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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 

香港的土地大多是陡峭的山坡，只有约 7 平方公里的土地用来

耕种。农场面积一般较细小，主要生产叶菜、猪或家禽。 

 

消耗量：2021年，本港七百多万人每日消耗的新鲜粮食，数量

如下：763 公吨米、2 605 公吨蔬菜、2 470 只猪、37 头牛及 22

公吨家禽。这些新鲜粮食大多是由外地输入，但本港农民亦供

应各类农产品，以满足部分需求。 

 

本地生产：2021 年本港农产品的总值达 13.84 亿元。本地农场

的生产可供应本港蔬菜需求量的 2%、活家禽的 100%及活猪只

的 15%。本港生产的粮食，旨在补充不足，而非用来与市场的

主要供应来源地竞争。因此，本港着重于出产高价及新鲜的食

物。 

 

主要农作物：2021年本港农作物的生产总值达 3.82亿元，其中

蔬菜及花卉约占 95%，产值为 3.62 亿元。 

  全年都可种植的蔬菜主要有白菜、菜心、生菜、芥兰、萝

卜、芥菜、葱和韭菜等。在较凉季节生产的蔬菜包括菠菜、西

洋菜和枸杞。夏季出产豆角、通菜、苋菜、青瓜及其他瓜类；

冬季则出产种类繁多的温带蔬菜，包括番茄、甜椒、椰菜花、

甘笋及芹菜。 

  近年花卉种植备受重视，其中剑兰、百合、菊花和兰花是

冬季生产的花卉；夏季则出产姜花和莲花；而桃花是特别为农

历新年而培植的。 

  各类水果多种植于山麓，主要种类有荔枝、龙眼、黄皮、

本地柠檬、橙、橘、番石榴、木瓜和香蕉。 

 

畜牧：截至 2021 年，本地共有 43 个猪场及 29 个家禽农场。

2021 年上半年本地猪只及家禽业（包括鸡蛋）的产量总值分别

为 3.00 亿元及 2.01 亿元。 

  为减轻饲养禽畜带来的公共卫生及环境污染问题，政府分

别在 2005 年及 2006 年推出「家禽农场自愿退还牌照计划」及

「养猪场自愿退还牌照计划」，并在 2008 年推出「家禽农场

结业特惠补助金计划」。这些计划鼓励禽畜饲养者自愿退还其

禽畜饲养牌照及终止其农场运作，以换取获发放特惠金。在这

些计划下，已有 162 个家禽农场及 222 个猪场退还饲养禽畜牌

照。 

  香港只有一个位于新界沙头角的持牌奶场。 

 

