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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綠色和平中國分部無論在員工數量以及項目工作

的數量上，均逐漸成為全球最大的辦事處之一。      

現時於香港、北京及廣州辦事處共有 77 個全職及為

個別項目聘請的臨時員工。我們更有另一隊約 20-30

人的街頭籌款團隊在街頭工作，向市民介紹綠色和平

的工作及鼓勵他們加入成為我們的一份子。

正由於規模日益增長，我們將機構精簡成 4 個部門，

包括項目、傳訊，籌款及行政。我們的總幹事已實施

了一系列措施以配合這些改變，讓項目及籌款可協調

得更好，同時確保機構得到足夠的行政支持。

我們的董事會已通過了一項政策模式，讓我們得以評

估總幹事的工作而無需經常涉及日常管理問題。       

我們在清晰的規限內，為總幹事定下很具挑戰性的   

目標，我亦很滿意政策運作得十分理想，同時亦將資

金充分利用於最重要的工作項目上，讓我可以充滿   

信心地向支持者匯報，您們的捐助已被有效地運用   

於實踐我們的環境目標。

今年，我們在中國繼續秉承「行動，帶來改變」的  

使命，並確保員工充分了解此原則。

首先感謝您過去一年的捐助。沒有您們持續的支持，我們決無法繼續保護地球的工作。

今年確是沉重的一年，四川於 5 月份發生災難性的大地震，綠色和平對此作出深切慰問。對於地震造成嚴重

的人命傷亡以及四川人民失去家園的痛苦，我們感到相當震驚，因此我們盡力從環境角度上作出幫助，派出

綠色和平的同事到達四川，以監測地震可能引致的環境問題。

人類面對自然災害往往顯得束手無策，地震的悲劇正是個無情的警告。同時亦讓我們知道，面對某些災害，

其實人類可以做更多帶來改變。氣候變化，絕對是人類正面對最大的環境危機，也是中國及全球最注目的議

題，但事實上問題是有辦法逆轉的。

氣候變化之外，我們也正努力進行「中國水污染」項目的工作，根據中國政府的數據顯示，只有40%的水源

（河流，湖泊和水庫）適合人類飲用，28%是備受污染而無法飲用的。

我們將推動政府及企業制定更嚴格的政策以及採用清潔生產，以確保污水能夠被適當處理。

雖然有各樣的環境問題，地球的未來仍有希望。今年，中國已真正顯示出落實執行工作的決心，包括派出    

地震緊急救援隊伍到四川，及藉京奧的機會改善北京的環境。更重要是，我們能夠持續推動中國，更嚴格管

制來自工業及車輛的污染源。

我們正聯同各地綠色和平一同為更美好的環境而努力，感謝您以及全球 3 百萬支持者，驅使我們取得各樣的

成就。綠色和平從不接受政府及企業的資助，全賴慷慨解囊的您支持我們的工作。我們將確保您的捐款投放

在游說、直接行動、尋找解決方案、與企業談判、科學研究等工作中，致力為地球帶來更美好的改變。

面對13 億人口以及迅速的經濟發展，綠色和平必須與內地及香港的市民共同建立更綠色的未來，因此中國

分部是綠色和平的重點發展地區。過去10年，綠色和平已建立很多成功的項目，但我們還有更多需要做。

環境問題沒有地域之分。不論您身在何處，也請支持我們為下一代建立一個更美好的未來。

再次感謝您多年來的支持！

戴慕韜
總幹事

相信您也知道，每位支持者的捐助都是綠色和平經費

的重要來源，而為保持獨立性及公信力，我們從不   

接受政府及企業的資助，全賴個人捐助及基金會支持

我們的工作，因此籌集資金的成本，必定比從企業   

和政府取得資助所需的經費為多。

因此大部分的捐款均會直接分配到項目工作上，同時

亦有 7 成的員工直接為項目工作。

我們正在完成機構的三年計劃，計劃將於 2009 年初

開始實行。財政方面亦漸上軌道，務求於 2009 年達

到自給自足的目標。同時，總部亦邀請我們發展     

全新的項目。毫無疑問，中國將繼續在國際環境議題   

上扮演重要的角色。

董事局成員對這些成果感到相當興奮，同時對於總幹

事的工作表現也十分滿意，我希望藉此感謝總幹事   

及其團隊所作出的努力及成果，同時更衷心感謝您一

直的支持，這將是我們未來發展的重要支柱。

環境每天也正在面臨新的挑戰，綠色和平正致力解決

環境問題，繼續與支持者並肩為環境而努力。

陳慧明
董事局主席

主席的話

總幹事的話

南大洋呈平頂的冰山
© Greenpeace/Daniel Belt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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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 2007 年底到 2008 年初，國際綠色和

平陸續發佈了有關棕櫚油帶來環境問題

的調查報告，並在歐洲舉行抗議活動，

成功令全球最大的棕櫚油使用商聯合      

利華集團（Unilever）─ 亦即多芬

（Dove）、旁氏（Pond’s）及力士（Lux）

等品牌之代理商，於 2008 年 5 月 1 日

承諾在 2015 年前，確保旗下產品所使

用的棕櫚油全部經過認證，並立刻停止

目前在東南亞破壞熱帶雨林和泥炭地，

以發展棕櫚油種植。

每年11月，日本均會派出捕鯨船出發到

南大洋捕殺鯨魚；同時這也是綠色和平

船艦出發的時間，前往阻止捕鯨船隊以

科研為藉口進行商業捕鯨。

在綠色和平、世界各地政府及公眾頻繁

抗議的壓力之下，日本捕鯨船隊在2007

年捕鯨期內共捕殺了551頭小鬚鯨，僅

為預定目標的一半。雖然如此，數量仍

然比 3 年前的目標多出 100 頭。捕鯨隊

更指責環保團體的阻攔令它們的捕鯨數

量大減，令他們也迫不得以放棄捕殺 50

條瀕臨絕種的座頭鯨。

亞馬遜森林是世界上最大的熱帶雨林，    

自然資源豐富，每年更為地球製造出20%

的氧氣。然而，過去 40 年間，由於放牧

和大豆種植，近 20% 的樹木已經消失。

我們在 2006 年揭露了大豆種植對於亞馬

遜雨林的破壞，從而迫使大豆種植公司和

交易商簽署協議，巴西植物油行業協會   

和巴西國家糧食出口商協會均同意禁止從

亞馬遜地區採購大豆，為期 2 年。

2008 年 6 月，巴西政府宣佈，為了保護

亞馬遜雨林，將禁止雨林地區的大豆買     

賣。這項法案的有效期為 1 年，也即是   

我們相信，環境問題必須由全球人民共同解決，因此綠色和平
在全球 40 個國家設有辦事處，致力改善全球正面對的環境問題，
並提供解決方案。

阿根廷
澳洲
斐濟
巴布亞新畿內亞
所羅門群島
比利時
巴西
加拿大

斯洛伐克
匈牙利
智利
中國
捷克
法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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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臘

印度
意大利
日本
盧森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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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巴嫩
土耳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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葡萄牙
俄羅斯
泰國

印尼
菲律賓
西班牙
瑞士
英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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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後，我們在日本的同事更以確鑿證據

表明，日本捕鯨船的一些工作人員涉嫌

把鯨肉藏在私人行李中運上岸，並黑市

販賣鯨肉，而日本相關官員卻對這種    

行為置之不顧。這件醜聞引起公眾對日

本捕鯨活動的廣泛爭論。綠色和平決心

制止商業捕鯨，日本必須立即停止這種

殘忍的和不必要的行為。

我們將會繼續向日本施加壓力，直至    

他們停止於南大洋的捕鯨計劃。

請繼續支持我們，阻止持續捕鯨行動。

但我們同樣關注，其他採用棕櫚油行業

的主要公司包括寶潔（P&G）、雀巢

（Nestle）、中糧集團（COSCO）及金光     

集團（APP），他們必須對聯合利華的       

行動作出積極回應，停止從涉及破壞森

林及泥炭地的供應商處採購棕櫚油，     

共同推動整個棕櫚油行業作出根本性     

的改變。

國際成果

捍衛亞馬遜森林：
又一年的庇佑

守護鯨魚：
拯救白熱化

化妝品中的棕櫚油：
摧毀熱帶雨林

將綠色和平在 2 年前，迫使政府和大豆   

種植公司與交易商們簽署的一項為期 2 年

的法案進一步延續。

綠色和平巴西辦公室的 Paulo Adario 說：

「這雖然是個好消息，但國際市場上大豆

價格居高不下，使生產者擴大播種面積   

的慾望愈來愈強烈，同時也為那些參與禁

止採購的公司帶來了嚴峻挑戰。」

我們必須繼續向巴西政府、種植公司和交

易商施加壓力，以保護亞馬遜森林。這不

僅捍衛了當地原居民以及動植物的生存，

更為保持氣候穩定起著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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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大洋捕殺鯨魚；同時這也是綠色和平

