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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公平貿易資源手冊的第一部分，主要為想了解或推廣公平貿易的人提供基本資料，包
括公平貿易的歷史、監察制度及標準制定、公平貿易產品及其影響，以及公平貿易在
香港的發展情況。由於篇幅所限，手冊未能就所有的題目作深入的討論。你可以參考
手冊裡列出的網站、書籍和文章，或直接聯絡相關的公平貿易機構，了解更多資料。
這本手冊是有生命的有機體！你可以把其他有關公平貿易的有用資料和數字加到這本
手冊裡，讓它「有機」地成長！

第二部分
這二部分的內容為推廣公平貿易而設，你可以利用當中的材料去進行一節為時約兩小
時的工作坊。
我們希望更多人在自己所屬的社區、團體、學校或教會推廣和討論公平貿易。要推廣
公平貿易，你不必接受舉辦工作坊或講座的專門培訓，只要有熱誠，加上掌握這本手
冊提供的材料，就已經足夠。
這部分包含四個單元，包括筆記、投影片、演講講辭、遊戲及相關規則以及常見問
題，務求以生動的方法帶領參加者討論公平貿易。
希望你的工作坊順利進行！當然，別忘提醒大家，盡可能選購公平貿易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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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是
公平貿易？
公平貿易，意謂用合理的價錢去換取
生產者的勞力和生產。在國際貿易不
公平的規條影響下，發展中國家農民
難以在國際貿易中受惠，相反他們生
產的回報被壓低，生活入不敷支，甚
至連生產成本也未能回收。這種情況
普遍發生於種植香蕉、咖啡豆、可可
豆、茶、花生及香料等的農民身上。
公平貿易的出現正是為了改變這種不
公平的狀況。相對於傳統貿易而言，
公平貿易是一種另類的貿易模式，透
過建立一種貿易關係，讓一些被主流
經濟排斥而處於弱勢的生產者獲得持
續發展的機會。對農民生計而言，公
平貿易制度保証了農民及生產者付出
勞力後，能收取一個不低於生產成本
的價格，以維持生計，讓他們可以持
續生產。另外，這個公平貿易價格亦
會隨著同類產品的國際市場價格變動
而調整。

FINE＊對「公平貿易」的定義
「公平貿易是一種建基於對話、具透
明度和互相尊重的貿易關係，其目的
是令國際貿易變得更公平。透過給予
被邊緣化的生產者及工人（以貧窮國
家尤甚）更好的貿易條件，以及更好
地保障他們的權利，從而讓他們達致
可持續發展。公平貿易組織在消費者
支持下，積極支援生產者、提升意識
及透過社會運動來爭取改變國際貿易
規則及實踐方式。」

“唯有鼓勵年青人參與
和發展公平貿易，公平
貿易才得以承傳。”
歐洲公平貿易會
2006年

（源自FINE，2001年12月）

＊ 註：FINE 是一個由四個組織組成的
網絡，成員包括Fairtrade Labelling
Organizations International、
International Fair Trade Association、
Network of European Worldshops 和
European Fair Trade Association。
其負責倡議工作的辦事處設於布魯塞
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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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為何
需要公平貿易？
你有否想過，一杯價值約30港元的咖
啡，生產咖啡豆的農夫的收入可能少
於一元？
咖啡是一個例子。咖啡價格於2002
至03年跌幅接近五成，是30年來的
新低點。主要的咖啡生產國（如巴
西、越南、坦桑尼亞及埃塞俄比亞）
的大多數小農，需要把咖啡豆以遠低
於成本的價錢出售，小農因而收不敷
支，舉家捱餓、子女失學（尤以女孩
居多）、無力負擔基本醫藥費等的情
況普遍。為維持生計，部分貧農更被
迫放棄農地而跑到城市找工作。一些

以生產咖啡為經濟命脈的國家，更受
困於持續下降的出口收益。

無力與富國補貼產品競爭，生計大受
打擊。

與咖啡相比，其他農產品如糖、米及
可可豆等農產品的價格下降幅度亦不
遑多讓，在過去的20年裡，它們的價
格猛跌了七成。

公平貿易的出現，正正是為了協助這
些受國際市場價格波動影響的農民，
打破貧窮的困局。

歸根究底，農產品的國際價格大跌是
因為部分富裕國家（如歐盟及美國）
大量補貼國內農產品，導致過度生
產，結果要將這些農產品以低於成本
的價錢「傾銷」到發展中國家。結果
不論於國際或國內市場，窮國農民也

這份手冊將詳述「公平貿易」的運
作，透過為農民提供合理的價格、建
立買賣雙方長久合作關係、貸款支援
及鼓勵以環保方法生產等原則，讓農
民和生產者受惠。

小統計：
現時全球四分一人口，約25億人為農
民，當中13億人處於赤貧狀態。這
些人主要為從事生產基本口糧，如玉
米、米及咖啡等的農民或農工。他們
雖然為養活我們而辛勞地耕作，但往
往未能獲得合理回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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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貿易
運動的起源
公平貿易的誕生  
最早期的公平貿易可以追溯到1950年代的歐洲，當時英國樂施會及愛爾蘭樂施
會開始在樂施商店內銷售由香港的中國大陸難民所生產的手工藝品。
•1967年，首個公平貿易產品進口組織在荷蘭成立，繼而在1969年開設第
一間「第三世界商店」（Third World Shop），這些「世界商店」（World
Shops）或在一些地方稱為「公平貿易商店」（Fair Trade Shop），在推動
公平貿易運動方面起了關鍵作用，他們不單提供了產品銷售點，更積極參與
社會運動和提升民眾意識。
•1960至70年代，在亞洲、非洲及拉丁美洲多國的民間組織和具
有社會意識的個別民眾，感到有必要成立公平貿易產品的市場
推廣組織，以為弱勢生產者提供銷售公平貿易產品的支援。
•於是，在發展中國家相繼出現許多公平貿易組織，他們與已發
展國家的同類組織連繫起來，兩者建基於夥伴合作、對話、具
透明度和互相尊重的信念上，以公平貿易去回應由國際不公平
貿易規則所製造的貧窮問題。
這種世界性的公平貿易網絡包括了生產者、零售商和推動公平貿
易的非政府組織，他們為弱勢生產者提供支援，協助他們有可持
續的生產而得以維持生計，長遠紓解由不公平貿易所引致的貧窮
問題。這背景催生了農民主導的合作社，其目標是改善農民生
活。透過成立合作社，農民可以在生產及在社區發展方面掌握主
導權，這有助生產者提升技術及資源，加強他們集體議價的能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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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貿易認証由來
1988年，荷蘭一個另類貿易組織
（Alternative Trade Organization）
Solidaridad推出了全球首個公平貿易
標籤-----Max Havelaar，並用於咖啡
產品上，以回應九十年代未的世界咖
啡價格崩潰危機。
隨後幾年，不同的公平貿易推動
組織，如 Fairtrade Foundation、
TransFair 及 Rättvisemärkt 亦各自
推出公平貿易認証標籤。

