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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動,帶來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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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 年 10 月 1 日，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 60 週年的日子。當政府與各界在籌辦各種慶祝 60 週年的活動，

綠色和平在內地工作卻只有 7 年的時間。縱然如此，我們每日都正在為中國備受破壞的環境而戰，僅僅7年

後的今天，綠色和平的北京辦公室已擁有超過 50 名員工，讓我們的辦公室每天都擠滿一群充滿熱誠的環境

愛好者，以及您的寶貴支持！

因此，我首先要感謝您──我們的會員，讓這一切成為可能。沒有您們的支持，我們不可能成就眾多的環

境成果。沒有您的支持，根本就沒有綠色和平，自然也沒有綠色和平在中國出現。

今年綠色和平的全球總幹事大會和週年大會剛剛在北京舉行，作為對中國於國際環保運動上影響力的認         

同。這是個相當關鍵的會議，因為我們在會議上商議我們的工作項目，管治方法以及機構的架構。

中國分部是國際綠色和平的一部分，而中國本身在國際事務上亦日漸發揮主導作用，在中國所發生的           

事情，將會對全球其他地方產生同樣巨大的影響。綠色和平需要積極參與中國環境的發展。我們推動中國

走向可持續發展，以及減少污染的道路。

去年，國際重點是北京奧運會。雖然，體育似乎跟綠色和平毫無關係，但我們抓緊這個機會突出中國的         

環境問題。我們發表有關奧運環境措施的評估報告《超越北京，超越 2008》，報告成為一份受廣泛引用的

環境評估，也確保北京奧運會是一次綠色的奧運會。

奧運工作以外，我們亦全力推動其他項目工作。氣候和能源工作方面我們推出煤炭項目，目的是讓大眾          

注意到燃煤的危機及巨大的社會成本──包括燃煤引致的二氧化碳排放，開採煤礦所引致的人命傷亡及          

疾病，以及帶來的環境問題等。而水污染也是我們的優先工作，我們協助推動中國政府改善法規，讓公眾

了解他們對環境資訊的知情權。同時，我們的食物及農業項目亦決心拒絕讓中國的基因改造水稻商業化              

生產；而保護原始森林項目則成功於中港兩地推廣以「森林友好型」紙張出版書籍，同時與東南亞分部合

作保護「天堂雨林」，避免因棕櫚油種植及非法伐木而遭受破壞。

未來我們將會進行更多改善中國環境的工作。我們亦期待您不斷的支持，並希望往後日子，有更多的支持 

者加入我們，創造出更多令人振奮的成果。我更希望藉此機會代表董事局向總幹事及他的團隊作出的努力

表示感謝，讓我們的夢想變成真實。

陳慧明
董事局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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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色和平中國分部董事局聘請總幹事負責管理機構和開展環保工作，並採取政策治理模式監

督總幹事的工作和表現。總幹事的角色是在任期內，按照機構的宗旨和董事局訂下的目標政

策，領導環保工作和履行董事局委派的其他任務。

綠色和平中國分部為於香港註冊的慈善團體，並獲國際綠色和平認可於中國內地、香港、台

灣及澳門進行工作。董事局成員的任期為 3 年，並屬可重新當選制，由其他綠色和平分部的

成員以及社會人士組成的投票會員選出。

綠色和平廣納不同界別人士加入董事局。董事局成員必須是獨立於綠色和平的內部事務，同

時與綠色和平的利益和宗旨不存在衝突。我們希望董事局成員擁有多方面的專長，包括致力

於行動、環境、傳播、管理、財務和法律等方面。

姓名：

陳慧明女士

國籍： 

中國香港

職業： 

註冊會計師及律師

「綠色和平各同事投入的

精神深深地激勵我。這裡

有各種各樣專長的人，他

們當中許多在其他地方工

作可能會有更好的前景，

但他們願意冒險留在這裡

工作，證明他們具有致力

奉獻的精神。」

戴慕韜
總幹事

阿帕· 謝爾巴（Apa Sherpa），一位曾經19 次成功登上珠峰頂的攀山者早前表示，氣候變化正不斷改變這個世界最

頂峰。以往有大雪覆蓋的山頂，現時變得只剩下光禿禿的石頭。這反映氣候的急速轉變不單影響到專業攀山者，更甚

的是危害到人類的生存。

當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時，中國是首當其衝最需要感到擔心的。不僅因為中國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理論上氣候

變化會危害最多人的生命；更因為其特殊的地理位置，使危機更難以防禦──喜馬拉雅冰川是中國各大小河流的主要

源頭，對國家的農業發展擔當極為重要的角色，但是氣候變化導致其冰河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溶化，將會引發更多的旱

災或水災，直接危害到中國人民糧食和食水的供應，影響中國的命脈。

因此，我們今年的主要工作項目就是氣候變化。今年12 月，聯合國將在丹麥哥本哈根舉行一個極為重要的氣候變化        

會議，所以我們今年的工作將以年底的會議為目標，以爭取更多公眾支持我們的行動。

綠色和平正致力遊說各國政府優先處理是次哥本哈根會議，並希望各國元首會代表出席。作為世界最大的二氧化碳            

排放國家，中國在是次會議中扮演著決定性的角色，我們希望中國與歐美國家可以帶頭，一方面繼續推動環境發展，

同時積極協助貧窮國家減少污染。而在中國，我們將投放更多網上資源，透過呼籲公眾積極參與我們 iCare 和氣候           

英雄網站的行動，喚起大眾對氣候變化的關注，同時表達他們希望各國，在會議上採取實際的行動。有賴廣大的公眾

支持，我們相信有助各國政府達成強而有力的協議，拯救我們的氣候危機。

我想再一次感謝您的支持。否則我們難以成功推行各項環境保護工作。您的支持對我們的工作起著很重要的角色，      

特別是氣候變化的工作上。

雖然氣候變化是人類最大的環境危機，我們仍然十分關注污染在中國帶來的直接影響；當中一項主要的工作就是改善

水污染問題。根據中國政府的數字，現時有 300 萬的中國農村人口正飲用不安全的食水。中國水污染問題的主要源頭

是工業的發展，因此綠色和平致力促進清潔生產，意味工廠必須安裝設備去確保排放物不會污染環境。清潔生產是可

行的，中國政府應該優先考慮潔淨食水的重要性。因為氣候變化之外，水污染無疑是中國最重大的環境危機。

氣候變化和水污染這兩項優先工作項目並不是新的項目，我們已經進行了好幾年，也達致若干的成果。但這並不足         

夠，要完成這項艱鉅的工作，我們需要靠兩方面的財政來源──主要來源當然是本地的會員支持，除此之外，也有來

自我們全球辦事處提供的經費。

綠色和平肩負處理中國環境問題的責任，而我們亦正加緊工作以推動更多成果。好消息是即使在這個經濟不景的時         

候，各位市民仍然優先顧及環境問題。因為對比起對人類生存有深遠影響的環境危機，短期的金融危機實在微不足道。

綠色和平的成功全賴公眾的支持，我再次表示感謝，並希望您可以繼續支持我們，為下一代建立一個更美好的未來，

讓我們可以一起為更清潔、更綠的中國而努力。

總幹事的話

董事局成員

姓名：

戴錦華女士

國籍： 

中國

職業： 

大學教授

「在一個不平等的世界中，

全球性環保組織的工作    

十分重要，以顯示人類有

能力捍衛我們共同的環    

境。中國現時雖然是一個

經濟強國，但實際上仍然

是一個發展中國家，要       

平衡經濟發展及環境的    

需要，仍然有很長的路要

走。綠色和平正有助       

中國走這條路，讓我們了

解改善環境的方案，於     

全球視野下，與中國一同

努力。」

姓名：

Mr. Mats Abrahamsson

國籍： 

瑞典

職業： 

項目培訓顧問

「我跟綠色和平走在一起

已超過 20 年，縱然機構

在多年來已取得很大的進

展，但內在價值始終不變 

──就是公平獨立地將    

焦點放在環境問題的根源

上，推動決策者尋求全球

性的改善方案。」

姓名：

陸德泉先生

國籍： 

中國香港

職業： 

非政府組織首席研究員

「我的主要專業是扶貧    

工作。綠色和平的角色與

我的工作是不可分割的。

沒有一個清潔的環境，   

人類將不可賴此而生存。

綠色和平積極應對氣候   

變化問題，也為清潔的食

水、潔淨的空氣及天然      

的食物而努力，以上一切

均是互補的，為著共同環

境目的出發。在環保工作

上，綠色和平不單改善   

人類的生存，更保護了我

們的大自然環境。」

綠色和平

年報08

04

05



綠色和平中國分部董事局聘請總幹事負責管理機構和開展環保工作，並採取政策治理模式監

督總幹事的工作和表現。總幹事的角色是在任期內，按照機構的宗旨和董事局訂下的目標政

策，領導環保工作和履行董事局委派的其他任務。

綠色和平中國分部為於香港註冊的慈善團體，並獲國際綠色和平認可於中國內地、香港、台

灣及澳門進行工作。董事局成員的任期為 3 年，並屬可重新當選制，由其他綠色和平分部的

成員以及社會人士組成的投票會員選出。

綠色和平廣納不同界別人士加入董事局。董事局成員必須是獨立於綠色和平的內部事務，同

時與綠色和平的利益和宗旨不存在衝突。我們希望董事局成員擁有多方面的專長，包括致力

於行動、環境、傳播、管理、財務和法律等方面。

姓名：

陳慧明女士

國籍： 

中國香港

職業： 

註冊會計師及律師

「綠色和平各同事投入的

精神深深地激勵我。這裡

有各種各樣專長的人，他

們當中許多在其他地方工

作可能會有更好的前景，

但他們願意冒險留在這裡

工作，證明他們具有致力

奉獻的精神。」

戴慕韜
總幹事

阿帕· 謝爾巴（Apa Sherpa），一位曾經19 次成功登上珠峰頂的攀山者早前表示，氣候變化正不斷改變這個世界最

頂峰。以往有大雪覆蓋的山頂，現時變得只剩下光禿禿的石頭。這反映氣候的急速轉變不單影響到專業攀山者，更甚

的是危害到人類的生存。

當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時，中國是首當其衝最需要感到擔心的。不僅因為中國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理論上氣候

