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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的支持	
成就改變的力量

全球350萬支持者，促成
70 個 國 家，不 同 程 度 支
持「全 球 海洋 聯盟 」，目
標在2030年前保護至少
30%海洋。

綠 色 和 平東 亞 分 部 長 期
為減緩氣候危機倡議，中
國、韓國、日本終於宣布
將分別於2050和2060年
達到淨零碳排的目標，推
進全球落實氣候行動。

串連近120萬支持者，共
同 推 動 歐 盟 國 會 決 議 為 

「 森 林 與 生 態 系 統 風 險
商品」制定更強而有力的
法規。

臺 灣 零 售 通 路企 業 於 減
塑運動上，無論是創新或
目標都有了重要進展。

泰國發 起 群眾募資，為7
間 在 地 醫 院 安 裝 太 陽 能
光電系統，獲得廣大公眾
力量支持，並達成目標。

韓 國 其 中 一 間 最 大 的 連
鎖超市「樂天」承諾2025
年 將 一次 性 塑 膠 包 裝 用
量 減 半，帶 動 業 界 落 實 
減塑。

綠 色 和 平東 亞 分 部 與 東
南 亞 分 部 及 歐 洲 辦 公 室
合作，進行區域塑膠垃圾
進出口調查，成功推動香
港修改法規。

在 綠 色 和 平 非 洲 辦 公 室
與當地社區的倡議下，成
功 促 使 塞 內 加 爾 政 府 拒
絕為52艘 工 業漁 船 發出
捕撈許可證。

見 證 美 國、西 班 牙、德
國、法國、丹 麥等國家，
逐 步 淘 汰 高 碳 排 的 化 石
燃料，終結骯髒能源。

天地之大，	
您我仍為保護地球	
而團結凝聚！
2020年疫情席捲全球，迫使我們接受新的生活方式，也顯
示人類的脆弱，然而，這場危機也凸顯了可改變，也必須
改變的事。在嚴峻環境下，您我得以為解除危機而突破侷
限，更激發出減緩氣候緊急的可行方案。

感謝有您同行，綠色和平100%獨立運作，不接受政府與
企業贊助，全仰賴如您一般的公眾支持。更重要的，您的
付出造就前進的力量，一同為地球與未來世代發聲，成就
更好的家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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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禁 止 核 武 條 約 》 於
2021年1月22日正式 生
效，而這一年正好是綠色
和平50歲。1971年，綠色
和平首次行動，搭著小船
阻 止 於 美 國 阿 拉 斯 加 安
奇卡島的核武試爆，也成
為50 年來全 球 環 境工作
的序幕。

© Bernd Lauter / Greenpeace

綠色和平辦公室位置



共同面對	
就能看見希望

04	｜ 組織分享 綠色和平	｜ 臺灣2020年報	｜ 05	

相信您也和我一樣面臨新冠肺炎的考
驗。雖然過去我們也曾經克服不同的
困難，但這次不一樣，疫情大大地改
變了我們的生活模式，而綠色和平也
同樣受到影響。有鑑於長期應對世界
各種變化的經驗，即使疫情在全球擴
散之時，綠色和平必須保護同仁並限
制活動，但仍持續以創意的方式推動
政府與企業，為環境帶來改變。

綠色和平東亞分部始終堅持實踐環
境治理、問責機制以及財務透明的
原則，而這也是董事會投注時間和力
量的重要責任。我們檢視整體工作的
優先排序，同時為管理團隊提供策略	
指引。

綠色和平在東亞區域擁有極大影響
力，號召社群、社會、企業及政府尋
求解決方案。我們的任務就是因應氣
候危機的急迫性和嚴重度，推動各界
加速轉型，以減緩這迫在眉睫的全球
挑戰。縱使面對嚴峻疫情，我們環境

倡議的工作依然獲得成果，包括東亞
政府宣布淨零碳排承諾、全球各國與
區域制定綠色復甦計畫，都是為對抗
氣候緊急、無化石燃料的未來，向前
邁進的一大步。

疫情期間，人類也展現了獨特的創造
力，雖然無法在現實中相聚，仍藉由
團結的力量共度難關。在氣候與病毒
的雙重考驗中，顯示了我們和地球緊
密連結，而且能夠確定的是，我們必
須共同面對，才能看見希望。

Santosh Pai 
律師／綠色和平東亞分部董事會主席

2020年新冠疫情大流行，是全球公
眾共同面臨的危機。在臺灣，我們一
起經歷了考驗，嶄新的未來似乎指日
可期。然而疫情之外，氣候危機仍需
要您我關注，並及時做出改變。

這場全球公衛危機，迫使您我正視：
失 去地 球 與全 人 類 的 健 康，是 您 我
無法承受的代價。同時，這樣的迫切
感，必須延伸至應對氣候危機及各種
環境災難之上。重拾仰賴化石燃料經
濟、維持現行商業模式，將使宜居家
園難以存續。

面對疫情下「封城」等限制，全球綠
色和平團隊堅守崗位，並善用區域力
量，互相補位，在遵守防疫措施及情
況許可下，持續揭露環境實證、採取
行動。我們也與時並進調整工作模
式，將各種研究發布、公眾活動遷至
網路平臺，善用科技兌現環保承諾，
並保持溝通與連繫，使環境工作仍能
如常。

過去一年，您我共同締造豐碩的成
果：在東亞，中日韓三國相繼訂下「碳
中和」目標；與青年氣候行動者攜手
推廣環境教育，令「氣候緊急」訊息
進入大眾視野，更與跨界專家團隊合
作，提倡低碳發展、減少化石燃料需
求的替代方案。

能源轉型之外，減塑專案同樣有所進
展：越來越多企業及零售商願意負起
社會責任，包括作出具體減塑承諾、
嘗試無包裝營運模式，部份政策也朝
正確方向邁進。

要避免世界陷入另一險境，最佳解方
即是化危機為轉機，全球同步應對
氣候危機，直視結構性的缺失，建構
嶄新的秩序，確保復甦後的「綠色經
濟」以人與環境和諧共生為本，攜手
邁向永續、平等的未來。

經歷疫情煎熬，相信您我變得更堅
強、團結、睿智，一同應對全球危機。	
想像更美好的世界，並非白日作夢，	
唯有勇於期待，我們才能讓夢想成
真。

施鵬翔 
綠色和平東亞分部執行總監

勇於期待	
才能讓夢想成真



2020年，病疫險峻，全球環境亟待守護，極端氣候事件頻發，森林大
火四起，海洋資源面臨耗竭，塑膠與化石燃料污染讓人痛心。但在您
與全球公眾共同努力之下，仍然締造許多意義深遠的環境里程碑。

謝謝您選擇堅毅同行，讓一整年的全球與臺灣專案進度各有收獲，
以下為您回報專案進度：

全球氣候行動／臺灣能源轉型／守護海洋／源頭減塑／拯救森林

逆風前行	
堅守您我	
摯愛的家園

© Greenpe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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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極端氣候災害仍持續發生，
森林大火、熱浪乾旱、強 颱水患，造
成難以估計的損失。即使局勢嚴峻，
綠 色 和平堅守崗位與您 及全 球公民
共同倡議，阻止暖化加劇。

減緩全球氣候危機		
您我同心成就永續未來

綠色和平研究團隊於2020年9月前往北極進行海冰調查，見證融化程度為有紀錄以來第二低，無疑是暖化警訊。

發展再生能源，促進能源轉型

因為有您的力量，綠色和平得以推動多方負起環境責任，
使再生能源日益取代化石燃料。泰國辦公室發起「太陽能
改革計畫」，成功為7間醫院、1所職業學院完成安裝太陽
能系統，並計劃再為6所學院發電，下一步有望促成百萬戶
家庭、8千家醫院、3萬所學校安裝太陽能系統。北京辦公
室長時間向關鍵科技產業提倡100%轉用再生能源，發布
報告與舉行閉門會議，終獲秦淮數據集團承諾於2030年
達到淨零排放，並投資至少2GW再生能源。謝謝您在環境
艱難的時刻，仍堅定與地球站在一起，共同成就乾淨宜居
的家園。

氣候正義帶動經濟綠趨勢

感謝有您為正義發聲，2020年迎來好消息！經過多年倡
議，菲律賓眾議院通過《氣候緊急宣言》，直指海內外碳
排大戶應為氣候變遷負責，並投資發展再生能源。俄羅斯
北極圈於5月發生2萬噸柴油外洩污染事故，綠色和平與當
地媒體進行調查、集結公眾力量，成功促使肇事企業判罰
1,460億盧布，並推動總統普丁修改環境法案。法國辦公
室聯合在地組織狀告政府未因應氣候危機採取行動，獲巴
黎行政法院裁定勝訴，成為氣候正義的里程碑！而國際經
濟趨勢方面，北京辦公室釋出《光伏產業創新趨勢》分析
投資前景，首爾辦公室則發布碳關稅報告，為企業制訂淨
零排放目標提供重要依據。

各國政府承諾淨零排放目標

隨著全球多國陸續宣布2050年或更早達到淨零排放目
標，綠色和平東亞分部長期積極推動當局制定氣候政策，
透過發布研究報告、提供減碳路徑、行動倡議、媒體與線
上串聯提高公眾意識，中國、韓國與日本終於在2020年
10月與11月宣示，分別將於2050年和2060年達到淨零排
放，並帶動在地能源系統與企業供應鏈配合改變。

淘汰高碳排、高污染的化石燃料

終結化石燃料以降低碳排放，已是全球趨勢。在您的託付
之下，過去一年獲得令人振奮的勝利：西班牙關閉兩座大
型燃煤電廠，並計劃在2025年全面淘汰煤炭；成功促使美
國能源企業中止興建大西洋海岸輸油管線；馬來西亞聯昌
國際銀行（CIMB）將在2040年退出所有煤炭投資，並從
2021年起不再接受燃煤相關融資計畫；歷經多年溝通與
海上行動，丹麥政府終於宣布：不再發出於北海油氣田的
勘探和開採許可。

2020年8月韓國遭逢連日豪大雨，造成嚴重水患，綠色和平記錄極端天氣事件實
況，向政府與企業要求制定氣候政策，成功推動韓國宣布2050年達淨零碳排的	
目標。

© Roengchai Kongmuang / Greenpeace © Sungwoo Lee / Greenpeace

綠色和平泰國辦公室透過群眾募資，為7所醫院完成安裝太陽能光電系統，為能源
轉型躍進一步。

感謝有您持續地支持與推動，見證各國逐漸正視氣候危
機，並成就許多重大改變。根據聯合國政府間氣候變遷專
門委員會的建議，全球必須在2030年減少45%碳排放，
並於2050年達到淨零排放。期待與您同心努力，繼續為全
民及下一代爭取宜居家園，看見平安與希望。

© Daniella Zalcman / Greenpe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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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電大戶拚經濟也應拚未來

臺灣的碳排放有30%以上來自用電大戶的火力發電耗用，
用電大戶應負起更多環境責任。綠色和平透過公眾連署、
倡議行動、媒體傳播、數據揭露，致力要求經濟部加強規
管用電大戶，制定政策提高轉用再生能源的義務。

綠色和平盤點用電大戶裝置屋頂型太陽光電的潛力，揭露
臺灣4大傳產集團目前屋頂總安裝比例僅約15.4%。您的
氣候權益不應被忽視，綠色和平團隊於11月帶著9,446名
公眾連署，向經濟部遞交公民告知書，更在2021年2月正
式提出臺灣首例氣候訴訟，與您一起要求政府與企業落實
減碳，加速能源轉型。

邀集中小企業購買綠電

將傳統化石能源轉用永續再生能源，除了環保需求也是追
上眾多國際品牌的淨零排放目標，以維持臺灣外銷競爭
力。綠色和平發起RE10X10氣候倡議，於2020年10月舉辦
論壇，邀集66家中小企業與售電業者參與，交流經驗並提
供購買綠電途徑。在您的期許之下，截至12月已有16間中
小企業簽署加入，承諾於2025年達成總用電量10%轉為
再生能源，並邁向2050年使用100%再生能源。

宣布氣候緊急狀態

氣候變遷如何衝擊臺灣？綠色和平於8月發布《全球暖化
下臺灣海平面上升和暴潮衝擊分析》報告，分析未來30年
的氣候風險，並在9月開始實地追蹤臺灣近海珊瑚白化現
況，更於國際綠色和平發表，獲多家媒體關注。

