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您的動物園或水族館
獲取永續棕櫚油之

簡短準則

世界動物園暨水族館協會保育與環境永續委員會工作小組編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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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南目標
這份指南是由世界動物園暨水族館協
會 (World Association of Zoos and 
Aquariums, WAZA) 保育與環境永續委
員會 (Conservation and Environmental 
Sustainability Committee) 的工作小組所提
出，旨在幫助WAZA成員了解並支持由WAZA
與棕櫚油永續發展圓桌組織 (Roundtable on 
Sustainable Palm Oil, RSPO) 所簽訂關於獲
取永續棕櫚油的合作備忘錄。無論您的動物園
和/或水族館位於哪裡，或者您的預算多寡，這
份指南所包含的簡單方法將可幫助您改變您
的組織對於棕櫚油的看法及獲取方式。

撰稿者
Chelsea Wellmer 
Tracey Gazibara 
(Cheyenne Mountain Zoo 夏延山動物園)

Paula Cerdán
Gavrielle Kirk-Cohen 
Valy Gourdon
(WAZA 執行辦公室)

同時取材自以下參考資料：
• The WAZA Short Guide: How to reduce 

single-use plastic at your zoo or 
aquarium.

• The WAZA Short Guide: How to choose 
responsibly sourced forest products at 
your zoo or aquarium.

封面/封底照片：油棕樹種植地的空中俯拍
圖。攝於印尼東加里曼丹省庫台卡塔內加
拉縣 Muara Kaman 區薩賓圖隆村

照片版權 © Ricky Martin / 國際林業研究中心

引用
World Association of Zoos and 
Aquariums (2021). A short guide on 
sourcing sustainable palm oil at your 
zoo or aquarium. Barcelona: WAZA 
Executive Office, 32 pp.

設計印刷
Paula Cerdán 
(WAZA 執行辦公室)

Chelsea Wellmer 
(Cheyenne Mountain Zoo 夏延山動物園)

在過去100年裡，蘇門答臘虎(Panthera tigris sumatrae)的
數量減少了97%，他們是非法狩獵和人類與野生動物衝突
的受害者，而棲息地的退化縮減更是威脅他們生存的主因。
從1990到2010年間，蘇門答臘的森林面積因擴大種植油棕
樹而消失了40%，這使得蘇門答臘虎在野外的數量已不到
400隻。

照片版權 © Amie Stubbs/Nashville Zo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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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
什麼是棕櫚油？
棕櫚油是世界上最廣泛使用的食用植物油，透過擠壓
油棕樹 (Elaeis guineensis 和 Elaeis oleifera) 的果實所
產出。它的生產效率高、價格低廉，且具備多種特性，
例如：在室溫下呈現半固體狀態、在高溫下保持穩定，
抗氧化、無色無味，有助於產品品質穩定與保存。這些
特性使它廣受使用者歡迎，並在全球市場上的消費數
量持續攀升。

油棕原產於非洲，於18世紀中被引入至東南亞地區，
目前世界上84%的棕櫚油生產來自印尼和馬來西亞
(USDA, 2021)。 數以百萬計的家庭從事棕櫚油生產相
關工作。根據統計，在馬來西亞有四百五十萬人仰賴
棕櫚油生產工作以維持生計，這對於緩解貧困有相當
大的影響。

然而，大規模、非永續的油棕園經營正在破壞環境與
棲息地，並威脅到生長在該地的動植物。

從1980年到2020年，全球棕櫚油產量逐年從四百
五十萬噸(IUCN, 2018)增加到七千五百萬噸(RSPO, 
2016)。

在一般商店中，我們可以發現大約半數的商品內都含
有棕櫚油成分，包含各種包裝食品、洗髮乳、巧克力、
化妝品、寵物食品及清潔用品等，且目前全球約半數
人口(主要在亞洲和非洲)選擇棕櫚油作為料理用油。

隨著全球人口數量增長，對於棕櫚油的需求量將以每
年1.7%的幅度持續增加至2050年(IUCN, 2018)，其需
求擴張也促使森林砍伐增加，特別是在東南亞地區，
以及最近的拉丁美洲與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

非永續棕櫚油生產相關的熱帶森林砍伐導致溫室氣
體排放、區域性煙霾、水資源汙染、人權侵犯等問題，
同時也使得野生動物保育在某些世界生物多樣性熱
點受到威脅。

油棕

3.62 47 2 0.5

大豆

0.3 315 29 2.9

油菜籽

0.79 99 11 0.7

產量
每公頃可產出的植物油噸數

肥料
生產�噸油所需的公斤數

殺蟲劑
生產�噸油所需的公斤數

能量
生產�噸油所需的千兆焦耳

在永續生產下，棕櫚油是生產效率最高且價格最實惠的選擇，與
其他油料作物相比，種植油棕所需的土地、殺蟲劑、肥料更少。
© WAZA

在 Bina Tani Muara Kaman Ulu 油棕園收穫的
油棕樹果實。該油棕園為合作企業，位於印尼東加
里曼丹省庫台卡塔內加拉縣 Muara Kaman 區 
Muara Kaman Ulu 村。

照片版權 © Ricky Martin / 國際林業研究中心

販賣油棕果實的加彭女人。

照片版權 © Nathalie van Vliet / 國際林業研究中心

解決辦法是什麼？
抵制棕櫚油不是長久有效解決問題的辦法。

解決方法其一是推動永續棕櫚油生產認證。

抵制棕櫚油並改用菜籽油、葵花油、大豆油或椰
子油等其他植物油，將會消耗四到十倍的土地
及其他資源，包括肥料及殺蟲劑等，這些額外資
源的消耗需求會導致更大規模的森林砍伐，使
其他生態系統、野生動物和其棲息地，特別是在
熱帶地區的狀況將更加惡化。

如果棕櫚油是透過保護熱帶雨林、動植物、原住
民及從事相關產業人民的永續方式生產，棕櫚
油將成為大眾消費最生態友好的植物油選擇。

另一值得注意的是，大多數抵制棕櫚油的呼聲
來自歐洲、澳大利亞、紐西蘭與北美洲等西方國
家與地區，雖然這些地方屬於棕櫚油進口國，但
大部分的進口量與消費量集中在四個國家，分
別是印尼、馬來西亞、印度及中國，即使西方世
界共同抵制棕櫚油，非永續生產的棕櫚油消費
市場仍將存在，這突顯了推動並普及永續棕櫚
油生產的重要性。

https://ipad.fas.usda.gov/cropexplorer/cropview/commodityView.aspx?cropid=4243000
https://www.iucn.org/resources/issues-briefs/palm-oil-and-biodiversity
https://rspo.org/about/goodbadpalmoil
https://rspo.org/about/goodbadpalmoil
https://www.iucn.org/resources/issues-briefs/palm-oil-and-biod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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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您從全球尺度的觀點來評斷棕櫚油
生產，沒有簡單的方法可以解決此對生
物多樣性災難般的影響。
世界上半數的人口以棕櫚油作為食用
油，如果我們禁止或抵制棕櫚油，其他
更加消耗土地資源的油品將取而代之。
因此，棕櫚油應持續使用，但我們迫切
需要共同採取行動，使棕櫚油生產更加
永續，並確保各方團體─政府、生產商、
供應鏈─履行永續生產的承諾。

