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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會員專屬活動，請密切留意每月電子會員通訊！

2018 年報電子版

請登入以下網址閱讀
https://act.gp/annual-report-

hk-2018

綠色和平東亞分部
聯絡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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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封面故事 ｜

化石能源的損害人盡皆知，猶幸我們掌握可再生能源的科
技。推動政府及企業實現能源轉型，一直是綠色和平的焦
點工作，見證現在東亞地區的可再生能源發展更見蓬勃。
結合您我力量，我們將繼續催逼關鍵國家和企業，大幅策
動可持續的能源政策，緊隨 2030 年碳排減半的目標。

推展持續能源策略
01Energy

2018 年的關鍵詞：即棄塑膠、塑膠殺手。綠色和平透過
科研及社區行動，持續倡議源頭減廢，樂見多個國家和跨
國公司使用塑膠越趨謹慎，大眾走塑意識提高。不過無塑
願景路還長，持份者必須實踐更多無塑措施、您我繼續在
這走塑路途前行，下一站掃走無謂包裝、關注廢物貿易。

無塑長跑並肩行
02Plastic

勇敢同行
創造氣候未來

2018 年，塑膠失控，冬天失了蹤，
熱浪山火、旱災洪水、風暴更強烈、
再多冰川融解、物種消減、人類受災，
種種現實各等研究調查，緊急警示：
我們只有少於一個甲子（12 年）的時間，
去扭轉環境災難的厄運。

真相似絕望，因為有您，與綠色和平，
還有全球百萬計的環境夥伴，
堅守「行動 ‧ 帶來改變」信念，
一心同行，我們的未來就始於今天；

為子孫，為地球，
我們可以！

插圖 / Minjin Lee

➀ ➀

➀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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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西的亞馬遜森林是地球極重要的碳庫，截至 2018 年 7
月的一年內，約 100 萬個足球場的面積遭到砍伐。面對氣
候變化，保護地球的綠肺尤其重要。綠色和平凝聚 130 萬
人成功守護印尼雨林，讓您我以此成果互勉，守護原住民、
原生物種，還有地球的現在與未來。

集結全球 270 萬人守護南極，雖未能爭取當地海洋保護
區，您我為芸芸海洋眾生總算把好關。海洋佔地球三分二
面積，內裡的生物生境、資源、對氣候環境的調節功能，
無窮無價！此刻，我們的船隊已展開為期一年、跨越南北
極的大航行，目標為促成有力的全球海洋公約。

世事無常，人心卻可擊活世情。菲律賓颱風倖存者、發展
中島國，發出氣候吶喊；綠色和平連結 12.7 萬台灣民眾
撤回深澳煤電廠、5.3 萬香港人守護郊野公園；全球超過
150 萬青少年加入氣候遊行。每次動員、每一步，就是建
立改變的能量。

緩解氣候變化，需要全球通力。拉近一點，您我居住的城
市可以規劃得更聰明，綠色和平透過不同的環球工作，提
出營造更可持續的城市發展方向：減少能源損耗，精明的
資源與廢物處理，具備視野與人性的道路、交通規劃，發
展兼容人與自然的空間。

也許您想，個人如何改變環境氣候亂象。請相信自己，加
上全球愛護環境的同行者，每人即使一小步：選擇簡易包
裝，少吃肉多走路，投入手作甚至耕種，種種行為改變，
就可改善個人身心及至建造美好大環境。請與綠色和平一
起，從個人開始成就「行動．帶來改變」！

守護森林成關鍵 海洋需要我們

環境行動總動員

可持續城市規劃

為自己也為愛地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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豐盛一年，
皆因有您

2018 年是非比尋常的一年。也許仍然有人對氣候變化存疑，但面對極
端天氣越見頻繁，人們親歷其帶來的影響，對此我們都感同身受。我
們知道氣候變化已經成為不爭事實，面臨前所未有的挑戰，因為您的
支持，綠色和平才可以繼續堅定地以行動帶來改變，守護我們珍而重
之的地球環境。

隨著國際形勢出現新格局，就全球未來發展和保護珍貴大自然資源，
東亞地區扮演著更為舉足輕重的角色。氣候變化無分國界，東亞地區
影響著全球氣候，同樣也受其影響。因此，我們更需要與各地的辦公
室加強協作，以回應全球化的環保議題和區域變化。我很高興見證到
綠色和平東亞分部的工作能夠對應本地及區域性環保議題，同時彰顯
綠色和平的全球使命。
 
作為國際非政府組織，我們致力達至資訊公開透明和建立問責機制，
董事會成員在當中肩負重要的監督角色，負責任命和監督機構的總幹
事，與管理團隊合作，為東亞分部的發展提出策略意見。每位董事會
成員，均由其他國際及區域分部辦公室中具投票資格的綠色和平義工
及員工選出。

董事會的責任同時包括確保東亞分部恪守國際公認的治理及財務管理
標準，辦公室的方向與綠色和平全球使命相互呼應，在這個層面上，
東亞分部可堪稱其中一個最優秀的綠色和平區域辦公室。
 
全因有您，以及更多像您一樣的支持者，綠色和平東亞分部才能取得
今日的成就。您以實際行動支持我們的項目工作，播下了孕育真正改
變的種子，身為團隊的一份子，我亦深感自豪。您持續的支持，給予
我們最大的鼓舞和信心。凝聚眾人聲音，我們對未來更有憧憬，推動
實現更安全、更可持續的未來。感謝您這一年來與我們共同度過，期
望我們為守護環境繼續並肩同行。

Santosh Pai
律師 / 綠色和平東亞分部董事會主席

｜ 機構分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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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好，
我哋係綠色和平！

去年年底，綠色和平特意號召員工致電會員，親自感謝會員並虛心聆
聽會員意見。過往與會員聯絡的要務通常由會員服務部的同事負責，
但於這次特別策劃，各部門的同事也有機會致電會員，很高興當時的
我也參與其中。

我與您們素未謀面，彼此卻存在某種聯繫。有些會員對我們的工作如
數家珍；有些除了捐款外，更經常參與網上聯署；有些雖然沒有時間
詳談，卻表示：「我會繼續支持綠色和平的！」您的熱衷，更提醒了
我們在推動環保的事業上，我們並不孤單。

我們所處身的年代充滿逼切的環境問題；而我們所置身的亞洲將很大
程度上決定地球的未來。因此，在綠色和平東亞分部，我們感到壓力
和焦慮。但我們同時非常幸運，可以在如此重要的時刻和舉足輕重的
地區，為一件非常有意義的事而努力，而且有您無私的支持和信任。

因為有您並肩而行，綠色和平在去年成功推動韓國三星公司承諾使用
100% 可再生能源，台灣政府決定放棄在北部建設新的煤電廠，在非洲
非法捕魚的中國大陸公司受到政府調查和處分，香港的郊野公園得以
保存。

這些成就讓我們感到鼓舞，更難能可貴的是，這都是因為您的支持，
以及與其他環保機構緊密合作下，所締造出的豐碩成果。面對巨大的
環境危機，只有集合公眾參與及群眾力量，我們才能創造更綠色、和
平的世界。

因此我們極為珍惜您的參與和信任。這份年報不單介紹去年工作的成
果，同時包含詳細的機構財政報告，務求讓會員了解我們如何謹慎運
用您的慷慨捐款，投入到各項環保工作之中。

施鵬翔
綠色和平東亞分部總幹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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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您我一起栽種的
7 個成果

年

   當您真心渴望某種事物，
整個宇宙都會聯合起來幫
助您完成。」

「

© Greenpeace

他堅守香港，她遠赴南極；他深愛
海洋，她情迷森林；他們並肩擋下
燃煤電廠，她們結伴尋找走塑食堂。
一張張臉孔，同樣堅定，同樣決斷，
同樣充滿希望，您我一起行動，就
是守護環境的最強聯盟，創下 2018
年豐碩環保成果。

｜ 成果概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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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唔想啲魚同烏龜食咗塑膠垃圾。」童言無忌，訴說
對環境純粹的愛。當「走飲管」觸發坊間爭論，綠色和
平相信「走塑」說的是需要以外，我們願意捨棄一時方
便，拒絕浪費與無謂包裝，把健康海洋留給下一代。透
過互相諒解、身體力行，您我終將實現無塑未來。

烏頭、食鹽、南極、城門河，有何共通點？綠色和平本
地與國際研究團隊發現，它們一概已受塑膠污染所害，
其中推算每年 1,750 萬件塑膠垃圾從城門河流入大海，證
明城市垃圾與海洋污染息息相關。因此綠色和平加快步
伐，要求「派膠重災區」連鎖快餐店負起企業社會責任
──經過連月遊說與直接行動，本地快餐業龍頭大家樂
及大快活先後推出堂食減少使用即棄餐具、以紙飲管取
代塑膠飲管等措施，踏出走塑第一步。

快餐業起步，
奔向無塑未來 這邊廂連鎖企業走塑仍須努力，綠色和平聯同多個團體

組成「走塑聯盟」，短短一年邀請逾過千間食肆變身走
塑餐廳，為顧客提供走塑友善環境甚至折扣。一切歸功
於強大的義工「搜索隊」，以及您共同凝聚的民間走塑
力量！

過千間走塑餐廳歡迎光臨！

龍頭企業雖然已踏出走塑第一步，卻絕不能止
步於此。連鎖快餐店坐擁大量資源及人力，絕
對可以提供更多實際優惠。

綠色和平項目主任
陳可淳

「任何仁」帶同 3.3 萬位市民
的走塑聲音，促請連鎖快餐店
「做多啲、慳多啲」

綠色和平團隊為您精選 376
間「走塑食堂」，認住白色或
藍色貼紙，梗有一間喺左近！

In Numbers

大家樂及大快活 2017 年派膠
量推算達 1.5 億件，鋪平後足
以由香港前往東京近 8 次

8

33,000

376

© Patrick Cho  / Greenpeace

© Greenpe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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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地球，若果有樂園，會像這般嗎？」一曲《燕尾蝶》，
得您和 53,000 人協奏新章，成為香港人守護郊野的時代
曲。政府年初宣佈全盤接納土地供應專責小組建議，並
叫停郊野公園邊陲建屋研究，意味綠野暫免發展劫難，
但休止符尚未畫上，皆因追求宜居城市的進行曲才剛剛
奏起。

堅守「綠野➀先棕」，
力保郊野不失

© Greenpeace

「您心目中的香港是什麼模樣？」力保郊野不失之後，
綠色和平與您繼續尋覓答案──政府「硬銷」填海最少
1,000 公頃的「明日大嶼」願景，既無法解決住屋燃眉之
急，更漠視破壞海洋生態、海平面上升等氣候威脅。我們
將繼續以行動印證住屋自然不對立，一起守護香港未來！

住屋需求擺在眼前，但在整頓棕地亂象、解決土地資源
分配不均前，失去郊野公園這個全民免費「唞氣」空間，
是您我不能承受之痛。因此綠色和平與民間團體透過各種
行動──民意調查反映港人意願、實地揭露棕地非法電子
垃圾拆解場、直接於公眾論壇表達訴求，提出切實方案：
優先發展過千公頃棕地，就能滿足逼切公營房屋需求。

整頓棕地亂象，守護珍貴海洋

綠色和平多次揭發棕地充斥非法電子垃圾場，
土地使用效率極低，逾 5 萬名市民聯署要求善
用棕地，政府應藉此整頓棕地亂象，而非一意
孤行推行東大嶼人工島計劃。

綠色和平項目主任
朱江

｜ 成果概要 ｜

《燕尾蝶》新篇 MV 觀看次
數 高 達 200 萬， 以 動 人 樂
章喚起您我對花蕊的牽掛

「土地大辯論」期間，媒體與推廣團隊 8 次
迅速回應既得利益者謬論，讓公眾明辨是非

In Numbers

5.3 萬人並肩守護郊野，創下香
港辦公室最高聯署紀錄53,000

2,000,000

8

© Greenpe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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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再生能源
   韓 」流躍動！ 「韓」流洶湧，港、台亦不敢怠慢。經過綠色和平等環保團

體多年推動，香港政府去年第 4 季實施「上網電價」政策，
向市民、企業提供經濟誘因安裝可再生能源設施；Google
年初完成亞洲首宗可再生能源交易，由台南購入10MW（千
瓩）太陽能電力，亦象徵台灣綠電市場跨出一大步！

