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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婦女中心協會自1981年成立，一直以來致力通過充權手法，以多元化

「婦女為本」服務和倡議項目，促進婦女在個人和集體層面的改變，成就婦女的

發展和提高婦女的地位，以達致兩性平等。

本書是「大埔升級改造社區計劃」的經驗總結。承蒙可持續發展基金資

助，我們自2013年12月開始推行這為期一年半的計劃。早於2006年，因可持續

發展基金的資助，本會於大埔區推行了兩個三年計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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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埔樂‧步樂』婦

女推動社區可持續發展計劃」，多年來已累積了不少社會資本，包括與一班

身體力行推動可持續發展的婦女同行，與社區上不同的組織合作進行推廣和教育

工作。

此計劃承接以往的碩果，婦女義工在這計劃中既向設計師虛心學習如何以廢

棄布料製成寵物衣裳，亦小試牛刀自行設計升級再造的家居用品和飾物，並於社

區和商界中推廣。過程中除了是個人能力的提升外，亦為環境出一分力；其次，

在學習和實踐升級再造技術的同時，我們也不經意地由消費者變成了生產者，

從經濟角度而言也同樣增強了能力。

本書的出版讓計劃的參與者把她／他們的體會記錄下來，並整理服務經驗，讓

讀者明白當中的訊息和反省。最欣喜的莫過於見證各參加者於行為上的改變，亦

希望讀者在閱讀文章的同時，亦能體味各婦女義工，以至社區上的婦女，在

推動可持續發展上的關鍵角色。

香港婦女中心協會總幹事

廖珮珊

轉廢為寶　提倡可持續發展概念

作為推動香港環保卓越的先驅，商界環保協會有限公司	Business	Environment	

Council	Limited	致力鼓勵商界落實提升環境表現的工作，並積極建立溝通平台，讓

商界與社會大眾在環保及可持續發展的議題上交流意見。此外，BEC舉辦各項環

保教育活動，以鼓勵商界實踐環保，把環保概念植根於企業營運之中。

商界環保協會很榮幸有機會與香港婦女中心協會合作推行「大埔升級再造

社區計劃」。商界環保協會為此計劃進行協調工作，邀請設計師提供再造設

計的意念，如何利用棄置布料製作寵物衣服，隨後商界環保協會安排設計師出

席工作坊教導大埔區內婦女成為「升級再造」技術的推廣者。完成工作

坊後，商界環保協會安排「升級再造」技術推廣者到訪參與之商業機構教導

員工製作「升級再造」產品。我們盼望通過該計劃鼓勵商界支持及推動發

展「升級再造」，瞭解參與可持續發展箇中益處。

商界環保協會冀望能夠擔當橋樑角色，喚醒大眾關注可持續發展，並繼

續努力倡導及推動環保，與商界及社會齊心為可持續發展而努力。

商界環保協會行政總裁

李家慧

序 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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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承蒙可持續發展基金資助，香港婦女中心協會自2006年開始積極通過

舉辦不同類型的活動，推動居民落實可持續發展生活模式。本計劃承接
以往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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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埔樂‧步樂』婦女推動社區可持續發展計劃」，期望在已完
成計劃的基礎上，深化和擴展本會在可持續發展工作上的成效。

本計劃除了回應政府源頭減廢以及引入「升級再造」的概念外，亦會於社
區舉辦不同類型的「升級再造」工作坊及講座，以推廣可持續發展生活模式。
特別之處在於首次在可持續發展的範疇上「跨界別」與商界環保協會合作，
讓社區婦女義工走入商界，教授商界員工製作環保酵素清潔劑、環保肥皂和

布藝等「升級再造」產品。

計劃簡介
理念：源頭減廢由升級再造開始

甚麼是升級再造？
「升級再造」(Upcycling)一詞及概念最早見於上世紀90年代，由Reiner	Pilz在1994年10

月份在建築期刊《SALVO	Monthly》中提及。

我們現時的循環再造(Recycle)可以分為兩類，Downcycle和Upcycling。傳統認知的
「循環再造」，多數屬於Downcycle，即是將棄置物，例如磚塊、塑膠等，經打碎、分解再
倒模造成另一種物件，其實當中的過程亦不太環保，因為要加入很多其他物料，亦需要用
到大量燃料，造成大量碳排放；以回收玻璃為例，每熔製1噸玻璃，需使用1.2噸原材料。
不過即使Downcycle未必是最環保的方法，亦較完全棄置可取。

