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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地球之友於去年9月以問卷訪問15間食
物回收機構，發現大部分機構正面對各種

困難。有13間機構稱儲存地方不足；11間指運
輸費昂貴；10間表示正面對資金不足及人手不
足困難。香港地球之友環境事務主任馮詩麗表
示，雖然至今未有機構因資金問題而中止食物回
收計劃，但已有部分過去獲私人基金贊助的機構
面對停止資助情況，須着手向外籌款和尋找其他
基金支持。
本港現時有10多個志願團體提供恒常食物銀行
和捐贈服務。其中，天水圍社區發展網絡（下稱
「網絡」）2012年底開展「有衣食分享計劃」，
派員在天水圍區內街市收集賣剩的蔬菜和食物，
再分發區內貧困市民。現時，網絡每周3天到街市
收集食物。

衛生問題 借場困難
不過，由於場地限制，現時每周3天活動中，有

1天需要外借場地。組織幹事梁麗欣表示，網絡現
時與另外5個團體共用一個屋邨辦事處，這安排是
與其他團體協商後的決定。
因為分揀蔬菜過程中，會弄濕地方和造成聲
浪，部分團體擔心衛生問題以及閒雜人多，故不
願借場。部分團體即使願意借場，但提供時間不
多，有時適逢公眾假期，也會因為場地關閉，當
日回收活動無奈取消。

工時不便 流失率高
同時，現時每日有4名收集員負責到街市商戶

收集食物，並運往辦事處分揀。梁麗欣說，雖
然可為區內婦女提供工作機會，但每日只需工
作數小時。以時薪40元計算，每日只有100多
元，餬口也成問題。
至於收集食物時間，剛好與婦女準備晚餐和

照顧小朋友時間重疊，所以不少員工在外面找
到工作後便會辭工，收集員流失率一直高企。
資金更是計劃一大難題，網絡自前年起，獲
私人基金資助，但員工開支已佔去大半，還有
其他開支包括交通、用具報廢等。而且計劃執
行一年後，資助額逐年遞減，行政、人手開支

被迫減少。梁麗
欣更指，她的職位需由全職變為半
職，工作日數由5天半縮減至2天至3天，但服
務需維持現狀，又要繼續開拓資源和籌款，甚
為艱難。

盼撥資源 恒常推行
梁麗欣表示，回收活動正常是越做越大、越
多人，亦需要越多財政支持。不過，面對目前
情況，推廣、教育工作也要削減，有如被綁住
手腳。她曾計劃向政府基金申請資助，但政府
至今未有相應食物回收基金支持。她期望政府
撥出資源和制訂政策扶助食物回收項目，擴至
每個地區，並恒常進行，這樣既可幫助市民脫
貧和就業，又可減輕堆填區負擔。

環局：1億支援捐食物
環境局回應查詢時指，「環境及自然保育基

金」自去年6月獲注資50億元後，當局已計劃於
本年度投放2億多元，資助非牟利團體的環保項
目。當中1億元已預留支持廢物相關項目，包括
食物轉贈項目。基金會就資助計劃定期發出通
知，公開邀請資助申請，審批小組將挑選最優越
項目予以資助。撥款會依項目實報實銷形式發
放，現時並未就廢物相關項目，包括食物轉贈訂
出特定申請時間表、撥款上限或項目年期。

社署：扶弱基金資助
社署表示，政府一直鼓勵其他非政府機構以

各種形式向有需要人士提供食物援助，並透過
「攜手扶弱基金」資助非政府機構與商界合作
推行服務計劃。社署亦會在總部及地區層面充
當橋樑，協助從事食物回收工作的非政府機構
配對受惠人士，以充分運用回收食物的資源。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羅繼盛）不少志願
機構收集食物後，都會直接捐贈受助人士。
樂餉社參考海外「食物銀行」模式，向食物
業界收集食品後，分發至網絡慈善團體。受
助機構可透過已建立的網絡分派食物，避免
資源重疊。
樂餉社現時每月可處理10公噸食物，向

