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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終止野生動植物罪行」國際倡議組織 
 

 

常見問題 – 野生動植物貿易改革 

 

 

 

 

「就其本質而言，改革可能會遭到現在擁有利益的人的反對，但是社會應

以廣泛公共利益為由而克服該反對之聲。」 

生物多樣性和生態系統服務政府間科學政策平台（IPBES）全球評估報告（2019） 

 
  



 2 

引言 

背景 

為應對全球生物多樣性和氣候變化危機以及預防今後與野生動植物相關的大流行疾

病，「終止野生動植物罪行」國際倡議組織（簡稱「倡議」）正在推行兩項相互關聯

但非相互依存的目標： 

1. 制定關於野生動植物罪行的新全球協議 – 通過《聯合國打擊跨國有組織犯罪公

約》（UNTOC）第四項有關野生動植物罪行的議定書； 以及 

2. 修改現有的國際野生動植物貿易法，將公共衛生和動物健康納入決策程序 – 修

訂《瀕危野生動植物種國際貿易公約》（CITES），在決策過程中納入公共衛

生和動物健康標準（「健康一體」的方案）。 

 

本倡議將這兩項目標視為改革的關鍵部分，以擺脫常態。這來自於 IPBES《全球評估

報告 2019》、IPBES《大流行疾病報告 2020》、《生物多樣性公約》秘書處第五版

《全球生物多樣性展望報告 2020》和世界自然基金會《地球生命力報告 2020》。這

些常見問題適用於該倡議的第二項目標。 

 

本倡議對《瀕危野生動植物種國際貿易公約》的擬議修訂，將使其成為與時共進的協

議，適用於 2019 冠狀病毒病結束後的世界，並為世代留下豐富的遺產。 如果獲得通

過，該修訂將有助我們和下一代預防止未來與野生動植物相關的大流行疾病，以及與

之相關並具破壞性的社會和經濟影響。 

 

本文的目的 

本文通過直接回答相關人士提出的問題，詳細解釋本組織第一份摘文中提及的意向，

即「野生動植物貿易法修訂大綱」。本組織感激提問者，並歡迎進一步的提問和對話

（info@endwildlifecrime.org）。 

 

「當前的大流行疾病為全球社會提供了獨特的機會，作出改革。」 

《生物多樣性公約》秘書處第五版《全球生物多樣性展望報告 2020》 

  

https://ipbes.net/sites/default/files/inline/files/ipbes_global_assessment_report_summary_for_policymakers.pdf
https://ipbes.net/sites/default/files/inline/files/ipbes_global_assessment_report_summary_for_policymakers.pdf
https://ipbes.net/sites/default/files/2020-11/20201028%20IPBES%20Pandemics%20Workshop%20Report%20Plain%20Text%20Final_0.pdf
https://www.cbd.int/gbo/gbo5/publication/gbo-5-en.pdf
https://www.cbd.int/gbo/gbo5/publication/gbo-5-en.pdf
https://www.cbd.int/gbo/gbo5/publication/gbo-5-spm-zh.pdf
https://www.cbd.int/gbo/gbo5/publication/gbo-5-en.pdf
https://livingplanet.panda.org/zh-hk/
https://endwildlifecrime.org/wp-content/uploads/2020/09/CITES_Amendments-_Final_PDF.pdf
mailto:info@endwildlifecrime.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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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野生動植物貿易改革的問題 

修訂《瀕危野生動植物種國際貿易公約》(CITES)，在決策過程中納入公共衛生和動物

健康標準 

 

1:《瀕危野生動植物種國際貿易公約》的擬議修訂是否已被詳細列出？ 

 

是的。本組織獲得了指導小組在技術和法律方面的幫助，以及法律和技術顧問的無償

支援，發佈了一份關於《瀕危野生動植物種國際貿易公約》修訂程序和此類修訂案的

內容（將公共和動物健康標準納入《公約》的決策過程中）的摘文。該摘文已上載於

此處，包括中文、英文、法文、西班牙文和越南文的翻譯文本。新聞稿亦已上載於此

處，以便提供更詳細的背景資料。 

 

