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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透 貧窮 樂施會探討全球貧窮議題

棕櫚園過分擴張帶來非法伐林的問題，令不少動物
失去棲息地。

棕櫚油需求增 引起印尼土地糾紛
今天你吃過什麼零食？薯片、朱古力，還是

餅乾？ 你有沒有想過你手上的一包薯片，也有
可能影響千里之外的印尼原住民的生活？

                                                     文：樂施會
                        圖：Tom Greenwood/ 樂施會

以武力佔領印尼小村  村民失去生計
我們常見的零食，例如薯片、朱古力、餅乾等，

不少都用上棕櫚油製作。全球對棕櫚油的需求有增
無減，2012 年棕櫚油的產量便高達 5000 萬噸。印
尼和馬來西亞是兩大生產國，佔了全球棕櫚油產量
的 85%。這吸引不少跨國公司到當地投資開發棕
櫚園，可是隨之而來的是無日無之的收地與土地紛
爭。

棕櫚油公司豐益國際（Wilmar）的子公司便
被 揭 發 2011 年 以 武 力 佔 領 印 尼 一 條 小 村 Sungai 
Beruang，令村民失去生計。公司回應指村民並無合
法土地擁有權，但原居民世代居於當地，難以擁有明
確的土地擁有證明。另一方面，棕櫚園雖為印尼提供
大量工作機會，工人生計卻不一定得到保障。根據印
尼 2013 年公布的官方數字，超過七成棕櫚園工人收
入低於當地最低工資。

不少食品企業都會用上棕櫚油，但它們大多不
會直接生產，而是從豐益這類生產商採購得來，因
此，食品企業如能制定環境及社會守則，在選擇供應
商時按其環境及社會表現評核，並加強監測，將能大
大提高對生產者和社群權益的保障。

上市食品公司社會責任表現不及格
現時全球約有 6 億農戶，當中約有 94% 為小農，

當中約四分之三集中在亞太區。因此在香港上市的食
品公司業務對鄰近地區的農民生計影響甚巨。樂施會
2017 年 10 月發表「食品相關上市公司企業社會責
任（環境及社會）調查報告」，檢視本港 61 家在港
交所上市的食品公司在環境、社會範疇的企業社會責

任表現，調查發現全體公司不及格。這些大集團合共
市值高達港幣 5000 億元，但有九成在選擇供應商時
沒有訂定環境及社會守則。當中只有 5 家公司在選
擇供應商時，要求對方須遵守公司所制訂的社會及環
境守則或考慮其遵守守則的表現。然而，這 5 家公
司均沒有監察機制。

引包容商業策略　培訓小農增競爭力
除了慎選供應商，食品製造商亦可引入「包容

商業策略」（Inclusive Business Strategy），在商
業過程中讓貧窮人口受惠。以食品業為例，企業可直
接或要求供應商聘用及培訓貧窮小農，令他們增強
競爭力，從而增加收入。聯合利華（Unilever）便與
供應商合作，為新疆焉耆回族自治縣的小農戶提供技
術培訓。當地農戶受訓後，每公頃農地的蕃茄生產量
增加了 7.5 公噸，生計得以改善。新技術更減少耗水
1500 立方米，有效保護水資源。可是在上述調查中，
高達九成本港上市食品公司（57 家）並無任何「包
容商業策略」。除了需要食品公司的自律，樂施會也
建議港交所作為監管機構，應提升披露標準，要求食
品公司加強披露其社會責任的表現。

我們作為普羅大眾，又有影響力嗎？其實企業
十分重視消費者的聲音，因為這關乎公司聲譽及銷
量。2013 年，樂施會便收集到 20 萬人聯署，成功
說服可口可樂承諾在採購蔗糖時會尊重居民的土地
權益，你曾參與聯署嗎？

下次「食好西」時，不妨多想一想食物背後的
故事；我們作為消費者，又可以擔起什麼角色？

棕櫚為印尼帶來可觀的收益，但當地居民又受惠多
少 ?

居於印尼 West Kalimantan 省的亞歷山大及家人被棕櫚油公司奪去其 10 公頃農地，更沒有得到任何補償，
生計頓成問題。印尼政府近年銳意在該省發展棕櫚園，引起不少土地糾紛。

資料 B

有浸會大學學生到語文中心抗議近 8 小時，抗
議校方普通話豁免試評分機制欠透明，其間有學生
罵老師，當中夾雜粗言。浸大校長錢大康召開記者
會，表示對學生粗劣的行為不可接受，「他們的行
為使老師感到被侮辱」，要跟進並展開紀律處分的
程序。他說，根據早前拍攝的影片，初步認為有兩
名學生使老師受威脅和侮辱，違反學生守則「code 
of conducts」。校方其後向涉事學生發信，指兩人
違反大學「Standards of Conduct」。在展開紀律
聆訊前，按學生紀律程序勒令二人即時暫時停學。

至於當日在場的其餘 10 多名同學，則未見到
有嚴重違反守則，留待學生紀律委員會按程序再跟
進。

被停學的學生會會長劉子頎和中醫學及生物醫
學五年級學生陳樂行，對校方未調查便決定停學感
到震驚，稱當日只是抗議，從未與教職員有身體接
觸。當日片段所見，劉子頎曾以粗口發言，陳樂行
數度走近教職員，大聲要求對方交代考試安排。