國際公平貿易標籤組織

（Fair Trade Labelling Organizations
International－FLO）

1997年，
國際公平
貿 易 標
籤 組 織
（FLO）
成立，並
於2003
年推出為
產 品 而
設的「公平貿易標籤」（Fairtrade
Certification Mark），以統一各國不
同公平貿易認証制度和準則。

截至2008年，在歐洲、日本、北美
洲、墨西哥、澳洲及新西蘭等21個國
家，共有20個公平貿易標籤簽發機
構（National Initiatives），代辦國際
公平貿易標籤組織（FLO）所發出的
認証，授權入口商使用FLO的產品標
籤，同時為機構所屬的國家推廣公平
貿易。
FLO提供一個獨立、具透明度及具質
素的認証機制，去確保公平貿易促進
社會及經濟的可持續發展。FLO的認
證工作由獨立組織FLO-Cert 負責統
籌，其工作包括審核生產者、貿易程
序及簽發證書等工作，目的是確保獲
得公平貿易認證的生產者、商人符合
公平貿易標準。（有關審核程序可參
考單元2）

FLO的主要職責
• 訂定國際性的公平貿易生產者標
準，為公平貿易認證產品訂立貿
易條件。
• 促進和發展公平貿易的生意。
• 連繫獲公平貿易認證的生產者，
支援他們強化其組織、改善生產
及市場准入的機會。
• 進行游說和倡議工作，促進貿易
公義。

國際公平貿易組織協會

（International Fair Trade

Association- IFAT）
另外，於1989
年成立的國際公
平貿易組織協會
所（IFAT），亦
於2004年，推
出了 Fair Trade
Organizations
標 籤 （ F T O
Mark） 以茲識別公平貿易機構，此
標籤保証該等機構遵從公平貿易的標
準，包括提供良好的工作環境和合理
工資、禁用童工及保護環境等。
國際公平貿易組織協會是一個世界
性的公平貿易組織網絡，截止2007
年，共有300個來自70個國家的成員
組織，包括公平貿易合作社、公平貿
易組織、出口商、入口商、零售商及
地區性的公平貿易支援網絡等。

國際公平貿易組織協會
的主要工作：
• 發展公平貿易市場
• 於公平貿易中建立互信關係
• 宣傳及推廣「公平貿易」
• 協助生產者建立網絡
• 強化地區自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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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貿易
如何運作？
公平貿易與一般的貿易過程十分相
似，只是所涉及的中間人比傳統貿易
為少。供應鏈成員包括生產者、入口
商、加工者、零售商及消費者。

公平貿易供應鏈
農民（生產者）→入口商→公平貿易標
籤認可使用者（Licensees）→零售商
→消費者
另外，貿易過程中的監察及認証機
制，亦是公平貿易與一般商業供應鏈
不同之處。監察及認証制度確保了其
貿易過程的公平、透明度及問責性。

在倫敦的咖啡店買一杯泡沫咖啡，要1.75英鎊，而種咖啡豆
的農民，幸運的話，可賺取當中的5便士（2），幾乎是三十五
分之一（1）。而差價由這條價值鏈上負責咖啡包裝、營銷推廣、
運輸、儲存、關稅和保險等等的貿易者分享。
註：
（1） Jan Thomas, “ From Plantation to Cup” World Coffee &
Tea（September 1995）, p18
（2） ICO 2001年估計數字
1英鎊約等於15.6港元 （2008年1月）

每當有公司或團體欲以自己商號或
品牌，入口及生產公平貿易標籤
（Fairtrade Mark）的產品時，他
們均需與當地的公平貿易標籤簽發
機構簽署協議，方有權使用該標
籤。如英國的簽發機構為Fair trade
Foundation。
目前，國際間認受性最高的兩套公平
貿易認証系統是：
• 產品認証（FLO）
• 公平貿易組織認証（IFAT）

1 以產品為對象的
公平貿易認證制度
Fairtrade Labelling
Organization（ FLO）
國際公平貿易標籤組織（FLO）是一
個釐訂公平貿易標準及向產品發出公
平貿易認証的世界性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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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貿易生產標準
（參考自FLO Cert ）
FLO認証系統的一般標準（Generic
Standards） 包括，要求生產者、生
產者組織及商人：
• 保証給予生產者一個公平價格，
確保他們收回成本，以持續生產
和獲得合理的生活水平。
• 給予生產者社區發展金（social
premium）以加強社區、經濟及環
境方面的發展。

• 小規模土地的擁有者必須組成以
民主方式運作的農民合作社或農
民組織。
• 工人有合理工資，並享有組織工
會的權利。在適用的情況下，工
人應享有條件良好的居所。
• 農田及工廠須符合最低的健康、
安全及環保要求。
• 禁止僱用童工或強迫勞工。

• 與生產者建立長遠、互信的貿易
關係。

• 生產者組織必須投放資金成立公
平貿易保証金或所謂的社區發展
金，用作改善生產者的工作條
件、產品質素和社區設施。

• 訂立一套社會、環境及經濟可持
續發展的目標及準則。

入口商須符合的標準：

生產者組織須符合的標準
除了上述大原則，FLO 為生產者和
商人制定特定的標準。生產者組織的
標準有兩套，其一適用於小農，另一
套則適用於農工及工廠工人。

• 給予生產者一個合理價格，使其
收回生產成本，維持持續的生計
和生產，而這價格由公平貿易標
籤組織釐訂。

• 若生產者要求提早付款，則須提
早支款部分款項。
• 簽訂合約，表示同意生產過程須
符合長遠發展及環境可持續發展
的原則。
除了一般標準，FLO又為不同產
品類別制定產品標準 （Products
standards）， 例如咖啡豆、香蕉和
可可豆，就各有不同的生產標準。
這些準則由FLO的委員等代表共同制
定。包括：FLO的成員組織、生產者
組織、商人及外來專業人士。
公平貿易認証工作由獨立運作的
FLO-Cert 統籌，負責查核所有初級
產品及半製成品的生產及交易過程是
否符合公平貿易標準。詳情可參考
www.flo-cert/net/。

•支 付 社 區 發 展 金 （ S o c i a l
premium），以供生產者投資於社
區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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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貿易標籤認許使用者
（Licensees）
任何商號或機構要採用公平貿易認証
產品，均須向國內的公平貿易標籤簽
發機構（National initiatives） 申請
認可。
獲認可者有兩種：
（1）獲認可使用標籤
（2）獲認可加工獲認可者必須遵從以
下守則：
• 採用公平貿易生產者組織生產的
產品
• 每季報告與貿易商或生產組織交
易的情況。
• 定期審核供應鏈。
• 根據協議條款使用公平貿易認証
商標。

2 以機構為對象的
公平貿易認證制度International Fair Trade
Association（ IFAT）
IFAT的成員均是以公平貿易為核心
宗旨及職責的機構，包括：生產者組
織、出口商、進口商、零售商、國家
及地區的公平貿易網絡和金融機構。

