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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是全球最大溫室氣體排放國，主因正是煤
炭。在綠色和平的推動下，2012年中國的煤炭
增幅由過去10年平均達9%，大降至2.8%；中
國10個重要耗煤省份及城市，較 2011年共計減
少煤炭消耗達6,658萬噸，相當於減少逾一億噸
二氧化碳排放。

2008至2013年間，綠色和平與
多個非政府組織，共同推動超過
130 間企業承諾落實護林措施，
確保其供應商不會涉及毀林。

經過長達3年的努力，
全球20個知名服裝
品牌承諾淘汰生產鏈
上一切有毒有害化學
物。這是「集結群眾
力量，以行動帶來改
變」的最佳寫照。 守護北極全球行動聯署人數突破500萬人。成功

促使蜆殼石油（SHELL）連續3年擱置北極鑽油計
劃。芬蘭與歐洲議會亦先後表態支持成立北極保護
區。您的積極行動，正在改變北極的命運。

萬噸

企業

知名服裝品牌

精選綠色成就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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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踐綠色理念
氣候變化已成為全人類最真實迫切的危機，水資源、空氣、森林，更是以前所未有的
速度與規模受到污染或威脅。您也許好奇，我們如何扭轉這些嚴峻的情勢？

「理想 IDEAL」指引我們的環境工作，也是綠色和平堅定向前的原動力。與我們一起守
護環境！哲學家早已說過，「世上最快樂的事，莫過於為崇高的理想奮鬥。」

I - INVESTIGATE 調查
不論是印尼天堂雨林遭到
砍伐，或發生在中國的紡織業
污染，我們採集樣本、在實驗
室化驗，並進行科學分析，
獨立公正地調查及研究環境方
面的不當行為。

D - DOCUMENT 記錄
日本福島核災過後，我們持續
追蹤，並組織「福島見證之旅」，
記錄與思索核災漫長的影響。
「見證不公義」是綠色和平的核心
價值。為了佐證犧牲環境的真正
代價，我們實地記錄受害者的
故事，不讓其遭到遺忘或掩蓋。

E - EXPOSE 揭露
我們曾揭露P&G的Head &

Shoulders洗頭水使用的棕櫚油
與森林砍伐有關，要求做出
改善，P&G做到了。透過我們
的詳盡研究，消費者終於明瞭
許多耳熟能詳的產品背後的
真相。

A - ACT 行動
正因為我們的行動成員願意
置身高空作反核行動，才令
韓國釜山政府採取具體方
案，改善核災應變措施。「行
動．帶來改變」是我們的信
念，非暴力直接行動則有助
我們向企業、政府與公眾提
出訴求，要求積極的改變。

L - LOBBY 游說
我們的特別之處，在於不僅
指出環境問題，同時也提出符合
公義與可行的解決方案，不論
過程如何困難，都致力開啟對話
的機會。我們從不怯於揭露政府
與企業的環境劣行，更要督促
他們積極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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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愛的綠色和平會員：

2013年對綠色和平東亞分部是極為重要的
一年。它標誌著東亞分部翻開新的一章：以 

IDEAL理念作為環保工作的指引，我們已經成
為功能完整的區域分部全面投入運作。回望
過去3年，我們茁壯成長。

您知道嗎？在東亞分部已經有102名專業、全
情投入的環保項目主任，為守護地球而努力。

首爾辦公室也在2013年完成註冊，正式成
立。短短數月間，我們成功游說韓國國會修
訂法例，加強打擊非法漁業。所有我們守護
海洋的成就，若沒有您的堅定支持，絕對無
法達到。謝謝您。

東亞地區是綠色和平應對環境問題的重中之
重，許多全球項目都以這裡為重心。東亞地
區不但是全球經濟發展最快的地區，也是溫
室氣體排放、天然資源耗用激增的地區。

區域分部的架構，讓我們更強壯、合作更緊
密。換言之，所有您的慷慨捐助會幫助更遠
地方的環境問題，香港、台北、首爾和北京
四個辦公室，相互分享專業知識及經驗，更
具效益履行環保使命。

翻開2013年報，您會看到我們攜手為脆弱的
地球締造的具體改變。您也會發現，我們的
工作規模逐步拓展，除了最年輕的守護海洋
項目，我們也將中國大陸煤炭項目區一分為
二，一則集中空氣污染問題，一則強調對珍
貴水資源的威脅。杜絕濫用農藥的工作，也
拓展至更廣泛的食物種類。

茁壯成長，收獲更豐

由衷盼望您為保護海洋的進展而高興。海洋
覆蓋地球70%的面積，孕育所有生命，但卻
只有不足1%的海洋受到保護。過度捕魚是人
類對海洋最直接的威脅，尤以我們身處的地
區為甚。

還有更多鼓舞人心的成就，例如更多時裝企
業承諾「為時尚去毒」，淘汰有毒物質，共有
20間國際知名企業支持「無毒生產」！

每一項綠色成就，顯示我們更具成效地守護
東亞地區以至全球環境。我為此感到驕傲，
希望您心亦然。

一路往前，挑戰仍在。得到您堅定的支持，
東亞分部的每一員充滿信心，未來的歲月能
為我們共享的地球，帶來更多美好改變。

感謝您。

陳慧明	 戴慕韜
東亞分部董事局主席	 東亞分部總幹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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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護地球 一起同行
環境工作無分地域、國籍或政治，我們以和平行動帶來環境的積極改變。

為了留給下一代乾淨、安全的未來，我們追求經濟、環境與正義三者的平衡，
維護世界和平。若不守護森林與海洋，無數的物種將消失，危及

許多人的生活，因此我們致力守護豐富物種與純淨自然。

•媒體與推廣
•行動

•調查研究
•多媒體策劃

•數據分析

•人力資源
•資訊科技
•財務
•籌款
•會員服務

•會員 •義工 •行動成員

項
目

支
援

有效管理  監督發展

機
構

支
援

公眾參與

氣候變化
污染防治
守護海洋與森林
食物安全
守護北極

環保項目

•董事局 •國際綠色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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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色和平的承諾

綠色和平一向要求政府與企業
加強問責，提高決策與執行面的公開
透明。同時，自身也擔負相同的責
任。綠色和平恪守國際非政府組織的
規章，嚴謹、全面、全球一致地建立
問責機制，接受監督。

─ 庫米．奈都（Kumi Naidoo），

 國際綠色和平總幹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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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色和平組織的全球治理架構，反映我們在
全球遵循的民主基本原則，以符合高度國際
性和協調統合的需要。

國際綠色和平於1979年成立，自1989年起，
它設立於荷蘭阿姆斯特丹，主要肩負協調的
角色，確保全球各地辦公室在政策、環保項
目焦點及公眾宣導活動上保持一致。它亦負
責統籌規劃國際環保項目與區域分部發展、
監督各地辦公室之績效、提供最佳的科學資
訊與支援，並依據項目的優次分配全球綠色
和平的資源，資助重點辦公室與環保項目，
以及管理船隊「彩虹勇士號」、「極地曙光號」
與「希望號」。 

綠色和平東亞分部是綠色和平區域分部之
一，在香港、台北、首爾、北京設有辦公室
推動環保項目。為維持財務的公開透明，並
提供關於收入、支出，綠色和平組織在全球
所有實體資產與負債的概述，獨立的財務部
門專責帳目管理，除了每年交由獨立核數師
審核外，國際綠色和平的會計師亦定期進行
內部審核。綠色和平的會員與支持者可以在
機構年報上查閱公開帳目，清楚了解捐款用
途與分配方式。

各區域分部設有董事局，並由一名總幹事領
導高層管理團隊，處理日常運作事宜。雖然
機構政策與整體環保工作策略由國際綠色和
平決定，但各地辦公室在執行政策與達成工
作目標上皆為自主單位，並可因應當地的具
體情況開展環保工作，向民眾募捐。

董事局負責審核年度預算、財務報告，任
命、監督總幹事，與委任受託人參與綠色和
平的全球管理，包括出席國際綠色和平年
會。董事局成員由具投票資格的義工、行動
成員及其他分部成員選出，目前，綠色和平
東亞分部董事局共有五名成員，現任主席為
註冊會計師及律師陳慧明女士。

國際綠色和平已簽署「國際非政府組織問責約
章」（INGO Accountability Charter）， 在 內
部和對外均致力提高透明度並建立問責機制。

此外，我們已訂定公開資訊政策，以確保在
符合法律規範的同時，既能以透明、具效益
的方式分享資訊，亦必須保護成員、支持
者、盟友、工作夥伴與組織內部的機密資訊
或個人私隱，不會遭洩漏或侵害。



8 • 綠色和平東亞分部 • 二零一三年年報
©

 G
reenpeace/N

ick C
obbing 

©
G

reenpeace/C
lem

ent Tang

©
 G

reenpeace/A
lex S

tonem
an

©
 G

reenpeace/ P
aul H

ilton

©
 G

reenpeace/A
lex Y

allop

1. 互聯網是現代社會傳遞訊息最具成本效
益的渠道之一，負責多媒體策劃、媒體
與宣傳的成員，致力找出最有效喚起公
眾關注的溝通與宣傳方式。

2. 2012年底，超強颱風「寶霞」侵襲菲律
賓，身處當地的「希望號」船員立即化
身為緊急應變小組，協助運送救援物
資。

3. 綠色和平的科學家在英國埃克塞特大學
的實驗室工作。

4. 勇敢、充滿熱誠、熱愛環保的行動成
員，是環保成就的幕後功臣之一。

5. 綠色和平有許多科學家和環境專家，運
用專業知識，協助實地調查環境危機。

1 2

3

5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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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局如棋，千變萬化，恰可形容東亞地區的環保工作。

下中國象棋或西洋棋，我們有明確的目標，拿下將帥或國王即可，自可因應對手的動向而調
整行動策略；下圍棋，由佈局、中盤至終盤，變數無限，更講求宏觀審視大局，最終的勝負
取決於「地盤」大小，而非局部戰役的得失。