- 英格˙安徒生 Inger Andersen,
IUCN前總幹事(2015-2019)，
引自IUCN新聞(Paris, 26 June 2018)

“

儘管棕櫚油生產國家有各自訂定相關標準，例如馬來
西亞永續棕櫚油認證方案 (Malaysian Sustainable 
Palm Oil (MSPO) certification scheme) 、印尼永續
棕櫚油認證方案 (Indonesian Sustainable Palm Oil 
(ISPO) certification scheme) ，但我們認為 RSPO 仍
是目前最嚴謹的永續棕櫚油認證方案。

棕櫚油永續發展圓桌組織 (RSPO)
RSPO是一個國際非營利組織，致力於推動永續棕櫚
油生產。RSPO永續棕櫚油認證方案為棕櫚油生產及
使用制訂了最高認證標準，使用RSPO認證之永續棕
櫚油 (certified sustainable palm oil, CSPO) 的產品
可從RSPO認證的公司、經由RSPO認證之供應鏈採
購的公司、或透過識別RSPO的標識來購買。

RSPO開發的產品標識系統，使民眾可以更簡易的
辨認使用永續棕櫚油的產品。RSPO商標分成三個
等級：「認證(Certified)」等級意指「身分保護與分離 
(Identity Preserved and Segregated) 」，表示該產
品完全使用經認證的永續棕櫚油；「混合(Mixed)」等
級意指「產量平衡(Mass Balance)」，表示該產品部分
使用經認證的永續棕櫚油，其仍對推動永續棕櫚油
生產有所貢獻；「信用(Credits)」等級意指「證書宣言 
(Book and Claim) 」，由永續棕櫚油供應商出具證明
給支持永續棕櫚油生產的企業與用戶。

由誰定義什麼是永續生產的棕櫚油？
棕櫚油永續發展圓桌組織 (The Roundtable on 
Sustainable Palm Oil, RSPO) 是一個非營利組
織，其會員囊括了棕櫚油產業的產業利害團體，包
括生產商、加工商、貿易商、消費品製造商、零售
商、銀行、投資商、環保團體與非政府組織，是規範
永續棕櫚油生產認證標準的最佳選擇。

RSPO 與時俱進的原則和標準 ( Principles & 
Criteria, P&C ) 是認證永續棕櫚油生產的指南， 
P&C 包含了7項原則與39項標準，其規範內容
獲得全體會員的共識，聚焦在人類、地球與繁榮
(People, Prosperity, and Planet)。

WAZA 對 RSPO 的期望？
儘管本指南認為RSPO是現有最周全且最具權威之棕
櫚油認證方案，但其仍須不斷持續更新改進。作為保
育工作組織，我們可以成為引領棕櫚油產業永續發展
的重要力量。

我們在公開支持RSPO及推動RSPO內部進行必要改
善的方面皆扮演重要角色。

隨著新原則和標準(P&C)於2018年的發布，RSPO的標
準獲得了顯著的改善，然而，RSPO是一個由產業利害
團體組成的自願性之認證標準，因此它並不能針對現
況挑戰做出快速反應，甚至不受其影響。為了實現我
們的共同目標，也就是使永續棕櫚油更為普及，這將
會是一個需要許多組織共同努力推動RSPO更進一步
的旅程。

為本指南做出貢獻的組織，一部分是RSPO會員，致力
於倡導環境與動物保護的非政府組織；另一部分則是
非RSPO會員，但同時也謹慎地發揮影響力。

無論如何，我們都高度重視RSPO，只要RSPO將保護
生物多樣性與環境作為其首要工作，我們將會持續對
RSPO提供支持。

除了確保會員遵守2018年的原則和標準(P&C)，我們
亦期待RSPO至少能夠達成以下目標：

1. 透過改善管理方法以及監測保育區（包括物種及族
群）來提高認證標準。

2. 完善認證方案，而非行動本身，使其審查聚焦於採
取行動後的影響。

3. 開發新方法來評估永續油棕園的生物多樣性。
4. 積極監督各成員是否發生違反RSPO標準的行為，

並在發現時迅速採取相應的處理。

就我們而言，我們作為生物多樣性及動物的專家，以
及每年流量可達數百萬人次的教育機構，致力於協助
RSPO實現永續棕櫚油生產的共同目標。

樹袋鼠(Dendrolagus sp.)生活在印尼西巴布亞省、巴布亞紐幾內亞以及澳洲昆士蘭省
最北端的低地及山地雨林。因森林伐木、木材生產或是改種植咖啡、稻米、油棕樹而開
發的種植園所導致的棲息地喪失，已成為影響其生存的主要威脅。

照片版權 © Amie Hindson/Zoos Victoria

666

棕櫚油供應
鏈之認證及
定義可參考
第14頁。

https://rspo.org/
https://rspo.org/library/lib_files/preview/1079
https://rspo.org/library/lib_files/preview/10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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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物園和水族館的角色
動物園和水族館提供動物照護與野生動物之間
的直接聯繫。動物園和水族館身為值得信賴的
保育組織，應盡可能教育大眾和私營部門，如何
做好環境保護並保育野生動物。牢記這一點，我
們必須利用我們的全體力量來支持並使用認證
的永續棕櫚油。

2017年11月，世界動物園暨水
族館協會(WAZA)與棕櫚油永
續發展圓桌會議(RSPO)簽署
了合作備忘錄(MoU)。
合作備忘錄列出了七項具體目
標，其中四項是WAZA及其動
物園和/或水族館成員的責任。

受非永續棕櫚油影響的物種

油棕在赤道沿線的熱帶氣候中茁壯成長，其為
生產棕櫚油加工果實的樹木。 這些地區也是地
球上生物多樣性最豐富的熱點地區所在地，擁
有數百萬種獨特的植物和動物物種。

棕櫚油生產國家

赤道沿線的熱帶地區

箭毒蛙
照片版權 © Brian Gratwicke

棕喉三趾樹獺
照片版權 © Henry Lien

大食蟻獸
照片版權 © Evelyn Aguilera

侏儒河馬
照片版權 © Alex Kantorovich

黑猩猩
照片版權 © Jean-Marc Astesana

霍加皮
照片版權 © Cheyenne 
Mountain Zoo

馬來虎
照片版權
© Bernard Spragg

紅毛猩猩
照片版權 © Carrie P

大犀鳥
照片版權 © Angad Achappa

綠樹蟒
照片版權 © Yu-Chuan Chen

亞洲象
照片版權 © Zachi Evenor

根據世界自然保護聯盟的資料，油棕種植園的擴張可能會影響全球 54% 已受威脅的哺乳動
物和 64% 的鳥類。下圖僅標示受不可永續棕櫚油影響的眾多物種中的一小部分。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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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ZA鼓勵其成員們在WAZA的網路平台上
提供技術，以改善永續指標和RSPO所設立的
認證系統，特別是關於環境責任和保護生物多
樣性方面。

WAZA帶領動物園和水族館，提高大眾對有永
續棕櫚油認證(CSPO)商品及消費的認知。宣
傳活動應在2023年由50%的WAZA成員或由
物種因非永續棕櫚油而受到負面影響的動物
園主辦。