近50個團體提供，當中60%屬米、意粉、
麵食等主糧，以及罐頭、飲品等；40%為新
鮮菜、凍肉等易壞食物。
樂餉社營運總監陳永康表示，食物業界

很多時候會因為多種商業原因而棄置食物，

例如快過期但未出售、包裝僅輕微損毀影響
美觀、過時季度包裝等，但其實未有影響食
物質素和衛生情況。樂餉社收集這種不再於
市場出售的食物，捐贈有需要群組，減少浪
費。

大部分來自商界捐贈
陳永康指，樂餉社大部分食品來自商界

捐贈，食物業界為主要來源，非食物業界的
企業、團體、學校亦會舉行食物捐贈活動，
例如把樂餉社倉庫內數量較少的食物作募
捐，讓倉庫食物種類取得平衡。

統一收集速「散貨」
對於樂餉社有別於本港其他機構，直接
向有需要人士發送食物，反而向機構提供，
陳永康解釋指，不同社福機構都面對當區社
群，熟知需要幫助的群眾，受助機構可透過
已建立的網絡分派食物，避免資源重疊。同
時，大部分中小型慈善團體資源和空間較緊
張，亦缺乏食物捐贈網絡，他們便可在儲存
和物流上提供協助。食物業界經常一次過捐
贈大量貨品，若由他們統一收集，可迅速
「散貨」，盡快處理好捐贈食品。

預留租金租更大倉庫
樂餉社現時主要依靠私人基金和捐助營

運，同時獲地產商信和贊助倉庫，分別為一
個位於油塘、面積約1,600平方呎的倉庫；
以及約1,000多平方呎、位於荃灣的臨時倉
庫，令他們得以節省租金開支。陳永康指，
香港土地成本昂貴，若沒有倉庫贊助，對於
機構營運壓力會更大。雖然現時他們分別獲
倉庫贊助，但贊助卻非必然，故他們在長遠
預算上預留租金部分，可以租用更大單位。
他計劃，未來倉庫面積擴展至5,000平方

呎至7,000平方呎，屆時食物存量可增加2
倍至3倍。同時，可加設大型冷凍設施，以
放置新鮮、急凍食物，亦可提供地方舉辦培
訓和宣傳活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羅繼盛） 現時本港有5
間獲政府資助的「食物
銀行」，主要為低收入
人士等提供短期食物援
助。截至去年9月底，累
計為132,059人服務，每
月平均受助人數約2,800
人。為了讓計劃得以延
續，政府撥款2億元資
助，服務分區由現時5個
改為7個，預計可運作至
2015年底。
社會福利署自2009年

起，於全港推行「短期
食物援助服務計劃」，
為難以應付日常食物開
支的個人或家庭，提供
短期食物援助。現時全
港共設立482個服務點，
當中110個同時為食物派
發點。

累計服務13.2萬人
社署表示，截至去年9

月底，計劃已為132,059
人服務，主要為低收入
（49% ） 、 失 業人士
（22%）、遭逢突變而有
即時經濟困難的個人或
家庭（17%）等。過去一
年（2012年10月至2013
年9月），每月平均受助
人數約2,800人。

運作至2015年底
原來2億元撥款預計只可支持計

劃至去年底，政府早前就「短期食
物援助服務計劃」向立法會申請追
加撥款2億元，令計劃可運作至
2015年底。現時計劃模式，則營運
至2月。社署已於去年8月展開新
一輪招標工作，共收到14份建議
書。新一期服務區域由過往5個分
拆至7個，營運機構相應增加。

「食物銀行」營辦機構及服務地區
機構 地區

聖雅各福群會 荃灣、葵青、

港島及其他離島(包括東涌)

循道衛理觀塘社會服務處 觀塘、黃大仙及西貢

浸會愛羣社會服務處(新加入) 九龍城及油尖旺

東華三院 深水埗

香港婦聯 沙田、大埔及北區

香港聖公會福利協會 屯門

保良局(新加入) 元朗 (包括天水圍)