2:《瀕危野生動植物種國際貿易公約》的擬議修訂將如何實現？ 

 

自 1973 年以來，《瀕危野生動植物種國際貿易公約》根據第 17 條納入了一項修改

《公約》的機制。根據該條例，《公約》的修訂案必須由至少三分之一的締約方提出

（《公約》目前有 183 個締約方）。其後，這些建議由特別召開的締約方特別會議審

議。《公約》的修訂案以及這些建議是否獲接納最終由締約方決定。修訂案若要獲得

通過，必須由出席並參加表決的三分之二的締約方通過（請參見常見問題第 5 條及第

9 條）。本倡議正在提出修訂建議，並鼓勵各締約方考慮和支持這些建議（不論是以

上述方案或其他方案）。 

 

新決議或決定、對現有決議作出的更改、對締約方額外設立的準則、《瀕危野生動植

物種國際貿易公約》與其他國際機構（如世界衛生組織、世界動物衛生組織、聯合國

糧食及農業組織等機構）的關係的建立和強化，可通過本倡議的摘文和常見問題第 8

條所提及的《公約》決策制度實行。 

 

3:《瀕危野生動植物種國際貿易公約》的修訂過程是否困難且耗時？ 

 

建立新國際法律或修改現有法律的過程需要花費一定的時間和精力；正如其他有關生

物多樣性、氣候變化和臭氧層破洞的協議的談判過程。但這是錯誤的問題。 問題應該

著重於這些改革的必要性，以預防未來與野生動植物相關的大流行疾病。如果對這個

問題的回答是肯定的，那麼努力也是值得付出的。我們目前的社會體系不足以阻止下

https://endwildlifecrime.org/cites-amendments/
https://www.cites.org/eng/disc/text.php
https://www.cites.org/eng/disc/parties/index.php#:~:text=A%20State%20or%20regional%20economic,Currently%20there%20are%20183%20Parties.
https://endwildlifecrime.org/wp-content/uploads/2020/09/CITES_Amendments-_Final_PDF.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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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的大流行疾病。事實上，它有可能正在增加我們患上人畜共患疾病的風險。與下

一次的大流行疾病能帶來的影響相比，修訂《瀕危野生動植物種國際貿易公約》以防

止未來與野生動植物相關的大流行疾病所花費的時間和精力相形見拙。 

 

在肯尼亞奈洛比於 1963 年舉行的第八屆國際自然保護聯盟（IUCN）大會上，國際自

然保護聯盟提出了一項關於野生動植物貿易的國際協議。十年後，在歷史性的 1972

年聯合國人類環境會議上，參與者呼籲結束這些談判。這項呼籲獲得了關注，美國政

府於 1973 年在華盛頓特區召開了一次代表大會，大會其後通過了名為《瀕危野生動

植物種國際貿易公約》（CITES）的國際協議。《瀕危野生動植物種國際貿易公約》

僅在兩年後（1975 年）全面生效。 

 

國際談判只要具政治意願，就能迅速進行。我們現在知道需要採取什麼措施，以確保

對某些野生動物進行貿易時採取「健康一體」的標準，從而降低對人類和動物健康的

風險。現在是時候使《瀕危野生動植物種國際貿易公約》成為與時共進的協議，適用

於 2019 冠狀病毒病結束後的世界。 

 

4:「開放」《瀕危野生動植物種國際貿易公約》會否導致一些國家提出另外的建議，

從而削弱《公約》的職權？ 

 

這是本倡議最常被問到的問題。發問者關注的不是擬議的修訂，而是「開放」《公

約》會否引致其他不相關的修訂。 

 

國際談判是無法預測的，本倡議亦慎重考慮過這問題。在此過程中，我們諮詢了國際

知名的《瀕危野生動植物種國際貿易公約》的法律和政策專家，研究了過去的做法和

現有出版物，並得出了相同的結論：根據《公約》第 17 條召開的締約方特別會議，

只能審議由三分之一締約方提出的修訂建議。 

 

