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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是全球最大溫室氣體排放國，主因正是煤
炭。在我們的推動下，2012年，中國的煤炭增
幅由過去十年平均達9%，大幅降至2.8%。中
國十個重要耗煤省份及城市，較2011年共計減
少煤炭消耗達6,658萬噸，相當於減少一億噸以
上的二氧化碳排放。

2008至2013年間，我們與多個非
政府組織，共同推動超過130間
企業承諾落實護林政策，確保其
供應商不會涉及毀林。

經過長達三年的努
力，全球20個知名服
裝品牌承諾淘汰生產
鏈上一切有害化學物
質。這是「集結公眾
力量，以行動帶來改
變」的最佳寫照。 守護北極全球行動連署人數突破500萬人。成功

促使殼牌石油（SHELL）連續三年擱置北極鑽油計
劃。芬蘭與歐洲議會亦先後表態支持成立北極保護
區。我們的積極行動，正在改變北極的命運。

萬噸

企業

知名服裝品牌

精選綠色成就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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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踐綠色理念
氣候變遷已成為地球最真實迫切的危機，水資源、空氣、森林、海洋，更是以前所未
有的速度與規模遭受威脅污染。您也許好奇，我們如何扭轉這些嚴峻的情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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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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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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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 - EXPOSE 揭露
我們曾揭露P&G的海倫仙度絲
洗髮精使用的棕櫚油涉及森林
破壞，要求做出改善，P&G做
到了。透過我們的詳盡研究，
消費者終於明瞭許多耳熟能詳
的產品背後的真相。

A - ACT 行動
正因為我們的行動成員願意
置身高空進行反核行動，才
促成韓國釜山政府採取具體
方案，改善核災應變措施。
「行動．帶來改變」是我們的
信念，非暴力直接行動則有
助於我們向企業、政府與公
眾提出訴求，要求積極的改
變。

L - LOBBY 遊說
我們的特殊之處，在於不僅指出
環境問題，同時也提出符合公義
與可行的解決方案。不論過程
如何困難，都致力開啟對話的機
會。我們從不怯於揭露政府與企
業的環境劣行，更要督促他們積
極地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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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愛的綠色和平會員：

2013年對綠色和平東亞分部是極為重要的
一年。它標誌著東亞分部翻開新的一章：以
IDEAL理想作為環境工作的指引，我們已經成
為功能完整的區域分部，全面投入運作。回
望過去三年，我們茁壯成長。

您知道嗎？東亞分部已經有102位專業、全心
投入的環境專案人員，為守護地球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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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東亞是綠色和平應對環境問題的首要地區，
許多全球專案都以這裡為重心。東亞不但是
全球經濟發展最快的地區，也是溫室氣體排
放、天然資源消耗激增的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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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翻開2013年報，您會看到我們攜手為脆弱的
地球締造的具體改變。您也會發現，我們的
工作規模逐步拓展，除了最年輕的守護海洋
專案，我們也將中國的煤炭專案一分為二，
一則集中空氣污染問題，一則強調對珍貴水
資源的威脅。杜絕農藥濫用的工作，也拓展
至更廣泛的食物種類。

茁壯成長，收穫更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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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更多鼓舞人心的成就，例如更多服裝品
牌承諾「為時尚去毒」，淘汰有害物質，共有
20間全球知名品牌與企業支持「無毒生產」！

每一項難能可貴的成就，都顯示我們更具成
效地守護東亞地區以至全球環境。我為此感
到驕傲，希望您心亦然。

一路往前，挑戰仍在。得到您的堅定支持，
東亞分部的每一個工作人員都滿懷信心，未
來，為我們共享的地球，帶來更多美好改變。

感謝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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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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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許多人的生活，因此我們致力守護豐富物種與純淨自然。

•媒體與推廣
•行動

•調查研究
•多媒體策劃

•數據分析

•人力資源
•資訊科技
•財務
•募款
•會員服務專

案
支

援

有效管理  監督發展

機
構

支
援

公眾參與

氣候變遷
污染防治
守護海洋與森林
食物安全
守護北極

環境專案

•董事會 •國際綠色和平

•會員 •志工 •行動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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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色和平的承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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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庫米．奈都（Kumi Naido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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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際綠色和平於1979年成立，自1989年起，
它設立於荷蘭阿姆斯特丹，主要肩負協調的
角色，確保全球各地辦公室在政策、專案
重點與公眾宣導方針的一致。它亦負責統籌
規劃全球環境專案、區域分部發展、監督各
地辦公室績效、提供最佳科學研究與資訊支
援，並依據專案的優次分配全球綠色和平的
資源，資助重點辦公室與環境專案。另外，
也負責管理船隊「彩虹勇士號」、「極地曙光
號」與「希望號」。

綠色和平東亞分部是綠色和平區域分部之
一，在臺北、香港、首爾、北京設有辦公室
推動環境專案。為維持財務的公開透明，並
提供關於綠色和平的收入、支出，綠色和平
在全球所有實體資產與負債的概述，獨立的
財務部門專責帳目管理，除了每年交由獨立
核數師審核外，國際綠色和平的會計師亦定
期內部審核。綠色和平的會員與支持者可以
在年報上查閱公開帳目，清楚了解捐款用途
與分配方式。

各區域分部設有董事會，並由一名總幹事領
導高層管理團隊，處理日常運作事宜。雖然
機構政策與環保工作策略由國際綠色和平決
定，各地辦公室在執行政策與達成工作目標
上皆為自主單位，並可因應當地的具體狀況
開展環境工作，及各自獨立地向公眾尋求必
要的財務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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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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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我們已訂定公開資訊政策，以確保在
符合法律規範的同時，既能以透明、具效益
的方式分享資訊，亦能保護成員、支持者、
盟友、工作夥伴與組織內部的機密資訊或個
人隱私，不會遭到洩漏或侵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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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網際網路是現代社會傳遞資訊最具效益
的管道。負責多媒體策劃、媒體與宣傳
的成員，致力找出最有效喚起公眾關注
的溝通與宣傳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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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綠色和平的科學家在英國埃克塞特大學
的實驗室工作。

4. 勇敢、充滿熱誠、熱愛環境的行動成
員，是環境專案成功的幕後功臣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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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

3

5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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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局如棋，千變萬化，恰可形容東亞地區的環境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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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者兼之，正是在東亞地區日益複雜的環境議題下，我們面對的不同挑戰。

自問棋藝平平，但我相信最重要是沉著應戰，並讓每一子各司其職。就像在綠色和平東亞分
部，除了最熟悉的環境專案主任，還有許多專責不同範疇的專業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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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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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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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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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棋為喻

施鵬翔
綠色和平東亞分部副總幹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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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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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年，我們不懈的努力獲得回應。我們的專家報告，也日漸
協助公眾與輿論打破「核能是乾淨能源」的迷思。我們相信，
應對氣候變遷的影響，同時也是重要的轉捩點，能改變過去對
環境的不公義行為。

維護地球的和平、創造永續未來，考驗我們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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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ve the

— 北極，由您我守護

您是否留意到有更多北極融冰的新聞報導、北極熊困境的紀錄片，察覺到愈來愈多人關心北極
的迫切危機？

守護北極是綠色和平近年最受矚目的全球專案。我們實地研究北極面臨的最新危機、揭露石油
公司鑽油計劃的潛在風險、以和平行動阻止石油公司到北極開採石油，並遊說全球政治領袖支
持成立「北極保護區」。而喚起公眾關注，是我們邁向成功的起點。

消失中的北極冰層，是全球氣候變遷的鐵證。少數企業為了一己利益，仍亟欲開發北極石油資
源。根據綠色和平的最新評估，如果我們今天不加以阻止，到2020年，將有多達15間企業同時
到北極鑽探石油。風險，是難以挽救的漏油事故、加劇氣候變遷的惡劣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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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極，由您我守護

北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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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羅斯

