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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極海域孕育深水珊瑚與頭足類，生物多樣性豐富。然

而，隨海冰消融加劇，大型底拖網漁船能長驅直入，所

經之海床生命殆盡。謝謝全球 800 萬「北極守護者」努

力，2016 年 5 月，速食業龍頭麥當勞、俄羅斯捕魚企業

Ocean Trawlers，以至代表整個挪威漁業的業界組織發表

聯合聲明，拒絕使用底拖網漁船。

守護北緯78度海域

12

近年，國際媒體紛紛關注「血汗海鮮」，遠洋漁船的管

理弊病被攤在陽光下。因為長期監管不力，臺灣被歐盟

列入黃牌警告。綠色和平發起連署，公眾起而監督，促

使臺灣政府積極修改法令，頒定新的「遠洋漁業條例」，

調高非法罰則與刑責。2017 年 1 月，新法正式上路。我

們將繼續監督新法施行，為海洋永續努力！

1,300艘臺灣遠洋漁船，受更嚴格管控

11

人與自然共存
守護地球唯一家園

THANK YOU 
謝謝您！

今年，東亞分部迎來第 20 週年。當外在世界有了諸

多改變，綠色和平也不斷進步，但深植在 DNA 中那

股「做得到」的精神未曾改變。不管挑戰多艱鉅，堅

持為環境行動發聲！

護衛美好環境，守護人與自然共存的美好願景，請繼

續與我們同行。謝謝您在這一年加入環境運動，合力

守護豐富的生物多樣性，扭轉過度消耗地球資源的生

活模式，推動以乾淨能源取代煤炭等骯髒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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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 11 月 4 日《巴黎氣候協定》生效，這是歷來最

快落實的聯合國條約之一，代表全球積極應對氣候變遷

危機的共識。同年底，摩洛哥氣候會議（COP22）重點，

各國商討如何將全球升溫控制在攝氏 1.5 度內。能源改

革的好消息紛傳。

中國是全球重要溫室氣體排放國，而煤炭是氣

候的頭號公敵。綠色和平一直監督與分析中

國煤電產業狀況，推動轉型至發展再生能源。

2016 年，中國實行多項減煤措施，煤炭使用

量連續三年下跌或持平。

取之有道，珍惜資源，才是未來創意新趨向。2016 年

11 月，Samsung 旗下產品 Galaxy Note 7 接連發生爆

炸事故，全球召回 430 萬支問題手機。綠色和平發起

緊急連署，行動成員也前往韓國 Samsung 總部，促請

Samsung 將資源再利用。今年 3 月，Samsung 宣佈 Note 

7 的回收處理計劃，將環境衝擊列為重要考量。

2016年9月，綠色和平在韓國首爾與公民共同提起訴訟，

要求韓國核能安全與保安委員會（NSSC），停發新古里

核電廠五號與六號機組的興建許可。短短三週，559 位

公民與綠色和平一同成為原告，一旦勝訴，就能有效阻

止核電擴張，新建機組許可會遭撤銷。

197國通過的

《巴黎氣候協定》正式生效

阻止中國煤電產業失控，

挽救全球氣候危機

挽救430萬支手機內的珍貴資源559位公民的反核之聲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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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臺北，綠色和平利用搬遷辦公室的機會，打造運

用再生能源的工作空間，並證明在有諸多限制的舊

建築物，仍能有效落實節能、提高能源使用效率。

我們在屋頂裝設 72 片太陽能光電板，長遠可供給

36% 的辦公室用電，其餘電力需求，也採用再生能

源。

2016 年 1 月，四川省林業廳回應綠色和平的調查報告，懲處恣

意採伐四川大熊貓棲息地天然林的行為。7 月，我們發表實地調

查結果揭露，雲南省世界自然遺產範圍內，珍貴的原始森林因

採礦而消失。這份報告引起雲南省政府的重視，最終成功叫停

有關範圍內的所有礦區，並落實新規定以加強監督，讓雲南的

森林及各類保護區獲更全面的保護。

身高 2.5 公尺的女巨人，行走在臺北西門町

鬧區，她手提購物袋，身上的裙裝是舊衣回

收再造而成，引起路人紛紛回頭注目。這是

綠色和平與藝術家合作的行動藝術，提醒消

費者購物前多想一想，別讓地球與下一代承

受過度消費的惡果。

綠色和平點名全球 30 大化妝及個人護理產品公司監管

塑膠微粒的政策有漏洞，發起連署，要求企業盡速改

善。謝謝您一同關切施壓，促成安麗 Amway、雅詩蘭黛

Estée Lauder、高絲 KOSÉ 與樂金 LG 陸續回應，公開資

訊、承諾禁用政策適用全球，於 2018 年全面淘汰塑膠微

粒！

去年 1 月，臺灣的登山愛好者崔祖錫，與來自東亞各地的夥伴

一同展開無「氟」旅程。他們穿上不含 PFCs 的戶外衣物，登

上中國四川四姑娘山。2016 年初，全球戶外愛好者督促，國際

戶外品牌 Páramo、Rotauf 及 Vaude 率先承諾「去毒」。2017

年 2 月，GORE-TEX® 產品製造商 Gore Fabrics 也承諾從生產鏈

中淘汰有害的 PFCs ！

去年 5 月至 8 月，綠色和平在中國八個城市，

檢測家樂福、沃爾瑪等六大連鎖超市販售的

蔬菜農藥殘留狀況，並發佈檢測報告。我們

發現，農藥殘留檢出率都在 70% 以上。報告

引起許多公眾關注，也獲得中國國家食品藥

品監督管理總局的重視。

身體力行，在臺灣建立節能辦公室，

再生能源供電達 36%

守護世界自然遺產，

阻止濫伐中國天然林

購物，等於快樂嗎？

2018 年，全面淘汰有害塑膠微粒海拔 5,025 公尺的無「氟」旅程

種植蔬菜的環境更健康，

盤中之餐才更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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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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區域分部設有董事會，肩負重要的監督角色。東亞分部董

事會五名成員，負責審核年度預算、財務報告、任命與監督總幹事，以及參

與綠色和平的全球管理。由具投票資格的志工、行動成員和其他分部成員選

出。他們各胸懷哪些環保信念？

抱持希望，
邁步向前

綠色和平將科學研究與創意行動結合，並團結公眾力量，為正在面臨嚴峻威脅的環境發聲。綠色和

平的信念與宗旨，是驅使我加入綠色和平董事會並回饋社會的原因。

自從成為綠色和平東亞分部董事會主席，我很高興我的法律專業能有助綠色和平董事會，加強政策

管理模式，提升董事會以及管理層的緊密關係。

綠色和平的策略不但有效應對急切的環境挑戰，也符合支持者的期望。綠色和平東亞分部身處中西

文化匯聚的地方，是聯繫綠色和平其他地區辦公室的重要橋梁。

綠色和平是令人驚喜的環境

組織，把激情和理性結合起

來。一直以來，綠色和平致

力推動人與大自然長久共生

的模式，並平衡社會不同利

益和權力對自然的影響。

我看見亞洲聯合起來的力量，

也看到多數非政府組織都需

要在全球團結起來，推展實

地行動。綠色和平擁有豐富

經驗，推動緩減氣候變遷、

海洋保護等跨越國界的環境

運動，也監督與調查各地食

物安全及污染防治。凝聚力

量，讓我們對明日的世界抱

持希望，邁步前進。

與家人尤其孩子們一起享受

乾淨的大自然，是我心中最

美麗的畫面，我衷心希望，

人和各類物種能夠和諧共處。

綠色和平與所有守護環境的

人一樣，努力讓人和自然共

存的願景成真。

在綠色和平推動環境專案 6

年多以來，鞏固我的環保主

義理念，那就是對生態與永

續未來的熱情、不懼站在環

境危機前線的勇氣，以及排

除萬難解決問題的決心。能

重回綠色和平，我感到萬分

榮幸。

Santosh Pai
董事會主席 / 律師

謝蕾

董事會成員 / 兒童教育

與跨文化教育界

張維修

董事會成員 / 非政府組

織研究員 / 社區規劃師

李泰東

董事會成員 /

大學教授

楊愛倫

董事會成員 /

環境慈善策略師

曾任綠色和平氣候

與能源專案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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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責綠色和平東亞分部機構日常管理

的團隊，橫跨環境專案、財務、行政

與區域發展、募款、會員服務及公眾

參與等層面。回顧 2016 年，他們心

中的關鍵詞是什麼？

回首 2016，
迎接挑戰的年度關鍵詞

[ 改變 ] 我加入綠色和平已有 14 年。去年，我擔任綠色和平東亞分部總幹事，是一個巨大的改變！

我以新的身分參與國際綠色和平在荷蘭阿姆斯特丹舉行的全球會議，商討綠色和平未來 10 年的全

球策略。我深深感到世界正在急速轉變，但儘管如此，綠色和平無懼環境挑戰。過去一年，我與綠

色和平東亞分部管理層及同事積極改革，將環境專案拓展得更深、更遠，讓守護環境的目標盡快實

現。2016 年，絕對是變革的一年！

施鵬翔 / 總幹事

[組織轉型] 經濟快速發展，隨之而來卻是日益嚴重的環境問題。面對挑戰，綠色和平靈活求變應對，

與全球願意守護環境的個人一起尋求解決方案。謝謝有您一起站在危機的前線，合力守護地球生態。

您的長久、穩定支持，讓綠色和平的組織架構愈趨成熟，更有效、更全面處理跨地域的環保工作。

馮繼遠 / 行政與區域發展總監

[ 互相連繫 ] 年輕時，我們知道大自然是互相牽動，但孩子只會知道神祕的食物鏈中，幼小昆蟲受

制於最大的捕食者，卻不懂深究箇中原因。然而隨著成長，我們不再欣然接受，而是渴求尋找世界

各種事情的因果關係。從全球氣候變遷、社會不平等以至戰爭，環境挑戰愈來愈迫切，且相互影響。

各種權力的鬥爭或許令人望而生畏，但綠色和平的信念，是讓生活與不同生態更美、更綠。世界正

在快速轉變，綠色和平會堅定推動環境工作，守護生命的生生不息。這是專案團隊的核心信念，也

是去年起更新「環境專案架構」的主要目標。

Carmen Gravatt / 專案總監

[ 創新 ] 每當我們面臨時間循環的轉變，總能遇上片刻靜止空間，讓我們好好思考，更重要是這個

時候，是夢想的開端。2016 年，綠色和平跨越重要里程，我們審視與您一起走過的保護環境之路，

分析與展望當前世界的發展，訂立未來 3 年計畫的策略重點。在變遷的年代，大部分的組織都必須

掌握機會，迅速應對不同的變化，包括政治環境和經濟前景等。因此，過去一年，綠色和平致力追

求創新，並加強不同範疇的專業訓練，訂立明確的未來發展方向，期盼與您一起創造更豐富的環保

成果，守護地球環境。

Magali Reyes Henkel / 財務總監

[ 以人為本 ] 您的支持無比重要，是綠色和平推動改變的重要基礎。結合您的力量，綠色和平才能

創造無數守護環境的成果，並喚起更廣泛、更深入的公眾參與。綠色和平在守護全球各種生態、締

結更美好的生活環境，都需要像您一般的熱心個人共同實踐。謝謝您與綠色和平一起因應迫切的環

境問題，讓生態生生不息。

Cristina San Vicente / 副總幹事暨募款與公眾參與總監



氣候變遷，
是綠色和平首要應對的環境危機
2016 年，拯救氣候成果豐富。各國積極淘汰化石燃料、發展再生能源，已成趨勢，全球二

氧化碳排放量連續第三年持平。不過，近來國際政治舞臺的巨大變化，為全球氣候行動進

展增加變數。阻止不可逆轉的氣候災難，有您加入，才有機會獲勝。

©
 Francesco Pistilli / G

reenpe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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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rmen（左三）與專案團隊

讓化石燃料時代，
在您我的世代終結

2016 年是有史以來最熱的一年，全球都感受到酷熱。氣候變遷的影響，全球都無法倖免，唯有合力將全

球升溫限制在攝氏 1.5 度之內，才有機會阻止不可逆轉的氣候災難。

但 2016 年也是拯救氣候及能源變革行動邁開大步的一年。遠離煤炭、全速轉型再生能源，成為全球共識。

太陽能發電的價格創新低，耗煤大國訂立更積極的減煤目標。至今，綠色和平已成功推動超過新臺幣 600

億元資金從煤炭企業中撤資。

前方還有無數艱鉅的環境挑戰！還需要結合全球力量，往更遠大的拯救氣候目標邁進，包括：

東亞地區經濟發展突飛猛進，但付出沉重代價的，卻是您我周遭以至全球環境。東亞地區對減緩全球氣候

變遷責任重大，而東亞分部四地辦公室也一直因應各地需要提出專案計畫，一同應對。

全球氣候變遷是綠色和平首要應對的環境危機。因為有您與全球愛環境的人共同努力，才能一起完成遠大

目標！謝謝您成為守護環境的盟友，讓低碳未來的步伐持續向前。

因為有您的力量，告別化石能源的願景，一定會在您我的世代成真。

守護氣候與生態平衡，維持饒富的生物多樣性

推動市場與產業改變，實踐永續發展的營運模式

去除經濟及政治羈絆，力求再生能源大步進展

推動從煤炭企業撤走更多資金

擺脫化石燃料，尤其煤炭對空氣品質及水源的影響

1.
2.
3.
4.
5.

Carmen Gravatt
綠色和平東亞分部專案總監

©
 G

reenpe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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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碳排放減量的腳步，勇往直前，能源革命的好消息紛紛傳出！

讓我們合力終結化石燃料的年代。與您分享 10 個與全球氣候有關的

特別數字。

全球同心
拯救氣候有成

©
 Jerem

y Sutton-H
ibbert / G

reenpeace

為拯救全球氣候而努力，為下一代建立安全和美好的環境，2016 年，橫跨 6 大洲、

20 多個行動、動員超過 30,000 人的力量，合力以各種創意行動推動告別煤炭！這

是綠色和平有史以來最大規模的拯救氣候公眾活動。
30,000 人↑

8

2016 年 12 月，中國再度霧霾圍城，多個城市啟動霧霾最高級別的「紅色預警」。

綠色和平提出分析，當時全中國受影響人口達 4.6 億，相當於美國、加拿大和墨西

哥的人口總和。
4.6 億人

北極面臨鑽油船隊、探勘爆破、工業化捕撈與氣候變遷的威脅。展開「守護北極」

全球行動至今，響應人數達 800 萬人，謝謝您攜手努力，推動全球政府與領袖守護

北極的寧靜。
800萬

1 11月 日
在臺灣，綠色和平從發布報告「點擊綠」開始，持續推動再生能源發展。2016 年 9

月，臺灣政府提出「能源發展綱領」修正草案，綠色和平提出具體建議。2017 年 1

月 11 日，迎來嶄新突破：通過新版《電業法》，再生能源可直接售給用戶，「自己

用電自己選擇」不再是想像。修法後挑戰才要開始，請和綠色和平一同繼續努力！



工業革命後，廣泛使用煤炭發展經濟，燃煤發電廠的碳排放量，成為溫室氣體排放

的主要元兇，加劇全球氣候變遷，嚴重影響生態與健康。2011 年，綠色和平率先推

動「終結煤炭時代」，5 年之內已成全球共識。
5 年

47 間
綠色和平與菲律賓社區合作，促使當地人權監察組織 CHR（Commission on Human 

Rights）調查47間國際化石燃料公司，是否加劇全球氣候變遷及違反人權。2016年，

CHR 發信給這些公司，要求回應。

過去 3 年，綠色和平一再指出使用煤炭能源的弊端，推動各國領袖及企業遠離煤炭，

至今超過 20 億美金資金（折合 600 億新臺幣）從煤炭企業中撤資，是減少碳排放

第一步。開採煤礦、經水陸兩路運送煤炭，以至最終供應燃煤發電廠，都是污染地

球的惡劣投資。

20 億美金

©
 W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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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屆聯合國氣候會議進展，綠色和平都持續關注，並派出專案團隊，遊說參與的國

