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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深深吸一口氣。

我們呼吸的每一口氣，都是森林的饋贈。縱然原始森林遠離都市

塵囂，但它卻默默地守護和孕育著地球一切生命。它控制地球溫

度、減緩氣候變化、哺育全球約三分之二的奇珍異獸；它亦蘊藏

大量珍貴天然草藥，更是數百萬土著的家園。

如果沒有原始森林，我們可以說是無法呼吸。

可是，原始森林的生命卻岌岌可危，因為全球已有八成遭人類嚴

重破壞。我們實在要竭力保護地球碩果僅存的一片綠。全賴有你

的支持，綠色和平才能夠一直守護地球三大雨林至今 ─ 亞馬遜

森林、大熊森林和天堂森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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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ke a deep breath. 
That air you are breathing comes to us courtesy of our planet’s great forests. They support all life on 
earth. They control our climate (even far away in the cities); help in the fight to stop global climate 
change; sustain a myriad marvellous animals (two thirds of the world’s total); are the source of 
life-saving drugs; and they are the real, living home for millions of indigenous peoples. 

Without the forests we literally would not be able to breathe.

But they are under threat. We have destroyed 80 percent of them already. We need to save what’s left.

With your support we have been helping to protect three of the biggest forests on our planet: The 
Amazon, the Great Bear and the Paradise Forest. We tell you their story below.

PARADISE FOREST

印尼天堂雨林
（熱帶、紅樹林、海岸和泥煤地雨林）



What kind of forest is it?
Tropical rainforest

How is it important?
As the planet’s largest remaining 
rainforest it is the world’s most 
important forest in terms of 
climate, people and biodiversity. 
It stores up 120 billion tonnes of 
carbon; supports one quarter of 
all known land animals and 
plants and it is also home to 
over 20 million people including 
hundreds of indigenous nations. 
Over 100 medicines are derived 
from rainforest chemicals 
(including cancer drugs).

保育價值：亞馬遜雨林是現存最大的雨林，對全球氣候、人類及生物多

樣性均有顯著影響。森林儲存了一千二百億噸二氧化碳，並養活了全球

四分一的動植物，同時是二千萬人的家園，當中包括數百個原住民族。

超過一百種藥物包括治癌藥物，取材自雨林中的化學物。

棲息物種：美洲豹、粉紅淡水豚、樹懶、全球最大的花卉、只有牙刷般

大的猴子、棒球般大的蜘蛛，還有沒被人類發現的數千個物種。

遭受威脅：木材業、養牛場、大豆種植擴展和氣候變化。

What kind of animals and 
plants live there?
Jaguars, pink river dolphins, 
sloths, the world’s largest 
flower, a monkey the size of a 
toothbrush and a spider the 
size of a baseball and 
thousands of species we don’t 
even know about yet.

How is it threatened?
The timber industry, cattle 
ranching, expansion of soya 
plantations, and climate 
change.

THE AMAZON RAINFOREST
亞馬遜雨林（熱帶雨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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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at kind of forest is it?
Coastal temperate rainforest

Why is it important?
The trees here store some of 
the largest amounts of carbon 
per hectare of all the world’s 
forests; targeted area for 
protection stores 108 million 
tons of carbon; home to 
thousands of First Nations 
(indigenous peoples); known 
as “Canada’s Amazon”, the 
Great Bear supports a dense 
web of natural life.

保育價值：大熊森林是全球森林每公頃含二氧化碳量最高的地方，重

點保護範圍達一億零八百萬噸二氧化碳含量。它是數千名原生土著的

家園，有「加拿大亞馬遜」之稱，孕育了豐饒的自然生態。

棲息物種：千年雪松、灰棕熊、黑熊、白靈熊（大熊森林獨有）、野

生三文魚、鷹、美洲獅、黑尾鹿、駝鹿、水瀨、貓頭鷹和狼。

遭受威脅：工業伐林、採礦、灰棕熊狩獵、養魚場開設和海上石油和

天然氣鑽探。

What kind of animals and 
plants live there?
One-thousand-year-old 
cedars, grizzly bears, black 
bears, white “Spirit” bears 
(found nowhere else in the 
world), wild salmon, eagles, 
cougar, black-tailed deer, elk, 
otters, owls, and wolves.

How is it threatened?
Industrial logging, mining, the 
hunting of grizzly bears, fish 
farming and offshore oil and 
gas development.

保育價值：森林中的泥煤地蘊藏三百五十億噸二氧化碳；全球 15% 已

知植物、哺乳動物及雀鳥棲身其中，還有獨特的土著文化。

棲息物種：猩猩、大象、老虎、犀牛、全球最大的花卉（三尺闊的         

屍花）。

遭受威脅：大量伐林開採製造食品及化妝品的棕櫚油、造紙，如雜        

誌、包裝紙和廁紙。

What kind of forest is it?
Tropical, mangrove, coastal, 
and peatland rainforests

How is it important?
Peatlands inside the forest 
contain about 35 billion tonnes 
of carbon; home to up to 15% 
of all known plants, mammals 
and birds and hundreds of 
indigenous cultures found 
nowhere else in the world.

What kind of animals and 
plants live there?
Orangutans, elephants, tigers, 
rhinoceroses, the world’s 

largest flower ( the three-foot 
wide rafflesia).

How is it threatened?
Forest clearing for palm oil (to 
make food and cosmetics) 
and paper (such as 
magazines, packaging  and 
toilet paper).

THE GREAT BEAR RAINFOREST
加拿大大熊森林（海岸溫帶雨林）

PARADISE FOREST
印尼天堂雨林（熱帶、紅樹林、海岸和泥煤地雨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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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白的靈熊，帶著其笨重的身軀，在千年雪松聳立的森

林中時而停駐，時而仰息，傾聽流水淙淙。靈熊是美國

黑熊的表親，是當地土著崇敬的靈物。這不單是因為其

雪白的身軀，更因為牠是加拿大大熊雨林獨有的一個稀

有品種。

大熊雨林是蒼翠繁茂的溫帶雨林，住上數以千計的生    

物。二百萬公頃的心臟地區，是加拿大沿岸最大片的溫

帶雨林。

可惜，大熊雨林正受濫伐的威脅。經常有一整個區域的

樹木被全數砍掉，然後重新種植一至兩種具商業價值的

樹木。大熊雨林被逐步破壞，變成了廁紙、雜誌、報紙

和紙尿片。

遼闊壯麗的大熊雨林

Lumbering with majesty, with 1,000-year-old cedar 
trees towering into the sky, the snow-white Spirit Bear, 
stops and sniffs, listening for the sound of running 
water. A subspecies of the American Black Bear, the 
rare Spirit Bear is revered among indigenous peoples 
because of its startling white body and this is one of its 
last reserves, Canada’s Great Bear Rainforest.

