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議題八：本地農耕與社區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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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議題八：本地農耕與社區經濟

相關課題：能源科技與環境(2)—環境與可持續發展

1. 背景—「身土不二」的概念推動生態農業
對於環境保護的問題，「身土不二」的概念漸在現代社會出現，是關注環境的一種意識。身
土不二原本為佛教的用語：「身」（正報）指至今行為的結果，「土」（依報）指身處的環
境，而身土兩者是無法分開的。後來演變成為支持本土生產食品的一個口號，消費本地的農
產品，1從中推動本地農業、經濟、社會、文化的發展，透過「身土不二」的思想概念理解人
與自然不可分割的關係，進一步建立一種較全面的環保意識，思考人類與環境的關係，為環
境保護承擔一份責任，達至可持續發展。

2. 香港現況：
香港城市化的發展令本地農業漸式微，於70年代末期至80年代初期，本港城市發展迅速，
土地用途主要變成用於城市發展，產業改變，加上內地改革開放令本港增加從中國進口的農
產品，用作農業用地開始逐漸減少。現時，農地的總面積由60年代的13,000公頃減至現今的
4,523公頃，當中大部份的農地被荒廢及受到破壞，只有732公頃的農地還有生產力，2約有
2500個農場，有4400個農民仍從事農業工作，佔總勞動人口的0.12%。3於2014年，政府為
處理農產業式微的問題，發表有關公眾諮詢文件－「新農業政策：本港農業的可持續發展」
，包括：設立農業園、成立「農業持續發展基金」、資助農民進行產品市場推廣和建立品牌
及推動相關農業活動，如休閒農場。4

1 參范欽慧：《搶救寂靜：一個野地錄音師的探索之旅》。臺北：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
2  參黃煥忠教授：《對香港新農業政策的回應》，獲取日期為2015年4月13日，通識網：http://www.
liberalstudies.hk/blog/ls_blog.php?id=2527。
3 鄒崇銘、姚松炎：《香港在地農業讀本》〈生態農業的多元智慧和價值〉。香港：海洋印務有限公
司，2015年，頁27。
4  參香港政府新聞網：《新農業政策諮詢展開》，獲取日期為2014年12月29日，網頁：http://www.news.gov.
hk/tc/categories/environment/html/2014/12/20141229_163451.shtml。

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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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在推行農業發展的同時，很少宣揚保育意識，顧及保護自然生態的重要。在當下以資本
為本的社會，人類很少思考人與自然生態的關係以及食物對現代人的價值是甚麼，農地發展
本會破壞環境生態，有些農民為增加收入，用一些違反自然的方式種植，如種植不應季的農
產品、增加農藥成份，嚴重破壞環境生態。因此，人類在有效發展農業的同時，也承擔保護
環境的責任。

事實上，「身土不二」意識的建立有助發展生態農業，對香港來說，推動生態農業是一個需
要，生態、農業和食物原是一個不可分割的系統，但在商品化的市場下強行分割，以配合市
場的運作模式，破壞自然環境的發展。生態農業主張彷效自然法則作農業基本管理原則，例
如種植應季食品的營養價值較高，環境破壞性低，在維持食物生產下，建立一個人類與自然
互惠共存的關係，採取適當的農業發展方法可以維持生物的多樣性，5有效保護農業的生態系
統，常見的生態農業模式為有機耕種，使有機食物本土化是一個大趨勢，透有機食物建立環
境保護的意識。
                                                