家與企業領袖，並提供專業分析。2016 年 11 月 4 日，197 個國家通過的《巴黎氣

候協定》正式生效，這是歷來最快落實的聯合國條約之一！
197 國

在韓國，綠色和平推動政府宣佈改善及減緩空氣污染的問題，7 月，當地政府宣佈

關閉 10 座老舊的燃煤電廠，佔全國煤炭發電容量的 12%，並宣佈不再興建新的燃煤

電廠，以及嚴加規範現有燃煤電廠的管理法規。
10 間

綠色和平持續監督與分析中國煤電產業情況。2016 年，中國實施多項減煤措施，包

括在 13 省停止批准新建燃煤電廠，去年 10 月，中國國家能源局首度宣佈，擱置 30

座興建中的燃煤電廠計畫。
1 次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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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候變遷，攸關人類、動植物與生態的未來。過去 5 年，

發展再生能源的呼聲迅速冒起，有賴全球關心氣候危機的

人，共同合力向各國政府與企業施壓。明確的趨勢是，再

生能源是現在以至未來的能源新寵兒，政府與企業的投資

發展愈來愈多！以太陽能發電為例，價格已比煤炭更低。

2016 年 11 月 4 日，197 個國家通過的《巴黎氣候協定》

正式生效，這是歷來最快落實的聯合國條約之一。接著召

開的摩洛哥氣候會議，各國商討如何落實將全球升溫控制

在攝氏 1.5 度內，並訂立更積極的減少碳排放目標，主辦國

摩洛哥更承諾，於 2030 年前將 52% 電力系統轉型至再生

能源。

世界大同，建立再生能源社會

在臺北，我們藉由搬遷辦公室的機會，打造運用再生能源

的工作空間，以有效落實節能、提高能源使用效率。我們

在屋頂裝設 72 片太陽能光電板，不論日照陰晴持續產電，

長遠可供給 36% 的辦公室用電。其餘電力需求，也將運用

不同方式採購再生能源，達到 100% 運用再生能源的目標。

踏入 2017 年，再生能源專案出現嶄新突破！臺灣於 1 月

11 日通過《電業法》修正案，開放再生能源可直接售電給

臺灣：再生能源新突破

讓乾淨能源無遠弗屆，需要各地政府積極推動具有遠見的

政策。太陽能的成本持續下降，對長年陽光充沛的國家，

更是穩定能源的好選擇，巴西是其一。綠色和平在巴西發

表能源改革報告，著墨再生能源不僅能應用交通運輸方面，

更適用於電力改革。在希臘，綠色和平與再生能源業界的

努力下，希臘政府新訂再生能源政策，批准城市及農人自

行發展太陽能發電，並保證再生能源的利潤必須回饋給消

費者。

世界各地力求改變

去年，從北極、歐美、中亞地區以至島國各種生命，面臨更熱的環境，與

更頻繁的極端氣候。加快拯救氣候的腳步，有賴您與綠色和平團結力量！

2016 年是全球邁向再生能源的分水嶺，各國正朝著 100% 再生能源的目

標共同邁進。

轉型再生能源，
勇往直前

世界各地的能源改革好消息紛至沓來，綠色和平亦以身作

則。我們優先選用已承諾 100% 使用再生能源的網際網路企

業，美國華盛頓的辦公室約 30 個伺服器，其使用的能源是

購自西維吉尼亞州的風電。

© Nevio Smajic / Greenpeace

© Jeremy Sutton-Hibbert / Greenpeace

路上車水馬龍，呼吸盡是廢氣，怎能舒適？綠色和平在世界

多個城市如西班牙馬德里、德國漢堡舉行「無車日」，讓公

眾置身沒有汽車廢氣的一天，踏上單車穿梭更廣闊的空間。

在香港，綠色和平把平民美食車改裝為「能源自主美食車」，

利用再生能源及動能發電製作棉花糖，展現香港落實發展再

生能源的願景。位處地中海的克羅埃西亞，以如詩如畫景色

聞名，綠色和平與許多志工擔任「陽光嚮導」，推動當地旅

遊業善用太陽能，並結合歐盟能源轉型計畫，促使蓬勃的旅

遊業引領全國全面轉型乾淨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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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想綠色和平提出推動世界 100% 全面轉型

再生能源的時候，不少人投以奇怪的目光，隨

年月過去，能源改革已勢在必行。讓您我和世

界繼續團結，為乾淨的未來努力。」

實踐無碳的未來

2010 年開始，綠色和平展開「綠色雲端」專案，督促網

際網路業界承諾雲端數據中心遠離骯髒化石能源，全面

轉型再生能源，至今獲 Apple、Google 等超過 20 間企業

相繼承諾。我們發表 2016《點擊綠》報告，評比全球多

間資通訊業使用再生能源的表現，Facebook、Google、

Apple 表現最佳。

在最新一版《點擊綠》報告中，我們將分析擴展至東亞

地區的資通訊企業。臺灣資通訊業也納入此次的評比，

例如「電信三雄」包括遠傳電信、臺灣大哥大、中華電

信的綜合評比優於全球平均，不過在使用再生能源、採

購、倡議等面向，仍落後於 Apple、Google 等國際企業。

在韓國，綠色和平聯合支持再生能源發展的國會議員舉

辦研討會，邀請當地 IT 業界代表與政治領袖，一同討論

如何拓展再生能源。綠色和平將持續監督這些企業表現，

請與綠色和平並肩作戰！

推動乾淨的網路世界

Jennifer Morgan
國際綠色和平總幹事

中國於 2015 年內安裝太陽能發電機容量為世界之最，

每小時便安裝相當 1.5 個足球場面積的太陽能光電板。

2016 年再刷新紀錄，太陽能光電板的數量倍增，每小時

鋪平 3 個足球場，預計至 2020 年，太陽能發電機容量會

比原定計畫提早兩年達成目標。倚賴煤炭發展經濟，不

再是不求進取的藉口。

2016 年 7 月，綠色和平在中國進行首次乾淨能源孵化器

PowerLab，希望協助從事能源產業的青年，一起尋找更

多乾淨能源的創新商業模式。PowerLab 在北京、上海和

深圳共舉行三場工作坊，吸引約 150 名來自大學或研究

機構、能源公司等從業人員參賽。11 月，4 組勝出團隊

與來自美國矽谷的 7 個團隊，在「中美乾淨能源創新日」

向近 200 位業內人士以及投資者進行公開演講。這是一

次全新嘗試，為相關產業人士提供平臺，一起尋找解決

方案，突破融資、商業模式瓶頸等問題，這個嘗試，獲

得業界人士的關注和認可。

中國：尋回明亮乾淨的天空

© Bas Beentjes / G
reenpeace

© Jason Matthew Peters / Greenpeace

© Jung-geun Park / Greenpeace

用戶，不遠的未來，全臺各地發的電，只要是來自再生能

源，均會優先使用及傳送到臺灣各家各戶。「自己的用電

自己選擇」不再是想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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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煤嚴重加劇空氣污染，中國的霧霾問題常成國際焦點。

綠色和平協助進行空氣品質調查、分析污染數據，監督

中國政府應對。為了推動中國政府改善日益嚴重的空氣

污染，減低對公眾健康的危害，2016 年，綠色和平連續

第三年以中國環保部監測資料為基礎，透過專業分析，

每季公佈全中國主要城市 PM2.5（細懸浮微粒）年均濃度

排名。 

2016 年 12 月，中國共有超過 20 個城市啟動霧霾最高級

別的「紅色預警」，全國受影響人口達 4.6 億。到處昏黃

迷濛，陸空交通大受影響，部分學校停課，汽車需單雙

號限行。中國是全球主要的耗煤與產煤大國，攸關公眾

呼吸的空氣與健康，淘汰煤炭等化石燃料，不能再拖延。

2016 年，中國實施多項減煤措施，包括 13 個省份停止

批准新建燃煤電廠，10 月，中國國家能源局歷來首次宣

佈，擱置 30 座興建中的燃煤電廠計畫等。中國 366 個主

與「治理霧霾」並駕齊驅

重見藍天的日子

2016 年 4 月，綠色和平與中國華北電力大學合作，共同

發佈報告《中國燃煤發電計畫的經濟性研究》，指出中

國煤電全體產業虧損很可能在 2017 年提前到來，呼籲中

國政府抑制煤電業盲目投資。7 月，進一步發表報告《中

國煤電熱潮高燒難退》，提出警告，已有 1.4 兆人民幣的

投資，浪費在已過剩的煤電計畫。

撤資是守護環境與投資獲利的雙贏方案。全球煤炭增長

已開始減緩甚至逆轉，眾多國際基金也看出煤炭業前景

黯淡，加上考慮到環境風險，過去 3 年，已有相當新臺

幣 620 億元資金從全球煤炭企業中撤資。

從煤炭撤資，走向乾淨未來

煤炭是加劇全球氣候變遷的主要元兇，也與霧霾來襲、空氣污染密

不可分。推動各國及企業盡速淘汰煤炭，守護呼吸一口乾淨空氣的

權利，是綠色和平的重要使命。

終結煤炭
勢在必行

要城市 PM2.5 濃度下降 7.1%。但霧霾圍城依然嚴重，超

過 70% 城市 PM2.5 仍未達標，可見趕走骯髒煤炭，仍是

中國的巨大挑戰。

綠色和平督促中國更嚴格管制全國煤炭消耗與企業污染

物排放。2015 年起，我們著重分析煤炭的產能過剩及投

資泡沫問題，藉以加快中國全國的經濟轉型，從重工業

轉向服務業等產業，並積極發展再生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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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炭從開採、運送到使用，都為環境帶

來極高風險。踢走煤炭，不只有效對抗全

球氣候變遷，更能拯救數以百萬受盡空氣

污染蹂躪的寶貴生命。」

踢走黑暗未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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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多科學研究指出，全球氣候變遷是迫切危機，起於

1760年代工業革命，社會與經濟發展倚賴化石燃料而起。

全球領袖也意識到拯救全球氣候不能再等，若不阻止，

全球將陷入氣候生態失衡災難。

在韓國，綠色和平強調政府改善及減緩空氣污染的責任，

成功推動政府宣佈陸續關閉部分老舊的燃煤電廠，同時

嚴加規範現有燃煤電廠法規。在波蘭，當地政府決定擱

置興建露天煤礦與燃煤電廠的環境許可，這個原是歐洲

最大的煤礦新計畫，現在這裡的煤炭將深藏地下。

在綠色和平與澳洲的社區組織持續不懈的努力下，當地

一個使用骯髒化石燃料的發電廠將於 2017 年永久關閉。

在美國，我們也與當地社區組織合作，阻止在西岸興建

煤礦碼頭。

全球拒絕「一煤獨大」

蔡佩芸

綠色和平專案主任

荷蘭議會投票通過需於 2030 年前減低排放量 55%，如要

讓目標成真，當地所有燃煤電廠必須關閉。在法國，綠

色和平密切監視當地能源企業 Engie 集團的動向，阻止煤

炭擴張，而這個能源巨頭亦不得不聆聽守護環境的聲音，

正考慮將早已老化的煤電廠關閉。

有賴義大利 1,400 萬位選民的力量，義大利總理承諾，會

在 2018 年底前將 50% 的電力來源轉型至再生能源。

© Taekyong Jung / Greenpeace

© Greenpe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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覆蓋加拿大西北部，橫跨瑞典、芬蘭，遠至俄羅斯，不

僅是獨特的針葉林，更蘊藏豐富生物多樣性，也是許多

原住民的家園。這裡孕育超過 20,000 種珍貴動植物，茁

壯樹木和肥沃泥土間儲存大量二氧化碳，扮演平衡全球

氣候的關鍵角色。

加拿大、俄羅斯、芬蘭與瑞典等國家卻坐視基礎建設發

展、資源開採與工業伐木等破壞。每年，250 萬公頃北

方森林因人類活動、森林大火與氣候變遷消失，相當於

每 10 秒失去一個足球場面積，迫使物種走上滅絕、原住

民失去家園，更隨時引爆「碳炸彈」。今年，綠色和平

仍會持續不懈集結力量，阻止各種破壞北方森林的行為，

守護地球的綠色皇冠。

守護地球「綠色皇冠」

全球氣候變遷讓旱季災情愈趨嚴重，加上伐木企業燃燒

雨林開墾土地，火勢一發不可收拾。仰賴印尼雨林生活

的居民，眼睜睜看著家園被棕櫚油和紙漿企業破壞，卻

束手無策。歸根究柢是當地大部分社區土地從未納入地

圖，以致土地使用權含糊不清，即使發生毀林和縱火罪

與印尼天堂雨林一同呼吸

萬物相連，全球氣候變遷與各種獨特生態環環緊扣。從脆弱

的北極、宛如綠色皇冠的北方森林、印尼天堂雨林，以至海

底珊瑚世界，也緊繫全球氣候變遷的命運。

守護氣候，
同樣也在守護……

行也難以追究責任。為協助居民守護雨林，也為了保護

紅毛猩猩與蘇門答臘虎等珍貴動物的家園，去年綠色和

平研發全新互動地圖系統，將棕櫚油、紙漿業、伐木和

煤炭開採等數據整合，讓許多企業不願公開的森林管理

資訊無所遁形。

去年，綠色和平深入調查「毀林棕櫚油」生產商的資金

來源，發現 2012 年起，滙豐銀行先後協助 6 間棕櫚油生

產商籌集巨額資金，變相助長它們破壞印尼雨林和泥炭

地。今年 1 月，我們發布《銀行的毀林業務》調查報告，

包括臺灣公眾，全球共有超過 27 萬人連署要求滙豐銀行

停止向破壞森林的棕櫚油企業提供融資服務。5 週後，滙

豐銀行承諾與破壞雨林的棕櫚油企業劃清界線！

綠色和平持續推動棕櫚油消費品牌加入「不毀林」陣營，

拒絕採購破壞雨林得來的棕櫚油，並定期檢視有關品牌

的不毀林表現及進展。去年 3 月，我們檢視 14 間品牌企

業，發現雖然少數品牌正朝著「不毀林」邁進，然而多

數進展仍然緩慢，更未有一間能 100% 證明其棕櫚油來源

不涉及毀林。我們發起全球行動，點名要求表現最差的

嬌生（Johnson & Johnson）、百事可樂（PepsiCo）與高

露潔棕欖（Colgate-Palmolive）盡快履行護林承諾！您的

持續支持，對守護珍貴的印尼雨林十分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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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茫茫的北極與全球氣候變遷息息相關。升溫失控，北