芬蘭

過去數年，綠色和平多次指出殼牌石油（SHELL）北極鑽油計劃的漏洞，促使
美國政府重新審視殼牌的鑽油許可。今年初美國法院裁定美國政府處理近海油
田租約的過程違反法律，代表殼牌不能在毗鄰阿拉斯加州的楚科奇海鑽油，最
終逼使殼牌自2012年起，連續三年宣佈擱置在阿拉斯加的北極鑽油計劃，為北
極熊送上好消息。

您也許想知道：為什麼針對殼牌？過去八年，殼牌投資超過美金50億元開發北
極鑽油計劃，它的決定將引起骨牌效應。成功，定會引來一眾石油公司爭相到
北極鑽油；失敗，則其他石油公司也將暫緩進軍北極的腳步。例如去年二月，
殼牌因為連串事故而宣佈放棄北極鑽油計劃，挪威國營石油公司Statoil隨後亦
宣佈，需要重新審視其北極鑽油計劃，延後在阿拉斯加楚科奇海的專案。美國
第三大能源公司ConocoPhilips更表明由於「監督上的不明朗因素」，暫停未來
兩年的阿拉斯加鑽油專案。

俄羅斯石油公司覬覦著另一端的北極。俄羅斯相關法律規定薄弱，加上設備老
舊失修，以致漏油事故頻生。我們致力揭露俄羅斯石油工業的惡劣行徑，並在
全球發起和平抗議，阻止殼牌與俄羅斯天然氣公司Gazprom聯手到北極鑽油。

2013年8月，我們實地調查西伯利亞北部的漏油污染，但俄羅斯環境監管機構
審查兩個月後竟表示並未發現漏油，Gazprom更聲稱僅洩漏90公斤石油。我們
隨即分析油田的衛星照片，發現漏油點多達71處、污染範圍廣及3.1公頃，再
次揭露Gazprom試圖隱瞞漏油事故。

去年九月中，綠色和平「極地曙光號」30名成員前往Gazprom在北冰洋的鑽油
平臺和平抗議，因而遭俄羅斯扣押約100天，並先後以海盜罪與流氓罪起訴，
最終得到俄羅斯政府特赦而釋放。今年五月，從這個鑽油平臺搾取的首批北極
原油付運歐洲。我們即刻行動，號召更多北極守護者一同守護北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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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三月，歐洲議會也通過決議，公開支持設立北極保護區，為歐盟外長及歐
盟外交政策負責人帶來壓力，有助推動歐盟最終制定守護北極的政策。爭取歐
盟支持守護北極非常重要，因為在歐盟成員國中，瑞典、芬蘭和丹麥都是「北
極理事會」成員國，歐盟本身亦是理事國的「常駐觀察員」。歐盟本身也是「北
極的消費者」，大部分來自北極地區的產品銷往歐盟國家。未來可望有更多國
家與重要政治領袖，正視人類對北極的責任，加入守護北極。

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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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ve the

— 推動零核未來

推動零核未來
核電的風險是真實的，一旦災害發生，後果深遠難以挽回。
2011年3月11日，日本強烈地震和海嘯引發福島核災，至今，
當地所有居民仍與傷害共存。參與「福島見證之旅」的綠色和
平資深氣候及能源專案主任古偉牧說：「福島災民究竟應該返
回充滿輻射的家鄉，還是繼續蝸居在猶如徒置區的臨時房屋？
對他們來說，這是兩難。」邀請您一同深思核災的漫長影響，
與我們一起推動零核電的未來。

調查核災真相
日本政府多次信誓旦旦保證「核災已經受到控制」，但真相如
何？過去三年，我們持續追蹤調查福島第一核電廠的最新狀
況。2013年10月，來自十國、共計15人的考察隊，前往福島
核電廠20公里撤離區進行檢測。結果發現，不論道路、森林
或室內，輻射值都高出日本政府標準二至三倍。換言之，去除
輻射污染的工作不如政府宣稱的完善。

記錄核災遺禍
福島至今仍有16萬人離鄉背井，多達十萬人仍居住在臨時房
屋。我們訪問受害者，包括失去果園的農民、憂心忡忡的幼稚
園校長、冒險也要重返家園的長者，以及不敢讓孩子外出遊玩
的母親。這些與災害共存三年的人物故事，都是全球應當捨棄
危險核電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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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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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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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臺灣，我們與當地團體委託獨立核安專家評估興建中的核四
廠，發現問題重重且太接近大臺北都會區，風險無法降至可接
受程度，建議臺灣政府應立即終止計劃。

在香港，經過三年努力反核，加上眾多市民的支持，香港政府
改變了過去對核電的錯誤理解，並大幅降低用電量預測，終於
在未來發電燃料組合的諮詢中，放棄增加輸入核電。但我們還
需繼續努力，達到「零核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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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幾年冬季，在北京生活的人都歷經空氣
污染最嚴重的「霧霾」日子。美國大使館曾經
測量北京使館區的空氣品質，發現污染最嚴
重的季節，北京的空氣品質惡劣到機器無法
測量的地步。「霧霾」問題不限於北京，2013

年，多達92%中國城市的空氣品質未達安全
標準。

去年初，中國霧霾污染一再刷新最高紀錄，
公眾開始透過智慧型手機、社交網站即時監
察及討論空氣污染問題，新聞報導開始指
出，煤炭是霧霾污染的主要源頭。多年來，

我們試著讓更多人了解煤炭對環境的負面影
響，公眾對霧霾真相的渴望是一個機會。對
環境工作來說，最有力的武器莫過於公眾集
結在一起的呼聲，藉以推動空氣品質監測、
公開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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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ave the

— PM2.5空氣污染：公眾的勝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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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M2.5空氣污染：
公眾的勝利
回顧2013年空氣污染議題的發展，是一個公眾力量成功改變中國能源使用模式
的故事。到今年四月為止，全中國超過三分之一省份已訂立減用煤炭的目標或
具體措施，預計五年內可減少3.5億噸煤炭消耗，從而減少七億噸溫室氣體排
放。這個故事，印證了偉大的變革往往有著微小的開端，是由絕地中滋生的希
望。與您分享我們共同達成的勝利。

微細懸浮粒子PM2.5是空氣中直徑小於2.5

微米的顆粒，約當頭髮直徑的1/28，不能被
鼻孔、喉嚨所阻擋，更易連同吸附其上的有
毒物質進入呼吸道。我們發佈影像和資訊圖
表，解釋監測PM2.5的重要性；編輯PM2.5防
護手冊，教育自我防護的方法；並與北京大
學的專家合作，研究PM2.5對健康的影響。公
眾終於了解，燃煤發電是空氣污染的主因，
空氣中的PM2.5嚴重威脅健康。

2013年9月，中國政府終於公佈歷來最積極的
《大氣污染防治行動計劃》，多個省市隨後陸

續公佈煤炭消耗減量目標。今年四月為止，
中國34個省份中，12個煤炭消耗主要省份，
已訂立減少耗用煤炭的目標或具體措施，預
計到2017年，共減用3.5億噸煤炭、從而減少
七億噸二氧化碳排放，相當於減少2.3億輛小
汽車，或種植290億棵綠樹。

PM2.5空氣污染專案有著劃時代的意義，近幾
十年來，中國東半部區域將首度大幅減少煤
炭消耗，可望改善空氣品質，減緩全球氣候
變遷的惡劣影響。這個世代，將見證煤炭使
用史上最重要的轉捩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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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色金融專案」是什麼？簡單地說，我們作為策略分析師，讓金融業了解到環
境因素也具有投資風險，進而動搖投資的根基。以煤炭專案為例，當投資者看
到他們原先的投資計劃，威脅未來的水資源、煤炭需求進一步下降，帶來龐大
的財務風險，就會重新評估投資意向，甚至停下投資新建煤電廠的腳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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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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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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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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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環境因素
的投資風險
中國的經濟增長趨緩、投資熱潮冷卻，能源使用效率明顯下降。煤炭消耗增長
幅度亦明顯衰退，從2011年的9.8%，降至2012年的2.8%。我們的「綠色金融
專案」如何把握這個「良機」，將這個實情傳遞給國際投資界和主要銀行，進而
左右煤炭專案的發展？郭紹明，綠色金融專案主管