我們選擇「升級再造」
「升級再造」是利用固有棄置物，按其物料特質直接再設計成另一件物件，免卻

Downcycle時需要分解及再製造過程。再以玻璃為例，我們將家用的玻璃樽加上圖案以及顏
料，造成擺設，然後再栽種水種植物在樽內，這不但能使玻璃樽可即使再用，更能變化其用
途，使之成為實用以及有價值的物品。因此，「升級再造」通常包含「更新用途」和「循環
再用」兩個意思。

本計劃正是通過跨界別合作及研發，利用「升級再造」技術將家居廢物「升級」製作成
實用的家居用品，並將研發成果推廣至不同界別，達至源頭減廢、打造成可持續發展社區的
社會。

計劃背景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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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劃內容
整個計劃先由大埔出發，並協助全港各區打造成為「升級再造」社區。

I)	 研發及創造：採用家居廢棄物料(玻璃樽、舊衣物等)，製成「升級再造」

產品，當中包括布藝產品、家居擺設及寵物用品，製成產品紙樣，將產品普

及於社區生產。

II)	 婦女作為社區推動者：通過「社區媽媽工作室」，培訓婦女成為社區「升級再

造」的推動者和導師，讓婦女成為推廣「可持續發展」大使。

III)	 跨界別合作：除了於社區推動，亦會與商界合作，例如引入商界的設計師，

為商界員工提供「升級再造」工作坊等，共同推動可持續發展生活模式。

IV)	 社區參與：向社區及商界不同團體推廣「升級再造」的技術；通過社區巡迴展

覽及「升級再造」產品設計比賽，將不同社群的作品展現於社區。

V)	 經驗結集；通過網站，將工作坊及講座資訊，及「升級再造」製作過程

上載，並將資料集結成《「升級再造」書冊》及《經驗總結集》，將手工藝

及計劃經驗傳承與分享。

計劃目的
1.	 回應政府源頭減費政策，減低家居廢物棄置的情況。

2.	 建立可持續發展社區，推動社區內居民參與及實踐可持續發展的生活。

3.	 培訓婦女成為行動者，結合她們傳統的手工藝術，運用於升級再造產品
之技術上，從而達致文化承傳。

4.	 向社區內不同社群推廣「升級再造」技術，集結更多民間創意藝術，
建立共融社區。

5.	 建立跨界別合作平台，鼓勵商界推動及支持發展家居「升級再造」之創意
技術，從而改善現時生產設計的模式，並普及於社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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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項活動概況
活動概覽(截至2015年3月31日)

活動名稱 總次數 總人數/	人次 備註

社區媽媽「升級再造」培訓
工作室

15 222 5月尚有一場
工作坊，預計
人數	15人

社區媽媽聚會 18 246 尚有兩場聚會
於4月及5月舉
行，預計每場
15人

家居「升級再造」工作坊 54 1,080 5月尚有兩場
工作坊，人數
以每場平均人
數20人為計算

商界員工福利「升級再造」
工作坊

10 282

「升級再造」社區巡迴展覽 3 48,125

資源回收機構經驗分享講座 6 136

季度通訊 3 3,500

「升級再造」藝術產品手冊 1 2,000

「升級再造」藝術產品設計
比賽

1 600機構2,551人次

JCCAC手作集藝墟 1 4,000

經驗總結集 1 5,000

計劃成效

經濟
1	 增強經濟效益：與不同界別合作，將家居
廢物加入創意及傳統手工藝的改造後，
能夠重新成為有價值之物品

2	 研究新式家庭工業生產模式：透過與設計
師合作，提升「升級再造」家庭產品之
技術，藉此探索發展可持續發展之家庭
工業生產模式

社會
1	 共同研發：研發將家居廢物再造，從而推動社區居
民參與及實踐可持續發展的生活

2	 工作坊及巡迴展覽：透過工作坊及展覽推廣「升級
再造」技術，並從中集結民間創意藝術

3	 建立跨界別合作平台：推動區內人士、婦女、商界
及不同設計師合作，共同研發各種家居「升級再
造」之產品，並一齊推動可持續發展生活

環境
1	 減低家居廢物棄置：比將家居廢物變為原材
料(Recycle)或送往焚化爐，更能做到減少
碳排放之目的

2	 可持續生活模式：透過各類「升級再造」工
作坊，將可持續發展的生活概念帶人
社區，讓居民反思現時生活的消費模式，
從而改善她/他們的生活習慣及行為，去實
踐可持續發展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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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加者一覽
參加「家居『升級再造』工作坊」的學校、社福機構、團體 (按筆劃序)