FTO 標籤（FTO Mark）

IFAT 於2004年的印度孟買世界社會
論壇上決議推出FTO 標籤，代表著
來自61個國家的270成員機構均相信
在不破壞環境的前提下，貿易能改善
邊緣人群的生計。成員須獲IFAT允許
才可以於他們的信函、網頁、海報及
其他宣傳品上使用FTO 標籤。

延伸問題
為何有不同的公平貿易標籤？

IFAT 制訂了十項標準，要求會員必
須

鑑於各國在發展公平貿易標籤制度的
歷程不同，現存的標籤計劃亦有不
同（例如Max Havelaar、Transfair或
Fairtrade Mark等）和各異的認證標
籤圖樣。2003年，FLO成員的國家認
證組織通過，使用統一的公平貿易標
籤（但瑞士除外），新標籤在許多國
家正與原先使用的標籤並行，或逐步
取代原先的標籤。

1. 為貧窮及弱勢生產者提供改善生
計的機會

我們為何需要公平貿易標籤？

（截止2007年，IFAT已有300個來自
70個國家的成員組織）

2. 運作及買賣過程具透明度和問責
性
3. 協助生產者提升能力
4. 推廣公平貿易
5. 給予合理的價錢
6. 促進兩性平等
7. 保障良好的工作條件
8. 禁止僱用童工
9. 與生態環境可持續發展協調

公平貿易標籤旨在令消費者更加醒覺
產品原料的貿易，對許多以此維生的
農民及工人來說，是非常重要的。而
消費者所購買的產品，正是由這些原
料製成。公平貿易標籤制度的作用，
不僅為消費者確保產品符合公平貿易
標準，還可以保護那些參加公平貿易
又嚴守規則的商戶，免於因其他不嚴
守標準，並未受獨立監察的公平貿易
公司魚目混珠而蒙受損失。

10. 持久的貿易關係，不會為謀取最
大利潤而犧牲生產者及其社區的
利益和發展機會
注意：
若一些產品上有字句聲稱此為公平貿
易產品，但卻沒有FLO發出的公平貿
易產品商標，在這情況下，只要該產
品的供應商是「國際公平貿易組織協
會」（IFAT）的成員，亦保證了該產
品是獲認可的公平貿易產品。
瀏覽成員名單：www.ifat.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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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貿易 vs
一般貿易
公平貿易與一般貿易有著十分重要的
分別。

• 透過條件貸款，即世界銀行及國
際貨幣基金組織

隨著國與國之間的交易變得頻繁，貿
易趨向全球化，為了減省生產成本，
增加利潤，商人將一個國家的原材料
運至另一個成本最低的國家進行加
工、製造。這種全球性投資及分工，
不但增加了產品供應鏈的複雜性，也
讓不同國家、社區的人建立了前所未
有的依存關係。

然而在現實中，每個國家在國際貿易
談判中並非都處於平等的位置，大多
數情況往往是一個國家比另一個家國
強（國力或財富），這導致強國輕易
地主導貿易條款的內容，而較弱的一
方便要作出很大讓步。以多邊談判為
基礎的世界貿易組織為例，世貿規定
每個成員國只持有一票投票權。但富
國為了從談判中得到更多利益，會不
惜投放大量資源去影響協議內容，並
不斷向其他國家施壓，以換取有利他
們國家的貿易協議。

然而，在貿易全球化的趨勢下，貧富
懸殊的差距卻愈來愈大。明顯地，貿
易全球化似乎只為一小撮人帶來好
處。貿易制度已被設計成富裕國家圖
利的一種工具，相反貧窮國家在貿易
中的利潤卻不斷減少。
如果我們相信「貿易」有減滅貧窮的
作用，那麼我們必須改革現時由貿易
制度、規則、協議及機構
所控制的貿易模式。而改
革地區及國際的貿易政
策便是其中一個解決
方法！
現時的貿易協議種類大致可分
成以下幾類：
• 雙邊談判，即是兩國之間的
貿易協議
• 多邊談判，即為透
過一些組織（如世界
貿易組織）來制定多
方共同遵從的貿易規
則。

富國亦善於利用貿易條款中的漏洞以
保障自己的利益。雖然世貿大原則主
張廢除貿易壁壘，但美國及歐盟，會
為自己國家的農企提供大量補貼，確
保當地農業得到穩定發展。在畜牧業
方面，歐盟平均每日為每一頭牛提供
多於兩美元的資助，結果造成牧場過
度生產，並將過剩的乳品以低於成本
價傾銷到發展中國家，令當地乳品價
格下跌，對當地經濟造成嚴重的負面
影響。
另外，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及世界銀
行向發展中國家提供借貸時，提出
「結構性調整計劃」（Structural
Adjustment Programmes）作為條
件，禁止發展中國家為本土的農產品
進行補貼，這意味著發展中國家的農
作物將不能與經已被補貼的平價入口
貨競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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咖啡的起源
相傳，在阿拉伯半島南部，一位叫Kaldi的牧羊人，某天看見羊兒突然圍著一棵長著綠葉和紅色
小果實的矮樹蹦蹦跳，他上前查看，發現原來那種紅果實有提醒的神奇作用。在一些寺院，僧侶
在長時間的課堂上食用這種果實來提醒。這種紅色果實原來就是咖啡豆。
不過，文獻記載，最先種植咖啡豆的是非洲埃塞俄比亞中部平原地區，然後在六世紀左右有人將
咖啡運到也門，繼而在當地孕育出飲用咖啡的文化。而歷史記載最早的咖啡室在開羅和麥加出
現。
www.coffeeresearch.com

美國是發展公平貿易產品歷史比較攸
久的國家之一，我們以下將以美國的
咖啡市場為例子，跟大家探討一般貿
易與「公平貿易」運作過程的區別。

從田野的咖啡樹到一杯咖啡
傳統的咖啡貿易
在一般貿易中，大規模生產者及跨國
公司掌握了市場資訊、技術及資本，
反觀一些小農卻被「市場」孤立，難
以分享貿易的好處。
全球咖啡總量有超過半數為小農生
產。大部分小農不是直接參與國際咖
啡豆市場的買賣，而是透過中間人及
地主去出售他們種得的咖啡豆。
所謂的中間人（如銀行、店主）將從
農民購得的咖啡豆轉售，由於小農缺
少資金，無力支付運輸費及欠缺市場

資訊，中間人容易借機從農民身上謀
利，他們甚至控制當地運輸以操縱咖
啡事業。這種嚴重壟斷造成小農被迫
以低價出售農產品，向中間人高息借
貸來償還債項，令農民落入越種越窮
及長期負債的惡性循環之中。
大多數處理咖啡加工的多為私營的大
農場或咖啡工廠，小農合作社或政府
機構所擁有的加工場僅佔少數。