承認「口誤」說了粗口的劉子頎在校長宣布停
學前開記者會，就其態度向受影響老師鞠躬致歉。
他之後接到校方信件後得知被暫時停學，對此表示
震驚，認為當日「並無做過任何身體接觸和威脅」，
而錢的決定繞過紀律委員會，沒有調查便懲罰，在
浸大而言是毫無先例。劉懷疑「校長認得（我們）」，
盼殺雞儆猴，讓學生以後不要干預校政。

陳樂行稱，「整個行動中無說粗言、無與老師
有身體接觸，無動過任何公物，但竟然要罰我」，
質疑校方故意懲罰最出名的兩名學生，又批評錢大
康「十分黑心」，認為校方對他近日被威嚇一事（陳
廣州實習時收到威嚇信息）無半句慰問，第一則收
到的學校信息便是停學。
資料來源：
〈浸大兩學生「威脅老師」被停學 抗議普通話豁
免試風波   劉子頎質疑未查先罰〉，《明報》，
2018.01.25

文：保良局姚連生中學通識科教師 劉俊偉

浸大生粗口罵老師被停學
相關單元

單元一：個人成長與人際關係
（主題1：自我了解）

青少年的自尊受什麼因素影響？它與青
少年的行為和對未來的期望如何相關？

單元二：今日香港
（主題二：法治和社會政治參與）

香港居民對社會及政治事務的參與程度和
形式受什麼因素影響？他們的參與有什麼
意義？為什麼他們會有不同的訴求？有關
訴求帶來什麼影響？

聯繫相關概念

兩文三語    競爭力   訴求   社會期望   
透明度 

漫畫信息解讀

作答結構：
1. 主題句： 校方按指示對違規學生施

行停課處分，立場強硬。
2. 說畫： 圖中一名男子身穿官服，像

頒布聖旨般宣讀宗卷內容。
內容為因有學生不尊重師長
且態度惡劣，因此以停學和
不准考試作為懲罰，亦不得
異議和上訴。有一群人下跪
聆聽。

3. 解畫： 漫畫意思為有權威者因學生
的行為和態度而決定作出停
學的處分，校方服從這個指
示並確切和強硬地執行。漫
畫暗指浸大佔領事件懷疑有
在位者或權威人士向校方下
達停學處分決定，而校方配
合執行。

問題及答題指引
1.  為何社會大眾對大學生的言行有一定的期望？

參考答案

是青少年的楷模：由於不是每個青少年都有機會
上大學，當中需要學業成績好和能力較優異的同
學才能得到入大學的機會，因此他們代表着青少
年良好和優秀的一面。正因如此，社會大眾自然
期望這群青少年比平常青少年更為成熟、有能力
和有禮。
是社會未來的主人翁：青少年終會成為未來社會
上的主要骨幹，而大學生在畢業後能涉足不同的
專業和領導領域。所以社會大眾對於能主宰或影
響未來整個社會的青少年自然有較高要求，例如
是成熟、客觀、全面等。

2. 你是否認同良好普通話水平是現今大學生的必要能力之一？

反方：
學生的自由選擇：大學是追求學術的地方，要
研讀或專攻的專業是大學生的自我選擇，這也
反映學術自由。如果規定大學生必定要完成一
些課程，這會有礙他們在學術研讀上的自由。
語言有其他的選擇：即使為增加個人優勢而學
習多種語言，在現今全球化的世界下，也不一
定要學習普通話。擁有國際視野的大學生可能
選擇到外國繼續升學或工作。因此，學習其他
國家的語言可能比普通話更有需要。

參考答案

正方：
迎合現時社會狀况：教育有為學生裝備自己，以充分
迎接未來挑戰的責任。現時中港連繫緊密而頻繁，在
生活或工作難免會和內地有交集，例如要和內地公司
洽談生意或接待內地客戶，因此及早打好普通話的基
礎有助大學生在工作上的發展。
提升競爭力：現時社會競爭愈來愈大，除了學歷外，
語言優勢也是左右得到工作或生意的原因之一。所以
除了廣東話和英文外，多學一種語言也是擴展個人優
勢的策略。普通話比其他外語有更多運用的機會，所
以大學生懂得普通話將令他們在工作上更有利。

聯繫時事議題

連同浸大，本港最少 5 間大學要求學生修讀普通話或
報考普通話試，其中浸大規定學生須修讀普通話課程，並
取得及格成績才能畢業，自 2017 年起增設豁免試，及格者
可獲豁免上述畢業要求。惟首批參加豁免試的考生及格率
僅約三成，引起學生不滿。

浸大學生會會長劉子頎稱，校方形容豁免試只考學生
普通話的基本能力，但真實的試題與校方曾提供的樣本有
相當出入，他說不明白豁免試的評分機制，要求校方公開
評分標準的文件。

浸大發言人表示，語文中心根據語言測試的理論和經
驗設計普通話豁免試，力求評核客觀和專業。測試過程中，
每名考生由兩名老師考核，並有錄音，若兩名老師評核有
分歧，在考試結束後會請第三名老師重聽錄音評核。考試
設有覆核機制，對考試結果有疑問的同學可申請覆核。

浸大又稱，學生可以其他認可機構主辦的普通話公開
考試成績申請豁免，大學會分析豁免試測試結果和繼續聆
聽師生意見，令測試更完善，並提交結果予大學相關委員
會和教務議會，作為檢討和制定適合語言政策的基礎。 
資料來源：〈及格率僅三成 普通話豁免試惹抗爭 浸大：聽
意見再完善〉，《明報》，2018.01.20

資料 A

資料來源：〈尊子漫畫〉，《明報》，2018 .01.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