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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故事

綠色和平的志工在俄羅斯聖彼得堡參與創作這幅街頭藝
術，聲援氣候行動。
綠色和平在東亞

過去 10 多年來，亞洲地區經濟快速發展，隨之而來卻

改變世界
的力量

是日趨嚴重的環境問題，並帶來跨地域的影響。綠色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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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東亞分部的會員人數已突破 100,000 人。
聯絡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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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雨林，與美好的生活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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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測極淨之地，為大自然「去毒」

污染物不是人煙稠密的市區獨有，郊野的泥土、水源也
隱藏許多看不見的「化學足跡」。延續 DETOX 去毒行

動，綠色和平派遣探險隊，深入全球人煙罕至的高山、
湖泊與美景，從水源驗出有毒化學物質「全氟化合物」

（PFCs）。與公眾一同要求戶外服裝品牌從生產鏈去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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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

歐盟禁用 NPE

淘汰煤礦，中國是焦點

有害化學物質「壬基酚聚氧乙烯醚」

明智的投資，更衍生各種環境問題。

7 月，歐盟通過禁止進口紡織品含有

在全球，綠色和平不斷指出煤炭是不

（NPE），代表全球紡織業若要保住

中國的煤炭消耗量，約佔全球一半，

歐洲市場，就必須停用 NPE。這個

更是焦點所在。2015 年，中國煤炭

突破，源於綠色和平在 2011 年發佈

消耗量連續第二年下降，並宣佈未

「時尚之毒」系列調查報告，揭露

來 3 年暫停發給新的開採煤礦許可，

服裝紡織業大量使用 NPE，並指出

及關閉逾千個煤礦。

歐盟的監管漏洞。

中國大陸

印尼

全球海洋的保護區，出現希望！

印尼紙漿業巨頭的「不毀林」承諾

40% 海洋。2015 年 1 月，聯合國大會決定擬訂「公海生

續森林管理計劃」，停止破壞印尼僅剩的熱帶雨林。連同兩年前

10 年來，綠色和平提出建立全球海洋保護區網路，保護

物多樣性公約」，確保海洋管理不限於發展，也應以維
持海洋生態平衡為目標。

6 月，印尼紙漿業巨頭「亞太資源集團」（APRIL）承諾制訂「永

已承諾「不毀林」的金光集團 APP，佔印尼紙漿業八成市場的兩
大巨頭，都加入了「護林陣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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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極

750 萬公眾，讓殼牌 SHELL 止步北極

全球公眾，三年不懈守護北極，終於贏得關鍵勝利。從阿拉斯加
的居民到太平洋島國的氣候變遷受害者，從美國西雅圖的獨木舟

抗議行動，到堅守在 SHELL 英國總部外的巨型北極熊，公眾力
量終讓 SHELL 放棄在北極阿拉斯加州鑽油勘探。

推動 100% 再生能源

在韓國，我們分析七大網路及通訊企業的耗電量，發現搜尋引擎龍頭、社交通

韓國

訊軟體 LINE 的母公司 Naver，在資訊透明及再生能源政策上，都獲得最佳評

比，但再生能源佔總用電量仍不到 1%。6 月，Naver 響應綠色和平的呼籲，承

諾在韓國的雲端資料中心，將 100% 使用再生能源。

臺灣

凸顯遠洋漁船管理不力，並推動修法

9 月，船艦「彩虹勇士號」展開遠洋鮪漁業調查記錄之旅。在鄰近巴布亞新幾
內亞的公海，我們發現臺灣籍漁船「順得慶 888 號」非法作業，除了漁獲記錄

表不實，船上更有總重 95 公斤的鯊魚鰭，違反鯊魚「鰭不離身」規定。這趟

航程中，更揭露漁工工作條件惡劣，急需推動修法改善遠洋漁業管理。

選擇大堡礁，不要煤礦

大堡礁是重要的海洋生態系統，也是海龜、儒艮和鯨魚等萬千海洋生物的家。

綠色和平發起「守護大堡礁」行動，揭露煤礦企業計劃在澳洲昆士蘭內陸開採，
碳排放將加劇氣候危機。在臺灣，綠色和平要求渣打銀行辭去計劃的首席財務
顧問，停止協助煤礦企業獲得鉅額融資。8 月，渣打銀行宣佈撤出開發案。

守護極瀕危加灣鼠海豚
香港

5 月，綠色和平揭發香港不法商人走私及販售極瀕危的石首魚花膠，墨西哥加
灣鼠海豚因棲息同一水域，時常遭誤捕，瀕臨絕種。隨即，墨西哥、中國與美

國先後承諾加強打擊走私。去年底，香港漁護署首度有進展，起訴兩名銷售石
首魚花膠的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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堅守原則，絕不妥協
"Never forget what Greenpeace exists for.
What matters is that what we do bring about
the kind of change we stand for."
時刻銘記綠色和平為何而存在。

重要的是，我們的行動帶來我們所主張的改變。
親愛的綠色和平支持者：
我一直深信，堅守我們的理念而行動，從而帶來改變是最重要的。這個信念，帶領綠色和平東亞分部在許多方
面都邁向成功之路。

過去 10 年，我擔任東亞分部總幹事，見證從香港的一個小辦公室，逐漸拓展到北京，臺北、高雄、臺中與首爾，

成為真正的區域分部，以及綠色和平重點區域辦公室。東亞分部的成長，原因之一是全球環境議題逐漸聚焦亞
洲，在東亞地區進行的環境工作，都會為全世界帶來影響。

最近我做了一個艱難的決定，就是卸下東亞分部總幹事一職，回到位於荷蘭的國際綠色和平，繼續獻身於環保
工作。在我決定結束這一段人生中重要章節的同時，我深信，綠色和平東亞分部早已走上穩定軌道，新任總幹
事施鵬翔先生與每一位同事將繼續勇往直前，堅守原則推動環境工作，守護地球生態與美好環境。

10 年回顧，您與東亞分部攜手創造許多環保成果，不是三言兩語能夠道盡。我想與您分享去年達成的關鍵里程
碑，東亞分部的捐款會員人數已突破 100,000 人！這表示，重要的環保工作能獲得穩定的經費來源、綠色和平
能更靈活地推動各式各樣的環保專案，更重要的是，集合您的力量，更有效地為環境帶來美好改變。

還記得上任之初，我的重要職責之一，是確保妥善運用每位支持者的捐助，履行綠色和平對您的一貫承諾。如

今，東亞分部已成為重要的綠色和平區域辦公室之一，繼承 45 年來的見證、行動、改變，也善於創新方式，推

動環境工作。我為留下一個健全、具有效率的團隊感到驕傲，他們將繼續努力不懈、解決愈益險峻的環境威脅，
也為綠色和平的成就，深深感到自豪。

戴慕韜

綠色和平東亞分部總幹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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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開始，任重道遠
2016 年，我們向傑出的東亞分部總幹事戴慕韜說再見。他的

領導，帶來眾多讓我們肅然起敬的典範，我們將繼往開來，

承傳他的貢獻。東亞分部總幹事一職由施鵬翔接任。他加入

綠色和平 14 年，先後擔任農業與食物安全專案主任、森林保
護專案主任、媒體總監、專案總監與副總幹事。
親愛的綠色和平支持者：
回顧過去一年，我們不斷創新、創造環境成就，其中，「為戶外去毒」專案首度由東亞分部四地辦公室共同主

導規劃、一同參與，四地合作是我們作為區域分部的優勢，為環保行動注入更豐沛的能量、實現更大規模的理
想。這將是東亞分部今後不斷前進的方向。

去年，臺灣在福斯汽車（Volkswagen）被揭發廢氣排放檢測造假後的快速反應與行動，香港的「守護加灣鼠海

豚」專案、韓國的「煤炭與空氣污染」專案，均是成效顯著的新嘗試。另一重要環保成果，是中國大陸的煤炭
消耗量連續第二年下降，去年底更宣佈未來三年停止批准新的煤礦開發，並關閉逾千座煤礦。推動中國邁向更
乾淨的能源，可為全球氣候危機帶來不同的面貌。拯救氣候，仍是 2016 年的重點工作。

展望未來三年的工作計劃，我們將嘗試更多新構想和不同的專案推展模式，並採納您於會員問卷調查提出的寶

貴意見。其中，社群媒體和網路社群的新興力量，逐步改變人際關係、企業經營模式和普羅大眾的消費文化及
模式，已成為推動環境改變不可或缺的一環。我們也會思考如何更善用這股力量，將綠色和平的理念傳達至更
遠更深。

2016 年初始，您我迎來許多激勵人心的好消息，但仍有許多挑戰在前方，有待我們一一跨過。即使面對最艱難
的時刻，綠色和平能夠繼續將不可能化成可能，這都是因為有您的支持，與全體工作團隊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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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施鵬翔

新任綠色和平東亞分部總幹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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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候行動，全球開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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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ACT
HIGHLIGHTS

2015 年堪稱「氣候行動年」。從政治領袖、國際企業到地方社區，地球上的
公民都明確感受到，減緩氣候變遷不但必要，而且迫切。去年，在全球推動

氣候與能源改革，綠色和平獲得鼓舞人心的具體成果。與您一同回顧部分重
點成就。

綠色和平持續在全球指出煤炭是不明智的投資，並衍生各種環境問題。中國的

脫離依賴煤炭

煤炭消耗，約佔全球一半，更是焦點所在。2015 年，中國煤炭消耗量連續第二

年下降，並宣佈未來 3 年暫停批准新的開採煤礦許可，並關閉逾千個煤礦。若

趨勢延續，可望較原先承諾的 2030 年前，提早為其碳排量「封頂」。

綠色和平在世界各地的投資者向煤炭產業說「不」。6 月，挪威議會通過，政

推動全球煤炭撤資

府旗下挪威主權財富基金（全球第二大財富基金，市值逾 28 兆臺幣），向營

運或整體收入超過 30% 來自煤礦業務的企業撤資。這正是綠色和平一直倡議

的方案。此舉讓各國及企業借鏡，有利全球加快淘汰煤炭。

要求科技業，
率先迎向再生能源

6 月，網路通訊軟體 Line 的母公司兼韓國最主要搜尋網站 Naver，響應綠色和

從煤礦業手中，
拯救大堡礁

珊瑚礁蘊藏豐富的生態系統。2015 年，澳洲大堡礁面臨內陸「卡米爾煤礦開發

讓石油公司
遠離北極

從阿拉斯加的居民到太平洋小島國的氣候變遷受害者、從美國西雅圖的獨木舟

督促全球領袖，
正視氣候變遷

平「綠色網際網路」專案的呼籲，承諾在韓國的雲端資料中心將 100% 使用再

生能源。此外，Apple、Google 和 Amazon 等科技業領袖陸續落實承諾，共計
投入美金 30 億元發展再生能源。

案」的威脅，綠色和平發起全球行動，澳洲聯邦法院其後撤回開採許可，我們
又阻止開發案的資金來源。感謝有您一同施壓，臺灣前五大外資銀行的渣打銀
行，最後宣佈與煤礦開採案劃清界線，辭任開發案首席財務顧問。

抗議行動，到堅守在殼牌石油 SHELL 英國總部外的巨型北極熊，還有全球超

7,500,000+

過 750 萬北極守護者的同心協力，9 月，我們的共同努力，成功讓 SHELL 放棄
在北極阿拉斯加州鑽油勘探，北極面臨漏油事故的威脅稍稍解除。

來自全球的綠色和平代表，身處聯合國巴黎氣候會議現場，致力推動氣候協議

能邁向您我希望看到的未來。最終，195 國達成共識，承諾行動將全球升溫控

制在攝氏 2 度以內，長遠更要努力限制在 1.5 度。巴黎協議只是第一步，接下
來，我們必須確保各國領袖盡快達成承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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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變革的
重要一年

