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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 GYO 現象全球 GYO 現象

全球種子銷量增全球種子銷量增
2010年達歷史新高
蔬菜>花蔬菜 花
零售>量販

圖片來源：
The Telegraphy 網頁



奧巴馬太太的菜園奧巴馬太太的菜園

圖片來源：
NYDailyNews.com

圖片來源：
Kitchen Gardeners 網頁



英女皇的菜園英女皇的菜園

圖片來源：華龍網網頁



都市農業都市農業



都市農業都市農業

Urban AgricultureUrban Agriculture

在都市內及其周邊地區的作物種植
、動物飼養，及其加工及分配/銷售

全球不少城市都有政策或研究鼓勵全球不少城市都有政策或研究鼓勵
都市農業

如多倫多 溫哥華 倫敦 紐約等等如多倫多、溫哥華、倫敦、紐約等等

功能已獲聯合國肯定



都市農業的功能都市農業的功能

提高城市自給率，改善糧食安全提高城市自給率，改善糧食安全

紓緩都市的貧窮及營養問題

減短食物里程減短食物里程

建設社區

改善健康

接觸大自然接觸大自然

改善環境

貢獻本土經濟貢獻本土經濟



香港的都市農業香港的都市農業

種植農場：2 500 個（有機339 / 休閒100+）種植農場：2,500 個（有機339 / 休閒100+）

新生精神康服會新生農場
聖公會麥理浩夫人中心勵志園

健康長者農場YWCA健康長者農場
明愛城市農夫有機農場
香港青年協會有機農莊
基督教以琳扶植培訓中心有機農場
香港基督教青年會綠機田
匡智會匡智園匡智會匡智園
利民會利民健康農莊、……

畜養業農場：74 個
漁業人口漁業人口：10,706 人
蜂農/苗圃/肥料生產商：少量



香港的都市農業香港的都市農業

加工/銷售單位：越來越多加工/銷售單位：越來越多
加工

如：聖雅各福群會土作坊

配送

如：香港復康聯盟本地開心有機蔬菜速遞

共同購買共同購買

如：天主教香港教區勞工牧民中心、香港婦女
中心協會、仁愛堂、自在生活

農墟

如：嘉道理農場暨植物園、香港有機生活
發展基金、菜聯社、……



香港的都市農業香港的都市農業

半農半x：越來越多半農半x：越來越多

社區園圃：以百計

  ……  ……

綠化天台：越來越多

機構綠化自己的天台機構綠化自己的天台

機構支援綠化天台的服務，如匡智會

家居種植：以十萬計家居種植：以十萬計

舉辦鼓勵家居種植的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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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麼是社區園圃？甚麼是社區園圃？

一塊由一群人一起耕種的土地一塊由一群人一起耕種的土地

地點
在市區 近郊 甚或農村內在市區、近郊，甚或農村內

組織團體
非牟利團體、學校、私人、地區政府
、居民自發組織、……

目標目標
教育、康樂、保育、凝聚社區、照顧
弱勢社群弱勢社群、……



甚麼是社區園圃？甚麼是社區園圃？

土地分配土地分配
每人有自己的耕地 和/或 多人共耕
十數 ~ 萬餘平方呎（可建小屋） /人十數 萬餘平方呎（ ） /人

費用
多數收費，亦有不收費用的多數收費 亦有不收費用的

管理
由職員、義工，或選舉出來的管理委由職員 義工 或選舉出來的管理委
員會等負責管理

……（多樣化）……（多樣化）



外地的社區園圃外地的社區園圃

紐約：750+ 個社區園圃紐約：750+ 個社區園圃

多倫多：約4,500 塊社區田畦

蒙特利尔：100+ 個社區園圃

英國：8 025 個社區園圃英國：8,025 個社區園圃

倫敦：2012年前增加 2,012 個社區園圃

德國：140 萬個小菜園

日本： 6 138 個市民農園日本： 6,138 個市民農園



香港的社區園圃香港的社區園圃

康文署：22 個園圃，950 畦田康文署：22 個園圃，950 畦田

學校：幼稚園、小、中、大學

屋苑：各大小屋苑 香港房屋委員會屋苑：各大小屋苑、香港房屋委員會

農場

社福機構/非牟利團體/地方團體
以項目形式舉辦 或 自建園圃

花盆 花槽 田畦 園圃花盆、花槽、田畦、園圃

如：基督教家庭服務中心、利民會、沙田婦女
會、小童群益會、保良局、蒲窩、綠田園基金
、一些長者中心、街坊居民組織、社福農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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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園圃的好處社區園圃的好處

