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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onger
Together

應對危機
群策群力
並肩前行

為地球，我可以！

守護環境 = 保障人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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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時氣候問題已成世紀危機，將定奪人類未來，甚至文明存

亡。地球只得一個，當務之急是守護您我唯一家園，綠色和

平全球辦公室遂與人民走上街頭，針對政商界的不作為，大

聲疾呼：「ACT NOW!」

行動帶來改變——是綠色和平成立將近 50 年的宗旨。15 歲

澳洲學生組織獨木舟隊守護大澳洲灣；全球超過 300 萬民眾

聯署守護海洋；超過 200 人次在香港參與活動推動 600 多間

店鋪承諾走塑。改變，全因您而成真！

要取得實際成效，必須推動政商界改變。您的支持和信任，

讓我們參與國際環境會議，向政治領袖及商界巨擘直接施壓，

促使政商界肩負社會責任，在制定政策、經營業務時優先考

慮可持續發展原則。

我們今天的決定，將影響未來的社會及經

濟結構、地球及人類健康。2019 年，我們

面對環球氣候危機，同時見證來自不同地

域、種族、行業、年齡的民眾，各自發揮

所長，以不同角色，貢獻環保運動，當中

每個行動也找到您我身影；因您的支持和

參與，我們才能合力拼湊出美好的生活環

境，為您我及下一代幸福打好基礎，實現

世代公義。

1. 氣候守護者

①

⑤ ⑥

⑦ ⑧

④

③

②

2. 實際行動派 3. 政策遊說家Climate champions Activists and volunteers Lobbyists / Policy advisers

綠色和平專家深入世界各地進行調查與研究，還給大自然發

聲的權利，經媒體報導提高民眾意識，推動更大改變！我們

更不時招募公民科學家，邀請公眾監察和參與部份前期工作，

例如上年共 40 位香港支持者參與空氣質素公民科學計劃。

4. 科學研究隊 Scientists and researchers

我們深信，保護環境，也是保護人權，因為享受大自然本是

人的天賦權利。您我攜手守護氣候、保護原住民土地權益、

保障漁民權益，為應對氣候危機提出和實踐解決方案，將避

免出現更多氣候衍生的貧窮與難民問題，創建永續未來。

5. 人權保護者 Rights defenders

目睹災害發生，綠色和平往往急您所急，即時到達最前線。

從各地森林火災，至歐洲至亞洲的水災、非洲蝗災，我們的

團隊從不缺席，或支持現場救援，或記錄和調查情況，把災

害影響減至最低，並找出造成環境災害的原因或元兇。

6. 緊急應變隊 Frontline fighters

愛惜地球資源的人，相信已經從個人行為改變開始做起。感

謝您與所有愛地球的人，在日常生活中，以「可重用」代替

「即棄」，以「共享」代替「擁有」。當全球群眾覺醒，願

意為地球踏前一步，氣候與環境，將會加倍回饋於我們。

7. 環保生活達人 Practitioners

宣揚環保，不知不覺您已經每天在實行：每一次拒絕使用膠

袋、與親友分享環保資訊，以至捐助支持我們，您都壯大了

守護環境的聲勢，同時以具體行動影響身邊的人，變相鼓勵

和啟發更多人加入我們的行列，發揮群眾的最大力量！

8. 環保宣導者 Educators

Stronger
Together

應對危機
群策群力
並肩前行

感謝您，展現勇氣，
繼續與綠色和平守護地球。

為地球，我可以！

守護環境 =保障人權

插圖 / Lee Seoh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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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鵬翔
綠色和平東亞分部執行總監

Santosh Pai
律師／綠色和平東亞分部

董事會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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縱使澳洲山火持續半年有餘，極地冰川消融，但我希望猶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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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建議，確保組織根據最高的專業標準，執行重要的環保工作。

綠色和平的董事會成員，由具投票資格的義工，以及其他分部成

員所組成的投票成員大會選出。董事會有權任命和監督組織總幹

事，並監察組織遵循國際認可的良好管治及財政管理標準。就此，

董事會樂意指出，綠色和平東亞分部的表現一直堪稱理想。

感謝您，以及更多像您一樣的支持者，勇於追求更理想的世界。

見證環保工作取得成果，我們同喜；有感於任重道遠，我們同憂，

卻仍然不懈。環保路上，我們更需要您的同行，讓我們繼續穩步

向前，為自己也為下一代締造更好的世界。

這一年，

標誌著全球更齊心關

注和意識到氣候議題

的重要。 執筆之時，新型冠狀病毒全球大流行。我們工作團隊或多或少需

要改變日常習慣，有些需要遵守隔離令，有些需要在家工作，卻

繼續為了更美好和安全的未來，不懈努力。

這正是綠色和平的精神。面對疫情，您我還是一心為眾人的美好

未來而堅守信念；因為我們知道，當疫情結束，我們要繼續面對

更嚴峻的挑戰：氣候危機。

我深信，這場疫症的經歷，能夠幫助我們更懂得應對迫在眉睫的

環境危機，包括塑膠和海洋污染；我們跟鄰居互相照應，與家人

關係更加緊密。世界多了良善，讓我們抗疫時沒那麼難過，同樣

的曙光，也將給予我們更大的力量應對氣候危機。

與您分享兩個親身經歷：我們有同事剛由外國來港，本地同事隨

即將口罩送到她家中；我與家人來自香港，但近年居於台灣，3

位同事主動為我女兒送上中童口罩。這種助人的精神，也讓我對

未來充滿希望。

疫症期間，綠色和平以員工安康為先，同時繼續推展我們的環保

項目。我們格外關注各地政府協助經濟復甦的紓困措施，持續監

察公共資源的運用，確保其投放到有助地球可持續發展，包括支

持潔淨能源。

我們的地球，不需重蹈以污染為代價的發展舊路。我們有幸走出

一個危機，就絕不能慌不擇路地陷入另一個危機。

綠色和平東亞分部，在香港、台北、首爾、北京和毗連城市設有

辦公室，也是區域與全球網絡的一部份，讓我們可以共同努力、

互助協作、彼此學習。綠色和平一直致力透過連結全球，與您並

肩，共創美好未來。我時刻感恩，有幸在此機構工作，在守護地

球未來的關鍵時刻盡一己之責，更慶幸與團隊一路走來從不孤

單，因為很多像您一樣關心環保的人，總在背後支持我們的工作。

在這充滿挑戰的時代，我衷心向您和您的家人，送上真摯的祝福。

願大家彼此照應，變得更為強韌，繼續往前邁步。

我看見全球人民在困

苦中團結配合，同時

見證人性光輝一面及

社區互助的能力。

眾



01
2019 年，綠色和平與全球 185 個國家及地區，共超過 700 萬人

一同走上街頭呼籲政府正視氣候危機，與青年並肩鋪墊希望與未

來。截至今年 4月，全球有 1,482 個政府單位宣佈進入「氣候緊

急狀態」，全球在氣候危機下逐漸覺醒；展望您我再下一城，一

起督促政府與企業提出積極的經濟及民生的政策，保障民眾的安

危。

聯合國人權事務高級專員巴切萊特曾說：「活在健康的環境是一

種人權。」這份與生俱來的權利，有賴您我共同守護。

為氣候危機正名，
行動救急！

In Numbers

FridaysforFuture 氣候行動席捲全

球，香港市民去年先後於 3、5、9

及 11 月以腳步和應，表達加速減

排、守護大嶼等訴求。

4 本地氣候行動場
截至今年4月，來自156個國家及地區、

超過 13,000 位學者聯署，明確警示氣候

危機已告來臨，速度甚至超乎科學界想

像。

位13,000 科學家

集合全球超過 130 萬人的聲音，

一起聯署要求政府、投資銀行、化

石燃料企業等積極應對氣候危機。

萬人130

© Pak Chai / Greenpeace

過去一年，為減緩氣候變化，
您我促成的 5大環境變革！

人類如何與環境共處共生，是全

球必須面對的議題。過去一年，

環保之路更具挑戰，感謝有您的

參與，讓守護地球的力量日益強

大，共同見證 5大環境變革。

｜ 2019 綠色和平年報 ｜｜ 5 大變革 ｜

06 07© Daniel Müller / Greenpeace

01
2019 年，綠色和平與全球 185 個國家及地區，共超過 700 萬人

一同走上街頭呼籲政府正視氣候危機，與青年並肩鋪墊希望與未

來。截至今年 4月，全球有 1,482 個政府單位宣佈進入「氣候緊

急狀態」，全球在氣候危機下逐漸覺醒；展望您我再下一城，一

起督促政府與企業提出積極的經濟及民生的政策，保障民眾的安

危。

聯合國人權事務高級專員巴切萊特曾說：「活在健康的環境是一

種人權。」這份與生俱來的權利，有賴您我共同守護。

為氣候危機正名，
行動救急！

In Numbers

FridaysforFuture 氣候行動席捲全

球，香港市民去年先後於 3、5、9

及 11 月以腳步和應，表達加速減

排、守護大嶼等訴求。

4 本地氣候行動場
截至今年4月，來自156個國家及地區、

超過 13,000 位學者聯署，明確警示氣候

危機已告來臨，速度甚至超乎科學界想

像。

位13,000 科學家

集合全球超過 130 萬人的聲音，

一起聯署要求政府、投資銀行、化

石燃料企業等積極應對氣候危機。

萬人130

© Pak Chai / Greenpeace

過去一年，為減緩氣候變化，
您我促成的 5大環境變革！

人類如何與環境共處共生，是全

球必須面對的議題。過去一年，

環保之路更具挑戰，感謝有您的

參與，讓守護地球的力量日益強

大，共同見證 5大環境變革。

｜ 2019 綠色和平年報 ｜｜ 5 大變革 ｜

06 07© Daniel Müller / Greenpeace

01
2019 年，綠色和平與全球 185 個國家及地區，共超過 700 萬人

一同走上街頭呼籲政府正視氣候危機，與青年並肩鋪墊希望與未

來。截至今年 4月，全球有 1,482 個政府單位宣佈進入「氣候緊

急狀態」，全球在氣候危機下逐漸覺醒；展望您我再下一城，一

起督促政府與企業提出積極的經濟及民生的政策，保障民眾的安

危。

聯合國人權事務高級專員巴切萊特曾說：「活在健康的環境是一

種人權。」這份與生俱來的權利，有賴您我共同守護。

為氣候危機正名，
行動救急！

In Numbers

FridaysforFuture 氣候行動席捲全

球，香港市民去年先後於 3、5、9

及 11 月以腳步和應，表達加速減

排、守護大嶼等訴求。

4 本地氣候行動場
截至今年4月，來自156個國家及地區、

超過 13,000 位學者聯署，明確警示氣候

危機已告來臨，速度甚至超乎科學界想

像。

位13,000 科學家

集合全球超過 130 萬人的聲音，

一起聯署要求政府、投資銀行、化

石燃料企業等積極應對氣候危機。

萬人130

© Pak Chai / Greenpeace

過去一年，為減緩氣候變化，
您我促成的 5大環境變革！

人類如何與環境共處共生，是全

球必須面對的議題。過去一年，

環保之路更具挑戰，感謝有您的

參與，讓守護地球的力量日益強

大，共同見證 5大環境變革。

｜ 2019 綠色和平年報 ｜｜ 5 大變革 ｜

06 07© Daniel Müller / Greenpeace

01
2019 年，綠色和平與全球 185 個國家及地區，共超過 700 萬人

一同走上街頭呼籲政府正視氣候危機，與青年並肩鋪墊希望與未

來。截至今年 4月，全球有 1,482 個政府單位宣佈進入「氣候緊

急狀態」，全球在氣候危機下逐漸覺醒；展望您我再下一城，一

起督促政府與企業提出積極的經濟及民生的政策，保障民眾的安

危。

聯合國人權事務高級專員巴切萊特曾說：「活在健康的環境是一

種人權。」這份與生俱來的權利，有賴您我共同守護。

為氣候危機正名，
行動救急！

In Numbers

FridaysforFuture 氣候行動席捲全

球，香港市民去年先後於 3、5、9

及 11 月以腳步和應，表達加速減

排、守護大嶼等訴求。

4 本地氣候行動場
截至今年4月，來自156個國家及地區、

超過 13,000 位學者聯署，明確警示氣候

危機已告來臨，速度甚至超乎科學界想

像。

位13,000 科學家

集合全球超過 130 萬人的聲音，

一起聯署要求政府、投資銀行、化

石燃料企業等積極應對氣候危機。

萬人130

© Pak Chai / Greenpeace

過去一年，為減緩氣候變化，
您我促成的 5大環境變革！

人類如何與環境共處共生，是全

球必須面對的議題。過去一年，

環保之路更具挑戰，感謝有您的

參與，讓守護地球的力量日益強

大，共同見證 5大環境變革。

｜ 2019 綠色和平年報 ｜｜ 5 大變革 ｜

06 07© Daniel Müller / Greenpeace

01
2019 年，綠色和平與全球 185 個國家及地區，共超過 700 萬人

一同走上街頭呼籲政府正視氣候危機，與青年並肩鋪墊希望與未

來。截至今年 4月，全球有 1,482 個政府單位宣佈進入「氣候緊

急狀態」，全球在氣候危機下逐漸覺醒；展望您我再下一城，一

起督促政府與企業提出積極的經濟及民生的政策，保障民眾的安

危。

聯合國人權事務高級專員巴切萊特曾說：「活在健康的環境是一

種人權。」這份與生俱來的權利，有賴您我共同守護。

為氣候危機正名，
行動救急！

In Numbers

FridaysforFuture 氣候行動席捲全

球，香港市民去年先後於 3、5、9

及 11 月以腳步和應，表達加速減

排、守護大嶼等訴求。

4 本地氣候行動場
截至今年4月，來自156個國家及地區、

超過 13,000 位學者聯署，明確警示氣候

危機已告來臨，速度甚至超乎科學界想

像。

位13,000 科學家

集合全球超過 130 萬人的聲音，

一起聯署要求政府、投資銀行、化

石燃料企業等積極應對氣候危機。

萬人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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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一年，為減緩氣候變化，
您我促成的 5大環境變革！

人類如何與環境共處共生，是全

球必須面對的議題。過去一年，

環保之路更具挑戰，感謝有您的

參與，讓守護地球的力量日益強

大，共同見證 5大環境變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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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2019 年，綠色和平與全球 185 個國家及地區，共超過 700 萬人

一同走上街頭呼籲政府正視氣候危機，與青年並肩鋪墊希望與未

來。截至今年 4月，全球有 1,482 個政府單位宣佈進入「氣候緊

急狀態」，全球在氣候危機下逐漸覺醒；展望您我再下一城，一

起督促政府與企業提出積極的經濟及民生的政策，保障民眾的安

危。

聯合國人權事務高級專員巴切萊特曾說：「活在健康的環境是一

種人權。」這份與生俱來的權利，有賴您我共同守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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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2019 年，您與綠色和平站在解決環境危機的最前線，持續要求用

電大戶科技產業轉用可再生能源、跨國石油企業停止鑽油計劃、

關閉過時的煤炭電廠、阻止銀行與保險公司投資煤礦、督促政府

加速能源轉型。

感謝有您支持，東亞地區過去一年屢創里程碑：與台灣電力公司

直接對話，獲承諾停止新的燃煤投資規劃；推動中國首間互聯網

科技企業轉用100%可再生能源，發表排行榜推動更多企業仿效；

把握韓國國會大選機遇，促使執政民主黨宣佈推動「綠色新政」，

邁向 2050 年零碳社會。

加速能源轉型，
推倒化石燃料霸權

In Numbers

2018/19 年度在香港水域出沒的

中華白海豚數目低見 32 條，反

映大嶼山一帶生態深受污染及填

海工程重創，命懸一線。

171 位影星、科學家、政治領袖等

跨界別名人簽署綠色和平《海洋宣

言》，共同呼籲聯合國盡快成立強

而有力的《全球海洋公約》。

聯合國去年一份評估報告指出，

全球多達100萬動植物品種將於

數十年內面臨滅絕危機，屬人類

歷史上首次。

03
全球群眾一心期盼，綠色和平調查及科研團隊收集各種生物、海洋、

森林與社會經濟數據，提出全方位守護自然與永續社會發展的方案。

在國際會議奔走、發言，讓各國政治領袖聽見全球環保支持者的心願：

善用土地，守護海洋，雙管齊下維繫生物萬花筒。

感謝您與全球 300 萬海洋守護者聯署表態，支持成立海洋保護區，促

使瑞典等十多個國家相繼加入「全球海洋聯盟」，明確支持 2030 年

保護最少 30%海洋的目標；另一邊廂亦成功推動挪威國營石油企業

Equinor 放棄大澳洲灣鑽油計劃，守護珍貴鯨豚棲息地。

維護生物多樣性，
不分天與地

© Alexis Rosenfeld / Olivier Bianchimani / Greenpeace

In Numbers

1988 至 2017 年間，全球超過一半

工業溫室氣體排放來自僅 25 間化石

燃料巨擎，可見這些企業對氣候危

機責無旁貸。

世界各地超過600宗由民間入稟

的氣候訴訟正處聆訊階段，向尚

未兌現減排承諾的政府或企業追

究責任，伸張氣候公義。

全球超過 1,100 間機構從化石燃料

產業及項目撤資，金額達 14 兆美

元（約 109 兆港元）。

08 09

間 條 位 萬宗化石燃料企業 中華白海豚 名人 物種聆訊25 32 171 100600 兆港元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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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在抗疫非常時期，您我無法避免使用口罩等即棄防疫用品，但其實還有

大量即棄塑膠，是我們能夠省下來的。綠色和平與環保同路人建立社交

媒體群組，一起「捐窿捐罅」減塑減廢，實踐綠色生活。我們同時向企

業倡議循環再用、減省無謂包裝等永續發展模式：百佳超市初試啼聲推

行「裸買補充站」，就是彰顯消費者力量的又一例證。

放眼國際，走塑成果更豐碩：英國第二大超市 Sainsbury's 宣佈 2025 年

減少一半塑膠包裝；截至 2019 年底，台灣超過 13.8 萬人聯署支持超市

及零售商店減塑；紐西蘭與塞內加爾亦先後宣佈禁用膠袋。感謝您的堅

持，讓淘汰即棄塑膠形成風潮。

無畏永續發展
無謂用完即棄

05
餐桌除了講禮儀，還談減碳意義；改變飲食習慣，也能逆轉氣候

危機，象徵您我的個人選擇，隨時有助世界變天。2019 年，多宗

森林大火加劇氣候危機，也威脅您我的生存與健康。

在您與眾多支持者見證之下，綠色和平發起全球行動，於 17個

國家及地區的巴西大使館號召公民力量，向巴西政府施壓，停止

放任企業破壞亞馬遜雨林，並要求跨國連鎖快餐店停止使用毀林

肉品。我們亦於歐洲多個大城市推動學校、政府部門及社區機構

試行多菜少肉，於巴塞隆拿、哥本哈根等地陸續實現。

多菜少肉，
從小事做起
開始綠色生活

© Mitja Kobal / Greenpe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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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頭籌款團隊去年模擬無塑超市開

設「未來無塑超市 Pop-up 流動店」，

穿梭港九新界超過 50 次，吸引數以

千計市民一嘗無塑購物體驗。

全球塑膠回收率只得 9%；而在

香港，傳統「三色回收箱」一般

集中處理某幾類膠樽，您我唯有

多花心思從源頭減塑。

聯同多個環保團體組成 Break Free 

from Plastic 聯 盟， 去 年 9 月 舉 行

484 場淨灘與品牌審計，發現 3 大

污染元兇為可口可樂、雀巢及百事。

10

多次巡遊全港 回收率50 9% 場審計484
In Numbers

去 年 10 月， 全 球 14 個 城 市

市長簽署「良食城市」（Good 

Food City）宣言，減少公眾場所

提供肉食，以緩解氣候危機。

綠色和平研究發現，若一位香港市民一天

不吃肉，就能減少 5.41 公斤二氧化碳；若

全港市民一天不吃肉，就能減少 40,310 公

噸碳排放！

綠色和平提出全球須於 2050 年

或以前減少 50% 動物食品生產及

消耗的願景，若能達標，可以減

少農業溫室氣體排放高達 64%。

11

個 公噸城市 碳排 減排14 40,310 64%

© Patrick Cho / Greenpeace

04
在抗疫非常時期，您我無法避免使用口罩等即棄防疫用品，但其實還有

大量即棄塑膠，是我們能夠省下來的。綠色和平與環保同路人建立社交

媒體群組，一起「捐窿捐罅」減塑減廢，實踐綠色生活。我們同時向企

業倡議循環再用、減省無謂包裝等永續發展模式：百佳超市初試啼聲推

行「裸買補充站」，就是彰顯消費者力量的又一例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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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讓淘汰即棄塑膠形成風潮。

無畏永續發展
無謂用完即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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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機構
肉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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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顧環保路途，
您我同行前進

