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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條例旨在於香港施行在 1973年 3月 3日於華盛頓簽訂的《瀕危野生動植物種國際貿
易公約》；規管某些瀕危動植物物種及其部分及衍生物的進口、從公海引進、出
口、再出口和管有或控制；並就附帶及相關事宜訂定條文。

[ ]

由立法會制定。

第 1部

導言

1. 簡稱及生效日期

(1) 本條例可引稱為《保護瀕危動植物物種條例》。
(2) 本條例自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以憲報公告指定的日期起實施。

2. 釋義

(1) 在本條例中，除文意另有所指外——
“人工培植” (artificially propagated)具有附表 3第 1部給予該詞的涵義；
“已廢除條例” (repealed Ordinance)指已由第 54條廢除的《動植物 (瀕危物種保護)條
例》(第 18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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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約》” (Convention)指在 1973年 3月 3日於華盛頓簽訂，並經不時修訂和適用於
香港的《瀕危野生動植物種國際貿易公約》；

“《公約》文書” (Convention instrument)指締約國大會就《公約》採納或作出的或秘書
處就《公約》發出的決議、決定或通知；

“《公約》前證明書” (pre-Convention certificate)就列明物種的標本而言，指符合下述
說明的證明書——

(a) 由有關主管當局就該標本發出，並在作為證明本條例獲得遵守的依據時
仍然有效；及

(b) 符合附表 3第 2部中適用於該證明書的條文；
“《公約》證明文件” (Convention certifying document)就從香港以外某地方運入香港的
列明物種的標本而言，指符合下述說明的准許證、證明書或其他文件——

(a) 由該地方的有關主管當局就該標本發出，並在作為證明本條例獲得遵守
的依據時仍然有效；及

(b) 符合附表 3第 2部中適用於該准許證、證明書或其他文件 (視屬何情況
而定)的條文；

“出口” (export)指從香港運出或安排從香港運出，但不包括再出口；
“代用證明書” (certificate in lieu)就從香港以外某地方運入香港的列明物種的標本而

言，指證明屬圈養繁殖或人工培植的證明書，而該證明書——
(a) 是由該地方的有關主管當局就該標本發出，並在作為證明本條例獲得遵
守的依據時仍然有效；及

(b) 符合附表 3第 2部中適用於該證明書的條文；
“再出口” (re-export)就列明物種的標本而言，指將已進口的該標本從香港運出或安排
將已進口的該標本從香港運出；

“列明物種” (scheduled species)指附錄 I物種、附錄 II物種或附錄 III物種；
“有關主管當局” (relevant authority)——

(a) 就《公約》適用的地方而言，指根據《公約》為該地方指定的管理當局；
或

(b) 就任何其他地方而言，指獲該地方的政府為登記科學機構或為發出符合
以下說明的文件而指定為主管當局的人或組織——

(i) 與根據本條例須予出示或交出的文件相若的；及
(ii) 實質上符合附表 3第 2部中適用於第 (i)節所述文件的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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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長” (Secretary)指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
“物品” (thing)包括任何動物及植物，不論屬活體的或死體的；
“物種” (species)指任何動物或植物的物種或亞種，或該等物種或亞種在地理上隔離的

種群；
“《附錄》” (Appendices)指附錄 I、附錄 II及附錄 III；
“附錄 I” (Appendix I)指附表 1第 2部第 1欄；
“附錄 I物種” (Appendix I species)指附錄 I指明的物種或包括於附錄 I指明的較高級
分類單元的物種；

“附錄 II” (Appendix II)指附表 1第 2部第 2欄；
“附錄 II物種” (Appendix II species)指附錄 II指明的物種或包括於附錄 II指明的較
高級分類單元的物種；

“附錄 III” (Appendix III)指附表 1第 2部第 3欄；
“附錄 III物種” (Appendix III species)指附錄 III指明的物種或包括於附錄 III指明的

較高級分類單元的物種；
“指明表格” (specified form)指根據第 51條指明的表格；
“前許可證” (former licence)指已廢除條例第 7條所指的許可證；
“科學機構” (scientific institution)——

(a) 就設於香港的機構而言，指按照局長根據第 53條訂立的規例登記的科
學機構；或

(b) 就設於香港以外某地方的機構而言，指由該地方的有關主管當局登記，
並獲秘書處確認已如此登記的科學機構；

“秘書處” (Secretariat)指《公約》規定的秘書處；
“部分或衍生物” (part or derivative)包括任何附表 3第 1部所指的可輕易地識別的部
分或衍生物；

“從公海引進” (introduce from the sea)指直接從不屬任何國家管轄的海洋環境運入香
港或安排從該環境運入香港；

“商業目的” (commercial purposes)指——
(a) 與貿易或業務有關的任何目的；或
(b) 為獲取利潤或其他經濟利益 (不論是現金或實物形式)並以售賣、轉賣、
交換、提供服務或其他形式的經濟用途或利益 (不論是直接或間接的)導
向的目的，

而 “非商業目的” (non-commercial purposes)亦須據此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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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圈養繁殖” (bred in captivity)具有附表 3第 1部給予該詞的涵義；
“進口” (import)指運入香港或安排運入香港，但不包括從公海引進；
“署長” (Director)指漁農自然護理署署長、漁農自然護理署副署長或漁農自然護理署
任何一名助理署長；

“過境” (in transit)具有第 3條給予該詞的涵義；
“標本” (specimen)——

(a) 指任何動物或植物，不論屬活體的或死體的；
(b) 就屬附錄 I物種或附錄 II物種的動物而言，指該動物的任何部分或衍生

物；
(c) 就屬附錄 III物種的動物而言，指附錄 III就該物種指定的該動物的任何

部分或衍生物；
(d ) 就屬附錄 I物種的植物而言，指該植物的任何部分或衍生物；或
(e) 就屬附錄 II物種或附錄 III物種的植物而言，指附錄 II或附錄 III (視屬

何情況而定)就該物種指定的該植物的任何部分或衍生物；
“廣告” (advertisement)就某列明物種的標本而言，指描述、提述或以其他方式暗指該
列明物種或標本的任何形式的廣告宣傳——

(a) 不論所採用的是直接或間接的方式；
(b) 不論所採用的是口頭、書面 (任何語文)、圖表、圖畫、符號或照片的方
式，或該等方式的任何組合的方式；及

(c) 不論廣告中有否出現該列明物種或標本的俗稱或學名或有否同時出現其
俗稱及學名；

“締約國” (Party)指《公約》的締約國，並包括《公約》適用的地方；
“締約國大會” (Conference of the Parties)指《公約》規定的締約國大會；
“適當和可接受的目的地” (appropriate and acceptable destination)具有附表 3第 1部

給予該詞的涵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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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授權人員” (authorized officer)指——
(a) 擔任《香港海關條例》(第 342章)附表 1所指明的職位的人；或
(b) 獲署長根據第 27條授權的公職人員。

(2) 就本條例而言，在下述情況下，附錄 I物種的標本須視為附錄 II物種的標
本——

(a) 就動物或動物的任何部分或衍生物而言，有關動物是由在秘書處登記的
養殖屬附錄 I物種的動物的圈養繁殖作業，為商業目的而圈養繁殖的；
或

(b) 就植物或植物的任何部分或衍生物而言，有關植物是為商業目的而人工
培植的。

(3) 就本條例而言，任何物品 (包括載於任何容器內的物品)，如——
(a) 被人藉廣告或任何其他方式聲稱、表示或顯示為某標本或包含某標本；
或

(b) 從連同的文件、包裝、標記或標籤或從其他情況看來，屬某標本或包含
某標本，

則該物品須視為該標本。
(4) 《附錄》須按照下述各項予以解釋——

(a) 列於附表 1第 1部的釋義條文；
(b) 《附錄》所載的註明；及
(c) 列於《附錄》末處的註明。

3. “過境”的涵義

就本條例而言，符合以下所有情況的物品即屬過境——
(a) 該物品從香港以外某地方運入香港；
(b) 該物品正運往香港以外的另一地方；及
(c) 該物品由運入香港至運出香港期間，一直由署長或獲授權人員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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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對雜交種的適用

本條例按照附表 3第 1部所列適用於雜交動物或雜交植物的條文而適用於雜交動
物或雜交植物。

第 2部

對附錄 I物種的規管

5. 對進口附錄 I物種的標本的限制

(1) 除第 47條另有規定外，除非——
(a) 符合第 17或 22條的規定；或
(b) 附錄 I物種的標本是根據和按照下述文件而進口的——

(i) 事先根據第 23(1)(a)條就該標本發出的許可證；及
(ii) 就該標本發出的《公約》證明文件，

否則任何人不得進口附錄 I物種的標本。
(2) 根據和按照第 (1)(b)(i)及 (ii)款提述的文件進口附錄 I物種的標本的人，須

在該標本進入香港境內時——
(a) 向獲授權人員出示或安排向獲授權人員出示有關的許可證；及
(b) 向獲授權人員交出或安排向獲授權人員交出有關的《公約》證明文件，以
供保留及取消。

(3) 任何人違反第 (1)或 (2)款，即屬犯罪，一經定罪，可處第 6級罰款及監禁
1年。

6. 對從公海引進附錄 I物種的標本的限制

(1) 除第 47條另有規定外，除非從公海引進附錄 I物種的標本是根據和按照事
先根據第 23(1)(b)條就該標本發出的許可證而作出的，否則任何人不得從公海引進附
錄 I物種的標本。

(2) 根據和按照第 (1)款提述的許可證從公海引進附錄 I物種的標本的人，須在
該標本進入香港境內時，向獲授權人員出示或安排向獲授權人員出示該許可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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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任何人違反第 (1)或 (2)款，即屬犯罪，一經定罪，可處第 6級罰款及監禁
1年。

7. 對出口附錄 I物種的標本的限制

(1) 除第 47條另有規定外，除非附錄 I物種的標本是根據和按照事先根據第
23(1)(c)條就該標本發出的許可證而出口的，否則任何人不得出口附錄 I物種的標
本。

(2) 根據和按照第 (1)款提述的許可證出口附錄 I物種的標本的人，須在該標本
被移離香港前，向獲授權人員出示或安排向獲授權人員出示該許可證。

(3) 任何人違反第 (1)或 (2)款，即屬犯罪，一經定罪，可處第 6級罰款及監禁
1年。

8. 對再出口附錄 I物種的標本的限制

(1) 除第 47條另有規定外，除非——
(a) 符合第 22條的規定；或
(b) 附錄 I物種的標本是根據和按照事先根據第 23(1)(d )條就該標本發出的
許可證而再出口的，

否則任何人不得再出口附錄 I物種的標本。
(2) 根據和按照第 (1)(b)款提述的許可證再出口附錄 I物種的標本的人，須在該

標本被移離香港前，向獲授權人員出示或安排向獲授權人員出示該許可證。
(3) 任何人違反第 (1)或 (2)款，即屬犯罪，一經定罪，可處第 6級罰款及監禁 1

年。

9. 對管有或控制附錄 I物種的標本的限制

(1) 除第 47條另有規定外，除非——
(a) 符合第 20或 22條的規定；或
(b) 附錄 I物種的標本是根據和按照根據第 23(1)(e)條就該標本發出的許可
證而被管有或控制的，

否則任何人不得管有或控制附錄 I物種的標本。
(2) 任何人違反第 (1)款，即屬犯罪，一經定罪，可處第 6級罰款及監禁 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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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為商業目的而犯關於附錄 I物種的
標本的罪行的較重懲罰

如任何人就某作為 (包括管有或控制標本)而被裁定犯第 5、 6、 7、 8或 9條所
訂罪行，而法庭信納該作為是為商業目的而作出 (不論是由該人作出或由他人代該人
作出)的，則該人可被處罰款 $5,000,000及監禁 2年，以代替該等條文訂明的懲罰。

第 3部

對附錄 II物種及附錄 III物種的規管

11. 對進口附錄 II物種及附錄 III物種
的標本的限制

(1) 除第 47條另有規定外，除非——
(a) 符合第 17、 18、 19或 22條的規定；或
(b) 附錄 II物種或附錄 III物種的標本是根據和按照下述文件而進口的——

(i) 事先根據第 23(1)(a)條就該標本發出的許可證；及
(ii) 就該標本發出的《公約》證明文件或代用證明書，

否則任何人不得進口附錄 II物種或附錄 III物種的標本。
(2) 根據和按照第 (1)(b)(i)及 (ii)款提述的文件進口附錄 II物種或附錄 III物種

的標本的人，須在該標本進入香港境內時——
(a) 向獲授權人員出示或安排向獲授權人員出示有關的許可證；及
(b) 向獲授權人員交出或安排向獲授權人員交出有關的《公約》證明文件或代
用證明書，以供保留及取消。

(3) 任何人違反第 (1)或 (2)款，即屬犯罪，一經定罪，可處第 5級罰款及監禁
6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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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對從公海引進附錄 II物種的
標本的限制

(1) 除第 47條另有規定外，除非從公海引進附錄 II物種的標本是根據和按照事
先根據第 23(1)(b)條就該標本發出的許可證而作出的，否則任何人不得從公海引進附
錄 II物種的標本。

(2) 根據和按照第 (1)款提述的許可證從公海引進附錄 II物種的標本的人，須在
該標本進入香港境內時，向獲授權人員出示或安排向獲授權人員出示該許可證。

(3) 任何人違反第 (1)或 (2)款，即屬犯罪，一經定罪，可處第 5級罰款及監禁
6個月。

13. 對出口附錄 II物種及附錄 III物種的
標本的限制

(1) 除第 47條另有規定外，除非附錄 II物種或附錄 III物種的標本是根據和按
照事先根據第 23(1)(c)條就該標本發出的許可證而出口的，否則任何人不得出口附錄
II物種或附錄 III物種的標本。

(2) 根據和按照第 (1)款提述的許可證出口附錄 II物種或附錄 III物種的標本的
人，須在該標本被移離香港前，向獲授權人員出示或安排向獲授權人員出示該許可
證。

(3) 任何人違反第 (1)或 (2)款，即屬犯罪，一經定罪，可處第 5級罰款及監禁
6個月。

14. 對再出口附錄 II物種及附錄 III物種
的標本的限制

(1) 除第 47條另有規定外，除非——
(a) 符合第 22條的規定；或
(b) 附錄 II物種或附錄 III物種的標本是根據和按照事先根據第 23(1)(d )條
就該標本發出的許可證而再出口的，

否則任何人不得再出口附錄 II物種或附錄 III物種的標本。
(2) 根據和按照第 (1)(b)款提述的許可證再出口附錄 II物種或附錄 III物種的標

本的人，須在該標本被移離香港前，向獲授權人員出示或安排向獲授權人員出示該許
可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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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任何人違反第 (1)或 (2)款，即屬犯罪，一經定罪，可處第 5級罰款及監禁
6個月。

15. 對管有或控制附錄 II物種的標本的限制

(1) 除第 47條另有規定外，除非——
(a) 符合第 20、 21或 22條的規定；或
(b) 附錄 II物種的標本是根據和按照根據第 23(1)(e)條就該標本發出的許可
證而被管有或控制的，

否則任何人不得管有或控制附錄 II物種的標本。
(2) 任何人違反第 (1)款，即屬犯罪，一經定罪，可處第 5級罰款及監禁 6個

月。

16. 為商業目的而犯關於附錄 II物種及附錄 III物種
的標本的罪行的較重懲罰

如任何人就某作為 (包括管有或控制標本)而被裁定犯第 11、 12、 13、 14或
15條所訂罪行，而法庭信納該作為是為商業目的而作出 (不論是由該人作出或由他人
代該人作出)的，則該人可被處罰款 $500,000及監禁 1年，以代替該等條文訂明的懲
罰。

第 4部

在何種情況下沒有許可證的列明物種的交易准予進行

17.《公約》前標本的進口

任何人可進口列明物種的標本，前提是在該標本進入香港境內時——
(a) 他須向獲授權人員出示或安排向獲授權人員出示關乎該標本的《公約》前

證明書，或載有須在《公約》前證明書指明的詳情的《公約》證明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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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獲授權人員須已查驗該標本，以將它與該《公約》前證明書或《公約》證
明文件上的詳情對照，並信納該等詳情啓合；及

(c) 在《公約》證明文件根據 (a)段出示的情況下，該人須向該獲授權人員交
出或安排向該獲授權人員交出該文件，以供保留及取消。

18. 附錄 II物種的標本的進口

任何人可進口附錄 II物種的標本，前提是在該標本進入香港境內時——
(a) 他須向獲授權人員出示或安排向獲授權人員出示關乎該標本的《公約》證

明文件或代用證明書，顯示——
(i) 該標本並非源自野生的活體動物或植物，亦非根據第 2(2)條須視為
附錄 II物種的標本的活體動物或植物；及

(ii) (如屬該物種在附錄 I及附錄 II均有指明的情況)該物種不屬附錄 I
所列的種群；

(b) 獲授權人員須已查驗該標本，以將它與該《公約》證明文件或代用證明書
上的詳情對照，並信納該等詳情啓合；及

(c) 該人須向該獲授權人員交出或安排向該獲授權人員交出該《公約》證明文
件或代用證明書，以供保留及取消。

19. 附錄 III物種的標本的進口

(1) 任何人可進口附錄 III物種的標本，前提是在該標本進入香港境內時——
(a) 他須向獲授權人員出示或安排向獲授權人員出示下述文件——

(i) (如該標本自附錄 III中該物種後括號內指明的地方進口)關乎該標
本的《公約》證明文件或代用證明書；

(ii) (如該標本自沒有在附錄 III中如此指明的地方進口，而該標本是源
自該地方的)關乎該標本的產地來源證明書；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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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如屬其他情況)符合下述說明的證明書——
(A) (在該標本是自某地方進口的情況下)由該地方的有關主管當局
就該標本發出，並在作為證明本條例獲得遵守的依據時仍然有
效；及

(B) 顯示該標本曾在該地方加工或之前曾由另一地方運入該地方；
(b) 獲授權人員須已查驗該標本，以將它與該《公約》證明文件、代用證明
書、產地來源證明書或 (a)(iii)段提述的證明書 (視屬何情況而定)上的詳
情對照，並信納該等詳情啓合；及

(c) 該人須向該獲授權人員交出或安排向該獲授權人員交出 (b)段提述的文
件，以供保留及取消。

(2) 在本條中，“產地來源證明書” (certificate of origin)就源自香港以外某地方的
標本而言，指符合下述說明的證明書——

(a) 由該地方的有關主管當局就該標本發出，並在作為證明本條例獲得遵守
的依據時仍然有效；及

(b) 符合附表 3第 2部中適用於該證明書的條文。

20.《公約》前標本的管有或控制

任何人如證明下述事項並令署長信納，即可管有或控制附錄 I物種或附錄 II物種
的標本——

(a) 他管有關乎該標本的《公約》前證明書；
(b) 該標本是在 1976年 8月 6日之前進口，或是在該日期之前從公海引

進；或
(c) (如該標本是在該日期當日或之後進口，或是在該日期當日或之後從公海
引進)該標本的進口或從公海引進並無違反已廢除條例或本條例 (以當時
屬有效者為準)的任何條文。

21. 附錄 II物種的標本的管有或控制

(1) 任何人如以文件證據或其他證據證明下述事項並令署長信納，即可管有或控
制附錄 II物種的標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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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該標本並非源自野生的活體動物或植物，亦非根據第 2(2)條須視為附錄
II物種的標本的活體動物或植物；及

(b) (如屬該物種在附錄 I及附錄 II均有指明的情況)該物種不屬附錄 I所列
的種群。

(2) 在第 (1)款中，“文件證據” (documentary evidence)包括 (但不限於)前許可
證、代用證明書或其他《公約》證明文件。

22. 過境的標本的進口、再出口及管有或控制

(1) 任何人可進口、再出口或管有或控制過境的列明物種的標本 (活體動物除
外)，前提是在該標本進入香港境內時，他須向獲授權人員出示或安排向獲授權人員出
示關乎該標本的《公約》證明文件或代用證明書。

(2) 任何人可進口、再出口或管有或控制過境的屬列明物種的活體動物，前提
是——

(a) 在該動物進入香港境內時，他須向獲授權人員出示或安排向獲授權人員
出示關乎該動物的《公約》證明文件或代用證明書；及

(b) 除第 (3)款另有規定外，在擬將該動物運入香港的日期前最少 3個工作
天，署長收到向他發出的書面通知，而該通知——

(i) 提供對該動物的描述及該動物的詳情；
(ii) 述明擬將該動物運入香港的日期；及

(iii) (如該動物由船隻、車輛、鐵路列車或飛機運入香港)提供有關船
隻、車輛、鐵路列車或飛機的詳情，使署長能於它抵達香港時立即
找出其所在。

(3) 署長可藉在憲報刊登的公告，概括地或為任何目的或藉提述任何特殊情況而
就某列明物種指明某個數目的工作天，以代替第 (2)(b)款提述的工作天數目。

(4) 在本條中，“工作天” (working day)指不屬公眾假日，亦不屬《釋義及通則條
例》(第 1章)第 71條所指的黑色暴雨警告日或烈風警告日的任何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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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部

許可證

23. 許可證的發出

(1) 署長可在收到以指明表格向他提出的申請以及在附表 2訂明的費用已予繳付
後，發出用以——

(a) 進口；
(b) 從公海引進；
(c) 出口；
(d ) 再出口；或
(e) 管有或控制，

某列明物種的標本的許可證。
(2) 如批准某項根據本條提出的申請會違反《公約》下的任何規定，則署長不得批

准該項申請。
(3) 署長發出任何該等許可證時，可附加他認為適當的條件，包括比《公約》下的

任何規定嚴格的條件。
(4) 根據本條發出的許可證須——

(a) 採用指明表格；
(b) 指明許可證持有人的姓名或名稱及地址；
(c) 指明有關標本的數量及對該標本的描述；
(d ) 指明附加於許可證的條件 (如有的話)；及
(e) 指明許可證的有效期。

