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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色和平東亞分部副總幹事暨

募款及公眾參與總監

媒體戰仍舊不可忽略

很高興為您送上 2017 年報。

這一年，專案團隊不負您的期待，運用研究調查，揭露塑膠

污染海洋真相；妥善運用每一分資源，推動減煤與發展再生

能源並進；監督應負其責的政府或企業，不畏懼、亦不放棄。

謝謝您的力量，並相信改變真的可能。

2017 至 2018 年，歷經長時間調查，報告《浩劫漁生：臺灣

遠洋漁業調查》成功在全球發佈，持續追蹤涉及血汗海鮮、

非法漁業案件後續。去年 11 月起公眾施壓，六月，迎來三

星電子（Samsung）承諾，邁向再生能源，改變現今全球僅1%

使用再生能源的現狀！

穩定投注資源，讓努力延續，是每一回環境勝利的關鍵。幾

無例外。謝謝您的長久信任！

至今，東亞分部已有超過 129,990 名捐款會員的支持，點

滴努力，守護您我珍惜的豐富生態與自然。邀您即刻翻閱後

頁，東亞分部財務健全，更妥善、謹慎地運用您的每一分慷

慨捐款。從今而後，綠色和平也將繼續堅守對您的承諾，有

效創造更多改變。

政府正計畫要在離臺北市 40 公里之外的深澳，興建一座燃

煤電廠。年初時，幾乎沒有太多人注意到。一月，綠色和

平曾與其他多個關注團體在環保署前舉行聯合記者會，指

出深澳開發案的種種問題，包括製造空污、毀壞生態，與

能源轉型政策矛盾。我們注意到，臺灣社會整體關注度還

很薄弱。若想成功擋下深澳燃煤電廠開發案，需要讓更多

人知道。這成為從年初到現在專案團隊的課題。

過去我們不時討論如何打破「同溫層」來增加傳播的廣度、

提高議題的熱度，往往聚焦在如何運用社群媒體。這次卻

因為「撤回深澳」有了一個非常重要的體認，那就是傳統

媒體的影響力依舊不可或缺。

3 月 14 日審查深澳案的環評大會結束後，足足有一週時間，

我每天受邀到不同的電臺、電視臺接受訪問。撤回深澳的

訴求在傳統媒體上密集且持續的曝光，打出了議題的廣度，

接觸到以往環境運動參與者以外的人，一起關注甚至進而

反對深澳燃煤電廠開發案。

當新科技湧現、傳播趨勢更迭，環境守護者面對的情勢也

不斷改變。綠色和平相信，環境工作需要創意，也必須勇

於嘗試！ 2018 年至今，歷經「撤回深澳」緊急動員，「無

拘無塑」專案推動減塑賽事，由四位專案團隊成員分享如

何應用新的專案策略，累積公民力量與動能。

改變，真的可能 2018 專案新趨勢：
如何讓守護環境的力量
更強壯？

您改變世界的足跡 # 撤回深澳

重溫 2017 年的專案工作進展，

請掃描 QR 碼，或至以下網址閱讀：

http://www.greenpeace.org/taiwan/
zh/members/annual-reports/

您曾到過景致開闊的象鼻岩一遊嗎？

這裡距離深澳燃煤發電廠僅 1 公里之

遙。 © Greenpeace

蔡佩芸
綠色和平減煤專案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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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力量，分進合擊