「上網電價」：能源轉型更貼地

作為個人，買產品時，我可以選擇對環境較友善
的廠商，但影響力僅及於「一支手機」。而當製
造商龍頭選擇改變能源政策，則可遍及世界。

綠色和平行動成員
JACKIE

9

© Chong Kok Yew / Greenpeace

北風與太陽，曾是童話故事裡的宿敵；如今淘汰化石燃
料刻不容緩時，它們化敵為友！從韓國推動 Samsung 邁
向可再生能源、Google在台灣完成可再生能源購電交易，
還有香港落實「上網電價」政策，您我共享東亞地區能
源轉型成果。

冬季奧運贊助商，同時助長氣候變化，何其諷刺？綠
色和平把握契機，向整體營運僅使用 1% 可再生能源的
Samsung 下戰書，並集結您與 50,000 位民眾的聯署訴
求，終成功促使 Samsung 於 6 月頒佈能源新政策：位於
中國大陸、美國、歐洲的生產廠房、辦公室大樓及營運
設施，將於 2020 年達至 100% 可再生能源。

Samsung新政策掀起骨牌效應──IKEA韓國、
SK Hynix 等 12 間企業簽署備忘錄，攜手推動
可再生能源

環境局年初提出香港於 2030 年全
面淘汰燃煤發電，一起為能源轉型
加把勁！

In Numbers

首爾、台北、柏林、紐約、倫敦……5 地行動
者信念一致，推動 Samsung 邁向可再生能源
未來

5

12

2030

© Jaemin Byun / Greenpe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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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汐一漲一退，彷彿能撫慰破碎的心；如今受傷的是海
洋，您我可願意擁入懷內？ 270 萬人的群眾力量，促使
企業網下留情，停止濫捕南極磷蝦。縱然全球最大海洋
保護區的宏願未竟全功，船艦團隊今年再次出航，推動
海洋公約修成正果，邁向 2030 年保護最少 30% 海洋的
目標！

磷蝦作為南極食物鏈支柱，卻遭企業大肆捕撈，只為生
產可從日常飲食補充的營養保健品，變相與企鵝等物種
「爭食」。香港辦公室亦響應全球行動，促請漁護署管
制犬牙魚貿易之餘正視磷蝦危機。透過研究、遊說、直
接截擊捕撈船等行動，85% 磷蝦企業 7 月宣佈停止在南
極生態敏感地區捕撈磷蝦，還給物種一頓安樂茶飯。

© Christian Åslund / Greenpeace

網下留情！
緩解南極「爭食」危機 連同揭示南極塑膠污染、深潛水底辨識生態脆弱系統，成

立南極海洋保護區的聲勢空前盛大。儘管有關議案去年
底呈交南極海洋委員會，在中國大陸、挪威及俄羅斯反
對下未能通過，但這股動能將會繼續蔓延──未來一年，
全球海洋公約談判踏入關鍵時刻。您，就是海洋的希望！

保護 30% 海洋大長征

這片無人之境，僅應讓人研究、讓人留影、讓
人愛護。微小如南極磷蝦，左右食物鏈大局，
沒有這抹粉紅，一切終將消逝。

綠色和平守護南極大使
JAVIER BARDEM

04

｜ 成果概要 ｜

乘坐潛水艇深潛南冰洋的奧斯卡得獎影星
Javier Bardem聯同超過80位名人及團體化身
守護南極大使，為項目帶來強大號召力

「全球海洋保護區」船艦之旅，未來一年將
會走訪全球 7 大海洋奇觀，密切留意第一手
直擊！

In Numbers

「守護南極」項目獲全球 2,000 次
媒體轉載報導，包括 CNN、BBC 及
半島電視台等隨行拍攝紀錄片

2,000

80

7

© Paul Hilton / Greenpe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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棕櫚油巨頭
真・護林承諾
三點三零食時刻、花灑下洗滌心靈，您的快樂毋須建築
於雨林痛苦之上──假如各大棕櫚油企業兌現護林承
諾。有您一同發聲，讓保育訴求迴盪林間，綠色和平得
以揪出毀林元兇，促使全球最大棕櫚油供應商豐益國際
（Wilmar）公佈具體護林方案。

無論孕育珍貴物種，抑或默默吸碳減緩氣候變化，森林
護蔭綿延萬里，但企業還給印尼雨林的護蔭，原來早已
煙消雲散。除了組織雨林救火隊，幫助居民守護家園，
綠色和平團隊歷經兩年調查，抽絲剝繭由知名朱古力、
洗髮水品牌追溯毀林棕櫚油來源，揭露豐益漠視說好的
護林承諾，因此行動者兵分多路，從前線登上煉油塔及
運油船，到台灣向其主要客戶之一 Oreo 施壓，邀請民眾
體驗「毀林新口味」、超市貨架貼上「拒絕毀林棕櫚油」
貼紙，凝聚 130 萬雨林守護者的力量。

經過連串行動，豐益 12 月公佈具體護林承諾，包括
2019 年底前以地圖掌握所有供應商的棕櫚油產地，以高
解像度衛星監察種植園是否有毀林情況。感謝您！當然，
我們的工作尚未結束，唯有持續監察，才能和雨林共度
真正歡聚時刻。

130 萬人站起來，成就改變

我挺身而出行動，只因承諾解決問題的企業
不為所動……我不想有朝一日回看毀林景象，
才發覺自己從來沒有為此行動。

綠色和平行動者、印尼學生
WAYA MAWERU

珍奇天堂鳥逃出毀林災區，在全球 20 個城市
的塗鴉藝術家筆下展開「天堂之翼」，喚起
民眾關注

全球棕櫚油市場佔有率高達 40%
的豐益國際承諾護林，可望掀起連
鎖放應，實現行業改革

In Numbers

全球 193 個極危、瀕危及易危物種
正受棕櫚油產業威脅……是時候改
變了！

193

20

40%

© Bjorn Vaugn / BOSF _ Greenpeace

© Greenpe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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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tal 先後 5 度呈交鑽油申請，讓珊瑚礁守護
者心情一再起伏，但最終悉數被巴西當局駁
回

珊瑚礁影像 2017 年首次公諸於世的日
子，現已成為「亞馬遜珊瑚國際日」
(Amazon Reef Day) ！

In Numbers

最新研究顯示，亞馬遜珊瑚礁面積或高達
56,000 平方公里，相等於 50 個香港！50

5

1.28

守護亞馬遜
珊瑚「奇蹟」
數不清的物種，如今只遺留一張教科書圖片、一個博物
館標本可供追憶，其實大自然還有更多驚喜在身邊──
這就是您我立即行動，守護亞馬遜珊瑚礁免受鑽油威脅
的初衷！

不過數年前，科學家才於幽暗水域揭開亞馬遜珊瑚礁神
秘面紗，卻隨時未曾相知便已失去：英國石油公司（BP）、
法國道達爾石油公司（Total）等企業早已虎視眈眈鄰近
石油資源，鑽油機器如箭在弦。因此綠色和平船艦「希
望號」連續第二年出航，派出小型潛水艇蒐集證據，道
破石油企業聲稱工程無損生態的謊言；250 位行動者亦直
擊 Total 年度大會現場，要求撤回鑽油計劃。

有您和 200 萬位亞馬遜珊瑚礁守護者四方應援，項目去
年底取得重大突破：巴西環境部門宣佈不會向 Total 批出
環境許可牌照。踏入新一年，Total 在法屬圭亞那的鑽油
計劃亦告觸礁，並隨當局早前修訂法例，令當地鑽油大
門正式關上。守護海洋再下一城，但您我未敢鬆懈──
真正慶祝派對，留待亞馬遜珊瑚礁得到全面保護的一天！

巴西環境局駁回鑽油申請

當局有關決定，象徵群眾力量振奮人心的勝利，亦進一
步印證石油時代正步向夕陽。這次勝利同時向其他石油
企業發出清晰訊息：若它們嘗試破壞如亞馬遜珊瑚礁般
的珍貴生態，數以百萬民眾將會站起來反抗到底。

綠色和平巴西辦公室氣候與能源項目主任
THIAGO ALMEIDA

© Thomas Mendel / Greenpeace

｜ 成果概要 ｜

© Greenpe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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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 生 南 方 定 居 殺 人 鯨 (Southern 
Resident Orcas)僅餘74條……必須
好好珍惜牠們啊！

荷蘭 2 間投資機構，包括管理 2,400 億歐元
資 產 的 NN Group 及 全 球 第 19 大 保 險 企 業
AEGON 先後宣佈，停止注資油砂項目

In Numbers

紐西蘭政府的新政策，確保超過 400
萬平方公里（約 5 萬個香港島面積）
的專屬經濟區免受新增鑽油傷害

50,000

2

74

© Monika Wieland Shields / Greenpeace

改變習慣需要 21 天？ 66 日？最重要是立即開始第一天！
要克服助長氣候變化的「煤癮」、避免一次也嫌多的漏
油事故，您我以行動促請各國領袖減少倚賴化石燃料；
其中加拿大與紐西蘭有您在彼岸集氣，先後打出振奮人
心的漂亮勝仗。

抗衡氣候變化，
化石燃料夕陽倒數

「殺人鯨」名字兇猛，現實卻面臨「被殺」堪虞命運。
綠色和平報告指出，加拿大政府一意孤行擴建連接亞伯
塔省與卑詩省的跨山輸油管道(Trans Mountain Pipeline)，
將美加西岸一帶的瀕危南方定居殺人鯨置於頻繁海路交
通及漏油風險之中，同時侵害當地原住民土地。這場油
管抗爭經歷連番波折，當地法院 8 月終頒令撤回許可，
逼使政府重新審視工程。

誰說決策者必然擁護利益？紐西蘭政府去年 4 月宣佈停
止批出海上石油及天然氣勘探許可，總理阿德恩更公開
承諾擔當「碳中和」(carbon neutral)的全球領袖。放眼全
球，北極、澳洲大堡礁、南美巴塔哥尼亞地區同樣面臨
勘探爆破(seismic blasting)、壓裂(fracking)等開發風險，
但我們的行動不會退縮：People vs. Oil，那裡有鑽油威脅，
那裡就有您和綠色和平一同作戰。

原住民、大自然共存共榮

這場油管抗爭由原住民領導、國內外數以千計團
體及民眾行動聲援，更有數百位示威者被捕。眼
前勝利值得慶賀，惟一旦工程死灰復燃，再次威
脅土地、水源、氣候，我們隨時預備作戰。

綠色和平加拿大辦公室油管項目主任
MIKE HUDEMA

07 © Duncan Cairns-Brenner / Greenpe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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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氣候變化，
還以行動與正義

個日常可實踐的氣候行動，
您我做得到！

向過度消費、浪費資源說不

多用公共和綠色交通

要求政府多植樹及
保育自然環境

少肉、多菜、減廚餘

發聲要求大機構、
政府使用可再生能源

支持及參與氣候行動

6

2018 年，歐洲、韓國初夏異常高溫；菲律賓、日本接連
遭颱風蹂躪；9 月超強颱風山竹狠攻香港……民眾淪為
氣候災民；氣候變化不再是「明日之後」。綠色和平以 
#ReasonsforHope #為時未晚 為口號，號召全球關注：10
月聯合國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 (IPCC) 會議、12 月
聯合國氣候變化會議 (COP24)；向世界領袖、大型企業應
對氣候變化問責。

極端天氣敲響氣候覺醒

11 月綠色和平東亞分部發表報告，凸顯中國大陸冰川
融化事實；呼應月前 IPCC 的嚴正呼籲：全球只剩「黃
金 11 年」！全球頂尖科學家發出史無前例緊急的建議，
2030 年前，全世界碳排放量要減半，方可壓制全球升溫
攝氏 1.5 度，避免地球進入氣候災難。

科學實證：氣候行動刻不容緩

2018 年為全球的氣候討論打響警鐘，各地民眾身陷氣候
災禍，您我一直關注氣候變化，更感推動氣候覺醒的逼
切。這一年，綠色和平與您，奮戰氣候挑戰，在各條戰
綫共同推進。

｜ 議題跟進：氣候變化 & 能源轉型 ｜

© Pak Chai Tse / Greenpe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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❹ 新世代環球氣候行動

2018 年，全賴有您，
綠色和平在國際、東亞及本地不同土壤，
也為緩解氣候變化翻泥撒種。

❶ 向化石能源說不

環觀亞洲，可喜的是，韓國在 10 月先有
忠清南道省成為該國首個加入「發電棄用
煤炭聯盟」(Alliance Powering Past Coal)
的地方政府；又有退休基金宣佈終止煤炭
融資的投資。同月台灣撤回建造深澳燃煤
發電廠。然而，亞洲不少國家燃煤不減反
加。2018 年 4 至 6 月，彩虹勇士號肩負
推廣淘汰煤炭的責任，開赴印尼和泰國；
推動發展可再生能源，綠色和平向您承諾
當仁不讓。

