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跟街坊談綠色，
偶爾會聽到他們說：「環保？好難！」

看著她們手上的盆栽，又或環保袋，
不禁問：「環保真的這麼艱難？你們不正就在生活中實踐？

還是大家把『環保』看得太沉重？或是欠缺了交流訊息的平台？」
有見及此，

我們決定透過正刊《綠色號外》跟大家交流嚴肅的綠色議題、綠色生館的工作，
透過副刊《樂慢誌》跟大家分享綠色的優游生活。

在翻開這份由大豆油墨、森林管理委員會 (FSC) 認證紙張製作的刊物，
感受綠色的包羅萬有、綠色的無處不在的同時，
你會發現，

綠色號外
G Mega-seeds

Vol.1

贊助： 製作：

免責聲明：「在此刊物上／任何的項目活動內表達的任何意見、研究成果；結論或建議，
並不一定反映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環境及自然保育基金委員會及環境運動委員會的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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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推介 我們的

綠色，正是生活。 Pumpkin



十多年前，綠色生活常被認為是中產與有文化人士才可擁有或追求的生活，

對基層街坊是遙不可及的奢侈品。憶記兒時的生活，更沒有所謂的綠色；而生活

對於身邊人，總是常為開門七件事       柴、米、油、鹽、醬、醋、茶而奔波勞碌，

為的是滿足生命的基本需要。如果七缺其一，生命亦未能全面得到滋養與加力。

從前為了這七件事，佔去人們相當的生活時間；生活像是平淡，但人情味是濃厚

及容易感到滿足與快樂。

 

開門七件事變成垂手可得

隨著社會進步，開門七件事變成垂手可得，在生活上所佔的時間已大不如

前。

柴已被石油氣、天然氣和煤氣等所取代，不用勞動上山斬柴，坐在家中便輕

易取得。米、油、鹽、醬、醋仍是中國飲食文化的主要組成部分，但為了滿足消

費者的慾望及賺取更高利潤，商人創作高科技快速生產，食物的成份不單不能全

面尋回它的屬性，同時也影響我們的生活方式與選擇；比如我們寧願選擇食藥護

肝，而不選擇按自然生理功能，晚上早些休息，讓身體自然排毒護肝；連很多醫

師也提醒大眾小心食出個病來。至於中國茶，則成為獨當一面的茶藝文化而聞名

於世，甚或成為投資的新寵兒。

科技進步 無力感反增

只是，隨著而來是食物安全及世界能源

耗竭的問題，令開門七件事帶出了隱憂。另

一方面，隨著科技進步和社會發展，很多身

邊人也不需要為基本生活而擔憂，但社會怨

氣、人民的愁煩與無力感沒減反增。

我們怎樣能維護我們的基本生活需要，

又能讓心靈愉悅？生產者怎麼能安全與足夠

的持續供應，而不是純粹刺激經濟，或推高

消費？

重拾綠色生活及生命的本質、愛護我們的土地，相信是每個人都可參與的公

民運動，能為大家帶出光明的前景。 

綠色生活的愚見　
 撰文、美術：吳柱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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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不斷發展」遇見「永續文化」

　　泡沫經濟爆破，雖帶來危機與沖擊，同時也帶來

對發展應否設限的反思，重尋新的替代方法。

      年多前遇到永續栽培的設計概念，相信以其理念

與設計原則輔助思考，融合社區生態設計，順應自然

環境，效法澳洲永續先鋒大衛 ‧ 洪葛蘭以低衝擊的

方式栽種食物、順應自然、建造居所並惜物愛物，非

汰舊買新，讓社區達到自給自足，能滿足個人的「需

要」，而不是無止境追求「想要」的東西，建立可持

續發展的系統，重尋愛人、惜物、樂見互助分享的文

化。

永續文化有助優化綠色生活

綠色生活不單是環保與樸素的生活，也不是歸隱農居，倒退到過去的生活，

而是透過傳統到現在的智慧，進行反思，去蕪存菁，借助永續向大自然學習的理

念與設計，認識生活圈內的本土資源與各系統發展，讓各系統彼此獨立、平等運

作、互信互賴，合作互補，建立互惠關係，各自能發揮所長及得到所需。

這不單以人為本，重新找回生活價值；同時以天地為本，愛護環境與土壤，

讓它悠然自生，創造有情與持續可發展的社區。

出版：仁愛堂社區教育及環保教育生活館 ( 綠色生活館 )