直到2023年，50%的WAZA成員承諾只購買、
消費和售出有CSPO的產品。

根據需要，WAZA作為特邀顧問參加RSPO生
物多樣性和高保護價值工作組，為環境救援計
畫提供域內保育資訊，並提供當地知識，供環
境救援小組決定做為參考。

合作備忘錄可在此查看。

1

2

3

WAZA 與 RSPO 簽訂之
合作備忘錄有以下四
個目標：

實施永續棕櫚油的
開發政策

在試圖將採購轉向致力於永續棕櫚油的供應商時，制
定關於永續棕櫚油的機構政策或立場聲明，可提供領
導層和員工清晰的方向。如此有助於提供解釋和指
導，並將幫助 WAZA 成員分擔與 RSPO 達成合作備忘
錄目標的責任。

找出您當地、區域或國家內管理棕櫚油之法規，讓您
的政策和相關法規一致，將有助於政策的實行。

本手冊稍後將提供有關永續棕櫚油政策的範本，請因
地制宜調整這份資料，並於您的單位運用。

4

塔龍加動物園的老虎特展
“Tiger Trek”：授權消費者

拯救蘇門答臘虎免於滅絕
塔龍加動物園｜澳洲
Taronga Conservation Society Australia  
| Australia

在塔龍加，我們相信我們有責任為野生動物發聲，向大眾
講述牠們的故事。因此，塔龍加的蘇門答臘虎展覽“Tiger 
Trek”，是圍繞在澳洲人可以做些什麼來保護蘇門答臘虎
的主題而建立的。

這場史無前例、精心策劃的體驗，模擬了一場飛往印尼蘇
門答臘島韋卡巴斯國家公園的飛機旅行。在那裡，遊客能
和蘇門答臘虎互動交流，能進入韋卡巴斯國家公園觀察，
並認知更多有關森林砍伐和其對野生動植物的影響，同
時，也能了解CSPO所提供的解決方案。隨後，客人們會進
入一個被稱為「選擇超市」的互動式超市，其中展示了澳
洲最受歡迎和最知名品牌的30多種產品。

通過“Raise Your Palm”的活動，遊客可使用互動的應用
程式來幫助拯救蘇門答臘虎。在購買商品時，他們可以利
用應用程式，找出這些商品的永續棕櫚油評級，然後向這
些公司發電子郵件，鼓勵他們持續供應100%認證過的棕
櫚油，並向那些已經實踐轉型的公司表示感謝。

目前已有超過200萬名遊客參與了這場體驗，並向11家
公司發送了超過13萬封的電子郵件。

案例分析

上：“Tiger Trek”蘇門答臘虎特展。
中：模擬前往印尼的飛機之旅。
下：互動超市，增加顧客參與度和與企業的連結。

照片版權 © Taronga Zoo

2017年，Tamaris-Turizo等人的一
項研究顯示：部分棲息地因工業規模
的油棕種植開發而被移除，進而導致
不同鳥類物種的局部滅絕，如生長在
哥倫比亞奧里諾基亞地區的白尾尖
鐮嘴蜂鳥（Eutoxeres aquila），就因
高密度油棕種植造成的棲地破壞而
在此處滅絕。

照片版權 © Charlie Jackson

<L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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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666645c8-8d3f-4da2-86f8-cf16d9753112.filesusr.com/ugd/39df89_4f42375b96184615ba8cebb6d40289a3.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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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型生產商在秘魯聖馬丁島
帕奇薩區展示油棕樹果實。

照片版權 © Juan Carlos 
Huayllapuma

/ 國際林業研究中心

永續發展棕櫚油政策
(加上貴單位的名稱與商標)

目的
介紹棕櫚油與其非永續生產對環境的影響，特別強
調非永續棕櫚油和永續棕櫚油之間的區別。將此問
題與您所照護的動物聯繫起來，這些動物的生存受
到非永續棕櫚油的威脅，以彌補該主題與您的組織
參與其中原因之間的差距。並於最後回答：「為什麼
我們需要永續棕櫚油的政策？」

貴單位的參與，應涵蓋已經或正在展開支持永續棕
櫚油的所有活動，包含最佳作法、法規或社會義務等
相關事項，並提供一個明確的政策目的。

例如，永續棕櫚油政策的目的是用於：

• 提供指引以保持政策一致性，並控制與永續棕櫚
油供應商之合作。

• 展示責任心與最佳典範。
• 藉由合約、零售與夥伴的活動，提供採購永續棕櫚

油之指導。
• 確保對員工與遊客傳達一致性訊息。
• 支持WAZA和RSPO之間的合作備忘錄。

責任
詳細說明誰該監督此政策並確保有足夠資源可執
行。由哪些工作人員負責實施貴單位的政策，而他們
又將如何確保目標的實踐？

範圍與守則
包括貴單位能合理掌控之範圍，由於有些單位權責
範圍沒有包含整個園區（如商店或餐廳承包商）因此
須要定義責任範圍，解釋貴單位在什麼地方具有決
定權或影響力。還需說明貴單位中的哪些人必須遵
從該政策，例如員工、志工、供應商和承包商。若為土
地擁有者，您有權利於承租合約內增加永續棕櫚油
的使用條款。

目標
敘明貴單位目標及此政策如何支持其他策略之施行
與進展。

例如，此永續棕櫚油的政策需支持「單位名稱」的：

• 環境永續政策
• 永續地採購
• 環境保護
• 環境永續團隊活動

計畫時程
應包括一個明確、有時限的計畫作為實踐目標。
例如，至「目標日期」，我們將做到...。

參考資料
按要求提供參考和相關延伸資料。

政策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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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義
我們建議在您的政策中添加一個定義內容，以利明確精
準使用關鍵字或短語。以下提供一些可以列入的例子，
但也可根據貴單位的區域和/或單位情況進行調整。

HCV：高保護價值。
一個因其環境、社會經濟、文化、生物多樣性和/或景觀
價值等因素而具有重要性的區域；1999年，被列為可永
續發展的林業標準（FSC，森林管理委員會）。

HCS：高碳儲量。
碳儲量是指儲存在某一特定區域內（如:森林或泥炭地
區域）的碳量。高碳儲量的土地是指地面生物質中含有
35噸的碳。

RSPO：棕櫚油永續發展圓桌組織。
非營利組織，聯合了與棕櫚油行業有利益相關的七個部
門：油棕生產者、加工者、貿易商、消費品製造商、零售
商、銀行/投資者以及非政府的環境和社會組織。RSPO
已制定了一套公司和農民必須遵守的環境和社會標準，
以生產認證過的永續棕櫚油。

CSPO：經認證的永續棕櫚油。
RSPO標準管理和認證下的種植園中所產出的棕櫚油。

P&C：原則和標準。
RSPO建立的一套永續棕櫚油的製作標準，其標準涉及
生產永續棕櫚油的法律、經濟、環境和社會要求。

RSPO 認證機制
證書交易 Book & Claim/Credits：
不對供應鏈中是否存在永續棕櫚油進行監測。製造
商和零售商可以從RSPO認證的種植者、壓榨廠和獨
立小農戶那裡購買信用證。提供可交易的RSPO認證
棕櫚油證書給棕櫚油供應商。然後該供應商可將這
些證書上傳在網絡的交易系統，向選擇支持特定數
量的RSPO認證棕櫚油/棕櫚油相關產品的用戶提供
這些證書。這是最不嚴格的認證機制，但能夠在一天
內通過網絡交易輕鬆啟用。