出口商：通常為獨立公司或跨國公
司，他們擁有自己的顧客、具有強大
的議價能力足以讓他們影響紐約和倫
敦的咖啡市場交易。
入口商：主要向出口商及代理購買咖
啡豆，然後售予烘焙商。烘焙商將咖
啡豆烘焙及包裝後，會轉售予分銷商
（distributors）或直接售予零售商。
有些焙炒商則擁有自己的門市。
零售商：包括售賣咖啡的商店、餐
廳、咖啡店及公私營機構的採購部
門。
分銷商：將烘焙商加工的咖啡售至零
售商。
消費者：於咖啡店及餐廳購買咖啡、
或於家中／辦公室享用咖啡的消費
者，往住忽略了咖啡的生產環境及貿
易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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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咖啡貿易
現時全球有超過80萬種植咖啡豆的
農戶為合作社成員，他們會直接與歐
洲、北美的公平貿易入口商進行交
易，由於參與公平貿易的農戶與市場
有更直接的聯繫，他們的收入往往比
傳統貿易多出三至五倍。
現有375個公平貿易合作社或組織，
透過自己建立的一套機制直接向外國
入口商售賣農產品，由於合作社以民
主形式運作，而且FLO規定公平貿易
價格必須包含公平貿易保證金（Fair
Trade Premiums）或社區發展金，
即將部分資金撥作發展社區、品質改
善及環境保護用途，這種營運模式減
少了中間人的剝削，使農民得到更大
保障。
任何入口商直接向註冊的「公平貿
易」生產合作社購買咖啡豆，他們
需要給予農民一個不低於每磅1.26美

元的「公平貿易最低收購價」（Fair
Trade minimum price） （有機認証
的咖啡為每磅１.41美元）。美國現
時有31個獲美國TransFair認可的咖
啡豆入口商，他們可向國內烘焙商出
售公平貿易咖啡。
烘焙商須與TransFair簽署「公平貿
易認証標籤」使用守則，並透過銷售
與消費者教育，推廣「公平貿易」的
訊息。烘焙商將咖啡包裝，售予零售
商。
分銷商將公平貿易咖啡推銷給零售
商。截至2003年1月為止，在美國大
約有二萬個售賣公平貿易咖啡的零售
點。
公平咖啡運動之成功是有賴消費者力
量，合力創造一個公平貿易的市場。

公平貿易模式

農民

合作社

公平貿易組織

入口商/公平貿易
標籤認許使用者

消費者

傳統貿易模式

農民

中間人

Photo Credit： Alfons Poon

出口商

入口商

分銷商

零售商

消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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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貿易的好處
誰受惠於公平貿易？
小農及工人
公平貿易能協助公平貿易合作社的農
民和農工，邁向經濟自主和提升能
力，從而得到穩定的生計和更好的生
活。除了農產品獲得一個合理價錢
外，合作社亦有助改善農民獲得的社
會保障，以及有助社區改善基本設
施，例如：
•低息或無息貸款
•提供技術支援以興建基本設施，藉
以增加生產力
•發展通訊系統、集體擁有的交通設
施及加工用的工具

生產環境
公平貿易鼓勵使用有利環境可持續發
展的農耕及生產方法，例如：
•有機耕種法，避免使用污染物、殺
蟲劑及除草劑
•種植多元化農作物

婦女及兒童
相對於在城市成長的兒童，很多農村
兒童要輟學，出來工作以幫補家計；
而公平貿易認證制度規定了生產過程
不可使用童工或強迫勞工。公平貿易
農產品的價格較高，農民收入增加，
因而可以讓子女上學，無需強迫孩子
工作。

•改善健康及牙科保健服務
•為合作社成員及其家人提供多元化
的技術培訓

2000年，多明尼加共和國的
農民開始向英國供應公平貿
易產品；他們的生計和生活
水平從此發出可喜的變化。

消費者
公平貿易為消費者帶來的好處包括：
•可以按照自己的信念和價值觀來選
擇消費模式
•增強改變不公平貿易規則的意識和
能力
•獲得優質的產品
•確保消費品的供應合乎道德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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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個支持公平貿易的理由
1. 運用消費者力量幫助他人

6. 保護環境

世界貧窮問題，沒有人可以置身事
外，個人可以做點什麼來改善問題？
透過購買有公平貿易認證的產品，你
可以將購物這日常的活動，轉化成有
助扶貧的舉動，給予農民和生產者合
理的回報。

公平貿易推動有效益和環保的土地使
用。公平貿易鼓勵種植咖啡及可可豆
的小農戶沿用傳統方式，種植多元化
的農作物、遮蔭大樹及果樹等。果樹
提供鳥類棲息地，又能防止泥土侵蝕
及泥石流。公平貿易可促進農民邁向
有機耕種，和使用可持續發展的耕種
技術。

2. 支持教育
許多農民在傳統貿易制度中，賣出農
作物所賺取的回報少之又少，難以負
擔子女的教育開支，因而要子女工作
幫補家計。購買公平貿易認證產品，
可以為農民及工藝生產者提供可應付
生活的工資，讓他們的子女有上學和
接受教育的機會。

7. 推廣民主
參與公平貿易的生產者及工人都隸屬
以民主方式運作的合作社或社區組
織，這些組織的運作必須開放和透
明，這有助參與民主經驗較少的國家
民眾發展基層民主。

3. 協助婦女提升能力

8. 提供長遠的解決方案

公平貿易鼓勵女性參與合作社的領導
工作，支持有利婦女發展的項目。在
墨西哥的Oaxaca省，CEPCO咖啡農
合作社就設立了別開新面的女性咖啡
農支援項目，為她們提供咖啡種植、
加工及其他生計活動方面的培訓，協
助婦女改善生活。

公平貿易其中一項重要的原則是讓購
買者和生產者建立長遠的夥伴關係，
它與援助不同，不依賴捐款，公平貿
易是為農民、工匠及其家庭提供可持
續發展的生計，讓他們自力更生，改
善生活。

4. 防止拆散家庭

咖啡價格過低，令咖啡農無法單以種
植咖啡維生，因而被迫種植古柯等
非法農作物。古柯可提煉成毒品可卡
因，另一種類似安非他命興奮劑的毒
品chat，種植時存在更大危險，但卻
能令小農圖取巨利。公平貿易給予咖
啡農一個合理價格，可防止他們轉種
古柯等非法農作物。

國際咖啡豆價格長時處於低位，沒有
參與公平貿易的小農及咖啡豆工人被
迫離開鄉村，到城市去尋找工作，留
下家中的女性和孩子在田裏耕種及採
摘咖啡豆。參與公平貿易的農民，可
以賺取足以應付生活的收入，除了可
支付日常開支外，還有餘錢投資於未
來，及免家庭拆散。

5. 支持社區發展
參與公平貿易產品的生產者（農民及
工人）合作社及社區發展組織，把資
金用於為生產者提供更好的房屋、保
健計劃、學校及獎學金上。哥斯達尼
加的COOCAFE咖啡農合作社運用公
平貿易賺來的利潤，支持70所學校的
改善工作，並提供6,700個獎學金，
讓學生們有機會升讀高等院校或大
學。