督印：Connie  

編輯：Pumpkin

記者：Navis、Gilbert

攝影：Pumpkin、Patrick、Gilbert、志恆

插圖：Navis

創作：Patrick、Gilbert

貼紙：Fun、Clarion、山根、瑞蘭、Lisa、Fong Fong

編輯部
電話：2450 88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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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址：www.green.yot.org.hk
印刷：2,500 份 
出版：2015 年 4 月







有關香港農業，
屯門人說的其實是⋯⋯

 「新農業政策」的重點在設立農業園、進行商業生產、應用先進科技、建立休閒
農場等；在早前進行的公眾諮詢，各界都有熱烈反應。農業政策與香港未來的土地規
劃和食物安全息息相關，我們特地走訪屯門社區人士，包括農業組織成員、農夫、老師、
街坊等，想聽聽大家的聲音；在整個過程中，驚覺大家即使未有就諮詢文件作出任何
回應，但對本地農業是存有各式各樣的寄望和憧憬。當中，有多少會是大家的心聲？

訂立整全的食物政策

屯門嶺南大學碩士生陳述是元朗區居民，亦是鄉土學社成員，閒時在上水進行有

機耕種；他相信農業與每一個人有關，經常在報章和電子網絡平台發表有關農業的文

章。就香港的農業發展，他認為政府和市民可以做的，多的是。

他由新農業政策諮詢文件說起，「內容完全沒有提及食物安全！現在全球都不會

只講農業，是講整全的食物政策，會關心食物品質、教育和所產生的廢物。試想想，毒

菜事件多多，大家憑甚麼以為大陸會供應好菜給香港？」要種出好菜，諮詢文件又犯

錯誤，「政府其中一個重要建議是成立農業發展基金，是以配對形式運作（即農夫出

一元、政府出一元），這種模式只有大財團才可以入場，小農戶只會淪為打工仔。此外，

香港是華南地區，適合小農經濟，這才能為更多農民提供就業機會。」

      此外，文件亦沒有處理現存的城鄉土地規劃問題，「它沒有檢視農用土地規劃的定

義、沒有執行保護農地政策，任由其他用途霸佔農地，可能令農地遭受破壞，難以恢復。

此外，現在三千多公頃農地被閒置，為何不徵收土地閒置稅？」

       有關在發展目標的含糊其辭，亦是教人費解，陳述反問，「沒有自給率的目標，又

怎樣規劃土地用途作發展？」政府沒意見，他就借鑑過去經驗推算，「在八十年代初期，

香港的蔬菜自給率約三成，但現在只有 1.8% ！如果善用現在的四千多公頃農地，香港

的蔬菜自給率回復到三成是可行的，當中還未計算農法、產銷方法、減沙損耗各方面

的改良。」

      如果市民多行一步，效果就更理想，比如利用屋苑、天台，又或家居空間種植，「只

要在一個舊袋或盆放下發芽薯仔，每家一季最少有一斤薯仔收成。如果每個家庭都實

踐，每季就有一百萬斤薯仔出產。」

      假若未能耕種，市民可以支持本地有機菜，以平衡政府處理蔬菜供應的偏差，「政

府慣性收大陸菜，『彈』走本地有機菜，才迫令本地有機菜農到農墟擺賣，無形增加

了成本。」他建議，遇上好的有機菜農，可以在自己社交圈推廣，並形成網絡或小社區，

合力支持農業發展。

陳述：「農業係自力艱辛！
每日都披星戴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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攝影：志恆、Pumpkin        美術：Gilbert