認證與非認證混合體系 Mass Balance：
實物供應鏈。對經RSPO認證的永續棕櫚油及以其棕
櫚油提煉出的衍生品的貿易進行行政監測。這是在
永續棕櫚油成為貿易主流前的臨時解決方案。在公
司整體數量能控制的前提下，此體系允許經認證的
永續棕櫚油(CSPO)在任何階段與普通棕櫚油混合。

認證與非認證分離體系 Segregated：
實物供應鏈。保證交付給最終用戶時的認證永續棕
櫚油(CSPO)及以其棕櫚油提煉出的衍生品都100%
僅來自於RSPO認證過的。然而，此體系允許混合來
自不同但都被認證過的種植園所產的CSPO，因此無
法追朔於單一的原始來源。也就是說，即使經認證的
永續棕櫚油和普通棕櫚油在整個供應鏈中都是分開
的，認證的永續棕櫚油也可能來自不同的認證源頭。

種植園身份保持體系 Identity Preserved：
實物供應鏈。該系統確保交付給最終用戶的認證永
續棕櫚油(CSPO)及以其棕櫚油提煉出的衍生品都可
以追溯到某一認證源頭，因為經認證的永續棕櫚油
與整個供應鏈中的所有其他油棕來源都是分開。這
是最嚴謹的認證機制。

欲了解更多信息，請瀏覽： 
https://rspo.org/certification/supply-chai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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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分析

讓消費者和企業傾向
永續發展的棕櫚油
夏延山動物園｜美國
Cheyenne Mountain Zoo | United States

夏延山動物園將目標集中於三個方向：教育我們的遊
客/追隨者，讓他們了解RSPO認證的永續棕櫚油的重
要性；鼓勵公司加入RSPO採購永續棕櫚油以及幫助
其他組織的永續棕櫚油宣傳計畫。

在我們的靈長類動物館區中，有一個解釋棕櫚油的標
誌牌，以及一個模擬商店展示著致力於永續棕櫚油的
公司產品。這有助於遊客了解我們所購買的各種產品
都可能影響到野生動物，並鼓勵遊客關注他們所支持
的公司。

為了讓遊客能實際參與支持永續棕櫚油的保護行動，
我們開發了一個能協助購買永續棕櫚油產品的手機
應用程式。消費者利用該應用程式掃描他們想要購買
的產品條碼後，它將會識別該產品公司是否為RSPO
成員，以及我們對他們在永續棕櫚油方面的配合度進
行的排名⸺「需要改進」、「良好」或「優秀」。

消費者能夠透過應用程序聯繫那些支持永續棕櫚油
的公司，感謝他們並鼓勵他們繼續改善其棕櫚油的供
應鏈。此外，我們還幫助動物園的遊客發送信件和感
謝卡，鼓勵企業加入RSPO。藉由賦予消費者權力和與
終端使用者公司的直接溝通，協助改變北美的市場。

為了幫助其他組織主辦自己的支持永續棕櫚
油活動，我們還創建了一份公開素
材，其中包含有關永續棕櫚油的標
牌/插圖、活動、講義與圖像/影片等
示例。

夏延山動物園的工作人員幫忙建立紅毛猩猩和遊客之間
的聯繫。 照片版權 © Cheyenne Mountain Zoo

應用程式中的永續棕櫚油購
物指南使消費者能夠支持永
續棕櫚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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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分析

倡導經認證的永續棕櫚油
新加坡野生動物保護區｜新加坡
Wildlife Reserves Singapore | Singapore

新加坡野生動物保護區（WRS）致力於支持使用經認證的棕櫚油
（CSPO），並成為新加坡CSPO有力的倡導者。自2016年，我們成為棕

櫚油永續發展圓桌組織成員之一，與此同時，我們也是亞洲永續棕櫚
油組織（SASPO）的創始成員。

2017年，我們的食品和飲料店改成只使用RSPO認證的食用油，並對公
園內常用的食用和非食用物品進行了內部審查。為了證明我們對使用
CSPO的承諾，我們已經發布關於棕櫚油的官方立場聲明，作為我們綠
色採購政策的一部分。此外，還和我們的食品和非食品的棕櫚油供應
商分享我們對使用永續棕櫚油的承諾。

透過我們的公眾教育和宣傳工作，我們提高了人們對非永續的棕櫚油
產品的認知，讓他們了解非永續的棕櫚油產品的消費是如何成為熱帶
森林被砍伐的主要因子，進而促使客人和員工選擇使用CSPO的產品。
為了加強這一信息，我們經由紅毛猩猩展覽，利用新的解說方式來加
強關於使用永續棕櫚油的宣導。此外，我們已經設計了一場雙管齊下
的活動，且將舉辦於2021年⸺首先針對員工，再針對遊客及社會大
眾。我們的員工活動主要是確保同事們與單位的立場保有一致性，並
具備成為倡導者的知識。

使用永續棕櫚油的產品審核
下表為對棕櫚油產品全面審核的範例。
大約50%的產品中，可以發現棕櫚油或以棕櫚油提煉出的
衍生品，其中包括：人類食品和飲料、動物日糧和營養品、
肥皂、清潔劑、洗滌劑、衛生劑、車用液體、油漆、醫療用品
與動物用藥等等。

提供另一案例，有關您的動物園/水族館如
何開始管控產品來源，點擊此處查看切斯特

動物園供應商的棕櫚油審核範本

上：向遊客解說非永續棕櫚油的對環境的影響，以
及為何支持永續棕櫚油可以解決的告示牌。
下：員工們在自己的工作中和與遊客交談時，皆為
永續棕櫚油有力的倡導者。

照片版權 © Wildlife Reserves Singapore

馬來貘（Tapirus indicus）原生於東南亞的
熱帶雨林，其族群數在過去的三代中減少
了50%以上，目前估計剩下不到 2,500隻。
造成下降的主要原因，是由於其棲息地轉
變為油棕種植園，導致森林慘遭砍伐。

照片版權 © Omaha’s Henry Doorly Zoo

例外
此政策例外的發生，經常因組織考量人類健康與
安全、動物福祉、無替代產品或無替代通路之狀
況而設立。專門指派一名員工判斷何時需要豁
免，以及何時同意此豁免，將有助於保持事件的
一致性。

可在此處列出可豁免清單，以免造成混淆。（例
如：特定的動物用藥）。

哪個部門或區域負責產品
採購？

產品(包括品牌名稱)
（如果適用）

哪個公司生產該產品？

品牌通常隸屬於一個較
大的母公司組織。

如果該公司沒有致力於認證永續
棕櫚油。

鼓勵他們加入RSPO，或轉到已經
加入RSPO的其他公司。

例如：維修部 (品牌)洗手皂 XYZ公司 - RSPO成員 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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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擊此處，參考夏延山動物園
進行資源盤點之建議

https://www.dropbox.com/s/ezpkn6uopq5xeb2/Sustainable%20Palm%20Oil%20Audit.pdf?dl=0
https://static1.squarespace.com/static/5fa2874445fc4101b61a3e79/t/6008ae38a0bb394b90a9f7a3/1611181624551/How+to+Increase+Your+Organization%27s+Use+of+Sustainable+Palm+Oil.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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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也可以成為森林英雄
拯救野生紅毛猩猩
印第安納波利斯市立動物園 | 美國
Indianapolis Zoo | United States

