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誰的華麗荒野？ 

消費為現代人來說，實在是生活不可或缺的部份。剛過去的聖誕節、農曆

新年，市面一片暢旺，市民大袋細袋，甚或不知是否有用，只要合眼緣就買下來，

這種消費模式，究竟顯示出人們對物質享樂的態度是怎麼樣？當然，這並不表示

舉凡消費就是不當，但大家在購買物品時，又有否仔細三思而行？筆者希望大家

可嘗試從不同角度來反思這個問題。 

  時下有不少說法，認為只要每個人都願意消費，社會經濟就會有所推動和發

展，市面就會一片繁榮的景象。然而，我們有否細想，是誰透過鼓吹消費意慾，

藉不同形式的優惠，引發大家瘋狂地購物？這就是利用了人的貪念所致，如魔鬼

引誘耶穌時一樣，以一幅幅華麗的景象來誘惑我們，使我們很容易墮入不斷貪慾

的陷阱。當魔鬼試探耶穌對世物的貪戀程度，是否能令祂背棄天主父。耶穌卻直

言拒絕，並指出「唯獨事奉上主。」（瑪 4:10）我們又有否學習耶穌這份堅持，

願意放棄世俗中不必要的物質享受，而專注靈性上的進益？ 

  現時另一種普遍情況，不少舊有的消費店舖，已被大財團所侵佔和壟斷，大

型的超級市場、林林種種的連鎖店、不同形式的商場，已令很多小商販因而被扼

殺，他們的生活受着極大的打擊，原來繁華的背後，很多人卻正承受著壟斷的經

濟制度所帶來的痛苦。可能有人會這樣說：無法啦，大勢所趨。正如教宗保祿六

世在《民族發展》通諭所示：「人類社會患著嚴重的病症，其病因不單在乎資源

缺乏或有人壟斷，卻特別在乎人與人及民族之間缺乏友愛。」（66 節）。但是，

只要我們願意改變自己的消費和生活模式，改變壟斷經濟制度，多點關顧這些已

被排斥的小商戶，在可能的情況下，仍然「幫襯」這些小商戶，這不但令這些弱

小的弟兄姊妹得到應有的生活改善，也是基督徒實踐愛德的表現。（瑪 25:40） 

 四旬期是「救恩的時期」（格後 6:2），要我們重新皈

依上主，要我們過更充實和有意義的生活。我們邀請大家參

與我們的活動，不再任由自己的肉慾來支配着我們，而按基

督的訓誨而行，實踐基督徒愛人如已的使命，發揮「教友年」

真正的意義成聖自己，聖化他人，轉化世界。 



 40日（2月 22日至 4月 1日） 

減少消費，幫襯良心及弱小商戶行動 

 

40日行動任務（10日一行動）： 

(一)  階段一：悔改（2 月 22 日至 3 月 2 日）：多認識自己

社區，發掘區內小店，了解其特式及理念，並透過面書互相傳遞新發現。 

(二)  階段二：更新（3 月 3 日至 3 月 12 日）：盡量幫襯小商戶、合作社、

社會企業及其他有意思的店鋪，每天記下消費經驗和反省。 

(三)  階段三：克己（3 月 13 日至 3 月 22 日）：在消費前，反省自己是否

有此需要。 

(四)  階段四：分享（3 月 23 日至 4 月 1 日）：與身邊人分享是次行動。 

(五)  每階段記下福音和社會訓導反省。 

 

  