糧食自給率 需要正視

      屯門居民妹頭認為，「根據漁護署數據顯示，本港現時約有 4,523 公頃農地，當中

只有 729 公頃屬於常耕農地。為免本港農業進一步萎縮，諮詢文件其中一項建議是引

用《收回土地條例》，收回 70 至 80 公頃荒廢或常耕農地，並改建成為農業園，再按

市價出租五年給農民耕作，當農民達到一定指標後，才可續租。同時，政府會興建園

內配套，如道路、排水排污等設施，推動本地農業現代化，預料此措施能提升本港蔬

菜產量 25%。在世界各地及內地，『糧食自給率』已是一個極普遍採用的指標去穩定

糧食的供應及回應進口食物安全的問題；根據長春社 2013 年的數字，上海把糧食自

給率定在 55%、武漢是 68%、北京則是 30%。香港以 2013 年計算，種菜農地有 298 公

頃，蔬菜自給率只有 2.0%，與內地指標相差甚遠，香港本土糧食自給率實在需要正視。

作為香港的市民，期望能吃到本土生產的有機蔬果，食得健康，又放心。」

      就諮詢文件建議成立「農業持續發展基金」，鼓勵以自負盈虧方式成立農業研究

中心，為農業科研提供經費；妹頭認為，「按我認識的有機農夫反映，有部分農地持

有人，因年齡大、體力難以應付恆常的農務工作，出租土地回報不多，在不願跟進的

情況下，寧願放棄農務，荒廢農地。另一方面，有經濟學家認為，政府動用數十億元

支援經濟利益不大的農業，並不符合本港的經濟效益；但糧食問題是全民基本需要之

重要事項，政府有責任主導作出研究與協助農業發展，不能僅靠農業園的基建或高科

技，而是要重新規劃土地發展、人才的培訓、鼓勵農地復耕、有機農夫的支援等；要

整體讓本土農業復甦與可持續發展。」

人人食有機菜　才有意思

        高山名菜有機蔬果農場的來哥家裏自少務農，認為在香港務農既辛苦，又要面對

銷售渠道不足的困難，無法養妻活兒，所以過去都是從事不同行業；直至退休，不想

家裏農地荒廢，才與太太以消閒心態耕種，一起打理三萬多呎的農場。來哥日常的工

作是務農、擺賣、送菜給訂戶，平均月入七、八千元；他不想種太多菜，以免有銷售

壓力。他認為：「政府根本幫不上太大忙，因為現在有機菜價太低。」

來哥提醒，「進口蔬菜過關時不超標，
不代表日日食無事。」

妹頭曾學習永續栽培，
十分支持本地農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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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獨對農業欠資助

瑞卿：「病從口入；
食得好，能醫百病。」

種瓜種花　改善城市氛圍

      退休老師 Wendy 認為農業有助環保和城市設計；她用新加坡做例子，「新加坡整個

街頭、超市，都有種植。」種植不同蔬菜能造就不同的城市氣息，十分有趣，「種瓜菜

跟種花相似，都會釋出氧氣，都有不同顏色，那又豈止『綠色』？透過農業種植的安排，

可以改善城市設計，特別適合香港。」

Wendy 認為土地和農業政策，
與目光視野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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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學老師瑞卿是乳癌病患者，因為沒有標靶藥可試，她只可靠自己；她的病情五年