船艦出發的時間，前往阻止捕鯨船隊以

科研為藉口進行商業捕鯨。

在綠色和平、世界各地政府及公眾頻繁

抗議的壓力之下，日本捕鯨船隊在2007

年捕鯨期內共捕殺了551頭小鬚鯨，僅

為預定目標的一半。雖然如此，數量仍

然比 3 年前的目標多出 100 頭。捕鯨隊

更指責環保團體的阻攔令它們的捕鯨數

量大減，令他們也迫不得以放棄捕殺 50

條瀕臨絕種的座頭鯨。

亞馬遜森林是世界上最大的熱帶雨林，    

自然資源豐富，每年更為地球製造出20%

的氧氣。然而，過去 40 年間，由於放牧

和大豆種植，近 20% 的樹木已經消失。

我們在 2006 年揭露了大豆種植對於亞馬

遜雨林的破壞，從而迫使大豆種植公司和

交易商簽署協議，巴西植物油行業協會   

和巴西國家糧食出口商協會均同意禁止從

亞馬遜地區採購大豆，為期 2 年。

2008 年 6 月，巴西政府宣佈，為了保護

亞馬遜雨林，將禁止雨林地區的大豆買     

賣。這項法案的有效期為 1 年，也即是   

我們相信，環境問題必須由全球人民共同解決，因此綠色和平
在全球 40 個國家設有辦事處，致力改善全球正面對的環境問題，
並提供解決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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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後，我們在日本的同事更以確鑿證據

表明，日本捕鯨船的一些工作人員涉嫌

把鯨肉藏在私人行李中運上岸，並黑市

販賣鯨肉，而日本相關官員卻對這種    

行為置之不顧。這件醜聞引起公眾對日

本捕鯨活動的廣泛爭論。綠色和平決心

制止商業捕鯨，日本必須立即停止這種

殘忍的和不必要的行為。

我們將會繼續向日本施加壓力，直至    

他們停止於南大洋的捕鯨計劃。

請繼續支持我們，阻止持續捕鯨行動。

但我們同樣關注，其他採用棕櫚油行業

的主要公司包括寶潔（P&G）、雀巢

（Nestle）、中糧集團（COSCO）及金光     

集團（APP），他們必須對聯合利華的       

行動作出積極回應，停止從涉及破壞森

林及泥炭地的供應商處採購棕櫚油，     

共同推動整個棕櫚油行業作出根本性     

的改變。

國際成果

捍衛亞馬遜森林：
又一年的庇佑

守護鯨魚：
拯救白熱化

化妝品中的棕櫚油：
摧毀熱帶雨林

將綠色和平在 2 年前，迫使政府和大豆   

種植公司與交易商們簽署的一項為期 2 年

的法案進一步延續。

綠色和平巴西辦公室的 Paulo Adario 說：

「這雖然是個好消息，但國際市場上大豆

價格居高不下，使生產者擴大播種面積   

的慾望愈來愈強烈，同時也為那些參與禁

止採購的公司帶來了嚴峻挑戰。」

我們必須繼續向巴西政府、種植公司和交

易商施加壓力，以保護亞馬遜森林。這不

僅捍衛了當地原居民以及動植物的生存，

更為保持氣候穩定起著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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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環境改善，您的聲音當然不可或缺，但各國政府的態度，對環境問題同樣具有決定性的影響力。因此我們今年除了繼續
跟中國及香港政府保持緊密溝通外，亦積極參與國際層面的政策倡導工作，將環保的討論放於國際談判桌上，因為最終，      
環境未來的命運將決定於國際間如何協定相關政策的推動及執行。

當環境與生存的話題成為國際的焦點，環保組織的力量更加被凸顯出來。去年我們分別在紐約及峇里出席聯合國會議，參與

環境政策的討論，為中國以及國際的環境方針及方向提供積極的建議。

受聯合國秘書長潘基文邀請，我們的項目總監盧思騁於 07 年 9 月出席於紐約舉行的聯合國高級別首腦會議，代表中國的環保

組織發言，就氣候變化問題展開民間社會與國際社會之間的討論。席上盧思騁指出，為了防止氣候變化的嚴峻後果，我們應

減少對煤炭的依靠，轉而發展清潔的可再生能源；同時呼籲在接下來 12 月份召開的聯合國氣候談判中，必須通過清晰而且具

有法律效力的《峇里路線圖》，以使各國在 2009 年底前達成協議，確保全球氣溫上升控制在攝氏 2 度之內。

我們的同事也在 12 月份到達峇里，作為全球公眾的眼睛在會場內監察會議進行，鼓勵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的溝通並進行      

開放公平的談判，以推動談判作出實質性進展；並在場外組織活動，為談判做成壓力，終於促成了《峇里路線圖》的誕生，

定下「京都議定書」第二個減排承諾期的協議。

同時為促進北京兌現「綠色奧運」的承諾，我們自 2006 年起就開始與北京奧組委接觸，就使用可再生能源，木材和食物安全

方面向奧組委提供建議，以推動北京實踐環境改善的目標，讓世界的目光得以看見中國不一樣的環境發展；我們更依照悉尼

奧運所建立的環境方針，以及北京奧組委的環境工作進展作對比，發表評估報告以評定北京奧運的環境情況。

環境問題已深受各界眼光所關注，我們必須集合各方的力量，並通過更嚴謹及透明公開的政策，結合公眾的監督，從而令地

球變得更綠色、更和平。

我們針對企業的工作除了包含情況揭露外，同時亦會作出改善

的建議。例如我們不斷推動中國主要家居建材連鎖店和木製品

生產企業建立「負責任採購」的政策，因此早於 2006 年，           

我們開始接觸中國最大的傢具零售商百安居（B&Q），並向他們

說明現行政策為其業務帶來的負面環境影響，並展示了如何在

不破壞原始森林的情況下發展業務。2007年，B&Q 終於承諾         

在 2010 年前，在中國銷售的所有木製品將全部取材於經過認證

的木材。我們將會繼續向中國其他傢具企業進行商談，希望         

他們能夠仿效 B&Q，儘快採取行動。

同時我們亦積極推動飲品供應商於北京奧運期間，提供零排放

的雪櫃。您也許了解，雪櫃的製冷劑氫氯氟烴（HCFCs）和         

氫氟碳化物（HFCs）均是高濃度的溫室氣體，導致全球暖化。

因此我們於2007年與可口可樂接觸，向他們展示市場上現存        

的解決方案，希望他們的改變能為整個行業帶來連鎖效應。最

後可口可樂亦答應，為北京奧運場館配置的所有雪櫃（共 6,350

台），均使用不破壞環境的自然製冷劑。我們目前亦正游說            

其他使用製冷設備的企業，如麥當勞和百事可樂，學習可口可

樂的做法，讓消費者可以在享受一杯冰凍飲品的同時，為減緩

氣候變化出力。

要在中國成為綠色企業，是機遇也是挑戰。       
但現時愈來愈多企業意識到，應在發展可持續
商業模式的同時，融入對環境問題的關注。    
因此，如何促使企業承擔起社會責任，成為我
們主要的工作，有時候只要一家企業願意踏出
第一步，足以給整個行業帶來巨大的轉變。

我們於 08 年初，亦為企業提供更多討論及交流的平台。例如      

向中國企業深入介紹全球領先企業在最新環保方案趨勢的       

「中國商業論壇」，已於今年5月首次舉行，為中外企業提供      

一個溝通的平台，同時讓眾多企業家分享當前最佳的環保實踐

方法。

於 08 年首次出版的季報 〈綠色投資〉(Green Investment)，向

讀者分享我們在各項目實地考察和調查過程中發現的重大環境

風險以及環境問題。讓金融機構進行風險評估或盡職審查時，

加強對環境問題的關注，以確保在借貸政策和實際操作上執行

更加嚴格的環境標準。

只有企業能對其環境的影響降至最低，才表示他們真正履行       

了企業責任。這同時更可為企業帶來實際回報，包括良好的品

牌形象、以及取得客戶及股東的信任等。未來，我們將決心     

繼續改變影響環境的企業，並與願意承擔社會責任的企業展開

更多的合作。

綠色和平一直被外間評定為以行動作主導的組織，因為我們認為，行動勝於一切。但多年
來我們亦通過多方面的外交、深入的研究、長時間的談判及與基層接觸來達致許多積極的
改變。以不同的手法改善環境，是我們的重要使命。如何帶來改變

綠色和平

政策工作 :
推動改善環境之根本

提升企業責任

我們於2008年5月首次
舉行中國商業論壇。
© Greenpeace

項目總監盧思騁在聯合國高級
別會議上發言，呼籲世界首腦
立即採取行動應對氣候變化，
進一步加強《京都議定書》框
架下的全球合作。
© Greenpe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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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環境改善，您的聲音當然不可或缺，但各國政府的態度，對環境問題同樣具有決定性的影響力。因此我們今年除了繼續
跟中國及香港政府保持緊密溝通外，亦積極參與國際層面的政策倡導工作，將環保的討論放於國際談判桌上，因為最終，      
環境未來的命運將決定於國際間如何協定相關政策的推動及執行。

當環境與生存的話題成為國際的焦點，環保組織的力量更加被凸顯出來。去年我們分別在紐約及峇里出席聯合國會議，參與

環境政策的討論，為中國以及國際的環境方針及方向提供積極的建議。

受聯合國秘書長潘基文邀請，我們的項目總監盧思騁於 07 年 9 月出席於紐約舉行的聯合國高級別首腦會議，代表中國的環保

組織發言，就氣候變化問題展開民間社會與國際社會之間的討論。席上盧思騁指出，為了防止氣候變化的嚴峻後果，我們應

減少對煤炭的依靠，轉而發展清潔的可再生能源；同時呼籲在接下來 12 月份召開的聯合國氣候談判中，必須通過清晰而且具

有法律效力的《峇里路線圖》，以使各國在 2009 年底前達成協議，確保全球氣溫上升控制在攝氏 2 度之內。

我們的同事也在 12 月份到達峇里，作為全球公眾的眼睛在會場內監察會議進行，鼓勵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的溝通並進行      

