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糧食公義與貧窮 



1.樂施會簡介 

2.世界公民教育 

3.GROW糧食公義運動 

4.減少剩食—活用剩食、廚餘
清潔劑示範 

 



樂施會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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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施會是一個獨立的發展及 

人道援助機構，致力於消除貧窮， 

以及與貧窮有關的不公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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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命 

    我們認為貧窮多源於不公
平，要消除貧窮，必須配
以經濟、社會及結構性的
改革。我們與面對貧窮的
人們和夥伴機構合作，一
起推動發展項目、人道主
義項目、政策倡議及公眾
教育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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願景 

樂施會展望世界最終能消除一切貧窮，不論男女，均能享受幸褔和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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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5年，全球各地的樂施會本著共同的信念，在獨立自主的原則下，成立樂施會國際聯會。  

樂施會國際聯會 

17個成員  - 香港 / 美國 / 比利時 / 澳洲 / 加拿大 / 德國 / 英國 / 西班牙 / 愛
爾蘭 / 荷蘭 / 新西蘭 / 魁北克/ 法國/墨西哥/印度/意大利/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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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貧地區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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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範圍 

世界公民
教育 

政策及 

倡議 

人道救援 發展項目 

http://www.oxfam.org.hk/content/326/content_4075.jpg
http://www.oxfam.org.hk/en/sichuanyaanquake2013.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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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念和工作手法   

Participation 

參與 
Gender Equity 

性別平等 

Empowerment 

賦權 

Partnership 

建立伙伴 

 



樂施會 

世界公民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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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施會自1990年起，在香港積
極推動世界公民教育工作。 

 

協助年青人對本地及國際發展
議題，作仔細觀察、批判思考、
深入分析，以及身體力行，做個
負責任的世界公民。 

 

在香港，我們多年來廣受各界
認同、合作夥伴包括香港教育局、
各大專院校及非政府組織，參加
活動的中、小學接近400間。 

《世界公民教育學校指引》 

樂施會的世界公民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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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 
•批判性思考 

•能與他人有效地
議論 

•懂得如何挑戰不
公平的事情 

•尊重他人和他物 

•協作與調解糾紛 

知識 
•多元 (個人、群體、生物之間) 

•全球化與相互依存 

•社會公義與公平 

•可持續發展 

•和平與衝突 

信念和意願 
•自信心 

•同理心 

•對社會公義有所承擔 

•尊重和欣賞差異 

•關注世界的可持續發展 

•相信自己能為世界帶來改變 

樂施會的世界公民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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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及協作者培訓 
Teachers and Facilitators’ 

Training 

互動教育中心 

中、小學工作坊 
Interactive Education Centre  

青少年培訓 
Youth Training 

課程與教材發展 
Curriculum and 

Education Resources 

公平世界教育資
助計劃 
Grants for DE 

projects in HK 

我們的教育工作 



GROW糧食公義運動 



食物兇案–案情重組﹗ 

盤子裡有甚麼？浪費了甚麼？ 



 

案發日期：5.2.2012 

地點： 粉嶺M記 



 

案發日期：11-1-2012 

時間：Lunch time 

地點：APM 



 

案發日期：13/1/2012 

事件：某周年晚宴 

地點：某酒樓 



在澳門… 

• 運往焚化中心的廢棄物量為329190公噸，即
本澳每天產生約900噸的廢物量，可載滿450

輛客貨車(2011澳門環境狀況報告) 

• 廚餘佔本澳生活垃圾的二至四成，反映澳門
食物派浪費情況較高 



想一想…… 

• 我們每天吃的喝的，都從哪裡來？ 

• 誰為我們生產食物？ 

• 我們丟掉的食物，往哪裡去？ 

 



 

挨餓的人在哪? 

Where? 



究竟，世界上有幾多人長期挨餓？ 

 

1/8 







80%:小型糧食生產者 

 

 



小型糧食生產者每日被大自然天然資源圍繞，
應可自給自足，但卻仍要捱餓？﹗ 



 

為什麼? 

Why? 



1.小農缺乏支援 



謎題：小農收入這些低， 

但為甚麼朱古力卻一點都不便宜？ 

以一排$10的朱古力為例，消費者付出的金錢，落入了誰

的手裡？ 



為何小農要捱餓？貧農缺乏支援 

參與在跨國企業生產鏈上的小農，又未必能
得到合理和公平的回報。 

 

有的跨國企業更以不可 

持續的方式種植糧食， 

把大地和農民視作提款 

機，對生態和當地社區 

帶來不能彌補的破壞。 





2.氣候變化 



為何小農要捱餓？氣候變化 

「今年的收成很差，雨水不足，雨季又來得太遲。突如其來的乾旱，令我們趕不及插
秧，損失慘重。幾星期前，我嘗試再接再厲，但這次又遇上意料之外的大雨，我很擔
心雨水會浸壞稻秧。」 

Ms Srey．24歲．米農．柬埔寨 

 



氣候變化由誰造成? 