The Great Bear is a lush temperate rainforest teeming 
with thousands of species; this two-million hectare 
heartland, is the largest intact area of temperate 
rainforest left on the Canadian coast. 

But the Great Bear is threatened by clearcutting – that 
is everything in one area is mowed down and then 
replanted with just one or two species of commercial 
trees. The Great Bear is being pulped into toilet paper, 
magazines, newspapers and diapers.

The Glorious Great Bear 
Rainforest

Great Bear
Rainforest

加拿大
大熊森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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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是毀林元兇？
大熊雨林的最大敵人是伐木工業。綠色和平的大熊雨林工作項目展開前，

濫伐程度之快，估計 25 年之內整個森林就會徹底消失。大型伐木公司如

MacMillan Bloedel、國際林木產品有限公司（Interfor）和加拿大西部林產

公司，每年砍掉的樹木就佔總體的五成。

如何阻止破壞？
■ 設立森林保護區，禁止伐木

■ 用生態系統管理方法劃出可持續發展的伐林區

■ 邀請原生土著參與管理林業

■ 永久阻止海上石油及天然氣鑽探

甚麼是生態系統管理？
生態系統管理運用科學計算那些範圍在特定條件下可進行伐木活動，確保

70% 的生態系統在任何時間均不受影響。

如果我們不及時遏止濫伐，以

1998年的破壞速度計算，整個

森林將於 2020 年徹底消失。

今天，50% 的原始森林已受到

保護（承諾到 2014 年數字會

達到 70%）。

政府答應把一半森林劃作禁止伐木區，並為原住
民成立一億二千萬元的基金，鼓勵他們不再從事
商業伐木，還簽署同意書，確保 2014 年前，所
有伐木活動採用可持續發展的原則進行。
A portion of that 2006 agreement is realized 
when the government agreed to make 50% 
of the forest off limits to logging, provide 
funds of $120 million to First Nations to 
pursue forest-friendly initiatives to replace 
commercial logging; and an agreement to 
make sure all logging is done sustainably by 
2014.

How can we protect the 
Great Bear Rainforest?
■ Set up protected reserves where 

logging cannot place at all 
■ Allocate areas for sustainable 

logging (overseen by Ecosystem 
Based Management – see box)

■ Get indigenous peoples (First 
Nations) involved in forestry 
management in their traditional 

■ Block any attempt to restart 
destructive offshore oil and gas 
drilling

What is Ecosystem Based 
Management?
It is a scientific system which 
calculates which areas are safe to 
log under the proviso that 70% of 
the ecosystem must remain intact 
at any one time. 

Who’s cutting down the 
Great Bear Rainforest?
Three words can sum up the Great 
Bear’s biggest enemy: destructive 
industrial logging.

Before the start of Greenpeace’s 
Great Bear campaign, clearcutting 
was taking place at such a pace that 
within 25 years the entire region 
would have been logged out.

The largest logging companies - 
MacMillan Bloedel, International 
Forest Products (Interfor), and 
Western Forest Products (a Doman 
subsidiary) - chop 50% of all the 
rainforests logged in B.C. every year.

1998 the whole forest was on 
the road to be completely 
logged by 2020.

Today, 50% of natural old 
growth forest is under 
protection (with a commitment 
to raise that to 70% by 2014).

綠色和平拯救大熊雨林的成就，是建基於我們採取打擊國際
品牌的策略，以及由此製造的公眾輿論和壓力。
Victories to save the Great Bear Rainforest are grounded 
in a combination of mass mobilization and international 
markets campaigns driven by Greenpeace.

運用傳媒及公眾輿論，逼使伐木公司
與綠色和平談判，並成功游說其他品
牌停止採用產自大熊雨林的紙張。
By pushing consumers using 
images of denuded forest we 
persuaded companies not to source 
their paper from the Great Bear 
Rainforest, that combined with 
creating a media furor by blocking 
the loggers inside the forest, forced 
the logging companies to the 
negotiating table.

伐木公司同意暫停工業伐木，以保護加拿大沿海
剩餘的雨林。政府和原住民的談判亦同時展開。
Standstill Agreement is reached. Logging 
companies agree to a moratorium on industrial 
logging, Greenpeace and allies agree to stop 
protesting. Also gets the ball rolling on 
government and First Nations talks.

省政府、非政府組織、伐木工人、獵人和原住民
達成大熊森林協議，同意將 33% 雨林劃成伐木禁
區，其餘部分則以可持續發展的原則監管。
Great Bear Rainforest Agreement is reached 
between provincial government, NGO’s, 
loggers, hunters and First Nations which 
protects 33% of the forest from logging and 
agrees to sustainably manage the remainder.

1998 2001

2001

2006

2009

您不可不知的數字
Great Bear Saves in 
Numbers

我們的成功故事
Our wins in the Great Be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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闊大的腳爪在原野森林蹓躂，猶如一團橙色的火燄在綠

林間穿梭，亞馬遜美洲豹是神秘又高貴的猛獸，擁有金

黃班點的皮毛，目光如炬，外表羞澀卻恐武有力。在這

片全球最大、最多陸上生物棲息的熱帶雨林裡面，亞馬

遜美洲豹可說是其中數以百萬種生物的代表。

不單是野生動物和亞馬遜二千萬人口，我們地球上每一

個人均仰賴這個奇妙的森林存活。亞馬遜森林蘊含十億

噸二氧化碳，對穩定地球氣候攸關重要。

蔚為奇觀的亞馬遜

Broad paws padding through the forest, a flash of 
orange fire through the trees, the Amazonian jaguar is a 
mysterious and magnificent beast. Golden brown 
spotted fur, flame-coloured eyes, this shy but powerful 
predator is one of millions of species living in the 
Amazon – the world’s biggest rainforest has more land 
species than anywhere else on earth.