兩者兼之，正是在東亞地區日益複雜的環境議題下，我們面對的不同挑戰。

自問棋藝平平，但我相信最重要是沉著應戰，並讓每一子各施其職。就像在綠色和平東亞分
部，除了大眾熟悉的環保項目主任，還有許多專責不同範疇的專業團隊：

政策與公共事務部 與政府官員及政界領袖緊密交流，知己知彼，打通倡議政策改變的大門；
綠色金融項目小組 讓金融行業了解到環境因素也是投資風險，進而影響投資者的決定；
行動、調查及研究部 深入環境破壞的現場進行調查，以直接行動停止環境罪行；
多媒體策劃部 在資訊爆炸的年代，找出最有效的溝通與宣傳方式；
數據分析部 在「大數據」時代，解讀輿論的走向，並分析我們的傳播效果，學習得失。

還有遇上突發環境事件時，視乎需要召集成員隨時候命的緊急應變小組，以及機構支援部、
籌款及會員服務部，再加上我們的會員、義工及行動成員。

此外，國際綠色和平的支援團隊，其中科學部門為全球辦公室提供科學專業的建議、協助分
析實地調查搜集所得的證據，是所有環保項目必不可少的一環。

每一員，讓綠色和平在守護地球的棋局中，攻守兼備，隨時在關鍵時候突圍而出，把握致勝
的一著。

以棋為喻

施鵬翔
綠色和平東亞分部副總幹事 

「每一員，讓綠色和平在守護地球的棋局中，攻守兼
備，隨時在關鍵時候突圍而出，把握致勝的一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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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緩氣候變化
氣候急遽變化已成為最迫切的全球危機。身處大都會，我們也
感受到熱浪、颶風、乾旱和破紀錄的低溫頻繁發生，我們的世
代甚至經歷人類史上二氧化碳濃度屢創新高、 北極冰層融化的
新低點。氣候變化儼然未來最大的不確定因素，影響地球上所
有物種包括我們自己。

綠色和平是第一個應對全球氣候變化危機的國際環保組織，氣
候與能源是我們最優先的環保項目範疇。透過推動政府及企業
節能減碳，發展可再生能源，與社會大眾一起改變日常生活方
式，以期將全球升溫控制在攝氏兩度之內，終止氣候危機及災
難的發生。

2013年，我們持續的努力獲得回應。我們的專家報告，也日漸
協助公眾與輿論打破「核能是清潔能源」的迷思。我們相信，
應對氣候變化的影響，同時也是重要的轉捩點，能改變過去對
環境的不公義行為。

維護地球的和平、創造可持續的未來，考驗我們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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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ve the

— 北極，由您我守護

您留意到有更多講述北極冰融的新聞報道、北極熊困境的紀錄片，察覺到愈來愈多人關心北極
危機嗎？

守護北極是綠色和平近年最受矚目的全球項目。我們實地研究北極面臨的最新危機、揭露油公
司的北極鑽油計劃的潛在風險、以和平行動阻止油公司到北極鑽油、游說國際政府領袖支持成
立「北極保護區」。而喚起公眾關注，是我們邁向成功的起點。

消失中的北極，是全球氣候變化的鐵證。少數企業為了一己利益，仍亟欲開發北極石油資源。
根據綠色和平的最新評估，如果我們今天不加以阻止，到2020年，將有多達15間企業同時到北
極鑽探石油。風險，是不可補救的漏油事故、加劇氣候變化 。

2012年起，全球超過500萬北極守護者，為北極發聲。每個聯署，都是保護北極最真實的力量。

北極，由您我守護

北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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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羅斯

芬蘭

過去數年，綠色和平多次指出蜆殼石油(SHELL)北極鑽油計劃的漏洞，促使美
國政府重新審視SHELL的鑽油許可。今年初美國法院裁定美國政府處理近海油
田租約的過程違反法律，代表SHELL 不能在毗連阿拉斯加州的楚科奇海鑽油，
最終逼使SHELL自2012年起，連續三年宣布擱置在阿拉斯加的北極鑽油計劃，
為北極熊送上好消息。

您可能會問：為什麼要針對SHELL？因為SHELL已經投資了8年時間、超過50

億美元開發北極鑽油計劃，它的決定將引起骨牌效應。成功，定會引來一眾油
公司爭相到北極鑽油；失敗，則其他油公司亦會緩下進軍北極的腳步。例如去
年2月，SHELL因為連串事故而無奈宣布放棄北極鑽油項目，挪威國營石油公
司 Statoil 隨後亦宣布，需要重新審視其北極鑽油計劃，押後在阿拉斯加楚科奇
海的項目；美國第三大能源公司 ConocoPhilips 更表明由於「監督上的不明朗
因素」，暫停未來兩年的阿拉斯加鑽油項目。

石油公司覬覦著北極另一端的俄羅斯。俄羅斯相關法律規定薄弱，加上設備老
舊失修，以致漏油事故頻生。綠色和平致力揭露俄羅斯石油工業的惡劣行徑，
並在全球發起抗議行動，阻止SHELL與俄羅斯天然氣公司Gazprom 聯手到北極
鑽油。

2013年8月，綠色和平實地調查西伯利亞北部的漏油污染，但俄羅斯環境監管
機構審查兩個月後竟說沒有發現漏油，Gazprom更聲稱只洩漏90公斤石油。我
們隨即分析油田的衛星照片，發現漏油點多達71個，污染範圍佔地3.1公頃，
再次揭發Gazprom試圖隱瞞漏油事故。

去年9月中，綠色和平「極地曙光號」30名成員到Gazprom在北冰洋的鑽油台和
平抗議，因而遭俄羅斯扣押約100天，並先後以海盜罪與流氓罪起訴，最終得
到俄羅斯政府特赦而釋放。今年5月，從這個鑽油台搾取的首批北極原油付運歐
洲。我們必須及早行動，號召更多朋友一同守護北極。

綠色和平的最終目標是成立北極保護區，永久禁止北極地區的石油鑽探及其他
工業化活動。全球500萬人守護北極的呼聲，終於開始得到國際社會的回應。
2013年8月，芬蘭政府通過新的北極政策，成為首個支持守護北極的北極圈國
家。在兩、三年之前，北極危機從來不是芬蘭關心的議題。

今年3月，歐洲議會也通過決議，公開支持設立北極保護區，為歐盟外長及歐
盟外交政策負責人帶來壓力，有助推動歐盟最終制定守護北極的政策。爭取歐
盟支持守護北極非常重要，因為歐盟成員國中，瑞典、芬蘭和丹麥都是「北極
理事會」成員國，歐盟本身亦是理事國的「常駐觀察員」。歐盟本身也是「北極
的消費者」，大部分來自北極地區的產品銷往歐盟國家。未來可望有更多國家
與重要政治領袖，正視人類對北極的責任，加入守護北極。

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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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ve the

— 推動零核未來

推動零核未來
核電的風險是真實的，一旦災害發生，後果深遠難以挽回。
2011年3月11日，日本強烈地震和海嘯引發福島核災，至今，
當地所有居民仍與傷害共存。參與「福島見證之旅」的綠色和
平資深氣候及能源項目主任古偉牧說：「福島災民究竟應該返
回充滿輻射的家鄉，還是繼續蝸居在猶如徒置區的臨時房屋? 

對他們來說，這是一個兩難的局面。」邀請您一同深思核災的
漫長影響，與我們一起推動零核電的未來。

調查核災真相
日本政府多次信誓旦旦保證「核災已經受到控制」，但真相如
何？過去三年，我們持續追蹤調查福島第一核電廠的最新狀
況。2013年10月，來自10國、共計15人的考察隊，前往福島
核電廠20公里撤離區進行檢測。結果發現，不論道路、森林
或室內，輻射值都高出日本政府標準二至三倍，換言之，去除
輻射污染的工作不如政府宣稱的完善。

記錄核災遺禍
福島至今仍有16萬人離鄉背井，多達10萬人仍居住在臨時房
屋。我們訪問受害者，包括失去果園的農民、憂心忡忡的幼稚
園校長、冒險也要重返家園的長者，以及不敢讓孩子外出遊玩
的母親。這些與災害共存三年的人物故事，都是全球應當捨棄
危險核電的理由。

揭露潛藏風險
韓國近年積極擴充核電，更將核技術出口到多個國家。綠色和
平多次揭露當地的核電廠設施老化，監管機制過於寬鬆，並指
出韓國將可能步上福島後塵。

我們發表專家報告，提出可行的解決方案，證明韓國有能力
在2030年前淘汰核電，同時仍然可以達成減排目標、創造就
業，並省下高達美金40億元的投資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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喚起關注，建立對話
位於釜山郊區的古里核電廠，是韓國境內最老舊的核電廠，故
障事件與核安醜聞頻傳，威脅方圓30公里340萬居民的生命安
全。2013年7月，為了清楚傳達這個訊息，我們進行了一次高
空反核行動：四名行動者攀上地標廣安大橋，在130公尺高空
懸掛橫額，並留守52小時。行動引發極大迴響，促成當地政
府首度召集會議，與我們共同研討核災應變策略，表明將依建
議改善。

迎接零核電未來
如何避免核災與高階核廢料的威脅？正確答案是「零核電」。
德國、意大利、瑞士、比利時都已填上正確答案，愈來愈多國
家積極發展再生能源，在我們的努力下，更多人發現核電不是
減碳的最佳途徑，再生能源才是。

在香港，經過3年努力反核，加上眾多市民的支持，香港政府
改變了過去對核電的錯誤理解，並大幅降低對未來用電量的預
測，終於在未來發電燃料組合的諮詢中，放棄增加輸入核電。
但我們還需繼續努力，達到 「零核香港」。