動搖投資的根基，足以
左右煤炭專案的發展。

Save the

— 環境因素的投資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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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全球最大的
煤炭企業縮手的4個數字

去年七月，我們決定挑戰一個看似不可能的
任務：要求全球最大的煤炭企業、中國神華
集團停止破壞內蒙古的水資源。這是綠色和
平在中國推動環保工作13年來，首次直接

挑戰國有企業的環保失責。

我們的報告一度遇上前所未有的嚴峻審查。
神華集團是香港上市公司，我們把握機會，
趁著八月神華在香港舉行業績發表會，向神
華高層遞交請願信，更在記者會上直接要求
神華停止破壞水資源，逐步將這個故事帶給

世界各地的媒體與投資者。

經過11次實地調查，我們揭露神華煤制油
化工有限公司鄂爾多斯煤制油開發案，從
2006年起在內蒙古浩勒報吉農牧區抽取地
下水資源，造成地下水位大幅下降、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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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藉助外界力量施壓，我們也不斷與神華
集團代表會面，商討改善措施。經過八個月
的努力，今年四月，神華集團終於承諾逐步
停止抽取內蒙古鄂爾多斯盆地的地下水。這
項勝利，為我們未來繼續推動各國停止依賴

煤炭，打了一劑強心針。

13年

1個機會

11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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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致力保護森林超過十年。東亞分部專注於規模僅次於亞馬遜、剛果
盆地的印尼天堂雨林，推動紙張、棕櫚油產業邁向永續發展，從而不再
砍伐破壞瀕危動物最後一片棲地。這個努力，在2013年開花結果：全
球第二大紙張與包裝生產商金光集團APP、全球最大棕櫚油貿易商豐益
國際先後承諾「不毀林」，可望引領更多企業加入保護森林的行列，造
就產業全面轉型。

守護海洋是東亞分部最年輕的環境專案。我們積極參與中西太平洋漁業
管理組織，呼籲40%海洋應建立保護區，終止過度捕撈對海洋資源的傷
害。能與這片美麗自然共生、共存，何其幸運。請與我們一起守護生態
與自然，讓下一代也擁有同樣深邃、蓊鬱的森林，與生機勃勃的海洋，
讓地球永遠是所有生物共享的家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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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專案主任顏寧多次前往屏東東港、綠島與小琉球考察研
究，並身為觀察員，連續兩年出席中西太平洋漁業管理委員會
（WCPFC）年會，遊說各國支持成立海洋保護區與海洋養護措
施。她為我們回顧2013年海洋專案的重要進展。

將活力還給海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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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類對海鮮永無止境的慾望，正破壞海洋生態平衡 ── 可能截斷食物鏈，令許多海洋生物滅絕。亞洲人喜
歡吃海鮮，是非常有名的。以香港為例，每人每年平均吃掉77.5公斤的海產，是全球平均的四倍，名列全球
第五。如果繼續對過度捕撈坐視不管，最後，我們也不能避免為此付出沉重的代價，眼睜睜看著飯桌上的海
鮮佳餚消失，未來，原先資源豐沛的海洋，僅剩水母或浮游生物。

海洋面臨最大的危機是什麼？

顏寧：現在的海洋，充斥太多漁船追捕太少魚群的場
景。2010年，全球有300萬艘漁船在海上作業，其中
4萬艘是船身超過24公尺的工業化漁船。最大的圍網
船規模就像一座海上工廠，可以貯存共計7,000噸漁

獲，重量相當於600輛雙層巴士。一次的捕撈量相當
於15萬人一年消費的海鮮！限制捕撈量、加強管理非
法漁業，是為了維持永續海洋的當務之急。

有何對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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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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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顧2013年，海洋專案從消費面推動哪些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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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致力從消費層面改變漁業生產鏈。歐洲、大洋洲多國
的主要鮪魚罐頭生產商，都已經拒絕破壞性漁法，日
本五大超市也將納入永續海產採購政策，拒絕購買與
販賣瀕危的海鮮種類。

為什麼關注鮪魚瀕臨絕種的議題？

顏寧：鮪魚是海明威口中的「海中王者」，除了游速
驚人、最高時速可達46公里，可長途遷徙，鮪魚更是
全球最重要的經濟漁貨之一。而身為海洋生態系頂端
的掠食者，鮪魚其實是健康海洋的指標，然而現在數

量銳減，岌岌可危。在太平洋，鮪魚是過度捕撈的受
害者。綠色和平積極串連全球辦公室，監督政府和企
業，持續參與國際漁業組織，維護海洋的健康和確保
永續的鮪魚產業。

護鯨行動有何進展？

顏寧：今年四月，聯合國國際法庭裁決日本的南冰
洋「科學捕鯨」計劃是非法行為，日本政府正式宣布
停止2014年的捕鯨計劃，南冰洋的鯨魚終於可以稍稍
喘息。這是長時間的努力成果。1989年起，我們的船

艦九次前往南冰洋阻止日本捕鯨，2008年至今，更遊
說日本政府停止補貼捕鯨業，積極削弱鯨魚肉市場。
2013年德國辦公室在港口的直接行動，也促成多家貨
運與航空公司相繼加入拒載鯨魚肉的行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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蔚藍的夢想
海洋相連，一旦發生污染與資源枯竭，沒有人能置
身事外。85%的魚群已被過度捕撈，若不改善，我
們恐怕會成為見證魚類消失的世代。目前全球僅
1%海洋面積受到保護，我們積極推動40%的海洋
納入海洋保護區，藉由禁止捕撈、傾倒垃圾或開採
挖礦，讓海洋休養生息。

守護巡航
全球80%以上的鮪魚都來自太平洋和印度洋。
我們的船艦「希望號」自2006年起五次巡航太平
洋，蒐集統計數據、舉報非法漁業，並採取直接
行動，向過度捕撈的船隻和平表達意見。2013

年，船艦「希望號」兩次印度洋巡航之旅，共記錄
觀察32艘漁船作業。

誤捕的傷害
每年有16萬隻海鳥死於誤捕；平均每30秒，就有
一條鯊魚因誤捕失去生命。據估計，四分之一漁
獲為意外捕撈，每年因而被丟棄甚至死亡的海洋
生物多達2,700萬噸。綠色和平揭露破壞性漁法對
海豚、海龜等生物的傷害，引發媒體、公眾對海
洋危機的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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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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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

30秒

5+2

29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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扭轉鮪魚的命運
鮪魚是海洋中的高階掠食性動物，壽命最長超過30

年，一生洄游範圍遠達數千公里，是海洋健康的指
標。全球漁業的發展，令鮪魚數量快速減少，像臺
灣黑鮪季的主角太平洋黑鮪數量急遽下降，在60年
間數量僅剩3.6%。我們致力喚起大眾對海洋的關
注，因為沒有鮪魚，就沒有健康的海洋。

海洋峰會
綠色和平連續第十年參加中西太平洋漁業委員會
（WCPFC）！中西太平洋是全球最重要的鮪魚漁
場。十年來我們不曾缺席，持續與各太平洋島國交
涉，要求支持海洋保育措施。25個正式會員國中，
帛琉、索羅門群島、庫克群島，已宣布支持保護太
平洋生態。

永續潮流
綠色和平在全球，包括英國、加拿大、義大利、西
班牙，都自消費層面推動漁業生產鏈改變。2013

年，紐西蘭最大鮪魚罐頭生產商Sealord終於承諾，
將確保不會使用以破壞性漁法捕捉的鮪魚。也使得
紐西蘭成為繼英國、澳洲之後的第三國，主要品牌
都承諾不再使用人工集魚器捕撈的鮪魚。永續潮流
再下一城。