But it’s not just the wildlife, and the 20 million people 
that live in the Amazon that depend on this truly 
amazing rainforest, it’s every one of us. The Amazon 
stores up to billion tonnes of carbon and is crucial to 
stabilizing the planet’s climate.

The Amazing Amazon

「現時，五分之一的亞馬遜森林已遭破壞，
綠色和平正盡力拯救餘下的五分之四。」

One fifth of the Amazon has already been 
destroyed. We’re working on saving the 
four-fifths that are left.

Amazon
Rainforest

亞馬遜
雨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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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是毀林元兇？
亞馬遜森林飽受多方破壞，包括廣泛種植大豆、伐林興建養牛場（主要元兇）和

開採廉價木材。氣候變化引致的乾旱和火災也在急速蠶食亞馬遜雨林。而過度捕

獵、收集燃料木和採礦也是幫兇之一。

如何阻止破壞？
貧窮、貪污、缺乏護林法例和執法不力，都是亞馬遜雨林不斷遭受破壞的核心原

因。巴西政府必須承諾採用更環保和更經濟的護林方案，爭取已發展國家和大企

業的合作和支持，才能杜絕毀林行為。

商業施壓︰例如，要求大豆商停止購買來自新開墾土地種植的大豆；促請跨國企

業停止購買來自非法養牛場的產品；打擊當地為擴大牧場而非法伐木的行為。

獎勵機制︰成立機制鼓勵巴西政府致力保護亞馬遜森林，譬如綠色和平的

“Forests for Climate” 計劃，就鼓勵各國政府訂定二氧化碳排放指標，並設立

基金資助全球護林計劃。

設立保護區︰成立森林保護區，確保執法完善。

每年差不多有三百萬英畝的亞馬

遜森林消失。2010 年12月1日，

巴西國家太空研究所指出，2009

年 8 月至2010年7月期間，伐林

狀況比前年下跌了14%。這下降

趨勢始於 2005 年。而我們的目

標是在 2015 年完全遏止伐林。

What is destroying the Amazon?
The Amazon is being attacked on many fronts. But these are the key culprits: 
expansion of soya plantations, clearing the forest for beef cattle ranches (the 
worst offender), and from logging (cheap timber). Climate change itself is also 
eating into the Amazon by causing droughts and forest fires. Over-hunting, fuel 
wood gathering, and mining are also to blame.

What can we do about it?
It is clear that poverty, corruption, poor legislation and enforcement are at the 
heart of Amazon destruction. So we need commitment from the Brazilian 
government to pursue sound environmental and economic alternatives and 
support from developed nations and big business.

Pressure commercial interests: for example get soya traders to agree not to buy 
from growers who plant on newly-deforested land; push multinational companies 
to stop buying their leather and beef from Brazilian cattle ranches that illegally 
clear forest to expand their land.

Incentives: set up a initiatives which pay the Brazilian government to protect the 
Amazon, for example Greenpeace’s Forests for Climate, which make it more 
profitable to stop cutting down the trees. 

Set up more reserves: create well-enforced legally-off limits areas of the forest 

在亞馬遜護林的非政府組織眾多，但綠色和平是其中最完善的組織
之一。早於 1999 年，我們已在巴西馬瑙斯設立辦公室。十多年稍
瞬即逝，是您的支持讓我們創造了很多驕人的成就︰
Many NGO’s have been working in the Amazon but we are one 
of the most established. We set up an office in Manuas over a 
decade ago in 1999 and this is what we have achieved since 
then with the support of people like you.

我們的成功故事
Our Amazon success stories

Wal-Mart and Carrefour 
pledge not to buy meat from 
deforested areas.

Adidas, Timberland and Nike 
also announce a new policy 
agreement with Greenpeace 
that will help ensure the 
leather used in its boots and 
shoes is not contributing to 
new deforestation.

Four of the biggest players in 
the global cattle industry — 
Marfrig, Bertin, JBS-Friboi 
and Minerva — join forces to 
ban the purchase of cattle 
from newly-deforested areas 
from their supply chains.

Amazon deforestation rates 
reached record lows at the 
end of the year.

Roughly 3 million acres of rainforest in 
the Amazon are destroyed every year.
On December 1, 2010, Brazil’s National 
Institute for Space Research reported 
that between August 2009 and July 
2010 deforestation had dropped by 
14% from the previous year.
This downward trend started in 2005.
We are targeting zero deforestation by 
2015.

沃爾瑪 (Wal-Mart) 和家樂福
(Carrefour) 等大型連鎖超市均承
諾不再購買森林砍伐區的牛肉。

而知名運動品牌 Adidas、
Timberland 和 Nike 亦與綠色和平
制定全新的政策協議，確保製造
鞋履的皮革，不會助長伐林。

全球養牛業的四大巨頭— Marfrig
、Bertin、JBS-Friboi 和 Minerva 
—聯合聲明停止購買新森林砍伐
區的牛隻。總結 2010 年，亞馬遜
的伐林率降至記錄新低。

您知道亞馬遜森林的
消失速度嗎？
How fast is the Amazon 
disappearing?

But the fight for the Amazon continues. It’s 
more than a fight for a forest; it’s a fight for 
our planet!

捍衛亞馬遜的戰事尚未完結，這不僅是為
森林而戰，更是為了地球而戰！

巴西政府被綠色和平揭發後才
決心大力打擊非法桃花心木材
貿易，我們其中一名森林項目
主任更因此收到死亡恐嚇。
The Brazilian government 
brings an effective end to 
the illegal mahogany trade 
after a Greenpeace expose 
(one of our forests 
campaigners in Brazil even 
received death threats).

巴西政府成立兩個幅員遼闊的
保護區，覆蓋五百萬英畝亞馬
遜森林，包括 Verde Para 
Sempre 和 Riozinho do 
Anfrisio 等保育區。
The Brazilian government 
creats two massive 
protected areas covering 
five million acres of the 
Amazon forest with the 
Verde Para Sempre and 
Riozinho do Anfrisio 
extractive reserves.