消費的選擇： 

√ 自家手作 

把意念、時間、心血灌注到原材料之中，成就獨一無二的作品，每一件作

品都是創作人的性格反映，每一件作品都可以說出一個故事。 

√ 傳統造詣 

需要年月醞釀沉澱、結合文化與個人造詣的傳統，難以抵抗規模生產的壓

力。但沒有傳統，哪有現在？精心匠工內置的心意，也必定比大量生產的

商品豐厚。 

√ 小本經營 

獨立經營的小店，相比連鎖店鋪更具彈性和人情味，只有小店才有空間跟

您分享生產的來由，讓您認識其實您買了甚麼，甚麼產品才符合你的需要。 

√ 愛護自然  

這些產品，有些容易被自然分解和吸收，務求減低環境負擔；有些包裝講

求精簡，減少製造廢物，有些更是本地土炮製作，既可減低銷售成本，又

可減少生產或運輸造成的碳排放。 

√ 扶助弱小 

以不同的運作方式，不追求利潤至上，卻以員工或生產者為夥伴，並提供

相對合理的工時及工作要求，甚至為弱勢社群創造就業和培訓的機會，讓

他們從勞動中找到尊嚴，不少社會企業是當中的佼佼者。 

√ 公平貿易 

現時全球貿易市場由發達國家和

跨國企業把持，甚至牟取暴利，

位處弱勢的生產者如農民和工人

只能分得微薄的利潤，生計得不

到起碼的保障。，「公平貿易」透

過負責任和具透明度的貿易活

動，削減中介成本和集團暴利，

給予生產者合理的生活保障。 



階段一：悔改（2 月 22 日至 3 月 2 日） 

第一天：2月 22日  

今日，我發掘了的特式／良心小店是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它的特式是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第二天：2月 23日 

今日，我發掘了的特式／良心小店是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它的特式是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第三天：2月 24日  

今日，我發掘了的特式／良心小店是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它的特式是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第四天：2月 25日 

今日，我發掘了的特式／良心小店是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它的特式是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第五天：2月 26日  

今日，我發掘了的特式／良心小店是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它的特式是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第六天：2月 27日 

今日，我發掘了的特式／良心小店是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它的特式是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第七天：2月 28日  

今日，我發掘了的特式／良心小店是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它的特式是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第八天：2月 29日 

今日，我發掘了的特式／良心小店是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它的特式是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第九天：3月 1日  

今日，我發掘了的特式／良心小店是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它的特式是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第十天：3月 2日 

今日，我發掘了的特式／良心小店是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它的特式是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悔改 

 

 

 

 

 

 

 

 

經過一連十天訪問小店的行動，我最大的反省是… 

曠野中有呼號者的聲音：你們當預備上主的道路，修直他的途徑。(谷 1:3) 

教會相信，經濟生活的道德基礎來自超性的價值人的神聖。每個層面的

經濟都應以人性尊嚴是否得以在社會中實現來衡量。（《經濟正義：社會訓導

與美國經濟牧函》28 節） 



第十一天：3月 3日  

今日，我幫襯了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因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我發現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第十二天：3月 4日 

今日，我幫襯了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因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我發現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第十三天：3月 5日  

今日，我幫襯了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因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我發現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第十四天：3月 6日 

今日，我幫襯了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因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我發現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第十五天：3月 7日  

今日，我幫襯了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因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我發現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第十六天：3月 8日 

今日，我幫襯了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因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我發現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第十七天：3月 9日  

今日，我幫襯了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因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我發現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第十八天：3月 10日 

今日，我幫襯了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因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我發現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第十九天：3月 11日  

今日，我幫襯了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因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我發現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第二十天：3月 12日 

今日，我幫襯了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因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我發現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更新 

 

 

 

 

 

 

 

 

 

 

十日幫襯小店的嘗試，為我帶來的改變和反省是… 

應知道：購買常是一個倫理行為，而不僅是經濟行為。因此，在企業的社會

責任外，也有具體的消費者社會責任。消費者應不斷受到教育：在他們每日

扮演消費者的角色時，既可以遵守道德原則；也不需犧牲採購行為的經濟邏

輯。(教宗本篤十六世《在真理中實踐愛德》通諭 66 節) 

耶穌說︰「誰若願意跟隨我，該棄絕自己，天天背著自己的十字架跟隨我。」

(路 9:23) 



第二十一天：3月 13日 

今日，我花了錢在在什麼地方？ 

食：早/午/晚餐  下午茶 宵夜  買零食  其他：____________ 

衣：買衫  買鞋  買揹袋  買飾物 買化粧品 其他：____________ 

娛樂：上網 打機 看電影  講手機 買雜誌/書其他：____________ 

其他類別：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我發現，我可以減少的開支是：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第二十二天：3月 14日 

今日，我花了錢在在什麼地方？ 

食：早/午/晚餐  下午茶 宵夜  買零食  其他：____________ 

衣：買衫  買鞋  買揹袋  買飾物 買化粧品 其他：____________ 

娛樂：上網 打機 看電影  講手機 買雜誌/書其他：____________ 

其他類別：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我發現，我可以減少的開支是：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第二十三天：3月 15日 

