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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有機資源中心舉辦
第四屆全城有機日

有機．農情
嘉年華

於剛過去的3月27日，中環遮打花園及遮打道

熱鬧非常，皆因已連續四年舉行的盛事―「全城

有機日」載譽歸來。今年大會主題為「有機．

農情」，希望能向香港市民介紹本地有機農業，

並加強消費者對有機產品及有機認證的認識。

「有機．農情嘉年華」為主打活動，除了設有近

百個有機攤位、多元化的活動及展覽，讓市民從

衣、食、住、行各方面認識有機低碳生活之外，

更加設了有機士多啤梨田及牛羊展覽，將本地

有機農村色彩帶到中環鬧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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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劉柔芬與王菀之等來賓主持有機日開幕禮。

高危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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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浸會大學生物學系教授暨香港有機

資源中心行政秘書黃煥忠教授表示，希望藉

活動讓市民認識本地有機漁農業對香港的綠

色未來擔當的重要角色，並鼓勵市民支持本

地有機漁農業及有機低碳生活。

王菀之擔任大使
當日的活動由在遮打花園的開幕禮揭開

序幕，有機資源中心監督委員會主席梁劉柔

芬議員帶領各來賓主禮及致辭，並頒發中心

之前舉行的歌唱及散文創作比賽獎項，繼而

是一眾義工上台宣誓貫徹有機生活模式。

全城有機日的籌備工作相當緊迫及吃力，

中心今年獲得逾三百名有機大使及義工們盡

力協助，才能順利舉行。

中心今年請來唱作歌手王菀之小姐擔任

「星級有機大使」，亦有其他知名人士上台

分享有機生活心得。開幕禮完畢後，於遮打

花園舉行的有機低碳自助早餐會隨即舉行，

所有食材均盡量採用本地有機認證農場的新

鮮蔬果，並利用快速煮法減低碳排放量。早

餐會餐券收入扣除所有開支會撥捐中心作推

動有機運動之用，參加者大快朵頤，亦吸引

不少路過市民查詢，欲即時參與其中。

遮打道變成農墟

而同時，嘉年華的主要活動—農墟及眾

多有機產品攤位亦已在運作，整條遮打道設

有超過七十個攤位售賣各類型有機產品及有

機蔬菜、天然護膚品及有機食品等，貨品更

包括首批得到認證的有機魚。市民對有機蔬

果可謂極之熱情，農墟人頭湧湧，而大會更

於遮打道設置了一大塊有機士多啤梨田，又

從大棠荔枝園有限公司借來牛、羊供市民近

距離接觸、餵食，蔚為奇觀。會場另設親子

苗圃，讓公眾於市中心感受自然氣息，有興

趣種植的朋友還可將有機小苗帶回家栽種。

其實近年香港人對於有機食品已不陌生

，定期舉辦的有機農墟亦愈來愈多，遍及大

埔、屯門、美孚、中環，蔬菜統營處亦有有

機菜送貨服務。雖然有機蔬果限於生產方式

及講求時令，難免令價錢較貴、種類較少，

但有益健康之餘，無化肥、無農藥的生產模

式對農地及周圍生態好處尤大，而本已式微

的本地農業，亦因有機市場擴大而重現生機

，市民亦多了選擇，造成多贏之局，令人欣

喜。

b o x （ a l e x ， 請 到

http://www.hkorc.org/tc/index.php取用logo）

關於「香港有機資源中心
」

隨着90年代世界各國積極發展有機農業

，以配合消費者對健康食品和保護環境的關

注，再加上因香港的都市化及經濟轉型以致

本地農業不斷萎縮，政府在2000年開始協助

業界發展有機農業，積極為農民帶來新的發

展方向及開拓有較高回報的市場。要使有機

產品市場能夠健康而迅速地發展，有需要制

訂一套適用於有機農業的有機標準及認證系

統。

「 香 港 有 機 資 源 中 心 」 （ H K O R C ，

www.hkorc.org）於2002年12月成立，是首個

獲蔬菜統營處農業發展基金撥款，負責建立

本地有機產品認證系統，以進一步推動本地

有機農業發展的非牟利機構。其管理的香港

有機資源中心認證有限公司，負責處理有機

產品認證的申請事宜。中心亦致力提高本地

農民、消費者及市民大眾對有機作物及產品

的認識，舉辦「全城有機日」正是基於這理

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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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在ftp：102_PANA

