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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貿易有效改善農民生活？

責任編輯：彭錦文
美術編輯：神志英

專題分析
資料A
全球四大跨國咖啡企業（雀巢、卡夫、莎
莉及寶潔）購買了全球近一半的咖啡豆，它們
的市場佔有率極高。跨國企業擅於創造統一的
價值與品味。雀巢20%的利潤來自雀巢咖啡，
據估計，每秒鐘都有3900杯雀巢咖啡被喝掉。
今天，雀巢在全球有超過443間工廠，並僱用
了28萬名員工。咖啡連鎖店星巴克則已遍布60
多個國家或地區，分店數目達18000多間，每
天有數以百萬計的顧客光顧。星巴克採購超過
30個國家的咖啡豆，其咖啡帶大致可分為三大
產區：拉丁美洲、非洲和亞洲。
資料取材自教育局、星巴克網站及2015年
的新聞報道

認證系統行政成本高
資料B
公平貿易有效減少貿易過程中對生產者的
層層剝削，保障發展中國家的農民和工人有安
全的工作環境，得到合理回報以及具尊嚴地生
活，並使生產者與商人建立更公平的貿易關
係，同時減低對環境的損害，締造可持續發展
的公義社會。
然而，不少人質疑公平貿易對協助改善發
展中國家農民及工人生活的成效。據有關統計
顯示，近年全球各地有近七成人不了解公平貿
易，更遑論在日常生活上購買公平貿易的產

品。對於消費者而言，公平貿易產品價格往往
偏高，因而窒礙他們的購買意欲。
有輿論指，公平貿易認證系統的行政成本
頗高，單是企業申請認證的費用最少需要2200
歐元，而且每年還要繳交最少約1300歐元的續
約費用。有些企業可能會把這筆開支轉嫁到農
民身上，令他們的合理回報遭到蠶食，因此未
必能真正讓農民受惠。
資料取材自香港公平貿易聯盟網站及2021
年的新聞報道
（a）根據資料A，描述咖啡市場所體現的全球
化特徵。（6分）
首先，環球咖啡市場體現全球市場一體
化。根據資料A，全球四大跨國咖啡企業（雀
巢、卡夫、莎莉及寶潔）購買了全球近一半的
咖啡豆，它們的市場佔有率極高。這些跨國咖
啡企業在全球搜購咖啡豆，選擇價格低、質量
好的咖啡豆生產地，反映原材料市場一體化。
這些咖啡豆能在全球各國的商店售賣，反映了
商品市場一體化。另外，資料A所提及的雀巢
公司，在全球有超過443間工廠，並僱用了28
萬名員工。企業從全球聘用勞工，形成跨國生
產鏈，亦證明了勞工市場一體化。可見，跨國
咖啡企業的生產程序遍布世界不同地方，體現
全球市場一體化。
而且，咖啡的全球生產鏈正正是全球化下
國際分工的例子。從資料A可見，星巴克採購
超過30個國家的咖啡豆，其咖啡帶大致可分為
三大產區：拉丁美洲、非洲和亞洲。這些地方
氣候適合耕種咖啡豆，而且工資較低，因此在
生產鏈的低端，均集中在發展中國家。相反，
已發展國家的購買力較強，咖啡在這些國家的

生活
改善農民

（b）評估公平貿易對改善發展中國家農民生活
質素的成效。（12分）
利多於弊：
公平貿易對改善發展中國家農民生活質素
利多於弊，因為公平貿易能增加農民的議價能
力，保障他們的收入。從資料B，公平貿易有
效減少貿易過程中對生產者的層層剝削，保障
發展中國家的農民得到合理回報以及具尊嚴地
生活，並使生產者與商人建立更公平的貿易關
係。透過農民直接從合作社出售農產品，公平
貿易避免被中間人剝削。農民能更自主地控制
銷售過程和價格，確保合理的收入，從而改善
生活。
第二，公平貿易對改善發展中國家農民生
活質素利多於弊，因為公平貿易能改善工作福
利和環境。據資料B，公平貿易的目的不單單
是保障農民收入，亦是為了減低對環境的損
害，締造可持續發展的公義社會。公平貿易的
環境標準是禁止為種植更多的作物而砍伐受保
護的森林，確保樹林不會因經濟發展而犧牲。

