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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終止野生動植物罪行」國際倡議組織 
 

 

常見問題 – 全球野生動植物罪行協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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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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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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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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項目標。 

 

議定書草案將嚴重野生動植物罪行納入國際刑法框架，為打擊此類罪行邁出重要的一

步。 這表示締約方將明確承認這些罪行毀滅性的規模、性質和後果，和有必要加大合

作力度，以預防和打擊此類活動，並為各國提供實行的渠道。如果獲得通過，該議定

書將為我們和下一代提供終結野生動植物罪行的最佳機會，從而有助於防止未來與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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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和經濟影響。 

 

本文的目的 

本文通過直接回答相關人士提出的問題，詳細闡述本組織第二份摘文中提及的意向，

即「非法販運野生動植物擬議議定書的形式及內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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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10/Possible-UNTOC-Protocol.pdf
mailto:info@endwildlifecrime.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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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野生動植物罪行的國際協議的問題 

通過《聯合國打擊跨國有組織犯罪公約》第四項有關野生動植物罪行的議定書 

1:《聯合國打擊跨國有組織犯罪公約》第四項議定書的建議是否已被詳細列出？ 

 

是的。本組織獲得了指導小組在技術和法律方面的幫助，以及國際律師事務所 Arnold

＆Porter 的無償支援和獨立審查員的建議，並發布了一份題為「非法販運野生動植物

擬議議定書的形式及內容」的摘文。該摘文已上載於此處（及正被翻譯成多種其他語

言）。新聞稿亦已上載於此處，以便提供更詳細的背景資料。 

 

2: 新協議的談判過程是否困難且耗時？ 

是的。新國際協議的建立過程需要花費大量時間和精力–正如其他有關生物多樣性、氣

候變化、臭氧層破洞、跨國性罪行和貪污的協議的談判過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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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終

止嚴重的野生動植物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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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這些罪行的災難性的影響相比，談判和通過議定書以終止野生動植物罪行並防止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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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參見常見問題第

3 條）。 此外，從歷史可見，國際談判只要具政治意願，就能迅速進行。 2019 冠狀

病毒病結束後的社會，有明確的政治意願以防止未來的大流行疾病。我們蒐集了關於

（合法、不受管制和非法的）野生動植物貿易與人畜共患疾病之間聯繫的科學報告，

並意識到需要擺脫常態。 

 

3: 就 2019 冠狀病毒病給國家經濟帶來的壓力而言，野生動植物罪行改革現在是否應

作為各國的優先事項？ 

 

我們目前的社會體系不能夠阻止下一次的大流行疾病。事實上，它有可能在增加我們

患上人畜共患疾病的風險。 因此，這些改革有助於避免將來與野生動植物相關的大流

行疾病，確保我們有能力預防未來的流行病，從而避免與之相關的破壞性的社會、環

境和經濟影響。 

 

https://endwildlifecrime.org/untoc-wildlife-protoc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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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發表了一篇引人注目的案例，內容提及到針對野生動植物貿易的問題進行投

資，以預防未來的大流行疾病；其標題為「預防大流行疾病的生態學和經濟學」。 該

文章解釋了此類投資的多重好處，並表明與大流行疾病帶來的經濟影響相比，這些措

施的成本相形見拙。 

 

此外，在 2019 年，世界銀行對這些罪行的價值進行了評估，包括了被販運的所有野

生動植物物種（包括魚類和樹木品種）。 就對生態系統的影響而言，包括其固碳能

力、政府收入損失和違禁品自身的價值，這數字達到每年 1-2 萬億美元。 因此，這些

罪行嚴重影響著各國實現《巴黎協定》、目前（以及未來）的全球生物多樣性目標以

及可持續發展目標的能力。 

 

鑑於野生動植物罪行給人類、地球和我們的健康帶來的巨大影響，我們有需要進行大

膽和必要的改革。 我們必須為下一代提供一個適用於 2019 冠狀病毒病結束後的世界

的體系。該系統應有助於確保地球健康繁榮，為我們避免未來的大流行疾病，同時終

止這些罪行以及其對生物多樣性、氣候變化和可持續發展的嚴重影響。 

 