未曾復發，她相信「靈丹妙藥」是有機菜和有機肉。只是，有機食物價錢不低，她說，「要

食得安全，是好奢侈；比如有機菜是 48 元一斤、大磨菇要 18 元一隻，有機雞就更不用說，

所以自己會猶疑，不會餐餐有機。」沒有有機菜的日子，特別是外出用餐或參加平價旅

行團外遊的日子，未能肯定食物質素，她尤其擔心，坦言是冒著性命危險進食，所以不

會多吃。

      不過，瑞卿沒有就有機菜價埋怨菜農，反而為他們叫屈，「政府根本不支持農業，不

是沒有耕地，就是規劃失當；南生圍和元朗等地的農田被高樓所困，常因水浸而蒙受損

失便是一例。加上，有機農田因不施用化肥令生長期比常規菜長三分一，農夫相對收入

自然少；如非本身有土地，又或很有熱誠的人，根本無以維生，很難支持下去。」

      身為本地醫療體系受益者的瑞卿，對政府的本末倒置感到費解，「正所謂病從口入，

政府可以大量資助本地的醫療，讓我只需付 60 元做一次物理治療，為甚麼不支持健康源

頭的有機耕種？」她亦列舉了政府資助學童買書，對老人中心象徵性收取租金等例子，

證明政策的偏差，有需要改善。

      要農業有發展，他認為有兩個方法，是政府應該加強銷售渠道，推廣有機菜；第二是

市民收入提高，才有能力購買有機菜，否則，「今日食一斤有機菜，其他日子食常規菜，

又有甚麼意思？」他又不是一面倒把責任推給政府；為了推廣有機菜，他不介意訂價低

一點、收入少一點，「要餐餐有機，人人食得起，才有意思；一個人食，無意思。」



農畜系統　價值更大

      太極教師 Lisa 小時的鄰居有耕種，成長後曾在不同國家居住，令她體會到，做好農

業，可以由不同方面入手。在家居種植方面，她以馬來西亞的舊居為例，「那時屋前有

少少農地，只要掉下果核，毋須太多經驗、毋須施肥，再加些童子尿，就可以種出木瓜、

蕃茄等，好玩，還可以把收成入廚。」她認為做到一個農畜系統，價值更大，「少年時

曾到長輩位於掃管笏的家，他雖然只有丁點農地，但既可耕作，而葉草可以做豬餿養活

豬隻，有些特別樹葉可以用作止血。小小一片地，實用功能不少。」

        除卻實用功能，好玩是一個重要元素；Lisa 認同諮詢文件的提議，把農業結合休閒，

「好像屯門大興農墟有教做果醬、粉嶺馬寶寶可以學做麵包。」到農墟的另一好處是菜

蔬新鮮，只是香港的農墟奇少，她提議在各區增設墟市，「每天清早都有婆婆把親手種

植的香料、臭草等拿到新墟小巴站一帶擺賣；但每到早上九時，她們就會被食環署職員

驅趕，十分慘情。既然市民有需要，政府何不在各區設立小型墟市，每週一至二次，每

次由不同農夫輪流擺賣，那就讓農夫有收入，又不影響區內販商生意。」

Lisa 希望政府資助市民參   

    加休閒農莊的工作坊。

接觸自然＝接觸藝術

      主婦詩敏熱愛中樂，相信耕種有助怡情養性，「接觸大自然和接觸藝術一樣，會提

升靈性；此外，精神緊張的人看著植物生長，可以改善精神，就好像園藝治療，有助都

市人減壓。」所以，詩敏很想學習有機種植，種植香草或食用作物。

      礙於家居鄰近工廠大廈，塵土紛飛，詩敏認為假日到農莊種植較佳，「我不喜歡人

工化的地方；希望農莊附近有保育地帶、有石、有海或紅樹林，合組成一個保育區，讓

我在耕作時，欣賞大自然。」

詩敏建議農莊設在交通便利
的南生圍或石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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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到香港，Wendy 不禁嘆氣，「香港是好窒息，全是高樓大廈，令人情緒和心理都

感受壓迫！抬頭望天，是一小片的方方正正，如井底之蛙觀天，這也難怪香港人何以心

胸狹窄，崇尚物質，為了追逐豪宅而拚命搵錢，不惜為工作叩頭，忘卻心靈空間也需要

滋養……看不到海闊天空，那又如何有胸襟？何來創意？」

      說到這困局，Wendy 認為傳媒和政府都難辭其咎，「傳媒過份吹捧豪宅；而政府又

未能為市民提供基本住屋權利，加上土地利用不當，比如粉嶺大片土地只是有錢人的高

爾夫球場……」。解決困局的方法，再簡單不過，是發展農業與土地政策不可分割。



改變土地用途　破壞環境

秋燕認為在城市空置地進行耕種，

比到偏遠農田實際。

推動家居種植　成為風氣

        作為素食廚師，駿彥對食物安全尤其擔心，「香港食物最大問題是大陸菜質素欠保

證，以及優質蔬菜的供應量不足！自己身為一個素食者，每吃一口都如在刀口下，現在

是倚靠維他命補充身體所需。」要解決食物安全這個問題，她認為要由家入手，「在家

居的露台加個小架，種植小盆的時令菜蔬，就可以令人食得健康安心兼增加食物供應。」

      種植不難，難在香港沒有家居種植風氣，駿彥認為庫房水浸的政府應作推動，「舉

行家居種植工作坊，尤其需要教授處理蟲蟻技巧。只要做得好，種植風氣便會一傳十，

十傳百擴散開去。」   

      駿彥認同諮詢文件所提出有關設立「農業品牌」的建議，「香港的出品出名安全，

如我們能成功建立優質蔬菜品牌，不但我們食得放心，更可以出口到外地，賺取收入。」

駿彥：「高質量食物給人富足感，
吃少少已感到足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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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大地理及資源管理系學生鄧秋燕不是屯門人，但她因為畢業功課走訪了不同農

