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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新界政務司官邸
前新界政務司官邸，
，被列為香港法定古蹟
被列為香港法定古蹟，
，交由世界自
然基金會香港分會管理，
然基金會香港分會管理
，發展成自然環境保護研究中心
發展成自然環境保護研究中心。
。

提到保育團體和環保組織，
提到保育團體和環保組織
，許多人都覺得很正能量
許多人都覺得很正能量，
，有他們社會環境會變好
有他們社會環境會變好，
，但又不會太看重
但又不會太看重，
，覺得沒有
他們社會不會「
他們社會不會
「死」；
」；甚至質疑花錢搞那麼多動作
甚至質疑花錢搞那麼多動作，
，實質作用未必大
實質作用未必大。
。事實上環保教育就是播種的工程
事實上環保教育就是播種的工程，
，難
以立即見成效，
以立即見成效
，但又是關乎人類的命運
但又是關乎人類的命運、
、而不能不關注的問題
而不能不關注的問題。
。所以做環保保育工作的人其實是要很有耐性
和 真 心 熱 愛 大 自 然 才 能 做 得 好 。 一 個 警 隊 退 休 高 官 江 偉 智 （Peter Cornthwaite）
Cornthwaite） 成 為 世 界 自 然 基 金 會
（WWF
WWF）
）香港分會行政總裁
香港分會行政總裁，
，聽上去已經很有故事感
聽上去已經很有故事感。
。非要聽他分享一下不可
非要聽他分享一下不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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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守護市民到守護大自然

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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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港初心未變

■客廳陳設保留原來擺設
客廳陳設保留原來擺設。
。

■家長陪同小孩
看紀錄片 。

■有導賞員為參選者解說
有導賞員為參選者解說。
。

■外界可租客廳搞文化藝
術展覽。
術展覽
。

江偉智於警隊退休後，於 2016 年
Peter
6 月加入世界自然基金會（WWF）香

成功活化古蹟「島上房子」
元洲仔位於新界大埔東部，本是吐露
港上一個圓形島嶼，四面環海，景致宜
人，港英政府決定以大埔作為新界的行政
中心後，便把元洲仔的山頂剷平，作為駐
大埔官員的辦公室及宿舍，並修築堤道，
連接陸地。堤道直通運頭塘山至舊大埔警
署，元洲仔及其獨特的地理位置有利於軍
事防衛、視察及易於撤退。元洲仔官邸被
稱為「島上房子」，於 1904 年開始施
工，於 1906 年竣工，工程開支約港幣
31,000，以當時物價計算數目相當龐大。
官邸以紅色石灰和紅磚砌成，抹上白灰塑
牆泥，配以水泥造的仿木方格作外牆裝

基金會及商業機構、學校合作，共同為學
生、新移民、貧困家庭提供更多機會到訪
米埔、海下灣，一方面可以親近自然學習
知識，另一方面可以增進親子關係，社會
和諧，共創雙贏效果。米埔自然保護區及
西貢海下灣，粵港澳大灣區不少人也知
道，如今流行一天遊，也開始陸續多深圳
人自由行到米埔玩。他也看好粵港澳大灣
區旅遊發展前景，人來人往密度增加，歡
迎大灣區域內城市民眾訪港時也到他們三
個中心參觀體驗，在購物、遊玩之餘，可
以親近自然，獲得更多環保知識。他們從
線路規劃、交通措施方面都會作相應的配
合。同時他提議內地的學校組織 3 至 4 天
的親親大自然訓練營，非常有意義。

■ 世界自然基金會香港分會行政總裁
世界自然基金會香港分會行政總裁(CEO)
(CEO)，
， 江偉智
（Peter Cornthwaite）
Cornthwaite）以青年人角度推廣保育大自然
以青年人角度推廣保育大自然。
。

■青年領袖於馬來西亞參與紅樹種植工作
青年領袖於馬來西亞參與紅樹種植工作。
。

■青年領袖遠赴馬來西亞考察
青年領袖遠赴馬來西亞考察，
，
了解當地如何進行海洋保育。
了解當地如何進行海洋保育
。

加強國際交流培養青年保育領袖
在 Peter 眼裡，青年是引領人們熱愛自
然、保護環境的主力。世界自然基金會
香港分會自 2017 年 10 月起開展了 One
Planet 青年領袖培訓計劃，以提升大專學
生對環境保護的熱誠，培育他們成為未
來的保育領袖。
這個一年期計劃包含 40 小時的培訓及
工作坊，學員將可親身參與各項保育及
教育工作，增進對不同環境保育議題的
認識。在學期末，學員將會在社區策劃
及推行一項環境保育運動，以實踐所
學，推動社會改變。
透過工作坊、實地考察及親身體驗，
學員將可以提升對本地及國際環境保育
議題的認識；參與保育及教育工作，並
獲取實戰經驗；增加對保育的熱誠，更
積極地實踐可持續生活；推行及參與環
境保育運動，提升活動策劃及執行方面
的領導才能。

