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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色和平在東亞
過去 10多年來，亞洲地區經濟快速發展，隨之而來卻
是日趨嚴重的環境問題，並帶來跨地域的影響。

綠色和平東亞分部於 2010年正式成立，全面處理跨越
地域的環保工作，為環境帶來更大的改變。

目前，東亞分部的會員人數已突破 100,000人。

←←
封面故事
綠色和平的義工在俄羅斯聖彼得堡參與創作這幅街頭藝
術，聲援氣候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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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您的力量，守護獨特地球。
從北極到太平洋，從歐洲、印尼到您
我周遭，您的即時聲援、慷慨捐助和
積極行動，創造無數環境成果，在全
球各個角落留下珍貴印記，保護著海
洋、雨林，與美好的生活環境！

改變世界
的力量

污染物不是人煙稠密的市區獨有，郊野的泥土、水源也

隱藏許多看不見的「化學足跡」。延續 DETOX去毒行

動，綠色和平派遣探險隊，深入全球人煙罕至的高山、

湖泊與美景，從水源驗出有害化學物「全氟化合物」

（PFCs）。與公眾一同要求戶外服裝品牌從生產鏈去毒。

檢測極淨之地，為大自然「去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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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歐盟通過禁止進口紡織品含有

有毒有害化學物「壬基酚聚氧乙烯

醚」（NPE），代表全球紡織業若要

保住歐洲市場，就必須停用 NPE。

這個突破，源於綠色和平在 2011年

發佈「時尚之毒」系列調查報告，

揭露服裝紡織業大量使用 NPE，並

指出歐盟的監管漏洞。

綠色和平持續在全球指出煤炭是不

明智的投資，並衍生各種環境問題。

中國的煤炭消耗量，約佔全球一半，

更是焦點所在。2015年，中國煤炭

消耗量連續第二年下降，並宣布未

來 3年暫停批發新的開採煤礦許可，

及關閉逾千個煤礦。

歐盟禁用NPE 淘汰煤礦，中國是焦點

10年來，綠色和平提出建立全球海洋保護區網絡，保護

40%海洋。2015年 1月，聯合國大會決定擬訂「公海生

物多樣性公約」，確保海洋管理不限於發展，亦應以維

持海洋生態平衡為目標。

全球海洋的保護區，出現希望！
6月，印尼紙漿業巨頭「亞太資源集團」（APRIL）承諾制訂「可

持續森林管理計劃」，停止破壞印尼僅剩的熱帶雨林。連同兩年

前已承諾「不毀林」的金光集團 APP，佔印尼紙漿業八成市場的

兩大巨頭都已加入「護林陣營」！

印尼紙漿業巨頭的「不毀林」承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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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公眾，三年不懈守護北極，終於贏得關鍵勝利。從阿拉斯加

的居民到太平洋小島國的氣候變化受害者，從美國西雅圖的獨木

舟抗議行動，到堅守在蜆殼石油 SHELL英國總部外的巨型北極

熊，公眾力量終令 SHELL放棄在阿拉斯加北極鑽油勘探。

大堡礁是重要的海洋生態系統，也是海龜、儒艮和鯨魚等萬千海洋生物的家。

綠色和平發起「守護大堡礁」行動，揭露煤礦企業計劃在澳洲昆士蘭內陸開採，

碳排放將加劇氣候危機。在香港，綠色和平要求渣打銀行辭任項目的首席財務

顧問，不要協助煤礦企業安排巨額融資。8月，渣打銀行宣布撤出項目。

在韓國，我們分析七大互聯網及通訊企業的耗電量，發現搜尋器龍頭、社交通

訊軟體 LINE的母公司 Naver，其資訊透明度及可再生能源政策均獲取最佳評

級，但可再生能源佔總用電量仍不足 1%。6月，Naver響應綠色和平的呼籲，

承諾在韓國的雲端數據中心，將 100%使用可再生能源。

9月，船艦「彩虹勇士號」展開遠洋吞拿魚漁業調查記錄之旅。在鄰近巴布亞

新幾內亞的公海，我們發現台灣籍漁船「順得慶 888號」非法作業，除了漁獲

記錄表不實，船上更有總重 95公斤的鯊魚鰭，違反鯊魚「鰭不離身」規定。

這趟航程中，更揭露漁工工作條件惡劣，急需公眾關注改善。

5月，綠色和平揭發香港不法商人走私及售賣極瀕危的石首魚花膠，棲息同一

水域的墨西哥加灣鼠海豚因此常遭誤捕，面臨絕種。墨西哥、中國及美國先後

承諾加強打擊走私。去年底，香港漁護署「零的突破」，首次檢控兩名管有石

首魚花膠的海味商人。

750 萬公眾，讓SHELL止步北極

選擇大堡礁，不要煤礦

推動 100%可再生能源

揭露非法，凸顯遠洋漁船管理不力

守護極瀕危加灣鼠海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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堅守原則，絕不妥協

親愛的綠色和平支持者：

我一直深信，堅守我們的理念而行動，從而帶來改變是最重要的。這個信念，帶領綠色和平東亞分部在許多方
面都邁向成功之路。

過去 10 年，我擔任東亞分部總幹事，見證從香港的一個小辦公室，逐漸拓展到北京、台北及首爾，成為真正
的區域分部，並納入綠色和平重點區域辦公室之一。東亞分部的成長，原因之一是全球環境議題逐漸聚焦亞
洲，在東亞地區進行的環境工作，都會為全世界帶來影響。

最近我作了一個艱難的決定：卸下東亞分部總幹事一職，回到位於荷蘭的國際綠色和平繼續獻身於環保工作。
在我決定結束這一段人生中重要章節的同時，我深信東亞分部早已走進穩定的軌道，新任總幹事施鵬翔先生與
每一位同事，將繼續勇往直前，堅守原則推動環保，守護地球生態環境。

10 年回顧，您與東亞分部攜手創造許多環保成果，三言兩語，難以盡錄。不過，其中不得不提的里程碑，就是
東亞分部的捐款會員人數於去年突破 100,000 人。這不僅為環保工作提供穩定的經費來源，讓我們能更靈活地
推動各式各樣的環保項目，更重要是，集合支持者的力量，更有效地為環境帶來美好改變。

猶記上任之初，我的其中一個重點職責，是確保每名支持者的一分一毫用得其所，履行我們對環境及支持者的
一貫承諾。如今，東亞分部已成為領導綠色和平其中一個區域辦公室，既秉承行之有效的機構傳統，亦善於尋
找創新的方式推動環保工作。我為綠色和平的成就深感驕傲，也為能夠留下一個健全、高效率的團隊，繼續努
力不懈解決愈益險峻的環境威脅，深感自豪。

戴慕韜
綠色和平東亞分部總幹事

"Never forget what Greenpeace exists for. 

What matters is that what we do bring about 

the kind of change we stand for."

時刻銘記綠色和平為何而存在。
重要的是，我們的行動帶來我們所主張的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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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開始，任重道遠

施鵬翔
新任綠色和平東亞分部總幹事

親愛的綠色和平支持者：

回顧過去一年，我們不斷以創新方式創造綠色成果，其中「為戶外去毒」項目，是東亞分部四地辦公室首次共
同領導及參與的環保項目，顯示我們作為地區分部的優勢，那就是四地協作，為環保行動注入更多的能量，實
現更大規模的理想。這將是東亞分部今後一直朝進的方向。

去年，香港的「守護加灣鼠海豚」項目、台北在福士汽車（Volkswagen）被揭廢氣排放測試作弊後的連串行
動，首爾的「煤炭與空氣污染」項目，均是成效顯著的新嘗試。另一重要環保成果，是中國大陸的煤炭消耗量
連續第二年下降，去年底更宣布未來三年停止批准新的煤礦開發項目，及關閉逾千個煤礦。推動中國邁向更潔
淨的能源，足以為全球氣候危機帶來不同的面貌。拯救氣候，仍是 2016 年的重點工作。

展望未來三年的工作計劃，我們將嘗試更多新構想和項目推展模式，並採納您於會員問卷調查提出的寶貴意見。
其中，社交媒體和網絡社群的新興力量，逐步改變人際關係、企業經營模式和普羅大眾的消費文化及模式，已
成為推動環境改變不可或缺的一環。我們正好好思量如何更善用這股力量，將綠色和平的理念傳達至更遠更深。 
2016 年伊始，您我迎來許多激勵人心的好消息，但仍有眾多挑戰橫列在前，有待我們一一跨過。即使面對最艱
難的時刻，綠色和平能夠繼續將不可能變成可能，有賴您的支持和全體工作團隊的努力。

2016 年， 我 們 向 傑 出 的 東 亞 分 部 總 幹 事 戴 慕 韜（Mario 

Damato）說再見。他的領導，帶來眾多讓我們肅然起敬的典
範，我們將繼往開來，承傳他的貢獻。東亞分部總幹事一職
由施鵬翔接任。他加入綠色和平 14 年，先後擔任食物安全與
農業項目主任、森林保護項目主任、媒體總監、項目總監以
及副總幹事。

我女兒施歌喜歡畫畫，更喜愛動物，自小對環保很感
興趣。她對環保的熱誠，提醒我下一代也應參與未來
的環境工作。



氣候行動，全球開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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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色和平持續在全球指出煤炭是不明智的投資，並衍生各種環境問題。中國的
煤炭消耗，約佔全球一半，更是焦點所在。2015年，中國煤炭消耗量連續第二
年下降，並宣布未來 3年暫停批發新的開採煤礦許可，及關閉逾千個煤礦。若
趨勢延續，可望較原先承諾的 2030年前，提早為其碳排放量「封頂」。

綠色和平在世界各地呼籲投資者向煤炭產業說「不」。6月，挪威議會通過，
政府旗下挪威主權財富基金（全球第二大財富基金，市值逾 7萬億港元），向
營運或整體收入超過 30%來自煤礦業務的企業撤資。這正是綠色和平一直倡
議的方案。此舉讓各國及企業借鏡，有利全球加快淘汰煤炭。

6月，交友通訊軟件 Line的母公司兼韓國主要搜尋網站 Naver，響應綠色和平
「綠色互聯網」項目的呼籲，承諾其韓國的雲端數據中心將 100%使用可再生
能源。此外，Apple、Google和 Amazon等科技業領袖陸續落實承諾，合共投
入 30億美元發展可再生能源。

珊瑚礁蘊藏豐富的生態系統。2015年，澳洲大堡礁面臨內陸「卡米爾煤礦項目」
的威脅，綠色和平發起全球行動，澳洲聯邦法院其後撤回項目的開發許可，我
們又阻止項目的資金來源，其中香港人熟悉的渣打銀行亦宣布與煤礦項目劃清
界線，辭任開發項目首席財務顧問。

從阿拉斯加的居民到太平洋小島國的氣候變化受害者、從美國西雅圖的獨木舟
抗議行動，到堅守在蜆殼石油 SHELL英國總部外的巨型北極熊，還有全球逾
750萬北極守護者同心協力，9月，我們成功令 SHELL放棄在阿拉斯加北極鑽
油勘探，讓北極面臨漏油事故威脅稍減。

來自世界各地綠色和平辦公室的代表，身處聯合國巴黎氣候會議現場，致力推
動氣候談判趨向您我希望看到的未來。最終，世界各國達成共識，承諾採取行
動，將全球升溫控制在攝氏兩度之內，長遠更要努力限制在 1.5度。巴黎協議
只是第一步，接下來，我們必須確保各國領袖加快達成承諾。

脫離依賴煤炭

推動全球煤炭撤資

要求科技業，
率先迎向再生能源

從煤礦項目手中，
拯救大堡礁

讓石油公司
遠離北極

督促全球領袖，
正視氣候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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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堪稱「氣候行動年」。從政治領袖、國際企業到地方社區，地球上的
公民都明確感受到，減緩氣候變化不但必要，而且迫切。去年，在全球推動
氣候行動與能源改革，綠色和平獲得鼓舞人心的具體成果。現在就讓您我一
同回顧部份重點成就。

IMPACT
HIGHLIGHTS

7,5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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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變革
的一年

2015年，全球煤炭消耗量相較去年下降 2.3%至 4.6%，
跌幅歷來最多，多個主要煤炭市場均錄得跌幅。這是綠
色和平多年來倡議政府政策、強調企業社會責任、分析
投資煤炭的環境風險、喚起公眾關注等不同層面，全球
努力推動「去煤」的成果。

在中國，樂見全年的碳排放稍降 1 - 2%，煤炭消耗量亦
連續第二年下降。同時，中國的風能和太陽能發電量打
破紀錄，兩類清潔能源的發電量並以驚人的速度增長，
歷來首次足以滿足中國全年的電力需求增長。中國是全
球最大的溫室氣體排放國，若能逐漸減少耗煤，改用可
再生能源，對緩解全球氣候變化意義重大。

在美國，群眾減煤之聲日益浩大，且受經濟不明朗因素
和收緊環保法例影響，煤炭消耗量下跌，逾 200煤電廠
相繼退役，不少煤礦公司破產。歐洲方面，綠色和平與
當地關注組織一起行動，英國、奧地利、芬蘭及德國均
表明會全面淘汰煤炭。