漁民的智慧
永續漁法不傷害幼魚，並減少誤捕鯊魚、海龜等非
目標物種的機率，是未來海鮮消費的潮流。我們在
全球致力推廣永續漁法，在臺灣，我們展出橫跨五
大洲、68幅生態攝影師的作品，增進公眾對海洋生
態、永續理念的理解。

有消費，有責任
東亞地區海鮮消費量驚人。在香港，每人每年平均
吃下77.5公斤海鮮，高居全球第五。韓國平均60.4

公斤，居全球第八。臺灣、澳門、日本均遠高於全
球平均值18.9公斤。我們調查超市販售的海鮮，並
製作消費指南，更多人開始關注海鮮從哪裡來、用
什麼方式捕獲，改變消費習慣。

3.6%

3rd

10th

68

77.5
公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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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刻，「地球綠肺」岌岌可危，超過80%的原始森林已被夷平。為生產我們所需的日用品、食品，每一天，森林
遭受無情摧毀。

森林被砍伐、焚燒，大量二氧化碳隨之釋放，加劇全球氣候變遷的危機。數以億計仰賴森林生存的居民，失去
生計，原本安居在森林的生物，棲地被奪，因而面臨生存危機。

綠色和平致力守護僅存的原始森林。而全球三大熱帶雨林，是我們行動的最前線。

專業、科學、嚴謹的精神，是我們成就的關鍵。透過實地調查、檢驗產品中的森林原料、追蹤供應鏈源頭、分
析森林地圖及衛星影像，揭露生活中的毀林陷阱，從而推動世界首屈一指的企業，引領產業改變。

在守護雨林的前線

Protect Ou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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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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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巴西，超過63%的木材來自非法砍伐，非常猖獗。清空森林用於放牧，是巴西亞馬遜雨林遭
破壞的主因，當地80%的森林破壞源自牧牛業。近年，受大豆出口的龐大利潤的驅使，巴西的
企業和農場焚燒大面積的熱帶雨林、開墾為農田，更加速對亞馬遜雨林的破壞。

根據巴西政府統計，2012年8月至2013年7月，一年間，就有5,843平方公里的亞馬遜雨林消
失，面積相當於20個臺北市。在綠色和平的推動下，巴西畜牧業及大豆貿易業承諾保護亞馬遜
雨林，我們促成大豆禁伐令和養牛業協議，至今仍然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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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年8月，綠色和平發表調查報告，揭露美資公司Herakles Farms在喀麥隆的棕櫚油種植園計
劃將大肆破壞森林，勢將嚴重影響當地生態及居民生計。我們的報告推動喀麥隆政府重新檢視
Herakles Farms的發展計劃，2013年底發出發展許可證時，大幅削減計劃規模，批准使用的土
地較原建議大減七成至20,000公頃，期限亦由99年減為三年。

印尼天堂雨林
印尼天堂雨林是地球重要的二氧化碳倉庫，蘊藏的二氧化碳估計超過350億噸，相當於全球每
年燃燒化石燃料的碳排放量。然而，印尼的森林正以每年2%的速度消失，是全球森林消失速度
最快的國家。印尼是生物多樣性的寶庫，擁有世界上約10%的已知物種。2005年12月，一批科
學家到天堂雨林考察，在半個月內即發現數十種新物種。

綠色和平在印尼天堂雨林的故事始於十年前。財力雄厚的家族式企業，每年摧毀面積等同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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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過去十年，綠色和平致力要求生產或購買木材、紙張與棕櫚油的企業領袖承諾「不毀林」，訂定
善待森林的營運模式與採購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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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tect Our

— 您我將終結森林破壞

您我將終結森林破壞
僅僅改變個別國家、個別行業的行為，無法徹底解決毀林問題，因為，森林破壞的真正源頭，是龐大的全球消
費市場。2003年起，綠色和平推動知名消費品牌及行業巨頭，帶領產業邁向永續發展，停止破壞印尼的森林。
我們的故事涵蓋了綠色和平賴以成功的所有元素：煞費苦心地調查記錄，揭露國際知名品牌，正為森林破壞者
創造市場發展空間；祕密調查受國際公約保護的珍貴樹種，被非法砍伐，堆放在金光集團APP位於印尼最大紙
漿廠的貯木場之中。

十年行動，阻止包裝紙毀林
過去十年，綠色和平多次揭露全球第二大紙
張與包裝生產商金光集團APP的毀林罪行，
戳穿其假意護林的公關手段。我們善用創
意，號召全球消費者參與行動，推動超過100

家全球知名企業拒絕與APP往來，APP主要投
資者也相繼拋售股份。

還記得綠色和平的護林創意行動嗎？芭比
娃娃（Barbie）因為涉及毀林和破壞老虎棲
地，被男友高調宣布分手；2012年，肯德基
（KFC）包裝紙「自述」毀林實況的影片，最
終，Barbie生產商與肯德基都承諾不再採購涉
及毀林的紙品。

十年來我們不曾放棄。去年2月，APP宣布森
林保護新政策，承諾不再破壞森林。經過一
年密切追蹤，我們樂見APP違背承諾的風險
正在逐步降低。

APP永續發展主任Aida Greenbury先前公開表
示，APP現在的理念與我們相同：「綠色和平
的行動，的確為我們帶來一段艱難的日子。
一開始，我們不理解綠色和平是正確的，試
圖反駁，希望能證明清白。若不是綠色和平
堅持，沒有今天的我們。我們在此公開感謝
綠色和平，鞭策我們做出改變。」誰說改變不
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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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我將終結森林破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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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綠色和平採取兩個策略，促使棕櫚油產業邁
向永續發展：一方面，我們實地記錄以雨林
為家的生物，包括蘇門答臘虎、紅毛猩猩的
受害狀況，另一方面，揭露有哪些知名消
費品牌是棕櫚油主要用戶，可能助長森林破
壞。藉由推動這些品牌承諾護林，施壓棕櫚
油供應商，要求立即停止毀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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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ternational），於去年12月率先承諾「不毀
林」。踏入2014年，全球數十萬人連署「護林
宣言」，這股力量，令多個全球知名的棕櫚油
消費品牌，包括萊雅集團（L’Oreal）、高露潔─
棕欖，與P&G寶僑家品，相繼加入護林行列。

每一項成果，都證明經濟發展不必然等同犧
牲社區生計、雨林生物的家園，和您我共有
的珍貴森林。公眾的力量集結在一起，足以
向世界發出清楚的訊息：對森林友善的產
品，才是大勢所趨。

最重要是提供確實可行的解決方案，不但改善受衝擊的印尼社區，更足以改變世界。眾多令人引以為傲的環保
成就，逐步推動國際消費品市場、紙漿及棕櫚油產業全面改變。2013年，我們與全球公眾喚起的市場力量，先
後推動紙張與棕櫚油產業領袖承諾「不毀林」。綠色和平保護的，不只是印尼的森林，還有蘇門答臘虎與紅毛猩
猩等瀕危雨林生物、無數仰賴森林為生的當地社區住民，以及全球氣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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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色和平在中國投入守護森林的工作，已經有十年時間。與同事聊起工作中面
對的挑戰，他們說，多數企業寧可花錢在公關宣傳上，也不願意多了解如何保
護森林和永續經營。

企業的各種廣告、宣傳很擅長製造一種假象，讓你覺得他們很懂、很在乎環境
和全球氣候變遷。其實不然。五年前，北京的市民到超市買面紙，只有兩種品
牌有FSC森林認證。五年後，還是只有這兩種選擇，而這兩種選擇都不是本土
企業提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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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到北京之前，我先後在首爾與臺北辦公室擔任區域發展經理。守護海洋是東
亞分部最年輕的專案，我的同事投入相當多的心力。在臺灣，我曾經和同事前
往「最多遠洋船長的故鄉」屏東小琉球，與地方政府與漁民交換意見。許多有
三、四十年航海資歷的船長跟我分享與海搏鬥的經驗。跑遍各大洋、見識過大
風大浪，那裡的船長唯一怕的是魚愈來愈少。