經過數個月向各縣市政府溝通與說明，截至2021年5月，
臺灣4個縣市加入全球趨勢宣布「氣候緊急狀態」，新北
市、臺東縣、臺南市和臺中市依各自環境特性，分別承諾
2030年減碳30%、保護海洋生態、大幅增設太陽光電等
目標。綠色和平將持續與您監督各級政府，檢視執行進
度，同時推動其他縣市加入行列，並積極要求中央規劃
2050年淨零排放目標。

啟動氣候與環境教育

如您我一般的公民都有力量督促政府與企業，改善氣候	
危機。綠色和平透過在影音平臺增設「Green Voice」以及 

「綠青出動」Podcast系列節目，與大眾建立環保觀念，
同時回應您重視教育的心聲，長期與校園合作，舉 辦 講
座、工作坊、夏令營等課程，更深入向全臺超過千位教師調
查各地區環境教育資源與現況，為2021年推出的氣候變遷
教育專案作參考，協助下一代共同守護您我的未來。

推動臺灣能源轉型	
打造減碳家園

2020年10月29日，綠色和平舉辦「RE10X10中小企業購綠電論壇」，當日有14
間中小企業簽署《RE10X10氣候宣言》，承諾在2025年前將10%用電轉為再生	
能源。

減緩氣候變遷是綠色和平在全球共同推行的重
點工作，過去一年，與您齊心督促臺灣政府與企
業制定減碳政策、跟進國際趨勢落實綠色供應
鏈目標，並為下一代提供更完善的氣候教育。

© Greenpeace

© Yves Chiu / Greenpeace

綠色和平於2020年夏季開始，前往墾丁、綠島、蘭嶼、小琉球等地記錄珊瑚白化及復原情況，見證氣候變遷危及海洋的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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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 袤 無 垠 的 蔚 藍 海 洋，因 人 為 所 致 的 種 種 威
脅，逐漸失去生物多樣性。在這關鍵時刻，感謝
有如您一般的廣大公眾，堅定推動《全球海洋
公約》，讓大海重新恢復盎然生機。

200萬眾志成城 
擋下亞馬遜珊瑚礁鑽油計畫

綠色和平自2017年起研究記錄亞馬遜河出海口珊瑚礁生
態，發現此處為多種鯨魚生活、育幼的重要場所，更孕育
稀有的珊瑚礁生物，卻因豐富的石油資源，遭到法國道達
爾石油公司（Total）覬覦。藉由發起多項行動，號召全球
200萬人加入連署，表達保護海洋與珊瑚礁的決心，促使
巴西環境部門駁回鑽油許可申請，在群眾壓力下Total終
於宣布放棄亞馬遜珊瑚礁鑽油計畫！

促成南極海洋保護區

工業捕撈南極磷蝦，與企鵝、藍鯨等物種爭食，使南極生
態系統備受考驗。所幸有您的發聲，綠色和平等環保團體
聯同磷蝦捕撈業，於2020年12月延續兩年前達成的南極
保護協議，將南極半島北部希望灣一帶約4,500平方公里
海域定為全年禁捕區，在守護企鵝棲息地之餘，向全球政
府明確表示：拯救海洋，刻不容緩！

擋下52艘工業漁船捕撈許可

公眾力量終能推動政府做出友善環境的決策！經由綠色和
平與塞內加爾當地團體數十年的倡議，漁業部長於2020
年6月8日拒絕了52艘新型工業捕魚船的許可申請。政府
與民間團體聯手合作，成功阻止跨國遠洋漁業掠奪海洋資
源。綠色和平將持續督促當地政府確實監管工業捕撈，守
護海洋生物多樣性。

您與全球350萬海洋守護者 
推動訂定《全球海洋公約》

過去十年，綠色和平透過參與國際會議，向全球政府倡議
通過《全球海洋公約》，並於2020年4月，完成為期一年，
從北極到南極、跨越大西洋7個研究站點的「守護海洋之
旅」，揭露過度漁撈、廢棄物污染、海水暖化及酸化，已成
為迫切的海洋危機。更邀請到奧斯卡影后瑪莉詠柯蒂亞、
演員雪琳伍德利等名人見證航程，以及影帝哈維爾巴登於
聯合國周邊會議演說。

凝聚全球350萬公眾連署，截至2021年3月，您我成功推
動70個國家政府以不同程度支持2030年保護至少30%海
洋的目標，聯合國永續海洋經濟高級別小組14個成員國承
諾2020年12月至2025年，以永續方式管理其100%的水
域。截至1月更有超過45個國家地區加入跨政府組織「自
然與人類雄心聯盟」，與綠色和平力倡「2030年前保護至
少30%海洋」之國際目標。

2021年船艦團隊已前往印度洋與太平洋展開下一階段的
考察與研究，為聯合國重啟《全球海洋公約》協商會議作最
後衝刺。期待有您繼續與綠色和平同行，守護湛藍大海生
生不息！

關鍵時刻感謝有您	
為湛藍大海發聲

© Abbie Trayler-Smith / Greenpeace© Greenpeace / Taishi Takahashi

綠色和平科學研究團隊正
在採集南極的海水進行
eDNA監測，藉此了解南極
海域的生物多樣性。

凝聚全球350萬公眾力量，
截至20 21年3月，已有70
個國家政府以不同程度支
持《全球海洋公約》達到
2030年保護至少30%海洋
的目標。

© Paul Hilton / Greenpeace

綠色和平船艦來到澳洲昆士蘭南部海域，隨團攝影師拍下座頭鯨躍出水面的一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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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遠洋漁業實力在全球名列前茅，有能力在
永 續 發展 的 原 則 上 更 進 一 步，為 減 緩 氣候 危
機、守護海洋負起責任。

和您並肩行動	
邁向臺灣	永續漁業

轉型為永續遠洋漁業，終止過度捕撈

2010年，綠色和平在臺灣設立辦公室的第一個重點專案，
即是遠洋漁業。感謝有您作為後盾至今，10年來持續不懈
地與漁業署、水產業者溝通，於2016年成功推動政府大幅
修改漁業三法，向終止過度捕撈的願景，邁進一步。

臺灣、東南亞、美國聯手調查海上真相

在您堅定的支持下，綠色和平臺北、東南亞、美國三地辦
公室通力合作進行調查與倡議，推動永續漁業，與大海共
生共榮。

2020年3月，綠色和平發布研究調查報告《公諸漁事：血
汗海鮮如何流入市場》，揭露強迫勞動與非法漁業經常並
行，年營收高達450億臺幣的臺灣本土企業「豐群水產」，
甚至與疑似非法作業或強迫勞動的漁船有漁獲交易！

為杜絕血汗海鮮，跨國團隊多管齊下，從外籍漁工與仲
介、船東與水產業者、消費市場三個面向實地追查真相，
揭露兩艘臺灣籍遠洋漁船，疑似涉及割鰭棄身、非法轉
載，以及強迫勞動等非法行為。

美東時間2020年9月，美國勞動部首次將臺灣漁獲列入強
迫勞動清單，引發國內外媒體高度關注，未來更可能衝擊
經濟，必須立即改變。11月19日，綠色和平與全球來自臺
灣、印尼、澳洲、韓國和美國等地的34個國際NGO發布聯
合聲明，並正式發函至行政院、勞動部及農委會漁業署，
力求政府改善強迫勞動的問題。

綠色和平將持續與您一同推動漁業署及豐群水產落實規
管，為守護海洋生態與漁工權益，發出正義之聲。

實境展與快閃店，揭開遠洋漁工血汗真相

改變遠洋漁業的結構性問題，需要您與更多大眾的參與！

2020年8月和9月，綠色和平先後於臺北、高雄，舉辦「魚
取漁囚」特展，讓民眾了解外籍遠洋漁工的血淚處境，並
邀請長期捍衛勞工權益的李麗華女士，與作家林立青分享
臺灣遠洋漁業勞工的問題。

12月10日，更連續三天於豐群水產總部所在的高雄，設立	
「全球最大鮪」快閃店，在巨蛋前廣場向民眾介紹豐群水
產曾與疑似涉及強迫勞動的漁船交易，邀請與會的800位
民眾一同督促要求改變。

下一步，臺灣海洋保護區

臺灣沿近海漁業與資源正面臨危機，綠色和平於2021年2
月釋出《刻不容緩，推動臺灣海洋保護區30x30》報告揭
露現況，並與中央研究院生物多樣性研究中心前主任邵廣
昭，共同向政府倡議擴大海洋保護區，於2030年前保護
30%的海洋，解決臺灣海洋資源逐漸耗盡的困境。

感謝有您一同逆風航行，齊心為下一代守護海洋豐饒，世
代永存。

2020年8月，綠色和平於臺
北華山園區舉辦「魚取漁
囚」特展，以實境體驗與影
片呈現外籍遠洋漁工的船
上處境，並邀請長期關注、
捍衛漁工權益的李麗華女
士與作家林立青，分享臺灣
遠洋漁業的問題。

2 0 2 0年12月10日，綠色
和平連續三天於豐群水
產總部所在的高雄，設立	
「全球最大鮪」快閃店，
邀請大眾一同督促豐群加
強管理，以避免販售血汗
海鮮。

© Greenpeace

© Greenpeace

© Greenpeace

臺灣四面環海，擁有絕美海景與豐富海洋資源，然而在數十年來的工業化捕撈下，海洋生態已岌岌可危，需要您我及時守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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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學童與青少年設計減塑教材

針對6歲以下、6歲至12歲、12歲以上的
青年，綠色和平整理出減塑教學計畫、
遊戲與教材，免費提供給老師與家長，
共370人索取，將減塑知識與行動分享
給約29,020人。

聯合在地團體督促環保署減塑

綠色和平與多個公民團體攜手，公開指
出飲料杯年增5億個，呼籲環保署擴大
減量措施，盡快落實減塑時程表。

北京政府發布「無廢城市」計畫，加
強對一次性塑膠產品的管理，推動綠
色快遞包裝。11月宣布：2025年前，
推行至少1000萬個可重複使用的快
遞包裝。

韓國樂天超市承諾於2025年前將一
次性塑膠包裝使用量減半。

韓國超市E-mart宣布：在2間分店試
辦「無包裝銷售模式」，同時計劃將
模式擴大至其他門市。

香港百佳超市承諾將裸賣蔬果區拓
展至50間分店、加入個人清潔用品
填裝櫃，並為自備容器的顧客提高	
優惠。

香港百佳和惠康超市分別公布進一步
的減塑承諾。

針對統一超商的倡議行動

臺灣人都熟悉的統一超商，製造一次性塑膠的速度
與廣度極大，更有能力與資源帶頭減塑，而選為重
點倡議對象。

／5月
開始與成大環工研究團隊合作，調查統一超商、全
聯北高門市製造塑膠垃圾的數量及回收情形。

／7月
發起連署，超過25,000位民眾支持。

／9月
行動志工於統一超商分店外設置3座裝滿塑膠垃圾
的冰箱，顯示該企業對減塑責任毫無作為。

／10月
統一超商承諾預計在2021年中公布減塑的中、長
期計畫，盤點自有品牌商品與營運階段的塑膠包材
使用量，評估在CITY CAFE施行租借杯模式。

前往統一獅主場棒球賽，拉起「統一超減塑也要全
壘打」布條，為最新公布的減塑承諾打氣。

解決塑膠污染危機	
您我一同推動的	
減塑里程碑

5-10月

5月

4月 5月 6月 9月 2021年2月

零售通路企業 
第二次評比

延續2019年的超市減塑評比，2020年綠色和平進
行減塑進度驗收，依舊全都不及格，更揭發三大問
題向各企業施壓。

10月
邀集產官學研的減塑論壇

邀集了連鎖零售通路、連鎖咖啡店、外送平臺及品牌業者參
與，由海內外業者分享重複使用的案例、永續顧問分析投資
趨勢、學者分析產業鏈在各階段的塑膠污染現況，望促成未
來多方合作與交流。

檢討限塑政策效率

與衛環委員會合作監督環保署政策規劃與執行成效，召開
記者會揭露臺灣在過去限塑10年間，一次性塑膠用量增加了
22.8%，並提出實質建議。

11月
召集志工為花蓮淨山

趁著二二八連假，綠色和平與30名攀爬隊與水隊志工，
前往花蓮壽豐鄉鹽寮村淨山，以繩索垂降清出上百公斤
山林與溪面垃圾。

東亞分部其他辦公室的	
減塑專案成果

綠色和平於2020年11月舉辦減塑論壇，邀集產官學研共同探討可行方
案，推進臺灣落實減塑。

© Greenpeace

2月

© Greenpeace

綠色和平於2020年11月，在臺南設置無塑示範店，更邀請小朋友擔任
一日小小店長，向民眾解說如何減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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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 一 超商 製 造 塑 膠 垃 圾 實力
強大，減塑卻落人後