淘汰最污染的化石能源：煤炭

「PM2.5 」（微細懸浮粒子）與「霧霾」兩個空氣污染的
代名詞，日漸廣為人識。去年 2月，綠色和平與北京大
學聯合發表研究報告，指出中國 31個主要城市 PM2.5污
染導致的額外死亡率，遠超於吸煙及交通事故。在韓國，
同類研究發現，逾半 PM2.5來自汽車廢氣及當地煤電廠
排放，若能減少燃煤發電比例，每年能避免1,600人早死。

綠色和平每季獨立發布中國城市 PM2.5空氣質素排名。
多年來持之以恆的數據分析、科學研究、實地調查等，
中國對抗霧霾污染力度全面提升，2015年仍有 80%城市
的空氣質素未達標，但整體 PM2.5濃度平均下降 10%。

汽車廢氣排放也是主要空氣污染源頭。去年 9月，德國
福士汽車（Volkswagen）爆出廢氣排放測試作弊醜聞，
危害公眾健康與消費者權益。綠色和平立即成立專責小
組，集中跟進相關主要銷售市場。在台灣，我們要求福
士汽車停售、回收問題車款，並積極要求環保署建立嚴
謹的汽車排氣檢測制度。

關注您呼吸的空氣與健康

氣候變化涉及的範圍無遠弗屆，難分地域界限。在能源變革議題上，
綠色和平有一致的全球目標：遠離骯髒的化石燃料及危險的核能，
往潔淨的可再生能源全面邁進。一路上有您的支持，東亞分部四地
辦公室才能因應各自最迫切的需要，推動改變既有的能源模式，並
連結世界各地的氣候行動，朝著拯救氣候的終極目標，大踏步往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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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綠色和平發起「守護大堡礁」行動，揭露煤礦
企業計劃在澳洲昆士蘭內陸開採煤礦，預計每年出產高
達 6,000 萬噸煤炭，燃煤的碳排放將加劇全球氣候變化，
嚴重影響大堡礁的生態，擴建運煤港口更將直接導致每
年逾 600 艘運煤船在大堡礁範圍穿梭往來。

全球數百萬公眾聯署要求澳洲政府撤回計劃，並促請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介入保護大堡礁；在香港特別行政
區、台灣及英國等國家和地區，綠色和平集中要求渣打
銀行辭任項目的首席財務顧問，不要協助煤礦企業安排
巨額融資。8 月，大堡礁保衛戰連連報捷，澳洲聯邦法
院撤回該煤礦項目的開發許可，渣打銀行亦宣布撤出項
目。

此外，新疆卡拉麥里自然保護區是野生動物的天堂，
但當地政府為發展煤炭產業，打算縮減保護區面積。幸
而，在綠色和平與多個關注組織的共同努力下，6 月，
新疆政府撤銷有關計劃。

守護您我所愛的地方

清潔能源耗之不盡，並已能與傳統能源匹敵。11月，聯
合國巴黎氣候會議召開在即，綠色和平與氣候科學家聯
合發表研究報告《全球能源願景 2015》，分析最新環境
科學數據，引證 2050年全面轉用可再生能源，既可行亦
符合經濟效益。

氣候會議前夕，全球近 80萬人參與氣候遊行，呼籲全球
領袖採取積極行動，實現 100%可再生能源的未來。身在
氣候變化第一線的國家，去年紛紛表明抵制化石能源，
其中菲律賓近年經常遭受超級颱風侵襲，綠色和平成功
促使菲律賓的國家人權委員會，調查全球50大污染企業，
對加劇極端天氣導致人權受損的責任。

聲援全球訴求，指引能源未來

92015 Annual Report | Greenpeace East Asia



綠色和平在世界各地，協助最有需要的居民看見太陽能
的希望之光。例如在歐洲，我們為難民裝設太陽能充電
站，讓他們為通訊裝置充電。在日本福島，協助遭逢核
災而失去家園的居民裝設太陽能板。在印度，綠色和平
協助在德里聖家醫院安裝太陽能屋頂電網，及在達內村
架設太陽能微電網，為全村提供所需電力。

為打破業界對發展太陽能的顧慮，去年 7月，綠色和平
以江蘇省作個案研究，證明現行電網絕對有潛力接入高
比例的可再生能源。9月，首次舉辦「太陽光能融資創新
訓練營」，協助業界了解及突破發展太陽能可遇到的融
資及法律障礙，400多名業界人士參與，另有近萬人接受
網上培訓，廣受好評。

一起看見，太陽能的耀眼光芒

10

大量數碼資料傳送及儲存，得靠雲端技術。全球雲端數
據中心耗電量龐大，綠色和平推動「綠色互聯網」項目
以來，成功令多間知名互聯網及通訊科技企業承諾 100%

使用可再生能源。5 月，綠色和平評核互聯網及通訊企業
表現，發現 Apple、Facebook、Microsoft 和 Google 等，
使用可再生能源比例皆有顯著增長。其中，在台灣設有
雲端數據中心的 Google，雖無法在台灣自由選用可再生
能源，仍承諾積極增加使用比例。綠色和平要求同樣擁
有大型雲端數據中心的台灣中華電信，不要以現行法規
為藉口，儘快規劃能源轉型。

綠色和平並將「綠色互聯網」項目帶到首爾。我們分析
韓國七大互聯網及通訊企業的耗電量，發現搜尋引擎龍
頭、社交通訊軟體 LINE 的母公司 Naver，其資訊透明度
及可再生能源政策均獲取最佳評級，但可再生能源佔總
用電量仍不足 1%。港人熟悉的品牌如三星 (Samsung 

SDS) 及 LG  U+ 則敬陪末座。連串公眾參與行動，6 

月，Naver 率先承諾在韓國的雲端數據中心將 100% 使用
可再生能源。

告訴企業，可再生能源才是正途



日本福島核災過後，停止核能電廠運轉接近兩年，證明
危險的核電絕非必要。在德國，綠色和平成功促使政府
加快全面關閉核電廠計劃。相較於歐洲各國紛紛關閉老
舊和過時的核電廠，韓國仍積極擴展核能顯得荒謬。我
們在韓國向大眾強調核能的危險。10月，綠色和平抗議
當局計劃擴建古里核電廠為全球產能最大的核電廠，成
功喚起公眾關注。

在香港特別行政區，11 月，綠色和平提出「香港 
2034 無核減排方案」，促請香港別行政區特政府從今
天起，推動社會積極節能、提倡綠色建築及發展可再生
能源，到 2034 年大亞灣核電廠供電給香港的合約屆
滿，大可不必依靠核電，亦能完全淘汰污染煤炭，兼能
邁向更進取的減排目標。

嚴防走向危險核能的歧途

綠色和平力陳使用化石燃料的弊端，各地資產管理人亦
逐步摒棄投資於相關企業或項目。6 月，全球第二大財富
基金「挪威主權基金」決定從煤炭企業撤資，綠色和平
分析有可能被撤資的 122 間企業名單，發現美國佔最大
比例（約 38 %）、中國內地佔約 10 %，而香港則有中電
及港燈等 4 間企業。

在中國，我們持續監察，不讓煤炭產業逆勢擴張。11 月，
綠色和平與華北電力大學聯合發佈《中國煤電產能過剩
及投資泡沫研究》，指出中國煤電項目增長，將導致未
來五年嚴重產能過剩，並浪費高達 7,000 億人民幣的投資
成本。報告在業內產生廣大迴響，並引起國家能源局進
一步關注煤電產能過剩問題。

此外，社區的力量也是阻止投資煤電的重要夥伴。去年，
綠色和平藉著推動日本國際協力銀行（JBIC）撤資，幫
助印尼巴塘的居民阻止在當地興建東南亞最大的煤電廠；
在泰國，我們與社區團體一起行動，反對在喀比省建造
煤電廠。

從投資角度，推動正確能源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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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情況不妙！ SHELL的破冰船向北極步步進逼，
但綠色和平勇於化危為機，逆襲石油巨頭野心。26名行
動成員趁破冰船在美國波特蘭緊急維修，從當地聖約翰
大橋游繩而下，高空攔截破冰船前往北極的去路。阻止
SHELL到北極鑽油的每一秒，代表奧巴馬政府有多一秒
時間，考慮撤回北極鑽油許可。

勇闖北美，逆襲鑽油野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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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綠色和平在北極實地見證、揭露企業企圖破壞北極生態的
惡行。有賴全球逾 750 萬人挺身而出，成功阻擋蜆殼石油 SHELL 在
阿拉斯加北極的鑽油計劃，美國政府隨後亦否決 SHELL 延長鑽油牌
照的申請，阻止一場很有可能殃及全球的北極生態災難。

石油公司為勘查北極海床分佈，委託勘查企業在格陵蘭
海域進行地震勘探爆破 (Seismic Blasting)。震懾的聲響
高逾 260分貝，是 50米以外噴射式飛機引擎的 8倍，對
倚賴聲波定位覓食、溝通、求偶的鯨魚影響極深。去年 9

月，綠色和平船艦「極地曙光號」利用水聽器及水底攝
錄機等儀器，監察及公開該海地震勘探爆破情況，不容
石油公司逃過世界目光，悄然破壞北極生態。

深入格陵蘭，調查爆破實況

2015年 3月，綠色和平船艦「希望號」在太平洋中央
追蹤 SHELL的鑽井船與鑽油台，6名綠色和平義工連日
冒著強風，登上鑽油台高空留守 123小時，向公眾揭露
SHELL罔顧北極生態災難的惡行。我們的行動喚起各地
社會關注，傳媒廣泛報道，愈來愈多群眾看穿 SHELL的
鑽油野心，全球守護北極之聲愈益浩大，這股龐大的眾
力量，不容 SHELL忽視。

橫越太平洋，留守鑽油台

與您守護
純樸寧靜的北極



除站在環境前線抗議及調查，企業背後的股東及投資者
也是綠色和平的遊說對象。我們編寫專業投資者簡報，
又趁 SHELL在荷蘭總部舉行周年大會，奔走提醒股東北
極鑽油的投資和環境風險，更直接質詢 SHELL高層。8

月，與一眾守護北極者偕巨型北極熊每天在 SHELL英國
總部外奏起「北極安魂曲」，呼籲 SHELL迷途知返。

兵分英國和荷蘭，與股東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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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多間石油公司敗走北極，正好讓各
國反思石油是否必要，加快推動使用可再
生能源。雖然北極熊、獨角鯨及海象等動
物暫且鬆一口氣，但進佔北極不只石油公
司，還有工業化捕撈船隊。今年綠色和平
進一步拓展守護北極項目，推動成立「北
極保護區」，全面禁止鑽油及工業化捕魚，
為珍貴的北極送上永久保護。期盼未來繼
續與您攜手守護北極。

推動成立永久「北極保護區」

「SHELL不停止北極鑽油計劃，我們誓不罷休！」這是
全球逾 750萬守護北極者的決心，群眾的力量與勇氣勢
不可擋，令大型石油企業、政治領袖也得認真面對守護
北極的聲音，相信正是擊退 SHELL的致勝關鍵。成功非
偶然，守護北極之路，無疑險阻重重，但群眾沿路齊心
一致，令艱苦的路途絕不孤單。

團結世界，成就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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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續海洋生機，世世代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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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類仰賴大海的養份，但應取之有道，別讓海洋最後僅剩下一片虛無。跨國
界、跨領域的海洋危機，背後涉及龐大且複雜的角力。2015 年，綠色和平在
全球推動漁業可持續發展，期盼透過大眾與市場的改變，讓豐沛多元且美麗
的海洋繁衍不息。

5月，綠色和平揭露中國遠洋漁業企業，在西非海域非法
捕撈、謊報漁船總噸位等行徑，不僅摧毀當地漁民生計，
也使附近海域漁獲迅速枯竭。我們的調查報告，促使中
國漁業船舶檢驗局 7 月推出新的遠洋漁船檢驗規則，同
年底正式實施，避免漁船噸位造假。

揭露西非漁業資源之殤

2月，韓國從美國非法漁業黑名單除名，5月，成功去除
歐盟「黃牌」警告，引證綠色和平兩年多來努力推動韓
國改革遠洋漁業管理成效。自 2013年，綠色和平多次揭
露韓國非法漁業醜聞，指出漠視歐美制裁警告的深遠影
響，並持續與韓國政府溝通改善建議，終令韓國發表新
的漁業規範。

推動韓國改善非法漁業問題聯合國落實《公海生物多樣性公約》
2015 年，聯合國正式啟動工作小組，將擬訂《公海生物
多樣性公約》，建立全球公海的海洋保護區，未來，所
有人類活動都必須通過環境影響評估，以確保能有效保
護海洋生態系統。綠色和平自 2006 年提出全球 40% 海洋
劃為海洋保護區，持之以恆，終於出現改變現行海洋未
來的重要契機！

守護極瀕危加灣鼠海豚
5 月，綠色和平揭發香港不法商人走私及售賣極瀕危的石
首魚花膠，令棲息同一水域的墨西哥加灣鼠海豚常被誤
捕，面臨絕種。墨西哥、中國內地及美國先後承諾加強
打擊走私。全球逾10萬人聯署，去年底，漁護署「零的突
破」，首次檢控兩名管有石首魚花膠的海味商人。