從瑞典開始的 #FridaysforFuture ，到 2019 年 3 月 15
日全球超過 2,000 個地區 ( 包括香港、台灣、韓國 )150
萬年輕人加入，要求各國政府認真對待氣候變化。 
就在全球學生氣候行動前夕，發起人瑞典少女 Greta 
Thunberg 獲挪威政界人士提名諾貝爾和平獎，提名人
指氣候變化引發衝突、戰爭、難民問題，氣候行動對
世界和平有重大建樹。

❷ 可再生能源接軌未來

清潔能源才是王道：年中綠色和平台灣辦
公室民調顯示，超過 7 成民眾支持發展可
再生能源；您我成功促使 Samsung 審視
可再生能源應用的目標。香港的「上網電
價」、台灣的首個群眾募資平台「陽光伏
特家」皆是正面的起步。此外，可再生能
源發展需政策推動，譬如在香港，綠色和
平發現，如政府予以更全面的支持，學校
將有更大意願發展太陽能，實現可再生能
源潛力。

❺ 本地氣候倡議

香港學生今年 3 月響應全球青少年的氣候行動，就有要求政府加快發展
可再生能源。為自己也為我們的下一代，綠色和平邀請您繼續同路，推
動政府與企業與時並進。與此同時，綠色和平今年要再次喚起各界關注
本地空氣污染的議題，您我必須齊心，告訴政府在氣候和能源政策上，
為市民的福祉和健康做得更多！

❸ 伸張氣候正義

世界領袖、大型企業繼續逃避氣候責任，
年內一連串訴訟卻為氣候不公揭開青天：
源於 2016 年綠色和平東亞分部和該國團
體的請願，去年颱風海燕的倖存者出席菲
律賓人權委員會不同的聽證會，直斥能源
企業助長氣候變化。一眾氣候脆弱國家要
求全球的氣候行動和正義，易受氣候影響
脆弱國家論壇成員國瓦努阿圖成為全球首
個訟告化石燃料企業及積極發展化石能源
的國家。

© Greenpeace

© Biel Calderon / Greenpeace © Greenpeace

© Basri Marzuki / Greenpeace

©
 Josh Edelson / G

reenpe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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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個關鍵詞，
解救塑膠圍港

塑膠圍港大敵當前，綠色和平召集全港市民夠鐘走塑：行動代號
「P-L-A-S-T-I-C」！從含有微塑膠的個人護理產品、快餐業濫發即
棄餐具，到 2019 年進擊濫用即棄塑膠包裝食品，有您在生活細微
處各施各法，集結龐大力量要求政府、企業行動，我們心存希望，
迎接無塑未來。

Producer

Action

Together

Legislation

Student

/prəˈdjuːsə/

/ˈakʃ(ə)n/

/təˈɡɛðə/

/lɛdʒɪsˈleɪʃ(ə)n/

/ˈstjuːd(ə)nt/

為追求一時便利而濫用即棄餐具、蔬果層層包膠，是否
「over 咗」？綠色和平藉品牌審計、實地調查追緝污染
元兇，推動每年派膠 1.5 億件的兩大本地快餐業龍頭大家
樂及大快活進一步推出走塑措施，並將下一「戰場」鎖
定無謂包裝：透過即時終止多餘包裝，改革產品設計、
銷售模式，還給消費者減塑選擇。

巨大「膠怪」肆虐全球，自然生態從此被困？綠色和平
全球 50 多個辦公室總動員出擊，與海洋共同進退！船艦
團隊巡航各地宣揚夠鐘走塑，並實地記錄菲律賓「垃圾
海」、太平洋垃圾帶駭人景象；台灣辦公室參與規劃、制
定 2030 年限塑行動方案；韓國與菲律賓團隊攜手揭露非
法洋垃圾交易，促使滿載 1,400 噸塑膠垃圾的貨櫃遣返。

走飲管、自攜水杯、重用蜜蠟布……身為同路人，您我在
茫茫人海相遇相知，就是堅持走塑的動力泉源。綠色和平
過去一年舉辦多項走塑主題的會員活動，包括 1 月彩虹勇
士號出航日與晚餐會、4 月地球日 ‧ 夠鐘走塑工作坊、
12 月無塑の未來體驗展，152 位支持者帶同親友參與，讓
惜物減廢理念散落社區！

大嘥鬼深受網民愛戴，但政府立法管制即棄塑膠、落實
生產者責任制的工作停滯不前，鬼鬼可否幫幫忙？綠色
和平積極遊說當局趕上全球減塑步伐，施政報告去年終
提出研究管制即棄塑膠餐具，環境局局長黃錦星亦應邀
落區支持「走塑食堂」。展望「垃圾徵費」最快明年實施，
綠色和平與您一同關注。

小朋友上堂、溫習才是正經事？社區外展主任吳思敏與
小學生、親子檔、各路義工齊出動，親自邀請食肆東主
走塑，上一課別開生面的環保教育。集結眾人力量，綠
色和平與「走塑聯盟」夥伴已經找到過千間走塑餐廳！
亦有學生繪出心中的無塑海洋，並把畫作送給連鎖快餐
店高層，盼大人們努力實現。

緝拿派膠元兇，
生產者問責

海洋守護者聯盟，
號召全球行動

我哋大家，
都係走塑一分子

  鬼鬼」召喚，
立法規管係時候

「

愛一個地球，
上一課環保教育

｜ 議題跟進：全城走塑 ｜

© Greenpeace

© Noel Guevara / Greenpeace

© Greenpeace

© Greenpeace

@ Patrick Cho / Greenpe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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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自食其「膠」，
一起源頭減塑！

港人每日丟棄大量塑膠垃圾，經
河流沖出海洋

塑膠垃圾經海浪沖刷、微生物及
陽光降解，分裂成微塑膠

微塑膠於海洋積聚，長年不化

海洋生物誤食微塑膠，食鹽、樽
裝水內亦見其蹤影

微塑膠侵入食物鏈，人類享用海
鮮，自食其害

微塑膠表面黏附農藥、塑化劑等
持久性有機污染物（POPs），或
干擾人體內分泌系統

看過顯微鏡下「一膠一世界」，看過城門河塑膠垃圾順流而下，我們再也回不去了。綠色和平調研部門成員與香港教育大
學霍年亨博士團隊經過一年努力，包括去年隨彩虹勇士號出航 20 個採樣點，發佈香港首個全面海岸塑膠污染研究《塑膠
圍港》，揭露香港水域的平均微塑膠濃度 3 年間增加 11 倍，其中本地產生的塑膠垃圾責無旁貸。

研究成果更觸動藝人羅力威的爸爸、抗癌勇士羅樹源（Raymond）再次以獨木舟挑戰，支持我們守護海洋的工作。Raymond
克服惡劣天氣完成 60 公里航程，合共為綠色和平籌得超過 6 萬元善款，感謝您！

城市與大海似遠還近，彼此相連──研究團隊進行全港首個河流塑膠污染影像分析研究，推算單是城門河大圍段每年就有
逾 1,750 萬件塑膠垃圾直接流入海洋。連同 6 成野生烏頭、香港有售食鹽均發現微塑膠蹤影，各種研究向大眾佐證：減塑
既是為了海洋，更是為了我們的健康與生活。

Investigation
/ɪnˌvɛstɪˈɡeɪʃ(ə)n/

聽海哭的聲音，
創塑膠研究先河

Celebrity
/sɪˈlɛbrɪti/

向來關心環保的您，可能早對微塑膠入侵食物鏈的禍害、
回收並非治本之道的理據瞭如指掌，但普羅大眾也許尚
未切身體會；以身作則實踐綠色生活的名人正好發揮影
響力，讓環保訊息推而廣之。不論唐文龍出席世界海洋
日活動分享走塑心得、唐寧走訪深水埗介紹走塑食堂，
均引起網民轉載及傳媒報道，推動公眾源頭減廢。

名人加持，
跨越環保同溫層

➀

➀

➀

➀

➀

➀

➀

➀ ➀ ➀

➀ ➀

© Vincent Chan / Greenpeace

© Tai Ngai Lung / Greenpeace

插圖 / Minjin L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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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3 5 6 7

三線行動：
邁向宜居城市的
起點・終站

明日大嶼、郊野邊陲、棕地、高球場……香港人無從迴避這場
廣義「土地大辯論」，而綠色和平立場一直不變：優先規劃現
有土地，毋須觸碰珍貴自然資源。2018 也許是城市發展項目的
起點，但 2019 肯定不是終站──因為環境、生活、發展從來息
息相關，而您我對宜居城市的追求才剛開始。

2018.3

土地大辯論，We're ready!

守護郊野
善用棕地
關注填海

為期 5 個月的土地大辯論在即，綠色和
平當然不會「臨急抱佛腳」。2017 年
政府委託房協研究郊野建屋可行性時，
我們迅速回應，指出住屋自然不對立，
只要優先規劃、善用現有土地便可滿足
住屋需求。諮詢前夕，20 個環保團體亦
舉辦論壇，與 150 位參加者拆解土地迷
思。

2018.5

市民心聲，專家解讀

樓價居高不下，全因土地不足？反正市
民不信了。我們兩次委託學術機構進行
民意調查，發現逾 6 成市民無信心政
府增加土地後，住宅樓價會回復一般人
可負擔水平，保護郊野重要性的評分則
達 8 分（10 分滿分）；另邊廂邀請 5
位專家、學者拍攝短片，雙管齊下 fact 
check 坊間謬論。

2018.6

電子垃圾污染在身邊

2005 年，綠色和平調查揭發香港多個
電子垃圾處理場污染土壤、浪費土地資
源；事隔 13 年，「乜又係你」？我們
明查暗訪新界多個地方，估計棕地充斥
逾 50 個非法電子垃圾拆解場，從外國
進口有毒電子垃圾污染環境，由此印證
與其「放生」非法作業，整頓棕地亂象、
優先規劃建屋才是上策。

2018.7

出走蝸居，共賞郊野好時辰

基層市民受困於住屋、郊野「偽對立」
的狹縫，不如來一場郊遊唞唞氣？我
們與關注基層團體合辦「棕地考察暨郊
野生態導賞」，帶同 30 位街坊到大帽
山俯瞰新界棕地，一邊享受免費休憩空
間，一邊認識棕地建屋潛力──更重要
是聆聽街坊心聲，才能真正做到「急市
民所急」。

｜ 議題跟進：守護郊野 ｜

© Greenpeace

© Greenpe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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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8 12 3

2018.12

守護郊野  曙光乍現

大辯論曲終人散，但綠色和
平 5 個月集結 53,000 人守護
郊野的吶喊，當然不會就此消
逝！綠色和平持續跟進土供
組初步觀察報告及施政報告，
確保您的訴求獲如實反映。
除夕當日，土供組遞交最終
報告：8 個優先選項中，「郊
野邊陲」榜上無名──這是
您和每一位支持者的成果！

To Be Continued...

