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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百萬森林計劃 » 香港區項目2009-2016
Les événements de reboisement du projet
mondial de million d’arbres pour la région
hongkongaise en 2009-2016
The « International Million Trees ( Forest )
Project & Network » – Trees Conservation
& Planting Events for Hong Kong Region in
2009-2016

«

委員會及組織簡介
聯合國環境署3大全球植林項目:
 十億樹木行動

La campagne d’un milliard
d’arbres / Billion Trees Campaign ( 2006 - )
 百萬森林計劃 Le projet de million d’arbres /
Million Trees (Forest) Project and Network
( 2009 - )
 地球植林計劃 Le programme de ‘Plantons
pour la planète’ / “Plant-for-the-planet”
Program ( 2011 - )

委員會及組織簡介

委員會及組織簡介
香港區委員會執行相關項目:
(1).香港區樹木護理及種植日 Le jour de
conservation et de reboisement des arbres
en chaque année / Trees Conservation and
Planting Day in every year
(2). 植林及護理工作坊 L'atelier de conservation
et de reboisement des arbres tous les jours
/ Trees Conservation and Planting workshop
(3).青年大使訓練計劃 Ambassadeurs de
jeunesse pour les arbres / Youth Ambassador
training for the trees conservation

委員會及組織簡介
香港區委員會執行相關項目:

香港區委員會執行相關項目:

(4).樹木認領計劃 La nomination des arbres /
Plan of Nomination of trees for the pubic
(5).耕者有其田計劃 Le projet des terres
cultivées organiques / Organic agriculture
plan
(6).防治沙漠化的計劃 Le projet de contre la
désertification mondiale / The global antidesertification task

(7).

其他研究及輔助項目(教育展覽及演講/垃圾及入侵植物清除/生
態導賞/香草及盆栽種植/環境課程/團體訓練活動/技術性支援及研
究/再生能源等 / Les autres sous-programmes et recherches
(comme les expositions pédagogique et les conférences
académiques, nettoyage des déchets et des espèces
envahissantes au rural, tours écologiques guidées,
plantations des herbes et fleurs en pot, cours
d’environnement, entraînements en groupe, soutiens
techiques et recherches, énergies renouvelables ) / Other
sub-programs and researches (like educational expos and
talks, countryside rubbish and invasive species clearing,
guided eco-tours, herbs and potted flowers planting,
environmental courses, team-building training, technical
support and researches, renewable energies e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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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萬森林” 計劃之源起 (續)
Lancement du projet ( suivant )

 自2010年06月至2016年02月，香港區的委員會已舉辦

了6次大型的國際植樹活動、5次中型的本地植樹活動、
約310次的植林綠化及護理教育工作坊及課程、約
1350次平時常規護理工作、 4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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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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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您們今天的參與，也許只是個開始，就像初生嬰孩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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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百萬森林” 計劃
之源起 (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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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百萬森林” 計劃
之源起 (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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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萬森林” 計劃
之源起 (續)


國際 “百萬森林”
計劃 2015


過往的 “國際百萬森林計劃” 活動
Les activités récentes(2007-2015)

國際 “百萬森林”計劃
香港新聞報導 2014


近年活動
Les activités récentes(2007-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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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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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百萬森林計劃” 青年大使計劃

“國際百萬森林計劃” 活動2007-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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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IMTPNHK/HKGNU/FPPLP-HK/HIMA/PNUE-UNE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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