在台灣，我們與當地團體委託獨立核安全專家評估興建中的
「核四電廠」的安全性，發現核四問題重重且太接近大台北都
會區，風險無法降至可接受程度，台灣政府應立即終止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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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幾年冬季，在北京生活的人都經歷空氣
污染最嚴重的「霧霾」日子。美國大使館曾經
測量北京使館區的空氣質素，發現污染最嚴
重的季節，北京的空氣質素惡劣到機器無法
測量的地步。「霧霾」問題不限於北京，2013

年，多達92%中國城市的空氣質素不達標。

去年初，中國霧霾污染一再刷新最高記錄，
公眾開始透過智能手機、社交平台即時監察
及討論空氣污染問題，傳媒報道開始指出，
煤炭是霧霾污染的主要源頭。多年來，綠色
和平試著讓更多人了解煤炭對環境的負面影

響，公眾對霧霾真相的渴望是一個機會。對
環境工作來說，最有力的武器莫過於公眾集
結在一起的呼聲，藉以推動空氣質素監測、
公開資訊。

揭露PM2.5真面目
PM2.5空氣污染項目正式展開，我們做了最
擅長的事情：把研究調查和公眾參與結合在
一起。為了從源頭解決問題，我們致力於調
查、揭露：「PM2.5」污染是什麼？怎麼來
的？人們呼吸的空氣裡到底有什麼？

Save the

— PM2.5空氣污染：公眾的勝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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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M2.5空氣污染：
公眾的勝利
回顧2013年空氣污染議題的發展，是一個公眾力量成功改變中國能源使用模式
的故事。截止今年4月，全中國超過三分之一省份已訂立減用煤炭的目標或具
體措施，預計五年內可減少3.5億噸煤炭消耗，從而減少7億噸溫室氣體排放。
這個故事，印證了偉大的變革往往有著微小的開端，是由絕地中滋生的希望，
現與您分享我們共同達成的勝利。

微細懸浮粒子 PM2.5是空氣中直徑小於 2.5 

微米的顆粒，即頭髮直徑的1/28，不能被鼻
孔、喉嚨所阻擋，更易連同吸附其上的有毒
物質進入呼吸道。綠色和平發布影像和資訊
圖表，解釋監測PM2.5的重要性；編輯PM2.5

防護手冊，教育自我防護的方法；並與北京
大學的專家合作，研究PM2.5對健康的影響。
公眾終於了解，燃煤發電是空氣污染的主
因，空氣中的PM2.5嚴重威脅健康。

2013年9月，中國政府終於公布歷來最進取的
《大氣污染防治行動計劃》，多個省市隨後陸

續公佈煤炭消耗減量目標。截止今年4月，全
中國34個省份中，12個煤炭消耗主要省份，
已訂立減少耗用煤炭的目標或具體措施，預
計到2017年，合共減用3.5億煤炭，從而減少
7億噸二氧化碳排放，效果等同減少2.3億輛
私家車，或種植超過290億棵樹。

PM2.5空氣污染項目有著劃時代的意義，近幾
十年來，中國東半部區域將首度大幅減少煤
炭消耗，可望改善空氣質素，緩減全球氣候
變化的影響。這個世代，將見證人類使用煤
炭歷史上最重要的轉捩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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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色金融項目」是什麼？簡單地說，我們作為策略分析師，讓金融行業了解到
環境因素也具有投資風險，進而動搖投資的根基。以煤炭項目為例，當投資者
看到他們原先的投資計劃，威脅未來的水資源、煤炭需求進一步下降，帶來龐
大的財務風險，就會重新評估投資意向，甚至停下投資新建煤電廠的腳步。

煤炭的議題在2013年出現翻天覆地的變化。隨著中國政府宣布空氣污染防治
計劃、限制煤炭消耗量，投資者發現，中國未來不會生產更多的煤炭、鋼鐵和
玻璃。中國煤炭消耗的無止境增長被視為理所當然的日子已經遠去。取而代之
的，是煤炭帶來空氣污染這個新的公共意識，尤其是微細懸浮粒子PM2.5相關
的空氣污染問題。

我們提出的種種事實與數據，成功與投資者產生共鳴。投資者發現，綠色和平
是少數的獨立消息來源，不涉及利益衝突、分析獨到。堅持站在環境工作的第
一線，也讓我們有許多與重要決策者、聲譽卓著的研究機構對話的機會。

銀行界和分析師向我們投下信任票，不時邀請我們到重要的投資者會議演講。
2013年5月，我以「中國：能源環境與未來」為題，與世界排名第七的投資銀行
麥格理銀行交流，不僅談及我們的工作，也就他們的投資分析報告分享我們的
想法。

近期，中國的煤炭業表現低迷，再生能源的發展日趨蓬勃。我不能斷言，綠色
金融項目的工作直接帶來這些新趨勢，但毫無疑問，投資界現今的改變，與我
們一直推動的方向不謀而合。改變投資界、進而回饋到您我身處的環境，是我
們一貫的重要策略。隨著經濟結構轉型、企業政策的影響力日益增加，綠色金
融項目將發揮關鍵的力量。

環境因素
的投資風險
中國的經濟增長放緩，投資熱潮冷卻，能源使用效率明顯下降，煤炭消耗增長
幅度亦明顯衰退，從2011年的9.8%，降至2012年的2.8%。綠色和平的「綠色
金融項目」如何把握「良機」，將這個實情傳遞給國際投資界和主要銀行，進而
左右煤炭項目的發展？郭紹明，綠色金融項目主管

動搖投資的根基，足以
左右煤炭項目發展。

Save the

— 環境因素的投資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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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全球最大的
煤炭企業縮手的4個數字  

去年7月，綠色和平決定挑戰一個看似不可
能的任務：要求世界最大的煤炭企業、中國
神華集團停止破壞內蒙古的水資源。這是綠
色和平在中國推動環保工作13年來，首次

直接挑戰國有企業的環保失責。

我們的報告一度遇上前所未有的嚴峻審查。
神華集團是香港上市公司，因此，我們抓緊
機會，趁著8月神華在港舉行業績發布會，
向神華高層遞交請願信，更在記者會上直接
要求神華停止破壞水資源，逐步將這個故事

帶給世界各地的傳媒及投資者。

綠色和平經過11次實地調查，披露神華煤
制油化工有限公司鄂爾多斯煤制油項目，從
2006年起在內蒙古浩勒報吉農牧區抽取地
下水資源，造成地下水位大幅下降、2,000

多口井枯乾、草原幾近寸草不生，更違法偷
排超標污水，導致嚴重環境與民生問題。

除了借助外界力量施壓，我們也不斷與神華
集團代表會面，商討改善措施。經過8個月
的努力，今年4月，神華集團終於承諾逐步
停止抽取內蒙古鄂爾多斯盆地的地下水。這
項勝利，為我們未來繼續推動各國遠離依賴

煤炭，打了一支強心針。

13年

1個機會

11次

8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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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護生態與自然
森林是生物多樣性的寶庫，陸地上三分之二物種都在此安居。海洋覆蓋
地球70%的面積，為所有生物供應氧氣、平衡氣候。

我們致力保護森林超過10年。東亞分部專注的面積僅次於亞馬遜、剛果
盆地的印尼天堂雨林。推動紙張、棕櫚油產業邁向可持續發展，從而不
再砍伐破壞瀕危動物最後一片棲息地的努力，在2013年開花結果：全
球第二大紙張與包裝生產商金光集團APP、全球最大棕櫚油貿易商豐益
國際先後承諾「不毀林」，可望引領更多企業加入保護森林的行列，造
就產業全面轉型。

守護海洋是東亞分部最年輕的環保項目。我們積極參與中西太平洋漁業
管理組織，呼籲40%海洋應建立保護區，終止過度捕魚對海洋資源的傷
害。能與這片美麗自然共生、共存，何其幸運。請與我們一起守護生態
與自然，讓您我的下一代也擁有同樣深邃蓊鬱的森林，與生機勃勃的海
洋，讓地球永遠是所有生物共享的家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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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項目主任顏寧曾多次前往台灣東港、綠島與小琉球考察研
究，並以觀察員的身分，連續兩年出席中西太平洋漁業管理委
員會（WCPFC）年會，游說各國支持成立海洋保護區與海洋
保育措施。她為我們回顧2013年海洋項目的重要進展。

將活力還給海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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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類對海鮮永無止境的慾望，正破壞海洋生態平衡 ── 可能截斷食物鏈，使許多海洋生物滅絕。香港人出
名喜歡吃海鮮，我們每人每年平均吃掉77.5公斤的海產，是全球平均的4倍，名列全球第5。假若我們對過
度捕魚坐視不理，最後，人類也不能避免為此付出沉重的代價，眼睜睜看著飯桌上的海鮮佳餚消失，未來，
只能吃到水母或浮游生物。

海洋面臨最大的危機是什麼？

顏寧：現在的海洋，充斥過多漁船、追捕過少魚群的
場景。2010年，全球有300萬艘漁船在海上作業，其
中4萬艘是船身超過24公尺的工業化漁船。全球還有
千噸級的巨型圍網船共150艘，台灣有33艘，日本、

韓國各有26艘和16艘。最大的圍網船就像一座海上工
廠，可以儲存7,000噸漁獲，相當於600輛雙層巴士的
重量。限制捕獲量、加強管理非法漁業非常重要。

有何對策？

顏寧：我們要限制破壞性漁法的使用。以人工集魚器
（FAD）為例，這是一種在海裡製造小型生態系統，聚
集魚群的裝置。當圍網船下網，除了目標魚種，連幼
魚、海龜、鯊魚、海鳥都將一網打盡。為了讓瀕危魚

種有機會回復族群數量，「希望號」在歷年守護太平洋
航程中多次向韓國、台灣、日本、菲律賓等過度捕撈
的遠洋漁船和平表達意見，並在公海搜索、移除非法
放置的人工集魚器。

