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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計劃背景資料

1.1 引言

「埔樂 • 步樂」婦女推動社區可持續發展計劃（下稱本

計劃）是承接「社區可持續發展工作室—婦女與青少

年推動社區可持續發展計劃」（2006年7月至2009年6

月）而推行，期望在先前計劃的基礎上，深化和擴展本會

在可持續發展工作上的成效。

在過去推行「社區可持續發展工作室」的計劃過程中，我

們體認到若要有效地推動社區可持續發展工作，組織婦

女及鼓勵區內持份者的參與實在是必不可少；而社區可

持續發展與生活環境改造、訂立社區可持續發展議程以

至建立社區可持續發展資產更有密不可分的關係。

故此，報告書將從以下4個面向總結本計劃推行的經驗

及成效：

1. 組織婦女成為社區行動者；

2. 生活環境改造；

3. 訂立社區可持續發展議程；及

4. 建立社區可持續發展資產

社區媽媽與工作員眾首一堂。

導賞員聯同大埔居民謝安琪一起
推介大埔區的特色景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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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計劃理念及目的

我們相信，若要達致推動和實踐社區可持續發展的目標，必先要鼓勵個人參與，由個人做起，再帶動更

多區內持份者加入。這樣才能一方面達致「由個人到社區」的生活環境改造工程；另一方面實踐「由生活

到政策」的社區可持續發展議程和累積社區可持續發展資產。

婦女與可持續發展及生活環境改造有非常緊密的連繫。在性別角色定型下，婦女一直扮演著家務勞動者

的角色，在勞動過程中，使用化學合成清潔劑的頻率遠較男性為高，環境污染的遺害對她們既深且廣。

聯合國於1992年在巴西舉辦的地球高峰會議中，提出了《21世紀議程》，當中明確肯定9個公民社群在

可持續發展上有獨特的角色和責任，其中一個正是「婦女」社群，可見婦女在社區的可持續發展上扮演

關鍵的角色。與此同時，聯合國教育、科學及文化組織亦倡議可持續發展是屬於兩性共有的事務。因此，

我們相信，推動可持續發展必須加入性別平等的視角，以建構一個更為平等、公義及永續的社會。

由此可見，婦女一方面是生活環境惡化的主要受害者，但另一方面則在推動社區可持續發展上有著重要

及關鍵的作用和角色。我們深信婦女在推動可持續發展上應當而且也有能力扮演更積極的角色；同時，

婦女在推動人類可持續發展的工程中，自身也應得到更全面的發展和關顧。

計劃的目的

本計劃將以組織婦女的經驗為基礎，並以改造生活環境和制訂社區可持續議程為方向，從而促進和支

持婦女在社區的可持續發展上扮演著更舉足輕重的角色。就此，本會將以改造生活環境、制訂社區可持

續議程和累積社區可持續發展資產為介入方向，與社區的持份者(如：區內學校、社會服務機構、屋苑等

團體)，一同協作並推動和建立一個綠色的、人本的和可持續發展的社區。

1. 通過能力提昇和充權，讓婦女在社區可持續發展上擔當行動者角色，持續推動社區的可持續發展。

2. 在社區層面宣傳可持續發展概念，推動區內持份者共同投入和參與生活環境改造，並在日常生活中實
    踐可持續發展生活模式。

3. 建立社區網絡，與不同界別和團體攜手推動社區可持續發展。

4. 加強居民對社區的情感和歸屬感，促進居民參與、社區維繫和社區教育，有利於推動社區的可持續發展。

5. 推動居民持續關注和監察大埔社區的可持續發展進程。

6. 透過公眾教育，建立一個可持續發展訊息推廣平台，向社區人士推廣可持續發展的觀念和實踐。

7. 累積社區的可持續發展資產。

8. 記錄計劃過程，推廣參與式的社區可持續發展的模式，供其他社區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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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計劃與可持續發展的關係

本計劃通過一連串的活動，在社區層面推廣可持續發展的觀念，並推動區內持份者在日常生活

中實踐可持續發展生活模式。計劃以社區經濟發展和文化傳承為介入策略，並以社區參與、社

區教育、社區組織及動員等面向而設計，期望達致社區可持續發展的目標。

圖１：「埔樂、步樂」計劃與可持續發展元素的結合

婦女與區內持份者

經濟
1. 透過「社區媽媽」工作室，推廣

減廢工作坊，善用資源以生產環
境友善用品並支持本土有機生
產，推動社區經濟之發展。

2. 通過社區導賞團，推廣社區老
店和特色商號。

環境
1. 製作大埔綠色生活地圖，發掘區內

自然生態、古蹟文物及綠色資源。

2. 通過「家家有酵素運動」，以保護
 環境為大前提，實踐可持續發展生
 活。

社會
1. 舉辦講座、展覽等活動，推廣公眾教育。

2. 以「社區媽媽」工作室為平台，鼓勵區內
持份者參與社區可持續發展工作。

3. 通過「家家有酵素運動」，促進民居參
    與建設可持續發展社區。

    4. 鼓勵居民參與，監察社區發展的可
         持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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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活動概覽