(5) 如附加於根據本條發出的許可證的任何條件遭違反，該許可證的持有人即屬
犯罪，一經定罪，可處第 5級罰款。

24. 延長許可證的有效期、將許可證續期及更改許可證

(1) 署長可在收到以指明表格向他提出的申請以及在附表 2訂明的費用已予繳付
後——

(a) 延長根據第 23(1)(a)、(b)、(c)或 (d )條發出的許可證的有效期；
(b) 將根據第 23(1)(e)條發出的許可證續期；或
(c) 以其他方式更改根據第 23條發出的許可證。

(2) 如批准某項根據本條提出的申請會違反《公約》下的任何規定，則署長不得批
准該項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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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拒絕根據第 23或 24條提出的申請

如署長拒絕根據第 23或 24條提出的申請，他須就該項拒絕向申請人發出書面通
知，述明拒絕原因。

26. 許可證的取消

(1) 如有下述情況，署長可取消根據第 23條發出的或根據第 24條獲延長有效
期、續期或更改的許可證——

(a) 附加於該許可證的任何條件遭違反；或
(b) 署長信納該許可證是因為申請人對任何事實的虛假表述或申請人的不法
作為而發出、獲延長有效期、續期或更改的。

(2) 如署長根據第 (1)款取消許可證，他須就該項取消向該許可證的持有人發出
書面通知，述明取消原因。

(3) 許可證持有人須在收到根據第 (2)款發出的取消通知後，立即將有關的許可
證向署長交出。

(4) 如許可證持有人根據第 46(1)條針對署長關於取消有關的許可證的決定而提
出上訴，署長須在上訴有待行政上訴委員會裁定的情況下將該許可證發還該持有人。

(5) 如行政上訴委員會維持署長關於取消有關的許可證的決定，有關的持有人須
在收到載有行政上訴委員會的決定的通知後，立即將該許可證向署長交出。

(6) 任何許可證持有人無合理辯解而沒有遵守第 (3)或 (5)款，即屬犯罪，一經定
罪，可處第 6級罰款。

第 6部

獲授權人員

27. 獲授權人員

(1) 署長可以書面授權任何公職人員行使本條例授予署長或獲授權人員的任何權
力和執行本條例委予署長或獲授權人員的任何職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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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署長可行使本條例授予獲授權人員的任何權力或執行本條例委予獲授權人員
的任何職責。

28. 要求出示證明本條例獲得遵守的
文件或其他證據的權力

(1) 如任何人管有或控制列明物種的標本，獲授權人員可要求該人出示該人用作
證明該項管有或控制沒有違反本條例的依據的任何文件或其他證據。

(2) 任何人無合理辯解而沒有遵從根據第 (1)款提出的要求，即屬犯罪，一經定
罪，可處第 6級罰款。

29. 要求提供學名及俗稱的權力

(1) 如獲授權人員合理地懷疑任何動物或植物 (不論是活體的或死體的)或其部
分——

(a) 正在或已經進口；
(b) 正在或已經從公海引進；
(c) 正在過境；
(d ) 正在或行將出口；或
(e) 正在或行將再出口，

並且屬列明物種的標本，他可要求管有或控制該動物、植物或部分的人提供其學名及
俗稱。

(2) 任何人——
(a) 無合理辯解而沒有遵從根據第 (1)款提出的要求；或
(b) 明知而作出虛假陳述以充作遵從該要求，

即屬犯罪，一經定罪，可處第 5級罰款。

30. 要求出示物品以供查驗的權力

如獲授權人員合理地懷疑任何物品——
(a) 正在或已經進口；
(b) 正在或已經從公海引進；
(c) 正在過境；
(d ) 正在或行將出口；
(e) 正在或行將再出口；或
( f ) 正由任何人管有或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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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且屬列明物種的標本，該獲授權人員可為核實本條例是否獲得遵守而在出示證明其
身分的書面證明後，截停管有或控制該物品的人，並要求該人出示該物品以供查驗。

31. 視察地方或處所的權力

(1) 如獲授權人員合理地懷疑有人正為商業目的而在任何地方或處所內存放列明
物種的標本，他可為核實本條例是否獲得遵守而在無須給予通知的情況下並在出示證
明其身分的書面證明後——

(a) 在合理時間內進入和視察該地方或處所；
(b) 查驗被懷疑為列明物種的標本的物品；及
(c) 要求出示在該地方或處所內的與本條例是否獲得遵守有關的任何文件，
並查驗、審核或複製該等文件。

(2) 獲授權人員不得根據第 (1)款進入——
(a) 任何純粹用作住宅用途的處所；或
(b) 任何處所中純粹用作住宅用途的任何部分。

32. 搜查及扣留的權力

(1) 如獲授權人員合理地懷疑已有、正有或即將有第 2或 3部所訂罪行在某船
隻、車輛、鐵路列車或飛機 (軍用船艦、軍用飛機或軍用車輛除外)之內或之上發生，
他可在出示證明其身分的書面證明後，截停、登上和搜查該船隻、車輛、鐵路列車或
飛機。

(2) 如獲授權人員合理地懷疑某人已犯、正犯或即將犯第 2或 3部所訂罪行，他
可在出示證明其身分的書面證明後——

(a) 截停和搜查該人，以及搜查該人的財產，以搜尋相當可能對該罪行的調
查有價值的任何物品 (不論就其本身或連同任何其他物品而言)；及

(b) 在該獲授權人員對有關的懷疑犯罪行為進行查訊期間，將該人扣留一段
合理時期。

2006年第 3號條例 《保護瀕危動植物物種條例》A62



33. 進入地方或處所的權力

(1) 如有經宣誓而作的告發使某裁判官信納在任何地方或處所內有任何可予檢取
的物品，或有任何相當可能是第 2或 3部所訂罪行的證據或包含該等證據的物品，則
該裁判官可藉手令授權任何獲授權人員進入 (如有需要可使用武力進入)和搜查該地方
或處所。

(2) 根據第 (1)款進入任何地方或處所的獲授權人員可帶同所需的人進入，而在
離開他所進入的無人佔用的地方或處所時，他須使該地方或處所在防禦侵入者方面的
狀況，是一如他在進入時所發現的該等狀況一樣。

(3) 根據第 (1)款發出的手令持續有效，直至需要進入有關的地方或處所的目的
已經達到為止。

34. 檢取的權力

(1) 獲授權人員可檢取、移走和扣留——
(a) 可予檢取的物品；
(b) 盛載被檢取的物品的容器、為該物品而使用或在與該物品有關連的情況
下使用的處理器具或其他器具；

(c) 伴隨被檢取動物的任何食物或飲料；或
(d ) 他覺得屬第 2或 3部所訂罪行已經發生的任何證據或包含該等證據的物

品。
(2) 就本部而言，任何物品在下述情況下即可予檢取——

(a) 獲授權人員合理地懷疑該物品——
(i) 正在或已經在違反本條例任何條文的情況下進口；

(ii) 正在或已經在違反本條例任何條文的情況下從公海引進；
(iii) 正在或行將在違反本條例任何條文的情況下出口；
(iv) 正在或行將在違反本條例任何條文的情況下再出口；或
(v) 正由任何人在違反本條例任何條文的情況下管有或控制；

(b) 該物品是動物或植物 (不論是活體的或死體的)或動物或植物的部分，而
任何人沒有就該物品遵從根據第 29(1)條提出的要求；

(c) 任何人沒有就該物品遵從根據第 30條提出的要求；或
(d ) 獲授權人員合理地懷疑任何人已就該物品違反第 44條。

(3) 獲授權人員無須就他在根據本條行使或本意是根據本條行使任何權力時真誠
地作出或不作出的任何事情，而承擔民事法律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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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被檢取物品的處置

(1) 署長可安排將根據第 34(1)條檢取的下述物品在檢取後隨即釋放、出售或以
其他方式處置——

(a) 符合以下情況的任何活體動物——
(i) 由於任何原因，署長關禁該動物並非切實可行；或

(ii) 該動物如遭關禁則相當可能會死亡或蒙受不必要的痛苦；
(b) 由於任何原因署長將之扣留並非切實可行的任何活體植物；
(c) 任何屬易毀消的物品。

(2) 除第 7部另有規定外，根據第 (1)款出售任何物品的售賣得益，須撥入政府
一般收入內。

36. 要求證明身分的權力

(1) 如獲授權人員合理地懷疑任何人已犯、正犯或即將犯本條例所訂罪行，他可
在沒有手令的情況下及在出示證明其身分的書面證明後，截停該人，或在該人身處船
隻、車輛、鐵路列車或飛機 (軍用船艦、軍用飛機或軍用車輛除外)之內或之上的情況
下，截停和登上該船隻、車輛、鐵路列車或飛機 (視屬何情況而定)，以要求該人——

(a) 述明其姓名及地址；及
(b) 出示其身分證明文件以供查驗。

(2) 任何人——
(a) 無合理辯解而沒有遵從根據第 (1)款提出的要求；或
(b) 明知而提供虛假或具誤導性的姓名或地址以充作遵從該要求，

即屬犯罪，一經定罪，可處第 6級罰款。
(3) 在本條中，“身分證明文件” (proof of identity)指《入境條例》(第 115章)第

17B條所指的身分證明文件。

37. 逮捕的權力

(1) 如獲授權人員合理地懷疑任何人已犯、正犯或即將犯第 2或 3部或第 38條
所訂罪行，他可在沒有手令的情況下逮捕該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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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如獲授權人員合理地懷疑任何人已犯、正犯或即將犯本條例所訂任何其他罪
行，他只有在覺得由於下述原因送達傳票並不切實可行的情況下，方可在沒有手令的
情況下逮捕該人——

(a) 該獲授權人員不知道和不能輕易確定該人的姓名；
(b) 該獲授權人員有合理理由懷疑該人應根據第 36條提出的要求而提供的
姓名並非該人的真實姓名；

(c) 該人未能應根據第 36條提出的要求提供令人滿意的送達地址；或
(d ) 該獲授權人員有合理理由懷疑該人應根據第 36條提出的要求而提供的
地址並非令人滿意的送達地址。

(3) 如可根據本條被逮捕的人強行反抗逮捕或企圖規避逮捕，獲授權人員可用一
切所需的合理手段執行逮捕。

(4) 如獲授權人員根據本條逮捕任何人，他須立即將該人帶往最近的警署或交付
警務人員看管，以按照《警隊條例》(第 232章)處理該人。

38. 妨礙

任何人無合理辯解而妨礙獲授權人員根據第 30、 31、 32、 33、 34、 36或 37
條行使任何權力，即屬犯罪，一經定罪，可處第 6級罰款及監禁 1年。

第 7部

沒收

39. 第 7部的釋義

在本部中——
“根據第 34(1)條檢取的物品” (thing seized under section 34(1))指根據第 34(1)(a)條檢

取的物品，並包括根據第 34(1)(b)、(c)或 (d )條在與該物品有關連的情況下檢取
的任何其他物品；

“售賣得益” (proceeds of sale)就根據第 34(1)條檢取的物品而言，指出售該物品的售
賣得益 (如該物品已根據第 35條出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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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發還或沒收就根據第 2或 3部檢控的
罪行而檢取的物品

(1) 如任何人被裁定犯第 2或 3部所訂罪行，法庭或裁判官可命令將任何在與該
罪行有關連的情況下自某人處檢取而不屬列明物種的標本的根據第 34(1)條檢取的物
品或其售賣得益——

(a) 發還該某人或該物品的擁有人；或
(b) 沒收歸政府所有。

(2) 如任何人被裁定犯第 2或 3部所訂罪行，任何根據第 34(1)條在與該罪行有
關連的情況下檢取的列明物種的標本或其售賣得益 (如該標本已根據第 35條出售)須
被沒收歸政府所有，而無需命令。

(3) 如根據第 2或 3部就自某人處檢取的根據第 34(1)條檢取的物品檢控某罪
行，而在有關的法律程序中沒有被告人被裁定犯該罪行，則法庭或裁判官可命令將該
物品或其售賣得益——

(a) 發還該人或該物品的擁有人；或
(b) 沒收歸政府所有。

41. 根據第 29或 44條檢控罪行時發還
或沒收被檢取的物品

如根據第 29或 44條檢控某罪行，則不論有否被告人在有關的法律程序中被裁定
犯該罪行，法庭或裁判官可命令將該檢控所關乎的自某人處檢取的任何根據第
34(1)條檢取的物品或其售賣得益——

(a) 發還該人或該物品的擁有人；或
(b) 沒收歸政府所有。

42. 沒有檢控罪行時發還或沒收被檢取的物品

(1) 如任何物品已根據第 34(1)條被檢取，但沒有就該物品提出第 2或 3部或第
29或 44條所訂罪行的檢控，則獲授權人員可向法庭或裁判官申請就該物品或其售賣
得益而作出的命令。

(2) 法庭或裁判官可應根據第 (1)款提出的申請，命令自某人處檢取的有關物品
或其售賣得益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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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發還該人或該物品的擁有人；或
(b) 沒收歸政府所有。

(3) 如——
(a) 根據第 34(1)條檢取的物品由署長管有或控制；及
(b) 該物品遭其擁有人放棄，或署長覺得該物品已遭其擁有人放棄，

獲授權人員可向法庭或裁判官申請就該物品而作出的命令。
(4) 法庭或裁判官可應根據第 (3)款提出的申請，在信納有關物品的擁有人身分

不詳或不能尋獲的情況下，命令將該物品沒收歸政府所有。

43. 被沒收物品的處置等

(1) 署長可按他認為合適的方式出售或以其他方式處置任何根據第 34(1)條檢取
並根據本部沒收歸政府所有的物品。

(2) 根據第 (1)款出售任何物品的售賣得益，須撥入政府一般收入內。
(3) 任何人如認為將任何根據第 42(4)條作出的命令被沒收歸政府所有的物品出

售或處置令他受屈，則可在該物品被出售或處置後的 6個月內向法庭或裁判官作出投
訴。

(4) 如有投訴根據第 (3)款作出，法庭或裁判官可在信納投訴人具有有關物品的
所有權的情況下，命令向投訴人支付一筆法庭或裁判官認為公平的款項作為補償。

第 8部

雜項條文

44. 提供虛假資料

(1) 任何人根據第 23或 24條提出申請時提供任何以下資料，或提供任何以下資
料充作遵守本條例的規定，即屬犯罪——

(a) 他明知或相信屬虛假或不相信是真實的資料；或
(b) 他明知或相信在任何要項上具誤導性的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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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任何人藉廣告或任何其他方式聲稱、表示或顯示某物品是列明物種的標本，
但他自己並不相信該項聲稱、表示或顯示屬真實的，即屬犯罪。

(3) 任何人犯第 (1)或 (2)款所訂罪行，一經定罪，可處第 6級罰款及監禁 6個
月。

45. 對舉報人的保障

(1) 除第 (3)款另有規定外——
(a) 關乎本條例所訂罪行的舉報人的身分的資料，不得在任何民事或刑事法
律程序中獲接納為證據；及

(b) 在任何民事或刑事法律程序中的證人無須亦不得獲准——
(i) 披露曾就本條例所訂罪行向署長、任何獲授權人員或警方提供資料
的任何舉報人的姓名或地址，或披露曾就該等罪行以任何方式協助
署長、任何獲授權人員或警方的任何人的姓名或地址；或

(ii) 在對任何問題的答案會致使或可能致使該舉報人或協助人的姓名或
地址被揭露的情況下，回答該問題，

但如該舉報人或協助人本身亦是該法律程序中的證人，則屬例外。
(2) 如在任何民事或刑事法律程序中，作為證據或可予查閱的任何簿冊、文件或

字據中，載有包含第 (1)(b)(i)款所提述的舉報人或協助人的姓名或描述或可能致使其
身分被揭露的記項，則法庭或裁判官須安排將所有該等段落遮掩或塗去，但以保障該
舉報人或協助人 (視屬何情況而定)免其身分被揭露而需遮掩或塗去者為限。

(3) 如——
(a) 在為本條例所訂罪行而進行的法律程序中，法庭或裁判官經全面研訊有
關個案後，信納舉報人作出舉報人明知或相信屬虛假或不相信屬真實的
具關鍵性的陳述；或

2006年第 3號條例 《保護瀕危動植物物種條例》A74



(b) 在其他法律程序中，法庭或裁判官認為若不披露舉報人或曾協助署長、
任何獲授權人員或警方的人的姓名，會令該法律程序的有關各方不能得
到完全公正的對待，

則法庭或裁判官可要求出示原本的資料，以及可准許查詢及可要求就有關的舉報人或
協助人作出全面的披露。

46. 向行政上訴委員會提出上訴

(1) 如署長作出關乎以下事項的決定而任何人因該決定而感到受屈——
(a) 拒絕根據第 23條發出許可證；
(b) 根據第 24條申請延長許可證的有效期或將許可證續期；
(c) 根據第 24條申請更改許可證；
(d ) 在根據第 23條發出的或根據第 24條獲延長有效期、續期或更改的許可
證上指明的任何條件；或

(e) 根據第 26條取消許可證，
該人可在收到該決定的通知的 21天內，向行政上訴委員會提出針對該決定的上訴。

(2) 凡上訴所針對的決定關乎第 (1)(b)款所提及的事項，則儘管有關許可證的有
效期已屆滿，該許可證須視為在其條件的規限下繼續有效，直至行政上訴委員會就上
訴作出裁決為止。

(3) 凡上訴所針對的決定關乎第 (1)(c)款所提及的事項，則有關許可證在有待行
政上訴委員會就上訴作出裁決期間不得更改。

(4) 凡上訴所針對的決定關乎第 (1)(d )或 (e)款所提及的事項，則該決定在有待
行政上訴委員會就上訴作出裁決期間不得生效。

47. 豁免令

(1) 為使《公約》或《公約》文書中任何關於就附錄 I物種的進口、從公海引進、
出口或再出口作出的豁免的部分能在香港具有法律效力，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可藉
在憲報刊登的命令，概括地或為任何目的或藉提述任何情況，以及有條件或無條件地
豁免下述人士或標本，使其不受第 5、 6、 7或 8條的規限——

(a) 某人或某組別或類別的人；或
(b) 某附錄 I物種的標本，或某組別或類別的附錄 I物種的標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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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為使《公約》或《公約》文書中任何關於就附錄 II物種或附錄 III物種的
進口、從公海引進、出口或再出口作出的豁免的部分能在香港具有法律效力，局長可
藉在憲報刊登的命令，概括地或為任何目的或藉提述任何情況，以及有條件或無條
件地豁免下述人士或標本，使其不受第 11、 12、 13或 14條 (視屬何情況而定)的規
限——

(a) 某人或某組別或類別的人；或
(b) 某附錄 II物種或附錄 III物種的標本，或某組別或類別的附錄 II物種或

附錄 III物種的標本。
(3) 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可藉在憲報刊登的命令，就任何附錄 I物種的管有或

控制概括地或為任何目的或藉提述任何情況，或就任何個案，以及有條件或無條件地
豁免下述人士或標本，使其不受第 9條的規限——

(a) 某人或某組別或類別的人；或
(b) 某附錄 I物種的標本，或某組別或類別的附錄 I物種的標本。

(4) 在沒有違反《公約》下任何規定的情況下，局長可藉在憲報刊登的命令，就任
何屬附錄 II物種的活體標本的進口概括地或為任何目的或藉提述任何情況，或就任何
個案，以及有條件或無條件地豁免下述人士或標本，使其不受第 11條的規限——

(a) 某人或某組別或類別的人；或
(b) 某附錄 II物種的標本，或某組別或類別的附錄 II物種的標本。

(5) 局長可藉在憲報刊登的命令，就任何附錄 II物種的管有或控制概括地或為任
何目的或藉提述任何情況，或就任何個案，以及有條件或無條件地豁免下述人士或標
本，使其不受第 15條的規限——

(a) 某人或某組別或類別的人；或
(b) 某附錄 II物種的標本，或某組別或類別的附錄 II物種的標本。

48. 修訂附表的權力

(1) 局長可藉在憲報刊登的命令，修訂任何附表。
(2) 如在修訂附表 1的命令的生效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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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有人正管有或控制附錄 I物種或附錄 II物種的標本；而
(b) 在該生效日期前，第 9(1)或 15(1)條並不適用於該標本，

則除非該命令另有述明，否則第 9(1)或 15(1)條 (視屬何情況而定)僅在該生效日期後
的 3個月屆滿時才適用於該標本。

49. 諮詢委員會

(1) 行政長官可成立諮詢委員會，其成員由行政長官委任。
(2) 諮詢委員會須就署長向該會提交的與施行本條例有關連的任何問題，向署長

提供意見。
(3) 根據已廢除條例第 14條成立的諮詢委員會，須視為根據本條成立的諮詢委

員會。
(4) 任何人如在緊接本條的生效日期前屬根據已廢除條例第 14條成立的諮詢委

員會的成員，須視為按照與在緊接該生效日期前適用於該人的條款及條件相同的條款
及條件，而獲委任的根據本條成立的諮詢委員會的成員。

50. 署長及獲授權人員須遵從行政長官的指示

(1) 行政長官可就署長或獲授權人員根據本條例行使權力或執行職責的事宜，概
括地或就任何個案作出他認為合適的指示。

(2) 署長及每名獲授權人員根據本條例行使權力或執行職責時，須遵從行政長官
根據第 (1)款作出的指示。

51. 署長可指明表格

署長可指明為本條例的施行而須使用的任何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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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再出口證明書的發出

署長可在收到以指明表格向他提出的申請以及在附表 2訂明的費用已予繳付後，
就動物或植物，或動物或植物的任何部分或衍生物，發出再出口證明書，以便利申請
人符合任何締約國就《公約》而施加的規定。

53. 局長訂立規例的權力

局長可藉訂立規例就以下事項訂定條文——
(a) 為施行本條例而登記任何科學機構；
(b) 使《公約》文書任何部分 (在經修改或不經修改的情況下)能在香港具有
法律效力的任何事項；及

(c) 附屬或附帶於 (a)及 (b)段所指明的事項的任何事項。

第 9部

《動植物 (瀕危物種保護)條例》及其
附屬法例的廢除以及過渡性條文

54.《動植物 (瀕危物種保護)條例》的廢除

《動植物 (瀕危物種保護)條例》(第 187章)及《動植物 (瀕危物種保護) (豁免)令》
(第 187章，附屬法例 A)現予廢除。

55. 與《動植物 (瀕危物種保護)條例》
有關的過渡性條文

(1) 在本條中，“有關日期” (relevant date)指本條例的生效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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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緊接有關日期前，如有待決的——
(a) 前許可證的申請；或
(b) 更改前許可證、延長前許可證的有效期或將前許可證續期的申請，