4: 將擬議的議定書的範圍擴大到涵蓋所有的環境罪行會更好嗎？  

 

本組織不認為這是一個「非此即彼」的問題；兩者應該同時存在。 本組織對《聯合國

打擊跨國有組織犯罪公約》第十屆締約方會議（CoP10）通過的「預防和打擊影響環

境並屬於《聯合國打擊跨國有組織犯罪公約》範圍的罪行」決議對「環境罪行」的關

注表示歡迎，並認識到需加大力度處理所有對環境具影響的罪行的重要性。 

 

「環境罪行」的範圍廣泛，包括販運危險廢物、礦物質、魚類和木材。 但是，就其定

義的範疇而言，社會尚沒有任何共識，各方仍在致力推進這方面的工作。 解決野生動

植物罪行以及更廣泛的「環境罪行」的工作可以–並應該–同時進行。它們的策略可能

略有不同，但應相輔相成，兩者都不能阻止彼此的發展。 

 

本組織對野生動植物的定義涵蓋所有野生動物和植物，包括魚類和樹木品種；議定書

草案亦涵蓋林業和漁業罪行。我們對野生動植物罪行具充分理解，認為此類罪行是 

「環境犯罪」中最具破壞性的。 

 

https://science.sciencemag.org/content/369/6502/379
http://pubdocs.worldbank.org/en/482771571323560234/WBGReport1017Digital.pdf
https://unfccc.int/process-and-meetings/the-paris-agreement/the-paris-agreement
https://www.cbd.int/sp/targets/
https://sdgs.un.org/goals
https://www.unodc.org/documents/treaties/UNTOC/COP/SESSION_10/Website/CTOC_COP_2020_L.9_REV.1.pdf
https://www.unodc.org/documents/treaties/UNTOC/COP/SESSION_10/Website/CTOC_COP_2020_L.9_REV.1.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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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國大會曾於三項決議（2015 年首次通過，2017 年和 2019 年採納後續決議）中

處理非法販運野生動植物的問題。 2019 年，聯合國大會鼓勵「成員國採取有效措

施，預防和打擊危害環境、保育和生物多樣性的嚴重罪行，例如非法販運野生動植物

及其產品，包括列於《瀕危野生動植物種國際貿易公約》的動植物，以及偷獵」。 

 

今天，政治家、私營機構和民間社會對野生動植物貿易、市場、消費與大流行疾病的

關係有了前所未有的認識，包括那些源於非法販運野生動植物的關係（及其後果–請參

見常見問題第 3 條）。 

 

現在是時候採納一項新的國際協議，打擊此類嚴重罪行。 野生動植物罪行的議定書

（包括漁業和林業罪行）的採納將會是一個歷史性時刻：國際刑法將首次納入此類性

質的環境罪行。這將表明各國已認識到有必要加大合作力度，以預防和打擊野生動植

物罪行，為此提供有力的手段，並為下一代留下豐富的遺產。 

 

5: 既然我們知道與野生動植物相關的人類及動物健康風險不僅來自於非法活動，也不

僅來自於野生動物，為什麼我們還要關注野生動植物罪行？ 

 

沒有任何一項措施能夠完全解決野生動植物（或圈養或馴養的動物）對公共衛生和動

物健康造成的複雜風險。預防未來的大流行疾病將需要一系列的補充措施。 

 

我們現有的體系無法阻止下一次與野生動植物相關的大流行疾病。 事實上，這體系可

能在增加我們患上人畜共患疾病的風險。 「終止野生動植物罪行」國際倡議組織著重

應對野生動植物貿易（不論是合法、非法還是不受管制的）以及普遍的野生動植物罪

行為公共衛生和動物健康帶來的風險。 本組織將補充並加強為預防未來與野生動植物

相關的大流行疾病而採取的其他措施。 

 

6: 為什麼《聯合國打擊跨國有組織犯罪公約》是達成新的國際協議的最佳方案？ 

 