巴西的主要大豆供應商同意實
行為期兩年的暫緩在亞馬遜          
毀林種植大豆計畫。事實上，
這個計畫自此一直得到延續至
今。同時，在巴西政府旨令        
下，面績較比利時大兩倍、約
一千六百萬英畝的亞馬遜林地
獲更佳的保護。

Soya traders agree to a 
two-year moratorium on soya 
grown in deforested areas. 
This is still in place.

An area twice the size of 
Belgium - 16 million acres - is 
given greater protection in the 
Amazon after a Presidential 
decree.

經過三年深入調查，綠色和平出
版了一份揭露養牛業非法行為的
報告《屠殺亞馬遜》，亦奠定了
我們 2010 年成功的基石。
After a three-year in-depth 
investigation we publish an 
expose on the cattle ranching 
industry. Slaughtering the 
Amazon is our launch pad for 
the successes in 2010.

2006

2001

2004

2009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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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朝霞把天空染成一片紫色，早晨的第一場雨徐徐落下，

聰明而強壯的紅猩猩會從樹上拔出一片枝葉，尤如傘子

般擱在頭上，然後安靜地坐下來。紅猩猩只在印尼和馬

來西亞幾個僅餘的森林中找到，那兒是牠們跟數千種生

物共同居住的地方，包括瀕危的蘇門答臘虎和犀牛。

雨林被毀敲響了氣候變化的警鐘。印尼的泥媒地相信是

全球最關鍵的二氧化碳倉庫，那裡蘊藏超過35億噸二

氧化碳。要是這些泥煤地被燒毀、變得乾涸，或被阿拉

伯膠樹、尤加利樹或棕櫚樹侵佔，那麼大量二氧化碳就

會被釋放。而印尼是全球第三大溫室氣體排放國。

印尼雨林和二氧化碳含量豐富的泥煤地，因開發棕櫚油

和紙張的人造林而被不斷破壞。繁茂的遠古森林被一排

排新種的商業樹木弄得支離破碎，為的只是製造廁紙、

報紙和廉價洗頭水。

純樸自然的天堂雨林

When the purple skies open, and the rain descends, the 
intelligent and powerful red ape plucks a branch from the 
tree she is sitting in and holds it above her head like an 
umbrella. The orangutan is only found in a few remaining 
pockets of forests in Indonesia and Malaysia which she 
shares with thousands of other species including the 
endangered Sumatran tiger and rhinoceros.

This destruction is also a ticking time bomb for the 
climate. Indonesia’s peatlands are perhaps the world’s 
most critical carbon stores amassing about 35 billion 
tonnes of carbon. When these peatlands are drained, 
burned and replaced by acacia, eucaylptus or palm oil 
plantations, massive amounts of carbon dioxide are 
released. Indonesia is the world’s third largest emitter of 
climate changing greenhouse gases.

Indonesia’s rainforests and carbon-rich peatlands are 
being razed for palm oil and paper plantations. Rich 
ancient jungle is being churned up into vast tracts of 
homogenous rows of industrial trees so that we can make 
toilet paper, read a newspaper and buy cheap shampoo.

The Pristine Paradise Rainforest

Paradise
Forest

印尼
天堂雨林



誰是毀林元兇？
主兇就是印尼紙業巨擘金光集團 ─ 全國最大的棕櫚油、紙漿和紙張的

製造商。

如何阻止破壞？
綠色和平的工作就是推動印尼馬上暫停對森林和泥煤地的破壞，期望於

2015 年前完全遏止伐林。

要達到目標，我們須要遊說如金光集團等企業，停止破壞森林和泥煤          

地，並在現存的人造林實施可持續發展的管理方法，這當然要得到印尼

政府的配合才能成功。

Who’s cutting down the Paradise Forests?
The biggest culprits is Indonesian conglomerate Sinar Mas, the country’s 
largest palm oil, and pulp and paper group.

How can we protect the Paradise Forests?
Greenpeace is campaigning for an immediate moratorium on forest and 
peatland destruction in Indonesia, and for zero deforestation by 2015.

We can do this by persuading the biggest destroyers, companies like 
Sinar Mas, to stop razing forest and peatland, and start to sustainably 
farm their existing plantations. This also needs the Indonesian 
government’s strong commitment.

我們透過不同途徑向金光集團採購的公司施壓，迫使他們停止跟金
光集團的貿易往來。綠色和平會進行實地考察，追蹤和揭露金光集
團非法毀林的實況。同時，我們非常需要您和全球消費者的力量向
金光集團及採購其產品的公司施壓。
We have been targeting the companies that buy from Sinar 
Mas, to get them to stop doing business with the company. We 
use your help and the help of consumers across the globe to 
put pressure on these companies as well as tracking the forest 
destruction on the ground and giving Sinar Mas as much 
trouble as we can by exposing its dirty dealings.

我們的成功故事
Our wins in the Paradise Forest

綠色和平森林工作項目的公關顧

問 Salter Baxter 會協助追蹤網

上 有 關 雀 巢 、 匯 豐 、 B u r g e r 

King，跟金光集團之間的大小討

論，調查這些討論的互動，以評

估綠色和平的工作成效。到底這

些網上對話有甚麼實質作用？

著名媒體The Guardian稱：「這

些聲音結合成一股力量，損害金

光集團的名譽和生意額，並在他

們的股價上反映出來。」

Communication consultants Salter 
Baxter tracked how our campaigns 
on Nestlé, HSBC, Burger King and 
their connections to Sinar Mas 
have been discussed on the web, 
how those conversations have 
interacted and what impact they’ve 
had on the campaign. All this 
online talk did what?

“The combined effect of all these 
voices was a damaged reputation 
and loss of business, reflected by 
a dip in its share price, for Sinar 
Mas,” said The Guardian.