本倡議認為，如果其他締約方希望對《瀕危野生動植物種國際貿易公約》提出其他不

相關的修訂，他們將無法「跟隨」三分之一的締約方已提出的建議。他們將必須按照

第 17 條所述的同一程序，並獲得至少三分之一的締約方對其（另外的）修訂案的支

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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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儘管締約方有可能在締約方特別會議上提出對《公約》的其他擬議修訂，但與

會議審議的修訂案無關的擬議修訂應由會議主席排除。 

 

締約方對《公約》有最終的解釋權。締約方為修訂《公約》而提出的任何修訂案均需

獲得三分之二的票數通過。各方應如此對其他擬議的修正案作出考慮。 

 

5: 為《瀕危野生動植物種國際貿易公約》訂立議定書或附錄，不是比更改《公約》的

現有文本更穩妥嗎？ 

 

本倡議歡迎有關確保野生動植物貿易能達致「健康一體」的任何意見。曾參與過相關

討論的組織及人士，都一致認為我們不能夠原地踏步。我們需要作出改變，而這些改

變必須對現有的國際野生動植物貿易法律框架進行改革。生物多樣性和生態系統服務

政府間科學政策平台（IPBES）《大流行疾病報告》和 2019 冠狀病毒病的應對與政策

復蘇摘文最近均強調了這一點。 

 

為《瀕危野生動植物種國際貿易公約》訂立議定書的建議，是來自對修改《瀕危野生

動植物種國際貿易公約》以採取「健康一體」的方案可能會導致《公約》面臨其他不

理想的變化的憂慮（請參見常見問題第 4 條）。本倡議認為，《瀕危野生動植物種國

際貿易公約》締約方特別會議只能審議三分之一締約方提出的擬議修訂案，同時指

出，任何修訂案都需要三分之二多數通過。 

 

本倡議認為，議定書是修改《公約》的一種方式，不涉及《公約》現有文本。這建議

看來十分完善，但是當我們作出詳細研究時，亦能發現其獨特的挑戰。 

 

首先，在《瀕危野生動植物種國際貿易公約》的文本內，尚沒有建立議定書的機制

（與生物多樣性、氣候變化和保護臭氧層有關的公約框架，均有相關的機制）。《瀕

危野生動植物種國際貿易公約》不是框架公約；相反，它是一項技術性和針對性的公

約，並未預料到需要增設議定書。這並不代表《瀕危野生動植物種國際貿易公約》的

締約方不可以設立議定書。締約方（或聯合國大會、或國家）均可以開展談判程序，

正如《瀕危野生動植物種國際貿易公約》的建立程序。但是，這將不會是（像屬於生

物多樣性、氣候變化和臭氧層空洞的公約）屬於《公約》的議定書。 

 

https://ipbes.net/sites/default/files/2020-11/20201028%20IPBES%20Pandemics%20Workshop%20Report%20Plain%20Text%20Final_0.pdf
https://ipbes.net/sites/default/files/2020-11/20201028%20IPBES%20Pandemics%20Workshop%20Report%20Plain%20Text%20Final_0.pdf
https://files.wri.org/s3fs-public/covid-response-recovery-joint-policy_Recs_OCT23_FINAL.pdf
https://files.wri.org/s3fs-public/covid-response-recovery-joint-policy_Recs_OCT23_FINAL.pdf
https://www.cbd.int/doc/legal/cbd-en.pdf
https://unfccc.int/resource/docs/convkp/conveng.pdf
http://mountainlex.alpconv.org/images/documents/international/convention_ozone_layer.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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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論採用什麼程序，此議定書將會是一項獨立的法律文書。因此，任何議定書將與

《瀕危野生動植物種國際貿易公約》並存。它與《瀕危野生動植物種國際貿易公約》

的相互關係將需納入議定書內。 

 

此類談判現在並沒有指定的觸發因素或程序，因此啟動和談判過程可能需要長時間才

能完成。過程不能保證《瀕危野生動植物種國際貿易公約》的締約方一定會將其納

入，議定書亦可能包括超越「健康一體」方案的規定。作為獨立的法律工具，它有可

能與《公約》的現有規定產生矛盾，例如在許可和合規系統方面。這與修訂《瀕危野

生動植物種國際貿易公約》的現有程序形成了對比。該過程具有明確的流程，並將更

改納入到現有的《瀕危野生動植物種國際貿易公約》框架之內。 

 