今日，我花了錢在在什麼地方？ 

食：早/午/晚餐  下午茶 宵夜  買零食  其他：____________ 

衣：買衫  買鞋  買揹袋  買飾物 買化粧品 其他：____________ 

娛樂：上網 打機 看電影  講手機 買雜誌/書其他：____________ 

其他類別：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我發現，我可以減少的開支是：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第二十四天：3月 16日 

今日，我花了錢在在什麼地方？ 

食：早/午/晚餐  下午茶 宵夜  買零食  其他：____________ 

衣：買衫  買鞋  買揹袋  買飾物 買化粧品 其他：____________ 

娛樂：上網 打機 看電影  講手機 買雜誌/書其他：____________ 

其他類別：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我發現，我可以減少的開支是：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第二十五天：3月 17日 

今日，我花了錢在在什麼地方？ 

食：早/午/晚餐  下午茶 宵夜  買零食  其他：____________ 

衣：買衫  買鞋  買揹袋  買飾物 買化粧品 其他：____________ 

娛樂：上網 打機 看電影  講手機 買雜誌/書其他：____________ 

其他類別：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我發現，我可以減少的開支是：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第二十六天：3月 18日 

今日，我花了錢在在什麼地方？ 

食：早/午/晚餐  下午茶 宵夜  買零食  其他：____________ 

衣：買衫  買鞋  買揹袋  買飾物 買化粧品 其他：____________ 

娛樂：上網 打機 看電影  講手機 買雜誌/書其他：____________ 

其他類別：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我發現，我可以減少的開支是：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第二十七天：3月 19日 

今日，我花了錢在在什麼地方？ 

食：早/午/晚餐  下午茶 宵夜  買零食  其他：____________ 

衣：買衫  買鞋  買揹袋  買飾物 買化粧品 其他：____________ 

娛樂：上網 打機 看電影  講手機 買雜誌/書其他：____________ 

其他類別：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我發現，我可以減少的開支是：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第二十八天：3月 20日 

今日，我花了錢在在什麼地方？ 

食：早/午/晚餐  下午茶 宵夜  買零食  其他：____________ 

衣：買衫  買鞋  買揹袋  買飾物 買化粧品 其他：____________ 

娛樂：上網 打機 看電影  講手機 買雜誌/書其他：____________ 

其他類別：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我發現，我可以減少的開支是：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第二十九天：3月 21日 

今日，我花了錢在在什麼地方？ 

食：早/午/晚餐  下午茶 宵夜  買零食  其他：____________ 

衣：買衫  買鞋  買揹袋  買飾物 買化粧品 其他：____________ 

娛樂：上網 打機 看電影  講手機 買雜誌/書其他：____________ 

其他類別：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我發現，我可以減少的開支是：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第三十天：3月 22日 

今日，我花了錢在在什麼地方？ 

食：早/午/晚餐  下午茶 宵夜  買零食  其他：____________ 

衣：買衫  買鞋  買揹袋  買飾物 買化粧品 其他：____________ 

娛樂：上網 打機 看電影  講手機 買雜誌/書其他：____________ 

其他類別：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我發現，我可以減少的開支是：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克己 

 

 

 

 

 

 

 

 

 

 

 

經過十天對自己消費模式的審視後，我發覺最能「優先關愛貧窮人」的方法是… 

 

 

 

 

 

誰若願意在你們中成為大的，就當作你們的僕役；誰若願意在你們中為首，

就當作你們的奴僕。就如人子來不是受服事，而是服事人，並交出自己的生

命，為大眾作贖價。(瑪 20:26-28) 