3.活用「身土不二」概念：推動有機食物本土化及社區經濟
社會上有社會企業以「身土不二」的運作概念用於農業上，盡量配合自然生態的系統，以確
保環境得到保護，維持人類與自然環境和諧的關係，推動有機環保生活，與此同時配合以
人為本的經濟發展模式為整個社區帶來效益，致力在營運時保護自然生態環境及推動社區經
濟，建立一個可持續的農業及社區經濟體系。在生產農產品方面，一般有機農業會用大量有
機肥料及有機農藥，而且會生產反季節農作物以增加銷售量，這會增加對自然生態的傷害;社
企會使用有機肥料，耕種時令農作物 ，以保持生物多樣性。在銷售產品方面，社企透過自己
的銷售方式建設可持續的社區經濟，一般有機農業會以街市、超市或網上訂購為主，並使用
有機認證系統，價錢一般過高，大多基層市民不能負擔 ，賣剩的貨通常被棄置 ;對比社企營
運有機農業的銷售情況，街坊（灣仔社區）集體向農夫購買，街坊和農夫互相信任 ，設有時
分卷制度，是一種「等價交換」模式，街坊可用勞動力換取時分卷，以時分卷換取有機農產
品，使基層市民都能享有有機，而賣剩的貨以食品加工方法處理，減少浪費。

生產情況：

銷售情況：

5  鄒崇銘、姚松炎：《香港在地農業讀本》〈生態農業的多元智慧和價值〉。香港：海洋印務有限公
司，2015年，頁4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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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本土農耕與社區經濟關鍵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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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題 本土農耕與社區經濟

學習主題 從「身土不二」的概念理解人與自然不可分割的關係，進一步
建立一種較全面的環保意識，達至可持續發展，與此同時配合
以人為本的經濟發展模式為整個社區帶來效益。

建議教授年級 中四至中六

學生須具備的前設知識 •	 香港的飲食習慣及食物市場上的運作
•	 香港農業的耕作方式 

（簡單分為兩大類：有機耕作及傳統耕作）

學習目的 知識建構

1. 了解香港農業發展概況及前景
2. 認識政府推行的《新農業政策》，了解其角色與局限
3. 認識「身土不二」、「可持續發展」、「香港土地發展」

、「有機耕種」、「環保」等概念
4. 「身土不二」如何達到可持續發展的模式

批判性思考

1. 食物對現代人的價值是甚麼？
2. 思考人與自然生態的關係
3. 如何可以發展經濟同時又能有效保護環境
4. 各持份者的合作如何推動可持續發展的模式及當中的衝突
5. 分析重新鼓勵農業發展對香港可持續發展的幫助

價值觀的建立

1. 明白食物不只是一種單純的消費及提供飽足的工具
2. 進一步建立一種較全面的環保意識，思考人類與環境的關

係，為環境保護承擔一份責任，達至可持續發展
3. 認識本港社會企業的理念與其對農業的發展方向
4. 社創如何在經營中把各社區網絡連繫起來，增強社區的凝

聚力，並建立富人情味的社區發展模式
5. 建立一個新的生活態度

創意思維學習

1. 認識社企如何「身土不二」為本而運作的社企如何推動社
區經濟

2. 社創如何運用「身土不二」的概念保護環境，並造就經濟
收益

3. 思考如何運用創意的方式有效地保護環境，並活用在日常
生活 
（如：地農耕如何協助社區經濟發展）

預期學習成果 •	 使學生認識環保如何造就社區經濟發展的意識
•	 加強學生與自然生態系統的密切關係和意識
•	 了解人、社區、自然三者可以互利的發展
•	 學習「身土不二」、「以人為本」的概念以如何回應過度

資本主義社會發展對環境的破壞

　議題八：本地農耕與社區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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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議題八：本地農耕與社區經濟
教學流程