從 2019 年走到 2020 年，您我在氣

候、海洋、走塑、森林、守護大嶼和

社區，一起創造出動人風光，讓您我

互相扶持，一直向綠色前路奮進。

© Biel Calderon / Greenpeace

© Will Rose / Greenpeace

© Jon Chen / Chien-Chou Chen / Greenpeace

© Eric De Mildt / Greenpeace

近來全球因新型冠狀病毒翻天覆地，但瘟疫蔓延前，氣候危機早

已影響您我生活每一環。

聯合國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IPCC）在 2018 年警告，若

要把全球升溫控制在攝氏 1.5 度內，2050 年必須達成淨零碳排

目標，關鍵是全球的碳排放量須在 2030 年前減半；此刻，我們

已身處此關鍵 10年的開端。

過去一年，感激有您和百萬計支持者，與綠色和平同行，讓全球

民眾更意識到，守護森林、海洋與萬物生態，即是守護地球與人

類未來。期待各國領袖推行的紓困措施，能兼顧民生及地球的長

遠福祉。只要眾人同心協力，透過行動改變現況，我們都能看見

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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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公民覺醒，
同心緩解氣候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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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減排，先要叫停所有石油、燃煤等的新工程，

在綠色和平連結民眾力量的壓力下，您我見證成

功例子：7 家亞洲金融機構於 2019 年宣佈撤資化

石燃料產業；2020 年初土耳其政府也在年頭關閉

5 所燃煤發電廠，另有挪威國營石油企業 Equinor

宣佈放棄大澳洲灣鑽油計劃。在澳洲山火期間，

綠色和平台北辦公室發覺貴為當地最大規模電力

公司的台灣電力公司，長時間大額購買澳洲煤炭，

因此發起聯署呼籲其停止海外煤炭投資。未來綠

色和平希望與您見證更多企業投入可持續發展的

方向。

與化石燃料分手

2019 年 5 月，英國國會及歐洲議會分別宣佈英國

及歐洲進入「氣候緊急狀態」，綠色和平樂見西

方政府終於面對氣候現實，但同時催促各國必須

透過實際行動達至 2050 年前淨零碳排放目標。而

在東亞，綠色和平首爾辦公室向國內 3 大政黨提

交氣候應急政策提案，促成韓國在2020年3月中，

成為第一個有執政黨提出「綠色新政」的東亞國

家，表達立法落實綠色新政宣言、停止煤炭投資

等的意向。

氣候新政見曙光

3.11 核災 9 周年，綠色和平發表最新調查報告《2020 輻射遷移：福島的二次污染及天氣相

關之影響》，揭示福島縣核輻射水平的最新情況。參與實地調查的包括綠色和平東亞分部研

究調查部經理雷宇霆。綠色和平長期關注全球核能安全議題，報告亦同時為原訂夏季舉行的

日本奧運會作核安全把關。

毋忘311，跟進核污染

原定於 2020 年 10 月於雲南舉行的聯合國生物多樣性大會，受到疫情影響宣佈延期，雖失

去今年的環球會議機會，卻不阻綠色和平持續守護生物多樣性。科學家指出，氣候告急、棲

地消失等，引致生態面臨失衡情況；改變，需要由現在做起！ 2019 年綠色和平北京辦公室

發表的千年雲南鐵杉 1:1「寫真照」，是經 2 年尋覓、10 個月籌備，結合科學與藝術的發佈，

透過一棵已知世上最古老的鐵杉，喚起民眾關注保育及將在該地舉行的生物多樣性大會。

保育背後，是保存生物多樣性

今年初綠色和平東亞分部發佈《綠色雲端 2020 

》，成為首個全面梳理中國雲端數據企業如何應對

氣候危機的報告。籌劃期間，綠色和平北京辦公室

的研究員與企業緊密面談，期望說服業界轉型可再

生能源，促使秦淮數據集團承諾轉用再生能源。感

謝您及所有支持者一直同行，繼 2018 年成功推動

Samsung 承諾使用 100% 再生能源後，再一次在東

亞地區迎來科創企業轉投綠電。
上下倒轉看看，您喜歡哪個地球？推動綠色發展，

維護生物多樣性，守護氣候正義，願您我掃走灰霾，

共創可持續發展地球。

迎合未來，科創企業邁步向前

環保運動需要全民參與，因為要改善環境，除了個人參與，也要推動政府和企業作整體的氣

候策略及措施，群眾力量就是最大的推動力。瑞典環保少女 Greta Thunberg 榮膺《時代雜誌》

風雲人物，就是肯定她帶動的青少年氣候力量的不容忽視和全球化，綠色和平的全球網絡也

一直參與和支持。而在香港，綠色和平在第二、三季展開「空氣質素公民科學計劃」，將公

民科學家的精神帶進氣候項目當中，讓我們的會員和支持者乃至公眾體驗社區、群眾也是環

境議題和政策的一份子。

群眾力量捲起氣候風雲

國際綠色和平一直致力改革全球食物生產系統，推出「多菜少肉」項目推廣減碳飲食，2019

年成功推動超過 15 個國家或地區的學校、公司、政府響應多菜少肉和支持優質肉品；而在

10 月，全球 14 個包括首爾、東京、巴黎、倫敦等的大城市也支持「多菜少肉」，承諾成為

「良食城市」。2020 年綠色和平香港辦公室也會將此概念進一步帶進社區，讓更多民眾體

會緩解氣候危機，個人和社區也可在日常生活中出力。

氣候行動，從每天的飲食選擇做起

氣候公義往往在環保運動中受人忽略，卻正是您我一直極力維護的一環。去年我們就迎來鼓

舞的發展：2013 年超強颱風「海燕」部份生還者，多年來與綠色和平東南亞分部聯手追究

化石燃料企業侵害人權的責任，菲律賓人權委員會終在 2019 年聯合國氣候會議期間，宣佈

接近 50 家碳排巨頭，或需向因氣候變化受害的菲律賓民眾承擔法律及道德責任。

守護原住民、氣候災民公義

插圖 / Lee Seoh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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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表達立法落實綠色新政宣言、停止煤炭投資

等的意向。

氣候新政見曙光

3.11 核災 9 周年，綠色和平發表最新調查報告《2020 輻射遷移：福島的二次污染及天氣相

關之影響》，揭示福島縣核輻射水平的最新情況。參與實地調查的包括綠色和平東亞分部研

究調查部經理雷宇霆。綠色和平長期關注全球核能安全議題，報告亦同時為原訂夏季舉行的

日本奧運會作核安全把關。

毋忘311，跟進核污染

原定於 2020 年 10 月於雲南舉行的聯合國生物多樣性大會，受到疫情影響宣佈延期，雖失

去今年的環球會議機會，卻不阻綠色和平持續守護生物多樣性。科學家指出，氣候告急、棲

地消失等，引致生態面臨失衡情況；改變，需要由現在做起！ 2019 年綠色和平北京辦公室

發表的千年雲南鐵杉 1:1「寫真照」，是經 2 年尋覓、10 個月籌備，結合科學與藝術的發佈，

透過一棵已知世上最古老的鐵杉，喚起民眾關注保育及將在該地舉行的生物多樣性大會。

保育背後，是保存生物多樣性

今年初綠色和平東亞分部發佈《綠色雲端 2020 

》，成為首個全面梳理中國雲端數據企業如何應對

氣候危機的報告。籌劃期間，綠色和平北京辦公室

的研究員與企業緊密面談，期望說服業界轉型可再

生能源，促使秦淮數據集團承諾轉用再生能源。感

謝您及所有支持者一直同行，繼 2018 年成功推動

Samsung 承諾使用 100% 再生能源後，再一次在東

亞地區迎來科創企業轉投綠電。
上下倒轉看看，您喜歡哪個地球？推動綠色發展，

維護生物多樣性，守護氣候正義，願您我掃走灰霾，

共創可持續發展地球。

迎合未來，科創企業邁步向前

環保運動需要全民參與，因為要改善環境，除了個人參與，也要推動政府和企業作整體的氣

候策略及措施，群眾力量就是最大的推動力。瑞典環保少女 Greta Thunberg 榮膺《時代雜誌》

風雲人物，就是肯定她帶動的青少年氣候力量的不容忽視和全球化，綠色和平的全球網絡也

一直參與和支持。而在香港，綠色和平在第二、三季展開「空氣質素公民科學計劃」，將公

民科學家的精神帶進氣候項目當中，讓我們的會員和支持者乃至公眾體驗社區、群眾也是環

境議題和政策的一份子。

群眾力量捲起氣候風雲

國際綠色和平一直致力改革全球食物生產系統，推出「多菜少肉」項目推廣減碳飲食，2019

年成功推動超過 15 個國家或地區的學校、公司、政府響應多菜少肉和支持優質肉品；而在

10 月，全球 14 個包括首爾、東京、巴黎、倫敦等的大城市也支持「多菜少肉」，承諾成為

「良食城市」。2020 年綠色和平香港辦公室也會將此概念進一步帶進社區，讓更多民眾體

會緩解氣候危機，個人和社區也可在日常生活中出力。

氣候行動，從每天的飲食選擇做起

氣候公義往往在環保運動中受人忽略，卻正是您我一直極力維護的一環。去年我們就迎來鼓

舞的發展：2013 年超強颱風「海燕」部份生還者，多年來與綠色和平東南亞分部聯手追究

化石燃料企業侵害人權的責任，菲律賓人權委員會終在 2019 年聯合國氣候會議期間，宣佈

接近 50 家碳排巨頭，或需向因氣候變化受害的菲律賓民眾承擔法律及道德責任。

守護原住民、氣候災民公義

插圖 / Lee Seoh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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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減排，先要叫停所有石油、燃煤等的新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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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例子：7 家亞洲金融機構於 2019 年宣佈撤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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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化石燃料分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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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之影響》，揭示福島縣核輻射水平的最新情況。參與實地調查的包括綠色和平東亞分部研

究調查部經理雷宇霆。綠色和平長期關注全球核能安全議題，報告亦同時為原訂夏季舉行的

日本奧運會作核安全把關。

毋忘311，跟進核污染

原定於 2020 年 10 月於雲南舉行的聯合國生物多樣性大會，受到疫情影響宣佈延期，雖失

去今年的環球會議機會，卻不阻綠色和平持續守護生物多樣性。科學家指出，氣候告急、棲

地消失等，引致生態面臨失衡情況；改變，需要由現在做起！ 2019 年綠色和平北京辦公室

發表的千年雲南鐵杉 1:1「寫真照」，是經 2 年尋覓、10 個月籌備，結合科學與藝術的發佈，

透過一棵已知世上最古老的鐵杉，喚起民眾關注保育及將在該地舉行的生物多樣性大會。

保育背後，是保存生物多樣性

今年初綠色和平東亞分部發佈《綠色雲端 2020 

》，成為首個全面梳理中國雲端數據企業如何應對

氣候危機的報告。籌劃期間，綠色和平北京辦公室

的研究員與企業緊密面談，期望說服業界轉型可再

生能源，促使秦淮數據集團承諾轉用再生能源。感

謝您及所有支持者一直同行，繼 2018 年成功推動

Samsung 承諾使用 100% 再生能源後，再一次在東

亞地區迎來科創企業轉投綠電。
上下倒轉看看，您喜歡哪個地球？推動綠色發展，

維護生物多樣性，守護氣候正義，願您我掃走灰霾，

共創可持續發展地球。

迎合未來，科創企業邁步向前

環保運動需要全民參與，因為要改善環境，除了個人參與，也要推動政府和企業作整體的氣

候策略及措施，群眾力量就是最大的推動力。瑞典環保少女 Greta Thunberg 榮膺《時代雜誌》

風雲人物，就是肯定她帶動的青少年氣候力量的不容忽視和全球化，綠色和平的全球網絡也

一直參與和支持。而在香港，綠色和平在第二、三季展開「空氣質素公民科學計劃」，將公

民科學家的精神帶進氣候項目當中，讓我們的會員和支持者乃至公眾體驗社區、群眾也是環

境議題和政策的一份子。

群眾力量捲起氣候風雲

國際綠色和平一直致力改革全球食物生產系統，推出「多菜少肉」項目推廣減碳飲食，2019

年成功推動超過 15 個國家或地區的學校、公司、政府響應多菜少肉和支持優質肉品；而在

10 月，全球 14 個包括首爾、東京、巴黎、倫敦等的大城市也支持「多菜少肉」，承諾成為

「良食城市」。2020 年綠色和平香港辦公室也會將此概念進一步帶進社區，讓更多民眾體

會緩解氣候危機，個人和社區也可在日常生活中出力。

氣候行動，從每天的飲食選擇做起

氣候公義往往在環保運動中受人忽略，卻正是您我一直極力維護的一環。去年我們就迎來鼓

舞的發展：2013 年超強颱風「海燕」部份生還者，多年來與綠色和平東南亞分部聯手追究

化石燃料企業侵害人權的責任，菲律賓人權委員會終在 2019 年聯合國氣候會議期間，宣佈

接近 50 家碳排巨頭，或需向因氣候變化受害的菲律賓民眾承擔法律及道德責任。

守護原住民、氣候災民公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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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減排，先要叫停所有石油、燃煤等的新工程，

在綠色和平連結民眾力量的壓力下，您我見證成

功例子：7 家亞洲金融機構於 2019 年宣佈撤資化

石燃料產業；2020 年初土耳其政府也在年頭關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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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和平希望與您見證更多企業投入可持續發展的

方向。

與化石燃料分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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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定於 2020 年 10 月於雲南舉行的聯合國生物多樣性大會，受到疫情影響宣佈延期，雖失

去今年的環球會議機會，卻不阻綠色和平持續守護生物多樣性。科學家指出，氣候告急、棲

地消失等，引致生態面臨失衡情況；改變，需要由現在做起！ 2019 年綠色和平北京辦公室

發表的千年雲南鐵杉 1:1「寫真照」，是經 2 年尋覓、10 個月籌備，結合科學與藝術的發佈，

透過一棵已知世上最古老的鐵杉，喚起民眾關注保育及將在該地舉行的生物多樣性大會。

保育背後，是保存生物多樣性

今年初綠色和平東亞分部發佈《綠色雲端 2020 

》，成為首個全面梳理中國雲端數據企業如何應對

氣候危機的報告。籌劃期間，綠色和平北京辦公室

的研究員與企業緊密面談，期望說服業界轉型可再

生能源，促使秦淮數據集團承諾轉用再生能源。感

謝您及所有支持者一直同行，繼 2018 年成功推動

Samsung 承諾使用 100% 再生能源後，再一次在東

亞地區迎來科創企業轉投綠電。
上下倒轉看看，您喜歡哪個地球？推動綠色發展，

維護生物多樣性，守護氣候正義，願您我掃走灰霾，

共創可持續發展地球。

迎合未來，科創企業邁步向前

環保運動需要全民參與，因為要改善環境，除了個人參與，也要推動政府和企業作整體的氣

候策略及措施，群眾力量就是最大的推動力。瑞典環保少女 Greta Thunberg 榮膺《時代雜誌》

風雲人物，就是肯定她帶動的青少年氣候力量的不容忽視和全球化，綠色和平的全球網絡也

一直參與和支持。而在香港，綠色和平在第二、三季展開「空氣質素公民科學計劃」，將公

民科學家的精神帶進氣候項目當中，讓我們的會員和支持者乃至公眾體驗社區、群眾也是環

境議題和政策的一份子。

群眾力量捲起氣候風雲

國際綠色和平一直致力改革全球食物生產系統，推出「多菜少肉」項目推廣減碳飲食，2019

年成功推動超過 15 個國家或地區的學校、公司、政府響應多菜少肉和支持優質肉品；而在

10 月，全球 14 個包括首爾、東京、巴黎、倫敦等的大城市也支持「多菜少肉」，承諾成為

「良食城市」。2020 年綠色和平香港辦公室也會將此概念進一步帶進社區，讓更多民眾體

會緩解氣候危機，個人和社區也可在日常生活中出力。

氣候行動，從每天的飲食選擇做起

氣候公義往往在環保運動中受人忽略，卻正是您我一直極力維護的一環。去年我們就迎來鼓

舞的發展：2013 年超強颱風「海燕」部份生還者，多年來與綠色和平東南亞分部聯手追究

化石燃料企業侵害人權的責任，菲律賓人權委員會終在 2019 年聯合國氣候會議期間，宣佈

接近 50 家碳排巨頭，或需向因氣候變化受害的菲律賓民眾承擔法律及道德責任。

守護原住民、氣候災民公義

插圖 / Lee Seoh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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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減排，先要叫停所有石油、燃煤等的新工程，

在綠色和平連結民眾力量的壓力下，您我見證成

功例子：7 家亞洲金融機構於 2019 年宣佈撤資化

石燃料產業；2020 年初土耳其政府也在年頭關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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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佈放棄大澳洲灣鑽油計劃。在澳洲山火期間，

綠色和平台北辦公室發覺貴為當地最大規模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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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向。

與化石燃料分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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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的千年雲南鐵杉 1:1「寫真照」，是經 2 年尋覓、10 個月籌備，結合科學與藝術的發佈，

透過一棵已知世上最古老的鐵杉，喚起民眾關注保育及將在該地舉行的生物多樣性大會。

保育背後，是保存生物多樣性

今年初綠色和平東亞分部發佈《綠色雲端 2020 

》，成為首個全面梳理中國雲端數據企業如何應對

氣候危機的報告。籌劃期間，綠色和平北京辦公室

的研究員與企業緊密面談，期望說服業界轉型可再

生能源，促使秦淮數據集團承諾轉用再生能源。感

謝您及所有支持者一直同行，繼 2018 年成功推動

Samsung 承諾使用 100% 再生能源後，再一次在東

亞地區迎來科創企業轉投綠電。
上下倒轉看看，您喜歡哪個地球？推動綠色發展，

維護生物多樣性，守護氣候正義，願您我掃走灰霾，

共創可持續發展地球。

迎合未來，科創企業邁步向前

環保運動需要全民參與，因為要改善環境，除了個人參與，也要推動政府和企業作整體的氣

候策略及措施，群眾力量就是最大的推動力。瑞典環保少女 Greta Thunberg 榮膺《時代雜誌》

風雲人物，就是肯定她帶動的青少年氣候力量的不容忽視和全球化，綠色和平的全球網絡也

一直參與和支持。而在香港，綠色和平在第二、三季展開「空氣質素公民科學計劃」，將公

民科學家的精神帶進氣候項目當中，讓我們的會員和支持者乃至公眾體驗社區、群眾也是環

境議題和政策的一份子。

群眾力量捲起氣候風雲

國際綠色和平一直致力改革全球食物生產系統，推出「多菜少肉」項目推廣減碳飲食，2019

年成功推動超過 15 個國家或地區的學校、公司、政府響應多菜少肉和支持優質肉品；而在

10 月，全球 14 個包括首爾、東京、巴黎、倫敦等的大城市也支持「多菜少肉」，承諾成為

「良食城市」。2020 年綠色和平香港辦公室也會將此概念進一步帶進社區，讓更多民眾體

會緩解氣候危機，個人和社區也可在日常生活中出力。

氣候行動，從每天的飲食選擇做起

氣候公義往往在環保運動中受人忽略，卻正是您我一直極力維護的一環。去年我們就迎來鼓

舞的發展：2013 年超強颱風「海燕」部份生還者，多年來與綠色和平東南亞分部聯手追究

化石燃料企業侵害人權的責任，菲律賓人權委員會終在 2019 年聯合國氣候會議期間，宣佈

接近 50 家碳排巨頭，或需向因氣候變化受害的菲律賓民眾承擔法律及道德責任。

守護原住民、氣候災民公義

插圖 / Lee Seoh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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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減排，先要叫停所有石油、燃煤等的新工程，

在綠色和平連結民眾力量的壓力下，您我見證成

功例子：7 家亞洲金融機構於 2019 年宣佈撤資化

石燃料產業；2020 年初土耳其政府也在年頭關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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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發起聯署呼籲其停止海外煤炭投資。未來綠

色和平希望與您見證更多企業投入可持續發展的

方向。

與化石燃料分手

2019 年 5 月，英國國會及歐洲議會分別宣佈英國

及歐洲進入「氣候緊急狀態」，綠色和平樂見西

方政府終於面對氣候現實，但同時催促各國必須

透過實際行動達至 2050 年前淨零碳排放目標。而

在東亞，綠色和平首爾辦公室向國內 3 大政黨提

交氣候應急政策提案，促成韓國在2020年3月中，

成為第一個有執政黨提出「綠色新政」的東亞國

家，表達立法落實綠色新政宣言、停止煤炭投資

等的意向。

氣候新政見曙光

3.11 核災 9 周年，綠色和平發表最新調查報告《2020 輻射遷移：福島的二次污染及天氣相

關之影響》，揭示福島縣核輻射水平的最新情況。參與實地調查的包括綠色和平東亞分部研

究調查部經理雷宇霆。綠色和平長期關注全球核能安全議題，報告亦同時為原訂夏季舉行的

日本奧運會作核安全把關。

毋忘311，跟進核污染

原定於 2020 年 10 月於雲南舉行的聯合國生物多樣性大會，受到疫情影響宣佈延期，雖失

去今年的環球會議機會，卻不阻綠色和平持續守護生物多樣性。科學家指出，氣候告急、棲

地消失等，引致生態面臨失衡情況；改變，需要由現在做起！ 2019 年綠色和平北京辦公室

發表的千年雲南鐵杉 1:1「寫真照」，是經 2 年尋覓、10 個月籌備，結合科學與藝術的發佈，

透過一棵已知世上最古老的鐵杉，喚起民眾關注保育及將在該地舉行的生物多樣性大會。

保育背後，是保存生物多樣性

今年初綠色和平東亞分部發佈《綠色雲端 2020 

》，成為首個全面梳理中國雲端數據企業如何應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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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研究員與企業緊密面談，期望說服業界轉型可再

