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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兩棲及爬行動物保育基金

香港兩棲及爬蟲協會



讓大眾認識兩棲爬行動物
  –由學校出發

本年度，香港兩棲及爬行動物保育基金成功申請環境及自然保育基金

豁下的環保教育和社區參與項目－「讓大眾認識兩棲爬行動物–由學校出

發」。項目為期兩年，活動包括：

認識兩棲和爬行動物講座

學校動物領養計劃

學校動物領養計劃講座

野外考察

兩棲爬行動物攝影比賽

兩爬保育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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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計劃於2016年10月才正式

開始，但在此短短的三個月內，

Henry就已經要進行一系列的宣傳

及籌備工作，包括設計宣傳海報、

邀請不同學校參與計劃。

Henry認為，其中聯絡有意合

作的學校的工作是最困難的。「不

斷寄email去學校，只喺大海撈針，

好花時間。」

本會希望藉此提高學生及公眾對生物多樣性的保育意識，尤其增加對

兩棲和爬行動物及其生態環境的認識和關注。此計劃亦包括聘請一位助理

保育主任──陳文灝（Henry）。

不過他發現如能直接聯絡到相關

學科的老師，會有更好的成效。「我

會逐間學校搵相關獨立老師嘅聯絡方

法，雖然頗花時間，但都值得做。」

2017－2018年將有更多活動進

行，如野外考察、兩爬保育節、攝影

比賽等等。我們希望計劃繼續順利進

行，能提高更多人對生物多樣性的保

育意識。

讓大眾認識兩棲爬行動物
  –由學校出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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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成果
2016年拯救及接收共 46隻被遺棄動物 

2016年從漁護署及嘉道理農場接收 111隻走私動物

現時領養中心照顧共 128隻動物

平均每年有 113隻動物被領養

2016年共有 149隻動物被領養

自2011年共有約 538隻動物被領養

2016年教育活動約 500個參與人數

自 2011年共有  41次教育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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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香港兩棲及爬行動物保育基金

本機構進行的領養服務已獲漁護署認可豁免於香港法例第139B章須持有

動物售賣商牌照(ATL)的要求 (豁免編號：ORG-00005) 。

香港兩棲及爬行動物保育基金 是香港首個及現存唯一關注兩棲及爬行動物

的政府認可慈善機構。

根據《稅務條例》第88條，本機構除獲豁免繳稅外，並能接受慈善捐款作

慈善用途。

本機構具體工作如下：�

為被遺棄的兩棲及爬行動物找合適的新主人；

宣揚正確飼養兩棲及爬行動物的觀念和態度；�

提供講座，內容提及兩棲及爬行動物的認識、愛護大自然環境、物種多樣

性等保育觀念；

及與香港有關政府部門、愛護動物團體、及國內外的保育組織、大學等合

作和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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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及保育部主管

楊嘉文 先生 (Anthony)

行政總監

段國樑 先生 (Michael)

營運總監

葉家恒 先生 (Jack)

司庫

殷綺媚 小姐  (Claudia)

公司秘書

朱樂禮 先生  (Eric)

領養部主管

楊翠珊 小姐 (Kenis)

項目主任

郭秀雯 小姐  (Mary)

助理保育主任

陳文灝 先生  (Henry)

獸醫顧問

余志軒 獸醫 (Terry)

保育顧問

宋亦希 博士

保育顧問

黃宇祺 先生 (York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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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O的話

行政總監

段國樑�先生�(Michael)

自2010年加入本會執委的行列後，一直擔任着動物保護及宣傳領養的

角色。其後被香港兩棲及爬蟲協會執委會委任為協會的義務行政總監，領

導協會的日常運作，當上了此職位，固然是個挑戰，但卻並不孤單，因為

身邊有一班充滿熱誠的義務幹事，也有愈來愈多熱心的義工加入。在此，

我要感謝本會創辦人兼會長楊嘉文先生，給予我們一眾幹事及義工能夠在

此發揮幫助動物的精神。

回顧2016年，協會得到環境及自然保育基金的大力支持，使協會能聘

請到全職員工，向學校及公眾推廣環境及自然保育的計劃，計劃內容包括

認識兩棲和爬行動物講座，學校動物領養計劃，野外考察，兩棲爬行動物

攝影比賽及兩爬保育節，我們的目標是提高公眾對生物多樣性的保護，尤

其是兩棲和爬行動物及其生態環境，希望參與的同學及工作人士對保育意

識有所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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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媒採訪

香港青年協會雙月刊34期 (2月)

香港電台31台 龜家路 (4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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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報 寵物領養日 貓兔蛇龜都有得睇 (5月21日)

文匯報 寵物失寵 被棄不棄 (5月22日)

傳媒採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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蘋果日報 別以貌取蟲 給爬蟲一個家 (9月24日)

蘋果日報 女生愛「四腳爬爬」？硬着頭皮去餵蟲蟲 (9月24日)

傳媒採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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蘋果日報 引水道設計差200米困66香港瘰螈