為了擴闊香港青年於全球環境保育的
視野，2018年6月，基金會香港分會帶領
10 位 One Planet 青年領袖及 One Planet 青年大使梁彥宗(Chris)到馬來西亞敦穆
斯塔法公園(Tun Mustapha Park)考察，
了解當地如何進行海洋保育。這次考
察，香港青年領袖與 WWF 馬來西亞分會
職員交流，了解規劃海洋保護區的過程
及困難。青年領袖更接觸過保護區內不
同的持份者包括政府代表、當地青年及
居民，更有機會在區內的 Balambangan
島上與當地居民一同生活，體驗在海島
上居民的生活，深入了解海洋保護區對
居民的影響。其中一位青年領袖 Gordon
憶述：「島上居民主要以捕魚為生，卻
因為一些漁民利用魚炮捕魚而令漁獲大
減。WWF 馬來西亞分會組織島上青年巡
邏隊，定時在海上監察非法捕魚的情
況，並向有關當局及 WWF 同事報告」。

■中心定期有嘉年華會
中心定期有嘉年華會，
，適合親子活動 。

■兩位支持愛護大自然朋
友擺設DIY
友擺設
DIY工作坊攤位
工作坊攤位

■元洲仔官邸延伸至吐露港的部分正在修整
元洲仔官邸延伸至吐露港的部分正在修整，
，預計
預計2020
2020年向公眾開放
年向公眾開放。
。

完成考察後，青年領袖們更聯同青年大
使 Chris 於「惜海洋續未來」展覽中分
享，同時，促請政府在 2030 年前將香港
的海洋保護區面積擴大至 30%的水域，
保護海洋生態。Chris 更鼓勵青年多走進
大自然，無論是行山或游泳，當我們與
大自然建立聯繫，自然就會去保護環
境。
去年 WWF 與大潭篤基金會合辦 City
Nature Challenge。 在 WWF One Planet
青年大使及生態導賞員的協助下，WWF
員工及公眾參與人士運用相機或手機記
錄本地的野生動物。據江偉智透露，下
屆 City Nature Challenge 將在 2019 年 4 月
26 日至 29 日進行，「屆時我們不但會派
出青年隊伍遠赴馬來西亞檳城的 Habitat
Penang Hill 雨林及日本東京參賽，一支
馬來西亞隊伍也會來港參與這盛事。」
有志參與者可以留意。