9. 防止種植非法農作物

10. 促使經濟穩定發展
在大多數的發展中國家，人們主要從
事耕種。我們購買公平貿易認證產
品，有助支持小農戶和發展中國家的
發展，令有關國家減少依賴進口農產
品，強化糧食保障，而公平貿易產品
所賺取的額外收入，亦可以刺激農村
經濟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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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貿易產品
公平貿易旨在改善於發展中國家被邊
緣化的生產者，市場上初期出現的
公平貿易認証產品主要為農產品。今
天，更多的加工製品開始成為公平貿
易認証產品。
因應不同產品的生產條件，國際公平
貿易標籤組織（FLO）為不同產品制
定了不同的公平貿易標準，包括：
咖啡、茶、蜜糖、糖、可可、棉花、
香蕉、花生、香料、香草、酒、米、
果汁、水果、牛油果、花、足球及油
籽等。

更多公平貿易產品種類
公平貿易產品的種類正持續增長，更
多的新產品種類有助推進公平貿易的
普及和發展。

對生產者來說，新產品意味著有更多
人投入公平貿易，而產品的多樣性亦
有助多元生產，減低只集中生產一種
農作物的依賴及風險。
從市場角度看，隨著市場對公平貿易
產品需求的增加，以及產品種類的增
多，參與公平貿易公司的營業額和利
潤亦會增加。連鎖超級市場若能增加
對公平貿易產品的宣傳，亦有助推廣
公平貿易。提升公眾對公平貿易產品
的認識，為消費者帶來更多選擇，亦
可令更多公平貿易的生產者受惠。
本港公平貿易銷售點
www.oxfam.org.hk/fairtrade

photo credit: Alfons Po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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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你開始
支持公平貿易！
• 購買公平貿易產品，用你的消費者力量改變不公平
的狀況，使農民得到合理回報
• 向你的親友推廣公平貿易產品
• 提倡公平貿易
• 在工作間、學校推廣公平貿易，讓更多人加入公平
貿易的行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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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貿易在香港
本地公平貿易發展
1950s

英國樂施會及愛爾蘭樂施會開始在樂施商店內銷售由香港的中國大陸難民
所生產的手工藝品，為公平貿易的雛型。

1977

第一間樂施商店在香港開設，售賣二手物及公平貿易產品

2002

國際樂施會於全球64個城市推展「貿易要公平」運動，香港樂施會開始推
廣「公平咖啡」

2003

Just Java 香港烘焙商成功申請Transfair的公平貿易認証，並開始發售公平
貿易咖啡

2005

樂施會與亞洲公平貿易網絡（Asia Fair Trade Forum）合辦
12月公平貿易研討會
公平貿易時裝展
公平貿易展銷會

2006

樂施會「公平貿易」推廣運動正式展開，並發表第一份有關香港消費者對
公平貿易認知的市場調查
樂施商店開始發售公平貿易產品
第一間公平貿易專門店------恩與美文化館成立
本港的馬莎百貨全線售賣公平貿易咖啡、茶

2007

本地十個團體首次於國際公平貿易日舉辦「公平貿易嘉年華」
香港冬日美食嘉年華首次設有「公平貿易閣」，連同樂施會在內的七個
本地及海外團體推廣公平貿易食品
公平棧成為香港首間取得FLO認証（咖啡及茶）的品牌

2008

由十個團體組成的香港公平貿易聯盟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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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裡買到公平貿易產品

-以地區排序

港島
七一吧

香港中環荷里活道67號地庫(文興里入口)
電話: 2858 7071

天下太平

灣仔大王東街21-23號
電話: 2527 5870
網址 http://www.worldpeacecafe.hk/wpcc/index.html
電子郵箱worldpeacecafehk@yahoo.com.hk

天延食品

香港灣仔日街6號日新樓地下
電話: 2805 0388

公平棧

香港上環皇后大道中367-375號萬利商業大廈5 樓506室
電話: 6625 2996
網址http://www.fairtaste.org
電子郵箱info@fairtaste.org

有機園

香港銅鑼灣堅拿道西21號唐二樓
電話: 2488 0138
網址 http://www.simply-organic.com.hk
電子郵箱 pc@organic-farm.com

康姿堂

中環店:香港中環威靈頓街128號11樓A室
網址 http://www.herbalbliss.com.hk

綠創意健康店

香港中環威靈頓街７４號
明發大廈２樓（電梯２字）〔地鐵站D2出口〕
電話 : 3113-5848
網址http://www.healthshop.com.hk
電子郵箱 gcmain@netvigator.com

聖約翰座堂書店

中環花園道4-8號
電話: 2868 2848
網址 http://www.stjohnscathedral.org.hk/fairtrade.html
電子郵箱bookstor@stjohnscathedral.org.hk

Brunch Club

中環蘇豪卑利街70號
電話: 2526 8861
網址http://brunch-club.org
電子郵箱 info@brunch-club.org

Eat Right

中環些利街４號地鋪
電話: 2868 4832
網址 www.eatright.com.hk
電子郵箱 info@eatright.com.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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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rmony Café

香港銅鑼灣登龍街21號2樓
電話: 3109 3152
網址 www.harmonycafe.com.hk
電子郵箱 harmony_cafe@yahoo.com.hk

HEA

Centre of Development and Resrouces for Students,
Room 408, Meng Wah Complex, 香港大學
電話: 2857 8387

Life Organic Wholefoods Market
中環蘇豪區鴨巴甸街20A
電話: 2155 8778
http://www.lifecafe.com.hk/site/
電子郵箱info@lifecafe.com.hk

Life Café

中環些利街12號地下至2樓
電話: 2810 9777
網址 http://www.lifecafe.com.hk/site
電子郵箱info@lifecafe.com.hk

Natural And Fair

香港中環租庇利街1號喜訊大廈M1樓M107室
電話: 8134 7000 傳真: 2380 7669
網址http://www.naturalandfair.com
電子郵箱 enquiry@naturalandfair.com

九龍
中大女工同心合作社

本部范克廉樓地庫
電話 ：2994 3838 / 27904848
網址 http://www.hkwwa.org.hk/?page_id=20
電子郵箱workwomen@hkwwa.org.hk

公平點 @ 香港公平貿易動力

九龍佐敦廟街 308 號生發商業大廈3/F
(近九龍公園，童軍中心對面，佐敦 MTR C2 出口)
電話: 3188-8064
網址 http://www.hkfairtradepower.com/
電子郵箱info@hkfairtradepower.com

恩與美文化館

九龍旺角彌敦道644號2樓
電話: 2787 1108
網址 http://www.fairtrade.hk
電子郵箱 info@fairtrade.hk

森

九龍旺角運動場道17-19號C舖
電話: 2392 2730

樂施角度

PROTREK九龍灣旗艦店
九龍灣宏照道38號 MegaBox 8樓2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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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ub O 店

九龍旺角亞皆老街80號昌明大廈7樓F室
電話: 2619 0000
http://shop.club-o.org/

新界
香港有機農莊

荃灣德士古道郵政局 郵政信箱 868 號 (郵寄地址)
新界元朗八鄉河背村河背水塘 (農莊地址)
電話: 2838 4808
傳真: 2488 9034
網址http://www.organichk.com/
電子郵箱info@organichk.com