來到現在的崗位，我同樣發現，在中國，漁民也迫切需要有人看到困境所在，
傾聽他們的故事。無魚可吃的悲慘未來不如想像中遙遠。海洋無疆界，如果我
們希望海洋還能為下一代提供食物，臺灣、韓國、中國以至全球，都必須一起
努力尋求漁業的永續發展，解決過度捕撈的嚴峻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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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雍年，中國森林及海洋
保護專案經理

從宏觀的政策到微觀的
個人生活習慣，

都要去思考，並身體
力行地實踐。

Nature

— 推動環保的藝術



二零一三年年報 • 綠色和平東亞分部 • 31

©
 G

reenpeace

©
 G

reenpeace/Steven Vigar

©
 G

reenpeace/P
aul H

ilton

為海洋加油

那天半夜興奮地乘著小船出海， 卻幾乎空手而歸。 拂曉， 我與老

漁民在綠島的港邊等待日出， 準備記錄傳統漁法的操作過程。

全世界像綠島這樣的小型漁業佔了85%以上， 卻得面對工業化大

船帶來的過度捕撈威脅。 漁民擔憂沒有魚的未來怎麼辦？而海島的

未來若沒有了海洋資源該怎麼辦？不論是臺灣的主管機關漁業署、

身處第一線的漁民， 與飽受過度捕撈之苦的海洋， 都需要我們加

油打氣！

－海洋專案主任顏寧的海洋筆記， 2013年8月6日

尊重大自然      去年五月， 我隨「彩虹勇士號」到訪千島之國印尼。

行程其中一站， 是背靠森林、 面向大海， 彷彿與世隔絕的村莊

Kwati Sore。 森林和海洋孕育著當地約40戶村民， 他們堅持採

用永續的種植方式， 收集轉售兩種樹的樹皮， 加工為香水原

料以維持生計。 當地還有「Sasi」習俗， 這是「讓大自然

休養生息」的意思， Sasi期間村民禁伐禁漁。 在這裡，

森林是村民的生活支柱， 更是他們神聖的土地， 必須尊

重、 保護。 我不由得為這一分獨特的「尊重」所感動。
－森林保護專案主任呂維菊， 記於「彩虹勇士號」

印尼之旅， 2013年5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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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淨無毒未來
要留給下一代什麼樣的家園？我們期許成為乾淨與無毒未來的
推手。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物件，不論是一件服飾或一台電
腦，生產過程中都可能帶來大量有害化學物質，污染土壤與水
源。
綠色和平解決環境問題的方案，一直是從源頭改善入手。「時
尚去毒」Detox專案已持續三年，共計20個全球知名品牌及供應
商承諾逐步淘汰供應鏈上一切有害化學物質，加入無毒生產的
行列。
為何我們能讓企業、政府聆聽？因為即使所有人都說「不可
能」，我們仍堅持發起行動、凝結共識，追溯問題直至源頭。
讓這一切積極的改變真正發生的，是公眾的力量。您的支持，
讓正向的改變不會止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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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高科技去毒

綠色和平致力從源頭阻止有害化學物質釋放到
環境中，阻止土壤與珍貴的水資源遭污染，或
進入生態鏈，最終返回我們自身。面對高科技
產業，污染防治專案的成功關鍵無他，就是爭
取廣大的支持者作為堅強的後盾，與我們一同
堅定地提出訴求。

2005年要求高科技產業「去毒」
在我們的遊說之下，多間高科技企業，包括：
惠普、戴爾、三星、LG、聯想與宏碁，先後承
諾生產過程中淘汰有害物質。此外，2006年至
今，我們共發表18回《綠色電子產品排行榜》，
詳列各間高科技企業淘汰有害化學物質的進
度，給予消費者足夠的資訊，得以自主選擇在
保護環境方面積極行動的品牌。不但讓競爭激
烈的高科技產業變得更綠，也讓我們的環境更
乾淨！這一切，都必須歸功於公眾的關注與聲
援。

為了讓高科技業進一步邁向永續發展，乾淨能
源是近年綠色和平關注的另外一個重要範疇。
所有資料數據都儲存在「雲端」資料中心，若
網際網路是一個國家，用電量僅次於美國、中
國、俄羅斯和日本，高居全球第五位。一旦企
業以污染能源支撐雲端服務，將加快氣候變遷
的惡劣影響。您我也絕對不願意，讓上網等現
代生活中稀鬆平常的活動變得污雲罩頂，毒害
您我共有的地球。

賈伯斯（Steve Jobs）或許不是綠色和平的「粉絲」，但他帶領的蘋果公司（Apple）確實是業界
先驅：率先響應我們的呼籲，承諾將減少產品中的有害化學物質。2008年，綠色和平發起「綠
蘋果行動」，八個月後，Apple宣布將逐步淘汰在電腦產品中使用聚氯乙烯（PVC）和溴化阻燃劑
（BFR）。綠色和平的行動，令科技產業領袖深知走在創新前端的重要，因為，眾多全球知名的
高科技品牌都已開展環保的步伐，也讓乾淨無毒的未來不再遙遠。

為高科技去毒

綠色能源的勝利
2013年底為止，Google、Facebook、Apple等
六個網路業界的領導品牌，陸續承諾100%使
用可再生能源。從今而後，您我在每日生活
中，不論發一封電子郵件、上傳幾張照片，或
在社群網站與家人朋友分享生活點滴，涉及的
雲端運作，將愈來愈多由乾淨能源支持。

綠色和平向高科技產業提出四項環保標準：減
少溫室氣體排放、淘汰使用有害化學物質、負
責回收廢棄產品，並使用得以永續發展的原材
料去生產和包裝產品。

當您發現，Facebook在美國愛荷華州的最新資
料中心已承諾將採購100%風能發電，並已完
成單筆全球最大風能發電機訂單；Google先進
的能源採購協議不但被微軟等多家企業採用，
更投入美金10億元經費，發展15項再生能源計
劃，您就知道，「網際網路更綠，我們的生活
也才會更綠」這句話，再貼切也不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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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20個服裝品牌與供應商承諾「去毒」，
在2020年淘汰生產鏈及產品中的有害化學
物質。這些品牌約佔全球服裝銷售額15%，
估計足以促使全球30%的時裝及紡織業供應
商，作出改變。而這個比例，還在不斷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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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過去3年，綠色和平持續要求政府及企業，採
取有效的政策、實際的行動，淘汰有害化學
物質。我們率先確立11種應優先淘汰的有害
物質，推動服裝及紡織業從「訂立安全排放標
準」邁向「完全淘汰」的新標準。

30% 

413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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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步：先承認「有毒」，再承諾「去毒」
品牌必須先承認在生產鏈中添加有害物質，才可能逐步改善生產過程。因此，對於拒絕正視問
題的品牌與企業，綠色和平絕不會輕言退讓。以污染嚴重的印尼「女神居住之地」芝塔龍河為
例，檢測發現，GAP在當地的供應商排放含有多種化學物質的污水，猶如化學物「雞尾酒」。過
去三年，GAP一直拒絕承認對於污染負有責任，今年GAP進軍臺灣展店之際，我們的行動成員
在首間臺北旗艦店開幕典禮上懸掛布條，要求GAP立即去毒。

第二步：以安全替代品取代有害物質
接下來，品牌必須與供應商合作，尋找隱藏在生產鏈中的有害物質。一經發現，就應改用無毒
替代品，或要求化學品供應商研發更安全的替代品。以Levi’s和Uniqlo為例，不僅承諾淘汰可影
響生物生殖功能的全氟化合物（PFCs），更承諾將引領業界，改用安全替代品。