開放公平的談判，以推動談判作出實質性進展；並在場外組織活動，為談判做成壓力，終於促成了《峇里路線圖》的誕生，

定下「京都議定書」第二個減排承諾期的協議。

同時為促進北京兌現「綠色奧運」的承諾，我們自 2006 年起就開始與北京奧組委接觸，就使用可再生能源，木材和食物安全

方面向奧組委提供建議，以推動北京實踐環境改善的目標，讓世界的目光得以看見中國不一樣的環境發展；我們更依照悉尼

奧運所建立的環境方針，以及北京奧組委的環境工作進展作對比，發表評估報告以評定北京奧運的環境情況。

環境問題已深受各界眼光所關注，我們必須集合各方的力量，並通過更嚴謹及透明公開的政策，結合公眾的監督，從而令地

球變得更綠色、更和平。

我們針對企業的工作除了包含情況揭露外，同時亦會作出改善

的建議。例如我們不斷推動中國主要家居建材連鎖店和木製品

生產企業建立「負責任採購」的政策，因此早於 2006 年，           

我們開始接觸中國最大的傢具零售商百安居（B&Q），並向他們

說明現行政策為其業務帶來的負面環境影響，並展示了如何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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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2010 年前，在中國銷售的所有木製品將全部取材於經過認證

的木材。我們將會繼續向中國其他傢具企業進行商談，希望         

他們能夠仿效 B&Q，儘快採取行動。

同時我們亦積極推動飲品供應商於北京奧運期間，提供零排放

的雪櫃。您也許了解，雪櫃的製冷劑氫氯氟烴（HCFCs）和         

氫氟碳化物（HFCs）均是高濃度的溫室氣體，導致全球暖化。

因此我們於2007年與可口可樂接觸，向他們展示市場上現存        

的解決方案，希望他們的改變能為整個行業帶來連鎖效應。最

後可口可樂亦答應，為北京奧運場館配置的所有雪櫃（共 6,350

台），均使用不破壞環境的自然製冷劑。我們目前亦正游說            

其他使用製冷設備的企業，如麥當勞和百事可樂，學習可口可

樂的做法，讓消費者可以在享受一杯冰凍飲品的同時，為減緩

氣候變化出力。

要在中國成為綠色企業，是機遇也是挑戰。       
但現時愈來愈多企業意識到，應在發展可持續
商業模式的同時，融入對環境問題的關注。    
因此，如何促使企業承擔起社會責任，成為我
們主要的工作，有時候只要一家企業願意踏出
第一步，足以給整個行業帶來巨大的轉變。

我們於 08 年初，亦為企業提供更多討論及交流的平台。例如      

向中國企業深入介紹全球領先企業在最新環保方案趨勢的       

「中國商業論壇」，已於今年5月首次舉行，為中外企業提供      

一個溝通的平台，同時讓眾多企業家分享當前最佳的環保實踐

方法。

於 08 年首次出版的季報 〈綠色投資〉(Green Investment)，向

讀者分享我們在各項目實地考察和調查過程中發現的重大環境

風險以及環境問題。讓金融機構進行風險評估或盡職審查時，

加強對環境問題的關注，以確保在借貸政策和實際操作上執行

更加嚴格的環境標準。

只有企業能對其環境的影響降至最低，才表示他們真正履行       

了企業責任。這同時更可為企業帶來實際回報，包括良好的品

牌形象、以及取得客戶及股東的信任等。未來，我們將決心     

繼續改變影響環境的企業，並與願意承擔社會責任的企業展開

更多的合作。

綠色和平一直被外間評定為以行動作主導的組織，因為我們認為，行動勝於一切。但多年
來我們亦通過多方面的外交、深入的研究、長時間的談判及與基層接觸來達致許多積極的
改變。以不同的手法改善環境，是我們的重要使命。如何帶來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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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會議上發言，呼籲世界首腦
立即採取行動應對氣候變化，
進一步加強《京都議定書》框
架下的全球合作。
© Greenpe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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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候變化、森林破壞、糧食危機以至有毒物污染，人類雖然正面對不同的環境問題，但我們仍然可以為下一代創造一個美好的將來。
方法只有一個，就是一同行動，而這亦是綠色和平存在的原因。

■ 2007年9 ，為宣傳環保家居建材消費，我們於內地向近萬名公眾免費發放《好木材、好家居》綠色木材

購買指南，將市場上常見的家居木製品按種類分為「推薦購買的」、「可接受的」、「應避免的」和   

「災難性的」，方便消費者在選擇木材製品時避免購買對森林造成破壞的木材，直接為保護全球原始森

林起積極作用。

■ 2007 年底，於香港推出《氣候通勝》小冊子，讓公眾了解如何從改變生活小節中節省能源，為保護氣

候盡一分力。

■ 面對政府拒絕實施基因改造強制性標籤，我們擔當監察食物安全的角色。自 2001 年開始於香港推出      

《避免基因改造食物指南》，2008 年新春更推出了《2008 年揮春版》及於 4 月底推出指南的最新版，    

讓消費者可以作出正確的選擇。

■ 我們根據各電子企業在消除產品有毒化學物質所制定的全球政策實施情況，及對電子廢物所承擔的社會

責任兩方面，制定了「綠色電子產品排行榜」，並每季作出更新，從而促進企業落實更環保的措施。

■ 2008 年 3 月，我們於內地公佈了第 1 份《超市排行榜》，根據各大超市在新鮮蔬果農藥殘留和自家品牌

食品的基因改造原料方面的政策，對 9 大超市的食品安全政策進行排名，僅有 3 家超市的相關政策比較

完善，其他 6 家都強差人意。

■ 化學農業的生產模式，是以「用環境換食品」的方式，危害環境之餘更威脅著消費者的健康。我們在

2008 年 6 月於內地發佈了《2008 北京有機指南》，告訴消費者可以於那裡買到安心的有機食品。從最       

簡單的有機食品選擇開始，您已經有助實踐保護地球環境的工作。

過去一年，相信您已作出行動，為改善環境獻出您的力量。您既

幫助成為一股公眾力量，呼籲日本政府停止捕殺鯨魚、最終讓其

放棄捕殺座頭鯨計劃；也加入了拒絕購買基因改造糖果的行列，

向生產商表達了您對消費者知情權的重視；同時也向朋友傳播了

節能的重要性，為改善氣候變化出一分力！以下是更多共同行動

帶來的成果：

07年夏天，我們於網上發起「Go Green！齊慳百萬度電」行動，

呼籲市民轉用二氧化碳排放量較少的慳電膽，作為緩和全球暖化    

第一步。最後我們成功取得市民的支持，一同為地球節省了

100 萬度電。同時，我們亦得到傢俬品牌 IKEA（宜家）的支持，

將 1,000 個慳電膽贈予基層，把改善氣候變化的訊息帶到公眾層

面。今年，我們在內地同樣啟動了「換燈護地球」項目，並邀請

了前乒乓球世界冠軍鄧亞萍作代言人，同時將活動帶進北京 500

所小學的課堂，向下一代講解全球暖化的問題，以教育小孩子    

節能減排的重要性。

06 年 11月，我們在香港舉行了「拯救天堂雨林」筷子義賣活

動，呼籲公眾支持生態林業發展，踏入07年，我們將活動          

推廣至內地，發起了「拯救森林，筷行動」活動，鼓勵餐廳和

消費者拒絕使用即棄筷子。同時我們走進 IBM、Intel、

Microsoft 等企業，鼓勵員工隨身攜帶筷子。目前已有超過

1,300 多家餐廳承諾不再提供即棄筷子，15,000 多名消費者承

諾攜帶筷子外出就餐，還有更多的消費者自發地遊說餐廳改善

提供即棄筷子的政策。

2007 年，您已作出以上決定性的影響，我們希望活動信息不        

會因為行動結束而完結，而是讓公眾繼續將信息向身邊朋友發

放。環保工作不單單依靠政府、企業、又或環保團體來進行，

我們更依靠您，透過生活中每一步微小的行動減少耗用地球     

的資源。

聯同公眾
帶來積極改變

綠色指南
向消費者提供更佳選擇
保護環境，不代表我們需要過零消費的原始生活，而是如何
有智慧地作出選擇。簡單如在購買手機時選擇願意承擔社會責
任的品牌、以至選擇不會對原始森林造成破壞的木材，都在消
費的同時幫了地球一把。因此，我們多方面向消費者發放讓
生活及消費更環保的資訊，讓公眾快捷地實現「綠色生活」。

北京西城區鴉兒胡同小學生參與   
「護燈換地球」活動，展示用換下
來的傳統燈泡進行彩繪的成果。
© Greenpeace/Simon Lim

綠色和平成員根據《避免基因改造食物
指南2008》，將產品分別放入綠色和
紅色的超市購物車中，讓消費者了解那
個品牌承諾不使用基因改造原料。
© Greenpe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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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候變化、森林破壞、糧食危機以至有毒物污染，人類雖然正面對不同的環境問題，但我們仍然可以為下一代創造一個美好的將來。
方法只有一個，就是一同行動，而這亦是綠色和平存在的原因。

