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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活動地點:元朗錦田

活動日期:2011 年 10 月 11 日

研究的背景:
探究元朗錦田的農業活動

方法:
在元朗錦田觀察多種農業系統，包括傳統農業、有機農業及休閒式農

業。

記錄及觀察各種農業系統的特性。

和記錄及比較各種農業系統的投入、過程、反饋及產出。

結果:
觀察結果得出元朗錦田的農業活動多樣化。包括有傳統農業、有機農

業及休閒式農業。

休閒式農業容易吸引遊客到訪，因為休閒式農業不單種植農作物，還

會種植水果，供遊客採摘。另外，休閒式農業還設有多種康樂設施供

給遊客遊玩，從而賺取更多金錢。

有機農業會容易吸引注重健康的市民購買，但種植成本較傳統農業高。

傳統農業種植的農作物多樣化，平日在市場輕易買到，價錢比起有機

農業的農作物低。

建議:
每種農業系統都有其的好處和壊處。

但是，種植有機農作物困難重重，需要經過政府審核，即使審核成功，

農民需支付昂貴的有機農場牌照，而且有機種植風險高，成本高昂，

即使有機種植有市場，但以上原因都紛紛令農民卻步。所以我建議政

府應多提供資助和幫助給於有機農民。

                                          



                    引言
目的:
        1.探究及比較錦田地區農業系統的特性。

            2.探究香港現存之農業活動及轉變之情況。

            3.探究香港農業活動的可持續發展方向。

研究目標:
元朗錦田的農業活動

元朗錦田的地理環境:
錦田位於香港新界元朗區東面。錦田位處多座包括

大帽山等山中間的盆地，鄰接東面的石崗及八鄉，與凹頭西面的。

file:///wiki/%E5%A4%A7%E5%B8%BD%E5%B1%B1
file:///wiki/%E5%85%AB%E9%84%89
file:///wiki/%E7%9F%B3%E5%B4%97
file:///wiki/%E7%9B%86%E5%9C%B0


元朗錦田的背景資料:
錦田早於香港開埠以前，已有不少香港原居民在此居住，主要為鄧氏

族人。鄉民在此興建了多座圍村，以吉慶圍著名。錦田市一帶仍保留

從前的新界面貌，除了設有一些如士多等店舖外，由於鄰近石崗軍營

及石崗機場。

file:///wiki/%E7%9F%B3%E5%B4%97%E6%A9%9F%E5%A0%B4
file:///wiki/%E7%9F%B3%E5%B4%97%E8%BB%8D%E7%87%9F
file:///wiki/%E5%A3%AB%E5%A4%9A
file:///wiki/%E9%82%93%E5%A7%93
file:///wiki/%E9%A6%99%E6%B8%AF%E5%8E%9F%E5%B1%85%E6%B0%91


                                       研究方法
於 2011年 10月 11日在元朗錦田進行考察活動。

根據地圖上的路線繞行一圈，觀察及記錄各種農業系統的特性。

                          

file:///wiki/%E7%9F%B3%E5%B4%97%E6%A9%9F%E5%A0%B4


                        農業系統特色的比較
自然投入:

傳統農業系

統

有機農業系

統

休閒式農業系

統

氣候條件 亞熱帶氣候 亞熱帶氣候 亞熱帶氣候

水資源 地下水 使用科學井 自動灑水

耕地面積
較少，只在

屋旁的地方

大約 2-3個
羽毛球場

有 3-4個足球場

地形條件 平坦 平坦 平坦

土壤質素 肥沃 肥沃 肥沃

三種農業活動在自然投入的異同:
     相同之處：氣候方面，因為香港地方不大，所以即使在不同的地

區氣候都會相同，而香港是位東南方，所以氣候是屬於亞熱帶氣候；

地形條件，三種農業活動都需要在較為平坦的地方才能夠耕種；土壤

質素方面，所有農作物都需要在肥沃的土地才能健康成長。以上幾點

就是三種農業活動在自然投入的相同之處。

     相異之處： 水資源方面，三種的農業活動都以不同方式灌溉農地；

耕地面積方面，三種農業需要的耕地面積都不同，傳統農業系統比有

機農業系統和休閒式農業系統所需的耕地還有少，因為傳統農業的農

民只在屋的四周耕種和他們沒有太大的地方供他們耕種。以上幾點就

是三種農業活動在自然投入的相異之處。

三種農業系統的農民要面對的自然限制:
     三種農業系統都要面對氣候問題，因為有時候天氣的問題會導致

農作物失收；地質土壤問題，農作物會因為土壤質素而影響農作物的

收成和質素；生物條件，因為可能某些地方有些生物是以吃農作物為

生的，例如有些地方有蝗害等，像蝗蟲這類型的生物會把農作物吃光，



影響農夫收成；土地不足，因為現在香港的土地不足，即使有土地都

會被發展商收購，作商業或住宅用途。而且現時香港的人口不斷增加，

土地需求也自然增加，所以現在能夠找到一處合適耕作土地非常之困

難；水資源方面，以上幾點就是三種農業系統的農民需要面對的自然

限制。

克服自然限制的方法:
雖然，農民要面對的自然限制有很多，但是亦有方法能夠解決。氣候

方面，建立溫室，把一些較脆弱的農作物例如一些花卉等，移植到溫

室內種植，以免氣候的變化影響植物生長；生物條件，可利用生物控

制法來控制害蟲的數量和減低因害蟲的破獲而影響農作物的收成；土

地不足，我們可以開僻較平坦的山地來種植。以上幾點是能夠克服自

然限制的方法。

            傳統農業系統，錦田的居民多在屋旁耕種 



人文投入:

傳統農業系統 有機農業系統
休閒式農業系

統

勞動力資

源

不需要太多人

手
需要較多人手 需要較多人手

科技需求 少 較多 少

政府或組

織資助

沒有，因為是

私人的

政府，但資助

仍不足夠
組織

交通配套 有 有 有

資金需求 少 多 多

三種農業活動在人文投入的異同:
   相同之處：三種農業活動都有合適的交通配套。

    相異之處：勞動力資源方面，傳統農業系統需要較少的勞動力，因

為耕地面積較小而且沒有什麼限制。有機農業系統需要較多的勞動力，

因為耕地面積較大而且限制更多。休閒式農業系統需要較多的勞動力，

因為休閒式農業所需的面積較大而且休閒式農業不單止只是耕種，還

會設置多種康樂設施供給遊客遊玩，所以在管理方面的勞動力的需求

量會較傳統農業系統和有機農業系統為多。

三種農業系統的農民要面對的人文限制:
     三種農業系統都要面對資金方面的問題，由尤其是有機農業系統。

因為農民需支付昂貴的有機農場牌照，而且有機種植風險高，成本高

昂，所以有機農業系統在資金方面比休閒式農業系統和傳統農業系統

為多。政府沒有提供太多的資助給農業方面，所以沒有太多人願意耕

種。而且現在的物價上升，使耕種成本不斷增加，所以農民需要面對



資金問題；內地競爭激烈，因為內地以務農為主，供應量多而且價格

較香港的便宜，而香港的農作物價格較貴，數量少，所以和內地競爭

激烈；。「農夫老化，人手不足」，現時香港人口老化，年輕一代又

因從事務農工作既辛苦又沒前途為由，而拒絕從事務農工作。

克服人文限制的方法:
雖然，人文限制有很多，但亦能以人文的方法解決人文的限制。資金

方面，政府可增設農業基金，給有需要的農民一些資助。另外，政府

可以降低有機農場牌照的價格和提供更多資助給農民；內地競爭激烈，

可以降低本港的蔬菜和水果價格，提高競爭力；「農夫老化，人手不

足」，可以吸納青少年入行，宣傳及提供幫助或推行義工計劃，讓更

多人體驗務農箇中樂趣。

休閒式農業其中的設                          休閒式農業果園，

施 ~~動物樂園                            可給遊客即埸採摘新鮮的水果 



農業過程:

