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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故事： 树艺师 

新兴职业特攻之环保新贵树医生：香港首位注

册树艺师欧永森医师 

欧永森先生是香港首位注册树艺师兼总考牌官，现

任职私人执业树艺师，曾多次被邀请以专家证人身份,

为有关树木的案件到法庭作供。 

目前全球经国际树木学会有二万多人考取树艺师

牌照；自 2004年国际树木学会中国分会首次在香港引

入树艺师考牌制度至今，中国已有一百一十位注册树艺

师。 

详情请关注>>>  

 

南方都市报：香港的古树有名册，有树医生悉心照顾，

还有人为它们争取最大的树权 

 

 

在香港，就算是年轻的树木也

有保育组织们在担心它们的未来，

呼吁建立保护树木法例，在香港，

还有专业的树医生们为树们诊断。

而做这些，并不是富人的游戏，一

时的兴起，毕竟专业的保育团队如

长春社早从 1980 年起就呼吁为香

港树木保护立法，而香港最资深的

树木专家欧永森则强调“树木其实

和人一样，人有人权，树木也应该

有自己的树权”。 

详情请关注>>> 

【相关消息】 

农博网--中国花卉报:访国际树木学会(ISA)中国地区分会会长欧永森 

台北经典杂志：树医生——杨甘陵 

南方人物周刊：在读硕士研究生唐光大登上《自然》杂志 

中国新闻社：林业局：2012 年主要林业有害生物发生态势趋重 

广东林业产业专家论坛：充分利用生态公益林的林地资源，林下培植红豆杉的可行性探索 

http://www.com.cuhk.edu.hk/ubeat_past/081186/tree.html
http://gcontent.oeeee.com/3/14/31482ea3105f2635/Blog/c77/3313ee.html
http://flower.aweb.com.cn/2011/11/22/11201111221036280.shtml
http://taipei.tzuchi.org.tw/rhythms/magazine/content/57/2/tree.htm
http://news.sina.com.cn/s/2006-08-14/162910721675.shtml
http://env.people.com.cn/GB/16862094.html
http://www.gdly.com/index/newscontent?seq=1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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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热点——林业环保 

广州日报：给古树“解甲”透气 

市林业局绿委办副主任袁照明告诉记者，正常衰老

死亡及天气的影响对于树木而言是不可抗力，但生态环

境受到破坏则是人为原因造成的，而这也是古树名木生

存遇到的最大的问题。“其中最严重的，是地面的硬底

化。”袁照明说。 

详情请关注>>> 

 

 

 

南方日报：生态文明建设是文明的延续升级 

    十八大广东代表热议生态文明建设，其中梅州丰顺

县龙岗镇马图村党支部书记饶富通代表举了他们村的

茶叶为例说，“对于我们山区来说，生态文明建设太重

要了。青山绿水是我们最大的财富！只要善于保护和利

用开发，完全能带来金山银山！” 

详情请关注>>> 

 

 

新快报： 战斗在森林深处的南粤卫士 

记者从省林业厅获悉，广东省森林公安成立 30 年

以来，紧紧围绕生态建设为中心，大力开展打击涉林犯

罪行动，共破获案件 17.5 万起，为国家挽回经济损失

约 12 亿元，有效保护了森林资源和野生动物资源的安

全，维护了林区治安稳定，为绿色广东作出了应有的贡

献。 

详情请关注>>> 

 
 

华东网：谁曾穿越和破坏东莞观音山国家森林公

园？ 

按照观音山国家森林公园的规划，是将观音山打造

成为我国第五大佛教文化旅游名山。然而从观音山国家

森林公园建园之初，破坏观音山森林公园的事情就时有

发生。村民在公园内建造私坟、私设关卡收费、毁林种

果、私建违章建筑等，尤其是中石油管道建设项目经理

部西气东输二线粤桂项目分部在观音山国家森林公园

内强行穿越、砍树毁林的施工事件。 

详情请关注>>> 

 

 

 

 

 

http://gzdaily.dayoo.com/html/2012-11/06/content_1998565.htm
http://news.sina.com.cn/o/2012-11-10/081925550040.shtml
http://news.xkb.com.cn/guangzhou/2012/1003/228555.html
http://info.hotel.hc360.com/2012/11/071302463891.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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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评论 