■ 2007年9 ，為宣傳環保家居建材消費，我們於內地向近萬名公眾免費發放《好木材、好家居》綠色木材

購買指南，將市場上常見的家居木製品按種類分為「推薦購買的」、「可接受的」、「應避免的」和   

「災難性的」，方便消費者在選擇木材製品時避免購買對森林造成破壞的木材，直接為保護全球原始森

林起積極作用。

■ 2007 年底，於香港推出《氣候通勝》小冊子，讓公眾了解如何從改變生活小節中節省能源，為保護氣

候盡一分力。

■ 面對政府拒絕實施基因改造強制性標籤，我們擔當監察食物安全的角色。自 2001 年開始於香港推出      

《避免基因改造食物指南》，2008 年新春更推出了《2008 年揮春版》及於 4 月底推出指南的最新版，    

讓消費者可以作出正確的選擇。

■ 我們根據各電子企業在消除產品有毒化學物質所制定的全球政策實施情況，及對電子廢物所承擔的社會

責任兩方面，制定了「綠色電子產品排行榜」，並每季作出更新，從而促進企業落實更環保的措施。

■ 2008 年 3 月，我們於內地公佈了第 1 份《超市排行榜》，根據各大超市在新鮮蔬果農藥殘留和自家品牌

食品的基因改造原料方面的政策，對 9 大超市的食品安全政策進行排名，僅有 3 家超市的相關政策比較

完善，其他 6 家都強差人意。

■ 化學農業的生產模式，是以「用環境換食品」的方式，危害環境之餘更威脅著消費者的健康。我們在

2008 年 6 月於內地發佈了《2008 北京有機指南》，告訴消費者可以於那裡買到安心的有機食品。從最       

簡單的有機食品選擇開始，您已經有助實踐保護地球環境的工作。

過去一年，相信您已作出行動，為改善環境獻出您的力量。您既

幫助成為一股公眾力量，呼籲日本政府停止捕殺鯨魚、最終讓其

放棄捕殺座頭鯨計劃；也加入了拒絕購買基因改造糖果的行列，

向生產商表達了您對消費者知情權的重視；同時也向朋友傳播了

節能的重要性，為改善氣候變化出一分力！以下是更多共同行動

帶來的成果：

07年夏天，我們於網上發起「Go Green！齊慳百萬度電」行動，

呼籲市民轉用二氧化碳排放量較少的慳電膽，作為緩和全球暖化    

第一步。最後我們成功取得市民的支持，一同為地球節省了

100 萬度電。同時，我們亦得到傢俬品牌 IKEA（宜家）的支持，

將 1,000 個慳電膽贈予基層，把改善氣候變化的訊息帶到公眾層

面。今年，我們在內地同樣啟動了「換燈護地球」項目，並邀請

了前乒乓球世界冠軍鄧亞萍作代言人，同時將活動帶進北京 500

所小學的課堂，向下一代講解全球暖化的問題，以教育小孩子    

節能減排的重要性。

06 年 11月，我們在香港舉行了「拯救天堂雨林」筷子義賣活

動，呼籲公眾支持生態林業發展，踏入07年，我們將活動          

推廣至內地，發起了「拯救森林，筷行動」活動，鼓勵餐廳和

消費者拒絕使用即棄筷子。同時我們走進 IBM、Intel、

Microsoft 等企業，鼓勵員工隨身攜帶筷子。目前已有超過

1,300 多家餐廳承諾不再提供即棄筷子，15,000 多名消費者承

諾攜帶筷子外出就餐，還有更多的消費者自發地遊說餐廳改善

提供即棄筷子的政策。

2007 年，您已作出以上決定性的影響，我們希望活動信息不        

會因為行動結束而完結，而是讓公眾繼續將信息向身邊朋友發

放。環保工作不單單依靠政府、企業、又或環保團體來進行，

我們更依靠您，透過生活中每一步微小的行動減少耗用地球     

的資源。

聯同公眾
帶來積極改變

綠色指南
向消費者提供更佳選擇
保護環境，不代表我們需要過零消費的原始生活，而是如何
有智慧地作出選擇。簡單如在購買手機時選擇願意承擔社會責
任的品牌、以至選擇不會對原始森林造成破壞的木材，都在消
費的同時幫了地球一把。因此，我們多方面向消費者發放讓
生活及消費更環保的資訊，讓公眾快捷地實現「綠色生活」。

北京西城區鴉兒胡同小學生參與   
「護燈換地球」活動，展示用換下
來的傳統燈泡進行彩繪的成果。
© Greenpeace/Simon Lim

綠色和平成員根據《避免基因改造食物
指南2008》，將產品分別放入綠色和
紅色的超市購物車中，讓消費者了解那
個品牌承諾不使用基因改造原料。
© Greenpeace

08-09年報 07綠色和平



Gerd Leipold 
綠色和平國際總幹事

中國環境危機
中國急速的發展帶來了重大的機遇與繁榮，但這工
業化的同時也為中國的環境帶來嚴重的威脅。

中國能否在不損害環境的情況下保持原有的發展，
不單對13 億人口意義重大，同時更將影響整個地球
的未來。這是我們未來最艱鉅的任務。綠色和平國
際總幹事 Gerd Leipold，分享了他的看法。

中國已意識到環境危機迫在眉睫。

2008 年初，綠色和平與中國搜狐網站聯合舉辦「2007

年中國十大環保事件」評選活動，逾萬人參與了投票。

結果，「中國環境公眾參與意識逐步提升」名列榜首。

去年 6 月，由於擔心一個總投資額達10 億美元的化工廠

項目會帶來環境和健康威脅，數以千計廈門市民走上街

頭抗議。公眾的反對迫使政府開展環境影響評估和聽證

會，最後決定遷移化工廠選址。

在巢湖北岸沿岸，湖面上聚積
了大量藍藻，沿岸邊水域呈綠
色、粘稠狀，非常難聞。
© Greenpeace

擁有5個小孩子的次仁在西藏經營招待所。
她身後的太陽能板正為她的生意提供能源。
© Greenpeace/John Nov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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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rd Leipold 
綠色和平國際總幹事

中國環境危機
中國急速的發展帶來了重大的機遇與繁榮，但這工
業化的同時也為中國的環境帶來嚴重的威脅。

中國能否在不損害環境的情況下保持原有的發展，
不單對13 億人口意義重大，同時更將影響整個地球
的未來。這是我們未來最艱鉅的任務。綠色和平國
際總幹事 Gerd Leipold，分享了他的看法。

中國已意識到環境危機迫在眉睫。

2008 年初，綠色和平與中國搜狐網站聯合舉辦「2007

年中國十大環保事件」評選活動，逾萬人參與了投票。

結果，「中國環境公眾參與意識逐步提升」名列榜首。

去年 6 月，由於擔心一個總投資額達10 億美元的化工廠

項目會帶來環境和健康威脅，數以千計廈門市民走上街

頭抗議。公眾的反對迫使政府開展環境影響評估和聽證

會，最後決定遷移化工廠選址。

在巢湖北岸沿岸，湖面上聚積
了大量藍藻，沿岸邊水域呈綠
色、粘稠狀，非常難聞。
© Greenpeace

擁有5個小孩子的次仁在西藏經營招待所。
她身後的太陽能板正為她的生意提供能源。
© Greenpeace/John Nov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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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已不僅涉及到規模，還有時間，因為清理污染需要很長時間。中國政府投入了數十億

元清理淮河，但成效有限。國家環保總局局長周生賢在回應相關質疑時，引用了中國的   

一句古語：「病來如山倒，病去如抽絲」。他說得對：我們污染得越嚴重，就要用越多的

時間來清理。

然而，溫室氣體對大氣的污染卻會持續更長時間，一個地方排放溫室氣體，立即就會演變成

一個全球性的問題。科學家指出，為防止全球氣候變化造成最嚴重的惡果，我們要把全球   

平均氣溫比工業革命前的增幅控制在攝氏兩度以內。否則，全球氣候就可能走上不歸路。

我並非顧意作任何不必要的警告。但看見中國人對環境問題日益關注，甚至付諸行動爭取

清潔的環境，從這裡我看到了希望。巨龍覺醒，勢不可擋——這是很多目睹過去 20 多年

中國經濟起飛的人的共同感受。讓我們一同期待中國環境意識的覺醒能及時扭轉環境繼續

惡化。

有人認為廈門事件是一次環保與公眾的勝利，對於生活在化工廠選

址周圍 5 公里內的 10 多萬廈門居民來說，化工廠遷址的結果總算

令人欣慰。但中國環境意識覺醒的背後，卻隱藏著可悲的事實：越

來越多人生活在嚴重污染的環境，籠罩在環境災難的陰影下。

2 年前，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委會的一份報告用了「觸目驚心」    

來形容中國的環境形勢，這可能是對環境危機最強烈的描述。中國

高級官員向來用詞謹慎，使用這樣的詞彙，說明情況的確已經非常

嚴重。

從市民到高級官員，中國的環境意識正在大幅提升。但問題是，      

從態度和行為轉變所積聚而來的力量可否扭轉目前環境惡化的趨勢

呢？

怎樣才能解決中國的環境問題？這裡舉另一個環境事件例子。

正當廈門市民走上街頭抗議之時，江蘇太湖大規模爆發藍藻，導致

流經無錫市 8 成的自來水遭受污染。這次藍藻爆發是多年來的工業

污染、大量使用化肥，以及全球氣候變化所造成的惡果。

中國的工業污染可否得到控制？中央政府能否將良好的環保法規

貫徹到地方政府？中國能否停止對化學農產品的依賴？中國可否利

用清潔和可再生能源推動經濟增長，而不再利用破壞氣候的煤炭

等化石燃料？

顯然，這些任務並不簡單，尤其當我們考慮到中國的幅員廣大

及作為發展中國家的現實。但如果中國不解決這些問題，後果將

比現在更為惡劣。

河流污染是區域性的，
可以在當地得到解決。
清理一條污染河流，
只要措施得當，大約
也需要一、二十年。”