團體名稱 地區

ERB服務中心(九龍西) 長沙灣

大埔浸信會幼稚園(運頭塘邨) 大埔

北大埔綜合家庭服務中心 太和

生活書院 北角

明愛天水圍綜合家庭服務中心 天水圍

明愛粉嶺中心 粉嶺

明愛荃灣綜合家庭服務中心(東荃灣) 荃灣

林村公立黃福鑾紀念學校 大埔

林村公立黃福鑾紀念學校 大埔

社區組織協會社區新世界 深水埗

保良局就業服務中心(慈雲山) 黃大仙

保良局綜合家庭服務中心院舍	 銅鑼灣

保良局鳳德社區中心 鑽石山

信義會太和中心 大埔

南大埔家庭綜合服務中心 大埔

宣道會北角堂家庭服務中心 炮台山

宣道會恩樂堂愛心糧倉 北角

香港青少年服務處賽馬會大埔青少年
綜合服務中心

大埔

香港復康會牽手勵進會 藍田

粉嶺綜合家庭服務中心 粉嶺

救世軍南泰長者中心 九龍塘

勞聯智康協會 深水埗

博愛醫院 屯門

新生精神康復會 石硤尾

義務工作發展局 葵青

聖公會莫壽增會督中學 大埔

聖公會聖匠堂社區中心 紅磡

瑪嘉烈醫院癌症病人資源中心 荔枝角

綠嶺行動 全港

鳳溪長者鄰舍中心 上水

樂活一站 觀塘

禮賢會恩慈學校 黃大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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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加商界員工「升級再造」福利工作坊的商業機構

公司名稱 地區

希慎集團 銅鑼灣

香港國際貨櫃碼頭有限公司(HIT) 葵涌

啟勝管理服務有限公司 上水

畢馬威會計師事務所(KPMG) 中環

晶苑集團 觀塘

逸東酒店 尖沙咀

澳洲國民銀行(	National	Australia	Bank) 銅鑼灣

鷹君中心 灣仔

計劃持份者感言
社區媽媽的研發(R&D)
社區媽媽是一群婦女義工，是整個計劃的核心，她們在計劃中研發如何利用家居廢物製

作不同「升級」產品，盡顯生活智慧。

黃奕好  襪頭保護套
「由於平日工作時需要保護

手腕上的玉鐲，因此需要一對保
護套。有一天我換毛巾的時候就
想，毛巾有一些地方可以再用，
就用來製作第一隻手袖。這不但
環保而且亦很實用。」

蔡群娣  手拉車套
「有一次拉著載滿食物、衣物和報

紙等的手拉車去街，途中忽然下起大
雨，抵達目的地時，看見手拉車內的衣
物和報紙都被沾濕了，使我非常氣結。

心想如果它穿上雨衣多好呢！就構
思替手拉車做一件雨衣(套)。後來，想
起被大風吹翻的雨傘、傘骨折斷便不能
再用，但傘布還很新，所以便把傘布
拆下來改造成手拉車套，製作雖然很簡
單，卻有意想不到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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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工作坊參加者
「升級再造」布藝工作坊參加者陳國珠

「一件自己特別喜愛的T恤，一旦被小貓抓破抽出

了線紗，不能再穿著但又捨不得棄置之時，怎辦？幸好

我參加了香港婦女中心協會舉辦的『升級再造』襟花創

作班。利用T裇上原有的深淺顏色、波浪形的袖口及衫

腳，胸前的閃爍膠粒等。在導師的啟導下，完成了一個

由98%原材料製作而成的襟花。這件作品亦甚得家人及

朋友讚賞呢！」

范潤珠  我是一把有用的傘–防水
防曬帽
「我常覺得每天都有很多物品在自己

手中丟棄，實在可惜。好像雨傘斷骨，是
經常發生的事。為了減少浪費，我便回收
傘骨，並將傘布改成防水、防曬、防熱的
帽。女人愛美又怕曬黑，最管用。」

陳惠儀  升級再造衫
「衣服漸不合身，但不想丟掉，

所以自己動手，加了花邊，令衣服的
尺碼擴大，便可以穿得下。衣服本身
顏色好，質料也好，又有少少款式，
自己又喜歡，更不捨得棄掉，現在
用了這個方法又有一件『新』衣服可
穿。」