2008
聯合利華和金莎（Nutella 朱古力榛子醬就是他
們的著名產品）最終成為兩大支持暫停在印尼
伐林種植棕櫚樹的棕櫚油買家。

2010
經過綠色和平八個星期的非暴力直接行動，以及在社交網
站呼籲消費者向雀巢施壓後，他們終於同意停止購買破壞
印尼雨林的棕櫚油。
Nestlé agrees to stop purchasing palm-oil from sources 
which destroy Indonesian rainforests. The decision 

社交網站的力量
Social Media for Forests

公眾力量
The power 
of the public

我們在印尼的勝利都來自您和每
一位支持者。

一間公司需要消費者賴以生存。
所以，不要小看公眾力量。您的
聲音能夠化作一股純粹、和平和
奇妙的力量，有能力令很多公司
轉向支持保育森林。

2008年，我們利用網路短片，
抗議聯合利華（Unilever）這個
全球最大的棕櫚油買家，與金光
集團同謀破壞印尼天堂雨林。結
果不足兩星期，從世界各地成千
上萬的公眾寫信投訴，迫使他們
決心改變。

All our big wins in Indonesia 
have been down to you and our 
other supporters. Fear they will 
lose your custom can persuade 
many a company to turn forest 
friendly! It is a clean, non-violent 
and wonderful power. In 2008, 
when we launched our 
campaign against Unilever, in 
less than two weeks the 
company had received tens of 
thousands of protest emails 
from around the world, and 
watched our viral video “Dove 
Onslaught(er)” take off faster 
than anything we’ve ever done 
before. Public pressure moved 
them. 

caps eight weeks of massive pressure from 
consumers via social media and non-violent 
direct action by Greenpeace activists.

Unilever and Ferrero (famous for 
its Nutella brand) become the two 
latest large palm oil users to 
support a moratorium on cutting 
down trees in Indonesia for palm 
oil plantations. 



核輻射能扭曲人們的時間觀念。25 年於一個人的生命已歷

盡幾許；而在切爾諾貝爾的 25 個年頭，有數以千計的嬰兒

呱呱落地；數十萬計的平民罹患癌症；還有無法計算的平

民死亡。25 年的記憶眨眼即逝，卻永遠無法驅走滲透在切

爾諾貝爾日常生活每個角落的核幅射微塵。

當我站在切爾諾貝爾核電廠遺址前，我的手提輻射探測儀

急升至上限每小時 9.99 微希，較一般正常水平高出 40 倍。 

這只是儀器錄得的讀數，但在原地逗留 10 小時已足以對身

體造成無法挽回的傷害。

核反應堆的殘骸仍是一片混亂。覆蓋在 200 噸高放射性燃

料棒的核芯只有一道巨型的混凝土石棺。它是唯一能隔開

外界免受核幅射感染的防線，可是它卻無法隱藏成千上萬

工人因冒死興建石棺而埋葬其下的事實。而其使用期限只

是五年。可是，如果要興建新的石棺，仍尚欠 22 億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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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色和平項目主任古偉牧曾於 4 月在烏克蘭切爾諾貝爾逗留10 天。即

使切爾諾貝爾事件發生 25 年過後，當地百姓每天仍然生活在核災難的

夢魘和惡懼之中，令古偉牧對核電的遺害有更深刻的體會：

見證二十五年後的

切爾諾貝爾



期間，我遇見 Mykola 。

他今年 56 歲，曾在事故發生後負責清理破瓦殘         

礫，卻因此感染了11.9 微希輻射而被迫於 36 歲提

早退休。從此以後，他的人生便與惡疾為伴，連政

府的免費健康護理也幫不上忙。

我到訪的最後一站是距離切爾諾貝爾 300 公里、一

個名叫 Rokytne 的小鎮。相比起可以橫越東歐的大

量輻射雲層，300 公里根本不算什麼。由於當地人

的免疫系統受輻射影響，小孩一年患上幾次扁桃腺

炎是常事。實驗室經常須要測試食物的輻射含量，

尤其是當地人酷愛的牛奶、蘑菇和野生草莓。要清

除身體中殘餘的一半銫 137，當地小孩須送往未受

核污染的地區隔離至少 50 日。然而，現在政府卻

只能負擔 18 天。

早於一個月前，綠色和平其他同事在 3 月已抵達一

個相距切爾諾貝爾 4 小時的村莊測試當地的牛奶，

並發現兒童可承受的輻射含量比烏克蘭政府所設的

限制高出 5 至16 倍。在別無選擇下，這裡的兒童仍

然照舊每天喝牛奶，令他們患上貧血、骨弱、暈厥和

其他疾病。雖然烏克蘭政府明知核輻射遺害深遠，

但他們仍故意將切爾諾貝爾事件的後遺症淡化，甚

至考慮開放距離 30 公里的撤離區域作農耕之用，卻

漠視 300 公里外、出世時先天缺陷的兒童及無數患

癌的人民，大部分還只是羽翼未長的幼童。

綠色和平希望切爾諾貝爾受害者的真實

故事能引起大眾共鳴和反思。我們與攝

影師 Robert Knoth 過去 25 年來一起並

肩合作，不斷與大家分享切爾諾貝爾患

癌病人撼動人心的黑白肖像。我們曾在

4 月於香港展出這些作品，希望拆穿那

些聲稱核能是安全的謊言，因為呈現在

照片上的一張張面孔是那麼真實，是那

麼教人難以忘記。綠色和平一直竭力喚

醒世界，不要遺忘核能帶給這些受害者

的傷痛。既然風能和太陽能是安全、可

靠，又能滿足我們生活所需的能源，怎

麼我們還要冒險，讓切爾諾貝爾的歷史

傷痕重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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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日本福島核電廠發生爆炸後，綠色和平聯同核能輻射專家一直密切監察當地核危機的最新情況，為綠