我們通過敦促政府加強立法以
及要求企業通過清潔生產，積極
改善中國水污染情況。
© Greenpeace

綠色和平派出工作人員
前往災區，對可能發生的環
境隱患進行監測和評估。
© Greenpeace

河北省一位有機農民手持
有機馬鈴薯根及種子。
© Greenpeace/Paul Zh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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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已不僅涉及到規模，還有時間，因為清理污染需要很長時間。中國政府投入了數十億

元清理淮河，但成效有限。國家環保總局局長周生賢在回應相關質疑時，引用了中國的   

一句古語：「病來如山倒，病去如抽絲」。他說得對：我們污染得越嚴重，就要用越多的

時間來清理。

然而，溫室氣體對大氣的污染卻會持續更長時間，一個地方排放溫室氣體，立即就會演變成

一個全球性的問題。科學家指出，為防止全球氣候變化造成最嚴重的惡果，我們要把全球   

平均氣溫比工業革命前的增幅控制在攝氏兩度以內。否則，全球氣候就可能走上不歸路。

我並非顧意作任何不必要的警告。但看見中國人對環境問題日益關注，甚至付諸行動爭取

清潔的環境，從這裡我看到了希望。巨龍覺醒，勢不可擋——這是很多目睹過去 20 多年

中國經濟起飛的人的共同感受。讓我們一同期待中國環境意識的覺醒能及時扭轉環境繼續

惡化。

有人認為廈門事件是一次環保與公眾的勝利，對於生活在化工廠選

址周圍 5 公里內的 10 多萬廈門居民來說，化工廠遷址的結果總算

令人欣慰。但中國環境意識覺醒的背後，卻隱藏著可悲的事實：越

來越多人生活在嚴重污染的環境，籠罩在環境災難的陰影下。

2 年前，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委會的一份報告用了「觸目驚心」    

來形容中國的環境形勢，這可能是對環境危機最強烈的描述。中國

高級官員向來用詞謹慎，使用這樣的詞彙，說明情況的確已經非常

嚴重。

從市民到高級官員，中國的環境意識正在大幅提升。但問題是，      

從態度和行為轉變所積聚而來的力量可否扭轉目前環境惡化的趨勢

呢？

怎樣才能解決中國的環境問題？這裡舉另一個環境事件例子。

正當廈門市民走上街頭抗議之時，江蘇太湖大規模爆發藍藻，導致

流經無錫市 8 成的自來水遭受污染。這次藍藻爆發是多年來的工業

污染、大量使用化肥，以及全球氣候變化所造成的惡果。

中國的工業污染可否得到控制？中央政府能否將良好的環保法規

貫徹到地方政府？中國能否停止對化學農產品的依賴？中國可否利

用清潔和可再生能源推動經濟增長，而不再利用破壞氣候的煤炭

等化石燃料？

顯然，這些任務並不簡單，尤其當我們考慮到中國的幅員廣大

及作為發展中國家的現實。但如果中國不解決這些問題，後果將

比現在更為惡劣。

河流污染是區域性的，
可以在當地得到解決。
清理一條污染河流，
只要措施得當，大約
也需要一、二十年。”

我們通過敦促政府加強立法以
及要求企業通過清潔生產，積極
改善中國水污染情況。
© Greenpeace

綠色和平派出工作人員
前往災區，對可能發生的環
境隱患進行監測和評估。
© Greenpeace

河北省一位有機農民手持
有機馬鈴薯根及種子。
© Greenpeace/Paul Zh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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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夏，經過 3 次對珠峰及黃河源地區的   

實地考察，綠色和平公佈了青藏高原冰川消融

的考察結果。由於全球變暖，包括珠峰在內     

的青藏高原冰川正在迅速消融。只有控制溫室

氣體排放，冰川快速退縮的趨勢才能緩解，使

中國以至亞洲數億人口免受斷水之苦。

07年6月

我們在香港發起了「齊慳百萬

度電」網上行動，在市民      

及部分企業響應下，成功集合

市民承諾減少一百萬度電的  

使用量。同時在內地亦啟動了

《換燈護地球》項目，讓市民

親身參與改善氣候變化的      

工作。

07年7-9月

綠色和平工作人員前往印尼峇里島，     

參與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我們監察

場內的談判，將公眾意願展示給各國

政府，最後順利見證《峇里路線圖》

的誕生，為《京都議定書》制定下一

階段明確的規劃。

07年12月

我們積極推動政策改變，分別

以行動揭示電廠是香港最大    

的溫室氣體來源，同時聯同其

他 5 個環保團體聯手發起市民     

網上簽名運動，促請政府管制

電力公司的溫室氣體排放。

07年12月-08年4月

我們與其他專業機構共同發佈了        

《中國光伏發展報告》，分析了中國光

伏產業的發展趨勢。報告預測到 2030 

年左右，光伏發電將在價格上具有與

常規發電競爭的能力，並逐漸成為    

主流能源利用形式。《中國風電發展  

報告 2007》亦指出中國的風電具有強

大的潛能。如果給予最積極的政策支

援，中國的風電裝機容量到 2020年底

可以突破 1.2 億千瓦，發電量相當於    

5 個三峽電站。

07年9-11月

不能接受的   °C
氣候與能源

綠色和平氣候與能源項目致力於減緩由燃燒煤、   

石油和天然氣等化石燃料造成的氣候變化。

■ 推動能源革命，提倡大力發展可再生能源和提高

能源使用效率；

■ 呼籲政府和企業採取有效措施，改善能源結構，

應對氣候變化；

有些改變，我們不能接受。全球溫度僅 2 度的改變，足以引致冰川消融、海平面上升、帶來更多
極端天氣和自然災害。將全球氣溫升幅限制在攝氏 2 度，將有助防止氣候變化帶來的極端天氣。
如果這些問題仍不足以令您感受情況的嚴重性，近來華南地區遭遇難以預計的酷熱天氣、嚴重   
的降雨及持續的暴雪，應該讓我們切身感受到，全球氣候正在大幅度作出改變，不單造成經濟損
失，同時更危及人民的寶貴生命。其實只要全球立即行動，我們都有能力阻止最壞的情况發生！

■ 調查並揭露燃燒化石燃料對氣候、環境和人類

所造成的危害；

■ 鼓勵大家節約能源，利用可再生能源，共同   

參與能源革命。

2007-2008
項目工作

2008年起，我們開始深入探討污染能源 
─ 煤炭的問題，希望通過研究煤炭從     
開採到使用過程中造成的種種社會、    
環境和健康代價，重新審視煤炭是否    
發展道路上不可或缺的能源，也希望藉
此喚起更多社會關注，從而推動可再生
能源的發展。

項目展望

“科學是明確的。全球暖化是

明顯不過的，我們人類就是暖化的

元兇。每天都會發現新的證據，

例如綠色和平關於珠穆朗瑪峰

冰川退縮的最新報告。”
聯合國秘書長   潘基文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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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夏，經過 3 次對珠峰及黃河源地區的   

實地考察，綠色和平公佈了青藏高原冰川消融

的考察結果。由於全球變暖，包括珠峰在內     

的青藏高原冰川正在迅速消融。只有控制溫室

氣體排放，冰川快速退縮的趨勢才能緩解，使

中國以至亞洲數億人口免受斷水之苦。

07年6月

我們在香港發起了「齊慳百萬

度電」網上行動，在市民      

及部分企業響應下，成功集合

市民承諾減少一百萬度電的  

使用量。同時在內地亦啟動了

《換燈護地球》項目，讓市民

親身參與改善氣候變化的      

工作。

07年7-9月

綠色和平工作人員前往印尼峇里島，     

參與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我們監察

場內的談判，將公眾意願展示給各國

政府，最後順利見證《峇里路線圖》

的誕生，為《京都議定書》制定下一

階段明確的規劃。

07年12月

我們積極推動政策改變，分別

以行動揭示電廠是香港最大    

的溫室氣體來源，同時聯同其

他 5 個環保團體聯手發起市民     

網上簽名運動，促請政府管制

電力公司的溫室氣體排放。

07年12月-08年4月

我們與其他專業機構共同發佈了        

《中國光伏發展報告》，分析了中國光

伏產業的發展趨勢。報告預測到 2030 

年左右，光伏發電將在價格上具有與

常規發電競爭的能力，並逐漸成為    

主流能源利用形式。《中國風電發展  

報告 2007》亦指出中國的風電具有強

大的潛能。如果給予最積極的政策支

援，中國的風電裝機容量到 2020年底

可以突破 1.2 億千瓦，發電量相當於    

5 個三峽電站。

07年9-11月

不能接受的   °C
氣候與能源

綠色和平氣候與能源項目致力於減緩由燃燒煤、   

石油和天然氣等化石燃料造成的氣候變化。

■ 推動能源革命，提倡大力發展可再生能源和提高

能源使用效率；

■ 呼籲政府和企業採取有效措施，改善能源結構，

應對氣候變化；

有些改變，我們不能接受。全球溫度僅 2 度的改變，足以引致冰川消融、海平面上升、帶來更多
極端天氣和自然災害。將全球氣溫升幅限制在攝氏 2 度，將有助防止氣候變化帶來的極端天氣。
如果這些問題仍不足以令您感受情況的嚴重性，近來華南地區遭遇難以預計的酷熱天氣、嚴重   
的降雨及持續的暴雪，應該讓我們切身感受到，全球氣候正在大幅度作出改變，不單造成經濟損
失，同時更危及人民的寶貴生命。其實只要全球立即行動，我們都有能力阻止最壞的情况發生！