生能源，促使秦淮數據集團承諾轉用再生能源。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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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保運動需要全民參與，因為要改善環境，除了個人參與，也要推動政府和企業作整體的氣

候策略及措施，群眾力量就是最大的推動力。瑞典環保少女 Greta Thunberg 榮膺《時代雜誌》

風雲人物，就是肯定她帶動的青少年氣候力量的不容忽視和全球化，綠色和平的全球網絡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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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成功推動超過 15 個國家或地區的學校、公司、政府響應多菜少肉和支持優質肉品；而在

10 月，全球 14 個包括首爾、東京、巴黎、倫敦等的大城市也支持「多菜少肉」，承諾成為

「良食城市」。2020 年綠色和平香港辦公室也會將此概念進一步帶進社區，讓更多民眾體

會緩解氣候危機，個人和社區也可在日常生活中出力。

氣候行動，從每天的飲食選擇做起

氣候公義往往在環保運動中受人忽略，卻正是您我一直極力維護的一環。去年我們就迎來鼓

舞的發展：2013 年超強颱風「海燕」部份生還者，多年來與綠色和平東南亞分部聯手追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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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為首個全面梳理中國雲端數據企業如何應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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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下倒轉看看，您喜歡哪個地球？推動綠色發展，

維護生物多樣性，守護氣候正義，願您我掃走灰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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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科學家的精神帶進氣候項目當中，讓我們的會員和支持者乃至公眾體驗社區、群眾也是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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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眾力量捲起氣候風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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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食城市」。2020 年綠色和平香港辦公室也會將此概念進一步帶進社區，讓更多民眾體

會緩解氣候危機，個人和社區也可在日常生活中出力。

氣候行動，從每天的飲食選擇做起

氣候公義往往在環保運動中受人忽略，卻正是您我一直極力維護的一環。去年我們就迎來鼓

舞的發展：2013 年超強颱風「海燕」部份生還者，多年來與綠色和平東南亞分部聯手追究

化石燃料企業侵害人權的責任，菲律賓人權委員會終在 2019 年聯合國氣候會議期間，宣佈

接近 50 家碳排巨頭，或需向因氣候變化受害的菲律賓民眾承擔法律及道德責任。

守護原住民、氣候災民公義

插圖 / Lee Seohee

 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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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護海洋經年，
向 30%目標邁進

鯨豚、吞拿魚、鯊魚、海龜、企鵝及信天翁等生物，終

其一生在不同海域間遷徙，但近代工業捕撈技術提升，

極地冰層融化使石油探勘大舉前進，塑膠污染入侵海洋，

加上興起的深海採礦產業，威脅牠們及所有海洋生物，

海洋的生境每況愈下。

因此，綠色和平船艦「極地曙光號」及「希望號」，

2019 年春天自北極啟航研究消融的海冰，展開一年的

「守護海洋之旅」，行經大西洋各站進行調查及科學考

察，帶回第一手科研實證。船艦團隊其間與跨領域科學

家合作，見證了過度獵捕鯊魚的北大西洋漁場、大西洋

中部的海底熱泉「失落之城」、哺育海龜的馬尾藻海、

新發現的鯨魚孕育地亞馬遜珊瑚礁；到訪遭大量廢棄漁

網入侵的西非維瑪海山，深受漁業威脅的西南大西洋南

露脊鯨棲息地，今年 2 月終於南極完成航行，帶回頰帶

企鵝數量急遽下降消息，也揭開海洋急需保護的現實。

綠色和平船隊，一年海洋搜證

唯有保護海洋，才能永保地球與您我的健康。綠色和平

發表《30 x 30 海洋保護藍圖》，提出建立全球海洋保護

區網絡的可行性，以科學論證保護最少 30% 海洋，方能

保育重要生態系統，以降低氣候危機的衝擊。

有您與全球各地 300 多萬名支持者同行，綠色和平聯手

各界精英與名人，以北極融化海冰雕成樂器，在地球最

北之處演奏樂曲《海洋回憶》，於紐約時代廣場大型熒

幕播放海洋短片，邀請知名影帝 Javier Bardem 於聯合國

周邊會議發表演說，獲得全球媒體廣泛報導，也進一步

對會議場內協商的各政府代表，闡述成立全球海洋公約

的必要。 

回首一年旅程，海洋未來方啟航

因新冠肺炎疫情，聯合國最後一次全球海洋公約會議暫

告延期，但回首一年努力，推動海洋保護的餘溫仍在；

因您及眾多支持者的行動，如今有以英國政府為首的全

球海洋聯盟，召集有共同願景的國家，促使 2030 年前至

少要保護 30% 的海洋。

待聯合國宣佈下一次協商會議登場之際，您我並肩為海

洋的未來揚帆。

感謝您與 300萬海洋守護者加持

綠色和平過去十多年持續倡議，在全

球海洋設立大規模的海洋保護區，阻

止工業捕撈、石油探勘及深海採礦等

人為干擾，讓海洋休養生息，自行修

復。我們不懈堅持，終推動國際關注，

於 2019 年繼往開來，提出建立全球

海洋保護區，倡議在 2030 年前保護

至少 30% 的海洋。

您我與 300 萬人同航
支持成立全球海洋公約的
最後一哩路

您我生命與海洋緊緊相連，海洋的健康也代表星球的健康。

感謝有您，願我們以保育海洋為最大宗旨，期望這趟守護海

洋之旅可以凱旋而歸。

© Christian Åslund / Greenpeace © Denis Sinyakov / Greenpeace

© Andrew McConnell / Greenpe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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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塑社區+超市卸「裝」=走塑並駕齊驅
全球守望相助應對疫情，無可避免丟棄大量口罩及其他抗疫用品，不代表我們袖

手旁觀塑膠垃圾慢性污染海洋、侵害健康。綠色和平走塑項目踏入第 5年，以層

層遞進的策略，回應時代所需：超市減少無謂包裝踏出第一步，數以百計走塑店

鋪開花結果，您我會集合更多綠色和平的支持者迎接「有得揀」的時代！

2019.4

跨世代建造無塑未來

迎向無塑未來，時間會否站在年輕人這邊？ 9 位積極參與

「尋找走塑食堂」活動的小學生，獲早前完成獨木舟百里

籌款壯舉的抗癌勇士羅樹源（Raymond）頒發走塑大使獎

牌，表揚他們聯同其他義工於沙田區親身邀請近 100 間小

店加入走塑，更有部份店主向走塑有心人提供折扣優惠！

2019.8

野餐 x裸買體驗，走塑店鋪多多幫襯

心想走塑口難開，可能是您我的共同回憶，而在走塑店

鋪就可以輕鬆做到！我們 8 月在石門舉辦走塑野餐，與

超過 20 位參加者自備器皿享受美味時光；10 月則與聖

公會聖基道兒童院同心牽合辦裸買體驗活動，在瀝源邨

店鋪來一趟走塑親子遊，凝聚沙田走塑社區力量。

2019.9-10

未來無塑超市Pop-up體驗

無塑商店得個諗字？綠色和平為您實現！街頭籌

款團隊把貨車改造成「未來無塑超市 Pop-up 流動

店」，巡迴港九新界超過 50 次，邀請過千市民一

嘗無塑購物體驗，同時向您匯報走塑社區最新成

果：透過約 200 位義工親身遊說，至今已經有超

過 600 間店鋪參與計劃！

2019.5

項目開展！全民撐走塑

零售業界經常強調好客之道，那為何對走塑聲音充耳不

聞？綠色和平發表民意調查，指出超過 9 成受訪者認為

超市有責任減用即棄塑膠包裝，以保護環境；亦有近 7

成人，傾向光顧減用無謂包裝的超市，為卸「裝」訴求

增添民意加持。

2019.8

全城調查：逾半包裝超市自行包上

包裹超市貨品的透明包裝多不勝數，超市用膠量的透明

度卻極低。因此綠色和平與過百位支持者組成「超市查

膠隊」，走訪多間分店點算即棄塑膠包裝使用量，發現

逾 8 成超市貨品被包膠，當中過半更是由超市自行加

上。

2019.9

《超市收塑大作戰》真人騷熱播

塑膠垃圾一件又一件用完即棄，可有計算過 7 日

浪費了多少？綠色和平邀請森美、唐寧、Zelos 及

Melody 4 位名人，親身記錄日常光顧超市產生的無

謂包裝，一連 3 集「真人騷」短片獲得2萬點擊率；

還吸引了超過 60 個家庭隨後參與儲膠活動，合共

收集逾 2,000 件塑膠包裝！

2019.10

業界論壇有話兒：裸買補充站誕生！

超市走塑早有可行方案，只差一個答案：我們願意改變嗎？綠

色和平聯同香港大學舉辦亞洲首個跨地超市業界論壇，邀請法

國連鎖無塑超市創辦人與本地超市代表交流經驗，加上過萬位

市民聯署支持下，百佳率先於大學分店試行走塑，減少 3.3 萬件

塑膠包裝，旗下 GREAT 超市亦新增「裸買補充站」，成為全港

首間提供裸買個人護理及家居清潔用品選項，以及讓顧客自備

容器購買的大型連鎖超市！

2019 4 5 8 9 10
超市走塑

走塑社區

亞洲走塑快拍

香港 +東南亞：持續追蹤東南亞多國退返洋垃圾的情況，促請

環保署交代多個涉嫌走私電子垃圾及廢塑膠的貨櫃下落，並要

求當局徹查，以免堆填區「硬食」，加劇逼爆危機

台北：完成 4 次「海岸快篩」，計算出台灣海岸約有 1,200 萬

公斤污染物，等於每 100 米海岸線的垃圾可裝滿 13 個黑色垃圾

袋，藉此推動政府盡快訂立海洋廢棄物管理法

首爾：集合多位義工四出尋找 21 間無塑商店並製成地圖，整個

項目的網絡參與人次多達 120 萬；與韓國環境部部長會面並呈

交 10 萬人聯署，要求加強規管即棄塑膠

北京：邀請網絡名人響應自備環保杯出門，引起輿論風潮；與

環保團體聯合發表報告，關注速遞業的環境影響與社會成本；

歡迎政府 2020 年1月頒佈「限塑令」，分階段淘汰即棄塑膠製品

© Patrick Cho / Greenpeace

© Tai Ngai Lung / Greenpeace

© Patrick Cho / Greenpeace © Patrick Cho / Greenpeace

© Tai Ngai Lung / Greenpe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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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地烈火雄心，
守護生態之森

人非草木，得悉遠方林木火光熊熊，您我內心同樣焦灼。2019 年，各地

森林同陷火海卻各有前因：資源掠奪、監管乏力，還有氣候變化帶來的

極端氣候，令災情加劇。綠色和平國際團隊對症下藥，迅速應對眼前危

機，並著手長遠改革與保育計劃，過去一年取得豐碩成果；來年還望您

與全球知「森」好友持續關注與支持，同創青蔥未來。

澳洲：敲響燃煤喪鐘救生態

© Alana Holmberg / Greenpeace

一場及時雨，總算平息折騰大半年的澳洲山火，生態重

光之路卻依然漫長，而治本之道就是加速淘汰燃煤。早

於火災爆發前，綠色和平與獨立記者發表調查報導，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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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護大嶼，邁向可
持續發展的城市願景

隨著土地供應專責小組向政府遞交最終報告，土地發

展焦點轉至東大嶼人工島。建基於成功守護郊野公園

所凝聚的力量  ，綠色和平於 2019 年初展開「守護

大嶼」項目，強調自然與發展不對立的訊息。以下由

6 位人士出發，向您訴說我們如何以多元策略，推動

改變。未來願您我繼續同行，促使政府制定和執行兼

具可持續發展的城市發展藍圖。

回首 2019 年，發展局公佈「明日大嶼」填海計劃工程成

本估算，綠色和平即聯同其他環保團體發表生態調查，

指出人工島對海洋與陸地物種將帶來不可逆轉的破壞，

並提出香港有適合的選項：發展棕地。我們 10月於政府

總部進行投影行動；一年間累積 9萬多名市民支持，願

您我繼續堅守信念，讓此城實現自然與住屋並存的可能。

「唔好搞個海！」我們邀來黃夏蕙女士合拍創意短片，

為守護大嶼聯署打響聲勢。這位「庶民女神」一身美人

魚造型，帶出海洋住屋不對立的訊息，呼籲市民一同守

護大嶼。片段吸引逾 60萬次點擊率，成功吸引多間主流

媒體報導，並在網絡廣傳，令反對填海的聲音傳得更廣、

更遠。

隨著氣候危機深化，巨型人工島可能會面對很大的氣

候風險。前天文台長林超英警告，全球暖化助長海平

面上升，帶來更多極端天氣，花費 6,240 億港元興建

的人工島，隨時得不償失；更以氣象專家經驗，質疑

支持填海方案的顧問報告，缺乏嚴謹的科學實證；從

氣象角度，提出專業意見，證明大型填海工程，計劃

短視，不利城市永續發展。

本地海洋生態專家黃志俊，在生態調查發佈會及受訪短

片中，反駁政府「中部水域生態敏感度相對低」的說法，

指出填海工程將直接影響東大嶼水域珍稀的珊瑚群落和

底棲生物，包括罕有海筆。黃長期參與香港民間生態保

育工作，年前曾策動「守護龍尾」運動而為人所知，由

他帶出海洋及自然一經破壞不可逆轉的現實，讓更多民

眾明白守護香港青山綠水的理由。

香港半葉趾虎——除了香港無處他尋的爬行類物種，正

正由兩棲爬行動物研究學者宋亦希博士帶領的團隊發現。

他對生物科研孜孜不倦，希望藉科研影響立法，達至保

育目標，與我們致力透過科學實證守護自然的宗旨不謀

而合。他指出，明日大嶼工程將嚴重影響喜靈洲、周公

島等島嶼生態，危及島上香港獨有的蜥蜴品種「鮑氏雙

足蜥」。
你知道雀鳥也有「鳥口普查」嗎？曾任瀕危黑臉琵鷺全

球普查統籌，資深鳥類專家余日東為綠色和平拍攝短片

和受訪，指出填海工程可能危害眾多物種，包括國家二

級保護野生動物：白腹海鵰。他以保育專家身份分享，

香港雖然人口稠密，但自然保育工作不遜人前，寄望各

界多加珍惜，讓您我及下一代能生於城市人與大自然安

然共處的地方。

促政府為可持續發展門常開

生物學者加持

發展兼顧保育

綠色和平團隊

發揮民間力量

氣候權威

名人發聲

資深保育專家余日東：香港做得到！

宋亦希博士以科研推動保育

守護海洋，黃志俊義無反顧

啟動聯署，黃夏蕙掀起民間感召

林超英警示氣候風險

插圖 / Lee Seohee

守護大嶼，邁向
可持續發展城市願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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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護大嶼，邁向可
持續發展的城市願景

隨著土地供應專責小組向政府遞交最終報告，土地發

展焦點轉至東大嶼人工島。建基於成功守護郊野公園

所凝聚的力量  ，綠色和平於 2019 年初展開「守護

大嶼」項目，強調自然與發展不對立的訊息。以下由

6 位人士出發，向您訴說我們如何以多元策略，推動

改變。未來願您我繼續同行，促使政府制定和執行兼

具可持續發展的城市發展藍圖。

回首 2019 年，發展局公佈「明日大嶼」填海計劃工程成

本估算，綠色和平即聯同其他環保團體發表生態調查，

指出人工島對海洋與陸地物種將帶來不可逆轉的破壞，

並提出香港有適合的選項：發展棕地。我們 10月於政府

總部進行投影行動；一年間累積 9萬多名市民支持，願

您我繼續堅守信念，讓此城實現自然與住屋並存的可能。

「唔好搞個海！」我們邀來黃夏蕙女士合拍創意短片，

為守護大嶼聯署打響聲勢。這位「庶民女神」一身美人

魚造型，帶出海洋住屋不對立的訊息，呼籲市民一同守

護大嶼。片段吸引逾 60萬次點擊率，成功吸引多間主流

媒體報導，並在網絡廣傳，令反對填海的聲音傳得更廣、

更遠。

隨著氣候危機深化，巨型人工島可能會面對很大的氣

候風險。前天文台長林超英警告，全球暖化助長海平

面上升，帶來更多極端天氣，花費 6,240 億港元興建

的人工島，隨時得不償失；更以氣象專家經驗，質疑

支持填海方案的顧問報告，缺乏嚴謹的科學實證；從

氣象角度，提出專業意見，證明大型填海工程，計劃

短視，不利城市永續發展。

本地海洋生態專家黃志俊，在生態調查發佈會及受訪短

片中，反駁政府「中部水域生態敏感度相對低」的說法，

指出填海工程將直接影響東大嶼水域珍稀的珊瑚群落和

底棲生物，包括罕有海筆。黃長期參與香港民間生態保

育工作，年前曾策動「守護龍尾」運動而為人所知，由

他帶出海洋及自然一經破壞不可逆轉的現實，讓更多民

眾明白守護香港青山綠水的理由。

香港半葉趾虎——除了香港無處他尋的爬行類物種，正

正由兩棲爬行動物研究學者宋亦希博士帶領的團隊發現。

他對生物科研孜孜不倦，希望藉科研影響立法，達至保

育目標，與我們致力透過科學實證守護自然的宗旨不謀

而合。他指出，明日大嶼工程將嚴重影響喜靈洲、周公

島等島嶼生態，危及島上香港獨有的蜥蜴品種「鮑氏雙

足蜥」。
你知道雀鳥也有「鳥口普查」嗎？曾任瀕危黑臉琵鷺全

球普查統籌，資深鳥類專家余日東為綠色和平拍攝短片

和受訪，指出填海工程可能危害眾多物種，包括國家二

級保護野生動物：白腹海鵰。他以保育專家身份分享，

香港雖然人口稠密，但自然保育工作不遜人前，寄望各

界多加珍惜，讓您我及下一代能生於城市人與大自然安

然共處的地方。

促政府為可持續發展門常開

生物學者加持

發展兼顧保育

綠色和平團隊

發揮民間力量

氣候權威

名人發聲

資深保育專家余日東：香港做得到！

宋亦希博士以科研推動保育

守護海洋，黃志俊義無反顧

啟動聯署，黃夏蕙掀起民間感召

林超英警示氣候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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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嶼」項目，強調自然與發展不對立的訊息。以下由

6 位人士出發，向您訴說我們如何以多元策略，推動

改變。未來願您我繼續同行，促使政府制定和執行兼

具可持續發展的城市發展藍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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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部進行投影行動；一年間累積 9萬多名市民支持，願

您我繼續堅守信念，讓此城實現自然與住屋並存的可能。

「唔好搞個海！」我們邀來黃夏蕙女士合拍創意短片，

為守護大嶼聯署打響聲勢。這位「庶民女神」一身美人

魚造型，帶出海洋住屋不對立的訊息，呼籲市民一同守

護大嶼。片段吸引逾 60萬次點擊率，成功吸引多間主流

媒體報導，並在網絡廣傳，令反對填海的聲音傳得更廣、

更遠。

隨著氣候危機深化，巨型人工島可能會面對很大的氣

候風險。前天文台長林超英警告，全球暖化助長海平

面上升，帶來更多極端天氣，花費 6,240 億港元興建

的人工島，隨時得不償失；更以氣象專家經驗，質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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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中，反駁政府「中部水域生態敏感度相對低」的說法，

指出填海工程將直接影響東大嶼水域珍稀的珊瑚群落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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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工作，年前曾策動「守護龍尾」運動而為人所知，由

他帶出海洋及自然一經破壞不可逆轉的現實，讓更多民

眾明白守護香港青山綠水的理由。

香港半葉趾虎——除了香港無處他尋的爬行類物種，正

正由兩棲爬行動物研究學者宋亦希博士帶領的團隊發現。

他對生物科研孜孜不倦，希望藉科研影響立法，達至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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島等島嶼生態，危及島上香港獨有的蜥蜴品種「鮑氏雙

足蜥」。
你知道雀鳥也有「鳥口普查」嗎？曾任瀕危黑臉琵鷺全

球普查統籌，資深鳥類專家余日東為綠色和平拍攝短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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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護大嶼，邁向可
持續發展的城市願景