氣候變遷影響的範圍廣大，全球都難以倖免。在能源變革議題上，
綠色和平在全球有一致的目標：淘汰骯髒的化石燃料與危險核能，

往乾淨的再生能源全面邁進。一路上有您的支持，綠色和平才能推
動改變既有的能源模式，並連結世界各地的氣候行動，一起朝著拯
救氣候的終極目標，大步往前。

關注您呼吸的空氣與健康
「PM2.5」（細懸浮微粒）與「霧霾」兩個空污代名詞，

淘汰最污染的化石能源：煤炭
2015 年，全球煤炭消耗量相較去年下降 2.3% 至 4.6%，

逐漸廣為人知。2015 年 2 月，綠色和平與北京大學聯合

跌幅歷來最多，多個主要煤炭市場都達到有記錄以來最

的早死比例，遠超過吸菸與交通事故。在韓國，同類研

責任、分析投資煤炭的環境風險、喚起公眾關注，從各

發表研究報告，指出中國 31 個主要城市 PM2.5 污染導致
究發現，超過半數的 PM2.5 來自汽車廢氣及當地煤電廠

排放，若能減少燃煤發電比例，每年能避免 1,600 人早死。
綠色和平每季獨立發佈中國城市 PM2.5 空氣品質排名。

多年來持之以恆分析數據、科學研究、實地調查，監督中
國更積極應對霧霾污染。2015 年，整體 PM2.5 濃度平均

下降 10%，不過，仍有 80% 城市的空氣品質未達標準值。

大跌幅。綠色和平多年來倡議政府政策、強調企業社會
個層面努力推動「去煤」，終獲成果。

在美國，公眾減煤聲浪日益浩大，且受經濟不明朗因素

和越加嚴格的環保法規影響，煤炭消耗量下跌，超過 200
座煤電廠相繼退役，不少煤礦公司破產。歐洲方面，綠

色和平與當地關注此議題的團體一起行動，英國、奧地
利、芬蘭與德國都表明，會全面淘汰煤炭。

汽車廢氣排放也是主要空氣污染源頭。去年 9 月，德國

在中國，樂見全年的碳排放稍降 1% 至 2%，煤炭消耗量

危害公眾健康與消費者權益。綠色和平立刻追蹤調查相

破紀錄，兩類乾淨能源的發電量並以驚人的速度增長，

福斯汽車（Volkswagen）爆出廢氣排放測試作弊醜聞，
關主要銷售市場。在臺灣，我們要求福斯汽車停售、回

收問題車款，並積極要求環保署建立嚴謹的汽車排氣檢
測制度。

也連續兩年下降。同時，中國的風能和太陽能發電量打
歷來首次足以滿足中國全年的電力需求增長。中國是全

球最大的溫室氣體排放國，若能逐漸減少耗煤，改用再
生能源，對緩解全球氣候變化意義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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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護您我所愛的地方

聲援全球訴求，指引能源未來

2015 年，綠色和平發起「守護大堡礁」行動，揭露煤礦

乾淨能源取之不盡、用之不竭，並已能與傳統能源匹敵。

炭多達 6,000 萬噸，燃燒煤炭的碳排放將加劇全球氣候變

科學家聯合發表《全球能源願景 2015》，分析最新科學

企業計劃在澳洲昆士蘭內陸開採煤礦，預計每年出產煤

遷，嚴重影響大堡礁生態，擴建運煤港口更將導致每年
多達 600 艘運煤船在大堡礁範圍穿梭往來。

全球數百萬公眾連署要求澳洲政府撤回計劃，並促請聯

合國教科文組織介入保護大堡礁。綠色和平在臺灣、香
港及英國，一再要求渣打銀行辭去開發案的首席財務顧

問，不要協助煤礦企業安排巨額融資。8 月，大堡礁保衛

戰接連傳出捷報，澳洲聯邦法院撤回該煤礦的開發許可，
渣打銀行亦宣佈撤出開發案。

新疆卡拉麥里自然保護區是野生動物的天堂，但當地政
府為發展煤炭產業，打算縮減保護區面積。所幸，在綠

色和平與多個團體的共同努力下，6 月，新疆政府撤銷相
關計劃。

11 月，聯合國巴黎氣候會議召開在即，綠色和平與氣候
環境數據，引證 2050 年全面轉用再生能源，既可行又符
合經濟效益。

氣候會議前夕，全球近 80 萬人參與氣候遊行，呼籲全球
領袖採取積極行動，實現 100% 再生能源的未來。身在氣
候變遷第一線的國家，去年紛紛表明抵制化石能源，其
中，菲律賓近年來常遭受超級颱風侵襲，綠色和平成功

促使菲律賓的國家人權委員會調查全球 50 大污染企業，
對加劇極端氣候、導致人權受損具有的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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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訴企業，再生能源才是正途

一起看見，太陽能的耀眼光芒

大量數位資料傳送及儲存，得靠雲端技術。全球雲端資

綠色和平在全球各地，協助最有需要的居民看見太陽能

案以來，成功讓多間知名網路與通訊科技企業承諾 100%

方便他們為通訊裝置充電。在日本福島，協助遭逢核災、

料中心耗電量龐大，綠色和平推動「綠色網際網路」專

使用再生能源。5 月，綠色和平評鑑網路及通訊企業的表
現，指出 Apple、Facebook、Microsoft 和 Google 等，使

用再生能源比例皆有顯著增長。其中，在臺灣設有雲端

資料中心的 Google，雖無法在臺灣自由選用再生能源，

的希望之光。在歐洲，我們為難民裝設太陽能充電站，

失去家園的居民裝設太陽能板。在印度，綠色和平協助
在德里聖家醫院安裝太陽能屋頂電網，並在達內村架設
太陽能微電網，為全村提供需要的電力。

仍承諾積極增加使用比例。綠色和平要求同樣擁有大型

雲端資料中心的中華電信，不要以現行法規為藉口，盡
快規劃能源轉型。

綠色和平並將「綠色網際網路」專案帶到韓國。我們分析
韓國七大網路及通訊企業的耗電量，發現搜尋引擎龍頭、
社交通訊軟體 LINE 的母公司 Naver，在資訊透明度與再

生能源政策上都獲得最佳評比，但是，再生能源佔總用電
量仍不足 1%。您熟悉的品牌如三星（Samsung SDS）及

LG U+ 則敬陪末座。一連串公眾參與行動，6 月，Naver
率先承諾在韓國的雲端資料中心將 100% 使用再生能源。

為打破業界對發展太陽能的顧慮，去年 7 月，綠色和平
以中國江蘇省作個案研究，證明現行電網絕對有潛力銜

接高比例的再生能源。9 月，首次舉辦「太陽光能融資創
新訓練營」，協助業界了解及突破發展太陽能可能遇到

的融資及法律障礙，400 多名業界人士參與，另有近萬人

接受網路培訓，廣受好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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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投資角度，推動正確能源出路

嚴防走向危險核能的歧途

綠色和平致力揭露使用化石燃料的弊端，各地資產管理

日本福島核災過後，停止核能電廠運轉近兩年，證明危

財富基金「挪威主權基金」決定從煤炭企業撤資，綠色

快全面關閉核電廠計劃。相較於歐洲各國紛紛關閉老舊

人也逐步摒棄投資於相關企業或計劃。6 月，全球第二大
和平分析有可能被撤資的企業名單，發現美國佔最大比

例，約 38 %，中國佔約 10 %。在香港，則有中電及港燈
等 4 間企業。

在中國，我們持續監督，不讓煤炭產業逆勢擴張。11 月，
綠色和平與中國的華北電力大學聯合發佈《中國煤電產

險的核電絕非必要。在德國，綠色和平成功促使政府加
和過時的核電廠，韓國仍積極擴展核能，顯得荒謬。我

們在韓國向公眾強調核能的危險。10 月，綠色和平以和
平行動，抗議當局計劃擴建古里核電廠為全球產能最大
的核電廠，成功喚起公眾關注。

能過剩及投資泡沫研究》，指出中國煤電計劃增長，將

導致未來五年嚴重產能過剩，並浪費高達人民幣 7,000 億

元的投資成本。這份報告在產業界得到廣大迴響，並引
起中國的國家能源局進一步關注煤電產能過剩的問題。

社區力量也是阻止投資煤電的夥伴。去年，綠色和平藉

著推動日本國際協力銀行（JBIC）撤資，幫助印尼巴塘
（Batang）的居民阻止在當地興建東南亞最大的煤電
廠。在泰國，我們與社區團體一起行動，反對在喀比省
（Krabi）建造煤電廠。

在香港，11 月，綠色和平提出「香港 2034 無核減碳方

案」，促請香港政府從今天起，推動社會積極節能、提

倡綠色建築與發展再生能源，到 2034 年大亞灣核電廠供

電給香港的合約屆滿，大可不必依靠核電，也能完全淘
汰污染煤炭，邁向更積極的減碳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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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您守護
純樸寧靜的北極

2015 年，綠色和平在北極實地見證、揭露企業企圖破壞北極生態

的劣行。至今，全球已有 800 萬人挺身而出，成功阻擋殼牌石油
SHELL 在北極阿拉斯加州的鑽油計劃，美國政府隨後亦否決 SHELL

延長鑽油牌照的申請，阻止一場很有可能殃及全球的北極生態災難。

橫越太平洋，留守鑽油平臺

深入格陵蘭，調查爆破實況

2015 年 3 月，綠色和平船艦「希望號」在太平洋中央追

石油公司為勘查北極海床分佈，委託勘查企業在格陵蘭

頂著強風，登上鑽油平臺高空留守 123 個小時，向公眾

聲響高達 260 分貝，是 50 公尺以外聽見噴射機引擎的 8

蹤 SHELL 的鑽井船與鑽油平臺，6 位綠色和平志工連日

海域進行地震勘探爆破（Seismic Blasting）。發出巨大

揭露 SHELL 不顧北極生態災難的惡劣行徑。我們的行動

倍，對倚賴聲波定位覓食、溝通、求偶的鯨魚影響極深。

利、不顧環境，全球守護北極之聲日漸浩大，這股龐大

水底攝錄機等儀器，監測並公開該海地震勘探爆破情況，

喚起全球關注，媒體廣泛報導，公眾看穿 SHELL 只為私
的公眾力量，不容 SHELL 忽視。

勇闖北美，逆襲鑽油野心
7 月，情況不妙！ SHELL 的破冰船向北極步步進逼，但

綠色和平迎向危機，逆襲石油龍頭野心。26 名行動者趁
著破冰船在美國波特蘭緊急維修，從當地聖約翰大橋垂

降而下，高空攔截破冰船前往北極的去路。阻止 SHELL
到北極鑽油的每一秒，代表歐巴馬政府有多一秒時間，
考慮撤回北極鑽油許可。

去年 9 月，綠色和平船艦「極地曙光號」利用水聽器及
不讓石油企業逃過世界目光，破壞北極生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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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分英國和荷蘭，與股東溝通
除了站在環境前線抗議與調查，企業背後的股東和投資

推動成立永久
「北極保護區」

者也是遊說的對象。我們編寫專業投資者簡報，並在去

去年，多家石油公司撤出北極，正好讓各

提醒北極鑽油的投資和環境風險，更直接質詢 SHELL 高

生能源。雖然北極熊、獨角鯨與海象等動

年 5 月於 SHELL 在荷蘭總部舉行年度大會時，向股東

層。8 月，綠色和平與眾多北極守護者偕同巨型北極熊，
每天在 SHELL 英國總部外，演奏「北極安魂曲」，呼籲

SHELL 迷途知返。

國反思石油的必要性，並加快推動使用再
物暫得喘息機會，但進佔北極的不只有石

油公司，還有工業化捕撈船隊。今年綠色
和平進一步拓展守護北極專案，目標是推

動成立「北極保護區」，全面禁止鑽油與
工業化捕撈，為下一代永久保護北極。期
盼未來繼續與您攜手守護北極。

團結世界，成就改變
「SHELL 不停止北極鑽油計劃，我們誓不罷休！」這是

全球北極守護者的決心，臺灣也有超過 16 萬公眾聲援。

公眾的力量與勇氣勢不可擋，讓大型石油企業、政治領

袖也得認真面對，相信這就是擊退 SHELL 的致勝關鍵。
成功不是偶然，守護北極之路仍然險阻重重，但有您齊
心一致，最終一定能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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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續海洋生機，世世代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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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ACT
HIGHLIGHTS

人類仰賴大海的養分，但應取之有道，別讓海洋最後僅剩下一片虛無。跨國

界、跨領域的海洋危機，背後涉及龐大且複雜的角力。2015 年，綠色和平在
全球推動發展永續漁業，在臺灣改變消費習慣、市場與遠洋漁業管理法規，
讓豐沛多元且美麗的海洋生物繁衍不息。