從7月開始，我們把力量聚焦在統
一超商，計算出他們一 年 產 生 至 少
3,394公噸鮮食塑膠外盒、超過3億
個飲料杯。在強力倡議與施壓下，很
快獲得回應「2030年前減少10%自有
品牌塑膠容器包裝」的目標，但這計
畫實在不符其市占實力及製造污染的
速度。

我們行動倡議、積極溝通，同時提供
讓環境更好的構想和方案，包括租
借杯和重複使用的模式，鼓勵業者嘗
試。

延續2019年我們為臺灣九大零售通
路企業進行的減塑表現評比，2020
年再次檢視改善進程，在10月公布調
查結果的前夕，統一超商提出承諾，
將以淘汰一次性塑膠為目標，預計在
2021年中公布減塑的中長期計畫，盤
點整體塑膠包材使用量，並評估施行
租借杯模式。

2021年4月，統一超商宣布將逐年減
少10%一次性塑膠使用量，在2050年
達到100%零塑膠，並響應「公司治理
3.0	 ─	 永續發展藍圖」，成立減塑專
案小組。除了已在臺南3間分店試行
的租借杯計劃，同時增加雙北18間分
店實施循環包裝回收站服務。

限塑多年， 
塑膠垃圾減少了嗎？

2017年至今，越來越多政府單位如海
保署與漁業署加入討論平臺，聽取環
保團體的建議評估執行規劃。2020
年，包括綠色和平在內，有近10個團
體另外成立合作小組，定期與廢管處
針對源頭減量進行討論會議，並檢視
改善方向。

2020年初，我們透過訪查分析發現，
生活中的一次性塑膠袋、免洗餐具、
餐盒容器等製品，在過去十年間使
用量增加約兩成！有許多場所仍可取
得大量免費塑膠，遺漏在減塑政策
之外。在將數據交付環保署後，很快
便獲得回應，表示將著手統計各大場
所的塑膠增加用量，並盡快調整政策	
方向。

減塑守護環境、保障健康

為回應您對食安的擔憂，綠色和平針
對飲食中的微塑膠研究進行分析，
揭露有高達95%的魚隻體內發現微
塑膠，而每位臺灣民眾平均每年吃下
1.63萬個微塑膠，受到廣大媒體和社
群報導，督促政府加快限塑時程。

感謝您持續地支持，使減塑政策逐
步前進。期待在不久的將來，零售通
路、小吃店、飲料店、市場都能開始
從源頭減少塑膠用量，真正解決塑膠
污染的危機，讓臺灣的海洋與自然環
境獲得喘息。

在超商超市賣場可見的商品，幾乎都
用塑膠淋膜或容器包裝，產生大量塑
膠垃圾。零售通路企業應帶頭改變，
邁向臺灣的減塑之路。

減塑不僅是綠色和平的目標，更是您
和許多民眾的心聲。2020年初，藉由
近5,000公眾表達期望的明信片，開
啟與各零售商對話，以《企業淘汰一
次性塑膠指南》向業者講解如何進行
塑膠包裝盤點，制定減塑計畫。

楊令衠
綠色和平超市減塑專案	
負責人

唐安
綠色和平減塑政策專案
負責人

透 過公民力量，2017年臺灣首次由
政 府與綠 色 和平 在內的民間團體合
作，治理海洋廢棄物污染，同時宣示
在2030年全面禁用四種一次性塑膠
的決心，然而執行成效仍需您我共同 
監督。

200,227

198

15 名人

篇

公眾

邀請到15組名人體驗、推廣無塑購物
模式

2020年綠色和平減塑專案所揭露的
資訊，共獲得198篇媒體報導。

2020年共有超過20萬公眾連署支持

民間攜手監督政策目標落實

限塑範圍必須擴大，而您與廣大公眾
的聲音即是推動的力量！綠色和平進
行民調和連署，有八成以上民眾表示
支持臺灣應更早禁塑。我們召開記者
會公布民調結果，獲得許多民眾與媒
體關注，更有立委把減塑的訴求帶到
質詢平臺上。同時，我們與多個環保
團體聯合呼籲環保署盡快調整現行
辦法，特別是已經多年沒有具體成效
的一次性飲料杯減量政策。

經過公民團體、環保署、立法院衛環
委員會多次的協商討論，終於，環保
署承諾將在2021年修改飲料杯減量
辦法，召開公聽會與企業溝通。

公眾表達心聲，一起推動改變

很多民眾會留言支持、寫信表達減塑
的期待，甚至向業者倡議，您和公眾
的聲音都成為綠色和平堅定推動的
動力。我們樂見業者嘗試調整銷售模
式，除了統一超商，您我見證了全家
便利商店也於2021年1月開始在101
大樓門市推出循環便當，更在4月宣
布桃園市府店作為循環容器示範店，
提供租借循環杯服務及循環便當，預
計3個月內擴充服務至5家門市，未來
持續擴大至更多分店甚至全臺。

2021年希望與您再下一城，讓企業看
到眾人的期盼，勇敢地打開無塑臺灣
之門，期待在您我生活中有更多無塑
的選項。

與您要求零售業	
勇於改變	落實減塑

您我共同督促	
有效限塑政策

!
《2020年臺灣零售通路企業減	
塑評比報告》，揭露各大超商
超市及賣場使用塑膠包裝的	
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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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您同行	
為地球	
留下珍貴林蔭

全球森林守護者，向企業與政府問責 

2020年，亞馬遜生態群系創下12年來最嚴重的林火紀錄，上千物種命喪火窟，
當地原住民也面臨生存危機。

綠色和平於2021年發布最新報告，揭露潘塔納爾濕地內15間牧場涉及毀林行
為，這些牧場是知名巴西肉品企業JBS、Marfrig和Minerva近年來的主要供應
商，毀林肉品更經由麥當勞、漢堡王、雀巢、家樂福等業者流入市場，販賣給不
知情的消費者。

有鑑於工業化肉品是全球毀林的最大主因，綠色和平召集近120萬名公眾參與
歐盟公眾諮詢，成功推動歐盟承諾立法，拒絕侵害森林生態與人權的商品流入
市場。廣大群眾對森林的重視，更促使法國、奧地利、愛爾蘭等國政府針對「歐
盟—南方共同市場貿易協定」，提出異議與反對意見，擋下協定，為亞馬遜雨林
爭取生機。

響應守護森林行動，臺灣演員袁艾菲接受邀請，為綠色和平製作的動畫短片擔
任中文配音，一同呼籲廣大公眾日常生活中以少肉食、關注森林議題等方式，
保護亞馬遜生態，影片與貼文觸及近50萬群眾。

新冠肺炎疫情期間，巴西辦公室則與16個在地團體合作，即時發起「緊急之翼
計畫」，5個月內運送63噸醫療與生活用品，共約16萬名原住民受惠。更以科技
協助卡里普納原住民進行土地監測，截至2020年7月的1年期間，該領地的砍伐
面積比去年同期減少了49.1%，效果顯著！2021年初巴西疫情再惡化，綠色和
平重啟緊急之翼行動，載運氧氣瓶與21,000支疫苗，為23個原住民部落進行預
防接種。

巴西

© Marcos Amend / Greenpeace

2020年至2021年新冠疫情期間，綠色和平啟動「緊急之翼行動」，協助運送醫療與生活用品至當地部落。

綠色和平召集近120萬名公眾參與歐盟公眾諮詢，並
提交文件給布魯塞爾歐盟執委會。

2020年，氣候變遷加劇的高溫與熱浪、商人牟求利益而毀
林，使全球多處森林陷入火海。

在您的託付下，綠色和平與全球 森林守護者更積極向政
府、企業倡議，正視迫在眉睫的氣候危機，成功推動全球
投資機構撤資煤炭業，歐盟承諾立法終止涉及毀林的商業
行為。

亞馬遜生態群系的人為毀林

亞馬遜森林逾110萬公頃遭焚
毀，損失6.26億棵樹，釋放超
過8.13億噸溫室氣體。

全球最大的潘塔納爾濕地焚燒
面積超過300萬公頃（約1個臺
灣大小）。

!

© Daniel Beltrá / Greenpeace

森林覆蓋全球三分之一的陸地表面，與您我的生活密不可分，不僅供應上億人們生計來源，更是陸地上最大的碳儲存庫，緊密地維繫環境與氣候的穩定。

© Johanna de Tessières / Greenpe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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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rnan Perez Aguirre / Greenpeace

阿根廷大查科森林是僅次亞馬遜的南美重要林地，同
樣擁有豐富生物多樣性。

© Paul Hilton / Earth Tree Images

2020年澳洲大火震驚全球，然而焦土中，當地生態正
在復甦，展現大自然的頑強生命力。

© Yuliya Petrenko / Greenpeace

綠色和平與當地消防團隊共同完成了防火線，使火勢
在120公頃內受到控制。

© Daniel Beltrá / Greenpeace

剛果盆地擁有全球第二大熱帶雨林，為中非數百萬人民
提供飲食、水源，更是許多瀕危生物的家園。

2015至2019年間，印尼共有440萬公頃的林地被焚
毀，用以種植油棕櫚、紙漿林等經濟作物。

© Greenpeace

俄羅斯	
深入現場協助滅火 
為森林修築防線 

2020年6月，西伯利亞測出攝氏38度
歷 史 高 溫，永凍土層融化加上強風
吹襲，植被樹木被快速點燃，形成大
火。綠色和平俄羅斯團隊透過實地
調查與記錄，持續向公眾更新環境真
相，積極倡議促使區域政府宣布緊急
狀態，派出消防隊。

火災期間，綠色和平更支援災害事故
後勤指揮官，協 助 規 劃 與管 理 事 故
狀 況，並 提 供 後 勤 支 援 與空 拍 機 偵
察，記錄火勢災情，更有5位受過訓
練的林火消防人員深入火場，與當地
林火消防隊合作滅火，共同完成了防	
火線。

阿根廷
大查科森林 
小勝一仗

綠色和平透過衛星偵測調查阿根廷
大查科森林，發布研究報告揭露毀林
現 況，見證珍貴林地已進入緊急狀
態，並持續促 請 阿 根 廷 政 府 訂 立 國
家濕地保護法例，把破壞濕地及森林
列為刑事罪行，並盡快簽署備忘錄以
停止毀林，直至完成全國森林資源調
查。終獲查科省法院在2020年10月
以該省護林法例過時為由，頒令暫停
伐林及清空土地！

綠色和平將繼續替您深入森林腹地，
調查非法焚燒及砍伐實況，期待與您
一同堅守森林防線，讓瘡痍焦土重生
綿延綠蔭。

澳洲
災後重生， 
公眾力量促使撤資燃煤

2019年末至2020年初，延燒四個月
的澳洲大火震驚國際，災後焦土中，
當地生態正在頑強復甦。綠色和平澳
洲辦公室製作《Climate.Changed.》	
紀錄短片，由居民親述災後的復原	
之路。

公眾輿論促使金融機構撤出印度阿達
尼集團備受爭議的煤礦開採計畫。綠
色和平進一步發布調查報告《Dir ty 
Power》揭露化石燃料產業、媒體與
澳洲政府試圖淡化大火與化石燃料
的關係，藉此促請聯邦政府落實能源
轉型。

剛果
協助當地部落與 
森林共生存

2019年2月，綠色和平非洲辦公室協
助500名Lokolama部落居民，向剛
果政府（DR Congo）取得了1萬公頃
的土地，得以合法進行農耕，並協助
其在村莊內成立地方發展委員會，以
處理土地管理決策或衝突。2020年，
綠色和平持續與在地環保團體合作，
協助更多部落合法取得林業特許權，
不 須 再 為了生 存 非 法 砍 伐、焚 毀 森
林、獵捕瀕危生物，使人類與自然環
境，得以共生共存。

與此同時，綠色和平行動者也深入林
地調查，並揭露喀麥隆的Camvert公
司在未完成環評的情況下，非法開墾
剛果森林以種植油棕櫚，獲得外媒關
注、報導。

印尼
以科學實證為盾 
堅定守護雨林

2020年9月綠色和平東南亞分部發布
印尼雨林調查報告，揭露過去40年來
當地企業放火清空林地產生的霧霾，
導至印尼孩童在感染新冠肺炎後的死
亡率高於全球。報告發布後，泰國、
馬來西亞與印尼等地凝聚公眾，問責
東協國家領導人，應將人民性命置於
企業利益和需求之上，並要求政府必
須立即制定《跨境霧霾污染法》。