隨著土地供應專責小組向政府遞交最終報告，土地發

展焦點轉至東大嶼人工島。建基於成功守護郊野公園

所凝聚的力量  ，綠色和平於 2019 年初展開「守護

大嶼」項目，強調自然與發展不對立的訊息。以下由

6 位人士出發，向您訴說我們如何以多元策略，推動

改變。未來願您我繼續同行，促使政府制定和執行兼

具可持續發展的城市發展藍圖。

回首 2019 年，發展局公佈「明日大嶼」填海計劃工程成

本估算，綠色和平即聯同其他環保團體發表生態調查，

指出人工島對海洋與陸地物種將帶來不可逆轉的破壞，

並提出香港有適合的選項：發展棕地。我們 10月於政府

總部進行投影行動；一年間累積 9萬多名市民支持，願

您我繼續堅守信念，讓此城實現自然與住屋並存的可能。

「唔好搞個海！」我們邀來黃夏蕙女士合拍創意短片，

為守護大嶼聯署打響聲勢。這位「庶民女神」一身美人

魚造型，帶出海洋住屋不對立的訊息，呼籲市民一同守

護大嶼。片段吸引逾 60萬次點擊率，成功吸引多間主流

媒體報導，並在網絡廣傳，令反對填海的聲音傳得更廣、

更遠。

隨著氣候危機深化，巨型人工島可能會面對很大的氣

候風險。前天文台長林超英警告，全球暖化助長海平

面上升，帶來更多極端天氣，花費 6,240 億港元興建

的人工島，隨時得不償失；更以氣象專家經驗，質疑

支持填海方案的顧問報告，缺乏嚴謹的科學實證；從

氣象角度，提出專業意見，證明大型填海工程，計劃

短視，不利城市永續發展。

本地海洋生態專家黃志俊，在生態調查發佈會及受訪短

片中，反駁政府「中部水域生態敏感度相對低」的說法，

指出填海工程將直接影響東大嶼水域珍稀的珊瑚群落和

底棲生物，包括罕有海筆。黃長期參與香港民間生態保

育工作，年前曾策動「守護龍尾」運動而為人所知，由

他帶出海洋及自然一經破壞不可逆轉的現實，讓更多民

眾明白守護香港青山綠水的理由。

香港半葉趾虎——除了香港無處他尋的爬行類物種，正

正由兩棲爬行動物研究學者宋亦希博士帶領的團隊發現。

他對生物科研孜孜不倦，希望藉科研影響立法，達至保

育目標，與我們致力透過科學實證守護自然的宗旨不謀

而合。他指出，明日大嶼工程將嚴重影響喜靈洲、周公

島等島嶼生態，危及島上香港獨有的蜥蜴品種「鮑氏雙

足蜥」。
你知道雀鳥也有「鳥口普查」嗎？曾任瀕危黑臉琵鷺全

球普查統籌，資深鳥類專家余日東為綠色和平拍攝短片

和受訪，指出填海工程可能危害眾多物種，包括國家二

級保護野生動物：白腹海鵰。他以保育專家身份分享，

香港雖然人口稠密，但自然保育工作不遜人前，寄望各

界多加珍惜，讓您我及下一代能生於城市人與大自然安

然共處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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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雖然人口稠密，但自然保育工作不遜人前，寄望各

界多加珍惜，讓您我及下一代能生於城市人與大自然安

然共處的地方。

促政府為可持續發展門常開

生物學者加持

發展兼顧保育

綠色和平團隊

發揮民間力量

氣候權威

名人發聲

資深保育專家余日東：香港做得到！

宋亦希博士以科研推動保育

守護海洋，黃志俊義無反顧

啟動聯署，黃夏蕙掀起民間感召

林超英警示氣候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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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護大嶼，邁向可
持續發展的城市願景

隨著土地供應專責小組向政府遞交最終報告，土地發

展焦點轉至東大嶼人工島。建基於成功守護郊野公園

所凝聚的力量  ，綠色和平於 2019 年初展開「守護

大嶼」項目，強調自然與發展不對立的訊息。以下由

6 位人士出發，向您訴說我們如何以多元策略，推動

改變。未來願您我繼續同行，促使政府制定和執行兼

具可持續發展的城市發展藍圖。

回首 2019 年，發展局公佈「明日大嶼」填海計劃工程成

本估算，綠色和平即聯同其他環保團體發表生態調查，

指出人工島對海洋與陸地物種將帶來不可逆轉的破壞，

並提出香港有適合的選項：發展棕地。我們 10月於政府

總部進行投影行動；一年間累積 9萬多名市民支持，願

您我繼續堅守信念，讓此城實現自然與住屋並存的可能。

「唔好搞個海！」我們邀來黃夏蕙女士合拍創意短片，

為守護大嶼聯署打響聲勢。這位「庶民女神」一身美人

魚造型，帶出海洋住屋不對立的訊息，呼籲市民一同守

護大嶼。片段吸引逾 60萬次點擊率，成功吸引多間主流

媒體報導，並在網絡廣傳，令反對填海的聲音傳得更廣、

更遠。

隨著氣候危機深化，巨型人工島可能會面對很大的氣

候風險。前天文台長林超英警告，全球暖化助長海平

面上升，帶來更多極端天氣，花費 6,240 億港元興建

的人工島，隨時得不償失；更以氣象專家經驗，質疑

支持填海方案的顧問報告，缺乏嚴謹的科學實證；從

氣象角度，提出專業意見，證明大型填海工程，計劃

短視，不利城市永續發展。

本地海洋生態專家黃志俊，在生態調查發佈會及受訪短

片中，反駁政府「中部水域生態敏感度相對低」的說法，

指出填海工程將直接影響東大嶼水域珍稀的珊瑚群落和

底棲生物，包括罕有海筆。黃長期參與香港民間生態保

育工作，年前曾策動「守護龍尾」運動而為人所知，由

他帶出海洋及自然一經破壞不可逆轉的現實，讓更多民

眾明白守護香港青山綠水的理由。

香港半葉趾虎——除了香港無處他尋的爬行類物種，正

正由兩棲爬行動物研究學者宋亦希博士帶領的團隊發現。

他對生物科研孜孜不倦，希望藉科研影響立法，達至保

育目標，與我們致力透過科學實證守護自然的宗旨不謀

而合。他指出，明日大嶼工程將嚴重影響喜靈洲、周公

島等島嶼生態，危及島上香港獨有的蜥蜴品種「鮑氏雙

足蜥」。
你知道雀鳥也有「鳥口普查」嗎？曾任瀕危黑臉琵鷺全

球普查統籌，資深鳥類專家余日東為綠色和平拍攝短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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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社區 Give Me Five！
深耕細作綠色香港

公民科學之瞳，透視香港空氣質素01
公民科學的冒起，降低科研調查的參與門檻，鼓勵您我一起推動改變。

綠色和平去年首試「空氣質素公民科學計劃」，邀請 40 位支持者於全

港 5 個區域的公園、路邊、行人天橋等地點安裝空氣樣本收集器，結果

發現 77% 採樣點的二氧化氮水平屬「需要關注」或「嚴峻」級別；多

間學校的檢測結果亦顯示，本港空氣污染對學童構成一定健康威脅。

此外，「全城超市查膠隊」義工以社區審計形式，體現科學研究精神，

每個人的參與都是最有力的憑證：環保路上，您我永遠不會獨行！

新冠病毒疫情顛覆日常，保持身體與環境健康需要「非常」手段。疫情

爆發初期，綠色和平迅速參考國際文獻及諮詢專家意見，編寫環保防疫

手冊，同時自製 50 公升酒精搓手液並以可重用容器盛載，派發予前線

清潔工及有需要人士，與市民齊心抗疫。

坐困愁城，郊野風光顯得份外美好，多條郊遊徑卻遺下大量垃圾。我們

不忘守護郊野公園初心，聯同山友登山清理 70 磅垃圾，實踐「行山抗

疫不留痕」。願疫情盡快過去，我們再次相約山上見。

綠色抗肺炎，治癒環境身心靈02

要為下一代留下沃土，還靠您我把信念薪火相傳。綠色和平外展教育團

隊與學校及社福機構合作，設計一系列教材與活動，讓學生及家長寓學

習於遊戲。「走塑學堂」先後在大埔及沙田兩個走塑社區開課，待疫情

過後重返校園！

慶幸環保運動年輕人才輩出：10 歲小作家 Brian 於去年「I SEA YOU‧

海洋日」粉墨登場演繹筆下海龜繪本；連月響應 #FridaysforFuture 氣候

行動的 10 歲少年 Lance 亦為守護大嶼積極發聲，從中您可印證希望不

滅。

環保學堂開講！守護地球赤子心04

分享是美德，Greenpeacers 網上社群壯大03
培養綠色生活態度，有時只需要一次示範、一下鼓勵。綠色和平會

員維繫與公眾參與團隊積極促進同路人互相取經，逾 300 人參與

的 WhatsApp「地球不是塑食者」群組漸見雛形，更有兩位熱心會員

Thomas 與 Macy 幫忙主持 Facebook「環境守護谷」社群，感謝您們！

官方網頁亦有新嘗試，除了廣邀專欄作家與環保達人分享行山路線、素

食食譜、DIY 手作等生活貼士，亦有《3 分鐘焦點》系列每月搜羅環保

天下事、《綠色徵稿》平台讓支持者分享心得，讓我們一起編寫專屬

Greenpeacers 的綠活百科！

名人加持，廣傳環保二三事05

© Pak Chai / Greenpeace

© Greenpeace

© Greenpeace

© Fung Pik Yee / Greenpeace

© Greenpeace

過去一年，多位與綠色和平理念不謀而合的名人及各界意見領袖

（KOL）齊齊出動推廣環保，其中森美、唐寧、Melody 與 Zelos 拍攝走

塑真人騷大受歡迎；黃夏蕙傾力守護大嶼、陳鍵鋒聲援全球海洋公約、

岑樂怡分享十年走塑心得，亦令多條環保戰線得以同步推進。

專家之言同樣舉足輕重，天文台前台長林超英去年出席《地球未來 = 我

未來 氣候變化分享會》，向過百名參加者講解氣候危機的影響及解決

方案。抗癌勇士羅樹源的獨木舟籌款歷程，攀山專家黃偉建初登洛子峰

的所見所聞，亦增添了令人動容的第一身見證。

環保是什麼？除了向政府施壓、企業，推

動政策改革，環保同時需要個人、社區多

方同心同行。綠色和平過去一年循 5大途

徑深耕社區，把改變融入生活。感恩有您，

一起塑造理想中的我城。

｜ 2019 綠色和平年報 ｜｜ 項目進展 | 綠色社區 ｜｜ Our projects | Green community ｜ ｜ 2019 Annual Report ｜

24 25

深入社區 Give Me Five！
深耕細作綠色香港

公民科學之瞳，透視香港空氣質素01
公民科學的冒起，降低科研調查的參與門檻，鼓勵您我一起推動改變。

綠色和平去年首試「空氣質素公民科學計劃」，邀請 40 位支持者於全

港 5 個區域的公園、路邊、行人天橋等地點安裝空氣樣本收集器，結果

發現 77% 採樣點的二氧化氮水平屬「需要關注」或「嚴峻」級別；多

間學校的檢測結果亦顯示，本港空氣污染對學童構成一定健康威脅。

此外，「全城超市查膠隊」義工以社區審計形式，體現科學研究精神，

每個人的參與都是最有力的憑證：環保路上，您我永遠不會獨行！

新冠病毒疫情顛覆日常，保持身體與環境健康需要「非常」手段。疫情

爆發初期，綠色和平迅速參考國際文獻及諮詢專家意見，編寫環保防疫

手冊，同時自製 50 公升酒精搓手液並以可重用容器盛載，派發予前線

清潔工及有需要人士，與市民齊心抗疫。

坐困愁城，郊野風光顯得份外美好，多條郊遊徑卻遺下大量垃圾。我們

不忘守護郊野公園初心，聯同山友登山清理 70 磅垃圾，實踐「行山抗

疫不留痕」。願疫情盡快過去，我們再次相約山上見。

綠色抗肺炎，治癒環境身心靈02

要為下一代留下沃土，還靠您我把信念薪火相傳。綠色和平外展教育團

隊與學校及社福機構合作，設計一系列教材與活動，讓學生及家長寓學

習於遊戲。「走塑學堂」先後在大埔及沙田兩個走塑社區開課，待疫情

過後重返校園！

慶幸環保運動年輕人才輩出：10 歲小作家 Brian 於去年「I SEA YOU‧

海洋日」粉墨登場演繹筆下海龜繪本；連月響應 #FridaysforFuture 氣候

行動的 10 歲少年 Lance 亦為守護大嶼積極發聲，從中您可印證希望不

滅。

環保學堂開講！守護地球赤子心04

分享是美德，Greenpeacers 網上社群壯大03
培養綠色生活態度，有時只需要一次示範、一下鼓勵。綠色和平會

員維繫與公眾參與團隊積極促進同路人互相取經，逾 300 人參與

的 WhatsApp「地球不是塑食者」群組漸見雛形，更有兩位熱心會員

Thomas 與 Macy 幫忙主持 Facebook「環境守護谷」社群，感謝您們！

官方網頁亦有新嘗試，除了廣邀專欄作家與環保達人分享行山路線、素

食食譜、DIY 手作等生活貼士，亦有《3 分鐘焦點》系列每月搜羅環保

天下事、《綠色徵稿》平台讓支持者分享心得，讓我們一起編寫專屬

Greenpeacers 的綠活百科！

名人加持，廣傳環保二三事05

© Pak Chai / Greenpeace

© Greenpeace

© Greenpeace

© Fung Pik Yee / Greenpeace

© Greenpeace

過去一年，多位與綠色和平理念不謀而合的名人及各界意見領袖

（KOL）齊齊出動推廣環保，其中森美、唐寧、Melody 與 Zelos 拍攝走

塑真人騷大受歡迎；黃夏蕙傾力守護大嶼、陳鍵鋒聲援全球海洋公約、

岑樂怡分享十年走塑心得，亦令多條環保戰線得以同步推進。

專家之言同樣舉足輕重，天文台前台長林超英去年出席《地球未來 = 我

未來 氣候變化分享會》，向過百名參加者講解氣候危機的影響及解決

方案。抗癌勇士羅樹源的獨木舟籌款歷程，攀山專家黃偉建初登洛子峰

的所見所聞，亦增添了令人動容的第一身見證。

環保是什麼？除了向政府施壓、企業，推

動政策改革，環保同時需要個人、社區多

方同心同行。綠色和平過去一年循 5大途

徑深耕社區，把改變融入生活。感恩有您，

一起塑造理想中的我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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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社區 Give Me Five！
深耕細作綠色香港

公民科學之瞳，透視香港空氣質素01
公民科學的冒起，降低科研調查的參與門檻，鼓勵您我一起推動改變。

綠色和平去年首試「空氣質素公民科學計劃」，邀請 40 位支持者於全

港 5 個區域的公園、路邊、行人天橋等地點安裝空氣樣本收集器，結果

發現 77% 採樣點的二氧化氮水平屬「需要關注」或「嚴峻」級別；多

間學校的檢測結果亦顯示，本港空氣污染對學童構成一定健康威脅。

此外，「全城超市查膠隊」義工以社區審計形式，體現科學研究精神，

每個人的參與都是最有力的憑證：環保路上，您我永遠不會獨行！

新冠病毒疫情顛覆日常，保持身體與環境健康需要「非常」手段。疫情

爆發初期，綠色和平迅速參考國際文獻及諮詢專家意見，編寫環保防疫

手冊，同時自製 50 公升酒精搓手液並以可重用容器盛載，派發予前線

清潔工及有需要人士，與市民齊心抗疫。

坐困愁城，郊野風光顯得份外美好，多條郊遊徑卻遺下大量垃圾。我們

不忘守護郊野公園初心，聯同山友登山清理 70 磅垃圾，實踐「行山抗

疫不留痕」。願疫情盡快過去，我們再次相約山上見。

綠色抗肺炎，治癒環境身心靈02

要為下一代留下沃土，還靠您我把信念薪火相傳。綠色和平外展教育團

隊與學校及社福機構合作，設計一系列教材與活動，讓學生及家長寓學

習於遊戲。「走塑學堂」先後在大埔及沙田兩個走塑社區開課，待疫情

過後重返校園！

慶幸環保運動年輕人才輩出：10 歲小作家 Brian 於去年「I SEA YOU‧

海洋日」粉墨登場演繹筆下海龜繪本；連月響應 #FridaysforFuture 氣候

行動的 10 歲少年 Lance 亦為守護大嶼積極發聲，從中您可印證希望不

滅。

環保學堂開講！守護地球赤子心04

分享是美德，Greenpeacers 網上社群壯大03
培養綠色生活態度，有時只需要一次示範、一下鼓勵。綠色和平會

員維繫與公眾參與團隊積極促進同路人互相取經，逾 300 人參與

的 WhatsApp「地球不是塑食者」群組漸見雛形，更有兩位熱心會員

Thomas 與 Macy 幫忙主持 Facebook「環境守護谷」社群，感謝您們！

官方網頁亦有新嘗試，除了廣邀專欄作家與環保達人分享行山路線、素

食食譜、DIY 手作等生活貼士，亦有《3 分鐘焦點》系列每月搜羅環保

天下事、《綠色徵稿》平台讓支持者分享心得，讓我們一起編寫專屬

Greenpeacers 的綠活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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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ANK YOU ｜

感謝您
如水柔韌
擁抱信念和希望

2019 年走來，一路顛簸不平，全球環境危機未除，還有疫

情肆虐，感謝有您，繼續堅守環保信念。面對未知之數，

您和眾多像您一樣愛護地球的人，竭盡一己之力，守護唯

一家園，只因您我值得更好。以下分享多位綠色和平同行

者的心聲，期望您有所共鳴。

環保是眾人的事 初為人父之感

© Greenpeace

© Greenpeace

© Greenpeace

Ken
區域及香港籌款經理

我自小喜歡動物，大學時就讀生物學，

開始當上鯨豚擱淺行動組員，記錄屍

體發現和協助營救擱淺生物；站在保

育前線，十分滿足。工作讓我知道香

港鯨豚擱淺死亡主因之一，是遭漁網

或漁具纏繞，從中了解到需要當局管

制漁業，正視保育的重要，並須透過

施壓當局或業界，才能衍生更大改變。

到畢業後第一份工作，就加入了綠色

和平。面對全球的氣候問題，我體會

到個人行動當然重要，但環保不是一

個人的事，不能只單靠「自己做好啲」

解決問題。

在綠色和平工作，讓我意識到自己正

滾動著更大的齒輪，而您的支持更是

當中最重要的一環，讓綠色和平能夠

繼續公正獨立地揭露環境問題，提出

相應解決方案。多謝您！

支持環保、綠色和平，有一百萬個理由，但歸根究底，都源於我們對地球環

境的關注、自身與下一代健康的考慮。在綠色和平工作，我們與您一樣，渴

望見證改變，感謝您的同行，支撐著我們越走越遠！

2019 年底，我迎來家中的小生命，成

為新手爸爸。令我感到焦急的是，若

環境問題越演越烈，未來應對氣候危

機的重擔，將徒然落在比我年輕的人、

甚至我下一代的肩上。

念及至此，我特別感謝支持者對綠色

和平的信任，讓我們有能力為這脆弱

的地球發聲。國際綠色和平至今成立

將近 50 載，累積環球的倡議及行動

經驗，成為東亞分部的養份；而東亞

分部不同辦公室，透過區域合作，提

升內部管理效益，令我們立足對環境

影響甚深的東亞地區，能夠發揮作用，

達至環保成果。

 

守護環境，讓所愛的人及下一代的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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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頭籌款幹事

Annie
會員關係與發展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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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 2016 年划獨木舟環繞大嶼山為環保項目和綠色和平籌

款後，2019 年我再度挑戰自己，主動提出舉辦「2日 1

夜獨木舟籌款之旅」，期望吸引更多人關心海洋塑膠污

染，以及廣義的環境問題。我十分認同綠色和平「行動

帶來改變」的宗旨，在本地施壓政商界推動減塑方案；

在國際層面派出科學團隊到北極、南極進行研究、調查

團隊深入雨林尋找毀林真相，鼓勵群眾以多元行動貢獻

環保，啟發我以一己之力「做啲嘢」！繼續不懈嘗試和

堅持做正確的事，是我對自己的期許，也希望能夠感染

更多人加入行動的行列，推動更大改變。

您就是環保工作的力量來源！

看看 2019 年，綠色和平東亞分部

有多少人與您一同守護地球：

重溫 Raymond 2 日 1 夜非凡傳奇，

立即觀看活動精華片段：

香港辦公室會員人數

台北辦公室會員人數

首爾辦公室會員人數

不放棄希望，
因我相信
行動的力量！

© Greenpeace

Raymond / 香港會員及籌款活動發起人

謝謝有您支持，
共創希望未來

43,375

78,704

52,907

人

人

人

慶幸有您及眾多同行者的參與，

縱然面對百般挑戰，

我們更顯強韌。

環保之路，
大 人 小 朋 友 都 能
各有貢獻！

© Fung Pik Yee / G
reenpeace

我與兒子在 2019 年參加綠色和平的公民科學計劃，在街

道安裝空氣樣本收集器，檢測二氧化氮水平。義工活動

的不同環節，都有助加深我們對空氣污染問題的了解，

意識到環保的重要，令小朋友願意在大熱天時出動，幫

忙搬運爬梯，又在爬梯上上落落安裝收集器；身為媽媽，

我也沒想到他會有這份毅力，相信這個經驗也會令小朋

友畢生難忘！讓我們大人、小朋友都一起為守護香港家

園而努力！

Margaret / 香港義工

邀請您一起
挺身而出、
守護海洋！

© Greenpeace

陶晶瑩一家熱愛台灣海岸，不捨美麗海岸受人為污染，

陶子有機會就帶著小朋友一起去海邊撿垃圾。除了海灘，

海洋也面臨很多危機，陶子面露擔心，「新聞報導提到，

莫斯科應該是冬季的時間，花卻開了，氣候出現如此巨

大的改變，對海洋生態也會造成嚴重影響，需要您我關

注。」

陶晶瑩（陶子） / 知名作家、歌手、主持人

來自小學 3 年級
同學的話

© Greenpeace

看過有關北極熊的電視紀錄片段，我們十分震驚！於是

開始留意和了解氣候變化究竟是什麼，很想為北極熊、

全球氣候出一分力。及後我們一班同學自行組織籌款活

動，舉辦一系列的小型跳蚤市場，把收益捐予綠色和平。

我們更一起繪畫卡片，寄到綠色和平辦公室，希望為您

及每位落力守護地球的人加加油！

韓國龍仁市杜倉里小學 3年級學生
/ 韓國籌款活動發起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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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膠」這個字已演變為生活用語，負面的事都被標籤為

