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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重健康生活 追逐有機潮流
如今越來越多人注重具備「健康」的品
質生活。吃「有機」、用「有機」、買
「有機」，似乎成為大眾在追逐健康中的
潮流。例如市面上琳琅滿目的食品等，如
今很多都標上了「有機」一詞。到底有機
的意義是什麼？藉今日的話題，我們不妨
一起探討下有機農場這個議題。
「有機」，簡單而言是指生產過程中以
無污染或純天然的工序所完成。有機農場
主要是指在無化學用品（通常是指農藥、
化肥、激素以及其他人工添加劑）的參與
下，進行蔬果種植的地域。在普羅大眾的
意識中，對有機農場的認識或許會是一個
完美的綜合性農場，充分體現了現有生物
多樣性、種養結合、生態循環的效率最大

化。這些都是我們平日從其他媒介所得知
的。

純天然也可機械化
事實上，近年來很多商家瞄準時機，紛
紛投入有機農產品的種植和商業運作中。
隨着科技因素的突變以及人們生活素質的
提高，令過去傳統農民的耕種形式發生根
本性改變。現時不少有機農場是以朝九晚
五的工作形式來打理，結合自動化的收割
機、定時自動灌溉等形式，令到純天然的
耕種變得便捷且機械化。
同時，大多數的有機農場發展一般都需依

賴產業化的運營模式，這樣一來也大大提高
了租地和勞動成本支出，令市面上有機農產

品的銷售價格一般是普通種類的兩三倍。
經濟利益是推動有機產品生產的重要誘

因，但在今日的蔬果市場上，有商家為提
高售價，賺取更多利潤，在普通蔬果上貼
上近似「有機」的標籤，誤導消費者。
另一方面，這個情況也反映出消費者對

有機農產品有迫切性的需求，以及對現時
普通農產品的不信任。
再者，由於現時社會法律法規的不完

善，令政府部門在執法時，因制度缺陷或
人員疏忽等原因，導致無法形成強大的監
督體系，消費者在購買有機農產品的過程
中未得到安全保障。

保障食材來源安全

當然，凡事都有兩面。有機農場是為了
實現「零污染」的最大化避免周邊環境的
污染，包括令土壤的酸性達至穩定，使農
作物在天然的條件下生產，保障了消費者
食材來源的安全。
另一方面，有機農場能減少對農作物的

污染，減低對土壤的傷害，維護生態平
衡，促進農田循環生產效益。
除此以外，隨着人們現今對於有機農產

品的需求日漸增加，這有利於拓展成為一
項地區性的文化產業，增加相對應的就業
機會及經濟開發等方面，實現可持續發展
的理想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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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 源 科 技 與 環 境
隨着社會不斷進步，香港人越來越着重食物安全，對有機食

品的需求亦趨殷切。根據香港有機資源中心的調查顯示，本港

市民曾購買有機食品的比例持續上升，當中以購買有機蔬菜最

為普及。截至2012年，全港有機農場共有451家，但有有機

小農負責人指生存環境仍艱難。到底在本港發展有機耕

作有何困難？對生活素質又會帶來什麼影響？

■李浩彰 順德聯誼總會鄭裕彤中學通識科副科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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惜物減廢
有機耕作強調物盡其用，例如農作的殘
渣、乾草、禽畜的糞便等，農夫會製作天然堆

肥供應養分給農作物，減少有機「廢物」棄置
堆填區而產生沼氣，減少碳排放。
維持生態平衡
有機農夫在農地上會種植多樣化的農作

物，提供益蟲的棲息地，有助泥土中的養分循
環和抑制病蟲害。生產者亦可藉着間作、輪
作和建立天敵棲息環境等措施，令整個
農業生態系統得到平衡發展。
優質食品
有機認證要求有機農作物在生產過程

中，不能使用經基因改造或使用化
學肥料，農夫須確保生產出健康而
不含有害殘餘化學物的優質蔬菜，
以免危害身體健康。

2017年2月，香港有機資源中心進行了本港
消費者購買有機產品的市場調查，以了解現今
香港消費者對於有機產品概念的認識和他們購
買有機產品的意慾及行為。調查結果顯示，香
港市民購買有機產品比例有上升趨勢。72.2%
的受訪者在過去1年「有購買有機食品」，對
比以往調查的59%至69.9%有所增長。由此可
見，有機消費市場正在持續擴大。
在曾經購買過有機食品的受訪者中，接近
九成人曾購買過有機蔬菜，其次為有機水果，
超過七成受訪者曾經購買。另外有35.3%受訪
者曾經購買過有機加工食品。

政府推動轉型
據漁農自然護理署網頁顯示，本港早期的
有機耕作多屬民間性質，例如綠田園基金、香

港有機農業生態研究協
會等，耕作面積小，產量
又不高，產品只能滿足極
少部分人的需要。
政府在2000年開始協助業界發展有機

農業，漁農自然護理署於2000年12月推
出有機耕作轉型計劃，制訂了「有機作物生產
守則」並發動傳統農友改變原來使用農藥和化
肥的生產模式，把自己的菜田按守則的要求，
轉型為有機農場。
漁農自然護理署（簡稱漁護署）和蔬菜統

營處（簡稱菜統處）及新界蔬菜產銷合作社有
限責任聯合總社（簡稱菜聯社）合作，向業界
提供技術支援和配套設施，支持和協助本地有
機農業發展。截至2012年，全港有機農場已
發展至451個。