良心壽司護海洋
綠色和平在台灣公開呼籲多家連鎖壽司餐廳提供「良心
壽司」。去年 4 月，欣葉日本料理成為台灣首家公開承
諾停止販賣瀕危藍鰭吞拿魚和大目吞拿魚的餐廳，並會
於一年內建立台灣漁船吞拿魚供應的可追溯性系統，避
免採購非法漁獲。

10月，綠色和平揭露全球最大水產集團「泰聯冷凍集團」
旗下吞拿魚罐頭品牌，供應鏈背後涉及血汗漁船工人的
秘密。我們發起全球聯署，要求泰聯停用掏空海洋生態
的捕魚方法，及改善工人人權。調查報告引起國際傳媒
關注，美國司法部亦展開調查。

揭開吞拿魚罐頭的秘密

IMPACT
HIGHLIGHTS



扭轉吞拿魚產業現行惡習，是守護全球海
洋未來的最前線。2015 年，綠色和平的
船艦在海上追查吞拿魚漁船的不當作業模
式，配合在陸地喚起公眾關注吞拿魚背後
的血汗秘密，爭取企業及遠洋漁業監管機
關儘早撥亂反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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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洋是全世界最主要的吞拿魚漁場，綠色和平的船艦至
今八度巡航，一再揭露海上殺戮真相。去年夏天，「彩虹勇
士號」60 日內在太平洋航行 7,400 海里，先後登上 9 艘遠
洋漁船及到訪深受過度捕魚苦果的島國，向世界展示吞拿
魚產業已然失控的部分實證。

彩虹勇士號，
巡航太平洋

「順得慶 888號」船長和船員又透露，部份魚獲已轉載
到其他船。「海上轉載」令漁船久久不需進港，導致虐
待勞工、過度捕撈及非法捕魚橫行。綠色和平公開事件
後，台灣當局派巡邏船前往調查，瑙魯共和國亦迅速頒
發禁令，是第三個禁止在其海域轉載魚獲的太平洋島國。

未經許可海上轉載魚獲

8月，彩虹勇士號在南太平洋發現多艘中國漁船，魚獲主
要供應北美的吞拿魚罐頭廠。漁船工人的生活環境相當
惡劣，而且薪金微薄，最低每月可能僅得 300美元，但
每日工時可長達 18小時，剋扣工資更相當普遍：一艘漁
船的船長室貼了一張「罰款清單」：值班睡覺罰 100美元、
未經允許使用淡水罰 20美元等。

血汗漁船工人的辛酸

9月 9日，彩虹勇士號出動直昇機及橡皮艇，紀錄台灣籍
漁船「順得慶 888號」在鄰近巴布亞新幾內亞的公海非
法作業，並徵得該船船長同意後登船了解，發現除虛報
魚獲紀錄表，更有共重 95公斤的鯊魚鰭，違反鯊魚「鰭
不離身」相關規定。其後，多名國際鯊魚專家透過高科
技軟件鑑定鯊魚鰭照片，證實含禁捕與瀕危品種。

非法捕鯊，割鰭棄身

航程尾聲，彩虹勇士號在太平洋島國經濟海域不時發現
「人工集魚器」，利用人工小型生態系統吸引魚群以便
大肆捕撈，過程中幼魚、海龜、鯊魚同告喪命。綠色和
平提倡禁用人工集魚器，迄今英國、澳洲及紐西蘭各大
吞拿魚品牌均承諾淘汰使用。

人工集魚器，猶如「海洋生物磁鐵」

您拯救的，
不只是吞拿魚

實
證 1

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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吞拿魚是海洋食物鏈上層的「消費者」，也是海洋生態系
統健康的重要指標。保護海洋，需要您的力量。您的聲音，
更能推動企業與政府支持長遠守護海洋的生物多樣性，而
非只顧少數人的短期利益。

團結您我的力量，
守護健康海洋

大眾喜愛的吞拿魚罐頭，竟是將海洋推向滅絕的幫兇？
2015年 10月，綠色和平發表最新調查報告，指泰國的遠
洋漁船工人處境惡劣，匿名工人訴說親身經歷，指證常遭
到嚴重身體或言語上的虐待，超時又繁重的勞動卻無法得
到足夠食物、醫療和酬勞，嚴重違反人權。當中不少個案，
最終可追溯至全球最大水產集團「泰聯冷凍集團」（Thai 

Union Group PLC，簡稱泰聯）的供應鏈。

綠色和平號召全球聯署，要求泰聯採取有效措施，保障漁
船工人、阻止過度捕魚及誤捕瀕危海洋生物。集合公眾的
聲音，將泰聯置於鎂光燈下，美國司法部門介入調查是否
涉及壟斷行為，美聯社亦作跟進偵查報道，至年底，泰聯
收購美國海產公司 Bumble Bee計劃告吹。

企業縱容行為，曝露公眾焦點之下

台灣的吞拿魚延繩釣產業規模位列全球第一，但台灣遠洋
漁業管理不善、罰則欠嚇阻力，不少漁民鋌而走險，非法
捕魚。綠色和平多次揭發台灣籍漁船在公海非法捕魚，惟
台灣漁業署既未嚴正處理非法漁船問題，也沒有補救管理
漏洞。去年 10月，台灣終於遭歐盟發出「黃牌」警告，
限期半年內改善。綠色和平發起聯署，並立即編訂遠洋漁
業改善建議書，要求漁業署積極修正法規，加強管理。

韓國亦曾遭受歐盟的黃牌警告。去年 5月，歐盟撤銷「黃
牌」，引證綠色和平兩年多來努力推動韓國改革遠洋漁業
管理成效。期盼台灣黃牌危機能成為改革現行管理及政策
的契機，不但挽救其國際聲譽，也促進全球海洋生態健
康、阻止海洋資源浪費。

「黃牌」警告，全面革新政策契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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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護加灣鼠海豚行動，成功喚起各國社會關注。中美政
府表明加強合作打擊非法野生動物貿易，更特別點名會
應對加灣石首魚走私問題；墨西哥政府則承諾加強堵截
非法捕魚，於去年 8 月拘捕 3 名來自中國的走私客。香
港方面，去年 12 月，漁護署首次引用《保護瀕危動植物
物種條例》，檢控兩名海味商管有石首魚花膠。感謝有
您支持，您我的努力，正逐步為海洋帶來改變，為極瀕
危的加灣鼠海豚送上曙光。

盼加灣鼠海豚化險為夷

不法商人和漁民取得極瀕危墨西哥加灣石首魚的魚鰾，
製成貴價花膠，分別從墨西哥或美國，跨國走私至香
港或中國內地等市場出售。過程中，更禍及棲息同一海
域、全球僅餘 57 條的加灣鼠海豚。去年初，綠色和平先
後在香港及廣州調查，揭發香港海關把關不力，變相
縱容不法商人走私及非法售賣極瀕危的石首魚花膠，
令瀕危石首魚和鼠海豚情況更堪虞，亦危害墨西哥海
洋生態和社區生計。

為應對跨地域的瀕危物種走私及貿易問題，綠色和平在
「走私之路」四地同步行動。我們派出船艦「希望號」
巡航墨西哥，監察當地新實施的刺網捕魚禁令成效，並
與當地環保警察及漁民合作清理非法魚網；同時，發起
連串守護加灣鼠海豚全球行動，推動墨西哥、美國及
中國內地加強邊境執法和互換情報，封鎖走私大門；
在香港特別行政區，綠色和平約見漁護署官員直接表
達訴求，更與其他關注團體及學者聯合發表文件，督
促港府打擊走私瀕危物種勾當。

揭發跨國走私，香港中轉角色

世界地圖標示出各國領域，但這些人類擅自劃分的界線，阻止不了
人類的貪婪為無數生命帶來跨地域的無盡傷害。2015年，綠色和平
揭露遠在東方出售的海產「花膠」，可迫使墨西哥的石首魚和鼠海
豚，雙雙瀕臨絕種；中國沿岸海域饒富海洋資源不再，遠洋漁業改
往非洲西部海域捕撈，帶來生態浩劫。

阻止跨越
國界的傷害

加灣鼠海豚：極瀕危
（可能於今年內絕種）
加灣石首魚：極瀕危

綠色和平調查：
本港7間海味店
非法售賣石首魚花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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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幾十年，中國沿岸海域被拖網漁船的濫捕蹂躪，饒
富海洋資源不復再，西非海域成為中國第一個遠洋漁場，
中國遠洋漁業近年急速發展，總產量已超越歐盟、美國，
但同時，濫捕及非法捕撈的情況幾乎失控。

綠色和平過去兩年努力追查，去年 5月發表《西非漁業
資源之殤》報告，揭露中國遠洋漁業企業在西非海域的
不法行徑，如謊報漁船大小、無證捕魚、擅闖禁捕區域
及使用非法漁網。尤其正當西非各國為控制伊波拉疫情
而無力監管海洋之際，中國遠洋漁業企業更是無所顧忌
地捕撈，光是在幾內亞，平均兩天就有一宗非法捕撈。
中國遠洋漁業主管部門監管措施薄弱，連帶殃及西非海
洋生態和當地人民的生計。

追蹤中國遠洋漁船，掏空西非海洋 其實中國遠洋漁船在西非海域過度捕撈，只是全球遠洋
漁業問題的冰山一角。全球已有 80% 以上的魚類遭受過
度捕撈，感謝一直有您一起持續努力，阻止非法捕撈、
推動政府與企業支持可持續發展的漁業政策，才能真切
讓海洋生態浩劫避免持續惡化，改變海洋困局。

綠色和平發表報告後，去年 6月向中國外交部、農業部
及中國駐西非三國的大使館等舉報企業違法違規情況，
並與農業部等官員會面商討。中國當局於 12月起實施新
規例，新建及改造的漁船必須按照新規範量度噸位等，
有助中國遠洋漁船履行國際公約，避免漁船噸位造假。
綠色和平將繼續推動中國和西非國家加強漁業管理、打
擊非法捕撈，推動發展可持續漁業。

直接行動：向中國當局舉報

中國拖網漁船 462 艘
（中國遠洋漁船總數的 1/5)

捕撈 20.5 萬噸

中國近海4大海區，
至少3個的漁業資源瀕臨崩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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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球綠肺，讓森林常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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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林是地球綠肺，涵養人類與動植物的生命，平衡氣候。去年，綠色和平從
實地調查亞馬遜雨林、剛果盆地雨林和四川大熊貓棲息地的非法伐木情況，
以至推動印尼及俄羅斯政府實施護林政策，均有賴您的支持，才能一步一步
讓護林信念成真。

在俄羅斯，每逢春季，當地農民便會焚燒大片雜草，開
墾農地耕作，釀成數以千計的森林大火。綠色和平與
300名義工組成救火隊，過去5年，共撲熄300多宗火災，
去年 11月，俄羅斯政府終於宣佈禁止在農地及保護區焚
燒雜草。

俄羅斯：披甲上陣，撲救森林大火

非法原木從非洲剛果盆地雨林飄洋過海，出口至中國、
美國及歐洲各地，加工成地板建材或高級傢俱。去年，
綠色和平調查發現，伐木公司違規砍伐瀕危樹種、破壞
倭黑猩猩等稀有動物的家，更侵害工人及原居民權益，
提醒進口商提高警覺，避免捲入國際非法木材貿易漩渦。

剛果：揭露真相，一截原木的故事

印尼雨林大火年年重演，濃煙籠罩，罪魁禍首是棕櫚油
和紙品生產商焚燒雨林。綠色和平與全球逾 25萬人一起
表達愛森林的訴求，印尼總統維多多終宣佈護林新措施，
包括禁止進一步開發雨林泥炭地及全面復育被燒毀的林
地。

印尼：推動政府為雨林泥炭地添保障

去年 6月，印尼紙漿業巨頭「亞太資源集團 」（APRIL）
終於承諾制訂「可持續森林管理計劃」，停止破壞印尼
珍貴的熱帶雨林！連同在 2013年已承諾「不毀林」的金
光集團 APP，代表佔印尼紙漿業八成市場份額的兩大行
業巨頭均已加入「護林陣營」，為棲息於印尼雨林的瀕
危紅毛猩猩及蘇門答臘虎送上好消息。

印尼：紙漿業巨頭承諾「不毀林」

過去兩年，綠色和平深入亞馬遜協助原住民利用遙距監
測技術保障安全，並搜集有力證據，向巴西政府施壓。
去年 10月，綠色和平號召 140萬人聯署，要求巴西國會
加強保護亞馬遜，促使各國停止發放伐林許可證。今年 3

月，當地執法及環境部門掌握有力證據，拘控 11名涉嫌
非法伐木者。

亞馬遜：追蹤非法伐木實況

四川雅安大熊貓起居飲食和繁衍，全然倚賴饒富資源的
天然林。去年，綠色和平發現不少商人利用政策漏洞，
濫伐天然林木材圖利，威脅大熊貓和無數珍貴物種的家。
綠色和平公開調查報告後，四川省林業廳迅即跟進，更
起訴其中 15宗違例案件，並承諾保護大熊貓棲息地。

四川：大熊貓有難

IMPACT
HIGHLIGHTS



人證物證俱在，才是充份有力的證據，有效向政府施壓。
綠色和平將毀林過程，圖文並茂詳細記錄，是揭露真相
不可或缺的一環。隨著科技推陳出新，我們善用衛星影
像及航拍技術，記錄林地的規模變化、樹種生長狀態、
雨林動物族群數量，以至去年深入亞馬遜追蹤伐木情況
等，務求將毀林證據有系統地呈現公眾和媒體眼前，讓
更多人知道雨林的迫切危機。