蔡玉嬋  凍飲毛巾袋
「主婦於購物時，總有以下的小問題：冷凍飲

品會把購物袋弄濕；以玻璃盛載的產品要格外留
神，以免碰撞。因此，我便把用舊了的、厚身的毛
巾或棉衣，按需要剪裁袋身及袋底縫合。當盛載
冷凍飲品時，便能把水份吸走，同時也有小小保冷
作用；而盛載玻璃瓶時則多了一層保護。毛巾袋既
可時晾乾，又可清洗，認真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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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界員工「升級再造」福利工作坊參與機構
香港國際貨櫃碼頭有限公司(HIT) 

一直以來，HIT都有在員工層面推廣環保及可持續發展的訊息，亦曾與香港婦女中心協
會合作舉辦過兩次可持續發展工作坊，同事們的反應都非常熱烈，亦非常享受，每次完成
後，同事們都會即時詢問何時會再有下一次工作坊。

我們相信香港婦女中心協會的升級再造工作坊對於同事層面推廣環保及可持續發展有非
常正面和積極作用。

晶苑集團  

晶苑集團一直以來都支持推動可持續發展，不論在行業、產品研究以及員工層面都全力
推動。當我們知道香港婦女中心協會舉辦可持續發展工作坊後，便希望透過她們提供的工作
坊，讓員工不單單在工作環境，還能在日常生活中落實可持續發展。

根據我們的經驗，我們的職員參加了可持續工作坊後，除了玩得好開心，更重要是工作
坊內容實用性非常強，不少職員都會使用工作坊內製作的製成品，而且，亦會於日常生活中
再自行製作工作坊所學的環保產品，更願意與其他同事分享製作方法，在社交網絡如Face-
book分享個人經驗。香港婦女中心協會的工作坊不單單對參加者有正面影響，也對參加者的
同事和朋友落實可持續發展有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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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環保而有的新鮮感
當初由商界環保協會介紹，與香港婦女中心協會一班熱心推動可持續發展的義工

「社區媽媽」合作，用舊衣物或布料設計成一系列的狗仔衫，感到很新鮮、開心，亦有一種
滿足感。

因設計而有的滿足感
一般人認為衣服穿舊了，不合身，或有污漬，就會覺得無價值，很可能就會丟棄。而今

次的設計，就是針對將一般人認為「無價值」的東西——舊衣服、舊布，變為另一種有價值
的東西，令我覺得我的設計有一層更新的意義。

再者，能夠將人視為無價值的東西，透過設計，變得有價值，有另一種滿足的感覺。

商界設計師
( Halo Workshop Rachel)

因合作而有的發現
以往的設計工作，很少與非牟利團體合作，今次的合作，讓我感受到有一班很熱心推動

環保、推動可持續發展的朋友，她們每一位都很有「Heart	」。

其中一次，我應邀到香港婦女中心協會所舉辦的「2014升級再造藝術產品設計比賽」擔
任評判，我見到很多很優秀、很有創意的作品。當中，有一位參加者，很用心，將舊雜誌剪
裁，製作成一個精美的巴黎鐵塔擺設；又有另一位參加者，用膠樽及廣告傳單，製作成為環
保香薰燈。

廢物設計，將之改變成為有價值的產品，不單單可用舊布、舊衣服，還可以運用可想像
得到的廢物。

因合作而有的改變
因著這個設計項目，我在生活上都有一些轉變，例如我現在會於家中存放很多舊衣服或

者舊布，使我可以再將它們變成有價值的東西；我又會將很多可能捐到慈善團體都不會要的
舊衣服剪裁，而且更不會把一些大的舊床單掉棄，同樣地我會把它們剪裁，再想想如何製作
成有價值的物品。