alex：請在P1020014--40之中選封面相，如你喜歡可整埋個王菀之在封面。

封面題：

第四屆全城有機日

「有機．農情嘉年華」

caption（請揀相）（今期冇乜內容，所以此文請盡量落多d相做多d版，起碼8版，愈多愈好，各相近似的請揀一

張，不同的就可落晒，亦不用太細張，中等啦，唔該！）

868-905

910-919

931一部分義工在台上的合照。

968-978，001

987全城有機日，當然少不了致力宣揚有機生活的盧冠廷來「傳道」。

044//164售賣有機產品的攤位。

162有機產品攤位的街道，不及農墟熱鬧，但亦甚多捧場客。

047牛牛現身遮打道。

064/152山羊對途人熱情十足。

077教人製作肥皂、潤唇膏等的有機學堂。

86、87街道上放了不少苗圃。

144義工分發幼苗送給途人。

123/135變成農墟的街道，人頭湧湧。

95賣有機魚產的攤位，極速沽清。

79 有機菜檔攤位的後面是臨時貨倉，吸引了外傭走來購買。

107/110很多菜檔都展示了有機資源中心的有機認証。

98-104，111-121，137-142 各種有機蔬果。

129新生農場的攤位，稻草人甚為奪目。

171 介紹有機生活方式的展版。

王菀之在台上分享對有機生活的看法與心得。

有機自助早餐會的盛況。

高危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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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o x （ a l e x ， 請 到

http://www.hkorc.org/tc/index.php取用logo）

關於「香港有機資源中心
」

隨着90年代世界各國積極發展有機農業

，以配合消費者對健康食品和保護環境的關

注，再加上因香港的都市化及經濟轉型以致

本地農業不斷萎縮，政府在2000年開始協助

業界發展有機農業，積極為農民帶來新的發

展方向及開拓有較高回報的市場。要使有機

產品市場能夠健康而迅速地發展，有需要制

訂一套適用於有機農業的有機標準及認證系

統。

「 香 港 有 機 資 源 中 心 」 （ H K O R C ，

www.hkorc.org）於2002年12月成立，是首個

獲蔬菜統營處農業發展基金撥款，負責建立

本地有機產品認證系統，以進一步推動本地

有機農業發展的非牟利機構。其管理的香港

有機資源中心認證有限公司，負責處理有機

產品認證的申請事宜。中心亦致力提高本地

農民、消費者及市民大眾對有機作物及產品

的認識，舉辦「全城有機日」正是基於這理

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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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在ftp：102_PANA