蒐集證據，圖文並茂

森林是原住民的家園，其文化、生態與經濟，與森林密
不可分。對原住民來說，守護森林等同捍衛生存。可是
礙於經濟環境，原住民缺乏資源，難以抵禦非法掠奪者
入侵。有效守護雨林，與護林社區組織合作不可或缺。
例如去年，綠色和平得悉亞馬遜走私木材情況猖獗嚴重，
於是協助當地原住民利用遙距監測技術，保護森林及原
住民人身安全。

協助社區，共尋解決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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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破壞森林的手法層出不窮，有效守護
地球僅存的原始森林和雨林，必須具備長遠策略，配合革新技術，
才能在每仗對抗毀林行動中百戰百勝。綠色和平是少數勇於實地調
查、鍥而不捨阻止毀林罪行的國際環保組織，更有賴您的支持，令
護林工作如虎添翼。

搜集毀林證據，不限於雨林現場。去年，綠色和平從非
洲剛果盆地雨林展開調查，一直追蹤非法木材經陸路或
水路出口至中國及歐美，提醒木材進口國嚴加把關。此
外，致力調查毀林供應商各種業務往來，如去年 2月，
促使西班牙桑坦德銀行（Santander）與仍未承諾「不毀
林」的紙漿供應商 APRIL劃清界線，停止新貸款。

追蹤非法木材及毀林原材料流向

毀林罪行每每發生在遠離人煙的森林深處，罪證難以掌
握。將真相公諸於世，正是綠色和平打擊森林罪行第一
步。過去兩年，綠色和平深入中國四川大熊貓棲息地調
查，揭露商人利用政策漏洞濫伐天然林木材圖利實況。
我們樂見四川省林業廳事後旋即跟進，起訴部份違例案
件，並承諾守護這個世界自然遺產。

實地調查，掌握第一手資訊

守護森林的
7大關鍵



您我縱然與雨林距離遙遠，但雨林與我們密不可分，焚
燒雨林造成大量溫室氣體排放，加劇全球氣候變化，更
涉及無數生命，豈能對毀林袖手旁觀？一起發揮龐大消
費市場力量，過去兩年，綠色和平推動多家棕櫚油消費
品牌承諾加強監察責任，督促其供應商採取可持續的方
式生產棕櫚油。

團結力量，壯大呼聲

綠色和平致力推動各行業領袖率先護林，但企業承諾「不毀
林」後，護林行動不會因此輕易劃上句號，因為空談承諾無
助解決雨林危機。去年底，綠色和平檢視其中 14間棕櫚油
消費品牌企業的護林進展，評審其追溯棕櫚油來源、公開供
應商資訊，及推動棕櫚油行業改革的表現，發現大部份進度
緩慢。我們要求表現欠佳的企業立即採取行動，真正守護印
尼雨林 。

持之以恆監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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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讓您我再下一城，合力監察企業執
行「不毀林」政策進展，為印尼雨林送上
更堅實的保障。同時，關注巴西亞馬遜雨
林因基建發展帶來的最新危機、剛果盆地
雨林非法伐木猖獗，以及合力守護中國及
世界各地的天然林。

期盼繼續有您一起守護森林

森林面積龐大，即使政府及企業承諾護林，但措施能否
上行下效，是一大難題。去年綠色和平與全球公眾表達
護林訴求，印尼政府宣佈禁止進一步發展雨林泥炭地及
復育泥炭地等措施，但成效如何視乎地區實際執行情況，
尤其印尼土地分配權常涉貪污，我們將繼續要求印尼政
府公開泥炭地發展許可區域位置，讓公眾參與監察。

推動政策改變



化學足跡，肌膚之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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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下旬，綠色和平揭露戶外防水產品普遍使用有害化學物「全氟化合物」
（PFCs），遠在全球多個偏遠雪山，近在香港的大欖涌水塘、船灣淡水湖等
5 個儲水量最大的水塘，以及台灣的生態保護區湖泊和韓國的池塘，都驗出含
PFCs。連串公眾參與活動，要求戶外用品業界改用無氟替代品。2016年 1月，
英國品牌 Páramo成為首個承諾「去毒」的戶外品牌。

2015年 7月，歐盟通過禁止進口紡織品含有有毒有害化學物「壬基酚聚氧乙烯
醚」（NPE），代表全球紡織業若要保住歐洲市場，就必須停用 NPE。這個突
破，源於綠色和平在 2011年發佈「時尚之毒」系列調查報告，揭露服裝紡織
業大量使用 NPE，並指出歐盟的監管漏洞。

繼速食時裝、運動品牌及童裝後， Aldi、Lidl、Kaufland等歐洲多家兼售平價
服飾的大型連鎖超市，終承諾跟上全球「為時尚去毒」熱潮。截止 2015年底，
全球共 33個服裝品牌及供應商承諾「去毒」，佔全球約 15%紡織品市場。

速食時尚崛起，加速衣物被製造、銷售、丟棄，環境成本日漸增高。11月 27

日「國際無消費日」，綠色和平在香港推出拒絕過度消費活動，指出港人每年
棄置 11萬噸紡織物，相等於每分鐘拋棄 1400件 T恤，呼籲市民審慎消費，並
促請港府改善舊衣回收政策。

8月，天津工業區一個化學品倉庫發生大爆炸，綠色和平第一時間派員前往檢
測水質是否遭有毒的氰化鈉（即山埃）污染，是唯一走進爆炸核心區域檢測環
境樣本的環保組織，實時公開檢測數據，釋除公眾疑慮。天津大爆炸敲響全球
政府警鐘，唯有堵塞化學品管理漏洞及嚴格執法，才能杜絕類似悲劇。

防治重金屬污染也是綠色和平的重要工作。6月，我們發佈調查報告，指出亞
洲最大鉛鋅礦金鼎鋅業在雲南省蘭坪縣違規開採，冶煉廠與人口聚集的小鎮距
離不足百米，當地農田土壤重金屬超標、兒童血鉛超標。官方調查後確認金鼎
鋅業違規排污，12月，當地政府開始安排受影響居民搬遷。

戶外品牌，
跟上「無氟」浪潮

歐盟禁用NPE！

更多品牌
承諾去毒

無消費日，
慎審消費不浪費

天津大爆炸，
快速反應

「鉛鋅」萬苦，
萬萬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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陽光、空氣、水，是萬物生命延續的基本要素，您可知道，當中可能充斥看不見的
「化學足跡」？別讓有害的化學物質累積、循環於生活環境中，您我需立即行動。
2015年，有您的力量作為關鍵動力，綠色和平主力揭露戶外品牌使用「全氟化合物」
PFCs 帶來的環境污染，同時不懈監督，促成更多品牌承諾「去毒」；當出現污染
危機，更第一時間趕赴前線。

IMPACT
HIGHLIGHTS

NPE



2015 年 6 月起，近 20 萬人聯署、全球 150 個直
接行動、公眾投票選出抽驗對象，以至發揮創意
提供行動好橋，讓「為戶外去毒」成為真正屬於
您的環境項目！浪接浪的公眾參與活動，與調查
化驗工作相輔相成，推動戶外品牌對環境負責，
加快淘汰有害化學物「全氟化合物」PFCs。

2015 JUN JUL AUG SEP

您的聲音，
讓戶外品牌都聽見

26

8支探險隊，全球「極境
行」｜綠色和平派員前往
全世界人煙罕至的偏遠山
區，採集積雪與湖泊淡水
樣本，送往獨立實驗室檢
驗。

垃圾游擊戰｜在香港、台
北與首爾，超過千人實踐
「走過自然不留痕」理念，
上山下海清出 1,000 公斤垃
圾。

什麼是「看不見的污染」，
您認為呢？｜逾 5,000名支
持者參與問卷調查，高達
95%相信，公眾改變消費
習慣或拒用問題產品，足以
推動品牌改變生產模式！

「貴品牌的產品，含有
PFCs嗎？」｜熱愛戶外活
動、關心大自然的人，紛
紛寄電郵、到戶外品牌的
Facebook專頁留言，或親
身前往戶外用品店，要求戶
外品牌回答這個重要疑問。

發佈《綠色和平極境行 :  
十地雪山全氟化合物調查
報告》｜成果揭曉，確認
人工製造的有害化學物
PFCs，遠在偏遠及杳無人
煙的雪山都有其蹤跡。有
些 PFCs可損害人類和動
物的健康，並持久殘留環
境之中。

回首一年前，相信沒有多少人聽過 PFCs 這個化學名詞，
更遑論清楚知道 PFCs 難以被大自然分解，可在環境之中
累積，部分 PFCs 可影響生殖系統、荷爾蒙系統，或有致
癌風險。現在，公眾討論焦點已由應否淘汰 PFCs，轉向
各品牌何時要淘汰。沒有您的支持，無法帶來轉變。但
我們還需要更多具影響力的戶外品牌加入引領整個行業
改變，才能還給下一代無毒未來。今年，綠色和平也想
與您一起，繼續前行。

這趟精彩旅程，感激有您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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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驗哪些戶外品牌，由您
決定｜全球 19個國家及
地區的公眾合共投選逾
30,000票，綠色和平根據
投票結果搜羅戶外防水產
品樣本，送往獨立實驗室
檢測 PFCs含量。

參展台灣「戶外用品展」｜逾
千名戶外活動愛好者到訪綠
色和平的攤位，了解 PFCs

對環境與人體的影響。

腦力激盪，匯聚好橋｜全
球招募創意想法，再經小
型工作坊集思廣益，匯集
超過 100個要求戶外品牌
「去毒」的行動好橋！

「我的最後一件 PFCs！」｜
全球行動，集中要求兩
大主要國際戶外品牌 The 

North Face 和 Mammut，
別再繼續使用 PFCs。戶外
品牌消費者紛紛自拍明志：
這件之後，我不會再購買
任何 PFCs產品。

挑戰世界級高山，毋需
PFCs｜意大利知名探險家
David Bacci，穿上不含PFCs

的衣物，成功挑戰巴塔哥尼
亞險峻的登山路線。來自
中、港、台的登山愛好者，
也以不含 PFCs的衣著，在
零下 20度的氣溫，征服海
拔5,000米的四川四姑娘山。

全球近 20萬公眾一同聯
署｜呼籲 Mammut與 The 

North Face真正守護大自
然，淘汰使用 PFCs。去毒
行動一呼百應，一星期內，
全球 150個行動，要求一
眾戶外品牌承諾改變。

看到戶外品牌的改變｜在
北京舉辦的第 13屆「亞
洲運動用品與時尚展」
（ISPO）是重要的業界
聚會，我們派出北極熊
Pauline參展，訴說北極熊
體內也驗出含 PFCs，樂見
業界日益關注 PFCs議題。

看不見的污染，也在您的
生活周遭｜香港、台北和

首爾辦公室均檢測發現當
地多個水塘、生態保護區
湖泊、河川與池塘，也含
有PFCs。

Mammut 踏出正確第一
步，決定與綠色和平展開
對談，研究從供應鏈剔除
PFCs。

公眾投選戶外防水用品 PFCs檢測結果出爐！｜ 40件戶外防
水產品中 90%含 PFCs，甚至包括毒性更高的「全氟辛酸」
(PFOA)。Haglöfs隨即將驗出 PFOA濃度超過挪威法定標準 18

倍的一款行山鞋下架，可惜仍未承諾淘汰所有 PFCs。

首個戶外品牌承諾「去毒」｜在德國慕尼黑舉行的國際體育
用品博覽會中，取代 PFCs之聲不絕於耳，英國戶外品牌
Páramo更率先宣布，完全淘汰有毒有害化學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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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尋食的安全



292015 Annual Report | Greenpeace East Asia

市面食材林林總總，但每種食材的來源及其安全性，您我單憑生產商提供的
食物標籤或政府監管，往往不足夠。究竟如何選擇，才能避免把禁用農藥、
殘餘農藥和未知的基因改造食物，一一送進口裡？ 2015 年，綠色和平在世界
各地推動食的安全，深入食物原產地獨立檢測及調查，為您擇善而食。

10月，綠色和平發表報告，指農業發展成熟的歐洲濫用
農藥問題愈趨嚴重，甚至遍及周邊環境，危害其他野生
動物、雀鳥及蜜蜂等。綠色和平以各種創意行動，鼓勵
消費者支持有機蔬果，法國最大超市 Leclerc率先承諾
在其蔬果採購地推動減用農藥計劃。

拯救蜜蜂，減用農藥

5月，綠色和平人員深入中國東北的主要粟米產地調查，
搜集多個粟米種子和粟米製品樣本，送往獨立化驗室檢
測，發現超過 9成含有非法基因改造成份。遼寧省農業
廳隨即表明會徹查；今年 1 月，中國農業部宣佈加強農
業基因改造食品安全監管，遏止基因改造食物違法擴散。

阻止基因改造粟米擴散

經過多年推動，去年初，中國農業部頒布最新減用化學
農藥及化肥的行動方案，目標五年內做到使用量零增長。
綠色和平持續監察中國主要城市的蔬果品質安全，包括
到產地視察和抽樣檢測，2015年，北京及上海市政府先
後宣布加強現行措施，以減少使用化學農藥。