記者手記

港分會擔任行政總裁。從紀律部隊的硬漢
子，到呵護大自然其實都與其成長背景有
關。生於英格蘭成長於英國的 Peter 在香
港生活了三十多年，小的時候，家裡有個
大的花園，裡面種滿了不同的植物和蔬
菜，那個花園給他的童年帶來了很多歡
樂，也正因這樣的成長環境，使他從小便
熱愛自然，熱愛動物。他回憶 20 歲時有
機會從香港去到夏威夷參觀，在那裡增長 ■江偉智與來訪的南非領事館駐香港及澳
門特別行政區總領事倪清閣。
。
了見識。令他希望能讓更多的人熱愛大自 門特別行政區總領事倪清閣
然，當我們與大自然建立聯繫，自然就會 飾，典雅樸素，充滿英國殖民時期風格。
去保護環境。致力引領青年接觸大自然， 主建築樓高兩層，外立面建有遊廊，屋面
為保護大自然出力。
採用雙筒雙瓦鋪砌。樓內設有飯廳、客
Peter 上任後致力推動的政策、保育項 廳、大廳、辦公室、配膳室，配有四間睡
目及整體發展方向，包括帶領【米埔自然 房、浴室、貯水箱及燈塔等設施。旁邊的
保 護 區 】 發 展 為 「21 世 紀 大 自 然 學 獨立建築物有僕人宿舍、馬廐及馬車房
府」，以增進社會與大自然的聯繫，提升 等，供當時官員入住。
學校與年輕人對公民科學的參與度。【前
第二次世界大戰前，曾有 4 名官員入住
新界政務司官邸】元洲仔——「島上房 官邸，包括 2 名警察裁判官和 2 名助理田
子」；【西貢海下灣】。
土主任。自 1947 年起，元洲仔成為新界
他帶領 WWF 的專家團隊，密切關注不 政務司的官邸，共有 15 名新界政務司曾
同保育及生物多樣性議題、本地濕地和海 入住，最後的住客為鍾逸傑爵士伉儷。
洋保護區管理，及區域工作如保護極危物 1983 年此官邸及毗鄰土地被列為法定古
種等。一直以來，WWF 在氣候變化及能 蹟，受《古物及古蹟條例》保護。直至
源、市場轉型、非法野生生物貿易、可持 1986 年世界自然基金會香港分會獲授予
續發展漁業等方面推動改變，並藉着旗下 元洲仔管理權，妥善存護文化及自然遺
訪客中心的活動，增進公眾參與。
產，發展成自然環境保護研究中心。到了
Peter 上任後積極將它活化，經過一番努
學習生活點滴中保護自然
力，內裡已經成功尋回昔日的風采，現在
米埔自然保護區西貢海下灣這兩個地點 客廳、大廳變成可以用來租給人開會，開
可以成為自然保護教育的戶外課室，現每 講座或辦展覽場地，收入用作維護經費，
年有超過 400 個團體到訪，如果想再多些 仍有官邸外面花園泳池需要修葺，及打風
人來，最需要交通措施便利，讓學生及一 吹壞的樹木要重新種植整理。官邸延伸至
家大小假日可以去親近大自然和了解自然 吐露港的部分需修整好，預計 2020 年可
常識。因此Peter提出接地氣的方式方法， 向公眾開放，屆時將有更多導賞活動帶給
線路規劃更有內涵，例如將他們的中心— 大家。
【前新界政務司官邸】與周邊景點大埔警
「島上房子」也深得 Peter 心，因為小
署、鐵路博物館 (大埔墟火車站)串成一 時候生長地家中有一個大花園，與元洲仔
線，結合起來，令大家更有郊遊樂趣。
的「新界理民官官邸」（也叫「前新界政
而米埔自然保護區就有免費巴士去。 務司官邸」）很像所以特別有感覺。每次
以前很少人知道為什麼濕地生態系統對大 來這裡搞活動都有回家的感覺。他透露除
自然如此重要，更不用說讓大家加入到保 了自己，一些官二代亦有專門從外地回來
護濕地的行列了。Peter 便不遺餘力地組 尋找舊日的足跡，他們有些小時候曾在這
織更多的人過來參觀，增進公眾對濕地的 裡住過，有些是曾來參加過派對的，令他
了解。無論是對於濕地還是動植物的愛 更加用心去活化這古蹟。當被問及對目前
護，都有個過程，「首先是『see』，只 這座官邸的保育與活化是否滿意時，江偉
有親眼看見你才知道它是什麼，它的現狀 智開心地說：「目前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如 何 ； 第 二 步 便 是 『enjoy』 ， 感 受 自 對它的保育與活化仍繼續進行，會一路持
然，享受人與動物和諧共處的環境；第三 續下去，並且與大埔其他古蹟景點結合，
步是『know more』，基於前兩步所獲得 成為一條旅遊線，讓它對公眾認識大埔歷
的知識，人們會想要了解得更多；第四 史發揮更大的作用。」
步，也是最重要的一步『action』，會發
目前想參觀元洲仔中心可在網上訂門
自真心地、主動地去接觸自然，在生活點 票，門票包括食物提供；歡迎社區人士退
點滴滴中保護自然，比如不使用即棄塑 休一族組隊郊遊，學校組織學生參觀，會
膠，不使用塑膠飲管，用矽膠杯和飯盒代 有義工導覽，寓郊遊於學習。
替塑膠產品。它們既容易清洗、方便攜
歡迎大灣區域內市民到訪
帶，又有益環境，何樂而不為？」他說：
「希望透過我們的努力，讓更多的人在衣
Peter對三個中心未來發展充滿希望，
食住行各個方面變得更加環保，推動香港 未來他們會希望與政府有關部門合作，或
成為亞洲最可持續發展的城市。」
是與一些願意捐款支持保育大自然的慈善

■ WWF 香 港
分會的行政總
裁江偉智先生
（Peter
CornthCornth
waite）
waite
）

這一天是周六，剛好是世界自然基金會香港
分會在大埔元洲仔——「島上房子」搞嘉年華
活動，抱着參觀一下的心態到場，剛巧遇上基
金會（WWF）香港分會的行政總裁江偉智先
生（Peter Cornthwaite）。他是一名會講少少
廣東話的英國人，所以記者開口第一句就問洋
高官「退休後不回祖家享福，留在香港搞自然
保育，既懂得講廣東話，你肯定很愛香港？」
他露出燦爛笑容答「是呀，三十六年。我好鍾
意香港！」，曾位列香港警務處助理處長(資
訊系統)一職。
亦曾任警察機動部隊和港島總區衝鋒隊警
司，灣仔分區指揮官。於 2013 至 2014 出任西
九龍總區副指揮官。曾獲頒香港警察榮譽獎章
及香港特別行政區香港警察長期服務獎章，以
表揚其警察服務。曾是警務處助理處長卻出乎
意料的平易近人、友善。結果在毫無預約下接
受了本報記者的獨家訪問，他暢談了對該會的
運作及發展方向，非常清晰，有實質長遠計
劃，將保育與旅遊文化結合是最貼地的思維，
令人感到這個會不是做形式，而是有生命的。
期待在他帶領下他們的會未來有更大成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