極更首當其衝。過去百年，北極升溫的幅度是全球平均

兩倍，海冰不斷消融。若繼續無止境地倚賴化石燃料，

更多石油公司有更大誘因深入北極鑽油。然而鑽油風險

極高，漏油隨時可能發生，守護脆弱的北極，尤其刻不

容緩。

去年 5 月，挪威政府批出在挪威以北的巴倫支海（Barents 

Sea）鑽探許可證予多間石油公司，同年 10 月，綠色和

平與社區組織「自然與青年」（Nature & Youth）向奧斯

陸地區法院控告挪威政府違反憲法，容許石油公司在巴

倫支海鑽油，以阻新公司開採油田。案件定於今年 11 月

開審，我們將隨時向您報告最新進展！

同樣地，北極原住民 「伊努特人」（Inuit）面臨攸關家

園命運的抗戰。兩年前，加拿大政府允許石油公司進行

地震勘探爆破，伊努特人提出上訴，正等候裁決。去年 8

月，綠色和平船艦「極地曙光號」隨同 3 位伊努特人、

鯨魚專家、科學家及著名英國演員艾瑪•湯普森（Emma 

Thompson）巡航當地，並肩一同向加拿大政府及石油公

司施壓。

「極地曙光號」於去年 6 月帶著全球 800 萬北極守護者

的聲音前往挪威斯瓦巴群島，隨行的義大利知名音樂家

魯多維科•伊諾第（Ludovico Einaudi）更在冰川環繞下

演奏《北極悲歌》（Elegy for the Arctic），傳遞訴求。

壯麗的珊瑚礁宛如陸地的雨林，讓各種海洋生物安然棲

息繁衍，但無止境燃燒化石燃料，排放的溫室氣體，使

得海水溫度變暖與酸化，將珊瑚礁推向險地，其中被列

入聯合國文化及自然遺產的澳洲大堡礁岌岌可危。2016

年，大堡礁多達 93% 白化，全年共 22% 的珊瑚礁死亡。

去年 9 月，綠色和平向澳洲新任環境部長與政府傳達全

球海洋守護者包括您的共同信念，立即採取實際行動，

阻止全球氣候變遷。未來綠色和平將持續推動各地政府

守護自然環境，阻止企業鑽油的野心。

讓守護北極呼聲響遍千里 拯救崩壞中的珊瑚礁

© Will Rose / Greenpeace

© Brett Monroe Garner / Greenpe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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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
面對塑膠危害的起點
越來越多人發現，讓海洋窒息、危害海洋生物的垃圾，源頭都是來自陸地。累積在海洋的塑膠垃圾，從來

不曾消失。這一年，綠色和平與公眾一同關注「微塑膠」衍生的海洋污染問題。我們相信，揭露問題源頭，

是改變的起點。以公眾力量譜寫的環保史終將記載，2016 年是與您一起積極掃除塑膠危害的開端！

©
 Fred D

ott / G
reenpe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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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色和平的願景，是維護健康的海洋環境與豐富的生態多樣性，確

保海洋免於污染和有害物質的威脅。不幸的是，除了氣候變遷與過

度捕撈，塑膠污染也成為全球海洋的重大威脅。

為什麼要針對
塑膠微粒？

過去十年，人類製造的塑膠產品數量，已超出過去 100 年生產的總量，聯合國更以「有毒的定時炸彈」

形容塑膠。全球必須處理海洋面臨的塑膠危害，而停止使用塑膠柔珠產品，正是拯救海洋的重要一步。

 

塑膠微粒未必是最嚴重的海洋塑膠污染源頭，卻最容易為人忽略。普遍添加在個人護理用品中的塑膠微

粒，因為粒徑太小而難以被過濾，一路通往海洋。塑膠微粒容易吸附重金屬、污染物等有害物質，不但危

害海洋生物，最後更可能透過食物鏈，回到您我的餐桌上。

加拿大、美國陸續推動修訂法令禁止銷售含微塑膠的產品，荷蘭更早自 2016 年底禁止。綠色和平呼籲，

製造、使用或銷售塑膠微粒的國家或地區，盡速推動全國與地區性立法，禁止這類產品出現在市面，同時，

多管齊下推動生產商、零售商不再出售。

其實，市場已有不含微塑膠的替代品。請您與綠色和平一起以「微塑膠」為起點，團結更多公眾力量，阻

止塑膠污染無孔不入，一同推廣解決方案，守護海洋的未來。

摘自〈綠色和平全球倡議：拒絕塑膠微粒〉

© Jiri Rezac / Greenpeace © Troy Mayne / Oceanic Imagery Public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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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視全球30大品牌監管塑膠微粒政策，
推動韓國、臺灣在 2018 年禁用，
74,510 人一起要求改變！

綠色和平發佈文獻研究《海鮮中的塑膠》，

引起媒體廣泛報導，塑膠污染擴散到平常吃

的魚類、貝類和甲殼類等海鮮，成為食安隱

憂。臺灣人愛吃的牡蠣、蛤仔等多達 170 種

魚類及海洋生物體內，都曾發現微塑膠。這

份報告喚起公眾對微塑膠污染海洋的關切。

綠色和平收集簽名連署，要求企業從源頭停

用有害塑膠微粒。我們點名全球 30 大化妝

及個人護理產品公司的監管政策漏洞，發現

「塑膠微粒」定義太狹隘，或加入各種不明

細節，極易讓消費者混淆。多數亞洲市佔率

高的品牌現行政策有許多漏洞，不足以杜絕

塑膠微粒危害海洋。

2016.7.6 TW. HK. KR. TW. HK. KR.

TW. HK. KR.

仔細檢視生活，就會察覺塑膠無處不在。越

來越多人身體力行，並發現只要有心，拒絕

「塑膠成癮」並不困難。〈愛您所愛的地球：

生活上的減塑 9 招〉是 2016 年綠色和平網

站最受歡迎的文章之一。

TW. HK.2016.9.12

2016.7.20

2016.8.2

公眾力量再進一步，要求超市、美妝店自行

淘汰含微塑膠的產品。由 40 名志工組成的

「微塑膠搜查隊」，在屈臣氏、萬寧、莎莎、

卓悅及卡萊美等 5 大零售商，共計調查 1,413

件產品。結果發現，近半產品沒有清楚列明

成分。綠色和平志工在微塑膠產品貼標示以

正視聽，促請零售商守護海洋，杜絕微塑膠。

HK.2016.8 起

為引發公眾對微塑膠的討論，綠色和平先後

在銅鑼灣、旺角設置「塑膠壽司」攤位，為

客人端上佈滿微塑膠的海膽、鮭魚和旗魚壽

司。綠色和平志工 Stephen 參與這場街頭行

動劇，裝扮為日本壽司師傅的他說：「每當

有客人進來，我拿出被微塑膠污染的壽司，

客人看到後都十分驚訝。」Stephen 知道使用

磨砂洗面乳可能污染海洋時，衝擊很大，他

說：「人應該為自己的消費模式和生活方式

負責。」

HK.2016.8.26

2016 7 8 9

7.6
發佈報告
或分析

8.2
品牌

8.26
公眾參與

7.20
公眾參與

公眾連署

零售商

8月起

新理念

9.12
新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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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眾一同關切與施壓，要求禁用微塑膠政

策欠佳的全球品牌改善。我們成功促成安

麗 Amway、 雅 詩 蘭 黛 Estée Lauder、 高 絲

KOSÉ 與樂金 LG 陸續回應，公開資訊、承諾

禁用政策適用全球，於 2018 年全面淘汰塑

膠微粒！



因為有您加入，讓改變浪潮來得更快。2016 年，綠色和平積極應對塑膠傷

害海洋危機。在全球，禁用塑膠微粒的法規政策進展快速，亞洲昂然跨步向

前。以下是無數跟綠色和平同樣相信「行動帶來改變」的公眾，合力譜下的

成就。謝謝您的力量！

韓國宣佈，自 2017 年 7 月起禁止輸入或製

造含微塑膠產品，自 2018 年 7 月起禁止販

售。創亞洲風氣之先。

KR.2016.9.30

什麼是「Upcycling」？將廢棄物重生或升級再

造，能賦予舊物品新生命。年輕設計師張瑋

晉與綠色和平合作，於尖沙咀展出由洗衣店

回收300個廢棄塑膠袋做成的魚型裝置藝術。

HK.2016.10.7

綠色和平與看守台灣協會、環境資訊協會、

黑潮海洋文教基金會，共同要求環保署提前

禁止於美妝保養品和個人清潔產品中添加塑

膠微粒。終於，臺灣也跟上國際禁用的腳步！

2018 年將全面禁售添加微塑膠的產品。

TW.2016.11.10

發佈臺灣 10 大經銷商、藥妝店資訊公開評

分，要求經銷商負起企業社會責任，為顧客

把關。綠色和平建議，通路商應明確標示成

分、在貨架分區出售，避免顧客在法規生效

前的過渡時期誤買，成為危害海洋的幫兇。

TW.2016.11.25

韓國藥物安全部宣佈，擴大禁用塑膠微粒產

品範圍，及至牙膏、牙齒美白和漱口水等產

品。不少牙膏或牙齒美白產品含有微塑膠，

比起洗面乳、磨砂膏，這些添加的微粒可能

更加細小，更容易進入海洋。

KR.2017.1.28

每年，約有 1,270 萬噸塑膠流入海洋，佔全

球海洋垃圾的 60% 至 80%。為了推動政府、

企業更積極從源頭減塑，綠色和平志工一起

行動，自環保署高 36 公尺建築立面垂降演

出，傳遞海洋生物因塑膠纏身的重要訊息。

行動影片共計 18 萬人次觀看，迴響熱烈。

TW.2017.2.5

香港人熟悉的屈臣氏集團和 759 阿信屋，公

開承諾「拒絕微塑膠」！當各大品牌陸續訂

立監管政策，以對環境無害的成分替代微塑

膠，全球陸續立法禁售微塑膠產品。

HK.2017.4.11

臺灣

香港

韓國

TW

HK

KR

地點

9.30

10.7 11.25 2.5 4.11

11.10 1.28
法規

公眾活動 零售商 公眾活動 零售商

法規 法規新理念 新理念 公眾連署

10 11 1 2 42017

發佈報告或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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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年前的 2 月 14 日，綠色和平在香港成立

東亞地區第一個辦公室，到今天，守護環境

的力量持續拓展！跨越地域界限，是綠色和

平環境工作的強項。邀請臺北、香港與首爾

三地「拒絕塑膠微粒」專案負責人與您分享，

綠色和平如何推廣解決方案，應對海洋塑化

危機。

* 上圖左起為顏寧、Polly 與泰炫

顏寧 Yen Ning [ 臺灣 ]

王寶盈 Polly Wong [ 香港 ]

朴泰炫 Taehyun Park [ 韓國 ]

對談人

相互支援、
發揮強項，
帶來「無塑」
乾淨海洋！

2016 年
最成功的一步？

泰炫：2016 年，我們一起建立全球 30 大個人護理與化

妝品牌的全球企業評分排名榜，這是最大的成果！這份

品牌排名，協助 30 家公司其中 7 家，對逐步淘汰塑膠微

粒和提高透明度履行承諾，也喚起國際對這個議題的關

注。我擔當協調責任，與 9 個國家或地區辦公室共同工

作，很有成就感。

 

顏寧：在臺灣，我們與其他環保團體一起成功推動環保

署，把禁用的時間表從 2020 年提前到 2018 年，讓臺灣

跟上國際腳步！創造一個「有感」的改變。

去年的
最大嘗試？

Polly：塑膠微粒體積小，往往容易被市民大眾忽視。在

專案剛開始時，不禁擔心市民未必能清楚了解微塑膠的

嚴重性。為了讓公眾更易掌握，我們刻意從海鮮、壽司

等食品安全的角度著手，果然獲得媒體廣泛報導。

 

顏寧：與鮪魚或遠洋漁業的議題相比，「塑膠微粒」與

日常生活息息相關，過去黑潮海洋文教基金會、環境資

訊協會與看守台灣協會就多次倡議改善化妝品中的塑膠

微粒問題。為了凝聚更多公眾力量，我們設計「洗面乳

人全臺走透透」回收塑膠柔珠洗面乳活動，三週內走遍

臺北、臺中與高雄很多地點。如何讓活動發揮最大效益，

也讓更多人一起行動，我們還要更努力探索。

泰炫：同意顏寧，塑膠污染海洋的議題，不論是傳遞訊

息、公眾參與，或資訊平臺，都跟遠洋漁業議題不一樣。

我們勇於嘗試，例如跟男演員柳俊烈合作，一起提高大

眾對海洋保護的意識。很高興公眾迴響熱烈，也要感謝

他的粉絲幫忙，讓綠色和平的環境工作多了許多支持者。

Polly：最成功是帶起香港公眾對塑膠微粒污染海洋的討

論。從去年 7 月起短短 5 個月內，我們舉辦了多個活動，

包括與企業及其他環保團體見面、新聞發布會、網路連

署及公眾活動等，超過 10,000 名市民連署，最後 4 間國

際公司與 3 間零售商作出正面回應。偶然在記者或朋友

口中得知他們聽過相關的新聞，真的很開心！

© Greenpe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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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地辦公室合作，
最欣賞對方的一點？

泰炫：我想是專注力、主動和樂觀精神，與創新的作法！

在香港，志工熱心加入，親身前往商店調查，很高興看

到香港與臺灣的民眾都非常支持綠色和平的環境工作。

顏寧：同意，香港辦公室舉辦的活動超級吸睛，在街頭

的壽司師傅或是用洗衣袋回收的大白魚，既引人注目，

又成功讓更多人了解塑膠微粒如何從生活無孔不入，造

成嚴重的污染。韓國辦公室從連署網站到圖片等等，都

設計得非常吸引人。當臺灣分享韓國和香港的圖片或影

片等資訊時，效果都很好。

Polly：短短幾個月內，韓國和臺灣辦公室成功推動政府

立法禁售塑膠微粒，這是香港未能做到的。我們曾與香

港政府官員見面，但他們不為所動，未有正視這個問題。

在應對政府或企業方面，要多跟泰炫和顏寧好好學習。

綠色和平的專案團隊，
常常包括全球辦公室的成員。
這次有什麼不同與心得？

顏寧：2015 年，我跟紐西蘭辦公室一起規劃船艦「彩虹

勇士號」的太平洋之旅。這次經驗很不一樣，因為臺灣、

香港、韓國地域和文化相近，規劃活動、編排時間表和

策略很順暢，資源分享也有好的成果。很高興我們在杜

絕塑膠微粒的專案上獲得成功迴響。

 

Polly：過去我和企業交手的經驗不多，這次擔任專案負

責人，對我來說是新的嘗試。泰炫和顏寧都是非常有經

驗的專案主任，我們三個人的性格不同，充滿士氣，將

塑膠污染海洋的議題帶往新的里程碑。衷心希望，不久

將來我們的社會不再有塑膠微粒的存在！

 

泰炫：第一次有機會與東亞分部其他辦公室密切工作。

三個辦公室的策略目標不盡相同，我們各自發揮所長，

組成很強的團隊。

接下來，
期盼東亞分部的團結力量，
如何應對海洋塑膠污染？

顏寧：2016 年打擊塑膠微粒的經驗讓我們看見公眾的力

量！接下來，除了推廣無塑的理念，我們會有更多和在

地社群一起合作的機會，與鄰里、校園與公民團體一起，

由下而上推動政府、企業改變。

© Greenpeace / Jungyeob Ji

© Greenpeace / Chia-da Huang

© Patrick Cho / Greenpe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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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讓地球資源
走到盡頭
當污染成災、生物多樣性消失殆盡，甚至海洋亦被掏空，一切豈能輕

易恢復原狀？綠色和平推動改變生產模式、反思消費習慣，重要目標，

是讓環境循環不息，自然再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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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時尚，還是過度消費？  2016 年 6 月，綠色和平公佈臺灣人消費衣物調查發