【中国青年网】：全国林业工作者纷纷建言献策十八大 

【核心提示】在党的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

之际，在海南参加国家林业局生态站现场工作会议的

各地林业工作者代表在接受中国青年网记者采访时纷

纷寄语十八大，畅谈他们自身所关注的议题及与林业

相关的部分话题。 

来自广东省林业科学研究院森林研究所的副研究

员周平说，林业也是一种产业，它能够实现非常大的

经济效益，但由于我们国家目前林业研究基础还比较

薄弱，现在还是更多地在强调保护，关于经济效益的

研究尚处于萌芽阶段，希望未来十年国家能在林业的

基础研究上增加一些投入。 

详情请关注>>> 

【广州日报】：森林围城打造优质生

活圈 

十八大报告中强调，林业在生态

建设中居于首要地位，上述这一论断

引起了省林业厅全体工作人员的共

鸣。 

„„ 

省林业厅透露，目前生态景观林

带已开工里程 2588 公里，占年度任

务的 95.1%；完成建设里程 2468 公

里，占年度任务的 90.7%。韶关、河

源、梅州、惠州、东莞、江门、阳江、

湛江、茂名、肇庆、清远、揭阳、潮

州等 13 个市已完成 100 公里以上的

建设任务。 

结合森林碳汇工程建设，省林业

厅下达全年造林生产任务 360 万亩，

完成造林作业面积 298 万亩，占造林

计划的 85.1%。森林进城围城工程建

设则逐步铺开。 

详情请关注>>> 

 

【相关评论】 

新浪环保访谈：易解放募集资金植树 要让沙漠变森林 

广州日报：“权力迎客松”比“山寨迎客松”更可怕 

视频：【汕头】豪华墓地终被清拆 

环保小 tips:节约林木 

植物是地球最宝贵的财富，我们学生或者办公室工作者的用纸浪费现象很严重，造纸的

原料很多都来自于植物，会导致对生态平衡的破坏。一些生活

中的木制易耗品也要注意恰当使用。 

 我们认为可以改进的方法： 

 1、 将旧练习本中未用完的纸张装订起来，做草稿本， 

 2、 收集用过的草稿纸和旧作业本及试卷，找到合适的途

径，送到造纸厂重新加工成可以使用的纸张。  

 3、 节约用纸，把草稿纸写满，不要只写几个数字就扔掉。 

 4、 尽量节约用纸，无论是手纸还是餐巾纸，能用手帕代  替的就用手帕代替。 

    5、 在办公室尽量减少打印用纸，如果必须而为之，尽量双面打印； 

 6、 在废报纸上练习写毛笔字和画国画。  

 7、 有些包装纸，可以做成手工艺品，美化生活。  

 8、 尽量不用一次性碗筷。  

 9、 方便筷或竹签使用后可以回收利用，做成工艺品。  

 10、 不要用机械的方法破坏、损害树木。  

 11、 多种植植物。  

 12、 把装修中剩余的木头、木屑送去造纸厂，减少砍伐树木的数量。  

 13、 珍爱自己国家的每一棵树，用法律来规范人们的保护意识。  

http://news.youth.cn/gn/201211/t20121108_2596511.htm
http://gzdaily.dayoo.com/html/2012-11/12/content_2009330.htm
http://gzdaily.dayoo.com/html/2012-11/12/content_2009330.htm
http://green.sina.com.cn/2012-10-25/174325439333.shtml
http://gzdaily.dayoo.com/html/2012-10/18/content_1956370.htm
http://v.youku.com/v_show/id_XODMyMzA0NDA=.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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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高校环保社团动态 

南医绿色沙龙环保协会 

——大门小学环保宣传教育活动 

    2012 年 11 月 16 日下午，顺德区大门

小学以“培养良好习惯、环保从我做起”为主题

的环保教育活动成功举行。本次活动由大门小

学、南方医科大学绿色沙龙环保协会、麦斯环

保宣传以及佛山市电气行业协会联合举办，旨

在通过节目表演形式向大门小学同学们宣传

环保知识，提升同学们的环保意识。  

 

详情请关注>>> 

 

“必胜客绿色小超人” 

携手华师石牌绿社的环教  

2012年 10月 09日，华南师范大学石

牌校区绿色文明社团环教小组在暨大附小就

“必胜客绿色小超人”环教项目进行了本学期

第一次环教课。应学校要求，分成三个班进

行授课，其主题为“巧思*绿色小厨师”，讲

师有林月平，张瑶芝和邓碧霞。这次课堂是

给孩子们讲解合理饮食的重要性，并希望他

们可以把学到的知识运用到生活中。  

 