活動名稱 總次數 總人數 /人次 備註

可持續發展工作坊

（酵素）
41次 797人

8月份的活動尚未完成，

估計每次參加者約15

人。

可持續發展工作坊

（環保肥皂 / 玻璃畫 / 

潤唇膏 / 紫雲膏）

20次 519人

8月份的活動尚未完成，

估計每次參加者約20

人。

社區導賞團 23次 378 人
8月份導賞團尚未完成，

估計每團參加者約20人

可持續生活講座 18次 287人

社區巡迴展覽 36次 9410人次

8月份的活動尚未完成，

估計每次接觸人次約

300人。

「新大埔、新生活」

行動 (I)
1次 500人 大埔超級城舉行

「新大埔、新生活」

行動 (II)
1次 800人 大埔新達廣場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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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範酵素製作。

環保皂製作示範。

社區導賞團。

玻璃畫製作，深受小朋友歡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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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巡迴展覽，推廣環保酵素。

可持續發展講座—廚餘變黃金。

社區媽媽在2011年1月「新大埔、新生
活」行動中，宣傳「埔樂、步樂」計劃。

藉形體表演訴心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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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媽媽」學習及訓練活動

活動概覽

綠色生活地圖工作坊 大埔可持續發展關注組

在回收玻璃瓶畫上有創意的玻璃畫。 形體訓練。

學習製作紫雲膏。

除了鑽研酵素製作，也不斷吸
收與環保議題有關的知識。

探訪三門仔漁民，了解都市
化對捕魚業的影響。

綠色生活關注組在大埔街站
收集「廢物收費」的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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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參加者一覽

酵素工作坊
可持續發展工作坊：
環保肥皂 / 玻璃畫
 / 潤唇膏 / 紫雲膏

社區導賞團：碗窰、樊仙宮、
三門仔、鳳園 蝴蝶保育區  、
泰享村、敬羅家塾、文武廟、

井神、富善街、
香港鐵路博物館、嘉禾麵粉廠

團體名稱 地區 團體名稱 地區 團體名稱 地區

大埔孫方中小學 大埔
社會福利署
北大埔
綜合家庭服務中心

大埔
香港信義會
屯門青少年
綜合服務中心

大埔

菜聯社有機
種植社群

大埔
菜聯社有機
種植社群

大埔
大埔頌雅苑
業主立案法團

大埔

基督教聯合
那打素社康服務
愛鄰網絡

大埔
大埔浸信會
幼稚園運頭塘分校

大埔
嗇色園
可康耆英鄰舍中心

大埔

路德會雍盛
綜合服務中心

大埔
大埔官立小學
家長教師會

大埔 基督教勵行會 上水

大埔官立小學
家長教師會

大埔
大埔崇德黃建常
紀念學校

大埔 香港心理衛生會 上水

香港婦女中心協會
太和中心(僱員再培訓局)
家務助理課程學員

大埔
香港婦女中心協會
太和中心(僱員再培訓局)
家務助理課程學員

大埔
明愛粉嶺
綜合家庭中心

粉嶺

仁愛堂彭鴻樟
長者鄰舍中心

大埔
社會福利署
粉嶺
綜合家庭服務中心

粉嶺
神召會恩光堂
社會服務處

粉嶺

聖公會馬鞍山
主風小學

馬鞍山
中大崇基學院
崇基學院教務處

沙田
陳智思、古物諮詢委員會
部份委員、活化歷史建築
諮詢委員會部份委員

尖沙咀

香港浸會大學
學生會

九龍塘
香港青少年服務處
（馬鞍山）

馬鞍山 長春社 西營盤

香港童軍總會 佐敦 香港童軍總會 佐敦
明愛荃灣
社區中心

荃灣

明愛荃灣
社區中心

荃灣 匯基書院家長教師會 石硤尾

義務工作發展局 荔景
香港家庭福利會 
(葵芳)

葵芳

基督教家庭服務中心
順安長者地區中心

觀塘
聖公會聖匠堂
社區中心

紅磡

基督教家庭服務中心
順安長者地區中心

觀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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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加者一覽

「家家有酵素運動」大埔區參加者分佈圖。

社區導賞團參加者分佈圖。

引導小朋友一起製作酵素。

小童軍的第一支環保酵素。

在嘉年華會內，與社區人仕分享酵素製作。

教授酵素工作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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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出版資源一覽

「埔樂、步樂」期刊一覽

期數 封面主題

第1期 「埔樂 • 步樂」婦女推動可持續發展計劃介紹

第2期 哥本哈根會議與氣候變化

第3期 環保清潔酵素

第4期 有所不知光污染

第5期 停車熄匙與空氣污染

第6期 香港蝴蝶天堂

第7期 廚餘處理--香港的廚餘問題

第8期 古蹟文物保育政策

第9期 廢物收費

第10期 碳審計

第11期 香港的土地發展

第12期 2012里約地球高峰會 (Rio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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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埔綠色生活地圖
大埔居民推動可持續發展
-口述歷史集

酵素運動．環境改造
「家家有酵素運動」
紀錄冊

「埔樂．步樂」婦女推動社
區可持續發展計劃 -
經驗總結報告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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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媽媽」講解
可持續發展理念。