現，20 至 45 歲民眾平均擁有 75 件衣服，當中卻有 15 件衣服是從未或甚少在穿。

網路加速時尚訊息的流通，排山倒海的廣告，讓一年八季的快速時尚成為風潮，全

球每年生產的紡織品突破 1,000 億件。

75
件衣服

時裝業界品牌，邁向「無毒生產」 5 年前，時裝界尚未有無毒生產概念，忽略

生產過程中使用的化學物質是否會污染環境。2011 年中起，綠色和平展開「為時尚

去毒」DETOX 專案，至今，超過 70 個國際連鎖服裝品牌及供應商承諾「無毒生產」。

70
多個品牌承諾

扭轉西非海洋困局  西非海域的富饒吸引世界各地大型工業漁船前往捕撈，其中，

中國遠洋漁船數量最多，超過 300 艘，其餘 100 多艘則主要來自歐盟國家及俄羅斯。

綠色和平深入西非海域調查，揭露這些大型工業漁船 24 小時輪班作業，威脅西非當

地居民的糧食安全。

400
多艘遠洋漁船

促成自願協議  3 月，綠色和平點名三間大型漁業公司（包括一間總部設於香港的

俄羅斯企業），過去三年多次深入北緯 78 度的挪威海域捕魚。全球超過 13 萬人響

應連署，5 月，速食業龍頭麥當勞、多間冷凍食品生產商、挪威漁業組織等發表聯

合聲明，宣佈不會讓底拖網漁船逼近北極水域。

13
萬人連署

危機，更是轉機  去年 11 月，Samsung Galaxy Note 7 手機因過熱和爆炸而全球召

回，綠色和平要求 Samsung 必須妥善翻新和回收這些問題手機中的可用資源。今年

3 月，Samsung 終於宣佈回收手機的最終處置計畫，表示將盡力降低環境衝擊，並再

利用資源。謝謝您與全球守護環境的消費者共同努力！

430
萬支回收

踏出守護自然一大步  2016 年初，全球戶外愛好者曾在 21 個國家展開 150 個

行動，督促戶外品牌淘汰使用有害化學物質「全氟化合物」（PFCs），Páramo、

Rotauf 及 Vaude 等品牌率先承諾「去毒」。今年 2 月，GORE-TEX® 產品製造商

Gore Fabrics，也承諾從生產鏈中淘汰有害的 PFCs ！

150
個行動

反思智慧型手機生產模式  智慧型手機不只改變了您我的生活。今年 3 月，我們

公佈報告《智慧型手機十年盛世》，指出全球製造的智慧型手機總數達 71 億支，與

目前全球總人口相差不遠。綠色和平帶起對於科技產品現行生產與商業模式的關注，

強調現行手機設計維修不易，耗費珍貴地球資源，衝擊環境。

71
億支製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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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衝動購物不但傷荷包，

購物快感消失後，心中的

沮喪和失落感每每更多，

改變以購物換取快樂的

價值觀，才是永恆快樂

的生活品味。」

今日時尚，
明日垃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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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人購物的理由各有不同，但愈買愈多，卻掉進過度消

費深淵。許多人和綠色和平一起省思自身的物質慾望，

選擇善待環境的生活方式。綠色和平推動「減法生活」

專案，鼓勵民眾反思衝動購物，無助心靈富足。快樂與

幸福，是您我共同追求的願望，「買得對」甚至不買，

是實踐永續的生活模式的重要一步。

時尚是與大自然共生

2017 年 1 月，綠色和平發佈《消費習慣與心理調查》，

臺灣有 22% 的民眾對於不逛街、不網拍購物的忍耐時間

不到 7 天，超過七成的民眾曾在衣櫃裡發現標籤未剪的

衣服。當衣服積存愈多，從購物獲得的剎那快樂，反而

成為束縛。近年「斷捨離」興起，將家中雜物送走，跟

綠色和平倡議的「減法生活」相呼應。

與身上的束縛「斷捨離」

被鎂光燈包圍的超級巨星，現身臺北熙來攘往街頭，卻

繫著「華麗的外表掩飾我寂寞」標籤，雖被前呼後擁，

面露愁容、動彈不得。小女孩趨前為他解下標籤，身上

束縛迎刃而解，重拾自由，與街上的人們開心舞蹈。這

是 2016 年 12 月綠色和平與超過 60 位舞者與志工一起進

行的快閃行動，呼籲解除物慾枷鎖，用心感受當下。

卸下華衣美服，重拾自由

過度消費，浪費金錢事小，犧牲環境事大。更多人發

現，購買前可以多想一想、靜聽內心需要，感受恬淡

生活的快樂，更善待環境。

簡單生活，
不老時尚

過度消費，讓地球與下一代承受污染惡果。2016 年 11

月，綠色和平發佈《時尚產業及紡織廢棄物研究》，

發現快速時尚迅速擴張，全球衣服製造量從 2000 年至

2014 年增加了一倍。綠色和平在臺北西門町街區以行動

藝術，喚起公眾反思自己的消費習慣，避免陷入讓人眼

花撩亂的文案宣傳、掉進過度消費的陷阱。在物質富庶

的臺灣，善待環境關乎您我如何選擇。

羅可容

綠色和平專案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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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滴積累，
撼動業界

戶外裝備推陳出新，遮風擋雨禦寒透氣一應俱全，但卓越裝備背後，很可

能含有害化學物 PFCs（全氟化合物），污染純淨大自然。2015 年綠色和

平揭露許多戶外產品為突顯防水及防油功效，混入 PFCs。感謝全球愛護大

自然的人團結力量，已成功推動多個戶外品牌淘汰 PFCs。今年 2 月，戶外

用品生產技術龍頭 GORE-TEX® 也聽到我們的呼聲，承諾從生產鏈中淘汰

有害的 PFCs ！

與您走過「為戶外去毒」之路

紡織業是全世界最大的污染源之一，每年產生超過 8.5 億公噸二氧化碳，

佔全球總排放量 3%。但在快速的消費習慣下，許多衣服最終默默被送到垃

圾掩埋場。製造每件衣服牽涉的「環境成本」不菲。2016 年，我們參加臺

北紡織展開幕，演講「時尚去毒與綠色紡織的聯合效益」，期許和臺灣紡

織產業共同努力，尋求更乾淨無毒的製程！

自 2011 年，綠色和平推動各大時尚品牌拒絕製衣過程使用大量有毒污染

物，至今成功推動超過 70 個國際連鎖服裝品牌及供應商承諾去毒，佔全球

紡織生產約 15%，包括臺灣人也熟悉的 H&M 和 Zara 等。2016 年，綠色和

平第三度發佈「服裝品牌去毒進度排行榜」，評估品牌履行去毒承諾的進

度，持續鼓勵時裝界改變。無毒生產並非遙不可及，您我和每一名消費者、

品牌，和政府共同努力，必定成為歷久不衰的時尚。

為時尚去毒 DETOX 不停步

監督品牌去毒表現

© Paul Hilton / Greenpeace

現代人縱情消費享受，華衣美

服、多功能戶外裝備的需求愈

來愈多，但衣服的生產過程容

易帶給環境難以磨滅的污染，

您我不能忽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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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的智慧手機用了多久？ 2007 年，全球智慧型手機僅

1,200 萬支，至 2016 年，已超過 14 億支。今年是智慧型

手機面世 10 年，綠色和平發表報告統計，2007 起全球

製造共計 71 億支智慧型手機。快速且大量生產下，電子

廢棄物激增，估計 2014 年全球 4,200 萬噸電子廢棄物中，

300 萬噸來自小型 IT 產品。

電子廢棄物處理不當，有害物質很可能滲入土壤或河川，

這些事實，喚起公眾對智慧型手機方便背後的反思。

智慧型手機打破原本只有通訊功能的限制，將手機融入

生活各個層面，卻忽視對環境的衝擊。下個 10 年，智慧

型手機應如何革新？綠色和平推動 IT 產業突破現行生產

模式，改以循環經濟為設計基礎。最聰明新穎的設計應

當無毒、耐用、容易維修，且能徹底回收再利用！與環

境共存共生，才不會為地球帶來不必要的負荷。

在中國，綠色和平與志工一起舉辦維修活動「Repair 

Cafe」，推廣智慧型手機維修觀念，螢幕破損、電池失效，

不再是輕易丟棄的理由。

突破智慧型手機界限：循環生產模式

2016 年 11 月，Samsung 旗下產品 Galaxy Note 7 接連發

生爆炸事故，需全球回收 430 萬支問題手機。綠色和平

發起緊急連署，要求 Samsung 妥善處理回收。這不僅是

品牌危機，更是環境危機，因為每部手機有多達數十種

化學元素，常見有金、銀、銅、鐵、錫、鎂、鈷、鋁等，

但是現行回收的提煉技術多只針對部分利潤較高的貴重

金屬，其他元素和材料往往都被拋棄。

綠色和平集合公眾力量前往韓國 Samsung 總部，促請將

資源再利用。今年 3 月，Samsung 宣佈回收手機的最終處

置計畫。您與全球守護環境的消費者的努力，成功推動

Samsung 履行企業的環境責任，也成為改變電子產品生產

與棄置方式的重要契機。

綠色和平還將繼續挑戰科技產業，推動 IT 業界朝向循環

經濟模式，減少環境衝擊。此外，針對全球頂尖的 IT 公

司的熱賣機種，綠色和平更審視其可維修度並作出評分。

取之有道，珍惜資源，才是未來創意新趨向。

促使 Samsung 將回收手機資源再利用

地球資源有限，無法承受無止境的苛索。由下而上推廣「循環經濟」

理念，由海洋到陸地阻止過度捕撈、提倡永續海鮮，綠色和平致力

實現解決方案。

珍惜資源
守護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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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漁業陷入過度捕撈危機的今天，西非海域是僅存生

物多樣性較豐富的地區之一，吸引遠洋船隊入侵濫捕。

根據中國農業部資料，超過 300 艘中國遠洋漁船在西非

捕撈作業，每年捕撈值約臺幣132億元漁獲，可謂「稱霸」

西非遠洋漁業。

今年 3 月，綠色和平船艦「希望號」巡航西非海域，過

度及非法捕撈屢見不鮮。「希望號」船員目擊工業化漁

船將誤捕漁獲棄回大海，由於一條魚足以養活當地漁民

一家，漁民往往跳進海中捕捉被棄漁獲。目前西非欠缺

有效漁業管理，綠色和平促請西非各國與中國制訂永續

發展的漁業政策，扭轉西非海洋困局。

那一般人又該怎麼做？首先，不要購買或食用瀕危的海

鮮品種，多了解海鮮來源和生產方式，避免助長不永續

的漁法。揭露非法捕撈、阻止濫捕行為、提高保護海洋

資源的認知，是綠色和平的使命。

當中國遠洋漁業航進西非海域

隨著全球氣候變遷，北極海冰消融加劇，大型底拖網捕魚

船長驅直入。船隊深入更北的北極水域進行大規模捕撈，

以滿足對於海鮮與日俱增的需求。北極海域擁有豐富生

物多樣性，如挪威以北、毗鄰北冰洋的巴倫支海（Barents 

Sea）孕育如海象、弓頭鯨、北極熊、北極海鳥及大量魚

類，也是深水珊瑚的重要棲地。

然而底拖網高達三層樓、大如足球場，所經之海床生命

消失殆盡。2016 年 3 月，綠色和平發表調查及研究報告

《到此漁止》，揭露拖網捕漁船向北冰洋步步進逼，多

個國際知名的海鮮食品品牌所採購的鱈魚，可能是從破

壞北極生態而來。

謝謝您與全球 800 萬「北極守護者」合力守護北極，同

年 5 月傳出捷報！速食業龍頭麥當勞、總部設於香港的

俄羅斯漁業公司 Ocean Trawlers，以至代表整個挪威漁業

組織等發表聯合聲明，拒絕使用「絕子絕孫式」底拖網

漁船。讓北極永遠純淨，有您參與，就能成真。

給北極海洋喘息

© Liu Yuyang / Greenpeace

© Christian Åslund / Greenpe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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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大自然共生共存，
您的行動是關鍵
人類看似無所不能，然而只要取走陽光、空氣、水的其中一項，就無法生存。在追求經濟發展、

社會進步的同時，毋須犧牲環境、傷害弱勢族群、犧牲人權。綠色和平總是站在需要支援的一方，

邀請您與我們一起找出與環境共生共榮的方式，守護自然、讓生態循環不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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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今天，我們仍然活在這場災難帶來的傷痛中。我們得

盡最大努力保護孩子，為避免憾事重演，我要站在法庭，

我有權利讓我的孩子遠離傷害。」園田女士（上圖左二）

堅定說。六年前，日本東北發生地震，接著巨大海嘯吞

噬沿海城鎮，天災之後令人驚恐的消息：福島第一核電

廠崩毀。核災六年過去，仍有超過 12 萬人離鄉背井，其

中福島佔 8 萬人。每年，綠色和平都走進災區調查輻射

污染。今年初，距離福島第一核電廠西北方 28 公里的飯

館村，輻射劑量仍然超標，相當於車諾比核電廠 30 公里

禁區內的輻射劑量。專家估計福島核災仍需 30 至 40 年

善後，但卻未能讓日本政府打消重啟核能的念頭。

2016 年分別是車諾比核災 30 週年、福島核災 5 週年，

綠色和平發表調查報告《核殤》，顯示兩地核輻射遺害

持續，數以千萬計人民仍活在險境。回看東亞，警醒我

們必須尋找安全的再生能源的出路。我們前往韓國首爾，

考察當地「少一座核電廠」政策，參觀首爾市多個大型

太陽能發電廠，並深入社區了解太陽能巴士站的運作，

探訪參與首爾市節能計畫的家庭等。

持續追蹤調查，與福島人民同站一起

借鏡首爾，建構無核家園

人為災難後，綠色和平持續追查的還有天津大爆炸。

2015 年 8 月，中國天津發生化學品倉庫大爆炸，綠色

和平調查和研究中國主要城市的化學品管理制度及風

險。2016 年，我們發佈報告指出，首八個月，中國平

均每 10 小時便有 1 人因化工事故死亡或受傷。中國中

部與東部人口密集地區包括珠三角等地城市，危險化學

品企業的分布最為密集，潛在風險最高，應推動全面改

善現行化學品管理制度。

在日本，重建家園是條漫漫長路，但堅定不變的是母親

以行動守護孩子的心。人類與地球上所有生命都難以承

受不可預料的災害。歐洲各國紛紛加緊腳步關閉老舊和

過時的核電廠。在韓國，綠色和平成功集合 559 位原告

的力量，對當地政府漠視風險、執意擴建古里核電廠之

行為，訴諸法律。謝謝您與綠色和平一起積極要求政府

和企業發展乾淨的再生能源，爭取安全無虞的生活環境。

擁抱乾淨能源，為安全生活設下屏障

我們繼續追查……Information

這四位母親，為了控訴及追究日本政府與東京電力公司（TEPCO）

的責任，選擇訴請法庭。「理由再簡單不過，就是想保護自己的孩

子。」

給下一代
零核未來

29



©
 O

távio A
lm

eida / G
reenpeace

「為了爭取原住民權益，11 月 23 日，我們一行人共 22

名婦女、8 名兒童以及大約 60 名的戰士組成代表團，出

發前往巴西司法部，經過四天四夜才抵達目的地。在司

法部前的草地上，我們放置大大的紅色字母寫上『立即

劃分』表達訴求，並插上 180 枝箭，寓意提醒司法部距

離截止時間還有 180 天，政府必須承認原住民擁有傳統

領地的權利。」Munduruku 原住民領袖之一 Maria Leusa

說道，她同時是五個小孩的母親。

亞馬遜雨林的 Munduruku 原住民族，人口僅 12,000 人，

捍衛祖先世代傳承下來的傳統領地已 30 年。亞馬遜雨林

和塔帕若斯河供給他們生活一切，更是文化與信仰的起

源。巴西政府卻執意推動興建43座中至巨型水壩的計畫，

無視亞馬遜雨林心臟地帶的塔帕若斯河帶來的無窮生命

力、富饒生物多樣性與原住民人權。水壩一旦築起，淹

沒雨林的苦果是全球人類及生態得共同承擔。

政府的漠視，令森林流淚

「我帶著四個月大的孩子前來司法部，留下四個孩子在

村落。我們要捍衛亞馬遜，不只是為了塔帕若斯河，而

去年 6 月，全球超過 120 萬人連署「守護亞馬遜之心」。

綠色和平成員陪同族人前往有意投資建造塔帕若斯大壩

的企業西門子辦公室外和平抗議，向水壩說「不」。8 月，

巴西政府終於宣佈，取消其中最大一座水壩的建設許可。

我們也利用科技協助 Munduruku 族人標示出其傳統領地。

2016 年 11 月，Munduruku 前往巴西司法部前的抗議，雖

然最終未能與政府有關部門會面，但 Maria Leusa 表示，

在全球聲援和支持下，他們會秉持信念奮勇抗戰，直到

巴西政府歸還屬於他們的生存權益！

致力守護雨林的您，請繼續跟綠色和平結伴，與他們一

起結伴同行！

合力喚醒政府，正視原住民權利

全球聲援守護亞馬遜之心

4 年多前，綠色和平親身拜訪 Munduruku，互相交流，並了解他們的

生活與困難。2016 年，我們號召公眾，與 Munduruku 並肩作戰，要

求全球合力阻止巨型水壩摧毀他們的家園。

擋水壩，救雨林，
捍衛人權

是為了所有受到威脅的亞馬遜河流。我們已親眼目睹其

他河流死亡了，不願同樣的憾事發生在我們的塔帕若斯

河。」Maria Leusa 說。巴西憲法早已明文規定，除非發

生嚴重災害或疫症等，否則不得強制原住民遷離故土。

巴西政府卻依然故我，計畫在族人傳統土地興建水壩，

因此 Munduruku 需循法律程序，向巴西政府申請正式認

可受巨型水壩影響的土地，屬於其領土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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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10月，臺灣因遠洋漁業管理不善，遭歐盟發出「黃