教學活動 內容 所需時間 教學資源

課前預習 認識香港人的飲食習慣和產生的廚餘的問
題，以及派發本土農耕與社區經濟課堂補充
資料以作預習之用。

預習 1. 預習工作紙 
－飲食習慣與
廚餘的問題 

2. 本土農耕與社
區經濟課堂補
充資料

課一
及課二 
（40 + 
40分鐘）

香港本地農業情況及吾食、吾身與吾土

活動設計
【一】
《香港本
地農業發
展》

活動簡介

讓同學了解香港本地農業概況、了解農民實
際的需要與前景及評論新農業政策的效用。

建議步驟

1. 展示香港農業發展概況
2. 簡介政府如何推行新農業政策幫助本地農

業發展
3. 播放《新農業政策諮詢展開》影片作補充
4. 播放《鏗鏘集：遲來的春天? 》總結香港

本地農業概況及新農業政策對農民的效
用，了解他們實際的需要。

5. 在課堂與同學一起評論新農業政策的可行
性，並完成工作紙(一)。

→探究課題︰「新農業政策」是否可解決香
港農業當前面對的困難？

活動解說

讓學生學習從不同角度評論政府政策的可行
性。

40 分鐘 1. 《香港本地農
業概況與新農
業政策》簡報 
（頁1 - 10）

2. 建議影片：《
新農業政策諮
詢展開》 
http://www.
news.gov.hk/
tc/categories/
environment 
html/2014/12/ 
20141229_ 
163451.shtml 
（全段）

3. 建議影片：《
鏗鏘集：遲來
的春天? 》 
https://www.
youtube.com/
watch?v= 
kqA5AArFHAc 
（全段）

4. 工作紙（一） 
－新農業政策
（建議評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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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設計
【二】
身土不二
與可持續
發展

活動簡介

從香港的生活模式（飲食及消費）帶出「身
土不二」的概念 ，使學生思考人與自然不可
分割的關係，並推動可持續發展。

建議步驟

1. 簡介香港的生活模式（飲食及消費）及帶
來的問題，並讓同學思考的生活模式。

2. 簡述可持續發展的概念，各持份者的合作
如何推動可持續發展的模式及當中的衝突

3. 由現今香港不可持續的生活模式介紹「
身土不二」的概念，幫助同學建立環保
意識。

4. 播放《身土不二》影片。
5. 回答工作紙（二），反思自己的生活模式

活動解說

了解「身土不二」與可持續發展的關係，並
使學生多角度思考可持續發展的可能性，建
立一個人類與自然互惠共存的發展關係，反
思現今不可持續的生活模式，從而建立新的
生活態度。

25 分鐘 1. 《身土不二與
可持續的發
展》簡報 
（頁1 - 18）

2. 《身土不二》 
https://www.
youtube.com/
watch?v= 
TLmV8t81aCM
（全段）

3. 工作紙（二） 
－生活模式的
反思

總結
《如果
我是農
夫—環保
農莊》（
上）

活動簡介

讓學生根據課堂上所學，展示自己所認識及
心目中的農場及其經營運作模式（包括農業
耕作方式），並要求他們運用創意在農場加
入環保元素。（如：可處理有關餘食的問
題）

建議步驟

1. 讓學生分組完成工作紙（三）。
2. 讓學生畫出自己心目中的農場及其經營運

作模式（農業耕作方式），並回答有關
問題。

3. 提示學生要嘗試運用創意在其農場加入至
少兩項或以上的環保元素。

4. 下一堂進行討論。

活動解說

了解學生對農業及環境保護的認識程度，為
讓學生明白人與自然環境的緊密關係作一個
引入。

15 分鐘 工作紙（三） 
－如果我是農夫

課三 
及課四
（40 + 
40分鐘）

以人為本的社區經濟發展

活動設計
【一】
《如果
我是農
夫—環保
農莊》（
下）

活動簡介

根據上堂課後活動作伸延分享，互相評核農
莊的可行性。

建議步驟

1. 學生分組報告
2. 各組要評核其他組的農莊（注意可行性）
3. 由老師檢視各組方案的可行性

活動解說

借經營農莊引伸出本地農耕可與社區經濟結
合的重點。

35 分鐘 工作紙（三） 
－如果我是農夫 
（已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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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設計
【二】
《土作坊
以人為本
的運作模
式》

活動簡介

探討香港有機農業的發展與困難，其由此對
比及認識聖雅各福群會土作坊營運模式，運
用「身土不二」的概念，盡量配合自然生態
的系統，以確保環境得到保護，維持人類與
自然環境和諧的關係，推動有機環保生活，
同時配合以人為本的經濟發展模式為整個社
區帶來效益，。