為進一步揭發毀林真相，綠色和平與
倫敦大學金匠學院合作，針對巴布亞
最大棕櫚油公司Korindo，透過衛星
影像、空間分析，證實該企業故意縱
火 以 清 空 土 地，違反森林管理委員
會（FSC）標準，獲多家 外 媒報導。
綠色和平將持續積極串連全球向企
業及政府施壓，阻止森林大火再度	
發生。

關於阿根廷森林
2020年，阿根廷逾9 0萬公頃
林地遭人為焚毀，毀林產生超
過2千萬噸溫室氣體，相當於
4,480,264輛汽車一年的碳排
放量。

過去3 0年，阿根廷大查科森
林因生產大豆與牛肉，遭砍伐	
焚毀。

!
「全球前所未有」的澳洲大火
2019年底開始延燒至2020年3
月，燃燒面積高達1,710萬公頃	
（約4.7個臺灣）。

澳洲逾21%森林被燒毀，超過
10億隻動物因此喪生，釋放至
少3.5億噸的二氧化碳。

!
關於印尼雨林
為全球第三大熱帶雨林，是目
前消失速度最快的森林，1990
年至2015年間，四分之一雨林
被摧毀，面積達3,100萬公頃。

在東南亞，每年有超過11萬人，
因為吸入有害的空氣而死亡。

!
關於剛果盆地雨林
在2000年至2014年之間，約
有93%的森林損失是由當地農
民以砍伐、火燒方式清空林地	
造成。

森林管理薄弱、非法開墾及盜
伐，使剛果雨林每年平均損失
37.4萬公頃的林地。

!!
關於西伯利亞森林
2020年，共有2,200萬公頃土
地被野火焚燒，相當於6個臺
灣，超過1,300萬公頃是森林。

釋放5,900萬公噸二氧化碳，高
於產油國挪威一年的所有碳排
放量。

與您同行	
為地球	
留下珍貴林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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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行十年
共創五十願景

這場由1971年開始的環境運動，因為在全球有許多和您理念相同的
支持者，選擇與地球同行，守護環境與氣候的願景得以成真。感謝有
您的陪伴，一同在臺灣及全球，為守護環境帶來豐碩成果，讓下一代
有機會擁有一個更加潔淨、安全、宜居的家園。

推動臺灣3城市宣布氣候
緊急；東亞G3（中日韓）宣
布碳中和目標；丹麥全面
禁止北海探測、開採化石
燃料；促成南極磷蝦業者
與環保團體達成協議，擴
大南極保護區。

綠色和平首次行動，迫使
美國終止安奇卡島核武試
爆計劃。

國際捕鯨委員會最終通過	
《禁止商業捕鯨公約》，嚴
格禁止商業捕鯨。

成功簽署《南極條約》，
協議禁止在南極開採礦產	
（至2048年）。

綠色和平推動30國於1997
年簽訂的《京都議定書》正
式生效，是目前國際社會
第一個具法律約束力的減
碳排規範。

綠色和平成立臺北辦公室，
開始遠洋漁業專案倡議。

成功促使臺灣農委會增加
禁用11種劇毒農藥，超市、
量販店承諾優先淘汰使用
24種表列農藥，食品安全
獲得保障。

號召全球80 0萬人守護北
極，臺灣也有超過16萬公
眾聲援，促使殼牌石油宣
布停止在北極阿拉斯加州
的鑽油計畫。

成功推動臺灣修訂漁業三
法，改善遠洋漁業管理。

臺灣與全球 1 9 地綠色
和平行動者串連，向時
尚 產 業 倡 議 去 毒，終
推動Z a r a、H & M、T h e  
North Face、Adidas等80
個時尚品牌，承諾去毒，占
全球紡織業15%。

促使臺灣政府宣布全面禁
售添加微塑膠的商品；集
結超過12萬人連署，成功
使行政院宣布停建深澳
燃煤電廠；並與全球團隊
成功推動三星電子承諾於
2020年在消費市場100%
使用再生能源。

完成為期一年的臺灣海岸
廢棄物快篩調查，將結果
交給主管機關，作為環保
署規劃清理的重要依據。

1971年

2013年

2019年 2020年

2015年2016年2017年

2018年

1982年 1991年 2005年 2010年

© Greenpeace / Robert Keziere

© Paul Hilton / Greenpeace

© Abbie Trayler-Smith / Greenpeace © Yorri / Greenpeace

© Paul Hilton / Greenpeace

© Hong-shien Chao / Greenpe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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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謝有您	
守護地球與下一代

2020是充滿挑戰的一年，疫情不僅限制了環境
工作的動員，也延緩各政策的推動。在地球最
需要的時刻，感謝您與所有會員和它站在同一
陣線。綠色和平在臺灣已滿10年，慶幸這段路
上有您、每一位會員、志工及行動者相伴，一起
守護下一代與您我唯一的家園。

邁向永續未來	
您是關鍵的力量	
回顧2020年

© Greenpeace

「Green Day．綠日子	 ─	 未來能野餐」音樂會，於臺北華山文創園區和高雄駁二藝術特區舉行，藉由一系列體驗活動，帶動大眾了解氣候變遷對生活的影響，並身體
力行做出改變。

綠色和平公眾動員專案在2020年的目標，是通過大型活動與多元社群接觸，打破同溫層吸引更多人了解環境議題，並參與守護氣候的運動。

2020年，綠色和平連續三年舉辦「Green Day綠．日子」野	
餐，並首度以「氣候變遷」為主題，分別在臺北華山文創園
區與高雄駁二藝術特區，設計多個體驗站，帶動大眾了解
氣候變遷對生活的影響與衝擊，更邀請知名歌手與樂團響
應太陽能音樂會，共同呼籲守護您我的地球家園。為期四
天的活動，至少3,000名民眾參與，臉書貼文觸擊超過16
萬人，線上線下都廣受好評！

氣候危機不僅影響您我的生活，更可能使少數族群生存的
權利受到衝擊！2020年10月，綠色和平首次與臺灣彩虹公
民行動協會合作，參加亞洲最大的臺北同志遊行，除了表
達支持多元共融的立場，更以太陽能攤位展示了綠色和平
的環保精神，呼籲民眾捍衛氣候人權。

2020年度「臺北馬拉松」，全球2萬8千名跑者共襄盛舉，
綠色和平來到半馬終點線設立「永續補給站」，為跑者們
提供無塑補給熱飲熱食、分享氣候變遷對路跑運動的影
響，並邀請跑者們一起為了十年後能路跑，勇敢守護氣候
與環境，在3小時內與約400名跑者交流並分享減塑理念！

您所重視的教育，綠色和平同樣在乎。108新課綱實行後，
公眾動員專案走入高中校園，舉辦一系列氣候領袖培訓活
動，截至2020年底，舉行45場校園講座，以及33場線下活
動（包含營隊、工作坊與培訓），為正在摸索升學志向的同
學，培養關心環境議題的觀念。

青年力量正在發酵，2020年9月12日，綠色和平與13個學
生社團及公民組 織，共200名臺灣學子響應全球氣候行
動，在自由廣場以1,800平方公尺的拼圖，向公眾倡議重視
氣候危機，成功登上頭版，並獲得超過10家媒體報導。

2020年，雖然因疫情影響，減少許多群聚活動，然而因為
有您的參與，綠色和平能夠和您一起以行動為地球帶來改
變的曙光，讓氣候教育向下扎根，使守護環境與氣候的願
景得以成真。

推動改變的力量	
因您的參與而茁壯

83,146
您與所有臺灣會員人數

213,316
公眾連署人數， 
共同為環境發聲

685,139
網路社群媒體 
關注綠色和平人數

© Green Day / Greenpeace

© Greenpe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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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為綠色和平的一份子	
與您分享心聲

綠色和平就像一艘夜行在遼闊大海的船艦，每一位支持者、志工、行動成員都是不可或缺的關鍵角色。在此向您介紹不
同崗位的同仁，親自表達：謝謝有您的參與，讓這趟守護環境的長遠航程，看見希望的曙光。

張雋
綠色和平募款與教育團隊

我們有能力讓下一代的環境，變得更好 

當我10歲時，曾經看見綠色和平行動者挺身保護海豹，我覺得實在太酷了，希
望長大能加入綠色和平，在十幾年後終於如願以償，成為海洋專案團隊的一
員，在全球參與海洋調查和倡議行動！2019年我搬來臺灣，在此娶妻生子，讓
我跟臺灣的連結更加密切，也看見臺灣有許多值得驕傲的地方，民主、友善，更
是亞洲第一個通過同婚法案的政府，尤其在疫情期間，向全世界證明：「我們
有能力讓一切變得更好」。改變雖然緩慢，但我們每個人的小小影響力集結起
來，無論是連署、捐款，或是選擇購買永續漁獲，您我都可以為世界帶來不同，
幫助下一代擁有更好的生活環境。

希望我的工作能對地球帶來正面改變

我以前去過很多國家，印象最深刻的是在秘魯北部一趟12小時巴士路程，經過
一大段無人區域，只有滾滾黃沙和低矮的灌木叢，但灌木叢上卻卡著滿滿的塑
膠袋，實在太震撼！所以我出門買午餐會帶便當盒，可是以前怕被當成怪人，不
敢說是不想製造垃圾，我都說用便當盒店家會裝比較多菜給我。加入了綠色和
平後，發現有超多人默默地做著環保工作，讓我很安心。我想說，您不孤單，我
們一起努力讓地球變更好，您超棒！

擁抱多元共融，同創和平願景

綠色和平重視多元共融，東亞分部在2018年成立相關部門，目的是減少因個人
主觀因素，在員工招聘及發展過程中，作出存有偏見的決定。我的工作即是讓任
何背景的同事，都得到公平對待，在擁抱多元文化及安全的環境下工作，發揮
所長。印象深刻的是，有次香港同事準備刊登徵才廣告，與我商量如何配合多
元共融的理念。看到初稿「為救地球，唔做廢青」，我提醒同事，內容可能讓其
他年齡層的應徵者卻步。廣告最後修改，讓各年紀的應徵者都會願意加入綠色
和平。希望在2021年，我們能更了解自己，減少出現無意識的偏見，讓大家能更
和平共融地相處！

© Pierre Gleizes / Greenpeace

高林翰
綠色和平亞太區漁業專案負責人

© Up Chen / Greenpeace

期待盡己所能，共同為環境帶來正向改變

20多歲時，我曾參與許多社會議題相關的志工活動，確認了自己想成為為社會
帶來正向改變的一份子。2015年，我加入綠色和平首爾辦公室，擔任「彩虹勇
士號」船艦參觀活動的統籌。雖然在綠色和平非常忙碌且嚴格，但我真心感到
快樂，至今依然熱愛我的工作。

我現在的職責是帶領東亞分部的團隊，為全球愈發頻繁的氣候事件做出即時反
應，提高媒體與支持者對氣候危機的意識，同時一起要求政府更積極地行動。
我曾聽同事分享臺灣支持者對於保護環境充滿熱忱，讓我由衷地敬佩！接下來
我會前往臺灣支援專案團隊，一定會盡己所能，共同為環境帶來正向改變。

© Mikyoung Kim / Greenpeace

© NC Kwong / Greenpeace

NC
綠色和平東亞分部多元共融及合規事務專員

金美憼
綠色和平東亞分部氣候快速反應專案負責人

陳柏圻
綠色和平東亞分部技術主管

孔德瑜
綠色和平會員發展與關係維繫專員

感謝有您，成為環境工作者的光與熱

作為會員和組織之間的橋樑，我的工作是讓您知道綠色和平的近況，並讓專案
內容盡可能地獲得您的支持。疫情最嚴峻的這一年，我生下了第二個孩子，在各
種挑戰之下，我感覺到自己的渺小，但也因為自己的渺小，我體會到光是關注當
下、做好眼前的一件事，就已足夠偉大。這也跟我看待環境工作的態度不謀而
合：無論是誰，在守護環境的哪一個環節上努力，我們都在讓世界愈來愈好的
道路上，都在完成有價值的事。希望大家健康平安，在忙碌的生活中仍能看見世
上的光芒與希望，也謝謝大家願意和我們同行，您們就是綠色和平的光與熱，
讓環境工作有動力持續向前！

青年氣候教育，將改變地球家園的未來

在綠色和平，我負責啟動青年的氣候變遷教育專案（Green Future），希望用
教育推動青年的環境意識，進而促使採取行動。我們做了高中教師們的問卷調
查，結果清楚顯示臺灣青年對於氣候變遷較無感。在人人都知道氣候變遷的前
提下，卻沒有動力使他們真正地捲起衣袖行動。青年氣候教育，改變的是環境
運動以及地球家園的未來。當看見今日臺灣環境運動的挫折，我們都認為應該
要做得更多。因此綠色和平將視野、時間軸拉長，開始以氣候變遷教育專案種
下種子，我也期待將倡議結合教育，相信在不久的將來，便能培養出許多環境
青年領袖！