國際十字路會

屯門青山公路2號
電話: 2272 9301
網址 http://village.crossroadsint.org/marketplace
電子郵箱 enquiries@crossroads.org.hk

農舍

南丫島榕樹灣大街15號A地下
電話: 2982 6934
http://www.ymcagrassroots.org/Web2007Oct/cottage.htm

綠色生活專門店

西貢沙咀街5號地下
電話: 2792 0106 / 2791 0176
網址 http://www.greenearthsociety.com

綠家居

新界屯門建發街11號好景工業大廈B座9樓11室
電話: 3541 9966
傳真: 3541 9993
網址 http://ghse.yot.org.hk

嶺南大學心意社

香港屯門虎地嶺南大學康樂樓1樓
電話: 2464 5943
網址http://www.tomjoys.com/mambo/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task=view&id=13&Itemid=47

Fair-and-Healthy, FM Int'l Resources
西貢蠔涌田寮41號地下
電話: 2791 9771
網址www.Fair-and-Healthy.com
電子郵箱FMIR@netvigator.com

連鎖店
百佳超級市場

部份分店有售
電話: 2606 8658

吉之島

部份分店有售
電話: 24527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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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桃麵包

新界元朗安寧路59號D地舖
電話: 2443 5657
新界元朗青山道39號金豐大廈地下1AAA舖
電話: 2443 5693

保康坊

香港中環干諾道中68號華懋廣場第2期1樓3號店
電話: 2543 6678
香港德輔道中283號地下
電話: 3691 8069

馬莎

全線有售
電話: 29218059 (中環)

無印良品

香港銅鑼灣波斯富街99號利舞台廣場3樓
電話: 2808-0622
九龍觀塘觀塘道418號創紀之城五期apm 2樓
電話: 3148-9086
網址 http://www.muji.com.hk/

City' super

部份分店有售：時代廣場/IFC
電話: 2956-2668

GOURMET

銅鑼灣利園一期地庫
電話: 36934101

Great

金鐘太古廣場二期地庫
電話: 2918 9986

Lush

電話: 25226627
傳真: 25222397
網址 http://www.lusheshop.net/index.php?lang=hk

Oliver's Supermarket
中環太子大廈2樓
電話: 28017710

TASTE

九龍塘又一城地鐵層
電話: 2265 8698

ThreeSixty

中環置地廣場3樓
電話: 211144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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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見問題
公平貿易產品是否較同類的商業品牌產品昂貴？
不一定。公平貿易保證產品的生產者獲得公平價格，公平價格包含了最低收購
價和社區發展金，而且必然高於同類產品的國際市場價格。以農產品為例，我
們在市場見到一些非公平貿易產品的價格很低，但那「低價」可能是由不公平
的貿易規則所造成的，根本不能給予農民合理的回報，甚至不能收回成本。
產品最低收購價由生產者組織與買家共同商磋和制訂，這價格足以支付生產成
本及生產者的基本生活開支。在這最低收購價以外，買家必須支付一個定額的
「社區發展金」。
事實上，隨公平貿易產品普及，其零售價亦會下調。在英國超級市場選購高質
素的公平貿易咖啡與同類的非公平貿易咖啡，零售價差額通常只是幾個仙英
鎊。
•以下因素都可能影響公平貿易產品的零售價：
•認證標準規定的保證最低收購價及社區發展金
•生產成本
•生產規模
•零售商的定價不受FLO或IFAT規範

為何有些自稱為公平貿易的產品沒有顯示公平貿易商標？
有些公平貿易組織/品牌已從事公平貿易多年，但銷售的產品卻沒有使用公平貿
易商標，消費者可留意這些機構本身是否非牟利機構；以扶貧或改善生產者生
計為宗旨，又或者是否為IFAT註冊成員；運作和準則具透明度的機構，從而判
斷產品是否公平。

公平貿易和自由貿易有何分別？
自由貿易得其名，是指產品或服務的價格由市場供求決定，所有生產
者理論上在同一樣的條件下競爭，國際間的貿易亦沒有關稅或配額
等貿易壁壘。可是現中的國際貿易並非完全自由，富國在世貿等談
判機制有操控的地位，利用灰色地帶去違反「自由貿易」原則對國
內生產者提供補貼和政策優惠。以農業為例，富國的農場得到政府
巨額補貼，因而可以將生產成本壓至不合理的低水平，誘使他們過
量生產，供過於求，於是政府又補貼這些過剩的農產品出口，以
「推動自由貿易」為名，低價「傾銷」到發展中國家。結果發展
中國家本身種植同類農產品的農民難以競爭，入不敷支。
樂施會在全球推展的貿易要公平倡議運動，就是希望糾正不公平的
貿易規則，令貿易發揮幫助貧窮人改善生計和脫貧的作用。不過，改
革貿易規則和政策是要透過長期游說和倡議才可達至的目標，而與此
同時，國際間出現的公平貿易，是一種另類的貿易模式，即時和直接
令生產者透過自己付出勞力，去改善生計和得到起碼的保障。
截至2008年初，全球有21國家成立了FLO 的公平貿易產品標籤簽發
機構，協調超500個生產者組織在FLO的公平貿易標準下生產，例如
恪守不用童工; 用環保方法耕作和男女同工同酬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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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消費者，我們若想改變世界的貧窮現狀，捐款不是唯一方法，選購公平貿易產品，也可以直接幫一把。
一些人稱公平貿易運動為公義貿易運動，透過提高生產和貿易過程的公平性，致力改善生產者的經濟發展，同時重視社會
公義、環境保護及維持更強的貿易聯繫網絡。
在美國使用的公平貿易標籤「公平貿易認證」（Fair Trade Certified）、英國的「公平貿易」（Fairtrade）及歐洲的Max
Havelaar，保證所購買的產品，其生產者及生產運作符合公平貿易標準。截至2008年初，已有21個國家成立國家標籤簽發
機構，在遵從國際公平貿易標籤組織（FLO）指引的原則下運作，逾500個生產者組織獲認証為公平貿易產品生產者。認
證確保生產和貿易過程公平，例如不使用童工或強迫勞工；使用環保耕作法；強調環境與社會發展的平衡；有機耕種；工
人待遇符合國際勞工組織的規定。
作為消費者，我們若要改變貧窮人的現狀，捐款不是唯一方法。只要選購公平貿易產品，（如咖啡、香蕉、茶、巧克力、
蜜糖、糖、橙汁或鮮花），支持公平貿易運動，我們也可以協助發展中國家的生產者改善生計及工作條件，甚至改善他們
和家人的生活水平。

