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4年第 6號法律公告

《2004年動植物 (瀕危物種保護)條例
(修訂附表)公告》

(根據《動植物 (瀕危物種保護)條例》(第 187章)
第 19(1A)條訂立)

1. 生效日期

本公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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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列明動物

《動植物 (瀕危物種保護)條例》(第 187章)附表 1現予修訂——
(a) 在第 1部 “CHORDATA”副標題下，在 “Mammalia (哺乳類 )”類別

中，在 “PERISSODACTYLA”目 “Equidae”科第 2欄中，廢除——
“Equus africanus (=asinus)”

而代以——
“Equus africanus (不包括在馴養
狀態下被稱為家驢 Equus
asinus的動物)”；

(b) 在第 1部 “CHORDATA”副標題下，在 “Reptilia (爬蟲類 )”類別
中——

(i) 在 “TESTUDINATA”目中，在——
“Dermatemydidae Dermatemys mawii 泥龜”

之後加入——
“Platysternidae Platysternon 平胸龜”；

megacephalum

(ii) 在 “TESTUDINATA”目 “Emydidae”科中——
(A) 廢除——

“Kachuga tecta 印度棱龜”；
(=Kachuga 
tecta tec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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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在——
“Batagur baska 潮龜”

之前加入——
“Annamemys annamensis 安南龜”；

(C) 在——
“Geoclemys hamiltonii 黑池龜”

之後加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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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種 棱背龜
Leucocephalon yuwonoi 蘇拉威西地龜
Mauremys mutica 黃喉擬水龜”；

(D) 在——
“Morenia ocellata 眼斑沼龜”

之後加入——
“Orlitia borneensis 巨龜

Pyxidea mouhotii 鋸緣攝龜
Siebenrockiella crassicollis 粗頸龜”；

(iii) 在 “TESTUDINATA”目 “Trionychidae”科中——
(A) 在第 2欄中，廢除所有 “Asperidetes”而代以 “Aspideretes”；
(B) 在——

“Lissemys punctata 緣板鱉”
之前加入——

“Chitra 所有種 小頭鱉”；
(C) 在——

“Lissemys punctata 緣板鱉”
之後加入——

“Pelochelys 所有種 黿”；
(iv) 在 “SAURIA”目 “Chamaeleonidae”科中，在——

“Bradypodion 所有種 侏儒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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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後加入——
“Brookesia 所有種 變色龍”；

(v) 在 “SAURIA”目 “Teiidae”科中，廢除——
“Cnemidophorus 橙喉健肢蜥”；

hyperythrus
(c) 在第 1部 “CHORDATA”副標題下，在 “Amphibia (兩棲類)”類別中，

在 “ANURA”目 “Microhylidae”科中，在——
“Dyscophus antongilii”

之後加入——
“Scaphiophryne gottlebei 戈氏撥土蛙”；

(d ) 在第 1部 “CHORDATA”副標題下，在 “Pisces (魚類)”類別中——
(i) 在 “CERATODONTIFORMES”目之前加入——

“ORECTOLOBIFORMES
Rhincodontidae Rhincodon typus 鯨鯊
LAMNIFORMES
Cetorhinidae Cetorhinus maximus 姥鯊”；

(ii) 在 “PERCIFORMES”目之前加入——
“SYNGNATHIFORMES

Syngnathidae Hippocampus 所有種 海馬”；
(e) 在第 1部 “ARTHROPODA”副標題下，在 “Insecta (昆蟲類 )”類別
中，在 “LEPIDOPTERA”目“Papilionidae”科中，在——