只有知道了真相，人們才真正有選擇權

我目前加入綠色和平3年了，每天最重要的任務就是在街頭，讓民眾停下腳步
認識環境議題，或是與願意支持的人互相交流感受。有一次在中國醫藥大學附
近，遇到一位民眾分享，他吃了十年的素，但在50歲時因環境荷爾蒙而罹患癌
症。他開始注意原來生活中大至家具、小到空氣都可能釋放環境荷爾蒙，所以
他開始關心環境議題，要讓更多人知道真相。因為只有知道了真相，人們才真正
開始有選擇權，才能為下一代的環境做出更好的選擇。

感謝每一位願意在街頭停下腳步的人，即使寒流、高溫，甚至傾盆大雨仍決心
支持環境保護的運動。我會繼續為環境倡議，這是對下一代最好的承諾。

© Greenpeace

© Te Yu Kung / Greenpeace

黃尚卿
綠色和平氣候變遷教育專案負責人

© Annie Huang / Greenpe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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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全球飽受疫情和極端氣候事件侵擾，氣候與環境皆面臨巨
大挑戰，所幸有您的堅定支持，為全人類共同的地球家園行動、發
聲，讓公眾力量在充滿阻礙的這一年，得以延續不息。

我是澳門人，2000年開始成為綠色
和平會員，一來是因為關心環境，二
來是當年綠色和平活躍的環境行動很
打動我。從一開始，我就非常關注全
球暖化的氣候議題，也希望更多人不
要浪費資源，為減塑盡力。澳門的環
保意識和落實比香港來得稍慢，但目
前有不少組織都在努力，政府也有出
力，包括塑膠袋收費、處裡工業廢料

大家都要做好自己的本分環保永遠不嫌晚

羅嘉文
綠色和平香港會員

© 羅嘉文 / Greenpeace

2 0 2 0年10月，我的牙醫診所加入
RE10X10，簽署將在2025年使用
10%以上綠電。

氣候變遷已是一個不可否認的事實，
活在地球上的每一個人都有基本責
任。大家都覺得我們要幫助北極熊，
大概就僅止於此，但是我覺得如果你
再稍微想一下，幫你的後代想一下，就
會知道這個問題已經極度嚴重，甚至
有可能會造成大型災難。

以實際行動減緩氣候變遷才是真正對下一代負責

馬永昌
綠色和平臺灣會員

© Greenpeace

其實都還是須要整個社會的覺醒，先
從認同這個理念的人先聚集起來，會
比較有力量。綠色和平就可以承擔組
織、推動公眾的角色，還要有政府出
來帶頭，一點一滴的開始，讓它變成
趨勢。

我希望以實際行動減緩氣候變遷，才
是真正對下一代負責。

等。希望未來香港在環境工作上，可
以增加教育和政府措施的配合，跟日
本、臺灣看齊。我相信環境保護要源
頭減廢才真正有效，大家都要做好自
己的本分，環保永遠不嫌晚！

熱愛地球與動物的我們不孤單

李沛潔
綠色和平臺灣會員

© Carrie Lee / Greenpeace

嗨，我是三間蔬食餐廳與餐酒館的創
辦人。

因為熱愛動物與我們所處的地球，我
決定成為純植物飲食者（vegan），並
藉由經營蔬食餐廳，推廣尊重生命與
友善環境的理念。當我認識到綠色和
平與我有著相同目標時，就很願意支
持，希望能貢獻自己的力量，因此很
開心提供場地，與綠色和平一起盡己
所能地推動環保！

希望我們的顧客，不論葷素食者，都
能更了解與我們生存息息相關的環
境議題，接近真相，並集結眾人的力
量，延緩人類對環境跟動物造成的	
傷害。

綠色和平有勇氣向大集團倡議，堅持
不接受企業與政府的捐款以讓自己不
偏移立場，所以我願意支持，也期待
與更多人一起，用實際行動友善我們
的環境。

您若是餐廳老闆，有意願邀請
綠色和平前往分享環保訊息，
歡迎掃QR code：

林素丹
綠色和平韓國會員

© Lim Sodam / Greenpeace

「哈哈！這艘（綠色和平的）船太小
了，可以做得了什麼？會被鯨魚吃掉
啦。」同學以譏諷的口吻笑著說。

國中教科書有數百頁，書頁裡一張小
照片寫著「國際環保組織綠色和平
透過海上行動呼籲禁止非法捕魚」，
老師沒有解釋，書裡也沒有詳細的說
明，卻令我的內心變得熾熱。那是我
第一次知道綠色和平。

那些照片對我的行為和思想產生了很
大的影響，直到13年後的今天，仍然
秉持正直的信念行事。

與綠色和平同行13年
綠色和平為了保護環境自發採取行
動，向只顧盲目開發的人們指出應走
的方向，並堅持廉潔獨立的原則，不接
受企業捐款，給大眾一記當頭棒喝。

衷心祝賀綠色和平首爾辦公室成立十
週年，帶來許多改變！回想起小時候
被一張照片所感動的自己，希望可以
和大家一同走完這條路！

感謝您的堅定支持	
守護環境永不言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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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疫當前，全球天災接二連三的艱
難時刻，希望您與家人都平安，並且
由衷感謝您仍然選擇相信綠色和平。

疫情在各地蔓延，使社交距離、交通
禁令成為日常，許多人因此已經與親
友久未能見，與此同時，在這資訊爆
炸的時代，訊息卻真假難辨。面對眾
多未知，您始終堅定同行，對此我深
受鼓舞。

綠色和平秉持公正獨立的核心價值，
面對環境議題時，以科學實證為基
礎，實地調查環境問題的真相，倡議
具體可行的解決方案。您的支持和信
任，是對綠色和平環保工作的莫大肯
定，也是對全球團隊為環境奮鬥的認
同，感謝您願意投資和共創更好的	
未來。

此次疫情也顯示一個道理：全球人類
與環境牽一髮而動全身。人類若過份
消耗地球資源，將帶來難以承受的後
果。在後疫情時代，全球面臨重整，
也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機會，讓您我有
能力撥亂反正。各地政府推出的政
策，必須以能源轉型為目標，保障人
民呼吸新鮮空氣的權利。為保護您我
和下一代的氣候與環境，需要健康的
森林、海洋，並從源頭減塑。

有越來越多如您一般在乎環境的人，
已經意識到現行體制及結構的缺失，
造成社會不公、環境破壞，必須立刻
著手修正。因此我們在思考如何應對
疫情的同時，也應考量如何緩解更加
迫切的氣候危機。

相信您也與我一樣，對現況感到焦
慮，正因如此，您的支持更加彌足珍
貴。感謝有您的慷慨付出，成為推動
世界各地環境保護的最大助力。您手
中的這本2020年組織年報，收錄綠色
和平對時代挑戰的回應和工作，以及
全球環保工作者對永續、和平未來的
願景，望您有所共鳴。

感謝您對綠色和平的持續信任，誠摯
祝福您身體健康，平安順心。

您是推動環境保護的	
最大助力

Cristina San Vicente 
綠色和平東亞分部副執行總監

綠色和平
資源運用原則

100%獨立公正

為了維持獨立和公正，綠
色和平從不接受任何政
府、企業或政治團體的資
助，以保護環境做為優先
考量。

公開透明

國際綠色和平已簽署「國
際非政府組織問責約章」
（Accountable Now，前
稱INGO Accountability 
Cha r te r），力行資訊公
開及建立問責機制，不定
期安排全球各地辦公室
內部審計，並接受會員、
公眾及主管組織的監督。
我們也會透過專案講座、
會員和公開活動、詳盡的
年報與定期回報（例如
電話、簡訊、紙本或電子
信件等方式），向會員和
公眾清楚呈現專案工作	
進度。

50年不變

綠色和平成立至今逾50年，致力於以實際行
動帶來積極改變，保護地球環境與世界和平。	
我們堅持以「IDEAL」模型：調查（Investigate）、	
記錄（Document）、揭露（Expose）、行動
（Act）與遊說（Lobby），結合公眾力量，專業
而堅定地推動環境保護工作，同時以多元、創
新的行動策略進行倡議，帶來改變。

環保問題無國界

現今地球的環境問題已經超越國界，我們相信
要解決這全球危機，必須跨越地域疆界，連結
國際、區域及在地力量，共同推動環保成果。

綠色和平作為國際環保組織，在全球超過55
個國家及地區，共27間全國或區域辦公室推展
環境保護工作，致力守護地球生態和生物多樣
性，維持地球氣候穩定，並推動政府、企業和
公眾共同尋求解決方案。於在地募得的捐款，
主要都是用於支援在地的環境專案，行有餘力
時支援各國與各區域辦公室的環保工作，由國
際綠色和平視實際情況，按環境問題的急迫性
分配資源。就重大的全球環保專案，例如守護
亞馬遜森林、守護北極、保護全球海洋，我們
也會在臺灣聲援，讓您的付出有機會於全球發
揮影響力，參與改善全球環境問題，最終也會
惠及身在地球村的臺灣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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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利息及其他
$1,163,249

62.3%
現有會員捐助
$752,874,991

衷心感謝！每一位愛地球的您，都是環境工作的後盾，也讓綠色和平
堅守從不接受政府、企業捐助的原則，保持獨立公正履行環保使命，
並承諾謹慎使用每分資源。

環保專案：

氣候與能源 
$194,481,635（17.8%）

支援國際綠色和平	
全球專案 
$111,692,689（10.2%）

污染防治 
$68,184,290（6.3%）

保護海洋 
$46,199,549（4.2%）

守護原始森林 
$21,353,943（2%）

跨範疇專案 
$23,180,643（2.1%）

環保專案支援：

環保專案訊息傳播及	
媒體推廣 
$94,484,866（8.7%）

公眾資訊及外展教育 
$15,461,221（1.4%）

行動與志工統籌及	
社區動員 
$27,723,654（2.6%）

調查研究、	
綠色政策及企業	
$52,200,119（4.8%）

機構支援及管理：

總監辦公室、長遠策略及	
組織監管 
$21,043,231（1.9%）

法律顧問 
$9,092,495（0.8%）

人力資源 
$58,298,659（5.3%）

行政 
$11,304,658（1%）

財務監督 
$13,254,822（1.2%）

資訊科技支援 
$16,098,980（1.5%）

會員參與及募款：

會員通訊及動員 
$25,010,299（2.3%）

會員服務及發展 
$13,385,115（1.2%）

會務統籌及管理 
$24,202,783（2.2%）

招募新會員 
$213,486,132（19.6%）

募款人員及統籌 
$31,803,133（2.9%）

2020年總支出	
東亞分部

NTD1,091,942,916

14.4%
新會員捐助
$173,712,741

3.1%
獨立基金會及大額捐助
$37,770,720

20.1%
國際綠色和平撥款
$242,568,190

2020捐款總收入	
東亞分部 

NTD1,208,089,891

註一：摘自2020年度經香港立
信德豪會計師事務所查核的財
務報告。

註二：百分比採四捨五入故其與
總數、細數間容或未能相符。

臺灣辦公室	
財務狀況

東亞分部	
財務狀況

環保專案：
$225,877,404（56%）

氣候與能源 
$44,220,310（11%）

守護海洋 
$34,593,207（9%）

污染防治 
$29,837,198（7%）

支援國際綠色和平全球專案 
$110,491,072（27%）

過度消費、減塑、減煤等專案	
$6,735,617（2%）

環保專案支援：
$54,299,211（14%）

訊息傳播及媒體推廣 
$14,737,541（4%）

公眾資訊及外展教育 
$5,524,552（1%）

行動及志工動員統籌 
$18,388,833（5%）

調查研究、綠色政策及企業	
$15,648,285（4%）

註一：百分比採四捨五入故其與總數、細數間容或未能相符。

註二：臺灣辦公室財務報告係依據財團法人法、環境保護財團法人會計處理及財務報告編製準則等相關規範暨企業會計準則公報及其解釋編製，
東亞分部財務報告則根據綠色和平東亞分部首個成立的香港辦公室法規和會計原則，以及國際綠色和平的指引準備，兩者之中或存在差異。為確
保財務狀況公開透明，我們在此向會員和公眾清楚呈現臺灣辦公室財務報告及東亞分部財務報告。