墟，已訪問了 80 人，其中一個採訪地點正是屯門農墟。越問，她生起越多疑問。

      以農墟為例，很多人以為是農夫與市民直接建立關係的地方，會有不少交流，「但

原來都是一買一賣的商業關係，沒有談天或互相了解。」其中以大埔的氛圍最沒交流餘

地，皆因地方少、銷情忙，「屯門農墟較大、環境較放鬆，交流的機會較多。如果農墟

的環境開闊些、主辦者多舉辦活動，會有助農夫與市民建立關係。」

       說過菜價、說過農墟開放日數，秋燕就農業政策最篤定的提問是，為何好端端的土

地不用作耕種，而要在建築物內做水耕，「這樣改變土地用途，有沒有考慮對環境的破

壞？」此外，有關構思中的農業園，她不禁想，「農夫不可以在農業園留宿，如何全天

候照顧農地？」說到耕作，「有些市民想耕作，但卻找不到地；偏偏有發展商囤積大量

農地又不耕種；究竟有沒有措施令市民可以找到耕地，享受耕作過程帶來的樂趣之餘，

又可以得到食物？」



綠色低碳生活

綠 未來．由家開始適
圖、文：中電

美術：Patrick

     舒適生活、節能、省錢，三者可以同時並存！只需要掌握一些節能技巧，並在日常生活中養成
習慣，就可以輕鬆實踐低碳生活。就讓我們由家出發，一齊起動吧！

客廳
安坐家中，享受節能後的美好成果吧！

寢室
慳電智慧，由睡房為你通宵演繹！

廚房
每一餐，每一啖，也能為未來加油！

浴室
一點一滴沖走疲累，同時累積節能力量！

電磁爐
  IC 電磁爐煮食快捷又能保持食物原
  味，更令廚房不再熱烘烘！

雪櫃

  切勿設定過低的溫度，因為每調低
  1°C 會多消耗 5% 的能源。加上冷空
  氣產生積雪，積雪過多亦會浪費電
  力。
  確保門邊及門鉸沒有漏氣，否則會
  令雪櫃比平時消耗多 2-3 倍電力。

電熱
水器

使用中央儲水式電熱水爐及一級用水效
益標籤淋浴花灑（每分鐘 6.6 公升耗水
量），並配合 5 分鐘淋浴，可減少用水
量之餘，每月節省電費約 $70* ！
* 以一個 4 人家庭，每人每日平均淋浴一次為基
礎，每分鐘 7 公升耗水量的淋浴花灑與傳統淋
浴習慣相比作計算。

洗衣機
半滿或全滿洗衣機所使用的電力相若，
所以應載滿衣物才啟動洗衣機。

乾衣機
把毛巾和較重的棉質衣物和輕身衣物分
開烘乾，乾衣效率會大大提高！

冷氣機

開冷氣時加風扇，估計每月可減省電
費高達 $50#。
# 以一個 3 房 2 廳家居，夏季每天平均開冷氣
6-8 小時的家庭計算。

照明
設備

選用高效節能照明，如 LED，可以節
省 75% 以上能源消耗，同時確保最佳
的亮度。

窗戶
玻璃薄膜能阻隔高達 97% 的紅外線，
大大減低外來熱力，亦減少冷氣機用
量！

冷氣機

冷氣機的溫度每調高 1°C，即可節省
3% 電力！利用時間掣，在入睡後 6-8 
小時關上冷氣機，而風扇則保持運
作，可以節省 50% 的能源開支。

電暖爐
冷暖空調的能源效益比一般電暖爐
或 暖 風 機 高， 能 源 消 耗 可 減 少 達
50%。

電子
產品

電器在備用狀態下會多耗 5-10% 電
力。不需要使用的電器，要關掉電
源或拔掉插頭！ A11



營養價值：
高含量的鉀和鎂。

美味貼士：
1/2 湯匙新鮮薑汁、1 湯匙檸檬汁、1/2 茶匙蜂蜜、1/2 杯暖水，混和便

是暖身薑蜜水。

圖、文：Ayurveda 草本療程顧問 Lilian Fung ＠ GreenVeda            

美術：Patrick

綠色養生

      都市人生活緊張，早、午、晚三餐可以是外賣 + 外賣 + 外賣；即食文化已經主導了生活。要快，
生活失去了味道；要快，我們用非天然的方法製造食物……最終，我們要為健康付出昂貴的代價。