則該申請須視為根據第 23(1)(a)、(b)、(c)、(d )或 (e)條 (視屬何情況而定)提出的許可
證申請。

(3) 在緊接有關日期前有效的前許可證——
(a) 須視為根據第 23(1)(a)、(b)、(c)、(d )或 (e)條 (視屬何情況而定)發出的
許可證；及

(b) 除第 26條另有規定外，繼續有效，直至許可證上指明的有效期屆滿為
止。

(4) 在緊接有關日期前根據已廢除條例第 17條存續的上訴權利，須視為根據第
46(1)(a)、(b)、(c)、(d )或 (e)條 (視屬何情況而定)針對某項決定而向行政上訴委員會
提出上訴的權利。

(5) 在緊接有關日期前根據已廢除條例第 17條待決的上訴，須視為根據第
46(1)(a)、(b)、(c)、(d )或 (e)條 (視屬何情況而定)針對某項決定而向行政上訴委員會
提出的上訴而予以處理。

(6) 如——
(a) 在緊接有關日期前，有人正管有或控制附錄 I物種或附錄 II物種的標
本；而

(b) 根據在緊接有關日期前有效的已廢除條例第 6條並無須就該標本訂明領
有許可證的規定，

則第 9(1)或 15(1)條 (視屬何情況而定)僅在有關日期後的 6個月屆滿時才適用於該標
本。

第 10部

相應修訂

《公職指定》

56. 修訂附表

《公職指定》(第 1章，附屬法例 C)的附表現予修訂，廢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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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漁農自然護理署署長 動植物 (瀕臨絕種生物保護)條例 (第 187
章)，第 7、 10及 15條。

漁農自然護理署署長 動植物 (瀕臨絕種生物保護) (豁免)令 (第 187
章，附屬法例)，第 1A及 3條。”。

《香港海關條例》

57. 第 17及 17A條內提述的條例

《香港海關條例》(第 342章)附表 2現予修訂，廢除 “《動植物 (瀕危物種保護)條
例》(第 187章)”而代以 “《保護瀕危動植物物種條例》(2006年第 3號)”。

《行政上訴委員會條例》

58. 修訂附表

《行政上訴委員會條例》(第 442章)的附表現予修訂，加入——
“63. 《保護瀕危動植物物種條 漁農自然護理署署長、漁農自然護理署副署長

例》(2006年第 3號) 或漁農自然護理署任何一名助理署長作出的關
於以下事項的決定——

(a) 拒絕根據第 23條發出許可證；
(b) 根據第 24條申請延長許可證的有效

期或將許可證續期；
(c) 根據第 24條申請更改許可證；
(d ) 在根據第 23條發出的或根據第 24條
獲延長有效期、續期或更改的許可證
上指明的任何條件；或

(e) 根據第 26條取消許可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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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 [第 2及 48條]

列明物種

第 1部

《附錄》釋義

1. 《附錄》所列的物種——
(a) 以物種的名稱提述；或
(b) 指一個較高級分類單元或其特指的部分所包括的全部物種。

2. 縮寫 “spp.”用以指一個較高級分類單元的所有物種。

3. 其他對物種以上的較高級分類單元的提述僅供資料查考或分類之用。在本條例的
英文文本中，英文俗稱 (如知悉的話)置於學名之後的角形括號 (< >)內。在本條例的
中文文本中，中文俗稱或學名的中文翻譯 (如知悉的話 )置於學名之後的角形括
號 (< >)內。在目、科及屬的學名之後列出俗稱的用意，是為顯示列入《附錄》的屬於
有關的目、科或屬的物種。

4. 以下縮寫用於物種以下的植物分類單元——
(a) 縮寫 “ssp.”用以指亞種；及
(b) 縮寫 “var(s).”用以指變種。

5. 鑑於未對附錄Ⅰ所列的植物物種或較高級分類單元註明須按照《公約》第三條的條
文規管其雜交種，這意味產生自一個或多於一個該等物種或分類單元的人工培植雜交
種可憑藉人工培植證明書而用於貿易，而這些雜交種的種子、花粉 (包括花
粉塊)、切花、幼苗或源於體外培養、置於固體或液體培養基中、以經消毒容器運輸的
組織培養物，均不受本條例的條文規限。

6. 附錄 III中物種名稱後括號內的地方名稱，是提出將這些物種列入該附錄的締約
國名稱。

7. 附錄 II物種或附錄 III物種的名稱旁出現的符號 (#)及隨後的編號，表示為施行
本條例而就有關物種按以下說明指定其部分或衍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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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指定所有部分和衍生物，但下述項目除外——
(a) 種子、孢子和花粉 (包括花粉塊)；
(b) 源於體外培養、置於固體或液體培養基中、以經消毒容器運輸的幼苗或組織
培養物；及

(c) 人工培植植物的切花。
#2 指定所有部分和衍生物，但下述項目除外——

(a) 種子和花粉；
(b) 源於體外培養、置於固體或液體培養基中、以經消毒容器運輸的幼苗或組織
培養物；

(c) 人工培植植物的切花；及
(d ) 化學衍生物和醫藥製成品。

#3 指定根的整體、切片和部分，不包括經加工的部分或衍生物，如粉末、藥片、萃
取物、滋補品、茶類飲品及糕點製品。
#4 指定所有部分和衍生物，但下述項目除外——

(a) 種子 (源自墨西哥的墨西哥仙人掌的種子除外)及花粉；
(b) 源於體外培養、置於固體或液體培養基中、以經消毒容器運輸的幼苗或組織
培養物；

(c) 人工培植植物的切花；
(d ) 移植或人工培植植物的果實、其部分及衍生物；及
(e) 移植或人工培植的 genus Opuntia subgenus Opuntia〈黃毛掌屬黃毛掌亞屬〉

植物的莖節 (葉枕)、其部分及衍生物。
#5 指定原木、鋸材和面板。
#6 指定原木、鋸材、面板和膠合板。
#7 指定原木、木片和未加工的碎料。
#8 指定所有部分和衍生物，但下述項目除外——

(a) 種子和花粉 (包括花粉塊)；
(b) 源於體外培植、置於固體或液體培養基中、以經消毒容器運輸的幼苗或組織
培養物；

(c) 人工培植植物的切花；及
(d ) 人工培植的 Vanilla〈香果蘭屬〉植物的果實、其部分及衍生物。

#9 指定所有部分和衍生物，但附有以下標籤者除外：“Produced from Hoodia spp.
material obtained through controlled harvesting and production in collaboration with
the CITES Management Authorities of Botswana/Namibia/South Africa under
agreement no. BW/NA/ZA xxxxxx”。
#10 指定所有部分和衍生物，但下述項目除外——

(a) 種子和花粉；及
(b) 醫藥製成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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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部

《附錄》

附錄 I 附錄 II 附錄 III

F A U N A <動物 >

C H O R D A T A <脊索動物門 >

MAMMALIA 
<哺乳綱：哺乳動物 >

MONOTREMATA <單孔目 >

Tachyglossidae <針鼴科 >

Zaglossus spp. <原針鼴屬
所有種 >

DASYUROMORPHIA <脊尾袋鼠目 >

Dasyuridae <袋鼬科 >

Sminthopsis longicaudata
<長尾狹足袋鼩 >

Sminthopsis psammophila
<沙丘狹足袋鼩 >

Thylacinidae <袋狼科 >

Thylacinus cynocephalus
<袋狼 > (可能已滅絕)

PERAMELEMORPHIA <袋狸目 >

Peramelidae <袋狸科 >

Chaeropus ecaudatus <豚
足袋狸 > (可能已滅絕)

Macrotis lagotis <兔耳袋
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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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crotis leucura <小兔耳
袋狸 >

Perameles bougainville 
<紋袋狸 >

DIPROTODONTIA <袋貂目 >

Phalangeridae <袋貂科 >

Phalanger orientalis 
<灰袋貂 >

Spilocuscus maculatus 
<斑袋貂 >

Vombatidae <袋熊科 >

Lasiorhinus krefftii <昆士
蘭毛吻袋熊 >

Macropodidae <碩袋鼠科 >

Dendrolagus inustus <灰
樹袋鼠 >

Dendrolagus ursinus <擬
熊樹袋鼠 >

Lagorchestes hirsutus 
<蓬毛兔袋鼠 >

Lagostrophus fasciatus 
<紋兔袋鼠 >

Onychogalea fraenata 
<轡甲尾袋鼠 >

Onychogalea lunata 
<新月甲尾袋鼠 >

附錄 I 附錄 II 附錄 III



Potoroidae <泊托袋鼠科 >

Bettongia spp. <草原袋鼠
屬所有種 >

Caloprymnus campestris 
<荒漠袋鼠 > (可能已滅
絕)

SCANDENTIA <樹鼩目 >

Tupaiidae <樹鼩科 >

Tupaiidae spp. <樹鼩科
所有種 >

CHIROPTERA <翼手目 >

Phyllostomidae <葉口蝠科 >

Platyrrhinus lineatus <白
㵟蝠 > (烏拉圭)

Pteropodidae <狐蝠科 >

Acerodon spp. <利齒狐蝠
屬所有種 > (附錄 I所列物
種除外)

Acerodon jubatus <鬃毛利
齒狐蝠 >

Acerodon lucifer
<齒狐蝠 > (可能已滅絕)

Pteropus spp. <狐蝠屬所
有種 > (附錄 I所列物種除
外)

Pteropus insularis <魯克
狐蝠 >

附錄 I 附錄 II 附錄 I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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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teropus mariannus 
<馬里亞那狐蝠 >

Pteropus molossinus 
<東加羅林狐蝠 >

Pteropus phaeocephalus 
<黑首狐蝠 >

Pteropus pilosus 
<絨狐蝠 >

Pteropus samoensis <薩摩
亞狐蝠 >

Pteropus tonganus <海島
狐蝠 >

PRIMATES <靈長目 >

PRIMATES spp. <靈長
目所有種，例如：猴、
猿、狐猴、懶猴、狨猴、
絹毛猴 > (附錄 I所列物種
除外)

Lemuridae <狐猴科 >

Lemuridae spp. <狐猴科
所有種 >

Megaladapidae <鼬狐猴科 >

Megaladapidae spp. <鼬
狐猴科所有種 > (可能已滅
絕)

Cheirogaleidae <鼠狐猴科 >

Cheirogaleidae spp. <鼠
狐猴科所有種 >

Indridae <大狐猴科 >

Indridae spp. <大狐猴科
所有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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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ubentoniidae <指猴科 >

Daubentonia
madagascariensis <指猴 >

Callitrichidae <狨科 >

Callimico goeldii <節尾
猴 >

Callithrix aurita 
<白耳狨 >

Callithrix flaviceps <黃冠
狨 >

Leontopithecus spp. <獅
面狨屬所有種 >

Saguinus bicolor <黑白
狨 >

Saguinus geoffroyi <斑
狨 >

Saguinus leucopus <白足
狨 >

Saguinus oedipus <棉頂
狨 >

Cebidae <懸猴科 >

Alouatta coibensis <科島
吼猴 >

Alouatta palliata <長毛吼
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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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ouatta pigra <懶吼猴 >

Ateles geoffroyi frontatus
<黑眉蛛猴 >

Ateles geoffroyi
panamensis <赤蛛猴 >

Brachyteles arachnoides 
<絨毛蛛猴 >

Cacajao spp. <禿猴屬所
有種 >

Chiropotes albinasus <白
鼻僧面猴 >

Lagothrix flavicauda <黃
尾絨毛猴 >

Saimiri oerstedii <赤背松
鼠猴 >

Cercopithecidae <猴科 >

Cercocebus galeritus
galeritus <敏白眉猴 >

Cercopithecus diana <黛
安娜長尾猴 >

Macaca silenus <獅尾猴 >

Mandrillus leucophaeus 
<灰狒狒 >

Mandrillus sphinx <山
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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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salis concolor <豚尾葉
猴 >

Nasalis larvatus <長鼻
猴 >

Presbytis potenziani <門
島葉猴 >

Procolobus pennantii kirkii
<彭氏疣猴 >

Procolobus rufomitratus 
<塔納疣猴 >

Pygathrix spp. <白臀葉猴
屬所有種 >

Semnopithecus entellus 
<長尾葉猴 >

Trachypithecus geei <金葉
猴 >

Trachypithecus pileatus 
<戴帽葉猴 >

Hylobatidae <長臂猿科 >

Hylobatidae spp. <長臂
猿科所有種 >

Hominidae <人科 >

Gorilla gorilla <大猩猩 >

Pan spp. <黑猩猩屬所有
種 >

Pongo pygmaeus <猩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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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ENARTHRA <貧齒目 >

Myrmecophagidae <食蟻獸科 >

Myrmecophaga tridactyla
<食蟻獸 >

Tamandua mexicana <墨
西哥食蟻獸 > (危地馬拉)

Bradypodidae <樹懶科 >

Bradypus variegatus <褐
喉樹懶 >

Megalonychidae <二趾樹懶科 >

Choloepus hoffmanni <霍
氏樹懶 > (哥斯達黎加)

Dasypodidae <犰狳科 >

Cabassous centralis <五趾
裸尾犰狳 > (哥斯達黎加)

Cabassous tatouay <阿根
廷裸尾犰狳 > (烏拉圭)

Chaetophractus nationi 
<納氏毛犰狳 > (已規定每
年出口限額為零。所有標
本須當作為附錄 I所列物
種的標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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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iodontes maximus <大
犰狳 >

PHOLIDOTA <鱗甲目 >

Manidae <穿山甲科 >

Manis spp. <穿山甲屬所
有種 > (從野外移走的
Manis crassicaudata <印
度穿山甲 >、M. javanica
<馬來穿山甲 > 和M.
pentadactyla <穿山甲 >
的標本並主要作商業目的
貿易的，已規定每年出口
限額為零)

LAGOMORPHA <兔形目 >

Leporidae <兔科 >

Caprolagus hispidus <阿
薩密兔 >

Romerolagus diazi <火山
兔 >

RODENTIA <嚙齒目 >

Sciuridae <松鼠科 >

Cynomys mexicanus <墨
西哥草原犬鼠 >

Epixerus ebii <非洲棕櫚
松鼠 > (加納)

Marmota caudata <長尾
旱獺 > (印度)

附錄 I 附錄 II 附錄 III

2006年第 3號條例 《保護瀕危動植物物種條例》——附表 1A108



Marmota himalayana <喜
馬拉雅旱獺 > (印度)

Ratufa spp. <巨松鼠屬所
有種 >

Sciurus deppei <德氏松
鼠 > (哥斯達黎加)

Anomaluridae <鱗尾松鼠科 >

Anomalurus beecrofti <西
非鱗尾松鼠 > (加納)

Anomalurus derbianus <鱗
尾松鼠 > (加納)

Anomalurus pelii <佩氏鱗
尾松鼠 > (加納)

Idiurus macrotis <長耳鱗
尾松鼠 > (加納)

Muridae <鼠科 >

Leporillus conditor <刺巢
鼠 >

Pseudomys praeconis <鯊
灣偽鼠 >

Xeromys myoides <偽沼
鼠 >

Zyzomys pedunculatus 
<中澳白尾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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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ystricidae <豪豬科 >

Hystrix cristata <非洲冕
豪豬 > (加納)

Erethizontidae <美洲豪豬科 >

Sphiggurus mexicanus <墨
西哥樹豪豬 > (洪都拉斯)

Sphiggurus spinosus <多
刺卷尾豪豬 > (烏拉圭)

Agoutidae <駝鼠科 >

Agouti paca <駝鼠 > (洪
都拉斯)

Dasyproctidae <刺豚鼠科 >

Dasyprocta punctata <刺
豚鼠 > (洪都拉斯)

Chinchillidae <毛絲鼠科 >

Chinchilla spp. <毛絲鼠屬
所有種，龍貓鼠 > (家養型
標本不受本條例的條文規
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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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TACEA <鯨目 >

CETACEA spp. <鯨目所
有種，例如：海豚、鯨 >
(附錄Ⅰ所列物種除外。從
野外移走的 Tursiops
truncatus <寬吻海豚 > 黑
海種群的活體標本並主要
作商業目的貿易的，已規
定每年出口限額為零)

Platanistidae <淡水豚科 >

Lipotes vexillifer <白鰭
豚 >

Platanista spp. <囱河喙豚
屬所有種 >

Ziphiidae <喙鯨科 >

Berardius spp. <拜氏鯨屬
所有種 >

Hyperoodon spp. <巨齒鯨
屬所有種 >

Physeteridae <抹香鯨科 >

Physeter catodon <抹香
鯨 >

Delphinidae <海豚科 >

Orcaella brevirostris <伊
河豚 >

Sotalia spp. <白海豚屬所
有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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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usa spp. <駝海豚屬所
有種 >

Phocoenidae <鼠海豚科 >

Neophocaena phocaenoides
<江豚 >

Phocoena sinus <海灣鼠
海豚 >

Eschrichtiidae <灰鯨科 >

Eschrichtius robustus <灰
鯨 >

Balaenopteridae <鬚鯨科 >

Balaenoptera acutorostrata
<小 鯨 > (被列入附錄 II
的西格陵蘭種群除外)

Balaenoptera bonaerensis
<南極鬚鯨 >

Balaenoptera borealis <
鯨 >

Balaenoptera edeni <鯷
鯨 >

Balaenoptera musculus 
<藍鯨 >

Balaenoptera physalus 
<長鬚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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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gaptera novaeangliae 
<座頭鯨 >

Balaenidae <露脊鯨科 >

Balaena mysticetus <北極
露脊鯨 >

Eubalaena spp. <露脊鯨
屬所有種 >

Neobalaenidae <侏露脊鯨科 >

Caperea marginata <侏露
脊鯨 >

CARNIVORA <食肉目 >

Canidae <犬科 >

Canis aureus <亞洲胡狼 >
(印度)

Canis lupus <狼 > (僅
不丹、印度、尼泊爾和巴
基斯坦種群；所有其他種
群均被列入附錄 II)

Canis lupus <狼 > (附錄 I
所列的不丹、印度、尼泊
爾和巴基斯坦種群除外)

Cerdocyon thous <食蟹胡
狼 >

Chrysocyon brachyurus 
<鬃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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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on alpinus <豺 >

Pseudalopex culpaeus <厄
瓜多爾胡狼 >

Pseudalopex griseus <阿
根廷胡狼 >

Pseudalopex gymnocercus
<巴拉圭胡狼 >

Speothos venaticus <藪
犬 >

Vulpes bengalensis <孟加
拉狐 > (印度)

Vulpes cana <阿富汗狐 >

Vulpes vulpes griffithi <赤
狐阿富汗亞種 > (印度)

Vulpes vulpes montana 
<赤狐喜馬拉雅亞種 > (印
度)

Vulpes vulpes pusilla <赤
狐旁遮普亞種 > (印度)

Vulpes zerda <耳廓狐 >

Ursidae <熊科 >

Ursidae spp. <熊科所有
種 > (附錄 I所列物種除
外)

Ailuropoda melanoleuca 
<大熊貓 >

Ailurus fulgens <小熊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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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larctos malayanus <馬
來熊 >

Melursus ursinus <懶熊 >

Tremarctos ornatus <南美
熊 >

Ursus arctos <棕熊 > (僅
不丹、中國、墨西哥和蒙
古種群；所有其他種群均
被列入附錄 II)

Ursus arctos isabellinus 
<喜馬拉雅棕熊 >

Ursus thibetanus <黑熊 >

Procyonidae <浣熊科 >

Bassaricyon gabbii <加氏
犬浣熊 > (哥斯達黎加)

Bassariscus sumichrasti 
<中美蓬尾浣熊 > (哥斯達
黎加)

Nasua narica <南浣熊 >
(洪都拉斯)

Nasua nasua solitaria <南
巴西浣熊 > (烏拉圭)

Potos flavus <蜜熊 > (洪
都拉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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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ustelidae <鼬科 >

Lutrinae <水獺亞科 >

Lutrinae spp. <水獺亞科
所有種 > (附錄Ⅰ所列物種
除外)

Aonyx congicus <扎伊爾
小爪水獺 > (僅喀麥隆和尼
日利亞種群；所有其他種
群均被列入附錄 II)

Enhydra lutris nereis <海
獺 >

Lontra felina <秘魯水
獺 >

Lontra longicaudis <長尾
水獺 >

Lontra provocax <智利水
獺 >

Lutra lutra <水獺 >

Pteronura brasiliensis <大
水獺 >

Mellivorinae <密獾亞科 >

Mellivora capensis <密
獾 > (博茨瓦納、加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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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phitinae <臭鼬亞科 >

Conepatus humboldtii <巴
塔戈尼亞獾臭鼬 >

Mustelinae <鼬亞科 >

Eira barbara <狐鼬 > (洪
都拉斯)

Galictis vittata <南美毿
鼬 > (哥斯達黎加)

Martes flavigula <黃喉
貂 > (印度)

Martes foina intermedia 
<石貂中亞亞種 > (印度)

Martes gwatkinsii <格氏
貂 > (印度)

Mustela altaica <香鼬 >
(印度)

Mustela erminea ferghanae
<白鼬印度北部亞種 > (印
度)

Mustela kathiah <黃腹
鼬 > (印度)

Mustela nigripes <黑足
鼬 >

Mustela sibirica <黃鼬 >
(印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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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verridae <靈貓科 >

Arctictis binturong <熊
狸 > (印度)

Civettictis civetta <非洲靈
貓 > (博茨瓦納)

Cryptoprocta ferox <馬
島 >

Cynogale bennettii <獺靈
貓 >

Eupleres goudotii <尖吻靈
貓 >

Fossa fossana <馬島靈
貓 >

Hemigalus derbyanus <縞
椰子貓 >

Paguma larvata <果子
狸 > (印度)

Paradoxurus
hermaphroditus <椰子
貓 > (印度)

Paradoxurus jerdoni <杰
氏椰子貓 > (印度)

Prionodon linsang <條紋
林狸 >

Prionodon pardicolor <斑
林狸 >

Viverra civettina <大斑靈
貓 > (印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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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verra zibetha <大靈貓 >
(印度)