聯合國落實
《公海生物多樣性公約》

推動韓國與臺灣改革遠洋漁業

多樣性公約》，建立全球公海的海洋保護區，未來，所

歐盟「黃牌」警告，引證綠色和平兩年多來努力推動韓

護海洋生態系統。綠色和平自 2006 年提出全球 40% 海洋

露韓國非法漁業醜聞，透過政策溝通與改善建議，終成

2015 年，聯合國正式啟動工作小組，將擬訂《公海生物
有人類活動都必須通過環境影響評估，以確保能有效保

劃為海洋保護區，持之以恆，終於出現改變現行海洋的
重要契機！

2 月，韓國從美國非法漁業黑名單除名，5 月，成功去除

國改革遠洋漁業管理成效。自 2013 年，綠色和平多次揭
功推動韓國發佈新的漁業規範。10 月，歐盟也對臺灣祭

出「黃牌」，我們推動修改遠洋漁業三法，改善管理措施。

守護極瀕危加灣鼠海豚

揭露西非漁業資源之殤

魚花膠，以致棲息在同一水域的墨西哥加灣鼠海豚常遭

捕撈、謊報漁船總噸位等行徑，不僅摧毀當地漁民生計，

5 月，綠色和平揭發香港不法商人走私販售極瀕危的石首
誤捕，面臨絕種。墨西哥、中國及美國先後承諾加強打

擊走私。全球與臺灣超過 10 萬人連署，去年底，香港漁
護署首次起訴兩名管有石首魚花膠的海產店商人。

5 月，綠色和平揭露中國遠洋漁業企業在西非海域的非法
也使附近海域漁獲迅速枯竭。我們的調查報告，促使中

國漁業船舶檢驗局 7 月推出新的遠洋漁船檢驗規則，同
年底正式實施，避免漁船噸位造假。

良心壽司護海洋

揭開鮪魚罐頭的祕密

壽司」。去年 4 月，欣葉日本料理成為臺灣首家公開承

旗下鮪魚罐頭品牌，其供應鏈背後涉及血汗漁工的祕密。

綠色和平在臺灣公開呼籲多家連鎖壽司餐廳提供「良心

諾停止販賣瀕危藍鰭鮪和大目鮪的餐廳，並會在一年內
建立臺灣漁船鮪魚供應的可追溯性系統，避免採購非法
漁獲。

10 月，綠色和平揭露全球最大水產集團「泰聯冷凍集團」
我們發起全球連署，要求泰聯停用掏空海洋生態的捕魚

方法，並且改善漁工人權。調查報告引起國際媒體關注，
美國司法部亦展開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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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拯救的，
不只是鮪魚
扭轉鮪魚產業現行惡習，是守護全球海洋
未來的最前線。2015 年，綠色和平的船艦

在海上追查鮪魚漁船的不當作業模式，配

合在陸地喚起公眾關注鮪魚背後的血汗祕
密，爭取企業及遠洋漁業監管機關改善。

彩虹勇士號，
巡航太平洋

實
證

1

血汗漁工的辛酸

太平洋是全世界最主要的鮪魚漁場，綠色和平的船艦至今
八度巡航，一再揭露海上殺戮真相。去年夏天，海洋專案

主任顏寧隨著船艦「彩虹勇士號」60 天內在太平洋航行
7,400 海浬，先後登上 9 艘遠洋漁船，並到訪深受過度捕撈
之苦的島國，向世界展示鮪魚產業已然失控的實證。

實
證

2

非法捕鯊，割鰭棄身

8 月，「彩虹勇士號」在南太平洋發現多艘中國籍漁船，

9 月 9 日，「彩虹勇士號」出動直昇機及橡皮艇，紀錄臺

工時卻長達 18 小時，工資被剋扣更相當普遍。一艘漁船

海非法作業，並徵得該船船長同意後登船了解，發現除

漁獲主要供應北美的鮪魚罐頭廠，漁工薪資微薄，每日

的船長室貼了一張「罰款清單」，值班睡覺罰 100 美元、
未經允許使用淡水罰 20 美元等。

實
證

3

未經許可海上轉載漁獲

灣籍漁船「順得慶 888 號」在鄰近巴布亞新幾內亞的公
虛報漁獲紀錄表，更有共計 95 公斤的鯊魚鰭，違反鯊魚
「鰭不離身」相關規定。其後，多名國際鯊魚專家透過
高科技軟體鑑定鯊魚鰭照片，證實含禁捕與瀕危品種。

實
證

4

人工集魚器，猶如「海洋生物磁鐵」

「順得慶 888 號」船長和船員又透露，部分漁獲已轉載到

航程尾聲，「彩虹勇士號」在太平洋島國經濟海域不時

待漁工、過度捕撈與非法捕魚事件頻傳。綠色和平公開

系統，吸引魚群後，圍網漁船大肆捕撈，使得幼魚、海

其他船隻。非法海上轉載讓漁船久久不需進港，使得虐
事件後，臺灣海巡署派出巡邏船前往調查，諾魯共和國
亦迅速頒發禁令，是第三個禁止在其海域轉載漁獲的太
平洋島國。

發現「人工集魚器」（FAD），以人為方式創造小型生態

龜、鯊魚同時無辜喪命。綠色和平提倡禁用人工集魚器。
迄今英國、澳洲和紐西蘭國內各大鮪魚品牌均承諾淘汰
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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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結您我的力量，
守護健康海洋
「黃牌」警告，全面革新政策契機

鮪魚是海洋食物鏈上層的「消費者」，也是海洋生態系統

健康的重要指標。保護海洋，需要您的力量。您的聲音，

更能推動企業與政府支持長遠守護海洋的生物多樣性，而
非只顧少數人的短期利益。

揭露企業縱容行為於公眾眼前

臺灣的鮪魚延繩釣產業規模位居全球第一，但臺灣遠洋漁

大眾喜愛的鮪魚罐頭，竟是將海洋推向滅絕的幫兇？

撈。綠色和平多次揭露臺灣籍漁船在公海非法捕撈，但臺

遠洋漁船工人處境惡劣，匿名工人訴說親身經歷，指證在

業管理不善、罰則欠嚇阻力，不少漁民鋌而走險，非法捕

灣漁業署既未嚴正處理非法事件，也並未補救鬆散的管理
漏洞。去年 10 月，臺灣遭歐盟發出「黃牌」警告，限期

半年內改善。綠色和平在臺灣發起連署，並立即編訂遠洋
漁業改善建議書，要求漁業署積極修正法規，加強管理。

韓國亦曾在 2013 年遭歐盟「黃牌」警告。去年 5 月，歐

2015 年 10 月，綠色和平發表最新調查報告，指出泰國的

船上常遭到嚴重身體或言語上的虐待，超時又繁重的勞動
卻無法得到足夠食物和醫療，甚至只能換取微薄酬勞，嚴
重違反人權。當中不少個案，可追溯至全球最大水產集團
「泰聯」（Thai Union）的供應鏈。

盟撤銷「黃牌」，證明綠色和平兩年多來，努力推動韓國

綠色和平號召全球連署，要求泰聯展現正向作為，保障漁

現行管理和政策的契機，不僅挽救國際聲譽，也促進全球

音，將泰聯置於鎂光燈下，美國司法部門介入調查是否涉

改革遠洋漁業管理的成效。期盼黃牌危機能成為臺灣改革
海洋生態健康、阻止海洋資源浪費。

工、阻止過度捕魚及誤捕瀕危海洋生物。集結公眾的聲

及壟斷行為，美聯社亦作追蹤偵查報導。至年底，泰聯收
購美國海產公司 Bumble Bee 計劃告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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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

中國大陸

香港

阻止跨越
國界的傷害

墨西哥

綠色和平調查：
香港 7 間海味店
非法販售石首魚花膠

加灣鼠海豚：極瀕危
（可能於今年內絕種）
加灣石首魚：極瀕危

看著世界地圖密密麻麻的各式線條，標示出各國領域，但這些人類

擅自劃分的界線，阻止不了人類的貪婪為無數生命帶來跨地域的無
盡傷害。2015 年，綠色和平揭露遠在東方出售海產「花膠」，迫使
棲息在墨西哥加灣的石首魚和鼠海豚，雙雙瀕臨絕種；中國沿岸海
域饒富海洋資源不再，遠洋漁業企業改往非洲西部海域捕撈，卻為
當地帶來生態浩劫。

揭發跨國走私，香港走私中繼站角色

盼加灣鼠海豚化險為夷

不法商人和漁民為取得極瀕危墨西哥加灣石首魚的魚鰾，

守護加灣鼠海豚行動，成功喚起各國社會關注。美國與

或中國等市場出售，牟取暴利。過程中，更禍及棲息同

別點明加灣石首魚走私問題；墨西哥政府則承諾加強阻

製成高價花膠，接著從墨西哥或美國，跨國走私至香港

一海域、全球僅餘 57 條的加灣鼠海豚。去年初，綠色和

中國政府聲明加強合作，打擊非法野生動物貿易，更特
截非法捕魚，於去年 8 月拘捕 3 名來自中國的走私客。

平先後在香港及廣州調查，揭發香港海關把關不力，變

在香港，去年 12 月，漁護署首次引用《保護瀕危動植物

讓瀕危石首魚和鼠海豚情況更加危急，亦危害墨西哥海

謝有您支持，您我的努力，正逐步為海洋帶來改變，為

相縱容不法商人走私及非法販售極瀕危的石首魚花膠，
洋生態和社區生計。

為應對跨地域的瀕危物種走私及貿易問題，綠色和平在

「走私之路」四地同步行動。我們派出船艦「希望號」
巡航墨西哥，監察墨西哥新實施的刺網捕魚禁令成效，
並與當地環保警察和漁民合作清理非法魚網；同時發起

守護加灣鼠海豚全球連署行動，推動墨西哥、美國與中

國政府加強邊境執法、互換情報，封鎖走私大門；在香港，
綠色和平約見漁護署官員直接表達訴求，更與其他關注
團體和學者聯合發表文件，督促香港政府打擊走私瀕危
物種的不法行徑。

物種條例》，起訴兩名管有石首魚花膠的海產商人。感
極瀕危的加灣鼠海豚送上曙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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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
中國近海 4 大海域，
至少 3 個的漁業資源瀕臨崩潰

中國拖網漁船 462 艘

（中國遠洋漁船總數的 1/5)
捕撈 20.5 萬噸

非洲

追蹤中國遠洋漁船，掏空西非海洋
過去幾十年，中國沿岸海域遭拖網漁船的濫捕蹂躪，饒

富海洋資源不復再，西非海域成為中國第一個遠洋漁場。

中國遠洋漁業近年急速發展，總產量已超越歐盟、美國，
但同時，濫捕及非法捕撈的情況幾乎失控。

綠色和平於過去兩年努力追查，去年 5 月發佈《西非漁
業資源之殤》報告，揭露中國遠洋漁業企業在西非海域
的不法行徑，如謊報漁船大小、無證捕魚、擅闖禁捕區

域及使用非法漁網。尤其正當西非各國為控制伊波拉疫
情而無力監管海洋之際，中國遠洋漁業企業更是無所顧

忌地捕撈，光是在幾內亞，平均兩天就有一宗非法捕撈。
中國遠洋漁業主管部門監管措施薄弱，連帶殃及西非海
洋生態和當地人民的生計。

直接行動：向中國當局舉報
綠色和平發佈報告後，去年 6 月向中國外交部、農業部
和中國駐西非三國的大使館等舉報企業違法違規情況，

並與農業部等官員會面商討。中國當局於 12 月起實施新
規範，新建與改造的漁船必須按照新規量度噸位等。新
規範有助中國遠洋漁船履行國際公約，避免漁船噸位造

假。綠色和平將繼續推動中國和西非國家加強漁業管理、
打擊非法捕撈，推動發展永續漁業。

其實中國遠洋漁船在西非海域過度捕撈，只是全球遠洋

漁業問題的冰山一角。全球已有 80% 以上的魚類遭到過
度捕撈。感謝有您長久支持，一同努力阻止非法捕撈、

推動政府與企業支持發展永續漁業，才能真切讓海洋生
態浩劫避免持續惡化，改變海洋困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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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球綠肺，讓森林常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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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ACT
HIGHLIGHTS

森林是地球的綠肺，涵養人類與動植物的生命，平衡氣候。去年，綠色和平

從實地調查亞馬遜雨林、剛果盆地雨林和四川大熊貓棲息地的非法伐木情況，
以至推動印尼與俄羅斯政府實施護林政策，均有賴您的支持，才能一步一步
讓護林信念成真。

印尼：紙漿業龍頭承諾「不毀林」

亞馬遜：追蹤非法伐木實況

終於承諾制訂「永續森林管理計劃」，停止破壞印尼珍

遠端監控技術以保障安全，並搜集有力證據，向巴西政

去年 6 月，印尼紙漿業龍頭「亞太資源集團 」（APRIL）

貴的熱帶雨林！連同在 2013 年已承諾「不毀林」的金光

集團 APP，代表印尼紙漿市占率達八成的兩大產業龍頭
均已加入「護林陣營」，為棲息在印尼雨林的瀕危紅毛
猩猩與蘇門答臘虎送上好消息。

過去兩年，綠色和平深入亞馬遜雨林，協助原住民利用
府施壓。去年 10 月，綠色和平號召 140 萬人連署，要求
巴西國會加強保護亞馬遜，促使各國停止發放伐林許可

證。今年 3 月，當地執法與環境部門掌握有力證據，拘
控 11 名涉嫌非法伐木者。

印尼：推動政府為雨林泥炭地添保障

剛果：揭露真相，一截原木的故事

和紙品生產商焚燒雨林。綠色和平與全球超過 25 萬人一

美國及歐洲各地，加工成地板建材或高級家具。綠色和

印尼雨林大火年年重演，濃煙籠罩，罪魁禍首是棕櫚油

起表達愛森林的訴求，促使印尼總統佐科威宣佈護林新
措施，包括禁止進一步開發雨林泥炭地，與全面復育被
燒毀的林地。

非法原木從非洲剛果盆地雨林飄洋過海，出口至中國、
平去年調查發現，伐木公司違規砍伐瀕危樹種、破壞侏
儒黑猩猩等稀有動物的家，更侵害工人和原住民權益，

提醒進口商提高警覺，避免捲入國際非法木材貿易漩渦。

俄羅斯：披甲上陣，撲救森林大火

四川：大熊貓有難

墾農地耕作，釀成數以千計的森林大火。綠色和平自

然林。去年，綠色和平發現不少商人利用政策漏洞，濫

在俄羅斯，每逢春季，當地農民便會焚燒大片雜草，開
2011 年與 300 名志工組成救火隊，過去五年，共撲滅

300 多起火災。去年 11 月，俄羅斯政府終於宣佈禁止在
農地和保護區焚燒雜草。

四川雅安大熊貓起居飲食和繁衍，全仰賴資源饒富的天
伐天然林木材圖利，威脅大熊貓和無數珍貴物種的家。
綠色和平將調查公開後，四川省林業廳調查追蹤，更起
訴其中 15 起違法案件，並承諾保護大熊貓棲息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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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護森林的
7 大關鍵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破壞森林的手法層出不窮，有效守護