第三步：公開資訊，是公眾監督的起點
許多成衣產地並未管制或記錄工廠排放哪些有害物質。綠色和平與公眾環境研究中心成立首個
時尚去毒專案網路平臺，公開企業的排污資訊，讓公眾了解他們所住地區附近的排污情況。例
如Mango這些全球知名品牌，已推動旗下100家供應商公開排污資訊。

第四步：要求承諾兌現，拒收空頭支票
去年十月，綠色和平推出《品牌去毒進度回顧》，調查多個知名服裝連鎖品牌是否兌現「2020年
淘汰有害化學物質」的承諾，並分析去毒政策成效。其中，adidas、Nike及李寧牌，同被評為
「只說不做，至今沒有任何去毒實際行動」的漂綠品牌。未來，我們將持續推動品牌制定並公布
具體的化學物質淘汰名單、工作計劃及時間表，真正邁向「無毒生產」。

第五步：擴大抽查對象，「去毒」力量更壯大
去年，繼運動服飾及平價時尚後，集中調查童裝、精品品牌的有害物質殘留狀況。完整調查結
果經全球媒體報導，除了讓更多品牌加入去毒行列，也促使政府著手加強監管，積極改善。

— 為時尚去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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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時尚去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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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9月，我正式接手臺灣的污染防治專案。所學是生物科
技，化學更是一路以來最熟悉的學科。當今的紡織產業普遍使
用多種有害化學物質，看著怵目驚心的科學數據，我的腦海不
禁自動將這些物質可能的運作機制，套入曾經學過的生物化學
反應中。我知道，要舉證這些物質對人體的直接傷害有多麼困
難，但其風險卻不可忽視。

由於相關法規的鬆散與默許，很多有害化學物質，像是壬基酚
聚氧乙烯醚（NPE）、鄰苯二甲酸酯等，都普遍出現在我們檢
測的服裝樣品中，更屢屢自紡織廠排放的廢水採樣當中驗出。
放任這些危害性化學物質充斥在生活周遭，不論對健康或是環
境，都是風險非常高的事。

欣慰的是，愈來愈多人開始關心。不論臺灣或是全球各個角
落，公眾都以上網連署、擔任志工等各種各樣的方式與綠色和
平站在一起，要求時尚產業「去毒」。現在，20個全球知名品
牌已正式承諾，絕大多數更將承諾付諸行動。

要求資訊公開，保障公眾知的權利，政府單位難道不該動起
來？2013年底，臺灣修正了「毒性化學物質管理法」，增加了
毒化物排放量應上網公開的條文。我們成功促使主管單位正視
服裝殘留NPE的問題，經濟部標準檢驗局更首次訂定NPE殘留
標準。

這些變革還不完善，後續，更需要持續監督，但是，已經為無
毒未來更邁進了一步。我們一起讓變革發生了。未來的路途再
遙遠，也不會感到孤單。

路途雖遠，我們不孤單
和全球同步推動時尚去毒，我的信箱時常收到來自各國同事的
資訊。可能是科學團隊寄來關於危害性化學物質的新事證，也
可能是議題團隊寄來產品檢測分析，甚至是其他專案主任寄來
各國法律規範……每一封信，都述說可怕的事實。

— 路途雖遠，我們不孤單

賴倩如，污染防治專案主任

我很喜歡生態專家
保羅．霍肯的一句話：
「如果你看了科學數據
後，不會對地球的未來

感到悲觀，那表示你
不懂數據。但如果你見
過努力拯救地球的人，
而不會感到樂觀，那表

示你冷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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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的進步，一方面帶來生活便利，但另一方面更突顯安全規範的重要性。在臺灣，有愈來愈多的民眾以及團
體，開始關心化學物質遭到濫用的問題，並且訴求相關資訊的透明公開。感謝有您的支持，陪伴綠色和平一路
向前邁進，為我們的下一代，守護乾淨美好的無毒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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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ro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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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農藥不消失，蜜蜂會消失
我們的專業調查發現，在歐洲，蜜蜂紛紛死亡，主因是農業濫用農藥。全球有三分之一的農作
物生產需仰賴蜜蜂授粉，2006年起，卻出現蜜蜂逐漸消失，造成全球農作物收成下滑的狀況。
2013年4月，我們公布報告《消失的蜜蜂》，三週後，歐盟執行委員會決定兩年內暫時禁用三種
農藥，為蜜蜂帶來一線生機。時隔一年，我們剛剛發表報告《蜜蜂的甜蜜負荷》，分析蜂巢中和
蜜蜂身上的花粉所含有的殘餘農藥，要求歐盟應嚴格限制農藥使用，鼓勵研究毋須使用農藥的
耕作方式，推廣並實踐生態農業。

毒蔬，盤盤皆輸
我們的遊說工作，成功推動臺灣六大超市與量販店公開農藥管理政策，由源頭落實禁用劇毒農
藥。多次抽驗調查發現，不論購自超市或傳統市場的新鮮蔬果，均驗出含有劇毒農藥，顯示臺
灣的農藥使用氾濫成災。我們的成果，讓更多家庭的食物安全添上保障，同時降低全臺灣80萬
農民接觸劇毒農藥的風險，更避免因不當使用農藥，導致彩鷸、黑水雞、紅鷲等受保護鳥類死
亡。

食物是生命延續的必需，連結了分享的觀念，也是表現關心與愛意的媒介，令生活更豐足。在
一年365天的生活中重新建立與食物的親密連結，能夠讓土壤與水源更乾淨、環境更健康。不
論是親自下廚、參與種植、按照時令選購蔬果、支持生態農業，以及更加珍惜食物，請加入我
們！讓這股正向改變的力量更強壯。

恢復與食物的親密連結
農業濫用農藥狀況嚴重，傷害土壤、水源與生態，敲起環境的警鐘。原用以養生進補的中藥
材，經過檢驗，卻發現多達39種混合農藥殘留，甚至禁用農藥的蹤跡。在歐洲，負責傳播作
物花粉不可或缺的蜜蜂大量死亡。大量施用農藥與化學肥料，無止境地提高農作物的收穫，卻
令原該健康無毒的蔬果，從種植過程起毒害環境。綠色和平透過專業科學的調查檢測，要求企
業與政府部門改善政策與法規，同時推廣生態農業。我們為農業與食品安全把關，一旦邁步往
前，就不會後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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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北京出差數月，獨自在外生活，開始學著煮菜。一個人的份量很難拿捏，一
把菜一餐吃不完，一斤的肉可以帶成隔天吃的便當，一條黃雞魚吃完，其他菜
也就吃不下了！說真的，究竟什麼才是「飲食安全」？用聞的？用摸的？我曾經
購買聲稱低鈉的調味料，用到瓶罐見底，才發現成分標示著含有甜味劑。這些
小事，你曾經發現了多少？

當我只用最基本的鹽、醬油、米酒調味時，漸漸的，我也不再愛各式佐醬。上
市場看到喜愛的花椰菜，已經往購物袋裡塞，隨口問老闆：「是臺灣產的嗎？」
老闆說，「不是，美國進口的！很好吃！」聽完我默默從袋裡撈出來還給老闆，
想知道有沒有其他當季、臺灣種植的蔬果。

很多事，我們都在學習，不管是農藥知識、企業談判、政府遊說。在臺灣，農
藥使用過量的問題千絲萬縷：農地流失、農村人口外移與老化，以及源頭法規
缺乏有效管理，這麼多年來，我們將可能殘留農藥的蔬果吃下肚的問題始終沒
有解決。

可以解決嗎？綠色和平不曾懷疑過。因為不輕言放棄，農委會終於禁用半數的
劇毒性農藥，六大超市與量販店不再販賣噴灑劇毒農藥的生鮮蔬果，這些保
障，及於這塊土地上每一個人。我一直相信：站起來，做點什麼都好！今天的
改變，對未來都有深遠的意義。謝謝您成為我們最堅強的後盾。