回顧2013年，海洋項目從消費層面推動哪些改變？

顏寧：每年因誤捕而死亡的海洋生物，包括鯊魚、海
龜、海鳥與海豚，多達漁獲總數的四分之一。我們希
望制止海洋當中每一刻都在上演的無情殺戮。其實只
需稍為改良捕魚工具，就可以減少誤捕的風險。我們

也致力從消費層面改變漁業生產鏈。歐洲、大洋洲多
國的主要吞拿魚罐頭生產商都已經拒絕破壞性捕魚方
法，日本五大超市逐步改善可持續海產採購政策，拒
絕購買與販賣瀕危的海鮮種類。

為什麼綠色和平關注吞拿魚瀕危絕種的問題？

顏寧：對我或所有海洋生物的愛好者而言，吞拿魚是
擁有完美流線型魚身和各種最先進裝備的魚類，《國
家地理雜誌》描述道：「牠的銀色身軀像某種神奇的機
器，就像用具有生命的金屬澆灌而成」。當牠擺動強

健的尾鰭，像顆砲彈一般，最高時速可達46公里。但
當然，我們不是為個人喜好才要拯救吞拿魚。而是因
為吞拿魚是健康海洋的指標，然而數量銳減，岌岌可
危。在太平洋，吞拿魚是過度捕撈的受害者。

護鯨行動有何進展？

顏寧：今年4月，聯合國國際法庭裁決日本的南冰洋
「科學捕鯨」計劃是非法行為，日本政府正式宣布停
止2014年的捕鯨計劃，南冰洋的鯨魚終於可以稍稍喘
息。這是長時間的努力成果。1989年起，我們的船

艦9次前往南冰洋阻止日本捕鯨，2008年至今，更游
說日本政府停止對捕鯨業的補貼，積極削弱鯨魚肉市
場。德國辦公室在港口的直接行動，也促成多家貨運
與航空公司相繼加入拒載鯨魚肉的行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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蔚藍的夢想
海洋相連，一旦發生污染與資源枯竭，沒有人能置
身事外。85%的魚群已被過度捕撈，若不改善，我
們恐怕會成為見證魚類消失的世代。目前全球僅
1%海洋面積受到保護，我們積極推動40%的海洋
納入海洋保育區，藉由禁止捕撈、傾倒垃圾或開採
挖礦，讓海洋休養生息。

守護巡航
80%以上的吞拿魚都來自太平洋和印度洋。我們
的船艦「希望號」自2006年起5次巡航太平洋，蒐
集統計數據、舉報非法漁業，並採取直接行動，
向過度捕撈的船隻和平表達意見。2013年，希望
號兩度展開印度洋巡航之旅，合共紀錄觀察32艘
漁船作業。

誤捕的傷害
每年有16萬隻海鳥死於誤捕；平均每30秒，就有
一條鯊魚因誤捕失去生命。據估計，1/4漁獲為意
外捕撈，每年因而被丟棄甚至死亡的海洋生物多
達2,700萬噸。綠色和平揭露破壞性捕魚方法對海
豚、海龜等生物的傷害，引發公眾對海洋危機的
關注。

人民的力量
豐沛的漁業資源，是非洲西岸經濟與就業的命脈。
然而，濫捕成風的大型漁船一日捕撈量遠超過當地
漁民整年漁獲，嚴重傷害當地漁業。我們與漁民合
作並發起聯署，經過一年努力，終促使塞內加爾政
府撤銷全部29張外國拖網漁船捕魚執照，令海洋重
現生機，也讓當地漁民重展歡顏。

從源頭改變
韓國和台灣是捕魚列強，但當船愈多、魚愈少，
資源耗竭帶來苦果。我們在台灣發表報告《失控的
生魚片戰爭》，要求各大貿易商改良漁具與勞動環
境。在報告《韓國遠洋漁業：非法、犯紀、人權醜
聞》中，綠色和平揭露34宗韓國漁船非法作業，成
功推動韓國政府改革相關法規。

40%

30秒

5+2

29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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扭轉吞拿魚的命運
吞拿魚是海洋中的高階掠食性動物，壽命最長超過
30年，一生洄游範圍遠達數千公里，是海洋健康的
指標。全球漁業的發展，令吞拿魚數量快速減少，
其中台灣捕撈的太平洋藍鰭吞拿魚數量急遽下降，
較60年前僅剩3.6%。我們致力喚起大眾對海洋的
關注，因為沒有吞拿魚，就沒有健康的海洋。

海洋峰會
綠色和平第10年參加中西太平洋漁業委員會
（WCPFC）！中西太平洋是全球最重要的吞拿魚漁
場。10年來我們不曾缺席會議，持續與各太平洋島
國交涉，要求支持海洋保育措施。25個正式會員國
中，帛琉、索羅門群島、庫克群島，已宣布支持保
護太平洋生態。

可持續潮流
綠色和平在全球，包括英國、加拿大、意大利、西
班牙，都由消費層面推動漁業生產鏈改變。2013

年，紐西蘭最大吞拿魚罐頭生產商Sealord終於承
諾，將確保不會使用來自破壞性捕魚方法的原材
料。同時令紐西蘭成為繼英國、澳洲之後第3國，
主要品牌都承諾不再使用人工集魚器捕撈吞拿魚，
「可持續」潮流再下一城。

漁民的智慧
可持續的捕魚方法，不傷害幼魚，並減少誤捕鯊
魚、海龜等非目標物種的機率，是未來海鮮消費的
潮流。我們在全球致力推廣可持續漁法，在台灣，
我們展出橫跨5大洲、68幅生態攝影師的作品，增
進公眾對可持續理念的理解。

有消費，有責任
東亞地區海鮮消費量驚人。在香港，每人每年平均
吃下77.5公斤海鮮，高居全球第5。韓國平均60.4

公斤，全球第8。台灣、澳門、日本與中國各地，
均遠高於全球平均值18.9公斤。我們調查超市販售
的海鮮，並製作消費指南，讓更多消費者開始關注
海鮮從哪裡來、用什麼方式捕獲，改變消費習慣。

3.6%

3rd

10th

68

77.5
公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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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刻，「地球綠肺」岌岌可危，超過80%的原始森林已被夷平。為了生產人類所需的日用品、食品，每一天，森
林遭受無情摧毀。

森林砍伐、焚燒，大量二氧化碳隨之被釋放，加劇全球氣候變化。數以億計仰賴森林生存的居民，失去生計，
原本安居在森林的動物，棲息地被奪，因而面臨存活危機。

綠色和平致力守護僅存的原始森林。而全球三大熱帶雨林，是我們行動的最前線。

專業、科學、嚴謹，是我們成就的關鍵。透過實地調查、化驗產品中的森林原料、追踪生產供應鏈源頭、分析
森林地圖及衛星高空影像，揭露生活中的毀林陷阱，從而推動世界首屈一指的企業，帶頭作出改變。

在守護雨林的前線

Protect Our

— 在守護雨林的前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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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馬遜雨林
提起巴西，您會想到什麼？足球、咖啡豆，或是森巴嘉年華？其實，亞馬遜雨林也主要位於巴
西境內。總面積與美國國土相當，它是地球最大的熱帶雨林，也是逾60,000種植物，與2,000

萬森林原住民的家園。亞馬遜雨林還孕育著2,000多種淡水魚和水生哺乳動物，例如淡水粉海
豚和巨型水獺。

非法砍伐森林在巴西非常猖獗，超過63%的木材來自非法砍伐。清空森林用於放牧，是巴西亞
馬遜雨林破壞的首要原因，當地80%的森林破壞源自牧牛業。近年，受大豆出口的龐大利潤驅
使，巴西的企業和農場將大面積的熱帶雨林焚燒、開墾為農田，更加速對亞馬遜雨林的破壞。

根據巴西政府統計，2012年8月至2013年7月的一年間，已有5,843平方公里的亞馬遜雨林消
失，面積相當於74個香港島。在綠色和平的推動下，巴西畜牧業及大豆貿易業承諾保護亞馬遜
雨林，我們促成的大豆禁伐令和養牛業協議至今仍然生效。

剛果盆地雨林
剛果盆地雨林位於非洲中部，覆蓋喀麥隆、中非共和國、剛果、赤道幾內亞和加蓬等國家，是
僅次於亞馬遜的第二大雨林。85%的剛果盆地雨林已經消失，但工業砍伐的威脅卻不曾停止。
仰賴這片森林生活的多種猩猩，和1,200萬居民的未來，岌岌可危。與日俱增的全球棕櫚油需
求，促使棕櫚油產業的目光轉向非洲。綠色和平致力阻止棕櫚油企業肆無忌憚地開發剛果盆地
雨林。

2013年8月，綠色和平發表調查報告，揭露美資公司Herakles Farms在喀麥隆的棕櫚油種植園項
目將大肆破壞森林，勢將嚴重影響當地生態及居民生計。我們的報告推動喀麥隆政府重新審視
Herakles Farms的發展計劃，2013年底發出發展許可證時，大幅削減項目規模，批出的土地較
原建議大減7成至20,000公頃，有效期亦由99年減至3年。

印尼天堂雨林
印尼天堂雨林是地球重要的二氧化碳倉庫，蘊藏的二氧化碳估計超過350億噸，大約相當於全
球每年燃燒化石燃料的碳排放量。然而，印尼的森林正以每年2% 的速度消失，是全球森林消
失速度最快的國家。印尼也是生物多樣性的寶庫，擁有世界上約10%的已知物種，2005年12

月，一批科學家到天堂雨林探險，在半個月內已發現數十種新物種。

綠色和平在印尼天堂雨林的故事始於10年前。財雄勢大的家族式企業，每年摧毀面積等同380

多個香港島的熱帶雨林，只為生產廉價的紙張、包裝紙及木材。數以萬畝的森林和儲碳能力很
強的泥碳地被焚燒，以便開闢不可持續發展的棕櫚油種植園。不但逼使森林原住民遷離，亦破
壞瀕危蘇門答臘虎和紅毛猩猩僅存的棲息地。