2018.8

直接行動，重現雷聲與蟬鳴

當土地供應專責小組的諮詢問卷充滿前
設、遺漏，如何有效表達訴求？綠色和
平行動者把握兩次公眾論壇場內場外的
時機，包括將大自然的溫柔與剛烈帶到
會場，表達生態環境一經破壞不可逆轉；
基層居民亦親自遞交請願信，促請當局
優先發展現有土地，解決住屋燃眉之
急。

2019.3

填海波瀾再起，條數點計？

短短數月，您我心情翻越高山低谷──
隨著房協「煞停」建屋研究，郊野宣告力
保不失！不過，當局一意孤行力推估算成
本高達 6,240 億的「明日大嶼」，並就首
階段 1,000 公頃填海工程「插隊」申請前
期撥款。綠色和平研究推算，棕地約 333
億造地成本僅得填海四分一，卻可更及
時提供近 14 萬個單位。您會點揀？

2019.3

珍稀物種：何處是吾家？

香港自居雀鳥天堂，以中華白海豚為
icon，現行環評制度卻對生態破壞視而
不見……7 個環保及關注團體的生態調
查發現，國家二級保護野生動物白腹海
鵰在鄰近填海選址的周公島築巢，區內
亦孕育稀有珊瑚海筆及香港獨有的鮑氏
雙足蜥，反駁當局「中部水域生態敏感
度相對低」的說法。

© Greenpeace

© Greenpeace

©Patrick Cho / Greenpeace



20 ｜ 議題跟進：守護海洋 ｜

許一個願，
是地球蔚藍長存
大海，對人類至關重要，一直維持氣候與生態
平衡，為我們提供糧食，聯繫著您我的健康，
也為無數人提供就業機會，以及親親大自然的
歡樂時光。然而，海洋正處於前所未有的危
機，很多報告已指出，大海已承受不下人類
的百般苛索。為保護海洋這一片珍貴蔚藍，感
謝您的支持，綠色和平能夠持續以兩大策略方
向，守護所有仰賴海洋為生的一切。

你知道「磷蝦」這個物種嗎？即使身長僅 6 毫米，卻是南極眾多海洋生物
的主要食糧。我們成功促使企業停止濫捕磷蝦，守護海洋生態的基石。

至今集合全球 270 萬支持者守護南極，800 萬人守護北極，利用群眾力量與
行動，我們讓更多民眾加入這趟守護地球蔚藍的旅程。

覆蓋 6 成海洋面積的公海，雖不受任何國家管轄，卻是維持海洋生態平衡的
重要一環。我們持續推動填補現行漏洞和制定更全面的公海保育公約。

持續與同樣關切海洋可持續、漁工權益的國際及地區夥伴團體或專家合作，
共同研究、調查、倡議，實現一加一大於二的協同效應。

以科學調查為基礎，利用客觀事實反映海洋的生態價值，以及面對的危機，
有根有據，讓責任者無處可逃。

人類發展無需以脆弱生態為代價。我們持續倡議個人的心態轉念，讓改變由
行動做起，從消費海鮮的模式至建立關注，您就是守護海洋的最強助力！

塑膠入侵海洋，遠至南北極地。我們透過全球網絡，在國際間推動源頭走塑，
從個人到企業及政府，由根本防治海洋污染。

監督和應對工業捕魚及其他行業在海上的行為，推動加強管制，透過集結力
量向持份者施壓，令企業與政府不能忽視，從而影響決策。

緊守關鍵
棲息地與物種

集民間力量
影響決策

© Paul Hilton / Greenpe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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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 water my friend !
實現海洋點滴變革

© Jani Sipilä / Greenpeace

© Christian Åslund / Greenpeace

© Mark Smith / Greenpeace

© Paul Hilton / Greenpeace

北極熊闖入民居、小企鵝沒頂之災，始於冰層融化加劇，
卻不容沉溺於心碎。正如 270 萬人守護南極的聲音迴盪
不止，800 萬北極守護者亦持續迸發行動力量：2016 年
促使快餐業龍頭麥當勞及多個炸魚柳品牌拒絕使用嚴重破
壞海床的底拖網漁船直闖北極水域，有關自願協議如今更
納入法例加以規管；聯同多個環保團體長年累月爭取，終
告解除挪威羅浮敦群島（Lofoten Islands）等世外桃源的
鑽油威脅；與青年組織Nature and Youth控告挪威政府批
出鑽油許可份屬違憲的上訴，年底亦重開戰幔……您我多
管齊下，守護北極純淨如昔。

工業化捕撈一網打盡環球海產，我們與海洋的距離卻益發
遙遠，日漸對 93% 魚類已被過度捕撈或最大程度可持續
捕撈無動於衷，或對無數海鳥、鯨豚成為「誤捕」犧牲品
懵然不知。無論阻止智利與阿根廷非原生物種三文魚養殖
場大肆擴張，減低潛在生態風險；持續跟進 2017 年「西
非漁業之旅」，使多艘非法捕撈漁船繩之於法，抑或在多
個南歐國家率先推動《公平漁業路線圖》，與漁夫等持份
者研發可持續捕撈方案，綠色和平與您一點一滴反思、重
建人與食物的關聯，繼而推動漁業改革。

浪濤餘音裊裊，來到城市僅依稀可辨，但血汗漁工的呼
喊，我們不只聽見，還要使它響徹天亮。綠色和平團隊走
訪多國深入訪談、蒐集證據，發表《浩劫漁生：台灣遠洋
漁業調查報告》，還原遠洋漁船的剝削現場，並逐步追溯
供應鏈，向船長、中介、海鮮貿易商與監管部門問責。台
灣辦公室除了與漁工權益關注團體緊密合作，亦舉辦《漁
你有關》電影座談會，擴展社區力量，連同街頭教育專員
邀請公眾寄出數以千計明信片表達訴求，終獲台灣最大海
鮮貿易商豐群水產承諾擴大管理供應鏈。綠色和平將和您
一起繼續監督，直至血汗海鮮消失餐桌上。

現時全球僅 2% 海洋獲全面保護，若論國界以外的「公海」
更少於 1%……科學家明言 2030 年前保護最少 30% 海洋，
才能守護珍貴自然生態、避免氣候變化最壞影響。展望來
年，聯合國全球海洋公約會議踏入「下半場」，綠色和平
團隊將馬不停蹄延續政治遊說工作，船艦團隊亦會從北極
一路向南，以實地調查、現場報導喚起公眾關注，確保各
方通過強而有力的公約，奔向「30x30」守護海洋目標。
有您的支持，綠色和平將繼續為藍色星球奮鬥，讓海洋再
度成為養護生命、生生不息的希望所繫。

守護極地水天一色

可持續漁業水滴石穿

漁工血汗水落石出

推動海洋公約水到渠成



22 ｜ 議題跟進：守護森林 ｜

© Rendra Hernawan / Greenpeace

全球同「森」，
堅守環境陣線

森林是豐富物種的家園，也是地球名副其實的碳儲存庫。綠林本
茂盛，卻受到採礦、不可持續的棕櫚油生產方式與伐林企業威
脅。2018 年，守護森林的公民力量依舊沒有放棄，為健康的地
球、氣候平衡，不懈努力。

綠色和平成功推動豐益國際（Wilmar）承諾護林，本來是
2013 年「舊聞」，這間全球最大棕櫚油供應商卻失守承
諾，反而持續助長毀林。其間我們延續早年阻止紙漿企
業與玩具生產商破壞雨林的行動策略，包括追蹤焚林闢
地源頭、要求品牌披露供應鏈資訊、從銀行著手截斷毀
林資金流、推動業界提升「可持續」標準。您與全球 130
萬人凝聚的強大力量，終促使豐益公佈具體護林行動方
案，亦使我們得以持續監察，確保「浪子」回頭之餘，
能夠真正履行承諾。

剛果：瀕危猩猩莫逆之「膠」─全球第二大熱帶雨林剛果盆地雨林，因企業單一種植橡膠樹、與民爭地，威脅瀕
危倭黑猩猩家園。經過綠色和平調查、倡議，去年 12 月底，多間著名輪胎企業的橡膠供應商 Halcyon Agri Corp
宣佈，停止清空位於喀麥隆 SUDCAM 公司許可地的熱帶雨林。

德國：向開採褐煤礦說不─德國第二大電力公司萊茵集團肆意開採褐煤礦，40 年間，位於科隆附近的漢巴赫原
始森林僅剩原有十分之一。綠色和平與多個環保團體發起「漢巴赫，留下！」大遊行，8 萬人響應展現護林決心；
當地法院其後裁定，萊茵集團未來一年不准伐林。

加拿大：自由之聲迴盪林間─加拿大紙漿企業 Resolute 違反承諾，未經原住民同意下破壞北方森林馴鹿棲息地。
國際綠色和平、加拿大與美國辦公室聯同環境組織 Stand.earth 提出倡議，對方卻試圖以策略性訴訟，恫嚇民間
噤聲。慶幸美國區域法院再度駁回 Resolute 不實指控，捍衛言論自由。

為控制全球升溫於攝氏 1.5 度，各界紛紛出謀獻策，而身
兼維持乾淨水循環、防止土壤流失等職務的森林碳儲庫，
其實一直伴在我們身邊，包括儲存 800 至 1,200 億噸二
氧化碳的亞馬遜雨林；現在要做的是，停止破壞雨林、
復育泥炭地。2018 年，綠色和平發表報告，揭露巴西當
局忽視保護原住民土地的憲制責任，縱容山火、非法伐
林、掠奪土地等惡行肆虐全球最大原始熱帶雨林；2019
年，我們將繼續聲援各原住民族群，守護這片地球綠肺、
人間心脈。

印尼：持續監察促成浪子回頭 巴西：亞馬遜原住民並肩作戰

Information 瞬間看更多森林喜訊！



23

改變
棕櫚油生產鏈

一起走過的
林蔭大道

棕櫚油企業大肆砍伐
無數物種失去家園

全球最大棕櫚油
供應商豐益國際
持續採購毀林棕櫚油

行銷世界各地消費品牌
朱古力、洗髮水「棕」影處處

全球 130 萬雨林守護者要求
Oreo等品牌與豐益斷絕來往

燒毀雨林成本低廉
卻釀成山林大火、
奪命霧霾

復育森林與泥炭地
可持續生產棕櫚油
並非空談

您我攜手行動
促使豐益作出
護林承諾

持續監察，
應對各地環境危機
願森林常綠、常在

插圖 / 陳思伶 Ernie Ch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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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您一旦開始關注環境，便會發現環保從來
都不是離地萬丈的事情。這邊廂您和家人每
天呼吸的空氣與能源議題有關，那邊廂我們
永不離手的手機，衍生出電子行業如何採
用更可持續的消費及生產模式的問題。東亞
分部持續針對與您生活與健康相關的各個議
題，提出解決方案，推動政府、行業及個人
改變。讓我們回望北京辦公室所展開的項目
工作，祝願東亞整個地區在環保的路上，步
向更康莊的大道。

我們與不同的研究機構合作，針對中國大陸的電子行業，從鼓勵
企業公開資訊、供應鏈採用可再生能源、創新設計產品、使用回
收材料、淘汰有害化學物質、加強產品回收等方面，提供解決方
案。我們發佈對 6 大手機品牌的回收服務評比，同時發表研究報
告和舉行公眾參與活動，推算出回收電子產品所帶來的潛在經濟
效益，以推動生產商、品牌經營者、政府等多方努力，提高電子
產品回收率，加速行業轉型，創造可持續的循環經濟模式。

真．智能再造未來

｜ 議題跟進：綠色生活 ｜

綠色生活
每一環

© Wendi Wu / Greenpeace

© W
endi W

u / Greenpe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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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心買鞋，唔開心買鞋…」難道開心真的可以買回來？我
們透過公眾參與活動，讓大眾反思現代消費模式，發起「玩
具交換所」及「造物主計劃」，舉辦不同類型的工作坊，鼓
勵公眾通過回收、修復、改造及分享，重拾創造所帶來的美
好體驗，同時把舊物重新利用，減少浪費。我們深信，消費
以外，生活還有無限可能，可持續的消費理念，能從個人做
起，為環境帶來積極改變，您願意一起挑戰嗎？

快樂可以換回來？

為推動經濟結構升級轉型，加快潔淨能源的發展，帶動整體社會經濟的發展方向遷移至更
綠色的能源發展基礎，我們透過增加市場透明度，鼓勵更多投資者把目光放至未來的全球
投資重點：可再生能源。我們定期出版綠色能源投資季刊，分析中國大陸綠色金融相關政
策的最新發展，介紹海外可再生能源投資的機遇，倡議提升綠色債券及金融相關的訊息披
露，減低綠色投資的經濟成本，提出具體解決方案平衡經濟發展與綠色未來。

綠色投資利好趨勢

11月，我們發表《冰凍圈告急：2018 氣候變化影響下中國
冰川研究》報告，交代深入中國西部 5 條冰川考察的結果。
報告指出全球氣候增溫導致冰川提前融雪，近 82% 冰川
處於退縮狀態，面臨乾涸危機，一方面影響地區水源，另一
方面更增加河流流量，結合不斷攀升的氣溫，將催化新的
區域氣候，可能導致暴雨、洪水、冰川崩塌等極端天氣及災
害，引致連鎖的氣候反應。報告在國際間引來極大迴響，
向眾人預示解決氣候變化乃全球人類的首要任務。

假如世界沒有冰

我們持續關注東亞地區旳空氣污染問題，樂見中國大陸政
府於上年年中發佈公眾期待已久的空氣污染防治行動計
劃，擴大對主要污染物 PM2.5 的濃度控制範圍，呼應著
綠色和平一直以來的訴求。我們持續展開城市霧霾監測研
究，並與清華大學合作，以科學實證分析空氣質素對中國
大陸城市居民的健康影響力，配合公眾參與機會，提升大
眾認知，更了解能源、氣候、空氣污染及人體健康之間的
關係，凝聚社會共識，同時推動地方政府提出更積極的改