建議步驟

1. 運用工作紙（四）探討香港有機農業的發
展與困難及播放影片作補充。

2. 簡介聖雅各福群會土作坊的運作模式 。
3. 分析聖雅各福群會土作坊致力在營運時保

護自然生態環境及推動社區經濟，建立一
個可持續的農業及社區經濟體系。

4. 在課堂上與同學討論政府有機農業及社企
有機農業的比較，並完成工作紙（五）

5. 學習社企的農業發展模式後，完成工作紙
（六），運用批判思考政府《新農業政
策》與社企的農業發展模式有何分別之
處，與此學習比較題型的作答技巧，思考
比較的準則。
→比較的準則：
•	 準則有效性
•	 可行性
•	 公眾接受程度
•	 時間性
•	 影響範圍
•	 可逆轉性
•	 成本效益

 
活動解說

讓學生透過思考不同比較準則了解社企在社
會的角色及功用如何配合可持續發展，有效
推動社會、經濟及環境的可持續發展。

35 分鐘 1. 工作紙（四）
－有機耕作發
展與困難 

2. 《〈趁還有
墟〉 - 現代城
鄉故事》 
https://www.
youtube.com/
watch?v= 
Lpm4EhnfLSw 
（全段） 

3. 《個案分析：
聖雅各福群會
土作坊》簡報 
（頁1 - 11） 

4. 工作紙（五）
－有機農業的
比較（政府 vs 
社企） 

5. 工作紙（六）
－政府《新農
業政策》與社
企發展模式

總結 活動解說

學生了解土作坊的運作後，重新檢視自己的
農莊，是否有更多可能性以及總結所學知識
如何在發展經濟的同時又能推動社區合作，
並可保護環境，並鼓勵學生在日常生活為保
護環境出一分力。

10 分鐘 總結工作紙 
－發展新可能



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預習工作紙
飲食習慣與廚餘的問題

閱讀以下資料，並回答反思問題：

根據聯合國估計，2075年全球人口將比現在增加約50%，達到96億人，糧食產量也要
較現時生產多50%，問題不容忽視。但在物質富裕的香港，卻出現剩食（也稱廚餘，
意指被浪費的食材）現象。

現時，香港每日廚餘棄置量達 3500 公噸，相等於每天在堆填區棄置 200 輛巴士容量的廚
餘，而回收量卻不足 0.05%。根據環境保護署的資料顯示，在 2012 年，每天有 9,278 公噸
都市固體廢物需要棄置於堆填區，當中接近四成（3,337 公噸） 為廚餘，在都市固體廢物中
佔最大比例。 棄置的廚餘當中，主要分為由家居及工商業所產生。當中，工商業產生的廚餘
量更按年上升，這些工商業廚餘，包括食 肆、酒店、街市、食品製造及加工業等，由 2002 
年每日不足 400 公噸，上升至 2012 年每日超過 800 噸。

雪藏魚崩角即棄 食品商製「垃圾蟲」
環境保護署2011年的《香港都市固體廢物監察報告》顯示，本港每天產生約3,584
公噸廚餘，其中三分一源自工商業，佔都市固體廢物的12%，而這當中不乏衛生及營
養狀況仍適合食用的剩食。樂施會在2013年9月至10月期間，委託「政策二十一」
進行「食品公司處理及捐贈剩食調查」，訪問225間連鎖便利店及128間食品製造與
批發分銷商。結果顯示，84.6%的食品公司表示已採取減少剩食的措施，但若有剩
食，66.3%的食品公司表示會直接丟棄，反映食品公司未有盡力減少浪費。食品製造
與批發分銷商認為，食品外表欠佳往往是被界定為剩食的主因，分別有60%的冷藏肉
類及66.9%的蔬菜。有食品公司因雪藏魚缺了一小角，即當剩食丟棄，亦有的是蔬菜
爛掉部分菜葉，即整棵丟棄。

外國權威微生物實驗室對餐飲垃圾中微生物進行檢測的結果顯示，廚餘中有沙門氏
菌、志賀氏菌、金黃色葡萄球菌及結核桿菌等，這些細菌都是具強烈感染性的致病
菌，一旦在環境中擴散傳播，將對人體健康造成很大威脅。現時，本港每天產生
3,584公噸廚餘，其中三分一來自工商業，其餘源於家居，分別佔都市固體廢物的
12%及28%。其實，近年工商業廚餘的棄置量有持續上升趨勢，由2002年400公噸
激增至2011年的1,056公噸。