摘自2 0 2 0年度經
資誠聯合會計師事
務所查核的財務報
告。詳情請看：

機構支援及管理：
$32,769,686（8%）

機構支援及管理	
（包括法律顧問、財務監督、	
人力資源、資訊科技支援等） 
$32,769,686（8%）

會員參與及募款：
$84,238,530（20%）

會員通訊及動員 
$10,087,893（2%）

會員服務及發展 
$6,172,666（1%）

會員事務統籌及管理 
$2,169,104（1%）

招募新會員 
$49,859,867（12%）

員工及統籌 
$15,949,000（4%）

2020年捐款總支出：	
臺灣辦公室

NTD397,184,831

2020年捐款總收入：NTD404,319,584

我們遵守對您的承諾 遵守《公益勸募條例》規範，每年的勸募計畫與財務報告皆經衛福部與各行政機關
審核並公開，讓您清楚了解捐款用途。

財務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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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源運用	
環保專案支出

綠色和平東亞分部致力實踐環保使命，不但推出眾多創新專案，更在多個全球
專案中肩負更重要的主導角色，利用綠色和平作為國際環保組織的優勢，帶來
更多環保成果。以下謹向您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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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氣候與能源

專案 重點簡介 NTD

推動再生能源／
臺北團隊

臺北氣候與能源團隊採用多種策略推動能源轉型，促進潔淨和安全能源的發展、提高並加速減碳目標，同
時以教育角度切入，提升臺灣民眾整體的環保意識。

能源轉型倡議工作：●綠色和平持續推動臺灣各地政府響應全球氣候行動，截至2021年5月，新北市、臺
中市、臺南市、臺東縣相繼簽署氣候緊急狀態宣言，分別承諾2030年減碳30%、保護海洋生態、大幅增設
太陽光電等目標，以因應氣候危機，藉此同時要求中央政府設立2050年淨零排放目標。●於2020年8月
發布《全球暖化下臺灣海平面上升和暴潮衝擊分析》報告，說明隨著氣候變遷，極地加速融冰及海水升溫
膨脹，臺灣因獨特地理位置與洋流影響，周邊海平面上升的速度估計為全球平均的2倍。推算出到2050年
將影響120萬人的日常生活。報告獲各大傳媒報導，向公眾與政府強調減緩氣候危機的的急迫性。●截至
2020年12月，成功促使16家在地中小型企業簽署《RE10X10氣候宣言》，承諾於2025年前將至少10%用
電轉為再生能源，其中5家企業更承諾將以實現100%轉用再生能源為最終目標。●就全臺溫室氣體排放量
前30名的企業中，調查其中10家傳統產業共24個廠區的屋頂太陽光電潛力，提出實際可行的解決方案，
鼓勵企業運用閒置空間，設置再生能源發電設備。調查結果已提交予相關部門，成為政府向企業溝通實際
措施的參考依據。

氣候變遷教育工作：●向全臺各縣市共1,035位高中老師進行「氣候變遷及環境教育」線上問卷調查，並深
度訪問44名老師，從了解教育工作者對現有相關教材的使用、觀察與需求。調查結果促使政府召開緊急會
議，討論政府在促進環境與氣候教育可以加強的措施。●根據調查結果，綠色和平開展「氣候變遷教育專
案」，旨在針對實際需求擬定相關教育策略及資源。●2021年4月，Green Future Academy氣候變遷及環
境學習平臺正式啟用，為學生與教育工作者及社會大眾，免費提供環境教育的教材，提升全體的氣候意識。

44,727,339

能源解決方案／	
首爾團隊

首爾氣候與能源團隊採用多種策略推動淘汰化石燃料，促進潔淨和安全能源的發展。

能源轉型倡議工作：●在2020年韓國國會選舉期間，向各政治領袖施壓，要求加快發展再生能源和徵收
碳稅；招募176名志工監督300名國會議員面對氣候議題的實際政治舉動；在國會建築外牆上進行投影行
動；成功促使執政黨於2020年10月公開承諾在2050年前達到碳中和目標。●延續核能緊急應變專案，要
求韓國政府透過國際施壓阻止日本將福島核廢水排放入太平洋。自2019至2020年出版4份研究報告，向
公眾揭露核能風險。●反對日本將核廢水排入大海的連署集合超過13萬韓國人民聲音，包括韓國總統在內
的15名政府部門主管公開反對日本核廢水排放計畫。●利用地理資訊系統（GIS）技術模擬全球暖化下韓
國海平面上升情況，並透過3D影像呈現，吸引廣大媒體報導，包括韓國多間大型電視臺。

30,788,576

停止海外煤炭投資：●發布報告揭露韓國公共和私人金融機構的海外煤炭投資規模，配合一系列線上資訊
分享，包括製作至今吸引超過50萬人次觀看的動畫，引發更廣泛的能源轉型輿論。●在國內最大電力公司
「韓國電力公社」的大樓進行影像投放直接行動，呼籲公社暫停投資印尼的Jawa 9 & 10燃煤電廠計畫。

7,588,296

淘汰內燃引擎車：●向公眾揭露較傳統的汽油或柴油驅動內燃引擎車，造成較大污染，對氣候及社會經濟
的影響。●倡議具體的環保車輛鼓勵政策，以及內燃引擎車碳排管制，減少車輛碳排。●於韓國大型汽車
製造商「現代汽車」的首爾總部，進行直接行動施壓，並與當地意見領袖合作拍攝短片普及議題。

16,434,493

致力提升公眾對氣候變遷的意識：●針對韓國日趨嚴重的極端天氣事件，發表報告分析氣候變遷與極端
天氣的關係，更具體地向大眾呈現氣候變遷的影響。●發起韓國線上路跑活動，結合環境教育，吸引超過
9,000人參加。●呼應全球青年氣候行動風潮，在社群媒體上促使超過40萬人響應在生活中減碳的挑戰。

13,595,048

煤、水與空氣
污染

●持續支援全球空氣污染小組，與綠色和平全球網絡合作，追蹤各地空氣品質和化石燃料使用的趨勢，於
2020年3月聯同專家夥伴IQAir發佈《2019年世界空氣質量報告》，揭露全球95%人口生活地區，皆未達世
界衛生組織指引的空氣品質指標。●發布線上工具，即時針對全球28個主要城市呈現空氣污染對人類健康
與社會經濟的影響，為公共政策制定者、利害關係者及公眾人士提供可靠數據參考。●與全球20個綠色和
平辦公室合作，透過發布一系列的網路內容，於8個地區進行25場線下活動，加強公眾關注空氣污染的意
識。●支援綠色和平全球網絡了解空氣污染與新冠肺炎之間的關聯，為議題提供科學及策略意見。●專案工
作總計吸引超過450篇傳統媒體報導，有效突顯全球空氣污染的嚴重程度，長遠推動綠色低碳環保理念。

21,424,886

2020年，東亞分部每1,000元的環保工作與支援專案經費	
分配至以下範疇：

$297
拯救氣候危機

因應極端氣候，	
救援面臨生存威脅的生命

$206
支援全球及跨範疇專案

連結全球專案團隊，	
應對跨範疇環境危機

$104
污染防治

創造無塑、	
無毒的健康生活圈

$168
環保訊息傳播及動員支持

更多公眾活動、教育和實地參與，	
一同尋求環保的生活方案，	
喚起社會關注

$103
保護全球海洋及森林

守護生命之源，	
調節全球氣候

$42
行動與志工統籌

策劃創意行動、管理行動器材、	
培訓志工參與環境行動

$65
科學研究及實地調查

善用和研發最新技術，	
更有效地追查環境真相

$15
綠色政策

讓政治和商業界的決策者知道，	
環境因素也會帶來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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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染防治

專案 重點簡介 NTD

拒絕塑膠污染

綠色和平的臺北、香港、首爾、北京團隊推出拒絕塑膠污染專案，喚起公眾、媒體、政府、製造商及零售業
者關注塑膠污染議題，以此為起點加速全球減少塑膠危害的腳步。

臺北團隊
●持續針對零售通路企業的減塑工作，將倡議主力聚焦在臺灣龍頭企業統一超商，透過與成大環工團隊
合作研究該業者的塑膠用量、發起公眾連署、非暴力直接行動、於線上與線下進行公眾溝通、揭露塑膠垃
圾製造量，要求業者落實減塑。在兩年溝通下，2021年4月統一超商宣布最新的減塑目標：逐年減少10%
一次性塑膠使用量，在2050年達到100%零塑膠等永續發展藍圖。同時已於臺南三間分店、新桃府門市
試行租借杯模式，並在雙北增加18間分店實施循環包裝回收站服務。綠色和平邀請15組名人體驗無塑購
物模式，並於各自平臺推廣。●延續2019年為臺灣九大零售通路企業減塑表現評比，2020年進行第二
輪評比，檢視改善進度，包括塑膠包裝用量、減塑政策及具體行動，召開記者會公布評比結果，向各企業
施壓。●舉辦臺灣首場「打破零售限制，共創減塑循環」論壇，邀集產官學研代表共177人與會，包括連鎖
零售通路、連鎖咖啡店、美食外送平臺及品牌業者，成功為臺灣零售業者與循環銷售模式業者搭起溝通
橋樑，舉行數次會議，商討重複使用的實際可行方案。●在推動統一超商作出積極改變的同時，也促使全
家便利商店宣布部分門市將成為循環容器示範店，提供租借杯服務及循環便當，預計未來持續擴大至全
臺。●延續2017年發起的海廢治理平臺，與在地團體督促政府落實禁塑政策，更於2020年與近10個團體
成立合作小組，定期與廢管處舉行討論會議，針對源頭減量檢視改善方向。揭露臺灣政府未確實執行禁用
一次性塑膠的政策，引起主管機關與大眾的關注，隨後很快獲得與環保署直接溝通的機會，並承諾將全面
調查塑膠使用現況、檢視減塑政策，並在22間餐廳實施外送循環餐具。●2020年凝聚超過20萬公眾連署
支持減塑專案，一同要求零售通路企業及政府積極減塑，吸引共198篇媒體報導。

28,010,234

香港團隊
●連結綠色和平全球網絡追蹤跨地域垃圾進出口漏洞，從香港派員到訪馬來西亞，隨後發布報告揭露有毒
物質污染當地環境；成功促成香港政府加強塑膠垃圾進出口管制措施。●延續「超市減塑」專案，累積超
過2.4萬人連署支持，成功推動當地兩大超市龍頭百佳及惠康宣布新的減塑目標：惠康在2020年承諾於該
年減少180萬件生鮮產品的塑膠包裝，並持續每年減塑達25%；百佳則於2021年2月公布6項具體減塑目
標。●發布報告評估7大在地連鎖超市減塑政策及措施等，施壓企業負起應有的社會責任，並實行循序漸
進的減塑措施。●與當地減塑商店及名人合作，舉行線上交流會、拍攝影片，鼓勵社會上每個人都能於日
常生活為減塑出一分力。

5,455,466

首爾團隊
●持續向韓國龍頭超市倡議減塑，包括於韓國最大連鎖超市樂天總部外進行非暴力直接行動，表達零塑
韓國的訴求，最終獲得樂天超市承諾將在2025年減少50%一次性塑膠使用量，成為亞洲第一間公布減塑
目標的超市。同為倡議對象的連鎖超市E-mart備感壓力，宣布將在2間分店試辦無包裝填充站，並計畫逐
漸擴大到其他門市。●於社群平臺發起減塑活動，邀請消費者自備容器購買商品，減少使用塑膠包裝，獲
得超過18,000次貼文迴響，觸及更廣大的族群增加公眾減塑意識。

13,015,050

北京團隊
●發布報告指出中國電子商貿每年產生的廢棄物及碳足跡實際數據，促成中國8個地方政府發表政策文
件，提出具體措施降低郵遞包裝帶來的浪費，引入可重複使用的包裝解決方案，並定下2025年前1,000萬
個可重複使用包裝盒流通市場的目標。●參與上海音樂節並與主辦單位合作，在現場鼓勵並為逾10,000
名觀眾提供自帶杯或瓶裝飲料的選擇，推動音樂節響應減塑理念。

19,393,541

科技產業與	
創新／	
北京團隊

●發布《為資源續航：2030年新能源汽車電池循環經濟潛力研究報告》，強調重複利用電動車鋰電池的重
要性，以避免大量淘汰的電動車電池衝擊環境。隨著電動車的銷售持續成長，鋰和鈷的礦產量將趨向不穩
定。●舉辦線上座談會，邀請電動車與儲能產業界的代表，討論循環經濟的發展方向。

1,765,128

防治河流污染／
北京團隊

●發布報告講述中國的污染責任保險制度，作為確保水污染者違法的求償工具，檢視現存系統的效力及限
制，並尋求更好的解決方案。這份報告獲18間媒體的廣泛報導，包括主流媒體。 544,871