      想改善健康？蛋白質體學（Proteomics）指出，人體健康與 8 種氨基酸、蛋白質有緊密關係，它決
定人體抗衰老、抗壓和抗炎的能力。以下 5 種經科研證實的超級抗氧化食物，有助我們輕鬆地吃出健
康。

薑
它具有眾多的治療特性；經科研發現，薑有抗氧化作用，能抑制

炎症和直接抗炎。生薑不僅在冬日溫暖身體，還能促進健康排汗，幫

助排毒；德國研究指出，汗液有助抵抗皮膚感染。

螺旋藻

它是地球上最原始的綠色植物，含有最高營養的超級綠色鹼性食品。它沒有細胞壁，

容易被身體吸收。在過去 30 年，世界各地科研證明它能提高能量、增強免疫力、減輕壓力、

降低血壓、改善心臟健康等。每天只需 2 克份量，便可補充人體所需。

        

    營養價值：
      為高度抗氧化劑，ORAC 值 ( 測量食品抗氧化能力的單位 ) 達

24000。含最高量的蛋白質（> 65％）、8 種必需氨基酸、維他命 B

雜（包括 B1，B2，B6 和 B12），大量的鐵、鈣、鎂、鉀和葉綠素。

世界衛生組織於 1974 年宣布，螺
旋藻有助解決營養不足的問題。

超級抗氧化食物
食出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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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味貼士 ：
1 個奇異果、4 粒士多啤梨， 2 克有機螺旋藻粉末、1/2 茶匙蜜糖、 

2 湯匙室溫水， 用攪拌機混和，便成為超級抗氧化飲品。

薑有助減輕腸胃不適及驅風。



飲食智囊Ｑ & A
Ｑ：我們應食熟，還是食生？
Ａ：食物的烹調溫度和方法，可以增加或減少抗氧化劑水平；關鍵是，選擇吃富含抗氧化劑的食物， 
        不用高溫煮炸。

Ｑ：有沒有必食的食物？
Ａ：水是生命的資源；無論選擇任何方式的飲食方法，每天攝取足夠水份才能有助身體淨化。飲水的

        方法是不過急、不過量，沒有口渴感。

薑黃
它在中國和印度醫藥學典中，均被視為超級抗炎食物，能袪除

脹氣、消炎，更有鎮痛功效。

營養價值：
含豐富鐵質、維生素 B6、膳食纖維和鉀。

美味貼士：
薑黃粉混和糙米、葡萄乾、腰果，再撒上孜然粉和芫茜，便成為抗

氧化午餐。

薑黃那苦澀的淡香，
是咖哩成份之一。

肉桂
它有助減輕炎症，是「抗微生物」的食物之一。科研證明，它有助

阻止細菌和真菌，包括念珠菌的生長。它是強大的抗氧化劑之外，其豐

富膳食纖維、微量元素和鈣，有助改善結腸的健康、預防心臟病。 

營養價值：
含豐富的鎂，纖維和鈣。

美味貼士：
用暖水浸肉桂枝一小片，加少許蜜糖，便是幫助消化的
夏日消脂飲。 肉桂能提升記憶力和集中力。

黑胡椒
它有驅風、促進發汗和利尿特性之外，更具有高抗氧化劑和

抗菌作用，可促進消化道的健康。此外，黑胡椒的辛辣口味能刺

激味蕾，增加胃液中的鹽酸分泌，改善消化。

營養價值：
含豐富的錳、維生素 K、膳食纖維、鐵、鉻和鈣質。

美味貼士：
混和橄欖油、檸檬汁、鹽和黑胡椒粉，可做出沙律醬。 黑胡椒外層能刺激脂肪細

胞破裂，有助體態輕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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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克咖啡渣　

變身磨砂潔膚液

市面的磨砂護膚品多以膠料做磨砂粒，磨砂進入排水道後，難以分解，這不但破壞水資源，亦會危
及海洋生物！為了自己的皮膚、為了愛護環境，一起動動手，用 20 分鐘做瓶護膚液。