變化會危害最多人的生命；更因為其特殊的地理位置，使危機更難以防禦──喜馬拉雅冰川是中國各大小河流的主要

源頭，對國家的農業發展擔當極為重要的角色，但是氣候變化導致其冰河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溶化，將會引發更多的旱

災或水災，直接危害到中國人民糧食和食水的供應，影響中國的命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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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所以我們今年的工作將以年底的會議為目標，以爭取更多公眾支持我們的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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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幹事的話

董事局成員

姓名：

戴錦華女士

國籍： 

中國

職業： 

大學教授

「在一個不平等的世界中，

全球性環保組織的工作    

十分重要，以顯示人類有

能力捍衛我們共同的環    

境。中國現時雖然是一個

經濟強國，但實際上仍然

是一個發展中國家，要       

平衡經濟發展及環境的    

需要，仍然有很長的路要

走。綠色和平正有助       

中國走這條路，讓我們了

解改善環境的方案，於     

全球視野下，與中國一同

努力。」

姓名：

Mr. Mats Abrahamsson

國籍： 

瑞典

職業： 

項目培訓顧問

「我跟綠色和平走在一起

已超過 20 年，縱然機構

在多年來已取得很大的進

展，但內在價值始終不變 

──就是公平獨立地將    

焦點放在環境問題的根源

上，推動決策者尋求全球

性的改善方案。」

姓名：

陸德泉先生

國籍： 

中國香港

職業： 

非政府組織首席研究員

「我的主要專業是扶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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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色和平積極應對氣候   

變化問題，也為清潔的食

水、潔淨的空氣及天然      

的食物而努力，以上一切

均是互補的，為著共同環

境目的出發。在環保工作

上，綠色和平不單改善   

人類的生存，更保護了我

們的大自然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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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色和平在 1990 年代起開始在非洲開展保護剛果盆地熱帶

雨林，打擊非法捕撈和電子垃圾行動；2008 年，綠色和平

首次正式進入非洲。

非洲國家並非溫室氣體排放大戶，但非洲人民遭受的氣候變

化威脅卻最為嚴峻。根據英國慈善機構 Christian Aid 於

2006 年推出的《貧窮的氣候：事實、擔憂及希望》報告指

出，在本世紀，氣候變化會讓撒哈拉地區上億人喪生。暴    

雨、糧食減產、資源縮減等一系列氣候變化的後果正導致大

規模遷移、衝突和壓力劇增。

與此相關的是，商業採伐對剛果盆地熱帶雨林的嚴重破壞，

還威脅著依賴 雨林為生的4千萬人。而在非洲西海岸的海洋

生物亦不斷被外來捕撈者掠奪，給當地居民造成生存危機。

如果不對氣候變化、森林破壞和過度捕撈等問題展開工作，

非洲的可持續發展將繼續遭受遏制。2008 年 11 月，綠色和

平在南非約翰尼斯堡及剛果首都金沙薩開設辦公室，同時        

第 3 個辦公室亦於 2009 年設在塞內加爾首都達喀爾。

如果您是「蘋果」的「粉絲」，就會記得早在 2007 年， 

我們曾在 iPhone 內發現了有害的化學物質和材料。雖然     

蘋果公司的行政總裁喬布斯（Steve Jobs）曾作出綠化

「蘋果」的承諾，宣佈在 2008 年逐步淘汰其產品中最有害

的化學物質溴化阻燃劑和聚氯乙烯（PVC），但當時他卻         

食言了，我們在新推出的 iPhone 中發現了有毒物質。

「蘋果」環保政策何時可媲美前衛設計？真正的改變發生在

2008 年 9 月，Steve Jobs 宣佈：最新一批 iPod 產品，包括

iPod Touch、iPod Nano和iPod Classic等將淘汰多種有毒

化學物質。

新一代 iPod 產品大幅淘汰有毒物質，預示著該公司逐漸遵

守承諾，同時，新的 iPod 更便宜了，證明電子產品要便宜

好賣，使用有毒材料並非唯一出路。

我們期望「蘋果」能進一步全面淘汰有毒化學物質，並且

推出全球免費回收計劃。蘋果公司會不斷推出環保措施嗎？

綠色和平和廣大「蘋果迷」可以拭目以待。

自從綠色和平10 年前在亞馬遜熱帶雨林的心臟地帶──          

巴西馬瑙斯市設立辦公室，保衛這個世上最大熱帶雨林開

始，阻止全球暖化的形勢便出現新契機。抗戰10 年，        

亞馬遜再現生機。

亞馬遜熱帶雨林孕育了地球 1/5 的陸地生物品種，以及為     

人類提供1/5 的飲用水。但到現時為止，整個亞馬遜熱帶雨

林已被砍掉 1/5，其穩定氣候的重要功能也被大幅削弱，     

使本來步步進逼的全球暖化變本加厲。

10 年來，綠色和平不斷用行動對抗及阻止非法伐木，也向

跨國公司及政府進行遊說。當中包括成功說服全球連鎖              

快餐店「麥當勞」放棄使用來自亞馬遜森林的飼料來餵養

雞隻。「麥當勞」更與我們合作，一同遊說其他大型食品         

供應商響應停止亞馬遜森林伐木活動，為保衛熱帶雨林         

以至對抗氣候變化邁出重要一步。

長期以來，棕櫚油被視為廉價的植物油而被大量用於食品

加工、化妝品和生物能源等行業中，其種植規模也隨著全

球需求的持續高漲而不斷擴大。然而根據我們的調查，從

1900 年起至今，已有超過 2,800 萬公頃的印尼原始森林遭

到破壞，棕櫚油產業的瘋狂擴張已成為導致印尼原始森林

遭破壞的首要原因，同時也是導致氣候變化的主要源頭。

在印尼，每天因泥炭地退化而產生的溫室氣體排放已經         

超過了 2 萬架波音 747 客機從中國最北端飛到最南端的排

放量，數量驚人。

2008 年 5 月，我們成功推動在全球擁有多個知名食品和日

用品品牌的聯合利華（Unilever）公開承諾，將在 2015 年或

以前確保旗下產品使用的棕櫚油必須全部經過認證，並支

持在印尼推動一項臨時森林禁伐令，以阻止棕櫚油種植繼

續對原始森林和泥炭地造成破壞。2008 年 7 月，綠色和平

和聯合利華共同發起森林臨時禁伐聯盟，目前已經有超過

40 間國際公司、金融機構和環境保護組織加入了該聯盟。

感謝多達 120,000 多名支持者網上簽名支持，促使最主要

的棕櫚油使用商——聯合利華及金莎朱古力製造商費列羅

公司作出以上改變。

您好！綠色和平
非洲分部

更多品牌承諾
暫停破壞原始森林

您的確可以改變
「蘋果」！

10年林事，
氣候有望翻身

綠色和平在全球 42 個國家設立分部，各安其位針對
不同地區的環境作出改善。2008 年，我們一同歡迎重要
的新成員——綠色和平非洲分部，將針對非洲面臨
最為危急的環境問題——氣候變化、森林破壞和過度
捕撈展開工作。

國際成果

一同見證全球環境改善

綠色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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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中國走向 