財產的使用亦應奉行優先關愛貧窮人的原則，因為這是實踐基督徒愛德的首

要的特殊方式。這原則應用在我們的社會責任上，在我們的生活態度，以及

在有關擁有及使用財物的合理決策上。（梵蒂岡第二次大公會議《教會在現

代世界牧職憲章》27 節） 



第三十一天：3月 23日  

今日，我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分享了「誰的華麗荒野」， 

我發現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第三十二天：3月 24日  

今日，我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分享了「誰的華麗荒野」， 

我發現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第三十三天：3月 25日  

今日，我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分享了「誰的華麗荒野」， 

我發現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第三十四天：3月 26日  

今日，我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分享了「誰的華麗荒野」， 

我發現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第三十五天：3月 27日  

今日，我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分享了「誰的華麗荒野」， 

我發現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第三十六天：3月 28日  

今日，我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分享了「誰的華麗荒野」， 

我發現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第三十七天：3月 29日  

今日，我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分享了「誰的華麗荒野」， 

我發現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第三十八天：3月 30日  

今日，我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分享了「誰的華麗荒野」， 

我發現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第三十九天：3月 31日  

今日，我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分享了「誰的華麗荒野」， 

我發現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第四十天：4月 1日  

今日，我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分享了「誰的華麗荒野」， 

我發現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分享 

 

 

 

 

 

 

 

 

 

 

除了自己消費行為之外，我們還能做什麼，令社會上每一個人，都願意與他人分

享，並特別照顧最小的兄弟姊妹？ 

 

 

 

 

 

 

 

 

 

 

 

 

 

 

 

 

耶穌說︰「凡你們對我這些最小兄弟中的一個所做的，就是對我做的。」(瑪

25:40) 

（團結關懷）不再是對遠近許多不幸者的空洞的同情或是膚淺的哀傷。相反

的，卻是一項將自己獻身於共同利益的堅決而持續的決心；即是獻身致力於

每一個人的和整體的利益，因為我們大家都是要為眾人負責的。（教宗若望

保祿二世《社會事務關懷通諭》38 節） 



誰的華麗荒野延續基督精神‧繼續撐小店行動 
 

基督徒龐一鳴先生用一年時間進行「唔幫襯地

產商」行動，他說，這是一次「不甘心的行動」

找來自己「消費者」的身份，看看「唔幫

襯誰」和「幫襯誰」，能否為香港作出甚麼貢獻。

一年間，不少人冷眼旁觀，甚至譏諷訕笑。但

他仍堅定地前行，換來的是愈來愈多人支持，

甚至加入行動。他形容這是「溫柔而堅定的修補」： 

 

「去年到南美洲考察 9個月，最興奮的一段是到委內瑞拉看看總統查維斯

的革命。最初一星期，有點怪怪的感覺。為甚麼這個被美國恨之入骨的社

會主義革命會這麼溫和？好像成立國營超市的改革：以成本價左右售生活

食品，幫助最低下階層的人民，原來只賣數十種貨品，米、油、鹽、雞肉

等等都只有一款。照顧了人民最基本的食物需要，如果要買其他生活用

品，就要到一般的超市。這國企嘗試修補社會貧窮的問題，但沒有直接衝

擊商營的超市，小心翼翼和商家打對台。起初我有點失望，後來我明白了，

反而油然而生欣賞和感動。…就是因為經歷了多年轟轟烈烈社會主義革命

的南美，沒有因為共產勢力在全球相繼倒台後失，接受美國的糖衣毒藥，

追隨資本主義的道路；反而走出漂亮的一步，在美式發展格局之外，向全

世界展示，社會主義可以不獨裁，人民可以參與；在經濟發展的同時，低

下階層亦可得到充分照顧。修補其實並不軟弱，反而是激進的，因為長期

的修補改造，會帶來堅實的改變。」（龐一鳴《就係唔幫襯地產商》） 

 

當我們默想耶穌的苦難時，我們記起，祂為我們的罪所流的血，所受的嘲弄和鞭

打。面對苦難，祂溫柔而堅定，卻帶給人極大的轉變。就讓我們在四旬期之後，

能繼續與最小的弟兄共融合一，實踐基督徒愛人如己的使命；我們可以繼續改變

自己的消費和生活模式開始，重建社區鄰里關係，改變壟斷經濟制度，讓社會真

正朝著「關愛最小的弟兄」的方向前進： 
 

繼續減少消費，幫襯良心及弱小商戶的行動。 



補充資料（一）                                                        

 

龐一鳴‧一個人對抗地產霸權 
 

 