作為棕櫚油永續發展圓桌組織(RSPO)中具有投票權的成員，印
第安納波利斯市立動物園致力於讓印第安納波利斯社區使用對
野生動物友善的棕櫚油。透過非正式的解說和正式的教育方案，
動物園讓遊客能夠參與，並立即採取支持永續發展棕櫚油的行
動。我們不單鼓勵遊客在參觀動物園時下載夏延山動物園的棕
櫚油應用程序，在紅毛猩猩館區也有派工作人員鼓勵遊客藉由
捐贈，來支持該森林棲息地豐富化。自2014年以來，動物園遊客
已透過動物園無現金捐款亭，向庫台森林豐富化計畫捐款超過
35,000美元。

指示牌在動物園傳遞這一類信息的計畫中也發揮了重要作用。
該展覽包括促使遊客探索他們可以做什麼來幫助棕櫚油永續發
展的互動亭，還有一個名為「森林英雄」的區域，介紹一些協助永
續棕櫚油發展運動的倡導者。

即使已經做了許多，動物園還是一直在努力採取措施，消除活動
中可能會包含的非永續棕櫚油。ZooBoo是一個貫穿整個十月
的活動，而其活動只提供被列為「紅毛猩猩友善」的食物。除此之
外，動物園也藉由網路媒體，鼓勵家庭和當地社區成員支持永續
棕櫚油與對「動物友善」的相關產品。隨著印第安納波利斯市立
動物園繼續尋找方法，來使用更多對野生動物友善的棕櫚油，現
有的項目也時刻提醒著當地社區，即便只是朝著正確的方向邁
出一小步，依舊能幫助大家為我們的環境做更多的事情。

案例分析

上：動物園遊客可以透過捐款幫助庫台國家
公園的森林棲息地豐富化。
照片版權 © Indianapolis Zoo
中：庫台國家公園內正在種植一棵幼苗。
照片版權 © Anne Russon
下：印第安納波利斯市立動物園內的自然學
家向遊客說明榴槤果實。
照片版權 © Ian Nichols

由於大部分的原生棲地與一些油棕樹主要產
地重疊（如：蘇門答臘、婆羅洲、馬來西亞、泰
國）。 雲豹 (Neofelis sp.) 目前正受到森林和棲
息地縮減的威脅，主因為選擇性的木材開採
與隨後的油棕樹種植。

照片版權 © Jonathan Ross/Nashville Zo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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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門答臘紅毛猩猩（Pongo abelii）的數量，由於棲息地的縮減
和破壞，正受到嚴重威脅。因油棕種植園的擴張和影響，牠們
的數量在過去75年裡減少了約80%。

背景：蘇門答臘島的葛林芝塞布拉國家公園
照片版權 © Luke Mackin 
前景照片版權 © Cheyenne Mountain Zoo

溝通

建立夥伴關係
與志同道合的組織合作將提高您推廣和採購永續棕
櫚油的成功率和影響力。此外，可以與當地學校、大
學、地方政府、當地企業、其他動物園和水族館或環境
組織建立夥伴關係，因為不同的合作夥伴會有不同的
觀點和經驗，可為你們的合作帶來嶄新的想法。

在整個溝通過程中，傳達出您對永續棕櫚油的承諾是
非常重要的，獲得員工、志工和其他相關者的支持是
計畫初始能成功的必要條件，因此從決定踏上這趟旅
程的那一刻起，建議您與他們進行溝通。個人和團隊
溝通都是好方式，向員工解釋支持永續棕櫚油的重要
性，讓員工提問且給予充分參與的機會對於支持至關
重要。根據您組織的規劃和體系，獲得董事會或首長
的支持也非常關鍵。與新的廠商、供應商、合作夥伴和
其他人溝通之前，先獲得單位內相關部門的支持會使
新的溝通更加順利。

一旦您知道該計畫已確實被實施，且單位正逐漸只採
購100%的永續棕櫚油，即可開始與遊客和大眾溝通。
製作能在整個組織內使用且讓人易於理解的信息，
如：展示牌、表演和示範，或在特殊事件和慶祝活動中
進行（例如：如果您的動物園在萬聖節發放糖果，請確
保所有的糖果都來自於致力於永續棕櫚油的公司），
並且強調實施這一政策的每一步都是保護野生物種。

案例分析
一切盡在掌握中
非洲野生動物園 | 墨西哥
Africam Safari | Mexico

2011年，非洲野生動物園保育教育部門主辦了一
場名為「一切盡在掌握中」的活動，想透過此活動讓
一般民眾更了解棕櫚油以及其對世界各地的動物
和熱帶森林生態的影響。該活動也將焦點放在墨西
哥目前的局勢，和遊客能如何在家裡採取簡單的步
驟支持永續棕櫚油。

在活動講座期間，我們和遊客介紹關於棕櫚油在我
們日常中的使用、它的重要性和高產量，同時也介
紹棕櫚油永續發展圓桌組織(RSPO)所負責的棕櫚
油認證計畫。此外，我們指導和鼓勵遊客採取實際
的支持行動，例如：遊客透過產品上的標籤了解棕
櫚油的使用，若生產者未明確說明產品棕櫚油來源
便向生產商發送信函；若生產者有特別標明使用永
續棕櫚油，則鼓勵他們加入RSPO。

為了向拉丁美洲和墨西哥的動物園和水族館宣傳
此活動，在2012年，我們於拉丁美洲動物園和水
族館協會（ALPZA）和墨西哥動物園和水族館協會

（AZCARM）的聯合會上展示了一張有關於此活動
的海報。

上：活動講座中年輕遊客
下：展示於拉丁美洲和墨西哥的動物園和水族館的海報

照片版權 © Africam Safari Pueb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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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勵遊客參與並促使其行為改變

實踐永續棕櫚油的運動，展現企業、非政府組織、種植
者/農夫和大眾等人的集體力量是有能力改變商業模
式和個人行為。此外，讓所有利益相關者參與永續棕
櫚油的決策過程，更確保棕櫚油行業內環境和人類被
受到更全面及嚴謹的保護，並進一步實現了使永續棕
櫚油成為規範的目標。

在世界各地，動物園和水族館每年都可能對數百萬人
的保育意識和環境行為產生正面影響。因此，動物園
和水族館可以在地方、國家或國際運動中扮演輔助型
的角色，教導消費者和企業有關於永續棕櫚油的相關
認知。

然而，人們對棕櫚油的看法往往會因地區的不同而有
所差異。因此，位於不同處的動物園和水族館得找到
一個適用於自己區域的方法，進行永續棕櫚油的教
育。比如說；在東南亞的動物園和水族館可能會需要
考慮他們與世界上最大的棕櫚油生產地⸺印尼和馬
來西亞⸺之間的政策關係，或是可能得更加關注環
境問題；而位於無採購透明化的國家的動物園和水族
館，應將重點放在確保公司在產品採購方面對民眾的
透明化；其餘的動物園和水族館可能更應專注於永續
與非永續棕櫚油的公眾形象。希望您也因為上述所有
激勵人心的行動，而加入支持永續棕櫚油。