持續監察，守護菜籃子

10月，綠色和平再次抽驗台灣各大型超市及便利店出售
蔬果中的殘餘農藥，仍然發現含有已承諾停用的農藥，
甚至含違法使用的農藥，可見其農藥殘留管理急需要改
善。幸綠色和平公佈測試結果後，一些商店表明願意提
高資訊透明度，加強追溯蔬果來源等。

檢測蔬果中的殘餘農藥

草甘膦是一種除草劑，常大量應用於基因改造食物的種
植過程，被世界衛生組織國際癌症研究所評為「很可能
致癌物」。各地政府及企業日益重視草甘膦問題，甚至
提出禁用。5月，綠色和平檢測含基因改造成份的中國包
裝食品，發現近四成含有草甘膦殘留，喚起公眾關注。

揭露基因食品含可能致癌物質

去年，綠色和平與菲律賓政府合作，推動當地社區發展
生態農業。菲律賓最高法院裁定永久禁止在農田測試種
植基因改造茄子，及暫停批准入口和種植基因改造粟米，
更創世界先河。10月，19個歐盟國家和地區頒令禁止種
植基因改造食物，為公眾送上堅實的健康保障。

更多國家向基因改造說「不」

IMPACT
HIGHLIGHTS



去年 10月，中國新修訂的《食品安全法》正式生效，這
是綠色和平多年來推動食物安全的成果之一。中國蔬果
濫用農藥可有改善？ 7月起，綠色和平連續三個月抽查
北京和上海市面的時令蔬果，進行共 466項殘餘農藥檢
測，發現相對 7年前同類測試，高毒農藥含量比率下降，
但仍有 87%蔬果含殘餘農藥；其中尖椒、豆角和葡萄最
嚴重。

檢測蔬果殘餘農藥含量

30

五穀蔬果源自鄉土大地，農地健康才能確保食的安全。香港不少
食材從中國內地進口，但中國內地食品安全事故時有發生。去年
綠色和平走訪中國農田、超市和菜市場實地調查，找出食安事故
背後真相，並協助農戶摒棄化學肥料和農藥，一起守護著鄉土大
地的純淨。

雖然中國禁用高毒農藥略見成效，但從上述蔬果農藥檢
測可見，中國農業普遍仍大量使用低毒農藥。可別輕視
低毒農藥，部份低毒農藥可影響人體內分泌系統，或增
加致癌風險等；更甚是，即使單一蔬果的農藥含量屬偏
低，但如果人體長期小劑量接觸，又或從多種不同的蔬
果攝取農藥，日積月累也能威脅健康。相信誰也不想攝
取過量農藥，綠色和平將持續監管農藥使用情況。

嚴格監控農藥使用

中國是全球最大農藥使用國及糧食生產國，食品出口遍
佈世界各地。但以農立國的中國，近年食品安全備受關
注。過去兩年，綠色和平抽驗北京、上海和廣州三個地
市的蔬菜，揭露與香港關係密切的廣州，其蔬菜樣本「濫
用農藥」嚴重。事件揭露後，不但讓市民更懂得審慎選
購時令蔬果，中央電視台也跟進報道廣州違禁農藥情況，
促使廣州省農業部門調查及檢討監管制度。

了解您的菜籃子

守護農田的捕手



去年，綠色和平走訪稻米原產地之一的東北黑龍江五常
市，找到一群稻田守護者。他們承襲源遠流長的傳統耕
種智慧，並配合現代科學技術，堅持以可持續的生態農
業方法，用心種出健康安全可口的「五常大米」。

吃得放心的稻米何處尋？

綠色和平人員走進這片生態稻田，看到一群可愛的鴨子
穿梭稻田「默默工作」：天性使然，鴨子在田間踩水游動、
吃草，既能抑制雜草生長，又有助於水稻成長；牠們啄
食稻田裡的害蟲，是除蟲好幫手；其排泄物更是上好的
有機肥料。稻鴨共生，證明稻田毋須倚賴化學農藥和化
肥，也能活水肥田。

「稻鴨共生」的傳統農民智慧

但五常大米盛名之下，市面冒牌米湧現。要避免魚目混
珠，慎選銷售管道尤為重要。去年 4至 11月，綠色和平
對稻鴨種植全面評估，將稻米送交獨立檢測，466項檢
測均未驗出殘餘農藥。綠色和平與當地農民及政府部門
商討後，協助稻鴨農戶今年播種更多，呼籲消費者「助
養鴨子」，以「眾籌」的形式支持五常大米。秋收後，
大米回饋到消費者餐桌上。

推動市民參與生態種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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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以食為天，現代飲食不只追求味道與溫
飽，食的安全亦很重要。人類取食物於自
然，當然也要用之自然。倚仗化學農藥及
肥料種植稻米的方式，日積月累地破壞生
態環境，迫使土地肥沃不再，不斷退化。
未來，綠色和平繼續與中國及世界各地有
心從事生態水稻種植的農戶合作，讓人類
與環境和諧共生，並帶來豐饒物產。感激
有您同行，一起維護自然生態平衡，讓健
康的食物鏈循環不息。

生態農業，人與環境雙贏



守護環境背後的功臣

32

無論是守護北極、應對全球氣候變化、支持可持續發展漁業、守護熱帶雨
林、締結無毒生活，以至不同環保項目，感激有您與綠色和平永遠站在解
決環境危機的最前線。而前線背後，綠色和平的不同團隊一直努力不懈，
提供不同專業的支援與協助，讓環保行動更全面和完善，守護生態平衡。
這些專業的團隊包括政策與公共事務、媒體與推廣、行動統籌、數據分析，
以及綠色金融及企業政策等，缺一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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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不同的環境議題，以深入淺出形式向公眾傳播，喚起社會關注，壯大
改善環境的力量；但環境議題有時較艱澀和嚴肅，因此我們常常構思嶄
新角度、善用多媒體技術，將環境問題呈現，引起共鳴。同時持續分析
工作成效，適時調整環境項目的未來方向和策略。

「傳媒廣泛報道，令社會對環保議題的回響事半功倍。
例如去年，綠色和平舉行新聞發佈會，將不法商人走私
非法花膠，以及本地海味店涉嫌販賣非法花膠的真相公
開，喚起本地及國際傳媒關注。現今網絡世界，與日常
生活密不可分，與傳統媒體相輔相成。傳統媒體較著重
政策的漏洞及影響，社交網絡則能更直接與公眾互動溝
通。我們透過互聯網深入講解加灣鼠海豚與非法花膠的
關係，帶出人類行為如何影響環境，讓公眾更易掌握綠
色和平環境項目的理念。」

—  香港媒體與推廣部主管吳穎芝

深入淺出，將環境問題呈現

「我們整合和分析大量數據和資料，撰寫每月和季度分析
報告，協助不同部門更有效地構思環境項目的未來方向
和策略。去年，諸如緊急應變天津大爆炸事故、推動去
毒生活、監察化學農藥，及減用煤炭等工作，分析部門
重任之一，就是監察和深入分析媒體回響、聆聽社會需
要和聲音，讓綠色和平進一步提升訊息傳播的力量。今
年，分析部門將努力建立一個更公開、更靈活的東亞地
區環境數據資料庫，有助綠色和平探索更多途徑，更有
效地推廣環保資訊。」

—  分析部門主管魏小雯

分析數據，助環境項目未來策略

「我們善用文字、圖片與影像等多媒體技術，向公眾傳揚
環保項目，激勵更多人參與環保行動。例如去年，大型
鉛鋅礦企業進駐雲南省肆意開採，嚴重污染水源和農田，
多媒體組整合調查人員找到的環境證據，製作一系列圖
片與影像，為居民發聲，也讓公眾知道當地兒童血液含
鉛量超標等污染真相。我們又嘗試運用不同的角度，與
公眾一起尋找解決環境危機的方法，如去年拍攝多段環
保短片，展示多名環保人士身體力行支持可持續農業和
漁業，締造綠色生活。」

—  多媒體組經理王珏

讓公眾隨鏡頭，了解環境危機

宣揚環保，
與公眾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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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色和平其中一個獨特之處，是勇於站在環境危機的最前線，搜集及見
證環境污染真相。研究及調查團隊善用嶄新科技，進行調查、蒐證和研
究，令遍及世界各地的環境罪行無所遁形，不容悄然逃過全球目光。

環境問題的現場，面積往往遼闊龐大，單憑在地面拍攝，
未必夠全面。去年，綠色和平深入調查雲南金鼎鎮的重
金屬污染，運用 360度全景鏡頭，配合航拍技術，全方
位拍攝農地和水源的污染實況。環境污染嚴重，天空總
是灰濛濛。以往為了將污染真相拍得更清楚，常常要苦
等較明朗的天空出現；而大型拍攝器材令我們行蹤暴露，
引來有關當局到場阻撓。今次揭發金鼎鎮重金屬污染，
利用較輕巧的鏡頭遙距拍攝，又能從上空更直接拍攝清
晰景象，是一大突破。

運用衛星圖片和遙距感應技術分析，也是調查和研究團
隊的強項。去年，我們深入中國四川雅安大熊貓棲地實
地調查，利用空間分析及遙距感應技術，發現自 2009年
起，接近 1,300公頃的天然林被清空（相等於 68個維
園），改種有利可圖的商業木材，成為喚起改變的重要
證據。

天津大爆炸後，綠色和平透過衛星圖片紀錄比對 2008年
6月同一場景，以及利用遙感影像和空間分析，發現肇
事危險品倉庫早已違反安全距離規定，更揭發另有兩間
物流企業的危險品倉庫，距離民居及學校不足一公里，
足證當地政府對危險品監管及評估漏洞處處。

360度全景鏡頭調查

地理資訊系統（GIS）和遙距感應技術（RS）

如何確保一棵蔬菜從種植、施肥、收割以至運往菜市場，
最後能安心食用？去年初，綠色和平推出「守護菜籃子」
項目，鼓勵中國各地政府推動及資助農夫發展生態農業，
收緊施用農藥的法規；調查人員利用全球衛星定位系統，
從農地開始，一直追蹤不同蔬菜至市場出售，全面監察
食的安全。今年，綠色和平更會利用全球衛星定位系統
追蹤電子產品污染。

—  調查團隊主管雷宇霆

全球衛星定位系統（GPS）

善用嶄新科技，
進行調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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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業革命以後，全球經濟急速發展。綠色和平的綠色金融項目及政策與
公共事務團隊，密切監察和分析市場動向，發佈報告強調環境因素也是
投資風險，以及專責向政商界等各行各業領袖，倡導改善環境政策，直
接推動環境切實改變。

「世界正在改變，愈來愈多人省悟到遠離煤炭才是良策。
去年 6月，挪威議會投票通過，建議挪威主權財富基金
從煤炭企業中撤資，我們立即分析箇中關鍵，向有可能
被撤資的企業力陳利害。

專業獨立的市場分析，讓金融投資者和股東了解大型基
建和煤電能源等項目，均潛藏不能忽視的環境投資風險，
從而影響投資者的意向，阻止污染環境的項目發展。

去年 7月，香港交易所就修訂《環境、社會及管治報告
指引》諮詢市場意見，我們亦給予許多可行建議。今年，
我們將繼續向投資者提供環境風險走勢分析；並會密切
監察中國綠色金融債券的最新動向，評估債券箇中環保
內容，向投資者提供更全面的分析。」

—  綠色金融項目主管郭紹明

向投資者提供全面分析

「我們的主要職責是與政界領袖、政府官員、研究機構及
非政府組織緊密聯絡；監察官方發佈的環境評估報告，
致力倡議環境政策改變。去年，中國新環保法實施，我
們出席環保部的分享會，有助綠色和平日後監察政府和
企業運作，亦能更有系統地構思環保對策。

我們並會直接將實地調查的資料和解決環境問題建議，
交給有關官員及直接溝通。去年，守護四川大熊貓棲息
地項目，國家林業局收到我們的調查報告及建議後立即
跟進，並起訴違規行為。

聯合國氣候會議是世界焦點所在，會議舉行前，來自不
同地方的官員雲集一個氣候學術會議，討論應對全球氣
候變化的策略，我們的團隊成員亦獲邀出席討論和交流，
將綠色和平的研究與建議，深入決策當局層面。」

—  政策與公共事務部主管雍容

從決策層面，改變環境

向政商界領袖
倡導政策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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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個直接行動和對話，均是創造環境改變的重要一環，促使政府、企業
和社會不能漠視環境保護的聲音，踏出改善弊端的一步。現與您分享，
東亞分部各辦公室去年的創意行動精華。

去年，澳洲昆士蘭的卡米爾煤礦項目箭在弦上，嚴重威
脅大堡礁生態，渣打銀行當時擔任這個煤礦項目的財務
顧問。綠色和平行動成員在中環渣打銀行旗艦分行外掛
起巨型橫額表達訴求；又在全港渣打銀行逾百部櫃員機
貼上小標語，向公眾傳達守護大堡礁的訊息。集合全球
力量，我們成功令渣打撤出項目。

