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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田園基金簡介
綠田園基金是一個註冊非牟利慈善團體，於1988年由一群關心現代農業、           

關心人類環境的人士組成。我們一直致力推廣有機耕種及綠色生活訊息，並

發展適合本地情況的綠色教育活動。在粉嶺鶴藪建有全港第一個有機農場。

自農場開放以來，舉辦不同活動，讓參加者在大自然之中共享田園之樂。            

基金亦出版了多種介紹有機耕種及綠色生活的書籍。現在香港有數個商營機

構的名稱與我們雷同，如公眾對本會工作有疑問，歡迎與我們聯絡。

歡迎轉載，惟必須經本會事先同意。

詳情請聯絡：dev@producegreen.org.hk

本刊採用：

FSC 森林認證紙來自能滿足當代和後代的社會、經濟和生態需求的森林，以

支持負責任的森林經營。

大豆油墨取自天然，可無限再生，又能生物分解，是無毒性油墨，不單有利

環保，同時保障工人及讀者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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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幾年來，香港嬰兒出生率直線上升，根據統計處數              

字，活產嬰兒數目由 2006 年的 65,626 名，升至 2010 年

的 88,495 名（臨時數字），升幅高達 25%。本年初日本

311 大地震後，香港出現搶購日本奶粉潮，可見香港嬰         

兒食品的安全問題，已成為大眾關心的焦點。可是日本         

奶粉，是否就是最佳的嬰兒奶粉選擇？本期專題「BB 也有

機」，就是與大家一起探討嬰兒的有機飲食與生活問題。
 

香港父母通常從母親懷孕開始至 BB 出生後不久，會忽然

關注食物營養和安全，也會嘗試在坊間搜羅有機食品，讓

孩子能在攝取最佳營養的無毒害環境下成長。這種對 BB

有機生活的關注固然重要，可是及至 BB 年歲漸長，飲食

需要與成人距離日近後，有機生活便隨之淡出。這種「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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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照片：如欲要過健康的綠色生活，以及減少人類對環境的
破壞，或許做個有機 BB 只是開始，長遠要透過父母的身教及誘
導，讓孩子建立可持續的綠色生活模式。（良鷹攝）

然有機」的生活模式，無論對孩子長遠的健康成長，和地球環

境的持續保護，均未盡完善。
 

日本 311 大地震除了引發搶購日本奶粉潮，也造成嚴重的核災

難，讓人驚覺核電的運用從根本上超出人類能力可以控制的範

疇。面對持續不斷的核輻射洩漏，就算高科技如日本，也往往

束手無策，但大自然的自癒能力，卻讓人驚歎其奧妙，菇菌專

家鄧銘澤在「綠色情報」中，就為我們講解如何透過種植菌根

菌吸走土地裏的輻射毒，以解救核危機。
 

此外，在香港面對堆填區飽和之際，「東張西望」的梁穎勤就

帶我們去看看毗鄰的獅城新加坡，如何將垃圾埋置場變身為鳥

類天堂。至於本期的「綠色人物」，我們更請來近年積極推動

有機耕種，開設有機耕種班的 TV，為我們撰稿講解何謂有機

耕種，及開辦有機耕種班的意義，實在值得細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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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B
也 有機

日本311大地震引發嚴重核災難，香港更湧現日本奶粉搶購潮，嬰兒飲食

健康頓成熱話。其實從懷孕期，甚至計劃生育始，不少父母會忽然注重飲

食健康，因為他們明白到生命脆弱，希望把最好的營養給予胎中骨肉，於

是有機無毒素無添加的飲食習慣自然是其一選擇。

可是往往在嬰孩誕生年歲漸長後，這種對食品成分與安全的關注會漸漸減

退，取而代之的，是成人社會普遍的速食文化。此外，在香港這高度城市

化、生活壓力迫人的地方，嬰孩從Playgroup、幼兒班開始便進入種種競

爭激烈的人為制度中，與大自然剝離。但選擇，是否真的只能這麼單一？

在地球資源被人類過度濫用，致使各類環境生態遭受嚴重破壞的今天，誕

生在地球的每一個嬰孩，究竟要過怎樣的生活，才能在自身健康愉快地成

長的同時，也學習尊重和愛護地球上的一切生命？BB也有機，是對嬰孩

健康飲食的關注，也是對建立可持續綠色生活之方法的尋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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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養健康愉快的有機 BB，還是要由現今這一代的父母做起。經