走在寧夏省的田埂間，穿梭在雲林的菜園旁，我感受到的是農民的務實、純
真，同時也深深覺得，我們對農藥的認知還非常不足。

堅持所以看到希望

蔡絲婷，農業與食品
安全專案主任

自己一個人、小小的聲音 

能改變什麼？當然可以， 

別輕易認為自己做的事 

沒有意義。做就對了。

Improve

Safety
— 堅持所以看到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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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rove

Safety
— 日常飲食背後，濫用化肥的真實代價

日常飲食背後，
濫用化肥的真實代價

食品企業、工業化農業以滿足糧食需求為
由，過量使用化學農藥，化學肥料的施用量
也逐年遞增。其實，約有三成的化肥無法被
農作物吸收，而是進入環境，污染土壤水
源，長遠來說，反而威脅糧食供應與食物安
全。化肥產業更會消耗高比例的能源，導致
大量溫室氣體排放。

全球最大化肥生產和使用國，是中國。2013

年二月，我們發表研究報告，揭露過量使用
氮肥導致中國多個湖泊的水質惡化、藻類大
量繁殖，並污染地下水。隨後，我們將調查

重心移到四川省，也就是另一種常用化肥「磷
肥」的主要產地。

2008年四川汶川大地震，仁和村是重災區之
一，我們實地追訪發現，部分村民至今仍住
在木板棚戶，不願入住漂亮的新房子。因為
重建區就在磷化工廠旁，江畔堆放著宛如一
座大山的有毒磷石膏廢渣。磷肥的危害早於
開採磷礦石時已出現，我們深入四川龍門山
自然保護區，發現採礦活動已威脅11隻野生
大熊貓的棲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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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1年，一群致力環境保護的人，首次揚起「綠色和平」的布條，前往
加拿大安奇卡島阻止核武試驗。2013年，為了保護地球最脆弱的淨土，
我們的行動成員在寒冷的北極爬上鑽油平臺，以和平的方式表達抗議。43

年來，我們站在環境危機的第一線，期許從源頭解決問題，跨越一個又一
個里程碑，不曾灰心喪志，不曾停下腳步。

若沒有全球超過300萬會員的支持與付出，不會有您在此看到的所有環境
成就。衷心感謝每一位支持者、志工與行動成員，以及穩定地捐助支持環
境工作的會員。謝謝您堅定地與我們站在一起，共同分享對於環境的理
念，完成所有看似不可能的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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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球有您，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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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7歲起，我就想成為綠色和平的一份子
7歲時，我看過一本書，是有關有些人在加拿大守護自然與環境的故事，書中
提到綠色和平。自此，我就很想成為綠色和平的一份子，也很留意他們的消
息。今年2月，我看到綠色和平開始在韓國招募會員，我就立即成為每月捐款
會員。一半的捐款是我的零用錢，另一半由媽媽替我付。我希望綠色和平會成
立更多辦公室，告訴那些破壞環境的人：如果我們繼續任由鮪魚等珍貴的魚類
面臨滅絕的危機，最終，這些威脅與傷害都會回到我們身上。
權桐煜（首爾，今年10歲）

請聽聽綠色和平會員的聲音。他們不只捐助支持環境工作，更與我們分享共同的理念──這個世代有責任留給
下一代更好的明天。每個人都能出一分力，我們的力量可以造就改變。每一天，這些理想都豐富了綠色和平的
視野。希望就握在手中，站在一起，我們讓未來更美好。

一起守護地球的未來

 讓我們把問題解決，別留給下一代承擔
我曾參與很多次會員活動，每一次去都有不同的感受。第一次在「希望號」上
與二副聊天，聽船員分享船上的生活與工作，知道了綠色和平的工作範圍。我
最關心核能安全，因為這是牽涉到生命、即刻性的問題。我的第一個孩子剛剛
出生，我心目中美好的未來，是讓他在一個零污染、安全的環境長大。希望他
穿的衣服無毒、沒有環境賀爾蒙，不讓下一代去承擔上一代製造出來的問題。
環境問題需要每個人一起做，從小地方開始。
陳鼎勳（臺北）

 我的分享，讓朋友知道環境問題並不遙遠
我很認同綠色和平的理念及工作方針，也欣賞他們的敢言，及堅持不接受政府
與大企業的贊助。我身邊仍有不少朋友對環保漠不關心，覺得環境問題離他們
很遙遠。所以綠色和平Facebook上幾乎每一則訊息，我都會留言、按讚或分享
給朋友，希望他們知道我的環保理念，慢慢認同守護環境是每個人的責任。我
希望綠色和平作為壓力團體，可以繼續反映市民的聲音，由下而上要求政府與
大品牌率先承諾保護環境，再由上而下達成更廣泛的改變。
譚婉華（香港）



44 • 綠色和平東亞分部 • 二零一三年年報

行動•帶來改變 ©
 G

reenpeace



二零一三年年報 • 綠色和平東亞分部 • 45

Achi/吳阿綺

就算對別人來說沒什麼的日常小事，
只要是下定決心、提起勇氣去做的事

（比如早睡早起！），就是挑戰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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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關心的環境問題：海洋議題
興趣：畫畫、攝影、郊遊

2010年首度參加綠色和平「非暴力直接行動」（NVDA）的
訓練，26歲的阿綺行動經驗豐富。她曾支援首爾辦公室
抗議鮪魚罐頭製造商「東遠」的捕撈政策，也曾攀爬高
雄旗津的造船廠，要求漁業署負起妥善管理的責任。近
期，服裝品牌GAP進軍臺灣展店，在臺北首間旗艦店開
幕當天，阿綺領導攀爬隊員懸掛抗議布條，要求GAP承
諾「立即去毒」。

為何相信「行動•帶來改變」？
年初，我在全聯超市門口參與舉牌行動，
一大早，我們舉著「買菜送農藥？全聯最便
宜！」的告示牌，告訴全聯的消費者，他們面
對農藥殘留的風險。行動還在繼續，一直不
願公開資訊的全聯就回應了我們。

最難忘的行動？
在韓國釜山造船廠支援海洋專案，是我第一
次在國外參與行動。在「希望號」上做準備
時，因為船員都是非常有經驗的行動者，我
學習到很多，尤其是小細節不能忽略。這些
小細節往往是在討論中由有經驗的行動者提
出來的。

可以舉個例子嗎？
計劃是由兩個攀爬隊員爬上天車，從兩側拉
起布條固定。我是攀爬隊成員之一，這並不
困難，但動作要迅速、正確，必須注意很多
細節。比如說，布條從背包中要如何拉出來
才不會扭曲翻轉？如何避免長達30公尺的布
條因為沉重下垂，影響訊息傳遞的清晰度？
等等。

事前的訓練辛苦嗎？
行動是為了推動議題，辛苦不辛苦不是我決
定參與與否的原因。繩索技術攸關生命安
全，常練習才能提升技巧和在高空作業的能
力。成為攀爬行動者必須要有決心，因為時
間有限，確保自身安全是完成行動的關鍵，
還要承擔一定程度的法律風險。嗯，其實我
覺得這是為什麼攀爬隊員都很重視每次練
習，也有共同的目標！只要養成細心、謹慎
的習慣，就能夠同時顧到自己及夥伴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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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有您，得以應對
最迫切的環境問題

環境危機日漸加深，不論在全球任何一處、任何緯度都感受到氣候變遷的惡
劣影響。2013年的環境工作深極具挑戰，要求我們更為投入，最終，我們完
成非凡的環保工作、多個專案得到突破性進展，守護我們共有的世界，為環
境帶來美好改變。

2013年，我們繼續以邁向「不毀林」為目標，保護地球僅存的原始森林；揭露
過度工業化的漁業，如何威脅早已無比脆弱的海洋生態。我們明確指出，全
球時尚產業正以有害化學物質污染珍貴的水資源。同時，一再強調，發展乾
淨能源才是應對氣候變遷危機的正確答案，並揭露燃煤發電對社會與生態環
境的負面影響。

