5 小時內完成當
天所有工作；撤離時間加額外1.5小時

• 因為參加者眾多，故每隊/每參加者逗留的時
間有限制（平均15分鐘），進行護理為主，植樹
為次的工作

注意事項

• 樹木以本土茶花為主; 由於重質關係，樹苗分
配有所限制以免參加者追求數目及逗留過久
造成擠塞

• 行進編制以60人為單位，在將軍澳直接分流

• 該編制內的參加者在下車後須一同前往護理
區，並一同撤離護理區回藍田，盡量不能分散。

• 如當天參加者/隊伍對護理或植樹工作甚感興
趣，可邀請他們於本屆/年度（2015—2016年
間）內免費多參與一次工作坊（4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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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事項

• 由於當天人數眾多，工具會輪流使用，及集中
在做護理工作上

• 護理工作是在除植樹外，進行修枝，除草，疏
伐，施肥，澆水，清除垃圾，重新培土，清除入
侵性植物等工作

• 護理區由於曾遭山火洗禮，故對部份仍有生存
能力的樹苗進行護理也很重要

護理區一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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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理區一覽 (續 )

護理區一覽 (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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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理區一覽 (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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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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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為山火

入侵性植物（１） － 薇金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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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侵性植物（１） － 薇金菊

• 薇金菊(學名:Mikania micrantha H.)乃多年生
的草本植物，花期約由每年六月至十二月。原產
於南美洲，於一八八四年香港已有記錄。薇金菊
可能是經人體、行李箱或貨物帶進本港。

• 近年薇金菊已蔓生至香港各地，包括很多具生態
價值的地方，例如：米埔、沙螺洞、鹿頸、錦田、大
澳等，對該處生態造成嚴重破壞。

• 薇金菊在香港蔓生是因近年來農地荒廢，田地無
人管理，以致野草大增，薇金菊亦開始大量繁殖，
對本地品種做成極大威脅。

入侵性植物（１） － 薇金菊
• 薇金菊是一種攀爬植物，生命力極強，縱使將它斷

為多節，也能重生化為多棵；而它的種子很輕，很容
易依靠風力傳播到廣泛的地區；加上它生長迅速，
可快速覆蓋其他植物，以致其他植物不能得到陽光，
不能經光合作用產生食物而死亡。

• 在香港清除薇金菊是十分困難的，因為它是外來植
物，本港並無其天然敵人，所以它才能不受控制地
蔓生。有效清除薇金菊方法有：(一)人手(二)機械
(三)火燒，但三種方法都必須全株連根拔起或燒毀，
否則它便會重生，到時只會功虧一簣。雖有學者研
究引入它們在南美洲的天敵，但這樣可能反而嚴重
影響本地的生態，實在有待詳細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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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侵性植物（２） － 銀合歡

入侵性植物（２） － 銀合歡

銀合歡（Leucaena leucocephala (Lam.) de 
Wit），White Popinac，別名白相思子、細葉
番婆樹、臭菁仔。為含羞草科銀合歡屬植物。

銀合歡由於樹根會分泌出含羞草素抑制他種植
物生長，排他性極強又無天敵因而形成單一性
的純林地帶，因此減低生物多樣性。幼葉及其
莢果含豐富蛋白質，可做牛群飼料 ；但作為飼
料時含羞草素在反芻動物瘤胃中所產生的代
謝產物3-羥基-4-氧代吡啶基，對反芻家畜或人
類都有一定毒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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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侵性生物（３） － 紅火蟻

入侵性生物（３） － 紅火蟻

入侵紅火蟻（學名：Solenopsis invicta），是火蟻的
一種。它是一種農業及醫學害蟲，源自南美洲。它
在在1930年代傳入美國，並於2001年及2002年
透過貨櫃及草皮從美國蔓延至澳大利亞、台灣、
中國廣東省吳川縣，繼而蔓延至廣東省內其他城
市及香港、澳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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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侵性生物（３） － 紅火蟻

目前，殺滅入侵紅火蟻的方法可利用餌劑施於發生
地進行誘殺、以殺蟲劑灌注蟻丘或是引進其天敵。
利用殺蟲劑灌注蟻丘可快速降低表面火蟻族群，
但由於蟻巢結構分散，蟻后於較深處並受到妥善
保護，因此火蟻族群終將恢復原有規模。 餌劑是
在蟻丘附近施用吸引職蟻將藥劑搬回蟻巢，利用
火蟻交哺的習性，將藥劑有效毒殺到巢穴內的蟻
后。 入侵紅火蟻的天敵是一種蚤蠅 還有食蟻獸 ，
這種蚤蠅會使真菌在入侵紅火蟻體內繁殖，從而
殺死被傳染的蟻。