 (10月24日)

傳媒採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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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VB 星期日檔案 《別讓我失寵》 (12月18日)

東周刊688期 (11月6日)

傳媒採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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拯救個案

共拯救及接收

157
隻動物

於2016年，我們共拯救及接收157隻動物，來源及數量如下：

市民：44   

漁護署：105

嘉道理農場：6  

警方：2

每年，我們都拯救和接收不少被遺棄的兩棲及爬蟲動物。此外，我們

亦會從漁護署接收因走私而被充公的動物，讓牠們逃離被人道毀滅的命運。

經拯救及接收的動物會按情況交由獸醫診治，並安排於領養中心照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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拯救個案

2016年2月，我們在新界某公園水池拯救了一隻生病的紅耳龜，當時

牠的眼睛受嚴重感染 （下圖白色部份）。幸好牠能及時接受治療，避過了

致盲的危機，其後暫托於義工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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拯救個案

2016年3月，我們收到市民求助，在元朗某公園發現懷疑遺棄的

鬃獅蜥。當時牠體型較瘦削，經一段時間照顧後情況穩定，其後被暫

托於領養中心。

2016年4月，某公園向我們求助，希望減少動物數量來維持水質清

潔。由於數量龐大，大大增加領養的難度。最後，我們於5月12日為公

園的80隻將被人道毀滅的龜隻找到新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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拯救個案

2016年4月，我們接獲市民通知，在屯門某寺院發現一隻緬甸陸龜

（又名黃頭陸龜）在水池中飄浮。寺院職員指牠約於兩星期前出現，被

人『放生』於水池內。我們在寺院的同意及協助下，救起陸龜並將牠送

回領養中心安頓。 

17



拯救個案

2007年，一隻豬鼻龜 (亦稱飛河龜) 被市民遺棄於香港濕地公園。及後

經漁農自然護理署許可下，我們終在2016年為這隻豬鼻龜找到新的家園。

2016年12月，一隻紅耳龜（亞王）被發現棄於垃圾房。當時牠開口呼

吸、氣管速喘，殼背更被塗上「王」字的漆油，令人心痛。經獸醫診斷後

確診牠患上支氣管炎。現時亞王已經康復，並找到新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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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養服務

想買寵物，何不考慮領養？
你的一個決定，足以改變棄養動物的命運！ 

拯救牠們，給予牠們重生的機會！

我們設有領養中心，提供兩棲及爬行動物領養服務。

現時領養中心照顧動物數目: 128

2016年被領養動物數目: 149

自2011年被領養動物總數約: 538

本機構進行的領養服務已獲漁護署認可豁免於香港法例第139B章須持有動物

售賣商牌照(ATL)的要求 (豁免編號：ORG-0000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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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養服務

2016年9月15日，有10隻紅耳龜被領養到新家。由於紅耳龜較常被人

遺棄，但又較少人領養，這次的領養數目令人相當鼓舞！如果您或您的朋

友家中有水池，可以考慮領養牠們。你的一個決定可以幫助到不少動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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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養服務

2016年10月23日，浸會園領養了7隻紅耳龜。

十分感謝浸會園再次支持領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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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養服務

2016年，我們亦成功為不少動物尋到新家。非常感謝市民支持領養。

22



領養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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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講座

繁殖瀕危龜種先導計劃和講座 樂善堂余近卿中學 (4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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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講座

認識兩棲及爬行動物講座 港大同學會小學 (5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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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講座

認識兩棲及爬行動物講座 

香港動物輔助治療協會 x 香港傷健協會 (8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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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講座

認識兩棲爬行動物講座 元朗天主教中學 (11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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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與支出概覽

2016年錄得總收入$386,587 (2015年總收入$430,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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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錄得總支出$340,416 (2015年總支出$496,280)

動物照顧支出包括：

領養中心租金、爬蟲食物及底材、診金及醫藥費、爬蟲缸、爬蟲保溫及

照明用品、濾水器及水族用品等



支持我們

捐款可供協會持續發展，捐款滿

HK$100可獲發收據作扣稅申請

(HSBC 户口：178-885463-838)

領養中心有大量動物需要照顧，此

外亦有其他具挑戰性工作等住你。

歡迎加入我們的義工團隊！

市民的領養能讓被拯救的動物康復後，得到一個新生活，

有更好的照顧；又能騰出領養中心的空間，讓我們繼續拯

救其他動物，幫助更多被遺棄的動物。

如認同我們的工作及理念，歡迎

成為會員 (兩爬之友) 以示支持；

會員於我們的慈善網上商店購物

亦享有折扣優惠 

於商店放置捐款箱可提升良好

企業社會形象，歡迎聯絡我們 

(電話: 2751 3533 或 

Email: admin@hkherp.org) 

http://www.hkherp.org/modules/tinyd4/ http://www.hkherp.org/modules/tinyd6/

http://www.hkherp.org/modules/tinyd3/index.php?id=1

http://www.hkherp.org/modules/tinyd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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