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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的農業過去、現在、將來的探討

• ﹝一﹞簡介
• ﹝二﹞土地使用的轉變
• ﹝三﹞數據分析
• ﹝四﹞香港現時的農業持續發展與政府擔當之角色及行為
• ﹝五﹞香港的農業發展我們業界面臨的種種擔憂
• ﹝六﹞反思



香港的農業過去、現在、將來的探討：簡介

• 於五十年代期間，國內大量的移民湧港，對本港的農業予以迅
速發展

• 最主要的地區有元朗，錦田一帶，還包括上水，粉嶺，打鼓嶺
一帶地區

• 農業生產以稻米為主
• 六十年代，城市化令新界勞動力流失到市區及國外
• 於七十年代開始，政府發展新市鎮，於新界建設發展
• 八十年代經濟急速發展和轉型



香港的農業過去、現在、將來的探討：簡介

• 蔬菜產銷合作社屬下之社員農友仍有一萬五千多
名

• 現時約有四千多名
• 土地收購，或被留作投資，保值發展
• >>>>>北移



香港的農業過去、現在、將來的探討：簡介

• 現時本港約有1,871個農場
• 並由政府漁農自然護理署作登記
• 共佔地約413公頃
• 從事農業耕作生產的農民約4,700個



香港的農業過去、現在、將來的探討：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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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的農業過去、現在、將來的探討：耕地面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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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的農業過去、現在、將來的探討：耕地面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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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的農業過去、現在、將來的探討：土地

經濟價值低?

政府徵地

商家發展

農民反抗
對抗情緒
造成衝擊
矛盾衝突
例如…



香港的農業過去、現在、將來的探討：土地

• 2012年8月16日本港有關農業組織及團體聯署的
三點，聲明：

1.確立農業的整體價值
2.制定全面的農業政策
3.確保農地零損失



香港的農業過去、現在、將來的探討：數據

2010年的統計
• 蔬菜44公噸 (1公噸=1000 千克)
• 佔全港所需蔬菜約2.5%

• 主要為葉菜類

每天
生產



香港的農業過去、現在、將來的探討：菜量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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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的農業過去、現在、將來的探討：菜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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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的農業過去、現在、將來的探討：菜價

2012年 1月 2月 3月 4月 5月 6月

本地 $4.2 $5.1 $7.9 $6.0 $4.7 $3.6

入口 $3.2 $4.1 $6.3 $4.2 $5.2 $3.6

2012年 7月 8月 9月 10月 11月 12月

本地 $4.4 $6.0 $4.4 $4.8 $5.2 $8.3

入口 $5.1 $5.5 $3.8 $4.4 $4.8 $6.2



香港的農業過去、現在、將來的探討：國內

• 中央在1982年至1986連續五年發布以農業、農村和農民
為主題的中央一號文件

• 2004至2012年又連績多年發布以「三農」為主題的中央
一號文件，強調「三農」問題重中之重的地位

• 近年國務院不斷提出不同的多元化政策
• 用以穩定農產品的價格
• 提高農民收入
• 保護生產的積極性
• 農村的穩定



香港的農業過去、現在、將來的探討：國內

例一
• 2008年2月初
• 國內的大風雪造成南方華南地區的農產品失收
• 廣州的菜價幾乎每斤達十元人民幣
• 香港長沙灣的葉菜批發價均達十幾元一斤
• 且無法保証市場的正常需求
• 菜價的上漲為社會帶來怨聲載道



香港的農業過去、現在、將來的探討：國內

例二
• 2012年夏季
• 長沙灣的夏季每年由6月份至11月初約70%至

80%的葉菜均由西北寧夏銀川等地供港蔬菜基地
供港

• 由於雨量多>>>病害旳問題嚴重 >>> 影響收成
、供應量



香港的農業過去、現在、將來的探討

例三
• 內地通脹
• 天氣寒冷下雪
• 日照時間短
• 菜量15%
• 批發價上升10%
• 菜芯零售價

$13 ->$16 (+23%)
• 油麥零售價

$7->$9 (+2%)



香港的農業過去、現在、將來的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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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的農業過去、現在、將來的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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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的農業過去、現在、將來的探討：本港政府

「信譽農場計劃」
•由田間生產到餐桌的優良農業操作規範
•間接也成本地的農業帶來積極的發展作用
•本地菜的安全、新鮮、信譽為本港的農民帶來
市場的歡迎與市場的價格