“Bhutanitis 所有種 褐鳳蝶”
之前加入——

“Atrophaneura jophon 斯里蘭卡曙鳳蝶
Atrophaneura pandiyana 印度曙鳳蝶”；

( f ) 在第 2部 “CHORDATA”副標題下，在 “Reptilia (爬蟲類 )”類別
中——

(i) 在 “SERPENTES”目之前加入——
“SAURIA

Gekkonidae Hoplodactylus 所有種 壁虎
Naultinus 所有種 壁虎”；

(ii) 在 “SERPENTES”目 “Viperidae”科中，廢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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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gkistrodon bilineatus 墨西哥蝮
Bothrops asper 尖矛頭蝮
Bothrops nasutus 大鼻矛頭蝮
Bothrops nummifer 跳躍矛頭蝮
Bothrops ophryomegas 包氏矛頭蝮
Bothrops schlegelii 石氏矛頭蝮”；

(iii) 在 “SERPENTES”目 “Viperidae”科中，在第 2欄中，廢除——
“Vipera russellii”

而代以——
“Daboia (=Vipera) russellii”；

(g) 在第 2部 “CHORDATA” 副標題下，在 “Pisces (魚類 )” 類別中，
在 “LAMNIFORMES”目中，廢除——

“Cetorhinidae Cetorhinus 姥鯊”
maximus

而代以——
“Lamnidae Carcharodon 大白鯊”；

carcharias
(h) 在第 2部 “CHORDATA”副標題下，在 “ARTHROPODA”副標題之

前加入——

“ECHINODERMATA

Holothuroidea (海參類)

ASPIDOCHIROTIDA
Stichopodidae Isostichopus 海參”。

(=Stichopus) fuscus

3. 列明植物

附表 3現予修訂——
(a) 在第 1部 “MELIACEAE”目中，在——

“Swietenia humilis 墨西哥桃花心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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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後加入——
“Swietenia macrophylla 大葉桃花心木”；

(新熱帶種𡡷) (只限
原木、鋸材、單板
及膠合板)

(b) 在第 1部中，在 “OROBANCHACEAE”目第 2欄中，廢除 “(根或其任
何部分)”；

(c) 在第 1部 “PALMAE (ARECACEAE)”目中——
(i) 在——

“Chrysalidocarpus decipiens 擬散尾葵”
之前加入——

“Beccariophoenix 馬島葵”；
madagascariensis

(ii) 在——
“Neodypsis decaryi”

之前加入——
“Lemurophoenix halleuxii 狐猴葵

Marojejya darianii 達氏仙茅棕”；
(iii) 在——

“Neodypsis decaryi”
之後加入——

“Ravenea louvelii 繁序雷文葵
Ravenea rivularis 河岸雷文葵
Satranala decussilvae 林扇葵
Voanioala gerardii 長苞椰”；

(d ) 在第 1部 “PORTULACACEAE”目第 2欄中，廢除 “Lewisia maguirei”；
(e) 在第 1部 “ZYGOPHYLLACEAE”目中，廢除——

“Guaiacum officinale 
Guaiacum sanctum 神聖愈瘡木”

而代以——
“Guaiacum所有種 愈瘡木”；

( f ) 在第 2部中，在——
“GNETACEAE Gnetum montanum 買麻藤”

之後加入——
“LEGUMINOSAE Dipteryx panamensis 巴拿馬天蓬樹”；

(g) 在第 2部 “MELIACEAE”目中，廢除——
“Swietenia 桃花心木”。

macrophylla 
(只限原木、
鋸材及單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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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修訂附表 6

附表 6現予修訂——
(a) 在第 1部 “FAUNA (動物)”的標題下，在 “CHORDATA”副標題下，

在 “Mammalia (哺乳類)”類別中——
(i) 在 “PERISSODACTYLA”目 “Equidae”科第 2欄中，廢除——

“Equus africanus (=asinus)”
而代以——

“Equus africanus (不包括在馴養
狀態下被稱為家驢 Equus 
asinus的動物)”；

(ii) 在 “ARTIODACTYLA”目 “Camelidae”科第 2欄中，廢除——
“Vicugna vicugna (不包括智利

Tarapaca區 Parinacota省
部分種𡡷、秘魯全部種𡡷、
阿根廷 Jujuy省種𡡷及阿
根廷 Jujuy、 Salta、
Catamarca、 La Rioja和
San Juan省被半禁錮的種
𡡷以及玻利維亞Mauri-
Desaguadero、 Ulla Ulla
和 Lipez-Chichas
保護機構種𡡷)”