社 區 媽 媽 預 備
充足，務求以深
入淺出的例子講
解可持續發展概
念，尊業精神令
人佩服。

第二部分：計劃成效
若要有效地推動社區可持續發展工作，組織婦女及鼓勵區內持份者的參與實在是必不可少；而

社區可持續發展與生活環境改造、訂立社區可持續發展議程以至建立社區可持續發展資產更有

密不可分的關係。故此，報告書將從以下4個面向總結本計劃推行的經驗及成效：

1. 組織婦女成為社區行動者；

2. 生活環境改造；

3. 訂立社區可持續發展議程；及

4. 建立社區可持續發展資產。

2.1 組織婦女成為社區行動者

婦女一方面既是生活環境惡化的主要受害者，另一方面則在推動社區可持續發展上有著重要及

關鍵的作用，我們深信婦女在推動可持續發展上應當而且也有能力扮演更積極的角色。我們從

以下4個環節，檢視我們組織婦女成為社區行動者的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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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 能力提升和充權

大部分參與本計劃的核心婦女皆為基層家庭主婦，部分為家庭、為照顧子女成長而放棄了工作。

她們雖充滿生活智慧，勤奮盡責，但主流社會的價值觀卻未能適切地確認她們在家庭崗位的貢

獻與付出，漸漸地她們也認同扮演家務勞動者的角色是理所當然的天職。故此，所有與持家有

關的技能、相夫教子的經驗與智慧也不足稱道，視之為婦女應具備的特質。

計劃的構思以婦女對家居健康及環境的關心作招徠，增加她們參與動機及投入感，如：利用廚

餘製作酵素、在酵素工作坊示範製作過程等，使之在參與過程中逐漸確認自身的能力並對社會

作出的貢獻。在此基礎上，循序漸進地引入與可持續發展相關的生活議題，並逐漸開拓個人的興

趣和技能，如：潤唇膏、紫雲膏、美容手工皂及彩繪玻璃畫製作等。既為個人增值，又可以工作坊

的形式推廣可持續發展生活、回饋社會。

因應不同婦女的特性，我們也鼓勵在計劃內不同環節中婦女的參與，如：在恆常的工作會議中加

入「放眼世界」環節由婦女作剪報及分享、「社區媽媽」展才能環節，讓婦女展示生活技能、在可

持續發展工作坊內由示範製作，提升至概念的講解、為「埔樂 • 步樂」期刊撰稿及充當訪問員、

由導賞學員提升至社區導賞員、在街站主動出擊收集市民對廢物徵費的意見、甚至在講台上向

老師、大學生及各類型的社區人士推廣環保酵素等等。計劃為她們提供了人生中許多第一次的

經驗，同時，個人充權也是累積社區資本的先決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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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媽媽」心聲

潤珠：「衝出了家中

的四面圍牆，方發覺

自己在社會仍有用

處。」

玉珍：「在「新大埔 • 新
生活行動」的公眾教育
活動中推廣可持續發展
訊息，適逢女兒經過並
讚我『掂！』。得到家人
認同是最難忘的一刻。」

燕冰：「在活動中重拾
少女時代天真爛漫的熱
情，也發覺自己變得較
大膽，人前說話多了；同
時，現在不論在購買或
丟棄東西時，都會再停
一停、想一想。」

綺珊：「以往專職照顧
兒子，生活重心非常狹
窄，因此容易過份緊張，
令自己及家人也神經兮
兮；兒子長大後，有更多
自主時間參與計劃，面
對公眾的自信心與日俱
增。」

瑞琼：「從未嘗試公開

演說，沒想過可作酵素

示範，並在小組分享才

能。」

家燕：「自讀書時代至今，

已有十多年沒有執筆撰

文，參與「埔樂 • 步樂」

期刊訪問，經驗難忘。」

陳惠儀：「最初知道導師要求
我們逐一在工作坊上講解時，
大家都抱著最好不要選中我
的心態。試過第一次後，我覺
得很好，面對人群，亦可以訓
練膽量。現在我們有不少工
作，都要自行策劃，使我變得
更積極主動，而且在策劃活動
方面，亦有所進步。」

矗輝：「參與計劃發掘

了自己未知的潛能，也

沒想過會向老師分享可

持續發展的知識，現在

更有膽量出來教人。」

新麗：「我覺得自己做

人積極了，而且處事

較淡定，考慮事情時，

還 會多 作 分 析 和 思

考。」

藉形體表演
訴心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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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社區媽媽」可身體力行，在家庭生活和社區層面發揮影響力

「社區媽媽」是計劃內的核心小組，以「社區媽媽工作室」為平台，通過可持續發展工作坊，推廣有關訊

息，並以「先學習、後回饋」為口號，先裝備自己，鑽研學習，再把改良後的實戰經驗以工作坊的形式教

授社區人士。

為鼓勵「社區媽媽」的學習及參與，計劃提出了3+1的目標，即扣除月會，每月1次學習，加3次社區服務。

然而，對公、私務繁忙的「社區媽媽」而言，這個目標確實是高度挑戰她們的時間極限；可是，學習意欲

高漲及責任感極強的「社區媽媽」，遇有社區服務的需求，不論是否訂在最繁忙的家庭日（星期六、日）

，也不惜以即食或簡便的食物處理晚餐，以便騰出時間滿足服務需求。怪不得「社區媽媽」玉鳳說：「只

要拍下一幅自己拿著『埔樂 • 步樂』計劃宣傳海報，並以超市做背景的照片，便能展現出計劃對她生活

的改變了！」 

應香港童軍總會邀請，

教授環保工作坊。
在講台上與浸會大學師
生分享環保酵素的好處。

「社區媽媽工作室」

月會平均出席率— 14人

（2011年10月至2012年7月，
社區媽媽平均人數為18人）

推行「可持續發展工作坊」

共61次，

總人次為1,316，

平均每次為22人。

「社區媽媽工作室」

每人每月平均服務次數— 4次
 （2012年1月至7月）

推行社區巡迴展覽共

36次，

總人次為9,410，

平均每次接觸261人次。

服務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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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 在「可持續生活講座」、「社區導賞團計劃」、「社區巡迴展覽」、