      用咖啡渣製作護膚品或日用品，必須經過乾燥步驟（用於堆肥除外）。

曬：如果家居有足夠的位置和充足日照，曬法是最低碳的方式。只需把咖啡渣平鋪在舊報紙上，大約曬
        一個星期，就可以自然曬乾。 

炒：將濕咖啡渣放進鍋裏，白炒至乾燥；這還能順便清除鍋中異味。 

示範導師： Kim、Edward@kimature
整理：Pumpkin           攝影、美術：Patrick

材料解構：
‧ 椰子油皂：以有機初榨椰子油、氫氧化鉀、
     蒸餾水製成。
‧ 海藻素鈉粉：是海藻打成粉，再製成啫喱
    狀。 

咖啡渣乾燥法──曬、炒

綠色家居智慧

各位咖啡迷，在煮好咖啡後，別把剩餘咖啡渣丟掉；因為 3 克咖啡渣，已經是寶，可以做出半公升
清爽滋潤磨砂潔膚液！潔膚液除了香氣十足，更是強項多多；皆因「咖啡粉」有抗氧化成份，能令皮膚
年輕；「咖啡渣」可以如活性碳的黏附皮膚灰塵、油份，能袪除死皮和油脂；含「咖啡因」，能令皮膚
緊緻，亦有保濕、控油功效，適合油性皮膚，又或春夏季節使用。

材料：（500ml 份量）

1. 咖啡渣           3g 
2. 椰子油皂     30g 
3. 海藻素鈉粉   3g
4. 水          600ml

製作步驟：
1. 將咖啡渣磨成細粉，烘或晒
    乾。

2. 將咖啡粉、椰子油皂及水倒
   入鍋中，以慢火、順時針方
   向拌勻。

3. 拌勻後，調中火；約 10 至
   15 分鐘後，呈挺身泡沫，熄
   火。 透過隔篩，隔走泡沫。

4. 將海藻素鈉粉逐少加入，
   並以順時針方向拌勻至喜歡
   稠度。

5. 把潔膚液、泡沫分別放進兩
   個容器存放。

貼士：
1. 海藻素鈉粉為增稠劑，但不宜一下子落
    大量，以免結晶。 
2. 需留意火力和潔膚液稠度，以免過稠，
    難以從容器擠出。

A14



綠色升級再造

示 範 導 師：ikejoe@luckycloverland
整理：Pumpkin

攝影：Patrick、Gilbert
美術：Patrick

剛過去的新年，你使用、丟棄了多少利是封？ 
在日常生活中，你會怎樣處理裝載咖啡粉、糖果等的玻璃瓶？
不想物資只有「一次生命」，我們一行二十人決定動動手，用利是封、雜誌、玻璃瓶製作環保燈飾；既延
長物件壽命，也美化家居，更可減少花費。
在過程中，我們卻有驚喜發現！原來透過小小的惜物工作坊，我們不但可以發揮創意，更可以活動手指肌
肉、訓練專注力，最重要是參加者透過交流、互動、合作，感受到實踐環保的美妙，在笑臉上現童真。

材料：
1. 直徑 2.5 至 3 吋的闊口玻璃瓶
2. 剩物：舊利是封、雜誌、絲帶
3. LED 電子燭光

工具：
1. 剪刀
2. 白膠漿
3. 雙面膠紙

步驟：
1. 在雜誌上，剪出數款喜愛的
    圖案。
2. 把圖案貼在玻璃瓶上。
3. 在玻璃瓶上貼上立體裝飾，
    如絲帶或掛飾。
4. 把 LED 環保燈放進瓶內。

處理物件　多想一想
根據 2013 年統計資料顯示，在堆填區棄置的固體廢物量中，家居廢物的每日平均量為 6,359 公噸，比 2012 年上升 73 公噸、

2011 年上升 386 公噸。當中，整個新界佔 2,989 公噸，單是屯門區就佔了 393 公噸。

在家居廢物類別，紙料佔 1,195 公噸（18.8%），當中報刊為 347 公噸，其他類別為 554 公噸；此外，玻璃佔 248 公噸（3.9%），

當中玻璃瓶為 184 公噸。

如果我們在購物時，多想一想（rethink）；使用時，多循環再用（reuse），才有望減少家居垃圾數量。 
                                     
                                                                      ( 參考資料：「環境保護署」的香港固體廢物監察報告 ──2013 年統計數字 )

砌環保燈 再現童真

靈活手指 訓練專注力 重現童心增進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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