■ 調查並揭露燃燒化石燃料對氣候、環境和人類

所造成的危害；

■ 鼓勵大家節約能源，利用可再生能源，共同   

參與能源革命。

2007-2008
項目工作

2008年起，我們開始深入探討污染能源 
─ 煤炭的問題，希望通過研究煤炭從     
開採到使用過程中造成的種種社會、    
環境和健康代價，重新審視煤炭是否    
發展道路上不可或缺的能源，也希望藉
此喚起更多社會關注，從而推動可再生
能源的發展。

項目展望

“科學是明確的。全球暖化是

明顯不過的，我們人類就是暖化的

元兇。每天都會發現新的證據，

例如綠色和平關於珠穆朗瑪峰

冰川退縮的最新報告。”
聯合國秘書長   潘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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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推動香港政府承諾制定為   

蔬果殘留農藥標準立法，以及在

《食物安全法》中以規管蔬果   

為優先處理項目，改善香港食物

安全狀況。

07年4月

調查發現中國 3 個正等待商業

化審批的基因改造水稻品種，

都涉及多項國外專利。這可能

令中國農民未來需要支付     

高額的專利費及將中國的主糧

控制權交給外國公司。報告  

公佈後，今年國家仍不打算批

准任何品種的基因改造水稻進

入商業化領域。

08年5月

我們在本港檢驗 7 個超市的豆腐樣本，

全部含有基因改造成份，其中一款    

由台灣進口的中華豆腐樣本，更出現

「同一產品，不同標籤」的情況，證明

自願性食物標籤徹底失敗，我們繼續

要求政府儘快實施強制性標籤。

08年2月

我們揭露一種來自美國的       

基因改造大米正在中國的超市

非法出售，但基因改造大米    

在中國仍僅於試驗階段，未被

允許上市。中國農業部立即對

此事展開調查，最後令美國    

大米立即被撤架。

07年11月

社會愈進步，我們的食品愈見得危機重重。我們在食物內加入農藥、化肥，以及違反自然的基   
因，加速生產量的背後，我們對吃進些什麼卻愈來愈模糊，對人類健康及環境均構成威脅。唯有

「天然」，才是食物最美味的調味，因此我們希望通過揭示食品安全問題，以推動有利消費者、    
農民以至環境的農業。

綠色和平食品與農業項目致力於推動有利於環境、農民和消費者的    

農業，讓所有人都可以擁有充足、安全和健康的食物。

■ 調查並揭露工業化農業對自然環境和糧食安全的威脅；

■ 推動政府和企業以政策措施支援有利於環境和農民的生態農業；

■ 提倡對環境和農民有利的科學研究及其在農業中的推廣；

■ 鼓勵消費者購買對環境和健康有利的食品。

回歸天然
食品與農業

2007-2008
項目工作

2008 年入夏以來，巢湖、太湖均面臨   
藍藻大面積爆發的威脅，這是由於中國
大量依賴化肥和農藥所付出嚴重的環境
代價。現時中國 85% 的湖泊均養份       
過高，觸發藍藻大量增長，為水源及    
食物鏈帶來嚴重的污染。我們會繼續向
公眾推廣減少使用農藥、化肥，以及    
發展生態農業的重要性，這才能讓消費
者安全享用無污染的食品。

項目展望

“消費者有知情權，基因改造食品應

該清楚標籤，列出是否含有基因改造

成份，讓消費者決定購買與否。”
梁家傑  立法會議員

支持綠色和平要求基因改造食物強制標籤
原載於蘋果日報 2008 年 7 月 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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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推動香港政府承諾制定為   

蔬果殘留農藥標準立法，以及在

《食物安全法》中以規管蔬果   

為優先處理項目，改善香港食物

安全狀況。

07年4月

調查發現中國 3 個正等待商業

化審批的基因改造水稻品種，

都涉及多項國外專利。這可能

令中國農民未來需要支付     

高額的專利費及將中國的主糧

控制權交給外國公司。報告  

公佈後，今年國家仍不打算批

准任何品種的基因改造水稻進

入商業化領域。

08年5月

我們在本港檢驗 7 個超市的豆腐樣本，

全部含有基因改造成份，其中一款    

由台灣進口的中華豆腐樣本，更出現

「同一產品，不同標籤」的情況，證明

自願性食物標籤徹底失敗，我們繼續

要求政府儘快實施強制性標籤。

08年2月

我們揭露一種來自美國的       

基因改造大米正在中國的超市

非法出售，但基因改造大米    

在中國仍僅於試驗階段，未被

允許上市。中國農業部立即對

此事展開調查，最後令美國    

大米立即被撤架。

07年11月

社會愈進步，我們的食品愈見得危機重重。我們在食物內加入農藥、化肥，以及違反自然的基   
因，加速生產量的背後，我們對吃進些什麼卻愈來愈模糊，對人類健康及環境均構成威脅。唯有

「天然」，才是食物最美味的調味，因此我們希望通過揭示食品安全問題，以推動有利消費者、    
農民以至環境的農業。

綠色和平食品與農業項目致力於推動有利於環境、農民和消費者的    

農業，讓所有人都可以擁有充足、安全和健康的食物。

■ 調查並揭露工業化農業對自然環境和糧食安全的威脅；

■ 推動政府和企業以政策措施支援有利於環境和農民的生態農業；

■ 提倡對環境和農民有利的科學研究及其在農業中的推廣；

■ 鼓勵消費者購買對環境和健康有利的食品。

回歸天然
食品與農業

2007-2008
項目工作

2008 年入夏以來，巢湖、太湖均面臨   
藍藻大面積爆發的威脅，這是由於中國
大量依賴化肥和農藥所付出嚴重的環境
代價。現時中國 85% 的湖泊均養份       
過高，觸發藍藻大量增長，為水源及    
食物鏈帶來嚴重的污染。我們會繼續向
公眾推廣減少使用農藥、化肥，以及    
發展生態農業的重要性，這才能讓消費
者安全享用無污染的食品。

項目展望

“消費者有知情權，基因改造食品應

該清楚標籤，列出是否含有基因改造

成份，讓消費者決定購買與否。”
梁家傑  立法會議員

支持綠色和平要求基因改造食物強制標籤
原載於蘋果日報 2008 年 7 月 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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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色和平森林保護項目致力於保護地球上僅存的

原始森林與生息於斯的民眾和動植物。

■ 調查並揭露破壞森林的採伐和和木材交易；

■ 呼籲政府設立保護區，建立相應法規，禁止所

有對森林的破壞性採伐；

身為城市人，我們可能早已忘記一顆樹、一片原始森林與我們的關係，它真的與您毫無瓜葛嗎？
日常生活使用的紙張、木傢俱、雜誌⋯⋯全都來自森林，我們更有賴它以保持氣候穩定及生態平
衡，換言之我們每呼一口氣，都與森林息息相關。雖然如此，但非法砍伐正令原始森林快速       
消失；破壞原始森林，同時是導致氣候變化的主因之一；採伐森林所排放的二氧化碳約佔全球碳
排放總量的 1/5，甚至比全球的海、陸、空所有交通系統的排放量還要大。

地球上40%被砍伐的樹木，主要用作加
工為紙漿而製成書本、雜誌。我們相當關
注身為世界第 2 大紙張消費國的中國，是
否積極地推動綠色出版。自2000年起，     
綠色和平就在加拿大發起了「愛書人愛森
林」項目（Book Campaign），呼籲      
作家和出版社使用「森林友好型紙張」

（主要包括再造紙和 FSC（森林管理       
委員會）認證的紙張）印刷書籍。項目已
擴展到其他 9 個國家，支持作家包括       

《哈利波特》作者羅琳（J.K. Rowling）   
及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若澤.薩拉馬戈

（Jose Saramago）等。今年我們在中國
展開同樣的工作，於香港、上海書展及   
北京國際圖書博覽會，向參展的出版社、
書商、媒體及愛書人介紹綠色出版項目，
同時更有一系列的公眾活動，希望愛書   
的人加入支持。