歷過生兒育女，或旁觀過友儕懷孕產子，都會感受到一種懷孕期

間「忽然有機」的風氣，即人們被頭髮豉油、假雞蛋、坑渠油等

荒謬食品問題轟炸，日漸認為吃甚麼也是有毒，所以不再深究的

今天，卻會因懷孕而忽然關注起食品標籤上寫的究竟是甚麼、會

開始揀飲擇食，吃得盡量天然無毒害，因為大家深知，生命剛形

成時期是多麼的脆弱。一子錯，滿盤皆落索，所以父母都小心謹

慎，步步為營。

日本奶粉的錯覺
專營有機嬰兒產品的家兒寶寶創辦人鄭健強，就是因為妻子懷孕

令他開始關注孕婦及嬰孩的食品健康與安全問題，最終在香港創

辦了這家罕有的專營店。「因工作關係我不時會出訪歐洲，見許

多質量很好的嬰兒產品卻沒有在香港售賣，所以便興起了自設            

公司引入產品的念頭。」鄭健強說：「雖然大家普遍認為美國、

澳洲、日本的產品質量已十分好，但在食品法方面，其實歐盟執

行得最嚴，誠信度很高。」鄭健強說，很多人一窩蜂去買日本奶

粉，以為已把最好的給了 BB，但其實不然，「你看吃一般日本

奶粉的 BB，表面看來大大隻隻，但摸上去肌肉卻鬆軟，因為               

日本奶粉多是配方奶粉，且糖分高，但吃有機奶粉的 BB，雖然

看上去瘦瘦小小，但卻結實得多，抵抗力也好。這較接近吃人奶

BB 的身體狀況。」

鄭健強說店舖由 2009 年開業至今，已漸上軌道，因為愈來愈多

人認識到讓 BB 過有機生活的重要。孩子已年屆 4 歲半的他說：

「初時我也跟一般人相同，給 BB 吃日本奶粉，及至孩子 2 歲            

多，才知道有機的重要性。但要知道 BB 一出世時腦部只發育                 

至 60%，之後急速發展，至 3 歲腦部發育達 100%，所以這段期

間很重要，身體要不斷吸收營養，吃下去的東西會影響 BB 的             

將來。」

鄭健強認為市民沒需要一窩蜂
搶購日本奶粉，反而可以嘗試
選購歐洲有機奶粉，價錢亦相
差不遠。

陳蔚彤說有機奶粉來自吃有機飼
料的乳牛，因食物鏈的關係天然
地含有足夠DHA，讓孩子腦部
健康發育。

綠色生活難持續
可是不斷吸收營養，卻不等於要吸收過多營養，在店內工作的

陳蔚彤也育有一子，現約 3 歲，因工作所需，她更特意報讀               

中大營養學的課程，「 1 歲前要小心不可給 BB 添加不必要的營

養，這反而可能對健康有害。有廣告宣傳若孩子偏食，要給他

吃添加營養劑的加工食品，這概念從根本上錯誤，因為成人                

本身是要教導孩子不可偏食。三歲定八十，從小開始的飲食習

慣，會影響孩子的一生。」陳蔚彤說。

陳蔚彤說，過天然的生活，孩子也自然較健康，「現代不少婦

女選擇人工開刀分娩，但其實開刀分娩會令嬰孩肺功能較差，

因為嬰兒經歷自然分娩，一出生的哭聲，其實是將胸肺中的污

穢物排出，所以想孩子健康，就要從根本開始。」但鄭健強與

陳蔚彤同時指出，4 歲以上的有機兒童食品相對十分少，因為

兒童已經與成人一起吃相同的食物，可是在香港搜購有機食物

並非易事，所以 BB 的有機生活，很多時會隨年歲愈長反而日漸

消退，可持續性不高。陳蔚彤說：「我知有機豬肉可在大埔買

到，但總不能每次都跑到大埔買豬肉，不合成本效益。」成本

效益，的確是很多香港人關心的議題，要長遠過有機生活，代

價不菲，有機 BB ，可以怎樣堅持走下去？

三歲定八十



2011 夏季號

今期專題

4

家住屯門的海鳥（鄧志文）跟茉莉（易夢雅），是綠色圈中的著

名家庭。他倆的愛情結晶，1 歲多大的晴兒，是個胎裏素寶寶，

打從媽媽肚子裏就從沒吃過肉，出生以後也沒打過防疫針，沒吃

過西藥。現在上 Playgroup，也不是到屋苑樓下美其名曰幼兒        

班，實際上是幫忙湊 BB 讓媽咪偷空去上班那種，而是每星期兩

天，隨媽媽茉莉到自然小學去，媽媽教小朋友，她去玩。家中沒

有電視，閒時的娛樂，是跟爸爸到農場，玩泥沙、追蜜蜂、幫手

耕田。

晴兒長得「的骰」可人，早前爸爸背着她騎綿羊仔返家被截查，

事情曝光後引來傳媒追訪，周刊說她長得比同齡孩子嬌小，是因

為吃素的關係。但其實凡事都要看多方面吧！茉莉媽媽抗議道：

「我自己個子也蠻嬌小，每星期兩天在自然學校教書，就經常被

人問，妳是跟隨哪位家長來的？」

精靈胎裏素 BB
綠色爸媽茹素 10 年有多了，3 年前在屯門鄉師自然學校舉辦             

「無翅婚禮」，對於吃，自然是有自己的一份堅持。本來小倆口

戒肉，也還罷了，可生了孩子後，兩邊媽媽都有話說，要孩子           

吃得好（即是跟常人一樣吃肉）、長得好。那怎麼辦？海鳥說：

「拖延政策囉！跟他們說：『行，我們會想想。』或者，『讓她

大一點自行選擇。』嘻嘻。」

那襁褓期，茹素媽媽怎樣進補？人奶夠不夠？茉莉熱心地搬出           

莊壽美、章惠如老師的書《素食坐月子的指南》，和大家分享：

「產後兩星期內不能喝水、湯、牛奶，否則易致內臟下垂、體型

變胖或患病。」「只能飲用已揮發酒精的高濃度米酒水，是為五

穀精華，可補充酵素。」

雖然「走肉」，不代表營養貧乏，經過多番努力，斗室中的「陽

光」（晴兒的自然名），果然不負父母期望，帶給人人歡樂。一

忽兒拿起自然學校分發的「沙煲罌罌」，大煮貝殼餐，一忽兒又

騎着籐織馬仔通屋走，能量充沛。

吃在當下的孩子
現在，爸媽吃甚麼，晴兒就吃甚麼。家訪當天，海鳥泡了南非紅

茶（無咖啡因茶），用新鮮雞蛋果塗麥餅款客，又從自然學校帶

回來一盒盒雲耳蔬菜跟素麵，晴兒吃完一樣又一樣，末了還連盡 

不說不知，原來有機嬰兒
產品種類繁多，從食物、
尿片、衣服、清潔用品至
防蚊用品一應俱全，讓父
母用得安心又放心。

有機奶粉
有機奶粉分牛奶和羊奶，製自吃有機飼料的牛、羊所生
產的奶，牛、羊隻均在天然草地自由放牧，故飼料不含
化肥、農藥、化學除草劑等，牛、羊隻本身亦不打催乳
劑、抗生素，病了只會以不含抗生素的藥物隔離醫治。
而其中羊奶適合身體較易出現敏感症狀和濕疹的BB，但
一般要在6個月至1歲以後才適合食用。

罐餐類食品
罐餐類的有機嬰兒食品種類繁多，水果系列的如
有機雜果、有機西梅及蘋果；五穀系列的有蘋果
梨子伴全麥片、雜錦殼物伴水果、南瓜伴米飯、
菠菜伴米飯、西蘭花全殼米飯；還有肉類系列的
有機肉醬意粉和有機雞肉及蔬菜等，方便父母帶
嬰孩外出時食用。

茉莉媽媽嚴選玩具，
晴兒玩的，全是自然
學校帶回來的、二手
的、自製的無毒天然
玩具。

全方位綠色父母

有機嬰兒產品

知多少

編者按：一切產品各有不同成分及
特性，請讀者自行檢閱產品資料，
以判斷是否適合自己的BB，以及
是否符合自己的綠色生活理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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茉莉與海鳥夫婦信奉自然療法，晴兒一

粒西藥也沒吃過，卻少有感冒生病，亦

跟一般都市孩子常患的過敏症、消化         

不良絕緣。都說素食可增強耐力、易       

吸收、讓人心性平和，這一切在晴兒身

上，都可得到印證。

媽媽還說，她出生至今，連一針疫苗，

甚至乎維他命 K 都沒打過，爸爸指着手

臂上的牛荳遺痕，說自己心生羨慕。

3 大杯鮮榨紅蘿蔔汁，喝得嘴邊都長滿了橙紅色「大鬍子」。             

「爸爸在家，特別多東西吃。」媽媽自爆：「但要吃辣或者偷吃

公仔麵時，可不能讓她看見喔。」

晴兒胃納佳，又不大挑吃，對於吃，更是百分百活在當下。旁邊

的談話聲、笑聲，各種紛擾完全沒打亂她跟食物的溝通。可能因

為家中沒有電視，她不用過濾多餘的訊息，不用扭計，精力只需

做自己。可能正因如此，做得格外精采。

零塑膠零污染玩具
閒時，晴兒會隨爸爸到掃管笏打理有機農場，爸爸種粟米、番薯

和荔枝樹，還自行繁殖蜜蜂，她就走進蜂群中追逐取樂，自由奔

走。回家就玩爸媽買回來或自製的創意玩具，價錢可能很便宜，

但必定是零塑膠、零污染，連毛公仔都是手縫，沒有眼耳口鼻的

零添加版本，「希望女兒更多地發揮自己的想像力。」

爸爸每到傍晚便去餵養流浪貓狗，與社區互動，走自己選擇的          

路。當年沒有花車、沒有魚翅，收家製有機小食作賀禮，以環保

再造肥皂作回禮。不一樣的起點，註定要走一條跟別人不一樣的

路，但願路上一家三口都走得暢快自在。

小夫妻為女兒選擇的路，同行者少，但

二人同心，要為女兒爭取最理想的生活

質素。不過，女兒始終年紀小，有些新

事他們沒讓她嘗試，例如每餐 3 至 5 成

的生素食，茉莉說僅 1 個月，已感受到

自己身體較前暖和。又如從周兆祥與            

歐大哥（鹽寮淨土歐紀復）身上學會的

尿療法。茉莉說：「往常天氣轉，一起

身便打噴嚏，但這幾個月一點鼻水都沒

有。」海鳥則說咳嗽一劑清。

自然醫療的選擇

有機棉內衣
有機棉內衣製自有機方法種植的棉花，種植
時不使用化肥、農藥、化學除草劑等，且製
造過程不經化學原料漂染，除環保外，更避
免有毒物質透過 BB 肌膚進入體內，同時減
低皮膚敏感的機會。

餅乾類食品
用來做餅乾的麥通常含有麵筋（Gluten），
但這卻往往是導致 BB 出現敏感症狀（如出
紅疹）的源頭，BB 要長大一點才能吃，較
小的嬰兒可以吃的麥只有幾種：Spelt、
Semolina、Rolled Oats，所以父母最好看
看買給嬰兒吃的餅乾（如牙仔餅）有否註明 
Gluten Free 才購買。

環保尿片
用完即棄的紙尿片面世後，使孕育嬰孩產生大量
廢物，可供循環再用的環保尿片，絕對是環保家
庭的最佳選擇。1 條環保尿片可使用 1 至 2 年，
能卸下來清洗的片芯可用幾個月才更換，而鋪在
面緊貼 BB 幼嫩肌膚的有機棉造紙巾，1 卷有 100 
格可供 BB 使用 100 次（1 次 1 格），更可減低使
用即棄尿片出現的皮膚敏感機會。

尿片年代的堅持
晴兒小時候，試過用傳統的格仔尿布，茉莉媽媽說起初      

連摺都不懂摺，後來由海鳥爸爸一力肩負起洗尿布重任，

每天少說也要洗 5、6 次。堅持了數星期，直到搬上樓後

才終止。爸爸說：「始終住村屋時，在地堂一沖就可以，

洗完即可露天晾曬，方便得多。」茉莉媽媽說，現在環保

尿片選擇較多了，朋友間蒐集的資料有：

1. 元朗 Smart Little One，可替代尿片。

2. Seven Generations，沒經漂白的尿片，City’super        

有售。

3. Earth Best，環保尿片，Taste 有售。

還會拿抹布
自己清潔，
絕不扭計。

連盡 3 大杯鮮榨紅蘿蔔汁後，
晴兒化身成橙紅色的大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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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做到像海鳥和茉莉般的全方位綠色父母着實不易，也不是每