地產霸權無處不在，操縱港人衣、食、住、行。 37 歲的自由工作者龐一鳴看不

過眼，決定以個人力量起革命，上月起拒絕幫襯大地產商提供的服務，光顧小型

店舖，代替超級市場；以踩單車代替乘搭公共交通工具；以手洗衫代替洗衣機。

三星期下來，龐一鳴省下了金錢，還消耗了脂肪，更進行了自我反思：「就用未

來一年時間玩玩自己，也和龐一鳴們玩玩，看看大地產商在香港的壟斷有多麼長

闊高深。」  

龐一鳴去年應某中學要求到南美洲考察九個月，並撰寫通識課程。龐一鳴融入南

美洲生活，發現原住民為保護土地不惜犧牲性命，與政府及商家抗爭到底，原住

民更指「死了一個人，會有十個人出來反抗」，令龐一鳴深受感動。回想香港也

被地產商壓迫，和南美洲差不多。  

星期日檔案拍了一個關於一年唔幫襯大地產商的行動專輯，將於本週日播出。一

間社區中心攪了新意思，舉辦了現場放映會，好像義海豪情大結局那些：），邀



請街坊和會員來睇直播，然後再一齊討論一下。有時間的話，也來參與一下！沒

有時間就在家或上網看片吧！ 

兩個月前龐一鳴返港，看了《地產霸權》一書，發現香港大地產商比龐一鳴想像

中更霸道，對香港經濟的操控無孔不入，讀後有點墮下深淵的感覺，遂決定身體

力行，展開杯葛大地產商的大計。 

杯葛行動由「住」開始。龐一鳴從南美洲返港後，近月只有數千元收入，故暫住

親戚家，就算年底物色單位自住，也只租不買。龐一鳴說香港樓價瘋狂急升，尋

常百姓根本應付不來，以目前物業市場情況，龐一鳴決定不會置業。 

「香港嘅情況越嚟越變態，租金升幾成」，影響遍及各行各業，龐一鳴重新思考

血汗錢是否要慣性進貢大地產商；港人貪方便選擇大型超市的一站式零售服務，

但統統購入貴價貨，市民其實有選擇，如光顧街市、小眾商店、小型超市等，不

但貨品較便宜，種類亦較多元化。 

大計展開後，龐一鳴也再沒有乘搭公共交通工具，改以單車代步，記者採訪當日，

龐一鳴從佐敦居所踩單車 25 分鐘，到九龍城一間社區中心授課，幫助新移民婦

女適應來港新生活。下課後又踩單車到油麻地街市。如要過海，龐一鳴會踩單車

到尖沙嘴天星碼頭，然後乘坐小輪到灣仔。 

現時龐一鳴正摸索香港可以安全踩單車的路線，三星期以來省下逾 200 元交通

費，用來購買小眾書籍或唱片，「唔使好刻意做運動，好大力扭乾啲衫都好大運

動量，加埋踩單車，我已經 fit 咗好多」。  

「用冲凉水洗衫冲廁」 

電費是避無可避的開支，面對兩大電力公司壟斷，一鳴惟有減少耗電，衣服改由

手洗，「用冲凉水洗衫，仲有剩就用嚟冲廁」。電訊行業同樣被大地產商壟斷，

只有萬眾不屬大地產商，龐一鳴遂從新世界轉台至萬眾，更興奮地表示有數個朋

友已跟隨。 



拒絕幫襯大地產商亦有困難，龐一鳴憶述，有次深夜想買廁紙，但附近小店已關

門，龐一鳴不想光顧連鎖便利店，惟有以洗澡解決，廁紙翌日再買，「自此就學

要早啲計劃買啲乜嘢」。 

龐一鳴認為就是這種沒有選擇下的選擇，可以讓朋友或更多人思考怎樣在香港生

活下去，「唔止要反對地產霸權，仲要做 

啲有建設性嘅嘢」。  

龐一鳴生活變化  
 

《衣》 

杯葛前：購買衣服沒有特別要求或限制；以

電動洗衣機洗衫，耗用水電較多。 

杯葛後：只會從小商店購買衣服，不會光顧大

型連鎖店；以洗澡水手洗衣服。 

 

 
《食》 

杯葛前：日花逾 100 元外出用膳（三餐）。 

杯葛後：從街市日花 20 元購買三餐食材，

間中光顧平價小型食肆。  

 

 