另一個改變就是會到不同的慈善機構，教授環保工作坊，如果對方能夠自行準備提供
環保或者是廢棄物品，我亦會減收費用，希望能為環保多出一分力。

18 19



非牟利團體
生活書院  

生活書院一直以「為現在及未來建構新的生活概念，創造善良、永續的環境。」

為己任，積極推動可持續發展。得悉香港婦女中心協會獲可持續發展基金資助，推動一系列

「升級再造」工作坊，讓我們有機會合作，共同推廣可持續發展。

我們知道香港婦女中心協會一直有組織婦女，並培訓她們可持續發展的知識以及「升級

再造」的技術。這正正是我們合作的一大契機，因為我們很多時有一些「升級再造」的技術

或意念，但因為人手限制往往未能作大量的推廣。而香港婦女中心協會有一班極有熱誠推動

可持續發展的婦女，正可讓我們的研究成果能夠落實並推動到社區及不同界別。我們的設計

師教授「升級再造」技術，婦女學習後可於社區推動。這樣的合作模式相得益彰，我們專注

研發，婦女專注推廣，令推動「升級再造」的技術更為有效。與此同時我們亦合作舉辦培訓

工作室，並由婦女教授社區人士相關工作坊，當中的反應和效果都非常正面。

我們期待在往後日子可以繼續合作，一起推動可持續發展。

綠嶺行動   Patrick
我們很感謝香港婦女中心協會在家居「升級再造」工作坊的介紹、她們的義工

小組——社區媽媽非常專業，講解亦非常清晰。

綠嶺行動一直以來都積極推動環保以及可持續發展，我們很多的推動工作都是來自

義工。當天參與工作坊的義工都是積極推動環保的一份子，義工們都覺得香港婦女中心協會

的升級再造工作坊，既可以學到新知識、又能幫助環境。我覺得用這種方法去改善環境十分

有趣，感覺亦很新鮮。對於積極推動環保的義工有這樣的評價，十分正面。

看見義工投入參與，能開心學習，希望我們再有機會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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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效總結

我們從下面三個層面總結本計劃之經驗及成效

1 婦女成為可持續發展推動者之改變

受社會性別角色期望影響，婦女往往被定型為「家庭照顧者」，掌管家居物品的
去留。計劃鼓勵她們運用生活智慧，轉化家居廢物為有用東西，大大達致減廢效果。

計劃透過組織婦女，學習有關可持續發展的知識，並藉培訓工作室學習新的技能，
而學成之後則到訪不同團體教授可持續發展理念以及「升級再造」技術。

除了教授工作坊外，社區媽媽亦會在每月的聚會中討論並研發如何將現有的
家居廢品「升級再造」成為實用的家品。在這短短的一年半時間內，社區媽媽已成功透
過其生活智慧研發出超過12款不同的家居產品。她們亦從學習如何落實可持續生
活模式者，轉化成為推動可持續發展生活模式的大使。截至計劃完結前，社區媽媽仍
不斷研發，務求能將更多一直被視為「廢物」的東西「升級再造」成為實用的家品，
達致源頭減廢。

婦女在計劃中的角色，除了學習可持續發展知識、推廣「升級再造」技術和理念，
以及研發家居產品外，還會以自身角度去討論政府不同的環境政策，例如《實施都市
固體廢物按量收費》意見、擴建堆填區、如何於社區處理廚餘問題等。其中《實施都市
固體廢物按量收費》意見書更直接提交到相關政府部門，以表達婦女在當中的考慮。

2014「升級再造」藝術產品設計比賽得獎結果

最具藝術創意大獎

最佳運用廢料大獎

第一名
作品名稱：雜誌巴黎鐵塔
參賽者姓名：余浩忠

第一名
作品名稱：百家被
參賽者姓名：胡麗明

第三名
作品名稱：迷思的女孩
參賽者姓名：姚雋笙

第三名
作品名稱：鍵盤萬年曆及

墨水記事版
參賽者姓名：楊舒雅

第二名
作品名稱：紙藝環保香薰燈
參賽者姓名：周佩霞

第二名
作品名稱：手織袋
參賽者姓名：曾劍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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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界別參與者的改變2 3 跨界別合作平台的建立及發展
透過是次計劃，我們建立了長遠的合作平台，即使計劃完結，計劃的理念仍然可以