Viverricula indica <小靈
貓 > (印度)

Herpestidae < 科 >

Herpestes brachyurus
fuscus <短尾 > (印度)

Herpestes edwardsii

<灰 > (印度)

Herpestes javanicus 
auropunctatus
<紅頰 > (印度)

Herpestes smithii <赤 >
(印度)

Herpestes urva <食蟹 >
(印度)

Herpestes vitticollis <紋
頸 > (印度)

Hyaenidae <鬣狗科 >

Proteles cristatus <土狼 >
(博茨瓦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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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lidae <貓科 >

Felidae spp. <貓科所有
種 > (附錄 I所列物種除
外。家養型標本不受本條
例的條文規限)

Acinonyx jubatus <獵豹 >
(活體標本及狩獵品的每年
出口限額核准如下：博茨
瓦納： 5；納米比亞：
150；津巴布韋： 50。此
類標本的貿易受本條例的
條文規限)

Caracal caracal <獰貓 >
(僅亞洲種群；所有其他種
群均被列入附錄 II)

Catopuma temminckii <金
貓 >

Felis nigripes <黑足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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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rpailurus yaguarondi 
<細腰貓 > (僅中美和北美
種群；所有其他種群均被
列入附錄 II)

Leopardus pardalis <虎
貓 >

Leopardus tigrinus <小斑
貓 >

Leopardus wiedii <長尾
貓 >

Lynx pardinus <擬虎貓 >

Neofelis nebulosa <雲豹 >

Oncifelis geoffroyi <喬氏
貓 >

Oreailurus jacobita <安第
斯山貓 >

Panthera leo persica <亞
洲獅 >

Panthera onca <美洲豹 >

Panthera pardus <豹 >

Panthera tigris <虎 >

Pardofelis marmorata <雲
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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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ionailurus bengalensis
bengalensis <豹貓指名亞
種 > (僅孟加拉國、印度和
泰國種群；所有其他種群
均被列入附錄 II)

Prionailurus planiceps <扁
頭貓 >

Prionailurus rubiginosus
<𣁾斑貓 > (僅印度種群；
所有其他種群均被列入附
錄 II)

Puma concolor coryi <美
洲獅佛羅里達亞種 >

Puma concolor
costaricensis <美洲獅哥斯
達黎加亞種 >

Puma concolor couguar 
<美洲獅東部亞種 >

Uncia uncia <雪豹 >

Otariidae <海狗科 >

Arctocephalus spp. <毛皮
海獅屬所有種 > (附錄 I所
列物種除外)

Arctocephalus townsendi 
<北美毛皮海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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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dobenidae <海象科 >

Odobenus rosmarus <海
象 > (加拿大)

Phocidae <海豹科 >

Mirounga leonina <象海
豹 >

Monachus spp. <僧海豹
屬所有種 >

PROBOSCIDEA <長鼻目 >

Elephantidae <象科 >

Elephas maximus <亞洲
象 >

Loxodonta africana <非洲
象 > (附錄 II所列的博茨
瓦納、納米比亞、南非和
津巴布韋種群除外)

Loxodonta africana <非洲
象 > (僅博茨瓦納 1、納米
比亞 1、南非 1和津巴布
韋 2種群；所有其他種群
均被列入附錄 I)

SIRENIA <海牛目 >

Dugongidae <儒艮科 >

Dugong dugon <儒艮 >

附錄 I 附錄 II 附錄 III

2006年第 3號條例 《保護瀕危動植物物種條例》——附表 1A138



Trichechidae <海牛科 >

Trichechus inunguis <亞馬
遜海牛 >

Trichechus manatus <美洲
海牛 >

Trichechus senegalensis 
<非洲海牛 >

PERISSODACTYLA <奇蹄目 >

Equidae <馬科 >

Equus africanus <非洲野
驢 > (不包括稱為 Equus
asinus <家驢 > 的家養
型，該型不受本條例的條
文規限)

Equus grevyi <格氏斑馬 >

Equus hemionus <亞洲野
驢 > (附錄 I所列亞種除
外)

Equus hemionus hemionus
<亞洲野驢指名亞種 >

Equus kiang <西藏野驢 >

Equus onager <波斯野
驢 > (附錄 I所列亞種
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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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quus onager khur <波斯
野驢印度亞種 >

Equus przewalskii <野
馬 >

Equus zebra hartmannae 
<山斑馬哈氏亞種 >

Equus zebra zebra <山斑
馬指名亞種 >

Tapiridae <貘科 >

Tapiridae spp. <貘科所有
種 > (附錄 II所列物種除
外)

Tapirus terrestris <南美
貘 >

Rhinocerotidae <犀科 >

Rhinocerotidae spp. <犀
科所有種 > (附錄 II所列
亞種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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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ratotherium simum
simum <白犀指名亞種 >
(僅南非及斯威士蘭種群；
所有其他種群均被列入附
錄 I。僅允許將活體動物
運抵適當和可接受的目的
地的國際貿易和狩獵品的
國際貿易。所有其他標本
須當作為附錄 I所列物種
的標本)

ARTIODACTYLA <偶蹄目 >

Tragulidae <鼷鹿科 >

Hyemoschus aquaticus
<水鼷鹿 > (加納)

Suidae <豬科 >

Babyrousa babyrussa <鹿
豬 >

Sus salvanius <姬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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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yassuidae <西貒科 >

Tayassuidae spp. <西貒科
所有種 > (附錄 I所列物種
以及沒有被列入《附錄》的
Pecari tajacu <中美西貒>
墨西哥和美國種群除外)

Catagonus wagneri <草原
西貒 >

Hippopotamidae <河馬科 >

Hexaprotodon liberiensis 
<倭河馬 >

Hippopotamus amphibius 
<河馬 >

Camelidae <駱駝科 >

Lama guanicoe <羊駝 >

附錄 I 附錄 II 附錄 III

2006年第 3號條例 《保護瀕危動植物物種條例》——附表 1A146



2006年第 3號條例 《保護瀕危動植物物種條例》——附表 1A148

Vicugna vicugna <小羊
駝 > (阿根廷種群 [Jujuy
省及 Catamarca省的種
群，及 Jujuy省、 Salta
省、 Catamarca省、 La
Rioja省及 San Juan省的
半圈養種群]、玻利維亞所
有種群、智利 Primera地
區種群以及秘魯所有種群
除外，上述種群均被列入
附錄 II)

Vicugna vicugna <小羊
駝 > (僅阿根廷 3種群
[Jujuy省及 Catamarca省
的種群，及 Jujuy省、
Salta省、 Catamarca
省、 La Rioja省及 San
Juan省的半圈養種群]、
玻利維亞 4所有種群、智
利 5 Primera地區種群以及
秘魯 6所有種群；所有其
他種群均被列入附錄 I)

附錄 I 附錄 II 附錄 III



Moschidae <麝科 >

Moschus spp. <麝屬所有
種 > (僅阿富汗、不丹、印
度、緬甸、尼泊爾及巴基
斯坦種群；所有其他種群
均被列入附錄 II)

Moschus spp. <麝屬所有
種 > (附錄 I所列的阿富
汗、不丹、印度、緬甸、
尼泊爾及巴基斯坦種群除
外)

Cervidae <鹿科 >

Axis calamianensis <卡島
豚鹿 >

Axis kuhlii <巴島豚鹿 >

Axis porcinus annamiticus
<豚鹿印支亞種 >

Blastocerus dichotomus 
<南美澤鹿 > 

Cervus duvaucelii <澤鹿 >

Cervus elaphus bactrianus
<馬鹿巴克特利亞亞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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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rvus elaphus barbarus
<馬鹿巴巴利亞種 > (突尼
斯)

Cervus elaphus hanglu <克
什米爾馬鹿 >

Cervus eldii <坡鹿 >

Dama mesopotamica <中
東黃占鹿 >

Hippocamelus spp. <馬駝
鹿屬所有種 >

Mazama americana
cerasina <哥斯達黎加赤
短角鹿 > (危地馬拉)

Megamuntiacus
vuquanghensis <越南大
麂 >

Muntiacus crinifrons <黑
麂 >

Odocoileus virginianus
mayensis <維基尼亞鹿馬
耶亞種 > (危地馬拉)

Ozotoceros bezoarticus 
<南美草原鹿 >

Pudu mephistophiles <北
普度鹿 >

Pudu puda <普度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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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tilocapridae <叉角羚科 >

Antilocapra americana 
<叉角羚 > (僅墨西哥種
群；沒有其他種群被列入
《附錄》)

Bovidae <牛科 >

Addax nasomaculatus <旋
角羚 >

Ammotragus lervia <鬣
羊 >

Antilope cervicapra <印度
羚 > (尼泊爾)

Bison bison athabascae 
<美洲野牛 >

Bos gaurus <印度野牛 >
(不包括稱為 Bos frontalis
<大額牛 > 的家養型，該
型不受本條例的條文規限)

Bos mutus <野 牛 > (不
包括稱為 Bos grunniens 
< 牛 >的家養型，該型
不受本條例的條文規限)

Bos sauveli <柬埔寨野
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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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balus arnee <印度水
牛 > (尼泊爾) (不包括稱為
Bubalus bubalis <亞洲水
牛 > 的家養型)

Bubalus depressicornis 
<西里伯斯水牛 >

Bubalus mindorensis <棉
蘭老水牛 >

Bubalus quarlesi <明多羅
水牛 >

Budorcas taxicolor <羚
牛 >

Capra falconeri <捻角山
羊 >

Cephalophus dorsalis <騮
毛小羚羊 >

Cephalophus jentinki <詹
氏小羚羊 >

Cephalophus monticola 
<藍小羚羊 >

Cephalophus ogilbyi <奧
氏小羚羊 >

Cephalophus silvicultor 
<黃背小羚羊 >

Cephalophus zebra <斑背
小羚羊 >

Damaliscus lunatus <南非
大羚羊 > (加納)

Damaliscus pygargus
pygargus <白腿大羚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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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zella cuvieri <卡氏羚 >
(突尼斯)

Gazella dama <蒼羚 >

Gazella dorcas <鹿羚 >
(突尼斯)

Gazella leptoceros <細角
羚 > (突尼斯)

Hippotragus niger variani
<安哥拉大貂羚 >

Kobus leche <驢羚 >

Naemorhedus baileyi <西
藏斑羚 >

Naemorhedus caudatus 
<西伯利亞斑羚 >

Naemorhedus goral 
<斑羚 >

Naemorhedus sumatraensis
<鬣羚 >

Oryx dammah <彎角大羚
羊 >

Oryx leucoryx <阿拉伯大
羚羊 >

Ovis ammon <盤羊 > (附
錄 I所列亞種除外)

Ovis ammon hodgsonii 
<盤羊西藏亞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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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vis ammon nigrimontana
<盤羊西哈薩克斯坦亞
種 >

Ovis canadensis <加拿大
盤羊 > (僅墨西哥種群；沒
有其他種群被列入《附
錄》)

Ovis orientalis ophion <東
方盤羊塞浦路斯亞種 >

Ovis vignei <維氏盤羊 >
(附錄 I所列亞種除外)

Ovis vignei vignei <維氏盤
羊指名亞種 >

Pantholops hodgsonii <藏
羚 >

Pseudoryx nghetinhensis 
<安南錠角羚 >

Rupicapra pyrenaica
ornata <巖羚羊阿布魯左
亞種 >

Saiga tatarica <賽加羚
羊 >

Tetracerus quadricornis
<四角羚 > (尼泊爾)

Tragelaphus eurycerus
<肯尼亞林羚 > (加納)

Tragelaphus spekii
<林羚 > (加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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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VES 
<鳥綱：鳥 >

STRUTHIONIFORMES <鴕形目 >

Struthionidae <鴕鳥科 >

Struthio camelus <鴕鳥 >
(僅阿爾及利亞、布基納法
索、喀麥隆、中非共和
國、乍得、馬里、毛况塔
尼亞、摩洛哥、尼日爾、
尼日利亞、塞內加爾和蘇
丹種群；所有其他種群均
沒有被列入《附錄》)

RHEIFORMES <美洲鴕目 >

Rheidae <美洲鴕科 >

Rhea americana <美洲
鴕 >

Rhea pennata <美洲小
鴕 > (附錄 II所列的 Rhea
pennata pennata <美洲小
鴕指名亞種 >除外)

Rhea pennata pennata <美
洲小鴕指名亞種 >

TINAMIFORMES < 共鳥形目 >

Tinamidae < 共鳥科 >

Tinamus solitarius 
<孤共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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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HENISCIFORMES <企鵝目 >

Spheniscidae <企鵝科 >

Spheniscus demersus <斑
嘴環企鵝 >

Spheniscus humboldti <洪
氏環企鵝 >

PODICIPEDIFORMES < 辟鳥虒鳥目 >

Podicipedidae < 辟鳥虒鳥科 >

Podilymbus gigas <巨辟鳥
虒鳥>

PROCELLARIIFORMES < 鳥萑又形目 >

Diomedeidae <信天翁科 >

Diomedea albatrus <短尾
信天翁 >

PELECANIFORMES <鵜形目 >

Pelecanidae <鵜鶘科 >

Pelecanus crispus <卷羽鵜
鶘 >

Sulidae <鰹鳥科 >

Papasula abbotti <粉嘴鰹
鳥 >

Fregatidae <軍艦鳥科 >

Fregata andrewsi <白腹軍
艦鳥 >

CICONIIFORMES <鸛形目 >

Ardeidae <鷺科 >

Ardea goliath <巨鷺 > 
(加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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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bulcus ibis <牛背鷺 >
(加納)

Casmerodius albus <大白
鷺 > (加納)

Egretta garzetta <小白
鷺 > (加納)

Balaenicipitidae <鯨頭鸛科 >

Balaeniceps rex <鯨頭
鸛 >

Ciconiidae <鸛科 >

Ciconia boyciana <東方白
鸛 >

Ciconia nigra <黑鸛 >

Ephippiorhynchus
senegalensis <凹嘴鸛 >
(加納)

Jabiru mycteria <裸頸
鸛 >

Leptoptilos crumeniferus
<非洲禿鸛 > (加納)

Mycteria cinerea <灰

鸛 >

Threskiornithidae < 科 >

Bostrychia hagedash <鳳
頭 > (加納)

Bostrychia rara <點胸
> (加納)

Eudocimus ruber <美洲
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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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ronticus calvus 
<禿 >

Geronticus eremita 
<隱 >

Nipponia nippon <朱 >

Platalea leucorodia <白琵
鷺 >

Threskiornis aethiopicus
<聖 > (加納)

Phoenicopteridae <紅鸛科 >

Phoenicopteridae spp. 
<紅鸛科所有種 >

ANSERIFORMES <雁形目 >

Anatidae <鴨科 >

Alopochen aegyptiacus
<埃及雁 > (加納)

Anas acuta <針尾鴨 > (加
納)

Anas aucklandica <奧島
鴨 >

Anas bernieri <馬島斑麻
鴨 >

Anas capensis <綠翅灰斑
鴨 > (加納)

Anas clypeata <琵嘴鴨 >
(加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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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s crecca <綠翅鴨 >
(加納)

Anas formosa <花臉鴨 >

Anas laysanensis <萊島
鴨 >

Anas oustaleti <馬利亞納
鴨 >

Anas penelope <赤頸鴨 >
(加納)

Anas querquedula <白眉
鴨 > (加納)

Aythya nyroca <白眼潛
鴨 > (加納)

Branta canadensis
leucopareia <黑額黑雁 >

Branta ruficollis <紅胸黑
雁 >

Branta sandvicensis <黃頸
黑雁 >

Cairina moschata <疣鼻
棲鴨 > (洪都拉斯)

Cairina scutulata <白翅棲
鴨 >

Coscoroba coscoroba <扁
嘴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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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ygnus melanocorypha 
<黑頸天鵝 >

Dendrocygna arborea <黑
嘴樹鴨 >

Dendrocygna autumnalis
<紅嘴樹鴨 > (洪都拉斯)

Dendrocygna bicolor <草
黃樹鴨 > (加納、洪都拉
斯)

Dendrocygna viduata <白
臉樹鴨 > (加納)

Nettapus auritus <厚嘴棉
鳧 > (加納)

Oxyura leucocephala <白
頭硬尾鴨 >

Plectropterus gambensis 
<距翅雁 > (加納)

Pteronetta hartlaubii <藍
翅棲鴨 > (加納)

Rhodonessa caryophyllacea
<粉頭鴨 > (可能已滅絕)

Sarkidiornis melanotos 
<瘤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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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LCONIFORMES <隼形目 >

FALCONIFORMES spp.
<隼形目所有種，猛禽 (例
如：鵰、鷹、隼、鷲)>
(附錄 I及附錄 III所列物
種以及 Cathartidae <美洲
鷲科 >的物種除外)

Cathartidae <美洲鷲科 >

Gymnogyps californianus 
<加利福尼亞兀鷲 >

Sarcoramphus papa <王
鷲 > (洪都拉斯)

Vultur gryphus <康多兀
鷲 >

Accipitridae <鷹科 >

Aquila adalberti <西班牙
帝鵰 >

Aquila heliaca <白肩鵰 >

Chondrohierax uncinatus
wilsonii <嘴鳶古巴亞種 >

Haliaeetus albicilla <白尾
海鵰 >

Harpia harpyja <角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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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thecophaga jefferyi <食
猿鵰 >

Falconidae <隼科 >

Falco araea <塞舌爾隼 >

Falco jugger <印度獵隼 >

Falco newtoni <馬島隼 >
(僅塞舌爾種群)

Falco pelegrinoides <擬游
隼 >

Falco peregrinus <游隼 >

Falco punctatus <毛里裘
斯隼 >

Falco rusticolus <矛隼 >

GALLIFORMES <雞形目 >

Megapodiidae <冢雉科 >

Macrocephalon maleo <蘇
拉冢雉 >

Cracidae <鳳冠雉科 >

Crax alberti <藍嘴鳳冠
雉 > (哥倫比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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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ax blumenbachii <紅嘴
鳳冠雉 >

Crax daubentoni <黃瘤鳳
冠雉 > (哥倫比亞)

Crax globulosa <肉垂鳳
冠雉 > (哥倫比亞)

Crax rubra <大鳳冠雉 >
(哥倫比亞、哥斯達黎加、
危地馬拉、洪都拉斯)

Mitu mitu <剃刀嘴鳳冠
雉 >

Oreophasis derbianus <角
冠雉 >

Ortalis vetula <小灰頭稚
冠雉 > (危地馬拉、洪都拉
斯)

Pauxi pauxi <灰鳳冠雉 >
(哥倫比亞)

Penelope albipennis <白翅
冠雉 >

Penelope purpurascens
<紫冠雉 > (洪都拉斯)

Penelopina nigra <黑山冠
雉 > (危地馬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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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pile jacutinga <黑額鳴
冠雉 >

Pipile pipile <普通鳴冠
雉 >

Phasianidae <雉科 >

Agelastes meleagrides <白
胸珠雞 > (加納)

Agriocharis ocellata <眼
斑吐綬雞 > (危地馬拉)

Arborophila charltonii <栗
胸山鷓鴣 > (馬來西亞)

Arborophila orientalis <蘇
門答臘山鷓鴣 > (馬來西
亞)

Argusianus argus <大眼斑
雉 >

Caloperdix oculea <紅林
鷓鴣 > (馬來西亞)

Catreus wallichii <彩雉 >

Colinus virginianus
ridgwayi <山齒鶉里氏亞
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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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ossoptilon crossoptilon 
<藏馬雞 >

Crossoptilon harmani <哈
曼馬雞 >

Crossoptilon mantchuricum
<褐馬雞 >

Gallus sonneratii <灰原
雞 >

Ithaginis cruentus 
<血雉 >

Lophophorus impejanus 
<棕尾虹雉 >

Lophophorus lhuysii <綠
尾虹雉 >

Lophophorus sclateri <白
尾梢虹雉 >

Lophura edwardsi <愛德
華氏鷴 >

Lophura erythrophthalma
<棕尾火背鷴 > (馬來西
亞)

Lophura ignita <鳳冠火背
鷴 > (馬來西亞)

Lophura imperialis 
<皇鷴 >

Lophura swinhoii <藍鷴 >

附錄 I 附錄 II 附錄 III

2006年第 3號條例 《保護瀕危動植物物種條例》——附表 1A182



Melanoperdix nigra
<黑鶉 > (馬來西亞)

Pavo muticus <綠孔雀 >

Polyplectron bicalcaratum
<孔雀雉 >

Polyplectron emphanum 
<巴拉望孔雀雉 >

Polyplectron germaini <眼
斑孔雀雉 >

Polyplectron inopinatum
<銅尾孔雀雉 > (馬來西
亞)

Polyplectron malacense 
<鳳冠孔雀雉 >

Polyplectron
schleiermacheri <婆羅洲
孔雀雉 >

Rheinardia ocellata <鳳頭
眼斑雉 >

Rhizothera longirostris
<長嘴山鶉 > (馬來西亞)

Rollulus rouloul <冕鷓
鴣 > (馬來西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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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rmaticus ellioti <白頸
長尾雉 >

Syrmaticus humiae <黑頸
長尾雉 >

Syrmaticus mikado <黑長
尾雉 >

Tetraogallus caspius <裡
海角雞 >

Tetraogallus tibetanus <藏
雪雞 >

Tragopan blythii <灰腹角
雉 >

Tragopan caboti <黃腹角
雉 >

Tragopan melanocephalus
<黑頭角雉 >

Tragopan satyra <紅胸角
雉 > (尼泊爾)

Tympanuchus cupido
attwateri <草原榛雞阿特
沃特亞種 >

GRUIFORMES <鶴形目 >

Gruidae <鶴科 >

Gruidae spp. <鶴科所有
種 > (附錄 I所列物種除
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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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us americana <美洲
鶴 >

Grus canadensis nesiotes 
<沙丘鶴古巴亞種 >

Grus canadensis pulla <沙
丘鶴佛羅里達亞種 >

Grus japonensis <丹頂
鶴 >

Grus leucogeranus <白
鶴 >

Grus monacha <白頭鶴 >

Grus nigricollis <黑頸鶴 >

Grus vipio <白枕鶴 >

Rallidae <秧雞科 >

Gallirallus sylvestris <森
秧雞 >

Rhynochetidae <鷺鶴科 >

Rhynochetos jubatus <鷺
鶴 >

Otididae <鴇科 >

Otididae spp. <鴇科所有
種 > (附錄 I所列物種除
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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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deotis nigriceps <冠鷺
鴇 >