個人樂意的選擇，但除了懷孕與 3 歲前的「忽然有機」外，還

可以像 Eunice 般，帶着孩子一步一步學習欣賞大自然所孕育的

生命之美。

「每天我帶在林上學，都跟她細察途經的各式花草樹木，洋紫         

荊、木棉花，解釋給她聽那些是常綠樹，那些是落葉樹，於是

她也開始留意各式花木，漸漸更反問我不同植物的名稱，可是

雖然我對花木有少許認識，但始終有限，於是為了解答她的問

題，加上自己也想增進認識，所以便四處找書看。」育有一子

一女的 Eunice 說。在林是她的長女，年約 3 歲，聰敏安靜、愛

動腦筋。幼子在山則約 1 歲，簡單直接、開朗自在。

讓孩子學習耕種
不過 Eunice 說，她產子之初，其實比平日更不環保，「生孩子

後十分忙亂，例如平日很留意分類回收廢物，但孩子出生後忙得

沒時間處理。」但其實在一般人眼中，Eunice 仍是環保一族，

因為除了 BB 的內衣褲，Eunice 選擇了不買新衣服給孩子，全數

接收朋友的二手貨，且除了衣履，由玩具，到 BB 床、BB 車、

BB 椅，一律回收循環再用，「我喜愛二手物品，不喜歡浪費。

香港的居住環境狹窄，很多視之為垃圾的東西其實不是垃圾。」

中產人士 Eunice 說，她除了習慣在網上搜羅二手貨外，在西貢

居住期間更嘗在垃圾站旁邊，拾了一張仍很新的椅回家自用。

不浪費，其實正正是一種尊重自然和生命的生活態度。Eunice 

說她小時候只知為省錢而留意關燈關水喉，但長大後認識到環境

污染問題嚴重，便很想從自己開始盡一分力去保護大自然，例如

開始工作後，她寧願選擇走半小時的路到公司當作運動，也不想

坐車。Eunice 對大自然的鍾愛，到她學習有機耕種始，就更趨

熾熱。

2003 年她搬進西貢井欄樹居住，碰巧山邊有農莊可供租賃，她

便以鬧着玩的心態開始學種田，但一學便愛上了耕種。Eunice 

說：「你看着種下的東西發芽、長大、開花，你很希望能見到           

『成果』，但耕種讓你學習謀事在人，成事在天，就算你多小心

呵護，但天要打風下雨，你根本無法控制，這是一般生活在香港

城市的人無法經驗到的，因為在城市中生活幾乎不受天氣影響，

但耕種可以讓你經驗百分百心血盡毀的感覺，沒有多種多收這           

回事。」於是乎小小的在林和在山，也跟着母親跑到田裏學習耕

種，雖然在山還小，只鬧着玩，但在林卻是認真地學灌溉和除           

草，「雖然她每一條草也會問可不可以拔！」Eunice 笑着道。

學習與地球連結
因為耕種，Eunice 認識到大自然生命之美，「我不時被樹所感

動，像日本的櫻花、香港開滿樹的洋紫荊，甚至一些我不知名，

卻開滿一樹的黃色小花，花瓣飄落時，就像下着黃色的雪。」

Eunice 相信教子女 connect with 地球，比讓他們去參
加舞蹈班、繪畫班等這些人為制度下的活動更重要。

天然洗衣粉
攝氏 20 至 30 度的水溫是最佳的洗衫溫度，配合由海鹽、
椰子油、棕櫚油、橄欖油、天然酵素等成分製成的洗衣粉
或洗衣液，讓清洗過後的衣物，就算有殘餘洗衣粉，也對
BB 身體無害，亦是防皮膚敏感的最佳選擇。

植物配方洗奶樽液
一般人常誤以為愈多泡泡的洗潔
液，就能將物品清洗得愈乾淨，
但其實泡泡只是化學效果，天然
的洗潔液通常不多泡。而洗奶樽
液的使用頻率甚高，若洗不乾淨
就會讓 BB 吃下有毒化學物質，
所以純植物配方的洗奶樽液，讓
BB 就算不幸吃下殘餘洗潔液，
也不會有大礙。

從小學習欣賞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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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unice 說父母尊重大自然，當然也希望子女能跟自己一樣，「我

首先教在林 connect with 地球，不像身邊朋友的子女着重花時間

學舞蹈班、繪畫班，這些都是人為的制度，在這種環境長大，只

看到人間的競爭，卻忘了自己其實是生長在自然的空間裏，就如

超市中陳列的所有食物，其實都是從大自然而來的。天要下雨，

要打大風，這都不是與我們無關，而是會影響農作物的收成。我

希望子女首先學懂欣賞大自然，明白自己與自然的關係，到他們

長大了，有自己的理解後，再自行選擇會不會去愛護環境。」

Eunice 說學懂欣賞自然，對孩子來說也可以等同建立一種興趣，

就像人家玩遊戲機、聽音樂、閱讀一樣，「一年四季大自然都呈

現不同景色，當中有林、有樹、有雀、有花、有昆蟲，是一個十

分豐富有趣的寶藏。」Eunice 說，她跟丈夫於在林 2 歲始便帶           

她去行山，當然選擇較易的山路，而且有交通工具可直達，讓孩

子感到疲累時能隨時離去，「這可以讓他們感到行山不是太辛苦

的活動，而且能享受當中的樂趣。其實小朋友對所有事物都感興

趣，只在乎你有否介紹給他們，和給予機會他們去接觸。」

在林、在山，從孩子的名字，我們可以明白 Eunice 和丈夫對子

女的寄語。讓孩子從母親懷孕開始，過有機健康的生活，及至           

與土地連結，學習與大自然各種生命互相倚存。有機 BB 所需要

的，不止於父母對孩子的愛，還有父母對自然中一切生命所懷有

的，同一份愛。

1. Eunice 說這小小的農圃，卻能帶
給她無限的喜悅，讓她更有力量面
對緊張繁瑣的日常生活。

2. 在懷孕期間，Eunice 盡可能吃有
機食物，因為胎兒是十分脆弱的生
命，她相信只有最好的原料，才可
幫助母親生育最好最健康的 BB。

小小的在林已能教弟弟在山如何灌      
溉，還把特別為 BB 預備的小水壼遞
給在山呢！

補濕沐浴用品
BB 的皮膚摸上去很滑，但其原因是 BB 的皮膚
薄，而不是潤，所以 BB 的皮膚也可以很乾燥，
並因此會出現龜裂痕癢的情況，故 BB 可使用補
濕的沐浴用品，而由於這些沐浴用品的物質很
容易經皮膚進入 BB 體內，選用天然植物配方的
沐浴用品最能保護 BB 的健康。

無酒精搓手液
四處觸摸各類物品後就把
手放進口裏，是 BB 的慣
性動作，所以不少家長也
會帶備殺菌搓手液以保障 
BB 健康，但含酒精成分的
搓 手 液 對 皮 膚 刺 激 性 較        
高，所以選用從有機穀物
中提取有機醇製成的無酒
精搓手液，具高度抗菌效
力之餘，刺激性亦較低，
雖然讓小朋友接觸生活環
境中的細菌，也可幫助免
疫系統發展，但萬一有需
要使用搓手液，有機產品
也是不錯的選擇。

不含DEET防蚊膏
市 面 上 不 少 防 蚊 用 品 也 含 避 蚊 胺
DEET，但 DEET 其實含低度毒性，
雖然對一般人的健康不會構成影響，
但始終沒有天然且不含 DEET 的防蚊
膏叫人安心地用在 BB 身上。取代
DEET 成分的則是北美荊芥精油、有
機香茅等天然物料，防蚊之餘既健康
又環保。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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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新加坡的乾淨，相信大家早有所聞，不准粗言穢語、不歡迎長髮男、禁絕香口膠             

等，境外人都議論紛紛。有理由相信，乾淨是獅城的強項，根據 2 月中西門子全球發               

布的《亞洲綠色城市指數》，新加坡位列亞洲區最綠城市，領先東京、台北、首爾和香

港，特別是在水資源和垃圾處理兩個項目，都有亮麗成績，不枉擔最乾淨國家之名。

觀星垂釣二月天
前文所述的垃圾島，又名實馬高垃圾埋置場（Semakau Landfill），位於新加坡以南 8 公

里，總面積 350 公頃，堪稱是全個新加坡乾淨之最。它是全世界首個主要採用無機廢料

建成的小島，1999 年 4 月落成，填建小島的原材料，正是來自新加坡 4 個垃圾焚化場的

灰燼。但人在島上，非但不覺異臭，更可親花木、聞鳥鳴，恰如年初國內網上瘋傳的民

國小學生春日遊記所敘：「仰望白雲如絮，俯視碧草如毯。」

到訪該島時適值二月天，眼前景色可人，可惜只能短留一兩個小時，便要乘船離去。聽

實馬高垃圾埋置場項目總經理翁宗平簡介：「該島日間可觀鳥釣魚，夜可觀星象。」據

說 06 年應邀到島上考察的新加坡觀星學會發現，許多在新加坡其他地方看不到，或要採

用大型觀星望遠鏡才能欣賞到的天體，來到實馬高島都可看到。故 07 年起定期在島上舉

辦觀星活動。

如果不是事先聲明，我還以為自己踏足的，只是新加坡南部又一個旅遊景

點而已。因為這裏也配得上「風光明媚」、「鳥語花香」等形容詞，但它

的真身，卻是個垃圾埋置場，99 年啟動至今，居然發展成為鳥類天堂。

一個香港人站在這裏，難免想到香港的世紀垃圾災難，焚化爐產生二噁      

英，堆填區又面臨爆棚，但市民仍拚命購物，政府該如何收拾？

美麗的垃圾島

垃圾島位於新加坡以南 8 公里，

需搭一程船。
實馬高垃圾埋置場項目總經理翁宗平介紹：「該島日間

可觀鳥釣魚，夜可觀星象。並已發展成為一個生態旅遊

點，及政府進行學校生態教育的體驗場。」

島上堆填區分布：第 1 期部份已完成；
第 2 期隨時候命。

有個獅城

實馬高的故事，水天一色，有
羽毛、有鱗翅目、有甲殼、有
軟體，美不勝收。

解構垃圾島
實馬高垃圾埋置場完全是臨海建成，

一道 7 公里長的人工石堤，將兩個小

島環形扣起，它們分別是錫京島

（Pulau Sakeng）和實馬高島（Pulau 

Semakau）。島民分別於 80 年代及 90 

年代悉數遷出。這片跟大海借來的土

地，總面積為 350 公頃，垃圾埋置量

預計高達 6,300 萬立方米，首期工程花

了 4 個月、耗資 6.1 億坡幣，完成後總

垃圾埋置單位共：11 濕、4 乾備用。

待首期單位 Full House，便要啟動

第 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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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收集：過程與香港相若。