持續實踐。

商界層面協作

透過舉辦商界升級再造工作坊，讓商界員工有機會接觸和認識「升級再造」技術以
及從實踐中落實可持續發展的生活模式。參與可持續發展工作坊後，絕大部份商業機構
已落實或表示會再邀請香港婦女中心協會舉辦可持續發展工作坊，當中包括但不限於：
啟勝管理服務有限公司、晶苑集團、希慎集團、香港國際貨櫃碼頭有限公司(HIT)、澳洲
國民銀行(	National	Australia	Bank)、鷹君中心、畢馬威會計師事務所(KPMG)等。

因為計劃的緣故，我們更成功吸引跨國公司Sealed	 Air商討合作進行大型的減廢
計劃。

商界設計師

不單單是計劃參加者，連執行者也有著改變。為計劃設計狗仔衫的設計師，過往都
少有考慮「環保角度」，但現在亦會在設計中加入「可持續發展」的角度，並會身體力
行地推動「可持續發展」。主動減少收費，教授可持續發展的工作坊，藉以推動環保。

工作坊者參與

根據問卷調查，超過90%的參加者認為工作坊有助他們加深認識可持續發展的
理念，而超過80%會試行將工作坊學到的升級再造技術應用於日常生活。

機構及團體

除了於不同的機構及團體舉行工作坊外，我們亦與生活書院建立了合作伙伴的
關係。在未來，生活書院負責聯絡「升級再造」的環保設計師教授婦女義工，而婦女義
工則協助推廣可持續發展以及「升級再造」技術。	

學校層面協作

因為舉辦工作坊，我們成功建立龐大的跨界別網絡一起推動可持續發展，而不少學
校則透過閱讀《季度通訊》建立協作關係。例如位於北區的宣道會陳朱素華紀念中學主
動致電索取我們的第二期《季度通訊》並自行印製，於開放日派發予區內人士；另外，
位於大埔區的聖公會莫壽增會督中學則邀請我們到該校講解「升級再造」的理念以及如
何於學生層面落實「升級再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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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計劃內研發的產品
整個計劃，我們著重透過婦女的生活智慧，以及跨界別合作研究，利用「升級再造」的

概念將家居廢物「升級再造」成為實用的家品或具藝術性的擺設。以下就是我們在短短
18個月內透過學習、更新、以及創造的研發成果。

-	揹袋

-	拼布產品

-	手機袋

-	環保清潔夜

-	利是封作品

-	皮革散紙包

-	廚餘扎染

-	坐墊

-	環保肥皂

-	狗仔衫

-	布碎鈎針產品

-	布藝產品

-	手機套

-	胸飾

-	頸飾

承接本會多年來推行「社區可持續發展工作」的經驗，於本計劃，我們將繼續強化婦女
義工的參與和實踐；同時，我們亦非常重視社會、環境及經濟這三大範疇的平衡發展。我們
會繼續採用一個以促進公民參與為本的策略，我們相信只有得到社會內的持分者充分參與、
認同和推動，社區可持續發展的理念才可以落地生根。

在推行是次計劃的過程中，我們極強調不同階層的參與，層面之廣包括社區內的福利
機構、居民組織、中小學、地區教會，以及通過與商界環保協會合作而接觸到的中小企業。
隨著推廣層面之擴闊，的確能有效喚起不同階層的社會持份者對可持續生活模式的
關注。在計劃的後期，我們更成功與Sealed	 Air合作，把本港酒店丟棄的肥皂透過該公司研發的
再造方法重新再造，更把是次計劃中的布藝升級再造技術用於酒店丟棄的地氈及床單上，
製作實用的家居用品，如清潔抹布、吸水地氈、窗簾布及抹手布等。

建議及前瞻

2014「升級再造」家居廢物產品設計比賽參加者感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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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
回收講座

社區
巡迴展覽

就本港為例，每所250個房間的酒店，假設入住率為70%，每塊肥皂約50g，每間房有兩
塊肥皂，每5個旅客有1人拿走肥皂，每季棄置的肥皂已多達1噸，但那些肥皂其實仍未被住
客用完。我們的計劃，正正把這些原本被丟棄的廢物「升級再造」為家居用品，並廣泛
於社區中派發，一方面協助基層家庭，一方面於社區持續推動「可持續生活模式」，更重
要的是為香港減廢作出承擔，達多重意義之效。

未來，我們期望繼續與Sealed Air合作，以婦女勞動力配合，承傳本計劃所研發之技術及
概念，繼續「升級再造」。

相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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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媽媽
聚會 家居