細閱機構年報，您一定發現，2013年是激勵人心、勇於行動、成就良多的一
年！接下來，您會看到綠色和平東亞分部至2013年12月31日為止的財務概
要。為提高透明度及問責性，讓您清楚了解我們的收支概況，綠色和平在全
球各地的辦公室，每一年，都依循當地法令接受獨立的外部財政審核。

堅持財政獨立，是我們多年來勇於挑戰、深具效益地推動環境專案的基礎。
過去數年，綠色和平專注招募每月定額捐款會員，確保以穩健的財政收入，
維持絕對的獨立公正，規劃長遠的工作計劃與策略。當有迫切的環境危機發
生時，也有更充裕的資源應對。

得到許多和您一樣熱心關注環境議題的個人支持，去年，整體收入增加
28%。您的每月捐助，讓環境工作與專案的資源穩定成長。2013年，東亞分
部積極拓展環境工作領域，環境專案總開支按年增長30%。

您是全球環保運動的一員，守護環境的使命與您密不可分。您也更真切了解
環保與和平、平等與生態之間緊密的聯繫，二者實為一。您的支持對我們來
說無比珍貴（是的，無關乎金額多寡！），因為，那代表您衷心期許：保護我
們唯一的地球。

感謝您讓這個期許成真，更感謝您信賴綠色和平。

謹代表綠色和平全體員工，衷心感謝您對綠色和平的信任，唯有每一位會員的
支持，我們才能有效應對此刻地球面臨的嚴峻環境問題。謝謝您！

Cristina San Vicente

綠色和平東亞分部募款總監

我專注於亞洲區域的 

環境議題、擔任目前角
色，今夏將屆滿十年。

回想加入綠色和平的 

第一年，我難以想像， 

我們能攜手在經年累月
的艱苦戰役中，一再 

取得超乎預期的關鍵 

勝利。我對環境工作的 

熱情、與會員分享的 

不言倦，十年如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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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概要
綠色和平東亞分部財政報告2013

2013
TWD

2012
TWD

2011
TWD

善款來源
個人捐款收入 237,710,501 160,610,752 128,617,955
國際綠色和平撥款 196,495,624 168,164,826 88,810,960
獨立基金會撥款 0* 8,585,408 23,386,700
利息 1,640,069 1,138,801 131,514
雜項 2,402,042 1,523,216 625,210
總收入 438,248,236 340,023,003 241,572,339

善款運用
環保專案經費

守護海洋（揭露非法漁業與過度捕撈、推動成立海洋保護區、遊說各國支
持海洋保育措施等） 23,460,620 17,404,368 8,623,430

氣候與能源（守護北極、推動發展再生能源、揭示核電風險、揭露燃煤污
染及對健康的影響等） 57,485,623 36,251,192 22,910,070

污染防治（推動時尚產業落實「無毒生產」、遊說政府修改相關法規、檢驗
家居及日用品含有的有害物質等） 19,109,650 20,981,379 15,903,068

守護森林（阻止印尼林業非法伐林、搜集棕櫚油產業的毀林證據、揭露知
名品牌涉及森林破壞等） 13,772,023 11,512,078 8,615,588

食品安全及農業（檢驗超市蔬果的農藥殘留、推廣生態農業、遊說超市
及政府加強管理食品安全等） 27,615,840 19,840,166 18,269,459
其他（包括有關能源、污染、森林的小型專案等） 16,927,347 11,364,447 15,176,338

158,371,103 117,353,630 89,497,953

環保專案支援經費
（公眾資訊及外展、媒體推廣、科學研究和政府企業遊說等） 82,547,735 66,898,760 67,795,090
專案工作總支出 240,918,838 184,252,390 157,293,043

招募新會員募款經費、會員服務、通訊及管理 110,410,717 69,703,410 44,434,641

組織支援及管治（長遠策略制訂受組織監管、財務監督和控制、資訊科
技支援、人力資源及辦公室） 80,265,062 57,502,092 42,416,325
總支出 431,594,617 311,457,892 244,144,009

此摘要摘自2013年12月31日止年度，經梁學濂會計師事務所審核的財政報告。
* 2013年起，「獨立基金會撥款」與「個人捐款收入」在帳目上合併為「捐款收入（個人及獨立基金會捐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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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項環境成就，並非一夕能成，
而是與所有會員一起年復一年、
不懈的努力之下，才得以實現。

保護海洋

氣候與能源

污染防治

環保工作專案支出分佈

您的捐助，化為正向改變

您的慷慨捐助，讓環境專案茁壯成長。2013年，綠色和平
東亞分部環保項目開支按年增加1/3，相較2011年大幅增
長74%。

氣候變遷對環境的威脅與日俱增，我們因此投入許多心力
於氣候及能源專案，開支按年增長58%。在可見的未來，
我們會持續挹注更多資源，用以應對全球氣候變遷危機。

去年，我們用以應對東亞地區海洋危機的經費大幅增加，
是2011年的1.7倍，不但積極拓展專案工作範疇，更增加
保護海洋專案的團隊規模。未來數年，守護海洋仍會是我
們最重視的環境專案，於此同時，污染防治專案和農業與
食品安全專案的經費也將持續增加。

綠色和平調配資源，會因應不同環境專案的先後緩急、不
同環保議題的最新發展，以讓您的捐助發揮最大效益。

守護森林

食品安全及農業

其他

15%

9%

36%

26%

12%

18%

9%

10%

17%

20%

11%

17%

15%

31%

18%

10%

9%

17%

2011

2012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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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2013年善款運用

綠色和平工作團隊

54 48 29 25
環境專案 — 專案主任
（氣候與能源、守護 
海洋及森林、污染防
治、農業與食品安全）
與專案統籌。

環境專案支援 — 媒體
推廣、行動及研究、 
數據分析與媒體策略、
綠色金融專案、政策與
公共事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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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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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區發展。

$180,000,000

$160,000,000

$120,000,000

$80,000,000

$40,000,000

$140,000,000

$100,000,000

$60,000,000

$20,000,000

2011 2012 2013

環境專案

環境專案支援

募款與會員服務

機構支援與管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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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您的支持下，綠色和平鼓舞更多人
積極參與、喚起對更美好世界的想像：
一個不甘因循守舊、致力為所有人締造

永續未來的世界。

善款收入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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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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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我們繼續壯大臺灣及香港的會員網絡，截至2013年底，我們在東亞地區的會員人數已經突破51,000

人！現在，會員網絡已拓展至臺灣的高雄及韓國。集結我們的力量，您的捐助將發揮更大的力量，帶來更多
正向的改變！

2013年善款總收入
TWD438,248,236

TWD196,495,624
國際綠色和平撥款

TWD13,902,401
獨立基金會撥款

TWD223,808,100 
個人捐款收入

TWD1,640,069
利息

TWD2,402,042
雜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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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亞分部會員人數

點滴捐助 集結力量

4%
會員

51%會員

每月捐助
<$499

每月捐助
$500至$999

每月捐助
>$1,000

41%

50%

9%

45%會員

個人捐款收入（臺灣辦公室）

32,468
香港

19,158
臺灣

2013年，每月固定捐助新臺幣$500元以上的會員，支持了臺灣辦公室過半的個人捐款收入。綠色和平全體同
仁在此深深地向您致上感謝！您過去一年來堅定的支持，讓綠色和平有充裕的經費，維持絕對的公正性與獨立
性，為下一代的生活環境與地球的明天，努力不懈。



臺北辦公室：10093 臺北市中正區羅斯福路一段83巷10號
高雄辦公室：80756 高雄市三民區承德街22號
會員服務專線：(02) 2321 2798

電子郵箱：donor.services.tw@greenpeace.org

greenpeace.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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