色和平的支持者在網上提供最新消息和詳盡的評估。由於反應堆不斷釋出核輻射，加上政府沒有向公眾

具體交待污染程度，於是我們決定派出一隊核輻射專家小組前往日本，獨立評估輻射洩漏的嚴重性，為

日本民眾的安全和健康提供寶貴的資訊。以下是我們的親身記錄：

核輻射專家小組開始監察工作

於 Litate 這市鎮，綠色和平錄得輻射每小時 7 至10 微希，讀數高得

須要立即撤離。只要逗留一個星期，便會暴露在超過1000 微希的

環境下。這是人體全年最多可承受的劑量。如果我們攝取或吸入這

些幅射，後果更不堪設想。

監察日本輻射
狀況的隊伍
增至兩支

GreenPost

今天綠色和平的小組開始探

測環繞福島第一核電廠的撤

離區附近的輻射水平，評估
25
MAR

27
MAR

04
APR

當地居民面對的風險，亦紀錄對撤

離群眾的深遠影響。組長兼核幅射

射安全顧問Jan Van de Putte 斷言：

「由日本福島核危機開始，當局由

始至終都低估了核幅射的風險和污

染程度。」

探測到撤離區外的輻射達至危險水平

今日，第二隊綠色和平

輻射監察小組抵達福島

外的撤離區工作：一隊

測試食物和牛奶，調查對健康構      

成的威脅；另一隊則監測表面的污

染。同時，日本放送協會報導，日

本政府明知高水平的輻射正擴散至

撤離區以外的範圍，卻刻意隱瞞事

實，令我們實地考察小組的工作顯

得更加迫切，為當地群眾披露準確

和獨立的資訊。



綠色和平發現南相馬市菜園的
菠菜和其他蔬菜的輻射水平比
法定高出 75 倍。同時，我們在

綠色和平的專家小組擴大監察
範圍後，發現銫污染有廣泛擴
散的跡象。受污染的地方包括

綠色和平輻射監察小組
舉行新聞發佈會，公開
要求擴大福島地區的撤

綠色和平監察小組物流兼翻譯員 Sakyo  Noda 道： 

綠色和平今天於是香港舉辦一個特別的藝術展覽「三思：核香港？」，結合本地藝術家的裝置作品和攝影師 Robert Knoth的黑白照片，將切爾諾貝爾受害民眾的苦難呈現市民，反思香港的未來是否還須要核電。

06
APR

14
APR

16
APR

11
APR

11
APR

發現南相馬市的蔬菜被幅射嚴重污染

周圍測量到的輻射遠比政府設於南相馬市的唯一監察點高出幾倍。可是，政府卻建議民眾繼續逗留室內，或選擇自行離開。南相馬市長 Katsunobu Sakurai 沮喪回應：「東京電力公司於意外發生 11天後才向我們坦白道出事故真相，可見他們一直不願負責。我們已經要求政府提供足夠的資料，保證往後迅速回應潛在的風險。」
綠色和平剛於 30 公里的自願撤離區外也發現核污染上升至每小時 47 微希。暴露於這個輻射水平 24 小時，相等於一年最多可攝取的輻射量。

要求進一步撤離福島附近的民居

福島市的一個遊樂場和郡山市的神社。而當地環境亦會殘留銫同位素幾年。 我們亦發現從福島市、郡山市、南相馬市附近的菜園和福島市內一家超級市場的蔬菜的輻射水平比法定限制為      高。至少在區內採得的一個蔬菜樣本可被列為放射性廢物。綠色和平要求日本政府撤離幾個受輻射污染的主要地區，把福島更多地方列入法定保護範圍，並撤離福島市和郡山市等高危地區的孕婦和兒童。

「我們常看到小孩子在外玩耍，接觸花朵和地面。這是一件非常悲哀的事。我們可以輕易想像他們把可能已受污染的手放進口裡。體內的輻射感染是難以預計的，而小孩子更易受到傷害。很多與我交談過的人無奈地訴說，他們只依賴電視得悉核事故的進展，但當局和東京電力公司一直沒有解釋清楚。難怪他們看來不太了解核輻射對健康的深遠影響。最可怕的是，他們多個星期以來，只關心政治層面的後果，對人民的健康不聞不問，既沒有擴大撤離區，亦沒有承認核輻射會造成大規模的傷害。」 

日本政府擴大福島撤離區

離範圍。數小時後，日本政府宣佈將撤離區擴大至 30 公里。

聆聽受害民眾心聲

紀念
切爾諾貝爾
展覽



綠色和平船隻彩虹勇士號今天啟航到日本，在福島核電廠周圍地方測試海水和海洋生物的核污染狀況。由於大量放射性水洩漏或釋放進海洋，嚴重危害海洋生態。 彩虹勇士號由臺灣出發，載著一隊配備科學儀器且經驗豐富的輻射隊伍，預料大概在 4 月 28日抵達福島。

綠色和平舉辦 4.24「香港挽手‧不要擴核」大遊行，有超過 460 名巿民參加，並得到不同的本地團體和政黨支持。支持者於手腕紮上黃絲帶，從中環遮打花園遊行至中環政府合署。

日本政府擴
大撤離區至

21
APR

22
APR

24
APR

彩虹勇士號啟航到日本

50
反核遊行

公里



綠色和平於福島危機上持甚麼立場？
福島核危機已證明核能本身並不安全。核能是危險

的能源，當人為錯誤、設計不當和天災這些可致命

的條件發生時，通常會不堪一擊。綠色和平要求全

世界逐步淘汰反應堆，並停止建造新的商用核反應

堆。政府應取而代之投資環保、可靠且能負擔得來

的可再生能源。

但核意外卻非常罕見，不就證明核能是安全
的嗎？
核意外罕見的說法並沒有事實根據。其實，你於一

年的每一天也可發現一宗核意外。綠色和平甚至出

版了名為「365 個反對核電的理由」的日曆。自從

切爾諾貝爾事故後，有近八百宗重要的不幸事故和

意外已正式向國際原子能

機構滙報。

人體受輻射感染有何病徵？影響有多深遠？
受高劑量輻射後，皮膚會出現灼傷，也會出現白內

障及脫髮情況，低劑量輻射亦會增加患癌和誕下畸

胎的風險。人體在短時間內接受的輻射劑量超過一

定程度時，可引致許多細胞死亡，甚至無法復修，

亦會產生疲倦、噁心、嘔吐、皮膚紅斑、脫髮、血

液中白血球及淋巴球顯著減少等症狀。輻射劑量愈

高，症狀的嚴重程度亦會愈大，甚至死亡。

核輻射影響會禍延下一代。根據切爾諾貝爾核意外

的經驗，核電廠雖在 1986 年爆炸，距今 25 年，       

但我們在當地發現當年受害人所生的下一代亦患上

癌症。

核能Q&A
可是，福島的情況不純粹是倒霉嗎？
這並非倒霉，而是設計差劣，錯誤選擇了危險的能

源。業界不能一面宣稱核能是安全，一面將一個嚴

重的危機，用「倒霉」輕描淡寫地作解釋。我們從

福島事件可見，意外非由核反應堆造成，而是因為

傳統的核電設計系統根本不可靠。核反應堆抵受得

住地震和海嘯，但重要的冷卻系統和備用系統卻出

現故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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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色和平對香港政府有何要求？
日本核輻射災難令全球政府重新反思核