《聯合國打擊跨國有組織犯罪公約》是打擊跨國有組織罪行的主要國際文書。《公

約》有 190 個締約方，其監護為聯合國毒品和犯罪問題辦公室（UNODC）。 毒品和

犯罪問題辦公室亦為《聯合國反腐敗公約》作監護，並負責召集預防犯罪和刑事司法

委員會以及預防犯罪和刑事司法大會。 該公約著重召集國際社會，以採取行動預防和

打擊跨國罪行。 

https://www.cites.org/eng/unga_resolution_wildlife_trafficking_150730
https://undocs.org/A/71/L.88
https://undocs.org/A/73/L.120
https://undocs.org/pdf?symbol=en/A/73/L.120
https://www.unodc.org/unodc/en/organized-crime/intro/UNTOC.html
https://www.unodc.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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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聯合國大會呼籲成員國根據《聯合國打擊跨國有組織犯罪公約》，「將非法

販運受保護的野生動植物物種以及其他影響環境的罪行（例如販運木材）列為嚴重罪

行」。 但是，野生動植物罪行尚未被納入《公約》的正式法律框架；值得注意的是，

其他嚴重的跨國有組織罪行，如販運人口，偷運移民以及非法製造和販運槍支的罪行

已獲納入該框架。 

 

擬議的議定書草案將自動啟動《聯合國打擊跨國有組織犯罪公約》所有可應用的工

具。 除此之外，議定書草案將： 

 

• 為可定罪的行為定義，即議定書締約方將同意通過立法，根據相關國際協議或

國內或國外法律，將非法販運任何活生或已死亡的野生動植物或其部分定為刑

事罪行； 

• 適用於受國際法或任何國家法律保護的任何野生動植物物種，包括魚類和木

材，並涉及收穫、獲取、擁有、進出口或從公海引進的被販運的野生動植物 ; 

• 任何野生動植物或野生動植物產品的進口，如果其採購是違反來源國的國家法

律，則構成犯罪–這顯示國家相互尊重及遵守彼此的法律； 

• 承諾防止非法販運野生動植物，例如提高公眾對這些罪行的認識和減少需求，

及分享信息，例如關於非法販運網絡團體的隱藏方法、運輸路線以及法證的信

息；以及 

• 應對違禁品攜帶者的作用和責任、文件的核實以及培訓和技術援助。 

 

議定書草案將為打擊這些嚴重罪行邁出重要的一步。議定書將把它們納入其所屬的國

際刑法框架。 這將表明締約方明確承認此類罪行的毀滅性規模、性質和後果，和有需

要擴大預防和打擊這類罪行的合作力度，並為各國提供相關支援。 

 

7: 問題是否在於各國的刑事司法能力不足和成功起訴率低？ 這不是我們應該集中精力

進行執法工作的方面嗎？ 

 

執行國際協議是一項挑戰，涉及有關生物多樣性的公約、氣候變化、貪污及跨國罪

行。但是，通過協議成立的國際框架能最有效地推進需要跨界應對的問題。這不是一

個「非此即彼」的問題；兩者應該同時存在。我們需要彌補國際法律框架中的漏洞，

https://undocs.org/en/A/RES/74/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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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提高國家執法能力。新的國際協議的通過，將載有預防和打擊野生動植物罪行的

具體承諾，並為提高執法能力爭取更多政治關注和推行動力。 

 

本組織提倡立即擴大合作和全球執法力度，包括通過打擊野生動物犯罪國際聯盟

（ICCWC）來應對現有的非法活動，同時採取措施對國際法律框架進行必要的修改。 

 

國際協議是國家計劃、立法和行動的催化劑。《瀕危野生動植物種國際貿易公約》於 

1970 年代初獲建立時，幾乎沒有相關的國家立法。《公約》為全球立法和實踐提供了

基礎。1992 年的《生物多樣性公約》促使了各締約方通過了《國家生物多樣性戰略和

行動計劃》，2015 年的《巴黎協定》亦促使各締約方提交了國家自主貢獻的詳細計

劃。 我們相信一項關於野生動植物罪行的協議亦將在國家層面上產生類似的積極效

應，有助加強跨界合作。 

 

最後，紐約和維也納的外交官正在進行的談判不會從國家執法工作中奪走資源。 這不

是一個「非此即彼」的事項。 基於上述原因，成功的談判將有助達成新協議的國際承

諾，為國家執行機關提供更多資源。 

 

8: 這可能性不是於 2014 年《聯合國打擊跨國有組織犯罪公約》締約方會議上非正式

討論過嗎？ 

 