2. 焚化：將垃圾化灰，體積大減 9         

成。燃燒所產生的蒸汽，會成為推

動渦輪引擎。

誰想得到，璀璨銀河、獵戶星座、昴宿星座、環狀星雲居然會成為一個垃圾島

的吸客賣點！

垃圾島上生態豐富
除了觀星學會，該島也是釣魚運動協會的勝地。垃圾雖無例外地予人廢物、惡

臭、阻地方等壞印象，但這裏卻充滿了生命力，豐富的紅樹林連結了海陸兩極

生態，為最少75種植物、9種蜻蜓和豆娘、8種海草，以及無數的魚類及蛇、

蟹、蜘蛛、蝴蝶、海參、珊瑚等生物，提供了五星級家居。實馬高島的生態多

樣化，吸引了全球生態旅遊愛好者和研究學者的眼球。

2007年 4月，垃圾島登上《新科學家》期刊，成為垃圾伊甸園的故事主角。同

年6月，成為一對新人拍婚照的場地，11月，成為慈善跑的場地，12月，新加

坡環境局在該處正式成立旅遊中心，為遊人講解島的起源與生態。

新加坡政府一箭三鵰，既落實保育，又提升形象，且讓莘莘學子來此實地上環

保課，親睹政府要耗用巨資建島，而島總有填滿的一天，讓新生代由心出發愛

惜地球資源，形成軟硬兼備的綠色經濟及保育體系。何以香港政府智囊總是遲

遲不出招？

4. 埋置：垃圾最終送往島上堆填區。

此處異味最大，工作人員均需佩戴

口罩。當一個堆填單位滿座後，便

會覆蓋以泥土，種草植樹，化身成

明日的美麗島風景。

3. 運送：垃圾餘灰及不能焚化的同

類，會走 30 公里海路，送抵島         

上，在埋置之前再多壓一遍。

觀乎島上遊人興致勃勃，看來無人被垃圾二字影響遊興。畢竟眼見為實，美就是美。

追蹤：由廢變寶的流程

2006 年 7 月，新加坡環境局在島上設置太陽能收

集板及風力渦輪發電機車，可自行供電予南島，

照亮觀星族及宿營人士。

島上風光秀麗，與一般旅遊景點無異。

獅城垃圾小史
根據新加坡環境局（NEA）的定義，所謂「固體垃圾」，可分三         

大類：1. 家居垃圾及廚餘、酒店餐廳及辦公室的棄置物；2. 政府機         

關、醫院、學校、公眾文娛康樂場所的棄置物；3. 商業廢物及多種

工業廢料。

回溯 60 年代，新加坡街頭常見固體垃圾堆積，蚊蠅滋生、蟑螂老

鼠橫行。其後垃圾量隨人口一起膨脹，1970 年每天產生 1,200 噸

固體垃圾，至 2008 年，已大增 6 倍至每天 7,200 噸。

政府出招，實馬高垃圾島於 1999 年啟用，不可分類、不能再造的

垃圾首先會化灰，再送往該島埋置。例如 2008 年產生的 597 萬噸

固體垃圾中，約 56%（即 334 萬噸）回收再造，其餘 44%（即 

263 萬噸）便化身成為實馬高的建島材料，由廢變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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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用有機耕種的概念種植，發現效果不

是太理想，有時甚至會覺得，這些方法

根本就是概念，不能實踐的。我從每天

的種植裏，不斷反問自己，有機耕種是

甚麼呢？沒有農藥沒有化肥怎樣可以種

得出蔬菜呢？我的農場就在郊野公園旁

邊，一年又一年，看着山上的植物春生

夏長，秋收冬藏，沒有人理會，生長得多

好，有人處理的反而半死不活？不過，我

還是一直在上課，教授有機耕種。

有機耕種班教別人種植。以前在家裏跟

父母一起種植，沒有耕種班這回事。父

母說做這些做那些，我便聽着做，小學

到中學，於是把一門手藝學會了。但我

用了十幾年的時間，每天的生活就是              

學習，學習過程是實踐。現在 4 節的課

程，怎可能教得到種植？更何況，有機

耕作不是慣行農業，不用農藥、不用化

肥，跟我過去成長所學到的種植技術                  

有沒有牴觸呢？有時候，我自己也會突

然停下來，問問自己，有機耕種是甚麼

呢？是否就是耕種而矣？

打從 1997 年開始，我便開始講授有機耕種。最初在綠

田園工作，因為自己家裏是種田的，雖然對有機耕種

沒有多少認識，但也會帶耕種班，以及協助其他綠田

園的導師學習種植。

我在綠田園工作不到一年，開始與一些朋友建設有機

農場，順理成章，有耕種班，也有假日農夫的活動。

不過當時自己最大的心願，還是想用有機方法種植，

而且在種植有機菜的過程找到生活。

的
有
機
耕
種
班

給
志
願
當
農
夫

“
”

TV，又名袁易天，畢業於香港大學比較

文學系，當過編輯、做過教師、曾加入

綠田園基金。1997 年，他毅然放棄城市

的工作，與一班志同道合的好友在粉嶺

鶴藪找來一塊農田，進行有機耕種。      

間斷在報章發表文字，幫補生計，著作

有《田園筆耕：現代農夫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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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用有機耕種的概念種植，發現效果不

是太理想，有時甚至會覺得，這些方法

根本就是概念，不能實踐的。我從每天

的種植裏，不斷反問自己，有機耕種是

甚麼呢？沒有農藥沒有化肥怎樣可以種

得出蔬菜呢？我的農場就在郊野公園旁

邊，一年又一年，看着山上的植物春生

夏長，秋收冬藏，沒有人理會，生長得多

好，有人處理的反而半死不活？不過，我

還是一直在上課，教授有機耕種。

有機耕種班教別人種植。以前在家裏跟

父母一起種植，沒有耕種班這回事。父

母說做這些做那些，我便聽着做，小學

到中學，於是把一門手藝學會了。但我

用了十幾年的時間，每天的生活就是              

學習，學習過程是實踐。現在 4 節的課

程，怎可能教得到種植？更何況，有機

耕作不是慣行農業，不用農藥、不用化

肥，跟我過去成長所學到的種植技術                  

有沒有牴觸呢？有時候，我自己也會突

然停下來，問問自己，有機耕種是甚麼

呢？是否就是耕種而矣？

有機與耕種的關係
很多年之後，我才可以把有機概念與耕

種分開來處理。然後又把分開了的再合

起來一併講解。簡單來說，最初幾年，

有機耕種班主要是講解有機耕種的概             

念，例如香草防蟲、輪種、間種、堆肥等

等。這些一件一件的知識，可以斬件出

售，獨立處理。那時候，就算可以把這

些概念倒轉唸一次，我都不能夠解釋：

為甚麼香草也有蟲吃，為甚麼香港種香

草防不了蟲害；為甚麼郊野公園的植物

比我種的生長得更好；為甚麼香港的有

機農夫不做做堆肥；為甚麼沒有申請認

證，農夫的有機耕種就沒資格稱之為有

機菜？

有一次，我到大陸一個戒毒中心講授有

機耕種，大約一年多的時間，我嘗試用

聖經的角度講解有機耕種。因為這是一

個福音戒毒中心，一切榮耀都歸於上帝

的。所以呢，福音、有機、耕種班是三

個範疇合起來的一件事。對於基督徒來

說，福音是生活的支柱，有機，是符合

上帝意旨的一種種植概念，而耕種，整

個操作，則是符合上帝意旨的一種操作

方法。

我開始明白，有機耕種可以成為事實，

它一定不是有機、耕種，切割成一個一

個的概念，而是二合為一，而這個一，

又不是一加一等於二的那個數值。有機

耕種，作為一種生活方式或者技術，它

也不是一種可以獨立於周遭環境的知識

技術，因為它是政治、經濟、文化、技

巧等等所有範疇合起來的一個生存現         

象。又簡單來說，十幾年來，我發展出

自己的有機耕種概念，因為我明白了，

為甚麼大部分有機農夫不做堆肥，為甚

麼有機認證可以凌駕有機耕種，有那些

人可以用對得住天地良心，倚靠大自然

力量種植及生活，但有些人確信，而且

實踐掛羊頭賣狗肉才可以生存的有機       

耕種。

用有機方法生活
我把尋找甚麼是有機耕種的過程和答       

案，統統溶入了現在的耕種班課程裏。

4 節的有機課程不足使用，這不單是 4

節課不能掌握種植技術的問題，而是單

單解釋有機（或者現在我轉用永續耕作

這個名稱），都需要很多時間，而概念

本身若不能夠與實際操作一起來經驗，

同學們又很容易一知半解。於是，現在

設計的耕種班，需要 3 個月的時間才可

以完成基礎課程。對於沒一刻能安住身

心的香港人來說，3 個月不斷種植和學

習永續耕作概念需要一定的意志。然而

對於想了解有機、永續這些概念的朋      

友，耕種班只是一個開始。

我沒有理會上課的朋友是不是想做一個

農夫，不過我的課程，本身是為了想成

為農夫的朋友而設計。或者，單單想租

一塊百呎左右的小土地種種蔬菜的朋        

友，根本不會參加我的耕種班。然而我

明白，自己一直就是為了可以用有機方

法來生活而開始，而有機種植是否可以

存在，不單要靠自己日出而作日入而息

的實踐，沒有農地，那有永續的耕種？

職是之故，在香港耕種，需要討論政           

治、學懂經濟、明白文化、身體力行。

為了能夠在香港耕種而開設的耕種班，

又怎會只談有香草農藥呢？最低限度，

都要明白山上的微生物和山下的微生物

有根本上的差別啊！

我把尋找甚麼是有機耕種的過
程和答案，統統溶入了現在的
耕種班課程裏。“ ”

我沒有理會上課的朋友是不
是想做一個農夫，不過我的
課程，本身是為了想成為農
夫的朋友而設計。

“
”

有機種植是否可以存在，不單要靠自己
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實踐，沒有農地，
那有永續的耕種？職是之故，在香港耕
種，需要討論政治、學懂經濟、明白文
化、身體力行。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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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毅雄  Samson So
生態協會總監，香港大學生態及分類學系理學士及哲學碩士，香港大學新聞及傳媒研究中心新聞碩士。自 90 年代起，一直從事有關香港及中國大陸自然保護區人員培訓及生態考察工作，並進行各類自然教育推廣工作，
包括環境教育課程、自然生態專題研習、導賞活動、公開演講、工作坊及攝影課程等。（Facebook：生態協會 Eco Institu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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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纖春蜓 Leptogomphus hongkongensis