模 擬 試 題

直至 2011 年，香港可耕農地為
5,100公頃，佔全港土地總面積5%，
但荒廢農地卻有4,000多公頃，佔全
港可耕作地86%。經營有機休閒農
場的負責人表示，目前發展有機耕
作依然面對不少問題，「我們的有
機認證菜，生產過程中不能使用經

基因改造的品種或使用化學肥料，
確保不含有害殘餘化學物的優質蔬
菜。我們花不少資源進行有機認
證，但坊間一些聲稱『綠色』和
『田園』的食品，往往誤導了市
民，認為這些是有機食品，令我們
的銷量下降。」

全球暖化問題日趨嚴重，不少國家和地區
近年積極鼓勵有機耕種。有研究有機耕種的
學者指，改善農業方式，包括改善化學肥料
使用，以取得更好的收成及減少一氧化二氮
（nitrousoxide，一種比二氧化碳還強300倍
的溫室氣體）的排放，能減少22%的碳排，
相當於減少5.22億部汽油車輛。
有機農業在本港持續發展。截至2012

年，全港有機農場已發展至451個。不少有
機農場兼營導賞及體驗活動，例如開辦課程
讓市民認識有機農業理論，或讓有興趣有機
耕種的人士租地自耕，親身實踐有機耕作方
法。
此外，不少有機農業組織會定期提供銷售

平台，如大埔農墟、中環農墟等，讓消費者
與本地有機農民直接接觸，加深消費者對有
機耕種生產過程的認知。

資料C

資料B

1. 就資料A及B，指出及解釋可能影響目前香港有機耕作發展的兩個因素。

．農地不足：本港可耕農地僅佔全港土地
總面積5%，而荒廢農地更佔全港可耕作
地86%，反映農地可能被改作城市發展之
用，例如把地賣給發展商也不用作農耕或
租予其他農民，令到可用作有機耕作的土
地不足，影響其發展（資料B）。
‧銷售渠道不足/市場競爭：香港目前有
機食品銷售點不足，市面上出售認證有機

產品的菜檔只有6%，逾八成沒有出售有
機產品，而部分食品以相類近字眼如「綠
色」「田園」等作銷售賣點，令人以為是
有機食品（資料B）。
而有關出售聲稱有機產品的地方，市面

上佔12%，為出售認證有機產品的一倍。
在銷售不佳的前提下，將影響目前香港有
機耕作發展。

‧市民對有機產品的需求：香港市民對有
機產品的需求趨殷切。市民在過去一年
「有購買有機食品」的比例持續上升，
2017年更超逾七成（資料A），反映越來
越多市民購買有機食品。
市民的需求正正為本港的有機產品市場

提供經濟的誘因，促使香港有機耕作進一
步發展。

2.「發展本地有機耕作會改善香港人的生活素質。」解釋資料如何支持有關說法。

‧滿足市民的需求 / 提供優質農產品：市民對有機
蔬菜的需求一直上升（資料A）。有機認證菜在生
產過程中不能使用經基因改造物種或化學肥
料，確保不含有害殘餘化學物的優質蔬菜。
本地有機耕作讓香港人獲得他們渴求的本
地出產的有機蔬菜（資料B）。
‧改善環境，減少碳排放：有機耕作生產
過程中不能使用經基因改造物種或化學肥
料（資料B），可減少化學肥料使用，降
低碳排放（資料C），避免因而導致的全
球暖化問題，改善環境。
‧提供綠色生活方式：有機農場兼營導賞

及體驗活動，例如開辦課程讓市民認識有機農業理
論，或讓有興趣有機耕種的人士租地自耕，親身實
踐有機耕作方法。（資料C）家庭成員和學生共
享農耕的樂趣，為市民提供了城市生活以外的綠
色生活方式，亦有助紓緩都市的生活壓力。
‧促進社區和諧：現時市面銷售有機蔬菜
渠道不多，有機農業組織會定期提供固定
的銷售平台，如大埔農墟、中環農墟等，
讓消費者與本地有機農民直接接觸。（資
料C）為社區提供社交互動和學習的空
間，不同生活經驗的交流，促進社區和
諧。

無機蔬果果誤導誤導
有機食品難銷有機食品難銷

新 聞 背 景

有機耕作 減廢養益蟲

概 念 鏈 接
- 有機農業
有機農業要求在動植物生產過程中不使用化學合成的農藥、化肥、
生長調節劑、飼料添加劑等物質，以及基因工程生物及其產物，而且
遵循自然規律和生態學原理，採取一系列可持續發展的農業技術，
協調種植業和養殖業的平衡，維持農業生態系統良性循環。
- 有機認證
有機認證服務一般都是由獨立的第三者認證機構提供，即並
非生產者（第一者）或消費者（第二者），以確保產品的整個
生產程序必須符合認證機構所制訂的有機標準，方可獲授權使
用認證標誌在市場上銷售。要識別真正的有機食物，市民可在
食物包裝上看看有沒有認證機構或管理當局發出的「有機食
物」認證標籤。本港現時共有兩個有機認證組織，即香港有機
資源中心和香港有機認證中心。

受訪者在過去一年「有購買有機食品」的比例資料A

■■有機食品在各地的需求有機食品在各地的需求
愈來愈高愈來愈高，，圖為北京的有圖為北京的有
機農場機農場。。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漁護署推介的本地有機西瓜漁護署推介的本地有機西瓜。。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