       「家家有酵素運動」、「新大埔．新生活行動」等活動中扮演教育及

  推廣者的角色。

計劃的主要核心成員有「社區媽媽」及「社區導賞員」。她們經培訓後便需面向群眾推廣計劃訊

息。「社區媽媽」不但要在可持續生活講座、工作坊及酵素俱樂部內輪流講解可持續發展理念、

示範酵素製作，她們更會在每月的「社區巡迴展覽」街站中推廣酵素予大埔居民，並解答公眾各

式各樣的有關提問。在「新大埔 • 新生活行動」的兩次公開活動中，「社區媽媽」更是整個活動

的骨幹，在台上、台下兼具教育及推廣生活環境改造的訊息。

「社區導賞員」則經過數次課堂及景點實地考察後，逐步推出不同路線的社區導賞團，當中揉合

了社區經濟、古蹟文物及自然生態3個具體的可持續發展元素，讓參加者可在輕鬆的遊覽中，認

識社會、環境及經濟之間均衡發展的重要。起初「社區導賞員」在融合可持續發展角度與景點間

的關係上確實遇上困難；及後，經大家互相探討其他社會議題上的具體例子時，導賞員漸漸能

在較宏觀的角度深化對可持續發展的理解。待掌握景點後，部分導賞員還把景點特色轉化成遊

戲，以加強參加者的認知！

酵素俱樂部—濟濟一堂，
分享製作酵素心得。

社區導賞員向可持續發
展委員會主席陳智思及
一眾古物諮詢委員會、
活化歷史建築諮詢委員
會及青年商會介紹大埔
景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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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4 支持本土有機生產及社區經濟發展

計劃初期曾引入共同購買環節，支持本土有機生產，如：豆腐及日用品。可是由於行政繁瑣、供

應的彈性較小，再加上種種局限，無法進行大規模推廣；及後，我們把社區經濟的發展理念貫

穿在社區導賞團中，並策劃成導賞路線，如：富善街、嘉禾粉麵廠等，讓參加者可更具體地領

會社區經濟發展與可持續發展之間的相互依存關係。

此外，在「埔樂 • 步樂」期刊內亦建立了固定的版面，探討不同的「大埔小舖」發展及其社區功

能，「社區媽媽」更是主要的訪問員呢！此舉既可提升「社區媽媽」對社區經濟的認識，更藉著

她們的採訪推動公眾的關注。

彩繪玻璃畫工作坊 蜂蠟潤唇膏工作坊

環保肥皂工作坊
環保酵素工作坊

2.2 生活環境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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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家有酵素運動」及「可持續發展工作坊」便是為帶動生活環境改造而設計的項目。我們

以環保酵素作載體，連結起廚餘問題及過度使用化學劑帶來的環境破壞問題於一身，通過酵

素的製作示範及功能介紹，展現生活環境改造的可能性。

起初，「社區媽媽」對環保酵素的功效也存疑，「不知道酵素是甚麼，只知道用水果皮、糖和

水，便能製成，覺得很神奇！」抱著學學無妨的心態，也沒想過真正會使用在家居清潔中。現

在，「家家有酵素運動」已累積了超過200個家庭，分佈在大埔的不同屋苑中，願意持續地利

用廚餘製作環保酵素，取代化學清潔劑；在「家家有酵素運動」比賽中，參賽者已向不少親友

成功推介酵素的好處；部份參加者更承諾向她們的工作及社交網絡推廣呢！另外，亦有約800

位參加者在「可持續發展工作坊」上學習了環保酵素的製作；更有 7290 名大埔區的人士曾使

用過酵素試用裝呢！

為擴闊社區人士對生活環境改造的理解，除酵素以外，我們還開拓了其他的載體，如：用回收

廢油造肥皂、用回收玻璃瓶做彩繪玻璃畫、用採蜜糖後便遭棄置的蜜臘做潤唇膏、用天然植

物做消炎去濕疹的紫雲膏等，期盼能吸引不同興趣的參加者，通過「可持續發展工作坊」作平

台，推廣生活環境改造的觀念。當中接觸的人數約519人。

「社區導賞團」也是計劃內針對環境生態改造而推行的重點項目，通過輕鬆的遊覽、參觀環

節，使參加者認識古蹟及生態保育，對可持續發展的影響。在活動後收回的檢討問卷中顯示，

高達100%參加者表示對導賞團的內容及形式感滿意及非常滿意。她們對導賞員的講解及分

享尤其滿意。同時，有80%的參加者表示有興趣繼續參與「埔樂．步樂」計劃內推行的活動。

有關部分大埔景點的保育故事，如：鳳園、三門仔，更寫進了「大埔居民推動可持續發展——

口述歷史集」裡面，與更多社區人士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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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份糖 
+ 3份廚餘 
+ 10份水 = 
環保酵素。