Chlamydotis undulata <波
斑鴇 >

Eupodotis bengalensis <孟
加拉鴇 >

CHARADRIIFORMES < 行鳥形目 >

Burhinidae <石行鳥科 >

Burhinus bistriatus <雙紋
石行鳥> (危地馬拉)

Scolopacidae <鷸科 >

Numenius borealis <小杓
鷸 >

Numenius tenuirostris <細
嘴杓鷸 >

Tringa guttifer <小青腳
鷸 >

Laridae <鷗科 >

Larus relictus <遺鷗 >

COLUMBIFORMES <鴿形目 >

Columbidae <鳩鴿科 >

Caloenas nicobarica <尼
柯巴鳩 >

Columba guinea <點斑
鴿 > (加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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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umba iriditorques <銅
頸鴿 > (加納)

Columba livia <原鴿 >
(加納)

Columba mayeri <粉紅
鴿 > (毛里裘斯)

Columba unicincta <鱗斑
灰鴿 > (加納)

Ducula mindorensis <紅喉
皇鳩 >

Gallicolumba luzonica <呂
宋雞鳩 >

Goura spp. <鳳冠鳩屬所
有種 >

Oena capensis <小長尾
鳩 > (加納)

Streptopelia decipiens <哀
斑鳩 > (加納)

Streptopelia roseogrisea
<粉頭斑鳩 > (加納)

Streptopelia semitorquata
<紅眼斑鳩 > (加納)

Streptopelia senegalensis
<棕斑鳩 > (加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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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eptopelia turtur <歐斑
鳩 > (加納)

Streptopelia vinacea <酒
紅斑鳩 > (加納)

Treron calva <非洲綠鳩 >
(加納)

Treron waalia <黃腹綠
鳩 > (加納)

Turtur abyssinicus <黑嘴
森鳩 > (加納)

Turtur afer <藍斑森鳩 >
(加納)

Turtur brehmeri <藍頭森
鳩 > (加納)

Turtur tympanistria <白胸
森鳩 > (加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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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ITTACIFORMES <鸚形目 >

PSITTACIFORMES spp.
<鸚形目所有種，鸚鵡 (例
如：長尾鸚鵡、葵花鳥、
金剛鸚鵡)> (附錄 I及附錄
III所列物種除外，並且不
包括沒有被列入《附錄》的
Agapornis roseicollis 
<桃面愛情鳥 >、
Melopsittacus undulatus 
<虎皮鸚鵡 > 及
Nymphicus hollandicus 
<雞尾鸚鵡 >)

Cacatuidae <鳳頭鸚鵡科 >

Cacatua goffini <戈芬氏
鳳頭鸚鵡 >

Cacatua haematuropygia 
<紅肛鳳頭鸚鵡 >

Cacatua moluccensis <鮭
色鳳頭鸚鵡 >

Cacatua sulphurea <小葵
花鳳頭鸚鵡 >

Probosciger aterrimus <棕
樹鳳頭鸚鵡 >

Loriidae <吸蜜鸚鵡科 >

Eos histrio <紅藍吸蜜鸚
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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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ni ultramarina <深藍吸
蜜鸚鵡 >

Psittacidae <鸚鵡科 >

Amazona arausiaca <紅頸
亞馬遜鸚哥 >

Amazona barbadensis <黃
肩亞馬遜鸚哥 >

Amazona brasiliensis <紅
尾亞馬遜鸚哥 >

Amazona finschi <紫帽亞
馬遜鸚哥 >

Amazona guildingii <聖文
森亞馬遜鸚哥 >

Amazona imperialis <帝王
亞馬遜鸚哥 >

Amazona leucocephala 
<古巴亞馬遜鸚哥 >

Amazona ochrocephala
auropalliata <黃冠亞馬遜
鸚哥中美洲亞種 >

Amazona ochrocephala
belizensis <黃冠亞馬遜鸚
哥伯利茲亞種 >

Amazona ochrocephala
caribaea <黃冠亞馬遜鸚
哥羅坦亞種 >

Amazona ochrocephala
oratrix <黃冠亞馬遜鸚哥
墨西哥亞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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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azona ochrocephala
parvipes <黃冠亞馬遜鸚
哥洪都拉斯亞種 >

Amazona ochrocephala
tresmariae <黃冠亞馬遜
鸚哥崔斯瑪麗亞亞種 >

Amazona pretrei <紅眼鏡
亞馬遜鸚哥 >

Amazona rhodocorytha 
<巴西藍頰亞馬遜鸚哥 >

Amazona tucumana <榿木
亞馬遜鸚哥 >

Amazona versicolor <聖盧
西亞亞馬遜鸚哥 >

Amazona vinacea <紅胸亞
馬遜鸚哥 >

Amazona viridigenalis <紅
冠亞馬遜鸚哥 >

Amazona vittata <波多黎
各亞馬遜鸚哥 >

Anodorhynchus spp. <金
剛鸚鵡屬所有種 >

Ara ambigua <大綠金剛
鸚鵡 >

Ara glaucogularis <藍喉
金剛鸚鵡 > (常誤稱為 Ara
caninde作貿易)

Ara macao <緋紅金剛鸚
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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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a militaris <軍金剛鸚
鵡 >

Ara rubrogenys <紅額金
剛鸚鵡 >

Cyanopsitta spixii <小藍
金剛鸚鵡 >

Cyanoramphus forbesi 
<查島鸚鵡 >

Cyanoramphus
novaezelandiae <紅額鸚
鵡 >

Cyclopsitta diophthalma
coxeni <雙眼無花果鸚鵡
考氏亞種 >

Eunymphicus cornutus 
<角鸚鵡 >

Geopsittacus occidentalis
<夜鸚鵡 > (可能已滅絕)

Guarouba guarouba <金鸚
哥 >

Neophema chrysogaster 
<橙腹鸚鵡 >

Ognorhynchus icterotis 
<黃耳鸚哥 >

Pezoporus wallicus <地棲
鸚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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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onopsitta pileata <紅帽
鸚鵡 >

Propyrrhura couloni <藍
頭金剛鸚鵡 >

Propyrrhura maracana 
<藍翅金剛鸚鵡 >

Psephotus chrysopterygius
<金肩鸚鵡 >

Psephotus dissimilis <異色
金肩鸚鵡 >

Psephotus pulcherrimus
<樂園鸚鵡 > (可能已滅
絕)

Psittacula echo <毛里裘
斯鸚鵡 >

Psittacula krameri <紅額
綠鸚鵡 > (加納)

Pyrrhura cruentata <赭斑
鸚哥 >

Rhynchopsitta spp. <厚嘴
鸚哥屬所有種 >

Strigops habroptilus <鴞
鸚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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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CULIFORMES <鵑形目 >

Musophagidae <蕉鵑科 >

Corythaeola cristata <藍
蕉鵑 > (加納)

Crinifer piscator <灰蕉
鵑 > (加納)

Musophaga
porphyreolopha <紫冠蕉
鵑 >

Musophaga violacea <紫
蕉鵑 > (加納)

Tauraco spp. <冠蕉鵑屬
所有種 >

STRIGIFORMES <鴞形目 >

STRIGIFORMES spp. 
<鴞形目所有種，鴞、貓
頭鷹 > (附錄 I所列物種除
外)

Tytonidae <草鴞科 >

Tyto soumagnei <馬島草
鴞 >

Strigidae <鴟鴞科 >

Athene blewitti <林斑小
鴞 >

Mimizuku gurneyi <巨角
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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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inox novaeseelandiae
undulata <布布克鷹鴞諾
福克島亞種 >

Ninox squamipila natalis 
<栗鷹聖誕島亞種 >

APODIFORMES <雨燕目 >

Trochilidae <蜂鳥科 >

Trochilidae spp. <蜂鳥科
所有種 > (附錄 I所列物種
除外)

Glaucis dohrnii <勾嘴銅色
蜂鳥 >

TROGONIFORMES <咬鵑目 >

Trogonidae <咬鵑科 >

Pharomachrus mocinno 
<鳳尾綠咬鵑 >

CORACIIFORMES <佛法僧目 >

Bucerotidae <犀鳥科 >

Aceros spp. <皺盔犀鳥屬
所有種 > (附錄 I所列物種
除外)

Aceros nipalensis <棕頸犀
鳥 >

Aceros subruficollis <印支
皺盔犀鳥 >

Anorrhinus spp. <鳳頭犀
鳥屬所有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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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thracoceros spp. <斑犀
鳥屬所有種 >

Buceros spp. <犀鳥屬所
有種 > (附錄 I所列物種除
外)

Buceros bicornis <雙角犀
鳥 >

Buceros vigil <盔犀鳥 >

Penelopides spp. <斑嘴犀
鳥屬所有種 >

PICIFORMES <鴷形目 >

Capitonidae <須鴷科 >

Semnornis ramphastinus
<巨嘴擬鴷 > (哥倫比亞)

Ramphastidae <巨嘴鳥科 >

Baillonius bailloni <番紅
巨嘴鳥 > (阿根廷)

Pteroglossus aracari <黑
頸阿拉卡鴷 >

Pteroglossus castanotis
<栗耳阿拉卡鴷 > (阿根
廷)

Pteroglossus viridis <綠阿
拉卡鴷 >

Ramphastos dicolorus <紅
胸巨嘴鳥 > (阿根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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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mphastos sulfuratus 
<厚嘴巨嘴鳥 >

Ramphastos toco <鞭笞巨
嘴鳥 >

Ramphastos tucanus <紅
嘴巨嘴鳥 >

Ramphastos vitellinus <凹
嘴巨嘴鳥 >

Selenidera maculirostris
<點嘴小巨嘴鳥 > (阿根
廷)

Picidae <啄木鳥科 >

Campephilus imperialis 
<帝啄木鳥 >

Dryocopus javensis
richardsi <白腹黑啄木鳥
理查亞種 >

PASSERIFORMES <雀形目 >

Cotingidae <傘鳥科 >

Cephalopterus ornatus
<亞馬遜傘鳥 > (哥倫比
亞)

Cephalopterus penduliger
<長耳垂傘鳥 > (哥倫比
亞)

Cotinga maculata <帶斑
傘鳥 >

Rupicola spp. <動冠傘鳥
屬所有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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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ipholena atropurpurea 
<白翅傘鳥 >

Pittidae <八色鶇科 >

Pitta guajana <藍尾八色
鶇 >

Pitta gurneyi <泰國八色
鶇 >

Pitta kochi <呂宋八色
鶇 >

Pitta nympha <藍翅八色
鶇 >

Atrichornithidae <藪鳥科 >

Atrichornis clamosus <雜
藪鳥 >

Hirundinidae <燕科 >

Pseudochelidon sirintarae
<白眼河燕 >

Pycnonotidae <鵯科 >

Pycnonotus zeylanicus 
<黃冠鵯 >

Muscicapidae <鶲科 >

Bebrornis rodericanus <羅
迪藪鶯 > (毛里裘斯)

Cyornis ruckii <魯克氏仙
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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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syornis broadbenti
litoralis <短翅刺鶯西澳亞
種 > (可能已滅絕)

Dasyornis longirostris <西
刺鶯 >

Garrulax canorus <畫眉 >

Leiothrix argentauris <銀
耳相思鳥 >

Leiothrix lutea <紅嘴相思
鳥 >

Liocichla omeiensis <灰胸
藪眉鳥>

Picathartes gymnocephalus
<白頸岩眉鳥 >

Picathartes oreas <灰頸岩
眉鳥>

Terpsiphone bourbonnensis
<馬斯卡林壽帶 > (毛里裘
斯)

Zosteropidae <𥉐眼鳥科 >

Zosterops albogularis <白
胸繡眼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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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liphagidae <吸蜜鳥科 >

Lichenostomus melanops
cassidix <黃披肩吸蜜鳥卡
西迪亞種 >

Emberizidae < 巫鳥科 >

Gubernatrix cristata <黑
冠黃雀巫鳥 >

Paroaria capitata <黃嘴
紅蠟嘴巫鳥 >

Paroaria coronata <冠紅
蠟嘴巫鳥 >

Tangara fastuosa <七彩唐
加拉雀 >

Icteridae <擬黃鸝科 >

Agelaius flavus <橙頭黑
鸝 >

Fringillidae <雀科 >

Carduelis cucullata <黑頭
紅金翅雀 >

Carduelis yarrellii <黃臉
金翅雀 >

Serinus canicapillus <灰冠
絲雀 > (加納)

Serinus leucopygius <白腰
絲雀 > (加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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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rinus mozambicus <黃
額絲雀 > (加納)

Estrildidae <梅花雀科 >

Amadina fasciata <環喉
雀 > (加納)

Amandava formosa <綠色
紅梅花雀 >

Amandava subflava <橙腹
紅梅花雀 > (加納)

Estrilda astrild <橫斑梅花
雀 > (加納)

Estrilda caerulescens <淡
藍梅花雀 > (加納)

Estrilda melpoda <橙頰梅
花雀 > (加納)

Estrilda troglodytes <黑腰
梅花雀 > (加納)

Lagonosticta rara <黑腹
火雀 > (加納)

Lagonosticta rubricata
<灰頂火雀 > (加納)

Lagonosticta rufopicta
<斑胸火雀 > (加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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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gonosticta senegala <紅
嘴火雀 > (加納)

Lagonosticta vinacea <酒
紅火雀 > (加納)

Lonchura bicolor <黑白文
鳥 > (加納)

Lonchura cantans <銀嘴
文鳥 > (加納)

Lonchura cucullata <古銅
色文鳥 > (加納)

Lonchura fringilloides <鵲
色文鳥 > (加納)

Mandingoa nitidula <綠背
點斑雀 > (加納)

Nesocharis capistrata <白
頰橄欖背織布鳥 > (加納)

Nigrita bicolor <栗胸黑梅
花雀 > (加納)

Nigrita canicapilla <灰頭
黑梅花雀 > (加納)

Nigrita fusconota <白胸黑
梅花雀 > (加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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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igrita luteifrons <淡額黑
梅花雀 > (加納)

Ortygospiza atricollis <黑
頦鶉雀 > (加納)

Padda oryzivora <爪哇禾
雀 >

Parmoptila rubrifrons <剛
果紅額蟻雀 > (加納)

Pholidornis rushiae <雀織
鶯 > (加納)

Poephila cincta cincta <黑
喉草雀指名亞種 >

Pyrenestes ostrinus <黑腹
嗑籽雀 > (加納)

Pytilia hypogrammica <黃
翅斑腹雀 > (加納)

Pytilia phoenicoptera <紅
翅斑腹雀 > (加納)

Spermophaga haematina
<紅胸藍嘴雀 > (加納)

Uraeginthus bengalus <紅
頰藍飾雀 > (加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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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oceidae <織雀科 >

Amblyospiza albifrons <厚
嘴織布鳥 > (加納)

Anaplectes rubriceps <紅
頭織布鳥 > (加納)

Anomalospiza imberbis
<寄生織布鳥 > (加納)

Bubalornis albirostris <牛
文鳥 > (加納)

Euplectes afer <黃頂寡婦
鳥 > (加納)

Euplectes ardens <紅領寡
婦鳥 > (加納)

Euplectes franciscanus
<西非紅色寡婦鳥 > (加
納)

Euplectes hordeaceus <黑
翅紅色寡婦鳥 > (加納)

Euplectes macrourus <黃
肩寡婦鳥 > (加納)

Malimbus cassini <卡辛氏
馬利布鳥 > (加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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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limbus malimbicus <冠
馬利布鳥 > (加納)

Malimbus nitens <藍嘴馬
利布鳥 > (加納)

Malimbus rubricollis <紅
頸馬利布鳥 > (加納)

Malimbus scutatus <紅臀
馬利布鳥 > (加納)

Pachyphantes superciliosus
<褐翅織布鳥 > (加納)

Passer griseus <灰頭麻
雀 > (加納)

Petronia dentata <灌叢石
雀 > (加納)

Plocepasser superciliosus
<栗頂雀織鳥 > (加納)

Ploceus albinucha <白頸
黑織布鳥 > (加納)

Ploceus aurantius <橙色
織布鳥 > (加納)

Ploceus cucullatus <黑頭
群棲織布鳥 > (加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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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oceus heuglini <綠腰織
布鳥 > (加納)

Ploceus luteolus <小織布
鳥 > (加納)

Ploceus melanocephalus
<黑頭黃背織布鳥 > (加
納)

Ploceus nigerrimus <大黑
織布鳥 > (加納)

Ploceus nigricollis <黑頸
織布鳥 > (加納)

Ploceus pelzelni <細嘴織
布鳥 > (加納)

Ploceus preussi <金背織
布鳥 > (加納)

Ploceus tricolor <黃肩織
布鳥 > (加納)

Ploceus vitellinus <黃面織
布鳥 > (加納)

Quelea erythrops <紅頭奎
利亞雀 > (加納)

Sporopipes frontalis <點
額織布鳥 > (加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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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dua chalybeata <靛藍維
達鳥 > (加納)

Vidua interjecta <中非維
達鳥 > (加納)

Vidua larvaticola <隱居維
達鳥 > (加納)

Vidua macroura <針尾維
達鳥 > (加納)

Vidua orientalis <寬尾樂
園維達鳥 > (加納)

Vidua raricola <寡居維達
鳥 > (加納)

Vidua togoensis <多哥維
達鳥 > (加納)

Vidua wilsoni <淡翅維達
鳥 > (加納)

Sturnidae <椋鳥科 >

Gracula religiosa <鷯哥 >

Leucopsar rothschildi <長
冠八哥 >

Paradisaeidae <極樂鳥科 >

Paradisaeidae spp. <極樂
鳥科所有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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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PTILIA
<爬行綱：爬行動物 >

TESTUDINES <龜鱉目 >

Dermatemydidae <泥龜科 >

Dermatemys mawii 
<泥龜 >

Platysternidae <平胸龜科 >

Platysternon
megacephalum <平胸龜 >

Emydidae <龜科 >

Annamemys annamensis 
<安南龜 >

Batagur baska <潮龜 >

Callagur borneoensis <鹹
水龜 >

Chinemys megalocephala
<大頭烏龜 > (中國)

Chinemys nigricans <黑頸
烏龜 > (中國)

Chinemys reevesii
<烏龜 > (中國)

Clemmys insculpta <木雕
水龜 >

Clemmys muhlenbergi <牟
氏水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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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ora spp. <閉殼龜屬所
有種 >

Geoclemys hamiltonii <黑
池龜 >

Geoemyda spengleri <黑
胸葉龜 > (中國)

Heosemys depressa <扁東
方龜 >

Heosemys grandis <亞洲
巨龜 >

Heosemys leytensis <雷島
東方龜 >

Heosemys spinosa <東方
多棘龜 >

Hieremys annandalii <廟
龜 >

Kachuga spp. <棱背龜屬
所有種 > (附錄 I所列物種
除外)

Kachuga tecta <印度棱背
龜 >

Leucocephalon yuwonoi 
<蘇拉威西地龜 >

Malayemys subtrijuga <食
蝸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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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uremys iversoni <艾氏
擬水龜 > (中國)

Mauremys mutica <黃喉
擬水龜 >

Mauremys pritchardi <臘
戍擬水龜 > (中國)

Melanochelys tricarinata 
<三脊棱龜 >

Morenia ocellata <眼斑沼
龜 >

Notochelys platynota <六
板龜 >

Ocadia glyphistoma <廣西
花龜 > (中國)

Ocadia philippeni <菲氏花
龜 > (中國)

Ocadia sinensis <中華花
龜 > (中國)

Orlitia borneensis <巨龜 >

Pyxidea mouhotii <鋸緣
攝龜 >

Sacalia bealei <眼斑龜 >
(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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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calia pseudocellata <擬
眼斑龜 > (中國)

Sacalia quadriocellata <四
眼斑龜 > (中國)

Siebenrockiella crassicollis
<粗頸龜 >

Terrapene spp. <箱龜屬所
有種 > (附錄 I所列物種除
外)

Terrapene coahuila 
<箱龜 >

Testudinidae <陸龜科 >

Testudinidae spp. <陸龜
科所有種 > (附錄 I所列物
種除外。從野外移走的
Geochelone sulcata <中非
陸龜 > 的標本並主要作商
業目的貿易的，已規定每
年出口限額為零)

Geochelone nigra <象龜 >

Geochelone radiata <輻紋
陸龜 >

Geochelone yniphora <馬
達加斯加陸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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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pherus flavomarginatus
<黃緣沙龜 >

Psammobates geometricus
<幾何沙龜 >

Pyxis arachnoides 
<蛛龜 >

Pyxis planicauda <扁尾蛛
網龜 >

Testudo kleinmanni <埃及
陸龜 >

Testudo werneri <以色列
陸龜 >

Cheloniidae <海龜科 >

Cheloniidae spp. <海龜科
所有種，玳瑁 >

Dermochelyidae <棱皮龜科 >

Dermochelys coriacea <棱
皮龜 >

Carettochelyidae <兩爪鱉科 >

Carettochelys insculpta 
<豬鼻鱉 >

Trionychidae <鱉科 >

Amyda cartilaginea <鱉 >

Apalone ater <猛鱉 >

Aspideretes gangeticus 
<囱河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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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pideretes hurum 
<宏鱉 >

Aspideretes nigricans <黑
鱉 >

Chitra spp. <小頭鱉屬所
有種 >

Lissemys punctata <緣板
鱉 >

Palea steindachneri <山瑞
鱉 >(中國)

Pelochelys spp. <黿鱉屬
所有種 >

Pelodiscus axenaria
<砂鱉 > (中國)

Pelodiscus maackii <東北
鱉 > (中國)

Pelodiscus parviformis
<小鱉 > (中國)

Rafetus swinhoei <斑
鱉 >(中國)

Trionyx triunguis <非洲
鱉 > (加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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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lomedusidae <側頸龜科 >