详情请关注>>> 

更多动态： 

绿点网：暨大绿界绿色小超人行动  

绿点网：华师绿叶社的必胜客绿色小超人第二期  

绿点网：广外环协南校的必胜客绿色小超人第二期  

绿点网：广外环协北校的必胜客绿色小超人第二期  

绿点网：广东工业大学绿色行动环保协会 2012 年八周年庆典  

绿点网：仲恺 GreenSky 环保协会融冰之旅  

绿点网：广东女子学院绿意环参与第四期广州环保公众论坛  

绿点网：肇庆学院环保协会会员交流会  

绿点网：广药职院绿化环保协会喜迎“十八大”举办军事越野大赛  

绿点网：华师绿色文明社团“骑乐无穷”关爱动物环保活动  

绿点网：广外艺绿叶环保协会举办“高校环保表演比赛暨交流会”  

 

http://www.gpaction.net/newsshow.php?news_id=1404
http://www.gpaction.net/newsshow.php?news_id=1375
http://www.gpaction.net/newsshow.php?news_id=1382
http://www.gpaction.net/newsshow.php?news_id=1383
http://www.gpaction.net/newsshow.php?news_id=1384
http://www.gpaction.net/newsshow.php?news_id=1385
http://www.gpaction.net/newsshow.php?news_id=1387
http://www.gpaction.net/newsshow.php?news_id=1388
http://www.gpaction.net/newsshow.php?news_id=1392
http://www.gpaction.net/newsshow.php?news_id=1389
http://www.gpaction.net/newsshow.php?news_id=1396
http://www.gpaction.net/newsshow.php?news_id=1399
http://www.gpaction.net/newsshow.php?news_id=1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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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客地球机构动态以及活动预告 

营友齐聚海傍

水乡，共议招新

团建 

——绿点第二期营友沙龙 

2012年 10月 20日，绿点第二期

营友沙龙在番禺海傍水乡拉开序幕，这

次的沙龙由广东女院绿意环协会承办，

广东女院绿意环协会长林璟恩担任主

策划人。沙龙在早上 9 点开始，主要讨

论各个环保协会如何进行团队的内部

建设问题，各营友互相交流借鉴，以期

增强协会内部成员的归属感。 

详情请关注>>>  

 

环境教育大学生讲师培训项目集中工作坊

之优秀教案与授课技能分享  

2012年 10月 27日下午，以“优秀教案和

授课技能分享”为主题的环境教育大学生讲师集

中工作坊在绿客地球办公室进行。工作坊以舒马

克学院的萨提斯·库玛博士在香港关于教育的观

点的演讲拉开序幕，在视频中，库玛提出 3H

（Head、Hand、Heart）理论，同时指出，目前的

教育体制培养了充实的 Head，但是忽略了对 Hand

和 Heart的培养。因此，库玛博士提倡孩子要身

心连接的学习，我们的教育应该是多元的。 

详情请关注>>> 

 

2012年第三期绿点营友沙龙——肇

庆行 

为了更好的发展环保协会，加强广东省各

高校环保组织之间的交流，加深营友彼此

之间的感情，11月份的营友沙龙活动在肇

庆学院举行。各高校环保社团组织代表积

极参与，进行了“社团文化建设”、“社

团团队建设”、“社团会员管理”等话题

的交流。详情请关注>>>  

 

「平步青云讲坛」第二十二讲：行行出状

元·环保新丁树医生 

11月25日下午，由香港地球之友、广州市绿

点公益环保促进会主办，华南农业大学环保科技

协会、华南农业大学林学院承办的“平步青云讲

坛”第22讲“行行出状元，环保新丁树医生”在

林学院127报告厅举行，亚洲唯一注册顾问树艺

师、亚洲首位资深树艺师欧永森先生为到场学子

讲述了职业心得。本次讲坛由联合国环境规划署

全球500佳吴方笑薇女士主持。详情请关注>>>  

 

http://www.gpaction.net/newsshow.php?news_id=1379
http://www.gpaction.net/newsshow.php?news_id=1371
http://www.gpaction.net/newsshow.php?news_id=1407
http://www.gpaction.net/newsshow.php?news_id=1407
http://www.gpaction.net/newsshow.php?news_id=14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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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客广州】 

拜客地图项目介绍 

拜客地图：以地图（地理信息定位系统，LBS）的形式呈现自行车出行信息点（买、租、修、

停）、自行车游玩点等资讯，给用户提供定点查询、创建、修改、分享信息服务，并借此

建立自行车一族的线上交流和互动平台。 

使命： 

促进信息交流，最大限度方便骑车者出行 

构建骑车族专属出行互动平台，推动绿色出行 

 