有一種有效而又不會污染環境的方法，使用液態氮
灌進蟻巢，所有巢內的蟻會瞬即被凍死，只是該
方法的成本較高。

入侵性生物（３） － 紅火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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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樹過程簡介
工具
•大鋤頭及小鋤頭
•草耙(3齒,4齒,12齒,16齒等
•番丁(鶴咀鋤)

•長泥鏟及長坑鏟
•小型花鏟
•草剪及花剪
•樹鉗及高空樹鉗
•小型木鋸
•水袋
•螺旋鈎
•鐮刀
•手套
•工具桶

植樹過程簡介
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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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樹過程簡介
工具
•提供的工具﹕每隊/組(約4-10人)提供每人一把小鋤頭
或泥鏟、手套每人1-2隻、樹苗及有機肥料等。
•大鋤頭、草剪、修剪鉗等可於現場借用
•參加者可自備手套及水鞋、灌溉水等。
•一般來說，小鋤頭及小泥鏟已足夠完成基本護理工作。
•由於當天人數眾多，工具會輪流使用，及集中在做護
理工作上
•護理工作是在除植樹外，進行修枝，除草，疏伐，施
肥，澆水，清除垃圾，重新培土，清除入侵性植物等
工作
•護理區由於曾遭山火洗禮，故對部份仍有生存能力的
樹苗進行護理也很重要

植樹過程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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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自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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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護理區沒有灌溉水提
供。
•不太建議使用樽裝蒸餾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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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樹過程簡介
運送樹苗
•本年度的參加者不用自行攜帶工具及樹苗上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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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進入護理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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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草及挖坑
1. 參加者已被劃定護理分區，各參加組別須到指定
區域進行護理的工作。(如除草非常重要！要不然
養分都被雜草吸收了)

2. 新樹苗必須有足夠深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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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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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樹過程簡介

翻土及混和養份 ＋ 回泥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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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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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種樹苗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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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輕輕放入樹苗，保持垂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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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樹過程簡介

第二次回泥及進行培土
1. 把餘下的泥土（混合肥料先放）放回洞內，直至
將窿完全填滿。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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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樹苗位於當
風位置，可使用培土法，以加強樹苗的支撐點。

植樹過程簡介

固定，建造淺坑及護根
1. 最後用腳跟或泥鏟輕輕踏實泥土，並踏至少許凹下
作儲水用，或在樹苗四周挖掘一圓形淺坑方便水份
下滲。如有帶來灌溉水，可澆在泥膽上。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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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可繼續進行
培土工序，護根和豎立竹枝以鞏固樹苗及識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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挖洞/除草/
施肥/下種

澆水/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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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植完成, 
護理階段開始

樹木種植的原因/好處
Les aventages de planter 
d’arbres ( Par / BY UNEP )

�協議 L'agrément

�木材原料 Le bois d'oeuvre

�水果生產 Les fruits

�醫療 Le médicament

�餵飼及飼料 Le fourrage

�防止水土侵蝕 Le contrôle de 

l'éro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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樹木種植的原因/好處 (續 Les 
aventages de planter d’arbres ( Par 
/ BY UNEP )

�邊界 Le divertissement

�休閒娛樂 Le cérémonial

�儀式及風水 La cérémonie

�吸收二氧化碳 La séquestration de carbone

�生物多樣性La biodiversité

�防火L'empêchement du feu

�防風及抗沙漠化L'empêchement du sable 

et l'anti-désertification

�教育La pédagogique

香港區主要種植的原生品種
Les espèces principales hongkongaise

�土沉香 Excoecaria agallocha Linn./

Aquilaria sinensis

�楓香 Liquidambar formosana

�大頭茶 Gordonia axillaris

�水翁 Cleistocalyx operculatus

�木荷 Schima superba

�裂斗錐粟 Castanopsis-fissa

�油甘子 Phyllanthus emblica

�潺槁 Litsea glutinosa (Lour.) C. B. Rob./

Litsea glutinosa (Lour.) var. glutinosa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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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區主要種植的原生品種 (續)
Les espèces principales hongkongaise