Erymnochelys
madagascariensis <馬達加
斯加大頭側頸龜 >

Pelomedusa subrufa <盔
側頸龜 > (加納)

Peltocephalus dumeriliana
<亞馬遜大頭側頸龜 >

Pelusios adansonii <安氏
非洲側頸龜 > (加納)

Pelusios castaneus <西非
側頸龜 > (加納)

Pelusios gabonensis <非洲
森林側頸龜 > (加納)

Pelusios niger <非洲黑側
頸龜 > (加納)

Podocnemis spp. <南美側
頸龜屬所有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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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elidae <蛇頸龜科 >

Chelodina mccordi <羅地
島長頸龜 >

Pseudemydura umbrina 
<短頸龜 >

CROCODYLIA <鱷目 >

CROCODYLIA spp. <鱷
目所有種，例如：寬吻
鱷、鱷魚或鈍吻鱷 > 
(附錄 I所列物種除外)

Alligatoridae <鼉科 >

Alligator sinensis <鼉(揚
子鱷)>

Caiman crocodilus
apaporiensis <中美短吻
鼉 >

Caiman latirostris <南美
短吻鼉 > (附錄 II所列的
阿根廷種群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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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lanosuchus niger <亞馬
遜鼉 > (附錄 II所列的厄
瓜多爾種群除外，其每年
出口限額為零，直至獲秘
書處及根據《公約》設立
的 IUCN/SSC鱷魚專家組
批准每年出口限額時為止)

Crocodylidae <鱷科 >

Crocodylus acutus 
<吻鱷 > (附錄 II所列的
古巴種群除外)

Crocodylus cataphractus 
<尖吻鱷 >

Crocodylus intermedius 
<中介鱷 >

Crocodylus mindorensis 
<菲律賓鱷 >

Crocodylus moreletii <佩
滕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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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ocodylus niloticus <尼
羅鱷 > [附錄 II所列的博
茨瓦納、埃塞俄比亞、肯
尼亞、馬達加斯加、馬拉
維、莫桑比克、納米比
亞、南非、烏干達、坦桑
尼亞聯合共和國 (但須受
一個除捕養動物標本外，
不超過 1,600隻野生標本
(包括狩獵品)的每年出口
限額所規限)、贊比亞及津
巴布韋種群除外]

Crocodylus palustris 
<囱河鱷 >

Crocodylus porosus 
<灣鱷 > (附錄 II所列澳
大利亞、印度尼西亞及巴
布亞新畿內亞種群除外)

Crocodylus rhombifer <菱
斑鱷 >

Crocodylus siamensis <暹
羅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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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steolaemus tetraspis <短
吻鱷 >

Tomistoma schlegelii <馬
來鱷 >

Gavialidae <食魚鱷科 >

Gavialis gangeticus <食魚
鱷 >

RHYNCHOCEPHALIA <喙頭科 >

Sphenodontidae <楔齒蜥科 >

Sphenodon spp. <楔齒蜥
屬所有種 >

SAURIA <蜥蜴目 >

Gekkonidae <壁虎科 >

Cyrtodactylus
serpensinsula <蛇島弓趾
虎 >

Hoplodactylus spp. <武趾
虎 > (新西蘭)

Naultinus spp. <新西蘭壁
虎 > (新西蘭)

Phelsuma spp. <殘趾虎屬
所有種 >

Uroplatus spp. <壁虎 >

Agamidae <鬣蜥科 >

Uromastyx spp. <刺尾蜥
屬所有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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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maeleonidae <避役科 >

Bradypodion spp. <侏儒
蜥屬所有種，變色龍 >

Brookesia spp. <變色龍屬
所有種 > (附錄 I所列物種
除外)

Brookesia perarmata <殘
肢變色龍 >

Calumma spp. <詭避役屬
所有種，變色龍 >

Chamaeleo spp. <避役屬
所有種，變色龍 >

Furcifer spp. <叉角避役
屬所有種，變色龍 >

Iguanidae <美洲鬣蜥科 >

Amblyrhynchus cristatus 
<鈍鼻蜥 >

Brachylophus spp. <低冠
蜥屬所有種 >

Conolophus spp. <陸鬣屬
所有種 >

Cyclura spp. <圓尾蜥屬
所有種 >

Iguana spp. <美洲鬣蜥屬
所有種，綠鬣蜥 >

Phrynosoma coronatum 
<冠角蜥 >

Sauromalus varius <叩壁
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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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certidae <蜥蜴科 >

Gallotia simonyi <辛氏
蜥 >

Podarcis lilfordi <利氏壁
蜥 >

Podarcis pityusensis <依
比茲壁蜥 >

Cordylidae <棒蜥科 >

Cordylus spp. <繩蜥屬所
有種 >

Teiidae <美洲蜥蜴科 >

Crocodilurus amazonicus 
<亞馬遜鞭尾蜥 >

Dracaena spp. <閃光蜥屬
所有種 >

Tupinambis spp. <雙領蜥
屬所有種 >

Scincidae <石龍子科 >

Corucia zebrata <所羅門
蜥 >

Xenosauridae <異蜥科 >

Shinisaurus crocodilurus 
<瑤山鱷蜥 >

Helodermatidae <毒蜥科 >

Heloderma spp. <毒蜥屬
所有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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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ranidae <巨蜥科 >

Varanus spp. <巨蜥屬所
有種，五爪金龍 > (附錄 I
所列物種除外)

Varanus bengalensis <孟
加拉巨蜥 >

Varanus flavescens <黃色
巨蜥 >

Varanus griseus <荒漠巨
蜥 >

Varanus komodoensis <科
摩多巨蜥 >

Varanus nebulosus <暗色
巨蜥 >

SERPENTES <蛇目 >

Loxocemidae <美洲閃鱗蛇科 >

Loxocemidae spp. <美洲
閃鱗蛇科所有種 >

Pythonidae <蟒科 >

Pythonidae spp. <蟒科所
有種 > (附錄 I所列亞種除
外)

Python molurus molurus
<蟒蛇指名亞種 >

Boidae <蚺科 >

Boidae spp. <蚺科所有
種，球蟒 > (附錄 I所列物
種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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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rantophis spp. <懶螣屬
所有種 >

Boa constrictor
occidentalis <巨蚺 >

Epicrates inornatus <黃色
虹蚺 >

Epicrates monensis <莫納
虹蚺 >

Epicrates subflavus <牙買
加虹蚺 >

Sanzinia madagascariensis
<馬達加斯加螣 >

Bolyeriidae <雷蛇科 >

Bolyeriidae spp. <雷蛇科
所有種 > (附錄 I所列物種
除外)

Bolyeria multocarinata 
<雷蛇 >

Casarea dussumieri 
<島螣 >

Tropidophiidae <林蚺科 >

Tropidophiidae spp. <林
蚺科所有種 >

Colubridae <游蛇科 >

Atretium schistosum <綠
滇西蛇 > (印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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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rberus rhynchops <波加
丹蛇 > (印度)

Clelia clelia <擬蚺蛇 >

Cyclagras gigas <南美水
蛇 >

Elachistodon westermanni
<印度食卵蛇 >

Ptyas mucosus <滑鼠蛇 >

Xenochrophis piscator <漁
異色蛇 > (印度)

Elapidae <眼鏡蛇科 >

Hoplocephalus bungaroides
<盔頭蛇 >

Micrurus diastema <科利
馬珊瑚蛇 > (洪都拉斯)

Micrurus nigrocinctus <黑
紋珊瑚蛇 > (洪都拉斯)

Naja atra <舟山眼鏡蛇 >

Naja kaouthia <孟加拉眼
鏡蛇 >

Naja mandalayensis <緬
甸眼鏡蛇 >

Naja naja <眼鏡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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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ja oxiana <中亞眼鏡
蛇 >

Naja philippinensis <菲律
賓眼鏡蛇 >

Naja sagittifera <印度眼
鏡蛇 >

Naja samarensis <薩馬眼
鏡蛇 >

Naja siamensis <泰國眼鏡
蛇 >

Naja sputatrix <南洋眼鏡
蛇 >

Naja sumatrana <蘇門答
臘眼鏡蛇 >

Ophiophagus hannah <眼
鏡王蛇 >

Viperidae < 虫奎科 >

Crotalus durissus <南美響
尾蛇 > (洪都拉斯)

Daboia russelii < 虫奎蛇 >
(印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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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pera ursinii <草原虫奎 >
(僅歐洲種群，前蘇聯地區
種群除外；後述地區種群
沒有被列入《附錄》)

Vipera wagneri <魏氏虫奎 >

AMPHIBIA 
<兩棲綱：兩棲動物 >

ANURA <無尾目 >

Bufonidae <蟾蜍科 >

Altiphrynoides spp. <巴爾
胎生蟾蜍屬所有種 >

Atelopus zeteki <澤氏斑
蟾 >

Bufo periglenes <金蟾
蜍 >

Bufo superciliaris <睫眉蟾
蜍 >

Nectophrynoides spp. <胎
生蟾蜍屬所有種 >

Nimbaphrynoides spp. 
<利比里亞胎生蟾蜍屬所
有種 >

Spinophrynoides spp. <埃
塞俄比亞胎生蟾蜍屬所有
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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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ndrobatidae <箭毒蛙科 >

Dendrobates spp. <箭毒蛙
屬所有種 >

Epipedobates spp. <上土
箭毒蛙屬所有種 >

Minyobates spp. <黃腹箭
毒蛙屬所有種 >

Phyllobates spp. <葉毒蛙
屬所有種 >

Mantellidae <曼蛙科 >

Mantella spp. <曼蛙屬所
有種 >

Microhylidae <姬蛙科 >

Dyscophus antongilii <安
通吉爾灣姬蛙 >

Scaphiophryne gottlebei 
<戈氏撥土蛙 >

Myobatrachidae <龜蟾蛙科 >

Rheobatrachus spp. <含子
蛙屬所有種 >

Ranidae <蛙科 >

Euphlyctis hexadactylus 
<六趾蛙 >

Hoplobatrachus tigerinus 
<虎紋蛙 >

CAUDATA <有尾目 >

Ambystomidae <鈍口螈科 >

Ambystoma dumerilii <鈍
口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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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bystoma mexicanum 
<大鈍口螈 >

Cryptobranchidae <隱鰓鯢科 >

Andrias spp. <大鯢屬所有
種，娃娃魚 >

ELASMOBRANCHII 
<板鰓亞綱：鯊 >

ORECTOLOBIFORMES <鬚鯊目 >

Rhincodontidae <鯨鯊科 >

Rhincodon typus <鯨鯊 >

LAMNIFORMES <鼠鯊目 >

Lamnidae <鼠鯊科 >

Carcharodon carcharias 
<噬人鯊、大白鯊 >

Cetorhinidae <姥鯊科 >

Cetorhinus maximus <姥
鯊 >

ACTINOPTERYGII 
<輻鰭亞綱：魚 >

ACIPENSERIFORMES <鱘形目 >

ACIPENSERIFORMES
spp. <鱘形目所有種 > (附
錄 I所列物種除外)

Acipenseridae <鱘科 >

Acipenser brevirostrum 
<短吻鱘 >

Acipenser sturio <波羅的
海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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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STEOGLOSSIFORMES <骨舌魚目 >

Osteoglossidae <骨舌魚科 >

Arapaima gigas <巨骨舌
魚 >

Scleropages formosus <美
麗硬仆骨舌魚、龍吐珠 >

CYPRINIFORMES <鯉形目 >

Cyprinidae <鯉科 >

Caecobarbus geertsi 
<盲魚巴>

Probarbus jullieni <朱林
氏原魚巴>

Catostomidae <胭脂魚科 >

Chasmistes cujus <內華達
州呵吸鯉 >

SILURIFORMES <矅形目 >

Pangasiidae < 魚芒科 >

Pangasianodon gigas <巨
無齒魚芒>

SYNGNATHIFORMES <海龍魚目 >

Syngnathidae <海龍魚科 >

Hippocampus spp. <海馬
屬所有種 >

PERCIFORMES <鱸形目 >

Labridae <隆頭魚科 >

Cheilinus undulatus <蘇
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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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iaenidae <石首魚科 >

Totoaba macdonaldi <加
利福尼亞灣石首魚 >

SARCOPTERYGII 
<肉鰭亞綱：肺魚 >

COELACANTHIFORMES <腔棘魚 >

Latimeriidae <矛尾魚科 >

Latimeria spp. <矛尾魚屬
所有種 >

CERATODONTIFORMES <角齒肺魚目 >

Ceratodontidae <角齒肺魚科 >

Neoceratodus forsteri <澳
洲新角齒肺魚 >

E C H I N O D E R M A T A 
<棘皮動物門 >

HOLOTHUROIDEA 
<海參綱：海參 >

ASPIDOCHIROTIDA <楯手目 >

Stichopodidae <刺參科 >

Isostichopus fuscus
<海參 > (厄瓜多爾)

A R T H R O P O D A 
<節肢動物門 >

ARACHNIDA 
<蛛形綱：蜘蛛 >

SCORPIONES <蝎形目 >

Scorpionidae <蝎科 >

Pandinus dictator <獨裁
巨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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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ndinus gambiensis <岡
比亞巨蝎 >

Pandinus imperator <將軍
巨蝎 >

ARANEAE <蛛形目 >

Theraphosidae <捕鳥蛛科 >

Aphonopelma albiceps <墨
西哥白頭捕鳥蛛 >

Aphonopelma pallidum 
<墨西哥灰捕鳥蛛 >

Brachypelma spp. <短尾
蛛屬所有種 >

INSECTA 
<昆蟲綱：昆蟲 >

COLEOPTERA <鞘翅目 >

Lucanidae <鍬甲科 >

Colophon spp. <考鍬甲屬
所有種 > (南非)

LEPIDOPTERA <鱗翅目 >

Papilionidae <鳳蝶科 >

Atrophaneura jophon <斯
里蘭卡曙鳳蝶 >

Atrophaneura pandiyana 
<印度曙鳳蝶 >

Bhutanitis spp. <褐鳳蝶屬
所有種 >

Ornithoptera spp. <巨鳳
蝶屬所有種 > (附錄 I所列
物種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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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nithoptera alexandrae 
<女王亞力山大巨鳳蝶 >

Papilio chikae <呂宋鳳
蝶 >

Papilio homerus <荷馬鳳
蝶 >

Papilio hospiton <科西嘉
鳳蝶 >

Parnassius apollo <阿波羅
絹蝶 >

Teinopalpus spp. <喙鳳蝶
屬所有種 >

Trogonoptera spp. <鳥鳳
蝶屬所有種 >

Troides spp. <翼鳳蝶屬所
有種 >

A N N E L I D A 
<環節動物門 >

HIRUDINOIDEA 
<蛭綱：水蛭 >

ARHYNCHOBDELLIDA <無吻蛭目 >

Hirudinidae <醫蛭科 >

Hirudo medicinalis <歐洲
醫蛭 >

M O L L U S C A 
<軟體動物門 >

BIVALVIA 
<雙殼綱：蛤、貽貝 >

VENERIDA <簾蛤目 >

Tridacnidae <硨磲科 >

Tridacnidae spp. <硨磲科
所有種，巨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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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ONIDA <珠蚌目 >

Unionidae <蚌科 >

Conradilla caelata <雕刻
射蚌 >

Cyprogenia aberti <阿氏
強膨蚌 >

Dromus dromas <走蚌 >

Epioblasma curtisi <冠前
山脊蚌 >

Epioblasma florentina <閃
光前山脊蚌 >

Epioblasma sampsoni <沙
氏前山脊蚌 >

Epioblasma sulcata
perobliqua <全斜溝前山脊
蚌 >

Epioblasma torulosa
gubernaculum <舵瘤前山脊
蚌 >

Epioblasma torulosa
rangiana <行瘤前山脊蚌 >

Epioblasma torulosa
torulosa <瘤前山脊蚌 >

Epioblasma turgidula <膨
大前山脊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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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ioblasma walkeri <瓦氏
前山脊蚌 >

Fusconaia cuneolus <楔狀
水蚌 >

Fusconaia edgariana <水
蚌 >

Lampsilis higginsii <希氏
美麗蚌 >

Lampsilis orbiculata
orbiculata <球美麗蚌 >

Lampsilis satur <多彩美
麗蚌 >

Lampsilis virescens <綠美
麗蚌 >

Plethobasus cicatricosus 
<皺疤豐底蚌 >

Plethobasus cooperianus 
<古柏豐底蚌 >

Pleurobema clava <棒形
側底蚌 >

Pleurobema plenum <滿側
底蚌 >

Potamilus capax 
<大河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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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adrula intermedia <中
間方蚌 >

Quadrula sparsa <稀少方
蚌 >

Toxolasma cylindrella <柱
狀扁弓蚌 >

Unio nickliniana 
<線珠蚌 >

Unio tampicoensis
tecomatensis <德科馬坦比
哥珠蚌 >

Villosa trabalis <橫條多
毛蚌 >

MYTILOIDA <貽貝目 >

Mytilidae <殼菜蛤科 >

Lithophaga lithophaga 
<石蟶 >

GASTROPODA 
<腹足綱：蝸牛、海螺 >

STYLOMMATOPHORA <柄眼目 >

Achatinellidae <小瑪瑙螺科 >

Achatinella spp. <小瑪瑙
螺屬所有種 >

Camaenidae <堅齒螺科 >

Papustyla pulcherrima 
<美麗尖柱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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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SOGASTROPODA <中腹足目 >

Strombidae <鳳螺科 >

Strombus gigas <大鳳
螺 >

C N I D A R I A 
<刺胞亞門 >

ANTHOZOA 
<珊瑚蟲綱：珊瑚、海葵 >

HELIOPORACEA <蒼珊瑚目 >

Helioporidae spp. <蒼珊
瑚科所有種 > (僅包括
Heliopora coerulea <蒼珊
瑚 >物種。化石不受本條
例的條文規限)

STOLONIFERA <多莖目 >

Tubiporidae <笙珊瑚科 >

Tubiporidae spp. <笙珊
瑚科所有種 > (化石不受本
條例的條文規限)

ANTIPATHARIA <角珊瑚目 >

ANTIPATHARIA spp. 
<角珊瑚目所有種 >

SCLERACTINIA <石珊瑚目 >

SCLERACTINIA spp. 
<石珊瑚目所有種 > (化石
不受本條例的條文規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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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YDROZOA 
<水螅綱：海羊齒、火焰珊瑚、刺水母 >

MILLEPORINA <多孔螅目 >

Milleporidae <多孔螅科 >

Milleporidae spp. <多孔
螅科所有種 > (化石不受本
條例的條文規限)

STYLASTERINA <柱星螅目 >

Stylasteridae <柱星螅科 >

Stylasteridae spp. <柱星
螅科所有種 > (化石不受本
條例的條文規限)

F L O R A <植物 >

AGAVACEAE <龍舌蘭科 >

Agave arizonica <亞利桑
那龍舌蘭 >

Agave parviflora <小花龍
舌蘭 >

Agave victoriae-reginae #1
<龍角 >

Nolina interrata <間型酒
瓶蘭 >

AMARYLLIDACEAE <石蒜科 >

Galanthus spp. #1 <雪滴
花屬所有種 >

Sternbergia spp. #1 <黃
花石蒜屬所有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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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OCYNACEAE <夾竹桃科 >

Hoodia spp. #9 <麗杯角
屬所有種，火地亞 >

Pachypodium spp. #1 <棒
錘樹屬所有種，象鼻 > (附
錄 I所列物種除外)

Pachypodium ambongense
<安博棒錘樹 >

Pachypodium baronii <巴
氏棒錘樹 >

Pachypodium decaryi <迪
氏棒錘樹 >

Rauvolfia serpentina #2 
<蛇根木、印度蘿芙木 >

ARALIACEAE <五加科 >

Panax ginseng #3 <人
參 > (僅俄羅斯聯邦種群；
沒有其他種群被列入《附
錄》)

Panax quinquefolius #3 
<西洋參、花旗參 >

ARAUCARIACEAE <南洋杉科 >

Araucaria araucana <智利
南洋杉 >

BERBERIDACEAE <小蘗科 >

Podophyllum hexandrum
#2 <桃兒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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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OMELIACEAE <鳳梨科 >

Tillandsia harrisii #1 <哈
氏老人鬚 >

Tillandsia kammii #1 <卡
氏老人鬚 >

Tillandsia kautskyi #1 
<考氏老人鬚 >

Tillandsia mauryana #1 
<莫氏老人鬚 >

Tillandsia sprengeliana #1
<斯氏老人鬚 >

Tillandsia sucrei #1 <蘇氏
老人鬚 >

Tillandsia xerographica #1
<旱氏老人鬚 >

CACTACEAE <仙人掌科 >

CACTACEAE spp.7 #4 
<仙人掌科所有種 > (附錄
I所列物種除外)

Ariocarpus spp. <巖牡丹
屬所有種 >

Astrophytum asterias <星
葉球 >

Aztekium ritteri <花籠 >

Coryphantha werdermannii
<精美球、沃德曼球 >

Discocactus spp. <孔雀花
屬所有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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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hinocereus ferreirianus
ssp. lindsayi <林氏鹿角
掌 >

Echinocereus schmollii 
<珠毛柱 >

Escobaria minima <小火
球、小極光球 >

Escobaria sneedii <斯奈特
火球、鬚彌山 >

Mammillaria pectinifera 
<白斜子 >

Mammillaria solisioides 
<假白斜子 >

Melocactus conoideus <圓
錐花座球 >

Melocactus deinacanthus 
<晚刺花座球 >

Melocactus glaucescens 
<蒼白花座球 >

Melocactus paucispinus 
<疏刺花座球 >

Obregonia denegrii 
<帝冠 >

Pachycereus militaris <富
貴球、金毛翁 >

Pediocactus bradyi <布氏
月華玉 >

Pediocactus knowltonii 
<諾爾托花梗仙人掌、銀
河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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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diocactus paradinei 
<帕拉丁花梗仙人掌、雛
鷺球 >