农业发展：渔农自然护理署（渔护署）及与该署有密切关系的

统营处，一直向农民提供基础设施及技术支援服务。 

  该署的农作物专家在上水的实验农场进行实验，研究病虫

害防治、作物护理及土壤管理等问题，同时亦专题探讨作物生

产技术，以提高农业的生产力及经济效益。农民可透过该署的

辅导服务，取得上述研究的结果。 

  农业辅导旨在透过推介全新及较佳的农产品种及生产技术，

辅以足够信贷支持及高效率、有秩序的销售服务，协助农民改

善生产力。 

  现时渔护署正向本地农场推介智能温室、水耕种植及有机

耕作技术。 

  广为接受的新农产品种有：超甜粟米、奶白菜、圆茄子、

小果形西瓜、草莓及白玉苦瓜。 

  2021 年，渔护署向农民贷出款额 538 万元作农场生产及发

展用途。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止，由该署管理的三项贷款基

金滚存总金额达 4,946 万元。 

  农业发展工作亦包括基础设施的改善、农地复耕和农场管

理问题的研究。基础建设的工作集中于维修及改善共用的灌溉

和排水设施。 

  渔护署自 1994 年起推行「信誉农场计划」，以保护环境

及保障消费者免受残余农药威胁。所有信誉农场的农药使用情

况均受严密监察，产品须通过残余农药的测试，才可经由信誉

零售点出售。截至 2020 年年底，已有 313 个香港及内地的农场

被确认信誉资格，每天供应信誉蔬菜约 21 公吨。 

  渔护署自 2000 年 12 月起向本地有机农友提供技术支援服

务，介绍有机生产的原则和要求，协助农友解决综合病虫防治、

园艺技术和土壤管理等有关问题。截至 2021 年年底，已有 334

个农场参与有关计划，每天生产有机蔬菜约 6 公吨。 

  渔护署自 2006年 7月起推行「本地菜场自愿登记计划」，

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已登记的菜场为 1 943 个。渔护署向

已登记的农友提供技术协助及各项农业服务，提高他们对安全

生产、优良技术及产品质素的意识。 

  政府继续实施新农业政策，以推动本地农业现代化及持续

发展。为数五亿元的农业持续发展基金已于 2016 年 12 月成立

并接受申请，以提升业界整体竞争力。新农业政策的其他主要

措施包括设立农业园、探讨设定农业优先区的可行性、加强支

援和协助农民增值、加强食物安全和为本地农产品进行市场推

广及建立品牌、促进水耕种植及农业科技的研发，以及发展与

农业相关的休闲和教育活动。政府将会分阶段逐步推行新农业

政策下的支援措施。   

  为遵守环境保护法例，所有禽畜农场必须申领牌照及设置

合适的禽畜废料处理设施。 

  对于间有发生的牲畜疾病，如口蹄病及猪繁殖及呼吸障碍

综合症等，禽畜农场以良好的生物保安及疫苗注射去加以控制。

自 2018 年起，非洲猪瘟开始对亚洲地区造成威胁。有见及此，

渔护署实施了多项措施以减低非洲猪瘟的传播风险，如禁止本

地猪场使用厨余喂饲猪只、于屠房内加强本地运猪车的清洗及

消毒、加强本地猪场的恒常巡查及在有需要时采集样本检测潜

在的非洲猪瘟感染个案。家禽农场亦已实施多方面禽流感防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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措施以保障动物及公共卫生。渔护署亦提供兽医服务，除了追

查及对抗主要的牲畜疾病外，亦监控本地牲畜上抗菌素耐药性

问题的威胁。为应对抗菌素耐药性为全球带来的威胁，政府于

2017 年 7 月推出《香港抗菌素耐药性策略及行动计划（二○一

七至二○二二年）》（行动计划）。行动计划详细列出渔护署

于本地禽畜生产业界所实施的相关措施。相关措施旨在建立合

适的系统，以长远监察本地禽畜农埸的抗菌素使用及抗菌素耐

药性情况。同时，渔护署亦会促进和支持为禽畜生产业界提供

兽医服务的计划，并举办教育及宣传活动提升相关持份者对抗

菌素耐药性问题的认识、态度和行为。政府希望透过相关措施，

紧密监察本地禽畜生产业界的抗菌素耐药性情况，从而减少业

界的抗菌素使用，及缓和抗菌素耐药性的产生。 

 

渔业 

本港的捕捞及养殖渔业，对维持供应鲜鱼予本地消费者有重要

的贡献。捕捞及海鱼养殖的总产量约相等于全港海产消耗量的

18%，而鱼塘出产的淡水鱼，则约占淡水鱼消耗量的 5%。 

 

捕捞渔业：香港现有大小渔船约 5 170 艘，差不多全部是机动

渔船。以多种作业形式捕鱼的舢舨及其他较小型的非拖网渔船

（包括刺网、延绳钓、围网渔船等）主要在本港沿岸水域作业，

约占本地渔船的 79%。至于拖网渔船及较大型的非拖网渔船，

它们一般在香港以外的南海一带水域作业，约占本地渔船的

21%。2021 年的估计渔获约 11.2 万公吨，总值 28 亿元。主要

的渔获种类包括牙带、红衫/瓜衫、鱿鱼、鲚鱼、青鳞等。 

 

水产养殖业：本港的鱼塘，面积共有 1 130 公顷，主要位于新

界西北地区。大部分鱼塘均养殖鲤科鱼（大头鱼、鳊鱼、鲤鱼

及鲩鱼），并混合福寿鱼或乌头一并养殖。其他的养殖品种包

括宝石鱼、鱲鱼和金鼓等。2021 年塘鱼的总产量为 2 926 公吨，

价值 7,300 万元。 

  现时有 920个海鱼养殖户，在全港 26个根据《海鱼养殖条

例》指定的鱼类养殖区经营海鱼养殖业。常见的养殖品种包括

青斑、沙巴龙趸、火点、红鲔、鱼仲和黄鱲䱽。2021 年海鱼养

殖的总产量为 332 公吨，价值 3,400 万元。 

 