68,184,290

專案 重點簡介 NTD

能源解決方案／
北京團隊

●就中國的煤炭擴張發布3份報告，指出興建更多燃煤電廠並非滿足電力需求的長遠出路，揭露及分析煤
電產業的真實成本：加劇水資源短缺，同時損害社會經濟發展。綠色和平與決策者及關鍵利害關係者對
話，促進落實更積極的潔淨能源目標。●與多間業界翹楚建立聯繫，特別是繼中國提出2060年前實現碳
中和目標後，持續透過資訊共享，加快業界採購再生能源的進程，提高對碳中和路徑的認識。●應對全球
極端天氣事件，設計一系列的內容，呈現氣候變遷對大眾日常生活的影響，提升公眾對氣候危機的意識，
吸引超過6萬人次觀看。

38,425,103

綠色金融

擴大專案範疇以鼓勵整個亞洲地區減緩煤炭投資：●促使作為企業海外投資首選區域的東南亞，確保國
家的政策、監管機制及價格有利再生能源的發展。透過情境模擬評估8個東南亞國家的能源產業問題及未
來，並向東亞市場的各銀行發表公開信，要求銀行將煤炭能源投資專案轉向支持再生能源。專案成功促使
菲律賓總統辦公室直接回應訴求，暫停興建新的燃煤電廠。●發表業界首份《能源金融》報告，闡述各個
國家的再生能源融資方法，確保綠色金融資訊公開透明，並就市場實際情況提出具體建議。

10,940,826

能源轉型投資／
北京團隊

●發布2份報告分析中國科技界別的能源轉型表現，獲媒體廣泛報導。業界領先的數據中心營運商秦淮數
據集團，終於提出碳中和執行路徑，目標於2030年前達成100%轉用再生能源；中國科技巨頭騰訊響應呼
籲，宣布啟動碳中和規劃。●協助籌辦2次高級政策研討會，為中國氣候政策制定者與科技巨頭、中美業界
利害關係者之間建立溝通管道，促進交流市場訊息及能源轉型模式。

5,118,603

城市氣候	
與能源／	
香港團隊

●發布互動地圖，整合氣象、地理等科學數據，估算極端天氣可構成的人命傷亡及經濟損失。編製《簡易防
風手冊》供公眾下載，製作酷熱日數走勢圖表，出席香港區議會會議解說研究。透過多元方式在香港普及
氣候變遷的討論，並促請政府盡早制定適應氣候變遷的策略。●連結青年氣候行動者，鼓勵公眾參與環保
倡議與實踐，監察政策制定者的具體氣候行動，創作多則短片吸引觀看人次累積近20萬。

4,805,758

核能安全

●跟進日本政府將核廢水排入海洋的計畫，綠色和平向聯合國人權特別報告員提供相關資訊，隨後聯合
國發表聲明指出日本政府的核廢水排放計畫侵犯人權，並呼籲相關決定應經過充分的國際諮詢後再行決
定。●發布2份報告交代日本福島核災後遺症，成功促使電力公司派員到現場除污，並提升公眾對核能安
全議題的認識。

632,707

194,481,635

專案 重點簡介 NTD

守護全球森林

●為因應全球大規模的森林大火，包括巴西亞馬遜、印尼、澳洲、西伯利亞及美國加州，東亞分部各辦公室
發起線上連署，並持續向公眾分享當地最新消息，以行動保護珍貴林地。●邀請臺灣名人為綠色和平英國
辦公室製作的動畫短片配音，敘述巴西亞馬遜雨林大火真相，影片與社群平臺貼文觸及近50萬公眾，聯合
全球公眾力量向巴西執政者施壓。●跟進2020年9月聯合國《生物多樣性公約》，與關鍵方如秘書長、聯
席主席、非政府組織與媒體等利害關係者接洽交流並建立關係，以推動更強而有力的野生動物保護法。北
京團隊與該會議秘書長進行兩場正式會議，獲得中國政府承諾在公開聲明中表達保護生物多樣性的立場。

201,583

生物多樣性記錄
●在疫情期間強調人與自然的關係，同時提出生物多樣性與自然生態系統對生命和公眾健康的影響。與名
人合作製作一系列的影片，建立大眾守護生物多樣性的意識，吸引超過100萬觀看人次。其中一支影片於
2021年3月的世界森林日發布，作為與公眾交流生物多樣性議題的切入點。

12,633,810

亞洲野生象保育

●持續支援中國雲南省西雙版納國家級自然保護區的實地工作，為越來越嚴峻的人象衝突提供解決方案。
與當地保護區合作，移除外來物種、管理退化土地、復育野生植物。於國家自然保護區設置兩組野生動物	
監測器材，改善當地的科學研究與管理。●製作三個系列的紀錄短片，分享當地社區進行保護工作的故事，	
探討保護區採取的措施，以及非政府組織所扮演的角色，向公眾傳達保護瀕危物種的觀念。

8,518,550

21,353,943

守護原始森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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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案 重點簡介 NTD

環境科普工作／
臺北團隊

●在社群媒體開設《Green Voice	環保知識家》系列短片，涉及的主題廣泛，包括氣候與人權、海洋保護、
科技發展、動物保育、極端天氣等，節目累積觀看時數達2萬小時，吸引超過50萬人次收看，有助普及氣
候變遷與環境相關科學及知識。●開展氣候變遷緊急應變工作，於2020年夏季進行臺灣離島海底生態記
錄，用影像拍攝氣候變遷、海水溫度上升導致珊瑚白化情況嚴峻，吸引媒體大幅報導，引起學術界、政府及
社區的討論，提升社會面對氣候議題的危機意識。

7,178,911

城市發展／	
香港團隊

●香港政府的大型填海計畫「明日大嶼」，勢將為當地珍貴的海洋生態帶來不可逆轉的破壞，更是香港史
上最昂貴的基礎建設。團隊與不同經濟學家和學者合作、發布報告，指出香港公共財政面臨疫情持續、人
口老化及全球經濟衰退等多重危機，填海計畫恐在11年內耗盡香港財政儲備。多項工作引起廣泛社會關注
及傳媒報導，並以數據說明民間提出的棕地發展方案，為何是更可行且更符合社會長遠利益的選項。●多
次進行非暴力直接行動，聯同8個環保組織攜帶標語在政府總部外抗議，以滑翔傘飛越大嶼山上空並製成
影片，壯大守護大嶼的力量。集合超過15萬人連署守護大嶼，打破香港辦公室成立以來最高連署紀錄。●
多次舉行專題線上研討會，邀請專家剖析填海工程爭議，有效為公眾提供深入了解議題的切入點。

16,001,732

23,180,643

跨範疇專案

保護海洋

專案 重點簡介 NTD

守護全球海洋

●延續長年的全球海洋專案，推動聯合國制定《全球海洋公約》，邁向2030年前保護至少30%海洋的目
標，透過《見證海洋》系列影片、名人合作，共超過350萬海洋守護者連署支持，其中超過16.5萬人為東亞
分部支持者。●2020年4月完成為期一年的調查之旅，綠色和平船艦「極地曙光號」及「希望號」從北極
到南極跨越大西洋，停留7個研究站點，進行科學調查，揭露過度漁撈、廢棄物污染、海水暖化及酸化的
實證，並邀請公眾人物參與航程見證並記錄海洋現況，提倡設立全球海洋保護區的必要。●東亞區域與在
地名人合作，以「海洋大使」身分推廣保護海洋的必要性，為成立《全球海洋公約》提高支持聲量。●截至
2021年3月，70國家政府表示以不同程度支持2030年保護至少30%海洋的目標。聯合國永續海洋經濟高
級別小組14個成員國承諾2020年12月至2025年，以永續方式管理其100%的水域。●偕同其他環保團體
與磷蝦捕撈業，延續2年前達成的《南極保護協議》，進一步將南極半島希望灣約4,500平方公里海域訂定
為全年禁捕區。

18,095,944

永續漁業／	
臺北團隊

●持續督促漁業署、水產業者嚴格規管漁船作業，阻止非法、未報告、不受規範的漁業行為，並拒絕與相
關業者交易。●發布研究調查報告《公諸漁事：血汗海鮮如何流入市場》揭露權宜船上強迫勞動與違反人
權的行為，獲得42則媒體報導。●長期與美國及印尼辦公室成立跨國團隊，從外籍漁工與仲介、船東與水
產業者、消費市場等面向追查與倡議，揭露兩艘臺灣籍漁船疑似涉及非法行為。美國勞動部首次將臺灣漁
獲列入強迫勞動清單，對臺灣政府造成壓力，並著手討論立法以應對危機。●與全球34個國際NGO發布
聯合聲明，正式發函至行政院、勞動部、農委會漁業署，敦促政府採取措施，改善強迫勞動問題，並提供執
行建議，採取結構性改革。●與在地7個非政府組織合作成立「外籍漁工人權保障聯盟」，於內政部移民署
舉辦的「防制人口販運國際工作坊」進行直接溝通，要求政府投入資源提高勞動檢查頻率、確實執法。●
於臺北和高雄舉辦《魚取漁囚》漁工特展，與近1萬位民眾對話，了解遠洋漁業上的人權問題，共800人撰
寫明信片要求豐群水產制定更永續的政策，促使豐群水產於2020年底公開新版政策。

27,514,149

永續漁業／	
北京團隊

●持續要求中國改善遠洋漁業管理，以綠色和平於公海的調查為依據，向決策者遞交法規建議，加速改善
政策，並落實永續漁業規範。 589,456

46,199,549

支援國際綠色和平全球專案

專案 重點簡介 NTD

全球氣候變遷	
應對專案

運用國際網絡減緩全球氣候危機，支援綠色和平東南亞分部（包括泰國、菲律賓、馬來西亞、印尼辦公
室）2020年的環保專案及相關開支，包括3個「氣候與能源」專案、2個「永續森林」專案、「減塑」專案、	
「城市發展」專案、「永續海洋」專案、緊急應變專案，以及社區動員和營造專案，以下為重點成果匯報：

「掙脫化石燃料束縛」：●連結東亞分部的「綠色金融」專案團隊及國際綠色和平，持續跨區域合作，推動
東南亞國家完善政策，把握海外投資機會同時發揮能源轉型潛力。區域合作及多方協力之下，成功促使菲
律賓政府宣布暫停興建新的燃煤電廠。●發表東南亞國家的發電評級報告，評估東南亞8個國家的能源轉
型進展，提出2個模礙情境分析：「維持現狀」及「善用再生能源」情境，並就能源產業問題及未來提出具
體建議，推動市場為再生能源投資做好準備。●持續倡議銀行停止對燃煤電廠的融資計畫，迎來馬來西亞
第二大銀行聯昌國際銀行（CIMB）於2020年底宣佈，於2040年前退出所有煤炭投資，並於2021年開始
停止接受新的燃煤融資計畫。●在泰國，發表報告建議政府在100萬個屋頂建設太陽能板，創造就業並促
進能源轉型。●東南亞作為全球受氣候變遷影響最大的地區之一，綠色和平持續集結當地群眾力量，與公
民社會及地方組織合作，向政府與企業倡議更積極的應對措施；菲律賓眾議院終於2020年11月通過宣布	
《氣候緊急宣言》的決議。

「空氣污染」：●團隊成員為綠色和平全球空氣污染小組的重要一員，與東亞分部的「煤、水與空氣污染」
專案團隊持續跨區域的合作與協調，共同參與追蹤全球空氣品質和化石燃料使用的趨勢，並聯同專家夥
伴IQAir發布相關報告，發布線上工具實時反映空氣污染數據，推動政策制定者正視問題。●聯同能源與清
潔空氣研究中心發表《奪命空氣：化石燃料的代價》，為首個就化石燃料造成空氣污染的全球成本之研究
報告，指出因燃燒化石燃料所導致的空氣污染問題，打擊全球經濟之餘，同時直接或間接地導致全球每年
450萬人健康受影響而喪生。●2020年8月在菲律賓與友好團體舉行「馬路共享」活動，在公路預留單車
車道，呼籲支持者及行動者以單車代步，同時倡議政府更積極推動行人和單車友善政策，建設低碳城市。