「綠色經濟」

2009年，一個起死回生的拯救經濟方案實在叫各國領導

人傷透腦筋。綠色和平認為，金融危機創造了一個很好

的機會，讓人類為地球作出轉變，而投資綠色技術，創

造綠色就業機會，以及遠離依賴煤炭的經濟就是走出經

濟衰退最好的方向。全球經濟與環境生態息息相關，全

球的氣候危機已經加劇了大規模遷徙、饑荒以及物種滅

絕的可能性。最直接的後果就是──發展中國家將永久

貧困，而發達國家的經濟增長將被扼殺。

前世界銀行首席經濟學家 Nicholas Stern 指出，氣候變

化造成的損失將高達全球總產值的 20%，比經濟大蕭條

時期及兩次世界大戰的損失總和還要多——而且這還不

包括生命喪失和物種滅絕的代價。而聯合國環境署的            

《全球綠色新政》報告認為：只需付出全球生產總值的

1% 或 2%，人類就有機會共同應對全球變暖，進入低碳

經濟模式。

美國總統奧巴馬，以及聯合國秘書長潘基文也持相同的

說法。

發展「綠色經濟」，是綠色和平一貫推動的發展方向，

中國必須走向可持續的發展道路，因此我們在 2008 年

發佈了《超越北京，超越2008》和《煤炭的真實成本》

報告，繼續為中國轉向可持續的低碳經濟描繪藍圖。

中國的快速經濟發展主要建立在高度消耗資源的基礎          

上。中國的煤炭消耗為全球總量的 38%。中國也是世界

最大的原木和熱帶木材進口國。綠色和平為中國所勾勒

的綠色經濟意味著：擺脫煤炭並以清潔的太陽能和風能

為主的能源供給、以零污染零排放為目標的工業生產、

以不使用農藥化肥並避免基因改造技術的生態農業、以

及與各國合作共同保護熱帶原始森林的綠色經濟模式。

我們在 2008 年奧運會期間發佈的《超越北京，超越

2008》報告中，分析北京奧運期間交通設施的改善、節

氣候危機不單是環境危機，也不僅是生存危機，更是全人類必須面對的經濟危機。中國的
環境危機已經影響到整個國家的經濟發展和國際形象，甚至中國人民的生存。在金融危機 
之下，改變固有的經濟發展模式，推動「綠色經濟」，是解決經濟和環境危機的最佳方法。

能項目的使用、可再生能源的開發、水處理和垃圾處理

技術運用等問題，指出當中值得加許的地方及不足之               

處，為這座城市在奧運過後留下一筆寶貴的遺產。我們

亦展望北京利用奧運會的契機，讓中國更多的城市吸取

經驗，及早開展綠色經濟發展模式，以免步北京後塵。

在 2008 年 10 月，我們也發佈了《煤炭的真實成本》，

指出了為中國提供 70% 以上能源的煤炭，正在給中國的

經濟帶來沉重的枷鎖。我們與中國最權威的經濟研究所

合作的報告計算得出，2007 年中國煤炭造成的環境、

社會和經濟等外部損失超過人民幣17,000 億元，相當於

當年國內生產總值的 7.1%。

這也相當於中國每使用 1 噸煤，就帶來人民幣150 元的

環境損失。這尚未包括煤炭燃燒排放的二氧化碳等溫室

氣體所導致的巨大成本。

中國無法再等，必需儘快改革煤炭定價機制，以改變目

前不可持續的煤炭使用模式。而減少對煤炭的依賴，除

了改革煤炭價格體制之外，中國還必須大力發展可再生

能源，落實節能減排的工作。

現實是，中國已經是全球發展清潔可再生能源最快速也

最有野心的國家之一。

綠色和平將會繼續推動中國政府將真實的社會成本反映                    

在煤炭價格上，逐漸擺脫對煤炭的依賴，並加大太陽能          

和風能等清潔能源的使用，中國才能夠在控制煤炭污染      

和健康威脅的同時，成為全球應對氣候變化方面的先驅。

潘基文曾經提到：「在全球金融危機壓力下，有些人認

為，我們還有解決氣候變化的空間嗎？但更好的問題         

是：我們可以將這問題置之不理嗎？」

我們的地球，的確需要我們為它做點什麼。

綠色和平在澳洲維多利亞省最大
的 Loy Yang 燃煤發電廠投影，抗議
政府支持污染環境的燃煤發電。
© Greenpeace/Alc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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絕的可能性。最直接的後果就是──發展中國家將永久

貧困，而發達國家的經濟增長將被扼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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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生命喪失和物種滅絕的代價。而聯合國環境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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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模式。

美國總統奧巴馬，以及聯合國秘書長潘基文也持相同的

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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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必須走向可持續的發展道路，因此我們在 2008 年

發佈了《超越北京，超越2008》和《煤炭的真實成本》

報告，繼續為中國轉向可持續的低碳經濟描繪藍圖。

中國的快速經濟發展主要建立在高度消耗資源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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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綠色經濟意味著：擺脫煤炭並以清潔的太陽能和風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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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不使用農藥化肥並避免基因改造技術的生態農業、以

及與各國合作共同保護熱帶原始森林的綠色經濟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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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報告中，分析北京奧運期間交通設施的改善、節

氣候危機不單是環境危機，也不僅是生存危機，更是全人類必須面對的經濟危機。中國的
環境危機已經影響到整個國家的經濟發展和國際形象，甚至中國人民的生存。在金融危機 
之下，改變固有的經濟發展模式，推動「綠色經濟」，是解決經濟和環境危機的最佳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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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運用等問題，指出當中值得加許的地方及不足之               

處，為這座城市在奧運過後留下一筆寶貴的遺產。我們

亦展望北京利用奧運會的契機，讓中國更多的城市吸取

經驗，及早開展綠色經濟發展模式，以免步北京後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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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出了為中國提供 70% 以上能源的煤炭，正在給中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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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和經濟等外部損失超過人民幣17,000 億元，相當於

當年國內生產總值的 7.1%。

這也相當於中國每使用 1 噸煤，就帶來人民幣150 元的

環境損失。這尚未包括煤炭燃燒排放的二氧化碳等溫室

氣體所導致的巨大成本。

中國無法再等，必需儘快改革煤炭定價機制，以改變目

前不可持續的煤炭使用模式。而減少對煤炭的依賴，除

了改革煤炭價格體制之外，中國還必須大力發展可再生

能源，落實節能減排的工作。

現實是，中國已經是全球發展清潔可再生能源最快速也

最有野心的國家之一。

綠色和平將會繼續推動中國政府將真實的社會成本反映                    

在煤炭價格上，逐漸擺脫對煤炭的依賴，並加大太陽能          

和風能等清潔能源的使用，中國才能夠在控制煤炭污染      

和健康威脅的同時，成為全球應對氣候變化方面的先驅。

潘基文曾經提到：「在全球金融危機壓力下，有些人認

為，我們還有解決氣候變化的空間嗎？但更好的問題         

是：我們可以將這問題置之不理嗎？」

我們的地球，的確需要我們為它做點什麼。

綠色和平在澳洲維多利亞省最大
的 Loy Yang 燃煤發電廠投影，抗議
政府支持污染環境的燃煤發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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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 年，氣候與能源項目仍然是我們       

全球的工作重點，因為這是人類遏制氣

候變化至關重要的一年。世界各國        

必須在12月的哥本哈根氣候大會上簽訂

強而有力的氣候保護協議。

我們相信，綠色可持續的能源革命是     

應對氣候危機和金融危機的理想方法。

今年我們啟動了一系列有關「哥本哈根

氣候變化大會」的倒數活動，亦分別     

於香港及內地設立「氣候英雄」

（climatehero.greenpeace.org.cn）及

「我在乎，我行動」網站

（icare.greenpeace.cn）揭示氣候變化的

問題，並呼籲公眾參與節能減排、       

保護氣候。我們將集全球關心氣候的公

眾之力，呼籲中國展現氣候領袖風範，

促成世界達成拯救氣候的歷史性協定。

2009年底逐漸迫近，我們需要的，是決

心及行動力！

「繼續您們在中國出色的工作」
前美國副總統戈爾在波茲南向綠色和平代表說

2008 年 12 月

綠色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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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氣候變化不僅是溫度的上升，它更直接威脅到我們的糧食生產。我們