溫暖的季節是蜻蜓豆娘最為活躍的時候，包括在春季開始羽化為           

成蟲四處飛翔的各類春蜓。香港錄得的蜻蜓及豆娘種類約有 118

種，包括以「香港」命名的「香港纖春蜓」。香港纖春蜓自 80

年代被蜻蜓學家發現以來，一直被認為是優美纖春蜓的一個亞種

(Leptogomphus elegans hongkongensis)，直到 2009 年蜻蜓學家

才根據各方面的證據，確認其為一個獨立的物種發表，並正式以

香港為名 (Leptogomphus hongkongensis)。香港纖春蜓成蟲體長

約 65mm，身上有着春蜓科標誌性的黃黑相間花紋，稚蟲生活於

香港健康的溪流生境，成蟲則在溪流邊旁的樹林覓食及棲息，雖

然本種極可能分布於廣東及鄰近地區，但暫時只有在香港境內錄

得。蜻蜓及豆娘是歷史悠久的古老昆蟲，化石記錄可追溯至 3 億

年前，牠們經歷了長久的自然環境及天然氣候變化而存活至今。

這些源自遠古的生物是否能夠繼續在地球繁衍，與現代人類的生

活模式、對郊野的存護及物種的保育工作有着極大的關係。

（圖 / 文：蘇毅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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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人惶恐的核污染
核輻射的洩漏使含放射性物質的輻射塵在空氣中隨風擴散，

鄰近海水，地下水及土壤也受不同程度的污染，輻射物最終

進入食物鏈，在居民的體內積累，造成長遠的影響。那些影

響有多長遠？用切爾諾貝爾核災難來闡明就可以明白。該核

事故已發生近 25 年，德國科學家發現大約 2% 當地野豬肉裏

的銫-137 含量超於法定水平，有些菇類的銫含量更超越水平 

20 倍。現時，法國和奧地利仍於泥土內發現微量的銫，長期

積聚放射線性銫會增加患癌的風險，因為銫-137 的半衰期          

為 30 年，故足以對人類構成持久性的影響。另外，放射性

鍶-90 的半衰期也長達 28.8 年，它出現在出事核電站 30 公里

範圍內的塵埃中，會像鈣般永久沉積在骨骼和骨髓，其輻射

可導致骨癌或白血病。

科學界的應對良方
生物修復（Bioremediation），是指利用生物的代謝活動來減

低污染現場污染物的濃度或毒性，使其無害於環境及生物。

生物修復採用的生物一般有細菌、真菌和植物，最理想就是

以在污染區域內的土著微生物大量繁殖來達至污染物迅速降

解的效果。如果在污染區域內的土著微生物不能有效地降解

日本核子輻射物質洩漏令香港巿民非常擔憂，一方

面擔心從日本進口的食物受輻射污染，也對大亞灣

核電廠的安全問題特別關注。切爾諾貝爾核災難告

訴我們，核子污染對歐洲多個國家造成非常長久及

深遠的影響。毫無疑問，核輻射污染是不易解決的

問題，但不禁想問一問科學家有什麼解決方法？

圖2
牛肝菌是一種美味的
菌根菌。

圖1
白腐真菌可把最難降解的
木質素分解。

圖3
大埔滘找到的紅菇，
是另一種香港人常見
的菌根菌。

生物修復解救核污染

福島核電廠核事故級
別為最高的第七級，
是人類歷史上第二次
面臨的特大核災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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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鄧銘澤    圖：鄧銘澤、Wild About Britain、ImageShack

 參考資料：
Mietelski, J.W., Dubchak, S., Blazej, S., Anielska, T., Turnau. 
2010. “137 Cs and 40 K in fruiting bodies of different fungal 
species collected in a single forest in southern Poland.”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Radioactivity 101:706-711.

污染物，就必須以人為接種各種可降解污染物的微生物。生

物修復最成功的例子是對阿拉斯加海岸線的石油污染的生物

修復，經處理後，使得近百公里海岸的環境得到改善。

真菌用於生物修復
真菌是一種獨特的生物，它既不是動物也不是植物，屬於生

物 6 個界別（Six Kingdom of Life）的真菌界（Kingdom 

Fungi），以腐生、寄生或共生的形式來獲得營養。與動物

不同的是動物直接攝取食物進入體內消化，而真菌則釋放消

化酵素於鄰近的環境，將食物分解成較小的水溶性分子以進

入細胞內消化。

真菌在自然界肩負起分解及循環的作用，把最難降解的木質

素（lignin）分解。無獨有偶，木質素和環境污染物的分子

結構有不少類近的地方，科學家於是把那些能產生木質素分

解酵素及纖維素的白腐真菌（white-rot fungi）（圖 1）加以

利用，發現可以有效將對環境和生物有害的農藥、燃料添加

劑、軍事廢料、塑膠材質和油污降解至低於對環境及生物有

害的水平。

利用真菌「吸毒」？
自 1986 年切爾諾貝爾核災難後，科學家一直觀察受核輻射                

污染的泥土上可以長出甚麼來，卻無意中發現大部分的菌根        

菌（mycorrhizal fungi）能利用泥土中的放射性銫-137 作為養           

分。什麼是菌根菌？這是一種與植物根部共生的真菌，當植物

根部受菌根菌感染後，菌絲因在根部皮層細胞內形成細小雙叉

分支的叢枝體，協助寄主直接吸收土壤中之水分及無機養分，

促進植物生長。菌根菌的例子有香港人熟悉的牛肝菌（圖 2）

和紅菇（圖 3）。2010 年的研究發現波蘭南部森林中的菌根菌

——淡黃乳菇（Lactarius helvus）（圖 5）的銫-137 濃度達每

公斤 54,000 貝可。根據《食品法典委員會》的指引，銫-137 

的限值為每公斤 1,000 貝可。即是說，吃了這些菇類必定中輻

射毒！這些菇雖不能吃，但可用來「吸毒」，不是更造福人類

嗎？科學家現正努力研究怎樣大規模利用菌根菌來穩定及提取

泥土中的污染物，減輕今後 30 年輻射污染對我們的威脅！

圖 4
香港能找到不少種類的菌根菌呢！

圖 5
受切爾諾貝爾核災難影響，2010 年的研究
發現波蘭南部森林中的菌根菌 淡黃乳菇，
含高濃度輻射毒。這些菇雖不能吃，但可
用來「吸毒」。

鄧銘澤（Alvin Tang），香港大學生物學學士、植

物生態學碩士、真菌學博士、國際樹木學會註冊樹

藝師及註冊樹木危機評估員。從事樹木評估及植物

病理學研究，並為不同團體主持講座及研討會。





文 / 圖：周兆祥博士

綠色話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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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最低碳的食法，就是生食。最最健康的食法，也是生食。