地球僅存的原始森林和雨林，必須具備長遠策略，配合創新技術，
才能在每場對抗毀林行動的戰役裡百戰百勝。綠色和平是少數勇於
實地調查、鍥而不捨阻止毀林罪行的國際環保組織，更有賴您的支
持，使護林工作如虎添翼。

實地調查，掌握第一手資訊

追蹤非法木材與毀林原材料流向

毀林罪行每每發生在人煙罕至的森林深處，罪證難以掌

蒐集毀林證據，不限於雨林現場。去年，綠色和平從非

的第一步。過去兩年，綠色和平深入中國四川大熊貓棲

水路出口至中國和歐美國家，提醒木材進口國嚴加把關。

握。將非法真相公諸於世，正是綠色和平打擊森林罪行
息地調查，揭露商人利用政策漏洞，濫伐天然林木材圖
利實況。第一手資訊揭露後，四川省林業廳隨即調查，
起訴部分違例案件，並承諾守護這個世界自然遺產。

洲剛果盆地雨林展開調查，一直追蹤非法木材經陸路或

此外，致力調查毀林供應商各種業務往來，去年 2 月，
我們促使西班牙桑坦德銀行（Santander）與仍未承諾「不
毀林」的紙漿供應商 APRIL 劃清界線，停止新貸款。

運用科學技術，蒐集證據

與當地社區站在一起，共尋解決方法

人證物證俱在，才是充分有力的證據，有效向政府施壓。

森林是原住民的家園，其文化、生態和經濟，與森林密

效運用工具與最新科技，包括衛星影像、航拍技術，記

缺乏支援，原住民要抵擋非法掠奪者入侵，非常困難。

綠色和平圖文並茂將毀林過程詳細記錄，揭露真相。有

錄林地的規模變化、樹種生長狀態、雨林動物族群數量，
甚至是去年深入亞馬遜追蹤伐木情況等，有系統的將毀

林證據帶到全球公眾面前，因為掌握具體事實與真相，
就是行動的第一步。

不可分。對原住民來說，守護森林等同捍衛生存。可是
所以，要有效守護雨林，就要與當地護林組織密切合作。
去年，綠色和平發現亞馬遜走私木材情況猖獗嚴重，於
是協助當地原住民利用遠端監測技術，保護森林與原住
民人身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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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結力量，品牌無法忽視

推動政策改變

您我縱然與雨林距離遙遠，但雨林與我們密不可分，焚

森林面積龐大，即使政府和企業承諾護林，但措施能否

更威脅無數生命，豈能對毀林袖手旁觀？一起發揮龐大

護林訴求，印尼政府宣佈禁止進一步發展雨林泥炭地，

燒雨林造成大量溫室氣體排放，加劇全球氣候變化，
消費市場力量，過去兩年，綠色和平推動花王、嬌生、
P&G 寶僑家品等多家棕櫚油消費品牌承諾加強監督責
任，督促棕櫚油源頭採取不毀林方式生產棕櫚油。

持之以恆監測
綠色和平致力推動各行業領袖率先護林，但企業承諾「不

毀林」後，護林行動不會因此輕易劃上句號，因為空談承
諾無助解決雨林危機。去年底，綠色和平檢視其中 14 間

棕櫚油消費品牌企業的護林進展，如：追溯棕櫚油來源、
公開供應商資訊，及推動棕櫚油行業改革的表現，發現多

數進度緩慢。我們要求表現欠佳的嬌生、百事公司與高露
潔－棕欖立即採取行動，落實守護印尼雨林 。

真正落實，是一大難題。去年綠色和平與全球公眾表達
並復育泥炭地等措施，但成效得視當地實際執行情況，
尤其印尼土地分配權常涉貪污，我們將繼續要求印尼政
府公開泥炭地開發許可區域位置，讓公眾參與監督。

期盼繼續有您一起守護森林
今年，讓您我再下一城，合力監督企業執
行「不毀林」政策進展，真正保障印尼雨
林。同時，關注巴西亞馬遜雨林因興建基
礎建設而帶來的最新危機，剛果盆地雨林
非法伐木猖獗，以及合力守護中國與世界
各地的天然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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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學足跡，肌膚之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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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ACT
HIGHLIGHTS

陽光、空氣、水，是萬物生命延續的基本要素，您可知道，當中可能充斥看不見的
「化學足跡」？別讓有害的化學物質累積、循環於生活環境中，您我需立即行動。

2015 年，有您的力量作為關鍵動力，綠色和平主力揭露戶外品牌使用「全氟化合物」
帶來的環境污染，不懈監督，促成更多品牌承諾「去毒」；當出現污染危機，更第
一時間趕赴前線。

2015 年下旬，我們揭露戶外防水產品普遍使用有害化學物質「全氟化合物」

戶外品牌，
跟上「無氟」浪潮

（PFCs），遠在全球多個偏遠雪山，近在臺灣的墾丁南仁湖、太平山的翠峰
湖等多個生態保護區湖泊、香港的水庫和韓國的池塘，都驗出含 PFCs。串連

公眾參與活動，要求戶外用品業界改用無氟替代品。2016 年 1 月，英國品牌
Páramo 成為首個承諾「去毒」的戶外品牌。

歐盟禁用 NPE ！

N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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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多品牌
承諾去毒

反思消費習慣，
審慎購物不浪費

繼平價時尚、運動品牌及童裝，Aldi、Lidl、Kaufland 等歐洲多家兼售平價服

飾的大型連鎖超市，終於承諾跟上全球「為時尚去毒」的熱潮。截至 2015 年底，
全球 33 個服裝品牌與供應商承諾「去毒」，佔全球 15% 紡織品市場。

平價時尚崛起，加速衣物製造、銷售、丟棄的速度，增加環境成本。11 月 27
日「國際無消費日」，在香港，綠色和平推出拒絕過度消費活動，呼籲民眾審

慎消費，並建議政府改善舊衣回收政策。今年，我們也在臺灣推動「減法生活」
專案，針對購衣習慣做調查，我們發現，20-45 歲的民眾每年至少丟棄 520 萬
件衣服，平均每分鐘有 10 件衣服被丟棄或送至舊衣回收箱。

天津大爆炸，
快速反應

8 月，天津工業區一個化學品倉庫發生大爆炸，綠色和平第一時間前往檢測水

「鉛鋅」萬苦，
萬萬不可

防治重金屬污染也是綠色和平的重要工作。6 月，我們發佈調查報告，指出亞

質是否遭有毒的氰化鈉污染，是唯一走進爆炸核心區域檢測環境樣本的環保組

織，公開檢測數據。天津大爆炸敲響全球政府警鐘，唯有防堵化學品管理漏洞
並嚴格執法，才能避免類似悲劇再現。

洲最大鉛鋅礦金鼎鋅業，在中國雲南省蘭坪縣違規開採，冶煉廠距離人口聚集

的小鎮不到一百公尺，當地農田土壤重金屬超標、兒童血鉛超標。官方調查後
確認金鼎鋅業違規排污，12 月，當地政府開始安排受影響居民搬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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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的聲音，
讓戶外品牌都聽見

這趟精采旅程，感謝有您參與！

回顧一年前，相信沒有多少人聽過 PFCs 這個化學名詞，

2015 年 6 月起，近 20 萬人連署、全球 150 個直

接行動、公眾投票選出抽驗對象，甚至發揮創意、
提供行動點子，讓「為戶外去毒」成為真正屬於
您的環境專案！一波波的公眾參與活動，與調查
化驗工作相輔相成，推動戶外品牌對環境負責，
加快淘汰有害化學物質「全氟化合物」PFCs。

更遑論清楚知道 PFCs 難以被大自然分解，可在環境之中

累積，部分 PFCs 甚至影響生殖系統、荷爾蒙系統，或有

致癌風險。現在，公眾討論焦點已從是否淘汰 PFCs，轉

向各品牌究竟何時要淘汰。沒有您的支持，無法帶來這

樣的轉變。但我們還需要更多具影響力的戶外品牌加入
引領整個產業改變，才能還給下一代無毒未來。今年，
綠色和平也想與您一同繼續前行。

垃圾游擊戰｜在臺灣、香港

什麼是
「看不見的污染」
，您

「 貴 品 牌 的 產 品， 含 有

過自然不留痕」理念，上山

持者參與問卷調查，高達

動、關心大自然的人，紛紛

與韓國，超過千人實踐「走
下海清出 1,000 公斤垃圾。

認為呢？｜多達 5,000 名支

PFCs 嗎？」｜熱愛戶外活

95% 相信，公眾改變消費

寄電子信件、到戶外品牌

習慣或拒用問題產品，能

的 Facebook 專頁留言，或

推動品牌改變生產模式！

2015

JUN

前往戶外用品店，要求戶

外品牌回答這個重要疑問。

JUL

AUG

8 支 探 險 隊， 全 球「 極 淨

發 佈「 綠 色 和 平 極 淨 行 :

人煙罕至的偏遠山區，採

報告」｜成果揭曉，確認

行」｜綠色和平前往全世界
集積雪與湖泊淡水樣本，
送往獨立實驗室檢驗。

十地雪山全氟化合物調查
人工製造的有害化學物質

PFCs，遠在偏遠及杳無人

煙的雪山都有其蹤跡。有
些 PFCs 可 損 害 人 類 和 動

物的健康，並持久殘留環
境之中。

SE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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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最後一件 PFCs！」｜

全 球 行 動， 集 中 要 求 兩

大 主 要 國 際 戶 外 品 牌 The
North Face 和 Mammut，

全 球 近 20 萬 公 眾 一 同 連

品牌消費者紛紛自拍宣示：

North Face 真正守護大自

別再繼續使用 PFCs。戶外
這件之後，我不會再購買

檢驗哪些戶外品牌，由您

任何 PFCs 產品。

決 定 ｜ 全 球 19 個 國 家 和

地區的公眾投票共計達

挑 戰 世 界 級 高 山， 毋 需

投票結果，蒐羅戶外防水

家 David Bacci 穿 上 不 含

PFCs ｜ 義 大 利 知 名 探 險

30,000 票， 綠 色 和 平 根 據

PFCs 的 衣 物， 成 功 挑 戰

產品樣本，送往獨立實驗
室檢測 PFCs 含量。

參展臺灣
「戶外用品展」
｜超

過千名戶外活動愛好者到訪

綠色和平的攤位，了解 PFCs
對環境與人體的影響。

OCT

腦力激盪，匯聚創意｜全

球召募創意點子，再經小
型工作坊集思廣益，匯集
超過 100 個要求戶外品牌
「去毒」的行動好點子！

NOV

DEC

巴塔哥尼亞險峻的登山
路線。來自臺灣、香港等
地的登山愛好者也以不含

PFCs 的 衣 著， 在 零 下 20
度的氣溫，登頂海拔 5,000
公尺的四川四姑娘山。

2016

署 ｜ 呼 籲 Mammut 與 The
然，淘汰使用 PFCs。去毒

行動一呼百應，一週內，

全 球 150 個 行 動， 要 求 兩
大戶外品牌承諾改變。

看到戶外品牌的改變｜在

北 京 舉 辦 的 第 13 屆「 亞

洲運動用品與時尚展」
（ISPO） 是 重 要 的 業 界
聚 會， 我 們 派 出 北 極 熊
Pauline 參展，訴說北極熊

體內也驗出 PFCs，樂見業
界日益關注 PFCs 議題。

JAN

FEB

看不見的污染，也在您的

公眾選出戶外防水用品 PFCs 檢測結果出爐！｜ 40 件戶外防

Mammut 踏 出 正 確 第 一

的生態保護區湖泊、香港

（PFOA）。Haglöfs 隨即將驗出 PFOA 濃度超過挪威法定標

對談，研究從供應鏈去除

生活周遭｜檢測發現臺灣

多個水庫，以及韓國偏遠

地區的河川與池塘，也含
有 PFCs。

水產品裡有 90% 含 PFCs，甚至包括毒性更高的「全氟辛酸」
準 18 倍的一款登山鞋下架，可惜仍未承諾淘汰所有 PFCs。

首個戶外品牌承諾「去毒」｜在德國慕尼黑舉行的國際體育

用品博覽會中，取代 PFCs 之聲不絕於耳，英國戶外品牌

Páramo 更率先宣佈，完全淘汰有毒有害化學物質。

步，決定與綠色和平展開
PF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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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尋食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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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ACT
HIGHLIGHTS