建設社區建設社區

身心健康

園藝治療園藝治療

領袖訓練

提供教育、環保、文化活動

改善環境、縮短食物里程改善環境 縮短食物里程

提供糧食補充

物業價格提升物業價格提升



建設社區建設社區

共道桑麻長，社區更友善共道桑麻長，社區更友善

更願意參與社區活動、心理更健康

增強社區歸屬感、認同感

罪案率下降罪案率下降

費城：入屋行劫及盜竊案由每月約 40 
宗減至  宗宗減至 4 宗

三藩市：罪案率下降 28%



身心健康身心健康

提供運動機會提供運動機會

適合大多數成年人，以至長者

生產新鮮安全的食物

多吃蔬果，身體更健康

提供適當社交活動、拓展人際關係

建立自我影像 提升自信心建立自我影像，提升自信心

減壓



園藝治療園藝治療

讓人情緒平和，舒緩情緒病讓人情緒平和，舒緩情緒病

調查發現 95% 在醫院內參加園圃活
動人都有不同程度的治療效果動人都有不同程度的治療效果

病人：精神改善，對療程更有耐性

病人家屬：減輕壓力

醫護人員：提升工作能力醫護人員：提升工作能力

本地實踐



領袖訓練領袖訓練

俄亥俄州的一個統計俄亥俄州的一個統計

337 個社區園圃

1,071 位義工

一年內貢獻 38,000 +小時服務3 ,

管理義工，需要領袖

園圃同時提供義工及領袖訓練機會園圃同時提供義工及領袖訓練機會



提供教育/環保/文化活動提供教育/環保/文化活動

認識大自然、食物來源、植物生長認識大自然、食物來源、植物生長

對環境問題興趣增加

提升食物技能

學校戶外教室

個人成長、培養興趣

提供多種耕種以外的活動提供多種耕種以外的活動

康樂、文化、藝術、……



改善環境，縮短食物里程改善環境，縮短食物里程

縮短食物里程，減少碳排縮短食物里程，減少碳排

荒廢空置土地改建為都市綠洲

園圃內，污染減少、溫度降低

整體環境改善



提供糧食補充提供糧食補充

絕大多數參加者種植蔬菜絕大多數參加者種植蔬菜

改善營養問題

更願意進食新蔬菜水果

種植市場上沒有供應的家鄉作物種植市場上沒有供應的家鄉作物



物業價格提升物業價格提升

紐約大學研究紐約大學研究

紐約 636 個社區園圃，1,000 呎半徑
範圍內 住宅物業價格 較同區範圍內，住宅物業價格，較同區
1,000 呎半徑範圍外高

20 年期內增加稅收

637個園圃 ：647 百萬美元

即每個園圃： 1 百萬美元



建設園圃困難建設園圃困難

缺乏對種植的基本知識：點樣開始？缺乏對種植的基本知識：點樣開始？

結構性困難
空間（找地難、不知是否適合）空間（找地難 不知是否適合）
管理人員

非結構性困難
缺乏對農用資材的認識（泥土、肥料
、種子、……）
基建（天台種植 灌溉 溫室 ）基建（天台種植、灌溉、溫室、……）
運作管理、人手安排

……



展望展望

期望公眾/團體/傳媒對社區園圃/都期望公眾/團體/傳媒對社區園圃/都
市農業的興趣持續增加

更多傳媒報導更多傳媒報導

更多人在家中種植

更多人參與社區園圃

更多人成為導師

更多個人/團體開設農場/園圃

更多個人/團體將本地農產品加工出售

更多團體舉辦相關活動

……



展望展望

期望政府、團體、私人機構等能提期望政府 團體 私人機構等能提
供更多的支援

增加土地供應增加土地供應

政策/法例配合

提供技術培訓

提供農場/園圃及園友之間的交流機會

提供相關活動

網絡、網頁

……



完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