與科學家在「世界糧食日」前夕發佈《氣候變化與中國糧食安全》報

告，揭示氣候變化對中國糧食安全造成嚴重威脅，以及到 2030 年中

國糧食供應可能無法自給的事實，呼籲中國積極控制溫室氣體排放，

發展生態農業，保障長期糧食安全。

10 月
燃煤發電是氣候變化的主要原因，我們希望中國可以減少煤炭使用，

更好地發展可再生能源。我們與國內專家合作，發佈《煤炭的真實成

本》報告，估計中國對煤炭的過度依賴而帶來的環境、社會和經濟等

方面的巨大代價，呼籲中國儘快改革煤炭定價機制，減少對煤炭的依

賴。國家發改委隨後表示，煤炭價格改革是必然的方向。

12 月
我們與義工遠赴於波蘭舉行的聯合國波茲南氣候大會，這是今年12

月丹麥哥本哈根會議前最重要的會議，因此在哥本哈根會議前讓全球

各國為氣候下一步作好準備，積極推動氣候談判實在十分重要。

2 月
美國國務卿希拉莉訪華之際，我們向希拉莉及中國外交部長楊潔篪發

出一封公開信，並轉贈一個倒計時沙漏，寓意扭轉氣候變化危機的時

限所剩無幾，要求中美兩國立刻在氣候變化問題上展開合作。

3 月 23 日
世界氣象日傍晚，我們在北京的永定門啟動了拯救氣候倒數鐘，傳達

「拯救氣候，刻不容緩」的訊息，促請國家主席胡錦濤親自出席哥本

哈根氣候會議。另外在香港，我們將一封巨型「請柬」投射到香港禮

賓府，促請特首曾蔭權親自帶團出席哥本哈根氣候會議。投射請柬到

禮賓府的行動後 3 小時，特首立即發信回應，奈何實際氣候變化政策

及減排措施，仍然欠奉。

空氣污染項目
環境局局長邱騰華曾親自承認，空氣質素指標未必能夠追上社會期        

望，因此我們積極推動政府加快進度。08 年10 月，特首曾蔭權於施

政報告中，承諾香港將會根據世界衛生組織的（最初階）階段性指標，

修訂空氣質素指標。至 09 年 3 月，政府就我們的要求，正式將微細

懸浮粒子（PM2.5）納入空氣質素指標的修改建議中。

香港政府雖然落實修訂空氣質素指標，但提出的建議修訂只達發展中

國家水準，我們將會繼續監察政府修訂空氣質素指標的進度，向政府

施壓要求更嚴謹的空氣質素指標。所有工作，同樣需要您們的支持。

2008-2009 項目工作

08

09

項目展望

不時留意我們會員通訊的您應該知道，2008 年，我們在氣候工作上投放最多的資源，
以迎接 09 年重要時刻的來臨。今年 12 月的哥本哈根會議上，各國元首將會決定他們
願意怎樣行動，去扭轉現時嚴重的氣候災難。因此去年我們既遠赴哥本哈根前最重要
的波茲南氣候會議，同時亦積極推動中、美元首展開合作，以及發佈研究報告，揭示
氣候變化對中國糧食安全的影響等。我們只有 6 個月的時間去遊說各國，在今年底      
寫下拯救氣候的協定！

這將是拯救氣候的最佳機會，也是最後的機會。

2009: 歷史性的一年
氣候與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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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 年，氣候與能源項目仍然是我們       

全球的工作重點，因為這是人類遏制氣

候變化至關重要的一年。世界各國        

必須在12月的哥本哈根氣候大會上簽訂

強而有力的氣候保護協議。

我們相信，綠色可持續的能源革命是     

應對氣候危機和金融危機的理想方法。

今年我們啟動了一系列有關「哥本哈根

氣候變化大會」的倒數活動，亦分別     

於香港及內地設立「氣候英雄」

（climatehero.greenpeace.org.cn）及

「我在乎，我行動」網站

（icare.greenpeace.cn）揭示氣候變化的

問題，並呼籲公眾參與節能減排、       

保護氣候。我們將集全球關心氣候的公

眾之力，呼籲中國展現氣候領袖風範，

促成世界達成拯救氣候的歷史性協定。

2009年底逐漸迫近，我們需要的，是決

心及行動力！

「繼續您們在中國出色的工作」
前美國副總統戈爾在波茲南向綠色和平代表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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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氣候變化不僅是溫度的上升，它更直接威脅到我們的糧食生產。我們

與科學家在「世界糧食日」前夕發佈《氣候變化與中國糧食安全》報

告，揭示氣候變化對中國糧食安全造成嚴重威脅，以及到 2030 年中

國糧食供應可能無法自給的事實，呼籲中國積極控制溫室氣體排放，

發展生態農業，保障長期糧食安全。

10 月
燃煤發電是氣候變化的主要原因，我們希望中國可以減少煤炭使用，

更好地發展可再生能源。我們與國內專家合作，發佈《煤炭的真實成

本》報告，估計中國對煤炭的過度依賴而帶來的環境、社會和經濟等

方面的巨大代價，呼籲中國儘快改革煤炭定價機制，減少對煤炭的依

賴。國家發改委隨後表示，煤炭價格改革是必然的方向。

12 月
我們與義工遠赴於波蘭舉行的聯合國波茲南氣候大會，這是今年12

月丹麥哥本哈根會議前最重要的會議，因此在哥本哈根會議前讓全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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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水準，我們將會繼續監察政府修訂空氣質素指標的進度，向政府

施壓要求更嚴謹的空氣質素指標。所有工作，同樣需要您們的支持。

2008-2009 項目工作

08

09

項目展望

不時留意我們會員通訊的您應該知道，2008 年，我們在氣候工作上投放最多的資源，
以迎接 09 年重要時刻的來臨。今年 12 月的哥本哈根會議上，各國元首將會決定他們
願意怎樣行動，去扭轉現時嚴重的氣候災難。因此去年我們既遠赴哥本哈根前最重要
的波茲南氣候會議，同時亦積極推動中、美元首展開合作，以及發佈研究報告，揭示
氣候變化對中國糧食安全的影響等。我們只有 6 個月的時間去遊說各國，在今年底      
寫下拯救氣候的協定！

這將是拯救氣候的最佳機會，也是最後的機會。

2009: 歷史性的一年
氣候與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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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近年太湖的藍藻問題嚴重，主要因為太湖附近的農田大量施用化學肥

料。因此我們發佈《化學農業污染與藻類水華成因分析》報告，推動

從根本改變依賴化學肥料的農業生產方式，才能真正讓太湖重回本來 

的面貌。

6 月 -- 9 月
我們展開基因改造食物的工作，讓更多食物品牌承諾不使用基因改造

原料。包括向消費者發佈《2008 北京有機指南》，讓市民可以方便

找到安全的有機食品。同時，百威、哈爾濱啤酒以及惠康超級市場旗

下食物品牌首選牌及特惠牌，亦向我們承諾產品均屬無基因改造，讓

消費者可以安心食用。

10 月
我們有沒有充足的糧食？每個人都關心。我們與中國農業科學院的科

學家聯合發佈《氣候變化與中國糧食安全》報告。氣候變化威脅中國

糧食供應，而生態農業能夠更好的應對氣候變化的影響，甚至能夠幫 

助減少溫室氣體排放。所以生態農業是在氣候變化影響下，保障每個

人能享有充足糧食的最佳選擇。

1 月
我們公佈了自 2008 年 3 月起至 2008 年 11 月在太湖邊採集的水樣             

檢測結果，結果發現大多超過了國家規定的劣五類水標準，既不能       

飲用、灌溉也不能用於工業生產，已經喪失了所有的水體功能。我們

認為現時已有的一些控制農業污染的措施沒有起到應有的作用，我們

必須從根本改變大量依賴化肥的農業生產方式，才能從源頭上保護我

們的水源。

2 月
中國正在等待商業化審批的水稻，都涉及國外公司控制的專利權，        

如果我們要把這些基因改造水稻當成主糧，除了帶來食品安全的問題

外，還等於把主糧控制權交到國外的生物技術公司手中。因此我們          

發佈《誰是中國轉基因水稻的真正主人》報告，希望公眾關心自身的

糧食安全。幸好中國暫時也沒有批准任何一種基因改造水稻的商業化

種植。

2008-2009 項目工作

08

09 沒有健康的農業生產方式，就沒有        

健康、安全的食品。我們會繼續為保護

公眾能吃到健康的食品而作出更多的     

工作。

我們來年的工作重點將會放在揭露大     

型連鎖超市在保障我們食品安全方面存

在的問題，以及推動連鎖超市為了每      

一個人的健康及環境作出改變，對消費

者負上責任。

項目展望

立法會議員民主黨的李華明表示，近年基因改造
食物充斥，實施基因改造食物強制性標籤，才能有效

保障消費者的知情與選擇權。
香港經濟日報 2008 年 1 月 21日

我們相當關注您每天所進食的食物是否在生產過程中受到污染，並影響我們的土壤、
水源和空氣。因此我們去年繼續關注基因改造食物，以及食物中的農藥問題；
同時我們亦發現，氣候變化以及污染的水源同樣影響食物的供應情況及污染程度，     
因此我們多方面監察食物安全問題，致力推動有利於環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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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升食物安全
食品與農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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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料。包括向消費者發佈《2008 北京有機指南》，讓市民可以方便

找到安全的有機食品。同時，百威、哈爾濱啤酒以及惠康超級市場旗

下食物品牌首選牌及特惠牌，亦向我們承諾產品均屬無基因改造，讓

消費者可以安心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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糧食供應，而生態農業能夠更好的應對氣候變化的影響，甚至能夠幫 

助減少溫室氣體排放。所以生態農業是在氣候變化影響下，保障每個

人能享有充足糧食的最佳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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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公佈了自 2008 年 3 月起至 2008 年 11 月在太湖邊採集的水樣             

檢測結果，結果發現大多超過了國家規定的劣五類水標準，既不能       

飲用、灌溉也不能用於工業生產，已經喪失了所有的水體功能。我們

認為現時已有的一些控制農業污染的措施沒有起到應有的作用，我們

必須從根本改變大量依賴化肥的農業生產方式，才能從源頭上保護我

們的水源。

2 月
中國正在等待商業化審批的水稻，都涉及國外公司控制的專利權，        

如果我們要把這些基因改造水稻當成主糧，除了帶來食品安全的問題

外，還等於把主糧控制權交到國外的生物技術公司手中。因此我們          

發佈《誰是中國轉基因水稻的真正主人》報告，希望公眾關心自身的

糧食安全。幸好中國暫時也沒有批准任何一種基因改造水稻的商業化

種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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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物充斥，實施基因改造食物強制性標籤，才能有效