剝削
減少層層

公共財政知多少
財政司司長陳茂
波日前公布第二階段
消費券計劃的發放詳
情，希望廣大市民能
有一個可盡情消費的
暑假。抗疫兩年多已
新聞解析． 耗用了6000多億元，
生活與社會 究竟特區政府是用什
麼理財原則來決定公
共開支？此外，面對貧富懸殊的情況，特
區政府又能否向貧困市民大灑金錢呢？
理財原則量入為出 疫下派錢為民紓困
根據基本法第一百零七條，香港特別
行政區的財政預算以量入為出為原則，力
求收支平衡，避免赤字，並與本地生產總
值的增長率相適應。然而，2020/21的財
政年度錄得赤字2325億元，2021/22年度
預計赤字則為1016億元，相等於本地生
產總值3.6%；2022/23至2025/26年度更
預計連續4年赤字，那麼財政司司長在制
訂財政預算時是否已違反基本法訂下的原
則呢？
在釐清這個問題前，我們先要了解公
共財政在社會上扮演的角色。政府主要透
過稅收及其他收入來支付教育、醫療及社
會福利等公共開支，從而實現社會資源的
再分配，並且推動長遠的經濟發展。疫情
下失業率攀升至5.4%，政府為失業者提
供一次性的失業援助，推出保就業計劃穩
住 「扛工仔」 飯碗及向市民派發消費券以
振興經濟，這些措施的確能解決部分低收
入人士的燃眉之急。
但假如香港經濟的復甦不似
預期，在長期入不敷支的情況下

銷量高，所以跨國咖啡企業依靠銷售到這些市
場以將利潤最大化。由此可見，咖啡的生產鏈
體現了全球化下的國際分工。
最後，咖啡熱潮體現了文化單一化。資料
A引述數據指，雀巢20%的利潤來自雀巢咖
啡，估計每秒鐘都有3900杯雀巢咖啡被喝掉。
而且，咖啡連鎖店星巴克則已遍布60多個國家
或地區，分店數目達18000多間，每天有數以
百萬計的顧客光顧。可見，咖啡文化已傳至世
界各地，成為全球文化。無論是在世界何處，
也能找到熱愛咖啡的人。全球文化越來越相
似，漸漸趨向文化單一化。

出現結構性財赤，屆時特區政府或許會仿
效2003年沙士疫症後大刀闊斧削減各項
公共開支，並開闢多項集資渠道來維持財
務穩健。推動社福界 「一筆過撥款」 、發
行 「五隧一橋」 債券及變賣房委會轄下的
零售物業及停車場等，都是當時特區政府
推出各項開源節流的措施。
低稅率有利營商環境 人口老化開支激增
香港一直奉行簡單的稅制，沒有過多
的間接稅及各項徵費，而且稅率一直維持
在較低水平。以企業的利得稅為例，多年
來都維持在16.5%的水平，遠低於歐美國
家的稅率。簡單低稅制一方面營造了香港
良好的營商環境，但另一方面卻令香港陷
入稅基狹窄的困局。過去香港一直倚賴高
地價政策為庫房帶來可觀的賣地收入，但
新一屆政府會否繼續沿用這項政策仍屬未
知之數。本港人口老化的情況日益嚴重，
隨之而來醫療及福利等開支自然不斷膨
脹。 「錢從何來」 相信是新一屆政府不可
逃避的問題，究竟納稅人會否成為被「開
刀」的對象，抑或有其他籌措資金的途
徑，這都是港人期望新任政府能正面回應
的事項。
「宜未雨而綢繆，毋臨渴而掘井。」
香港雖坐擁9467億元儲備，但面對財赤
的蠶蝕，也需預早籌劃應對方案，才不至
於坐食山崩。且看新任特首如何帶領他的
管治班子，為香港經濟注入新動力，將公
共財政重拾到收支平衡的正軌，才算對下
一代作出負責任的交代。
思考問題：

1.特區政府派發電子消費券給市民，當中
有何利弊？（提示：可從促進電子
支付普及化、減輕市民生活壓力及
增加政府財政負擔等角度考慮）
2.你認為特區政府可採取什麼措施
香港未來教育協會評論部總監 王偉傑
來縮窄貧富懸殊的差距？（提示：
可從促進各階層向上流、提供再培
訓機會及為低收入人士給予額外津
貼等因素考慮）

而且，在公平貿易制度下，部分利潤將會撥至
社區發展基金，支持發展中國家的社區建設，
如學校、食水設施、診所等。這些行動將能提
升農民的生活環境，對社會和環境的生活質素
利多於弊。
弊多於利：