「膠膠哋」。2019 年我接受綠色和平的邀請參與走塑項

目，就發現超市無謂包裝之多遠超「膠膠哋」，更認清

單靠塑膠回收，不能解決堆填區逼爆之患。

作為一對子女的爸爸，教小朋友「做人」，有時反被小

朋友「教番轉頭」，意識到塑膠包裝用上千年也未必能

分解。我相信，我們的力量有助推動超市走塑；只要超

市作出改變、提供走塑選擇，我們可以為自己與下一代

營造更理想旳綠色地球。我希望這個世界「唔好咁膠」！

森美於 2019 年獲邀參與走塑項目，拍

攝《超市收塑大作戰》真人騷，即時

去片：

*2020 年台灣著名藝人陶晶瑩為綠色和平台北辦公室擔任守

護海洋大使

森美 / 香港著名電台 DJ、藝員

從今以後，
   唔好咁膠 」！「

© Yu Po Cheng / G
reenpeace

我是一間幼稚園的管理人員，很希望可以讓孩子從小就

接觸大自然，會間中安排淨灘、爬山等活動，鼓勵孩子

自備水樽，更記得要把垃圾帶走。

在孩子心中種下環保的觀念，比起語文能力、交友能力

更重要；若孩子學懂愛護環境，對人也會自然而然地尊

重。今年的櫻花和桃花開得早，顯示氣候已經不同以往，

對於孩子未來的生活環境難免感到擔憂，希望政府能夠

更堅定實踐氣候政策，也能把訊息公開讓大眾審視和監

察。

鄭宇博 / 台灣會員

在孩子心中
種下環保觀念

© Patrick Cho / G
reenpe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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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lody（鄭律韻）：園景設計師，曾出演電影《藍

天白雲》，熱愛登山和跑山，走訪過外國不同名山大

川；曾自行籌辦「淨灘活動」，於 2019 年與綠色和

平合作，拍攝《超市收塑大作戰》真人騷，提高大眾

環保意識。

Kin（黃偉建／阿建）：高海拔攀山專家、運動教練；

自 2003 年起成為綠色和平行動者；於 2018 年成功

登上世界最高的珠穆朗瑪峰；2019 年更成為首位登

上世界第四高洛子峰的香港人，與綠色和平合作於當

地進行氣候暖化和冰川考察。

關於環保，
我想說的其實是…

環境保護，重要的是各方的參與。回

顧過去一年，找來 2位曾與我們合作

的行動者，以對談方式分享與您我一

起走過的環保之路。

Melody（左）與阿建（右）分別於 2019 年在不同的環保項

目與綠色和平合作，獲邀進行對談與我們分享環保點滴。

M：跟綠色和平合作拍攝減塑真人騷之前，其實我已經

是捐款會員了！綠色和平的獨立性，不接受任何政府、

企業的資助，令我很深刻；相信機構的立場，能夠不受

第三方影響，真正與市民同行，跟進大家關心的環保事。

K：畢竟自己先以行動者身份加入綠色和平，所以我會說

是機構旗幟鮮明的直接行動模式。綠色和平成立之初，

就是以行動掛帥（意指當年綠色和平創始人為了反對美

國進行核試，駕船到核試海域拉起橫額抗議），成為了

標誌和傳統，把重要的環保訊息，帶到大眾會接觸到的

新聞報導、輿論焦點中，變相施壓政商界，也提升大眾

的意識。

講起綠色和平，第一時間想起什麼？

K：我上年登洛子峰時，與當地領隊聊天，他談及以前的

冰川面貌十年如一日，小時候可以在穩固的雪地上與朋

友捉迷藏；與現在因大氣候的改變，冬天越來越短導致

地貌常變，完全不可同日而語。當地更在上年 3 月錄得

歷來首宗龍捲風，要知道龍捲風通常在陸上形成，例如

常見於美國中西部的低地平原，在高地出現龍捲風，更

見氣候反常的端倪。

我登山期間，每天都看到雪崩，駐營曾一日內便要移走，

以免營地被融雪沖塌或淹沒。第一身的經歷，再次印證

看似「虛幻」的氣候變化，其實已成為全球人類刻下必

須應對的危機。

M：近年全球都多了行山客，特別疫情下，更多香港人

兩位都是山界中人、大自然的「重度

用家」，以您第一身見證，現在環境

出了什麼問題？

K：環保的事，很多時需要政府與企業願意肩負責任，現

實是很多環保技術，因為科技和知識普及變得可能，例

如德國、日本等地的回收措施、國際社會提出的源頭減

廢策略，只在乎我們有沒有足夠遠見，願意投放資源確

保社會可持續發展。這方面，我絕對認為政府、企業有

責任「做多啲」！

M：除了希望政商界改變，個人行為的影響也極為重要。

我相信，自身做的每個決定，其實就像投票一樣，您選

擇一個無塑膠包裝的生果，等於投票支持無污染未來。

最重要的是，選擇時更多思量所帶來的後果。

K：很同意 Melody 所講，個人的行為可以影響您認識的

或不認識的人，果效更可能遠超我們想像。例如尼泊爾

近年多了登山團隊在當地淨山「執垃圾」，透過不同媒

介讓人知道，其實您我都可以貢獻守護自然。

M：對的，抱持同樣的信念，我現在的茹素習慣，不限

於一周一素食，而是更積極地，餐餐食素減碳，其中一

個原因也是希望帶起身邊人關注這個議題。環保不只是

環保人士、環保組織的事，正如教育不應只是教師的工

作；雖然「老套」，但每一個人都有能力身體力行，這

也是我們作為地球公民的基本責任。

尋回初心，改變從何做起？

出走山野呼吸新鮮空氣，令環境負荷越來越大。當我們

不斷消耗大自然的資源，所謂的「隨心所欲」就成為問

題。我曾在山上體驗很多極端天氣，深刻地感受到人類

根本無可能抵抗大自然的力量：所謂「人類能夠凌駕大

自然」，只屬錯誤觀念。

K：絕對是，這個世界是先有大自然，才有人類。沒有人

類，大自然依然會存在，健康的環境卻是人類生存的基

本需要。對待環境，人類更應該心存敬意。

M：這令我想起年前颱風山竹吹襲香港，過後我出門上

班，嗅到強烈的草腥味，就像地球瀕臨死亡邊緣的氣息，

其實香港人不用看新聞上的澳洲森林大火，就應該了解

環境問題必須正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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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lody（鄭律韻）：園景設計師，曾出演電影《藍

天白雲》，熱愛登山和跑山，走訪過外國不同名山大

川；曾自行籌辦「淨灘活動」，於 2019 年與綠色和

平合作，拍攝《超市收塑大作戰》真人騷，提高大眾

環保意識。

Kin（黃偉建／阿建）：高海拔攀山專家、運動教練；

自 2003 年起成為綠色和平行動者；於 2018 年成功

登上世界最高的珠穆朗瑪峰；2019 年更成為首位登

上世界第四高洛子峰的香港人，與綠色和平合作於當

地進行氣候暖化和冰川考察。

關於環保，
我想說的其實是…

環境保護，重要的是各方的參與。回

顧過去一年，找來 2位曾與我們合作

的行動者，以對談方式分享與您我一

起走過的環保之路。

Melody（左）與阿建（右）分別於 2019 年在不同的環保項

目與綠色和平合作，獲邀進行對談與我們分享環保點滴。

M：跟綠色和平合作拍攝減塑真人騷之前，其實我已經

是捐款會員了！綠色和平的獨立性，不接受任何政府、

企業的資助，令我很深刻；相信機構的立場，能夠不受

第三方影響，真正與市民同行，跟進大家關心的環保事。

K：畢竟自己先以行動者身份加入綠色和平，所以我會說

是機構旗幟鮮明的直接行動模式。綠色和平成立之初，

就是以行動掛帥（意指當年綠色和平創始人為了反對美

國進行核試，駕船到核試海域拉起橫額抗議），成為了

標誌和傳統，把重要的環保訊息，帶到大眾會接觸到的

新聞報導、輿論焦點中，變相施壓政商界，也提升大眾

的意識。

講起綠色和平，第一時間想起什麼？

K：我上年登洛子峰時，與當地領隊聊天，他談及以前的

冰川面貌十年如一日，小時候可以在穩固的雪地上與朋

友捉迷藏；與現在因大氣候的改變，冬天越來越短導致

地貌常變，完全不可同日而語。當地更在上年 3 月錄得

歷來首宗龍捲風，要知道龍捲風通常在陸上形成，例如

常見於美國中西部的低地平原，在高地出現龍捲風，更

見氣候反常的端倪。

我登山期間，每天都看到雪崩，駐營曾一日內便要移走，

以免營地被融雪沖塌或淹沒。第一身的經歷，再次印證

看似「虛幻」的氣候變化，其實已成為全球人類刻下必

須應對的危機。

M：近年全球都多了行山客，特別疫情下，更多香港人

兩位都是山界中人、大自然的「重度

用家」，以您第一身見證，現在環境

出了什麼問題？

K：環保的事，很多時需要政府與企業願意肩負責任，現

實是很多環保技術，因為科技和知識普及變得可能，例

如德國、日本等地的回收措施、國際社會提出的源頭減

廢策略，只在乎我們有沒有足夠遠見，願意投放資源確

保社會可持續發展。這方面，我絕對認為政府、企業有

責任「做多啲」！

M：除了希望政商界改變，個人行為的影響也極為重要。

我相信，自身做的每個決定，其實就像投票一樣，您選

擇一個無塑膠包裝的生果，等於投票支持無污染未來。

最重要的是，選擇時更多思量所帶來的後果。

K：很同意 Melody 所講，個人的行為可以影響您認識的

或不認識的人，果效更可能遠超我們想像。例如尼泊爾

近年多了登山團隊在當地淨山「執垃圾」，透過不同媒

介讓人知道，其實您我都可以貢獻守護自然。

M：對的，抱持同樣的信念，我現在的茹素習慣，不限

於一周一素食，而是更積極地，餐餐食素減碳，其中一

個原因也是希望帶起身邊人關注這個議題。環保不只是

環保人士、環保組織的事，正如教育不應只是教師的工

作；雖然「老套」，但每一個人都有能力身體力行，這

也是我們作為地球公民的基本責任。

尋回初心，改變從何做起？

出走山野呼吸新鮮空氣，令環境負荷越來越大。當我們

不斷消耗大自然的資源，所謂的「隨心所欲」就成為問

題。我曾在山上體驗很多極端天氣，深刻地感受到人類

根本無可能抵抗大自然的力量：所謂「人類能夠凌駕大

自然」，只屬錯誤觀念。

K：絕對是，這個世界是先有大自然，才有人類。沒有人

類，大自然依然會存在，健康的環境卻是人類生存的基

本需要。對待環境，人類更應該心存敬意。

M：這令我想起年前颱風山竹吹襲香港，過後我出門上

班，嗅到強烈的草腥味，就像地球瀕臨死亡邊緣的氣息，

其實香港人不用看新聞上的澳洲森林大火，就應該了解

環境問題必須正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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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lody（鄭律韻）：園景設計師，曾出演電影《藍

天白雲》，熱愛登山和跑山，走訪過外國不同名山大

川；曾自行籌辦「淨灘活動」，於 2019 年與綠色和

平合作，拍攝《超市收塑大作戰》真人騷，提高大眾

環保意識。

Kin（黃偉建／阿建）：高海拔攀山專家、運動教練；

自 2003 年起成為綠色和平行動者；於 2018 年成功

登上世界最高的珠穆朗瑪峰；2019 年更成為首位登

上世界第四高洛子峰的香港人，與綠色和平合作於當

地進行氣候暖化和冰川考察。

關於環保，
我想說的其實是…

環境保護，重要的是各方的參與。回

顧過去一年，找來 2位曾與我們合作

的行動者，以對談方式分享與您我一

起走過的環保之路。

Melody（左）與阿建（右）分別於 2019 年在不同的環保項

目與綠色和平合作，獲邀進行對談與我們分享環保點滴。

M：跟綠色和平合作拍攝減塑真人騷之前，其實我已經

是捐款會員了！綠色和平的獨立性，不接受任何政府、

企業的資助，令我很深刻；相信機構的立場，能夠不受

第三方影響，真正與市民同行，跟進大家關心的環保事。

K：畢竟自己先以行動者身份加入綠色和平，所以我會說

是機構旗幟鮮明的直接行動模式。綠色和平成立之初，

就是以行動掛帥（意指當年綠色和平創始人為了反對美

國進行核試，駕船到核試海域拉起橫額抗議），成為了

標誌和傳統，把重要的環保訊息，帶到大眾會接觸到的

新聞報導、輿論焦點中，變相施壓政商界，也提升大眾

的意識。

講起綠色和平，第一時間想起什麼？

K：我上年登洛子峰時，與當地領隊聊天，他談及以前的

冰川面貌十年如一日，小時候可以在穩固的雪地上與朋

友捉迷藏；與現在因大氣候的改變，冬天越來越短導致

地貌常變，完全不可同日而語。當地更在上年 3 月錄得

歷來首宗龍捲風，要知道龍捲風通常在陸上形成，例如

常見於美國中西部的低地平原，在高地出現龍捲風，更

見氣候反常的端倪。

我登山期間，每天都看到雪崩，駐營曾一日內便要移走，

以免營地被融雪沖塌或淹沒。第一身的經歷，再次印證

看似「虛幻」的氣候變化，其實已成為全球人類刻下必

須應對的危機。

M：近年全球都多了行山客，特別疫情下，更多香港人

兩位都是山界中人、大自然的「重度

用家」，以您第一身見證，現在環境

出了什麼問題？

K：環保的事，很多時需要政府與企業願意肩負責任，現

實是很多環保技術，因為科技和知識普及變得可能，例

如德國、日本等地的回收措施、國際社會提出的源頭減

廢策略，只在乎我們有沒有足夠遠見，願意投放資源確

保社會可持續發展。這方面，我絕對認為政府、企業有

責任「做多啲」！

M：除了希望政商界改變，個人行為的影響也極為重要。

我相信，自身做的每個決定，其實就像投票一樣，您選

擇一個無塑膠包裝的生果，等於投票支持無污染未來。

最重要的是，選擇時更多思量所帶來的後果。

K：很同意 Melody 所講，個人的行為可以影響您認識的

或不認識的人，果效更可能遠超我們想像。例如尼泊爾

近年多了登山團隊在當地淨山「執垃圾」，透過不同媒

介讓人知道，其實您我都可以貢獻守護自然。

M：對的，抱持同樣的信念，我現在的茹素習慣，不限

於一周一素食，而是更積極地，餐餐食素減碳，其中一

個原因也是希望帶起身邊人關注這個議題。環保不只是

環保人士、環保組織的事，正如教育不應只是教師的工

作；雖然「老套」，但每一個人都有能力身體力行，這

也是我們作為地球公民的基本責任。

尋回初心，改變從何做起？

出走山野呼吸新鮮空氣，令環境負荷越來越大。當我們

不斷消耗大自然的資源，所謂的「隨心所欲」就成為問

題。我曾在山上體驗很多極端天氣，深刻地感受到人類

根本無可能抵抗大自然的力量：所謂「人類能夠凌駕大

自然」，只屬錯誤觀念。

K：絕對是，這個世界是先有大自然，才有人類。沒有人

類，大自然依然會存在，健康的環境卻是人類生存的基

本需要。對待環境，人類更應該心存敬意。

M：這令我想起年前颱風山竹吹襲香港，過後我出門上

班，嗅到強烈的草腥味，就像地球瀕臨死亡邊緣的氣息，

其實香港人不用看新聞上的澳洲森林大火，就應該了解

環境問題必須正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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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istina San Vicente
綠色和平東亞分部

副執行總監

環境議題環環緊扣，綠色和平的整體環保項目，致力互相

配合以顯成效。例如香港走塑團隊成功促使本地龍頭超市

引入「無包裝銷售模式」，願意推出減塑措施，從根本

減低化石燃料在製造塑膠時的消耗，正可緩解氣候危機。

森林和海洋兩大自然生態系統對維護氣候穩定同樣舉足

輕重，因此守護森林和海洋，一直是我們的全球重點。

希望前面的篇章讓您了解，您正在支持的環保工作，正

是守護您我未來環境所需要的。

我們同時歡迎您的監察與意見，力行資訊公開。我一直

與綠色和平的東亞團隊緊密溝通，包括香港、北京、台

北、首爾辦公室，向您報告團隊如何分配您的慷慨捐助，

應用在解決各重大環境問題。往後內容是詳細財政匯報，

讓您了解更多。

最後，衷心感謝您一直以來的信任與支持！

全因為您，以及來自四面八方、支持環保的人，您我攜

手為環保項目貢獻所能，透過創意行動、調查研究、公

眾動員、環保倡導，推動拯救全球氣候與環境，並一起

見證努力得來的環保成果。

翻開年報，希望您能體會，是您一直推動我們，不懈地為

全球環境問題提出實際可行的解決方案。綠色和平的每

個行動，乃至每個環保項目的策略與方針，均相輔相成，

從而促進實質成果。

我們的項目策略多樣，包括實地調查生態罪行、出版科學

研究報告、執行社區教育和組織工作提倡綠色生活，以及

透過媒體推廣提高公眾環保意識，並與政府和企業對話，

進行立法遊說工作等，務求在環保路上持續向前邁進。

固然，我們的頭號項目及重點依然是氣候。說到氣候，

從前大家會講「氣候變化」，但 2019 年大家親身感受到

氣候帶來的嚴重影響，以至我們改用更符合現實的「氣

候危機」。

就以去年為例，森林大火蹂躪澳洲大片土地，導致人命

傷亡及經濟損失。由氣候引發的自然災害迫使更多人流

離失所；另一邊廂世界上的氣候災民數目遞增，加劇貧

窮問題。

我們想指出，這不止是遣詞用字的改變；氣候已在告急，

我們承諾持續為氣候與能源項目團隊調配更多人力和資

源。站在拯救氣候的關鍵時刻，我們比任何時候更需要

您的支持。

2019 年，綠色和平在應對氣候危機，以至

執行其他重點環保項目時，更強調行動的迫

切需要，提升社會的危機意識。

32 33

東亞分部財務狀況 衷心感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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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向您承諾謹慎使用每分資源。

2019年總支出
東亞分部

HKD291,701,381

氣候與能源

$48,441,231 (16.6%)

環保項目

支援國際綠色和平

全球項目

$28,902,703 (9.9%)

污染防治

$19,030,868 (6.5%)

保護海洋

$12,293,697 (4.2%)

食物安全及農業

$3,967,448 (1.4%)

守護原始森林

$7,910,461 (2.7%)

跨範疇項目

$7,115,763 (2.4%)
會員參與及籌款

招募新會員

$51,463,775 (17.6%)

籌款人員及統籌

$8,841,119 (3%)

會員服務及發展

$3,269,592 (1.1%)

會員通訊及動員

$5,911,248 (2%)

會務統籌及管理

$4,401,090 (1.5%)

環保項目支援

環保項目傳訊及媒體推廣

$20,662,766 (7.1%)

公眾資訊及外展教育

$4,353,359 (1.5%)

行動統籌及義工動員

$7,673,263 (2.6%)

調查研究、綠色政策及企業

$10,469,183 (3.6%)

機構支援及管理

總幹事辦公室、

長遠策略及組織監管

$6,155,198 (2.1%)

資訊科技支援

$5,623,625 (1.9%)

人力資源

$17,211,758 (5.9%)

法律顧問

$2,635,310 (0.9%)

行政

$3,252,918 (1.1%)

財務監督

$12,115,005 (4.2%)

2019 年捐款總收入

東亞分部

HKD294,336,123

      57%
現有會員捐助

$168,654,959

註：若總數與所列數值

總和不符，乃因四捨五

入所致。

內容摘自 2019 年 12 月

31 日止年度，經大信梁

學濂（香港）會計師事

務所查核的財務報告。

詳細財務報告，請參閱：

      14%
新會員捐助

$41,303,805

      4%
獨立基金會及巨額捐助

$11,578,002

      25%
國際綠色和平項目撥款

$72,630,306

      0.1%
利息及其他

$169,0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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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動與義工統籌及社區動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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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
防治環境污染 
營造無塑、無毒健康的世界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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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保護全球海洋 
守護生命之源，減緩氣候變化