保障消費者的知情與選擇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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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食物安全
食品與農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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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保護原始森林，一方面因為我們不希望森林內的動植物、原始生態
及原居民失去家園；如果仍然覺得與您無關，另一個更重要的原因是
──破壞森林產生的二氧化碳佔全球排放量的 1/5，因此停止森林
破壞，就是人類應對氣候變化最具成本效益的方式之一。

拯救氣候
保護森林

綠色和平

年報08

14

15

5 月
棕櫚油公司為了獲得種植棕櫚樹的土地以生產棕櫚油，竟將一片片印

尼的熱帶雨林砍光。經過我們在歐洲舉行多次抗議活動，並發起網上

請願行動，我們成功推動多芬（Dove）的生產商聯合利華承諾將在

2015 年，旗下產品使用的棕櫚油必須全部經過認證，保證並非來自

被破壞的原始森林。

7 月
我們和聯合利華共同發起「森林臨時禁伐聯盟」，目前已經有超過

40 間國際公司、金融機構和環境保護組織加入了聯盟，包括消費品

企業「卡夫」、國際金融機構「國際金融公司（IFC）」，及環保組織

「世界自然基金會」等。

8 月
為改善出版業帶來的環境問題，我們在香港及內地同時推出「愛書人 

愛森林」項目，為出版業提供綠色出版指引，並與各出版社積極溝        

通，呼籲他們選用「森林友好型」紙張（包括再造紙及通過森林管理

委員會（FSC）認證的紙張），減少原始森林的消耗。最後成功促使       

4 間本港及內地出版社作出綠色承諾，未來的出版物以使用再造紙為         

目標。

8 月
我們的森林項目同事易蘭，跟隨綠色和平船艦「希望號」前往巴布亞

新畿內亞參與行動，跟其他成員截停一艘運載非法砍伐木材的「星港

（Harbour Gemini）」號貨船，阻止非法木材的輸出，以保護我們所

餘無幾的原始森林。

2008-2009 項目工作

08

保護森林的工作仍面臨很大的阻力。以

棕櫚油行業為例，包括金光集團（Sinar 

Mas）、豐益國際集團（Wilmar）和嘉吉

公司（Cargill）等的全球性企業控制了      

整個棕櫚油供應鏈。這些大型棕櫚油供

應商大部分都是既擁有棕櫚樹種植園同

時又是棕櫚油國際貿易公司。

中國是世界第一大棕櫚油進口國和消費 

國。中國大連商品交易所的報告顯示，

中國有超過 5,000 家公司涉及使用棕櫚

油來製造他們的產品，包括飲食業、    

食品加工和日用品企業等。遺憾的是，

中國目前還沒有一家棕櫚油使用或者    

貿易企業表態支持臨時森林禁伐令。       

我們將繼續努力，推動更多的中國公司

加入禁伐聯盟，迫使國際棕櫚油供應商

將不得不認真考慮聯盟所提出的要求，

停止破壞印尼的原始森林。

項目展望

作為一群愛寫作及愛閱讀的年青人，「三十會」成員
在思考社會問題的同時，亦曾反問自己一個問題︰「究竟我們
需要多一棵樹、抑或需要多一本書呢？」「三十會」很高興

能夠參與綠色和平發起的「愛書人．愛森林」運動，
令到我們可以兩者兼得。

青年專業組織三十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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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的熱帶雨林砍光。經過我們在歐洲舉行多次抗議活動，並發起網上

請願行動，我們成功推動多芬（Dove）的生產商聯合利華承諾將在

2015 年，旗下產品使用的棕櫚油必須全部經過認證，保證並非來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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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卡夫」、國際金融機構「國際金融公司（IFC）」，及環保組織

「世界自然基金會」等。

8 月
為改善出版業帶來的環境問題，我們在香港及內地同時推出「愛書人 

愛森林」項目，為出版業提供綠色出版指引，並與各出版社積極溝        

通，呼籲他們選用「森林友好型」紙張（包括再造紙及通過森林管理

委員會（FSC）認證的紙張），減少原始森林的消耗。最後成功促使       

4 間本港及內地出版社作出綠色承諾，未來的出版物以使用再造紙為         

目標。

8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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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護森林的工作仍面臨很大的阻力。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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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將繼續通過實地考察、研究、調查

取樣、發佈科學報告等方法，收集第一

手資料揭露長江、黃河及珠江水污染      

源頭；亦將會繼續走訪深受水污染影響

的受害者，從水污染源頭入手，直擊       

污染企業，推動企業清潔生產，從生產

的每個環節減少或避免水污染，並推動

地方政府進行更嚴格的監督。

香港佔廣東外資產業 6 成以上，它們的       

環境表現對我們能否擁有良好的水環境

至關重要。因此 2009 年我們亦針對廣東

省產業轉移政策所帶來的環境問題，       

展開調查與分析，並提出發展新模式的

建議。同時亦會推動廣東省政府落實       

改善和水污染有關的法例，包括落實      

環境訊息公開及排污登記等，從而改善

珠江流域的水質。

綠色和平

年報08

16

17

自 2008 年開始
我們就珠三角地區及廣東省的水污染情況展開研究，當中尤其關注廣

東省「產業轉移」的情況下，上游區域的水污染問題。此外，我們亦

著手進行實地調查廣東地區的水污染情況，發佈《廣東省工業產業轉

移和工業廢水管理現狀與問題》研究報告，希望各界正視產業轉移對

環境尤其是上游水質的影響，實現無毒排放，並公開環境訊息讓公眾

知情。

10 月
在我們的推動下，瀋陽市成為中國第一個針對國家環保部頒佈的《環

境資訊公開辦法（試行）》推行實施細則的城市。同時，15 名來自瀋

陽的綠色和平義工製作了一幅立體的的瀋陽市手繪地圖，以鼓勵市民

保護身邊的環境，監督污染行為。

2 月
我們得知世界最大的化工企業巴斯夫（BASF）選址重慶市長壽化工園

區，計劃在這個鄰近長江上游的城市建立全球最大的 MDI 化工生產

基地。我們的研究提出 MDI 生產過程中可能用到的原料和中間產物

十分危險，要求徹底公開重慶 MDI 項目環評報告中的環境資訊。今

年 4 月，巴斯夫宣佈項目動工將會推遲。

3 月
世界水日前夕，我們的義工們在北京的大街小巷貼上貼紙，倒影出一

個正在喝污水的孩子，以揭示有 1/4 的中國人正在喝不安全的食水，

將嚴重的水污染問題直接帶到公眾，以提升公眾的關注，並讓他們        

了解環境資訊公開對改善水污染問題的重要性。

2008-2009 項目工作

08

09

項目展望

「感受到綠色和平組織積極推動中國的環保事業，
推動環境訊息公開的實質性實施，最大的收穫是得

到了一些世界和香港方面在訊息公開的經驗。」
貴州省環保局政策法規處處長童兆愈

面對家中不潔淨的食水，您可能會加上濾水器，又或索性出外購買蒸餾水；如果同
樣的情況發生在中國的三條主要河流上，又可以怎樣解決呢？

中國的水污染問題日漸惡化，無論中國內陸，又或鄰近香港的珠三角亦無可避免     
地面臨嚴重的水污染問題。現時中國有 1/3 的河流遭到嚴重污染，每 4 個中國人中就
有 1 個正在喝不安全的食水，當中工業廢水的持續增加是其中一個主要原因，因此      
我們正為改善長江、黃河和珠江，三大重要河流的水質而努力。

為一口清潔的食水
污染防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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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環保團體，我們只有一個信念：用行動帶來改變，改善環境問題。為
實踐以上目標，我們通過一系列的工作手法，帶來各種改變。您可以見證
在2008年，以下工作手法如何改善環境問題。

綠色和平

如何帶來改變？

綠色和平

年報08

18

19

政策倡導工作

氣候變化是全世界的問題──它不單涉及環境生態、物種絕種等問

題，更影響著人類的未來，必需各國聯手應付。因此我們積極參與

國際間有關氣候變化的討論，同時亦向決策者表達問題的迫切性，

讓各國政府代表知道，世界正期待解決全球暖化危機的目標和時間

表。而您持續的支持，就是我們進一步向各國作出遊說的力量。

於氣候問題上，沒有一個會議是普通的，因為每一次均有可能是國際社會達成新一輪氣

候協議的里程碑。很多科學研究均指出，攝氏2度的升溫將足以導致無法逆轉的災難性

後果。而對各國行動甚具決定性的哥本哈根大會亦將會在不足半年後來臨，看看日曆，

我們還可以輕鬆的說尚有多餘時間嗎？

因此綠色和平一直積極參與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包括08年12月的波茲南大會，及將