改善能源結構，減低對化石燃料的依賴，全力發展可再生
能源，才是符合大眾利益的方向。我們自 2016 年著墨推
動中國大陸地方政府定下更積極的可再生能源發展目標，
至 2017 年成功推動河北地方政府把我們制訂的能源轉型
路線圖納入行動計劃之內，當地政府現時更已落實把河北
打造成能源轉型先導示範區。未來我們期望藉此成功案
例，推動更多地方政府肯定可再生能源的發展潛力，由地
方政府帶起實踐能源轉型，向煤炭「say no」！

拒絕會呼吸的痛 能源轉型 Power Up

© Wendi Wu / Greenpeace

© Chanklang Kanthong / Greenpeace

© Jean-Yves Leblon / Greenpe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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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就是
改變世界的力量

保護環境，就像一場馬拉松賽事，路途看似遙遙，當中更
可能承受不似預期的天氣，耐力及意志缺一不可，可幸的
是路途上我們不斷見證到實際的社會改變，讓環保之役更
顯聲勢浩大。堅持下去的理由，除了是我們關切環境的心，
還因為您的支持，以及所有會員、義工、行動成員、工作
團隊的共同心願。一人的力量有限，但凝聚眾人力量，我
們可以為地球做一件好事，同時守護身邊的人，讓您我活
在一個更安全、健康的地球。

© Patrick Cho / Greenpeace

因為您，我們走得更遠。
看看 2018 年有多少人
與您一同守護地球：

全年所動員的聯署人數

69,461

義工及會員活動全年參與人數

1,583

香港及澳門會員人數

43,400

｜ Thank YOU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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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頭上您我可曾碰過？綠色和平工作團隊中，您首先接觸的，也許就
是我們的街頭籌款幹事。傾聽他們的聲音，您又是否找到共鳴？縱然
環保之路並非一帆風順，但我們對環保的宏願未曾動搖，感謝您，選
擇與我們以及更多同樣愛護大自然的人，一直走下去。

人潮中感謝有您

今年在綠色和平工作踏入第 19 個月，當初因為自己主修
社會學，希望選擇在非牟利組織工作，機緣巧合下加入
綠色和平。認識之下，才知道綠色和平是全球首間機構
採用直接對話行動(Direct Dialogue Campaign)理念，即在
街頭直接與市民宣傳環保概念，也是在香港首間成立街
頭籌款團隊的國際非政府組織，現在我身為團隊成員之
一，也令我深覺自豪。

我們的街頭工作絕對不容小覷，整天在戶外工作，常常
遭遇突發情況，或途人的不理解，而一直令我堅持下去
的最大原因，就是每位綠色和平的支持者。

在街頭上，我與每位市民的溝通時間，短則數分鐘，長
則半小時。在這有限的時間內，您跟我無私分享您注意
到的環境問題、曾經參與網上聯署，都能叫我心頭一熱。
有很多本來不認識綠色和平的人，在交談中知道我們從
不接受來自政府或企業的資助，了解到我們的行動理念，
因而成為會員。我深深感受到，您的決定，乃建基於對
我們的信任，想到背負著如此多支持者的期望，任何街
頭工作的難關都無阻我繼續把您的聲音、守護環境的宏
願宣揚出去！

您的信任＝我的動力

「綠色和平如何看待氣候變化？」早前在澳門街頭展開
籌款工作，我走近一名年輕男士開始介紹綠色和平的環
保工作，迎來的第一個問題便是有關氣候議題。

傾談下去，原來他是位消防員，在工作中見證極端天氣
越見頻繁，令他越來越關注氣候變化問題。他更與我分
享，當颱風山竹吹襲澳門時，明知道妻兒因水浸需要遷
離家中，正在當值的他卻不能即時回家協助，更讓他感
到氣候問題似遠還近，最終還是會影響我們和身邊的人。

當我向他談及綠色和平在世界各地推動能源轉型、發展
可再生能源的項目時，他也毫不猶疑成為了綠色和平的
會員，希望以行動對抗氣候變化所帶來的威脅。

我很慶幸自己在工作上，每天接觸不同市民，一方面向
他們宣揚綠色和平的理念及工作，一方面目睹眾多的您，
願意為保護地球作出行動。因為有您，我們才有力量，
齊心推動更大的環保成果。

氣候變化影響每一個人

© Greenpeace

© Greenpeace
Jerry ( 圖中 )

街頭籌款幹事
Yan
街頭籌款幹事

您知道嗎？
我們的街頭籌款團隊
於過去一年⋯⋯

與不同市民展開超過
10 萬 次 直 接 對 話，
讓環保植根於更多人
心中

100,000 共踏遍超過 240 個不同
港澳地點，接觸的市民
橫跨各年齡層和界別，
將最重要的環保資訊帶
給每一個人

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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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從有了小朋友，開始留意環保議題，發覺國際上無論
哪一個國家或地區，污染問題都相當嚴重，必須由現在
起有所改變。我先留意到綠色和平的，是守護北極的項
目，有行動者出海阻止石油公司的鑽油行為，其直接的
抗爭形式有別於其他機構，讓我感受到他們的行動力。

成為會員，很大程度上是希望除了自己做好，還希望透
過支持綠色和平，向政府和企業施壓。我自己到街市買
菜，都盡量自攜購物袋及食物盒，如果說我這一年節省
不下於千個膠袋，其實絕不誇張！這證明了環保其實人
人都可以做到，也盼望政府和企業在環保的推動上能夠
採取更積極的態度。

因留意微塑膠相關的報導，發現綠色和平招募「微塑膠
搜查隊」成員，好奇驅使之下便加入成為義工。親身的
參與讓我不只從文字或新聞報導中認知環保議題，還可
以直接地理解議題的整個脈絡，更有趣的是我有機會參
與多元化的義工活動，直接為環保出一分力！

成為義工讓我有很多機會與綠色和平的員工一起工作，
從相處中，我感受到團隊對推動環保的熱心和投入，又
知道綠色和平從不接受政府及企業的捐助，遂決定成為
捐款者，希望社會得以可持續發展。

環保之事，
人人有份
永不落空

一切由
成為義工開始

© Greenpeace

© Greenpeace

Sharon / 香港會員

Alice / 香港會員及義工

愛護地球的
您我他

守護未來，是他也是您和我。綠色和平的聲音，因
您的參與更見響亮。環觀綠色和平東亞分部，還有
很多不同的人，像您一樣，勇於為地球出一分力，
編織出我們在環保之役的燦爛故事。

一直有關注綠色和平的塑膠項目，現在更了解到即棄塑
膠對環境有百害而無一利，危害動物甚至人類健康，因
此我跟太太在生活上也會實踐走塑，例如盡量到餐廳堂
食，少外賣。即使堂食，我們習慣在選餐廳的時候，先「竊
探」一下餐廳使用哪一類餐具，若發現堂食也「派膠」，
便會另覓走塑餐廳。我們希望由個人做起，減少為地球
帶來負擔。

我的環保小貼士

@Greenpeace

Chris / 香港會員

｜ Thank YOU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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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與綠色和平的合作，始於上年得悉政府有意開發郊野
公園，當時適逢綠色和平改編流行曲《燕尾蝶》，我孤
陋寡聞真的是第一次聽，當聽到一班年青人唱到歌詞內
反問「這地球，若果有樂園，會像這般嗎」，這時我眼
淚也慢慢流下，感到的是歎息及無奈！我亦於網上翻唱
這麼有意思的歌曲，希望喚起更多人加入守護自然的行
列。

我一直關注環保議題，因這與每一個人的生活息息相關，
影響您我和下一代的生存環境。在這個世代，難道我們
一定要「摘去鮮花」，才能「種出大廈」？郊野公園是
我們所珍惜的喘息空間，除了因其生態保育價值，普羅
大眾更可隨時到訪，是家庭和朋友之間戶外活動的勝地。
您可知《國家地理雜誌》曾邀請 20 名行山權威人士，選
出全球 20 條最佳行山徑，香港的麥理浩徑亦榜上有名，
這真是值得我們感到自豪。

我深信人與自然可以共生，就是抱著如此簡單的初衷，
支持綠色和平、支持守護郊野。如今行動樂見成果，郊
野公園得以守住，我很慶幸自己參與在內，與眾多香港
人一起，為環境保護出一分力。

我是葉蘊儀，您我也許未曾面對面接觸過，但重要的是，
我們在守護環境的路上，並肩同行，營造出您我更愛的
香港、更愛的地球。

守護屬於
每位香港人的
青山綠水

畫出
森林瑰寶，
鼓勵
您我攜手

大自然
不懂發聲，
我懂！

© Greenpeace x G
loria

© Greenpeace

我是一個小學生，第一次接觸綠色和平，是偶然遇上綠
色和平的街頭籌款團隊，知道我喜愛的北極熊所棲息的
北極，冰層日漸融化，我心情更為沉重。所以我開始關
注環境問題，了解到氣候反常令越來越多物種面臨滅絕，
環保工作實在刻不容緩。

我現在會把零用錢存起，支持綠色和平的環保工作，並
在日常生活養成環保習慣，例如在電器用完後拔掉電源
插頭、隨手關燈、節約用水等，同時積極向親友、同學
宣揚環保理念，我相信即使我年紀還小，也可以採取實
質行動，響應環保運動。若有機會，我期待把各種環保
主題的畫作結集成書，以自創的「Green」和「Peace」卡
通角色，描繪主角拯救瀕危動物的歷險故事。

我希望未來成為環保大使，為環保運動，特別是海洋保
育出一分力，致力保護我最珍愛的地球與動物。

我為了響應綠色和平全球街頭塗鴉展，替遠在印尼雨林
的動物和天堂鳥發聲，讓牠們別因毀壞雨林生產棕櫚油
而無家可歸，應邀綠色和平在台北大樓畫出 4 層樓高的
七彩天堂鳥，希望提升大眾的護林意識，推動企業停止
使用和生產毀林棕櫚油。

現代人總是在看手機，很少關心周圍的事物，即使我在
某人家前畫了一個很大的圖案，住在附近的人都不一定
會發現。我想要說的是，希望可以推動大眾先從關心附
近的東西開始，先關心身邊的朋友、家人、與您相關的
東西，慢慢開始關心更多的事情，您我才會了解這個環
境有所變化，才會知道變化背後的原因，發掘您我如何
能夠一起以實際行動保護環境。

© Greenpeace

夏賢 / 韓國會員

ANO 塗鴉阿諾 / 台灣藝術家

葉蘊儀 / 香港演員及藝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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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及首本於 2016 年出版的繪本《The Tale of Tom The 
Turtle》，當初是什麼激發 Brian 的創作靈感？「因為我
一直很喜歡動物！」Brian 一臉興奮地道。簡太繼而補充，
兒子小時候曾送他有關大自然的百科全書，當時 Brian 看
得津津有味，及後更參加了以環保為主題的寫作比賽，
故事環繞主角 James 知道塑膠會為海龜 Tom 帶來生命危
險後，決定減少使用塑膠的情節。故事在比賽中獲獎，
也成為繪本的雛型。

去到初夏，悠長暑假即將開展，簡太當時便提議 Brian 根
據得獎故事繪畫，想不到 Brian 就這樣把故事中的情節，
一個個畫了出來。Brian 指著繪本的封面道：「這就是我
當時的作品，我畫了又畫，才能選到滿意一幅！」媽媽
於是靈機一觸，希望把畫作製成繪本，本來單純想把作
品少量出版，與親朋好友分享，留個紀念。

自少喜愛動物　創作環保故事獲獎

暑假投奔創作高峰　製作繪本畫不停

意料不到的是，Brian 有天與家人安坐家中，電視新聞正
報道綠色和平揭露塑膠正威脅海洋生物及人類健康。這
深深印在 Brian 的腦海，未幾他認真地向媽媽提出，要把
繪本對外出版，把收入捐予綠色和平，並叫媽媽幫忙聯
絡綠色和平。簡太笑道：「當時我也有猶豫，只是兒子
不斷催促，當小朋友都能夠為這麼有意義的事情付出，
我身為成年人，難道不能一起支持他嗎？」最後媽媽鼓
起勇氣，以一通電話促成了 Brian 與綠色和平的合作。