由廣而深，擴大公眾參與

從空污、生態、能源甚至法律程序等，深澳案

裡面有著不同的攻打點。跟不同團體或學者專

家「一起走」，就像是一場團隊三鐵接力賽，

彼此在各自擅長的領域朝向同一個目標分進合

擊。共同的目標，就是要求「# 撤回深澳」。

綠色和平與在地公民團體、專家學者，互相支
臺灣的跑者人數大約有 40 萬人，「無拘無塑」

專案成敗的關鍵，就是要找到與跑者溝通的語

言、了解跑者在賽事中的心理需要。四月起我

們舉辦多場參與式專案工作坊，邀請有路跑經

驗的支持者一起腦力激盪。工作坊運用「世界

咖啡館」的討論模式，針對主辦方、跑者及跑

團推廣等主題，邀請參與者發表想法和建議。

綠色和平也因此在東亞地區加強在數位方面的

發展，並成立專責團隊去提升我們應對這形勢

的能力。目前，這小隊在臺灣和香港各有三名

成員，主要負責社群媒體的經營和網站的建設，

推廣專案在網路上的訊息，也會根據外部形勢

迅速反應，可以說每天都在「作戰狀態」！

社群媒體往往是民眾接收環保資訊和認識綠色

和平的首要平臺。目前，綠色和平在臺灣的臉

書專頁就有超過 50 萬追蹤者，在整個東亞地區

的追蹤者接近 100 萬。惟社群媒體的變化難測，

推動議題時必須掌握最新趨勢與平臺規則，靈

活應變，以確保綠色和平的訊息能以平易近人

的方式、最有效的傳達和產生影響力。

去年以來，公眾參與小隊加強了與外部平臺和

過去幾年，社群媒體的功能和平臺不斷推陳出新，民眾獲得訊息

的管道從以前由媒體專業人去篩選和判斷，變成為以電腦算式推

算、Key Opinion Leader ( 意見領袖 ) 為主導、移動裝置和支付為

載體的資訊散佈。這形勢不只影響著商業領域，對環保組織如綠

色和平，也是極大的契機和挑戰。

綠色和平的行動成員戴上防毒面具，前往象鼻

岩、九份、台北 101 等北部著名的景點，舉著

不同距離的公里數，告訴更多人，深澳電廠其

實就在您我的生活周遭。透過照片、標示出距

離，具象化感受，其實很多民眾都可以了解。

在前期，我們知道很多人都願意關注深澳的最

新發展，但因為工作或距離限制，無法親臨現

場。決定在環評大會直播，是另一次議題傳佈

的關鍵。公眾透過直播，聽到關鍵團體、環評

委員與綠色和平的發言，透過網路遠距離參與、

關心，形塑出一股社會潮流。

根據綠色和平三月時的民調，北北基（臺北市、新北市、基隆

市）的民眾有超過八成都不知道政府正在規劃興建深澳燃煤電

廠。因此專案推動的首要目標，是要在不同的場合、透過不同

的傳播管道，將訊息傳佈出去。

深度曝光  ●我與環評大會上投下爭議一票的環保署詹順貴副署長在廣播《蔻蔻早餐》中

對話，我表達了公眾對於環評大會結論的失望，並重申興建深澳電廠將嚴重衝擊空氣品質、

海岸生態。詹副署長首度表明，經濟部未針對興建深澳電廠必要性有足夠的說明。這場對

談吸引蘋果日報、聯合報、中央社等媒體採訪，引發討論。●在公視《有話好說》節目中， 

我與新北市環保局局長劉和然、綠色公民行動聯盟研究員吳澄澄，討論新深澳電廠營運後，

空污排放物質、排放量與危害地區。並建議能源轉型與改善空污，如何雙管齊下。●在廣

播《世界一把抓》節目中，討論的話題自深澳的環境與健康傷害，延伸至臺灣唯有加速發

展再生能源，才能減少燃煤發電帶來的危害。

援與呼應。交流的對象包括第一線受影響的居

民或團體，以及在地公民團體、獨立生態研究

學者，像是反深澳燃煤電廠自救會、綠色公民

行動聯盟、主婦聯盟環境保護基金會、台灣蠻

野心足生態協會，與生態學者梁珆碩博士等。

儘管要求撤回深澳的訴求尚未達成，但公民力

量集結，絕不會讓深澳電廠輕易動工。
「參與式專案」大大有助於擴展議題的深度及

廣度。來自不同領域的人，在交流中增加對環

保工作的認同和歸屬感。許多工作坊參與者在

活動結束之後，進一步成為「支持綠跑」的行

動者。若環保工作的推廣是一條漫漫長路，參

與式專案，便是讓更多人能和我們一起走，提

著燈，照亮更多可行的道路。

名人合作、以短影片作為主要媒介、推動同儕

間的分享為主要目的。去年 12 月，船艦「彩虹

勇士號」訪臺期間，綠色和平成功邀請男演員

修杰楷、韓國「歐爸」柳俊烈一起登船，參加

兩日一夜的驚險行動訓練。謝謝他們傳遞環境

守護與減塑的訊息，獲得很多迴響！

去年透過網路上和面對面的推動，我們成功集結

超過 60,000 位公民的聲音，加入海廢平台並促

成進步的減塑措施和 2030 年全面禁用的長遠目

標。精準的數據分析也讓我們更快掌握反應和回

饋，有效設計專案和內容。「行動帶來改變」一直

是綠色和平的核心價值。在網路上，如何也能讓

行動發酵壯大？公眾參與部門的一大任務，就是

提供參與的不同形式與機會，更延續行動的力量，

轉化為對環境運動的長遠支持。

  今天，你距離深澳燃煤電廠幾公里？」「

© Greenpeace

↑綠色和平行動成員親身走訪北部著名景點，凸顯深澳

電廠的影響。

  高手就在民間」：參與式專案「

胡浩堂
綠色和平公眾參與經理

「一起走，走得更長久。」這是我很喜歡的一段話，也是參

與式專案最好的註解。今年綠色和平「無拘無塑」專案正式

啟動，全民熱愛的路跑運動是首要改變的目標。

羅可容

綠色和平「無拘無塑」

專案負責人

劉嘉偉
綠色和平媒體與推廣部經理

現在，加入「# 撤回深澳」連署的公眾已經超過

90,000 人。未來，綠色和平會繼續透過不同的