$22 

科學研究及實地調查 

善用及研發最新技術，追查環境

真相

$13
守護原始森林 
拯救地球之肺，維護生物多樣性

$14

支援全球及跨範疇項目 
連結全球項目團隊，應對跨範

疇環境危機

$63
拯救氣候危機 
因應極端氣候，救援面臨生存

威脅的生命

$85

綠色政策 
讓政商界決策者知道，環境因

素也會帶來風險

$5
維護食物安全 
保護土地與水資源，營造純淨

農業生態

$7

20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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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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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重點簡介 港元

煤、水與空氣
污染

● 持續支援全球空氣污染小組，與超過 10 個綠色和平辦公室及夥伴合作，追蹤環球空氣質素和化石燃料使用

的趨勢，發表《2018 年世界空氣質量報告》，揭露全球 3,000 個城市中，有 64% 的微細懸浮粒子（PM2.5）

指數超出世界衛生組織標準。● 適逢 2019 年「國際環境日」，全球空氣污染小組透過倡議及動員，呼籲關注

空氣污染問題與環境保護及人類健康的關係，促使印度及韓國政府承諾正視空氣污染問題，以及提前關閉國內

的燃煤電廠。● 致力提升公眾對中國大陸第二大污染物臭氧的認識，具體工作包括與不同媒體合作、製作深

入淺出的短片解釋議題、發佈網上空氣污染預測、撰寫專題分析臭氧和 PM2.5 對健康的影響，共吸引超過 150

萬人次觀看。● 發佈研究報告，揭示燃煤工業如何導致南亞地區的水資源和經濟問題，並支援歐洲、印度、

東亞及東南亞辦公室的水資源環保項目。

7,430,800

永續能源方案

延續過去 2 年的「海外能源投資」項目，擴展項目範疇以鼓勵東亞地區的可再生能源發展：● 發佈報告公開

中國大陸海外能源投資的趨勢與環境影響，促使投資者減緩海外煤炭投資，帶動全球能源轉型發展。● 與關

鍵持份者建立聯繫，包括國企、商業銀行和保險公司，加速其適應市場發展，鼓勵投資可再生能源。● 持續

為能源企業引入「開放創新」概念，透過非牟利的「清潔能源孵化器」（PowerLab）項目，促成 3 間一線中國

大陸能源公司，與 4 間清潔能源初創公司合作；舉辦能源創新研討會，吸引超過 200 位能源業界人士參與。● 

持續建構論述，推廣可再生能源的技術與環境效益，引發更廣泛的能源轉型輿論，普及潔淨能源的使用。● 

完成的河北可再生能源案例研究，獲當地政府認同與支持，持續推動該省份落實更積極具體的可再生能源發展

策略，向其他地區示範能源轉型模式。

5,512,399

綠色金融

● 與世界頂級投資銀行建立溝通渠道，並舉辦可再生能源投資和融資研討會，確保先進的綠色金融資訊與消

息透明公開，業界中各持份者在決策時更多考慮環保成本。● 發佈報告分析江西省綠色金融改革的實際案例

與運作模式，提出政策建議。

435,434

能源轉型投資

● 發表首個中國科技界別的可再生能源企業排名報告，促進業界加快落實能源轉型措施；與業界展開對話，

促使亞洲巨擘秦淮數據承諾轉用 100% 可再生能源，騰訊、阿里巴巴、華為和萬國數據等規劃相近藍圖。● 透

過出版報告和與當地媒體合作，提升中國大陸的資訊及通訊技術界對碳足跡的意識，並支持使用綠色能源。● 

成功遊說當局，在建造數據中心的官方指引中，加上「挑選可再生能源發展成熟的地區」建議，進一步鼓勵區

域發展可再生能源。

2,204,242

冰川消融
發佈《冰凍圈告急：2018 氣候變化影響下中國冰川研究》報告後，國內外新聞媒體大幅引用和報導報告內容，

團隊持續倡議當局加強應對氣候危機，促使政府提出氣候危機適應和防災措施。
847,847

可再生能源

● 在台灣大選期間，針對 3 名候選人提出的氣候和能源政策進行評估，敦促候選人在選前提出應對氣候危機

與發展可再生能源的方針，並動員公眾聲援，推動台灣能源政策更為公開透明；項目廣受各大主流媒體與網絡

報導，提升公眾對議題的認知與監督。● 6 月發佈《都市自己綠：六都再生能源治理評比》分析報告，盤點台

灣 6 大都市（台北、新北、桃園、台中、台南、高雄）的能源永續程度，促使多個市政府回應，推動市政府落

實可再生能源發展。● 5 月發佈《2019 臺灣綠色電子製造企業評比》，揭露電子製造業能源消耗和碳排等環

境問題，推動企業擴大綠色能源所佔比例。● 全球氣候行動（#FridaysforFuture）期間，7 月起持續與多個團

體共同舉辦氣候共學堂，演講和推廣應對氣候變化方案，持續推動公眾參與。

10,767,677

氣候與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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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帶來更豐碩的環保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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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源運用   環保項目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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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若總數與所列數值總和不符，乃因四捨五入所致。）

點滴捐助
集結守護環境的力量

綠色和平是極少數絕不接受任何政治或商界資助的國際非政府組織。感謝您一

點一滴的支持，成為綠色和平果敢履行環保使命時，最穩固的後盾。2019年，

90%會員每月捐助 $300 港元以下，佔香港辦公室個人捐款收入的 78%。

本地會員個人捐款比例本地會員人數比例每月捐款金額

HK$150 或以下 58% 38%

HK$151- $299 32% 40%

HK$300 或以上 10% 22%

府

珍貴森林



項目 重點簡介 港元

城市氣候與能源

● 在香港，致力提升本地應對氣候危機的意識，舉行公民科學家計劃，招募 40 位支持者參與活動，在街

頭安裝採樣器，協助調查本地的二氧化氮水平。透過科學過程，普及公眾對香港氣候與空氣問題的認識，

了解本地污染物二氧化氮的排放情況。● 發佈研究結果，發現近八成研究採樣地點的污染水平達 「嚴峻」

或「需要關注」級別，凸顯本地環境問題，強調陸上交通所造成的污染不容忽視。● 以多元方式動員和連

結公眾，壯大環境項目的群眾力量，並發掘人物故事與實例，鼓勵公眾參與環保倡議與實踐，改變日常生

活以助減緩氣候危機。● 全球捲起由青少年牽頭的氣候行動浪潮，參與和報導香港 2 次氣候遊行，走入中

小學及大專院校，推動年輕人為氣候議題發聲，攜手呼籲本地及全球領袖制定具體目標應對氣候危機。

2,152,377

國際氣候談判

以非政府組織觀察員身份，帶領綠色和平的國際政治遊說團隊，參與 2019 年 12 月於西班牙舉行的聯合國

第 25 屆氣候大會（COP25），作為重要的溝通橋樑，推動全球各國政府加強落實因應氣候危機的解決方案，

透過更有野心且實際的行動達到穩定氣候目標。

1,354,011

能源解決方案

首爾氣候與能源團隊採用多種策略推動淘汰化石燃料，促進清潔能源的發展：● 成立氣候突發應變小組，

同時透過創新的敘事手法，突出極端天氣越見頻繁的情況，提升公眾對氣候變化的意識，並發表科學研究

結果，證明氣候危機加劇了韓國的空氣污染問題。● 為推動汽車工業在 2028 年之前逐步淘汰汽油和柴油

汽車，發佈全球研究報告，分析國際汽車製造巨擘的碳足跡，更針對當地大型汽車製造商現代汽車，在其

首爾總部舉行直接行動施壓；另一方面，致力推動更清潔和安全的公共交通運輸服務，減緩氣候危機。● 

開展核能緊急應變項目，讓大眾了解日本福島等核事故的嚴重後果，集合群眾力量向韓國政府持續施壓，

要求淘汰核能並邁進可再生能源之路。● 在 2019 年 10 月舉行的東南亞國家聯盟峰會上，進行直接行動敦

促韓國政府停止投資於東南亞的煤炭項目，及早應對氣候危機；在此之前，動員超過2.1萬人加入聯署聲援。

● 成功推動國內的《公司電力購買協議》法案，允許公司直接購買可再生能源電力，法案現已提交韓國國

民議會審理。● 於 2019 年 12 月至 2020 年 1 月，陸續向國內 3 大政黨提交「氣候緊急情況回應方案」，

成功推動執政民主黨宣佈氣候宣言，支持「綠色新政」（Green New Deal）概念，以應對當前的氣候危機。

17,401,414

核能安全

支援綠色和平國際團隊的研究，派員到日本福島實地調查，檢測核事故周邊地區並發現多個輻射熱點，去

信日本政府後成功促使電力公司派員去污。是次日本福島縣年度檢測數據，記載於出版報告《2020 輻射遷

移：福島的二次污染及天氣相關之影響》，有助提升公眾對核能安全危機的意識。

335,028

48,441,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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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護海洋

項目 重點簡介 港元

守護全球海洋

● 延續國際守護南極項目，推動制訂全球海洋公約，設立全球最大的海洋保護區網絡。全球累積超過 300 萬

支持者聯署聲援，包括超過 14 萬東亞分部支持者。● 動員公民參與活動，並與公眾人物、決策者、科學家與

其他環保團體合作，號召全球關注海洋危機，聲援世界各地的辦公室進行不同遊說工作和行動。● 持續參與

國際平台和網絡，包括聯合國海洋公約會議，遊說各國政府朝向在 2030 年前保護全球最少 30% 海洋的目標邁

進。● 綠色和平船艦極地曙光號與希望號，展開為期近一年的保護海洋之旅，橫跨大西洋從北極到南極，進

行科學研究實證，走訪 7 個海洋熱點，帶來第一手資料與數據，揭示北極熊、企鵝、海象等及其棲息地，所面

對的生態危機，邀請公眾人物一起見證並記錄當地的獨特生態，推廣設立全球海洋保護區的必要。● 舉辦一

系列公眾活動，包括香港於 6 月舉行的「I SEA YOU‧ 海洋日」活動，邀請民眾關注海洋保育，參與聯署聲援，

吸引媒體與公眾輿論。

6,884,400

項目 重點簡介 港元

致力維護海洋生態，確保東亞地區漁業工作邁向更可持續的營運模式。

台北團隊

● 持續敦促台灣政府落實執法管理，謹慎查核非法、未報告及不受規範的漁業行為和相關公司，督促政府

開放資訊，企業肩負社會責任。● 歐盟黃牌警告後，持續要求台灣漁業署與其他政府部門、農委會等進行

體制改變，杜絕侵害人權與違法案件。● 與國際多方合作，於 6 月、9 月及 12 月成功向美國與東南亞各

國政府倡議並遞交遠洋漁業移工的保護措施建議。

2,298,150

北京團隊

● 遞交中國《漁業法》修訂建議報告，敦促政府強化中國大陸的遠洋漁船監控系統和規管，包括港口措施、

船舶檢查程序、權責配置與溝通機制，成功編列於修訂版中。● 在中東與西南大西洋公海實地調查中國大

陸的漁船作業，見證並記錄工業捕魚、破壞性捕魚及非法捕魚行為，並交予執法單位進一步調查。● 與北

京大學生命科學學院共同研究，透過樣本檢測與數據分析，揭露工業漁業與全球鯊魚貿易市場的關係，包

括鯊魚肉、魚翅與魚油等產品如何威脅鯊魚物種，並與公眾人物合作，強調守護海洋的重要。

3,111,147

12,293,697

項目 重點簡介 港元

守護全球森林

● 支援全球守護森林項目，包括在巴西亞馬遜森林、印尼雨林、澳洲森林等發生大規模山火時，透過網上

動員招募支持者聯署聲援，配合直接行動，喚起公眾對議題的重視：香港團隊在油麻地投影亞馬遜森林影

片到本地原生的榕樹上；台北及首爾團隊分別在當地地標進行非暴力直接行動；成功促使台灣電力公司承

諾不再投資煤炭並加速對煤炭產業撤資。● 致力全球生態保護的倡議工作，準備因疫情延期至 2021 年於

中國雲南舉行的《生物多樣性公約》第十五次締約方大會（COP15），與不同持份者交流，包括各國政要、

生物多樣性公約秘書處、工作小組、非政府組織  及媒體等，推動根本的政策改變。

618,519

亞洲野生象保育

隨著社會經濟發展，人類的經濟作物種植面積不斷擴大，導致亞洲象與人類活動區域互相重疊，加劇人象

衝突。2019 年底開展亞洲象保育項目，針對雲南省西雙版納國家級自然保護區，與合作夥伴共同以創新方

式修復保護區內的亞洲象棲息地，緩解人象衝突，同時維繫保護區內的生態系統，復育原生植物，結合科

學的森林管理方式，逐步修復森林，維持亞洲象數量。

3,057,864

森林資源管理
實踐

● 在北京舉行研討會，就中國大陸自然保護區和國家公園的管理，邀請眾多學術專家和國家林業行政管理

官員參與交流，促進林地保育工作，提升業界對森林管理的認識。● 8 月與南京林業大學聯合發佈《國家

公園體制下自然保護地建設社區參與研究報告》，針對中國自然保護區和國家公園的社區參與進行研究，

以實質的事例與數據，倡導更有效率的森林管理方式。

2,374,537

生物多樣性記錄

● 聯同自然圖片社「野性中國」致力尋找、記錄、保護雲南大理州最具代表性的原始森林，經兩年尋覓、

10 個月籌備，為一棵已知世上最古老的千年雲南鐵杉留下影像記錄，喚起民眾關注保育綠野大地。● 千年

古樹相關的短片、活動與文章，獲國家地理雜誌等主流媒體廣泛採用。

1,859,542

7,910,461

守護原始森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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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續漁業

項目 重點簡介 港元

城市氣候與能源

● 在香港，致力提升本地應對氣候危機的意識，舉行公民科學家計劃，招募 40 位支持者參與活動，在街

頭安裝採樣器，協助調查本地的二氧化氮水平。透過科學過程，普及公眾對香港氣候與空氣問題的認識，

了解本地污染物二氧化氮的排放情況。● 發佈研究結果，發現近八成研究採樣地點的污染水平達 「嚴峻」

或「需要關注」級別，凸顯本地環境問題，強調陸上交通所造成的污染不容忽視。● 以多元方式動員和連

結公眾，壯大環境項目的群眾力量，並發掘人物故事與實例，鼓勵公眾參與環保倡議與實踐，改變日常生

活以助減緩氣候危機。● 全球捲起由青少年牽頭的氣候行動浪潮，參與和報導香港 2 次氣候遊行，走入中

小學及大專院校，推動年輕人為氣候議題發聲，攜手呼籲本地及全球領袖制定具體目標應對氣候危機。

2,152,377

國際氣候談判

以非政府組織觀察員身份，帶領綠色和平的國際政治遊說團隊，參與 2019 年 12 月於西班牙舉行的聯合國

第 25 屆氣候大會（COP25），作為重要的溝通橋樑，推動全球各國政府加強落實因應氣候危機的解決方案，

透過更有野心且實際的行動達到穩定氣候目標。

1,354,011

能源解決方案

首爾氣候與能源團隊採用多種策略推動淘汰化石燃料，促進清潔能源的發展：● 成立氣候突發應變小組，

同時透過創新的敘事手法，突出極端天氣越見頻繁的情況，提升公眾對氣候變化的意識，並發表科學研究

結果，證明氣候危機加劇了韓國的空氣污染問題。● 為推動汽車工業在 2028 年之前逐步淘汰汽油和柴油

汽車，發佈全球研究報告，分析國際汽車製造巨擘的碳足跡，更針對當地大型汽車製造商現代汽車，在其

首爾總部舉行直接行動施壓；另一方面，致力推動更清潔和安全的公共交通運輸服務，減緩氣候危機。● 

開展核能緊急應變項目，讓大眾了解日本福島等核事故的嚴重後果，集合群眾力量向韓國政府持續施壓，

要求淘汰核能並邁進可再生能源之路。● 在 2019 年 10 月舉行的東南亞國家聯盟峰會上，進行直接行動敦

促韓國政府停止投資於東南亞的煤炭項目，及早應對氣候危機；在此之前，動員超過2.1萬人加入聯署聲援。

● 成功推動國內的《公司電力購買協議》法案，允許公司直接購買可再生能源電力，法案現已提交韓國國

民議會審理。● 於 2019 年 12 月至 2020 年 1 月，陸續向國內 3 大政黨提交「氣候緊急情況回應方案」，

成功推動執政民主黨宣佈氣候宣言，支持「綠色新政」（Green New Deal）概念，以應對當前的氣候危機。

17,401,414

核能安全

支援綠色和平國際團隊的研究，派員到日本福島實地調查，檢測核事故周邊地區並發現多個輻射熱點，去

信日本政府後成功促使電力公司派員去污。是次日本福島縣年度檢測數據，記載於出版報告《2020 輻射遷

移：福島的二次污染及天氣相關之影響》，有助提升公眾對核能安全危機的意識。

335,028

48,441,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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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護海洋

項目 重點簡介 港元

守護全球海洋

● 延續國際守護南極項目，推動制訂全球海洋公約，設立全球最大的海洋保護區網絡。全球累積超過 300 萬

支持者聯署聲援，包括超過 14 萬東亞分部支持者。● 動員公民參與活動，並與公眾人物、決策者、科學家與

其他環保團體合作，號召全球關注海洋危機，聲援世界各地的辦公室進行不同遊說工作和行動。● 持續參與

國際平台和網絡，包括聯合國海洋公約會議，遊說各國政府朝向在 2030 年前保護全球最少 30% 海洋的目標邁

進。● 綠色和平船艦極地曙光號與希望號，展開為期近一年的保護海洋之旅，橫跨大西洋從北極到南極，進

行科學研究實證，走訪 7 個海洋熱點，帶來第一手資料與數據，揭示北極熊、企鵝、海象等及其棲息地，所面

對的生態危機，邀請公眾人物一起見證並記錄當地的獨特生態，推廣設立全球海洋保護區的必要。● 舉辦一

系列公眾活動，包括香港於 6 月舉行的「I SEA YOU‧ 海洋日」活動，邀請民眾關注海洋保育，參與聯署聲援，

吸引媒體與公眾輿論。

6,884,400

項目 重點簡介 港元

致力維護海洋生態，確保東亞地區漁業工作邁向更可持續的營運模式。

台北團隊

● 持續敦促台灣政府落實執法管理，謹慎查核非法、未報告及不受規範的漁業行為和相關公司，督促政府

開放資訊，企業肩負社會責任。● 歐盟黃牌警告後，持續要求台灣漁業署與其他政府部門、農委會等進行

體制改變，杜絕侵害人權與違法案件。● 與國際多方合作，於 6 月、9 月及 12 月成功向美國與東南亞各

國政府倡議並遞交遠洋漁業移工的保護措施建議。

2,298,150

北京團隊

● 遞交中國《漁業法》修訂建議報告，敦促政府強化中國大陸的遠洋漁船監控系統和規管，包括港口措施、

船舶檢查程序、權責配置與溝通機制，成功編列於修訂版中。● 在中東與西南大西洋公海實地調查中國大

陸的漁船作業，見證並記錄工業捕魚、破壞性捕魚及非法捕魚行為，並交予執法單位進一步調查。● 與北

京大學生命科學學院共同研究，透過樣本檢測與數據分析，揭露工業漁業與全球鯊魚貿易市場的關係，包

括鯊魚肉、魚翅與魚油等產品如何威脅鯊魚物種，並與公眾人物合作，強調守護海洋的重要。

3,111,147

12,293,697

項目 重點簡介 港元

守護全球森林

● 支援全球守護森林項目，包括在巴西亞馬遜森林、印尼雨林、澳洲森林等發生大規模山火時，透過網上

動員招募支持者聯署聲援，配合直接行動，喚起公眾對議題的重視：香港團隊在油麻地投影亞馬遜森林影

片到本地原生的榕樹上；台北及首爾團隊分別在當地地標進行非暴力直接行動；成功促使台灣電力公司承

諾不再投資煤炭並加速對煤炭產業撤資。● 致力全球生態保護的倡議工作，準備因疫情延期至 2021 年於

中國雲南舉行的《生物多樣性公約》第十五次締約方大會（COP15），與不同持份者交流，包括各國政要、

生物多樣性公約秘書處、工作小組、非政府組織  及媒體等，推動根本的政策改變。

618,519

亞洲野生象保育

隨著社會經濟發展，人類的經濟作物種植面積不斷擴大，導致亞洲象與人類活動區域互相重疊，加劇人象

衝突。2019 年底開展亞洲象保育項目，針對雲南省西雙版納國家級自然保護區，與合作夥伴共同以創新方

式修復保護區內的亞洲象棲息地，緩解人象衝突，同時維繫保護區內的生態系統，復育原生植物，結合科

學的森林管理方式，逐步修復森林，維持亞洲象數量。

3,057,864

森林資源管理
實踐

● 在北京舉行研討會，就中國大陸自然保護區和國家公園的管理，邀請眾多學術專家和國家林業行政管理

官員參與交流，促進林地保育工作，提升業界對森林管理的認識。● 8 月與南京林業大學聯合發佈《國家

公園體制下自然保護地建設社區參與研究報告》，針對中國自然保護區和國家公園的社區參與進行研究，

以實質的事例與數據，倡導更有效率的森林管理方式。

2,374,537

生物多樣性記錄

● 聯同自然圖片社「野性中國」致力尋找、記錄、保護雲南大理州最具代表性的原始森林，經兩年尋覓、

10 個月籌備，為一棵已知世上最古老的千年雲南鐵杉留下影像記錄，喚起民眾關注保育綠野大地。● 千年

古樹相關的短片、活動與文章，獲國家地理雜誌等主流媒體廣泛採用。

1,859,542

7,910,461

守護原始森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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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續漁業