過去10年，綠色和平致力要求生產或購買木材、紙張與棕櫚油的企業領袖承諾「不毀林」，訂定
善待森林的營運模式與採購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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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tect Our

— 您我將終結森林破壞

您我將終結森林破壞
僅僅改變個別國家、個別行業的行為，無法徹底解決毀林問題，因為，森林破壞的真正源頭，是龐大的國際消
費市場。2003年起，綠色和平推動知名消費品牌及行業巨頭，帶領產業邁向可持續發展，停止破壞印尼的森
林。我們的故事涵蓋了綠色和平賴以成功的所有元素：煞費苦心地調查，權威地揭露國際知名品牌，正為森林
破壞者創造市場發展空間。

十年行動，阻止包裝紙毀林
過去10年，綠色和平多次揭露全球第二大紙
張與包裝生產商金光集團APP 的毀林罪行，
戳穿其假意護林的公關手段。我們善用創
意，號召全球消費者參與行動，推動超過100

家全球知名企業拒絕與APP商業往來，APP 

主要投資者也相繼拋售持有的股份。

您還記得綠色和平的護林創意行動嗎？2011

年，Barbie芭比娃娃因為涉及毀林，破壞老虎
的棲息地，被男友高調宣布分手；2012年，
肯德基家鄉雞(KFC)的快餐包裝紙「自述」毀林
實況的影片。最終，Barbie生產商與肯德基都
承諾不再採購「毀林紙品」。

10年來，綠色和平不曾放棄，終於令頑石點
頭。去年2月，APP宣布森林保護新政策，
承諾不再破壞森林。隨後一年，我們密切跟
進，樂見APP 違背承諾的風險正在逐步降低。
APP可持續發展總監Aida Greenbury早前公
開表示，他們現在的理念與我們相同：「綠
色和平的行動，的確為我們帶來一段艱難的
日子。一開始，我們不理解綠色和平是正確
的，才作出反駁，試圖證明清白。若不是綠
色和平堅持，就沒有今天的我們。我們在此
公開感謝綠色和平，鞭策我們做出改變。」誰
說改變不可能？

©
 G

reenpeace/P
aul H

ilton
©

 G
reenpeace/K

em
al Jufri



二零一三年年報 • 綠色和平東亞分部 • 29

您我將終結森林破壞

公眾力量，掃除毀林棕櫚油
棕櫚油廣泛用於消費產品、食品與零食之
中。綠色和平分析印尼林業局的官方森林地
圖、實地調查，發現與日俱增的全球棕櫚油
需求量，令棕櫚油產業成為破壞印尼天堂雨
林的主要原因。

為了促成棕櫚油產業邁向可持續發展，綠色
和平採取兩個策略。一方面，我們實地記錄
蘇門答臘虎、紅毛猩猩等雨林動物的受害狀
況，另一方面，揭露哪些知名消費品牌是棕
櫚油主要用戶，可能在助長森林破壞。藉著
推動這些品牌承諾護林，從而向棕櫚油供應
商施壓，立即停止毀林。

我們的策略行之有效。最好的證明，就是
全球最大棕櫚油供應商豐益國際 (Wilmar 

International)，去年12月率先承諾「不毀林」。
踏入2014年，全球數十萬人聯署「護林宣言」
的力量，令多個國際知名的棕櫚油消費品
牌，包括香港人較熟悉的歐萊雅 (L’Oreal)、高
露潔、寶潔 (P&G)，相繼加入護林行列。

每一項成就，一再證明發展經濟不必以犧牲
地方社區生計、動物的安穩生活，和人類共
有的森林為代價。而公眾的力量，點滴積
聚，足以向世界發出明確的信號：對森林友
善的產品，才是未來大勢所趨。

要守護森林，最重要是提供確實可行的解決方案，不但可改善受影響的印尼社區，更足以改變世界。眾多令人
引以為傲的綠色成就，逐步推動國際消費品市場、紙漿行業及棕櫚油行業全面改變。2013年，我們與全球公眾
喚起的市場力量，先後推動紙張與棕櫚油產業領袖承諾「不毀林」。綠色和平保護的，不只是印尼的森林，還有
蘇門答臘虎與紅毛猩猩等瀕危雨林動物、無數仰賴森林做為生計的當地社區住民，以及全球氣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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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色和平在中國投入守護森林的工作已經10年。與同事聊起工作時的挑戰，他
們說，多數企業寧可花錢在公關宣傳上，也不願意多了解如何保護森林和可持
續經營。

企業的各種廣告、宣傳很擅長製造一種假像，讓你覺得他們很懂、很在乎環境
和全球的氣候變化。其實不然。5年前，北京的市民到超市買面紙，只有兩種
品牌有森林友好認證。5年後，還是只有這兩種選擇，而這兩種選擇都不是本
土企業提供的。

在中國做森林保護項目是一門藝術。面對面交流，場合很重要，不能讓對方失
了面子。倒杯茶、奉上一盤瓜子，再開始談生產鏈、資訊透明的問題。我們總
是「先禮後兵」。

來到北京之前，我先後在首爾及台北辦公室擔任區域發展經理。守護海洋是東
亞分部最年輕的項目，投入相當多的心力。在台灣，我曾經和同事前往「最多
遠洋船長的故鄉」屏東小琉球，與當地政府與漁民交換意見。許多有三、四十
年航海資歷的船長跟我分享與海搏鬥的經驗。跑遍各大洋，見識過大風大浪，
船長們唯一怕的是魚愈來愈少。

來到現在的崗位我同樣發現，在中國，漁民也迫切需要有人看到困境所在，傾
聽他們的故事，因為無魚可吃的悲慘未來不如想像中遙遠。因為海洋無分疆
界，如果我們希望海洋還能夠為下一代提供食物，台灣、韓國、中國大陸以至
全球，都必須一起努力尋求漁業的可持續發展，解決過度捕魚的嚴峻議題。

推動環保的藝術
在東亞分部，我是第一名來自東南亞的華裔同事。來北京前，我輾轉在不同城
市旅居、工作，始終隔著一層紗去看中國崛起的奇蹟。直到在中國的土地上親
自見證與感受，才深刻體會「廉價中國背後是滄桑」這句話，如此真實。

江雍年，中國森林及海洋
保護項目經理

從宏觀的政策到微觀
的個人生活習慣，

都要去思考，並身體
力行地實踐。

Nature

— 推動環保的藝術



二零一三年年報 • 綠色和平東亞分部 • 31

©
 G

reenpeace

©
 G

reenpeace/Steven Vigar

©
 G

reenpeace/P
aul H

ilton

為海洋加油

「那天半夜興奮地乘著小船出海， 卻幾乎空手而歸。 拂曉， 我與老漁民

們在台灣 綠島港邊等待日出， 準備紀錄傳統捕漁方法的操作過程。 像

綠島這樣的小型漁業佔了全世界漁業的85%以上， 卻得面對工業化大船

帶來的過度捕撈威脅。 漁民們擔憂沒有魚的未來怎麼辦？而海島的未來若

沒有了海洋資源該怎麼辦？不論是主管機關的台灣漁業署、 身處第一線的

漁民， 與飽受過度捕撈之害的海洋， 都需要我們加油！」

— 海洋保護項目主任顏寧的海洋筆記， 2013年8月6日

尊重大自然      「去年5月， 我隨「彩虹勇士號」到訪千島之國印尼。

行程其中一站， 是背靠森林、 面向大海， 仿佛與世隔絕的Kwati 

Sore村莊。 森林和海洋孕育著當地約40戶村民。 他們堅持採用可

持續的種植方式， 收集兩種樹的樹皮， 轉售加工為香水原料以

維持生計。 當地還有「Sasi」習俗， 是「讓大自然休養生息」

的意思， Sasi 期間村民必須禁伐禁漁。 在這裡， 森林是村

民的生活支柱， 更是他們神聖的土地， 必須尊重、 保護。

我不由得為這一份獨特的「尊重」所感動。 」 
— 森林保護項目主任呂維菊， 記於「彩虹勇士號」

印尼之旅， 2013年5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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潔淨無毒未來
要留給下一代什麼樣的家園？我們期許成為潔淨無毒未來的推
動者。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物件，不論是一件服飾或一台電
腦，生產過程都可能帶來有毒有害化學物，污染土壤與水源。

綠色和平解決環境問題的方案，一直是從源頭改善入手。為何
我們能讓企業、政府聆聽？因為即使所有人都說「不可能」，
我們仍堅持發起行動、凝結共識，追溯問題直至源頭。而讓這
一切積極的改變真正發生的，是公眾的力量。您的支持，讓正
向的改變不會止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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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高科技去毒

致力從源頭阻止有毒有害化學物釋放到環境
中，也是阻止土壤與珍貴的水資源持續遭污
染，或進入生態鏈，最終返回我們自身。不論
是針對知名服飾品牌或是高科技產業，污染防
治項目的成功關鍵無他，就是爭取廣大支持者
作為堅強的後盾，與我們一同堅定地提出訴
求。

2005年起，要求高科技產業「去毒」
在我們的游說之下，多間高科技企業，包括惠
普(HP)、戴爾(Dell)、三星(Samsung)、LG、聯
想 (Lenovo)與宏碁 (Acer)，先後承諾淘汰有毒
物質。此外，2006年至今，我們共計18次發
表《綠色電子產品排行榜》，詳列各間高科技企
業淘汰有毒有害化學物的進度，讓消費者擁有
足夠的資訊，自主選擇在保護環境方面積極行
動的品牌，亦讓競爭激烈的高科技產業變得更
綠，讓我們的環境更潔淨。這一切，都必須歸
功於公眾的關注與聲援。

為了讓高科技業進一步邁向可持續發展，清潔
能源是近年綠色和平關注的另外一個重要範
疇。所有網絡數據都儲存在「雲端」的數據中
心，若互聯網是一個國家，其用電量僅次於美
國、中國、俄羅斯和日本，高居全球第5位。
一旦企業以污染能源支撐雲端服務，將加快氣
候變化的惡劣影響。您我也絕對不願意，讓上
網等現代生活中稀鬆平常的活動變得污雲罩
頂，毒害您我共有的地球。

