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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錢有錢
就可以買到菜，
不用自己種。香港是都市， 不用自己種

都市不需要有
農業。

香港無可能自給自足，
自給率不切實際。

香港土地矜貴，

自給率不切實際

香港土地矜貴，
農業產值低，
應將土地留給

香港有祖國可以倚靠，
一定有糧食供應。應將土地留給

經濟價值高的用途。
一定有糧食供應



都市農業都市農業

全球都市農業生產 15-20% 糧食全球都市農業生產 15 20% 糧食

現在，全球超過一半人口住在都市內

都市農業（urban agriculture）定義都市農業（urban agriculture）定義

在城市或市鎮 內及周邊

種植 養殖 加工及分配 食物或非食物農種植、養殖、加工及分配 食物或非食物農
產品

使用/重用城市的人力、物資、產品及服務使用/重用城市的人力、物資、產品及服務

回饋該城市人力、物資、產品及服務

是城市經濟及生態系統中的組成部分是城市經濟及生態系統中的組成部分

參考資料：‘Profitability and sustainability of urban and peri-urban agriculture’, FAO, 2007; ‘Urban 
agriculture: definition, presence, potential and risks’ , Mougeot, L.J.A.,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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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香港

香港的農業活動，主要都屬都市農業香港的農業活動 主要都屬都市農業

市內（intra-urban）的：

家居（窗台、露台等）種植、天台種植、家居（窗台、露台等）種植、天台種植、
行道種植、社區園圃、……

爭議相對較少爭議相對較少

市周（peri-urban）的：

各類農場（生產、休閒）、蜂場、苗圃、各類農場（生產、休閒）、蜂場、苗圃、
畜養業農場、漁業、……

「發展」Vs 農業」

加工、共同購買、農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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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其他城市比較與其他城市比較

城市面積 農地面積 農地%城市面積
（平方公里）

農地面積
（同左）

農地%

大巴黎 12,012 6,246 52.0%

上海 6,219 2,023 32.5%

北京 16,411 4,054 24.7%

倫敦 1,572 136 8.6%

香港 (規劃) 1,104 59 5.4%

新加坡 710 8 1.1%

香港 (實況) 1,104 <8 0.7%

參考資料：各城市的維基百科條、Peri-urban Regions Platform Europe 網頁、worldstat.info網頁、
《從鄉村農業到都市農業－上海農業的發展與演變》薛艷杰著，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11年、
《北京都市農業發展的理論與策略》王濤等著，中國農業出版社，2007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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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推動政府推動

法國大巴黎區法國大巴黎區

2008年，當地議會與農業局聯合發起制
定「都市農業發展政策」

政策目標首要是減緩城市化進程，盡可能
保留農業活動

兼顧發揮都市農業的多功能特性

建立大區都市農業網絡，連繫都市農業參
與者與者

包括農業生產者、城市管理與規劃人員，
及一般市民及一般市民

參考資料︰〈法國法蘭西島大區都市農業政策〉，北京科學技術情報研究所，2011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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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推動政府推動

新加坡新加坡

政府已定出自行生產 1 0% 蔬菜的目標

規劃出 % 的土地並配合政府政策支持規劃出 2.1% 的土地並配合政府政策支持
來發展農業

6 個農業科技園區6 個農業科技園區

佔地共 1,465 公頃

700 公頃已分配予 200 多個農戶生產牲
畜、蛋、奶、水產、蔬菜、水果、蘭花等

參考資料：“Vertical farming boosts production of vegetables”, Channel NewsAsia, 28 January, 2011 ; 
“Agrotechnology Parks”, Agri-Food & Veterinary Authority of Singapore website 
圖片來源：Kok Fah Technology Farm (Singapore) webpage (http://www.kokfahfarm.com.sg/Tech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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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推動政府推動

日本日本

1991 年修訂《生產綠地法》

城區可為防災、農業生產等而設立農業生產
綠地綠地

1999 年發佈新農業基本法

全稱《食品、農業、農村基本法》全稱《食品 農業 農村基本法》

以法律形式正式肯定農業在糧食供給以外的
諸多功能

年出版《基本計劃》2005年出版《基本計劃》

強調需要振興都市農業

都市農地佔全國農地的 25%，產值則佔全國都市農地佔全國農地的 25%，產值則佔全國
29%

參考資料：〈論日本都市農業的概念變遷和發展狀況〉，上海市農業委員會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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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推動政府推動

中國中國

2012 年 4 月，中國農業部在上海市召開
「全國都市現代農業現場交流會」全國都市現代農業現場交流會」

強調要大力發展都市農業

要求落實「菜籃子 市長負責制要求落實「菜籃子」市長負責制

力爭於 3-5 年內，把都市農業建設成為城
市「菜籃子」產品重要供給區市 菜籃子」產品重要供給區

中國 36 個大城市耕地面積接近全國的1/9，
蔬菜產量佔全國的 1/6/

參考資料：〈韓長賦在全國都市現代農業現場交流會上強調 大力發展都市現代農業推動城郊率先基
本實現現代化〉及〈都市現代農業將成為中國農業現代化新引擎〉，中國農業部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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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發展重點（部分）中國發展重點（部分）