資料來源：社會福利署 製表：羅繼盛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羅繼盛）天水
圍社區發展網絡於2012年 12月展開
「有衣食分享計劃」，收集員逢星期
一、二、五，到街市收集晚市剩餘的蔬
菜和食物。參與街市包括天水圍天澤街
市和頌富街市。香港文匯報記者現場所
見，收集食物除了蔬菜、水果外，亦有
麵包、豆腐花、涼茶、鹵味等。單次收
集200多公斤食物，扣除不能食用的廚
餘，可派發食物量達194.5公斤。以每
次分派40多份計算，每名受助者可獲
逾4公斤食物。
擔任收集員近一年的陸小姐表示，剛

開始收集食物時，部分商戶仍有顧慮，
但商戶了解活動性質後，數量隨之增
加。不過，菜量有時不穩定，例如下
雨、颱風過後或菜價高企時，菜量未必
有保證。

攤檔環保意識增棄物減
計劃開展時已參與回收的水果檔東主

陳先生指，剩下的水果賣不到很多錢，
過去把它丟棄；現在捐贈有需要的人，
避免浪費。豆品店東主張小姐指，豆品

放了一段時間，或者豆腐裂開、爛等賣
相不太好，消費者都不願意購買，不如
捐出來。
天澤街市管理公司宏集策劃高級物業

主任郭偉平表示，街市參與回收後，攤
檔環保意識加強。商戶參與回收並按需
求訂貨減少食物浪費，街市每日收集的
棄置食物量，已由過去6桶至7桶，減
至現時2桶至3桶。
食物回收除了可減少食物浪費外，亦

可減輕基層市民經濟負擔。參與食物分
享計劃的鄭女士，一家六口主要靠丈夫賺
錢餬口。她坦言，低收入令買菜壓力很
大，稍為節省一點，一天餸菜也要近100
元。參與計劃後，每次可省10多元。

計劃擬擴至天水圍南部
她又指，參與計劃可為自己慳錢的同

時，又會為住處附近的長者和單親人士
派送食物。她表示，以前在區內沒認識
多少人，但參加計劃後，每次輪候取菜
時都與街坊傾談一下，認識了不少朋
友。同時，她又學到善用廚餘發酵，用
菜頭菜尾做鹹酸菜等知識。

「有衣食分享計劃」組織幹事梁麗欣
表示，雖然外界稱天水圍為「悲情城
市」，但她希望帶出訊息，區內仍有很
多人很有心，願意參與捐贈和做義工。
計劃亦讓受助人士擔當義工，把收集的
食物分發住處附近的長者和傷殘人士，
讓他們有更強的自尊心。雖然項目面對
資助減少的壓力，但她仍計劃進一步擴
展食物收集網絡至天水圍南部，讓更多
天水圍居民受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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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贈減廢多難轉贈減廢多難
食物回收財困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羅繼盛）三餐

溫飽對基層市民來說並非必然，行政

長官梁振英在上任後重設扶貧委員

會，推動和監察扶貧工作，為挨餓的

市民送暖。當局去年向「短期食物援

助服務計劃」增撥2億元，讓「食物

銀行」計劃延長至2015年，緩解燃眉

之急。不過，部分自負盈虧的「食物

回收計劃」，卻因缺乏政府財政支持

和私人捐助有限，回收範圍和受惠人

數均受限制。有計劃負責人更需半額

支薪方可繼續營運，寄望當局提供支

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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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餉社交團體派食物 更善用資源

天水圍街市收集 基層分享慳十元

■陳永康表示，樂餉社參考海外模式，收集
食品後分發至網絡慈善團體。 羅繼盛 攝

■豆品店東張小姐
指，賣相不好消費
者不願買，不如捐
出來。 羅繼盛 攝

■水果檔東主陳先
生指，剩下的水果
現在送予有需要的
人。 羅繼盛攝

■■天水圍社區發展網絡每周天水圍社區發展網絡每周33天到區天到區
內街市收集賣剩的蔬菜內街市收集賣剩的蔬菜。。 羅繼盛羅繼盛 攝攝

■■食物回收食物回收員 流 失 率
員 流 失 率高高，，需經常需經常招聘新人招聘新人。。
羅繼盛羅繼盛 攝攝

■■梁麗欣表示梁麗欣表示，，資助額資助額
減少減少，，服務卻需維持現服務卻需維持現
狀狀，，自己由全職變為半自己由全職變為半
職支薪職支薪。。 羅繼盛羅繼盛 攝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