酵素比賽部份
參賽作品。

酵素參加者心聲

張金婆婆（88歲）與Siti（印尼
家傭）：「加少少酵素在洗髮
水，用來洗頭，頭髮會變得很
柔軟！此外，把酵素與洗潔精
混和洗碗，也可以達到消除魚
腥味的效果。」

佩芬（物業管理主任）：「除了跟上司
解釋酵素能清潔殺菌外，我還告訴他
這樣可為公司節省資源。要老闆願意
使用，就要跟他說可以省錢，這樣才有
誘因。」另一方面，她亦向負責屋邨清
潔工作的工人，講解酵素的功用和好
處，「要清楚告訴工人，否則他們不會
相信，以為酵素不能有效清潔。」

燕芬：「我跟媽媽說的時候，她
最初半信半疑，還有點嫌棄。
大家平常慣用化學劑，覺得快、
靚、正，於是我便以她養的小狗
入手，告訴她使用酵素為動物
清潔，會對牠的健康有好處。」
聽後，她便欣然嘗試。

慕珠：「我的頭髮又硬又厚，很難打
理，但是自從用酵素洗髮後，髮質不
但變得柔順，還減少了脫髮，所以我
現在已完全沒有使用洗髮水和護髮
素。除此之外，我亦有位朋友有主婦
手，雙手痕癢，經常脫皮，其後我送
酵素給她試用，主婦手慢慢痊癒了，
現在清潔家居時還不用戴手套。」

麗萍：「用浸酵素剩下的渣
滓，與有機泥土混在一起，再
待7至10天，用來當肥料種植
物，結果植物真得長得很肥、
很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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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訂立社區可持續發展議程

「由個人到社區」的生活環境改造工程固然重要，能推動居民持續關注和監察大埔社區的可持

續發展議程是落實「由生活到政策」的關鍵。基層婦女普遍被社會定型為家務勞動者，這個觀

念也不漸強化她們覺得政策倡議是高層次的、有識見的人才有資格參與的社會事務。於是，計

劃便以基層婦女能掌握及熟悉的生活議題作介入點，如：化學用品的遺害、家居健康、節能減廢

等，並逐步引發她們從下而上思考問題的徵結及改善方法。

結果，她們能細緻地整理出節能減排的家居妙法，並派出數位婦女代表參與了由可持續發展委

員會舉辦的地區討論坊，就建築物節能及能源效益方面的誘因、困難和行動計劃表達意見。

就環境局於2012年1月推出的「廢物徵費諮詢」，由婦女組成的綠色生活關注組在研習香港、台

灣及南韓的減廢經驗後，整理出一份「主婦減廢攻略」單張，並以衣、食、住、行4方面向政府提

出減廢建議（附件2）。更在街展、親友網絡及香港婦女中心協會太和中心的不同班組上搜集意

見。共收集了1565個簽名，當中55% 贊成、42% 反對及3%其他意見。

以上實戰經驗可見婦女的角度能有效地把政策具體化。

綠色生活關注組在大埔街站
收集「廢物收費」的意見。

建築物節能及能源
效益地區討論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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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訪鳳園村麥村長，了解都市
化對蝴蝶保育的影響。