在我們的推動下，中國市場最大的連鎖家居

零售商百安居（B&Q）率先採取行動，宣佈將

努力保證其在中國銷售的所有木材產品來自

合法來源;並承諾於 2010 年前實現在中國全

面銷售可持續木材和木製品的目標。

07年6月

我們森林項目的同事       

李一方，遠赴印尼蘇門塔

納的原始森林，見證由    

於種植棕櫚油而造成的森

林破壞，揭露森林破壞對

全球氣候變化造成的災難

性影響。

07年10月

綠色和平陸續發佈關於棕櫚油環境

問題的調查報告，並在歐洲舉行    

了抗議活動。最終推動最大的棕櫚

油消耗商聯合利華於 5 月 1 日作出

承諾，在 2015 年前確保旗下產品所

使用的棕櫚油全部經過認證，並立

刻停止目前在東南亞破壞熱帶雨林

和泥炭地的行為。

08年5月

於內地發起「拯救森林，筷行動」

活動，鼓勵餐廳和個人消費者拒絕

使用即棄筷子，並以直接行動敦促

快餐連鎖企業「面愛面」停用即    

棄筷子。我們還走進 Motorola、   

騰訊、IBM、Intel、微軟和思科等  

企業，鼓勵員工自帶筷子，拒絕使

用即棄筷子。

07年10月

項目展望
2007-2008

■ 提倡購買對環境友好的產品，例如再造紙和通

過森林管理委員會（FSC）認證的木製品； 

■ 支持森林居民的權益，保護他們賴以生存的   

家園。

“霍格沃茨學校的森林是獨角獸和人

頭馬這些魔獸的家園。《哈利波特》

加拿大版本由於使用了原始森林

友好型紙張印刷，幫助拯救不懂

巫術世界的森林── 紅猩猩、狼

和大熊這些動物的家園。”
《哈利波特》作者羅琳

支持綠色和平「愛書人愛森林」項目

項目工作

為地球降溫
保護森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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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色和平森林保護項目致力於保護地球上僅存的

原始森林與生息於斯的民眾和動植物。

■ 調查並揭露破壞森林的採伐和和木材交易；

■ 呼籲政府設立保護區，建立相應法規，禁止所

有對森林的破壞性採伐；

身為城市人，我們可能早已忘記一顆樹、一片原始森林與我們的關係，它真的與您毫無瓜葛嗎？
日常生活使用的紙張、木傢俱、雜誌⋯⋯全都來自森林，我們更有賴它以保持氣候穩定及生態平
衡，換言之我們每呼一口氣，都與森林息息相關。雖然如此，但非法砍伐正令原始森林快速       
消失；破壞原始森林，同時是導致氣候變化的主因之一；採伐森林所排放的二氧化碳約佔全球碳
排放總量的 1/5，甚至比全球的海、陸、空所有交通系統的排放量還要大。

地球上40%被砍伐的樹木，主要用作加
工為紙漿而製成書本、雜誌。我們相當關
注身為世界第 2 大紙張消費國的中國，是
否積極地推動綠色出版。自2000年起，     
綠色和平就在加拿大發起了「愛書人愛森
林」項目（Book Campaign），呼籲      
作家和出版社使用「森林友好型紙張」

（主要包括再造紙和 FSC（森林管理       
委員會）認證的紙張）印刷書籍。項目已
擴展到其他 9 個國家，支持作家包括       

《哈利波特》作者羅琳（J.K. Rowling）   
及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若澤.薩拉馬戈

（Jose Saramago）等。今年我們在中國
展開同樣的工作，於香港、上海書展及   
北京國際圖書博覽會，向參展的出版社、
書商、媒體及愛書人介紹綠色出版項目，
同時更有一系列的公眾活動，希望愛書   
的人加入支持。

在我們的推動下，中國市場最大的連鎖家居

零售商百安居（B&Q）率先採取行動，宣佈將

努力保證其在中國銷售的所有木材產品來自

合法來源;並承諾於 2010 年前實現在中國全

面銷售可持續木材和木製品的目標。

07年6月

我們森林項目的同事       

李一方，遠赴印尼蘇門塔

納的原始森林，見證由    

於種植棕櫚油而造成的森

林破壞，揭露森林破壞對

全球氣候變化造成的災難

性影響。

07年10月

綠色和平陸續發佈關於棕櫚油環境

問題的調查報告，並在歐洲舉行    

了抗議活動。最終推動最大的棕櫚

油消耗商聯合利華於 5 月 1 日作出

承諾，在 2015 年前確保旗下產品所

使用的棕櫚油全部經過認證，並立

刻停止目前在東南亞破壞熱帶雨林

和泥炭地的行為。

08年5月

於內地發起「拯救森林，筷行動」

活動，鼓勵餐廳和個人消費者拒絕

使用即棄筷子，並以直接行動敦促

快餐連鎖企業「面愛面」停用即    

棄筷子。我們還走進 Motorola、   

騰訊、IBM、Intel、微軟和思科等  

企業，鼓勵員工自帶筷子，拒絕使

用即棄筷子。

07年10月

項目展望
2007-2008

■ 提倡購買對環境友好的產品，例如再造紙和通

過森林管理委員會（FSC）認證的木製品； 

■ 支持森林居民的權益，保護他們賴以生存的   

家園。

“霍格沃茨學校的森林是獨角獸和人

頭馬這些魔獸的家園。《哈利波特》

加拿大版本由於使用了原始森林

友好型紙張印刷，幫助拯救不懂

巫術世界的森林── 紅猩猩、狼

和大熊這些動物的家園。”
《哈利波特》作者羅琳

支持綠色和平「愛書人愛森林」項目

項目工作

為地球降溫
保護森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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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始發佈《綠色電子產品排行榜》，並每季更新

品牌的最新表現，讓您於消費時更了解品牌的   

環境表現及其回收政策。同時於最新排行中更加

入了對電子產品企業碳排放的監察。

07年6月

我們以直接行動截停裝有

有毒電子垃圾的貨櫃，迫使

香港政府扣查該貨櫃，及

事後與我們見面討論現時管

制電子垃圾進出口的法律

漏洞。

08年6月

我們舉行網上活動，要求企業全

面地公佈他們的污染相關資訊，

讓公眾有效作出監督工作。例如

全球最大的化工企業巴斯夫

（BASF）在德國、美國和加拿大

都自願通過官方網站向公眾公開

其污染物排放資訊，但在中國   

卻拒絕這樣做。

08年6月
由環境保護部頒佈的《環境資訊  

公開辦法（試行）》正式實施。為了

幫助推進這個法規在地方實施，從

07 年開始，我們在瀋陽市展開一

系列政策游說及志願者公眾活動，

並協助瀋陽市環保局草擬《瀋陽市

環境資訊公開實施細則》，以便  

進一步解釋《環境資訊公開辦法

（試行）》在地方的具體執行。

08年5月

2007-2008
項目工作

綠色和平污染防治項目致力於消除有毒污染物。

■ 推動清潔生產，主張從源頭消除各類有毒污染  

物，讓下一代不必再受到污染物的毒害；

■ 要求企業承擔環保責任，在整個生產過程以最   

安全清潔的物質替代有潛在危險的化學物；

污染不僅存在於電子產業中，危機同樣存在於我們日常飲用的食水中。中國是一個水資源嚴重缺
乏的國家，國內只有 40% 的食水是清潔可飲用的，污染已引致 9,000 萬人飲用受污染的食水，   
讓他們洗澡、吃飯這些日常小事都變得困難。踏入 2007 年，相信您也得悉我們已逐步將工作重點
轉移而至水深火熱的水污染問題上，以免讓生命之源成為高污染的毒物。

■ 呼籲政府通過立法，要求企業減少有毒物質的

使用，承擔污染的後果，並讓公眾瞭解和監督

企業的環境行為；

■ 調查並揭露發達國家向發展中國家傾倒有毒物

質的貿易。

保護生命之源
污染防治

要改善水污染問題，必須先讓情況得到
社會的關注，因此我們將會展開更多    
公眾活動，讓大眾關注和參與改善水污
染問題。推動政策改善方面，我們       
會向政府提供更多更深入的政策建議，
推動更有效的政策法規體系，同時繼續
揭露企業在環境資訊公開方面的不足。
關注內地水污染問題的同時，香港更同
時展開廣東省地區的調查，以監察        
產業轉移對環境的影響及港商在內地    
投資時的環境表現。

項目展望

“這就是排名（〈綠色電子產品排行榜〉）的威力。

在中國，雖然各種各樣騙錢蒙事的排名讓人們

很倒胃口，甚至要由政府部門出面進行打假。

但是，嚴肅的、認真的、用事實和數據說話   

的排名，依然很受關注和歡迎，因為它們能   

幫助公眾，在紛紜的世事中，藉你一雙慧眼，

看清更多被遮蔽的事實。”
原載於央視國際網站 2007年2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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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始發佈《綠色電子產品排行榜》，並每季更新

品牌的最新表現，讓您於消費時更了解品牌的   

環境表現及其回收政策。同時於最新排行中更加

入了對電子產品企業碳排放的監察。

07年6月

我們以直接行動截停裝有

有毒電子垃圾的貨櫃，迫使

香港政府扣查該貨櫃，及

事後與我們見面討論現時管

制電子垃圾進出口的法律

漏洞。

08年6月

我們舉行網上活動，要求企業全

面地公佈他們的污染相關資訊，

讓公眾有效作出監督工作。例如

全球最大的化工企業巴斯夫

（BASF）在德國、美國和加拿大

都自願通過官方網站向公眾公開

其污染物排放資訊，但在中國   

卻拒絕這樣做。

08年6月
由環境保護部頒佈的《環境資訊  

公開辦法（試行）》正式實施。為了

幫助推進這個法規在地方實施，從

07 年開始，我們在瀋陽市展開一

系列政策游說及志願者公眾活動，

並協助瀋陽市環保局草擬《瀋陽市

環境資訊公開實施細則》，以便  

進一步解釋《環境資訊公開辦法

（試行）》在地方的具體執行。

08年5月

2007-2008
項目工作

綠色和平污染防治項目致力於消除有毒污染物。

■ 推動清潔生產，主張從源頭消除各類有毒污染  

物，讓下一代不必再受到污染物的毒害；

■ 要求企業承擔環保責任，在整個生產過程以最   

安全清潔的物質替代有潛在危險的化學物；

污染不僅存在於電子產業中，危機同樣存在於我們日常飲用的食水中。中國是一個水資源嚴重缺
乏的國家，國內只有 40% 的食水是清潔可飲用的，污染已引致 9,000 萬人飲用受污染的食水，   
讓他們洗澡、吃飯這些日常小事都變得困難。踏入 2007 年，相信您也得悉我們已逐步將工作重點
轉移而至水深火熱的水污染問題上，以免讓生命之源成為高污染的毒物。