香港的農業過去、現在、將來的探討：本港政府

「有機種植計劃」
• 2000年起為持續發展本地的農業
• 傳統耕作轉型至有機耕作
• 保障農友在收入
• 本地的年青一輩有人開始轉業
• 加上港人環保意識的增加
• 對食物安全更關注，逐漸使社會形成年青一代提倡復
興農業



香港的農業過去、現在、將來的探討：本港政府

「有機種植計劃」
•初期，僅有錦田、石崗幾個有機農場

• 生產的品質、產量、市場認知，加上宣傳推廣及市
場的銷售平台等等，農友一直處於虧損的階段

• 菜聯社建立「有機種植社群辦公室」及「太和有機
農墟」

• 漁護署舉辦的每年一度之「本地漁農美食迎春嘉年
華」>>>宣傳推廣本地的有機蔬菜和本地的新界
蔬菜



香港的農業過去、現在、將來的探討：擔憂

國內近年對三農的多元化政策
•免除所有的農民稅收
•補貼農民的購買農業機械
•農產品的地方稅務豁免
•農產品運輸的免徵收道路費用
•農業基建，包括農田、道路、水利政策撥款資
助
•農民產業項目發展的低息貸款等等



香港的農業過去、現在、將來的探討：反思

• 政府是否需要重新審視本地的農業發展以平衡「
都市」發展的「戰略」意義；

• 政府應視農業景觀，生態農業保育，食物自給及
農業休閒產業為優化都會規劃，在新發展規劃時
予安置與復耕保障。

• 如何增加蔬菜生產意慾？穩定供應量？減
少蔬菜漲價的幅度？穩定物價？穩定民生
？有健康又食得放心的蔬菜？



香港的農業過去、現在、將來的探討：反思





新界蔬菜產銷合作社有限責任聯合總社
簡稱【菜聯社】

地址：九龍長沙灣荔枝角道757號長沙灣蔬菜批發市場三樓
電話：2387-4176
傳真：2728-6559
網址：http://www.fedvmcs.org
電郵：info@fedvmcs.org



【菜聯社】簡介
農民組織，1953年由各合作社組成
屬下廿六個蔬菜產銷合作社在五十年代已組成
農民 >蔬菜產銷合作社 > 批發市場
各成員合作社負責統籌農場蔬菜出產和運輸、以及運作菜站
菜聯社則協調各社的營運，並作為各社社員與政府之間的橋
樑

菜聯社及各社員合作社的日常營運開支由批銷過程中的佣金
支持，其餘全數交回農民

相互信任、鞏固農村經濟、改善農村生活條件



【菜聯社】屬下廿六個蔬菜產銷合作社
1. 粉嶺蔬菜產銷有限責任合作社
2. 古洞蔬菜產銷貸款有限責任合作社
3. 軍地蔬菜產銷有限責任合作社
4. 龍洲蔬菜產銷有限責任合作社
5. 坪輋蔬菜產銷有限責任合作社
6. 上水蔬菜產銷貸款有限責任合作社
7. 打鼓嶺蔬菜產銷貸款有限責任合作社
8. 大埔蔬菜產銷有限責任合作社
9. 蕉徑蔬菜產銷貸款有限責任合作社
10. 荃灣蔬菜產銷貸款有限責任合作社
11. 東涌農業產銷貸款有限責任合作社
12. 青山區蔬菜產銷有限責任合作社
13. 逢吉蔬菜產銷有限責任合作社

14. 廈村蔬菜產銷有限責任合作社
15. 洪水橋蔬菜產銷有限責任合作社
16. 管欖區蔬菜產銷有限責任合作社
17. 米埔隴蔬菜產銷有限責任合作社
18. 吳家村蔬菜產銷有限責任合作社
19. 八鄉蔬菜產銷貸款有限責任合作社
20. 屏山區蔬菜產銷有限責任合作社
21. 石崗蔬菜產銷有限責任合作社
22. 新田蔬菜產銷有限責任合作社
23. 新攸蔬菜產銷有限責任合作社
24. 崇正蔬菜產銷有限責任合作社
25. 屯門蔬菜產銷有限責任合作社
26. 元朗蔬菜產銷有限責任合作社



【菜聯社】屬下廿六個蔬菜產銷合作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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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菜聯社】與漁農自然護理署的關係
漁農自然護理署

1. 制訂農業政策
2. 在蔬菜生產上提供無間的技術支援﹝如對生產上的困

難或引入小型耕耘機，將以往依靠牛隻作為犁田的工
序簡化，加速效率，減少勞動力，增加產量﹞

3. 對蔬菜合作社的運作執行法例監管
4. 引進外國新品種，加強產品上的多元化及競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