2.4 建立社區可持續發展資產

建立可持續發展的社區，是一項持久而艱巨的工程，必需一點一滴地廣結網絡，把同路人匯聚成河，方

能形成一股力量以平衡現在過度商業化的社會風氣。雖然網絡建立非朝夕可得，但計劃承接上一期的 

「社區可持續發展工作室——婦女與青少年推動社區可持續發展計劃」，繼續與不同的社區持份者一

起協作，期望通過網絡建立，與不同界別和團體攜手推動社區可持續發展。

計劃推行期間，我們不斷與大埔區內的社會服務組織、學校、居民組織，以至具社區經濟特色的小商舖

協作，如：大埔官立小學家長教師會、菜聯社有機種植社群、大埔頌雅苑業主立案法團、香港心理衛生

會、鳳園、三門仔、欣悅天地、喜樂烘焙及各中、小學等，務求計劃訊息可推廣至大埔區內的每個角落，

更重要的是把種子植根，期望日後在各處遍地開花。

在「社區導賞團」的景點開拓上，我們拜訪了大埔鳳園蝴蝶保育區及鳳園村的麥村長；還有三門仔救世

軍社區發展計劃的負責同工及兩位漁民，此舉一方面讓導賞員能深入了解在都市化發展過程中對不同

持份者的影響，同時明白到要平衡社會、環境及經濟三者間的千絲萬縷的微妙關係，使議題更立體，

加強導賞參加者對可持續發展本質的理解。以上的網絡連繫，不但為「社區導賞團」開拓了新景點，更

為計劃完結後「社區導賞團」的獨立運作埋下種子。他們的社區故事更寫進了「大埔居民推動可持續發

展——口述歷史集」，見證著大埔的發展呢！

「大埔綠色生活地圖」網羅了大埔區內致力於可持續發展的關注團體，有些是大眾耳熟能詳的組織，有

些則是經過各街坊推介，為實現美好社區而默默耕耘的一群。為方便介紹，他們在地圖內被劃分為社區

經濟、自然生態、古蹟文物及再生資源4個範圍，大部分都是本計劃在項目推行期間開展的社區網絡。這

些社區資源將會繼續在社區滋長，並進一步蔓延出去。

「可持續發展生活講座」的議題與計劃目標緊扣，期望以更廣闊的題材，吸引不同層面的參加者。講者

中有大學畢業後，摒棄高薪厚職的誘惑，以社會企業形式，鑽研廚餘在香港出路的年青人；有投資數百

萬於廚餘回收行業的企業家；有環保第一代先鋒的機電工程師，轉戰國內開發零干擾天然養蜂場；有專

業營養師既自然療法導師，致力推廣低碳飲食，鼓勵大眾每星期茹素1天，以行動支持素食減碳；有平凡

的家庭主婦，在病榻中被鼓勵利用碎布，重新縫補自己的一片天，她的布藝手袋，不單被百樂賞識，還能

醫病。凡此種種激勵人心的心路歷程，見證著不同年齡、背景、性別的講者對可持續發展生活的響往及

追求。他們，還有更多尚待發掘的人物，均是彌足珍貴的可持續發展社區資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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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總結及建議 
3.1 人力資源與項目計劃的配合

3年的項目計劃，在人手編配上主要是由一名計劃幹事執行，兼任學生助理員輔助，另由

1/5名計劃經理作督導。綜觀整個計劃，涉及層次及面向繁多，有小組工作、地區工作及倡

議工作；活動方面更多姿多彩，有社區巡迴展覽、講座、外展工作坊、小組學習及訓練、社

區導賞團、網站建立及維繫、季刊出版、書籍出版、地圖出版、大型教育及推廣活動、分

享會、街頭簽名行動、地區聯繫等等。可見對執行同工的要求相當高，既要具備各種相關

經驗，亦要對可持續發展議題有適度掌握及理解；加上如何把抽象的可持續發展概念具

體化，讓基層婦女、市民大眾也能透過生活化的活動增進了解，也絕非易事。故此，所屬

機構對項目執行同工的支援非常重要，並需要適時調動人力資源加以配合。

3.2組織核心婦女擔任項目推廣，鼓勵先學習後回饋

「社區媽媽」及「社區導賞員」是計劃內的核心小組，在整個計劃內，她們主力推行的活

動計有：61次可持續發展工作坊、23次社區導賞團、36次社區巡迴展覽及兩次大型社區

教育活動，接觸人次共12,404。以核心小組成員有25位作計算，平均每位婦女在計劃期

間接觸約500人次。

雖說參與的婦女有服務社會之心，但如何在不斷重覆的活動中，吸引她們繼續有高昂鬥

志及持續分享的熱誠，而不會中途放棄、蟬過別枝，確實是關鍵所在。

工作員參考人生發展階段框架，觀察到大部份的參加者為中年婦女，兒女已陸續長大，照

顧的擔子也相對逐步放下，生活上的時間安排可更具彈性，加上她們以往待在家中日久，

對社會新事物非常感興趣，尤以環境保護、家居健康議題為甚。故此，在組織婦女方面，

便在恆常的小組聚會中加入 3 + 1環節，意即每個月3次服務 + 1次不同的學習機會，鼓

勵先學習、後回饋，期望提供誘因，讓她們在持續付出時間與心力推廣可持續發展訊息

之餘，還可提升個人質素，達致豐盛人生。

結果，婦女們孜孜不倦的好學精神，不但令分享嘉賓更樂於回應，還發掘了她們當中潛藏

著的藝術天份及多元興趣。在每次的訓練與學習中更座無虛席，準時出席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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婦女在回收玻璃瓶上繪畫的作品，
還為香港婦女中心協會籌款呢！

婦女第一塊的石頭畫作品。

3.3 如何利用公眾對綠色生活的關注，
      結連酵素運動的推廣，進行生活環境改造

在各團體的持續推廣下，喜見酵素運動開始得到越來越多人的認同，加入行列。誠然酵素的

製作簡單、用途廣泛、既環保、又省錢、又保護皮膚的特性，容易吸引市民嘗試製作。可是，畢

竟在香港過度商業化的社會，市民每天接受層出不窮具商業元素的廣告資訊，不斷推廣方便

及效率，加上社會風氣只鼓勵大眾努力賺錢消費、消費、再消費，DIY被視為消閒的玩兒，質

量不可能長遠取替大企業出品，故此，起初我們在街展、太和中心推廣酵素時，部分市民及

中心會員仍抱著觀望態度，連部分「社區媽媽」對酵素的功效也存疑。

有見及此，我們除了在期刊內介紹酵素的好處外，也通過社區講座，並以生活化及實用的主

題吸引參加者進一步認識環保酵素；此外，我們也嘗試把可持續發展工作坊的主題由酵素作

載體，拓展到其他有效展現可持續發展概念的載體，如：環保肥皂、玻璃畫、潤唇膏、拼貼畫

及紫雲膏。期望可吸納不同興趣的參加者，認識環保酵素。

我們在2011年12月至2012年6月期間，也進行了「家家有酵素運動比賽」，藉此鼓勵參賽者

向親友推廣，並發掘酵素的新用途並廚餘配搭的新體驗。雖然參賽作品有59瓶，但礙於酵

素製作需時3個月才熟成，而參賽期限只有短短7個月，致使有興趣的參加者因未有充足時

間及心理準備而卻步。但每位參賽者皆懷著對推動生活環境改造的熱誠，不但身體力行向

鄰里、鄉里及親友推廣，更承諾待掌握酵素的特質後，會更廣泛地在工作及社交網絡推廣訊

息。雖然，在計劃期間內，未能親眼目賭成果，但相信生活環境改造的土壤已埋在每位參與

者當中，只待時間的醞釀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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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酵素運動與其他減廢議題的結合，
      以締造可持續發展的生活