什麼是社區發展金（social premium）？ 它的用途是什麼？
在公平貿易制度之下，入口商除了向發展中國家的農民或工人支付一個購買產品的價錢外，還須給予生產者一額外款項，
即社區發展金，用以支援生產者的社區發展。這筆款項由農民和工人組織共同擁有、管理和決定如何使用，而獲認可的生
產者須向公平貿易標籤組織問責，交代這筆錢的用途。一般來說，社區發展金用於改善生產者社區的健康、教育及其他社
區基礎設施，但亦可投放於改善農田生產力，或協助農民減少倚賴種植單一作物的項目上。

在香港和中國內地有否國家性的標籤組織？
現時，在香港及中國大陸並無全國性的公平貿易標籤簽發組織，有意申請公平貿易標籤的香港公司或組織，可以直接聯絡
FLO International 總部申請登記及標籤。

有沒有商業機構或商業品牌已獲公平貿易認證？
符合國際公平貿易標準的產品可獲認可使用公平貿易商標 「FAIRTRADE Mark」。現時，有些公司專門出售公平貿易認
證產品；一些公司則售賣一般貨品之餘，亦供應公平貿易產品。消費者須認清楚產品上是否有FLO發出的「FAIRTRADE
Mark」商標，但公平貿易產品商標並不反映售賣的公司是否公平。

手工藝品大多沒有標籤，這是否表示沒標籤就不是公平貿易產品？
手工藝品通常是每件都與別不同，難以制定出統一的生產制式或產品標準，所以FLO並沒有就手工藝品制定產品標準。目
前，市面上的公平貿易手工藝品，絕大部分由IFAT成員組織生產，他們包括一些小規模的工匠合作社或非牟利組織。消費
者購買這些產品主要是建基於他們對主理產品的組織的信任，這些組織本身就是一個「品牌」。
所有IFAT註冊會員，會獲發公平貿易組織標記（Fair Trade Organization Mark），代表該組織符合IFAT的標準及監察制度
的要求，為認可的公平貿易機構。

公平貿易產品如何受到監察？
公平貿易產品的監察和審核制度的設計，均講求效益、獨立和效率。
售賣公平貿易認證產品的公司須每季向FLO提交報告，證明其獲標籤的產品的供應鏈及貿易條款符合公平貿易原則，報告
每年須交由審核機構審核。
中間商及加工商須由FLO認可，才可銷售公平貿易認証的原料及半製成品。審核機構會審核其運作，是否確實符合公平貿
易原則。
FLO會每年派員評核及巡查公平貿易的生產者組織，以決定生產者組織的證書是否繼續有效。持有認證的生產者組織可以
向任何地方／國家供應公平貿易認證產品。

生產者需要為公平貿易認證付款嗎？
需要。國際公平貿易標籤組織（FLO）在2004年訂立了一套生產者收費制度，使生產者認證過程簡化和更有效率。在FLO
認證制度下，生產者須每年向FLO繳付審核和認證費，收費主要用作支付審核過程所需的開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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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年，FLO的審核費用由行業費用資助，但隨著申請認證的生產者數目大增，令審核開支不斷上升，作為非牟利機構的
FLO感到有必要向生產者徵收費用，以應付積壓了的大量申請，以及進行定期的巡查和監察工作。生產者收費制度設立
後，FLO的審核工作和發證服務的質素及速度均有改進。許多生產者組織亦發現，支付這筆費用來支持改善認證工作，有
助他們把產品銷售到較高價的市場，因此收費制度有其價值。
FLO認證的收費制度在2006年一月有所修訂，收費額多寡按審核的複雜程度而定。
收費制度的目的是做到既能滿足生產者需要，又能支持一個嚴謹、有效率和具透明度的認證制度所需的成本，在兩者之間
取得平衡。對於一些感到付費會阻礙他們參與公平貿易的小生產者，FLO會給予他們資助，資助金的部分金額來自歐盟，
有需要的生產者組織最多可獲取所需費用的75%的資助額。

公平貿易與道德貿易的分別？
公平貿易和道德貿易的目的相同，都是是致力讓發展中國家的工人付出勞力後，獲取真正和合理的回報。但兩者協助的目
標群體、以及採用的方法均不同。
公平貿易主要協助弱勢社群及生產者組織，協助他們在國際貿易中站在一個更有利的位置，以更能掌握自己的生計。公平貿
易與生產者建立穩定和平等的夥伴關係，協助他們發展謀生技術和提升能力，從而在貿易中取得持續的生計。公平貿易確保
生產者享有更公平的貿易條件，直接增加收入、增加產品的銷售渠道。公平貿易除了保證生產者取得最低的產品收購價外，
制度中的社區發展金亦保證生產者組織有額外的收入來源，能令農民及工人組織改善他們的社會、經濟及環境條件。
道德貿易要求貿易過程必須符合國際勞工組織協議制度的國際公約標準，並為這些標準訂立「行為守則」，促使貿易參與
者遵從。道德貿易的運作須有獨立的監察及審核配合，以給予消費者信心。
公平貿易與道德貿易的最大分別，在於前者是以嘗試改善貿易關係的手法，去協助被邊緣化的農民及工人改善處境。

Fair trade與 Fair Trade 有什麼分別？
Fairtrade 是FLO的公平貿易認證及標籤簽發機制；而Fair Trade 則泛指關注關稅、補貼、工人權利等貿易公平倡議運動和
工作，包括有標籤和沒有標籤的公平貿易品推廣，以及一些另類貿易組織的工作。
公平貿易與道德貿易的最大分別，在於前者嘗試以改善貿易關係作為手法，來協助世界上最被邊緣化的農民及工人發展。

公平貿易只是小圈子活動？
公平貿易已為數以百萬計人，包括公平貿易生產者及其家人，帶來希望及有尊嚴的生活。公平貿易未必能夠成為全世界貿
易的主流，因為公平貿易只針對在世界貿易制度中處於不公平地位的發展中國家和貧窮國家，以及這些地區的貧窮人。
公平貿易並非小圈子活動，全球有十多億人活於一美元以下，若要為這些人帶來公平及公義，改變現況，公平貿易運動仍
有漫漫長路要走。公平貿易產品銷量的增長反映，公平貿易有極大的潛力去吸引更多支持者，及發展更大的市場，以惠及
貧窮的生產者。

公平貿易破壞了有效創造財富的市場機制？
這種說法假設了公平貿易透過給予生產者一個「不現實」的價錢，以避免資源再分配及影響某些經濟活動，以增加發展中
國家的競爭力。
事實上，扭曲市場機制的是不公平貿易規則和模式。若歐美等富裕國家能放棄保護主義的措施，停止補貼國內農產品，其
生產優勢及農產品的國際價格下跌情況也將隨之消失。另外，若用「妨礙市場經濟運作」為理由去迫使發展中國家減少對
人民提供社會保障的安全網，或不向弱勢生產者提供支援，貧困及邊緣的生產者不敢貿然冒險轉型，只能受制於市場現
況，貧者愈貧。

公平貿易助長農產品供應過量，致使價格持續下跌？
沒有證據顯示公平貿易會導致農產品供應過盛。公平貿易一樣按市場供求運作，生產者出售符合公平貿易標準的農產品，
從而取得合理回報；對於剩餘的農產品，他們也需要以市價出售。
生產者沒有意欲過量生產一些他們沒有能力出售的產品，除了此舉可防止一些生產者被其行業完全排斥，否則公平貿易並
沒有鼓勵過量生產。
U8-