去年 10月，台灣遭歐盟發出「黃牌警告」，要求台灣六
個月內改善遠洋漁業管理。綠色和平直接向漁業署提出
政策建議，並向台灣兩大政黨送上「黃牌塑像」，期盼
台灣決心解決漁業管理危機。我們一直站在前線，以各
種創意行動和勇氣，讓政府、企業及公眾重視海洋危機。

香港

台北

去年 5月，首爾舉行科技展覽，我們在會場外扮演漫畫
人物等，寓意當地資訊科技界也可跟他們一樣，遠離核
能，推動使用可再生能源的未來。我們在韓國市政廳草
地舉辦一場別開生面的「賽跑」，不同韓國科技公司最
終按照使用可再生能源的表現分出勝負，以鼓勵更多公
司加快潔淨能源步伐。

推動中國遠離骯髒煤炭是一場持久戰。去年 10月，綠色
和平發佈中國 367個城市的空氣質素排名，發現近 80%

的城市未達標。綠色和平走到萬里長城外，日間展示代表
太陽能的標誌，晚上則以投影方法，將藍天被煤炭污染
的經過呈現公眾眼前，呼籲政府努力為碳排放「封頂」。

首爾

北京

直接行動
帶來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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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發生突如其來的自然災害或環境事故，綠色和平會因應情況組成「緊
急應變小組」。成員來自不同部門，以不同專業知識和經驗，趕赴現場
獨立地見證、記錄和評估事態發展，調查災害對生態的破壞及遺害，竭
力將災害真相公諸於世，並提出可行的環境解決方案。

2015年 8月 12日，天津連串大爆炸劃破長空，這一夜，
203人喪命，數千人失去家園。綠色和平組成 30多人的
緊急應變小組，前線人員翌日趕抵天津，第一時間獨立
檢測附近水源是否含有毒的氰化鈉（即山埃），並提醒
現場其他工作人員防護及安全注意事項。後勤人員則負
責資料搜集、數據分析、傳媒聯絡及向公眾發佈最新消
息，例如因應風向及降雨等天氣轉變，特別提供 24小時
的污染物擴散預測，與公眾一同監控污染物擴散情況。

唯一走進天津大爆炸核心區的環境組織

綠色和平雖是環保組織，但只要力所能及，也會支援人
道救援工作。去年 3月，超強熱帶氣旋橫掃太平洋島國
瓦努阿圖，災情嚴重，反映全球氣候變化的苦果。身在
太平洋的綠色和平船艦「彩虹勇士號」，趕到當地參與
協助運送緊急救援物資，期盼災民盡快重拾生活正軌。
去年 9月起，綠色和平與人道救援組織「無國界醫生」
合作，派出橡皮艇協助冒險橫渡土耳其與希臘之間海面
的難民。

協助人道救援，運送物資

緊急應變，不限於涉及直接人命傷亡事故。9月，德國
福士汽車（Volkswagen）爆出廢氣排放測試作弊醜聞，
危害公眾健康與消費者權益。綠色和平立即成立緊急應
變專責小組，集合各辦公室的能源專家，詳細分析箇中
緣由，並密切跟進各地監管機構如何應對事件。

跟進環境醜聞，提供專業分析

專業獨立，
緊急應變



謝謝您細心閱讀年報、成果季刊、
電子報與網站，並給予綠色和平最
真切的回饋。我們總希望第一時間
告訴您環境專案最新訊息，同時，
也深深覺得：每一回與您面對面、
互動交流的機會，最值得珍惜。

衷心感謝您熱情參與 2015 年的辦
公室參觀日、會員聚會、守護鼠海
豚等活動，以及每一回的環保項
目講座。接下來，也請您密切關
注綠色和平給您的專屬訊息，期
盼很快能再次與您見面，共度更
多為地球行動、充實滿足的時光。

謝謝您親身參與會員活動，一同親
近自然、展現團結力量，關切環境
問題與解決方案，推動改變。您是
環境工作最堅強的後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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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珍惜每一次
與您見面交流的
機會

4

5

3

1

2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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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氣候會議的前夕，我們不錯過
為地球發聲的機會。在香港，綠色
和平派出擬真北極熊Pauline，要求香
港政府盡快訂立2030年的減排目標，
及發展可再生能源。在首爾，1,000 

人在首爾街頭，一同呼籲盡快全面轉
用潔淨能源。在台北，自由廣場上
超過 300人齊心協力、排成風車轉動
的創舉。謝謝您挺身而出！ 1

2



2015年，也是船艦「彩虹勇士號」
在全球守護環境、支援環境工作，
不曾停下的一年。它曾造訪韓國釜
山，呼籲政府改變能源政策，也曾
前往台灣基隆，與綠色和平的會員
會面。感謝您熱情到來，希望很快
再和您見面！

您的支持，是推動環境項目，帶來
更美好的明天，不可或缺的堅實力
量。謝謝您一直以來對綠色和平環
境項目的支持！期盼您在會員活動、
對談分享會，與項目主任和工作團
隊互動中發現，推動解決方案的工
作模式，既有意義、又富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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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切環境的您，與所有會員、義
工、行動成員與工作團隊，共同
組成綠色和平

40

您與綠色和平
的故事

我的環保理念

回顧今年綠色和平所做的各個項目，深深體悟到公眾力量
是多麼強大。

今年順利升上大學，並開始當兼職，有個人自主經濟能力
之後，我想定期捐款給綠色和平，畢竟每項行動都需要資
金才能順利進行，我也跟同學約好一起去考救生員和攀岩
執照，希望能加入綠色和平義工，實際為地球貢獻己力。

謝謝綠色和平的每位成員！您的付出，讓我能夠相信人類
積極、善良的一面，對未來有所期待，明白在環保的路上
能夠有夥伴同行。

－  陳韋竹 「2016 新年新希望」投稿活動

綠色和平與我

「珊瑚白化，森林開墾，空氣污染，
我們對大自然掠奪、嚴重破壞地球的生命，
總是等到物種快消失了才懂得保護。
我希望全世界的人都意識到，我們必須適可而止。」 

15歲的晟瑋在 Facebook上的文字

2015 年，
我最難忘的故事

香港作為國際大都會，但環保意識相比日本、
台灣等（國家和地區），仍然偏低。很希望香
港人能看到持續發展的重要性，更想看見的是
香港人能夠相信自己對環保的信念或行動，能
夠對環境帶來改變，同時，亦能感染他人。

－  綠色和平會員 Ronald Huang

環保應從個人開始，除生活習慣外，生活、處世、
態度亦決定一個人是否懂得珍惜、愛護身邊所擁
有的一切──包括我們的地球！

－  綠色和平會員 Julia Lo

在 2015年底，我接到來自林媽媽的電話，電話那頭，林
媽媽不疾不徐地詢問起該怎麼捐款給綠色和平，我一一
向林媽媽解釋後，不禁好奇的問她，從何得知綠色和平？
林媽媽沉默了幾秒之後，說了一個故事。

15歲的晟瑋最近過世了，家人整理晟瑋留下的東西時，
發現晟瑋對環境、大自然很有感情，他特別喜歡北極
熊，甚至把自己的 Facebook大頭照改為北極熊的圖片。
Facebook上留下晟瑋成熟的文字，表達他對環境問題的
擔憂。

因為感受到晟瑋對環境的愛，林媽媽於是決定為孩子完
成保護環境的一份心願。

－  綠色和平會員服務 德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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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義工應是生活裡最快樂的小事，因為你感到幸福快樂，
所以很想將這份感覺分享給其他人，而和你一起的人，也
會被感染幸福快樂，嘴角自然泛起微笑。就是如此簡單的
原因，所以當義工！」

來自台灣的琇雯（大家都叫她「Ula」），一直熱心當義工，
累積極多元且豐富的義工經驗。她從 2013年開始不定期
參與、協助環保項目活動，至今已是綠色和平義工團隊不
可或缺的成員。

她說，自己與綠色和平的故事，始於 2013年食物安全與
農業項目的超市蔬果檢測，接著她參與了守護北極全球行
動、「討海人」海洋攝影展、「為時尚及戶外品牌去毒」
項目，去年 11月，也參與全球氣候大遊行，聲援巴黎氣
候會議。她說：「我從自己所學出發，看過綠色和平每一
份環保項目調查報告，才參與其中。因為您親力親為，便
會知道什麼樣的非政府組織（NGO） 適合您。」

一路走來，Ula 費盡心力，與綠色和平和其他義工並肩作
戰，一同為環境創造許多美好的改變！

您與綠色和平的第一次接觸，也是因為每天在街頭辛勤工
作的籌款團隊嗎？所有夥伴共享的精神，就是「為保護環
境，永不妥協」，因為，這是讓地球的明天更美好的關鍵。

您的意見無比重要，
歡迎您透過網站、Facebook、
電郵，與我們分享！

因為幸福快樂，
所以當義工！

推動更善待環境的想法與態度，
從自己開始！

我們早前收到一份會員意見問卷的回函，背面畫了這幅可
愛的畫，大大的笑臉，上面寫著「謝謝綠色和平」。其實，
綠色和平屬於您和每一個關心地球環境、起而行動的人，
沒有您，我們做不到！

謝謝您一路以來對環境的關注，期盼繼續一起為地球環
境，做得更多！

donor.services.hk@greenpeace.org

www.greenpeace.org/hk/

www.facebook.com/greenpeace.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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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您引以為傲的綠色和平東亞分部

從全球逾 30家時裝品牌及供應商承諾為「清潔生產」、守護極瀕危的加灣鼠海豚、喚起公眾關注韓國
政府發展核能的安全風險等，感激有您與綠色和平一起經歷充實的一年。您的慷慨捐助，更讓綠色和平
致力監測台灣遠洋漁業過度及非法捕魚問題，並促使渣打銀行退出大型煤礦開採項目的財務顧問一職，
保護珍貴的澳洲大堡礁。

此外，去年，東亞分部捐款會員人數突破 100,000人！這個重要的里程碑，讓綠色和平未來推動不同環
境項目時，可以更靈活地運用資源，創造更廣泛的綠色成果。同時，日益壯大的支持者網絡，亦讓我們
在東亞地區推動政府及企業更善待環境時，有更強大的影響力與談判實力。

堅持財政獨立，從不接受政府與企業的資金，是綠色和平一直以來有效推動環境改變的基石。正因為有
許多和您一樣愛護環境的公眾，每月穩定的支持，點滴累積，綠色和平在應對環境危機時才能保持獨立
公正。謝謝您。

去年，綠色和平致力加強與支持者的溝通和互動，邀請公眾身體力行參與守護環境的行動。我們所有的
環境項目均依賴熱心公眾的力量，不論是花數分鐘參與網上聯署，或是響應我們的號召，親身到訪污染
企業的分店要求對方承諾守護環境，又或是發揮消費者的力量，選擇購買可持續發展的商品。當然，還
有回應我們的緊急呼籲，慷慨資助重要而迫切的環境工作，以上種種，若沒有您的參與，綠色和平不可
能達至豐富的環保成就。

翻開後頁，您會看到五大環境工作範疇及項目支援經費的詳細用途，讓您更清楚了解，您的慷慨捐款得
到妥善和謹慎運用，尤其我們在喚起公眾參與方面，投注更多的心力和資源，竭盡所能向廣大公眾推廣
重要的環保項目訊息。再次感謝您的協助，為環境帶來更多別具意義的美好改變。

綠色和平東亞分部副總幹事暨
籌款及公眾參與總監

"With so many groundbreaking achievements 

during 2015, it has been a thrilling year to 

belong to Greenpeace."