牌」警告。隨後，5 萬人一起和綠色和平一同要求政府，

盡快修改不合時宜的漁業法規。有賴公眾力量與全球媒

體、公眾輿論的壓力，黃牌危機成為遠洋漁業新生的轉

機，成功推動臺灣政府在 2016 年 7 月通過新的遠洋漁業

條例，並於 2017 年 1 月正式實施。

臺灣漁業興盛，在國際間佔有一席之地，更具影響力，

但是，新的漁業法例在保障漁工權益與船隊資訊管理仍

有漏洞，是必須立即著手改善的問題。

不容人權受害

2016 年 4 月，綠色和平發表全球報告《臺灣製造：失控

的遠洋漁業》。透過資料研究分析、實地訪問與調查，

集結而成關於漁工人權問題的報告。

去年 5 月，綠色和平也與立委林淑芬，和多個在地人權

團體包括宜蘭縣漁工職業工會、人權公約施行監督聯盟、

臺灣人權促進會、桃園縣群眾服務協會與法律扶助基金

會共同舉辦記者會，呼籲臺灣政府應更關注與處理漁工

人權問題。

綠色和平東亞分部的調查員，在臺灣幾個遠洋漁船的港

口，調查外籍漁工的工作情形與生活後，有感而發說：「原

以為在現代社會，即使有漁工人權問題存在，也應只是

少數，不過實地調查後方發覺問題不是單一事件，而是

普遍發生。」

綠色和平是以關注環境問題而立基的環保團體，然而全

球變化急速，許多環境問題環環相扣、彼此牽動。遠洋

漁業涉及外交、經濟、交通、人權等，是「跨領域」範疇。

綠色和平將持續揭露這些不公平的事實，並與關注團體

一同與政府部門溝通、監督。

人權和環境緊緊相扣

向陽航行在遼闊海洋的船隻裡，可能暗藏著您我難以想像的黑暗。綠

色和平長年調查海上非法捕撈，參與國際漁業相關組織會議，發現除

了海洋生物族群銳減、生態系統面臨崩潰，船上的漁工人權，是必須

關注的另一項嚴峻問題。

船艙內，急需
伸張的人權正義

© Liu Yuyang / Greenpe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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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中國內蒙古的景觀，因地下蘊藏豐富煤礦，吸引煤

炭企業開採，因而失去水分的土地頓成「人為沙漠」，

傳統歌謠裡所傳唱的「風吹草低見牛羊」景象已不復見。

人們面對荒漠沙土，無法耕種，牲畜失去青草可食，只

能飢餓而死。

地球水資源並非取之不盡、用之不竭。只有不到 1% 的水

可供全球 73 億人口取用。綠色和平一直關注煤炭產業的

發展與水資源之間的矛盾。2016 年 3 月，綠色和平發佈

報告《煤炭產業如何加劇全球水危機》，指出全球有將

近四分之一的煤電廠位處、或計劃興建在水資源早已被

過度取用的地區。煤炭開採、洗煤、燃煤發電、工業用

煤與煤灰的處理，均需使用大量的水。全世界的煤電廠

（目前為 8,395 座）所消耗的水量，足以供給 10 億人一

年的基本生活需求。

煤炭對水質、人體健康、生計、環境衛生及生態有重大

威脅。現在，中國共有 45% 煤電廠建於「過度取水」區，

上述內蒙古的情況，只是其中一個例子而已，其他缺水

重災區如印度、南非、土耳其，同樣因煤電廠而令淡水

資源更加枯竭。

煤 ─ 將缺水地區推進險境

全面轉型使用低耗水或不耗水的再生能源代替煤炭，才

是生命延續之道。綠色和平發佈報告後，獲得美國《紐

約時報》、英國《衛報》等媒體報導，喚起關注與積極

討論。燃煤排放的溫室氣體不但加劇全球氣候變遷，更

威脅全球糧食與水資源。要阻斷這樣的惡性循環，全球

守護環境的人必須合力阻止各地政府、企業繼續開採煤

礦，推動盡快淘汰「過度取水」地區的燃煤電廠，讓煤

炭永藏地底。

早在2006年，綠色和平森林專案與其他環保組織合作，

共同製作全球未受侵擾的原始森林景觀地圖。據 2013

年最新評估發現，這些珍貴的原始森林已經退化至 49

萬公頃，其中超過半數於中國雲南省。2016 年，綠色

和平分析衛星圖像及實地考察證實，採礦是原始森林退

化的罪魁禍首。7 月，綠色和平發表報告《受礦業侵擾

退化調查研究》，雲南省政府最終不但加強監督破壞森

林資源的違法行為，亦規定今後開發新礦必須得到環

保、林業等五個部門的同意。新措施可望確保中國雲南

的森林和各類保護區，能擺脫礦業開發的陰霾。

生命延續之道：煤炭永藏地底

Information

原本遼闊綠意的草原，推土機進駐掀開大地，貨車一輛接一輛運出

從地底掘出的煤礦，空留一個個宛如瘡疤的巨大窟窿。

煤與水相爭，
生命何去何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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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飯」自古以來就是件大事。不僅超越生理需求，還有深層的情

感交流以及文化涵意。然而走向「工業化」發展的農業，濫用化學

農藥、肥料、除草劑的後果是耗盡土壤養分，農民只得再以更多金

錢購買化肥、化學農藥，惡性循環。

改善農耕環境，
守護大地的純淨

越來越多人意識到生態農業的重要性。過去兩年，綠色

和平調查發現，有心從工業化農業轉為生態農業的小農

民變多了，卻深受限制，包括：前期投入成本高、農作

物成熟週期長、社會缺乏資源協助。

2016 年，綠色和平與中國黑龍江省五常市的農民，展開

名為「包個鴨子屯點糧」的群眾募資活動。民眾利用網

路平臺「包養」鴨子，資助名為「稻鴨共生」的傳統耕

作智慧。五常市 100 畝謝絕農藥化肥的稻田，結合 2,000

隻鴨子除蟲、施肥、促進水稻成長，協助農民種出令人

安心食用的稻米。秋收後，這些稻米回饋消費者手裡，

農民又能獲得最實際的幫助。這個可行又創新的農業模

式，不僅守護農地生態，更解決食品安全問題。

群眾募資一個安心食物的未來

經過多個月的籌備，2017 年初，我們更進一步，與電子

商務平臺企業合作，展開「源味盒作社」計畫。綠色和

平在中國挑選具備生態種植潛力的農民合作社，並為生

態小農提供培訓，確保農民嚴格實施有機耕種。之後，

由食品網路平臺協助將農產品檢測、包裝、儲存，並送

上市場出售。計畫展開以來，綠色和平從中國西南、西

北和華北地區的 6 省 10 縣，篩選多家農民合作社作為重

點協助對象。「撮合」的農產品包括四川的蜂蜜、內蒙

古的紅豆、河北的芝麻油等。利用與網路平臺跨界合作，

暢通農民合作社與主要城市居民的購買管道，進而鼓勵

小農堅持生態種植。

善用網路提高能見度，助農民一臂之力

「天然的食物就應該是不加任何佐料，直

接拿來吃就有食物本身的味道，這樣不光

是身體本身吃著安全，對我們的土地也是

一個非常好的保護。」

但留方寸地，留予子孫耕

侯雪英

上海有機農民

© Wendi W
u / Greenpeace

33

● 發佈《2016年中國六大超市蔬菜農藥殘留調查》

報告，推動超市落實供應鏈減用農藥。報告獲眾多

消費者關注，並得到中國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總

局的重視，加快蔬菜與糧食生產過程減用農藥的步

伐。

● 繼 2012 年後，再度調查中國茶葉的殘餘農藥問

題，抽驗 12 個茶葉品牌共 26 款茶葉樣本，以及到

兩個生態茶園實地調查研究，發佈《2016 年綠色

和平茶葉調查報告》，成功推動普洱市政府協助生

態茶園建設。

同時，我們也做到……

2016 年，我們持續監測產糧大國中國濫用農藥

狀況，為全球食安增添保障：

In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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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年‧今天：
環保是場
持久角力賽

世界環境危機變化萬千，綠色和平堅決走向人與自然

共生的未來。有您的支持，綠色和平毋懼各種險峻

環境挑戰，適時改變環保專案的策略，鍥而不捨讓您

我攜手播下的種子茁壯成長。與您回顧綠色和平過去

45 年，其中三個振奮的環保專案成長誌。

遺憾的是縱然眾多國家、以及全球近 100 萬人與綠色和

平支持議案，但最終未獲通過。不過綠色和平守護海洋

的故事不會畫下句號，讓各種海洋生物的聲音一直迴盪

大海，有賴沿途有您一起為美麗且豐富生物多樣性的海

洋繼續努力。

獨特的鯨魚語如動人歌聲，在大海躍動的身影更一見難

忘。可是長久以來，人類對鯨魚虎視眈眈，亟欲捕殺鯨

魚圖利。在上個世紀，全球約有 300 萬條鯨魚被捕殺，

其中有 71% 發生在南半球，許多鯨魚品種近乎滅絕。綠

色和平數十載的護鯨行動亦揭開戰幔。時光回到 1975 年

夏天……

綠色和平首次出海反捕鯨，我們的成員揚帆啟航至北太

平洋，抗議當時蘇聯的捕鯨船，喚起關注。翌年守護鯨

魚者再次出動反對捕鯨，亦為綠色和平反對捕鯨、堅定

守護生物多樣性的信念奠定基礎。

經過持續不斷的反捕鯨行動，終於取得勝利。1982 年，

國際捕鯨委員會（IWC）宣佈禁止商業捕鯨，並於 1986

年通過《全球禁止捕鯨公約》，盼鯨魚族群慢慢回復。

可是，30 多年前的禁令時至今日，捕鯨未徹底消失，仍

有部分國家假藉「科學研究」等名義，繼續捕殺鯨魚。

2016 年 10 月，國際捕鯨委員會會議上，部分成員國如

巴西、烏拉圭、阿根廷及南非等再次提議，設立南大西

洋鯨魚保護區。

「反捕鯨」：
矢志不渝的故事

© Greenpeace / Rex Weyler

© Greenpeace / Rex Weyler

© Oliver Salge / Greenpe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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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極平衡全球氣候，且生態獨特，物種豐富，各種珍貴

企鵝及鳥類棲息於此。但與北極一樣，也面對各國政府

和企業資源爭奪。

早在 20 世紀初，許多國家覬覦南極資源，宣稱擁有主權。

1957 至 58 年間，就有 12 個國家派出超過萬名科學家到

南極大規模考察。後來美國召開南極會議，以和平為目

標制訂《南極條約》，條約在 1959 年通過，1961 年正

式生效，條約禁止在南極從事軍事活動，也凍結對南極

任何形式的領土要求。

綠色和平持續關注《南極條約》的內容，不容各國和企

業侵擾。1991 年 10 月，綠色和平成功推動 39 個國家簽

署新修訂的《南極條約（馬德里協議書）》，明訂至少

50 年內禁止在南極開採任何礦產。

2016 年 10 月，剛好 25 年之後，譽為「最後的海洋」的

南極羅斯海（Ross Sea）也被納入保護！多年來，綠色和

平與眾多環境保育組織、守護海洋者致力在「南極海洋

生物資源保護委員會」倡議守護羅斯海。終於成功！這

裡將是全球最大受保護的海洋，面積達 1,555,000 平方公

里（相等於 43 個臺灣本島），其中四分之三將禁止商業

捕撈。

展望未來，邁步向前。綠色和平長遠推動成立 40% 海洋

保護區，守護生物多樣性，讓各種海洋物種得以永遠安

然暢泳。

承接《巴黎協定》於 2016 年 11 月 4 日正式生效的原動

力，聯合國氣候會議在充滿憧憬下於北非摩洛哥舉行。綠

色和平再次提供專業分析，推動各國盡快淘汰化石燃料，

全速發展可再生能源。今年 6 月，美國總統川普宣布退

出《巴黎協定》，拯救氣候的進程蒙上陰影。請您一起

繼續團結力量，為建立安全和美好的未來一起努力。

© Greenpeace / Veronika Leitinger

© Micha Patault / Greenpeace

為南極的未來
守約

監督聯合國
拯救氣候進展

自上世紀 80 年代起，綠色和平已是國際氣候談判中的積

極參與者、影響者與觀察員。

綠色和平致力推動各國訂立具有法律約束力的國際氣候

保護協議，經常參與國際氣候談判，對箇中的政治角力、

談判細節十分了解，在會議會場內外評論、奔走遊說，

事半功倍。

回顧 1997 年，早已經歷近十年的氣候行動，綠色和平和

其他環保團體迎來拯救全球氣候的曙光。在日本京都，

聯合國通過劃時代的《京都議定書》，這是首個具法律

約束力的國際減排協議，各工業國家同意建立具有法律

約束力的目標，以降低溫室氣體的排放，阻止全球氣候

變遷失控。2005 年 2 月 16 日《京都議定書》正式生效！

10 年轉眼過去，《京都議定書》的「減排承諾期」將於

2020 年結束。2015 年，各國和企業領袖雲集巴黎，舉行

聯合國氣候會議，綠色和平當然不會錯過倡議減緩氣候

變遷的機會。最終 197 個國家和地區達成《巴黎協定》，

期許將全球升溫長遠控制在攝氏 1.5 度之內，朝著本世紀

下半葉達到零排放的目標前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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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促成改變的
驅動力！

