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牛潭尾農業誌
稻米文化 慣行農業 産銷情況



	 牛潭尾位於元朗以東，雞

公嶺以北，三面環山，往昔水

源豐足，早於一百年前已經吸

引農民聚居，形成元朗最大面

積的農村，當年曾出產元朗絲

苗米，蔬菜產量亦甚豐，不少

農民就在牛潭尾耕田種菜，養

活後代，為香港市民供應新鮮

農作物。

	 至今，牛潭尾仍保留農村

面貌，我們的老農夫仍是退而

不休，每日維持種植，甚至小

型耕作的生活，保留著豐富的

農耕經驗。為了讓牛潭尾農戶

的豐富經驗得以承傳，新興

前言
農場、救世軍牛潭尾社區發展

計劃及土地教育基金一同合

作，連結牛潭尾一眾經驗農

戶，與各方對農業有興趣的朋

友分享今昔農耕經驗、技巧、

心得，希望保留新界農民的智

慧，承先啟後，為香港本土耕

種工作盡一分力 !

	 我們舉行了六場農耕經

驗分享會，亦通過訪談了解到

昔日農業的景觀，通過今次的

農業誌簡單整理集結。本冊亦

收錄新興農場稻米的耕種過

程，讓讀者能想像往日的稻米

種植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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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比完粒米便宜三四倍。

	 當年牛潭尾中區的土地，

大多由有一位曾為國軍師長

的田主擁有，農戶繳田租不用

現金，而是用稻穀收成交租，

一年兩擔，每擔 100 斤。農業

社會裡，錢並不算很有價值。

如果農戶種菜，他就要用賣菜

得來的錢去買米交租。聽聞師

長要求高，有位客家阿娘冒雨

擔過去，但師長不肯收濕了的

穀，要再想辦法籌措了。

	 老人家們都不覺得那些

是好日子，畢竟在每個年代都

一樣，辛勤付出不代表有好結

果。那個年代，你必須非常努

力才能生活，然後有時遇上一

點麻煩或不好運氣，幾個月的

努力就報銷了。

	 其實我們並不是想告訴

世界耕田、種植是幾辛苦。相

反，辛勤耕種本來就是農夫的

本份，好壞天氣也共存；當然

偶爾還是會怨天尤人一兩日，

但馬上又要好好生活了。在復

耕種米兩年後，我們要更進一

步，農業本來就是很日常的

事。而我們要守護或嚮往的，

就是簡單的生活日常、與環境

共生的村落，這就是最本土、

在地的人文風景。以下介紹耕

稻米的過程及要點。
	 牛潭尾稻米復耕已經兩

年，除了得到外間的關注，也

勾起了村民們昔日種植的回

憶。之前也在社工隊的介紹

下，跟牛潭尾中區一位曾經種

米的婆婆聊天，了解他們過往

種植元朗絲苗背後的故事。

	 直到 70 年代前，牛潭尾

的村民還是會種米的。農夫種

米辛苦，但他們反而不敢吃

自己種的米，因為實在太珍貴

了。首先是交田租已交了很大

部分，有淨的話，就會一擔兩

擔的，由村裡徒步擔出元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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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單去程可能已經花上一個