如上所述，本倡議歡迎任何與野生動植物貿易的「健康一體」方案有關的建議。但

是，我們認為，議定書是修改《瀕危野生動植物種國際貿易公約》的方法中效率較

低，且可能具有更高風險的方案，而且沒有利用《瀕危野生動植物種國際貿易公約》

現有的合規和責任機制的優處。 

 

6: 本倡議是否考慮過其他選擇，以促進野生動植物貿易「健康一體」的方案？ 

 

本倡議考慮過：i）為《生物多樣性公約》（CBD）制定新的議定書；ii）為世界衛生

組織制定新的協議。在考慮這些替代方案時，我們的結論得到了重申：實現這一目標

的最有效途徑是通過對《瀕危野生動植物種國際貿易公約》進行修訂。《瀕危野生動

植物種國際貿易公約》是更可行的選擇，因為它是規範野生動植物貿易並具有法律約

束力的工具，而這些協議並非如此。 

 

有關進一步的依據，請參閱由美國魚類及野生動物管理局前局長 Dan Ashe 和《瀕危

野生動植物種國際貿易公約》前秘書長 John E Scanlon AO 在《科學美國人》雜誌上

發表的《為預防與野生動植物相關的大流行疾病而邁出關鍵的一步》聯合意見書。 

 

7: 這些修訂對《瀕危野生動植物種國際貿易公約》現有的工作有什麼不利的影響嗎？ 

 

根據擬議的修訂，《公約》（包括其締約方和秘書處）的工作量將增加。如常見問題

第 3 條所述，這些更改能確保我們對野生動植物貿易採取「健康一體」的方案，從而

避免將來與野生動植物相關的大流行疾病。此外，通過修訂《瀕危野生動植物種國際

https://www.scientificamerican.com/article/a-crucial-step-toward-preventing-wildlife-related-pandem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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貿易公約》，《公約》的締約方能獲得主導權，而非通過單獨的協議或授權而獲得額

外的工作量。 

 

通過這授權，《瀕危野生動植物種國際貿易公約》成為一項更相關和與時並進的協

議，以預防未來與野生動植物貿易相關的大流行疾病。因此，我們期望《公約》能吸

引新的資金來源，包括衛生預算，以使這項工作能獲得開展。對野生動植物貿易採取

「健康一體」的方案將加強《瀕危野生動植物種國際貿易公約》及其程序和資金，而

非將其分割、影響現有的工作或將資源投置於其他地方。 

 

此外，本倡議提出的相互關聯的改革將打擊野生動植物罪行（包括非法野生動植物貿

易）納入國際刑法框架（關於《聯合國打擊跨國有組織犯罪公約》一項新議定書以處

理野生動植物罪行的內容，請參見上載於此處的摘文），以減輕《瀕危野生動植物種

國際貿易公約》目前的負擔，以使其能將更多的精力集中在主要工作上。 

 

8: 我們能否通過採取新的決定與決議，和增強現有並建立新的伙伴關係，從而在《瀕

危野生動植物種國際貿易公約》內實現「健康一體」的方案？ 

 

《公約》自 1970 年代成立以來，在其職權範圍內不斷發展。在某些情況下，《公

約》擴大了（但並沒違反）其職權範圍，例如以解決「非法野生動植物貿易」和一些

國內的貿易問題。締約方可以並且應該通過新的（或經修訂的）決定和決議，以採取

「健康一體」的方案進行野生動植物貿易，並加強和進一步擴大與相關組織的伙伴關

係（如摘文所述）。這可以包括加強與世界動物衛生組織（自 2015 年起），國際航

空運輸協會（自 2015 年起）和聯合國貿易和發展會議（自 2015 年起）等現有的合

作協議。 

 

但是，若要將此方案納入《瀕危野生動植物種國際貿易公約》的決策過程中，並使其

具有法律約束力，我們需要對《公約》進行修改。只有《公約》文本（包括其附錄）

對締約方具有法律約束力，為視為「硬法」的一部分。 

 