市面食材琳瑯滿目，但每種食材的來源與安全性，您我單憑生產商提供的食
物標籤或政府監督，往往不夠。究竟如何選擇，才能避免把禁用農藥、殘餘

農藥和未知的基因改造食物，一一送進嘴裡？ 2015 年，綠色和平在世界各地
推動食的安全，深入食物原產地、獨立檢測和調查，為您擇善而食。

檢測臺灣超市蔬果農藥殘留

持續監督，守護菜籃子

蔬果中的殘餘農藥，仍然發現含有已承諾停用的農藥，

農藥與化肥的行動方案，目標五年內做到使用量零增長。

10 月，綠色和平再次抽驗臺灣各大型超市與便利店出售
甚至含違法使用的農藥，可見其農藥殘留管理急需要改

善。所幸綠色和平公佈測試結果後，一些商店表明願意
提高資訊透明度，加強追溯蔬果來源等。

經過多年推動，去年初，中國農業部頒佈最新減用化學

綠色和平持續監督中國主要城市的蔬果品質安全，包括
到產地視察和抽樣檢測，2015 年，北京與上海市政府先
後宣佈加強現行措施，以減少使用化學農藥。

拯救蜜蜂，減用農藥

阻止基因改造玉米擴散

用農藥問題愈趨嚴重，甚至遍及周邊環境，危害其他野

集多個玉米種子和玉米製品樣本，送往獨立化驗室檢驗，

10 月，綠色和平發佈報告，指農業發展成熟的歐洲，濫
生動物、鳥類與蜜蜂等。綠色和平以各種創意行動，鼓
勵消費者支持有機蔬果。法國最大超市 Leclerc 率先承
諾在其蔬果採購地推動減用農藥計劃。

5 月，綠色和平人員深入中國東北主要玉米產地調查，搜

發現超過 9 成含有非法基因改造成分。遼寧省農業廳隨
即表示會徹查；今年 1 月，中國農業部宣佈加強農業基
因改造食品安全監督，遏止基因改造食物違法擴散。

揭露基因食品含可能致癌物質

更多國家向基因改造說「不」

植過程，被世界衛生組織國際癌症研究所評為「很可能

生態農業。菲律賓最高法院裁定永久禁止在農田測試種

草甘膦是一種除草劑，常大量應用於基因改造食物的種

致癌物」。各地政府與企業日益重視草甘膦問題，甚至

提出禁用。5 月，綠色和平檢測中國基因改造食品，發現
近四成含有草甘膦殘留，喚起公眾關注。

去年，綠色和平與菲律賓政府合作，推動當地社區發展
植基因改造茄子，並暫停批准入口和種植基因改造玉米，
更創世界先河。10 月，19 個歐盟國家和地區頒令禁止種
植基因改造食物，使公眾的健康獲得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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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絕農藥，
護人、愛土地

臺灣氣候條件優渥，四季皆有豐富蔬果可享用。不過隨著市場需求

擴大，農業也逐漸工業化，使用化學農藥被視為理所當然。綠色和
平致力推動從源頭杜絕濫用農藥，發展永續生態農業，也監督超市
和量販店是否有為消費大眾把關，確保食的安心並守護土地健康。

首次抽查超市與量販店農藥殘留

深入一般家庭，檢測農藥殘留狀況

綠色和平在全球推動農業與食物安全，成功促成多家超

除了持續監測、抽驗超市與量販店的農藥殘留並要求其

的安全把關。而在臺灣，時間回溯至四年前的 2012 年 2

庭農藥檢測活動，吸引近千名民眾報名，選出四組來自

農藥殘留抽查，同時發佈連鎖超市農藥檢測告。在抽查

測。四組家庭前往習慣前去的超市採購一週所吃的蔬果，

市承諾淘汰劇毒農藥，為農民、消費者、環境等各層面

月，綠色和平首次針對臺灣的連鎖超市進行新鮮蔬果的
的 58 項蔬果中，就化驗出 36 種不同農藥殘留，更在 25
件蔬果驗出含 3 種不同農藥，顯示農藥混合使用情況嚴

重。以檢測數據將肉眼無法看見的毒害具體化，我們隨

即向這些連鎖超市建議，杜絕上架使用劇毒農藥的生鮮
產品，並建立生鮮產品的追蹤制度，與公開監控政策。

消費者力量不容小覷
在與超市溝通的過程中，商家對於從源頭管控的態度不
夠積極，綠色和平除了持續溝通，也從網路與街頭獲得

4,000 多位的民眾參與連署，利用公眾的力量和關注力，

要求各大超市盡快承諾去毒，還給民眾一個安心的飲食
與消費環境。

改善之外，2012 年 8 月，我們從網路上募集民眾參與家

臺北、苗栗、臺南、高雄的家庭，進行一週蔬果農藥檢
並送至第三方實驗室進行檢測。結果發現每個家庭的農

藥殘留狀況嚴重，民眾的飲食安全並不如想像中的安全，
農藥其實就在你、我的身邊。

傳統市場也不遺漏
除了從超市、量販店著手，冀望其能負起企業道德責任，
對所販售的生鮮蔬果做更嚴格的把關之外，傳統市場是
臺灣民眾另一個習慣採買蔬菜水果的地方。我們也在
2013 年年中，走訪全臺 12 個傳統市場，與八個家庭一

同採買蔬果，共計 102 件樣本中發現半數有農藥殘留問
題，且 1/4 的樣本有多種農藥殘留混用，其中包括歐盟
已禁止使用的劇毒農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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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藥使用氾濫在臺灣是一個需要立即被解決的問題，綠
色和平要求農委會正視農藥減量政策，儘快與國際標準
接軌，優先禁用所有的劇毒農藥，避免累積在生物體內
的農藥濃度會隨著食物鏈向上而增加。

四年後，超市量販店仍有極大進步空間
2013 年年初，有六大超市承諾主動淘汰使用農委會公告

為劇毒的 24 種農藥，其中頂好、愛買、大潤發對於販售

的蔬果皆有進一步的農藥禁用計畫。綠色和平以「農藥

禁用」、「產品追溯制度」、「配套管理措施」、「資
訊透明度」四個面向進行超市評比，持續檢驗與監督，
就是要確保各超市言行一致。

2015 年 10 月，我們再度針對全臺八大量販店與超市進

行農藥抽查，是第二次更新評鑑。其中全聯、大潤發、
愛買、頂好販售的蔬果都檢驗出已承諾禁用的農藥；新

納入的三家量販店：7-ELEVEN、全家、好市多也發現多
重農藥殘留，顯示關於蔬果農藥殘留的管理，皆有極大
的進步空間，有待改善、落實承諾。

永不停歇的目標：食食安心
近年臺灣民眾對「食的安全與安心」日益重視，綠色和
平呼籲消費者不做被動的接受者，而應積極挺身而出，

捍衛自己飲食安全的基本權利。而我們也將持續監測與

監督各大超市農藥管理政策，確保超市企業能嚴加把關，
讓臺灣消費者食品安全權益獲得重視，食食安心。

生態農業，人與環境雙贏
民以食為天，現代飲食不只追求味道與溫
飽，食的安全亦很重要。人類取食物於自
然，當然也要用之自然。倚賴化學農藥和

肥料種植蔬果稻米的方式，會日積月累破

壞生態環境，使土地不再肥沃，不斷退化。
未來，綠色和平繼續與全球有心從事生態
農業的農民合作，讓人類與環境和諧共
生，並帶來豐饒物產。感謝有您同行，一

起維護自然生態平衡，讓健康的食物鏈循
環不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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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護環境背後的功臣
無論是守護北極、應對全球氣候變遷、支持永續發展漁業、守護熱帶雨林、
締結無毒生活，以至不同環保專案，感謝有您與綠色和平永遠站在解決環

境危機的最前線。而前線背後，綠色和平的每個團隊一直努力不懈，提供
不同專業的支援與協助，讓環保行動更全面和完善，守護生態平衡。

2015 Annual Report | Greenpeace East Asia

將不同的環境議題，以深入淺出方式向公眾傳播，喚起社會關注，強大

傳遞環境理念
與公眾溝通

改善環境的力量；但環境議題有時較艱澀和嚴肅，因此我們常常構思嶄

新角度、善用多媒體技術，將環境問題呈現，引起共鳴。同時持續分析
工作成效，適時調整環境專案的未來方向和策略。

深入淺出，將環境問題呈現
「如何跟公眾溝通，讓民眾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需要非

一句話：社群世代，用影音傳播化繁為簡，
為環境發聲！

常多經驗與創意的執行。以戶外去毒專案為例，我們發

「2015 年是忙碌而充實的一年。尤其 9 月『順得慶 888 號』

離。對大眾而言，若北極熊的身體都受 PFCs 影響，便

片，並在年底完成影片『血淚漁工』拍攝。在例行的行

現北極熊與小海豹的圖像能有效拉近民眾與 PFCs 的距

表示污染已相當嚴重。該系列動畫在網路發佈後得到不

少正面迴響。許多民眾更願意點閱相關網頁進一步了解。
負責媒體與推廣工作，就像是搭建一道綠色和平與外界

溝通的橋梁，不論透過文字、設計、影像，目的都是要
民眾意識到環境議題的嚴重性，進而採取行動。」

— 媒體與推廣部主任劉嘉偉

非法漁業事件發生以來，我製作了一連串的海洋專案影

動、新聞，與國際同步製作影片時，我問自己，在這個
快速與社群化的時代，什麽樣的新方向才能吸引支持者
目光，又能將綠色和平的專案理念向外拓展？化繁為簡

是必要趨勢，透過畫面安排、文案設計還有主題設定，

一個影片只講一個重點，複雜的議題才更容易為觀眾接

收，進而傳播。這一年，我交出紀錄片、快節奏的短片，
也有訴求人性情感的感性作品，無非為了替沉默的環境
發聲，並讓公眾從關心進而行動，一起保護環境！未來

是影音需求爆炸的時代，期許能創造不同形式的影片內
容，帶給更多人感動。」

— 資深影音製作人邱聰榮

分析數據，協助規劃環境專案未來策略
「去年，在緊急應變天津大爆炸事故、減用煤炭等工作

中，分析部門監測分析媒體迴響、聆聽公眾聲音，提升
訊息傳播的力量。今年，目標是建立東亞地區環境數據
資料庫，協助專案團隊探索更多途徑。」

— 分析部門主管魏小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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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用嶄新科技，
進行調查研究

綠色和平其中一個獨特之處，是勇於站在環境危機的最前線，搜集並見

證環境污染真相。研究與調查團隊善用嶄新科技，進行調查、蒐證和研
究，讓遍及世界各地的環境罪行無所遁形，不容悄然逃過全球目光。

360 度全景鏡頭調查

全球衛星定位系統（GPS）

環境問題的現場，往往面積幅員遼闊，單憑在地面拍攝，

如何確保一棵蔬菜從種植、施肥、收割到運往菜市場，

的重金屬污染，運用 360 度全景鏡頭，配合航拍技術，

菜籃子」專案，鼓勵中國各地政府推動並資助農夫發展

未必夠全面。去年，綠色和平深入調查中國雲南金鼎鎮
全方位拍攝農地和水源的污染實況。環境污染嚴重，天
空總是灰濛濛。以往為了將污染真相拍得更清楚，常常

要苦等較為明朗的天空出現；而大型拍攝器材讓我們行
蹤暴露，引來有關當局到場阻撓。此次揭發金鼎鎮重金
屬污染，利用較輕巧的鏡頭遠端遙控拍攝，又能從上空
更直接拍攝清晰景象，是一大突破。