�樟樹 Cinnamomum camphora

�陰香 Cinnamomum burmanii

�浙江潤楠 Machilus chekiangensis

�烏桕 Sapium sebiferum

�崗棯 Rhodomyrtus tomentosa

�石斑木(車輪梅) Rhaphiolepis indica

�九節 Psychortia rubra ( Lour. ) Poir

�毛稔 Melastoma sanguineum

樹木吸收二氧化碳大約比率

香港一年的二氧化碳排放量 ︰3,800萬公噸

一棵樹每年平均吸收二氧化碳︰0.019公噸

吸收香港一年二氧化碳排放需要植樹：
3,800萬 ÷ 0.019 =20億棵

一公頃土地可種植樹木的數量︰1萬棵

種植20億棵樹所需土地面積：
20億 ÷ 1萬 = 20萬公頃
(香港總面積約11萬公頃)

(維園總面積約19公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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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區主要種植的原生品種 (續)
土沉香 Excoecaria agallocha Linn./

Aquilaria sinensis

香港區主要種植的原生品種 (續)
大頭茶 Gordonia axillar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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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區主要種植的原生品種 (續)
木荷 Schima superba

香港區主要種植的原生品種 (續)
水翁 Cleistocalyx operculat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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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區主要種植的原生品種 (續)
油甘子 Phyllanthus emblica

香港區主要種植的原生品種 (續)
浙江潤楠 Machilus chekiangen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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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區主要種植的原生品種 (續)
崗棯 Rhodomyrtus tomentosa

香港區主要種植的原生品種 (續)
陰香 Cinnamomum burman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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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區主要種植的原生品種 (續)
裂斗椎粟 Castanopsis-fissa

香港區主要種植的原生品種 (續)
楓香 Liquidambar formosa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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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區主要種植的原生品種 (續)
樟樹 Cinnamomum camphora

香港區主要種植的原生品種 (續)
車輪梅(石斑木 )
Rhaphiolepis indica



15/5/2015

56

香港區主要種植的原生品種 (續)
烏桕 Sapium sebiferum

香港區主要種植的原生品種 (續)
九節 Psychortia rubra ( Lour. ) Po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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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區主要種植的原生品種 (續)
毛稔 Melastoma sanguineum

香港區主要種植的原生品種 (續)
潺槁 Litsea glutinosa (Lour.) C. B. Rob./

Litsea glutinosa (Lour.) var. glutinosa C. B. Rob./

Sebifera glutinosa Lour. / Machilus pauhoi Kane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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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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帶備防蚊蟲用品

�只在起點和終點配備洗手間

�建議參加者攜帶少量乾糧

�參加者年齡建議在11-80年歲之間
�穿著運動服裝

�穿著長袖衣褲及帽

�攜帶防曬及防風物品

天氣及行程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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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年度之路線七成以上為混凝土寬闊小徑

�從將軍澳寶康公園至寶琳路一號檢查站將備有免費穿越
巴士接載（六十座）

�從一號檢查站至終點（藍田公園）路程只有約2.8公里，
一般而言只須30-45分鐘便可走畢全程(護理時間不計算
在內)

�請聽從當天講師及工作人員的指示以策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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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攜帶物品:

1:背囊 –
‧ 尼龍質地較帆布為佳, 輕身及防水
‧ 分外架和內架及無架, 有架可使重量平均分
散至身體各部份; 避免使用手提或單帶袋

2. 水壺 –
‧ 以不漏水為主, 最好蓋上有軟膠的蓋, 以防漏水
‧ 帶約半公升水, 水壺須放近背包口; 活動期間將

以提供水機為主, 方便參加者或工作人員補充
裝載食水

3. 電筒 –
‧ 配有後備電蕊及燈泡; 電筒內的電蕊需拿出; 以

防水性為佳

建議攜帶物品(續):

4: 後備食糧 –
‧ 以輕便, 不用烹調, 熱量高為主, 如麵包, 餅乾等;
‧ 後備食糧是在正餐不足時使用
5: 禦寒及防雨衣物 –
‧以薄身為主, 在寒冷或毛毛雨的天氣時使用以防

流失身體熱量
6: 個人食具 –
‧包括叉, 匙, 杯, 碗, 以膠或鐵製或是專為旅遊而設

的設計; 以便途中需進食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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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攜帶物品(續):

7: 個人藥物 –
‧雖然活動期間有專業醫療隊當值, 但一些比較私

人化, 如胃藥, 哮喘藥或長期服用的藥物等, 則須
參加者自備

8: 萬用刀 –
‧ 多用途設計之萬用刀, 每組可攜帶一把
‧ 法例規定, 不可攜帶多於七吋之長刀
9: 個人資料 –
‧ 身份證明文件, 個人病歷表最好放於錢包內
‧ 遇事可立即通知家人