廚餘嚴重影響環境，因其是有機廢物，容易腐爛，若棄置在堆填區，會產生大量溫室
氣體如甲烷及高污染滲濾污水。另外，目前全港只剩下3個堆填區，但相繼會在6年
至10年內爆滿。而靠堆填區棄置廚餘並不符合可持續性發展的環保理念，社會各界
應考慮採取有效措施來減少廚餘，為環保身體力行。

議題：本土農耕與社區經濟



1. 以上的報導，反映了什麼問題？這又與我們日常生活的習慣有什麼關係？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你認為這些問題分別對環境以及我們的生活造成什麼影響？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 我們可如何改變生活習慣，以減少(1)所述的問題？請提出兩個可行建議。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議題：本土農耕與社區經濟



補充資料
本土農耕與社區經濟

資料A　社會企業如何建立人、自然與社區三者關係

前言：台灣是亞洲社企發展非常快的一個地方，當中最多的社企類型，是與農業相
關的社會企業，佔了超過一半，還連結成了完整的網絡，幫助人民建構從生產到銷
售的完整有機產銷體系。而香港與農業有關的社企運作又是如何？
筆記欄

資料B

「身土不二」近年在亞洲地區非常流行：自己國土上生長的東西，最適合當地的
人。即是指「身」與「土」不能分割，個人與生養自己的水土無法斷絕。因此，我
們離開自己的水土，跑到外地，便會出現水土不服的現象。2008年，韓國人為了
反對美國牛肉進口，竟有百萬人上街，從那年起，韓國人以至東亞各國都開始關注
「身土不二」的問題，還紛紛發動「在地經濟」運動，就是讓自己土地長出更多可
供本地人享用的糧食，成為維護鄉土飲食的道德原則，成為愛護鄉土農業、愛護原
鄉品種、保育文化風俗的運動。這對香港人而言，簡直匪夷所思，在香港，土地是
用來蓋房子賺錢的，以前農耕之地現已變成大商場、大屋苑，多年來一直靠進口糧
食，不太講究時令食品，一年四季想吃甚麼就有甚麼。三十多度的天氣下開猛冷氣
吃火鍋，香港人很喜歡做違反自然的事，也十分不利健康。

資料Ｃ

「什麼是社會企業？」首先，社會企業往往因為社會弱勢需求，或是某一種理念而
成立，與一般企業是因為市場需求成立的動機大不相同。香港是一片福地，因為在
這裏，你要買甚麼，甚麼都能買得到，只要有錢。大概我們已習慣這種消費模式，
卻沒有想過貨物來自那裏，更不用說在生產過程中，生產者是如何被剝削。在這個
消費大環境下，位於灣仔藍屋附近的聖雅各福群會綠色生機社會企業(土作坊)改變
固有消費模式，帶動本地生產，並讓農民勞動有價。土作坊的營運模式追求公平貿
易，市面上分給農民的錢可能只佔貨品的10%至20%，難以維持農民的生計，屬糧
食不公義，而土作坊則把分50%至60%予農民，達到真正的城鄉協作，實踐「勞動
有價」。
許多人以為社企必定是賠本生意，然而事實是土作坊運作七年，早已自負盈虧，證
明這種發展模式得到愈來愈多消費者的支持。除了可以改善農民的生活外，消費者
的意識亦慢慢提升，他們習慣計劃消費、自攜購物袋、不時不食－懂得分辨並選擇
當令的食品，和追求食物的「真味」，從而讓農民不會因迎合消費者的需求，而利
用「非天然」的方法去種植，減少污染之餘。