於半年後舉行的哥本哈根大會，我們均派出代表進入談判會場，以非政府組織的身份向

政府代表表達公眾對氣候變化的關注，只有各國簽訂出一份應對氣候變化國際協議，才

可帶領全世界大力發展清潔能源，減少氣候變化所帶來的災害。反之，我們便會錯失扭

轉全球暖化的時機。同時，在波茲南大會上，我們亦成為其中一個非政府組織的代表，

跟聯合國秘書長潘基文會晤，讓他了解非政府組織將在世界各地展開的工作，並討論各

層面之間的合作，將公眾的聲音帶到國際。

早前在美國國務卿希拉莉訪華之際，我們就到美國大使館向她送上一樽倒計時沙漏，以

及一封予希拉莉及中國外交部長楊潔篪的公開信，藉此呼籲中美兩國發揮領袖作用，在

全球變暖問題上展開密切合作，引領各國應對氣候危機。我們更在09年3月在北京和香

港同時開展大型活動，將哥本哈根的倒計時投影到北京的古城牆和香港的禮賓府，呼籲

中國最高領導人與香港特首親自出席這關鍵的氣候談判會議。

同時於中國本土，我們亦根據北京奧運而進行的大量環保工作，作出獨立的評估，並發

表《超越北京，超越2008——北京奧運會環境評估報告》，我們認同北京為「綠色奧

運」所作出的努力，同時亦留意到一些錯失了的機會，希望我們作出的分析可以長遠地

帶到奧運以外，並落實到北京以外的其他城市，以協助北京進一步改善環境工作。從北

京奧組委到聯合國環境規劃署都認可綠色和平的報告，國際奧委會更表明將考慮把報告

中的建議擴展到未來的奧運會主辦城市。

2009年是哥本哈根氣候談判之年，全世界都期待各國達成一致的協議，讓各國負起應

對氣候變化的共同責任。

我們的項目主任李雁（左二）
分別與5家環保組織的代表與
聯合國秘書長潘基文（右三）
會面，展開有關氣候變化問題
的對話。
© Greenpe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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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色和平

年報08

20

21

提升公眾關注
我們每個人都是行動者。面對日益嚴重的環         

境問題，單靠環保團體的努力並不足夠，我們

需要公眾及支持者一同作出改變，無論您是       

捐款支持、參加我們的活動，又或以行動支持

負責任的企業，都有助宣揚保護環境的訊息。

面對超過 20 年沒有修訂，也無法反映事實真相的《空氣質

素指標》，有賴會員捐款支持，讓綠色和平得以在香港推

出《空氣污染真相指數》，讓公眾了解我們根據世界衛生

組織最新指引，檢視各區空氣污染監測站的「真正」空氣

質素，公眾同時可以將《真相指數》下載到電腦桌面及

BLOG，以即時得知各區的空氣質素。

我們更於國慶假日期間，在旺角派發為香港市民及旅客而

設的《空氣清．新景點推介》，介紹各區空氣質素理想的

旅遊景點及最佳遊覽時間，讓大家玩得更放心。我們更首

次將空氣質素問題融入歌曲，請來廣東 rapper 音樂人 MC

仁為我們創作 rap 歌《香港空氣》，更讓大眾可將歌曲下

載為 mp3 及 ringtone 手機鈴聲，以音樂齊撐清新空氣。全

賴您積極參與眾多有關空氣污染的公眾活動，以及網上簽

名行動，通過每一位大眾積極的爭取，成功令香港特區政

府承諾參考世界衛生組織指引修訂香港過時的《空氣質素

指標》。

過去一年，群眾力量一同推動出來的成績，大家有目共睹！

不過這並不足夠，香港特區政府必須全盤按照世衛的嚴格

指引，制定修訂的時間表，而非分拆世衛指引，只以當中

最低要求的階段性指標作為香港的最終目標。

為了向公眾提供更多企業責任的資料，我們自 2006 年起，

就開始發佈《綠色電子產品排行榜》，以電子產品的節能

減碳政策、有毒物質及資源回收政策三方面決定該品牌是

否環保。在最新的排行榜中，可見不少品牌均在進步中。

如果消費者能夠以此為據，明智選擇電子產品，廠商才會

有動力生產更環保的產品。

我們亦曾經將氣候變化，以及中國過度依賴煤炭的問題，

向家長及下一代作出教育。我們邀請北京市芳草地小學             

學生創作「煤的陰影」及「讓孩子的未來更清潔」兩幅圖

畫，以小孩子的角度描繪他們心目中的煤炭世界及滿懷希

望的清潔未來，並同時呼籲中國必須及早擺脫對煤炭的過

度依賴，為中國的兒童創造更清潔的未來。

立即開始，從生活上支持綠色和平，一同改善環境吧！  

綠化企業
我們都是愛書人，但我們更渴望好書與我們的森林並存。

2007 年，香港的用紙量高達 100 萬噸，而我們平均消耗 1 噸紙，就需要砍掉 20

棵樹，數數手指，一年單為香港人而犧牲的樹就足足 2,000 萬棵。我們不希望失

去書本的存在感，就唯有為樹木的生存而努力。「愛書人 愛森林」項目正正為協

助作家、出版社使用再造紙或 FSC 認證的紙張而努力，同時呼籲讀者支持這些         

綠色書籍。

雖說「無林不成紙，無紙不成書」，但實際上圖書出版或生活用紙也可以做到不破壞森林的。

過去 8 年，綠色和平在美加以至歐洲 9 個國家，透過政策推動、業界研討會、企業遊說、參與各地的書展

會等工作，推動業界的綠化工作，成功促使 600 萬本圖書以用後廢料的再造紙印刷，更有10 多間跨國出

版社承諾逐步轉用「森林友好型紙張」。J.K.羅琳的《哈利波特 5》開始以100% 再造紙印刷，其後《哈利

波特 7》在全球 23 個國家均採用再造紙或 FSC 認證的紙張印刷，正是我們一直推動的正面改變。

2008 年暑假，綠色和平也在香港及內地展開相同的行動，包括遊說作家承諾使用「森林友好型紙張」、

協助出版社制定綠色出版的指引，並協助業界提供資訊以進一步應用再造紙或 FSC 認證的紙張，最後              

成功推動 12 位本地作者及 1 個非政府組織承諾日後使用「森林友好型」紙張印刷書籍，同時北京「弘文

館」及「先知先行」兩間出版社亦承諾實施負責任的紙張採購政策；並促使兩家香港出版社「茶杯」及

「花千樹」於 2008 年內推出 3 本以100% 再造紙印製的書籍，及另一家大型出版社「青桐社」於 2009 年

內推出兩個系列共12 本以環保紙印刷的書籍。

另一方面，綠色和平了解到金融活動是中國可持續發展不可或缺的力量。因此 08 年起，我們開展綠色金

融項目，針對銀行、證券監管部門、基金公司等金融機構的運作及策略，改善環境問題。我們透過季度出

版的《綠色投資》，分析各項目的實地調查及揭露環境問題，從而影響金融機構的風險評估及盡職審查，

阻止資金流入破壞環境的公司及產業。

09 年初我們完成了探討香港上市林業公司的環境披露漏洞及潛藏的環境風險的報告，並跟香港交易所的

上市科及機構投資者舉行了兩次研討會，討論如何實行更仔細的環境披露，以及推動阻止森林破壞的上市

盡職審查，以回應投資者在知情權和風險評估的期望。

未來，我們將對準金融機構對中國煤炭產業的角色，影響它們的商業策略，讓資金轉移到風能、太陽能等

替我們帶來可持續未來的產業，讓更多企業承擔企業責任，為整個行業帶起龍頭作用。

我們在書展上，向公眾介紹
綠色出版的目的。
© Greenpeace

走到街上，向市民宣揚環保訊息，
也是我們的主要工作之一。
© Greenpe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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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公眾關注
我們每個人都是行動者。面對日益嚴重的環         