Brian 的近作：
以碎紙製作而成的
模型公仔

驚覺塑膠威脅成真　與綠色和平並肩同行

童心看世界
個人行動帶來改變

小朋友年幼開始的日常愛好，因媽媽的無心插柳下，開展了
他守護環境的創意之旅。簡鏡倫（Brian Kan）現年 10 歲，從
外表看來與一般同齡小朋友無異，怎想到他至今已出版兩本
有關動物與自然的繪本，並主動提出要為綠色和平籌款，是
以實際行動支持環保的小先鋒！是次年報特別訪問 Brian 與媽
媽，分享箇中的樂趣與行動的初衷。

© Tai Ngai Lung / Greenpe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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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ian 的手稿：
定下每幅畫作的構
圖後，他才會真正
在畫紙上畫出真正
作品

Brian
到訪不同學校
宣傳繪本

Brian
挑選出幾幅他
最喜愛的畫作

問到 Brian 對於計劃得以落實有何感受，他雀躍地說：
「Everything is possible!」藝術家個性的 Brian 對作品要
求很高，繪本的製作過程超過 6 個月，出版前後更參加
不同宣傳活動，更自行聯絡到訪 4 所本地學校，透過故
事閱讀方式，向年紀更小的學生散播綠色種子。最終在
2018 年簡太與 Brian 親自到訪綠色和平大本營，捐出籌
得的善款。Brian 充滿稚氣地說：「我很高興，感覺自己
達成了最初的目標！」聽來沒有驕傲，卻有自信。

在日常生活中，Brian 更是奉行惜物減廢，「我們家裡會
回收垃圾，同時減少浪費，像我的文具、書包不會一直
更換，舊的還能用呀！」媽媽在一旁點頭：「例如我們
邀請客人時，也不會用即棄用具，並鼓勵客人攜帶可重
用器皿來分享食物。」Brian 的行動，同時感染身邊的大
小朋友，證明不論年齡、身份，人人都可以推動營造更
綠色的地球。

自然環境與人類生活環環相扣，維持平衡的生態環境，
是您我的共同宏願，我們相信，就像 Brian，每個人的行
動，都能促使更多人的改變，集合眾人之力，在環保的
路上我們定能迎來更光明的未來。

對未來， Brian 充滿盼望：社會重視環境保護、源頭減廢，
僅有的垃圾，會成為有機燃料或有用物，形成循環經濟，
締造永續生活。Brian 說：「我也許會成為環保主義者……
與其他人一起保護地球和所有動物。」簡太望著兒子，
溫柔地說：「我會一直支持他……曾經我對環保很陌生，
但慢慢我意識到，這個地球，是我們下一代賴以為生的
地方，我關注環保，因為我關愛自己與家人的健康。」

勇於挑戰自我　日常奉行簡約原則

擁抱希望　更好的時代會來臨

© Greenpeace

© Greenpeace

© Greenpeace

還記得初次聽到 Brian 要與綠色和平合作的籌款計劃，我們整個團隊十分感動，同時震撼
於當時還是 6 歲的他，小腦袋中充滿想法，毅力與創意兼備。保護環境的心願不分年紀
和方式，如您也想發起個人籌款活動，例如將婚宴回禮轉化成善款，舉行慈善生日會，或
饋贈遺產，資助綠色和平獨立的研究工作及項目推動，讓地球的未來更見盼望，歡迎您電
郵 donor.services.hk@greenpeace.org 或致電 (852) 2854 8318 聯絡我們。

綠色和平
會員服務部

© Greenpeace

© Greenpeace

© Greenpe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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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我同行又一載

2018 年是耕耘不懈、收穫豐饒的一年。綠色和平東亞
分部的環境工作屢見成果，全賴每一位支持者的熱心
參與。無論是透過參與聯署、義工活動、氣候行動、
響應減塑，還是捐款支持，都為環保之役累積力量，
讓我們成就更多。

衷心感謝您為地球發聲，
共同營造更美好、綠色的環境。

經過多個月的倡議及行動，您我成功遊說本地快餐連
鎖店推出減塑措施；聯合各方力量，您我又推動全球
最大棕櫚油供應商豐益國際（Wilmar）停止伐林作業；
讓多間捕撈磷蝦企業承諾停止在南極生態系統敏感範
圍進行破壞性的捕魚行為；更加入全球超過 270 萬人
的行列，力爭成立南極海洋保護區。

連番佳訊，您的每個行動都有關鍵貢獻，
成就環境改進。

綠色和平東亞分部
副總幹事

© Esther Horvath / Greenpeace

如今，我們樂見越來越多像您一樣關注環保的人加入
這段征途，感謝您及一眾市民的信賴和支持，這同時
令我深覺，我們的環境工作任重而道遠。翻開後頁，
您可以更清楚了解，您的慷慨捐款如何獲謹慎和妥善
運用。

最後，讓我再次謝謝您一直以來的支持，更感謝您躬
身力行實踐環保。讓您我繼續並肩，攜手營造和推動
更安全和健康的宜居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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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亞分部財務狀況 每一位愛地球的您，都是環境工作的後盾，也讓綠色和平堅守
從不接受政府、企業捐助的原則，保持獨立公正履行環保使命，
並承諾謹慎使用每分資源。

2018 年捐款總收入
東亞分部

HKD258,035,869

      59.66%
現有會員捐助
$153,950,989

註：若總數與所列數
值總和不符，乃因四
捨五入所致。

      12.02%
新會員捐助
$31,000,946

      4.12%
獨立基金會及巨額捐助
$10,634,661

      24.15%
國際綠色和平項目撥款
$62,319,568

      0.05%
利息及其他
$129,705

2018 年總支出
東亞分部

HKD259,303,755

氣候與能源
$43,892,183 (16.9%)

環保項目

支援國際綠色和平
全球項目（氣候與能源）
$10,667,909 (4.1%)

污染防治
$16,927,427 (6.5%)

保護海洋
$15,684,717 (6.1%)

食物安全及農業
$5,212,189 (2%)

守護原始森林
$7,165,003 (2.8%)

跨範疇項目
$6,998,986 (2.7%)

會員參與及籌款

招募新會員
$42,495,679 (16.4%)

籌款人員及統籌
$8,418,953 (3.3%)

會員服務及發展
$2,866,091 (1.1%)

會員通訊及動員
$5,409,551 (2.1%)

會務統籌及管理
$3,683,034 (1.4%)

環保項目支援

環保項目傳訊及媒體推廣
$20,131,200 (7.8%)

公眾資訊及外展教育
$3,805,540 (1.5%)

行動統籌及義工動員
$5,312,653 (2.1%)

調查研究、綠色政策及企業
$14,339,512 (5.5%)

機構支援及管理

總幹事辦公室、
長遠策略及組織監管
$5,699,827 (2.2%)

資訊科技支援
$5,513,153 (2.1%)

人力資源
$16,607,017 (6.4%)

法律顧問
$3,212,228 (1.2%)

行政
$5,556,002 (2.1%)

財務監督
$9,704,902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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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治環境污染 
阻止有毒物質危害您愛護的人
的健康

$34

支援全球項目及其他 
促進全球項目團隊，緊密互動、
溝通順暢

$35

保護全球海洋 
讓海洋生態生生不息

$31 

行動與義工統籌 
策劃創意行動、管理行動器材、
培訓義工參與環境行動

$11 

守護原始森林 
維護豐富的生物多樣性

$14
綠色政策 
讓政商界決策者知道，環境因
素也會帶來風險

$13

拯救氣候危機 
致力將全球升溫幅度，控制在
攝氏 1.5 度內

$88

環保訊息傳訊及動員支持
喚起社會、傳媒及支持者關注最新
環境危機

$48

維護食物安全 
推動生態及有機農業

$10

科學研究及實地調查 
善用及研發最新技術，更有效
地追查環境真相

$16

2018 年，
我們每300元的環保工作及項目
支援經費，分配至以下範疇：

衷心感謝！您的支
持，讓綠色和平東
亞分部進一步拓展
環保工作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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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致力實踐環保使命，不但推出眾多創新項目，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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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秉持
公開、透明的精神，我們接受會員、公眾及監察機構的監督。以下謹向您呈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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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煤、水與空氣
污染

● 東亞煤與水資源污染團隊支援全球團隊製作全球煤水故事地圖，地圖包括 9 個國家的案例研究，讓公眾和
媒體更清晰理解煤炭開發與水資源的關係，同時支援其他辦公室，針對國家水資源，進行研究和數據分析。● 
全球空氣污染小組繼續有系統地追蹤東亞空氣質素和化石燃料使用的趨勢。我們密切關注空氣質量，上半年發
佈煤炭需求和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報告，夏季公佈臭氧量驚人增長。● 支持「撤回深澳」，分析煤炭電廠排放對
人體健康影響，在台北以多種形式陳述分享，最後台灣政府撤銷興建深澳燃煤電廠。● 揭示中國大陸、日本、
韓國的海外煤電項目，採用比世界準則更寬鬆的污染物排放標準，提高公眾關注，並促使制度改革。● 採用
多項獨立健康研究，建立排放率數據庫，可望於 2019 年運用該數據庫評估海外燃煤電廠對人體健康的影響。

3,328,081.78

能源解決方案 
/ 中國大陸

● 完成河北可再生能源的案例研究，並獲得當地政府支持和認可，應用於指導河北省實現能源轉型。● 向能
源企業引入「開放創新」概念，透過「清潔能源孵化器」(PowerLab) 項目，與其他清潔能源初創公司相互交流
合作。● 分析當前有關能源的媒體報導和公眾討論，並與能源專家和意見領袖一同建構具體論述，以推廣可
再生能源的技術與環境效益，從而引發更廣泛、有意義的能源轉型輿論。

2,953,465.04

綠色金融
● 對位於江西省的綠色金融改革和創新試驗區進行研究，以評估綠色金融的投資潛力，在 2018 年每季向投資
者發表綠色能源投資報告，並遊說政策制定者與國際綠色債券標準接軌。● 就綠色債券政策有關環境訊息披
露方面提供重要的政策建議。

628,018.10

海外能源投資 
/ 中國大陸

● 開展為期 15 個月的項目，推動中國大陸減緩大規模的海外煤炭投資，並鼓勵增加支持可再生能源，使其海
外投資更具競爭力。 ● 與四川循環經濟研究中心、清華大學、中科院等學者合作，撰寫中國大陸海外可再生
能源投資協同效益報告，評估可再生能源協同效益，分析可再生能源投資對可持續發展目標的貢獻，鼓勵更多
的投資者轉向可再生能源投資，促進全球能源轉型發展，計劃於 2019 年發佈報告。● 與山西財經大學開展為
期 12 個月的合作，調查於印尼的煤電投資風險，計劃於 2019 年發佈報告。● 與中華環保聯合會合作，研究
中國大陸綠色海外投資的政策與執行。

3,361,764.73

冰川消融
/ 中國大陸

● 夏季與中國大陸頂尖冰川科學家合作，實地調查 5 條中國西部的冰川，收集第一手資料，了解全球氣候變
化對冰川融化的直接影響。考察研究發現在全球氣候升溫的情況下，中國西部冰川於 2018 年加速消融，長遠
將進一步加劇水資源危機，同時導致更頻繁的冰川災害，對中國西部經濟帶來嚴重威脅。● 針對 2018 年 3 個
冰川災害的案例進行研究，發佈調查報告。該報告獲多位學者和氣候與科研專家於許多重要氣候學術會議討
論，協助呼籲政府和公眾，應對氣候變化並採取行動。● 運用多媒體材料講述冰川消融的現狀，內容包括簡
明易懂的資訊圖表、6 段短片與系列照片特輯，以引人入勝的畫面，提高公眾重視。材料獲得國內外媒體的廣
泛報導，同時引起全球關注氣候變化所帶來的潛在經濟與生態損失。

6,300,508.89

氣候與能源

資源運用   環保項目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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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重點簡介 港元

可再生能源
/ 台灣

透過兩大項目推動台灣的能源轉型：

1) 可再生能源推廣項目：● 建立可再生能源資訊與知識平台，舉辦多場購電協議工作坊，促使台灣企業加速
生產和使用可再生能源。舉辦多場能源論壇，超過 300 位支持者親身參與，帶動公眾對可再生能源的討論。 
● 推動政府支持可再生能源發展，達成能源多元化的目標；致力推動可再生能源發展條例修正案，使高用電
量的企業用戶必須部分使用可再生能源。● 於 2018 年以核養綠公投案期間，與美國史丹佛大學學者合作發佈
《台灣再生能源的技術可行性與經濟發展報告》，分析台灣能源轉型方向，解釋核能為何不是治本辦法。