alex：請在P1020014--40之中選封面相，如你喜歡可整埋個王菀之在封面。

封面題：

第四屆全城有機日

「有機．農情嘉年華」

caption（請揀相）（今期冇乜內容，所以此文請盡量落多d相做多d版，起碼8版，愈多愈好，各相近似的請揀一

張，不同的就可落晒，亦不用太細張，中等啦，唔該！）

868-905梁劉柔芬與王菀之等來賓主持有機日開幕禮。

910-919王菀之在台上分享對有機生活的看法與心得。

931一

968-978，001

987

044//164

162

047牛牛現身遮打道。

064/152山羊對途人熱情十足。

077教人製作肥皂、潤唇膏等的有機學堂。

86、87街道上放了不少苗圃。

144義工分發幼苗送給途人。

123/135

95賣有機魚產的攤位，極速沽清。

79 有機菜檔攤位的後面是臨時貨倉，吸引了外傭走來購買。

107/110很多菜檔都展示了有機資源中心的有機認証。

98-104，111-121，137-142 各種有機蔬果。

129新生農場的攤位，稻草人甚為奪目。

171 介紹有機生活方式的展版。

而同時，嘉年華的主要活動—農墟及眾

多有機產品攤位亦已在運作，整條遮打道設

有超過七十個攤位售賣各類型有機產品及有

機蔬菜、天然護膚品及有機食品等，貨品更

包括首批得到認證的有機魚。市民對有機蔬

果可謂極之熱情，農墟人頭湧湧，而大會更

於遮打道設置了一大塊有機士多啤梨田，又

從大棠荔枝園有限公司借來牛、羊供市民近

距離接觸、餵食，蔚為奇觀。會場另設親子

苗圃，讓公眾於市中心感受自然氣息，有興

趣種植的朋友還可將有機小苗帶回家栽種。

其實近年香港人對於有機食品已不陌生，

定期舉辦的有機農墟亦愈來愈多，遍及大埔、

屯門、美孚、中環，蔬菜統營處亦有有機菜

送貨服務。雖然有機蔬果限於生產方式及講

求時令，難免令價錢較貴、種類較少，但有

益健康之餘，無化肥、無農藥的生產模式對

農地及周圍生態好處尤大，而本已式微的本

地農業，亦因有機市場擴大而重現生機，市

民亦多了選擇，造成多贏之局，令人欣喜。

遮打道變成農墟

部分義工在台上的合照。

有機產品攤位的街道，不及農墟熱鬧，但亦甚多捧場客。變成農墟的街道，人頭湧湧。 售賣有機產品的攤位。

全城有機日，當然少不了

致力宣揚有機生活的盧冠

廷來「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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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香港有機資源中心」
隨着90年代世界各國積極發展有機農業，以配合消費者對健康食品

和保護環境的關注，再加上因香港的都市化及經濟轉型以致本地農業

不斷萎縮，政府在2000年開始協助業界發展有機農業，積極為農民帶

來新的發展方向及開拓有較高回報的市場。要使有機產品市場能夠健

康而迅速地發展，有需要制訂一套適用於有機農業的有機標準及認證

系統。

「香港有機資源中心」（HKORC，www.hkorc.org）於2002年12月

成立，是首個獲蔬菜統營處農業發展基金撥款，負責建立本地有機產

品認證系統，以進一步推動本地有機農業發展的非牟利機構。其管理

的香港有機資源中心認證有限公司，負責處理有機產品認證的申請事

宜。中心亦致力提高本地農民、消費者及市民大眾對有機作物及產品

的認識，舉辦「全城有機日」正是基於這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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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在ftp：102_PANA

alex：請在P1020014--40之中選封面相，如你喜歡可整埋個王菀之在封面。

封面題：

第四屆全城有機日

「有機．農情嘉年華」

caption（請揀相）（今期冇乜內容，所以此文請盡量落多d相做多d版，起碼8版，愈多愈好，各相近似的請揀一

張，不同的就可落晒，亦不用太細張，中等啦，唔該！）

868-905梁劉柔芬與王菀之等來賓主持有機日開幕禮。

910-919王菀之在台上分享對有機生活的看法與心得。

931一部分義工在台上的合照。

968-978，001有機自助早餐會的盛況。

987全城有機日，當然少不了致力宣揚有機生活的盧冠廷來「傳道」。

044//164售賣有機產品的攤位。

162有機產品攤位的街道，不及農墟熱鬧，但亦甚多捧場客。

047

064/152

077

86、87

144

123/135變成農墟的街道，人頭湧湧。

95

79 

107/110

98-104，111-121，137-142 

129

171 

牛牛現身遮打道。
山羊對途人熱情十足。

教人製作肥皂、潤唇膏等的有機學堂。

新生農場的攤位，稻草人

甚為奪目。

街道上放了不少苗圃。

義工分發幼苗送給途人。

賣有機魚產的攤位，極速沽清。

有機菜檔攤位的後面是臨時貨倉，吸引了外傭

走來購買。很多菜檔都展示了

有機資源中心的有

機認証。

各種有機蔬果。

介紹有機生活方式的展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