建議攜帶物品(續):

10: 筆/記事簿 –
‧ 筆以鉛筆為實用, 因原子筆頭比較易壞
‧ 油筆用於繪畫用膠包好之地圖上
‧ 記事薄是用於紀錄有關資料
11: 雨具 –
‧ 最好放在易於提取的地方
‧ 事先應檢查雨具有否破損或失靈
12: 護膚用品 –
‧如潤唇膏, 潤膚霜和太陽油; 即使陰天亦會有損害

皮膚的紫外線
13: 垃圾袋 - 為了集中清潔, 每組均須協助清潔走

過之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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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守則:

[1].切勿隨意生火或破壞自然景物。
[2].切勿隨地拋棄廢物, 必須保持郊區清潔。
[3].切勿污染河道、引水道及水塘。
[4].切勿損害野生植物及鳥獸。
[5].切勿損壞農作物, 必須愛護農民財產。
[6].愛護郊區, 保持大自然美景。
[7].保持郊野寧靜的氣氛。
[8].無論在郊野公園或在郊野公園地區外, 除非在

指定燒烤地點生火, 否則隨意生火是違法的。
[9].露營或燒烤後, 必須徹底弄熄火種方可離去, 以

免有死灰復燃的危險。

郊野守則(續):

[10].在極乾燥而大風的日子及草木叢生的地點, 均
不宜生火。

[11].若發現山火, 除量力加以即時撲滅外, 應盡速
通知就近之郊野公園管理站, 林務站, 林務員, 消
防局, 山火管理中心或警察, 並應清楚說明發生
山火的正確地點及情況。

[12].請將廢物放入廢物箱內。
[13].如附近沒有廢物箱, 請將廢物包好帶走, 然後

放在途中的廢物箱或帶回家中處理。
[14].使用現成小路, 不可另闢捷徑; 容易引起山泥

侵蝕, 破壞大自然美景。
[15].切記弄熄火柴及煙蒂, 以免引山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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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守則(續):

[16].切勿捕捉, 擁有或損害受法例保護的動物。
[17].切勿在非指定地方生火。
[18].切勿隨意拋棄廢物或污染環境。
[19].切勿隨意拋棄燃燒中的煙蒂或火柴及其他物品。
[20].切勿破壞公共設施如路標, 檯椅等。
[21].切勿隨地吐痰或行為不檢。
[22].切勿聲浪擾人或開收音機, 錄音機等其音量擾

及他入寧靜。
[23].未經准許, 不准駕駛車輛, 電單車或腳踏車。
[24].切勿帶未受約束及檢疫的狗隻。
[25].在郊外焚燒香燭衣紙, 應先清除附近之雜草, 或

在鐵罐內燒只防萬一。

郊野守則(續):

[26].切勿在指定營地範圍外露營。
[27].切勿使用帶有動力的玩具如遙控飛機或車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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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義務工作的定義

義務工作是指

任何人志願貢獻個人的時間及精神，

在不為任何物質報酬的情況下，

為改進社會而提供的服務。

青年大使/義務工作者的責任

� 確保及維持活動順利進行

� 促進參加者及自己均能積極投入及享受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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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空間

� 成為孩子們的師友，讓孩子們對自己的未來有更實
在的承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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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期間聯絡
�電話: 28762855 (秘書處) 

67782670 / 69762635 / 56814244 ( 行動單位 )

�傳真: 39711469

�無線電: 409.8375 (8號頻道) / 
462.8675 (TONE-110.9Mhz / 靜音碼:15)

( International CALLSIGNS: VR2YMF / VR2XGN )

�電郵: info@hkgnu.org / pr@hkgnu.org

�活動網址: 
http://www.hkgnu.org/reboisement_millionarbres.htm

�香港區委員會聯絡處:尖沙咀新港中心2座907室

�香港區委員會郵政信箱: 東九龍郵政信箱68046號

完 ~ 謝謝
HKGNU – HONG KONG GREEN NATURE UNION , 

COMMITTEE OF INTERNATIONAL MILLION TREES ( 
FOREST ) PROJECT AND NETWORK UNDER THE
UNITED NATIONS ENVIRONMENT PROGRAMME –
HONG KONG REGION, HIMA FOUNDATION, & 
INTERNATIONAL COMMITTEE FOR AFFAIRS OF 
REFORESTATION EDUCATION ( I CARE ) HONG 
KONG DIVISIO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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