Pediocactus peeblesianus 
<皮布列斯花梗仙人掌、
斑鳩球 >

Pediocactus sileri <西列利
花梗仙人掌、天狼 >

Pelecyphora spp. <斧突球
屬所有種 >

Sclerocactus brevihamatus
ssp. tobuschii <突氏玄武
玉 >

Sclerocactus erectocentrus
<直中硬仙人掌、白琅
玉 >

Sclerocactus glaucus <灰
硬仙人掌、蒼白玉 >

Sclerocactus mariposensis
<海波硬仙人掌、藤榮
球 >

Sclerocactus mesae-verdae
<中綠硬仙人掌、月想
曲 >

Sclerocactus nyensis <尼
氏魚虎玉 >

Sclerocactus
papyracanthus <泊硬仙人
掌、月童 >

Sclerocactus pubispinus 
<短刺硬仙人掌、毛刺
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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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lerocactus wrightiae 
<賴特硬仙人掌、懷氏虹
山 >

Strombocactus spp. <鱗莖
玉屬所有種 >

Turbinicarpus spp. <陀螺
果球屬所有種，姣麗球 >

Uebelmannia spp. <傘球
屬所有種，假般若 >

CARYOCARACEAE <多柱樹科 >

Caryocar costaricense #1
<多柱樹 >

COMPOSITAE (Asteraceae) <菊科 >

Saussurea costus <顯脈鳳
毛菊、雲木香 >

CRASSULACEAE <景天科 >

Dudleya stolonifera <匍枝
粉葉草 >

Dudleya traskiae <特氏粉
葉草 >

CUPRESSACEAE <柏科 >

Fitzroya cupressoides <智
利柏 >

Pilgerodendron uviferum 
<皮爾格柏 >

CYATHEACEAE <桫欏科 >

Cyathea spp. #1 <桫欏屬
所有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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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YCADACEAE <蘇鐵科 >

CYCADACEAE spp. #1
<蘇鐵科所有種 >

Cycas beddomei <印度蘇
鐵 >

DIAPENSIACEAE <岩梅科 >

Shortia galacifolia #1 <灰
葉岩扇 >

DICKSONIACEAE <蚌殼蕨科 >

Cibotium barometz #1 
<金毛狗脊 >

Dicksonia spp. #1 <蚌殼
蕨屬所有種 > (僅美洲種
群；沒有其他種群被列入
《附錄》)

DIDIEREACEAE <龍樹科 >

DIDIEREACEAE spp.
#1 <龍樹科所有種，
刺戟 >

DIOSCOREACEAE <薯蕷科 >

Dioscorea deltoidea #1 
<三葉薯蕷 >

DROSERACEAE <茅膏菜科 >

Dionaea muscipula #1 
<酒神菜、捕蠅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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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UPHORBIACEAE <大戟科 >

Euphorbia spp. #1 <大戟
屬所有種 > (僅肉質性物
種，附錄 I所列物種除
外。以下各項不受本條例
的條文規限： Euphorbia
trigona栽培種的人工培植
標本、 Euphorbia lactea
的雞冠狀、扇狀或顏色突
變體的人工培植標本(如嫁
接於 Euphorbia neriifolia
的人工培植砧木上)，及
Euphorbia ‘Milii’栽培
種的人工培植標本(如它們
以每一付運批次數量為
100株或以上的植物進行
貿易，並且可輕易地識別
為人工培植標本))

Euphorbia ambovombensis
<安波沃本大戟 >

Euphorbia
capsaintemariensis <開塞
恩坦馬里大戟 >

Euphorbia cremersii <克
氏大戟 > (包括 viridifolia
型及 rakotozafyi變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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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uphorbia cylindrifolia
<柱葉大戟 > (包括
tuberifera所有種)

Euphorbia decaryi <狄氏
大戟 > (包括
ampanihyenis、 robinsonii
及 spirosticha變種)

Euphorbia francoisii <費
氏大戟 >

Euphorbia moratii <莫氏
大戟 > (包括
antsingiensis、
bemarahensis及 multiflora
變種)

Euphorbia
parvicyathophora <小序大
戟 >

Euphorbia quartziticola 
<四體大戟 >

Euphorbia tulearensis <圖
拉大戟 >

FOUQUIERIACEAE <福桂花科 >

Fouquieria columnaris #1
<柱狀福桂花 >

Fouquieria fasciculata
<簇生福桂花 >

Fouquieria purpusii <普氏
福桂花 >

GNETACEAE <買麻藤科 >

Gnetum montanum #1 
<買麻藤 > (尼泊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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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UGLANDACEAE <胡桃科 >

Oreomunnea pterocarpa #1
<楓桃 >

LEGUMINOSAE (Fabaceae) <豆科 >

Dalbergia nigra <黑檀 >

Dipteryx panamensis <巴
拿馬天蓬樹 > (哥斯達黎
加)

Pericopsis elata #5 <高大
花檀 >

Platymiscium
pleiostachyum #1 <扁枝
豆、膜莢豆 >

Pterocarpus santalinus #7
<茜草葉紫檀、檀香紫
檀 >

LILIACEAE <百合科 >

Aloe spp. #1 <蘆薈屬所
有種 > (附錄 I所列物種除
外；並且不包括沒有被列
入《附錄》的 Aloe vera 
<翠葉蘆薈 > (亦稱為
Aloe barbadensis))

Aloe albida <微白蘆薈 >

Aloe albiflora <白花蘆
薈 >

Aloe alfredii <阿氏蘆薈 >

Aloe bakeri <貝氏蘆薈 >

Aloe bellatula <美麗蘆
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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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oe calcairophila <喜鈣
蘆薈 >

Aloe compressa <扁蘆
薈 > (包括
rugosquamosa、
schistophila及
paucituberculata變種)

Aloe delphinensis <德爾斐
蘆薈 >

Aloe descoingsii <德氏蘆
薈 >

Aloe fragilis <脆蘆薈 >

Aloe haworthioides <十二
卷狀蘆薈 > (包括
aurantiaca變種)

Aloe helenae <海倫蘆薈 >

Aloe laeta <艷蘆薈 > (包
括 maniaensis變種)

Aloe parallelifolia <平行
葉蘆薈 >

Aloe parvula <小蘆薈 >

Aloe pillansii <皮氏蘆
薈 >

Aloe polyphylla <多葉蘆
薈 >

Aloe rauhii <勞氏蘆薈 >

Aloe suzannae <索贊蘆
薈 >

Aloe versicolor <變色蘆
薈 >

Aloe vossii <沃氏蘆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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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GNOLIACEAE <木蘭科 >

Magnolia liliifera var.
obovata #1 <蓋裂木 > (尼
泊爾)

MELIACEAE <楝科 >

Cedrela odorata #5 <孼洋
椿 > [哥倫比亞種群 (哥倫
比亞)、秘魯種群 (秘魯)]

Swietenia humilis #1 <墨
西哥桃花心木 >

Swietenia macrophylla #6
<大葉桃花心木 > (新熱帶
種群) 

Swietenia mahagoni #5 
<桃花心木 >

NEPENTHACEAE <豬籠草科 >

Nepenthes spp. #1 <豬籠
草屬所有種 >

Nepenthes khasiana <卡西
豬籠草 >

Nepenthes rajah <拉賈豬
籠草 >

ORCHIDACEAE <蘭科 >

ORCHIDACEAE spp.8

#8 <蘭科所有種 > (附錄
I所列物種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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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下列所有附錄 I物種而
言，源於體外培養、置於
固體或液體培養基中、以
經消毒容器運輸的幼苗或
組織培養物，不受本條例
的條文規限)

Aerangis ellisii <馬達加斯
加船形蘭 >

Dendrobium cruentum <血
色石斛 >

Laelia jongheana <大花蕾
立蘭 >

Laelia lobata <淺裂利立
蘭 >

Paphiopedilum spp. <兜蘭
屬所有種，拖鞋蘭 >

Peristeria elata <鴿蘭 >

Phragmipedium spp. <美
洲兜蘭屬所有種，美洲拖
鞋蘭 >

Renanthera imschootiana 
<雲南火焰蘭 >

OROBANCHACEAE <列當科 >

Cistanche deserticola #1 
<肉蓯蓉 >

PALMAE (Arecaceae) <棕櫚科 >

Beccariophoenix
madagascariensis <馬島
葵 >

Chrysalidocarpus decipiens
<擬散尾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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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murophoenix halleuxii 
<狐猴葵 >

Marojejya darianii <達氏
仙茅棕 >

Neodypsis decaryi #1 <三
角檳榔 >

Ravenea louvelii <繁序雷
文葵 >

Ravenea rivularis <河岸雷
文葵 >

Satranala decussilvae <林
扇葵 >

Voanioala gerardii <長苞
椰 >

PAPAVERACEAE <罌粟科 >

Meconopsis regia #1 <尼
泊爾綠絨蒿 > (尼泊爾)

PINACEAE <松科 >

Abies guatemalensis <危
地馬拉冷杉 >

PODOCARPACEAE <羅漢松科 >

Podocarpus neriifolius #1
<百日青 > (尼泊爾)

Podocarpus parlatorei <彎
葉羅漢松 >

PORTULACACEAE <馬齒莧科 >

Anacampseros spp. #1 
<回歡草屬所有種 >

Avonia spp. #1 <阿旺尼
亞草屬所有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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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wisia serrata #1 <鋸齒
離子莧 >

PRIMULACEAE <報春花科 >

Cyclamen spp.9 #1 <仙客
來屬所有種 >

PROTEACEAE <山龍眼科 >

Orothamnus zeyheri #1 
<山棲木 >

Protea odorata #1 <芳香
薊花木 >

RANUNCULACEAE <毛莨科 >

Adonis vernalis #2 <春福
壽草 >

Hydrastis canadensis #3 
<白毛莨 >

ROSACEAE <薔薇科 >

Prunus africana #1 <非洲
李 >

RUBIACEAE <茜草科 >

Balmea stormiae <巴爾米
木 >

SARRACENIACEAE <瓶子草科 >

Sarracenia spp. #1 <瓶子
草屬所有種 > (附錄 I所列
物種除外)

Sarracenia oreophila <山
地瓶子草 >

Sarracenia rubra ssp.
alabamensis <阿拉巴馬瓶
子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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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rracenia rubra ssp.
jonesii <瓊斯瓶子草 >

SCROPHULARIACEAE <玄參科 >

Picrorhiza kurrooa #3 
<庫洛胡黃連 > (不包括
Picrorhiza scrophulariiflora
<胡黃連 >)

STANGERIACEAE <蕨蘇鐵科 >

Bowenia spp. #1 <波溫鐵
屬所有種 >

Stangeria eriopus <蕨蘇
鐵 >

TAXACEAE <紫杉科 >

Taxus chinensis 及此物種
的同種分類單元 10 #10 
<南方紅豆杉 >

Taxus cuspidata 及此物種
的同種分類單元 10 #10 
<東北紅豆杉 >

Taxus fuana 及此物種的同
種分類單元 10 #10

Taxus sumatrana 及此物
種的同種分類單元 10 #10

Taxus wallichiana #10 
<喜馬拉雅紅豆杉 >

TROCHODENDRACEAE (Tetracentraceae) <水青樹科 >

Tetracentron sinense #1 
<水青樹 > (尼泊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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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YMELAEACEAE (Aquilariaceae) <瑞香科 >

Aquilaria spp. #1 
<沉香 >

Gonystylus spp. #1 <棱柱
木屬所有種，白木 >

Gyrinops spp. #1

VALERIANACEAE <敗醬科 >

Nardostachys grandiflora
#3 <匙葉甘松 >

WELWITSCHIACEAE <百歲葉科 >

Welwitschia mirabilis #1 
<百歲葉 >

ZAMIACEAE <澤米科 >

ZAMIACEAE spp. #1 
<澤米科所有種 > (附錄 I
所列物種除外)

Ceratozamia spp. <角狀
澤米屬所有種 >

Chigua spp. <哥倫比亞蘇
鐵屬所有種 >

Encephalartos spp. <非洲
蘇鐵屬所有種 >

Microcycas calocoma <小
蘇鐵 >

ZINGIBERACEAE <薑科 >

Hedychium philippinense
#1 <菲律賓薑花 >

ZYGOPHYLLACEAE <蒺藜科 >

Guaiacum spp. #2 <愈瘡
木屬所有種 >

附錄 I 附錄 II 附錄 III

2006年第 3號條例 《保護瀕危動植物物種條例》——附表 1A322



1. 博茨瓦納、納米比亞和南非的種群的標本必須作為下列物品而進口、出口或再出
口，方可視為附錄 II物種的標本——
(a) 狩獵品 (為非商業目的而進口、出口或再出口)；
(b) 就地保育項目的活體動物；
(c) 皮張；
(d ) 博茨瓦納的皮革製品 (為非商業目的而進口、出口或再出口)，或納米比亞和
南非的皮革製品 (為商業目的或非商業目的而進口、出口或再出口)；

(e) 納米比亞的毛 (為商業目的或非商業目的而進口、出口或再出口)；
( f ) 納米比亞的珠寶製成品中所含的 ekipa，這些 ekipa都有獨立標記和證明 (為
非商業目的而進口、出口或再出口)；或

(g) 已註冊的生象牙 (博茨瓦納和納米比亞的整根象牙和象牙切片或切段；南非
的整根象牙及長度為 20厘米或多於 20厘米、重量為 1千克或多於 1千克的
象牙切片或切段)，但須符合下列條件——

(i) 僅限源自該國已登記的屬政府所有的庫存象牙 (不包括遭檢取的象牙和
來源不明的象牙)，而就南非而言，僅限源自克魯格國家公園的象牙；

(ii) 僅可出口至獲秘書處經與根據《公約》設立的常務委員會磋商後核證的貿
易國，而所核證的內容是該國具有充足的國家所訂的法例和國內貿易管
制以確保進口的象牙不會再出口，並會按照關於國內生產和貿易的大會
決議 Conf. 10.10號 (第 12次會議修訂案)進行管理；

(iii) 不得在秘書處核證準進口國，和監察非法獵殺大象 (MIKE)計劃已向秘
書處提交基線資料 (例如大象種群數量、非法獵殺事件)之前；

(iv) 最大象牙貿易限額為 20 000千克 (博茨瓦納)、 10 000千克 (納米比亞)
和 30 000千克 (南非)，並在秘書處的嚴格監督下以單一付運批次運出；

(v) 貿易的收益純粹用於保育大象和大象分布區內或其附近地區的社區保育
與發展項目；及

(vi) 僅在根據《公約》設立的常務委員會同意上述條件均已獲符合之後。

2. 津巴布韋種群的標本必須作為下列物品而出口，方可視為附錄 II物種的標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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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狩獵品 (為非商業目的而出口)；
(b) 往適當和可接受的目的地的活體動物；
(c) 皮張；或
(d ) 皮革製品或象牙雕刻品 (為非商業目的而出口)。
為確保——

(i) 活體動物的目的地是適當和可接受的目的地；及／或
(ii) 進口的目的屬非商業目的，
發出出口准許證及再出口證明書的有關主管當局在已從進口地的有關主管當局收
到證明以下事項的證明書之後，方可發出出口准許證及再出口證明書：
——在 (i)情形下，在類似《公約》第三條第 3(b)款的情況下，載容設施已由按照
《公約》指定的主管科學機構覆檢，而擬接收方被認為有用以收容和照顧該等
動物的適當設備；及／或

——在 (ii)情形下，在類似《公約》第三條第 3(c)款的情況下，進口地的有關主管
當局信納有關標本不會主要用作商業目的。

3. 阿根廷種群的標本必須作為下列物品而進口、出口或再出口，方可視為附錄 II物
種的標本——
(a) 剪自活體 vicuñas〈小羊駝〉的羊毛；
(b) 布，其反面必須附有屬《小羊駝保護公約》締約國的該物種的分布國所採納的

標誌以及 “VICUÑA-ARGENTINA”字樣的布邊；或
(c) 衍生產品或其他手工藝製品，它們必須附有包括上述標誌和指定的

“VICUÑA-ARGENTINA-ARTESANÍA”字樣的標籤。

4. 玻利維亞種群的標本必須作為下列物品而進口、出口或再出口，方可視為附錄 II
物種的標本——
(a) 剪自屬於Mauri-Desaguadero、 Ulla Ulla和 Lípez-Chichas保育機構的種群

的活體動物的羊毛或其衍生產品；或
(b) 剪自屬於玻利維亞其他種群的活體動物的羊毛的產品，
而就 (a)及 (b)段而言——
——布的反面必須附有屬《小羊駝保護公約》締約國的該物種的分布國所採納的標

誌以及 “VICUÑA-BOLIVIA”字樣的布邊；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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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產品必須附有包括上述標誌和指定的 “VICUÑA-BOLIVIA-
ARTESANÍA”字樣的標籤。

5. 智利種群的標本必須作為下列物品而進口、出口或再出口，方可視為附錄 II物種
的標本——
(a) 剪自活體 vicuñas〈小羊駝〉的羊毛；
(b) 以該等羊毛製成的布，其反面必須附有屬《小羊駝保護公約》締約國的該物種
的分布國所採納的標誌以及 “VICUÑA-CHILE”字樣的布邊；或

(c) 以該等羊毛製成的物品，包括名貴手工藝品及編織品，它們必須附有包括上
述標誌和指定的 “VICUÑA-CHILE-ARTESANÍA”字樣的標籤。

6. 秘魯種群的標本必須作為下列物品而進口、出口或再出口，方可視為附錄 II物
種的標本——
(a) 剪自活體 vicuñas〈小羊駝〉的羊毛以及在第九次締約國大會舉行時 (1994年

11月)已存在的 3 249千克庫存羊毛；
(b) 以該等羊毛製成的布，其反面必須附有屬《小羊駝保護公約》締約國的該物種
的分布國所採納的標誌以及 “VICUÑA-PERÚ”字樣的布邊；或

(c) 以該等羊毛製成的物品，包括名貴手工藝品及編織品，它們必須附有包括上
述標誌和指定的 “VICUÑA-PERÚ-ARTESANÍA”字樣的標籤。

7. 下列雜交種和／或栽培種的人工培植標本不受本條例的條文規限——
—— Hatiora x graeseri
—— Schlumbergera x buckleyi〈巴氏仙人掌〉
—— Schlumbergera russelliana x Schlumbergera truncata〈露氏仙人掌 x 蟹爪〉
—— Schlumbergera orssichiana x Schlumbergera truncata〈奧氏仙人掌 x 蟹爪〉
—— Schlumbergera opuntioides x Schlumbergera truncata〈掌狀仙人掌 x 蟹爪〉
—— Schlumbergera truncata〈蟹爪〉(栽培種)
—— Cactaceae spp.〈仙人掌科所有種〉的顏色突變體，缺乏葉綠素，並嫁接在下

列嫁接砧木上：Harrisia ‘Jusbertii’〈臥龍柱〉、 Hylocereus trigonus〈三棱量
天尺〉或 Hylocereus undatus〈量天尺〉

—— Opuntia microdasys〈黃毛掌〉(栽培種)。

8. Cymbidium〈蕙蘭〉、 Dendrobium〈石斛〉、 Phalaenopsis〈蝴蝶蘭〉和 Vanda〈萬帶
蘭〉屬內雜交種的人工培植標本，在符合下列條件的情況下，不受本條例的條文
規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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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進口、出口或再出口的標本在付運時以獨立容器 (如紙箱、盒子或柳條箱)裝
載，每個容器包含 20株或多於 20株屬同一雜交種的植物；

(b) 每個容器內的植物均呈現高度的一致性和健康狀況，因而可輕易地識別為人
工培植標本；及

(c) 付運所連同的文件 (例如發貨單)清楚地述明屬每個雜交種的植物的數量。
以下雜交種的人工培植標本——
—— Cymbidium〈蕙蘭〉屬內種間雜交種和屬間雜交種
—— Dendrobium〈石斛〉屬內種間雜交種，在園藝中稱為 nobile-types〈春石斛〉

及 phalaenopsis-types〈蝴蝶蘭〉
—— Phalaenopsis〈蝴蝶蘭〉屬內種間雜交種和屬間雜交種
—— Vanda〈萬帶蘭〉屬內種間雜交種和屬間雜交種
在符合下列條件的情況下，不受本條例的條文規限——

(a) 它們在開花狀態下進口、出口或再出口，即每個標本至少有一朵花瓣折
彎的開花；

(b) 它們經專業處理以作商業零售，例如附有打印標籤以及以印刷包裝物包
裝；

(c) 它們呈現高度清潔、無損的花序、完整的根部系統以及整體上沒有源自
野生的植物的殘損，因而可輕易地識別為人工培植標本；

(d ) 植物沒有呈現源自野生的特徵，例如昆蟲或其他動物造成的損傷、附於
葉片上的真菌或藻類、或因採集而對花序、根部、葉片或其他部分造成
的機械損傷；及

(e) 標籤或包裝註明標本的商用名稱、人工培植地的名稱或 (如在生產過程
中涉及國際貿易)為標本進行標籤及包裝所在地的名稱；而標籤或包裝
顯示花卉的照片，或以其他方式表達如何以容易核證的方式適當地使用
標籤及包裝。

沒有明顯符合上述準則的植物必須連同適當的《公約》證明文件。

2006年第 3號條例 《保護瀕危動植物物種條例》——附表 1A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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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Cyclamen persicum〈伊朗仙客來〉栽培種的人工培植標本不受本條例的條文規
限，但在處於休眠塊莖狀況時進口、出口或再出口的該等標本，則屬例外。

10. 以盆或其他小型容器裝載的整株人工培植植物，如在每次托運時連同標籤或文
件，述明有關的分類單元的名稱及 “artificially propagated”字樣，則不受本條例
的條文規限。

——————————

附表 2 [第 23、 24、 48
及 52條]

費用

為了計算根據第 23及 24條須繳付的費用——
(a) 在同一時間及同一批貨物中不論以何種方式進口或從公海引進的標本須
視為同一付運批次；

(b) 在同一時間及同一批貨物中不論以何種方式出口或再出口的標本須視為
同一付運批次；及

(c) 如同一付運批次中包含一頭或多於一頭活體動物及一個或多於一個活體
動物以外的標本，則——

(i) 就用以進口的許可證而言，須就該付運批次繳付根據第 1段訂明的
兩項費用；及

(ii) 就用以從公海引進的許可證而言，須就該付運批次繳付根據第 2段
訂明的兩項費用。

1. 根據第 23(1)(a)條為進口包含在同一付運批次的下述項目而發出的許可
證，每張費用如下——
(a) 一頭或多於一頭活體動物 (不論是否屬同一物種) ............................. $460
(b) 一個或多於一個標本 (不論是否屬同一物種，但活體動物除外) ....... $170