議題：本土農耕與社區經濟



資料Ｄ

香港政府基於「自由市場」原則，一直以來傾向將農業視為「經濟活動」，避免
因而過度補助農業造成不公，但本地農業的價值，遠非種幾株菜或單純的「經濟
活動」那樣簡單，它實際上是幫香港社會保育環境、減低碳排，有更重要的社會、
環境效益。事實上，有機農業是綠色生活、可持續生活最基礎的一環，它體現的，
是人們對減低環境污染、低碳生活、愛惜地球、愛惜資源、邁向可持續發展以及身
心靈健康等超乎個人利益的渴望和追求。政府應順應民眾期望，以嶄新的視野和角
度，看待「農業」。

資料Ｅ

政府現行的農業發展政策，是透過提供基礎建設、技術支援和低息貸款，以協助本
地農業發展，提高業界的生產力及營利能力，發展現代化、注重環保及保育大自然
資源和農業生態的農業技術，生產優質、安全、高值的產品，協助業界邁向可持續
發展。基於自由市場運作原則，政府沒有為本地農業設定生產指標，也不會直接資
助農業或保障農產品價格，而農地地契亦並無規定土地業權人必須使用農地，不得
閒置；有關土地也沒有禁止自由買賣，只要土地的使用符合相關法例和遵守地契條
款，則不屬違規，在九七年至一二年間，城規會處理了共1734宗在「農業」地帶
內的規劃或改劃其他土地用途的申請，主要包括住宅、鄉村式發展、政府、機構或
社區用途和露天貯物等用途，其中有1070宗獲批准。而為協助有意參與農耕的農
友，漁護署擔當一個協調的角色，如得悉有土地擁有人有意出租耕地，會協助相關
人士接觸，讓農友和土地擁有人透過磋商，自行達成租用協議。

議題：本土農耕與社區經濟



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工作紙（一）
新農業政策（建議評論）

評論題：政府提出的「新農業政策」是否可解決香港農業當前面對的困難？

資料A、

本地農業發展最大難題往往是欠缺耕作土地，故此政府建議設立一個面積約為70至80公
頃的農業園作為農業集中生產基地，由政府發展如水利、照明、物流等基礎設施，並在園
內撥出一部分範圍作試用新的耕種方法，從而鼓勵本地農場發展及採用現代化和多元化的
生產方法，以便能產生經濟效益和達到設立農業園的目標。如建議落實，政府將收回土地
以設立農業園，從而滿足消費者對高安全水平食品的期望和需求；更重要為讓農民有地可
耕，在帶來就業機會的同時，幫助保育自然資源、豐富生物多樣性，以及為食物鏈減碳排
放。

資料B、

農民，往往被認為學歷水平較低，生產技術落後，故此全港登記農民超過4000人，但能將
農產品推出市場的只有不足4分1，其餘大多只維持到自給自足或已棄耕。所以政府在新農
業政策諮詢文件中建議成立｢農業持續發展基金｣，提供財政支援以推動在農業生產應用科
技的研究及開發、促進知識轉移、加強人才培訓、改善農業基建設施和加強為本地農作物
進行市場推廣及建立品牌，並協助農民採用現代化耕作工具及設施。事實上，政府近年早
已大力推廣水耕種植，當局更投放數千萬發展適合在多層室內以全環控進行工廠式大量生
產的水耕法，而把空置的工廠大廈改建成植物工廠，並在低層闢設農墟，更可降低運輸成
本、方便市民購買。 

資料C、

本地對有機菜是有需求的，然而，現行的農業發展完全不合符成本效益，簡單來說就是現
時農民收入不高，不單現時僅有的農民生活難以維持，亦不能吸引新人加入，同時，大多
數香港人對本地農業發展的認知基本是零，更難言支持本地農業發展。是以政府提出加強
現時提供的支援，包括為他們的產品進行市場推廣及建立品牌，其中方法是參考外國例子(
如台灣中部著名的休閒農場)，藉推廣其他與農業相關的輔助活動，例如休閒農場和教育活
動，以高收入的休閒農場活動，重新帶動本地人對農業發展的興趣及認知，期望在同時帶
動及補助農業的原始生產，向高增值的目標發展。

資料D、短片

筆記欄 

議題：本土農耕與社區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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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工作紙（二）
生活模式的反思