而代以——
“Vicugna vicugna (不包括阿根廷

Jujuy省和 Catamarca省的種𡡷及
Jujuy省、 Salta省、 Catamarca
省、 La Rioja省和
San Juan省的半圈養種𡡷；
玻利維亞所有種𡡷；智利
Primera地區種𡡷和秘魯
所有種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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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在第 1部 “FAUNA (動物)”的標題下，在 “CHORDATA”副標題下，
在 “Aves (雀鳥類)”類別中——

(i) 在 “RHEIFORMES”目 “Rheidae”科第 2欄中，廢除——
“Rhea (=Pterocnemia) pennata (不包括

Rhea pennata pennata阿根廷種𡡷)”
而代以——

“Rhea (=Pterocnemia) pennata (不包括
Rhea pennata pennata)”；

(ii) 在 “PSITTACIFORMES”目 “Psittacidae”科中——
(A) 在——

“Amazona leucocephala 古巴亞馬遜鸚哥”
之後加入——

“Amazona ochrocephala 黃冠亞馬遜鸚哥中美洲
auropalliata 亞種

Amazona ochrocephala 黃冠亞馬遜鸚哥伯利茲
belizensis 亞種

Amazona ochrocephala 黃冠亞馬遜鸚哥羅坦亞
caribaea 種

Amazona ochrocephala 黃冠亞馬遜鸚哥墨西哥
oratrix 亞種

Amazona ochrocephala 黃冠亞馬遜鸚哥洪都拉
parvipes 斯亞種

Amazona ochrocephala 黃冠亞馬遜鸚哥崔斯瑪
tresmariae 麗亞亞種”；

(B) 在——
“Ara ambigua 大綠麥鳥鷎”

之後加入——
“Ara (=Propyrrhura) couloni 藍頭金剛鸚鵡”；

(c) 在第 1部 “FAUNA (動物)”的標題下，在 “CHORDATA”副標題下，
在 “Reptilia (爬蟲類)”類別中——

(i) 在 “TESTUDINATA”目 “Testudinidae”科中，在——
“Psammobates 幾何沙龜”

(=Testudo) 
geometric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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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後加入——
“Pyxis planicauda 扁尾蛛網龜”；

(ii) 在 “TESTUDINATA”目 “Trionychidae”科第 2欄中，廢除所有
“Asperidetes”而代以 “Aspideretes”；

(iii) 在“SAURIA”目中，在——
“Iguanidae Brachylophus所有種 低冠蜥”

之前加入——
“Chamaeleonidae Brookesia perarmata 殘肢變色龍”；

(d ) 在第 2部 “FLORA (植物)”的標題下——
(i) 在 “ARAUCARIACEAE”目第 2欄中，廢除 “(阿根廷及智利種
𡡷)”；

(ii) 在 “CACTACEAE”目中，在——
“Sclerocactus 中綠硬仙人掌”

mesae-verdae
之後加入——

“Sclerocactus 尼氏魚虎玉”；
nyensis

(iii) 廢除——
“CRASSULACEAE Dudleya traskiae”；

(iv) 在 “LILIACEAE”目第 2欄中，廢除 “Aloe thorncroftii”；
(v) 在 “ORCHIDACEAE”目中，在——

“Cattleya trianae 冬抱柱蘭”
之前加入——

“Aerangis ellisii 馬達加斯加船形蘭”。

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
廖秀冬

2004年 1月 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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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釋

本公告修訂《動植物 (瀕危物種保護)條例》(第 187章)的若干附表，以實施於
2002年 11月對《瀕危野生動植物種國際貿易公約》附錄所載瀕危物種所作的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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