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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香港兩棲及爬蟲協會 

 

香港兩棲及爬蟲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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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根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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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具體工作： 

(1) 為被遺棄的兩棲及爬行動物寵物找合適的新主人； 

(2) 宣揚正確飼養兩棲及爬行動物的觀念和態度；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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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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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幹事團隊 

    

行政總監     主席 

段國樑 先生 (Michael)    楊嘉文 先生 (Anthony) 

   

公司秘書及司庫     領養部主管 

殷綺媚 小姐 (Claudia)    楊翠珊 小姐 (Kenis) 

     

項目主任     項目主任 

葉家恒 先生 (Jack)    郭秀雯 小姐 (M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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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的話 - 回顧及展望  

本會在 2013 至 2014 年度期間, 除了維持日常會務外, 亦開展了一個保

育計劃, 該計劃的主角就是香港原生淡水龜之一的眼班水龜 (Sacalia 

bealei)。 在香港野外, 能看到眼斑水龜的機率比三線閉殻龜又名金錢

龜的為少, 雖偶然我們也收到發現眼班水龜的零星個案,  但我們仍不

知野生種群的確切位置或甚至是否存在?  如野地繼續被開發、破壞、

污染和人為捕捉的多重壓力下, 香港的種群有很大可能面臨絕種。 因

此, 我們選擇以物種保存的方式來進行第一步, 倘若將來發現野生種群, 

就能以就地保育的方式來進行保育。  

另一方面, 隨著寵物市場需求增加, 因非法走私而被檢獲的爬行動物數

量亦不斷倍增。 為了能更有效推廣保育及令市民加強關注動物福利, 

我們來年會向漁護署和保護稀有動植物諮詢委員會爭取合法地為瀕危

物種尋找新的家園。  

在資源上, 我們仍需要穏定的捐款, 以上計劃才得以持續, 請大家慷慨

解囊、踴躍捐助, 為這些動物 爭取一點生存的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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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養服務 

如想買寵物來養，何不考慮領養？ 

你一個明智的決定，足以改變棄養動物的命運， 

拯救牠們，免遭毀滅，給予牠們重生的機會！ 

以下為 2013 年部份領養成功個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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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講座 

2013 年 4 月 22 日 - 民生書院幼稚園 關愛動物講座 

本會與 綠色動物協會 往 民生書院幼稚園 提供關愛動物講座，適逢今

年為蛇年，本會主要提供 認識蛇類動物和瀕危物種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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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年 5 月 25 日 - 嘉諾撒聖心學校 - 「關愛動物尊重生命」講座 

蛇年說蛇，本會與綠色動物協會向嘉諾撒聖心學校提供「關愛動物尊

重生命」講座，在這些講座中我們經常向同學說若在草叢或野外看到

蛇，千萬不要觸碰牠，因為你不知道牠是否有毒，同時也不能殺害牠，

因為蛇並不是十惡不赦。我們害怕蛇，只因我們從小就經父母及社會

對蛇的魔鬼化，普通市民亦較少機會去了解牠們。同學們接觸過本會

帶去的寵物蛇後，對蛇這種神秘的動物應會有更開放及持平的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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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年 6 月 19 日 - 青松侯寶垣小學 - 蛇年說蛇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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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年 7 月 2 日 - 中華基督教會基華小學 - 蛇年說蛇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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拯救工作 

"波子"是義工於 2013 年 2 月在水池拯救的，當時波子眼睛腫大，不能

看見東西，如繼續在水池必定死亡，於是義工決定拯救它。最初，義工

帶波子前往醫生接受檢查，發現眼睛因細菌感染而變得腫大，醫生初

部估計要治療及照顧一個月後才會有明顯改善。經幾個月的診療後波

子終於能重見光明，但由於眼部經較長時間的感染，眼睛還不時現紅

根，而右眼旁邊還有腫脹情況，我們會悉心留意情況並定時前往醫生

檢查及治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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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都城龜池救龜行動 - 2013 年 11 月 23 日 

龜池被拆何處容身？我們接到將軍澳新都城管理處通知，商場內龜池

於十一月底將被拆卸，接近三十多隻龜將無處容身，生命再次面臨威

脅。我們的義工為著三十多條生命決定肩負這項使命，義工們分工合

作進入水池尋找龜隻，為龜隻作紀錄和作初步外觀健康檢查。  經過

義工們努力後，三十多隻龜全部獲救，並送往協會行政總監 Michael
的家中再作檢查，我們發現有一半以上的龜眼睛和四肢有明顯傷痕及

傷口受到感染； 最可憐的，其中一隻草龜失去了整個尾部包括排泄

孔，生命瀕臨死亡邊緣。我們呼籲各位市民飼養動物前，應停一停想一

想，承諾終此一生不要遺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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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 2013 年 12 月 13 日，義工帶同於 11 月 23 日在新都城商場拯救的

龜隻前往土瓜灣動物醫院，由余志軒獸醫 (Dr. Terry Yu) 獸醫檢

查，發現其中一隻患有嚴重中耳炎的龜隻，須盡快進行清除膿瘡手

術， 此外，其他龜隻均患上不同程度的眼炎需要長期治療及特別照

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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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與支出概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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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我們 

 

1. 捐助我們或動物助養 

每月捐款可使我們有穩定的收入來源以供協會持續發展 

HSBC 戶口：178-885463-838 

2. 成為義工 

本會領養中心有大量動物需要義工幫忙照顧，歡迎加入我們的

義工團隊！ 

3. 領養動物 

經本會拯救後的動物得到義工們照顧後，市民的領養才可讓動

物得到一個新生命，協會也能夠有空間繼續拯救更多動物。 

4. 成為兩爬之友 

如認同本會的工作及理念，請成為會員(兩爬之友)以示支持。 

5. 放置捐款箱 

於商店放置捐款箱可提升商店良好企業社會形象，更能夠增加

本會收入來源，現時本會已獲 3 個機構同意並已放置捐款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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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兩棲及爬蟲協會 

領養中心地址: 九龍觀塘鴻圖道 33 號王氏大廈 209 室 

電話: 2751 3533 

http://www.hkherp.org/ 

http://www.facebook.com/hkherp/ 

 

向支持我們的義工，捐助者及會員致謝。 

http://www.hkherp.org/
http://www.facebook.com/hkher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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