產品未能吸引消費者
公平貿易對改善發展中國家農民生活質素
弊多於利，因為公平貿易認證的行政費用偏
高，將會蠶食農民應有的回報。根據資料B，
單是企業申請公平貿易認證的費用最少需要
2200歐元，而且每年還要繳交最少約1300歐元
的續約費用。這些昂貴的費用若轉移到農民身
上，將會減少農民的收入，反而損害了他們的
利益，剝奪了他們應有的回報。
其次，公平貿易對改善發展中國家農民生
活質素弊多於利，因為公平貿易的產品未能吸
引消費者購買，競爭力不及一般商品。公平貿
易的貨品通常較一般貨品昂貴，而且消費者對
此類產品的認識不足，導致公平貿易的產品吸
引力不及傳統商品。資料B指出，據有關統計
顯示，近年全球各地有近七成人不了解公平貿
易，更遑論在日常生活上購買公平貿易產品。
對於消費者而言，公平貿易產品價格往往偏
高，因而窒礙他們的購買意欲。公平貿易產品
可能因價格和知名度低以致購買量不足，競爭
力不及其他產品，公平貿易的農民反而因此得
不到與其他農民相等的收入。
備註：紅字為主題句；藍字為例子／引用資料

周蘊靜老師

名度
產品缺知

科技發展改善了生活
新中國成立初期在
國際上受西方列強的封
鎖，因此其科技發展只能
靠前蘇聯的技術支援。中
國改革開放初期的科技水
公民科 平明顯比西方先進國家滯
後，而藉着改革開放，中
國的科技進入急速發展的時代，並取得了今
天的驕人成就。例如，中國高速鐵路，是目
前世界上最大規模的高速鐵路網，京津高鐵
於2008年通車後，中國正式邁入時速300公
里以上的高鐵應用時代。至2020年底總距
離超過四萬公里，通車里程全球第一，其中
營運時速可達300公里的路線總距離超1.5
萬公里，佔世界三分之二以上。中國的高鐵
路線仍持續興建中，預計在2025年將建成
約60000公里的高速鐵路網。中國近年來科
研人員人數逐步上升，亦能獨立地研究新技
術。高鐵的發展除了見證中國科技發展成就
之外，亦對提升民眾生活素質作出極大貢
獻。
首先，高鐵帶動人口流動，讓經濟發
展水平較佳的大城市，帶動二、三線城市發
展，從而提升當地居民收入，改善生活素
質。由於便利的大眾運輸系統使城市之間的
距離縮短，大大降低花在運輸上的成本，有
利於推動區內服務貿易自由化，使貨流、人
流、資金流、資訊流更加順暢，同時提供更
多就業機會，推動沿線經濟的產業結構升
級。同時，交通運輸中心通常是人潮聚集之
處，尤其是鐵路站點，更是民眾活動重心。
站點附近不乏高密度建築群的住宅區，促使
近年不少發展商均提倡大眾運輸與社區、商
業區共同開發；投資者亦預計車站區域的快
速發展而進行投資，變相催化商業活動與住
宅需求，改善當地民眾的生活素質。
其次，建設高鐵減省交通時間，民眾

可以非常便捷地前往全國各地旅遊消費，享
受閒暇的生活。在內地， 「高鐵遊」 早已成
為人們在黃金長假期的旅遊首選，帶動了京
廣、廈深、海南環島等高鐵沿線景區的消
費。例如，高鐵香港段開通後，由香港乘坐
高鐵到北京只需約九小時，到廣州更不需一
小時，有助吸引一、二線城市的遊客來港消
費，有利開拓內地旅客市場。旅遊業發展又
會令酒店、零售、餐飲等行業受惠，有助開
拓更多商機，為城市帶來龐大的經濟利益，
同時增加各地民眾的交流。
再者，建設高鐵可以減省交通時間，
讓民眾便捷地往返各城市，繼而能選擇適合
自己的生活模式，提升其生活素質。內地愈
來愈多年輕人發展出雙城生活模式，他們在
一座城市工作，卻在另一座城市生活居住，
每天都在兩座城市往返。雙城生活已不是一
個新鮮詞彙。北京和天津、上海和昆山、廣
州和佛山，上班族的 「雙城記」 每天都在上
演。他們既可以在大城市賺取較高的收入，
亦能享用二、三線城市較廉價的生活指數和
房租，以及較舒適的生活環境，提升自身的
生活素質。
因此，同學在學習 「國家近年在不同
領域取得的成就」 此一議題時，不但要認識
國家在高新科技成就的概況，亦要多了解這
些高新科技的發展會對中國民眾的生活所帶
來的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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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公民科專家來稿，分享公民科易錯點、
公民科教學心得。稿件字數為800至1000
字 ， 請 投 至 tkpeducation@takungp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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