全世界愈來愈多人明白了生食的好處，決心過回歸自然、順天應人的生活，

所以改變違反自然的熟食習慣（其實是不容易戒掉的毒癮），盡量生食。

生食食出新生，肯定

2011 夏季號

周兆祥博士，著名綠色運動先鋒，先後參與創

立「綠色力量」、「綠田園基金」、「綠色生

活教育基金」等本地綠色團體。2005 年離開大

學工作崗位，全情投入綠化人類文明的工作。

網址：www.simonchau.hk/Chinese_B5/

為什麼生食才健康？
原來熟食是可怕的毒癮。

熟 食 違 反 生 理 設 計 的 安                   

排，只會令我們生病。食

物加熱之後，化學結構不

再一樣：

●  蛋 白 質 令 身 體 難 以               

吸收；

●  脂肪氧化，產生了種種

對 身 體 危 險 的 化 合 物         

（例如反式脂肪、自由

基、各種毒性的氫碳化

合物）；

●  糖分變得複雜，吃進體

內導致新陳代謝加劇或

反常的反應；

●  酵素達到破壞，強迫身

體抽取自身的酵素去消

化 食 物 、 排 走 廢 料 與                               

毒素；礦物質由有機變

成非有機狀態，變成身

體無法使用，而且產生

各 式 各 樣 的 毒 性 化 學                

物質。

高溫改變了食物的分子結構，令其中的

養份無法被身體吸收，凡是煮過或化學

加工的食物，都較難吸收，令身體予以

處理時加重勞累負擔，導致體內毒素與

垃圾長期堆積如山，身體愈來愈辛苦去

處理，各部位功能受到連累，包括所有

與毒素接觸的組織受到刺激、發炎、潰

爛、硬化；細胞大量加速老化壞死；器

官功能衰退、失靈。

近年科學實驗逐漸證實：吃熟食的動物

和人，健康情況遠遠不及食生一族。所

有動物的生理設計都是只宜食生的，今

天我們的身體設計仍然停留在幾百萬年

前原野上生活那個模樣。

怎樣做生食者轉化生命？
坐言起行生食就是了。

當然這是知易行難的，即使下了好大的

決心，絕大多數人都不可能馬上戒掉熟

食的習慣，即時餐餐 100% 生食，事實上

如此激烈的改變亦未必是最理想的實踐

方法。大多數生食者開頭都是逐漸減低

熟食的比例，讓自己身心與社交各方面

慢慢適應。

通常在生食的開始一段時期，大多數人

會吃得很頻密、吃得很大量，尤其是多

吃飽肚的食物，例如果仁、乾果。可是

經過了一段日子（時期長短人人不同，

視乎健康狀況、心態等等而定），腸胃

和心理習慣轉變，加上進

食習慣改善（例如細細嚼

慢慢咽），那就不再會吃

那麼多又吃得那麼頻密。

漸漸地，所謂緣份到來，

成功的生食者天天都吃得

極端簡單，不再心思思想

要吃模仿文明搞出來的食

物（蛋糕、麵條、餅乾、

雪糕、奶昔、糖果⋯⋯），

每一餐只吃三幾種（甚至

最理想是一種）食品，例

如紅蘿蔔、西芹、蘋果、

芽菜等），而且是原狀即

採即吃，不去加工搞上述

那些款式。

明顯地，這是生命回復自

然的境界，進食只是為了

生存，而不是生存為了去

享受吃的欲望；吃東西並

非因為情緒欠佳而提供補

償，生命早已圓滿，毋須

靠飲食或其他的感官刺激來豐富。

（詳見阿祥編著《食生手冊》）

更多生食資訊：

http://www.lifeflowhk.org/node/916

http://www.lifeflowhk.org/node/819

http://www.lifeflowhk.org/node/561

生食有甚麼好處？
百病早癒──各式各樣的頑疾都會奇蹟般減退、消失。

精力充沛──減疲勞、體能及腦力增長所需睡眠減少。

保青春、返老還童──樣貌及細胞的年齡都愈來愈年輕。

抵抗力增強──減少病痛。

靈修大進──更容易「搭通天地線」，感應力增加，
做祈禱、氣功、手療、瑜伽等等都提升境界。

更可愛可親──體形恢復理想、皮膚美麗，氣質漸入佳境，
心情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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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的冬天、氣溫比往年寒冷，而寒冷的日子亦較多。在這般情況下，農田裏

我栽種的番茄、甜椒、粟米、魚翅瓜、翠肉瓜、合掌瓜、香蕉、大蕉⋯⋯等不

耐寒作物全部給凍傷了。所有收成一夜間消失！

順應天意的耕作

文 / 圖：楊偉明

農大夫手記

楊偉明，綠田園基金農務組首

領。他認為食物應只為充飢而

栽種，品嘗食物時要記得感謝

大自然的恩賜。

幾個月的辛勞、流下不知幾多汗水，望着      

那些凍枯了的作物，心裏酸澀極了。左思右

想，自責為何不聽天文台的忠告、做些預防

措施去保護農作物，或可減少作物的損失。

我可以為作物蓋上膠紙保溫、又可以在田間

生火令溫度上升。也許，我應多建大棚來種

植。但是，自己卻不情願將自然的農場變成

生產工廠。發呆了幾天，還是收拾心情再去

種多些耐寒作物吧。

於是，我第一時間想起了西洋菜。因為過         

往種西洋菜失敗的原因都是天氣太暖，蟲     

害太多所致。既然今年天氣寒冷，那就不妨

一試了。另外，我還選擇了多種較耐寒的      

作物例如：椰菜、芥蘭、西蘭花、椰菜花、

蘿蔔、甜豆及荷蘭豆等。希望未來的收成會

好些。

這個冬天真的比較冷，我的西洋菜出奇的

茂盛，並已經收割了 6 次之多。現在已是

清明時節了，但我從未施用過任何農藥        

的西洋菜依然十分嫩綠，真的奇妙極了。

此外，椰菜、芥蘭、西蘭花、椰菜花、甜

豆等都大豐收呢。最奇妙的還要算是番       

茄、合掌瓜、魚翅瓜和蕉的重生，植物的

生命力真的十分頑強，在天氣稍為回暖        

後，那些被凍傷的番茄、合掌瓜、魚翅瓜

和蕉已急不及待地長出了嫩芽，現在還結

滿了果呢。

上天果真有着他的安排，只要我們順應着

他的指引、默默地耕作，自然會得到上天

的恩賜。

（上）植物的生命力真的十分頑
強，天氣稍為回暖，那些被凍傷
的番茄、合掌瓜等已急不及待長
出嫩芽，現在還結滿了果呢。

（左）剛過去的冬天氣溫比往年
寒冷，使西洋菜出奇地茂盛，並
已收割了 6 次之多。



小狗農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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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候遽變天災不斷，去年超強颱風鮎魚令人心有餘悸，夏季是農夫面對的一大考驗，但適逢日本農民

受災嚴重，所謂福夸禍之所伏，禍夸福之所倚，本地農業竟因禍得福。

世界各地今年天災一浪接一浪，澳洲昆士蘭 50 年來最大水災、

雲南盈江 5 點 8 級地震、新西蘭基督城 6 點 3 級地震、日本東北

9 級地震及海嘯，泰國蘇梅島 10 年來最嚴重水災等等⋯⋯令人

聯想到每年夏季本港颱風吹襲情況會否較為嚴重，風球級數會否

特別高。

地球氣候不斷轉變，剛過去的冬季特別嚴寒，1 月份沒有一天     

的氣溫高於 20 度，秋冬季農作物受到不少傷害，到了 3 月底春

分過後，本屬潮濕的氣候，但天氣仍然保持乾燥，曾跌至 25%，

氣溫早晚仍保持在 10 多 20 度的清涼天氣，雨量很少。由於天氣

浮動不定，難以捉摸，令種田的我們無所適從，秋冬季產量下         

降，做不到秋冬季積穀防饑的作用。而天文台預測今年夏季，會

有最多 9 個熱帶氣旋接近本港，颱風威力會變強，可能有超級颱

風吹襲，對於去年 10 月底超強颱風鮎魚，在港擦身而過的經驗

猶有餘悸，令人心情忐忑不定。

天災之下禍福難料

馮明康，「小狗阿康有機農場」場主，踏進有機

農耕第 9 年，很開心可以加入這個行業，亦大開

眼界，加上現時世界糧食緊張，覺得這行業蠻有

意義。有機耕種是良心事業，種出美味、漂亮及

健康的蔬果是農場的終極目標。

夏季是對農夫耐力的考驗，香港夏季天氣酷熱多雨，蟲蟻瓜果蠅

特別多。本地農產品會以瓜豆為主，葉菜為輔。瓜類有冬瓜、節

瓜、苦瓜、矮瓜、青瓜、水瓜、絲瓜及南瓜等；豆類則有豆角及

枝豆等；葉菜以莧菜、通菜及薯苖為主；水果則有西瓜、蜜瓜、

黃皮、茘枝、龍眼、火龍果及芒果等；另外還有美味的粟米、番

薯及檸檬等。香草則有薄荷、紫蘇及九層塔。

斷翼的日本農夫
見到日本本州福島縣一排排廣闊整齊農地，被污濁的海水迅速吞

噬，尤感難過，幾十年的心血，幾分鐘內便成泡影，除失去土地

也失去生命，期間又有輻射污染，沒有被海水污染的田地，亦在

未來 10 年不可能種植，就算勉強種出來的蔬果也乏人問津，農

夫沒有了土地，則等於斷翼的小鳥，沒有可能再高飛。

日本東北的天災，對本港日本食肆有嚴重的打擊，但對我們則有

實際的幫助。我們的生意好了，多了一兩成的客人專誠到農墟來

買菜，蔬果更快銷售完畢，這亦是一個很好的機會，讓更多人了

解本地有機菜的質素，其實可媲美外國入口的有機菜，其味道及

新鮮度都有優勝之處。希望各農友繼續努力，用優質的農產品，

扣着消費者的心，使大家食本地有機菜成為習慣，而不是抱時興

心態。

文 / 圖：馮明康

日本東北的天災，對本港日本
食肆有嚴重的打擊，但對本地
農夫卻有實際幫助。

本地夏季農產品會以      
瓜豆為主，葉菜為輔。
瓜類有冬瓜、節瓜、       
苦瓜、矮瓜、青瓜、水
瓜、絲瓜及南瓜等。

夏季是對農夫耐力
的考驗，香港夏季
天氣酷熱多雨，蟲
蟻瓜果蠅特別多。

白苦瓜

粟米 西瓜

茘枝

節瓜



文：黃偉德醫生    圖：謝傲霜

綠色醫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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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以生化學為基礎的精神科醫學當道，大家都以為抑鬱症是由血清素失衡引起，於是家庭科