地理資訊系統（GIS）和遙感探測技術（RS）
運用衛星圖片和遙感探測技術分析，也是調查與研究團
隊的強項。去年，我們深入中國四川雅安大熊貓棲地實

地調查，利用空間分析及遙感探測技術，發現自 2009 年

起，接近 1,300 公頃的天然林被清空（約是 50 個大安森
林公園），改種有利可圖的商業木材，成為喚起改變的
重要證據。

天津大爆炸後，綠色和平透過衛星圖片紀錄比對 2008 年
6 月同一場景，以及利用遙感影像和空間分析，發現肇

事危險品倉庫早已違反安全距離規定，更揭發另有兩間
物流企業的危險品倉庫，距離民宅和學校不到一公里，
足證當地政府對危險品監管和評估之漏洞處處。

最後能安心食用？去年初，綠色和平在中國推出「守護
生態農業，嚴加制定施用農藥的法規；調查人員利用全
球衛星定位系統，從農地開始，一路追蹤不同蔬菜至市

場出售，全面監督食的安全。今年，綠色和平更會利用
全球衛星定位系統追蹤電子產品污染。

— 調查團隊主管雷宇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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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業革命以後，全球經濟急速發展。綠色和平的綠色金融專案及政策與

向政商界領袖
倡導政策改變

公共事務團隊，密切監督和分析市場動向，發佈報告強調環境因素也是

投資風險，以及專責向政商界等各行各業領袖，倡導改善環境政策，直
接推動環境確實改變。

向投資者提供全面分析

從決策層面，改變環境

「世界正在改變，愈來愈多人省悟到遠離煤炭才是良策。

「我們的主要職責是與政界領袖、政府官員、研究機構及

從煤炭企業中撤資，我們立即分析箇中關鍵，向有可能

致力倡議環境政策改變。去年，中國新環保法實施，我

去年 6 月，挪威議會投票通過，建議挪威主權財富基金
被撤資的企業力陳利害。

專業獨立的市場分析，讓金融投資者和股東了解大型基

建和煤電能源等計畫，均潛藏不能忽視的環境投資風險，
從而影響投資者的意願，阻止污染環境的計畫發展。

去年 7 月，香港交易所就修訂《環境、社會及管治報告

指引》諮詢市場意見，我們亦給予許多可行建議。今年，
我們將繼續向投資者提供環境風險走勢分析；並會密切
監測中國綠色金融債券的最新動向，評估債券箇中環保
內容，向投資者提供更全面的分析。」

— 綠色金融專案主任郭紹明

非政府組織緊密聯絡；監督官方發佈的環境評估報告，

們出席環保部的分享會，有助綠色和平日後監督政府和
企業運作，亦能更有系統地構思環保對策。

我們並會直接將實地調查的資料和解決環境問題建議，
交給有關官員並直接溝通。去年，守護四川大熊貓棲息

地專案，國家林業局收到我們的調查報告和建議後立即
跟進，並起訴違規行為。

聯合國氣候會議是世界焦點所在，會議舉行前，來自不

同地方的官員共聚一個氣候學術會議，討論應對全球氣

候變遷的策略，我們的團隊成員亦獲邀出席討論和交流，
將綠色和平的研究與建議，深入決策當局層面」

— 政策與公共事務部主任雍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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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行動
帶來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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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灣

香港

去年 10 月，臺灣遭歐盟發出「黃牌警告」，要求臺灣六

去年，澳洲昆士蘭的卡米爾煤礦專案箭在弦上，嚴重威

政策建議，並向臺灣兩大政黨送上「黃牌雕像」，期盼

畫的財務顧問。綠色和平行動成員在中環渣打銀行旗艦

個月內改善遠洋漁業管理。綠色和平直接向漁業署提出
臺灣決心解決漁業管理危機。我們一直站在前線，以各

種創意行動和勇氣，讓政府、企業及公眾重視海洋危機。

脅澳洲大堡礁生態，渣打銀行當時擔任這項煤礦開採計
分行外，掛起巨型海報表達訴求；又在全港渣打銀行逾

百部 ATM 貼上小標語，向公眾傳達守護大堡礁的訊息。
集合全球力量，我們成功令渣打撤出開發案。

韓國

中國大陸

去年 5 月，首爾舉行科技展覽，我們在會場外扮演漫畫

推動中國遠離骯髒煤炭是一場持久戰。去年 10 月，綠色

人物等，寓意當地資訊科技界也能與他們一樣，遠離核

和平發佈中國 367 個城市的空氣品質排名，發現近 80%

能，推動使用再生能源的未來。我們在韓國市政廳草地

的城市未達標準。綠色和平走到萬里長城外，日間展示代

終按照使用再生能源的表現分出勝負，以鼓勵更多公司

的經過呈現公眾眼前，呼籲政府努力為碳排放「封頂」。

舉辦一場別開生面的「賽跑」，不同的韓國科技公司最
加快乾淨能源步伐。

表太陽能的標誌，晚上則以投影方法，將藍天被煤炭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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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獨立，
緊急應變

一旦發生突如其來的自然災害或環境事故，綠色和平會因應情況組成「緊

急應變小組」。成員來自不同部門，以不同專業知識和經驗，趕赴現場
獨立見證、記錄和評估事態發展，調查災害對生態的破壞及遺害，竭力
將災害真相公諸於世，並提出可行的環境解決方案。

唯一走進天津大爆炸核心區的環境組織

協助人道救援，運送物資

2015 年 8 月 12 日，天津連串大爆炸劃破長空，這一夜，

綠色和平雖是環保組織，但只要力所能及，也會支援人

緊急應變小組，前線人員翌日趕抵天津，第一時間獨立

萬那杜，災情嚴重，反映全球氣候變遷的苦果。身在太

203 人喪命，數千人失去家園。綠色和平組成 30 多人的
檢測附近水源是否含有毒的氰化鈉，並提醒現場其他工

作人員防護及安全注意事項。後勤人員則負責資料搜集、
數據分析、媒體聯絡及向公眾發佈最新消息，例如因應

風向和降雨等天氣轉變，特別提供 24 小時的污染物擴散

預測，與公眾一同監控污染物擴散情況。

跟進環境醜聞，提供專業分析
緊急應變，不限於涉及直接人命傷亡事故。9 月，德國
福斯汽車（Volkswagen）爆出廢氣排放測試作弊醜聞，

綠色和平立即成立緊急應變專責小組，集合各辦公室的
能源專家，詳細分析箇中緣由，並密切追蹤各地監管機
構如何應對事件。在臺灣，我們發現作弊車款在事發一

個半月後仍繼續販售，揭露後，臺灣福斯隨即宣佈停售。
我們另外發表民意調查，多達六成民眾不滿意臺灣環保
署的處理方式，綠色和平要求應盡速修法，納入動態檢
測，積極防弊。

道救援工作。去年 3 月，超強熱帶氣旋橫掃太平洋島國
平洋的綠色和平船艦「彩虹勇士號」，趕到當地參與協
助運送緊急救援物資，期盼災民盡快重拾生活正軌。去

年 9 月起，綠色和平與人道救援組織「無國界醫生」合

作，派出橡皮艇協助冒險橫渡土耳其與希臘之間海域的
難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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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珍惜每一次
與您見面交流的
機會

巴黎氣候會議的前夕，我們不錯過為

地球發聲的機會。在臺灣，自由廣場
上超過 300 人齊心協力、排成風車轉

動的創舉。在香港，綠色和平派出擬
真北極熊 Pauline，要求香港政府盡快

訂立 2030 年的減排目標，與發展再生
能源。在韓國，1,000 人在首爾街頭，
一同呼籲盡快全面轉用乾淨
能源。謝謝您挺身而出！

1
2
3

1

謝謝您細心閱讀年報、成果季刊、

電子報與網站，並給予綠色和平
最真切的回饋。我們總希望第一
時間告訴您環境專案最新訊息，
同時也深感：每一回與您面對面、
互動交流的機會，最值得珍惜。

2

衷心感謝您熱情參與 2015 年的辦

公室參觀日、會員聚會等活動，

以及每一回的專案講座。接下來
也請您密切關注綠色和平給您的

專屬訊息，期盼很快能再次與您
見面，共度更多為地球行動、充
實滿足的時光。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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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5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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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2015 年，也是船艦「彩虹勇士號」

在全球守護環境、支援環境工作，

不曾停下的一年。它曾造訪韓國釜
山，呼籲政府改變能源政策，也曾
來到基隆，與綠色和平的會員會面。

感謝您熱情到來，希望很快再和您
見面！

6

7

7

您的支持，是推動環境專案、帶來

更美好的明天，不可或缺的堅實力
量。謝謝您一直以來對綠色和平環

境專案的支持！期盼您在會員活動、
對談分享會，與專案主任和工作團
隊互動中發現，推動解決方案的工
作模式，既有意義、又富成效。
8
8

9

9

10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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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與綠色和平
的故事

我的環保理念
環保應從個人開始，除生活習慣外，生活、處世、

態度亦決定一個人是否懂得珍惜、愛護身邊所擁
有的一切───包括我們的地球！

關切環境的您，與所有會員、志

－ 綠色和平會員 Julia Lo

工、行動成員與工作團隊，共同

香港作為國際大都會，但環保意識相比日本、臺

組成綠色和平

灣等，仍然偏低。很希望香港人能看到永續發展

的重要性，更想看見的是香港人能夠相信自己對
環保的信念或行動，能夠對環境帶來改變，同時，
亦能感染他人。

綠色和平與我
回顧今年綠色和平所做的各個專案，深深體悟到公眾力量
是多麼強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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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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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陳韋竹 「2016 新年新希望」投稿活動

－ 綠色和平會員 Ronald Huang

2015 年，
我最難忘的故事
「珊瑚白化，森林開墾，空氣污染，

我們對大自然掠奪、嚴重破壞地球的生命，
總是等到物種快消失了才懂得保護。

我希望全世界的人都意識到，我們必須適可而止。」
15 歲的晟瑋在 Facebook 上的文字

在 2015 年底，我接到一通來自林媽媽的電話，電話那
頭，林媽媽不疾不徐地詢問起該怎麼捐款給綠色和平，
我一一向林媽媽解釋後，不禁好奇地問她，是從何得知
綠色和平？林媽媽沉默了幾秒之後，說了一個故事。

15 歲的晟瑋剛過世，家人整理晟瑋留下的物品時，發
現晟瑋對環境、大自然很有感情，他特別喜歡北極熊，
甚 至 把 自 己 的 Facebook 大 頭 照 改 為 北 極 熊 的 圖 片。

Facebook 上留下晟瑋成熟的文字，表達他對環境問題的
擔憂。

因為感受到晟瑋對環境的愛，林媽媽於是決定為孩子完
成保護環境的一份心願。

－ 綠色和平會員服務 德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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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幸福快樂，
所以當志工！

推動更善待環境的想法與態度，
從自己開始！

「當志工應是生活裡最快樂的小事，因為你感到幸福快樂，

您與綠色和平的第一次接觸，也是因為每天在街頭辛勤工

感染到幸福快樂，臉上自然泛起微笑。就是如此單純的原

環境，永不妥協」，因為，這是讓地球的明天更美好的關

所以想將這份感受分享給其他人，而和你一起的人，也會
因，所以當志工！」－ 綠色和平志工琇雯

這是琇雯，大家都叫她「Ula」，累積極多元且豐富的志

作的募款教育團隊嗎？所有夥伴共享的精神就是「為保護
鍵。

工經驗。她從 2013 年加入，從一開始不定期參與、協助

環保專案活動，至今已是綠色和平志工團隊不可或缺的成
員。

她說，自己與綠色和平的故事，始於 2013 年的超市蔬果
檢測，接著她參與守護北極全球行動、「討海人」海洋攝

影展、為時尚及戶外品牌去毒專案。去年 11 月也參與巴

黎全球氣候行動大遊行。她說：「我從自己所學出發，看

過綠色和平每一份環保專案調查，才參與其中。因為你自

己監督，便會知道什麼樣的非政府組織（NGO）適合你。」
一路走來，Ula 費盡心力，與綠色和平和其他志工並肩作

戰，一同為環境創造許多美好的改變！！

我們收到一份會員意見問卷的回函，背面畫了這幅可愛的

您的意見無比重要。
歡迎您透過網站、Facebook、
電子郵件，與我們分享！

畫：大大的笑臉，上面寫著「謝謝綠色和平」。其實，綠

greenpeace.org.tw

有您，我們做不到！

www.facebook.com/greenpeace.org.tw

色和平屬於您和每一個關心地球環境、起而行動的人，沒
謝謝您一路以來對環境的關注，期盼繼續一起為地球環
境，做得更多！

donor.services.tw@greenpeace.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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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您引以為傲的綠色和平東亞分部
"With so many groundbreaking achievements
during 2015, it has been a thrilling year to
belong to Greenpeace."
2015 年有許多嶄新環保成就，這令人激昂的一年，
屬於每一位支持綠色和平的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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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去年，東亞分部捐款會員人數突破 100,000 人！這個重要的里程碑，讓綠色和平未來推動不同環

境專案時，可以更靈活地運用資源，創造更廣泛的綠色成果。同時，日益壯大的會員網絡，亦讓我們在
東亞地區推動政府及企業更善待環境時，有更強大的影響力與談判實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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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年，綠色和平致力加強與支持者的溝通和互動，邀請公眾身體力行參與守護環境的行動。我們所有的
環境專案均依賴熱心公眾的力量，不論是花數分鐘參與網路連署，或是響應我們的號召，親身到訪污染