喬布斯 (Steve Jobs) 或許不是綠色和平的「粉絲」，然而，他帶領的蘋果公司是最先響應我們
的呼籲， 承諾將減少產品中的有毒化學物的業界先驅之一。2008年，綠色和平發起「綠蘋果行
動」，八個月後，蘋果宣布將逐步淘汰在電腦產品中使用聚氯乙烯 (PVC) 和溴化阻燃劑 (BFR) 。
蘋果深知走在創新前端的重要，因為，眾多全球知名的高科技品牌都已開展環保的步伐，也讓
潔淨的未來不再遙遠。

為高科技去毒

截至2013年底，Google、Facebook、蘋果公司等
六個網路業界的領導品牌，已陸續承諾100%

使用可再生能源。從今而後，您我在每日生活
中，不論發一封電子郵件、上傳幾張照片，或
在社交群網站分享生活點滴，所牽涉到的雲端
運作，將愈來愈多由潔淨能源支撐。

綠色能源的勝利
綠色和平向高科技產業提出4項環保標準：減
少溫室氣體排放、淘汰使用有毒有害化學物、
承擔回收廢棄產品的責任，以及使用可持續的
原材料去生產和包裝產品。

當您發現，Facebook 設在美國愛荷華州的最新
資料中心承諾將採購100%風能發電，並已完
成單筆全球最大風能發電機訂單，還有Google

先進的能源採購協議已經被包括微軟在內許多
企業採用，更投入10億美元經費發展15項再生
能源計劃，您就知道，「互聯網更綠，我們的
生活也才會更綠」這句話，再貼切也不過了。



34 • 綠色和平東亞分部 • 二零一三年年報

全球20個服裝品牌與供應商承諾「去毒」，在
2020年淘汰生產鏈及產品上的有毒有害化學
物。這些品牌約佔全球服裝銷售額15%，估
計足以促使全球30% 的時裝及紡織業供應
商，作出改變。而這個比率，將不斷上升。

2011年起，綠色和平累計抽驗413件服裝中的
有毒物質，涉及43個全球知名品牌，涵蓋運
動服飾、速食時尚、童裝、戶外休閒運動服
飾、奢侈品牌。我們致力從不同角度，揭露
時尚背後的污染真相。

過去3年，綠色和平持續要求政府及企業，
採取有效的政策、實際的行動，淘汰有毒物
質。我們率先確立11種應優先淘汰的有毒物
質，推動時裝及紡織業從「訂立安全排放水
平」邁向「完全淘汰」的新標準。

30% 

413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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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步: 承認「有毒」才能承諾「去毒」
品牌必須承認生產鏈中使用有毒物質，才能逐步改善生產方式。因此，對於拒絕正視問題的品
牌，綠色和平絕不姑息。例如印尼的「女神居住之地」芝塔龍河污染嚴重，檢測發現，GAP在當
地的供應商排放含有多種化學物質的污水，有如化學物「雞尾酒」。過去三年，GAP一直拒絕承
認責任，今年GAP進軍台灣，我們在首間旗艦店的開幕典禮上，掛起橫額要求GAP立即去毒。

第二步: 尋找有毒物質，改用安全替代品
接下來，品牌需要與供應商合作，尋找藏在生產鏈裡的有毒物質。一經發現，就應改用無毒替
代品，甚至要求化學品供應商研發更安全的替代品。LEVI’S和UNIQLO不僅承諾淘汰可影響生物
生殖功能的全氟化合物(PFCs)，更答應帶領業界轉用安全替代品。

第三步: 開誠佈公，是公眾一同監察的起點
許多成衣產地沒有管制或紀錄工廠的有毒物質排放。綠色和平與公眾環境研究中心成立首個網
上平台，公開企業的排污資訊，讓公眾能了解他們所住地區附近的排污情況。例如 Mango 這些
國際品牌，已推動旗下 100 家供應商公開排污資訊。

第四步: 持續監察，不容承諾只是空頭支票
去年10 月，綠色和平推出《品牌去毒進度回顧》，審視多個國際服裝連鎖服裝品牌有否兌現
「2020年淘汰有毒有害化學物」承諾，並分析箇中成效。其中Nike、Adidas及李寧牌，同被評為
「只說不做，至今沒有任何實際行動去毒」。我們會繼續推動品牌制定並公布具體的化學品淘汰
名單、工作計劃及時間表，真正邁向「無毒生產」。

第五步: 拓展抽查網絡，壯大去毒潮流
去年，繼運動服飾及速食時尚後，集中調查童裝、奢侈品牌的有毒物質殘留問題。這些調查結
果經各地傳媒廣泛報道，除了令更多品牌承諾去毒，也促使各地政府著手加強監管，改善問題。

— 為時尚去毒

時裝紡織業界在生產過程中添加多種有毒有害化學物，污染珍貴的水資源。消費者不論身處何
方，都可能因為購買這些服飾而牽涉其中。「為時尚去毒」DETOX項目，是綠色和平污染防治
項目近年的標誌。在全球消費者的共同努力之下，過去三年，已有20間知名品牌或企業加入
「無毒生產」的行列。以下五「步」曲，分享我們如何確保品牌能兌現承諾，言行合一。

為時尚去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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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準」這個詞其實可圈可點：到底是外國標準、本地標準還
是企業自訂的標準？事實上，現行的排污標準也好，品質標準
也罷，已不能成為污染者的擋箭牌。我的其中一項主要工作，
就是推動政府及企業制定有效的化學物管理政策，全面淘汰生
產鏈及產品中的有毒有害化學物。

過去3年，我們多次東奔西跑，購買玩具和兒童用品樣本檢測
有毒物質，又試過檢驗家居的灰塵。環境激素「鄰苯二甲酸
酯」，一再在化驗結果中出現，或許您比較熟悉它的另一個名
字：「塑化劑」。

「鄰苯二甲酸酯」能夠使塑膠變得柔軟和可塑的化學品，會導
致生殖器發育異常和精子數量下降，干擾內分泌系統。幼兒若
長期接觸，除了會干擾內分泌系統，長遠影響兒童生殖系統發
育。每次想到這種環境激素的危險，再想到小寶寶最愛甚麼東
西都放進口中，我就非常擔心。

可幸的是，去年中，中國國家質檢總局宣佈，禁止玩具生產使
用塑化劑，並進一步限制玩具內的重金屬含量。11月，本港
立法會也終於開始討論立法限制兒童用品中的鄰苯二甲酸酯含
量上限，建議仿效歐美國家的水平，收緊本地的安全標準。

我為努力多年的成果感到振奮，也為孩子能夠更受保障而欣
喜。不過，收緊對塑化劑的管制只是第一步。還有太多有毒物
質能夠在環境中累積，唯有全面淘汰有毒化學物，才能讓下一
代在無毒的環境中健康成長。

沒超標，就安全嗎？
每當某品牌衣服或玩具被揭發含有毒有害化學物，企業的回應
總是「沒有超標」、「符合安全標準」，提出各個藉口企圖蒙混
過關。記者朋友們也必然會一再追問：超標多少倍？超標多少
才會影響健康？但有多少人關心：標準本身可靠嗎？

— 沒超標，就安全嗎？

連佩怡，污染防治項目主任

每次發表有毒物質調查
報告，許多人都會問

「有否超標？」可是，假
若標準不能反映真正對
環境的破壞，這標準還

有什麼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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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常鼓勵朋友穿二手衫，無毒又環保。今年初，綠色和平與本地非牟利組織合辦二手童裝交換派對。最初我很
擔心反應未如理想，想不到首次活動就看到許多媽媽抱著一大袋衣服到場支持。在她們為孩子選衣服的百忙
中，我有機會與她們交流，了解她們對有毒物質的關注。當我分享購買無毒童裝心得時，更樂見家長們迅速由
「購物模式」變成「認真學習模式」。活動結束後，每位同事都有點虛脫之感，但臉上都笑意盈盈，非常滿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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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rove

Safety
— 恢復與食物的親密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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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中藥，未曾料到
我們為食物把關，從超市販售的蔬菜、水果、茶葉，擴展到入饌作為食療或治病的中藥材。
2013年，我們兩度抽驗購自中國大陸、歐洲、香港、北美的中藥材，發現含殘餘農藥的樣本比
例高達82%，不但含有多種農藥殘留，甚至包括世界衛生組織列為劇毒的農藥。而大部分的樣
本農藥殘留值都超出歐盟的標準。我們要求企業從源頭減用有毒農藥，並督促政府及企業自源
頭加強監管濫用農藥的問題。

農藥不消失，蜜蜂會消失
我們的專業調查發現，在歐洲，蜜蜂紛紛死亡，主因是農業濫用農藥。全球有1/3的農作物生
產需仰賴蜜蜂傳播花粉，2006年起，卻出現蜜蜂逐漸消失，造成全球農作物收成下滑的狀況。
2013年4月，我們公布報告《消失的蜜蜂》，三星期後，歐盟執行委員會決定兩年內暫時禁用三
種農藥，為蜜蜂帶來一線生機。時隔一年，我們剛剛發表報告《蜜蜂的甜蜜負荷》，分析蜂巢中
和蜜蜂身上的花粉所含有的殘餘農藥，要求歐盟應嚴格限制農藥使用，鼓勵研究毋須使用農藥
的耕作方式，推廣並實踐生態農業。

毒蔬，盤盤皆輸
我們在台灣的游說工作，成功推動全台灣六大超市與大型零售店公開農藥管理政策，由源頭落
實禁用劇毒農藥。多次抽驗調查發現，不論購自超市或傳統街市的新鮮蔬果，均驗出含有劇毒
農藥，顯示台灣的農藥使用氾濫成災。我們的成果，讓更多家庭的食物安全添上保障，同時降
低全台灣80萬農民接觸劇毒農藥的風險，更避免因不當使用農藥，導致彩鷸、黑水雞、紅鷲等
受保護雀鳥死亡。