傳播平臺，讓更多人更容易參與環境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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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滴捐助 大大守護

東亞分部 財務穩健

每一位愛地球的您，都是環境工作的後盾。2017 年，

29% 臺灣會員每月捐助 $501 臺幣或以上，佔臺灣辦公

室個人捐款收入的 46%。

謝謝您！來自會員的穩定捐助，讓守護環境的力量延續。

香港會員人數 臺灣會員人數

校園無塑園遊會計畫，17 場共省下：

一
同
守
護

杯子 個

吸管 根

垃圾袋 個

35,377

33,911

53,010

韓國會員人數

每月捐款金額 臺灣會員人數比例 臺灣會員個人捐款比例

NT$500 或以下

NT$501- $999

NT$1,000 或以上

71%

54%25%21%

20%

9%

61.6%
現有會員捐助

$568,676,335 10.4%
新會員捐助

$95,873,295

2.7%
獨立基金會及巨額捐助

$24,944,736

25%
國際綠色和平撥款

$231,021,125

0.3%
利息及其他

$2,509,809

2017 年捐款總收入
東亞分部

NTD923,025,300

© Christian Åslund / Greenpeace

謝謝您的支持！

41,209 人

4 日 5.7 日 50萬人

59,775 人 29,006 人

90,441 人次

一整年，教育與募款團

隊在全臺灣街頭開啟對

話的人次

「彩虹勇士號」

來臺開放參觀日

共計 4 日

平 均 每 5.7 天，

支持者會收到環

境工作訊息回報

506,050 人 追 蹤

綠色和平臉書專

頁

臺北

臺中

高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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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候與能源

$100,039,530 (12%)

環保專案

支援國際綠色和平全球

專案（氣候與能源）

$18,381,124 (2.2%)

污染防治

$86,962,913 (10.4%)

守護海洋

$62,895,538 (7.5%)

食物安全及農業

$24,178,151 (2.9%)

守護原始森林

$16,449,327 (2%)

跨範疇專案

$33,583,575 (4%)

會員參與及募款

招募新會員

$115,670,223 (13.8%)

募款人員及統籌

$33,304,036 (4%)

會員服務及發展

$8,857,899 (1.1%)

會員通訊及動員

$22,515,519 (2.7%)

會務統籌及管理

$14,371,862 (1.7%)

環保專案支援

環保專案傳訊及媒體推廣

$87,679,381 (10.5%)

公眾資訊及外展教育

$13,198,151 (1.6%)

行動統籌及志工動員

$21,744,284 (2.6%)

調查研究、綠色政策及企業

$50,035,143 (6%)

機構支援及管理

總幹事辦公室、

長遠策略及組織監管

$12,796,274 (1.5%)

資訊科技支援

$18,218,293 (2.2%)

人力資源

$45,877,216 (5.5%)

法律顧問

$13,998,220 (1.7%)

行政

$17,810,702 (2.1%)

財務監督

$4,475,770 (0.5%)

地區及員工發展

$12,436,618 (1.5%)

2017 年總支出

東亞分部

NTD835,479,749

2017 年總支出

臺灣辦公室

NTD236,385,915

2017 年捐款總收入：

臺灣辦公室

NTD271,702,776

註一：內容摘自 2017 年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止年度，經資誠聯合會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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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摘自2017年12月31日止年度，

經梁學濂會計師事務所查核的財務報

告。詳細財務報告，請參閱：

https://act.gp/2O2pKu3

謹慎使用 每分資源

我們遵守
對您的承諾

東亞四地辦公室，每個崗位都為

守護環境不懈努力！

－國際綠色和平已簽署「國際非政府組織問責約章」（Accountable N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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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遵守《公益勸募條例》規範，勸募計劃與財務報告皆經衛福部與各大行政