單元8：常見問題

公平貿易資源
書籍
Stiglitz, Joseph. Fair Trade For All: How Trade Can Promote Development.
Oxford University University Press. 2006.
Ransom, David. The No-Nonsense Guide to Fair Trade. New Internationalist/
Between the Lines. 2001.
Waridel, Laure. Coffee With Pleasure: Just Java and World Trade. Institute of
Policy Alternatives of Montreal, Black Rose Books. 2002.
Annotated Bibliography（Université du Québec à Montréal）- In French Only
www.ceh.uqam.ca/pdf/cahier14.pdf
Fair Trade Cookbooks/ Recipies
Kabelitz, Ralf. Just Desserts; 50 sweet surprises with Fair Trade ingredients. New
Internationalist Fair Trade Cookbooks. 2003
Lucas Rosenblatt, Judith Meyer, Edith Beckmann. Cooking with Coffee
60 recipes using Fair Trade Coffee. New Internationalist Fair Trade Cookbooks.
2003
Fair Trade Foundation - Recipies
www.fairtrade.org.uk/resources_recipes.htm

其他書籍

Controversial piece on Fair trade vs Conventional Trade:
www.oxfam.org.au/campaigns/mtf/coffee/fair_trade_a_bitter_brew.pdf

網頁
FLO International - International body in charge of monitoring and certification.
www.fairtrade.net
The International Fair Trade Association
www.ifat.org
Fairtrade Labelling Australia & New Zealand
www.fta.org.au
www.fta.org.nz
Fairtrade Foundation – UK
www.fairtrade.org.uk
The European Fair Trade Association（EFTA）
A network of 11 Fair Trade organizations in nine European countries
www.eftafairtrade.org
The Fairtrade Federation
www.fairtradefederation.org
Make Trade Fair -Oxfam's research and campaign to make trade fair
www.maketradefair.org.hk
Equiterre
www.equiterre.qc.ca
Fair Trade Resource Network
www.fairtraderesource.org
United Students for Fair Trade
www.usft.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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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qual Exchange
www.equalexchange.com/index.php
Equal Exchange's Action kit:
www.equalexchange.com/media/get_involved/BringEEtoCampus.pdf

資源手冊
Oxfam Canada
Fair Trade Coffee Workshop Kit
www.oxfam.ca/campaigns/downloads/Coffeekit2.pdf
Transfair Canada
Student Action Guide
www.transfair.ca/en/education/highschool/makeadifference
Oxfam America
Student Action Guide
www.oxfamamerica.org/pdfs/coffeeresourceguide.pdf
Transfair USA
Grassroots Guide
www.transfairusa.org/content/Downloads/grassroots_guide_11_04.doc
Oxfam Australia
Campaign Kit
www.oxfam.org.au/campaigns/mtf/coffee/takeaction/kit.html
Global Exchange
www.globalexchange.org

公平貿易媒體

Fair Trade Media
www.fairtrademedia.co.uk

本地公平貿易團體
公平棧
www.fairtaste.org
公平伙伴
www.fairpartnershk.org
有機園
www.simply-organic.com.hk
公平點＠香港公平貿易動力
www.hkfairtradepower.com
香港公平貿易聯盟
www.fairtradehk.org
香港樂施會
www.oxfam.org.hk/fairtrade
恩與美文化館
www.fairtrade.hk
國際十字路會
village.crossroadsint.org/marketplace
聖約翰座堂書店
www.stjohnscathedral.org.hk/fairtrade.html
Fair-and-Healthy, FMIR
www.fair-and-health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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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貿易詞彙
獲 認 證 的 生 產 者（C e r t i f i e d P r o d u c e r）： 任 何 向 國 際 公 平 貿 易 標 籤 組 織 （ F L O
International）成功註冊，獲簽發公平貿易認識的生產者，包括農民、農民組織或製造業工人
的組織。
組合產品（Composite Products）
：成份中含有由一種或多種符合FLO標準的產品的最後製
成品，其他成份是非公平貿易認證的。舉例說，熱朱古力冲粉，可能包含了獲公平貿易認證
的可可和糖，加上不屬公平貿易來源的奶。根據FLO的規定，組合產品至少須含20%認可為
公平貿易產品的成份，最後製成品才合資格獲得公平貿易產品標籤。
一般產品（Conventional Products）：沒有參與公平貿易認證制度的產品。
獲公平貿易認證（Fair Trade Certified）：獲國際公平貿易標籤組織（FLO International）
或其國內的標籤組織認可為公平貿易的產品。
「公平地交易的產品」（"Fairly traded"）： 這個說法通常為某些公司及組織所採用，他們
銷售的產品並無正式的公平貿易認證，但他們的機構有可能是按公平貿易認證要求的原則運
作，公平地對待農民或工人，只是產品或產品成份物品沒有或未經過FLO 的認可程序，消費
者宜直接向產品的零售或出品機構查詢產品的生產過桯是否公平。
國際公平貿易標籤組織（FLO International）：FLO是Fairtrade Labelling Organizations（公
平貿易標籤組織）的縮寫。FLO是主理國際公平貿易認證及監察制度的國際機構。FLO亦與
公平貿易的各利益持份者（stakeholders）合作，共同發展產品的公平貿易標準，它亦與國家
標籤組織合作，以發證認可、及監察產品由在農田生產至在市場銷售的整個生產鍊過程。
公平貿易標籤準則（FLO Criteria）： 這套標準及貿易條款是由國際公平貿易標籤組織
（FLO International）、全國性的標籤簽發組織（如英國的Fairtrade Foundation和美國的
TransFair）、以及公平貿易認證制度的利益持份者（如生產者組織）共同訂定。標準內容包
含一般商業標準，及適用某種產品類別的特定標準。欲了解FLO標準詳情，可到本文「資訊
資源及書目」一欄，瀏覽FLO網站。
獲認可使用標籤者（Licensee Labeller）： 符合資格並已獲認可、有權向消費者出售印有公
平貿易標籤產品的人士，但不包括加工者。
獲認可加工者（Licensee Processor）： 獲FLO認許就一種或多種產品作加工程序、或製造
「組合產品」的商號或組織。茶葉加工者、咖啡烤焙者及巧克力生產者等都可以是獲認可加
工者。
國家公平貿易標籤簽發組織（National Labelling Initiative）： 這些組織在入口公平貿易產
品的國家內，負責產品的監察、認證及推廣方面，英國的Fairtrade Foundation，而加拿大的
TransFair Canada兩個民間組織，均為FLO International的成員及本國的國家公平貿易標籤
簽發組織。
註冊入口商（Registered Importer）： 指任何人士或機構與FLO達成協議，獲認許進口獲認
證生產者（符合FLO標準的生產者）所生產的產品，再把產品售予其他獲認可者作零售推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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