食物是生命延續的必需，連結了分享的觀念，也是表現關心與愛意的媒介，令生活更豐足。在
一年365天的生活中重新建立與食物的親密連結，能夠讓土壤與水源更潔淨、環境更健康。不
論是親自下廚、參與種植、不時不食、支持有機農業，以及更加珍惜食物，請加入我們讓這股
正向改變的力量更強壯。

恢復與食物的親密連結
農業濫用農藥情況嚴重，傷害土壤、水源與生態，敲起環境的警鐘。原用以養生進補的中藥
材，經過檢驗卻發現多達39種混合農藥殘留，甚至禁用農藥的蹤跡。在歐洲，植物傳播花粉
不可或缺的蜜蜂紛紛死亡。大量施用農藥與化學肥料，無止境地提高土地產能，卻令原該健康
無毒的蔬果，從種植過程起毒害環境。綠色和平透過專業科學的調查檢測，要求企業與政府部
門改善政策與法規，同時推廣生態農業、有機農業。我們為農業與食品安全把關，一旦邁步往
前，就不會後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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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藥材歷史源遠流長，世界上有40億人曾經使用中藥材。可是，去年我們兩度
全球調查發現，多達82%常用中藥材樣本含有殘餘農藥。我最吃驚的是，同一
樣本可驗出多達39種殘餘農藥，顯示田間濫用農藥的情況接近失控。

我們的調查小組實地走訪多個盛產中藥材的中國縣市，發現大部分藥農從沒接
受專業培訓，根本不知道自己正在使用禁用農藥，更遑論知悉有很多天然無害
的方法可以替代農藥。

身為兩子之母，我印象最深刻的是雲南苗族農民小林一家。他們種植田七多年
來，噴灑農藥從不帶口罩和手套，極其量只會事後用洗衣粉搓搓手了事。年僅
十歲的女兒跟四歲的兒子，毫無防備地在田間幫忙和玩耍。

愈深入了解農藥使用對環境的污染，愈發現這不只是食物安全的問題。人類自
大地以為訂立農藥殘餘上限便能夠解決問題，卻忽略農藥能在環境中累積，污
染土地，然後再次污染農產品；農藥也能在人體內累積，我們終將自食其果。

中藥材項目是綠色和平的一個新嘗試，我們從中獲得許多寶貴的經驗。拯救食
物與環境遠離農藥污染，仍然任道重遠。

去年3月，我邀請同事投選他們最常用的數種中藥材，以協助選定我們抽驗的
目標。同事們七嘴八舌提出意見，有人說常喝五花茶，也有人如數家珍談起家
裡煲「老火湯」愛下什麼藥材。對，中藥材與我們的生活就是如此接近。

藥中農藥，何以治本？

張韻琪，香港項目經理
綠色和平推動減用農藥多

年，由稻米、蔬果，再擴展
到茶葉，主要圍繞一般食用
農產品。去年，我們開展中
藥材項目。誰會想到「藥中

藥」問題竟是那麼嚴峻？

Improve

Safety
— 藥中農藥，何以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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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rove

Safety
— 日常飲食背後，濫用化肥的真實代價

日常飲食背後，
濫用化肥的真實代價

食品企業、工業化農業借口要滿足糧食需
求，不僅過量使用化學農藥，化學肥料的施
用量也逐年遞增。其實，大部分化肥無法被
農作物吸收，而是進入環境，污染土壤、水
源，長遠反會威脅糧食供應、食物安全。化
肥工業更會消耗大量能源，導致大量溫室氣
體排放。

中國是全球第一化肥生產和使用國。去年2

月，我們發表研究報告，揭露過量使用氮肥導
致中國多個湖泊的水質惡化、藻類大量繁殖、

污染地下水。隨後，調查重心移到四川省，也
就是另一種常用化肥「磷肥」的主要產地。

2008年四川汶川大地震，仁和村是重災區之
一，我們實地追訪發現，部分村民至今仍住
在木板棚戶，不願入住漂亮的新房子。因為
重建區就在磷化工廠旁，江畔堆放著宛如一
座大山的有毒磷石膏廢渣。磷肥的危害早於
開採磷礦石時已出現，我們深入四川龍門山
自然保護區，發現採礦活動已經威脅到11隻
野生大熊貓的棲息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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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1年，一群致力環境保護的人，首次揚起「綠色和平」的橫額，前往
加拿大安奇卡島阻止核武試驗。2013年，為了保護地球最脆弱的淨土，
我們的行動成員在寒冷的北極爬上鑽油平台，進行和平請願。43年來，
我們站在環境危機的第一線，期許從源頭解決問題，跨越一個又一個里程
碑，不曾灰心喪志，不曾停下腳步。

若沒有全球超過300萬人的支持與付出，不會有您在此看到的所有環境成
就。衷心感謝每一位支持者、義工、行動成員，以及穩定地捐助支持環保
工作的會員。謝謝您堅定與我們站在一起，共同分享對於環境的理念，完
成所有看似不可能的任務。

守護環境的路途長遠，感謝您與我們一同全心捍衛值得珍惜的事物，留給
下一代純淨、美好的地球。

地球有您，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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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7歲起，我就想成為綠色和平的一份子
7歲時，我看過一本書，是有關有些人在加拿大守護自然與環境的故事，書中
提到綠色和平。自此，我就很想成為綠色和平的一份子，也很留意他們的消
息。今年2月，我看到綠色和平開始在韓國招募會員，我就立即成為每月捐款
會員。一半的捐款是我的零用錢，另一半由媽媽替我付。我希望綠色和平會有
多些辦公室，告訴那些破壞環境的人：如果我們繼續任由吞拿魚這些珍貴的魚
類面臨絕種威脅，最終，這些威脅與傷害都會回到我們身上。
權桐煜 （首爾）

請聽聽綠色和平會員的聲音。他們不只捐助支持環境工作，更與我們分享共同的理念 ─ 這個世代有責任留給下
一代更好的明天。每個人都能出一分力，我們的力量可以造就改變。每一天，這些理想都豐富了綠色和平的視
野。希望就握在手中，站在一起，我們讓未來更美好。

一起守護地球的未來

 我的分享，讓朋友知道環境問題並不遙遠
我很認同綠色和平的理念及工作方針，也欣賞他們的敢言，及堅持不接受政府
同大公司的資助。我身邊仍有不少朋友對環保漠不關心，覺得環境問題離他們
很遙遠。所以綠色和平Facebook的幾乎每一個訊息，我都會讚好、留言或分享
給朋友，希望他們知道我的環保理念，慢慢認同守護環境是每一個人的責任。
我希望綠色和平作為壓力團體，可以繼續反映小市民的聲音，由下而上要求政
府與大品牌率先承諾環保，再由上而下推動更廣泛的改變。
譚婉華 （香港）

 讓我們把問題解決，別留給下一代承擔
我曾參與很多次會員活動，每一次去我都有不同的感受。第一次在希望號上，
與二副聊天，聽船員分享船上的生活與工作，知道了綠色和平的工作範圍。我
最關心核能安全，因為這是牽扯到生命、即刻性的問題。我的第一個孩子剛剛
出生，我心目中美好的未來，是讓他在一個零污染、安全的環境長大。希望他
穿的衣服無毒、沒有環境賀爾蒙，不讓下一代去承擔上一代製造出來的問題。
環境問題需要每個人一起做，從小地方開始。
陳鼎勳（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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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何相信「行動•帶來改變」？
以前覺得社會、環境這些大問題，需要富正
義感、能力強的人去做一些驚天動地的事才
能改變。後來發現，日常生活中盡力為自己
的行為負責，消費者的力量、公民的力量、
人與人的相互影響，只要好好學習和發揮，
每個人都可以「行動‧帶來改變」。透過一次
又一次的行動，我改變了自己的世界，所以
我相信。

Bone/魚骨

什麼都無法捨棄的人，
什麼都無法改變。

我們的存在是因為脆弱的地球需要一個聲音，需要多一點改變，需要更積極的行動。來自世界
各個角落、不同年齡的男男女女，包括所有員工、義工與行動成員共同組成綠色和平。我們唯
一與最重要的共通之處，就是以堅定的信念為指引，為邁向更綠、更和平的未來而不懈地努
力。義工與行動成員是我們不可或缺的重要夥伴。他們的積極行動，如何幫助環保項目達到成
果？聽聽我們的義工夥伴怎麼說。

行動成員年資：小型行動3年、攀爬行動1年
最關心的環境問題：氣候與能源
興趣：畫畫、閱讀、郊遊

暱稱「魚骨」的她有豐富的行動經驗。她曾穿上保護色
衣物，扮作孕婦，以人體繪畫的方式「隱身於」ZARA的
標誌之中，代表時尚背後「看不見的污染受害者」。她也
曾扮作北極熊在「無車日」呼籲油公司停止到北極鑽油、
化身萬聖節「嘥電鬼 」要求各大商場不要浪費能源。自
2012年接受攀爬訓練後，身型嬌小的她，更已成為我們
攀爬隊其中一名中堅成員。

當行動成員辛苦嗎？
我只是義工，職責比全職人員已經輕鬆多
了，不覺得太辛苦。反而希望在行動前多
學習、多練習，因為一句老土話：practice 

makes perfect！而且，和一群積極的人一起
籌備行動是很好的學習機會，和大家一起交
流，我得到好多啟發。希望下一次，在閱讀
的您也有機會一起行動，哈哈！

最難忘的一次行動？
去年中電在理工大學開股東大會，我們翻出
大廈外牆懸掛橫額，促請中電股東和用戶正
視浪費電力問題。那天天氣比預期惡劣，我
忘了做一個簡單動作，差點讓同伴受傷。
即使最後也完成任務，那份恐懼和內疚感至
今仍然清晰，提醒我：行動風險永遠不能完
全預計，而意外只需一個不小心就能釀成。
但正因如此，我們更需要堅守信念！在半空
中，面對不斷增加的壓力，我選擇繼續行
動，因為犯錯不是終結，放棄才是。