 



3.資源損耗 

現時的主流糧食生產
和資源分享方式，造
成甚麼問題？ 



科技日新月異，種植技術不斷進
步，為什麼仍然有人要挨餓？ 

 



 

改變? 



吓！食牛肉都係浪費? 

500克牛肉 
(大約是煮一頓供4人食用 
的肉醬意粉所需的份量) 



 500克牛肉      =      載滿17個浴缸的食水 

= 



生產不同的農產品，對環境、土地以至
土地上的人，都會造成不同影響 

資料來源：Oxfam (2011) Grow a Better  

Future in a Resource-constrained wor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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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youtube.com/watch?v=WfYEVSzQhY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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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看看以下例子…… 

在英國、美國、巴西、菲
律賓、西班牙和印度的城
市地區，每六個蘋果當中，
就有一個被浪費，一年被
浪費掉的蘋果，約有53億
個﹗ 
 
這些蘋果被送往堆堆填區
後，所排放的溫室氣體量
相等於燃燒1,000萬桶石油 



 

現在, 全球浪費了三分之一生產給人類的糧食。  

在已發展國家, 主要浪費糧食的人都是消費者及零售商。  

在發展中國家, 浪費糧食的主因是缺乏糧食儲存設施及科技而導致糧食在生產過程
中被浪費。  





Change is 

possible!!  



不同的持分者可做甚麼？ 

WHO? 

小農 

企業 

非政府 

組織 

你？ 



很多受影響的貧窮社區，已在努力適應氣候變化， 

但只有他們的努力，難以長遠應對。 

 

http://climatechange.oxfam.org.hk/wp-content/uploads/2011/11/WORDS-SAVE-LIVES.jpg
http://climatechange.oxfam.org.hk/wp-content/uploads/2011/11/SWIMMING-FOR-FIRST-TIME.jpg
http://climatechange.oxfam.org.hk/wp-content/uploads/2011/11/SUNNY-STOVES-2.jpg


Brown Rice Campaign  



小農與消費者的選擇，給誰壟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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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平貿易」是保障發展中國家的農

民和工人有合理的工作環境與回報，

有尊嚴地生活，生產者與商人建立更

公平的貿易關係，減低對環境的損害

，締造可持續發展的公義社會。 

 保証了農民及生產者付出勞力後，能

收取一個有尊嚴的收入，以維持家庭

生計，讓他們可以持續生產。 

挺小農 





考考你 



冬季作物 VS 夏季作物 



惜每餐 
惜每餐 惜每餐 



http://www.facebook.com/pages/%E9%A3%9F%E7%89%A9%E9%A3%9F%E8%90%BD%E8%82%9A%E5%94%94%E5%A5%BD%E6%8B%8E%E5%8E%BB%E5%9E%83%E5%9C%BE%E6%A1%B6/225967460817182


減少剩食— 

活用剩食、廚餘清潔劑示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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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公司處理及捐贈剩食調查 

 



13 家媒體報導 



樂施會的政策建議 

 應先制訂原則，以計劃相
應行動的優先次序。 

• 參考美國環境保護局的
「食物回收層階」（Food 

Recovery Hierarchy），
我們倡議一個切合香港社
會的「GROW零浪費食物
回收層階」，以確保食品
能盡量發揮其食用或營養
價值 

 

1. 參考外國經驗，制訂減少食物浪費及促進食物回收的原則 



對政府的建議  

 關於商界對捐贈剩食的擔憂和考慮，建議政府參考其他國家，改革法
律框架，探討訂立法案，鼓勵食品捐贈之可行性，釐清食品捐贈時有
關食品安全的責任問題，鼓勵更多食品行業捐贈食物，提倡使用積極
的方法來處理剩食。 

 

2.  政府應主動釐清捐贈食物之相關食品安全責任，以鼓勵食
品公司捐贈剩食 

來源:  

美國食物回收機構 

“Philabundance”  

2013年分派了3千萬磅食物 



• 政府應主動統籌及配對各區願意
捐贈剩食的食品公司及食物回收
機構 

 

• 18區的「社區回收站」擴展其回
收功能至剩食；或設立新的「剩
食回收站」，集中儲存由企業捐
出的剩食 

 

• 增加撥款，協助食物銀行及食物
回收機構 

 

• 加強宣傳食物銀行及其他食物回
收機構的工作，提高大眾及食品
行業對食物回收運作的認識 

 

 

 

 

對政府的建議 

3. 政府應主導分區食物回收工作，分贈同區食物銀行及食物
回收機構 

剩食回收? 