決議著重解釋《公約》及其規定的適用範圍。決議旨在提供長期指導，而決定主要針

對特定的《瀕危野生動植物種國際貿易公約》機構（例如其委員會和秘書處）的有時

限行動。兩者都是發展和執行《公約》的重要工具。它們對締約方沒有法律約束力，

被視為「軟法」的一部分；但社會期望它們會得到實施。 

https://endwildlifecrime.org/wp-content/uploads/2020/10/Possible-UNTOC-Protocol.pdf
https://www.cites.org/eng/news/pr/oie_and_cites_agree_to_collaborate_on_animal_health_and_welfare_issues_worldwide_to_safeguard_biodiversity_and_protect_animals_04122015
https://www.cites.org/eng/iata_cites_mou
https://www.cites.org/eng/iata_cites_mou
https://www.cites.org/eng/news/pr/2014/CITES_UNCT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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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2004 年嚴重急性呼吸系統綜合症（SARS）的經驗表明，人類的記憶短暫，隨

著時間的流逝，為應對該大流行疾病而採取的措施有所放鬆。我們需要為這些變化納

入對野生動植物貿易「健康一體」的方案，以確保其持久性。 

 

9:《瀕危野生動植物種國際貿易公約》的最後修訂不是花了幾十年才能生效嗎？ 

 

就程序而言，修訂案一旦獲得通過，並不會自動生效。修訂案需要獲得三分之二的締

約方的接受，才能生效。屆時，修訂案將適用於已接受此案的締約方，並將自動適用

於任何新締約方。此外，修訂案一旦生效，已接受的締約方將需要求與之交往的其他

締約方予以實施（無論是否接受）。 

 

如常見問題第 2 題所述，《公約》的修訂案需要至少三分之一的締約方提出，然後由

特別召開的締約方特別會議審議。 

 

《瀕危野生動植物種國際貿易公約》曾召開兩次這樣的締約方特別會議。第一次的特

別會議於 1979 年 6 月 22 日在波恩舉行，締約方大會通過了對第 11.3（a）條的「財

務修訂案」。第二次的特別會議於 1983 年 4 月 30 日在博茨瓦納的哈博羅內舉行，締

約方大會通過了對第 21 條的修訂案，訂下區域經濟一體化組織加入《公約》的程

序。 這些是程序上的修訂，值得注意的是，哈博羅內的修訂花了將近三十年才獲生

效。 

 

但是，我們不能將此類程序性的修訂與針對我們所經歷過的最嚴重的大流行疾病並為

防止將來再發生這種大流行疾病而提出的修訂相提並論。此類修訂案的政治和公共利

益是另一規模。如上所述，在存在政治意願的地方，國際談判便可以迅速進行。1973

年 3 月 3 日，《瀕危野生動植物種國際貿易公約》文本獲得通過。該《公約》於兩年

後於 1975 年 7 月 1 日生效。到本世紀末，該《公約》已有五十多個締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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詞彙表 

CBD   Convention on Biological Diversity（生物多樣性公約） 

CITES  The Convention on International Trade in Endangered Species of 

Wild Fauna and Flora（瀕危野生動植物種國際貿易公約） 

FAO   Food and Agriculture Organization（聯合國糧食及農業組織） 

IATA   International Air Transport Association（國際航空運輸協會） 

IPBES  Intergovernmental Science-Policy Platform on Biodiversity and 

Ecosystem Services（生物多樣性和生態系統服務政府間科學政策平

台） 

IUCN   International Union for Conservation of Nature（國際自然保護聯

盟） 

OIE   World Organisation for Animal Health（世界動物衛生組織） 

The Initiative The Global Initiative to End Wildlife Crime  

（「終止野生動植物罪行」國際倡議組織） 

UNCTAD  The 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Trade and Development  

  

（聯合國貿易和發展會議） 

UNGA  United Nations General Assembly（聯合國大會） 

UNODC  United Nations Office on Drugs and Crime 

（聯合國毒品和犯罪問題辦公室） 

UNTOC  The 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against Transnational Organized 

Crime  

（聯合國打擊跨國有組織犯罪公約） 

WHO   World Health Organisation（世界衛生組織） 

WWF   World Wildlife Fund（世界自然基金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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