短期目标： 

至 2012年 1月，地图互动平台初步构建完毕 

至 2013年 2月，踩点数据收集达 3个区 

2013年 1月，已有数据的填充与完善 

2013年 2月，平台的上线内测，并收集反馈进行修改 

 

自行车信息点的收集： 

   自行车租赁点、驿站、停放点、自行车店、自行车维修点以及一些提供自行车停

放服务的餐馆、旅游点，黑点。 

详情请关注>>> 

 

相关信息：拜客地图踩点志愿者开始招募啦！ 

 

【香港地球之友】 

东江之子获福特汽车环保奖 周六羊城做分享 

2012 年 11 月 28 日，以“加强

生态建设，促进可持续发展”

为主题的 2012 年第十三届福

特汽车环保奖在上海圆满落

幕，香港地球之友东江之子义工生态服务计划获得“自

然环境保护—传播奖”三等奖，福特汽车执行董事长比

尔·福特先生也专程从美国赶来，为获奖的团体和个人

颁奖。详情请关注>>> 

 

惜種惜食 有機耕作馬拉松 

本会举办的全港首届「《惜饮惜食》有机耕作马拉松」在过去一连六个星

期，由近 300 位来自不同家庭的义工接力耕作有机菜田，合力在千多平方

呎的耕地上开耕，投入了累积 426 小时的劳动力，一共产出 308 公斤的有

机菜，收成包括豆苗、芥菜、生菜、矮豆、黄牙白、小棠菜、芥兰等。 

详情请关注>>> 

http://bikegz.org/article-224-1.html
http://bikegz.org/article-226-1.html
http://foehk.blog.163.com/blog/static/1090788682012102912720969/
http://foehk.blog.163.com/blog/static/1090788682012102912720969/
http://foodwaste.foe.org.hk/html/chi/c_farm.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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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预告】 

东江之子义工计划：「饮水思源·东江之子」 生态服务计划现接受报名 

    东江之子计划自2009年开始，已经进行了三年，累计已有一百二十六名大学生义工参

加。“东江之子义工计划”是一个为期一年的系列计划，参与本计划的青年义工将探寻东江

水源头——江西省的东江源村，通过除草植树、生态教育、生态调查等活动，参与到生态农

村的建设之中，并且在下游城市分享及推广自

己的东江源经历。东江之子将会获得地球之友I 

Green 东江小额资助项目的支持，继续行动起

来，实践自己的环保梦想。另外，借助地球之

友主办的青年水论坛，东江之子也将对东江以

及水议题发出自己的声音。 

一江水，一个成长平台，在接下来的一年

里，香港地球之友邀请你一起关注我们的母亲

河，成为东江之子！请抓紧机会马上报名！ 

详情请关注>>>  

 

香港地球之友东江之子项目分享会   

在社会发展的时代列车下，环境问题层出不穷，对此，我们想改变什么？ 

教育？保育？环境运动？什么方式可以让问题得到解决？ 

香港地球之友自2009年推出东江之子义工计划，作为『饮水思源』的核心教育项目，意在推

动东江上下游的热心青年成为保护东江的枢纽。 

让我们一起走进东江之子，思考一个民间机构、一群年轻人与东江的连结，共同探讨我们能

为环境做些什么？ 

时间：2012年12月01日 周六 19：00～20：30 

地点：海珠区新港中路489号佳信花园C3栋904 （赤岗地铁站C2出口） 

报名方式：请发“东江之子交流会+姓名+联系方式+人数”到bozai.luo@gmail.com； 

 详情请关注>>>  

 

环保圣诞优惠 (优惠期：由现在起至 2012 年 12 月 31 日) 

又到圣诞！又到圣诞！普天同庆的圣诞又来了，不如今年选择于地球之友选购礼品送予

亲友，可以为亲友送上既美观又环保的礼品之余，收入又可以继续支持地球之友的环境保育

工作，一举两得！为了答谢各位对地球之友的支持，我们今年推出三项圣诞优惠，希望人人

可以过一个环保圣诞啦！ 

于圣诞优惠期间，凡选购 bannerbag 货品即可获九折优惠；选购满港币$500或以上更可

获八折优惠！ 优惠期有限，欲购从速 (特价品除外) 

于优惠期间购物，可以$25超特惠价换购钟楚虹摄影作品心意卡 (一套五张)乙套，为你

的亲友送上一份环保的圣诞心意！ (每人最多可换两套) 

凡购物满$50 (折实后计)，可以获赠《海岸风光指南丛

书 》一套 (中文或英文)，满$100则两套，如此类推；每人

每次购物最多可获赠两套) 