发展与服务：渔护署推行多项渔业存护及管理措施，以促进本

地渔业持续发展和存护本港海域的渔业资源。为了使受损的海

床及枯竭的渔业资源得以恢复，禁止在香港水域拖网捕鱼的措

施于 2012 年 12 月 31 日生效。渔护署已加强执法行动打击拖网

及破坏性捕鱼活动。政府亦推行其他渔业管理措施，以配合禁

止拖网捕鱼措施及推动本港渔业持续发展，包括设立本地渔船

登记制度、限制新渔船加入，以控制渔船数目及捕捞力量，以

及禁止非本地渔船捕鱼。此外，渔护署筹备设立渔业保护区，

以保护重要的鱼类产卵和育苗场。 

  渔护署在香港水域一共敷设了 673 座人工鱼礁，总体积合

计超过 179 200 立方米，以增加渔业资源。水底监察结果显示，

在人工鱼礁栖息的鱼类品种和数目，都比附近的天然生境为多。

现时有超过 220 种鱼类在人工鱼礁内觅食、栖息、产卵和育苗，

当中包括多种高价品种的鱼类如石斑、𩶘鱼、鲷鱼和细鳞等。 

  渔护署透过技术支援、培训、联络服务、资助及信贷安排，

加强协助捕捞业界转型至其他可持续发展的渔业或相关行业。 

  为了纾缓渔业人手不足的问题，渔护署继续实施「内地过

港渔工计划」，容许内地渔工进入香港协助渔船船东在鱼类批

发市场卸下渔获。截至 2021 年 12 月，渔护署共发出了 4 005 个

内地渔工配额给 621 宗申请的船东及其渔船。 

  渔护署自 2005 年起推行自愿性的「优质养鱼场计划」，

协助促进本地水产养殖场的环境卫生及水产品的质素。参加计

划的养殖场须实施一套良好水产养殖方法，而「优质养鱼场计

划」水产品出售前必须通过一系列品质保证测试，包括检验水

产品的残余药物及重金属水平，以确保水产品符合食物安全标

准。所有获「优质养鱼场计划」认证的水产品身上均打上「优

质养鱼场计划」品牌的标签，以便市民识别。为提升市民对

「优质养鱼场计划」水产品的信心，该标签上印有独特及可溯

源的二维码。透过扫瞄标签上的二维码，市民便能于网上读取

有关水产养殖场的资料及水产品批次的食品安全检测结果。

2021 年，有 146 个养殖场成功登记「优质养鱼场计划」。 

  渔护署进行水产养殖研究，并提供技术支援服务，以发展

更具效率的养鱼方法和经改良的饲养技术，例如向本地养鱼户

转移鱼塘水质监测、设置越冬棚、负压曝气增氧及牡蛎净化等

养殖技术。渔护署继续致力发展本地孵化及培育鱼苗，为渔民

举办培训工作坊，并为有意发展孵化育苗的养鱼户提供活生物

饵料培养原种及技术支援。为帮助业界采用先进和可持续的养

殖新技术，渔护署已在东龙洲鱼类养殖区设立桁架深水网箱海

产养殖示范场，作为现代科学养殖的培训基地。项目的实施及

示范鼓励养鱼户采用先进及可持续的养殖模式。培训场设有现

代智能化水产养殖装备，可以让养鱼户学习养殖的新技术，为

现职及新入行的养鱼户提供养殖培训及实习机会。 

  「良好水产养殖管理计划」旨在推广现代养鱼场管理方法

及监察本地养鱼场的抗菌素使用及抗菌素耐药性，以加强生物

保安及监察水产养殖环境中的抗菌素耐药性情况。渔护署派员

定期探访养鱼户及检测养鱼场的水质及鱼类样本，监察养鱼场

及养鱼的情况，以及早察觉鱼类疾病，和收集有关抗菌素耐药

性的数据。渔护署透过讲座和实地示范，推广现代养鱼场及鱼

类健康管理方法。渔护署亦提供鱼类疾病诊断及病毒检测服务。 

  渔护署已加强红潮报告网络和浮游植物监察计划，以及尽

早向养鱼户发出红潮警告，尽量减少养鱼业因红潮而蒙受的损

失。2021 年，香港水域内录得 11 宗红潮事件。 

  渔护署将在黄竹角海、外塔门、大鹏湾、蒲台（东南）设

立新的海鱼养殖区，为海鱼养殖业创造空间及推动业界进一步

增长。 该署已在 2019 年底就工程开展法定环境影响评估工作，

有关评估工作预期于 2022 年完成。 

  渔护署管理各项贷款基金，为渔民和养鱼户提供渔农业贷

款作生产或发展之用。在 2021 年，该署发放了 249 宗贷款，贷

款总额为 9,979 万元。另外，政府设立了一项资助基金，以协

助本地渔业社群发展为或转型至可持续或高增值的作业模式。

截至 2021 年 12 月，31 宗申请已获批准，涉及总承担额约 1.9

亿元。 

  渔护署透过管理鱼类统营处，为渔民和鱼商提供有秩序的

海鱼批销服务。鱼类统营处是非牟利的非政府机构，由统营处

处长（渔护署署长）执行职权。该处现时经营七个鱼类批发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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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分别位于长沙湾、香港仔、青山、筲箕湾、观塘、大埔和

西贡，其经费主要来自提供海鱼批销服务及市场设施所收取的

佣金和费用，所得盈余则拨归渔业发展用途，例如向渔民提供

低息贷款、改善服务和统营设施，以及为渔民及其子弟提供奖

学金等。该处亦透过其销售网络和参加展销会及食品展览，帮

助推广本地的渔产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