「家家有酵素運動」發展潛質優厚，可以此貫連生活環境改造工程，但礙於製作酵素

的廚餘使用量有限，由發酵到成熟需時3個月，並非有效解決香港廚餘的出路。要有效

解決問題，運動必需廣結網絡，與其他環保組織推行的減廢議題結合，如：塑膠回收、

節能減排、社區飯堂、剩食捐贈等等，方可成為一股主流力量，在生活層面上實踐減

廢工作。而香港婦女中心協會建基於深水埗超過30載及大埔社區越15載，服務基層婦

女，此計劃以太和中心為據點，運用婦女在家庭崗位上的關鍵角色，有效地推進可持續

發展議題。

塑膠回收。

「食德好」食物
   回收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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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麗：「我們不斷製造廢物，堆填

區快要滿了，最終受害的也是自

己！製作酵素，可善用廚餘，減少

堆填的廢物，實在是很好的東西。

若能完善推廣，定有作為。」

寶麗：「世界資源有限，只有善

加利用，我們的子孫未來才會

有得用。所以只要是對地球好

一點的，我都會做。」

玉鳳：「有好的事物，要與其他人

分享。這是我的性格！我希望環保

能成氣候，不止在一個組織發揚光

大，而是能夠多些人一起去做。」

玉珍：「我們有責任推廣環保。我學

會了，希望可以把訊息宣揚開去，讓

更多人知道。」「因為由家庭開始，了

解環保知識，進而提高社會對保護環

境的關注，使大家都認同救救地球，

是每個人應有的責任。」

婦女心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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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香港婦女中心簡介

香港婦女中心協會簡介
香港婦女中心協會成立於1981年，是一間非政府資助的註冊慈善團體，同時亦是香港公益金和香港社會服務聯會的會員機

構、及聯合國經濟及社會理事會特別諮商成員。自成立至今，為有不同需要、年齡和背景的婦女提供多元化婦女為本服務。

現時會員人數超過1,300人，大部分為基層婦女。

我們的成就
我們開創了多項「全港第一」，包括：

    ●  開設全港第一間「多元化婦女服務中心 」

    ●  設立全港第一條「婦女求助熱線」

    ●  全港第一所為婦女提供「免費律師面見諮詢服務」的機構

    ●  協助婦女註冊全港第一個「職工合作社」

我們的工作
通過多元化服務和提供不同類型的活動，向來自不同背景、年齡的婦女推廣助人自助的訊息，鼓勵婦女發揮所長，為自己和

家人建立更美好的將來。自成立以來，我們致力協助弱勢婦女，為自己的生命帶來轉變，並促進更平等的兩性關係。

支援項目
●  婦女求助熱線

為來電的女性提供法律、醫療、婚姻及情緒問題等資料及支援，並按需要轉介專業社工(熱線電話：2386 6255)

●  免費律師面見諮詢服務

由註冊律師接見有需要的婦女，就有關離婚、撫養權、贍養費、財產分配及家庭暴力等問題提供免費法律諮詢。朋輩輔導

員則提供友伴支援。(預約電話：2386 6255)

●  個案輔導及自強小組

為面臨婚姻或其他情緒困擾的婦女、單親婦女及性暴力和家庭暴力受害人提供個別輔導及小組支援。

發展項目
●  就業再培訓及經濟充權

通過舉辦再培訓就業課程及提供職位轉介服務，鼓勵婦女重新投入社會工作；並且探索另類經濟參與模式，實踐經濟自

主。(僱主熱線：2651 0734)

●  健康教育及充權

從整全角度出發，推動婦女認識和關注個人身心健康及環境對女性帶來的影響。

●  社會參與、網絡及共融

鼓勵和支持婦女積極參與社會生活，並與社區團體合作，提升社區資源，累積社會資本。

●  持續教育及資訊科技推廣

提供不同類型的持續教育課程，鼓勵婦女提升自我，推廣平等教育機會。

●  義工發展

提供義務工作技能訓練，鼓勵婦女參與社區活動和事務，貢獻社會。

倡議
我們為家庭主婦和外出工作的婦女提供平台，讓她們就影響她們生活的政策提出意見和表達聲音。通過不同途徑和方法，

鼓勵婦女實踐公民權利，以集體力量推動性別平等和社會公義。

●  平等機會婦女聯席成員

●  支援香港主婦聯盟

●  爭取婦女退休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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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主婦減廢攻略

大埔綠色生活關注組
生活分類 個人減廢建議 給政府的建議

衣

• 購買衣物時要三思，考慮是否必要。

• 把不合適/舊衣物送給有需要人士或轉
贈回收服務機構。

• 把破舊的雨傘或雨衣改作單車椅套或
袋套，留待下雨時使用。

• 建議政府應重新檢討現時回收箱的成
效，及制定有效的回收政策，並確保已回
收分類之物品，可重環再用，而不是送往
堆填區棄置。

食

• 在外用餐，備環保筷子替代即棄筷子。
外賣膠盒，清洗後重用。

• 在外用膳時，按個人需要要求食物份量
或把吃剩的食物拿回家。

• 把用過的鮮奶膠瓶剪裁，留作盛載其他
細小物件。

• 煲湯時，同一時間放米在烹具的上格煮
飯或蒸餸。

• 剩餘的餸菜，侍冷卻後，才可放入雪櫃，
以減少耗電量。

• 每天，無數的剩餘食物棄置於堆填區。
政府可撥款資助、協調並鼓勵店鋪以低價
出售或捐贈剩餘食物予非牟利機構提供
廉價餐給有需要人士。既可減廢，又可增
加就業，同時支援有需要的人士，以達致
三贏局面。

