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漁業持續發展基金 - 獲批項目 (截至2020年1月)

基金申請項目

申請編號 申請機構名稱 項目名稱 項目性質 項目簡介 獲批撥款 (港元) 開始日期 預計完成日期 項目狀況

1 SFDF 0003 新東富來養殖有

限公司

圍海大網箱養殖 養殖業 有關項目涉及採用由海面延伸至海床的大

網箱養殖白花魚(主要是取其魚鰾製成白花

膠)，並同時養殖龍躉和黃鱲䱽。這種養殖

的方法和養殖白花魚的品種，均屬香港的

新嘗試。

6,358,986.25 2016年3月21日 2020年3月20日 正在進行中

2 SFDF 0006 環保協進會有限

公司

漁民生態保育計劃–

長洲水域

休閒漁業／培

訓

有關項目旨在協助漁民掌握營運生態遊所

需的知識和技巧，並取得實踐經驗，以助

他們轉型至休閒漁業。有關計劃亦涉及規

劃及設計有利於在長洲水域發展休閒漁業

的新生態遊路線及相關設施。

2,331,500 2016年4月1日 2018年4月30日 已完成

3 SFDF 0008 環保協進會有限

公司

漁民文化及生態導賞

員訓練計劃（新界東

北水域）

休閒漁業／培

訓

有關項目旨在協助漁民掌握營運生態導賞

團所需的知識和技巧，並取得實踐經驗，

以助他們發展或轉型至與漁業有關的生態

旅遊業務。

2,349,600 2016年2月1日 2018年1月31日 已完成

4 SFDF 0013 香港蠔業集團有

限公司

淨化生蠔項目計劃 蠔養殖 有關項目利用淨化過程和監控計劃，改良

本地生蠔的食用安全及品質。有關計劃旨

在建立自己的品牌、開拓銷售網絡，以及

長遠而言，向本地市場穩定供應既安全又

新鮮的本地蠔產品。

3,000,000 2017年8月1日 2020年7月31日 正在進行中

5 SFDF 0014 香港有機資源中

心認證有限公司

香港有機水產養殖業

之認證推廣與養殖技

術的支援計劃

養殖業（本地

有機養殖技術

和產品認證推

廣）

有關項目協助養魚戶取得有機水產養殖的

認證；舉辦活動以加強公眾對有機水產的

認識；以及推動發展有機水產品的高檔次

市場。

10,461,740 2016年11月23日 2022年3月31日 正在進行中

6 SFDF 0016 香港城市大學海

洋污染國家重點

實驗室

魚排上建立示範及教

育單位，展示商業上

可行的循環海水育苗

系統

養殖業 有關項目旨在魚排上利用海水循環系統發

展培育石斑魚苗的技術，並向本港養魚戶

推廣有關培育技術。

3,778,880 2017年4月1日 2021年9月30日 正在進行中

7 SFDF 0017 新界漁民聯誼會

有限公司

香港有魚：荔枝窩魚

苗養殖及香港水域持

續發展計劃

養殖業 項目引入魚塘育苗技術，於鹹淡水魚塘孵

化及育成海水魚魚苗供應給本地水產養殖

業。

4,417,362 2017年10月20日 2020年10月19日* *項目已於2019年

11月14日終止



漁業持續發展基金 - 獲批項目 (截至2020年1月)