機關審核並公開，讓您清楚了解捐款用途。

環保專案

$124,098,863

氣候與能源

$14,032,676 (5.9%)

支援國際綠色和平全球

專案（氣候與能源）

$17,766,750 (7.5%)

污染防治

$22,259,324 (9.4%)

守護海洋

$13,858,982 (5.9%)

過度消費、無塑、減煤等專案

$32,807,615 (13.9%)

守護森林、專案監督與管理

$23,373,516 (9.9%)

環保專案支援

$28,908,643

訊息傳播及媒體推廣

$8,158,012 (3.5%)

公眾資訊及外展教育

$3,401,946 (1.4%)

行動及志工動員統籌

$9,387,933 (4%)

調查研究、綠色政策及企業

$7,960,752 (3.4%)

機構支援及管理

$26,435,549

包括法律顧問、財務監督、

人力資源、資訊科技支援等

會員參與及募款

$56,942,860

招募新會員

$34,829,050 (14.7%)

員工及統籌

$9,319,700 (3.9%)

會員服務及發展

$3,018,608 (1.3%)

會員通訊及動員

$8,817,669 (3.7%)

會員事務統籌及管理

$957,833 (0.4%)



資源運用  詳細彙報

專案 重點簡介 NTD

防治化學品污染

/ 北京

深入調查江蘇省最大化工園區連雲港化工產業園的有毒有害化

學物污染情況，揭露周邊區域受 16 種已知非法潛在致癌物質

及三種持久性有機污染物（Persistent Organic Pollutants，簡稱

POPs）污染，促請當局立法加強化學品安全管理，保障工人與

公眾健康。

12,967,388

減法生活

/ 香港

● 發表一系列消費習慣調查，拆解「愈買愈快樂」的迷思，發

現香港人年花 250 億元購買衣物，呼籲公眾反思購物習慣，獲本

地媒體廣泛報導。● 行動成員身穿舊衣再造的「垃圾球」，於「雙

十一」前往網購平臺天貓的機場特設零售店，揭露浪費背後的真

實代價。● 舉辦刺繡手藝坊及收納講座，邀請多位導師傳授手

作技藝，合計超過千位參加者實踐減法生活。

14,952,050

減法生活

/ 臺北

持續透過發布調查報告、舉辦收納講座，提倡對環境永續的購物

習慣。與時尚圈內部人士合作，揭發行銷技巧等購物節慶背後不

為人知的一面。在「減法生活」網站登出一系列「告白」文章，

分享認清消費真相的心路歷程，廣獲媒體關注與轉載。

9,943,198

減法生活

/ 北京

近年「雙十一」在各大商家促銷手法下演變成網路購物節，發表

報告指出網路購物對環境帶來負面影響，包括碳排放高於實體商

店，並產生大量包裝垃圾，引起公眾關注及討論過度消費議題。

4,618,726

拒絕即棄

塑膠污染

● 有鑑於全球每年多達 1,270 萬噸塑膠流入海洋，建立「減塑

生活」線上平臺（https://www.plasticfreelife.org/），提供實踐減

塑生活的簡易方案、分享減塑達人故事，邀請民眾分享減塑成功

經驗。推動公眾關注塑膠製品對海洋生態的危害，挑戰追求便

利、「用了就丟」的生活型態。網站共設有四個語言版本。

● 進行一份有關使用塑膠的態度及行為調查，為專案未來方向

提供指引，應對用後就丟的塑膠污染。

6,322,903

污染防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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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型手機