「您」，

環境工作，需要長遠規劃與累積。謝謝有您穩

定持續的補給，協助第一線的專案團隊與行動

成員，才迎來環境勝果。藉三位資深會員訪談，

聽見他們堅定支持的理由。

馬永昌 
綠色和平資深會員

8 年前，一趟澳洲雪梨旅遊，在一個公園遇見了

綠色和平人員，吸引了馬永昌的目光，進而聆

聽環境專案，也從那時候開始決定捐款支持。

2011 年當臺灣辦公室成立，馬永昌也隨之捐

助。是什麼原因，讓他願意不停歇支持至今近

3,000 個日子？

綠色和平具有組織能力以及有系統的工作方式，我很支持。綠

色和平是全球性的組織，我想這對於在臺灣推展環境議題也很

有幫助。

我最有感的問題之一是企業責任。不論哪國企業，普遍缺乏「企

業該擔負什麼樣社會責任」的意識，臺灣企業又較歐美企業再

更缺乏。許多臺灣企業為了獲利，竭盡所能規避任何可能衍生

的成本，甚至違規、犯法了，找個立委關說，大事化小、小事

化無。只靠法律約束企業，效果很有限，所以我深感極需輿論

的力量，像是綠色和平這樣的組織去監督。

其實歐美等比較成熟的國家，也經歷過政府一度姑息企業責任

的時代，後來藉由媒體的軟性力量、公眾意識的抬頭、第三方

的監督，才有進步。如果民眾具備較高的環境意識，企業也比

較不敢造假，因為這樣會被社會淘汰。綠色和平喚起消費者自

身意識的作法就很不錯。

督促企業負起環境責任

我希望民眾的意識再進步、再提升。資本國家如美國，也倡導

企業責任，不是純粹為了美好理念，主要還是獲利考量，哈佛

大學研究發現，提倡企業責任的企業，長期的獲利能力比較強。

我想若是由這個理論去倡導企業注重環境保護，進而讓企業改

變，是我期盼接下來在臺灣能發生的事。

下一個五年，期盼的改變

 採取行動需要凝聚人與人之間很

大的能量，行動不會是個人的，

需要一個團體或組織的力量。」
© WANG Ai-Ju / Greenpe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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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敏珠 
綠色和平資深會員

人也是環境的一份子，在醫院病房工作的

陳敏珠感受最深。她感慨，如果環境再好

一點，也許罹患疾病的人就會少一些，紅

毛猩猩、鯨豚、鯊魚、北極熊的生存危機

就可以減少一些。陳敏珠感到守護地球環

境，不論是對人、對動物，都是刻不容緩

的事。因此當她 2012 年在臺北市熙來攘往

的復興南路上遇見綠色和平，就持續支持

到今日。

加入綠色和平後，固定收到回報，會員刊物我放在家中客廳，

家人也會翻閱。我的女兒也感受到環境面臨的問題，生活習慣

上也滿有環保概念的。我先生隨身攜帶手帕，我自己隨身攜帶

環保袋、環保餐具。上傳統市場如果不得已拿了塑膠袋，也會

重複利用。我們家不用店家提供的免洗塑膠餐具，而是使用家

裡的餐具，衛生也健康。

許多疾病都與空氣、飲食，脫離不了關係。在我小時候，上市

場買菜，是用葉子包。但現代塑膠袋太便利，常常一袋包著一

袋，轉瞬變成垃圾。每個人都必須呼吸的空氣也與能源有關，

電力人人需要，但應該使用不污染環境、永續的電力。這些問

題都必須改善。

環境健康了，人體也能跟著健康

全家人在生活中實踐

比起過去 10 年，環保概念是有進步的，但還有很大進步空間。

我希望每個人都能從自身做起，少了漠不關心，大家有越多共

識，公眾力量才能徹底實現、阻止不好的事發生。還好有綠色

和平關注，並有所行動，讓下一代有乾淨的環境可以生存下去，

是很有意義的事！

讓下一代有美好環境

 綠色和平一直都會找出這些

問題，去做檢測，我覺得這很

重要。你們用心執行出來的成

果，品質很高，所以我覺得很

值得支持。謝謝你們這麼用

心。」

© WANG Ai-Ju / Greenpe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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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永益 
綠色和平資深會員

© Greenpeace

林摩根
會員關係維繫與發展

很多朋友問我，為什麼選擇茹素？對我來說，這只是生活中可以採取的諸多方式之一，

用來實踐心中信念：人與自然，相互連繫。許多會員曾與我分享對環境、生態的愛，

總讓我心頭暖暖。有些支持者更有意向綠色和平饋贈遺產，它的價值不在於金額的多

寡，而在於象徵支持者最真摯的支持與肯定，信任綠色和平會延續保護環境的心願，

對所有身處環境危機前線的專案團隊同事來說，是最大的鼓勵。如果您有興趣了解更

多，歡迎您來信至donor.services.tw@greenpeace.org 或致電 (02) 2361 2025聯絡我們。

延續守護地球環境的心意

接受訪談前一晚，嚴永益與女兒一同回想是在

何時何地遇見綠色和平。父親隱約記得 5 年前

在松山火車站，綠色和平團隊向他解說環境專

案，並提到船艦「彩虹勇士號」要來臺灣的消

息。女兒的記憶則補足了爸爸的印象。那一天，

她收到綠色和平人員送給她一張貼紙，她將貼

紙貼在當時即將上國小一年級用到的國語字典

封面上，就在 9 月。

今年女兒即將小學畢業，綠色和平臺灣辦公室

也在嚴永益不間斷捐款支持下，推動多項環境

專案，宛如經歷另一個孩子的成長。

 也許我沒有勇氣衝上前去掛布

條、做和平的抗議，也無法跟著

船艦出海，但至少看到因為我的

捐助，有人集合了有志之士去做

這些行動。」

我曾在經濟部下的財團法人工作，輔導科技業轉型綠色生產以

及節能減碳等。工作所需，10 年前到過中國東莞、惠州等地，

輔導當地的臺灣廠商。我看見當地收集廢五金、廢棄電子材料，

親眼見到電子廢棄物污染情形，讓我很震撼，從此對環保議題

有了想要身體力行的心情和深刻的信念。環境工作需要力量，

除了來自志工的投入外，還需要金錢。我希望把自己有限的資

源，投注在公開、透明，並且真的有產生作用的團體上。

政府往往為了塑造先進國家「表象」，對外宣傳數字化的「政

績」，例如節能減碳幾萬噸、造林達到多少面積，不過是否產

生實質改變，是要打上問號。期望未來 5 年，看見臺灣政府把

資源用在有用的地方，真的讓環境變好。新的議題一定會出現，

但期望能持續監督臺灣政府對過往議題的執行成效，給政府壓

力，虛應故事是不可行的，人民都在看。

公開、透明、有效用

對環境友善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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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鼓舞
我們的動力

「您」，

綠色和平在街頭工作的團隊，肩負傳遞來自世界各處

如北極、森林、大海等環境訊息的使命。這一年，我

們的團隊整裝出發，前往南投、臺南、屏東等全臺灣

更多城市與鄉鎮，並從您的身上，持續獲得鼓舞的力

量！

我有一個可愛的兒子，今年 10 歲了。與每個父母一樣，

我希望讓孩子有美好的未來、無虞的生活。除了是父母

的職責及對孩子的愛之外，內心更多了一份自我期望：

我能為孩子留下什麼？

在我加入綠色和平兩個月時，有一天，在臺中廣三 Sogo

前的地下道裡，氣候炎熱潮濕。迎面而來一家三口，爸

爸沒有停下腳步，邊走邊告訴我他已是捐款會員，謝謝

我們的辛苦，我聽了感到很開心。接著我聽到小女兒問

爸爸說：「他們在做什麼啊？」爸爸回答女兒：「保護

北極熊啊！」

地下道空間的回音，讓我聽見逐漸走遠的父女倆的對話，

內心溫馨不已。這時，小女孩緊牽著爸爸的手，轉過頭

來深深鞠了個躬對我說：「謝謝。」

當下我的眼眶泛紅，也讓我知道，在街頭不管再累、再

無奈，都要撐住！因為孩子在等我們。小女孩純真的心，

讓我瞬間熱血又再度沸騰！

周一寧 
@ 臺中

我曾遇見一位年約 60 歲的女士，她以過世母親的名字捐

助。她說，這是她給自己的生日禮物，也希望祝福自己

的母親。一年後的某一天，這位女士主動靠近跟我打招

呼，她竟然還記得我！她說，我曾告訴她：「我們每個

人就像小螞蟻一樣，合作起來就是一股很大的力量。」

每天我在街頭遇見許多人、說許多話，與這位女士的緣

分讓我知道，我說的話有人會聽到，而且因此行動。

李抒芸 
@ 高雄

政府與企業最在乎的，就是選民與消費者。如果覺得政

府跟企業應該受監督，世界需要改變，那麼就該把民意

基礎投向符合倫理價值與公眾利益的一方。在街頭教育

與募款的工作就是展開這場競爭。文明的進程與民主的

基石，來自於人民，來自於街頭。我衷心感謝每一位環

境公民，支持綠色和平，證明了在臺灣這塊土地上，很

多人願意挺身而出。

潘定澤 
@ 臺北

環境是一切的根本。我多希望下一代人還能有夢，能再

看百花紛飛，大地織錦；海中戲水，魚蝦成群，而非大

地盡成荒漠，百獸絕跡，徒留垃圾及災難陪伴！所以，

我選擇站在街頭，不厭其煩地跟每一位行色匆匆的路人，

講解同一件事情，一千遍、一萬遍。

薛紹芸 
@ 臺北

在街頭，曾有一位會員跟我聊天，他說，「這真的是很棒、

很有意義的工作！你們跟我女兒的年紀差不多，不管做

什麼工作都好、不論薪水多少，最重要的，我希望你們

開心！我希望每個孩子，都能快快樂樂的生活、工作。」

當下，我的眼淚在眼眶中打轉。每天，就是為了在人海中

尋找、遇見願意支持環境工作的人。謝謝您在匆忙腳步

中，轉頭對我微笑、打氣。而我，一定會繼續努力下去！

郭宜庭 
@ 高雄



您我並肩，力量更強大

2016 年是綠色和平動員臺灣與香港支持者參與環境工作，表現歷

來最好的一年，展現我們能夠激勵越來越多的熱心個人，加入全

球環境運動。加上韓國團隊共同努力，如今，東亞分部已有超過

122,000 名捐款會員，當中 95% 選擇穩定每月捐助支持。

您的長遠支持，對規劃及落實環境專案至為關鍵，協助我們邁向

從根本改變的願景與目標。對您致上衷心感謝！每一位和您一樣

關心生態永續的會員，選擇為地球發聲、慷慨捐助，一分一毫聚

集起來，讓綠色和平無後顧之憂的推展環境工作。

2017 年，東亞分部展開新的三年計畫，您將看到我們推出更積

極、與日常生活息息相關的環保工作，以應對日益嚴峻的環境挑

戰。隨著東亞分部跨越地區界限，愈來愈多熱心公眾參與全球環

境運動，我有信心，世界會改變。

請翻閱以下財務報告，您會清楚看到，您的慷慨捐款如何得到妥

善和謹慎地運用。最後，再次向您致上最深的感謝！感謝您加入

全球環境運動。您我並肩，力量更強大。

綠色和平東亞分部副總幹事暨

募款及公眾參與總監

您是環保工作的力量來源！
謝謝您

綠色和平東亞分部

捐款會員人數
( 截至 2016 年底 )

人122,602

人

人

人

臺灣

香港

韓國

56,053
39,840
26,7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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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滴捐助
集結守護環境的力量

綠色和平是極少數絕不接受任何政府或企業贊助的全球非政府

組織。感謝您一點一滴的支持，成為綠色和平果敢履行環保使

命時，最穩固的後盾。2016 年，92% 臺灣會員每月捐助新臺幣

$1,000 以下，佔臺灣辦公室個人捐款收入的 81%。

2016 年

東亞分部捐款總收入

NTD919,798,626

現有會員捐助

$490,946,353

53.4%

新會員捐助

$118,755,632

13.0%

獨立基金會及巨額捐助

$25,046,759

2.7%

國際綠色和平撥款

$284,615,326

30.9%
利息及其他

$434,556

0.04%

每月捐款金額 臺灣會員人數比例

NT$500

NT$1,000

NT$501- $999

或以下

或以上

75%

17%

8%

41



2016 年

東亞分部總支出

NTD849,708,275

保護海洋

$72,398,415  (8.5%)

環保專案 環保專案支援

機構支援及管理

募款與會員服務

守護原始森林

$19,912,076  (2.3%)

食物安全及農業

$35,363,747  (4.2%)

污染防治

$104,331,767  (12.3%)

氣候與能源

$103,660,148  (12.2%)

其他

$2,799,148  (0.3%)

支援國際綠色和平全球專案

$12,099,338  (1.4%)

總幹事辦公室、長遠策略及組織監管

$14,516,012  (1.7%)

資訊科技支援

$15,370,954  (1.8%)

人力資源

$41,843,153  (5.0%)

法律顧問

$14,518,018  (1.7%)

行政

$16,224,896  (1.9%)

地區及員工發展

$8,539,419  (1.0%)

財務監督

$24,764,315  (2.9%)

招募新會員

$131,079,378  (15.4%)

會員通訊及動員

$18,060,239  (2.1%)

會員服務及發展

$12,847,443  (1.5%)

會務統籌及管理

$9,059,278  (1.1%)

募款人員及統籌

$29,036,495  (3.4%)

環保專案傳訊及媒體推廣

$78,281,860  (9.2%)

公眾資訊及外展教育

$14,808,405  (1.8%)

行動統籌及志工動員

$28,588,365  (3.4%)

調查研究、綠色政策及企業

$41,605,406  (4.9%)

0

0.5

1

1.5

2

2.5

3

3.5

4

4.5

2014 2015 2016

(億 /新臺幣)

( 年份 )

機構支援及管理

環保專案支援

募款及會員服務

環保專案從 2014 至 2016 年，東亞分部

投入於環保專案的資源，顯著增加

內容摘自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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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詳細財政報

告，請參閱：

www.greenpeace.org/taiwan/
zh/publications/annual-repor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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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治環境污染 
阻止有毒物質危害您愛的人的

健康

$203
支援全球專案及其他 
促進全球專案團隊，緊密互動、

溝通順暢

$30

保護全球海洋 
讓海洋生態永續，生生不息

$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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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 

守護原始森林 
維護豐富的生物多樣性

$40
綠色政策 
讓政治與商業界的決策者知

道，環境因素也會帶來風險

$35

拯救氣候危機 
致力將全球升溫控制在 1.5 度

以內

$202
環境環保訊息傳播及動員支持
喚起社會、媒體及支持者關注最新

環境危機

$180

維護食物安全 
推動生態及有機農業

$70
增進科學研究及實地調查能力 

研究善用及研發最新技術，更有效

地追查環境真相

$45

2016 年，東亞分部
每 1,000 元的環保工作及
支援專案經費，分配至以下範疇

衷心感謝！您的支

持，讓綠色和平東

亞分部進一步拓展

環境專案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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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護海洋

$28,432,641  (16%)

食物安全及農業

$3,162,852  (2%)

污染防治

$43,357,167  (24%)

氣候及能源

$4,878,583  (3%)

專案監督及其他

$7,392,366  (4%)

總金額：$87,223,609

環保專案經費

招募新會員

$36,494,086  (20%)

會員通訊及動員

$5,397,431  (3%)

會員服務及發展

$3,455,492  (2%)

會員事務統籌及管理

$735,823  (0.004%)

員工及統籌

$6,100,995  (3%)

會員參與及募款

總金額：$52,183,827

總金額：$25,991,232

訊息傳播及媒體推廣

$7,220,090  (4%)

公眾資訊及外展教育

$7,256,432  (4%)

行動及志工動員統籌

$8,703,092  (5%)

調查研究、綠色政策及企業

$2,811,618  (2%)

環保專案支援

包括法律顧問、財務監督、人力資源、

資訊科技支援等

總金額：$16,948,222

機構支援及管理

自 2014 年至 2016 年，臺灣辦公室於募款工作支出持平的狀況下，
大幅提升環境專案經費比例，支出增長超過 4 倍

2016 年，臺灣辦公室捐款總收入 NTD249,863,825

+404% -2% +103% +135%

$87,323,609
(48%)2016 $52,183,827

(29%)2016 $25,991,232
(14%)2016 $16,948,222

(9%)2016

$17,311,288
(19%)2014 $53,500,119

(59%)2014 $12,824,426
(14%)2014 $7,225,682

(8%)2014

環
保

專

案
   

增加超過四倍

會
員

參

與
及

募款   減少 2%

環
保

專

案
支援   增加一

倍

機
構

支

援
及管理   增加

一
倍

2016 年

臺灣辦公室總支出

NTD182,346,890

註一：此內容摘自 2016 年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止年度，經

大中聯合國際會計師事務所審核的財務報告。註二：百分比採

四捨五入故其與總數、細數間容或未能相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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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2014 年至 2016 年，
臺灣環境專案經費增長比例最高的是污染防治，20 倍
其次是守護海洋，4 倍