企業的分店要求對方承諾守護環境，又或是發揮消費者的力量，選擇購買永續發展的商品。當然，還有
回應我們的緊急呼籲，慷慨資助重要而迫切的環境工作，以上種種，若沒有您的參與，綠色和平不可能
達至豐富的環保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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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綠色和平東亞分部副總幹事暨
募款與公眾參與總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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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00 個感謝！

去年 9 月底，東亞分部捐款會員人數突破 100,000 人。

10 萬人是重要的里程碑，代表財政更趨穩健，也代表守

謝謝您的支持！

綠色和平東亞分部捐款會員人數

護地球的聲音不斷壯大。在臺灣、香港及韓國繼續喚起

103,380

更多人關心環境，以至願意踏出一步慷慨捐助，我們仍
需加倍努力。

您的每月捐助，點滴積聚，集結成為龐大的力量。舉例
來說，在臺灣，77% 會員每月捐助新臺幣 500 元以下，

佔臺灣辦公室個人捐款收入的 63%。感謝您過去一年的
支持，讓我們有充裕經費，繼續為環境奮鬥到底。

綠色和平是極少數絕不接受政商界資助的國際環保組

織。除了少於 2% 捐款來自獨立基金會，絕大部分收入
依靠熱心會員的個人捐助。綠色和平亦致力實踐「國際

非政府組織問責規章」與規章所列的籌募原則，並承諾
會妥善和謹慎運用您每一分一毫的捐款。

( 截至 2015 年底 )

臺灣

44,887 人
香港 36,504 人
韓國 21,989 人

人

佔本地勞動人口的 0.2%
佔本地勞動人口的 0.7%

佔本地勞動人口的 0.1%

您知道嗎？

27 個綠色和平全球區域分部或辦公室中，東亞分部會

員人數排名第 11 位，會員人數增長則排名第 2 位。

點滴捐助，集結守護環境的力量
NT$

500 或以下

NT$

501- NT$ 1000

22%

NT$

1000 或以上

1%

77%

3%
每月捐款金額

臺灣會員人數比例

34%

63%

臺灣會員個人捐款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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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有您，綠色的未來不再遙遠
東亞分部在綠色和平全球環境運動中，肩負日益重要的角色，不但環
保工作專案帶來的國際影響力更大，推動的環境專案也愈見規模，是

本 頁 內 容 摘 自 2015 年

越多像您一樣的熱心個人，選擇慷慨支持、積極參與。

梁學濂會計師事務所審

過去數年，我們專注招募每月定額捐款會員，確保能以穩定的財政收

政報告，請參閱：

綠色和平發展最迅速的區域分部及辦公室。茁壯成長背後，有賴越來

入，維持獨立公正，同時規劃長遠的環保工作計劃與策略，並時刻準

12 月 31 日 止 年 度， 經

核的財政報告。 詳細財

備應對突如其來的環境危機。去年，整體收入增加 33%，衷心感謝臺
灣、香港和韓國現有會員的每月捐助、響應緊急募捐呼籲，以及新會
員加入成為綠色和平的一份子。

會員的支持是我們最穩固的後盾，集合眾人的力量，讓您的捐款發揮
最大效用。目前，東亞分部逾半經費來自區內會員的個人捐款，輔以

來自世界各地會員捐助的國際綠色和平撥款，讓東亞分部去年得以繼
續全力拓展環保工作專案。

http://www.greenpeace.
org/taiwan/zh/
publications/annualreports/2015-auditedreport/

15.6%

新會員捐助
$121,354,346

46.6%

現有會員捐助
$361,186,539
2015 年捐款總收入

1.4%

獨立基金會及巨額捐助
$11,102,780

NTD779,302,330

0.3%

利息及其他
$3,642,585

36.1%

國際綠色和平撥款
$282,016,0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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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候與能源

環保專案傳訊及媒體推廣

污染防治

調查研究、綠色政策及企業

保護海洋

行動統籌及志工動員

$107,212,353 (14.2%)

$86,959,219 (11.4%)

$69,837,637 (9.3%)

$35,757,821 (4.7%)

$24,891,720 (3.3%)

$52,834,142 (7.0%)
食物安全及農業

公眾資訊及外展教育

2015 年
東亞分部總支出

$30,421,710 (4.0%)
守護森林

$13,129,978 (1.9%)

NTD754,508,665

$14,916,335 (2.0%)

招募新會員

$138,234,962 (18.4%)

其他

籌款人員及統籌

機構支援及發展

會員服務及發展

$4,193,642 (0.5%)

$25,004,392 (3.3%)

$114,234,201 (15.1%)

$16,527,533 (2.2%)
會員通訊及動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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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790,527 (1.8%)
會務統籌及管理

*2015 年行政開支，佔機構總支出約 0.8%。

專案傳訊
及媒體推廣

19.5%

$6,562,493 (0.9%)

食物安全
及農業

- 數據分析

3.4%

- 多媒體策劃

0.9%

污染防治

15.9%

6.9%

守護森林

- 媒體監察

調查研究、綠色
政策及企業

其他

- 網路動員

2015 年
環保專案及支援支出

NTD440,154,557

保護海洋

12.0%

公眾資訊
及外展教育

氣候與能源

24.4%

3.2%

- 年報及季報

8.1%

- 研究及實地調查
- 綠色金融專案

- 政策與公共事務

行動統籌
及志工動員

5.7%

- 行動策劃
- 器材管理
- 志工統籌

五大環境專案範疇

專案支援（所有專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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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源運用  環保工作專案支出
衷心感謝您過去一年的支持，讓綠色和平進一步拓展環保工作專案，並繼續因應不同

環保議題的先後緩急及最新發展，適時調配資源。2015 年，東亞分部的環保專案開支
按年增長逾 50%，並在多個全球專案中肩負更重要的主導角色，帶來更多環保成果！
綠色和平一直以公開透明的方式，接受會員、公眾及監管機構的監督，以下向您彙報
各環境工作範疇及專案支援經費的詳細用途，讓您更清楚您的慷慨捐助，用得其所。

污染防治

有毒有害化學物質。同時，做出更多新嘗試，包括焦點專案「為戶外去毒」。
重點簡介

專案
為戶外去毒

為時尚去毒
審慎消費
「去毒」新專案

為期 9 個月的專案，在香港、臺灣、韓國及中國大陸四地辦公室，一起推動戶外品牌淘汰使用有害
化學物質「全氟化合物」（PFCs）。具體工作包括發表三份 PFCs 檢測報告，分別抽驗香港的水塘、
臺灣的生態保護區湖泊及韓國的池塘等水樣本、偏遠地區的雪山積雪樣本、戶外品牌防水產品，以
及透過舉辦多場創意行動工作坊、參加戶外產品業界重要展覽、支援專業登山家測試替代安全產品
等，喚起戶外愛好者關注 PFCs 污染自然環境問題。

主要追蹤服裝品牌及紡織業界實踐「去毒」承諾的進度；同時深化公眾對「時尚污染」問題的認知，
喚起更多品牌支持「無毒生產」。
透過名人宣傳效應、媒體推廣、舊衣再造工作坊等公眾活動，喚起香港公眾關注平價時尚加速過度
消費，致香港每年棄置 11 萬噸紡織物，足以鋪滿 25,000 個香港大球場。
東亞分部領導的全球專案，關注產品生產過程中有毒物質污染及能源消耗議題。去年主要集中資源
於實地調查、有毒物質分析及解決方案研究。專案預計於 2016 年下旬推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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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金屬

天津大爆炸

團隊
及
統籌

2015 年，東亞分部領導「為時尚去毒」全球專案，以推動更多服裝品牌及紡織企業承諾淘汰使用

臺灣

香港
韓國

中國大陸

8 月，天津一個化學品倉庫發生大爆炸，綠色和平第一時間組成緊急應變小組，前往調查，檢測水
質是否遭有毒的氰化鈉污染。隨後連串工作，要求相關單位防堵化學品管理漏洞及嚴格執法，杜絕
類似悲劇重現。

共 18 名專案主任及管理團隊（臺灣 3、香港 3、韓國 2、中國大陸 10），及其外勤工作交通與通訊、
日常統籌，與其他間接成本。

2,912,163

888,047

2,892,060

1,528,081

1,625,646

5,283,653
1,777,187
13,351,899

駐東亞分部的「為全球紡織業去毒」專案團隊成員、專案相關統籌工作及其他間接成本。

全球專案會議

在臺北舉辦綠色和平污染防治全球專案週年會議，來自世界各地的污染防治專案主任，共同策劃
2016 年專案計劃及制定長遠目標。

其他開支分擔

8,490,255

6,570,186

國際專案分擔

專案外展及
公眾推廣

NTD

外展及推廣團隊，負責喚起公眾關注環境污染議題、講解最新專案資訊、邀請公眾參與連署等，以
及相關外展宣傳物資。

分擔區域專案監督及統籌等相關開支。

5,256,696
869,679

11,923,609
6,468,4763

69,837,6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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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候及能源

疇，致力推動東亞地區減用煤炭等化石燃料，轉而發展再生能源及積極節能。此外，2015 年起，
東亞分部領導「煤與水資源」與「煤與空氣污染」兩個全球專案。

重點簡介

專案
韓國能源

臺灣能源
香港能源
守護大堡礁
煤與水資源
（全球）
煤與水資源
（中國大陸）

煤與空氣污染
（全球）
煤與空氣污染
（中國大陸 ）
煤化工及煤製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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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延續 2014 年的工作專案，呼籲臺灣資訊及通訊科技業界支持在當地發展再生能源；福斯汽車
（Volkswagen）爆出廢氣排放測試作弊醜聞後，問題車款在臺灣繼續銷售，我們隨即發起連串行動，
要求環保署擴大檢測範圍，保障公眾健康。
回應香港未來電力市場公眾諮詢，提出倡議節約能源及提升能源效益的具體政策建議；聯合國氣候
峰會在即，提出透過節能與發展再生能源達到「無核香港」的願景方案。
在香港與臺灣的連串行動及公眾活動，成功促使渣打銀行撤出澳洲昆士蘭內陸的大型煤礦計劃，辭
任計劃的首席財務顧問，避免加劇大堡礁的生態危機。
支援綠色和平各地辦公室啟動「煤與水資源」專案，突顯煤炭導致廢水排放、水資源短缺等環境問
題，可成為煤炭投資的關鍵障礙，並從政策層面推動限制煤炭使用。
調查發現，山西省因露天煤礦開採，導致土地退化及水資源短缺，調查結果被各大媒體和主要網站
刊載，喚起有關單位更關注未經審核的煤礦擴展問題。
提供燃煤污染的尖端分析、實地研究與數據圖像化等技術支援，以及空氣污染危機應變，協助綠色
和平在東亞、印度、東南亞、土耳其、南非和歐洲等地的辦公室推展「煤與空氣污染」專案。

與北京大學聯合發佈研究報告，揭示中國主要城市細懸浮微粒 PM2.5 空氣污染，影響公眾健康；
繼續每季獨立發佈中國城市的 PM2.5 排名。我們的工作得到中外媒體和公眾的廣泛關注，促使中
國政府要求空氣品質最差的多個城市必須減少煤炭消耗量。
與當地關注團體合力令新疆政府撤回決定，不會為擴張煤炭開採而削減卡拉麥里自然保護區範圍；
持續調查，揭露中國煤化工行業違規建設狀況。
與華北電力大學聯合發佈「中國煤電產能過剩與投資泡沫研究」報告，並揭露多個改造為「超低排
放」的燃煤電廠，實際排放表現並不穩定甚至仍然超標。

煤電廠
能源解決方案

國際氣候談判

團隊
及
統籌

拯救氣候危機是綠色和平的主要使命，氣候及能源專案仍是東亞分部投放最多資源的環保工作範

香港

中國大陸
韓國

國際專案分擔
專案外展及
公眾推廣
其他開支分擔

以江蘇省作為個案研究，證明現行電網有潛力接入高比例的再生能源；首次舉辦「太陽光能融資創
新訓練營」，協助業界了解與突破發展太陽能所遇到的融資及法律障礙，400 多名業界人士參與，
另有近萬人接受網路培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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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 17 名專案主任及管理團隊（香港 3、中國大陸 9、韓國 5），與其外勤工作交通和通訊、日常統
籌，以及其他間接成本。
駐東亞分部的煤炭全球專案團隊成員，與相關統籌工作和其他間接成本。

外展及推廣團隊，負責喚起公眾關注氣候變遷和能源議題、講解最新專案資訊、邀請公眾參與連署
等，以及相關外展宣傳物資。
分擔區域專案監督和統籌等相關開支。

NTD

14,338,456

3,075,341

2,076,039

1,188,893

1,484,765

738,038

3,029,707

4,602,283

1,507,429

1,807,580

3,472,593

11,427,176

2,887,300
19,109,426
6,780,687
2,881,417
18,417,495
8,387,728

107,212,3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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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食物安全