「雨林保護」：●研究團隊奔走印尼雨林最前線，以科學實證查明真相，從而提倡永續方案，保護森林生態
免於破壞。●與英國倫敦大學金匠學院研究團隊「法醫建築」合作，利用衛星影像、空間分析等鑑證技術
提出證據，披露印尼「最後的雨林」巴布亞大火不斷的一大肇因：當地最大棕櫚油生產商Korindo在轄下特
許經營地蓄意焚林以開闢種植園，而非該企業宣稱大火純屬自然災害或個別村民所致。研究結果與一系列
不同形式的記錄內容（如影片、照片等）同時發布，吸引眾多國際媒體跟進報導，凝聚全球關注。●揭露印
尼政府對毀林企業採取寬鬆且不一致的執法標準，連結當地原住民、友好團體，並透過綠色和平各地辦公
室全球動員，施壓政府向棕櫚油生產商問責，並推動棕櫚油行業改革。

「永續海洋」：●漁業作為支撐東南亞經濟的其中一大產業，綠色和平一直於當地倡議永續漁業，長期與
美國辦公室及東亞分部臺北團隊成立跨地域團隊，多方面調查東亞與東南亞漁業利害關係人的角色，並施
壓政府介入推動漁業改革，包括改善漁船上的強迫勞動問題。●與臺北團隊共同發布研究調查報告《公諸
漁事：血汗海鮮如何流入市場》，創作一系列影片、文章等內容，揭示工業捕撈對海洋生態的破壞，與當地
勞工組織合作記錄相關的人權侵害問題，對政府及整個行業形成壓力。●協助當地政府於海上巡查涉嫌非
法捕魚的船隻，將第一手資訊發布予全球媒體。

109,895,956

國際專案發展、
研究及統籌

●支援「國際專案發展、研究及統籌」團隊，為應對	瞬息萬變的外在環境，尤其在2020年疫情影響全球各
地，團隊持續連結全球網絡，協助和指導各辦公室調整環保專案設計及思維策略，確保環保工作能適切地
應對時代挑戰。●製作用於組織內部監測及評估環保專案成效的工具，協助各地辦公室的專案策略規劃，
發揮綠色和平的影響力，為現時的環境問題提出應對方案，以行動守護地球環境與生態。

1,796,733

111,692,6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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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源運用	
環保專案支援支出

綠色和平的環保專案背後，有賴不同團隊努力不懈，為各環保專案提供專業支
援。團隊分別專責環保資訊傳播、媒體推廣、數位訊息傳播、數據分析、行動 
統籌、科學研究、調查及數位推廣等，致力動員更多群眾留意和參與環保倡議
工作，壯大環保運動的行動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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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機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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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案 重點簡介 NTD

環保專案	
媒體統籌、	
組織形象及	
環保傳媒研究

四地辦公室中25個環保專案的共26名資訊媒體部門成員，支援東亞分部環保專案工作，包括：●透過媒
體資訊傳播，提高公眾意識，增強專案影響力，例如就研究結果舉辦新聞發布會，透過在地及國際傳媒報
導，傳達環保成果。●每日監察在地及國際主要媒體就環境議題的報導取向，適時調整對外傳播與媒體推
廣的策略，確保所有環保專案，以及公眾對綠色和平的認知，與組織形象及價值相符。●推動環保專案，
同時與在地合作夥伴和個人分享經驗，動員公眾力量帶動改變。●製作組織的簡介短片、與網路名人合作
環保議題短片、受邀至各院校演講環保資訊、宣傳海報、手冊等，藉以加強向公眾傳遞綠色和平的環保理
念與核心價值，推廣環境友善的生活方式。●其他成本包括四地辦公室每日蒐集並錄製環境議題類別的
關鍵字、文章、影像畫面等報導，適時調整對外傳播與媒體推廣的策略，並持續與環境領域媒體維繫即時	
溝通。

43,073,891

數位資訊推廣、
互動及動員

●持續改善專案溝通、多媒體工作和社群平臺的管理，致力帶動更大的社會影響力，以輔助環保工作與成
果。●除了響應在地推展的環保專案，基於地球環境問題無分國界，同時協助和聲援由各地綠色和平辦公
室帶領的國際環保專案，發動線上連署及動員，例如：全球的氣候與能源專案、守護北極、守護全球海洋
及守護全球森林等。●透過市場調查及受眾研究，了解民眾對環境議題的想法，並舉辦創意市場推廣培訓
等，跟上最新傳播趨勢，加強向公眾傳遞綠色和平的環保理念與核心價值，推廣環境友善的生活方式。

17,072,035

環境議題	
數據分析

深入分析媒體報導與社群平臺針對環境議題的相關內容及數據，解讀輿論走向，分析與改善訊息傳播成
效，如尋求嶄新的社群網路數據搜集與分析工具、研究內容分析程序、改善社群網路與其他數位傳播平臺
表現等。

20,500,801

多媒體素材製作
與管理

支援影片、相片與圖像製作、參與實地拍攝影片與相片、管理內部多媒體資料庫，並研發和嘗試新的數位
推廣工具與策略。 13,838,139

支持者通訊 編製四個語言版本的組織年報，以及其他日常通訊刊物和資訊，在全新改版官方網站、電子郵件、社群媒體
與即時通訊軟體等平臺，向支持者回報環保專案的進度、最新成果及活動資訊。 15,461,221

109,946,087

行動與志工統籌及社區動員

調查研究、綠色政策及企業

專案 重點簡介 NTD

行動、策展及	
線下推廣

行動團隊發展、統籌及監督跨辦公室與各地行動：●行動策劃、執行、物流統籌、成本控制、法律與風險評
估；●建立並培養行動成員團隊（包括攀爬隊、水隊），以支援專案多樣性的調查研究工作；●支援各地的
公眾參與及教育推廣活動，包括設計教材、普及環保教育、組織志工活動以在社區宣揚環保意識等。

3,493,900

訓練及器材管理
●定期的非暴力直接行動訓練、攀爬行動訓練；添置與維護攀爬器材、行動工具和安全裝備；研究如何更
有效使用現有器材與舊器材，研發行動工具等。●為行動、策展及線下推廣團隊提供專業訓練和定期的區
域交流機會，提升團隊應對最新環境挑戰的能力，更有效組織行動與環保教育推廣活動。

18,128,652

工作室暨	
倉庫管理 租賃、管理與維護四地工作室暨倉庫，支援東亞分部四個辦公室的行動與志工統籌及社區動員整體工作。 6,101,102

27,723,654

專案 重點簡介 NTD

區域研究及	
調查統籌

統籌及監督跨辦公室與各地研究和偵查工作：●計劃、統籌和執行各項研究與調查工作，搜集環境問題的
證據，以及解決方案的科學基礎；●開發創新的研究與調查管道，例如使用空拍機抽取環境樣本、衛星定
位追蹤技術、船隻追蹤技術等；●監察各地發生的大型環境事故，並評估是否需要做出緊急應變。

15,544,539

調查及	
研究能力提升

定期舉辦培訓，提升調查員在實地調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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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識與技術。 1,390,330

認知科學應用

●提升全球重點辦公室應用科學的能力，藉由應用先進的認知科學（神經科學、心理學、語言學等）來改
進環保專案策略，透過處理問題根源與推動普羅大眾思維的轉變來達到社會變革的目的。●為全球各辦
公室及專案設計提供培訓框架和實踐指導，應用創意思維推動社會改變。●2020年針對疫情全球大流行
帶來的巨大影響，提出具體方法建議如何靈活地應對疫情危機，有效地持續推動倡議工作。●團隊共5名
專家與研究人員，致力提升環保專案設計模型，例如透過了解目標群眾，與其他夥伴團體合作、建立網絡
產生影響力，以達到改變群眾思維與社會系統的目標。

25,455,982

顧問：	
政策與公共事務

支援涉及政府機關或聯合國附屬組織政策倡議的環境專案；與主要政界領袖、政府官員、研究團體與非政
府組織保持溝通聯繫；監測官方發布的環境影響評估報告以及出席重要研討會，尋求有助倡議環境政策改
變的機會。

6,205,797

顧問：	
綠色金融及企業

提供專業市場趨勢分析，支援各環境專案制訂與應用企業遊說策略；直接與金融業交流，包括應邀演講與
出席業界論壇等，促使產業界認知環境因素亦是商業投資和業務風險。 3,603,471

52,200,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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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對折黏貼

100004 
臺北市中正區重慶南路一段109號 
財團法人綠色和平基金會

郵 資 已 付 免 貼 郵 票

廣告回信

臺北廣字第4485號

臺北郵政登記證

感謝您選擇堅定支持	
在2020年實現許多環境里程碑！
2021年起，綠色和平延續上一年的環境工作，致力於促成因
應氣候危機的政策、減少塑膠污染，並擴大臺灣海洋保護區。
我們也持續響應國際間的重大環境議題，包括推動各項政策，
以減緩氣候危機、保護海洋、守護森林。

環境的工作未完待續，您願意為地球與下一代，更進一步支持
綠色和平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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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卡人姓名

信用卡號碼

有效期限																																				（月）／（年）

持卡人簽名

填寫完成，沿裁切線剪下對
折黏貼，免貼郵票投遞，寄回
綠色和平辦公室，謝謝您的
支持。

您的個人資料將絕對保密，為保障您的權益，謹依個人資料保護法第8條之規定告知下列事項：

／	本會蒐集您個人資料之目的，在於進行專案推廣、募捐活動、調查統計與研究分析、會員管理與服務等相關事宜。

／	本次蒐集、處理及利用您的個人資料類別，包括姓名、出生日期及財務交易資訊等，詳如上述連署與捐款資料表所載。

／	您的個人資料將於本基金會營運期間，以紙本、電子、口頭或其他適當方式，利用於本會、國際綠色和平組織及其各分部、辦公室、其他與	
	 本會有業務往來或合作之機構，及前揭組織、機構之所在地區。

／	您得就提供之個人資料，向本會（1）查詢或請求閱覽、（2）請求製給複製本、（3）請求補充或更正、（4）請求停止蒐集、處理或利用、（5）	
	 請求刪除。但本會享有依個人資料保護法相關規定拒絕該請求之權利。

／	您得自由選擇是否提供上開個人資料，惟若拒絕提供、提供之資料不實或不完全、提供後請求刪除或停止處理利用而經本會同意，本會將	
	 無法提供您支持者與捐款會員服務。

／	若您不希望收到綠色和平的資訊，請來電或以電子郵件通知。若您想修改個資，請傳真、電子郵件或致電綠色和平辦公室。

每月增加250元 
／	策畫更多推廣工作，改變公眾意識。	

／	展開更多溝通協商工作，改變政府、企業政策制定。	

／	進行更多調查工作，揭露環境前線真相。

每月增加                         元 
／	您的捐款將支持綠色和平持續維持公正與獨立，	
	 共同面對環境挑戰。

我同意授權以原捐款信用卡，增加每月捐助。
我欲更換另一張捐款信用卡，增加每月捐助。
*	請注意：此選項將更換您目前設定每月捐助的信用卡資料我願意 :

在未來的日子更進一步	
支持綠色和平環境專案

我願意！

綠色和平個人資料保護聲明

會員個人資料

捐款會員姓名：	 	 	 	 						

會員通訊電話：	 	 	 	 						

您的幫助，可以為地球環境創造更多改變的機會。

Visa Master JCB

*	上述資料供協助會員資料查詢之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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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色和平致力於為會員提供多元、豐富的環境訊息，分享您我共同
推動的環保成果。

為了在減緩氣候變遷，減少紙張使用與碳排放同時，更有效地提供
環境資訊，增加直接與公眾互動的機會，綠色和平持續拓展社群平
臺，期待帶動更多人一起關心環境議題。

關心環境	
從掌握環境動態開始

掃描下方的QR碼並加入Line好友，
每週為您送上全球環境焦點，以及
海內外環保專案進度。

想要獲得最即時的訊息、最直接的
交流，今天就加入Line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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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候變遷正急迫！千位教育工作者在綠色和平一項調
查指出，臺灣教育現場亟需更好的氣候教育資源，而學
子對此議題雖有所知、但普遍無感。因此，在2020年中
旬，綠色和平開始規劃「氣候變遷環境教育專案」，以知
識和學習為起點，期待與臺灣青年共同提升環境意識並
採取行動，一起引領改變發生。

透過「Green Future Academy」數位平臺，綠色和平提
供統整而系統性、難度適中且不忘趣味的學習資源，希
望青年學子和教育工作者能更有效地認知環境議題。除
此之外，更延伸觸角，舉辦各式教師工作坊、學生營隊，

Green Future	
氣候教育專案

您我與環境之間的關係，從「認識與理解」開始。

實際與師生交流互動，並策劃巡迴各地的互動教育展
覽，讓大眾有機會更認識這片土地、進一步思考生活的
選擇。

如今，學習平臺已在4月上線，期待能與更多如您一般關
心環境的公眾，一起認識、守護您我的地球家園。

© Greenpe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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