境問題，單靠環保團體的努力並不足夠，我們

需要公眾及支持者一同作出改變，無論您是       

捐款支持、參加我們的活動，又或以行動支持

負責任的企業，都有助宣揚保護環境的訊息。

面對超過 20 年沒有修訂，也無法反映事實真相的《空氣質

素指標》，有賴會員捐款支持，讓綠色和平得以在香港推

出《空氣污染真相指數》，讓公眾了解我們根據世界衛生

組織最新指引，檢視各區空氣污染監測站的「真正」空氣

質素，公眾同時可以將《真相指數》下載到電腦桌面及

BLOG，以即時得知各區的空氣質素。

我們更於國慶假日期間，在旺角派發為香港市民及旅客而

設的《空氣清．新景點推介》，介紹各區空氣質素理想的

旅遊景點及最佳遊覽時間，讓大家玩得更放心。我們更首

次將空氣質素問題融入歌曲，請來廣東 rapper 音樂人 MC

仁為我們創作 rap 歌《香港空氣》，更讓大眾可將歌曲下

載為 mp3 及 ringtone 手機鈴聲，以音樂齊撐清新空氣。全

賴您積極參與眾多有關空氣污染的公眾活動，以及網上簽

名行動，通過每一位大眾積極的爭取，成功令香港特區政

府承諾參考世界衛生組織指引修訂香港過時的《空氣質素

指標》。

過去一年，群眾力量一同推動出來的成績，大家有目共睹！

不過這並不足夠，香港特區政府必須全盤按照世衛的嚴格

指引，制定修訂的時間表，而非分拆世衛指引，只以當中

最低要求的階段性指標作為香港的最終目標。

為了向公眾提供更多企業責任的資料，我們自 2006 年起，

就開始發佈《綠色電子產品排行榜》，以電子產品的節能

減碳政策、有毒物質及資源回收政策三方面決定該品牌是

否環保。在最新的排行榜中，可見不少品牌均在進步中。

如果消費者能夠以此為據，明智選擇電子產品，廠商才會

有動力生產更環保的產品。

我們亦曾經將氣候變化，以及中國過度依賴煤炭的問題，

向家長及下一代作出教育。我們邀請北京市芳草地小學             

學生創作「煤的陰影」及「讓孩子的未來更清潔」兩幅圖

畫，以小孩子的角度描繪他們心目中的煤炭世界及滿懷希

望的清潔未來，並同時呼籲中國必須及早擺脫對煤炭的過

度依賴，為中國的兒童創造更清潔的未來。

立即開始，從生活上支持綠色和平，一同改善環境吧！  

綠化企業
我們都是愛書人，但我們更渴望好書與我們的森林並存。

2007 年，香港的用紙量高達 100 萬噸，而我們平均消耗 1 噸紙，就需要砍掉 20

棵樹，數數手指，一年單為香港人而犧牲的樹就足足 2,000 萬棵。我們不希望失

去書本的存在感，就唯有為樹木的生存而努力。「愛書人 愛森林」項目正正為協

助作家、出版社使用再造紙或 FSC 認證的紙張而努力，同時呼籲讀者支持這些         

綠色書籍。

雖說「無林不成紙，無紙不成書」，但實際上圖書出版或生活用紙也可以做到不破壞森林的。

過去 8 年，綠色和平在美加以至歐洲 9 個國家，透過政策推動、業界研討會、企業遊說、參與各地的書展

會等工作，推動業界的綠化工作，成功促使 600 萬本圖書以用後廢料的再造紙印刷，更有10 多間跨國出

版社承諾逐步轉用「森林友好型紙張」。J.K.羅琳的《哈利波特 5》開始以100% 再造紙印刷，其後《哈利

波特 7》在全球 23 個國家均採用再造紙或 FSC 認證的紙張印刷，正是我們一直推動的正面改變。

2008 年暑假，綠色和平也在香港及內地展開相同的行動，包括遊說作家承諾使用「森林友好型紙張」、

協助出版社制定綠色出版的指引，並協助業界提供資訊以進一步應用再造紙或 FSC 認證的紙張，最後              

成功推動 12 位本地作者及 1 個非政府組織承諾日後使用「森林友好型」紙張印刷書籍，同時北京「弘文

館」及「先知先行」兩間出版社亦承諾實施負責任的紙張採購政策；並促使兩家香港出版社「茶杯」及

「花千樹」於 2008 年內推出 3 本以100% 再造紙印製的書籍，及另一家大型出版社「青桐社」於 2009 年

內推出兩個系列共12 本以環保紙印刷的書籍。

另一方面，綠色和平了解到金融活動是中國可持續發展不可或缺的力量。因此 08 年起，我們開展綠色金

融項目，針對銀行、證券監管部門、基金公司等金融機構的運作及策略，改善環境問題。我們透過季度出

版的《綠色投資》，分析各項目的實地調查及揭露環境問題，從而影響金融機構的風險評估及盡職審查，

阻止資金流入破壞環境的公司及產業。

09 年初我們完成了探討香港上市林業公司的環境披露漏洞及潛藏的環境風險的報告，並跟香港交易所的

上市科及機構投資者舉行了兩次研討會，討論如何實行更仔細的環境披露，以及推動阻止森林破壞的上市

盡職審查，以回應投資者在知情權和風險評估的期望。

未來，我們將對準金融機構對中國煤炭產業的角色，影響它們的商業策略，讓資金轉移到風能、太陽能等

替我們帶來可持續未來的產業，讓更多企業承擔企業責任，為整個行業帶起龍頭作用。

我們在書展上，向公眾介紹
綠色出版的目的。
© Greenpeace

走到街上，向市民宣揚環保訊息，
也是我們的主要工作之一。
© Greenpeace



綠色和平

年報08

22

23

岳毅樺

08 年 5 月 16 日，我和幾位同事飛往四川成都的地震災區，對可能

發生的環境隱患進行監測及評估，以防次生災難的發生。那就是要

用我們的專長去協助災區，發現可能由於地震引發的二次災害，然

後及時提醒政府和災民採取措施。

17 日我們出發到都江堰，離目的地愈近，倒塌的房屋愈多，救災帳

篷，救援車，時刻提醒著我們，這裡充滿了需要救助的人們。而那

些災民，雖然遭受著痛苦，卻用硬紙板在路邊舉著感謝的字樣，這

讓我覺得，要為他們多做些什麼。

在江油市青蓮鎮，我們來到一家化工廠，這裡存放著18 噸濃硫酸，

而上游就有堰塞湖，隨時有決堤的危險。於是我們立刻將情況反映

給環保局。同時我們又去其他廠裡查看，除了濃硫酸，又發現了其

他危險廢物。環保局的人要求老闆立刻將危險品轉移，並感謝我們

提供了資料，還給我們詳細解釋了解決方法。

這幾天，我們深入災區。即使我沒有跟其他志願者一起去幫助當地

的災民，比如搬東西或去醫院安慰照顧那些傷者，但我選擇了用我

最好的方式去保護災民， 總讓我心裡比較好過。

點滴分享 綠色和平的工作，範疇很多，由實地調查、活動策劃，以至撰寫環保報告、政策遊說等一一包辦。每個範
疇的工作都為我們的同事帶來不一樣的體驗。工作背後，的確，他們有更多個人感受想跟大家分享。

污染防治項目主任
曾參與四川汶川地震後的監測和評估工作 陳宇輝

綠色和平每次的行動，都需要周詳的計劃、仔細的鋪排，讓行動代我們

表達訴求，並確保成功。

我們一直要求政府在草案中加入管制電廠溫室氣體排放的條款。但早於

2007 年年底我們已經知道政府並未考慮，故此我們必須事前花時間遊說

不同的政黨、希望立法會議員會在委員會內反映我們的訴求。事實上，

不少立法會議員都認同我們的要求，多番在草案委員會上向政府施壓，

可惜環境局局長邱騰華始終沒有認真看待氣候變化的問題。為了增加對

邱局長的壓力，我們決定在立法會會議上以直接行動的方式向他施壓。

立法會保安嚴密，因此行動之前，我們先要多次到立法會視察場地，確

定邱騰華屆時的座位，為了確保我們能夠取得公眾席上的有利位置，我

們在會議前 2 個小時已經在立法會內準備就緒，同時亦須確保所設計的

橫額如何能成功展示。

最後行動尚算成功，我們在立法會內從公眾席放下寫上「邱騰華是暖       

化幫凶」及印有箭咀圖案的橫額，直指邱局長拒絕規管電廠排放二氧化

碳，雖然最後他依然拒絕承諾管制溫室氣體排放，我們亦被保安帶走，

但我認為推動政府認真對待氣候變化問題是正確的，公眾需要一個敢於

積極改善環境的政府，拿出一套全面應對氣候變化的政策。

香港項目經理
致力氣候變化政策工作

古偉牧

以往於綠色和平工作，往往有一份孤獨感，感覺只有環保團體為

環境爭取，始終香港市民可以為環境發言的機會不多。但在一次

政府委託顧問公司所舉行的空氣質素指標公開諮詢會上，我終於

有機會與市民同步行動。

空氣污染項目是香港人最關心的環境議題之一，雖然政府極為        

低調地處理該公開諮詢，但仍然有超過 200 名市民到場，我也是

當日會場內其中一份子，更親眼見證香港巿民對優質空氣質素的

渴求。

會場內，市民相當積極提問，對於政府建議的寬鬆標準作出連串

的質詢，相反顧問公司的代表在台上支吾以對，大家對政府的回

應感到氣憤，卻又令我深深感受到香港市民對於空氣污染強烈的

關注，證明我們於空氣污染上的工作是有價值的。

不過，這次的公開諮詢過後，政府似乎仍然沒有了解市民的訴       

求，直接回應當日公開諮詢上市民表達的不滿。因此我們必須繼

續努力，籌備下一輪活動，繼續向政府爭取改善空氣質素。

氣候與能源項目主任
主力空氣污染項目工作 賴芸

在綠色和平工作的幾年中，我走訪過很多水污染的地區，

也調查了很多工廠的污染情況，然而，不僅深深的為工廠

轉移到農村倍感焦急，更為企業工廠的排污行為感到憤憤

不平。在一次田野調查中，有村民 抱怨附近的一家港資印

染企業排污嚴重，但我幾次都未能找到排污口，然而在一

次枯水期，河床露出了大半，我順著工廠外牆的排污管找

尋，終於發現了排污管竟然 延伸到河床的中央位置，更正

在排放著醬油色嗆人的污水。清澈的江水，正被這濃濃的

污水侵蝕著，形成分明的兩條線。下游大半的河床全被染

上了醬油色，醬油色的污水裡漂浮著一些死魚和死雞。我

震驚了。這樣的排污行為為何完全沒有人進行監管呢？

還有一次在淮河岸邊的採訪亦讓我印象難忘。在探訪一條

名為癌症村時，一個大媽把臉盆往井邊一放準備打水洗衣

服，然而，被打上來的水卻是一股泡沫和惡臭味，令人難

以相信！在實地的調查中，讓我更確切了解到中國水污染

的嚴重性。

污染防治項目主任
多次為水污染項目作出實地考察及調查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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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綠色和平的偶遇不經不覺已是10 年前的事！