臺灣的專案團隊，
在綠色和平全球專案中，
扮演越來越重要的角色

推動能源轉型，要求企業朝向 100% 再生能源的目標，是我們

的重要使命。阻止煤炭擴張，也是將來致力發展的方向。臺灣

的氣候與能源專案，正在逐漸起步。

自 2010 年成立臺灣辦公室，我們致力改變臺灣遠洋漁業，這

一年，我們致力應對黃牌危機。2016 年起，更發展海洋減塑

專案。與另外兩個東亞分部辦公室首爾、香港，相互合作，由

法規到政策，由化妝品牌到零售商，要求淘汰塑膠微粒。

目前，全球污染防治專案團隊的領導人位於臺灣。2011 年起

至今，我們促成 80 個品牌與企業，加入無毒生產行列，涵蓋

運動服飾、平價時裝與童裝。更推廣減法生活理念，在生活中

實踐永續。

0

0.5

1

1.5

2

2.5

3

3.5

4

4.5

2014 2015 2016

( 千萬 / 新臺幣 )

( 年份 )

專案監督與其他

氣候與能源

農業與食物安全

守護海洋

污染防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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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您分享在這一年，我們深有感受的數字
謝謝您的支持，讓臺灣辦公室茁壯成長

我們發佈的調查報告《臺灣製造：

失控的遠洋漁業》獲得媒體廣泛關

注。獲 8 國、共 28 間國際媒體，

與 60 間臺灣媒體報導。報告同時

登上聯合國網站

人次曾觀看我們推出的一支 1

分鐘影片，了解塑膠微粒如

何污染海洋，相當於全臺灣

三分之一的人口

831 萬

人追蹤綠色和平臉書專頁，獲得

最新環境訊息。歡迎造訪！

426,991

2016 年，我們共舉辦 7 場會員活動，分別在

北中南舉行專案講座、淨川、紀錄片播映，

與再生能源辦公室參觀日

綠色和平臺北辦公室屋頂裝設

的太陽能板，10 個月內共發了

10,768 度電

10,768

人次行動成員投入專案

工作、行動訓練與準備225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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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年成立臺灣辦公室至今，

我們逐步將據點擴展至高雄與

臺中。這一年，您或許曾在南

投、臺南或屏東，見到我們的

街頭教育與募款團隊身影，向

公眾介紹環境工作

人次響應綠色和平，在 2016 年為

環境行動、加入連署，起而發聲！

201,837

位 名 人 認 同

「Feel more 減

法生活」理念，

參與推廣

19

謝謝您慷慨捐助，支持綠色和平穩步前

進，在臺灣推動環境專案！56,053

這 一 年， 我 們 共 寄

出 47 封綠色和平會

員電子報。平均每 8

天，您會收到環境工

作訊息回報

47 @

三位登山愛好者，成功挑戰使用不含有害化

學物質「全氟化合物」（PFCs）的衣物，

登上標高 5,000 公尺的高山5,000

位來賓參加紀錄

短片《海與人之

聲》放映會，看

見漁工血淚

100



2014 至 2016 年的三年計畫期間，東亞分部的環保專案開支大幅增長。台北、香港、首爾、北京四地辦公室不但推出眾多

創新專案，更在多個全球專案中肩負更重要的主導角色。公開、透明的精神，對綠色和平非常重要，我們接受會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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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案 重點簡介 NTD

再生能源
/ 臺北

● 藉由搬遷臺北辦公室的機會，我們實踐對環境更友善的能源願景，並且證明，即使在諸多限制的舊建築物，

仍能有效落實節能、提高能源使用效率及使用再生能源。我們在屋頂裝設 72 片太陽能光電板，不論日照陰

晴，持續產電，預計長遠足以供給 36% 的辦公室用電，其餘電力需求，也將運用不同方式採購再生能源，達

到 100% 運用再生能源的目標。

● 自 2014 年起持續推動臺灣再生能源發展，踏入 2017 年出現嶄新突破：1 月 11 日臺灣通過《電業法》修正

案，開放再生能源可直接售電給用戶，以及重組公營的臺灣電力公司。

1,898,935

能源解決方案
/ 首爾

● 氣候及能源專案是韓國重點推展的長期專案，致力推動當地發展再生能源，並淘汰使用污染的燃煤發電及

危險的核電。2016 年主要延續多個 2015 年中啟動的大型專案，包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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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推出不同公眾參與活動及發起

創意行動，成功推動當地政府宣佈改善空氣污染問題，包括陸續關閉部分老舊的煤電廠，並且嚴加規管煤電廠

的現有法規。

● 持續推動「綠色雲端」專案：繼揭露當地雲端資料中心，使用再生能源的比例少於 1%，喚起公眾關注後，

去年進一步與當地資訊及通訊科技業界舉行論壇，交流掃除阻礙發展再生能源的解決方案。

11,026,458

零核韓國

● 4 月，綠色和平船艦「彩虹勇士號」完成日本「毋忘福島」之旅後再度訪問韓國，與韓國媒體及公眾分享福

島核災對生態及社會的遺禍，提醒韓國政府引以為鑑，應停止擴展核電廠。

● 8 月，我們成功集合 559 位原告的力量，訴請法院，要求當地政府擱置擴建古里核電廠 5、6 號機組（全球

最大核電廠）計畫，是綠色和平在韓國首度主動借助法律的力量，追求能源正義。

● 去年底韓國核災電影《潘朵拉》上映，我們把握機會舉辦主題講座及連串公眾活動，強調韓國不應繼續發

展危險核電。

2,720,158

零核香港

● 2016 年是車諾比核災 30 週年、福島核災 5 週年，我們發表調查報告《核殤》顯示兩地核輻射遺害持續，

藉以警醒從大亞灣輸入核電的香港，必須尋求發展再生能源的安全出路。

● 我們更到訪韓國首爾，考察當地「少一座核電廠」政策，參觀市內多個大型太陽能發電廠，並深入社區了

解太陽能巴士站的運作，探訪參與首爾市節能計畫的家庭等，「取經」如何從日常生活做到善用再生能源及節

約能源，進而減少對核電的依賴。

2,237,902 

能源解決方案
/ 北京

● 發起中國首個非營利性質的「清潔能源孵化器」（PowerLab）專案，旨在尋找有能源專業背景、有創業創

新熱情和理想的青年，透過 PowerLab 激發想像，為乾淨能源領域尋找更創新商業模式，並解決現存融資瓶頸

等問題。7 至 10 月，先後在北京、上海和深圳展開三場活動，吸引近 150 名來自大學或科研機構、能源公司

與電力系統的相關人員參加，4 個獲勝團隊於 11 月與來自美國矽谷的乾淨能源創新團隊向業內人士及投資者

作公開演講，獲得積極反響。● 延續 2015 年的成功經驗，在上海再度舉辦「太陽光能融資創新訓練營」，並

以投資者為重點訓練對象，以協助業界了解與突破發展太陽能所遇到的融資和法律等障礙。● 推動中國東部

能源轉型的前期研究及專案策劃。 ● 關於中國「棄風」問題（指風電電網發展嚴重滯後於風電場建設與發展

規模，導致大量風電被浪費）研究工作。

10,612,880 

氣候及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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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與空氣污染

● 東亞分部領導「煤與空氣污染」全球專案，支援在中國、韓國、英國、波蘭、羅馬尼亞、保加利亞、西班牙、

土耳其、南非等地的有關專案，與當地專案團隊合力爭取更清新的空氣。

● 在中國，與知名公共衛生專家潘小川教授聯合發佈研究報告，指出若落實關閉北京主要燃煤電廠等措施，

北京 PM2.5 中的三種致癌重金屬元素含量將大幅下降；連續第三年獨立發佈中國主要城市 PM2.5（細懸浮微粒）

季度排名，並受到廣泛的關注，推動中國各地政府加快治理空氣污染，並將防控燃煤污染列為重點措施。

1,920,631

煤與水污染

● 2016 年 3 月發佈《煤炭產業如何加劇全球水資源危機》報告，指出全球有將近四分之一的煤電廠位處、或

計畫興建在水資源早已被過度取用的地區；全球 8,395 座煤電廠的耗水量，足以供給 10 億人一年的基本生活

需求。

● 中國是縱容「耗水之煤」重災區，我們同步發佈《窟野河流域煤水矛盾》個案研究，推算到 2020 年黃河支

流窟野河流域煤炭產業的耗水量，將超出可供水總量，與民爭水。

● 前期研究工作，了解中國各省及不同企業的煤電產能過剩與耗水危機，預計於 2017 年發佈。

2,170,156

煤化工及
產能過剩

● 自 2015 年，綠色和平發佈一系列報告指出中國煤電產業發展面臨失控，2016 年繼續呼籲中國政府儘快推

出政策以遏制煤電產業的無序發展。4 月，與華北電力大學煤電經濟性研究課題組聯合發表《中國燃煤發電項

目的經濟性研究》，指出中國煤電投資逆勢上漲愈趨嚴重，產業大幅虧損可能提前在 2017 年出現；7 月，發

表《中國煤電熱潮高燒難退—1.4 萬億元的投資完全浪費於已過剩的煤電項目》報告。

● 成果：2016 年 10 月，中國國家能源局發出《關於進一步調控煤電規劃建設的通知》，提出停建 2016 年動

工的煤電計畫及 2015 年或以前動工的亦要適當調整施工期；11 月，國家發改委、國家能源局聯合發佈《電力

發展「十三五」規劃（2016-2020年）》，提出2020年力爭將煤電裝機控制在11億千瓦以內，並取消或推遲1.5

億千瓦以上的煤電建設計畫。 

● 其他工作包括製作煤化工污染線上地圖、密切監察及跟進違法建設或運作的煤電廠等。

6,329,884 

國際氣候談判
作為綠色和平全球代表團成員，到非洲摩洛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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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專業分析，國際媒體廣為引用。

577,676 

團隊
及
統籌

香港 共 18 名專案主任及管理團隊（香港 1、北京 12、首爾 5），與其外勤工作交通和通訊、日常統籌，以及其他

間接成本。

註：臺灣的氣候及能源專案從食物安全及農業專案借調一名專案主任負責，有關員工、外勤、通訊與統籌開支，

請參閱食物安全及農業專案細項。

2,316,490

北京 18,249,229

9,066,828

國際專案分擔 駐東亞分部的全球煤炭專案團隊成員、專案相關統籌工作與其他間接成本。 4,779,5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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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支援的氣候及能源專案包括：守護北極全球專案、煤與空氣污染、煤與水污染、終結危險

核電、綠色雲端、推動發展再生能源等。

20,872,157 

其他開支分擔 分擔區域專案監督和統籌等相關開支。 8,881,221

103,660,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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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項 說明 NTD

全球活動 支援國際綠色和平統籌全球 26 個區域分部或各地辦公室的環境運動。 12,099,338

其他 主要包括參加國際綠色和平舉辦的會議與培訓，以及綜合區域環保專案督導和統籌開支分擔。 2,799,148

支援國際綠色和平及其他

首爾



專案 重點簡介 NTD

為戶外去毒

● 承接 2015 年中啟動的全球專案，臺北、香港、首爾與北京四地辦公室繼續攜手推動 The North Face、

Mammut 與 Black Yak 等知名戶外品牌淘汰使用有害化學物「全氟化合物」（PFCs）。● 具體工作包括串聯公

眾參與活動、發佈全球公眾投選戶外防水用品 PFCs 濃度抽驗結果、檢測臺灣戶外用品店內的 PFCs 濃度、參

展「亞洲運動用品與時尚展」（ISPO）推廣專案資訊、支援專業登山愛好者登上中國四川四姑娘山實地測試

PFC-Free 產品等。● 支援全球專案團隊的企業遊說工作，三間戶外品牌 Páramo、Rotauf 與 Vaude 於 2016 年

相繼承諾「去毒」；今年 2 月，眾多戶外品牌的主要供應商、GORE-TEX® 產品製造商 Gore Fabrics 亦承諾從

生產鏈中淘汰有害的 PFCs，引領整個戶外行業邁向更善待環境的變革。

13,052,934

為時尚去毒

第三度發佈「品牌去毒進度排行榜」，審視 19 家國際連鎖服裝品牌兌現淘汰有毒有害化學物的進度與成

效，其中以 Inditex 公司（旗下品牌包括 Zara）、H&M 與義大利品牌 Benetton 表現最佳，並點名批評 Esprit、

Limited Brands（內衣品牌 Victoria's Secret 母公司）、李寧牌、Nike 仍然空言承諾，欠缺實際行動。綠色和平

2011 年推出「為時尚去毒」全球專案至今，超過 70 個服裝品牌與供應商承諾「去毒」，佔全球約 15% 紡織

品市場。

2,068,306

減法生活 / 香港

減法生活 / 臺北

● 6 月，發佈臺灣與香港居民衣服消費調查，其中發現臺灣人平均擁有 75 件衣服，其中 15 件卻從未或甚少

穿著。每年則至少丟棄 520 萬件衣服、540 萬雙鞋。● 多次到臺灣與香港主要商圈做出創意行動，例如穿上

舊衣物升級再造禮服、高 2.5 公尺的「購物女巨人」出沒，喚起公眾認識與反思一己購物習慣。● 11 月 25 日 

「國際不消費日」全球發佈《時尚產業及紡織廢棄物研究》，指出快速時尚產業迅速擴張，全球衣服製造量從

2000 年至 2014 年增加一倍，但同時衣服「壽命」卻大幅縮減，且衣物回收率不佳，導致現時成衣從生產、消

費到棄置，均讓地球付出沉重代價。

4,571,574

4,760,200

智慧型手機
真正創新

● 東亞分部領導的創新全球專案，重點關注智慧型手機生產過程與生命週期涉及的有毒物質污染及能源消耗

議題，目標是呼籲 IT 產業領袖「真正創新」，邁向環境永續的營運模式。● 經兩年籌備，包括實地調查、有

毒物質分析、市場與解決方案研究等，專案於 2016 年 8 月正式推出：公佈臺灣等全球 8 地民眾的智慧型手機

使用習慣調查，指出大多數人已對手機生產商不停推出新機型感到厭倦，期望更耐用又容易維修的手機。●

在中國舉辦維修工作坊（Repair Cafe）與發佈網路教學短片，協助使用者自行替智慧手機更換電池與螢幕。

● 10 月，Samsung Galaxy Note 7 因接連發生爆炸事故而宣佈全球回收，為免 430 萬支問題手機直接報廢，造

成重達 730 公噸的電子垃圾，以及大量貴重金屬、稀有元素、塑膠材料就此浪費，我們發起全球連署，促使

Samsung 今年 3 月宣佈會妥善處置與再利用 Galaxy Note 7。

14,154,384

天津大爆炸
後續追蹤

2015 年 8 月中國天津發生化學品倉庫大爆炸後，綠色和平持續追蹤中國主要城市的化學品管理制度及風險。

去年，我們發佈統計報告，指出首八個月中國平均每 10 小時便有 1 人因化工事故死亡或受傷，又分析發現中

國中東部包括珠三角地區多個大城市的危險化學品企業最密集，潛在風險最高，獲中外媒體包括《紐約時報》

等廣泛關注，藉以推動全面改善現行化學品管理制度。

5,558,195

防治中國
河流污染

應對中國河流污染問題的新專案。2016 年主要集中資源於前期研究、數據分析及專案策劃等，預計 2017 年下

旬正式推出。
693,663

團隊
及
統籌

臺北

共 16 名專案主任及管理團隊（臺北 4、香港 3、首爾 1、北京 8），與其外勤工作交通和通訊、日常統籌，以

及其他間接成本。

2,874,463

香港 2,959,376

首爾 1,006,302

北京 12,686,209  

國際專案分擔 駐東亞分部的全球專案團隊成員、專案相關統籌工作與其他間接成本。 6,859,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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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援專案包括：為戶外去毒、時尚足印、為時尚去毒、革新智慧型手機等。 
23,419,009