根據你在課堂上所學的「身土不二」與可持續發展的概念，回答以下的問題反思自己的生活
模式。

1. 在課堂學習有關概念後，你會改變自己的生活模式嗎？說明你會改變或不改變的原因。 
 
　　　　　　　　　　　　　　　　　　　　　　　　　　　　　　　　　　 
 
　　　　　　　　　　　　　　　　　　　　　　　　　　　　　　　　　　 
 
　　　　　　　　　　　　　　　　　　　　　　　　　　　　　　　　　　 
 
　　　　　　　　　　　　　　　　　　　　　　　　　　　　　　　　　　 
 
　　　　　　　　　　　　　　　　　　　　　　　　　　　　　　　　　　

2. 從個人層面上，在日常生活中你會如何推動環保生活。 
 
　　　　　　　　　　　　　　　　　　　　　　　　　　　　　　　　　　 
 
　　　　　　　　　　　　　　　　　　　　　　　　　　　　　　　　　　 
 
　　　　　　　　　　　　　　　　　　　　　　　　　　　　　　　　　　 
 
　　　　　　　　　　　　　　　　　　　　　　　　　　　　　　　　　　 
 
　　　　　　　　　　　　　　　　　　　　　　　　　　　　　　　　　　

議題：本土農耕與社區經濟



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工作紙（三） 
如果我是農夫

議題：本土農耕與社區經濟

（一） 學生根據課堂上所學，畫出自己心目中的農場及其經營運作模式(農業耕作方式)，學生
先展示自己所認識及心目中的農場及其經營運作模式(包括農業耕作方式)，並要求他們
運用創意在農場加入環保元素，然後回答有關問題。

（提示：學生要嘗試運用創意在其農場加入至少兩項或以上的環保元素。）

環保農莊



議題：本土農耕與社區經濟

（二）討論題目：

1. 你所設計的農場可以在香港實行嗎？為甚麼？

2. 為甚麼採用其環保元素？



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工作紙（四）
有機耕作發展與困難

（一）香港的農業發展
閱讀資料並回答問題
資料A

本港農業式微，傳統農業難敵大陸平價的蔬菜，也難敵地產發展的狂瀾。同時隨香港
經濟發展，市民對優質生活的追求，本港農業唯有向有機耕作發展。目前香港的蔬菜自給
率只有2%，但依賴進口的問題便是短期供應、天災及長途運輸令價格波動，加上中國內部
需求上升，未來香港有機會面對糧食供應不足的問題。所以，在香港重新發展農業，特別
是有機農業，除了對平衡菜價有幫助外，更可以多元化的環境及社會功能，符合可持續發
展的理念，故此，真正的有機耕種，亦稱作永續農業，並非以購買回來的所謂有機肥料、
有機農藥替代傳統材料，而是重視生物多樣性的原則，種植不同種類適應本土的作物，例
如果樹與蔬菜的配套互補等等，以形成一個自然生態系統來達致各種昆蟲或生物的平衡，
使有機農業可以順自然發展。以本港唯一的淡水農耕地塱原為例，當中的農田及魚塘形成
了各種生境，有超過二百多種雀鳥曾於塱原出現。與此同時，發展本地農業亦可減低碳足
印（儲存及長途運輸所產生的碳排放）和把都市廚餘轉化為肥料供農地使用以減少廢物，
對於環境保護有莫大裨益。

根據資料A，指出香港需要重新發展本地有機農業的兩個因素。

因素 資料引用 解釋

議題：本土農耕與社區經濟



議題：本土農耕與社區經濟

（二）本地有機農業發展的困難
資料B

*超市上架費為是指產品放在超市擺賣時，超市向供應商所收的費用 
**根據蔬菜統營處資料，2015年5月份，一般蕃茄平均批發成本為$4.5/斤

資料Ｃ

菜統處收有機菜6成放超市寄賣
本港不少有機農夫受制於人手和門路，交菜予蔬菜統營處協助銷菜。菜統處銷售渠道有
三：在超市寄賣、直銷和食肆，近年漸漸轉移至直銷渠道，售價比超市平3成。