項目 重點簡介 港元

城市氣候與能源

● 在香港，致力提升本地應對氣候危機的意識，舉行公民科學家計劃，招募 40 位支持者參與活動，在街

頭安裝採樣器，協助調查本地的二氧化氮水平。透過科學過程，普及公眾對香港氣候與空氣問題的認識，

了解本地污染物二氧化氮的排放情況。● 發佈研究結果，發現近八成研究採樣地點的污染水平達 「嚴峻」

或「需要關注」級別，凸顯本地環境問題，強調陸上交通所造成的污染不容忽視。● 以多元方式動員和連

結公眾，壯大環境項目的群眾力量，並發掘人物故事與實例，鼓勵公眾參與環保倡議與實踐，改變日常生

活以助減緩氣候危機。● 全球捲起由青少年牽頭的氣候行動浪潮，參與和報導香港 2 次氣候遊行，走入中

小學及大專院校，推動年輕人為氣候議題發聲，攜手呼籲本地及全球領袖制定具體目標應對氣候危機。

2,152,377

國際氣候談判

以非政府組織觀察員身份，帶領綠色和平的國際政治遊說團隊，參與 2019 年 12 月於西班牙舉行的聯合國

第 25 屆氣候大會（COP25），作為重要的溝通橋樑，推動全球各國政府加強落實因應氣候危機的解決方案，

透過更有野心且實際的行動達到穩定氣候目標。

1,354,011

能源解決方案

首爾氣候與能源團隊採用多種策略推動淘汰化石燃料，促進清潔能源的發展：● 成立氣候突發應變小組，

同時透過創新的敘事手法，突出極端天氣越見頻繁的情況，提升公眾對氣候變化的意識，並發表科學研究

結果，證明氣候危機加劇了韓國的空氣污染問題。● 為推動汽車工業在 2028 年之前逐步淘汰汽油和柴油

汽車，發佈全球研究報告，分析國際汽車製造巨擘的碳足跡，更針對當地大型汽車製造商現代汽車，在其

首爾總部舉行直接行動施壓；另一方面，致力推動更清潔和安全的公共交通運輸服務，減緩氣候危機。● 

開展核能緊急應變項目，讓大眾了解日本福島等核事故的嚴重後果，集合群眾力量向韓國政府持續施壓，

要求淘汰核能並邁進可再生能源之路。● 在 2019 年 10 月舉行的東南亞國家聯盟峰會上，進行直接行動敦

促韓國政府停止投資於東南亞的煤炭項目，及早應對氣候危機；在此之前，動員超過2.1萬人加入聯署聲援。

● 成功推動國內的《公司電力購買協議》法案，允許公司直接購買可再生能源電力，法案現已提交韓國國

民議會審理。● 於 2019 年 12 月至 2020 年 1 月，陸續向國內 3 大政黨提交「氣候緊急情況回應方案」，

成功推動執政民主黨宣佈氣候宣言，支持「綠色新政」（Green New Deal）概念，以應對當前的氣候危機。

17,401,414

核能安全

支援綠色和平國際團隊的研究，派員到日本福島實地調查，檢測核事故周邊地區並發現多個輻射熱點，去

信日本政府後成功促使電力公司派員去污。是次日本福島縣年度檢測數據，記載於出版報告《2020 輻射遷

移：福島的二次污染及天氣相關之影響》，有助提升公眾對核能安全危機的意識。

335,028

48,441,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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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護海洋

項目 重點簡介 港元

守護全球海洋

● 延續國際守護南極項目，推動制訂全球海洋公約，設立全球最大的海洋保護區網絡。全球累積超過 300 萬

支持者聯署聲援，包括超過 14 萬東亞分部支持者。● 動員公民參與活動，並與公眾人物、決策者、科學家與

其他環保團體合作，號召全球關注海洋危機，聲援世界各地的辦公室進行不同遊說工作和行動。● 持續參與

國際平台和網絡，包括聯合國海洋公約會議，遊說各國政府朝向在 2030 年前保護全球最少 30% 海洋的目標邁

進。● 綠色和平船艦極地曙光號與希望號，展開為期近一年的保護海洋之旅，橫跨大西洋從北極到南極，進

行科學研究實證，走訪 7 個海洋熱點，帶來第一手資料與數據，揭示北極熊、企鵝、海象等及其棲息地，所面

對的生態危機，邀請公眾人物一起見證並記錄當地的獨特生態，推廣設立全球海洋保護區的必要。● 舉辦一

系列公眾活動，包括香港於 6 月舉行的「I SEA YOU‧ 海洋日」活動，邀請民眾關注海洋保育，參與聯署聲援，

吸引媒體與公眾輿論。

6,884,400

項目 重點簡介 港元

致力維護海洋生態，確保東亞地區漁業工作邁向更可持續的營運模式。

台北團隊

● 持續敦促台灣政府落實執法管理，謹慎查核非法、未報告及不受規範的漁業行為和相關公司，督促政府

開放資訊，企業肩負社會責任。● 歐盟黃牌警告後，持續要求台灣漁業署與其他政府部門、農委會等進行

體制改變，杜絕侵害人權與違法案件。● 與國際多方合作，於 6 月、9 月及 12 月成功向美國與東南亞各

國政府倡議並遞交遠洋漁業移工的保護措施建議。

2,298,150

北京團隊

● 遞交中國《漁業法》修訂建議報告，敦促政府強化中國大陸的遠洋漁船監控系統和規管，包括港口措施、

船舶檢查程序、權責配置與溝通機制，成功編列於修訂版中。● 在中東與西南大西洋公海實地調查中國大

陸的漁船作業，見證並記錄工業捕魚、破壞性捕魚及非法捕魚行為，並交予執法單位進一步調查。● 與北

京大學生命科學學院共同研究，透過樣本檢測與數據分析，揭露工業漁業與全球鯊魚貿易市場的關係，包

括鯊魚肉、魚翅與魚油等產品如何威脅鯊魚物種，並與公眾人物合作，強調守護海洋的重要。

3,111,147

12,293,697

項目 重點簡介 港元

守護全球森林

● 支援全球守護森林項目，包括在巴西亞馬遜森林、印尼雨林、澳洲森林等發生大規模山火時，透過網上

動員招募支持者聯署聲援，配合直接行動，喚起公眾對議題的重視：香港團隊在油麻地投影亞馬遜森林影

片到本地原生的榕樹上；台北及首爾團隊分別在當地地標進行非暴力直接行動；成功促使台灣電力公司承

諾不再投資煤炭並加速對煤炭產業撤資。● 致力全球生態保護的倡議工作，準備因疫情延期至 2021 年於

中國雲南舉行的《生物多樣性公約》第十五次締約方大會（COP15），與不同持份者交流，包括各國政要、

生物多樣性公約秘書處、工作小組、非政府組織  及媒體等，推動根本的政策改變。

618,519

亞洲野生象保育

隨著社會經濟發展，人類的經濟作物種植面積不斷擴大，導致亞洲象與人類活動區域互相重疊，加劇人象

衝突。2019 年底開展亞洲象保育項目，針對雲南省西雙版納國家級自然保護區，與合作夥伴共同以創新方

式修復保護區內的亞洲象棲息地，緩解人象衝突，同時維繫保護區內的生態系統，復育原生植物，結合科

學的森林管理方式，逐步修復森林，維持亞洲象數量。

3,057,864

森林資源管理
實踐

● 在北京舉行研討會，就中國大陸自然保護區和國家公園的管理，邀請眾多學術專家和國家林業行政管理

官員參與交流，促進林地保育工作，提升業界對森林管理的認識。● 8 月與南京林業大學聯合發佈《國家

公園體制下自然保護地建設社區參與研究報告》，針對中國自然保護區和國家公園的社區參與進行研究，

以實質的事例與數據，倡導更有效率的森林管理方式。

2,374,537

生物多樣性記錄

● 聯同自然圖片社「野性中國」致力尋找、記錄、保護雲南大理州最具代表性的原始森林，經兩年尋覓、

10 個月籌備，為一棵已知世上最古老的千年雲南鐵杉留下影像記錄，喚起民眾關注保育綠野大地。● 千年

古樹相關的短片、活動與文章，獲國家地理雜誌等主流媒體廣泛採用。

1,859,542

7,910,461

守護原始森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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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續漁業

項目 重點簡介 港元

城市氣候與能源

● 在香港，致力提升本地應對氣候危機的意識，舉行公民科學家計劃，招募 40 位支持者參與活動，在街

頭安裝採樣器，協助調查本地的二氧化氮水平。透過科學過程，普及公眾對香港氣候與空氣問題的認識，

了解本地污染物二氧化氮的排放情況。● 發佈研究結果，發現近八成研究採樣地點的污染水平達 「嚴峻」

或「需要關注」級別，凸顯本地環境問題，強調陸上交通所造成的污染不容忽視。● 以多元方式動員和連

結公眾，壯大環境項目的群眾力量，並發掘人物故事與實例，鼓勵公眾參與環保倡議與實踐，改變日常生

活以助減緩氣候危機。● 全球捲起由青少年牽頭的氣候行動浪潮，參與和報導香港 2 次氣候遊行，走入中

小學及大專院校，推動年輕人為氣候議題發聲，攜手呼籲本地及全球領袖制定具體目標應對氣候危機。

2,152,377

國際氣候談判

以非政府組織觀察員身份，帶領綠色和平的國際政治遊說團隊，參與 2019 年 12 月於西班牙舉行的聯合國

第 25 屆氣候大會（COP25），作為重要的溝通橋樑，推動全球各國政府加強落實因應氣候危機的解決方案，

透過更有野心且實際的行動達到穩定氣候目標。

1,354,011

能源解決方案

首爾氣候與能源團隊採用多種策略推動淘汰化石燃料，促進清潔能源的發展：● 成立氣候突發應變小組，

同時透過創新的敘事手法，突出極端天氣越見頻繁的情況，提升公眾對氣候變化的意識，並發表科學研究

結果，證明氣候危機加劇了韓國的空氣污染問題。● 為推動汽車工業在 2028 年之前逐步淘汰汽油和柴油

汽車，發佈全球研究報告，分析國際汽車製造巨擘的碳足跡，更針對當地大型汽車製造商現代汽車，在其

首爾總部舉行直接行動施壓；另一方面，致力推動更清潔和安全的公共交通運輸服務，減緩氣候危機。● 

開展核能緊急應變項目，讓大眾了解日本福島等核事故的嚴重後果，集合群眾力量向韓國政府持續施壓，

要求淘汰核能並邁進可再生能源之路。● 在 2019 年 10 月舉行的東南亞國家聯盟峰會上，進行直接行動敦

促韓國政府停止投資於東南亞的煤炭項目，及早應對氣候危機；在此之前，動員超過2.1萬人加入聯署聲援。

● 成功推動國內的《公司電力購買協議》法案，允許公司直接購買可再生能源電力，法案現已提交韓國國

民議會審理。● 於 2019 年 12 月至 2020 年 1 月，陸續向國內 3 大政黨提交「氣候緊急情況回應方案」，

成功推動執政民主黨宣佈氣候宣言，支持「綠色新政」（Green New Deal）概念，以應對當前的氣候危機。

17,401,414

核能安全

支援綠色和平國際團隊的研究，派員到日本福島實地調查，檢測核事故周邊地區並發現多個輻射熱點，去

信日本政府後成功促使電力公司派員去污。是次日本福島縣年度檢測數據，記載於出版報告《2020 輻射遷

移：福島的二次污染及天氣相關之影響》，有助提升公眾對核能安全危機的意識。

335,028

48,441,231

36 37

保護海洋

項目 重點簡介 港元

守護全球海洋

● 延續國際守護南極項目，推動制訂全球海洋公約，設立全球最大的海洋保護區網絡。全球累積超過 300 萬

支持者聯署聲援，包括超過 14 萬東亞分部支持者。● 動員公民參與活動，並與公眾人物、決策者、科學家與

其他環保團體合作，號召全球關注海洋危機，聲援世界各地的辦公室進行不同遊說工作和行動。● 持續參與

國際平台和網絡，包括聯合國海洋公約會議，遊說各國政府朝向在 2030 年前保護全球最少 30% 海洋的目標邁

進。● 綠色和平船艦極地曙光號與希望號，展開為期近一年的保護海洋之旅，橫跨大西洋從北極到南極，進

行科學研究實證，走訪 7 個海洋熱點，帶來第一手資料與數據，揭示北極熊、企鵝、海象等及其棲息地，所面

對的生態危機，邀請公眾人物一起見證並記錄當地的獨特生態，推廣設立全球海洋保護區的必要。● 舉辦一

系列公眾活動，包括香港於 6 月舉行的「I SEA YOU‧ 海洋日」活動，邀請民眾關注海洋保育，參與聯署聲援，

吸引媒體與公眾輿論。

6,884,400

項目 重點簡介 港元

致力維護海洋生態，確保東亞地區漁業工作邁向更可持續的營運模式。

台北團隊

● 持續敦促台灣政府落實執法管理，謹慎查核非法、未報告及不受規範的漁業行為和相關公司，督促政府

開放資訊，企業肩負社會責任。● 歐盟黃牌警告後，持續要求台灣漁業署與其他政府部門、農委會等進行

體制改變，杜絕侵害人權與違法案件。● 與國際多方合作，於 6 月、9 月及 12 月成功向美國與東南亞各

國政府倡議並遞交遠洋漁業移工的保護措施建議。

2,298,150

北京團隊

● 遞交中國《漁業法》修訂建議報告，敦促政府強化中國大陸的遠洋漁船監控系統和規管，包括港口措施、

船舶檢查程序、權責配置與溝通機制，成功編列於修訂版中。● 在中東與西南大西洋公海實地調查中國大

陸的漁船作業，見證並記錄工業捕魚、破壞性捕魚及非法捕魚行為，並交予執法單位進一步調查。● 與北

京大學生命科學學院共同研究，透過樣本檢測與數據分析，揭露工業漁業與全球鯊魚貿易市場的關係，包

括鯊魚肉、魚翅與魚油等產品如何威脅鯊魚物種，並與公眾人物合作，強調守護海洋的重要。

3,111,147

12,293,697

項目 重點簡介 港元

守護全球森林

● 支援全球守護森林項目，包括在巴西亞馬遜森林、印尼雨林、澳洲森林等發生大規模山火時，透過網上

動員招募支持者聯署聲援，配合直接行動，喚起公眾對議題的重視：香港團隊在油麻地投影亞馬遜森林影

片到本地原生的榕樹上；台北及首爾團隊分別在當地地標進行非暴力直接行動；成功促使台灣電力公司承

諾不再投資煤炭並加速對煤炭產業撤資。● 致力全球生態保護的倡議工作，準備因疫情延期至 2021 年於

中國雲南舉行的《生物多樣性公約》第十五次締約方大會（COP15），與不同持份者交流，包括各國政要、

生物多樣性公約秘書處、工作小組、非政府組織  及媒體等，推動根本的政策改變。

618,519

亞洲野生象保育

隨著社會經濟發展，人類的經濟作物種植面積不斷擴大，導致亞洲象與人類活動區域互相重疊，加劇人象

衝突。2019 年底開展亞洲象保育項目，針對雲南省西雙版納國家級自然保護區，與合作夥伴共同以創新方

式修復保護區內的亞洲象棲息地，緩解人象衝突，同時維繫保護區內的生態系統，復育原生植物，結合科

學的森林管理方式，逐步修復森林，維持亞洲象數量。

3,057,864

森林資源管理
實踐

● 在北京舉行研討會，就中國大陸自然保護區和國家公園的管理，邀請眾多學術專家和國家林業行政管理

官員參與交流，促進林地保育工作，提升業界對森林管理的認識。● 8 月與南京林業大學聯合發佈《國家

公園體制下自然保護地建設社區參與研究報告》，針對中國自然保護區和國家公園的社區參與進行研究，

以實質的事例與數據，倡導更有效率的森林管理方式。

2,374,537

生物多樣性記錄

● 聯同自然圖片社「野性中國」致力尋找、記錄、保護雲南大理州最具代表性的原始森林，經兩年尋覓、

10 個月籌備，為一棵已知世上最古老的千年雲南鐵杉留下影像記錄，喚起民眾關注保育綠野大地。● 千年

古樹相關的短片、活動與文章，獲國家地理雜誌等主流媒體廣泛採用。

1,859,542

7,910,461

守護原始森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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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續漁業



項目 重點簡介 港元

城市發展

● 香港政府宣佈「明日大嶼」填海計劃，不僅將永久破壞珍貴的海洋生態，亦為香港史上最昂貴的基礎建

設。團隊透過數據分析和調查，向政府提出實際可行且環境破壞較小的棕地發展方案，替代本來的填海計

劃。替代方案獲本地和國際媒體廣泛報導，包括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CNN）、衛報、洛杉磯時報等，引

發公眾輿論。● 與 6 個環保及關注團體發佈生態調查結果，發現鄰近填海選址的周公島，有國家二級保護

野生動物白腹海鵰、全球獨有的鮑氏雙足蜥，更在中部水域觀測到稀有的軟珊瑚海筆，實證其寶貴的生態

價值，呼籲各界聯手守護本地生物多樣性。● 連結本地學者、專家及公眾人物，拍攝系列影片，呼籲大眾

守護大嶼生態，吸引超過 68 萬人次觀看，並至今招募超過 9 萬名市民加入聯署，向政府施壓。

2,156,523

全球環境影響

到訪中國大陸投資者於巴基斯坦的大型燃煤電廠，討論煤電廠對社會及環境的影響，以及其能源管理效益，

促進中國海外能源投資者與當地持份者的雙向溝通，隨後發佈實地調查研究報告，分享給中國大陸持份者，

令投資項目隱含的環境與社會成本更公開透明，增加業界投資可再生能源的誘因。

2,096,810

野生動物
棲息地保育

● 致力提出解決方案，維護對平衡氣候起關鍵作用的生物多樣性，具體計算野生生物棲息地如何透過光合

作用，將大氣中的溫室氣體吸收並固定在植被與土壤當中，從而減少大氣中溫室氣體濃度。● 研究團隊與

專家探討具體應用方法，以利社區平衡發展、野生動物保育、生物多樣性維護及氣候穩定；推出一系列網

上科普資訊，藉此提高公眾對生物多樣性的認識和關注。

1,960,659

智能手機與創新

● 發佈《中國廢棄電子產品循環經濟潛力報告》，預測 2030 年中國的廢棄電子用品數量將達 2,722 萬噸，

提出回收率若提高至 85% 所帶來的巨大環境和經濟效益，吸引超過 700 家媒體報導，社交媒體上吸引超過

43 萬人次點閱，項目影片觀看次數達 8 萬多次；引起政府關注，成為電子廢棄物議題的重要參考資料。● 

在北京大型購物中心舉行為期一星期的活動，展示以 652 部二手電話組成的裝置藝術品，吸引超過 6,000

人到訪，凸顯中國電子廢棄物問題的迫切性，提升大眾對議題的覺察能力。

901,770

跨範疇項目

38 39

污染防治

項目 重點簡介 港元

可持續農業

● 綠色和平北京團隊與中華環保聯合會共同開展項目，發佈首份針對國內外食物耗損與浪費狀況、環境影

響和管理經驗的綜合分析研究《食盡其用：海內外食物損耗與浪費產生與再利用模式研究報告》，引起中

國大陸農業部與科學院持份者關注。● 在社交平台與多位民間意見領袖合作，提倡減少食物浪費的生活方

式，吸引超過 20 萬人點閱和留言，提高公眾意識。● 舉辦食物浪費座談會，與多個民間團體一起監測浪

費情況，並討論解決方案。

3,967,448

3,967,448

食物安全及農業

項目 重點簡介 港元

綠色和平的香港、台北、首爾、北京團隊推出拒絕塑膠污染項目，喚起公眾、傳媒、政府、生產商及零售

商關注塑膠污染議題，以此為起點加速全球去除塑膠危害的腳步。

香港團隊  ● 發起「超市走塑」項目，發動群眾與社區的支持，爭取與業界對話，推動資源龐大的超市改

變公司政策，減少使用無謂塑膠包裝，累積至今超過 1.6 萬位支持者聯署。● 10 月與香港大學永續發展事

務處聯合舉辦亞洲首個超市業界論壇，邀請本地超市代表（百佳、惠康及一田等）、海外超市代表、科學

家與環境保護署，交流超市減塑營運模式與經驗；超市紛紛表示減塑意願，百佳及後更設立首間「裸買補

充站」。● 發起公民科學調查，超過 100 名義工協助調查超市中有多少不可回收的無謂塑膠包裝，並與名

人一同發表真人騷系列影片，說明香港超市無謂塑膠包裝對環境的負面影響。● 延續「尋找走塑食堂」計

劃，與一眾義工落區，尋找及遊說餐廳和店鋪加入走塑行列；今年已經累積超過 600 間餐廳承諾無塑友善

的供餐服務。● 2019 年初發佈調查報告《塑膠圍港：香港海域塑膠分佈》，揭露近 3 年來香港海域中的

微塑膠濃度暴升 11 倍，以及其種類和分佈情形，持續問責政府與企業採取改善措施。● 調查團隊揭發菲

律賓退返一個涉嫌從香港走私到當地、裝滿電子及塑膠垃圾的貨櫃，透過行動和媒體發佈，促請本地環保

署及海關調查事件，並施壓政府提出減廢及本地源頭減廢的長遠方案。

4,807,030

台北團隊  ● 發起「超市減塑」項目，發動群眾與社區的支持，爭取與業界對話，推動資源龐大的超市改

變公司政策，減少使用過度的塑膠包裝。● 3 月起推動「超市減塑」聯署，至 2019 年年底累積 13.8 萬位

民眾聯署。● 4 月發起首次公民科學調查，與義工走訪全台灣共 70 家超市零售地點，盤點超過 1.4 萬種商

品的塑膠包裝。● 8 月完成「你家超市垃圾有多少」調查，計算家庭中產生的超市塑膠垃圾量，警示塑膠

在生活中無所不在，當中更邀請4位台灣網絡名人參與。● 10月發佈 《台灣零售通路企業減塑評比報告》，

檢視 9 家零售企業的減塑政策、減量行動、倡議與創新、資訊透明四個範疇，提出具體改善目標，加速減

塑進程。● 於台北、高雄、台中三地開設「無塑示範店」，向公眾展示無塑銷售與購買模式，兩星期內吸

引超過 1 萬人到訪參觀。● 兩次舉行減塑直接行動，舉辦「減塑人生手作坊」，共累積 850 人參與。● 

共製作 20 支影片，透過訪談科學家、海外成功減塑的業界人士等，與民眾分享塑膠對環境的危害、具體減

塑方案，回覆民眾對超市、商店減塑的常見問題，讓更多人了解塑膠議題。影片的總觀看次數超過505萬次，

其中一支影片更在社交媒體上吸引高達 254 萬人次觀看。

7,138,278

首爾團隊  ● 與菲律賓辦公室跨地域合力追蹤調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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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佈具體影像紀錄，在媒體曝光引起龐大的輿論壓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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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忠南國立大學