如何身體力行，推動環境改變？
凡是有意義的消息和活動，也會留意、支
持、分享。平日會和朋友一起研究素食和有
機食品的「新煮意」、DIY生活用品，週末去大
自然走走。嘻嘻！其實只是盡可能在生活細
節上多注意資源運用，減少不必要浪費，多
做一步就是將好的事物分享出去。為生活注
入正能量，用生命感染生命，就是我改變環
境的最大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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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有您，得以應對
最迫切的環境問題

環境危機日漸加深，在全球任何一處、任何緯度都感受到氣候變化的惡劣影
響，2013年的環境工作深具挑戰，令我們更為投入。最終，我們完成非凡的
環保工作、多個項目得到突破性進展，為環境帶來美好改變，守護我們共有
的世界。

2013年，我們繼續以邁向「不毀林」為目標，保護地球僅存的原始森林；揭露
過度工業化的漁業，如何威脅已經無比脆弱的海洋生態。我們明確指出，全
球時尚產業正使用有毒物質污染珍貴的水資源。我們也一再強調，發展清潔
能源才是應對氣候變化危機的正確答案，並揭露燃煤發電對社會與生態環境
的負面影響。

細閱機構年報，相信您發現，2013年是激勵人心、勇於行動、成就良多的一年！
接下來，您會看到綠色和平東亞分部2013 年12月31日為止的財務概要。為提
高透明度及問責性，讓您及所有會員清楚了解我們的收支概況，綠色和平在
世界各地的辦公室，每年都會依循當地法例規定，接受獨立的外部財政審核。

堅持財政獨立，是綠色和平多年來能勇於挑戰、深具效益地推動環保項目的
基石。過去數年，綠色和平更專注招募每月定額捐款會員，確保能以穩定的
財政收入，維持獨立公正，同時規劃長遠的環保工作計劃與策略，並有更充
裕的資源應對突如其來的環境危機。

得到許多和您一樣關心環境的熱心市民支持，去年整體收入增加28%。您的
每月捐助，促使環保工作項目的資源穩定增長。2013年，東亞分部積極拓展
環保工作領域，環保項目總開支按年增長30%。

您是全球環保運動的一份子，守護環境的使命與您更密不可分，您也更真切
了解環保與和平、平等與生態緊扣在一起。您的支持，對我們來說無比珍貴
（是的，無關金額多寡！），因為那代表您衷心期許：保護我們唯一的地球。

感謝您讓這個期許成真，更感謝您信賴綠色和平。

謹代表綠色和平全體員工，衷心感謝每一位會員對綠色和平的信任，唯有您的
支持，我們才能有效應對地球此刻面臨的眾多環境問題。謝謝您！

Cristina San Vicente

綠色和平東亞分部籌款總監

我擔任現在的角色、專
注於亞洲環境議題，到
今年夏天將會滿十年。

回想來到這裡的第一
年，我實在難以想像，
我們能夠在長年累月的
艱苦戰役中，一再取得
超乎預期的重要勝利。
我對推動環保工作的熱
情、與會員分享的不言

倦，十年如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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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概要
綠色和平東亞分部財政報告2013

2013
HKD

2012
HKD

2011
HKD

善款來源
個人捐款收入 62,144,028 42,240,499 34,211,916 
國際綠色和平撥款 51,487,565 44,272,006 23,626,848 
獨立基金會撥款 0* 2,258,427 6,221,687 
利息 428,390 299,577 36,076 
雜項 629,652 401,062 165,261 
總收入 114,689,635 89,471,571 64,261,788 

善款運用
環保項目經費

保護海洋 (推廣可持續捕魚方法、教育公眾「惜食海鮮」、阻止過度捕魚、
游說台灣及南韓政府支持海洋保育等) 6,133,741 4,588,389 2,274,659 

氣候與能源 (揭露燃煤發電對社會及環境的影響、守護北極、推動綠色建
築及可再生能源發展、揭示核電風險等) 15,041,762 9,538,986 6,092,790 

污染防治 (掃除日常生活中的有毒有害化學物、推動時裝品牌實現「無毒
生產」、檢測室內灰塵的有毒物質等) 5,000,508 5,521,441 4,230,777 

守護森林 (搜集棕櫚油行業的毀林證據、揭露哪些日用品牌
助長破壞森林、強調保護森林對挽救氣候的重要性等) 3,604,581 3,028,299 2,292,107 

食品安全及農業 (檢測中藥材的殘餘有毒農藥、游說超市及
政府加強監控食物安全、揭露化學肥料背後的污染真相等) 7,223,529 5,217,824 4,857,962 
其他 (環保項目統籌、綠色珠三角項目等) 4,429,303 2,989,600 4,036,246 

41,433,425 30,884,539 23,784,541 

環保項目支援經費 
(公眾資訊及外展、媒體推廣、科學研究和政府企業游說等) 21,618,881 17,600,150 18,023,586 
項目工作總支出 63,052,306 48,484,689 41,808,127 

招募新會員籌款經費、會員服務、通訊及管理 28,858,554 18,325,936 11,806,463 

組織支援及管治 (長遠策略制訂受組織監管、財務監督和控制、資訊 

科技支援、人力資源及辦公室) 20,976,342 15,116,770 11,278,739 
總支出 112,887,202 81,927,395 64,893,329 

此摘要摘自2013年12月31日止年度，經梁學濂會計師事務所審核的財政報告。
* 2013年起，「獨立基金會撥款」與「個人捐款收入」帳目上合併為「捐款收入（個人及獨立基金會捐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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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項綠色成就，並非一夕之間實現，
是會員與我們不懈努力下，才能達成。

保護海洋

氣候與能源

污染防治

環保工作項目支出分佈

您的捐助，化為正向改變 

您的慷慨捐助，讓環保工作項目茁壯成長。2013年，綠色
和平東亞分部環保項目開支按年增加1/3，相較2011 年更
大幅增長74%。

氣候變化對環境的威脅與日俱增，因此我們投放許多心力
於氣候及能源項目，開支按年增長58%。在可見的未來，
我們將投放更多資源於應對全球氣候變化危機。

去年，我們用以應對東亞地區的海洋危機的經費，較2011

年大幅增加 1.7倍，積極拓展項目規模，並壯大保護海洋
項目的團隊。未來數年，守護海洋仍會是我們最重視的項
目之一。與此同時，我們也會繼續增加污染防治項目和食
品安全及農業項目的經費。

綠色和平會繼續因應不同環保項目的先後緩急、不同環保
議題的最新發展，適時調配資源，讓您的一分一毫，用得
其所。

守護森林

食品安全及農業

其他

15%

9%

36%

26%

12%

18%

9%

10%

17%

20%

11%

17%

15%

31%

18%

10%

9%

17%

2011

2012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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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2013年善款運用

更強團隊，成就更多

$45,000,000

$40,000,000

$30,000,000

$20,000,000

$10,000,000

$35,000,000

$25,000,000

$15,000,000

$5,000,000

2011

54 48 29 25

2012 2013

環保項目

環保項目支援

籌款及會員服務

機構支援及管治

環保項目 —環保項目
主任（氣源與能源、污
染防治、食品安全及農
業、保護海洋及森林）
及項目統籌。

環保項目支援  — 媒體
推廣、行動及研究、
數碼媒體策略、公眾資
訊及外展、綠色金融項
目、政策與公共事務

等。

籌款及會員服務 — 街
頭籌款及教育團隊管
理、市場推廣、會員通
訊及服務、會務統籌。

機構支援及發展 — 總
幹事辦公室、財務監
督、人力資源、資訊科
技、行政、法律顧問及

地區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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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善款總收入
HKD114,689,635

HKD51,487,565
國際綠色和平撥款

HKD3,634,467.9
獨立基金會撥款

HKD58,509,560
個人捐款收入

HKD428,390
利息

在您的支持下，綠色和平得以鼓舞更多人
積極參與、喚起對更美好世界的想像：

一個不甘於因循守舊、致力為所有人締造可
持續未來的世界。

善款收入來源
HKD629,652

雜項

因為您，我們的財政穩健
為維持獨立公正，綠色和平是極少數絕不接受任何政商界贊助的國際非政府組織。除了僅3%捐款來自獨立
基金會，絕大部分收入依靠每一名會員慷慨的個人捐助。我們亦致力實踐「國際非政府組織問責約章」以及
約章所列的籌募原則。

2013年，個人捐款收入按年增長39%，佔總收入的約一半。45%收入則來自國際綠色和平的撥款，這筆款項
來自東亞地區以外、全球綠色和平支持者的個人捐助，主要用於額外資助區域性的環保項目，例如保護海洋
項目、應對煤炭污染等。這些環保議題都有一個共通點，就是不受地域所限，影響及於全球。

此外，我們繼續壯大香港及台灣的會員網絡，截止2013年底，我們在東亞地區的會員人數已經突破51,000

人！現在，會員網絡已拓展至台灣高雄及韓國。集結我們的力量，您的捐助將發揮更大的力量，帶來更多正
向的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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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亞分部會員人數

7%
會員

47%會員

每月捐助
< $100

每月捐助
$101 至 $250

每月捐助
$250 至 $500

30%

53%

17%

46%會員

個人捐款收入（香港辦公室）

32,468
香港

19,158
台灣

點滴捐助 集結力量

2013年，93%香港會員每月捐助$250港元或以下，佔香港辦公室個人捐款收入的83%。感謝您過去一年的支
持，讓我們有充裕經費，繼續為環境奮鬥到底。



綠色和平東亞分部
地址:香港西環德輔道西410-418號太平洋廣場8樓
會員服務熱線: 2854 8318

電郵: donor.services.hk@greenpeace.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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