基金申請項目

申請編號 申請機構名稱 項目名稱 項目性質 項目簡介 獲批撥款 (港元) 開始日期 預計完成日期 項目狀況

8 SFDF 0022 香港珍珠養殖協

會有限公司

香港珍珠養殖中心 養殖業／休閒

漁業

項目擬向養魚戶示範於本地魚排養殖珍珠

及作出銷售，並舉辦珍珠生態旅遊以推廣

休閒漁業。項目預期可協助養殖戶轉型至

高增值的珍珠養殖業及休閒漁業，以提高

業界競爭力。

5,312,108 2018年11月1日 2026年1月31日 正在進行中

9 SFDF 0023 香港教育大學 高級廚餘飼料用於生

產三種安全和優質海

水魚

養殖業 有關項目擬利用本地廚餘生產飼料供應本

地海魚養殖業，以促進海魚養殖的持續發

展，並讓環境受惠。

8,454,589.5 2016年12月30日 2019年12月29日* *正申請延期

10 SFDF 0031 香港城市大學

（動物醫學及生

命科學院）

改善香港的魚類健康

和生產

養殖業（水產

動物獸醫服

務）

項目旨在透過提供獸醫培訓及支援服務、

以及就常見魚類疾病及治療方法進行研究

和向業界推廣，協助業界有效控制和預防

魚類疾病，從而促進本地水產養殖業持續

發展。

4,940,069 2018年9月1日 2020年8月31日 正在進行中

11 SFDF 0032 商界環保協會有

限公司

BEC × AFFS–意識提

高與機遇

養殖業（宣傳

推廣）

項目旨在透過「優質養魚場計劃」（計

劃）在「食用安全、香港製造、環保」方

面的優質漁產品形象，發展一個銷售平

台、促進養魚戶與飲食及酒店業界的合作

，及向公眾和業界推廣計劃下的漁產品，

以擴闊市場的需求。

7,500,200 2019年6月1日 2022年5月31日 正在進行中

12 SFDF 0033 香港生產力促進

局

改善放置海魚魚箱的

耐用及強硬程度之可

行性研究及試行項目

研究及開發（

開發適合業界

使用並促進保

護環境的魚

箱）

項目旨在研究及開發促進保護環境及使用

較安全物料的新型魚箱、對新型魚箱的實

用性和可接受性進行實際測試，以及向漁

業界及魚商推廣新型魚箱，並邀請業界試

用，替代部分傳統發泡膠魚箱。

3,378,750 2019年11月1日 2021年6月30日 正在進行中

13 SFDF 0037 香港漁民團體聯

會持續漁業發展

有限公司

遠洋漁業發展考察團

（阿曼塞拉萊和阿聯

酋杜拜）

能力提升項目

（考察活動及

研討會）

項目旨在透過考察團及研討分享會，讓本

地捕撈漁民（包括從事遠海捕魚的漁民）

了解阿曼捕撈漁業的環境及實質操作，以

探討及評估本地漁民發展阿曼遠洋漁業的

可行性。項目同時提供機會讓本港漁民在

阿曼尋找其他相關商機及促進兩地漁民合

作。

773,300 2019年6月28日 2020年2月27日 正在進行中



漁業持續發展基金 - 獲批項目 (截至2020年1月)

基金下設的漁業設備提升項目

申請編號 申請機構名稱 項目簡介 獲批撥款 (港元) 開始日期 預計完成日期 項目狀況

1 SFDF EIP 0001 新界漁民聯誼會有限公司 項目擬為200名參與項目人士，包括191名

捕撈漁民及9名海魚養殖漁民申請資助，提

升其生產單位的漁業設備或物料以推動他

們持續生產及發展。

7,184,432.80 2019年2月1日 2022年1月31日 正在進行中

2 SFDF EIP 0002 項目擬為199名參與項目人士（全部為捕撈

漁民）申請資助，提升其生產單位的漁業

設備或物料以推動他們持續生產及發展。

7,145,611.20 2019年4月1日 2022年3月31日 正在進行中

3 SFDF EIP 0003 項目擬為124名參與項目人士，包括103名

捕撈漁民及21名海魚養殖漁民申請資助，

提升其生產單位的漁業設備或物料以推動

他們持續生產及發展。

4,048,052.48 2019年4月1日 2022年3月31日 正在進行中

4 SFDF EIP 0004 香港新界養魚協進會有限公司 項目擬為115名參與項目人士（全部為塘魚

養殖漁民）申請資助，提升其生產單位的

漁業設備或物料以推動他們持續生產及發

展。

3,956,345.14 2019年10月15日 2022年10月14日 正在進行中

5 SFDF EIP 0005 項目擬為187名參與項目人士（全部為捕撈

漁民）申請資助，提升其生產單位的漁業

設備或物料以推動他們持續生產及發展。

7,082,400.00 2019年9月12日 2022年9月11日 正在進行中

6 SFDF EIP 0006 香港漁排垂釣同業協會有限公司 項目擬為200名參與項目人士，包括190名

捕撈漁民及10名海魚養殖漁民申請資助，

提升其生產單位的漁業設備或物料以推動

他們持續生產及發展。

6,881,764.80 2019年10月1日 2022年9月30日 正在進行中

7 SFDF EIP 0007 香港漁民團體聯會漁業發展有限公司 項目擬為190名參與項目人士，包括179名

捕撈漁民及11名海魚養殖漁民申請資助，

提升其生產單位的漁業設備或物料以推動

他們持續生產及發展。

6,890,976.00 2019年10月1日 2022年9月30日 正在進行中

香港易商有限公司

奕道有限公司

香港漁民團體聯會持續漁業發展有限

公司



漁業持續發展基金 - 獲批項目 (截至2020年1月)

基金下設的漁業設備提升項目

申請編號 申請機構名稱 項目簡介 獲批撥款 (港元) 開始日期 預計完成日期 項目狀況

8 SFDF EIP 0008 項目擬為200名參與項目人士，包括197名

捕撈漁民及3名海魚養殖漁民申請資助，提

升其生產單位的漁業設備或物料以推動他

們持續生產及發展。

7,272,240.00 2019年12月1日 2022年11月30日 正在進行中漁意發展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