更多關於動物園和水族館如何響應環境行為的資訊，
可以參閱：“Social Change for Conservation — The 
World Zoo and Aquarium Conservation Education 
Strategy”。

西部低地大猩猩（Gorilla gorilla gorilla）生長於非洲中部一些最密集和最
偏遠的雨林中。然而，此處因興起的非法盜獵、非法交易、採掘業（如伐木
業）和非永續棕櫚油種植等活動造成棲息地的破壞，正在威脅著這些大
猩猩亞種的生存。

照片版權 © Bristol Zoological Gardens

案例分析

維多利亞動物園
——不要哄騙我們
維多利亞動物園 | 澳大利亞
Zoos Victoria | Australia

在2009年，維多利亞動物園推出了「不要哄騙我們」的
活動，該活動旨在促進澳大利亞和紐西蘭的食品生產
商導入強制性棕櫚油標示法，並建立以消費者為導向
的認證永續棕櫚油(CSPO)市場。

在過去的十年中，該活動幫助我們社區了解複雜的棕
櫚油問題，並為超過640,000名澳大利亞人發聲。他們
透過電子郵件、請願書和墨爾本動物園現場的互動方
式“Zoopermarket”進行改變，呼籲政府改變標示法，
呼籲大品牌改善棕櫚油採購方式。因此，我們看到維
多利亞公開支持改革棕櫚油的標示方式與大品牌內
部的重大採購轉變，當中包括幫助澳大利亞最大的糖
果公司改用100%區隔的CSPO。

維多利亞動物園每年對最大的棕櫚油用戶進行兩次
審核，主動追蹤其進展或作為，並積極與這些品牌進
行討論，糕餅業的領導者被展示在年度紅毛猩猩友好
復活節指南中。

澳大利亞和紐西蘭關於棕櫚油標示的最終決定仍掌
握在政府手中，為確保這一變化仍然是該活動的一個
關鍵目標，同時幫助食品品牌改善其供應鏈，並不斷
教育我們社區了解CSPO的優點。

遊客到墨爾本動物園紅毛猩猩保護區的可以
在“Zoopermarket”掃描他們最喜歡的食品，然後直接
發送電子郵件給決策者，呼籲採取行動。

照片版權 © Cormac Hanrahan/Zoos Victor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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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waza.org/priorities/community-conservation/the-waza-education-strategy/
https://www.waza.org/priorities/community-conservation/the-waza-education-strategy/
https://www.waza.org/priorities/community-conservation/the-waza-education-strate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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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分析

對無森林砍伐永續棕櫚油
的需求增加
切斯特動物園 | 英國
Chester Zoo | United Kingdom

切斯特動物園的永續棕櫚油相關活動始於2012年，我
們的第一步著重於內部溝通和採購，確保員工和供應
商了解問題和可行的解決方案，並參與採購CSPO。我
們聯合動物園的各部門、行銷和學習團隊，彼此間建
立一個公共計畫，傳達此複雜的保護問題。

透過此活動，我們努力影響企業、棕櫚油產業、國家和
國際政府與認證計畫。關鍵在於我們的產業（國家和
國際動物園協會機構）與其他非政府組織的合作，以
擴大棕櫚油議題與可行解決方案的相關聯繫。

我們在2017年發起了一項「永續棕櫚油社區」的行為
改變計畫，旨在增加整個城市對CSPO的需求。本計畫
在切斯特建立了一個組織網絡，從餐館、咖啡館、企業
到學校和製造商，所有組織團結共同幫助應對這項危
機。從與社區合作到學校教育再到動物園遊客，賦權
是我們方法的核心。我們能夠在2019年宣布切斯特為
世界上第一個實踐永續棕櫚油的城市，全國的城市和
鄉鎮都採用這一概念，而且現正與我們合作。

我們現在的採購策略是持續、並擴展無森林砍伐的商
品，我們正在製定更新政策計畫，再次與供應商和外
部合作，為我們的供應鏈實現無森林砍伐目標。

切斯特動物園的活動超越了起初的規劃，並在
2019年宣佈整個切斯特市為世界上第一個實踐
永續棕櫚油的城市。

照片版權 © Chester Zoo

馬來熊（Helarctos malayanus）是被無法
永續的油棕樹園推向滅絕邊緣的眾多物種
之一。森林與其棲地的毀壞，雖有利於油棕
樹的種植，但相對的棲息地不斷地減少，大
大減少馬來熊的生存機會。

照片版權 © Chester Zo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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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服已知的障礙

以下是可能阻礙您在貴機構採購永續棕櫚油時的
常見問題和阻礙，以及克服問題的建議方法。

如果您正在簽訂合約，並嘗試與供應商談判。因為您
組織的保護工作和潛在的非營利情況，供應商可能願
意根據您合作夥伴關係的交易期限提供折扣。然而，
對一個具有保護意識的可信組織，供應商的穩定性是
非常需要被重視的成本之一。在要求他人採購的同時
卻不採購永續棕櫚油，將經不起公眾和同行的審視。

「誰是 RSPO，我從未聽說過他們？」

永續棕櫚油圓桌會議(RSPO)成立於2004年，是一
個非營利組織，匯集了棕櫚油產業的所有利益相關
者：油棕生產商、加工商或貿易商、消費品製造商、
零售商、銀行和投資者，以及環境和社會非政府組
織。RSPO制定了一套環境和社會標準，公司必須遵守
這些標準才能生產經認證的永續棕櫚油(CSPO)。如果
應用得當，這些標準可以最大限度地減少棕櫚油種植
對棕櫚油生產國環境和社區的負面影響。RSPO在全
球擁有5,000多名成員，他們致力於生產、採購、使用
和/或推廣經認證的永續棕櫚油。

「我們找不到承諾 CSPO的供應商來替代
使用無法永續棕櫚油的供應商。」

某些特定產品的供應商很少，甚至只有一個供應商。
如果您找不到所需產品的替代供應商，那麼這是鼓勵
您的供應商致力於CSPO的絕佳機會。供應商通常沒
意識到他們的客戶希望對CSPO做出承諾，因此這不
會是他們的優先考慮的事項。透過讓他們意識到並鼓
勵承諾CSPO，您正在推動使永續棕櫚油成為常態。

建議與您所在地區的其他動物園和地區/國家協會聯
繫合作，特別是在動物飼料或獸醫用品等較多的地
區，因為可能存在共享供應商。

「更換產品太貴了。」

世界第四大棕櫚油生產國
哥倫比亞西北部熱帶森林
特有的棉頭絹猴（Saguinus 
oedipus），由於森林砍伐而
失去了超過四分之三的原
始棲息地，而土地則用於農
牧業、油棕種植園和伐木。