2) 拒絕燃煤發電項目：● 發起「停止興建深澳燃煤電廠」項目，與當地環保團體、專家學者與居民合作，積
極提升公眾關注能源議題。● 歷經 7 個月的倡議工作、5 場記者會與一系列的現場活動，獲得超過 12 萬位會
員與支持者，以及 22 個公民團體聯署響應。● 9 月，與台灣兩間大學學者共同發表報告揭露深澳電廠可預期
的空氣污染問題，對民眾帶來嚴重健康風險，在公眾關注之下，終使台灣政府於 10 月正式宣佈停建深澳電廠。

6,285,970.00

空氣污染 
/ 中國大陸

● 與清華大學合作，推出為期一年的義工計劃，收集污染物 PM2.5 的即時數據，展示空氣污染對公眾健康的
影響。計劃動員 50 名自願參與的公民科學家協助完成，他們的個人研究，累積數以千計的社交媒體分享和訊
息，獲得公眾的熱烈迴響。該份科學報告計劃於 2019 年年中發佈。● 與政府部門、專家合作，進行數據分析，
並即時向政府提供全國性政策的建議，推展更完善的清潔空氣政策。

1,249,695.16

可再生能源 
/ 香港

● 倡導公眾意識，讓市民認識極端天氣對民生的影響，並展示本港加速發展可再生能源的可能。與香港浸會
大學合力調查，揭示學校天台開發太陽能的巨大潛力，隨即獲香港政府主動邀約，了解如何協助學校發展可再
生能源。● 邀請前天文台長林超英先生拍攝短片，拆解氣候變化與極端天氣的影響，內容深入淺出，吸引超
過 36 萬人次觀看。● 舉辦導賞團，邀請會員和支持者走訪超強颱風山竹侵襲後的大澳，成功引起媒體關注，
報導氣候變化如何影響本地環境及市民生活。

1,968,761.51

國際氣候談判

● 以非政府組織觀察員身份，出席聯合國各重大氣候會議，同時率領綠色和平的全球代表團參與，與政策制
定者舉行重要雙邊會談，推動更具野心的氣候目標。代表團中還有專家團隊，跟進和評論會議進程及內容。● 
就聯合國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 (IPCC) 發佈的重要報告，呼籲全球面對氣候危機應立即行動。● IPCC 會
議於韓國仁川舉行，東亞分部代表團成為重要溝通橋樑，支援國際綠色和平實現氣候政策遊說目標。● 發起
全球網上動員，並在會場舉行非暴力直接行動，進一步督促重要決策者履行《巴黎協定》中的氣候承諾。

5,474,943.07

能源解決方案 
/ 韓國

● 推動汽車產業加快能源改革，以減緩氣候變化，展開為期 3 年的項目，鼓勵汽車產業不再依賴化石燃料。
2018 年為準備階段，透過不同形式的訪問、社交媒體分析，研究各持份者和大眾的認知與觀點，以確保項目
策略及推展能夠為能源議題提供有效的解決方案。● 動員位於韓國不同地區 10 所大學的學生，參與長期的合
作計劃，倡議可再生能源；推行網上聯署及不同針對全國年輕人的網上活動，以凝聚年輕一代及公眾的力量，
共同應對氣候變化。● 揭露韓國政府以公共資金投資海外煤炭項目，收集超過兩萬個聯署，並在首爾相關的
融資銀行門前舉行直接行動，向包括總統文在寅在內的政治人物發表公開聲明，向政商界施壓要求政府停止投
資項目。● 延續過去兩年與 560 名聯合原告向核安全委員會提出訴訟的行動，入稟要求當地政府擱置擴建全
球最大核電廠「古里五、六號機組」的計劃；舉行網上聯署以凸顯市民訴求，並透過兩次直接行動，要求總統
文在寅履行廢核承諾，實現真正清潔安全能源的轉型之路；對核安全委員會通過兩個機組建造計劃的決定提出
訴訟。

9,843,840.81

其他開支分擔 分擔區域項目監督及統籌等相關開支。 2,497,134.14

43,982,18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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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重點簡介 港元

海洋污染研究 
/ 韓國

與韓國仁川大學聯手進行全球食鹽微塑膠含量研究，發現來自全球 21 個產地共 39 個食鹽樣本中，超過 9 成
驗出含有微塑膠，結果指出面對嚴重塑膠污染，各國應加強管制即棄塑膠產品。該研究於知名學術期刊《環境
科學與科技》刊載，並獲全球過千份媒體報導。

215,559.11

守護南冰洋

● 推動全球超過 270 萬支持者聯署，參與全球推展的守護南極項目，推動成立全球最大的海洋保護區：南極
海洋保護區。● 推動各地民眾參與活動，並動員和聯繫公眾人物、決策者、科學家與其他環保團體，讓南極海
洋的危機受到全球關注，並聲援世界各地的辦公室進行不同的遊說和行動，持續推動各國政府，朝向在 2030
年前保護全球最少 30% 海洋的目標邁進。● 透過為期 3 個月的「守護南冰洋之旅」，期間曾派出小型潛水艇
深潛，見證並記錄當地的獨特生態，促使其中 4 處脆弱海洋生態系統獲納入國際間正式保護範圍。● 透過不
同的倡議及公眾參與活動，讓公眾意識到南極正受到氣候變化、過度捕魚與海洋污染的威脅，集結公眾力量，
加強國際間的遊說工作。● 透過研究、遊說、直接截擊磷蝦捕撈船等行動，成功促使全球 5 間規模最大、規
模總量佔該產業 85% 的磷蝦捕撈企業作出承諾，包括中國大陸最大的遠洋漁業企業，承諾停止在多個生態敏
感的南極海域捕撈磷蝦。

10,068,870.35

可持續漁業
/ 台灣

● 發佈《浩劫漁生：臺灣遠洋漁業調查報告》，揭露台灣遠洋漁業中非法、未報告及不受規範的漁業行為、
台灣漁船上的外籍勞工遭受剝削與人權侵害，以及其與供應鏈遍佈亞洲、歐洲和美洲的台灣水產貿易龍頭豐群
水產的關係。報告發佈後，豐群水產隨即約見綠色和平，討論其公司的可持續漁業政策。● 持續敦促台灣政
府承諾漁業可持續發展的時間表，並落實執法管理，督促政府更加公開透明，企業擔起社會責任。要求台灣漁
業署謹慎查核非法漁業行為，推動其他政府部門、農委會等的體制改變，杜絕侵害人權與違法案件。

2,513,972.89

可持續漁業 
/ 中國大陸

● 透過資料搜集、個案研究與外部研究團隊合作，共同研討混獲與其他捕魚技術如何影響海洋生態，並嚴重
威脅全球的鯊魚物種，範圍包括中國大陸近海與遠洋。● 調查全球鯊魚貿易，以及加強漁業管理的解決方案，
並計劃在兩年內發佈調查結果。● 與科學家、決策者建立重要網絡，支持中國大陸漁業轉型至可持續模式。

2,610,234.19

其他開支分擔 分擔區域項目監督及統籌等相關開支。 276,080.07

保護海洋

項目 重點簡介 港元

全球煤炭項目

資助綠色和平東南亞分部兩個環境項目：● 「氣候正義與責任」: 採取氣候法律行動，推動體制變革，並運用
國際壓力促使該區域的政府與企業降低碳排放量。在菲律賓人權委員會兩度舉行公聽會期間，分享受氣候變化
影響的社區見證，並提供企業如何助長氣候變化的科學證據。● 「彩虹勇士號之旅」：綠色和平環保研究船
艦彩虹勇士號走訪菲律賓、印尼與泰國，見證氣候變化對人權及其他社會議題的影響，並透過媒體、公眾與社
區活動，致力推動當地盡快淘汰傳統的化石能源，積極發展可再生能源。

10,667,908.84

支援國際綠色和平全球項目（氣候與能源）

15,684,716.61

10,667,908.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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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重點簡介 港元

剛果盆地雨林 ● 與非洲辦公室合作調查剛果盆地木材的供應鏈管理，包括木材的加工程序及市場銷售情況。● 遊說相關政
府部門和專家，推動當局引入更有力的法規，阻止非法採伐的木材入口中國大陸。 214,331.91

印尼雨林

● 參與國際綠色和平守護雨林項目，促使全球最大棕櫚油供應商豐益國際 (Wilmar International) 於 12 月正式
提出「不毀林」具體行動方案，承諾將於 2019 年底前，自供應鏈源頭杜絕毀林生產商，重新整頓棕櫚油供應
鏈。 ● 持續 6 個月舉行一系列網上與公眾參與活動，全球招募 800 位義工和超過 130 萬支持者聯署聲援，亦
於 2018 年第 4 季度在香港及台灣召集超過 3 萬人加入連署，說明森林的快速消逝與棕櫚油產業成長息息相關，
喚起公眾對此議題的重視。

771,678.79

中國天然林
● 持續倡議保護中國大陸天然森林及濕地，改善野生動植物棲息地和國家公園的管理，以保護生物多樣性，
並致力提升公眾的相關意識。● 與當地夥伴合作分析雲南林木的儲碳作用，並以安徽國家公園為例進行研究，
提出保護森林的解決方案。● 製作紀錄片記錄雲南自然保護區內的千年古樹，提升公眾的育林意識。

5,821,431.85

其他開支分擔 分擔區域項目監督及統籌等相關開支。 357,560.41

項目 重點簡介 港元

可持續農業
/ 中國大陸

● 持續透過「生態同行者」成長計劃，培訓年輕農夫，建立生態農業技術分享平台，涵蓋包括市場營銷及食
品知識的交流。● 與大學的營養學與農業專家共同研究，探討在中國大陸開展低碳飲食生活的計劃；出席多
個國內外論壇，為中國大陸其他組織的相關計劃提供策略性意見。

4,706,909.13

其他開支分擔 分擔區域項目監督及統籌等相關開支。 505,279.37

守護原始森林

食物安全及農業

7,165,002.96

5,212,188.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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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染防治

項目 重點簡介 港元

防治化學品污染 
/ 中國大陸

● 與專家及決策者共同研究有害化學物和土壤污染對人類健康的影響，並提高公眾對議題的認識。● 評估湖
南省華源縣土壤污染問題，如何影響當地生態與糧食生產，並提出對應的解決方案。 693,276.73

減法生活 
/ 中國大陸

● 加入全球宣揚減法生活的運動，與 11 間當地非政府組織合作，推出一系列網上及現場公眾參與活動，讓參
加者反思現代消費模式。分別舉辦兩次網上挑戰活動，並在中國大陸最大型的購物節慶「雙十一」期間進行，
以互動形式具體呈現網上購物背後的真實代價。● 與名人合作舉行網上活動，推動公眾關注和實踐減法生活；
舉辦二手玩具交換活動，鼓勵父母減少購買新玩具，成功吸引超過 200 名參加者。

584,223.19

減法生活 ● 在香港舉辦為期兩天的「無塑の未來體驗展」，讓參與者透過不同形式的活動，探索無塑生活和塑膠升級
回收的可能。● 在台灣延續 2017 年減法生活項目，舉辦多場教育工作坊以提倡更可持續的減法生活。 153,693.27

智能手機 
真正創新

● 於 2018 年 4 月發表報告分析三星電子 (Samsung) 採購和轉型至可再生能源的最佳方案，持續監察並向
Samsung 施壓，鼓勵其更積極進行能源轉型。● 連結能源專家，配合社交媒體宣傳，並透過全球聯署及連串直
接行動，成功推動 Samsung 承諾邁向 100% 可再生能源生產模式。

658,418.34

防治中國大陸河流 
污染

● 與當地合作夥伴合作，準備發佈兩份有關中國大陸的水污染問題的研究報告，並提出整治受污染的土地。
● 研究中國大陸工業污水處理所面對的問題並提供政策建議，報告將於 2019 年第二季度發佈。● 與當地學術
界和非政府組織緊密合作，宣傳並致力提升公眾對中國大陸水土污染問題的關注。

1,021,859.68

拒絕即棄
塑膠污染

● 有鑑於全球每年多達 1,270 萬噸塑膠流入海洋，建立「減塑生活」網上平台，提供實踐減塑生活的簡易方案，
分享減塑達人故事，邀請民眾分享減塑成功經驗。網站共設有 4 個語言版本。● 與不同的社區組織及意見領
袖合作，宣傳走塑的新生活態度。