有機菜成本40元 超市上架費佔11元
有機農夫投訴菜統處賤價收菜，曾以低見每斤3元至6元的收購價收購有機農作物，農夫未
能收回成本，有時更血本無歸，但市民在超市看見的有機菜零售價高昂，原來菜統處被收
取大筆上架費，亦要聘人手推銷和包裝產品，菜統處反而要補貼成本，年年虧損。

資料來源：香港經濟日報Topick－《4張圖極速認識本地農業發展》，日期：12-4-2015，http://goo.gl/wlFGD7

根據資料B，有機農業在香港面對的困難。

 
資料引用 分析 面對困難

有機菜並未普及
售價過高

銷售渠道不足



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工作紙（五）
有機農業的比較（政府ＶＳ社企）

根據你在課堂上所學，嘗試比較政府推廣的有機農業及社企《土作坊》的有機農業在以下方
面的相同／不同之處。

比較的項目 政府推廣的有機農業 社企《土作坊》有機農業

肥料的使用

蟲害的控制

生產的農產品

銷售方式

產品認證

市場發展

議題：本土農耕與社區經濟



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工作紙（五）
有機農業的比較（政府ＶＳ社企）

建議答案

根據你在課堂上所學，嘗試比較政府推廣的有機農業及社企《土作坊》的有機農業在以下方
面的相同／不同之處。

比較的項目 政府推廣的有機農業 社企《土作坊》有機農業

肥料的使用

有機肥料 有機肥料

蟲害的控制

使用有機農藥控制蟲害 生物多樣性，以生態平衡制衡蟲害

生產的農產品

培植新式並受市場歡迎農產品，例
如超甜粟米、奶白菜、網紋甜瓜、

草莓及白玉苦瓜。
時令農作物 (不時不食)

銷售方式

由蔬菜統營處收集，再分發到不同
銷售渠道如街市，超市為主/網上

訂購
社區（灣仔區）購買

產品認證

有機認證系統 街坊和農夫互相信任

市場發展

重視市場自由發展 重視農業與社區的關係

議題：本土農耕與社區經濟



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工作紙（六）
政府《新農業政策》與社企發展模式

政府的《新農業政策》與由民間社會企業牽動帶領的農業發展，均標榜合符可持續發展及香
港長遠利益。綜合以上資料，你認為由政府政策帶動，還是民間自發發展，對本地農業發展
有更大的正面影響。

比較題型，需將兩項目置於同一平台去比較，即必須運用相同準則作出判斷，例如：有效性、可行性、
公眾接受程度、時間性、影響範圍、可逆轉性、成本效益等

準則 政府《新農業政策》 社企發展模式

議題：本土農耕與社區經濟



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總結工作紙
發展新可能

1. 經過是次課堂後，参考土作坊的運作，重新檢視自己的農莊，發掘更多可能性。 
（用紅筆嘗試在自己農莊修改或加入新的環保元素） 
 

2. 聖雅各福群會土作坊在運作上仍會遇到問題，嘗試指出並提出可行的解決辦法。 
 
　　　　　　　　　　　　　　　　　　　　　　　　　　　　　　　　　　　 
 
　　　　　　　　　　　　　　　　　　　　　　　　　　　　　　　　　　　 
 
　　　　　　　　　　　　　　　　　　　　　　　　　　　　　　　　　　　 
 
　　　　　　　　　　　　　　　　　　　　　　　　　　　　　　　　　　　 
 

3. 評論本土農業在香港經濟的未來出路。 
 
　　　　　　　　　　　　　　　　　　　　　　　　　　　　　　　　　　　 
 
　　　　　　　　　　　　　　　　　　　　　　　　　　　　　　　　　　　 
 
　　　　　　　　　　　　　　　　　　　　　　　　　　　　　　　　　　　 
 
　　　　　　　　　　　　　　　　　　　　　　　　　　　　　　　　　　　 
 

4. 日常生活實踐：在日常生活中，嘗試多融入環保的元素，並與身邊的人互相分享及交
流。

議題：本土農耕與社區經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