2. 根據第 23(1)(b)條為從公海引進包含在同一付運批次的下述項目而發出
的許可證，每張費用如下——
(a) 一頭或多於一頭活體動物 (不論是否屬同一物種) ............................. $4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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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一個或多於一個標本 (不論是否屬同一物種，但活體動物除外) ....... $170

3. 根據第 23(1)(c)條為出口包含在同一付運批次的一個或多於一個標本
(不論是否屬同一物種)而發出的許可證，每張費用 ................................. $160

4. 根據第 23(1)(d )條為再出口包含在同一付運批次的一個或多於一個標本
(不論是否屬同一物種)而發出的許可證，每張費用 ................................. $160

5. 根據第 23(1)(e)條為管有或控制存放於同一處所內的一個或多於一個標
本 (不論是否屬同一物種)而發出的許可證，每張費用 ............................. $160

6. 根據第 24條延長任何許可證的有效期、將任何許可證續期或更改任何
許可證的費用 ............................................................................................ $135

7. 根據第 52條發出的再出口證明書，每張費用 .......................................... $260

——————————

附表 3 [第 2、 4、 19及
48(1)條]

《公約》文書

本附表將《公約》文書中在香港具有法律效力的有關部分 (在經修改或不經修改的
情況下)列出。

第 1部

釋義及適用範圍

I. “雜交動物” (Hybrid animal)

1. 任何雜交動物的直系近祖中如有一個或多於一個屬附錄 I或附錄 II所列物種的標
本，則即使該雜交動物沒有被明確列入《附錄》，仍須受本條例條文的規限，猶如該雜
交動物完全屬該物種一樣。

2. 任何雜交動物的直系近祖中如至少有一個屬附錄 I所列物種，則該雜交動物須視
為附錄 I所列物種的標本 (並在適用的情況下有資格獲得《公約》第七條的豁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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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任何雜交動物的直系近祖中如至少有一個屬附錄 II所列物種，且其直系近祖均不
屬附錄 I物種的標本，則該雜交動物須視為附錄 II所列物種的標本。

4. “直系近祖”一詞通常解釋為一個世系的前四代。

II. “適當和可接受的目的地” (Appropriate and acceptable
destination)

在就附錄 II所列物種而作出的關乎活體動物的出口或國際貿易的註明中如出現
“適當和可接受的目的地”一詞，該詞的定義是指符合以下說明的擬接收有關活體標本
的一方 (“接收方”)所在的目的地：進口地的有關主管當局信納該接收方有用以收容和
照顧該活體標本的適當設備。

III. “人工培植” (Artificially propagated)

關於 “人工培植”的定義

1. 現使用下列詞語的定義——
(a) “在受控制條件下”指在為繁殖植物的目的而受以人為干預密集操控的非
天然環境下。受控制條件的一般特點可包括 (但不限於)耕作、施肥、除
草、防治蟲害、灌溉或苗圃作業 (例如盆栽、定植或天氣防護)；及

(b) “栽培的親本原種”指在受控制條件下栽種並作繁殖用途、且已獲出口地
的有關主管當局信納為符合以下條件的植物群——

(i) 按照《公約》及當地有關法律的條文建立，而建立方式不會危害有關
物種在野外生存；及

(ii) 維持於足夠作培植用途的數量，以致可盡量減低或消除從野外增補
的需要，而從野外增補亦只限於例外情況，並且增補數量只限於維
持有關栽培的親本原種的生命力和繁殖力所需者。

2. “人工培植”一詞須解釋為提述符合以下條件的植物標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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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在受控制條件下栽種；及
(b) 從已獲豁免或衍生自栽培的親本原種的種子、枝條、分株、愈合組織或
其他植物組織、孢子或其他培植體栽種而成。

3. 從枝條或分株栽種而成的植物，只有在用於貿易的標本不含任何從野外採集的材
料的情況下，方視為屬人工培植者。

4. 從於野外採集的種子或孢子栽種而成的標本，只有在所涉的分類單元符合以下條
件的情況下，方可列作例外而當作屬人工培植者——

(a) (i) 正如很多喬木物種一樣，由於標本需經過一段長時間才達繁殖年
齡，以致栽培的親本原種的建立在實踐上有重大困難；

(ii) 有關種子或孢子是從分布國的野外採集並在分布國之內在受控制條
件下栽種的，而該分布國亦必須是有關種子或孢子的來源地；

(iii) 該分布國的有關主管當局已斷定採集有關種子或孢子是合法的，並
且符合保護及保育有關物種的當地有關法律；及

(iv) 該分布國的有關主管當局已斷定——
(A) 有關種子或孢子的採集不會危害有關物種在野外生存；及
(B) 容許進行這些標本的貿易對野生種群的保育有正面作用；

(b) 為符合上文 (a)(iv)(A)及 (B)節，最低限度須符合以下條件——
(i) 為此而採集種子或孢子是以有節制的方式進行，以容許野生種群的
再生；

(ii) 在該等情況下生產的植物的一部分被用於建立種植區，以在未來提
供栽培的親本原種，並成為種子或孢子的另外來源，以致減低或消
除從野外採集種子的需要；及

(iii) 在該等情況下生產的植物的一部分被用於在野外重新種植，以提高
現存種群的復原率或重建已根絕的種群；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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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如屬在該等條件下為商業目的而繁殖附錄 I物種的作業)該等作業已在
秘書處登記。

關於嫁接的植物

5. 只有在砧木及接穗均取自人工培植的標本的情況下，嫁接的植物方視為屬人工培
植者；而包含屬不同附錄的分類單元的嫁接標本，則須視為屬限制性較大的附錄所列
分類單元的標本。

關於雜交種

6. 如雜交種親本的一方或雙方屬《附錄》所列的分類單元，則即使該雜交種沒有被明
確列入《附錄》，亦須受本條例條文的規限，但如在附錄 II或附錄 III中明確註明將該
雜交種豁除，則屬例外。

7. 關於人工培植雜交種——
(a) 如攸關附錄 I的本條例的條文須適用於該附錄所列的任何植物物種或其
他分類單元的人工培植雜交種，則該植物物種或分類單元須按照《公約》
第十五條加以註明；

(b) 如列入附錄 I的一個植物物種或其他分類單元附加註明，則衍生自該物
種或分類單元的所有人工培植雜交種的標本的貿易，須領有出口准許證
或再出口證明書；但

(c) 衍生自一種或多於一種未加註明的附錄 I物種或其他分類單元的人工培
植雜交種，須視為已列入附錄 II，因此可享有適用於附錄 II所列物種
的人工培植標本的所有豁免。

關於附錄 I蘭花的瓶裝籽苗

8. 附錄 I所列的蘭花物種，其源於體外培養、置於固體或液體培養基中、並以經消
毒容器運輸的瓶裝籽苗，如屬人工培植者，則就本條例而言不視為列明物種的標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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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圈養繁殖” (Bred in captivity)

關於術語

1. 就圈養繁殖的動物物種的標本而言——
(a) “一代裔 (F1)”指在受控制環境下生產的標本，且其親本中至少有一個是
在野外胎孕或從野外取得的；

(b) “二代裔 (F2)或後續代裔 (F3、 F4，等等)”指在受控制環境下生產的
標本，且其親本也是在受控制環境下生產的；

(c) 某一作業的 “繁殖基群”指在該作業中用作繁殖的動物群；
(d ) “受控制環境”指為生產某一特定物種的動物而受到操控的環境，它設有

一個為阻止該物種的動物、卵或配子進入或離開該受控制環境而設計的
邊界，其一般特點可包括 (但不限於)：人工房舍、廢物清理、宪生護
理、防止被捕食設施及人工供飼。

關於 “圈養繁殖”一詞

2. 以下定義適用於《附錄》所列物種的圈養繁殖標本，不論其繁殖是否出於商業目
的。

3. “圈養繁殖”一詞須解釋為僅指在受控制環境下出生或以其他方式生產的標本，並
僅於以下情況適用——

(a) 如屬有性繁殖，親本在受控制環境下交配或配子在受控制環境下以其他
方式被轉移；如屬無性繁殖，在後裔開始生長發育時其親本處於受控制
環境下；及

(b) 出口地政府的主管當局信納有關繁殖基群符合下列條件——
(i) 按照《公約》及當地有關法律的條文建立，而建立方式不會危害有關
物種在野外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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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在維持該繁殖基群時並無從野外引入標本，但按照《公約》及當地有
關法律的條文偶然增補一些動物、卵或配子的情況除外，惟增補的
方式必須不會危害有關物種在野外生存，並且用意如下——
(A) 防止或減少近親繁殖，並根據補充新的遺傳材料所需而釐定該
等增補的規模；或

(B) 處置被沒收的動物；或
(C) 在例外情況下用作繁殖基群；及

(iii) 已在受控制環境下生產出二代裔 (F2)或後續代裔 (F3、 F4，等
等)；或其管理方式經顯示能在受控制環境下可靠地生產出二代裔。

關於圈養繁殖的屬附錄 I物種的
標本的標記

4. 圈養繁殖標本須按照締約國大會通過的有關標記的決議規定加以標記，並且須在
就該標本發出的《公約》證明文件上註明該標記的類型和編號。

V. “可輕易地識別的部分或衍生物” (Readily recognizable part 
or derivative)

1. “可輕易地識別的部分或衍生物”一詞須解釋為包括從附隨文件、包裝、標記、標
籤或從任何其他情況能看出屬《附錄》所列動植物物種的部分或衍生物的任何標本，但
如有關部分或衍生物獲明確豁免而不受本條例條文規限，則屬例外。

2. 珊瑚沙和珊瑚碎片就本條例而言不視為列明物種的標本。

3. 在本附表中——
(a) “珊瑚沙”指無法鑑別出屬的級別的珊瑚材料，該材料完全或部分由壓碎
的直徑不大於 2毫米的死體珊瑚碎片組成，並可能在其他東西以外夾雜
有孔蟲類、軟體動物、甲殼類貝殼及珊瑚藻的遺留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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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珊瑚碎片”指斷碎的手指狀的死體珊瑚和其他珊瑚材料的鬆散碎片，直
徑為 2至 30毫米，且無法鑑別出屬的級別；

(c) “珊瑚礁塊”指無法鑑別出屬的級別但可鑑別出目的級別的堅固凝聚珊瑚
材料，由死體珊瑚碎片形成，直徑大於 3厘米，其中可能夾雜黏結的沙
礫、珊瑚藻及其他沉積石，包括活石及亞層，但不包括死體珊瑚；

(d ) “活石”指附着沒有被列入《附錄》的無脊椎物種及珊瑚藻的活體標本，
並且以柳條箱在濕潤但並非浸水的方式下運輸的珊瑚礁塊；

(e) “亞層”指附着沒有被列入《附錄》的物種的無脊椎物種的珊瑚礁塊，並且
像活體珊瑚一般浸在水中運輸；

( f ) “死體珊瑚”指可鑑別出物種或屬的級別的珊瑚塊，該等珊瑚塊在採集時
可能尚活着但出口時已死亡，其中的珊瑚石結構 (單一珊瑚蟲的骨架)仍
然保持完整；

(g) “活體珊瑚”指活着的浸在水中運輸的並可鑑別出物種或屬的級別的珊瑚
塊。

第 2部

准許證及證明書

關於根據《公約》發出的准許證及證明書的標準化

1. 為履行《公約》第六條以及相關決議的規定，出口及進口准許證、再出口證明書、
《公約》前證明書、產地來源證明書、圈養繁殖及人工培植證明書 (為此目的而使用的
植物檢疫證明書除外)須包括附件指明的所有資料。

2. 每款格式的准許證及證明書均須採用一種或多於一種《公約》的工作語文 (英文、
西班牙文、法文)列印而成。如所在國的國家語文不是《公約》的工作語文，則須同時
採用其國家語文。



2006年第 3號條例 《保護瀕危動植物物種條例》——附表 3A348

關於出口准許證及再出口證明書

3. 再出口證明書須指明——
(a) 來源地、來源地出口准許證的編號及發出日期；及
(b) 最近一次再出口的再出口地、該地發出的再出口證明書的編號及發出日
期，

或在遺漏任何上述資料的情況下，須指明——
(c) 遺漏的理由。

4. 除本部第 12段另有規定外，《公約》第三條第 3款、第四條第 4款、第五條第 3
款及第六條第 2款的條文須理解為：出口准許證或再出口證明書的有效期不得超過自
批出之日起計的 6個月，而該准許證或證明書除非仍在有效期內，否則不得被接受為
批准出口、再出口或進口的文件。

關於《公約》前證明書

5. 《公約》前證明書須指明——
(a) 該證明書所涵蓋的標本是《公約》前的；及
(b) 獲得該標本的日期。

6. 就斷定某標本是否在《公約》條文適用於該標本之前獲得 (“《公約》前”)一事而
言——

(a) 有關物種首次列入《公約》的附錄的日期，即為《公約》條文適用於該標
本的日期；及

(b) 下列日期須視為獲得標本的日期——
(i) 得知標本被移離野外的日期；或

(ii) 得知標本在受控制環境下圈養繁殖而出生或人工培植出來的日期；
或

(iii) 如不知悉或不能證實上述日期，則任何繼後並可予證明的標本首次
由任何人管有的日期。

7. 所有《公約》前證明書須包括按照上文第 6(b)段的規定註明的獲得有關標本的確
實日期，或顯示有關標本是在某個日期前獲得的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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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產地來源證明書

8. 《公約》第五條第 3款的條文須理解為︰產地來源證明書的有效期不得超過自批出
之日起計的 12個月，而該證明書除非仍在有效期內，否則不得被接受為批准出口或
進口的文件。

關於植物檢疫證明書

9. 如為出口附錄 II物種的人工培植標本的目的而按《公約》第七條第 5款將植物檢
疫證明書用作人工培植證明書，則該證明書須包括有關物種的學名以及該證明書所涵
蓋的標本的類型和數量，並蓋上印或章或附有其他特定標識，說明該標本是人工培植
的。

10. 植物檢疫證明書須只被用於從人工培植有關標本的地方出口該標本之目的。

關於珊瑚標本的准許證及證明書

11. 就不能輕易地斷定屬名的珊瑚礁塊的標本的貿易而發出的准許證及證明書上，標
本的學名須標為 “Scleractinia”〈石珊瑚目〉。

關於附錄 II及附錄 III所列木材物種 (附有 “Designates logs,
sawn wood and veneer sheets”的註明)
的准許證及證明書

12. 如以下條件獲符合，出口准許證或再出口證明書的有效期可以延長至超逾通常的
自發出日期起計的 6個月的最長有效期——

(a) 有關付運批次已於該准許證或證明書所示的屆滿日期前抵達某進口地，
並且在海關的扣存之下 (即不視為已經進口)；

(b) 延長的期間不超過自該准許證或證明書註明的屆滿日期起計的 6個月，
並且在此之前不曾獲批延長；

(c) 延長該准許證或證明書的有效期的該進口地的適當執法人員，已在該准
許證或證明書上關乎特別條件的一欄或相等之處，註明抵達該進口地的
日期及新的屆滿日期，並蓋上正式的印或章和簽署以證明該項改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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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 該付運批次將從該進口地運往另一地方進口供使用，並且是在新的屆滿
日期之前進口；及

(e) 有一份按上文 (c)節修訂的該准許證或證明書的副本送交出口地或再出
口地的有關主管當局以便該主管當局修訂其年度報告，並送交秘書處。

關於發出具追溯效力的准許證及證明書

13. 不得接受具追溯效力的准許證或證明書，但如該准許證或證明書是按照《公約》
或《公約》文書下關於發出具有追溯效力的文件的規定發出的，則屬例外。

關於接受和核銷文件及保安措施

14. 凡任何准許證或證明書曾被改動 (以擦掉、刮掉等方式改動)、修改或劃消，該項
改動、修改或劃消須經由發出該文件的有關主管當局蓋印並簽署認證。

15. 凡任何准許證或證明書加貼保安印花，該保安印花須經由發出該文件的有關主管
當局蓋上印或章並簽署而予以註銷。

16. 任何准許證及證明書須示明有關物種 (適當情況下包括亞種)的學名，但在下述情
況下除外——

(a) 締約國大會同意使用較高級分類單元名稱屬可接受；
(b) 發出該准許證或證明書的有關主管當局能證明這樣做是有充分理據的，
並已將該理據通報秘書處；

(c) 若干生產製成品含有不能鑑別出物種的級別的《公約》前標本；或
(d ) 正在把於 2000年 8月 1日之前進口的 Tupinambis〈雙領蜥類物種〉的加
工皮塊或其片段再出口，在此情況下，註明 “Tupinambis spp.”已足
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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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暫准進口證 (“ATA carnet”)所涵蓋的
樣本收集品所需的文件

17. 就以下段落所描述的程序而言，“樣本收集品”一詞指合法獲得的符合有關說明的
附錄 II或附錄 III所列物種的死體標本、部分及衍生物，以及符合該等說明的視為附
錄 II標本的圈養繁殖或人工培植的附錄 I物種的死體標本、部分及衍生物；“有關說
明”指不得出售或以任何其他方式轉讓，以及會為作展示用途而越境而在其後被送返
原先獲批准進行如此運送的過程的所在地。

18. 該等樣本收集品均須視為 “過境”，並有權在下述條件獲符合的情況下受《公約》
第七條第 1款所訂明的特別條文管限——

(a) 暫准進口證須涵蓋有關樣本收集品，並連同一份文件，該文件上須示明
它是一份用於 “export”或 “re-export” (視何者適用而定)及／或 “other”
的准許證或證明書，此外須清楚指明該文件是為 “sample collection”而
發出的；

(b) 在該文件的適當位置指明︰“This document covers a sample collection
and is invalid unless accompanied by a valid ATA carnet. The
specimen(s) covered by this certificate may not be sold or otherwise
transferred whilst outside the territory of the place that issued this
document.”連同該文件的暫准進口證的編號亦須記錄；

(c) 進口者及出口者或再出口者的姓名或名稱及地址 (包括國家國名)必須相
同；在該文件的適當位置須示明各目的地名稱；

(d ) 該文件的屆滿日期不得遲於連同該文件的暫准進口證的屆滿日期，而有
效期不得超過自其批出之日起計的 6個月。

19. 該等准許證或證明書不得轉讓，而如該准許證或證明書在某一地方遺失、被偷去
或意外地被銷毀，則只有原本發出該准許證或證明書的有關主管當局才可補發複本。
複本的編號應盡可能與文件正本的相同，有效日期也應與文件正本的相同。複本應載
有以下陳述︰“This document is a true copy of the original”或述明該文件取代編號為
XX的文件正本。

20. 如收集品中的標本被偷去、銷毀或遺失，該收集品的擁有人須在切實可行範圍內
盡快通知發出有關文件的有關主管當局及事發所在地的有關主管當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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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非《公約》締約國的國家發出的准許證及證明書

21. 不屬《公約》締約國的國家發出的准許證及證明書須載有下述資料——
(a) 發證主管當局的名稱、印和簽署；
(b) 對有關物種作出的就《公約》而言屬足夠的識別；
(c) 有關標本的產地來源證明，包括來源地出口准許證的編號，或者省略該
等證明的理據；

(d ) 如屬附錄 I或 II所列物種的標本的出口，須載有以下事項的證明：主管
的科學機構已提供意見，指該項出口不會危害有關物種的生存 (如有質
疑，須要求提供該意見的副本)，而有關標本並非在違反出口地的法律的
情況下獲得；

(e) 如屬再出口，須載有以下事項的證明：來源地的主管當局已發出實質上
符合《公約》第六條的規定的出口文件；

( f ) 如屬活體標本的出口或再出口，須載有以下事項的證明：活體標本的運
送方式會將受傷、損害健康或受虐待的風險減至最低。

22. 只有在不屬《公約》締約國的國家的主管當局及科學機構的詳細資料已收錄在秘書
處的最新名錄之中的情況下，或者在經與秘書處磋商的情況下，由該國家發出的文件
方可被接受。

第 2部附件

准許證及證明書

根據《公約》發出的准許證及證明書須包括的資料

(a) 《公約》的全稱和標誌
(b) 發出准許證的有關主管當局的完整名稱及地址
(c) 獨一的管制編號
(d ) 出口者和進口者的完整姓名或名稱及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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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按照公認的標準名目，註明有關標本所屬的物種的學名或 (如亞種的學名攸關斷
定有關的分類單元列入哪一附錄的問題)亞種的學名

( f ) 用《公約》的 3種工作語文之一作出的對有關標本的描述 (作出描述時使用秘書處
發布的標本名目)

(g) 就出口准許證而言，如標本上有標記或締約國大會訂明須作出標記 (就源自捕養
的標本、受締約國大會批准的限額制約的標本、源自為商業目的而圈養繁殖附錄
I所列動物的作業的標本等而言)，則註明標記編號

(h) 列出有關物種、亞種或種群的附錄
(i ) 標本的來源
( j ) 標本的數量及 (如屬適當)所使用的度量單位
(k) 發出日期和屆滿日期
(l ) 簽署人的姓名及其簽名
(m) 有關主管當局的壓紋印或油墨印
(n) 就產地來源證明書而言，說明標本源自發出證明書的地方的陳述。

第 3部

關於對博物館及植物標本室標本的屬非商業
性質的借出、捐贈或交換的豁免的規定

為施行《公約》第七條第 6款中對屬科研性質的交換的豁免，植物標本室標本、浸
製的、乾製的、嵌製的或冷凍的博物館標本或複製的植物標本室標本或活體植物材料
或用以運載該等標本的容器須附有由有關主管當局發出或認可的標籤的規定，在有關
標籤符合以下說明的情況下，須屬已獲符合——

(a) 附有 “CITES”此一縮略語；
(b) 將容器內載物標識為供科研用途的植物標本室標本、浸製的、乾製的、
嵌製的或冷凍的博物館標本、複製的植物標本室標本或活體植物材料；
及

(c) 列明發出機構的名稱及地址，及在有關已登記科學機構的負責人員簽署
上方列明出口及進口機構的代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