照片版權 © Adrian Mann/ 
Adelaide Zoo

「我們不信任RSPO認證—沒有證據表
明它有公正性，媒體上也有負面報導。」

RSPO是永續棕櫚油最全面的認證標準。永續棕櫚油
是防止熱帶森林砍伐的解決方案，因為代用油會導
致更大量的森林砍伐，因為它們需要用到四至十倍
的土地來生產相同數量的油。當媒體中有關於棕櫚
油的負面報導時，通常是因為媒體可能不了解永續
棕櫚油作為解決方案，或是不了解RSPO的流程。我
們鼓勵您參考RSPO更新的2018年標準和原則，這
些原則和標準管理RSPO成員如何永續地生產和採
購棕櫚油。2018年的這些變化提供了嚴格的環境標
準，例如：不種植泥炭、不使用火整地、不在高保護價
值或高碳儲量森林中種植、保護野生動物等等。我們
也鼓勵您查看本指南最後的其他資源，其中包括有
關RSPO認證影響的研究。

您可以嘗試尋求豁免或請求案例研究項目，以開始改變
政策更換供應商。除了供應鏈之外，您還可以代表永續
棕櫚油向您的政府宣傳。看看你是否可以開始討論立
法，防止與森林砍伐有關的產品進入你所在地區，例如：
非永續的棕櫚油。盡你所能，繼續以任何你能做到的方
式推動該倡議。

「政府轄下動物園的選擇有限（我們可選擇
的供應商有限，通常我們必須選擇最便宜的
供應商）。」

「我們自己不經營餐廳/禮品店。」

使用現行的安排或合約帶來最大的變革優勢。確保新合
約在採購永續棕櫚油方面更加謹慎，特別是餐館棕櫚油
行業的利益相關者，將對永續採購有著重大影響。要求您
當前的零售/食品和飲料合作夥伴加入RSPO，並致力於
永續棕櫚油。

「我們與不承諾使用永續棕櫚油的供應商
簽訂了合約。」

讓目前的供應商了解更改的政策，並希望他們遵守此政
策。希望供應商願意合作並進行調整，許多供應商正意識
到認證永續棕櫚油的改變所帶來的社會和經濟效益。對
於新合約，請務必說明清楚對於可持續採購的要求。

注重您的組織對保護的承諾，並嘗試了解他們擔憂
的原因。思考他們的擔憂是您可以解決的嗎？使用
WAZA/RSPO合作備忘錄作為槓桿，突出所有WAZA
成員在使永續棕櫚油成為常態方面的共同責任。

「我們的員工或董事會不支持。」

https://rspo.org/library/lib_files/preview/10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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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針對使用永續棕櫚油的訪客宣傳活動的最後一點注意事項：不要發起一項活動，要求訪客和企業改變他們的
行為，除非您已經開始在您的組織中使用CSPO 的內部流程。人們很快就會發現不一致的地方，重要的是我們都要
改變我們的行動來保護野生棲地和野生動物。

如已採用永續棕櫚油，
動物園或水族館還能做什麼？
感謝您為支持永續棕櫚油做的所有工作！以下是關於
如何繼續推動永續棕櫚油發展的一些想法：

• 將您的經驗告訴其他組織：分享您成功和克服的
經驗，以便其他組織準備好開始他們自己支持和
採購永續棕櫚油的作業。

• 讓您的訪客和追隨者了解永續棕櫚油。

• 您的供應商如何回應您對可持續採購棕櫚油的要
求？與其他 WAZA 成員分享這些對話和供應商名
稱，以幫助他們自己與供應商進行交流。

• 你還能影響哪些其他領域？您的組織是否即將參
與地方或國家立法？您可以開始要求公司採取負
責任的行動並採購永續棕櫚油嗎？

亞洲象（Elephas maximus）遍布印度次大陸和東南亞。野生族
群受到棲地萎縮和破碎的嚴重影響，導致食物短缺、遠古遷徙
路線的中斷與家園範圍縮小。越來越多的野生亞洲象群無法
相互融合，從而增加了後代大象近親繁殖和遺傳問題的風險。

照片版權 © Oregon Zoo

從自己開始
保護婆羅洲侏儒象
並動員消費者
俄勒岡動物園 | 美國
Oregon Zoo | United States

1994年，婆羅洲侏儒象Chendra在沙巴的一座油棕
園周圍遊蕩，由於無法將失親、受傷又飢餓的她放
回野外，馬來西亞野生動物官員於1999年為她找到
俄勒岡動物園大象家族作為她的家。

從此以後，俄勒岡動物園持續努力促進婆羅洲的人
象共存，同時倡導不需砍伐森林的棕櫚油。

俄勒岡動物園為沙巴野生動物救援隊提供培訓和
護林員薪資，以改善孤兒象在人類照護中的福利。
透過對 HUTAN Kinabatangan 紅毛猩猩保護計畫 
(KOCP) 和 Seratu Aatai 的財政支持，動物園推動
與棕櫚油工人和公司的合作，以建立彼此容忍度、
提高工人安全並透過植栽建立森林野生動物廊道。

在國內，俄勒岡動物園藉由故事解說、行動活動和 
RSPO會員資格，讓每年160萬遊客和330萬社群媒
體關注且參與棕櫚油問題。自2015年以來，動物園
的採購計劃中，也確保當場出售的所有含棕櫚油產
品均由RSPO成員公司生產，並且領導了一場聯合
行動，促使一家名列美國 Fortune 500 之企業改進
其棕櫚油採購政策。

侏儒象Chendra不僅在困難中倖存下來，還激發了
一場打破棕櫚油與森林砍伐相關的全球運動。

案例分析

左：婆羅洲侏儒象Chandra和俄勒岡動物園的大象群。
右：馬來西亞沙巴州油棕園中的婆羅洲侏儒象。

照片版權 © Oregon Zo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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侏儒河馬（Choeropsis liberiensis）
棲息在西非森林，主要在利比里
亞，在IUCN列為瀕危物種，野生族
群估計不到3,000隻。他們的主要
威脅是失去森林棲息地，森林被砍
伐轉變為不可永續的油棕種植園。

照片版權
© Torben Weber/Zoo Basel

案例分析

透過供應鏈解決當地
棕櫚油問題
倫敦動物學會 | 英國
Zoological Society of London | United Kingdom

自2011年以來，倫敦動物學會制定了使用經認證的永
續棕櫚油政策，並不斷審核遵守這一承諾的情況。我
們讓供應商了解我們的棕櫚油政策，並發現在達成新
合約時，同步引入改進是相對容易的，例如：若是選擇
外部餐飲供應商、糖果供應商或清潔產品時，這就會
是不可協商的。

我們希望確保倫敦動物學會和惠普斯奈德動物園使
用的所有產品都符合我們的承諾，因此我們制定了一
份標準化的供應商調查問卷，以幫助審查其他產品類
別。我們預計面臨的挑戰是，供應商對產品的認知度
相對較低，而這些產品的消費者壓力與食品和飲料行
業的壓力不同。我們甚至懷疑有些人可能會表達「未
使用棕櫚油」，因為他們可能不知道棕櫚油和棕櫚油
衍生物可以有多個名稱。在評估結果時，我們將製定
一項行動計畫，說明我們如何與供應鏈合作，以提高
認知度並進一步促進使用經認證的永續棕櫚油。