安全，中國總理溫家寶亦果斷地暫停興

建已開展前期工程的核電廠或審批新計

劃。可是特區政府卻遲遲未有公開交代

會否改變本港的擴核計劃，而中華電力

表示，沒有擱置增建核電廠房的計劃。

綠色和平認為環境局極不盡責，完全未

有汲取日本福島核災難的教訓，徒添市

民憂慮。我們要求特區政府立即承諾        

擱置擴大輸入核電，並公開對核電「安

全」和「可靠」的詳細評估。

核能不是比風能、太陽能、燃煤、
油、氣體發電更便宜嗎？
全世界每個國家的電費不一。很多地區

如歐洲國家、美國和中國，岸上風能發

電已比核能、氣體和煤更具競爭力。太

陽能與提供峰值電力（peak power）的

天然氣發電廠相比，通常較便宜。而且

使用化石燃料或核能發電，會損害環       

境，一旦發生意外，亦對健康造成不可

挽回的傷害。再者，化石燃料和核能的

儲備有限，開採和運輸成本、安全和環

保風險等因素，亦勢必在未來令電費大

大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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飽歷 52 年風浪（其中 21 年為綠色和平服
務），現役的彩虹勇士 II 號快將退休。在
全球支持者的協助下，我們現正建造全新
的彩虹勇士 III 號。它將會是全球首隻專為
環保工作而建的船艦。

彩虹不會被炸沉！
登上 http://anewwarrior.greenpeace.org，
近距離觀看簇新的彩虹勇士號。

 歷史

第一艘彩虹勇士號於 1957 年啟航，屬深
海漁船，其後成為綠色和平艦隊一員。
1985 年彩虹勇士號被法國特工炸沉（攝影
師 Fernando Pereira 因此喪生），最後我
們把殘骸重修。1989 年彩虹勇士 II 號再次
起航。

彩虹勇士號與綠色和平合作無間，參與過
無數環保工作，包括由停用煤電到近日打
擊台灣海域的非法捕魚行動等。（見第
22-23 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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極地曙光號
The Arctic Sunrise
 歷史

極地曙光號曾是破壞環境的幫兇。它曾試圖穿
越南極企鵝的棲息地，為法國政府運送工具興
建臨時飛機跑道，及後遭我們行動成員制止。
1995 年綠色和平把極地曙光號歸入旗下，這艘
破冰船自始便成為了拯救地球的戰士。

 規格

登記港口︰荷蘭阿姆斯特丹

載客量︰28 人

直昇機坪︰有

船種︰海機遊艇

建造︰1975 年 AS Vaagen Verft 所建

總噸數︰949 噸

總長︰49.62 米

船寬︰11.5 米

最高船速︰13 海哩

 環保項目

氣候、森林、有毒物質、海洋和反捕鯨

 主要行動

■ 阻止在北海傾倒石油裝置
■ 制止美國進行星球大戰導彈試射
■ 監測拉丁美洲有毒化學物的水平
■ 抗議大熊雨林的濫伐行為
■ 追截非法捕捉智利鱸魚的私人船隻
■ 在南冰洋追截日本捕鯨船
（最後跟一艘日本船隻相撞）
■ 2009 年，科學家登上北極日出號，紀錄
 氣候變化對格陵蘭島沿岸的影響

彩虹勇士號
The Rainbow Warrior



 歷史

船隊中最小、卻是最快的阿古斯號，由瑞典海軍於
1977 年建造，用作訓練和捕魚。阿古斯號於 2000 年
加入綠色和平，主要在鹿特丹港灣和北海沿岸工作。

 規格

登記港口︰荷蘭鹿特丹

載量︰7 人

直昇機坪︰沒有

船種︰巡視船

建造︰1977 年於瑞典 Lunde 建造

總噸數︰29 噸

總長︰19.15 米

船寬︰4.10 米

最高船速︰20.5 海哩

 環保項目

有毒物質、雨林

 主要行動

■ 反對使用 TBT 油漆（大量船隻使用的有毒化學物，
防止海藻在船身生長）

■ 攔截從加拿大原始森林砍伐並轉運至荷蘭的木材
■ 逼使化學品巨頭 AKZO、蜆殼和信越化學清理鹿特

丹的港口
■ 搜集鹿特丹港口非法傾倒有毒廢料的證據

綠色和平船艦不單是我們拯救地球的象徵，亦是強而有力的行動工具。

船隻可駛到偏遠的海域，見證環境破壞；它也是我們的飄流實驗室，讓

科學家評估受影響的環境。綠色和平運用船艦抗議，在傳媒鏡頭下將環

境真相公諸於世，並以和平方式直接阻止環境破壞。

船艦就是綠色和平，綠色和平就是船艦。

 歷史

Esperanza（在西班牙語代表希望）希
望號在80年代是俄羅斯海軍的救火船。
2002 年歸入綠色和平，是船隊中體積
最大的一艘船（船身長達 72 米！），也
是第一艘由網民命名的船隻。

 規格

登記港口：荷蘭阿姆斯特丹

載客量︰33 人

直昇機坪︰有

船種：考察、研究

建造︰1984 年 Poland Gdansk 所建

總噸數：2076 噸

總長︰72.3 米

船寬︰14.3 米

最高船速：14 海哩

 環保項目

氣候、雨林、反捕鯨

 主要行動

■ 阻止凱恩能源公司在北極圈試採石油
（發生中！）

■ 反對天堂雨林非法伐木
■ 與極地曙光號攜手在南冰洋追截日本

捕鯨船

希望號
The Esperanza

阿古斯號
The Argus



任務︰要求台灣漁業局打擊非法捕魚，並在西太平洋和中

太平洋成立海洋保育區 。

日期︰1 月 2 日至 31 日

詳情︰

第一期（基隆和蘇澳）︰我們邀請了政客、立法委員、漁

民組織和當地非政府組織登船，認識綠色和平及保護海洋

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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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期（綠島、墾丁和小琉球）︰巡視海洋保育區和邀請