• 鼓勵公共及私人屋苑增設回收箱，並提
供補助及後勤/技術支援，鼓勵屋邨收集
厨餘，轉化成堆肥，用於屋邨內之園藝種
植上。

行

• 步行是最好的運動，有時間，可早一站
下車，步行一程又可舒展筋骨。

• 雨天時自備膠袋放濕雨傘，減小使用商
場提供的膠傘袋。

• 多以綠色交通工具代步，如：自行車、大
型運輸系統等。

• 政府相關部門該加强宣傳及推廣有關資
訊。並鼓勵不同路線的巴士全面採取分段
收費。

• 建議政府提供更多的稅務優惠及資助，
鼓勵巴士及小巴公司遂漸將所有車輛轉
換為歐盟第四期之環保型號。

• 政府在各區應提供不同的綠色步道、有
關設施等供市民參考，增加市民步行的樂
趣。

• 建議加強各區的單車徑道路規劃, 增設
單車徑，並鼓勵市民使用單車作交通工
具。此外，有見單車使用者的意外增多，
政府應宣傳並教育市民道路使用安全知
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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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埔綠色生活關注組
生活分類 個人減廢建議 給政府的建議

住

• 乘搭升降機時，可盡量與其他乘客共用
同一部升降機，既可節能又可減排。

• 在炎夏時應把冷氣温度設於大約攝氏
25度，或同時使用耗電量較少的風扇，以
提升空氣流通量，既可節能，亦省電費。

• 勤清洗冷氣機內的隔塵網，保持機件運
作暢順，節省電費。

• 在潮濕的日子，啓動抽濕機同時亦可作
乾衣之用，收集的水，可留作澆花、洗地等
其他用途。

• 減少使用非必要又耗電量大的電器，如
洗碗機。

• 熱水爐在使用時才開啓，用後便應立即
關制，避免熱水重覆加熱，浪費電力及金
錢。

• 選擇有一級能源標籤的電器，關掉長期
在待機狀態下的装備。

• 選擇淋浴可節省水、電、煤費，同時可選
擇有節約用水標籤的花洒籠頭。 

• 定期檢查雪櫃內食物數量，把將到期食
物先吃掉，減少浪費及耗電。
日常生活中，檸檬可作環保酵素，放入雪
櫃內除臭。

• 家具破舊需要更新時，可聯絡二手市場
或回收機構，把家具回收再用。

• 紙張可作雙面使用。

• 選擇收取電子賬單。

• 集合家中膠袋送往回收店。

• 政府相關部門該加强宣傳及推廣有關資
訊。

• 政府可推出更多的稅務優惠或通過獎勵
計劃，鼓勵生產商研發環保產品，同時在
其產品說明書中詳細說明產品之使用指
引，從而達致更佳之環保效果。 

• 政府相關部門該加强宣傳及推廣有關資
訊。 

• 區議會可在各自選區，推廣生活減廢的
活動，並鼓勵及教育市民認識和多參予環
保活動。

• 在公眾地方加設環保回收箱及作有效監
管。建議政府應重新檢討現時回收箱的
成效，及制定有效的回收政策，並確保已
回收分類之物品，可重環再用，而不是送
往堆填區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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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 大埔墟港鐵站→小隧道往春暉園→
舊北區理民府(香港童軍總會新界地域總部)→
大埔墟街市及體育館 (約20分鐘)

A2 太湖花園→大埔頭→敬羅家塾→大埔舊墟天后宮→
農墟(星期日 9:00am-5:00pm)→太和火車站 (約20分鐘)

A3 大埔墟港鐵站新達廣場→ 大埔墟街市→富善街街市→
鐵路博物館→文武廟→林村河畔→梅樹坑公園→帝欣苑→
太和站 (約50分鐘)

A4 廣福邨→元洲仔公園→海濱公園→大埔中心 (約45分鐘)

B1 大埔墟港鐵站→山塘→龍成堡→晨運徑盡頭
(左轉上小山崗)→黃宜坳村→翡翠花園
→中文大學 (約2 小時) 

B2 大埔墟港鐵站新達廣場→行人隧道往山塘路
→龍成堡→晨運徑→大埔滘自然教育徑
→大埔公路 (約2 小時)

B3 大埔墟港鐵站B出口→廣福道→大王爺廟
→前政務司官邸→吐露港單車徑
→科學園(途徑小白鷺餐廳) (約2 小時)

大埔 綠色步行
路線推介

 A 短線   B 中線   C 長線

C1 海濱公園→鳳園→教育學院
→柏麗哥爾夫球練習場→三門仔
→洞梓農圃→大尾督

C2 大埔墟港鐵站→運頭塘→旁林村河分支
→樊仙宮→碗窰→張屋家→鉛礦坳

C3 太和火車站→梅樹坑公園→康樂園
→秦享村→許願樹→社山大樟樹
→梧桐寨瀑布→嘉道理農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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