898,592.44

拒絕塑膠污染 
/ 中國大陸

● 與中國大陸大型網上外賣平台開展為期超過 1 年的合作，與外賣平台的團隊共同討論和研究無塑的外賣服
務模式。現時中國大陸網上外賣市場規模突破千億元，卻同時帶來嚴重的塑膠污染問題，為研究解決方案，我
們與清華大學美術學院合作，重塑外賣包裝和系統，力求讓企業減少使用即棄塑膠。● 評估即棄塑膠包裝的
生命週期，與當地合作夥伴追蹤網上外賣平台的塑膠足印，並與大連海事大學合作進行評估報告。● 提出具
體方案建議和鼓勵企業和決策者從包裝創新、商業模式創新、運送方式、回收責任制等方面入手，改變消費者
使用習慣，改善物流系統以方便塑膠餐盒回收利用，實踐源頭走塑。

2,406,369.29

夠鐘走塑
/ 香港

● 發起「走塑食堂」計劃，招募逾 70 位義工，向餐廳店主推動外賣走塑；至今已有超過 370 間餐廳承諾提供
走塑友善服務。● 向本港龍頭快餐企業傳達超過 3.3 萬市民的快餐業走塑訴求，成功促使連鎖快餐店陸續推出
減塑措施。● 完成全港首個河流塑膠污染影像分析研究，揭示城市塑膠垃圾直接流入海洋的情況。● 彩虹勇
士號到訪香港時在本地水域取樣，發表科研報告，揭露香港水域的平均微塑膠濃度真像。● 透過義工落區活
動、學校探訪、工作坊、嘉年華、社交媒體推廣等多元模式，深耕社區走塑意識，同時敦促企業和政府制定減
塑措施，成功營造社會走塑意識。

5,551,060.01

無塑台灣 
/ 台灣

● 開展「無塑馬拉松」項目：發起 5 場工作坊讓公眾反思賽事中的即棄文化，推動賽事主辦單位實施具體走
塑方案；1 年內成功推動台北市政府簽署「綠色永續台北馬拉松」備忘錄，比賽當日全面停用瓶裝水，減少約
3 萬個塑膠瓶及 5 萬個紙杯。新北市與高雄市政府也相繼加入減塑行列。● 7 月起，與多個民間團體合作，開
展為期 1 年、每季 1 次的全台灣海岸快篩調查，透過長期監測和調查數據，分析台灣海岸垃圾總量和成因，並
推動政府從源頭制定減塑政策。 ● 舉行兩場公眾活動「綠日子」，超過 2,300 位民眾紛紛承諾落實減塑的理念。
● 成功邀請台灣 84 間中小學與大專院校參與「無塑園遊會」行動計劃，提倡無塑生活方案。

3,112,430.06



40 ｜ 財政報告 ｜

項目 重點簡介 港元

拒絕塑膠污染 
/ 韓國

與菲律賓辦公室合力調查和追蹤，揭露來自韓國的貨櫃船，把滿載塑膠垃圾的貨櫃非法運抵菲律賓，具體的影
像記錄和媒體曝光，引起龐大輿論壓力，最終令貨櫃送回韓國。同時凝聚社會聲音，要求韓國政府立法規管使
用即棄塑膠，並管制當地塑膠垃圾的回收與處理程序。

1,194,436.16

其他開支分擔 分擔區域項目監督及統籌等相關開支。 653,067.38

項目 重點簡介 港元

全球環境影響
/ 中國大陸

參與多場高關注度的研討會及國際論壇，討論中國大陸企業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能源耗用情況，包括聯
合國工業發展組織等，旨在推動中國大陸在國際舞台上展現更大決心，促進能源效益及可再生能源發展。 608,080.23

彩虹勇士號之旅

● 延續 2017 年船艦到訪香港及台灣宣揚減塑的工作，彩虹勇士號在訪港期間接待市民大眾、學校與團體、會
員、大學科研人員，進行走塑推廣與實際科研活動。● 綠色和平調查研究部門成員聯同香港教育大學霍年亨
博士團隊合作，進行香港首次全面海岸塑膠污染研究，2018 年初於本地水域 20 個位置取樣，經過 1 年的科學
研究及詳細分析，2019 年 3 月發表《塑膠圍港：香港海域塑膠分佈 2018》報告。

538,960.20

智能手機
真正創新
/ 台灣

● 持續推動 IT 產業以回收電子產品、資源再利用，取代新產品所需的礦物資源，達到環境與經濟共榮的循環
經濟。● 發佈評估報告，檢視全球 17 個智能手機品牌的回收政策與落實程度。● 在台灣發起和平直接行動，
與德國、英國、韓國同步，成功推動手機品牌三星電子 (Samsung) 承諾，2020 年於美國、歐洲與中國大陸皆
達到 100% 使用可再生能源，停止助長氣候變化。

946,000.79

智能手機
真正創新
/ 中國大陸

參與全球綠色電子品牌項目，推動 17 間智能手機品牌轉用可再生能源；拍攝 4 段影片，提升大眾對手機回收
的關注。分析現有電子產品的生產消費鏈，如何引致深海採礦需求增加，造成環境破壞，並指出回收電子產品
中的稀有貴重金屬的潛在商機。

234,076.90

城市發展
/ 香港

● 發起守護本港郊野公園項目，透過網上聯署及社交媒體動員，向政府傳達 5.3 萬市民守護聲音，經過 5 個月
的公眾諮詢期，郊野公園終不列入土地供應之列，結合群眾力量成功保護本地珍貴自然環境。● 多次與多個
本地綠色團體合作，包括舉辦郊野公園論壇、發表聯合聲明，促請政府優先發展棕地，守護香港珍貴綠色空間。
● 聯同本地關注基層組織合辦棕地考察暨郊野公園導賞團，揭示棕地建屋潛力及守護郊野的重要性。● 土地
大辯論公眾諮詢時，以非暴力直接行動方式，展示郊野公園珍貴的生態價值。● 製作 MV《燕尾蝶》喚醒民眾
守護環境的意識，觀賞人次更達 200 萬。

3,432,532.17

其他開支分擔 分擔區域項目監督及統籌等相關開支。 1,239,335.56

跨範疇項目

16,927,426.55

6,998,985.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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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保專案訊息傳播、媒體推廣及公眾資訊

綠色和平的環境項目背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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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據分析、行動統籌、科學研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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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守護環境背後的功臣，缺一不可。

資源運用   環保項目支援支出

項目 重點簡介 港元

環保項目媒體
統籌

● 4 地辦公室中 34 個環保項目的 30 名資訊媒體部門成員。● 透過媒體資訊傳播，支援 4 地辦公室的環保項目，
提高公眾意識，增強項目影響力，例如就研究結果舉辦新聞發佈會，透過本地及國際傳媒報導，達至更大的環
保成果。● 根據外部現實情況適時調整中國大陸辦公室的對外傳訊策略，確保所有環保項目，以及公眾對綠
色和平的認知，與機構形象及價值相符。● 其他成本包括 4 地辦公室每日監察本地及國際主要媒體就環境議
題的報導取向，搜集、審理環境議題類別的關鍵字、文章、影像畫面等報導，適時調整對外傳播與媒體推廣的
策略，並定時與環境領域媒體維持即時溝通。

10,050,655.11

機構形象及
環保傳訊研究

● 致力透過創新改善媒體資訊的分析、項目溝通、多媒體工作和社交媒體平台的管理，在社會上營造更大的
影響力，達至環保成果。● 透過我們的環保項目，與更多本地合作夥伴和個人分享經驗，動員群眾力量持續
監察環境問題和透過各種方式推動改變。● 透過市場調查及受眾研究，了解民眾對環境議題的想法，並舉辦
創意市場推廣培訓等，跟上最新傳訊趨勢，以及透過製作組織的簡介短片、與網路名人合作環保議題短片、到
訪各院校演講環保資訊、出版宣傳海報及手冊等藉以提升組織形象，並加強向公眾傳遞綠色和平的環保理念與
核心價值，推廣環境友善的生活方式。

7,825,398.40

環境議題數據
分析

深入分析媒體報導與社交平台的環境議題相關內容及數據，解讀輿論走向，分析與改善訊息傳播成效，如利用
嶄新的社交網絡數據搜集與分析工具、改善社交網絡等數碼平台的傳訊策略。 1,567,978.62

多媒體 支援影片、相片與圖像製作、參與實地拍攝影片與相片、管理內部多媒體資料庫，並研發和試驗新的數碼推廣
工具與策略。 495,286.25

數碼互動及
網絡動員

透過電郵、社交平台、網站、手機應用程式等數碼互動媒介，鼓勵公眾分享綠色和平環保訊息，從而推動環保
工作。 191,881.33

支持者通訊 編製機構年報與 Impact Report 等通訊刊物，向支持者匯報環保項目、最新成果及活動。各設 4 個語言版本。 3,805,539.81

23,936,739.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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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重點簡介 港元

區域研究及
調查統籌

統籌及監督跨辦公室與各地研究和調查工作：搜集證據揭露環境問題，以科學基礎提出切實可行的解決方案；
開發創新的研究與調查渠道，如使用航拍機記錄環境罪證、衛星定位追蹤技術、船隻追蹤技術等；監察各地發
生的大型環境事故，並評估是否需要迅速動員作緊急應變。

907,533.10

調查及
研究能力提升

● 進行大眾分析與研究，讓未來項目設計及溝通策略更有效，鼓勵更大的社會改變。● 定期舉行培訓，提升
調查員在實地調查、抽取樣本、網絡文獻研究等各方面的技巧及知識；舉辦跨辦公室工作坊和會議，分享成功
個案、加強危機管理與安全評估等。

3,955,930.13

認知科學應用

● 提升全球 26 個辦公室應用科學的能力，藉由應用先進的認知科學（神經科學、心理學、語言學等）來改進
環境項目策略，針對問題根源創造社會變革，推動普羅大眾反思既有觀念。● 為全球各辦公室及項目設計提
供培訓框架和實踐指導，以推動社會改變。● 團隊共 4 名專家，與致力提倡創意思維改變社會的合作夥伴建
立網絡，就全球各辦公室的項目設計和大眾研究提供建議。

3,023,390.11

顧問：
政策與公共事務

支援項目團隊向政府或聯合國屬下機構提出政策倡議；與主要政界領袖、政府官員、研究機構與非政府組織保
持溝通聯繫；分析官方發佈的環境影響評估報告、出席重要研討會，尋求機會倡議環境政策改變。 819,524.23

顧問：
綠色金融及企業

提供專業市場趨勢分析，以支援各環境項目制訂與應用企業遊說策略；直接與金融機構及企業交流，包括出席
業界論壇，促使商界認清環境因素能構成業務風險，綠色金融亦具有投資價值。 5,633,134.34

調查及研究、綠色政策和企業

14,339,511.91

項目 重點簡介 港元

行動及外展
發展、統籌及監督跨辦公室與各地行動：● 行動策劃、執行、物流統籌、成本控制、風險評估；● 建立並培
養行動成員團隊（包括攀爬隊、水隊），以支援項目多樣性的調查研究工作；● 支援各地的公眾參與及教育
推廣活動。

2,893,494.59

訓練及器材管理 定期進行非暴力直接行動（NVDA）訓練、攀爬行動訓練；添置與維護攀爬器材、行動工具和安全裝備；研究
如何更有效使用現有器材與舊器材，研發行動工具等。 1,545,803.76

工作室暨
倉庫管理 租賃、管理與維護四地工作室及倉庫。 873,355.00

行動與義工統籌及社區動員

5,312,653.35



綠色和平對
您和每位支持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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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 多年來不變的使
命！

01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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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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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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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5 「群眾力量」（People Power）是我們能成功的
公開秘訣！公眾一同行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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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6 國際綠色和平已簽署「國際非政府組織問責約章」
（Accountable Now，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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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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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一分捐款用途。

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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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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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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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act Report、電話、手
機短訊、郵寄或電郵等形式，與您保持聯絡。

© Pete Speller / Greenpe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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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保，也能從小事做起。
您願意選擇轉以電子形式接收收據與機構報告，
一起減少紙張消耗嗎？
瀏覽以下網址提供或更新您的電郵地址：
https://forms.gle/TT2cwVuABUsyZ7U19

綠色和平東亞分部
香港九龍新蒲崗太子道東 698 號寶光商業中心 10 樓

+852 2854 8318 donor.services.hk@greenpeace.org

vso
Typewri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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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