■ 呼籲政府通過立法，要求企業減少有毒物質的

使用，承擔污染的後果，並讓公眾瞭解和監督

企業的環境行為；

■ 調查並揭露發達國家向發展中國家傾倒有毒物

質的貿易。

保護生命之源
污染防治

要改善水污染問題，必須先讓情況得到
社會的關注，因此我們將會展開更多    
公眾活動，讓大眾關注和參與改善水污
染問題。推動政策改善方面，我們       
會向政府提供更多更深入的政策建議，
推動更有效的政策法規體系，同時繼續
揭露企業在環境資訊公開方面的不足。
關注內地水污染問題的同時，香港更同
時展開廣東省地區的調查，以監察        
產業轉移對環境的影響及港商在內地    
投資時的環境表現。

項目展望

“這就是排名（〈綠色電子產品排行榜〉）的威力。

在中國，雖然各種各樣騙錢蒙事的排名讓人們

很倒胃口，甚至要由政府部門出面進行打假。

但是，嚴肅的、認真的、用事實和數據說話   

的排名，依然很受關注和歡迎，因為它們能   

幫助公眾，在紛紜的世事中，藉你一雙慧眼，

看清更多被遮蔽的事實。”
原載於央視國際網站 2007年2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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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維持以上多方面的工作，我們需要長期及穩定的財政來源。感謝過萬名月捐會員的支持，您們的一分一毫，
為機構帶來多達9成的經費來源，讓我們可以保持獨立性之餘，更可以推動多方面的環保工作。

過去一年，街頭籌款繼續是我們主力的籌款方式，同時我們亦積極開發更多推廣及籌款渠道，讓我們的環保信息

可以更廣泛地向大眾傳播。

2007 年是綠色和平在中國成立的 10 週年，我們舉辦了一連串名為「綠潮」的項目計劃，歌星林一峰及黃耀明分

別成為我們的氣候大使，前往新疆烏魯木齊及德國見證氣候變化的嚴重性以及可再生能源的發展；同時更首次聯

同人山人海舉辦環保音樂會，以音樂形式向大眾傳達氣候變化的信息。

同時，我們亦積極開發更多互動的推廣及籌款渠道。一般以支票或現金捐款太繁瑣乏味嗎？我們於「守護鯨魚」

籌款項目中鼓勵支持者自製籌款網頁，上載個人相片及寫下個人信息，親自邀請朋友一起守護鯨魚。支持者不單

可以即時從個人網頁了解朋友之間的籌款情況，同時更有效率地傳播保護鯨魚的信息，簡單方便。

我們的網頁及捐款區亦於 2008 年換上全新面貌，更清晰的功能及分類，讓公眾可更清晰了解他們可以做什麼來

支持我們的工作，同時讓您知道我們如何運用您的善款；您亦可訂閱我們的電子通訊，接收最新環保資訊；又或

成為我們 Facebook Fan，與其他綠色和平的支持者一同於 Facebook 內交流。

來年我們會作出更多新嘗試以增加與公眾溝通的渠道，推動更多人行動，為環境作出積極的改變。

讓我們進行持續環保工作的首要因素──是您，沒有一眾支持

者的支持，就沒有綠色和平。為了保持我們工作的獨立性，      

以及於環保團體中的獨特性，我們從不接受政府或企業的捐      

贈。我們只接受獨立基金會及個人捐助，因此，每一分一毫都 

異常重要。

第二個重要因素：問責性。

綠色和平的支持者，以及我們的環境，均是機構最重要的         

一環。因此我們必須讓您清楚了解機構的運作，例如我們如何

運用經費，未來的工作計劃，以及過去實踐的環境成果。

綠色和平正在中國不斷發展，我們不斷擴展項目工作。這數月

來，我們已為香港及中國的水污染問題奠定重要的工作基礎，

並同時鼓勵可持續農業，作為食品安全的出路。而這僅僅是      

個開始，一直進行中的項目包括減緩氣候變化及保護原始森林

的工作，均證明我們的項目工作具策略性、影響力及以目標     

為本。

為了配合項目的增長，我們正在擴大籌款工作，為來年的環保

工作奠下更強大的基礎。

請參閱以下的財政報告。

感謝您過去一年成為行動的一份子，為環境帶來改變。

Cristina San Vicente,
綠色和平籌款總監

 2007

善款來源

新支持者捐款 2,197,901
現有支持者捐款 16,413,744
其他捐款來源 1,198,813
跨國基金會撥款 1,508,668
銀行利息 393,481
其他 382,038
總收入 22,094,645

善款運用

項目發展經費 9,741,322

項目支援經費
(包括媒體、外展工作、行動、科學及商業) 4,808,799

項目總支出 14,550,121

籌款部推廣及通訊經費 6,866,880

行政經費 (包括科技及資訊、財政及人事管理) 4,838,713

總支出 26,255,714

赤字 / 盈餘 (4,161,069)
儲備 / 基金餘額  4,161,069

爭取更多支持
廣泛推動環保信息

財政概覽

綠色和平財政報告
以港幣作計算

此摘要摘自截至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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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的捐助有助我們向下一代
灌輸環保的重要性。
© Greenpeace/KuangY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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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維持以上多方面的工作，我們需要長期及穩定的財政來源。感謝過萬名月捐會員的支持，您們的一分一毫，
為機構帶來多達9成的經費來源，讓我們可以保持獨立性之餘，更可以推動多方面的環保工作。

過去一年，街頭籌款繼續是我們主力的籌款方式，同時我們亦積極開發更多推廣及籌款渠道，讓我們的環保信息

可以更廣泛地向大眾傳播。

2007 年是綠色和平在中國成立的 10 週年，我們舉辦了一連串名為「綠潮」的項目計劃，歌星林一峰及黃耀明分

別成為我們的氣候大使，前往新疆烏魯木齊及德國見證氣候變化的嚴重性以及可再生能源的發展；同時更首次聯

同人山人海舉辦環保音樂會，以音樂形式向大眾傳達氣候變化的信息。

同時，我們亦積極開發更多互動的推廣及籌款渠道。一般以支票或現金捐款太繁瑣乏味嗎？我們於「守護鯨魚」

籌款項目中鼓勵支持者自製籌款網頁，上載個人相片及寫下個人信息，親自邀請朋友一起守護鯨魚。支持者不單

可以即時從個人網頁了解朋友之間的籌款情況，同時更有效率地傳播保護鯨魚的信息，簡單方便。

我們的網頁及捐款區亦於 2008 年換上全新面貌，更清晰的功能及分類，讓公眾可更清晰了解他們可以做什麼來

支持我們的工作，同時讓您知道我們如何運用您的善款；您亦可訂閱我們的電子通訊，接收最新環保資訊；又或

成為我們 Facebook Fan，與其他綠色和平的支持者一同於 Facebook 內交流。

來年我們會作出更多新嘗試以增加與公眾溝通的渠道，推動更多人行動，為環境作出積極的改變。

讓我們進行持續環保工作的首要因素──是您，沒有一眾支持

者的支持，就沒有綠色和平。為了保持我們工作的獨立性，      

以及於環保團體中的獨特性，我們從不接受政府或企業的捐      

贈。我們只接受獨立基金會及個人捐助，因此，每一分一毫都 

異常重要。

第二個重要因素：問責性。

綠色和平的支持者，以及我們的環境，均是機構最重要的         

一環。因此我們必須讓您清楚了解機構的運作，例如我們如何

運用經費，未來的工作計劃，以及過去實踐的環境成果。

綠色和平正在中國不斷發展，我們不斷擴展項目工作。這數月

來，我們已為香港及中國的水污染問題奠定重要的工作基礎，

並同時鼓勵可持續農業，作為食品安全的出路。而這僅僅是      

個開始，一直進行中的項目包括減緩氣候變化及保護原始森林

的工作，均證明我們的項目工作具策略性、影響力及以目標     

為本。

為了配合項目的增長，我們正在擴大籌款工作，為來年的環保

工作奠下更強大的基礎。

請參閱以下的財政報告。

感謝您過去一年成為行動的一份子，為環境帶來改變。

Cristina San Vicente,
綠色和平籌款總監

 2007

善款來源

新支持者捐款 2,197,901
現有支持者捐款 16,413,744
其他捐款來源 1,198,813
跨國基金會撥款 1,508,668
銀行利息 393,481
其他 382,038
總收入 22,094,645

善款運用

項目發展經費 9,741,322

項目支援經費
(包括媒體、外展工作、行動、科學及商業) 4,808,799

項目總支出 14,550,121

籌款部推廣及通訊經費 6,866,880

行政經費 (包括科技及資訊、財政及人事管理) 4,838,713

總支出 26,255,714

赤字 / 盈餘 (4,161,069)
儲備 / 基金餘額  4,161,069

爭取更多支持
廣泛推動環保信息

財政概覽

綠色和平財政報告
以港幣作計算

此摘要摘自截至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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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的捐助有助我們向下一代
灌輸環保的重要性。
© Greenpeace/KuangY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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