聯合發佈研究報告，提出良好的塑膠管理方案和政策方針，逐步淘汰即棄塑膠。

2,195,794

北京團隊  ● 發表影片呈現海洋塑膠污染如何影響人類健康，吸引超過 65 萬人次點閱觀賞，有助提升群眾

對議題的認識。● 在世界海洋日發起「7 日無塑挑戰」，單日超過 10 萬人踴躍參與。● 與知名網絡名人

合作，透過影像日誌呼籲觀眾在生活中自備環保杯，取代即棄飲品杯，吸引超過 64.8 萬人次點閱。● 11

月與其他環保團體聯合發佈《中國快遞包裝廢棄物生產特徵與管理現狀研究報告》，評估發展急速的速遞

包裝業所帶來的環境影響與社會成本，獲紐約時報等主流媒體報導；推動中國大陸的生態環境部就該議題

展開研究，亦成功吸引一間物流公司開始規劃環保包裝。

4,160,128

防治河流污染

● 綠色和平北京團隊與南京大學生態環境研究院聯合發佈調查報告《中國城市污染地塊開發利用中的問題

與對策》，揭露化工、冶煉和鋼鐵等重污染企業，逐步退出中國大陸各個省會城市核心區域，遺留大量受

重金屬污染的土地；遂與各方專家合作，舉辦座談會討論具體可行的解決方案，並引起眾多主流媒體報導，

加強政府的土地污染防治政策。

410,561

減法生活

綠色和平北京團隊與知名演員、設計師、綠色餐廳經營者、環保人士等各界專家，合作推廣減少過度消費

的環保生活專題故事，文章發佈於知名雜誌，影片亦在各大社群媒體平台曝光，吸引超過 120 萬人次點閱

觀賞。

319,078

19,030,868

7,115,7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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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往年以「其他開支分擔」命名的區域項目監督及統籌費用，現反映於以上的環保項目支出中。

拒絕塑膠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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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重點簡介 港元

全球氣候變化
應對項目

運用國際網絡減緩環球氣候危機，資助綠色和平東南亞分部 2019 年的環保項目，包括 3 個「氣候與能源」
項目、2 個「永續森林」項目、2 個「減塑」項目、「城市發展」、2 個「永續農業」項目、「海洋」與緊
急應變項目，以下為重點成果匯報：

「印尼煤炭」：● 發佈報告揭露政商界之間的利益關係，聚焦國際壓力要求政府重新審視煤炭產業的相關
規管。● 透過紀錄片提高當地公民意識，吸引近 3,000 萬人次觀看。● 8 月動員公眾，要求雅加達特區省
府規管因煤電廠而造成的空氣污染問題，並以民事訴訟方式向持份者爭取氣候公義。● 成功推動雅加達特
區省府及峇里省府加速發展可再生能源，在公共部門建築裝置太陽能屋頂和提供相關獎勵措施。

「掙脫化石燃料束縛」：● 截至 2020 年 2 月促成泰國 7 間醫院安裝屋頂太陽能光電板，示範可再生能源
的發展模式。● 發起聯署要求泰國當局加快制定淨計量電價相關配套措施，促進社會實現能源自主。

「氣候正義」：● 透過法律行動，帶動體制與政策變革，運用國際壓力促使政府和化石能源企業正視氣候
危機，向受極端氣候衝擊的社區居民負責。● 經過 4 年調查，與當地組織密切合作，要求菲律賓人權委
員會徹查蜆殼石油（Shell）、英國石油（BP）等碳排巨擘加劇氣候變化、損害基本人權的責任。案件終在
2019 年 12 月由委員會宣判，國際碳排巨擘在氣候危機當前有責任保護人權，成為國家層級首次針對氣候
變化、向企業問責的案例。

「雨林保護」：● 籌劃全球項目，長期持續監察印尼雨林面對的環境問題，解釋國際品牌與棕櫚油產業供
應鏈之間的關係，包括全球最大棕櫚油供應商豐益國際（Wilmar）等，並發佈多份研究報告推動資訊公開
透明，致力保護雨林，免於棕櫚油業的破壞，集合全球超過 130 萬支持者聲援。

28,902,703

28,902,703

支援國際綠色和平全球項目

環保項目訊息傳播、媒體推廣及公眾資訊

項目 重點簡介 港元

環保項目媒體
統籌、機構形象
及環保傳訊研究

4 地辦公室共 28 名資訊媒體部門成員，支援東亞分部環保項目工作，包括：● 透過媒體資訊傳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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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至環保成果。

● 致力創新改善媒體資訊的分析、項目溝通，每天搜集、審理和記錄環境議題類別的關鍵字、文章、影像

畫面等報導，並與環境領域媒體維持即時溝通。● 監察本地及國際主要媒體就環境議題的報導取向，適時

調整對外傳播與媒體推廣的策略，確保所有環保項目，以及公眾對綠色和平的認知，與機構形象相符。● 

推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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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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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網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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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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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783,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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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利更多人接收環保相

關消息。

5,441,0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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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創新改善媒體資料和多媒體工作，配合社交媒體平台推廣，在社會上營造更大影響

力。

2,438,359

支持者通訊
編製 4 個語言版本的機構年報，以及其他恆常通訊刊物和資訊，透過全新官方網站、電郵、短訊、社交媒

體及即時通訊應用程式等渠道，向支持者匯報環保項目、最新成果及活動。
4,353,359

25,016,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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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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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力令各個環保項目呈現公眾眼前，成為焦點，讓公眾更掌握綠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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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幕後幫助您我實現綠色理想。

資源運用   環保項目支援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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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法門，您也可以

推動環保里程！

心繫環境的人，或多或少曾經自

問或被問及：「氣候危機太遙遠

了，我能貢獻什麼？」坊間環保

貼士五花八門，以下呈獻更多選

擇，您會為地球選一個嗎？

減法生活．加法人生

改變，總是先由自身做起。相信

您已在生活中，多自攜環保袋、

少衝動消費，何妨再多探索環保

新招數？一步一腳印，您的一個

決定已能改變世界。

世界公民．監察資源

全球問題全球解決！立足香港，

放眼全球，遠方的環境問題，您

我也能加入國際聯署與網上行

動。氣候無國界，珍惜您的公民

監察權，金睛火眼監察本地與國

際政商領袖絕不鬆懈！

積極參與環保社群

透過不同活動，讓您與更多熱衷

環保的人聚在一起交流，您今日

join 了嗎？

不吝賜教．經驗共享

多分享綠色生活體驗，啟發他人

嘗試改變，在環保路上彰顯一加

一大於二的力量。當看到身邊人

受您影響建立環保意識，除了自

豪，更會感到欣慰吧！

您也是環保動員者

守護環境從來不限形式：68 歲抗

癌勇士羅樹源以獨木舟環繞大嶼

山，10 歲小畫家簡鏡倫出版大自

然繪本，您也可以發起專屬活動，

邀請親友為環境出一分力！

* 立即致電我們，把想法成真：

2854 8318

天天看．日日追蹤

多留意環境資訊，了解氣候問題

背後脈絡，您追蹤綠色和平的社

交媒體與網站了嗎？

如果您願意⋯⋯

認識綠色和平，可以有一百種理

由；但繼續支持，原因只有一個：

守護您我與下一代未來。假如我

們的分享引起您共鳴，您願意進

一步捐款支持我們嗎？

* 填寫右側的捐款表格 →

實驗場地．在您左右

您的學校、公司，也能成為實踐

綠色理念的最佳基地？英國曾有

小學生向學校爭取，最後令即棄

餐具絕迹校園；或者鼓勵辦公室

維持室溫攝氏 25.5 度，已有助

減碳。

捐款者資料

捐款方法

* 定期捐款將在信用卡到期日後自動延續

* 自動轉帳一般為每月 13 號；首次過帳可能會於月底進行；若 13 號未能成功轉帳，會在月底再次嘗試。

本人 / 吾等茲授權綠色和平及上述銀行，由本人 / 吾等之銀行帳戶內支付帳款。如因支付引致本人 / 吾等帳戶透

支，或增加原有的透支金額，亦請照付。但銀行方面，則可因本人 / 吾等之存款不足而拒予撥付，且銀行可收

取慣常之收費，亦可隨時以一星期書面通知取消本授權書。本人 / 吾等同意通知綠色和平有關更改銀行帳戶或

取消轉帳付款方式。本人 / 吾等同意取消或更改或更改本授權書之任何通知須於取消或更改生效日最少兩個工

作天之前交與本人 / 吾等之銀行。本人 / 吾等同意本人 / 吾等之銀行無須證實該等通知是否已交付本人 / 吾等。

以支票或銀行轉賬進行單次捐款，連同此表格寄回

銀行帳戶名稱 / 支票抬頭：

綠色和平（或「Greenpeace East Asia」）

收款銀行：滙豐銀行

帳戶號碼：004-511-899973-001

姓名：

會員號碼（如有）：

VISA Master AE

電話：

地址：

電郵地址：

信用卡號碼：

銀行名稱：

銀行編號：

戶口號碼：

分行編號：

帳戶名稱：

身份證號碼：

本人 / 吾等之戶口簽署：

填表日期：

持卡人姓名：

到期日：

持卡人簽名：

① 信用卡

② 銀行自動轉帳

③

42 43

調查研究、綠色政策及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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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66,541

調查及
研究能力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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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08,308

認知科學應用

● 提升全球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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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名專家和成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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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78,3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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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

勵更大社會改變。

2,339,943

顧問：
綠色金融及企業

提供專業市場趨勢分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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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色金融亦具投資價值。
775,995

10,469,183

行動與義工統籌及社區動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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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直接行動和外展教育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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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到訪不同院校演講、設計教材普及環保教育、組織義工活動在社

區宣揚環保意識等。

2,322,060

訓練及器材管理
定期進行非暴力直接行動訓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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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77,822

工作室暨
倉庫管理

租賃、管理與維護 4 地工作室及倉庫，支援東亞分部 4 個辦公室的行動與義工統籌及社區動員整體工作。 3,173,382

7,673,2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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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法門，您也可以

推動環保里程！

心繫環境的人，或多或少曾經自

問或被問及：「氣候危機太遙遠

了，我能貢獻什麼？」坊間環保

貼士五花八門，以下呈獻更多選

擇，您會為地球選一個嗎？

減法生活．加法人生

改變，總是先由自身做起。相信

您已在生活中，多自攜環保袋、

少衝動消費，何妨再多探索環保

新招數？一步一腳印，您的一個

決定已能改變世界。

世界公民．監察資源

全球問題全球解決！立足香港，

放眼全球，遠方的環境問題，您

我也能加入國際聯署與網上行

動。氣候無國界，珍惜您的公民

監察權，金睛火眼監察本地與國

際政商領袖絕不鬆懈！

積極參與環保社群

透過不同活動，讓您與更多熱衷

環保的人聚在一起交流，您今日

join 了嗎？

不吝賜教．經驗共享

多分享綠色生活體驗，啟發他人

嘗試改變，在環保路上彰顯一加

一大於二的力量。當看到身邊人

受您影響建立環保意識，除了自

豪，更會感到欣慰吧！

您也是環保動員者

守護環境從來不限形式：68 歲抗

癌勇士羅樹源以獨木舟環繞大嶼

山，10 歲小畫家簡鏡倫出版大自

然繪本，您也可以發起專屬活動，

邀請親友為環境出一分力！

* 立即致電我們，把想法成真：

2854 8318

天天看．日日追蹤

多留意環境資訊，了解氣候問題

背後脈絡，您追蹤綠色和平的社

交媒體與網站了嗎？

如果您願意⋯⋯

認識綠色和平，可以有一百種理

由；但繼續支持，原因只有一個：

守護您我與下一代未來。假如我

們的分享引起您共鳴，您願意進

一步捐款支持我們嗎？

* 填寫右側的捐款表格 →

實驗場地．在您左右

您的學校、公司，也能成為實踐

綠色理念的最佳基地？英國曾有

小學生向學校爭取，最後令即棄

餐具絕迹校園；或者鼓勵辦公室

維持室溫攝氏 25.5 度，已有助

減碳。

捐款者資料

捐款方法

* 定期捐款將在信用卡到期日後自動延續

* 自動轉帳一般為每月 13 號；首次過帳可能會於月底進行；若 13 號未能成功轉帳，會在月底再次嘗試。

本人 / 吾等茲授權綠色和平及上述銀行，由本人 / 吾等之銀行帳戶內支付帳款。如因支付引致本人 / 吾等帳戶透

支，或增加原有的透支金額，亦請照付。但銀行方面，則可因本人 / 吾等之存款不足而拒予撥付，且銀行可收

取慣常之收費，亦可隨時以一星期書面通知取消本授權書。本人 / 吾等同意通知綠色和平有關更改銀行帳戶或

取消轉帳付款方式。本人 / 吾等同意取消或更改或更改本授權書之任何通知須於取消或更改生效日最少兩個工

作天之前交與本人 / 吾等之銀行。本人 / 吾等同意本人 / 吾等之銀行無須證實該等通知是否已交付本人 / 吾等。

以支票或銀行轉賬進行單次捐款，連同此表格寄回

銀行帳戶名稱 / 支票抬頭：

綠色和平（或「Greenpeace East Asia」）

收款銀行：滙豐銀行

帳戶號碼：004-511-899973-001

姓名：

會員號碼（如有）：

VISA Master AE

電話：

地址：

電郵地址：

信用卡號碼：

銀行名稱：

銀行編號：

戶口號碼：

分行編號：

帳戶名稱：

身份證號碼：

本人 / 吾等之戶口簽署：

填表日期：

持卡人姓名：

到期日：

持卡人簽名：

① 信用卡

② 銀行自動轉帳

③

42 43

調查研究、綠色政策及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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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66,541

調查及
研究能力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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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08,308

認知科學應用

● 提升全球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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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名專家和成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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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78,3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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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

勵更大社會改變。

2,339,943

顧問：
綠色金融及企業

提供專業市場趨勢分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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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色金融亦具投資價值。
775,995

10,469,183

行動與義工統籌及社區動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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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直接行動和外展教育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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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到訪不同院校演講、設計教材普及環保教育、組織義工活動在社

區宣揚環保意識等。

2,322,060

訓練及器材管理
定期進行非暴力直接行動訓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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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77,822

工作室暨
倉庫管理

租賃、管理與維護 4 地工作室及倉庫，支援東亞分部 4 個辦公室的行動與義工統籌及社區動員整體工作。 3,173,382

7,673,2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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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保，也能從小事做起。

您願意選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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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tiny.cc/z9ujq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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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您

與我們一同實現
2019年的環境成果！

我願意！

我未曾捐款予綠色和平，但見證現今嚴峻的環境

問題，我願意參與推動改變！

接下來，在 2020 年綠色和平將延續一貫的使命，透過

連結全球力量，推動各界合作應對氣候危機；在香港，

我們會團結民間和社區力量，推動更多環境改變，並持

續關注及響應國際上重大的環境事態，包括推動各國政

府制定更積極的氣候能源政策，守護極地生態、原始森

林及珍貴海洋。

單次捐款港幣 $500 元

單次捐款港幣 $5,000 元

單次捐款港幣 $50,000 元

單次捐款港幣 ___________ 元

每月捐款額外增加港幣 $50元

每月捐款額外增加港幣 ___________ 元

每月捐款港幣 $500 元

其他：每月捐款／單次捐款 *港幣 _________ 元

*請刪掉不適用者

←請往後頁填寫個人資料後寄回至封底的機構地址

此刻，氣候環境危機重重，環境工作更需您的支持，您

願意進一步支持綠色和平的環境工作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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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您

與我們一同實現
2019年的環境成果！

我願意！

我未曾捐款予綠色和平，但見證現今嚴峻的環境

問題，我願意參與推動改變！

接下來，在 2020 年綠色和平將延續一貫的使命，透過

連結全球力量，推動各界合作應對氣候危機；在香港，

我們會團結民間和社區力量，推動更多環境改變，並持

續關注及響應國際上重大的環境事態，包括推動各國政

府制定更積極的氣候能源政策，守護極地生態、原始森

林及珍貴海洋。

單次捐款港幣 $500 元

單次捐款港幣 $5,000 元

單次捐款港幣 $50,000 元

單次捐款港幣 ___________ 元

每月捐款額外增加港幣 $50元

每月捐款額外增加港幣 ___________ 元

每月捐款港幣 $500 元

其他：每月捐款／單次捐款 *港幣 _________ 元

*請刪掉不適用者

←請往後頁填寫個人資料後寄回至封底的機構地址

此刻，氣候環境危機重重，環境工作更需您的支持，您

願意進一步支持綠色和平的環境工作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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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您

與我們一同實現
2019年的環境成果！

我願意！

我未曾捐款予綠色和平，但見證現今嚴峻的環境

問題，我願意參與推動改變！

接下來，在 2020 年綠色和平將延續一貫的使命，透過

連結全球力量，推動各界合作應對氣候危機；在香港，

我們會團結民間和社區力量，推動更多環境改變，並持

續關注及響應國際上重大的環境事態，包括推動各國政

府制定更積極的氣候能源政策，守護極地生態、原始森

林及珍貴海洋。

單次捐款港幣 $500 元

單次捐款港幣 $5,000 元

單次捐款港幣 $50,000 元

單次捐款港幣 ___________ 元

每月捐款額外增加港幣 $50元

每月捐款額外增加港幣 ___________ 元

每月捐款港幣 $500 元

其他：每月捐款／單次捐款 *港幣 _________ 元

*請刪掉不適用者

←請往後頁填寫個人資料後寄回至封底的機構地址

此刻，氣候環境危機重重，環境工作更需您的支持，您

願意進一步支持綠色和平的環境工作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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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保，也能從小事做起。

您願意選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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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tiny.cc/z9ujq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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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您

與我們一同實現
2019年的環境成果！

我願意！

我未曾捐款予綠色和平，但見證現今嚴峻的環境

問題，我願意參與推動改變！

接下來，在 2020 年綠色和平將延續一貫的使命，透過

連結全球力量，推動各界合作應對氣候危機；在香港，

我們會團結民間和社區力量，推動更多環境改變，並持

續關注及響應國際上重大的環境事態，包括推動各國政

府制定更積極的氣候能源政策，守護極地生態、原始森

林及珍貴海洋。

單次捐款港幣 $500 元

單次捐款港幣 $5,000 元

單次捐款港幣 $50,000 元

單次捐款港幣 ___________ 元

每月捐款額外增加港幣 $50元

每月捐款額外增加港幣 ___________ 元

每月捐款港幣 $500 元

其他：每月捐款／單次捐款 *港幣 _________ 元

*請刪掉不適用者

←請往後頁填寫個人資料後寄回至封底的機構地址

此刻，氣候環境危機重重，環境工作更需您的支持，您

願意進一步支持綠色和平的環境工作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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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保，也能從小事做起。

您願意選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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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tiny.cc/z9ujq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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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您

與我們一同實現
2019年的環境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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