化學農藥檢測
（臺灣）
守護菜籃子
（中國大陸）

基因改造食品
水藻繁盛

團隊
及
統籌

的基因改造成分，並致力喚起公眾關注食物安全，從而提倡發展生態農業，與加強為食物安全
把關。

重點簡介

專案

畜牧業

去年，食物安全與永續發展農業專案主力在農田實地調查、抽樣檢驗蔬果的農藥殘留及食品中

臺灣

中國大陸

抽驗臺灣八大超市與量販店出售的蔬果，結果顯示近七成蔬果有農藥殘留，農藥超標、混合使用的
情況仍然嚴重；抽驗只是第一步，隨後評鑑其農藥管理政策，推動業界實踐「源頭管理、資訊透明、
食物安全」三重責任。
透過蔬果產地實地調查、全球定位追蹤和抽驗檢測農藥殘留等，推動主要蔬菜產地政府加強監管及
發展生態農業；「稻鴨共生」群眾募資專案的前期準備工作，包括實地調查及抽樣檢測等，呼籲民
眾助養鴨子，支持發展稻米生態農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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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TD
780,794

6,196,142

5,753,6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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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925

搜集中國畜牧業資料，以供研究是否有需要後續追蹤相關環境風險。

124,237

7 名專案主任和管理團隊（臺灣 1、中國大陸 6），與其外勤工作交通與通訊、日常統籌，以及其他
間接成本。

1,073,182
9,971,742

專案外展及
公眾推廣

外展及推廣團隊，負責喚起公眾關注食物安全及永續農業議題、講解最新專案資訊、邀請公眾參與
連署等，以及相關外展宣傳物資。

3,384,573

其他開支分擔

分擔區域專案監督及統籌等相關開支。

2,943,499

30,421,710

保護原始森林
專案

除了呼籲透過網路動員公眾參與守護全球三大熱帶雨林，2015 年，我們主力調查中國在剛果盆
地雨林非法伐木問題的角色，並致力保護中國的天然林。

重點簡介

NTD
2,763,377

非法木材貿易 —
中國與剛果盆地
雨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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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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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29,327

森林危機應變

監察其他外在森林危機。

中國天然林

團隊及統籌
（中國大陸）

5 名專案主任及管理團隊，其外勤工作交通與通訊、日常統籌，與其他間接成本。

51,150

7,773,736

專案外展及公眾推 外展及推廣團隊，負責喚起公眾關注保護原始森林議題、講解最新專案資訊、邀請公眾參與連署等，
廣
以及相關外展宣傳物資。

1,232,613

其他開支分擔

1,466,132

分擔區域專案監督及統籌等相關開支。

14,916,3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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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的工作重點是遏止過度捕撈和非法捕魚、推動消費者支持永續海鮮政策。2016 年，守護海

守護海洋

洋專案將繼續是東亞分部的焦點環境工作範疇。
重點簡介

專案

NTD

非法及過度捕撈
（臺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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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261,260

彩虹勇士號
「巡航太平洋」
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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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75,945

韓國是全球主要鮪魚捕撈國，也致力傳達「守護鮪魚」全球專案訊息，包括發佈網路報告與一系列
網路日誌，揭露鮪魚罐頭背後，漁船工人受虐待及剝削的苦況。

1,484,843

非法及過度捕撈
（韓國）

區域海洋專案發展 支援「守護鮪魚」全球專案的研究和調查，突顯全球遠洋漁業危機。

1,869,965

守護加灣鼠海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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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32,448

非法及過度捕撈
（西非與中國
大陸）

發佈「西非漁業資源之殤」報告，揭露中國遠洋漁業企業在西非違法違規及過度捕撈行為，並提出
政策建議，呼籲中國政府發展永續遠洋漁業。

1,714,940

全球專案會議

在臺北舉辦綠色和平海洋專案週年會議，來自世界各地的海洋專案主任，共同審視現有專案進展、
研究發展新專案並制定長遠專案策略。

1,332,336

團隊
及
統籌

臺灣

香港

中國大陸

6,057,757
共 9 名專案主任及管理團隊（臺灣 3、香港 2、中國大陸 2、韓國 2），其外勤工作交通與通訊、日
常統籌，以及其他間接成本。

韓國

4,582,507
3,961,380

專案外展及公眾推 外展及推廣團隊，負責喚起公眾關注守護海洋議題、講解最新專案資訊、邀請公眾參與連署等，以
廣
及相關外展宣傳物資。

其他開支分擔

1,892,279

分擔區域專案監督及統籌等相關開支。

13,907,770
4,560,712

52,834,142

其他環保工作
專案

重點簡介

其他環保工作

主要包括參加國際綠色和平舉辦的會議及培訓。

專案外展及
公眾推廣

外展及推廣團隊，負責喚起公眾關注環境議題、講解最新專案資訊、邀請公眾參與連署等，以及相
關外展宣傳物資。

其他開支分擔

分擔區域專案監督及統籌等相關開支。

NTD
458,998
3,010,884
723,760

4,193,6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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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源運用  環保專案支援支出
綠色和平的環境專案強而有力，背後有賴不同團隊努力不懈，為各環境專案提供專業

支援。這些團隊分別專責環保資訊傳播、媒體推廣、行動統籌、研究、調查及網路推
廣等。他們協助將各個環保專案呈現公眾眼前，成為焦點，讓公眾聆聽綠色和平的環
境工作。而我們的綠色金融和政策與公共事務團隊，則加強與金融業、政府官員及其
他相關人士溝通。

環保專案訊息傳播、媒體推廣及公眾資訊

簡介

職責
環保資訊媒體監察
數據分析
多媒體
訊息
傳播
及
公眾
資訊

臺灣
韓國
香港

中國大陸

四地辦公室每日監察在地與國際主要傳媒就環境議題的報導取向，適時調整對外傳訊及媒體推廣
的策略。

6 人團隊，深入分析媒體報導及社交平臺的相關內容與數據，解讀輿論走向，分析並改善訊息傳
播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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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香港、韓國及臺灣各設約 4-5 人團隊，主要職責包括：專責跨平臺的推廣策略，直接參與環境
專案的策略制訂及推展； 尋求合適的管道及機會，以宣傳綠色和平就不同環境問題的解決方案；
處理及回應媒體和公眾查詢，並與媒體及輿論領袖建立良好關係；支援受眾研究、訊息成效測試
及公眾教育活動策劃等。
共 10 名成員，職責同上，另包括東亞分部英文網站及中國大陸網站的日常管理。

全球專案傳訊統籌 參與釐訂全球專案的傳訊策略，並協調將專案相關素材應用於東亞分部，並發佈給國際夥伴。

NTD
2,484,978

9,818,383

7,848,601
5,332,372
8,511,123
5,348,307
17,594,038
2,338,448

支持者網路參與
專案

喚起支持者透過網路參與各主要環保專案，包括區域及全球專案，如守護北極和守護大堡礁專案；
各項在地專案，如香港的「守護加灣鼠海豚」專案、臺灣的「漁業黃牌警告」專案，與韓國的「煤
及空氣污染」專案等。

12,070,188

線上互動及
網路動員

透過電子郵件通訊、社交平臺、網站、智慧型手機等媒介，鼓勵四個地區辦公室的支持者與公眾，
加強直接參與推動綠色和平的環保工作。

5,812,790

支持者通訊

編制機構年報，以及三期季報《成果報告》等通訊刊物，向支持者匯報主要環保專案資訊。各設
香港、臺灣、韓國及英文共四個版本。

13,129,978

團隊發展

舉辦兩場創意培訓工作坊，共計培訓約 50 人，以加強策劃和推動環境工作的創意思考及想法整
合。

2,207,077

能力提升

尋求嶄新的社交網路數據搜集與分析工具、研究加快內容分析程序、改善社交網路與其他數位傳
播平臺，有助加強分析環境專案與訊息傳遞的成效。

7,592,914

100,089,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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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動統籌及志工動員
簡介

職責
訓練及器材管理
工作室暨倉庫
管理
區域行動及
外展統籌
行動
及
外展

臺灣

香港

定期的非暴力直接行動（NVDA）訓練、攀爬行動訓練等；添置和維護攀爬器材、行動工具及安全裝
備等，例如去年在韓國及臺灣購買行動橡皮艇；研究如何更有效使用現有器材和舊器材等。

4,557,874

四地工作室暨倉庫的租賃、管理及維護費用，以供存放器材、製作海報與其他大型行動道具。

5,539,343

統籌及監督跨辦公室或全球大型行動、東亞分部行動團隊發展等。
共 6 名行動統籌（香港及臺灣各 1 名、中國大陸及韓國各有 2 名），與 1 名駐香港的行動主管，
主要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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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志工動員及統籌
（臺灣）

NTD

1 名志工統籌，專責在臺灣招募、培育及聯絡志工。

765,207
1,014,184
4,156,917
3,832,398
3,933,786
1,092,011

24,891,720

調查及研究、綠色政策和企業
職責

調查及研究
能力提升
區域研究及
調查統籌
研究
及
調查

簡介

定期培訓，提升調查員在實地偵查、抽取樣本、網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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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統籌及監督跨辦公室或全球大型研究和偵查工作。

臺灣

共 8 名調查員（香港、臺灣及韓國各 1 名，中國大陸則 5 名）與 1 名駐北京的調查主管。他們的職
責主要為：
香港
• 計劃、統籌和執行各項研究及調查工作，包括實地偵查等，以協助環保專案搜集環境問題的證據，
以及解決方案的科學基礎；
中國大陸
• 開發創新的研究和調查管道，以及消息來源管理；
• 監察各地發生的大型環境事故，並評估是否需要做出緊急應變。
韓國

顧問—
政策與公共事務

團隊共 3 名專家，主要負責在中國大陸：
• 支援涉及向政府或聯合國轄下機構做政策倡議的環境專案；
• 與主要政界領袖、政府官員、研究機構及非政府組織保持溝通聯繫；
• 監察官方發佈的環境影響評估報告，尋求有助倡議環境政策改變的機會。

顧問 —
綠色金融及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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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TD
4,592,368

851,381
1,194,507
790,265
10,520,378
1,172,277

6,113,860

10,522,785

35,757,8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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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球最大的威脅，
就是你相信別人
會去拯救它。
極地探險家與環保人士

綠色和平對您的
10 個承諾
01

我們的目標，是確保地球具有孕育多樣生命的能
力。運用船艦、見證環境危機，並以直接行動帶
來正向改變，是 45 年來不變的使命！

02

為保持獨立與公正，我們絕不接受來自政府或企

業的贊助。所有資源都來自許多熱心個人，因為
共享環境理念，一同推動環保、和平的未來。

羅伯史旺
Robert Swan

03

在全球，我們的首要任務，是應對氣候變遷挑
戰。並因應在地的實際情況，調整環境工作的先
後。

04

我們以調查、記錄、揭露、行動與遊說（IDEAL），
專業堅定的推動環境工作。

05

「公眾力量」是我們成功的公開祕訣！公眾的行
動、發聲、資助，能讓環境專案發揮最大效益，

要求跨國企業、政府，為生態與環境做正確的事。

© Greenpeace / Richard Smith

06

國際綠色和平已簽署「國際非政府組織問責規
章 」（INGO Accountability Charter）， 力 行 資

訊公開及建立問責機制，接受會員、公眾及監管
機構的監督。

07

08

7月

環境紀錄片影展暨映後座談

10 月

開放辦公室參觀日

09

11 月

會員專屬淨山與淨灘活動

10

臺北、臺中與高雄

臺北與高雄

告皆經衛服部與各大行政機關審核並公開，您可
以清楚了解捐款用途。

會員專屬活動，敬請期待！

臺北與高雄

遵守《公益勸募條例》規範，勸募計劃與財務報

我們的募款人員都經過嚴謹的訓練與監督，遵循

明確的內部政策與募款原則。我們並不完美，但
時時關注如何改進，做得更好！

我們尊重並保障您的個人隱私資料，制定「隱私
保護政策」，確保您的資料只用於綠色和平專案

資訊、推廣、行動呼籲，與處理捐款程序等用途。
我們會透過專案講座、會員活動，詳盡的年報與

季刊，以及電話、簡訊、郵寄或電子郵件等方式，
向您清楚呈現專案工作的進度。

使用再生紙及大豆油墨印刷

綠色和平在臺灣

10045 臺北市中正區重慶南路一段 109 號
40348 臺中市西區五權西四街 57 號 3 樓
80756 高雄市三民區承德街 22 號
+886 (2) 2321-2798
donor.services.tw@greenpeace.org
greenpeace.org.tw
www.facebook.com/greenpeace.org.tw

# 愛海洋我行動

greenpeace.org.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