半小時了。去到元朗，農夫會

將穀賣給大榮華附近的米行

碾米。

	 牛潭尾的農夫種植油粘

米為主，也即是所謂的元朗

絲苗；據聞當年每斤米可賣 8

毫，當年一餐飯就大約只是 7

毫半子左右——如果以今日

一餐飯 30-40 元計算，一斤米

大概就是 50 元了。所以農夫

把自己種植的上等米賣走後，

就會用較低價錢買「米碌」，

即是輾得太碎的白米作為糧





	 在牛潭尾的邊緣、下竹園

村有一塊生菜田，周圍的土地

已經全部被荒置，就剩下一塊

田。82 歲的周伯，成為了這

一帶僅餘的農夫。周伯的父輩

以捕魚維生，坦言不知自己祖

籍的他，姑且說是水上人。從

小到大，伴隨周伯的不是漁塘

就是農田，捉魚種菜是他的專

長。

	 周伯是常規農夫，過往一

直依賴貨車將農產品送往街

市，但在 2017 年初因為貨車

「甩底」，及時得到街坊幫忙

買菜，改變了銷售和種植的方

下竹園
	 生菜田

式。常規農夫跟我們現時常常

討論的有機農夫不同，很多都

集中只種某幾類甚至一種作

物，針對市場的需要去種植，

也針對植物的生長情況控制

肥料和農藥。

	 農場面積大約三斗，分兩

塊田，另外劃設培苗區。一般

來說，在七八月落苗培苗種第

一批意大利生菜，十一月再種

第二批，然後十二月先收成第

一批後再落第二批西生菜。生

菜出名易種植的作物，很多農

場都會種。不論有機無機，都

主要在冬天種植。由於生菜對



	 「牛潭尾兵房（潭尾軍

營）一班的合掌瓜生長很好，

但這裡（近青山公路）卻種

不到，可能是因為土地有所不

同……」有祥叔在牛潭尾耕作

超過四十年，以養魚、種菜起

家，後來有一段時間出外打

工，早晚才能調理農務。

	 「芥菜、芥蘭、西蘭花、

荷豆、豆角，總之季節一來，

就按時令種植。大多數都是種

節瓜，那時候的節瓜很大個，

鬆化的，現在你們吃不到了。

一來是種子不同，二來就肥料

也有異。現在的蟲害太多，種

牛潭尾的慣行農業

不到了。」

	 今年冬天，有祥叔說自己

種的油麥菜最出色。「由採秧

到拿出去賣，今年不曾打過蟲

水。我都不明白為何。」有祥

叔估計，因為去年休耕讓土地

肥力回復，「例如今年種過

木薯，明年再種，品質可能下

降。不過就有一樣東西不是，

就是蔗，將蔗斬下來的尾，大

約 20cm 長，最重要見到蔗肉

就斬下來，找些泥藏著它就自

動會發芽。立春之後，就可以

整行地種落去，三四年都不用

打理，只要除草和落些少肥，

日照需求不大，只要有充足水

份和肥料，都能好好生長。

	 周伯說，自己種生菜的方

式比較獨特，種完一茬菜後，

鋤地、犁田後落石灰，再將田

曬乾，再用水浸，然後下種。

	 周伯過往也會使用化肥、

蟲水，但自從今年開始，稍為

改變了一些種植方式：「現在

基本上先會藍肥做第一次底

肥，然後就用骨粉、花生麩。

蟲水也少打了，因為以前街市

的買手都不是是我種的，但現

在是我自己的招牌嘛！所以

當然也要用好一點肥料。」

	 藍肥呈固態顆粒，含氮、

磷酐、氧化鉀、氧化鎂，通常

會被農民作為「底肥」使用。

所謂底肥，也就是最底層的肥

料，過往農民在秋收後將翻

土，並添加腐熟或者半腐熟

的有機肥料，後再將土覆蓋，

待冬天發酵，成為了底層的肥

料，到春天農民就可直接播

種。今日的農夫未必會用這種

方式，所以這「底肥」也可能

是在說「基肥」，即是植物最

重要的養分來源。

	 而骨粉則是是碾碎的牛

骨，含大量磷肥。分解遲緩，

長效性。由於屬緩解，故宜作

基肥用。花生麩則是花生通過

加工榨油以後產生的附產物，

施於泥土後，會有搶氮和發熱

的現象，所以周伯通常都很小

心，盡量不會讓花生麩與植物

接觸。



不會很多，一般都是針對某

幾種擅長的作物種植。秀英最

擅長的就是種芹菜、生菜、蒜

仔，夏天則種秋葵、矮瓜多。

近年流行沖水的野葛菜，秀英

也有種植。訪問當日，農藥也

滅不了的狗虱仔令到一行田

報銷，秀英於是將些生菜再種

過，她說，過年很多人都會買

生菜，貪好意頭。

「種菜也沒甚麼，適當時候落

肥，淋水，我們的生活就是這

樣。（農業作為）主要收入又