2015 年有許多嶄新環保成就，這令人激昂的一年，
屬於每一位支持綠色和平的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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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滴捐助，集結守護環境的力量

謝謝您的支持！

您知道嗎？

100,000 個感謝！
去年 9 月底，東亞分部捐款會員人數突破 100,000 人。 
10 萬人是重要的里程碑，代表財政更趨穩健，也代表守
護地球的聲音不斷壯大。在香港、台北及首爾繼續喚起
更多人關心環境，以至願意踏出一步慷慨捐助，我們仍
需加倍努力。

您的每月捐助，點滴積聚，集結成為龐大的力量。舉例
來說，在香港，94% 會員每月捐助 $300 港元以下，佔
香港辦公室個人捐款收入的 85%。感謝您過去一年的支
持，讓我們有充裕經費，繼續為環境奮鬥到底。

綠色和平是極少數絕不接受政商界資助的國際環保組
織。除了少於 2% 捐款來自獨立基金會，我們絕大部分
收入依靠熱心會員的個人捐助。綠色和平亦致力實踐「國
際非政府組織問責約章」及約章所列的籌募原則，並承
諾會妥善及謹慎運用您每一分一毫的捐款。

綠色和平東亞分部捐款會員人數

每月捐款金額 香港會員人數比例 香港會員個人捐款比例

27個綠色和平全球區域分部或辦公室中，東亞分部會
員人數排名第 11位，會員人數增長則排名第 2位。

( 截至 2015 年底 )

人

人

人

佔本地勞動人口的 0.7%

佔本地勞動人口的 0.2%

佔本地勞動人口的 0.1%

香港
台北
首爾

人103,380

HK$150

HK$300

HK$151- $299

36,504

或以下

或以上

44,887
21,989

68%

50%35%15%

26%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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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捐款總收入
HKD 190,523,934

本 頁 內 容 摘 自 2015 年
12 月 31 日 止 年 度， 經
梁學濂會計師事務所審
核的財政報告。 詳細財
政報告，請參閱：

www.greenpeace.org/
hk/members/annual-
reports/2015/financial-
statement

因為有您，綠色的未來不再遙遠

東亞分部在綠色和平全球環境運動中，肩負日益重要的角色，不但環
保工作項目帶來的國際影響力更大，推動的環境項目也愈見規模，是
綠色和平發展最迅速的區域分部及辦公室。茁壯成長背後，有賴愈來
愈多像您一樣的熱心市民選擇慷慨支持、積極參與。

過去數年，我們專注招募每月定額捐款會員，確保能以穩定的財政收
入，維持獨立公正，同時規劃長遠的環保工作計劃與策略，並時刻準
備應對突如其來的環境危機。去年，整體收入增加 33%，衷心感
謝香港、台北及首爾辦公室現有會員的每月捐助、響應緊急募捐呼
籲，以及新會員加入成為綠色和平的一份子。

會員的支持是我們最穩固的後盾，集合眾人的力量，讓您的捐款發揮
最大效用。目前，東亞分部逾半經費來自區內會員的個人捐款，輔以
來自世界各地會員捐助的國際綠色和平撥款，讓東亞分部去年得以繼
續全力拓展環保工作項目。

現有會員捐助
$88,708,789

46.6% 新會員捐助
$29,712,841

15.6%

獨立基金會及巨額捐助
$2,707,968

1.4%

國際綠色和平撥款
$68,736,009

36.1%利息及其他
$658,327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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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支援（所有項目）五大環保項目範疇

氣候與能源

污染防治

其他

食物安全
及農業

保護海洋

 守護原始森林

公眾資訊
及外展教育

項目傳訊
及媒體推廣

調查研究、綠色
政策及企業

行動統籌
及義工動員

- 媒體監察
- 數據分析
- 多媒體策劃
- 互聯網動員

- 年報及季報

- 研究及實地調查
- 綠色金融項目
- 政策與公共事務

- 行動策劃
- 器材管理
- 義工統籌

2015 年
環保項目及支援支出
HKD  107,502,998

19.5%

3.2%

5.7%

8.1%

24.4%

15.9%

12.0%

6.9%

0.9%

3.4%

招募新會員
$34,060,585  (18.4%)

環保項目傳訊及媒體推廣
$$20,983,465  (11.4%)

籌款人員及統籌
$6,084,870  (3.3%)

調查研究、綠色政策及企業
$8,721,172  (4.7%)

會員服務及發展
$4,042,003  (2.2%)

行動統籌及義工動員
$6,073,923  (3.3%)

會員通訊及動員
$3,382,412  (1.8%)

公眾資訊及外展教育
$3,492,313  (1.9%)

會務統籌及管理
$1,605,393  (0.9%)

( 包括總幹事辦公室、長遠策略制訂及組
織監管、 財務監督、 資訊科技支援、人
力資源、行政 *、地區發展及法律顧問等 )

*2015 年行政開支，佔總支出的 0.8%。

氣候與能源
$26,207,711  (14.2%)

污染防治
$17,067,633  (9.3%)

保護海洋
$12,904,459  (7.0%)

食物安全及農業 

$7,422,942  (4.0%)

守護原始森林
$3,638,094  (2.0%)

其他
$991,285  (0.5%)

機構支援及發展
$27,931,320  (15.1%)

2015 年
東亞分部總支出

HKD 184,609,5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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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源運用  環保工作項目支出 

衷心感謝您過去一年的支持，讓綠色和平進一步拓展環保工作項目，並繼續因應不同
環保議題的先後緩急及最新發展，適時調配資源。2015年，東亞分部的環保項目開支
按年增長逾 50%，並在多個全球項目中肩負更重要的主導角色，帶來更多環保成果！
綠色和平一直以公開透明的方式，接受會員、公眾及監管機構的監督，以下向您彙報
各環境工作範疇及項目支援經費的詳細用途，讓您更清楚您的慷慨捐助，用得其所。

項目 重點簡介 港元

為戶外去毒 

為期 9 個月的項目，在香港、台北、首爾及北京四地辦公室，一起推動戶外品牌淘汰使用有害化
學物「全氟化合物」（PFCs）。具體工作包括發表三份 PFCs 檢測報告，分別抽驗香港的水塘、
台灣的生態保護區湖泊及韓國的池塘等水樣本、偏遠地區的雪山積雪樣本、戶外品牌防水產品，
以及透過舉辦多場創意行動工作坊、參加戶外產品業界重要展覽、支援專業攀山家測試替代安全
產品等，喚起戶外愛好者關注 PFCs 污染自然環境問題。

2,074,935

為時尚去毒 
主要跟進服裝品牌及紡織業界實踐「去毒」承諾的進度；同時深化公眾對「時尚污染」問題的認知，
喚起更多品牌支持「清潔生產」。

711,704

審慎消費 透過名人宣傳效應、傳媒推廣、舊衣再造工作坊等公眾活動，喚起香港市民關注速食時裝加速過度
消費，致本港每年棄置 11萬噸紡織物（足以鋪滿 25,000個香港大球場！）。

217,030

「去毒」新項目 東亞分部領導的全球項目，關注產品生產過程中有毒物質污染及能源消耗議題。去年主要集中資源
於實地調查、有毒物質分析及解決方案研究。項目預計於 2016年下旬推出。

706,791

重金屬
藉由實地調查，抽驗土壤、河水及民居灰塵樣本及訪問受影響居民，揭露亞洲最大鉛鋅礦企業「金
鼎鋅業」在雲南省蘭坪縣違規開採，冶煉廠距離民居最近不足 100米，導致農田土壤重金屬及兒童
血鉛超標，促使當地政府加強規管重金屬行業。

373,448

天津大爆炸
8月，天津一個化學品倉庫發生大爆炸，綠色和平第一時間組成緊急應變小組，並派員前往調查，
檢測水質是否遭有毒的氰化鈉（即山埃）污染。隨後連串工作，促請當局堵塞化學品管理漏洞及嚴
格執法，杜絕類似悲劇重現。

397,292

團隊
及
統籌

香港

共 18 名項目主任及管理團隊（香港 3、北京10、首爾2、台北 3），及其外勤工作交通與通訊、日常
統籌，以及其他間接成本。

1,291,273

北京 3,263,073

首爾 434,327

台北 1,605,689

國際項目分擔 駐東亞分部的「為全球紡織業去毒」項目團隊成員、項目相關統籌工作及其他間接成本。 1,284,685

全球項目會議 在台北舉辦綠色和平污染防治全球項目週年會議，來自世界各地的污染防治項目主任，共同策劃
2016年項目計劃及制定長遠目標。     212,541

項目外展及
公眾推廣

外展及推廣團隊，負責喚起公眾關注環境污染議題、講解最新項目資訊、邀請公眾參與聯署等，及
相關外展宣傳物資。

2,914,012

其他開支分擔 分擔區域項目監督及統籌等相關開支。 1,580,833

17,060,681

污染防治 2015年，東亞分部正式肩負「為時尚去毒」全球項目的領導重任，以推動更多服裝品牌及紡織企
業承諾淘汰使用有毒有害化學物。同時，作出更多新嘗試，包括焦點項目「為戶外去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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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重點簡介 港元

首爾能源

因應最新發展，啟動一系列活動，推動韓國淘汰危險的核能、縮減煤炭擴張計劃、加強投資於發展
可再生能源； 與哈佛大學聯合發布韓國「煤炭與空氣污染及公眾健康影響」研究報告； 「綠色互聯網」
項目：揭露當地資訊及通訊科技業界的雲端數據中心，使用可再生能源的比例少於 1%，從而要求業
界改用可再生能源。

3,504,989

能源
延續 2014 年的工作項目，呼籲台灣資訊及通訊科技業界支持在當地發展可再生能源；
福士汽車（Volkswagen）爆出廢氣排放測試作弊醜聞後，問題車款在台灣繼續銷售，我們隨即發起
連串行動，要求環保署擴大檢測範圍，保障公眾健康。

751,757

香港能源 回應香港未來電力市場公眾諮詢，提出倡議節約能源及提升能源效益的具體政策建議；
聯合國氣候峰會在即，提出透過節能及發展可再生能源達致「無核香港」的願景方案。

507,481

守護大堡礁 在香港及台灣的連串行動及公眾活動，成功促使渣打銀行撤出澳洲昆士蘭內陸的大型煤礦項目，辭
任項目的首席財務顧問，避免加劇大堡礁的存亡危機。

290,621

煤與水資源
（全球）

支援綠色和平各地辦公室啟動「煤與水資源」項目，突顯煤炭導致廢水排放、水資源短缺等環境問
題，可成為煤炭投資的關鍵障礙，並從政策層面推動限制煤炭使用。

362,946

煤與水資源
（北京）

調查發現，山西省因露天煤礦開採，導致土地退化及水資源短缺，調查結果被各大傳媒及主要網站
刊載，喚起有關方面更關注未經審核的煤礦擴展問題。

180,411

煤與空氣污染
（全球）

提供燃煤污染的尖端分析、實地研究及數據圖像化等技術支援，以及空氣污染危機應變，協助綠色
和平在東亞、印度、東南亞、土耳其、南非及歐洲等地的辦公室推展「煤與空氣污染」項目。

740,602

煤與空氣污染
（北京）  

與北京大學聯合發布研究報告，揭示中國主要城市微細懸浮粒子 PM2.5 空氣污染，對公眾健康的影
響；繼續每季獨立發布中國城市的 PM2.5 排名。我們的工作得到中外傳媒及公眾的廣泛關注，促使
中國政府要求空氣質素最差的多個城市必須減少煤炭消耗量。

1,125,013

煤化工及煤製氣 與當地關注團體合力令新疆政府撤回決定，不會為擴張煤炭開採而削減卡拉麥里自然保護區範圍；
持續調查，揭露中國煤化工行業違規建設狀況。

368,486

煤電廠 與華北電力大學聯合發佈《中國煤電產能過剩與投資泡沫研究》報告，及揭露多個改造為「超低排
放」的燃煤電廠，實際排放表現並不穩定甚至仍然超標。

441,857

能源解決方案
以江蘇省作個案研究，證明現行電網有潛力接入高比例的可再生能源；首次舉辦「太陽光能融資創
新訓練營」，協助業界了解及突破發展太陽能可遇到的融資及法律障礙，400 多名業界人士參與，
另有近萬人接受網上培訓。

848,864

國際氣候談判
作為綠色和平全球代表圑成員，到巴黎出席聯合國氣候大會，倡議更積極進取的國際氣候協議，並
藉此推動東亞地區支持可再生能源發展；氣候大會在即，在香港及台灣號召公眾參與「全球氣候大
遊行」，為拯救氣候發聲。

2,793,336

團隊
及
統籌

香港
共 17 名項目主任及管理團隊（香港 3、北京 9、首爾 5），及其外勤工作交通與通訊、日常統籌，以及
其他間接成本。

705,791

北京 4,671,237

首爾 1,657,517

國際項目分擔 駐東亞分部的煤炭全球項目團隊成員，及相關統籌工作與其他間接成本。 704,353

項目外展及
公眾推廣

外展及推廣團隊，負責喚起公眾關注氣候變化及能源議題、講解最新項目資訊、邀請公眾參與聯署
等，及相關外展宣傳物資。

4,502,097

其他開支分擔 分擔區域項目監督及統籌等相關開支。 2,050,353

26,207,711

氣候及能源 拯救氣候危機是綠色和平的主要使命，氣候及能源項目仍是東亞分部投放最多資源的環保工作範
疇，致力推動東亞地區減用煤炭等化石燃料，轉而發展可再生能源及積極節能。此外，2015 年起，
東亞分部領導「煤與水資源」及「煤與空氣污染」兩個全球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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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重點簡介 港元

化學農藥檢測
（台北）

抽驗台灣八大超市及便利店出售的蔬果，結果顯示近七成蔬果有農藥殘留，農藥超標、混合使用的
情況仍然嚴重；抽驗只是第一步，隨後評鑑其農藥管理政策，以推動業界實踐「源頭管理、資訊透明、
食物安全」三重責任。

190,515

守護菜籃子
（北京）

透過蔬果產地實地調查、全球定位追蹤和抽驗檢測農藥殘留等，推動主要蔬菜產地政府加強監管及
發展生態農業；「稻鴨共生」眾籌項目的前期準備工作，包括實地調查及抽樣檢測等，呼籲公眾助
養鴨子，支持發展稻米生態農業。

1,511,868

基因改造食品

檢測不同食品的基因改造成份，包括到遼寧省的粟米產地調查，發現 93％粟米及粟米製品樣本含非
法基因改造成份，促使當地政府禁售非法基因改造粟米種子及加強監管；檢測 43件中國超市包裝食
品，發現 13件含有基因改造成份，但包裝上並無標示，隨後送交獨立實驗室檢測發現，該 13件包
裝食品中，5件殘餘「很可能致癌物」草甘膦。