糧食（量）安全糧食（量）安全

穩定城市物價

避免農產品大範圍、長距離跨區域購銷，避免農產品大範圍、長距離跨區域購銷，
流通鏈條長，不可控因素多

穩定提高自給能力

提高應急保障能力

城市要分擔國家糧食安全的責任

食物（質）安全

強化農產品品質安全監管強化農產品品質安全監管

參考資料：中國農業部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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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考量香港考量

香港目前的蔬菜自給率只有2.3%香港目前的蔬菜自給率只有2.3%

香港絕大多數食物由外地進口

即使是短期供應緊張，已經可以引致價格即使是短期供應緊張，已經可以引致價格
大幅波動，影響民生

全球糧食價格預期會節節上升全球糧食價格預期會節節上升

有錢人仍然可以買到足夠的糧食

挨餓或營養不足的只會是貧窮市民挨餓或營養不足的只會是貧窮市民

香港低收入家庭的食物支出，佔家庭總開
支的四至五成

參考資料：〈非綜援基層家庭最大負擔 ‐住屋與食物〉，香港社會服務聯會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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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考量香港考量

全國城市都想辦法穩住自己的食物供應全國城市都想辦法穩住自己的食物供應

香港有義務要盡力減低其他地方的負擔

即使香港難以百分百自給自足，但自己生
產多 1% 是 1%

香港難以獨善其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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都市農業的多功能性都市農業的多功能性

糧食安全貢獻糧食安全貢獻

其他貢獻

經濟貢獻

社會貢獻社會貢獻

環境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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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貢獻經濟貢獻

發展本土經濟發展本土經濟

第一產業（農業生產）

第二產業（加工、 ）第二產業（加工、……）

第三產業（運輸、銷售、教育、休閒服
務、……））

台灣有《休閒農業輔導管理辦法》

增加就業機會增加就業機會

增加農戶收入

振興農村經濟振興農村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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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貢獻社會貢獻

社會融合（社區園圃）社會融合（社區園圃）

提供體驗、學習、教育及康樂機會

保育傳統文化保育傳統文化

為城市人提供接觸自然的機會

滿足市民對可持續生活的需求

恢復人性恢復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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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貢獻環境貢獻

吸存二氧化碳，緩和氣候變化（有機農場）吸存二氧化碳，緩和氣候變化（有機農場）

保護生物多樣性

保護景觀保護景觀

調控水循環、涵養水源、防止水土流失

香港年雨量超過 2,000毫米

減短食物里程，減低碳足跡減短食物里程 減低碳足跡

緩和城市熱島效應（市內農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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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農業多功能估值日本農業多功能估值
（2001年）

功能項目 億日元 億港元功能項目 億日元 億港元

1. 防洪 34,988 2,230 

2. 穩定河流 14,633 932 

3. 涵養地下水 537 34 

4. 防止水土流失 3,318 211 

5. 防止泥石流 4,782 305 

6. 處理廢棄有機物 123 8 

7. 緩和氣候 87 6 

8. 保健休閒安神 23,758 1,514 

合計 8 6  合計 82,226 5,240 

參考資料：〈論日本都市農業的概念變遷和發展狀況〉，上海市農業委員會網頁、百度知道：根據資料，
2001年1美元兌122.4日元。另，1美元兌7.8港元 17



農業公共財農業公共財

農業產出農業產出

商品：糧食及其他農作物

非商品 保障糧食安全 維護景觀 保存非商品：保障糧食安全、維護景觀、保存
文化資產、保護生物多樣性、……

兼具公共財（ bli  d ）特性兼具公共財（public goods）特性

非排他性

非敵對性（共享性）

參考資料：”Multifunctionality: towards an analytical framework – summary and conclusions”, OECD, 
2001 18



農業公共財農業公共財

特性特性

難以透過市場機制，最適供應農業的非商
品產出品產出

消費者無誘因去付費獲得

生產者無誘因去提供生產者無誘因去提供

如果社會需要這些產出，政府便應介入並
支持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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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反思香港反思

農業，不能純粹由農地生產到值多少錢的農業 不能純粹由農地生產到值多少錢的
作物來衡量它的價值

農業佔 GDP 的份額即使少，但對民生、
社會、環境等卻越來越重要

發展農業不單是農民的責任，更是全社會
的責任

香港農業政策不合時宜

香港農業政策：奉行自由市場的政策原則。
除特殊情况發生，社會的資源概由市場力
量決定，政府積極不作干預量決定，政府積極不作干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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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望期望

確立本地農業的整體價值確立本地農業的整體價值

盡快制訂全面的農業政策，支援農業發展

確保農地零損失

讓香港成為一個真正可持續的宜居綠色城讓香港成為一個真正可持續的宜居綠色城
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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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