醫生也會常常處方血清素調節劑。而其他被視為跟壓力有關的疾病，也會處方血清素調節劑去「治療」，

於是血清素調節劑的濫用情況，愈來愈嚴重。其實有甚麼食療會有幫助呢？

憂鬱情緒的順治法

黃偉德，執業自然療法醫師，持澳洲健康科學學

士、古典順勢醫學專業文憑、傳統中醫學證書，

擅長採用順勢療法、花藥治療、整全營養學。相

信身病心醫。網址：www.GentleMedicine.info

服用優質的脂肪很重要。即使你正在減肥，

也請不要嘗試低脂肪飲食法。腦細胞、調節

血糖、整調情緒的機制中，身體很需要優質

脂肪——不經煎炸的海鮮、魚類、動物脂          

肪、果仁都好。我曾親眼見過，有抑鬱病者，

服用一湯匙的優質魚油，即時綻放笑容！常

情緒不穩定的朋友，絕不適合低脂肪飲食。

同時，盡量不要吃白砂糖的甜食，當然也不

要吃人工代糖，兩者都是毒品，不是食物。

白砂糖迅速推高血糖使血糖不穩定，也使血

液酸化，奪走了身體的礦物質儲存，削弱了

免疫力，也引起異常的情緒波動。

接納憂鬱的自己
中醫學視抑鬱症為陽氣不足或淤塞，故此，

最佳的調理方法，其實是陽光和運動。太陽

光增添陽氣，驅散陰霾。運動則打通血氣淤

塞。這方面，西方醫學的研究也印證了陽光

和運動幫助合成維他命 D 和吸收鈣質，紓解

憂鬱。以往歐洲的精神病療養院，最重要         

的設計是陽台，就是讓病人多見陽光。奇怪

的，是今日的醫院都是沒有新鮮空氣、沒法

運動、沒有天然陽光的房間。

但是，心病真正需要的，其實是心藥：接受    

憂鬱，接納憂鬱的自己，不要再去對抗憂鬱！

面對憂鬱的最有效方法，是承認自己有不愉

快，並完完全全地表達出來，這可能是不想

上班工作、不想見人、不想活下去、有死亡

的念頭，那就完完全全地讓腦袋心窩裏的         

思想和情緒釋放出來，停止對所謂「負面情

緒」的抑遏對抗。

用說話處理情緒
一個簡單的方法，就是台灣國際自然醫學專家黃鼎殷醫生

的人生動力療法的「說念靜心法」，嚴重的疾患是需要用

治療團體及治療師的協助，去解除遏抑表達的障礙，但針

對個別事件所誘發的輕度憂鬱，則可以自己處理。方法是，

一個人在安全的房間裏，不間斷的、發出聲的，說出心中

所浮現的所有念頭和情緒，不經思考，不經腦袋過濾。沒

有新的念頭出現時，就是重複舊有的念頭和情緒，用語言

去表達出來，例如是：「我很憂鬱我很憂鬱我很憂鬱我很

憂鬱我很憂鬱我想死我想死很想死我想殺死傷害我的人我

要殺死傷害我的人我要殺死傷害我的人我要殺死傷害我的

人我要殺死傷害我的人⋯⋯」重點是，在安全的房間裏，

而當你用說話去充份完成那情緒時，你就不會再想去死，

不會把想死變成行動、不會把殺人變成實際行動。

每次做時，給自己最少一小時的時間。你會發現，當這個

過程完成，會感到腦袋空空、暢快輕鬆。

藉着這簡單的方法，我親眼看過不少人就是這樣完成了憂

鬱而從幽谷裏再爬上來。當我們完成了憂鬱，眼淚都流           

夠了，憂傷都述說夠了，怨恨都表達夠了，憤怒都發洩夠

了，你也就可以自由，重現活力了！

當我們完成了憂鬱，
眼淚都流夠了，
憂傷都述說夠了，
怨恨都表達夠了，
憤怒都發洩夠了，
你也就可以自由，
重現活力了！



吃當季、吃在地、吃「小」、吃傳統、吃新鮮，

是最佳的飲食之道。

綠色美容

21文 / 圖：陳嘉麗

陳嘉麗，康姿堂創辦人，香港有機美容先行者，推動綠色

品味生活逾 18 年。身體力行「小是美、新有機」、自主

自在的光合生活。在素樸美與精緻美間游移。從眼耳鼻舌

身意中尋找美的本質。 www.herbalbliss.com.hk

從 2008 年初，往加州 Santa Cruz 及三藩巿等地參觀農夫巿場、健康食品合作社、社區健康店、     

大型有機超巿，回來參考多本吃當季、吃在地、吃「小」、吃傳統、吃新鮮的書籍，又搬進鄉郊和

大自然共存，在屋旁種菜，才真正開始思考食品，了解上述地方買東西的差異，出外用饍時，

更能察悉食肆的「心」度，食物本身的質素及蘊含生機能量的多寡。

古 法 、 地 道   吃 出 生 機 的 開 始

隨着有機巿場工業、企業、商品化，認

證有機的食物、產品變得並非一定是維

護可持續發展、健康、質優、風味佳及

環保的選擇，其中部分原因如下：

1. 大財閥進駐，大、快、多（Economy 

of Scale）是其座右銘，剝削農民、單

一工業化大型機械式種植、長途運輸、

從第三世界國家蒐集有機種植原料加                

工、可用硫磺殺蟲、大型採礦物料施         

肥，使用化學添加物消毒保存（如沙律

菜）等，均是大企業向政府施壓下有機

標準調降的結果。（買好東西指標剛好

相反：小、慢、少）

商業食物加促衰退
2.「健康主義」的謬差：不少健康有機

食品均標榜「低脂」、「無糖」、「少            

鈉」，但含廉宜的工業化原料，如澱         

粉、奶素、黃豆或粟米衍生物、水解蛋

白、三仙膠等。人們談飽和脂肪、膽固

醇色變，伴隨這種源於 70 年代美國加

州 keep fit 主義，是不必要的恐懼不安

與罪咎感，很多所謂健康食物是過度加

工包裝的「假」食品。

1939 年美國一位牙醫溫斯頓．普萊斯

發 表 一 份 長 達 5 0 0 頁 的 經 典 研 究 報              

告「營養與生理衰退」（Nutrition and 

Physical Degeneration），集合人類         

學、營養學與疾病預防，他懷疑美國          

人罹患關節炎、過敏、傳染病、骨質疏

鬆、糖尿等慢性病及精神問題是由於        

吃大量生產加工食物引起，於是走訪世

界各地，包括加拿大、瑞士、烏干達、

巴布亞新幾內亞，粗分成酪農與牧草         

人、漁夫，和獵食採集為生的族群，發

現他們整體健康良好、牙齒堅固，全部

吃在地食物，因應不同風土地理環境，

飲食差異很大。平日吃全麥麵包、蔬         

菜，星期日吃肉。

普萊斯的結論是，上述飲食有 4 個共通

點：完整食物（特別是五穀類）、未經

精製的麵粉和糖、未經精煉的脂肪和豐

富的魚肉。當族群改為食用「商業性取

代食物」，例如糖、果醬、白麵粉、白

米及精煉的蔬菜油，他們的健康狀況便

迅速衰退。

吃在地改革之始
當代研究是氫化過的菜油，而非奶油提

高低密度脂蛋白（LDL）。心臟病由性

格取向、壓力及缺乏維生素 B 群、Ω3

必須脂肪酸，而不是飽和脂肪引起的，

那些只着眼低脂及零膽固醇飲食的營養

師及健康專家，其實是過度簡化事情，

普遍存在於大量生產食品（包括有機）

的脫脂奶粉、蛋粉、氧化蔬菜油，更是

身體出現氧化 LDL 的元凶。

真正食品的生產及製備過程皆遵循古            

法，採用天然地道材料，以人手、時間、

心思、耐性蘊釀，少量生產，這並非單

單出於懷舊，傳統製法能提升食物的營

養與風味，而用心良品的生機能量亦更

高。大量生產，無論有機與否，均大大

削減這些益處。

當人們不辭勞苦地到農夫市場或傳統市

場買本地土產、自家種菜、訂本地有機

菜及多在家烹調，支持小商戶，才是改

革行動之始。

搬進鄉郊，和大自然共存，在屋旁種菜，讓人反思
何謂吃出生機。

到農夫市場或傳統市場買本地土產，是改變生活之始。

2011 夏季號



文 / 圖：艾雲姑姑

有機小廚房

22

2011 夏季號

材料：

有機白豆角 300 克

水 500 毫升

做法：

1. 將白豆角去頭尾後，洗淨備用。（盡量

原條讓豆莢保防豆子的味道。）

2. 取一鍋，加入水，待水開後加入白豆角

川燙，記住不要燙爛。

3. 將燙熟的白豆角平放在窩籃上，置烈日

下曝曬晚上收起來，陽光好的話約 2 至

3 天便可變乾。

4. 為方便儲存可折成約 5 公分左右長的段

以方便包起來，要保持乾燥或放入冰箱

中亦可。

※ 成品可煮排骨湯。※

材料：

有機白豆角 300 克

花椒 2 克

水 500 毫升

調味料：

鹽 15 克

米酒 5 毫升

做法：

1. 白豆角洗淨瀝乾水份，放入調理盆

中撒上 5 克鹽拌勻，醃約 30 分鐘。

2. 取一鍋，加入水、花椒、餘鹽及米

酒調勻煮滾，待涼，備用。

3. 準備一寛口玻璃瓶以熱水消毒，       

備用。

4. 把作法（1）的白豆角放入寛口玻璃

瓶中，再倒入作法（2）的醃汁以蓋

過豆為佳，加蓋密封，約 15 天即可

食用。

※ 成品可切丁炒肉末或辣椒，酸中帶

辣風味好。※

每個人小時候都會有些不喜歡的食物，例如番茄、紅蘿蔔、

葱⋯⋯但對我而言就是「白豆角」。因為媽媽太喜歡白豆角

了，飯桌上常看到她，每次看到那黃黃長長又沒味道的東         

西都有點不高興。長大了才明白她的好，原來她也可以很美

味，特別現在當了農友更愛，因為她的產量實在太好啦！

Ingredients:
Organic white yard-long beans 300g
Water 500ml

Preparation:
1. Snap and remove the two ends of the 

white yard-long beans. Wash and set 
aside.  (Try to leave the bean pods in whole 
to preserve the flavor of the peas inside.)

2. Bring a pot of water to a boil. Blanch the 
beans for a short while, avoid overcooking 
and splitting of the pods. 

3. Spread the cooked beans on a flat basket, 
dry them under hot sun and put away at 
night. Under hot and sunny weather, the 
beans will be ready in 2-3 days.

4. For convenience sake, the beans could be 
snapped into pieces around 5cm long and 
packed. Store them in a dry place or keep 
in the refrigerator. 