是的，締約方曾於 2014 年進行了非正式討論，但當時仍未發生 2019 冠狀病毒病，

其後亦有一系列概述這些罪行的真實規模、性質和後果的國際報告。 從前被認為足夠

的解決方案現在顯然不足。 我們必須為不同時代訂立適切的解決方案。 

 

2020 年的 2019 冠狀病毒病提醒了我們從野生動物蔓延到人類的疾病（包括與非法貿

易相關）所帶來的災難性後果。 在疫情發生之前，我們並沒有如此深入地分析我們的

自然系統的脆弱性，以及非法販運野生動植物的真實規模、影響和後果。近年，研究

人員發佈了一系列的重要報告，包括毒品和犯罪問題辦公室 (UNODC) 於 2016 年和

2020 年發佈的《世界野生動物犯罪報告》、世界銀行於 2019 年發佈的《非法伐木、

捕魚和野生動植物貿易：成本及其應對方案》、生物多樣性和生態系統服務政府間科

學政策平台（IPBES）於 2019 年發佈的《全球評估報告》、世界自然基金會 (WWF) 

於 2020 年發佈的《地球生命力報告》、生物多樣性和生態系統服務政府間科學政策

https://cites.org/eng/prog/iccwc_new.php
https://www.unodc.org/documents/data-and-analysis/wildlife/World_Wildlife_Crime_Report_2016_final.pdf
https://www.unodc.org/unodc/en/data-and-analysis/wildlife.html
http://pubdocs.worldbank.org/en/482771571323560234/WBGReport1017Digital.pdf
https://ipbes.net/global-assessment
https://www.wwf.org.uk/living-planet-re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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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IPBES）的《大流行疾病報告》和《生物多樣性公約》秘書處於 2020 年發佈的

《全球生物多樣性展望》報告。 

 

我們需要適用於 2019 冠狀病毒病結束後的世界的措施–足以反映這些嚴重罪行的規

模、性質和後果的措施。 

 

9: 引入，通過和批准第四項議定書的程序是什麼？ 

 

議定書的談判將由國家進行。 《聯合國打擊跨國有組織犯罪公約》在第 37 條中規

定，《公約》可以一項或多項議定書加以補充，但沒有具體說明如何制定和通過這些

議定書。 《聯合國打擊跨國有組織犯罪公約》目前有三項議定書，涉及人口販運、偷

運移民以及非法製造和販運槍支。 這些議定書的談判是在聯合國的主持下進行的，案

文完成後，由聯合國大會通過並開放供簽署。 我們預料類似的過程將適用於任何其他

議定書。 

 

目前，國家可以採取各種途徑，明確表示支持制定該議定書，包括就其形式和內容提

出意見。 我們預料議案的談判將位於紐約的聯合國總部或位於維也納的聯合國毒品和

犯罪問題辦公室（UNODC）的總部舉行（聯合國毒品和犯罪問題辦公室為《聯合國

打擊跨國有組織犯罪公約》的監護，發揮著重要的行政作用）。 

 

就正式過程的下一步而言，各國將尋求聯合國大會的談判授權，並可能要求成立一個

不限成員名額的政府間特設委員會，以擬定議定書的全文。如果在聯合國的推動下談

判順利進行，成功制定新的野生動植物罪行議定書，聯合國大會將審查並通過該案

文，然後開放供簽署。 

 

擬議的議定書草案的第 14 條規定，該案文獲得批准後，將於聯合國大會通過後的第

30 天開始，在位於紐約的聯合國總部開放供簽署，直至另行商議的日期。正如其他

《聯合國打擊跨國有組織犯罪公約》的議定書，擬議的議定書草案也需要得到批准、

接受或核准（這些都是國家加入條約的方式）。批准書、接受書或核准書將交存聯合

國秘書長。 

 

擬議的議定書草案的第 15 條規定，該議定書應在第四十份批准書、接受書、核准書

或加入書交存之日後的第九十天生效。現有的三項議定書也採納相同的規定。 

https://www.unenvironment.org/resources/report/global-biodiversity-outlook-5-gbo-5
https://www.unodc.org/pdf/crime/a_res_55/res5525e.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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