倫敦動物學會的永續商業和金融團隊致力於與棕櫚
油行業合作，以提高透明度並鼓勵實施更永續的做
法。倫敦動物學會的一項措施是SPOTT——可永續發
展方針透明度工具包，這是一個免費的在線平台，用
於評估商品生產商、加工商和貿易商與ESG問題相關
的公開揭露。SPOTT每年根據100多個特定行業對棕
櫚油公司進行指標的基準測試，SPOTT的用戶可以識
別公司正在持續改進的領域或可能需要參與的領域。
經由這種方式，SPOTT支持投資者、ESG分析師、買家
和其他供應鏈利益相關者進行建設性的行業參與⸺
這些利益相關者有權影響公司增加揭露並改進其實
地實踐。

在婆羅洲島，2005年至2015年間至少有50%的森林砍伐
與不可永續的油棕開發有關。

照片版權 © Zoological Society of London

SPOTT是一個免費的在
線平台，每年針對100多
個特定行業對棕櫚油公司
進行指標基準測試。

3131

https://www.spott.org
https://www.spott.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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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繪本作為
提高認知度的工具
豐橋動植物園| 日本
Toyohashi Zoo and Botanic Park | Japan

豐橋動植物公園與日本的一些動物園和靜岡大學合
作，藉由一本繪本來傳播對永續發展目標（SDGs）的
認識。這本繪本旨在提供一個思考瀕危物種的自然
棲息地與我們日常生活之間關係的機會。此外，同時
介紹了永續棕櫚油的概念。

由於棕櫚油產品的問題與我們的日常生活息息相
關，因此本繪本以棕櫚油的用途為主題。使用這種有
效且方便的工具，可以吸引所有年齡層，尤其是年輕
人，如此有利於提升對可永續發展目標的認識。作為
一個動物機構，為了履行社會使命，我們應該積極採
取這種簡單而穩健的方法。

豐橋動植物園的參觀者參加了關於不可永續棕櫚油生產背後的
問題，其為野生動物保護以及作為消費者如何做出更好選擇的
相關教育講座。

照片版權 © Toyohashi Zoo and Botanic Park

豐橋動植物園使用繪本，以提高人們對使用不可永續棕櫚油如
何影響野生動物的認識。

照片版權 © Shizuoka University

案例分析

食火雞（Casuarius sp.）原產於巴
布亞新幾內亞、印度尼西亞和澳
大利亞東北部的熱帶森林。近期
研究（Pangau-Adam等人，2015
年）發現，食火雞不能忍受被嚴重
干擾的森林，需要解決森林退化
問題以保護其族群。

照片版權 © Chester Zo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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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充資源

以下是一些額外的資源，可幫助您開始採購CSPO產
品，並開展活動以教育民眾和供應商了解CSPO。

瀏覽WAZA棕櫚油資源網站以查看更多資源。

WAZA棕櫚油資源網站
2021年4月，WAZA推出了WAZA棕櫚油資源網站，
其中包含許多工具和資源，可以幫助WAZA成員支持
WAZA/RSPO備忘錄 | 造訪網站

相關有用連結

• 永續棕櫚油圓桌會議網站 | 連結

• 棕櫚油和生物多樣性保護 | 連結

• WWF的棕櫚油資源 | 連結

• 夏延山動物園的棕櫚油資源 | 連結

• 切斯特動物園的棕櫚油資源 | 連結

• ZSL SPOTT 網站 | 連結

• 保育國際的棕櫚油資源 | 連結

• 歐洲棕櫚油聯盟 | 連結

影像

• 棕櫚油和生物多樣性（IUCN） | 觀看影片

• 棕櫚油生產商如何幫助大象和猩猩 
（俄勒岡動物園） | 觀看影片

• 如何確保永續棕櫚油 | 觀看影片

學術研究

• 油棕和生物多樣性：IUCN油棕情況分析 | 連結

• 油棕擴展改變熱帶樣貌與生計 | 連結

• RSPO認證對生物多樣性的影響 
—良好實踐的評估 | 連結

• 棕櫚油生產的盈利能力和可永續性 | 連結

• 設立棕櫚油認證的生物多樣性標準 | 連結

• 棕櫚油對環境的影響 | 連結

教育資源

永續棕櫚油兒童著色書(RSPO) | 下載

棕櫚油挑戰賽（切斯特動物園） | 資源連結

棕櫚油信息（夏延山動物園） | 資源連結

其他有用的資源

弗雷斯諾查菲動物園
評估棕櫚油信息傳遞的有效性 | 下載

文檔中心 - 歐洲棕櫚油聯盟 | 資料連結

WAZA 棕櫚油資源網站
www.wazapalmoil.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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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聯繫我們 conservation@waza.org

審稿人
Catherine Barton | Chester Zoo

Elaine Bensted | Zoos South Australia

Dr Sarah Thomas | Auckland Zoo

對於任何想要參與更多的動物園或水族館，我們強烈建議
以普通會員的身份加入RSPO。普通會員能夠在RSPO事
務中進行投票，可更直接地影響永續棕櫚油的發展方向。
要了解更多信息，請聯繫我們並瀏覽：
https://rspo.org/members

感謝為這份簡易指南提供案例研究的單位，並持續為
WAZA如何支持永續棕櫚油樹立榜樣。

照片版權 © Dimitry B on Unspla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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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azapalmoil.org/
https://rspo.org/
https://www.iucn.org/theme/science-and-economics/our-work/other-work/palm-oil-and-biodiversity-conservation
https://wwf.panda.org/discover/our_focus/food_practice/sustainable_production/palm_oil/?
https://www.cmzoo.org/conservation/orangutans-palm-oil/
https://www.chesterzoo.org/what-you-can-do/our-campaigns/sustainable-palm-oil/
https://www.spott.org/
https://www.conservation.org/projects/sustainable-palm-oil
https://palmoilalliance.eu/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NUCjLmydcKs&t=53s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7ojWJBs_NEY&t=25s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7ojWJBs_NEY&t=25s
https://www.researchgate.net/profile/Douglas-Sheil/publication/325999702_Oil_palm_and_biodiversity_a_situation_analysis_by_the_IUCN_Oil_Palm_Task_Force/links/5b32a9e50f7e9b0df5ccb881/Oil-palm-and-biodiversity-a-situation-analysis-by-the-IUCN-Oil-Palm-Task-Force.pdf
https://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article/abs/pii/S2211912412000181
https://www.rspo.org/resources/archive/1487
https://wwf.panda.org/?204548/Profitability-and-Sustainability-in-Palm-Oil-Production
https://www.iucn.nl/app/uploads/2021/03/iucn_nl_setting_the_biodiversity_bar_for_palm_oil.pdf
https://www.cifor.org/knowledge/publication/7898/
https://www.dropbox.com/s/vvdvrx88uax54zr/Sustainable_Palm_Oil_Colouring_Book_for_Kids.pdf?dl=0
https://static1.squarespace.com/static/5fa2874445fc4101b61a3e79/t/5fea6fe8403aca2b594769f8/1609199630633/Sustainable-Palm-Oil-Campaign-Booklet.pdf
https://www.cmzoo.org/conservation/orangutans-palm-oil/palm-oil-tool-kit/
https://www.dropbox.com/s/tfss12of4k5d44v/Kingdoms%20of%20Asia%20Formative%20Evaluation%20Phase%201%20Report.pdf?dl=0
https://palmoilalliance.eu/documentation-center/
http://www.wazapalmoil.org
mailto:conservation%40waza.org?subject=
https://rspo.org/memb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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