「升級再造」
工作坊

30 31



社區媽媽
培訓工作室

商界員工
福利工作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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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婦女中心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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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部份為基層婦女。

我們開創了多項「全港第一」包括：
-	 開設全港首間「多元化婦女服務中心」；
-	 設立全港首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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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
-	 協助婦女註冊全港首個「職工合作社」。

服務成就：
-	 每年服務超過93,000人次；
-	每年超過4,700名婦女受惠於「婦女求助熱線」、「免費律師面見諮詢服務」及輔導
服務；
-	 每年有超過12,000人次報讀不同類型的教育課程；
-	 每年有超過600名婦女報讀本會開辦的再培訓課程，超過80%畢業學員通過就業配對服務
成功就業；及
-	 有超過700位義工，每年服務超過16,000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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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欲查詢更多香港婦女中心協會資料，請瀏覽www.womencentre.org.hk。

機構簡介

商界環保協會
商界環保協會有限公司	 Business	 Environment	 Council	 Limited是由香港商界成立的獨

立慈善會員機構。自1992年成立以來，本會一直是推動香港環保卓越的先驅，宣揚潔淨技
術及措施，從而減少廢物、保護資源、防止污染，強化環保及社會企業責任。透過諮詢、研
究、評估、培訓及獎項計劃等，本會提供全面可持續發展的專業顧問及技術支援，以提升香
港的環保效益及邁向低碳經濟。如欲查詢更多商界環保協會資料，請瀏覽商界環保協會網頁
www.bec.org.hk及Facebook專頁www.facebook.com/bec.hongk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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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媽媽名單
參與推動可持續發展的社區媽媽名單包括：
王楚芳	 余新麗	 李矗徽						阮惠儀					胡慧儀					范潤珠					韋玉珍					候麗嬌		
孫美紅	 張秀穎	 張綺珊	 張潔儀					張燕兒					陳惠儀					陳穎思					黃奕好
黃寶麗	 葉玉蘭	 蔡玉嬋	 蔡群娣

附錄

社區媽媽對《實施都市固體廢物按量收費》意見
香港婦女中心協會太和中心自2006年獲可持續發展基金資助，於大埔區推行可持續發展計劃，通過

於社區內招募和組織婦女成立「社區媽媽工作室」。自成立以來，參與的「社區媽媽」一直努力學習，
通過不斷試驗和討論，並身體力行，於不同社區和群體積極推廣，實踐可持續發展的生活模式的各種
方法。就可持續發展委員會現正進行的都市固體廢物收費社會參與過程《減廢—收費‧點計？》諮詢
文件，「社區媽媽」有以下回應及建議：	

1. 雙管齊下效果更顯著	

社區媽媽對任何有利於推動「可持續發展生活模式」的政策都表示支持，包括實施都市固體廢物
按量收費。政府於2009年實施膠袋徵費計劃，首年膠袋用量大幅減少，而超級市場的膠袋用量更減少
近九成，根據以往經驗，垃圾按量收費應有效減低市民製造垃圾。除了實施垃圾徵費，我們認為政府
更應該增加資源，教育市民「避免生產廢物」，效果定能相得益彰。

2. 增加廚餘回收設施 
社區媽媽自成立至今，肩負起「於社區推廣分類回收」的環保工作。但在推行時往往發現，社區

內的回收設施嚴重不足，以玻璃回收及廚餘回收情況尤其嚴重。我們建議在實施「都市固體廢物按量
收費」計劃的同時，政府必須要增加回收設施，以免在政策實施後出現「錢已經收了，但固體廢物
沒有減少的情況」。

3. 加強社區回收，並非補貼私人財團 
如政府推行都市固體廢物按量收費，市民為了盡量減少棄置固體廢物的費用，會進行垃圾分類，

回收業自然得益。現時社區上有不少慈善團體或社區組織已推行回收，這包括沒有利益可圖的玻璃或
塑膠業。政府應首選增撥資源予慈善團體或社區組織所經營的回收項目，多於補貼私人財團。前者著
重於推動環保，紮根於社區，而且有豐富的地區經驗及人際網絡；後者著重於利潤，故政府在補貼回
收項目時，應先考慮前者。

香港婦女中心協會「社區媽媽」義工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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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3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