1,403,891

水藻繁盛 抽驗中國太湖和巢湖的水樣本，發現高濃度微囊藻毒素，揭露農業濫用化肥問題嚴重。 47,318

畜牧業 搜集中國畜牧業資料，以供研究是否有需要跟進相關環境風險。 30,314

團隊
及
統籌

北京 7名項目主任及管理團隊（中國大陸 6、台灣 1），及其外勤工作交通與通訊、日常統籌，以及其他
間接成本。

2,433,120

台灣 261,858

項目外展及
公眾推廣

外展及推廣團隊，負責喚起公眾關注食物安全及可持續農業議題、講解最新項目資訊、邀請公眾參
與聯署等，及相關外展宣傳物資。 825,841

其他開支分擔 分擔區域項目監督及統籌等相關開支。 718,217

7,422,942

項目 重點簡介 港元

中國天然林 
發佈為期兩年、四川最大的大熊貓棲息地的非法伐木調查，推動政府徹底調查非法伐木問題，並審
視「改造天然林」林業政策的漏洞。

        673,988

非法木材貿易 —
中國與剛果盆地
雨林

先後發表三份報告，列舉非洲伐木業多種違法違規行為、涉及非法採伐的木材供應商名單，並記錄
中國等全球各國向有關砍伐商購買木材的情況，提醒進口商提高警覺。

397,393

森林危機應變 監察其他外在森林危機。2015年沒有發生重大事故。 12,475

團隊及統籌
（北京）

5名項目主任及管理團隊，其外勤工作交通與通訊、日常統籌，及其他間接成本。 1,896,014

項目外展及
公眾推廣

外展及推廣團隊，負責喚起公眾關注保護原始森林議題、講解最新項目資訊、邀請公眾參與聯署等，
及相關外展宣傳物資。 300,634

其他開支分擔 分擔區域項目監督及統籌等相關開支。 357,590

3,638,094

保障食物安全

保護原始森林

去年，食物安全與可持續發展農業項目主力到農田實地調查、抽樣檢驗蔬果的農藥殘留及食品
中的基因改造成分，並致力喚起公眾關注食物安全，從而提倡發展生態農業，及加強為食物安
全把關。

除了呼籲透過互聯網動員公眾參與守護全球三大熱帶雨林，2015年，我們主力調查中國在剛果
盆地雨林非法伐木問題的角色，及致力保護中國的天然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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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重點簡介 港元

非法及過度捕撈
（台北）

延續 2014年的「良心壽司」項目，繼續發起消費者行動，要求台灣多家知名壽司連鎖餐廳，採取可
持續的海鮮政策；歐盟向台灣漁業發出黃牌警告後，發起大型公眾參與活動，並提出多項具體改善
建議，推動和倡議政府、議員、學者、業界和傳媒，支持改革台灣遠洋漁業。

    2,017,769

彩虹勇士號
「巡航太平洋」
之旅

東亞分部派出海洋項目主任隨船艦「彩虹勇士號」巡航太平洋，協助揭露全球遠洋漁業掏空海洋資
源真相，包括發現台灣籍漁船「順得慶 888號」非法捕撈問題。

165,096

非法及過度捕撈
（首爾）

韓國是全球主要吞拿魚捕撈國，也致力傳達「守護吞拿魚」全球項目訊息，包括發佈網上報告及一
系列網上日誌，揭露吞拿魚罐頭背後，漁船工人受虐待及剝削的苦況。

362,665

區域海洋項目發展 支援「守護吞拿魚」全球項目的研究和調查，突顯全球遠洋漁業危機。 456,729

守護加灣鼠海豚
揭露極瀕危加灣鼠海豚被誤捕真相：不法漁民和商人為捕捉極瀕危的加灣石首魚，製成貴價花膠再
走私至香港，誤捕同一水域的加灣鼠海豚；透過「國際守護鼠海豚日」堆沙活動等喚起公眾關注，
凝聚力量，推動港府加強打擊瀕危物種貿易及走私。

     618,537

非法及過度捕撈
（非洲與北京）

發佈《西非漁業資源之殤》報告，揭露中國遠洋漁業企業在西非違法違規及過度捕撈行為，並提出
政策建議，呼籲中國政府發展可持續的遠洋漁業。

   418,865

全球項目會議 在台北舉辦綠色和平海洋項目週年會議，來自世界各地的海洋項目主任，共同審視現有項目進展、
研究發展新項目及制定長遠項目策略。

325,416

團隊
及
統籌

香港

共 9 名項目主任及管理團隊（香港 2、北京 2、首爾2、台北 3），其外勤工作交通與通訊、日常統
籌，及其他間接成本。

462,179

北京 1,119,253

首爾 967,546

台北 1,479,575

項目外展及
公眾推廣

外展及推廣團隊，負責喚起公眾關注守護海洋議題、講解最新項目資訊、邀請公眾參與聯署等，及
相關外展宣傳物資。

3,396,899

其他開支分擔 分擔區域項目監督及統籌等相關開支。 1,113,930

12,904,459

項目 重點簡介 港元

其他環保工作 主要包括參加國際綠色和平舉辦的會議及培訓。 108,497

項目外展及
公眾推廣

外展及推廣團隊，負責喚起公眾關注環境議題、講解最新項目資訊、邀請公眾參與聯署等，及相關
外展宣傳物資。

711,707

其他開支分擔 分擔區域項目監督及統籌等相關開支。 171,081

991,285

守護海洋

其他環保工作

2015年的工作重點是遏止過度捕撈和非法捕魚、推動消費者支持可持續海鮮政策。2016年，守護
海洋項目將繼續是東亞分部的焦點環境工作範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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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源運用  環保項目支援支出 

綠色和平的環境項目強而有力，背後有賴不同團隊努力不懈，為各環境項目提供專業
支援。這些團隊分別專責環保資訊傳播、媒體推廣、行動統籌、研究、調查及網絡推
廣等。他們協助將各個環保項目呈現公眾眼前，成為焦點，讓公眾聆聽綠色和平的環
境工作。而我們的綠色金融和政策與公共事務團隊，則加強與金融業、政府官員及其
他相關人士溝通。

職責 簡介 港元

環保資訊媒體監察 四地辦公室每日監察本地及國際主要傳媒就環境議題的報道取向，適時調整對外傳訊及媒體推廣的
策略。

599,631

數據分析 6人團隊，深入分析傳媒報道及社交平台的相關內容及數據，解讀輿論走向，分析及改善訊息傳播
成效。

2,369,199

多媒體 3人團隊，支援影片、相片及圖像製作、參與實地拍攝影片及相片、管理內部多媒體資料庫，以及
研發新的數碼推廣工具等。 

1,893,886

訊息
傳播
及
公眾
資訊

香港 在香港、首爾及台北各設約 4-5 人團隊，主要職責包括：作為跨平台的傳訊專家，直接參與環境
項目的策略制訂及推展；尋求合適的渠道及機會，以宣傳綠色和平就不同環境問題的解決方案；
處理及回應傳媒及公眾查詢，並與傳媒及輿論領袖建立良好關係；支援受眾研究、訊息成效測試
及公眾教育活動策劃等。

共 10名成員，職責同上，另包括東亞分部英文網站及中國大陸網站的日常管理。

1,290,559

首爾 2,053,754

台北 1,286,714

北京 4,245,483

全球項目傳訊統籌 參與釐訂全球項目的傳訊策略，並協調將項目相關素材應用於東亞分部，及發布給國際夥伴。 564,273

支持者網絡參與
項目

喚起支持者透過互聯網參與各主要環保項目，包括區域及全球項目如守護北極和守護大堡礁項
目，各本地項目如香港的「守護加灣鼠海豚」項目、台北的「漁業黃牌警告」項目，及首爾的
「煤及空氣污染」項目等。

2,912,565

數碼互動及
網絡動員

透過電郵通訊、社交平台、網站、智能手機等數碼互動媒介，鼓勵四個地區辦公室的支持者及公眾，
加強直接參與推動綠色和平的環保工作。

1,402,640

支持者通訊 編制機構年報，以及三期季報《成果報告》等通訊刊物，向支持者匯報主要環保項目的資訊。各
設香港、台北、首爾及英文共四個版本。

3,492,313

員工發展 舉辦兩場創意培訓工作坊，合共培訓約 50名員工，以加強策劃及推動環境工作的創意思考及意念整
合。

532,573

能力提升 尋求嶄新的社交網絡數據搜集及分析工具、研究加快內容分析程序、改善社交網絡及其他數碼傳訊
平台，有助加強分析環境項目及訊息傳遞的成效。

1,832,188

24,475,778

環保項目訊息傳播、媒體推廣及公眾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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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責 簡介 港元

訓練及器材管理 定期的非暴力直接行動（NVDA）訓練、攀爬行動訓練等；添置及維護攀爬器材、行動工具及安全
裝備等，例如去年在首爾及台北購買行動橡皮艇；研究如何更有效使用現有器材及舊器材等。

1,112,184

工作室暨倉庫
管理 四地工作室暨倉庫的租賃、管理及維護費用，以供存放器材、製作橫額及其他大型行動道具。 1,351,676

區域行動及
外展統籌 統籌及監督跨辦公室或全球大型行動、東亞分部行動團隊發展等。 186,721

行動
及
外展

香港 共 6 名行動統籌（香港及台北各一名、北京及首爾各兩名）及一名駐香港的行動主管，主
要負責：

• 各地的行動策劃、執行、物流統籌、成本控制、風險評估；
• 建立行動成員團隊（包括攀爬隊）；
• 支援各地的公眾參與及教育活動。

1,014,345

北京 935,158

首爾 959,898

台北 247,475

義工動員及統籌
（台灣） 一名義工統籌，專責在台灣招募、培育及聯絡義工。 266,466

6,073,923

職責 簡介 港元

調查及研究
能力提升

定期培訓，提升調查員在實地偵查、抽取樣本、網上文獻研究等各方面的技巧及知識；舉辦跨辦公
室工作坊及會議，分享成功個案、加強危機管理及安全評估等。

1,120,058

區域研究及
調查統籌 統籌及監督跨辦公室或全球大型研究及偵查工作。 207,648

研究
及
調查

香港 共 8 名調查員（香港、台北及首爾各一名，北京則 5 名）及 1 名駐北京的調查主管。他
們的職責主要為：
• 計劃、統籌及執行各項研究及調查工作，包括實地偵查等，以協助環保項目搜集環境問題的證據， 
及解決方案的科學基礎；

• 開發創新的研究及調查渠道，及消息來源管理；
• 監察各地發生的大型環境事故，並評估是否需要作出緊急應變。

192,742

北京 2,565,873

首爾 285,913

台北 291,335

顧問—
政策與公共事務

團隊共 3名專家，主要負責在中國大陸：
• 支援涉及向政府或聯合國屬下機構作政策倡議的環境項目；
• 與主要政界領袖、政府官員、研究機構及非政府組織保留緊密聯絡；
• 監察官方發布的環境影響評估報告，尋求有助倡議環境政策改變的機會。

1,491,143 

顧問 — 
綠色金融及企業

共 4名專家，包括企業顧問及綠色金融項目主任，負責：
• 提供專業市場趨勢分析，以支援各環境項目制訂及應用企業遊說策略；
• 直接與金融及企業交流，包括應邀演講等，促使其了解到環境因素也是投資及業務風險

    2,566,460

8,721,172

行動統籌及義工動員

調查及研究、綠色政策及企業



綠色和平對您和每一位支持者的
10個承諾

我們的目標，是確保地球維持孕育多元生命的能
力。運用船艦、見證環境危機，並以直接的行動
帶來正向改變，是綠色和平45年來不變的使命！

01

為確保獨立與公正，我們絕不接受來自政府或企
業的贊助。所有推動環境工作的資源，都來自熱
心公眾，因為共享對環境的關切與理念，一同推
動環保、和平的未來。

02

在全球，我們的首要任務，是應對氣候變化挑
戰。同時，因應各地的實際情況，調整環境工作
的先後緩急。

03

我們以調查、記錄、揭露、行動與遊說（IDEAL），
專業而堅定地推動環境工作。

04

集合眾人的力量，是我們能成功的公開秘訣！您
我一同行動、發聲、資助，能讓環境項目發揮最
大效益，要求跨國企業、政府為生態與環境做正
確的事。

05

國際綠色和平已簽署「國際非政府組織問責約章」
（INGO Accountability Charter），力行資訊公開
及建立問責機制，並接受會員、公眾及監管機構
的監督。

06

綠色和平各辦公室依循當地法例規定，每年接受
獨立的外部財政審核後公開帳目，您將清楚了解
捐款用途。

07

我們的籌募人員均經過嚴謹的訓練與監督，並制
定明確的內部政策及籌募原則。我們並不完美，
但時刻關注如何改進，做得更好！

08

我們非常尊重及致力保障您的個人私隱資料，並
制訂「私隱政策」，確保您提供的個人資料，只
會用於提供綠色和平項目資訊、項目推廣、行動
呼籲及處理捐款程序等用途。

09

我們會透過會員聚會、環保項目分享會及會員活
動，以及詳盡的年報、成果季刊，及電話、手機
短訊、郵寄或電郵等形式，與您保持聯絡。

10

地球最大的威脅，
就是您相信別人
會去拯救它。
極地探險家與環保人士

羅伯史旺
Robert S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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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版本為修訂版本，以統一地圖運用及區域名稱，確保其符合綠色和平獨立於任何政治勢力的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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