真正創新

● 2 月，發表報告《智慧型手機十年盛世》報告，檢視手機品牌

營運模式消耗地球資源的速度，推動企業加強回收及重用電子產

品部件，改變產品設計、生產與銷售方針，邁向循環經濟。

● 6 月，就全球 17 個品牌的手機、平板電腦與筆記型電腦的容

易維修程度評分，要求企業重新思考產品創新的定義，生產消費

者容易維修、使用週期長的產品，減少消耗地球資源。

● 10 月，發表《2017 綠色電子品牌指南》，按「能源使用」、

「資源管理」及「化學物質管理」三大準則評鑑全球 17 個科技

品牌的環境表現，推動 IT 產業使用再生能源，建立符合循環經

濟原則的創新商業模式。

● 經 過 五 個 月 全 球 連 署 與 直 接 行 動， 成 功 推 動 三 星 電 子

（Samsung）妥善回收及處理430萬部Galaxy Note 7智慧型手機，

循環利用珍貴資源。年末，發起全球行動要求 Samsung 承諾使用

再生能源，扭轉大量消耗化石燃料製造碳排放的局面，停止助長

氣候變遷。六月，三星公開承諾在中國、美國及歐洲，於 2020

年前 100% 使用再生能源，2030 年前將韓國再生能源比例提升

至 20%。

13,277,001

為戶外去毒

戶外產品為加強防水及防油功效，濫用有害的全氟化合物

（PFCs）。「為戶外去毒」專案再獲具體進展：2 月，GORE-
TEX® 產品製造商戈爾公司（Gore Fabrics）正式承諾從生產鏈中

淘汰有害的 PFCs，並研發對環境更友善的防水技術，有望帶領

業界邁向無毒未來。

665,869

綠色互聯網企業

/ 北京

發表最新一期《綠色雲端》全球主要網路企業資訊中心能源

報告，關注阿里巴巴、騰訊與百度等中國企業的能源消耗情

況，呼籲業界加快落實能源轉型，邁向閉環生產（Closed-loop 

production）及循環經濟。

9,504,027

防治中國河流

污染

延續 2016 年針對中國河流污染的前期研究，持續監督污染防治

與水環境監測現況。6 月，發表報告指出近半省份未能完成五年

水污染改善目標，呼籲地方政府積極承擔管理責任，維護水質，

獲得八個省份的環保廳和專家認可。

14,711,7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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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金額：$86,962,913