不是，只能幫補一下，因為我

們的開支也很多。」

芹菜，既可生吃，又可熟食，

亦可以調味，一斤芹菜，我們

在街市要用十多元買，菜站收

三元。「往年蒜賣五六元，今

年賣得只有四元……（但在街

市好像不覺得便宜了？）我們

這些人種菜就要乞米，賣菜的

人就能買幾幢樓了。」

就會自己生長。」

	 新興農場以友好身份，以

市價 16 元一斤購入有祥叔的

油麥菜；但同樣的菜，蔬菜統

營處，卻只賣四五元。

	 「有收成時就拿去菜站，

沒有怎樣特定的頻率。價錢？

有時真的很低，去年賣洛神

辛勞，價值五毫

「大陸菜成車成車的來，你能

怎樣？」有祥叔的鄰居秀英

婆婆，也是經驗老到的農戶，

今年的芹菜價錢比去年又便

宜了一元。秀英說，這幾年站

收菜價錢愈來愈便宜，也想不

花，又大又靚，都只是四元左

右一斤，街市卻賣廿多元。」

有祥叔用雙手養大子女，漸漸

農業也不再是他和老伴的主

要收入，一來是年紀大，二

來是賣菜的收入，遠遠落後於

生活水平。而兩人依然繼續耕

作，只因當做運動保持身體健

康。

到有甚麼作物比較能賣得好

價錢。：「蕹菜還要再差點，

通心那些，只能賣一元一斤，

摘到腰都曲，有時只能賣五毫

子。」

跟有機農夫不同，慣行農夫

（又稱常規）通常種植的作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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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規農夫的出菜渠道不

多，一般都是以個體農戶的形

式，通過由開菜站（合作社）

出菜、經菜統處長沙灣副食品

批發市場、再由買手買回街

市。這個系統近年被批評多層

剝削農夫，但由於新界的小農

多是合作社社員，加上不過也

缺乏其他出菜的平台，農墟也

以有機為主，因此常規也只能

繼續利用這個系統出菜，並想

想如何跟大陸的特區菜競爭。

	 周伯過往也是經菜統處

系統出菜，但價錢卻愈來愈

低。 以 2017 年 11 月 28 日

VMO 批發價格為例，西生菜

平均 $6.2/ 斤；但他在菜園直

接銷售的的西生菜，每斤可以

賣 10 至 15 元，而且不用支付

貨車費用。今年開始，他決定

不再將菜批發到長沙灣，直接

在義工安排下賣菜，相信收入

必定比以往有所提升。

	 「地產地銷」能否作為振

興農業的新導向？聽起來是

的，不過老一輩的常規農夫很

少直接在市場面對顧客，因為

對農夫來說，銷售佔用的時間

就不能落田了，所以農夫通過

菜站（合作社）出菜，以菜站

作為儲蓄互助、銷售的平台，

自己就能專心追求作物產量。

常規農夫由 VMO 系統轉化做

地產地銷，這陣痛期可能比有

機農夫還要長；甚至即使本來

已實行「地產地銷」、「產地

直送」的新型農夫，有時也不

得不返回菜站交菜（可能是借

戶口）。

	 經菜站交到菜統處的菜

價，很多時都極低，加上菜統

處偶爾也會「彈菜」，令到農

夫血本無歸。更甚的是，有些

社員早已搬上大陸開菜場，但

繼續用本地合作社社員身份

出菜；有些合作社，也將在長

沙灣的車位租予大陸菜車使

用。結果大量生產、相對便宜

的大陸菜就直接在本地市場，

跟小農戶競爭。

近年有些有機農戶開拓很多

新的市場及銷售方式，例如建

立熟客網絡、農業旅遊、有

機農墟，勉強抗衡菜統處的極

低菜價。但無法轉型有機的慣

行農夫，很難自行建立直銷網

絡，被迫繼續在批發市場中被

多重剝削。現時不少本地農夫

已抱怨菜統處系統無法支援

本地農業、為農民帶來合理回

報，「菜統處幫不到菜農」，

實在十分無奈又諷刺。

另一方面，新世代追求有機、

健康、永續的農產品，慣行農

業往往被視為破壞土地、不能

永續生產，被中產社群摒棄，

而在農業政策討論時，慣行農

業的發展往往也被排斥。既令

了不少往日為廣大市民提供

食物農夫傷心，也令到他們的

處境愈來愈被邊緣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