其他開支分擔 分擔區域專案監督及統籌等相關開支。 9,667,927

104,331,767

污染防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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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案 重點簡介 NTD

化學農藥檢測
/ 臺北

2015 年專案的跟進工作，藉由抽驗主要超市出售的蔬菜農藥殘餘，並評核其農藥管理政策，推動業界實踐「源

頭管理、資訊透明、食物安全」三重責任。
79,407 

永續農業
/ 北京

● 成功試驗透過「包個鴨子屯點糧」群眾募資專案，連結生態農夫與普羅消費者，協助黑龍江省五常市農民

擴大生態稻米種植規模，城市消費者在享有安心稻米的同時，也能親身支持生態農業。下半年再接再厲展開「源

味盒作社」計畫，協助符合資格的生態農民拓展網路銷售農產品管道。● 發佈「2016 年中國六大超市蔬菜農

藥殘留調查」報告，揭露高達 87% 樣本驗出農藥超標或混合農藥殘留嚴重。報告獲中國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

理總局的重視，加快蔬菜與糧食生產過程減用農藥的步伐。● 繼 2012 年後，再度調查中國茶葉殘餘農藥問題，

抽驗 12 個茶葉品牌共 26 款茶葉樣本，並到兩個生態茶園實地調查研究，發佈「2016 年綠色和平茶葉調查報

告」，成功推動普洱市政府協助生態茶園建設。

6,737,278 

基因改造食物
/ 北京

2016 年 1 月，綠色和平經過 8 個月的實地調查與深入研究，發表報告揭露中國東三省糧倉之一的遼寧省，有

多個主要玉米產區，發現有未經國家批准的非法基因改造玉米，田間抽樣化驗發現高達 93% 樣本屬非法基因

改造品種。報告促使農業部採取連串調查跟進行動，並於官方文件首次提出要加強基因改造技術「監管」及「慎

重推廣」。

6,044,791 

畜牧業
與專家合力撰寫《河南省養豬場牲畜糞便利用的成本與效益》報告，於「環境與健康年度論壇」發表；走訪河

南省實地調查畜牧業污染，評估是否有需進一步追蹤的嚴重環境危機。
1,604,090 

團隊
及
統籌

臺北

8 名專案主任及管理團隊（臺北 1、北京 7），與其外勤工作交通和通訊、日常統籌，以及其他間接成本。

1,306,681

北京 10,591,7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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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藉以喚起各界關注現行食物生產模式的問題，包括濫用農藥、化肥、基因改造技術等，並且推廣生

態與有機農業發展。

5,601,602 

其他開支分擔 分擔區域專案監督及統籌等相關開支。 3,398,106 

35,363,747

食物安全及農業

專案 重點簡介 NTD

中國天然林 

● 2015 年發表調查報告揭露中國四川大熊貓棲息地的天然林，遭非法林業以「改造低效林」為名肆意採伐，

促使當局嚴肅查處。2016 年 1 月初，四川省林業廳回覆調查結果，22 名人員被問責懲處。我們進一步與中國

國家林業局溝通，推動修訂《低效林改造技術規程》，保護全國天然林。● 去年，綠色和平分析衛星圖像與

實地考察證實，採礦是雲南原始森林退化的罪魁禍首，部分採礦點更屬不容開發的世界自然遺產。我們的報告

終促使雲南省政府加強監督破壞森林資源的違法行為，並規定今後開發新礦必須得到環保、林業等五個部門的

同意。

2,393,400 

剛果盆地雨林
延續 2015 年專案，主力幕後跟進與推動政策制定，強調中國政府在阻止剛果雨林木材非法貿易中，肩負重要

角色，促請中國政府加強管理從剛果盆地進口木材的中國企業、制訂法規禁止非法木材和木製品進入中國等。
3,015,597 

團隊及統籌
/ 北京

5 名專案主任及管理團隊，其外勤工作交通和通訊、日常統籌，以及其他間接成本。 10,042,5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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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東亞分部森林專案，亦支援全球森林專案，包括印尼「毀林棕櫚油」專案、守護亞馬遜雨林免於

巨型水壩發展計畫威脅，以及喚起公眾關注北美北方森林危機等。

2,632,180

其他開支分擔 分擔區域專案監督及統籌等相關開支。 1,828,341 

19,912,076

保護原始森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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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案 重點簡介 NTD

拒
絕
微
塑
膠

臺北

塑膠微粒未必是最嚴重的海洋塑膠污染源頭，卻最容易為人忽略。2016 年 7 月，綠色和平在臺灣、韓國及香

港推出「拒絕微塑膠」專案，喚起公眾、媒體、政府、生產商與零售商關注微塑膠議題，以此為起點加速全球

除塑膠危害的腳步。

三地聯合工作及成果： ● 發佈文獻研究《海鮮中的塑膠》，引起媒體關注報導，塑膠污染擴散到平常吃的魚

類、貝類和甲殼類等海鮮，成為食物安全隱憂。● 點名全球 30 大化妝及個人護理產品公司的監管微塑膠政

策漏洞，發現「微塑膠」定義太狹隘，或加入各種不明細節，極易讓消費者混淆。● 成功促成 4 個化妝品牌

Amway、Estee Lauder、KOSE 與韓國 LG 陸續回應及公開資訊，並承諾適用全球市場的禁用政策，於 2018 年

全面淘汰微塑膠。

各地工作及重要成果： ● 臺灣：發佈臺灣十大零售商、美妝店資訊公開排名，超過 42,000 筆連署拒絕微塑膠

產品，11 月，環保署公佈 2018 年全面禁售添加微塑膠的產品，較原定時間表提早兩年。● 香港：「膠壽司」

攤位、微塑膠搜查隊、巨型塑膠魚裝置藝術展覽等連串活動，成功讓「微塑膠」這個名詞成為話題，5 個月內

獲得超過 200 篇媒體報導，並成為年度十大環保關鍵詞。● 韓國：9 月，韓國政府宣佈自 2017 年 7 月起禁止

輸入或製造含塑膠微粒產品，自 2018 年 7 月起禁止販售；2017 年初，擴大禁用塑膠微粒產品範圍至牙膏、牙

齒美白和漱口水等產品。

2,689,538

首爾 5,637,423

香港 4,594,809 

中國遠洋漁業
在西非海域

遠赴西非茅利塔尼亞與塞內加爾，拍攝記錄及調查中國遠洋漁船船員和漁業商人的工作與生活，並隨當地小漁

民出海，深入了解工業化捕撈對其生計的影響。專題圖片故事一日內獲得 353 萬人次閱讀與超過一億次頁面瀏

覽；近 5,000 個留言大都反思中國遠洋漁業不負責任的捕撈行為。

2,727,023 

永續漁業
/ 臺北

● 2016 年 4 月，綠色和平發表全球報告《臺灣製造—失控的遠洋漁業》，透過資料研究分析、實地調查與訪

談，揭露臺灣遠洋漁船上的漁工血淚，並指出漁工受剝削與非法漁撈是密不可分、互為因果，加強管理臺灣遠

洋漁業，刻不容緩。● 有賴公眾力量與國際媒體、社會輿論的壓力，臺灣因遠洋漁業管理不善而遭歐盟「黃牌」

警告的危機，成為漁業新生的轉機，成功推動臺灣政府在 2016 年 7 月通過新的遠洋漁業條例，並於 2017 年

1 月正式實施。

7,160,490

永續漁業
/ 北京

響應 6 月 8 日「世界海洋日」，邀請明星劉濤為「3D 深海探秘」短片配音，向公眾展示海洋的魅力與危機，

在數日內獲 24 萬瀏覽量；此外，與美食相關網站合作，透過發表「永續海洋指南」等，呼籲消費者選擇永續

海鮮，以實際行動來守護海洋。

2,118,430 

永續漁業
/ 首爾

延續 2015 年的專案，於年初網路上推出報告與一系列專題文章，揭露鮪魚罐頭背後，漁船工人受虐待及剝削

的苦況。
1,507,360

漏油事故
緊急應對

3 月初，「德翔台北」貨輪擱淺臺灣石門外海造成油污外洩。綠色和平啟動緊急應變機制，多次前往現場探勘，

並就避免油污擴大、加強預警等提出建議。
143,519 

團隊
及
統籌

臺北

共 12 名專案主任及管理團隊（臺北 3、香港 2、首爾 3、北京 4），其外勤工作交通與通訊、日常統籌，以及

其他間接成本。

3,445,040

香港 3,704,424

首爾 4,631,588 

北京 6,667,074

國際專案分擔 駐東亞分部的全球海洋專案團隊成員、專案相關統籌工作，以及其他間接成本。 2,376,789 

專案外展及
公眾推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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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相關外展

宣傳物資。除東亞分部海洋專案，亦支援全球專案包括：推動成立海洋保護區、聲援國際捕鯨委員會動議成立

南大西洋鯨魚保護區、阻止工業化捕撈入侵北極海域等。

18,260,238

其他開支分擔 分擔區域專案監督及統籌等相關開支。 6,734,670 

72,398,415

守護海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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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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據分析、行動統籌、科學研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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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

護環境背後的功臣，缺一不可。

職責 簡介 NTD

環保資訊
媒體監察

四地辦公室每日監察本地及國際主要媒體就環境議題的報導取向，適時調整對外傳訊與媒體推廣的策略。 5,744,967 

機構形象及
環保傳訊研究

透過委託市場與受眾研究、創意市場推廣培訓等，緊跟最新傳播趨勢，以及製作機構的簡介短片、宣傳海報、

小冊子等，藉以提升機構形象，並加強向公眾傳遞綠色和平的環保理念與核心價值。
8,679,751 

環境議題
數據分析

6 人團隊，深入分析媒體報導與社交平臺的環境議題相關內容及數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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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傳播

平臺等。

9,309,103

多媒體
5 人團隊，支援影片、相片與圖像製作、參與實地拍攝影片與攝影、管理內部多媒體資料庫，以及研發和試驗

新的數位推廣工具與策略等。
12,728,568 

訊息
傳播
及
公眾
資訊

臺北 在臺北、香港、首爾各設約 4 至 6 人團隊，主要職責包括：

● 作為跨平臺的媒體資訊專家，直接參與環境專案的策略制訂與推展； 

● 尋求合適的管道與機會，以宣傳綠色和平就不同環境問題的解決方案； 

● 處理與回應媒體及公眾查詢，並與媒體和輿論領袖建立良好關係；

● 支援受眾研究、訊息成效測試與公眾教育活動策劃等。

7,070,231 

香港 4,950,818

首爾 10,141,027

北京 共 9 名成員，職責同上，另包括東亞分部英文網站與中國網站的日常管理。 15,444,257 

全球專案
資訊傳播統籌 

參與釐訂全球專案的資訊傳播策略，並協調將專案相關素材應用於東亞分部，以及發佈給國際夥伴。 2,399,619

數位互動及
網路動員

透過電子郵件通訊、社交平臺、網站、智慧型手機等數位互動媒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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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70,570

支持者通訊
編輯製作機構年報與三期季報《成果報告》等通訊刊物，向支持者匯報主要環保專案的資訊、最新成果及活動。
各設臺灣、香港、韓國及英文共四個版本。

14,851,354

93,090,265

環保專案訊息傳播、媒體推廣及公眾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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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責 簡介 NTD

訓練及器材管理
定期的非暴力直接行動（NVDA）訓練、攀爬行動訓練等；添置與維護攀爬器材、行動工具和安全裝備等；研

究如何更有效使用現有器材與舊器材，研發行動工具等。
7,885,612

工作室暨
倉庫管理

四地工作室暨倉庫的租賃、管理與維護費用，以供存放器材、製作宣傳物以及其他大型行動道具。 6,920,261

區域行動及
外展統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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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0,009

行動
及
外展

臺北

共 9 名行動統籌（臺北、香港及首爾各 2 名、北京 3 名），以及 1 名區域行動主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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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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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12,947

香港 3,656,381

首爾 2,918,790

北京 3,451,188

志工動員及統籌
/ 臺北

志工隊招募、培訓及聯絡工作。 393,177

28,588,365

職責 簡介 NTD

調查及
研究能力提升

定期培訓，提升調查員在實地偵查、抽取樣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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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708,890

認知科學應用
提升機構應用科學的能力，藉由應用先進的認知科學（神經科學、心理學、語言學等）來改進環境專案策略，

針對問題根源創造社會變革，扭轉普羅大眾的既有觀念。
414,768

區域研究及
調查統籌 

統籌及監督跨辦公室或全球大型研究和偵查工作。 459,878

研究
及
調查

臺北 共 10 名調查員（臺北 2、香港 1、北京 6、首爾 1）與 1 名區域調查主管。他們的職責主要為：● 計畫、統籌

和執行各項研究與調查工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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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發創新的研究與調查管道，以及消息來源管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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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 年，區域研究及

調查組支援的主要專案包括：中國天然林、屋頂運用再生能源、煤炭污染、核電及能源出路，食物中的農藥殘

留、畜牧業、過度捕撈、海洋微塑膠污染與其他政策研究。

2,015,971

香港 4,799,173

北京 6,396,942

首爾 1,512,821

顧問—
政策與公共事務

團隊共 3 名專家，主要負責在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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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機構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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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出席

重要研討會，尋求有助倡議環境政策改變的機會。

7,768,189 

顧問— 
綠色金融及企業

共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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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應邀演講與出席業界論壇等，促使商界了解到環境因

素也是投資和業務風險；● 2016 年，團隊主要支援全球及中國煤炭專案，引領並推動東亞地區發展永續金融。

    
10,528,774 

41,605,406 

行動統籌及志工動員

調查及研究、綠色政策和企業



綠色和平對
您和每一位支持者的
10 個承諾

與您共同行動，
創造一個毋須再擔心
環境會遭到破壞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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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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綠色和平不變的使命！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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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享對環境理念，一同推動環保、和平的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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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業堅定地推動環境工作。

05 「公眾力量」（People Powe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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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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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arter），力行資訊公開及建立問責機制，並接

受會員、公眾及監管機構的監督。

07 遵守《公益勸募條例》規範，勸募計劃與財務報

告皆經衛生福利部與各大行政機關審核並公開，

您可以清楚了解捐款用途。

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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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嚴格自我要求，

並時時關注如何改進，做得更好！

09 我們非常尊重並致力保障您的個人隱私資料，制定

「隱私保護政策」，遵守《個人資料保護法》規範，

確保您提供的個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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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我們會透過專案講座、會員活動，詳盡的年報與

會員專屬刊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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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John Marriott



w
w

w
.greenpeace.org.tw

綠
色

和
平

在
臺

灣
1
0
0
4
5

臺
北

市
中

正
區

重
慶

南
路

一
段

1
0
9

號

4
0
3
5
7
 臺

中
市

西
區

梅
川

西
路

一
段

6
6

號

8
0
7
5
6

高
雄

市
三

民
區

承
德

街
2
2

號

+886 2 2361-2025

donor.services.tw
@

greenpeace.org

©
 Lorenzo M

oscia / G
reenpeace

更
多

會
員

專
屬

活
動

，
請

密
切

注
意

邀
請

訊
息

！
使

用
再

生
紙

與
大

豆
油

墨
印

刷

w
w

w
.facebook.com

/greenpeace.org.tw


	01
	2
	3
	4
	5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