專案 重點簡介 NTD

拒

絕

微

塑

膠

臺北

延續自 2016 年 7 月起的「拒絕微塑膠」專案，在臺灣、香港與

首爾獲得不同工作成果：

● 臺灣：持續推動下，環保署自 2018 年起宣布全面管制所有

含塑膠微粒的產品。2 月，綠色和平志工在環保署大樓外牆，自

高處垂降在空中表演舞蹈，督促政府和業者盡快淘汰塑膠微粒之

餘，也要盡更大努力應對塑膠污染。製作紀錄片《高牆之外》，

紀錄此次不同以往的行動，於多媒體影片平臺播放，推廣減塑訊

息。

● 香港：成功推動個人護理產品連鎖店屈臣氏的母公司屈臣氏

集團（A.S. Watson Group）承諾，在 2019 年底前停售所有含微

塑膠的可沖洗彩妝及個人護理產品。嘗試 Facebook 直播對談，

獲另一連鎖商店 759 阿信屋公開承諾盡快淘汰微塑膠產品。

● 韓國：參與了各大關鍵會議，亦持續推廣海洋減塑的議題。

4,467,917

香港 11,588,940

首爾 2,218,632

海洋污染研究

/ 首爾

參與「食鹽裡的塑膠」全球調查，關注海洋中的微塑膠已威脅食

物安全。研究結果將為塑膠專案提供實證，從而推動各地實行更

全面規範微塑膠的政策。

1,615,707

守護北極

/ 首爾

積極拓展創新的環境專案訊息傳播方法，初步試驗虛擬實境

（VR）。以「守護北極」全球專案為先例，在韓國進行使用者

行為研究，相關資料將指引下一步發展方向。

914,492

守護南極

/ 首爾

參與船艦「極地曙光號」守護南極之旅，以科學調查實證推動威

德爾海成立全球最大海洋保護區。研究記錄南極獨特生態，深受

氣候變遷、過度捕撈、塑膠污染等威脅，成果廣獲全球媒體及社

群網路傳播，以及名人與公眾響應。

6,729,376

中國遠洋漁業

在西非海域

聯合西非多國漁業部門官員海上聯合巡航，揭發七艘中國遠洋漁

船涉及非法捕魚行為（IUU）。2018 年 3 月為止，已有五個違法

案件獲進一步調查，中國農業部亦公布對捕魚船等相關處分。

23,184,033

守護海洋

12 13

永續漁業

/ 臺北

● 經過跨國深入追蹤調查，2018 年 5 月發布臺灣遠洋漁業調查

報告《浩劫漁生》，指出遠洋漁業人權剝削與背後水產貿易龍頭

的關係千絲萬縷，要求臺灣政府及相關部門正視。調查發布後，

陸續獲得相關政府部門、水產企業回應。● 與六個非政府組織

組成「外籍漁工人權保障聯盟」，督促改善非法漁撈和漁工剝削

現狀，呼籲政府應強化法規、妥善執法、加強勞動檢查，保護

外籍漁工。● 漁工人權剝削往往伴隨非法捕撈而來，關乎海洋

生態的永續發展。改善既有漁業營運模式，大型海鮮貿易商責無

旁貸。透過連串專案推動，全球最大水產貿易商豐群水產表示會

負起社會企業責任，開始檢討旗下供應鏈的行為準則（code of 

conduct）。後續，綠色和平也會持續監督企業實際執行。

9,054,836

永續漁業

/ 北京

● 調查大量捕撈體型過小、種類混雜的「幼雜魚」，並製成魚

粉供水產養殖和飼養牲畜的情況，揭露中國近海已遭過度捕撈。

7 月，發表報告《中國海洋幼雜魚捕撈現狀及對中國永續漁業發

展的啟示》，促使中國農業部在 2018 年初公布一項管理規定，

限制幼魚最小可捕撈尺寸及最高可捕撈比例。

● 連結大學、研究機構、非政府組織和社群媒體意見領袖，加

大改變的力量。中國水產科學研究院表達合作意願，進一步研究

「魚粉」議題。

3,121,605

專案 重點簡介 NTD

永續農業

/ 北京

● 聯同農禾之家及 CSA 聯盟成立中國生態農業公益助農服務平

臺「志同道禾」，協助拓展銷售管道，推動生態農業發展。● 

抽驗茶葉、草莓等食品檢測農藥殘留，出版《2017 年生態消費

指南》。● 推出「生態同行者」成長計劃，邀請五位生態農業

專家協助年輕農人，提供為期 12 個月的指導，建立夥伴網絡。

24,178,151

食物安全及農業

總金額：$62,895,538



專案 重點簡介 NTD

煤化工及

產能過剩

● 發表報告《問診 2016 年中國鋼鐵行業去產能》，推動政策解

決鋼鐵行業產能過剩問題，減少中國第二大空氣污染排放工業的

環境影響。● 關注中國大量煤化工計畫釀成嚴重產能過剩問題。

推算 2020 年煤化工行業的碳排放總量將激增四倍，與減少碳排

目標背道而馳。研究成果獲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積極追蹤。