公眾登上彩虹勇士號，以提高他們對海洋保護的意識。

第三期（高雄）︰我們進行了非暴力直接行動。綠色和平

行動成員，把自己綁在被列入黑名單的吞拿魚漁船「隆運

號」錨鏈上，促請政府打擊非法捕魚。

成果：成功吸引大批傳媒報導，超過 100 名義工參與。彩

虹勇士號已成為綠色和平跟政客、漁業組織和非政府組織

之間的橋樑。



任務︰南韓現時濫捕吞拿魚的情況嚴重，亦反

對設立海洋保育區。所以我們此行希望促使當

地採用持續捕魚的方式，並設立海洋保育區。

日期︰3 月 9 至 18 日

詳情︰在濟洲島對開海域，進行南韓藍鰭吞拿

漁業研究。我們亦舉行彩虹勇士號開放日，讓

斧山群眾、綠色和平支持者和利益團體參觀。

成果︰捕魚危機成功吸引當地媒體關注（包括

電視台）。部分記者在彩虹勇士號逗留多天拍

攝，報導我們的訴求。綠色和平在濟洲島外研

究，發現中國漁船定期進入當地水域捕魚，擔

心影響當地游魚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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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務︰與香港市民慶祝綠色和平 40 週年，歡送彩虹勇士號光榮引        

退。彩虹勇士號此行亦透過非暴力直接行動，抗議中電使用骯髒的燃

煤發電，以及採用不公平的用電收費政策，同時宣揚「節約能源」和

「向核電說不」的訊息。

日期︰2 月 7 日至 27 日

詳情請翻閱第 24 - 27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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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港日期

2月7
至27日

統計數字



公眾開放日
一連 5 天的彩虹勇士號開放日，雖然

天不造美（連續陰天，有時更細雨綿

綿！），但未有影響數千名參加者的

心情。大批群眾、年輕情侶和一家扶

老攜幼耐心排隊等候登船，場面令人

感動。訪客透過這次登船體驗，對綠

色和平的歷史有更深入認識（畢竟今

年已是 40 週年了！），同時可跟船

頭上的海豚 Dave（雖然牠是木雕，

但同樣可愛）吉祥物見面，當然少不

了跟船員，包括船長Mike Fincken暢

談一番。

各位好，

船員懷著熱熾熱情的心，連續十天與大家見面。我們清楚自己在做甚麼，也

知道背後的原因。地球的可怕預言是真的，所以我們每一天也以積極又活力

的步伐，竭力用行動帶來改變。無論在船上或岸下，我都很慶幸能成為彩虹

勇士號的一份子。我們雖然來自五湖四海，擁有不同文化，卻為著對地球的

熱愛和承擔這共同信念，一起登上彩虹勇士號。

就是香港 ─ 這東南亞最重要的城市 ─ 給予綠色和平整個地區工作的支持。 

謝謝大家為我帶來這永誌難忘的珍貴回憶，彩虹勇士號在我心目中永遠都是

行動的象徵。

以愛與和平走筆至此。

綠色和平最具代表性旗鑑 ─ 彩虹勇士 II 號在今年 2 月緩緩駛進維多利亞港。除了慶祝綠色和平成立 40 週年，

她更肩負保衛地球的使命。我們藉此邀請港人齊齊登上我們最愛的彩虹勇士號，體驗奇妙的綠色旅程。

彩虹勇士 II 號過去 20 年一直為地球拯命, 這次是它退役前的最後航程。我們合共招待過 5,000 人，當中包括      

綠色和平支持者（可能是你！）、聽障學校的學生、博客、貴賓和公眾，一同歡聚這盛大的海上派對。

媒體報導

共73份

訪客人數

約5,000人
貴賓人數

100人

義工人數

超過180人
參觀學校

22間

新增每月
捐款人數

640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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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賓活動
我們為100多名來自學術界、政界、商界以至非政府組織的嘉賓，

舉行了一連兩天的特別活動。我們希望透過舉辦「能源論壇」和

彩虹勇士參觀等活動，與不同的團體鞏固關係，合力推行杜絕使

用有毒物質的工作。論壇上，大家為財政預算案踴躍提出建議，

期望集思廣益，構想更有效的綠色經濟方案，在日後提交財政司

司長。

以下就是綠色和平項目經理張韻琪就嘉賓活動的分享︰

學校參觀
我們邀請了 22 間學校登船︰3 間小學、17 間中學及 2 間特殊學       

校。綠色和平希望被邀登船的學生們，能渡過開心又富教育意義

的一天。以下是路德會啟聾學校的學生參觀後的感想︰

「我第一次參觀彩虹勇士號，第一次聽到工
作人員說：「要和平啊！」我瞭解有關彩虹
勇士號的事情，我覺得彩虹勇士號的人員很
有勇氣，我希望全球的人們瞭解綠色和平的
事情。」- 麥泳傑

「彩虹勇士號讓我們吸收了環保的知識，    
不要破壞這神賜美好的環境。」- 陳凱茵

「我見到了木制海豚，是德國義工做的，    
是綠色和平宣揚環保資訊的。」- 陳嘉琪

非暴力直接行動
彩虹勇士 II 號的最後一役，還有兩

個關鍵的非暴力直接行動︰

■ 彩虹勇士號先到維港，不讓幻彩

詠香江專美，把反核訊息投射在

香港文化中心外牆上。

■ 彩虹勇士號掛著橫額，駛過中華

電力公司的發電廠，反對他們不

公平的用電收費政策，助長耗電

量高的用戶浪費能源。

「有幾位嘉賓帶了家人出席，他們的小朋

友都很興奮！「能源論壇」的成果令我喜

出望外。有些參加者告訴我，這種草根階

層交換意見的機會很難得，因為這種討論

通常只有政府和商界高層參與。能把討論

所得提交政府，我們當然很樂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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