※The dried white yard-long beans could be 
used for making spareribs soup.※

Ingredients:
Organic white yard-long beans 300g
Sichuan peppercorns 2g
Water 500ml

Seasoning:
Salt 15g
Rice Wine 5ml

Preparation:
1. Wash yard-long beans and drain 

thoroughly. Place them in a mixing 
bowl, add 5g salt and mix well. Leave 
it for about 30min.

2. Put water, Sichuan peppercorns, rest 
of the salt and rice wine into a pot.  
Bring to a boil. Then set aside to cool.

3. Sterile a wide mouth glass jar by using 
hot water.  Set aside.

4. Place the beans from (1) into the wide 
mouth glass jar. Pour the solution from 
(2) into the jar. Try to submerge the 
beans into the solution. Cover it tightly.  
Beans will be ready in about 15 days.

※Diced sour white yard-long beans 
could be stir fried with minced meat or 
chilli. They give sour and spicy favour 
to the dish.※

兩種耐吃白豆角煮意
有機白豆角乾

Organic Dried White Yard-long Bean

有機酸白豆角
Organic Sour White Yard-long Bean



學生園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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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欄歡迎各位同學投稿，以900
至1000字分享你們的綠色生活
點滴和心得，為建構綠色社會

出一分力。來稿可電郵至

dev@producegreen.org.hk，

或郵寄至「粉嶺鶴藪村18號綠
田園基金」，註明「《稻草人》

學生園地投稿」。除文章外，

請另紙附上學生和家長姓名，

以及聯絡電話、電郵、學校名

稱、就讀級別等資料，以作聯

絡之用。

文 / 圖：高諾晞同學

地球是我們的家。

每個人應該對我們這個「家」有一

份使命感。面對人類近年對「家」

所造成的破壞，身為一分子的我，

實在感到慚愧。

我是高諾晞，今年 18 歲，
就讀於香港中國婦女會
馮堯敬紀念中學。自小，
我迷戀藍天白雲的天空，
更立志為環保出一分力。
直到升上中學，我有幸擔
任學校的綠色環保領袖
(Green Captain)，參與各
項環保活動，因而令我對
環保的興趣不斷增加。

事實上，分類過程可能只花上你 10 分鐘時間。但這 10 分鐘便可

打造屬於大家日後 10 年、20 年，甚至是 50 年的綠色家園。倘

若，每個人都願意付出少許時間，相信生病已久的地球先生總有

一天能夠痊癒。

或許，有人認為工作已夠忙碌，怎會有時間完成廢物分類回收？

儘管你的工作有多忙碌，只要你願意，總有可能抽出 10 分鐘的

綠色時間。

地球原本便是綠色家園，讓我們一同努力，還原他本來的真相！

一切，只在乎你是否願意。綠色家園，由你我做起！

綠色家園

高同學積極參與各類推動環
保的活動，無論是中秋月餅
盒回收，還是歲晚環保家居
清潔，可見人們其實時時刻
刻也可以過綠色生活。

綠色 間時

從前，小學老師經常告訴我們：「地球先生病了。」對啊！地球真的生病了。那我們該怎麼辦

才行？所謂「水能載舟亦能覆舟。」如果我們再不趕快動起來救救地球，最終，我們只會步向

滅亡之路。

無可否認，在現今資訊爆炸的社會，人類各方面的發展已取得重大進步。例如成功開發可燃          

冰，可能可以舒緩能源短缺的問題。事實上，這些進步改善了我們的生活，亦使我們感到驕            

傲。但是，我們不可能因一點驕傲而忽略了人們所需面對的急切問題。

回到起點，當我們細心思考，使地球生病的原因到底是甚麼呢？因為地球的「免疫力」低，再

也抵抗不了「細菌」的入侵？是的！地球的「免疫力」便是大自然環境的自癒能力；「細菌」

便是你和我──人類。當人類肆意破壞大自然及搾取天然資源時，地球便生病了。

何謂「綠色家園」？
綠色家園是指生活細節包括日常生活、家中四周環境布置奉行綠色原則，甚至人們樂意以綠色

概念影響其他朋友，推而廣之的地方。香港在「綠色家園」的概念及推廣上仍在起步階段。           

讓我們不妨將眼光投放在香港鄰近地區──台灣。台灣早在 2003 年已把綠色家園推廣至每個台

灣民眾的家庭中。在此，筆者希望大家反問自己一個問題：多年來，家中廚餘和垃圾是如何處

理的？大抵是一個垃圾膠袋把所有垃圾清理得一乾二淨。在台灣，分類垃圾回收車在指定時間

便會在社區出動。民眾必須把垃圾分類，方可回收。



參加者可親身體驗赤腳浸

水田，躬身插禾秧的農趣，

亦會參觀傳統種稻農具及

學習以有機糯米製作鄉土

食物「有機糯米糍」。

地點： 粉嶺鶴藪綠田園基金有機教育農場

費用： 每節每位 160 元（大小同價），如同時報名參加插秧

 及收禾日只需 300 元

綠田園基金夏季活動及專業課程精選

本地農業如何走向有機？誰把農業生產變為社會運動？跨國有

機農業網絡怎樣建立？本地八十後學者鄭肇祺先生在過去三年

不斷走訪本地農業部門、農夫、消費者、有機農業組織、社康

教育機構和保育運動參與者，深入研究本地農業的發展，他將

於講座內與大家分享他的研究成果。

日期： 2011 年 6 月 25 日（星期六）

時間：下午 4 時至下午 5 時

地點： 尖沙咀中間道海員俱樂部

 三樓會議室（鐵路站出口對面）

講者： 鄭肇祺先生（香港科技大學

 人文學哲學碩士及華南研究中心

 研究助理）

費用： 免費

三天有機種植實習課程，學員可於一個月內學習基礎的農耕操

作技巧，包括開田、翻土、下種等知識。課程亦會包括有機肥

力管理、病蟲害管理及培苗技巧。

日期： 2011 年 9 月 3 、17 日及 10 月 1 日（星期六）

時間： 上午 10 時至下午 4 時（共 15 小時）

地點： 粉嶺鶴藪綠田園基金有機教育農場

適合： 已修畢有機耕種體驗課程的朋友或對種植有基本概念

 人士

費用： 每位 900 元

有機耕種基礎課程有機耕種體驗課程

一天有機耕種體驗活動，讓未接觸過有機種植的朋友有初步的

認識，課程包括認識有機農場、農務體驗活動、認識野草及如

何在家中實踐有機種植。

日期： 2011 年 7 月 2 日（星期六）

時間： 上午 10 時至下午 4 時（共 5 小時）

地點： 粉嶺鶴藪綠田園基金有機教育農場

費用： 每位 290 元（包括教材、出席證明及來回由農場至粉嶺

 火車站的接駁交通）

津津樂稻2011
一起下田參與收割稻米、打穀、

紮曬禾草等稻榖收成工作，還可

享受在田園以有機稻米及芝麻製

作香氣撲鼻的有機芝麻糊。

日期： 2011 年 7 月 9 或 16 日

 （星期六）或

 7 月 10 或 17 日（星期日）

時間： 上午 11 時至下午 2 時

日期： 2011 年 7 月 24 或 31 日（星期日）

時間： 上午 10 時至下午 1 時 或 下午 1 時至 4 時

插秧日
晚造

收禾日
早造

的香港農業
蛻變中

有關以上課程及活動詳情及報名，請瀏覽綠田園基金網頁：www.producegreen.org.hk



Green i-ber  x
Green i-ber 會員免費入會及訂閱《稻草人》表格
請填妥下表，傳真至 2674 8077（只適用於 Green i-ber 及以信用卡付費）或郵寄至香港新界粉嶺鶴藪村 18 號

本刊電子版及索取地點已可在綠田園基金網頁上瀏覽：http://www.producegreen.org.hk/pgq.htm

付款方法（不適用於 Green i-ber 會員）

個人資料

姓名：（中文） （英文） 

電話：（日） （手提）

傳真：   性別： 男  女

電郵：

郵寄地址（中文）：

 直接存入綠田園基金戶口（匯豐銀行：039-5-065568）

 轉賬日期：                                        （請連同存款收條正本寄回）

 劃線支票（支票抬頭「綠田園基金」或“Produce Green Foundation”）

 銀行：                                     支票號碼：

 信用卡（付款 $100 或以上適用）

  Visa         Master

 信用卡號碼：

 信用卡持有人姓名（英文）：

 CVV 號碼：                               （卡背簽名欄上右面最後 3 個號碼）

 有效期至：                      月                     年（至少 2 個月內有效）

 持有人簽署：

 

 

 日期：

 簽名必須與閣下的信用卡簽名完全相同，以上資料如有任何修改，請在旁簽署。

聲明：本表格內的個人資料只供處理會員事務、通訊及綠田園基金日後推廣綠色生活

資訊之用，絕不外洩。如須查閱或更改個人資料，請以書面通知本會。

綠樂
無界
限

成為 Green i-ber 會員可以：
■ 定期收到綠田園基金半月電子通訊
■ 每季收到《稻草人》網上版通知
■ 取得最新有機生活資訊及優惠

✃

我想成為綠田園基金的 Green i-ber 會員（費用全免）

 只需填寫個人資料，將表格傳真或郵寄至綠田園基金即可。

亦可於網頁 http://www.producegreen.org.hk/support_04.htm 

下載會員表格，填妥後電郵至 info@producegreen.org.hk

我想訂閱綠田園基金季刊《稻草人》

 訂閱免費季刊《稻草人》，每年郵費 20 元正  

 共訂閱：                     年 費用：                                  元

我想捐款支持《稻草人》的印製工作

  200 元  500 元  1,000 元  其他：

 捐款 100 元或以上可獲發收據，憑收據可在香港申請免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