7,839,736

煤與水污染

發表報告《中國煤電產能過剩與水資源壓力研究》，指出近半煤

電機組位於水資源匱乏地區，並倡議解決中國煤電過剩產能問

題，每年可節省水資源相當 2,700 萬人的基本用水需求。研究方

法及結果獲國家能源局專家採納作為日後參考建議。

7,134,375

煤與空氣污染

支援綠色和平各地辦公室及全球非政府組織在印尼、越南、印度

等地的相關計畫，針對全球現有及擬建煤電廠釀成的空氣污染，

提供專業數據分析及策略研究。

1,787,407

再生能源效益

/ 北京

運用簡潔圖象及數據分析製作《中國棄風棄光地圖》，呈現電網

發展嚴重落後於發電廠，致使大量電力浪費的問題。
1,871,917

能源解決方案

/ 北京

●推動空氣污染重災區河北善用再生能源發展潛力。與當地專家

合作，制訂能源轉型先導路線圖，獲地方政府納入行動計劃。

●延續「清潔能源孵化器」（Powerlab）專案，為四組優質計畫

團隊提供培訓與支援，鼓勵能源創新人才。

●製作系列紀錄片《能源轉型進行時：點亮你的屋頂》，將能源

議題連結日常生活。

19,103,990

綠色金融

關注中國部分煤電和煤化工相關綠色債券計畫製造大量碳排放，

淪為企業「洗綠」融資工具。倡議中國人民銀行重新檢視綠色債

券標準及訊息透明度，並積極與各國家企業代表探討煤電產能過

剩問題，確保綠色金融帶來實質環保效益。

5,822,758

海外能源投資

/ 北京

關注中國企業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能源耗用情況，搜集數

據建立環境表現資料庫。
2,507,927

氣候與能源

14 15

冰川消融

/ 北京

關於氣候變遷與中國西部冰川後退的前期紀錄調查工作，具體計

畫將陸續展開。
581,822

再生能源

/ 臺北

●邀請多間媒體走訪德國五個城市，觀察當地能源轉型實例。在

臺灣舉辦多場專家論壇，鼓勵公民社會參與再生能源發展，分享

社區推動「公民電廠」經驗。

●與企業永續發展協會合辦三場「企業購電協議工作坊」，與

Apple、宏碁等數十間國內外知名企業交流，推動企業深入了解

臺灣再生能源電力市場發展，並提供實際購電案例分享。

9,828,153

零核韓國

●總統文在寅宣布加速發展再生能源，減少倚賴煤電與核電，推

動韓國落實能源轉型政策獲階段性勝利。●延續與 559 個原告訴

請法院撤回擴建「古里 5、6 號機組」行動，提供專家證據、凝

聚公民聲音，開創韓國公民以行動介入能源政策的先例。●與六

個團體舉辦「BREAK FREE」遊行，反對位於唐津市的全球最大

煤電廠擴建工程，獲 1,000 位居民響應。●行動成員扮成「小木

偶」直接行動，揭穿煤電企業的「環保燃煤」謊言。向鋼鐵企業

POSCO 施壓，要求中止煤炭計畫。與多個消費者權益團體整合

「洗綠」企業名單並投訴，促使韓國政府於 2018 年初強化規定。

29,260,913

空氣污染

/ 北京

●連續第四年公布「中國城市 PM2.5 濃度排名」，推動地方政府

加快治霾步伐。●與清華大學合作城市健康影響研究前期規劃。
6,999,257

再生能源

/ 香港

●響應全球「BREAK FREE」行動，與 200 位市民拼出巨型太陽

圖案，象徵香港有潛力掙脫化石燃料束縛。●繼多年努力，政府

與兩間電力公司 4 月簽訂的管制協議首次引入「上網電價」。11

月，聯同浸會大學及 350 香港舉辦工作坊，整合提出政策建議。

5,170,497

國際氣候談判

加入綠色和平國際觀察員代表團，追蹤《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

約》談判進程。出席德國波恩聯合國氣候會議（COP23），協調

及統籌多場雙邊會談，撰寫現場觀察分析文章廣獲引用。

1,345,860

能源解決方案

/ 首爾
延續交流工作，推動資訊與通訊科技業界邁向再生能源。 784,917

總金額：$100,039,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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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案 重點簡介 NTD