其實我早已聽過綠色和平的名字，不過印象中

都是有關他們一些激烈的環保行動，對其實際

工作了解不多。經10 年前那位作街頭推廣的        

青年介紹後，我才知道綠色和平在多個環保範

疇都有進行實質的研究工作。那時的我其實已

感受到四周的自然環境變得越來越差，污染越

來越嚴重，因此希望可以出一分力改善環境，

就這樣我便成為綠色和平的每月捐款支持者。

而在云云的環保組織中，我選擇支持綠色和平

的一個重要原因是其獨立性，由於綠色和平    

從不接受政府及企業的捐款，進行環保工作時

便不會因利益衝突而有所偏頗。

可能是切身又影響深遠的關係，在眾多環保      

議題中，我比較關注空氣污染問題，不知由何

時開始，即使在放晴的日子，香港的天空都是

灰藍一片，已很少出現兒時書本上所說的蔚藍

天空。而政府亦每天在提醒著我們空氣污染       

指數有多高，而這指數的標準其實比國際指標

還要寬鬆呢！空氣污染是由人類活動中排放過

量有害的污染物所造成，氣候變化亦因人類        

活動而起，是必須迫切解決的問題。

無論是空氣污染問題，還是其他的環保問題，

我認為要解決必須從三方面著手。首先要制定

完備的環保法例，並切實執行及定時檢討          

這些法例。此外，政府亦須實施政策鼓勵企業

保護環境及支持環保組織的工作。最後亦是      

最重要的一環，便是加強公眾的環保意識，         

尤其是對小朋友的教育；要讓公眾明白環保的

迫切性，並在日常生活及工作中實踐；要改變

人的生活態度及價值觀不是一朝一夕可做到         

的，但這是治本之法。寄望綠色和平可在這   

三方面發揮她的影響力！

綠色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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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賴您與過萬名會員的支持，去年機構的善款數字持續增        

長，讓我們的工作得以穩定進行。為了讓更多市民認識我們

多方面的工作，我們亦開拓了更多的籌款及推廣渠道。

相信不少會員都是透過街頭籌款的方法成為我們的會員。在

2008 年我們新增了多個捐款渠道，包括 7-ELEVEN、OK 便

利店、繳費靈捐款及網上銀行服務，方便公眾可隨時向我們

作出每月或一次性捐款，過程更快捷安全。

今年我們亦繼續運用更多網上渠道與會員及公眾作出互動，

包括「愛書人 愛森林」網站，讓支持者自製個人籌款網頁，

親自邀請朋友參與保護森林的工作。同時於聖誕節推出「送

份禮物救地球」網站，讓公眾在網上選購環保禮物給摯友，

既可以表達心意，亦鼓勵公眾減少不必要的消費，更可同時

支持我們的各項工作。

與會員保持良好的溝通，是我們工作重要的一環，因此我們

舉辦不同類型的會員活動，讓會員深入了解我們不同範疇的

工作。在今年四月份舉行的週年會員大會上，我們有幸與過

百位會員聚首，讓他們加深認識我們過去一年的工作之餘，

亦可跟各位同事及義工分享工作的點滴，同時更可以一睹平

時難得一見的行動道具，了解它們於行動中的作用。期待在

下次的活動再與您見面！

保護脆弱環境的工作既長遠且充滿挑戰，每一個您持續的支

持都是不可或缺的。我們再次衷心感謝您的支持，並期望更

多支持者加入我們的行列，為環境作出積極的改變。

跟綠色和平的偶遇

綠色和平十分重視每位捐款者的支持，由於我們並不接受政府及企業的資助，您捐
出的一分一毫，都為我們的環保工作帶來穩定的財政資源，同時亦是推動我們繼續
完成使命的最大原動力。

致會員的話：

多謝您積極的參與！
會員分享：

Larissa Chow
成為綠色和平會員
超過1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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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許多綠色和平的會員一樣，您已為保護地球的環境及生物多樣性帶來多方面的改變。

感謝您成為綠色和平的一份子。 

財政獨立是綠色和平得以跟政府及財團爭取改變的重要基礎。綠色和平不接受任何政府或商業機構的資助。獨立性令

我們得以保持機構的公信力。

綠色和平在全球 

綠色和平在全球 42 個國家設有分部。雖然每個綠色和平的辦事處各有不同的工作項目，但我們均有一個共同信念，就

是致力消除地球上最重要的環境威脅。有關綠色和平在國際，以及在香港和中國所作出的環境努力，詳見於年報內。

更多有關綠色和平
綠色和平在全球 42 個國家、超過 20 種語言的地方設有辦事處。

綠色和平在英國艾斯特大學設有研究實驗室。 

綠色和平獲得聯合國的協商身份（consultative status）。

給最重要的支持者──您
我們的運作依賴個人支持者以及與我們擁有共同目標的基金會資助。綠色和平在中國的辦事處同樣得到國際綠色和平

以及其他分部的撥款。直至 2008 年底，全球綠色和平的支持者多達 290 萬，在香港亦有 2 萬名會員。我們感謝所有

會員慷慨的捐款以支持我們的工作，因為您，綠色和平得以造就改變，為環境問題提出解決方法。

有關我們如何運用會員的捐助，下頁將有詳細介紹。您可以從報告中見到，處理水污染危機是我們在 2008 年最優先

的工作項目，我們在內地及香港的水污染的工作在預算上佔最多的比例。

氣候變化是現時地球最大的威脅，因此我們今年在氣候項目上的開支比 2007 年增加了接近 50%。未來幾年我們將會

繼續大幅度增加應對氣候變化的資源比例。 

沒有您不斷的支持，眾多的成就是不可能實現的。 

再次感謝您在 2008 年對我們的支持及厚愛！

Cristina San Vicente

籌款總監的話

感謝您的支持，讓綠色和平得以對抗世界上
最迫切的環境威脅。

財政報告

2007

HK$

19,810,458

-

1,508,668

393,481

382,038

22,094,645

1,028,680

2,146,932

2,314,719

1,395,228

2,855,763

4,808,799

 

14,550,121

6,866,880

4,838,713

26,255,714

(4,161,069)

2008

HK$

 

 

21,551,659

4,719,000

1,071,386

129,876

614,267

28,086,188

1,541,333

2,727,854

1,498,572

1,682,710

2,768,231

6,370,948

16,589,648

8,082,594

6,353,675

31,025,917

(2,939,729)

  善款來源

捐款收入

國際綠色和平撥款

跨國基金會撥款

利息

雜項

總收入

  善款運用

環保項目經費

■ 氣候與能源

■ 污染防治

■ 保護森林

■ 食品及農業

■ 香港項目（包括氣候與能源、污染防治、保護森林及食品及農業）

環保項目支援經費

（公眾資訊及外展、媒體推廣、科學及商業）

項目工作總支出

籌款、會員服務經費

組織支援及管治

（長遠策略制訂及組織監管、財務監督和控制、資訊科技支援、

人力資源及辦公室）

總支出

赤字

綠色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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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許多綠色和平的會員一樣，您已為保護地球的環境及生物多樣性帶來多方面的改變。

感謝您成為綠色和平的一份子。 

財政獨立是綠色和平得以跟政府及財團爭取改變的重要基礎。綠色和平不接受任何政府或商業機構的資助。獨立性令

我們得以保持機構的公信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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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其他分部的撥款。直至 2008 年底，全球綠色和平的支持者多達 290 萬，在香港亦有 2 萬名會員。我們感謝所有

會員慷慨的捐款以支持我們的工作，因為您，綠色和平得以造就改變，為環境問題提出解決方法。

有關我們如何運用會員的捐助，下頁將有詳細介紹。您可以從報告中見到，處理水污染危機是我們在 2008 年最優先

的工作項目，我們在內地及香港的水污染的工作在預算上佔最多的比例。

氣候變化是現時地球最大的威脅，因此我們今年在氣候項目上的開支比 2007 年增加了接近 50%。未來幾年我們將會

繼續大幅度增加應對氣候變化的資源比例。 

沒有您不斷的支持，眾多的成就是不可能實現的。 

再次感謝您在 2008 年對我們的支持及厚愛！

Cristina San Vicente

籌款總監的話

感謝您的支持，讓綠色和平得以對抗世界上
最迫切的環境威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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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色和平

香港辦公室
香港西環德輔道西 410-418 號太平洋廣場 8 樓

電話：（852）2854 8300

傳真：（852）2745 2426

電郵：greenpeace.china@greenpeace.org

北京聯絡處
北京朝陽區朝外大街吉慶里藍籌名座 E 座 2 區19 層

（郵編 100020） 

電話：（86）10 65546931

傳真：（86）10 65546932

行動,帶來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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