社區回收站模擬圖 – 港島東 



對商界的建議 

• 樂施會建議食品行業制訂「零浪費剩食」的公司政策，定期檢查存貨
量，並給予員工以明確的指引，使公司的業務運作最終能達致「零浪
費剩食」的目標。 

• 食品公司應盡早將剩食捐出，與食物回收機構建立穩定的合作關係，

把剩食當作垃圾應是最後一步。 

 

4. 促企業制訂「零浪費剩食」的公司政策 



對消費者的建議  

 消費者可從日常生活習慣做起，實踐「良
食良方」五個日常飲食原則， 其中的「惜
每餐」鼓勵消費者仔細計劃飲食需要，按
實際需要購買食物，盡量善用剩食和廚餘 

 

 消費者更亦可發揮公眾的力量， 

與樂施會一起監察食品公司的剩 

食狀況，迫令食品公司作出改善 

 

 

5. 按實際需要購買食物，監察食品公司的剩食問題 



活用剩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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咖啡渣 

曬乾啡渣後，放在網袋中 

• 咖啡渣置於鞋櫃中，亦可消除臭味 

• 將咖啡渣放在雪櫃中可辟味 

• 咖啡渣裡含有活性碳，吸附很多微
小的污垢，再利用洗手液的清潔，
去污效果自然比一般更好 

• 如果將咖啡渣舖在泥土上，便可防
蟲或當天然肥料 

• 咖啡渣裡有適當的油分，將曬乾後
的咖啡渣用布包起來做的針包，可
以使針不易生鏽，而且縫起衣服來
更順手 

• 按摩皮膚，具有「緊膚」和光滑皮
膚的效用 

 

除味抽濕包 

http://blog.xuite.net/leanneh/leannehuang/4701454-%E3%80%90%E7%94%9F%E6%B4%BB%E3%80%91%E5%92%96%E5%95%A1%E6%B8%A3%E7%9A%84%E5%A6%99%E7%94%A8


HEADLINE HERE 按一下以編輯標題 

69 69 

• 把麵包切成想要的形狀，
放到焗爐或炸至金黃色 

• 隨意灑上芝士粉、黑椒、
少量鹽或香草即可食用 

• 其他口味︰放涼後灑上朱
古力粉或綠茶粉，在面再
加上糖霜即可食用 

 

 

麵包皮 芝士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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橙皮 

• 把橙皮剪條，然後曬乾可成蚊香 

蚊香 /清潔醋 

•   切成小塊放進醋內，浸2星期，橙油會
溶於醋中，將橙皮醋1份加3份水當普通
清潔劑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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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熟透/爛掉水果 食用酵素 

水果及糖的比例為1:1，需要加檸檬 

 

玻璃瓶和用具以滾水消毒，水果洗淨 

 

玻璃瓶最底放一層糖，然後一層水果，幾片
檸檬，再放一層糖，如此類推，直至玻璃瓶八
成滿，最後一層必需為糖。 

 

玻璃瓶要留兩成空間，因為發酵過程會產生
氣體，太滿有爆樽之虞。 

 

用潔淨的布或紙紥好瓶口，也有人用保鮮紙，
瓶蓋虛掩，以疏氣及方便微生物吸氧 

 

全程不能用金屬，會殺死酵素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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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 

• 蘋果皮 

• 香蕉皮 

• 墨魚骨… 



廚餘清潔劑示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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廚餘清潔劑 

10份水 

1份糖 

3份廚餘 

10份水、3份果菜廚餘、1份砂糖(或黃糖)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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廚餘清潔劑製作方法 

• 準備膠樽，以闊口瓶為佳 

• 準備廚餘，只可用未烹調的植物類。蔬果，如菜頭、葉或花，水
果皮、芯或核，洋蔥或薯仔等根部植物亦可。未使用的廚餘須雪
藏保存，不可放置肉類 

• 洗淨容器或用具 

• 以10份水、3份果菜廚餘、1份砂糖(或黃糖)比例 

• 先把水和砂糖混和，再放入廚餘，之後蓋緊 

• 容器內留一些空間，以防止酵素發酵時溢出容器外 

• 發酵過程中會有氣體產生，每天將瓶口稍微打開，以泄放氣體 

• 完成後放在空氣流通及陰涼處，避免直接陽光，三個月完成發酵 

• 可當清潔劑用（跟日常用清潔劑相同，只用少量，清水洗淨），
也可稀釋淋花  

• 發酵後的渣滓可放入泥土中作肥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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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步行動？ 

樂施會Facebook專頁 www.facebook.com/oxfamhongkong 

 

https://www.facebook.com/oxfamhongk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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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食節大賞 



HEADLINE HERE 按一下以編輯標題 

78 78 

電影放映座談會 

4月12日 
「咖啡正義」電影放映暨座談會 

日期︰4月12日(星期六) 

地點：官樂怡基金會畫廊(澳門南
灣大馬路749號聯邦大廈地下) 

時間︰下午4時至6時半 

介紹樂施會針對全球十大食品品
牌公司的「品牌背後」倡議運 

分享如何與年青人討論國際貿易
議題 

4月30日 
「香蕉戰爭」電影放映座談會 x 公平
貿易雙週 

日期︰4月30日(星期三) 

地點：澳門大學圖書館STDM演講廳 

時間︰下午3時至5時半 

片後設座談會，香港公平貿易聯盟
的代表會到場分享公平貿易的概念及
運作模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