傳統農業系統 有機農業系統 休閒式農業系統

使用化肥及殺

蟲水

使用有人類、動

物的糞便及植身

枯枝

有機肥料(木糠
豬糞) 有機肥料

使用大型農用

機械
有 有 有

灌溉方式 人手、自動灑水 自動灑水 人水灌溉、管道

休耕或輪種的

採用
沒有 輪耕法 沒有

除草工作 有 有 有

控制害蟲 農藥 生物控制 有機方法

產出:
傳統農業系統 有機農業系統 休閒式農業系統

農作物種類 以蔬菜、水果為主
以蔬菜、水果為

主
水果、蔬菜

市場定位 普通市場 高級市場 不定

目標顧客 一般市民
較注重健康的市

民
不定

市場價值 低 高 不定

每年農作物

產出量

能出售，剩下的可

自用
少 多

銷路利潤 少 多 多



三種農業活動在產出的異同:
    相同之處：三種農業活動耕種的種類相似，都是以種植蔬菜和蔬果

為主。

    相異之處：

傳統農業系統的市場定位於普通市場，容易在一般的菜市場找到。目

標顧客主要是普羅大眾，市場價值也較低。每年農作物的產出量足以

出售，剩餘的可以自己食用。銷路利潤較少，只有一個菜市場批發地

點，每天固定時間收集蔬菜，再運送到其他地區出售。賺取的利潤不

多，但仍足夠糊口。

有機農業系統的市場定位於高級市場，有一個固定的地點專門銷售有

機蔬菜。目標顧客主要是較注重健康的市民，因為有機蔬菜標榜無使

用化學農藥和其他化學肥料。 市場價值較高，因為種植有機蔬菜的

過程需要耗用較多的人力物力。每年農作物的產出量較傳統農業系統

少，因為現在的有機農場仍不多。銷路利潤較多，因為現在有很多超

級市場都主動加入售買有機蔬菜的市場，所以有機蔬菜開始有市場。

休閒式農業系統的市場定位於普通或高級市場，但不定，因為休閒式

農業系統不是以耕種為主。目標顧客不定，因為休閒式農業系統主要

以家庭式的假日農場為主。市場價值也不定，因為不只是以銷售農作

身為主，還有其他收費的康樂設施。每年農作物產出量是較傳統農業

和有機農業多，因為休閒式農業的佔地面積較大，每季所種植的品種

都不一樣，所以每年農作物產出量較多，銷路利潤也較多。

其他:
傳統農業系統 有機農業系統 休閒式農業系統

其他
有一個專門銷

售蔬菜的市場

有一個專門銷售有

機蔬菜的市場，并

記錄當日銷量

以家庭式的假日遊玩地

方，例如有燒烤、康樂

設施、動物飼養、有大

面積的草地、可以採摘

新鮮水果或蔬菜。休閒

式農業是以上述幾點來

賺取利潤，并不是以農

業為主。



                                有機農場                                            

                       有機農場認可證



香港發展農業活動:
   現在香港的農業日漸式微，我覺得香港沒有足夠的條件發展農業

活動。因為現在的人口迅速增長，土地供應需求亦隨之增加，而且香

港的地貌主要是山多平地少，發展農業的基本要求是土地需平坦和大

面積的土地，但是現在可以耕作的土地已經不斷減少，最基本的要求

也達不到，沒有發展農業的空間。而且現在從事耕作的農夫已經老化，

甚少年輕人願意接觸農業這份沒有前途、賺錢少而辛苦的工作，最後

可能因為香港的農業沒有新血加入，而漸漸式微。最後一項就是現在

的耕種成本不斷上升，普通的農民難以承擔耕種的成本而拒絕耕作。

以上就是我認為現在的香港沒有足夠的條件發展農業活動的原因。

     

香港可持續的農業發展:
    只要改善以上所講述的香港發展農業，香港的農業活動便可以邁向

可持續農業發展。

     可持續發展的定義是「可持續發展，或永續發展，是指在保護環

境的條件下既滿足當代人的需求，又不損害後代人的需求的發展模

式。」

     雖然香港山多平地少，但香港現在仍然有很多荒廢的土地，如果

我們把那些土地加以利用，就能有更多新的而且適合耕種的土地。現

在香港的人口不斷增多，市場供應需求也就會隨之增加。而且內地食

品屢次被揭發黑心食品，令港人對內地食品信心降低，相反香港生產

的食品有信心保證，所以會有較多人願意購買香港生產的食品。這對

香港的農業發展有利，且能達致可持續農業發展。

   

經營農業發展計劃:
    

如果現在我有一筆資金，準備投放作經營農作物生產，我會考慮地點

位置、氣候、交通配套、農地面積、資金投入等問題。

  以下是我的農業發展計劃：

file:///wiki/%E7%8E%AF%E5%A2%83
file:///wiki/%E7%8E%AF%E5%A2%83


農業系統類型 休閒式農業系統

選點 錦田

農地面積 2-3個足球場

勞動投入 先聘請 20人工作

機械投入
設一些康樂設施和一般耕作需要用的

機械

農產物類型 水果

預計產出 每季大約有 600公斤

預計回饋 一個月有 2萬收入

資金運用 先用 10萬發展

其他考慮                            /

                        

                         我的感想:
    經過這次的考察後，令我更清楚地知道香港發展農業的優

勢和劣勢。優勢是香港擁有一個十分良好的食品信譽。劣勢

就是農夫老化而又沒有新血加入，擁有的耕地少(雖說有很多荒

地)。但是這一切，只有香港的政府大力推廣宣傳發展農業和

提供資助和幫助給予農民，一定會有很人願意加入農業發展

這個行列。香港擁有先進的科技，只有政府有心搞好農業發

展，我們便能夠吃到香港製造的新鮮蔬菜。



                                     傳統農業活動

                            



                           附錄

香港農業活動 p.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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