圣诞送礼想得体又环保？地球之友绿色产品帮到你！ 

http://foehk.blog.163.com/blog/static/10907886820121015102242524/
http://foehk.blog.163.com/blog/static/109078868201210236338988/
http://www.foe.org.hk/c/content/cat_page.asp?cat_id=176#.UKBt0mfjo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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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GO 招募 

1、绿点公益环保促进会招募实习生（出纳） 

招募人数：1 名  地点：广州 

报名截止日期：11 月 30 日 

详情请点击>>>  

 

2、 2013SUSI招募学生绿色领袖 

招募人数：1 名  地点：广州 

报名截止日期：12 月 10 日 

详情请点击>>>  

 

3、东江之子义工计划：「饮水思源•东江之子」 

生态服务计划现接受报名 

招募人数：15 名  地点：广州 

报名截止日期：12 月 14 日 

详情请点击>>>  

 

4、拜客广州招募项目经理传播和公关经理 

招募人数：各 1 名  地点：广州 

报名截止日期：1 月 31 日 

详情请点击>>>  

 

5、壹基金公益基金会招募全职（传播经理、

灾害管理部项目官员、灾害管理部项目助理） 

招募人数：多名  地点：深圳 

报名截止日期：长期有效 

详情请点击>>>  

 

6、山海源慈善基金会招聘全职人员（执行秘

书长、管理专员） 

招募人数：2 名  地点：广州 

报名截止日期：长期有效 

详情请点击>>>  

7、家馨社会工作服务中心招募全职人员（一

线社工、项目主管、行政支持类专员） 

招募人数：多名  地点：佛山 

报名截止日期：长期有效 

详情请点击>>>  

8、青草青少年成长服务中心招副主席（本地

项目队长） 

招募人数：2 名  地点：广州 

报名截止日期：12 月 20 日 

详情请点击>>>  

9、南飞雁社会工作服务中心招项目主任 

招募人数：1 名  地点：佛山 

报名截止日期：长期有效 

详情请点击>>>  

 

10、明善公益事业发展中心网站编辑助理 

招募人数：2 名  地点：深圳 

报名截止日期：长期有效 

详情请点击>>>  

 

11、慈善会民族文化传承与发展基金招募

（专员、实习生） 

招募人数：多名  地点：深圳 

报名截止日期：长期有效 

详情请点击>>>  

 

12、红十字会企业家会员服务总队招募全职

（行政干事） 

招募人数：1 名  地点：广州 

报名截止日期：长期有效 

详情请点击>>>  

 

13、绿十字环保志愿者中心招募全职人员

（行政助理、项目助理、项目部主任） 

招募人数：多名  地点：厦门 

报名截止日期：长期有效 

详情请点击>>>  

 

14、启智社会工作服务中心招募全职人员

（一线社工、服务主管、中心主任） 

招募人数：多名  地点：广州 

报名截止日期：长期有效 

详情请点击>>>  

 

15、小金雁社区公益服务中心招募项目助理 

招募人数：1 名  地点：广州 

报名截止日期：长期有效 

详情请点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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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我们 

 

 

绿点青年环境教育中心  

网址：www.gpaction.net  

电邮：gpaction@vip.163.com  

新浪微博：http://weibo.com/gpaction  

 

 

拜客广州 

网址： http://bikegz.org/ 

电邮：bike.gz@163.com 

博客：http://bike.gz.blog.163.com  

新浪微博：http://weibo.com/bikegz 

 

 

香港地球之友 

网址：http://www.foe.org.hk/c/default.asp 

电邮：foehk@foe.org.hk 

新浪微博：http://weibo.com/foehk 

 

 

 

欢迎投稿：lkdqyuekan@gmail.com 

 

投稿须知：本月刊“环境评论”、“环保小 tips”

两栏目长期征稿，限于环保话题，投稿若被刊

选，将酌情奖励。 

 

温馨提示：为节约办公资源，绿点青年环境

教育中心、拜客广州、香港地球之友（大陆办

事处）三大机构的办公地点已经合并。 

 

办公室地址：广州市海珠区新港中路 489 号

佳信花园佳信二街 3 号 C3 栋 904  

   

编辑:袁淑文 游路西 

 

助理编辑：陈美玉 林淑漫 梁斯洁 

 

订阅方式：以邮件名“订阅绿客地球月刊”

发送邮件到 lkdqyuekan@gmail.com 

说明：本月刊内容大部分来源于互联网，均为公益目的（且其中观点不代表编辑者立场）。

如果本刊内容不慎侵犯了您的合法权益，请尽快联系我们，我们会及时将相应的内容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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