全球煤炭

專案

支援東南亞分部三個「氣候及能源」子專案：

●「印尼煤炭」：發布報告說明鄰近雅加達的煤電廠排放如何影

響民眾健康，獲媒體關注。●「掙脫化石燃料束縛」：透過社區

動員、直接行動、氣候遊行，推動再生能源發展，捍衛婦女、原

住民社群應有權利。●「抵禦氣候變遷」：促請政府追究企業應

負責任，以致 2013 年「海燕」風災及其他氣候變遷相關人權侵

害。最終，成功推動菲律賓人權委員會傳召 47 間化石燃料企業，

2018 年，召開首次「氣候正義」公眾聽證會。

18,381,124

支援國際綠色和平全球專案（氣候與能源）

專案 重點簡介 NTD

剛果盆地

雨林

實地調查非洲剛果盆地的非法砍伐和跨國木材貿易情況，並與政

府部門、專家探討制訂相關法規。
2,784,037

印尼雨林

響應綠色和平全球行動，發布調查報告《銀行的毀林業務》，揭

發滙豐銀行協助六間破壞印尼雨林的棕櫚油企業籌集高額資金。

收集全球 27 萬人連署，2 月，成功推動滙豐承諾，停止向毀林

企業提供資金。

1,259,057

北方森林

聲援綠色和平加拿大辦公室及環保團體 stand.earth，反對紙漿企

業 Resolute 以不永續方式砍伐珍貴北方森林，並意圖以訴訟手

段遏止言論自由。6 月，臺灣行動成員在臺南成大的古樹旁展示

「# 為森林發聲」布條，增強保護聲浪。

1,373,394

中國天然林

● 繪製「中國原始森林空間分布圖」，揭示現有原始森林僅佔

全國森林面積 7.59%，喚起關注。

● 揭露雲南省恐龍河保護區內一系列涉嫌違法的工程，破壞瀕

危綠孔雀棲息地，獲政府部門回應徹查。

11,032,839

專案 重點簡介 NTD

全球環境影響

/ 北京

參與多場高關注度的研討會及國際論壇，討論中國企業在「一帶

一路」沿線國家的能源耗用情況，包括聯合國工業發展組織等。
1,389,437

拒絕塑膠污染

/ 北京

發表兩份中文版報告，要求年生產超過 1,100 億個寶特瓶的飲品

龍頭企業可口可樂負起企業社會責任，制訂永續的生產方案。
919,679

夠鐘走塑

/ 香港

●公布麥當勞等香港八大快餐連鎖店減塑成績表。15,000 人加

入連署，推動麥當勞承諾於 2018 年內淘汰所有發泡膠容器。

●定期舉行淨灘活動，引入品牌審計了解污染源頭。

3,627,218

無塑臺灣

/ 臺北

●去年 7 月與蠻野、環資、海湧、荒野、海洋公民、慈心、黑潮

與環保署共組「海廢治理平台」，成功在今年初推動環保署公布

具體減塑時程，包括 2030 年前逐步禁用塑膠吸管、外帶杯、塑

膠袋和免洗餐具。●「世界大學運動會」期間，於五場熱門賽事

現場提供免費飲水與水杯租借，推廣無塑方案。

2,677,026

拒絕塑膠污染

/ 首爾

●演員柳俊烈隨船艦「彩虹勇士號」到訪臺灣，在夜市拍攝宣傳

短片「海洋無塑」。開設「Plastic Zero」專題網頁，分享減塑訣

竅。●定期舉行淨灘活動，引入品牌審計了解污染源頭。

1,202,578

智慧型手機

真正創新

/ 臺北

領導全球創新專案，發布報告、在地發起公眾參與活動，推動

使用再生能源、再生材料的 IT 產業：●推動企業回收再生、改

變設計，邁向循環經濟。●揭露 3C 產品不易維修，訴求企業重

新思考產品創新定義。●評鑑全球 17 個科技品牌的能源使用、

資源循環、化學物質管理，推動 IT 產業發展再生能源，建立符

合循環經濟原則的創新商業模式。●發起全球行動，成功要求

Samsung 承諾使用再生能源，停止助長氣候變遷。

10,464,429

無塑校園

/ 臺北

邀請全臺學校在園遊會當日減少使用拋棄式塑膠製品。提供執行

建議與環境教育素材，17 場無塑園遊會共計節省超過 26 萬件拋

棄式塑膠製品。「無塑校園」計畫：https://www.plasticfreelife.org

643,587

彩虹勇士號之旅

/ 香港

接待 6,300 位市民登船，並聯同香港教育大學霍年亨博士團隊進

行香港首次全面海洋塑膠污染研究。研究成果將有助了解香港海

域微塑膠分布概況。

1,589,760

守護原始森林

跨範疇專案 總金額：$33,583,575

總金額：$16,449,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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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案 重點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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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時調整對外傳播與媒體推廣的策略。
10,666,120

機構形象及

環保傳播研究

透過委託市調研究、創意市場推廣培訓等，跟上最新傳播趨勢，

以及製作機構的簡介短片、宣傳海報、手冊等，藉以提升組織形

象，並加強向公眾傳遞綠色和平的環保理念與核心價值。

10,262,418

環境議題

數據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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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數位傳播平臺等。

36,516,925

多媒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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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037,9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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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195,949

支持者通訊
編製年報與兩期季刊《成果報告》等通訊刊物，向支持者報告環

保專案的資訊、最新成果及活動。各設四個語言版本。
13,198,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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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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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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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818,5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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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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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26,847

認知科學應用

提升應用科學的能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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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83,743

顧問—

政策與公共事務

支援涉及向政府或聯合國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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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320,053

顧問— 

綠色金融及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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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85,911

環保專案訊息傳播、媒體推廣及公眾資訊 總金額：$100,877,532 調查及研究、綠色政策和企業 總金額：$50,035,143

專案 重點簡介 NTD

行動及外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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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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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943,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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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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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51,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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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50,066

彩虹勇士號之旅

/ 臺北

邀請 3,500 位支持者登船參觀，並進行臺灣沿海首度微塑膠採樣

調查，證實微塑膠多來自拋棄式食品包裝容器。與夥伴海湧工作

室在澎湖組織淨灘，與近 300 位在地學童和海洋公民基金會一同

清出多達 10,000 支寶特瓶，凸顯急需阻止塑膠流入海洋。

5,755,477

拒絕燃煤發電

/ 臺北

發表報告《全球暨臺灣燃煤發電不可不知的真相》，揭露煤電危

害，呼籲政府提出減煤路線圖，落實能源轉型。12 月，與立法院

永續會委員聯合召開公聽會，要求政府積極減碳、對抗空氣污染。

2,004,236

東亞分部 20 週年

/ 香港

舉行「GREENPEACE VS GREENPEACE 廿年記 ‧ 綠」互動展覽，

重溫 20 年來推動香港永續發展的環保成就。
3,310,148

行動統籌及志工動員 總金額：$21,744,2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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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再生紙與大豆油墨印刷

7 月，綠色和平志工在羅馬，用回收塑膠製作兩隻巨型鯨魚，凸顯防堵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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