《住》  

杯葛前：租住物業，日常會光顧惠康、百

佳、萬寧、屈臣氏購買日用品；使用新

世界作為流動電話服務供應商。 

杯葛後：樓價不合理高企下不會置業，

只會租屋；日常生活會光顧小型商店及

藥房；使用萬眾作為流動電話服務供應

商；宣揚簡單生活，廢物分類回收，並

盡量以日光照明。 



《行》 

杯葛前：以巴士及港鐵代步。 

杯葛後：以單車代步，過海則乘坐

小輪。 

 

 

地產霸權無孔不入 

《公共交通工具》 

九巴、機場巴士、皇巴士(經營者：新鴻基) 

新巴、城巴、新渡輪(經營者：新世界) 

天星小輪(經營者：九龍倉) 

 

《零售業》 

屈臣氏、百佳、 Great、 Taste、 Gourmet、豐澤(經營者：和記黃埔) 

惠康、 Market Place、萬寧、宜家家居、 GNC、 7-Eleven、 ThreeSixty(經

營者：怡和) 

OK 便利店(經營者：利豐) 

 

《飲食業》 

美心 MX、美心西餅、美心皇宮、美心大酒樓、 m.a.x. concepts、東海堂、必

勝客、星巴克、元氣壽司、千両、潮江春、北京樓(經營者：怡和) 

屈臣氏蒸餾水、碧泉、菓汁先生、屈臣氏酒窖(經營者：和記黃埔) 

聖安娜餅店(經營者：利豐) 

可口可樂(經營者：太古) 

 



《流動電話供應商》 

1010、電訊數碼、One2Free、新世界傳動網 (經營者：新世界) 

3、和記環球電訊 (經營者：和記黃埔)  

PCCW (經營者：電訊盈科) 

數碼通 (經營者：新鴻基) 

 

《電力/煤氣》  

中電(經營者：嘉道理家族) 

港燈(經營者：長江集團) 

中華煤氣(經營者：恒基兆業) 

 

 

 

 

 

 

 

 

 

 

 

 

 

 

 

原文標题：龐一鳴一個人對抗地產惡霸 - 龐一鳴[行動專輯]  

 

文章来自：http://www.p358.com/news/society/2011/0124/74684.html 

 

龐一鳴網誌：http://yatming.wordpress.com 

http://www.p358.com/news/society/2011/0124/74684.html
http://www.p358.com/news/society/2011/0124/74684.html


補充資料（二）                                   

 

抵制商業壟斷的 10 種方法 

龐一鳴正上演一場對抗企業集團的真人 show，以下是他的實踐方式。  

龐一鳴決定站出來與香港地產集團對抗，立誓在一年內都不光顧由企業集團所擁

有的產業。 

不過，實行起來並不容易。 就在他立誓後的一個月，這位 37 歲的教師表示「這

一點都不容易。」而且他了解到其他人「並沒有辦法跟他一起實行抵制」。 

但龐一鳴仍堅持他的誓言。 透過改變消費習慣，他希望能夠引起大眾對於反競

爭行為的重視，他認為企業集團的該種行為已為香港社會帶來損害。 

龐一鳴的抵制活動是受到潘慧嫻的著作《地產霸權》的啟發。 該本書揭露了許

多富人與公司企業在這個被認為是世界最自由的經濟體系之一的城市之中進行

限制競爭的活動。 

http://www.amazon.com/Land-Ruling-Class-Hong-Kong/dp/097387600X


就在我們實地隨訪龐一鳴一天之後，我們對大型公司對於我們日常生活影響之大

感到驚訝。  

龐一鳴提供我們進行對社會有正面影響的消費行為之以下建議。 如欲了解更多

他的日常抵制活動，請上龐一鳴的 blog（http://yatming.wordpress.com）。 

1. 讓購物更貼近生活  

龐一鳴認為，「香港年輕人被教育成認為傳統街市是不衛生的，兩大超市惠康與

百佳才是購買生活用品的最佳去處。」  

相反的，龐一鳴建議我們踏出潔淨的超市，到傳統街市採購去。  

在那裡不僅價格便宜，東西也更新鮮，龐一鳴很享受逛街市和攤販談笑的社交活

動。 他也從中獲得了許多烹飪小貼士。  

2. 為自身與整個社群帶來健康 

香港人經常向屈臣氏和萬寧報到，採購個人健康與美容用品。 龐一鳴說這些與

地產集團有裙帶關係的大型企業所實行的掠奪性採購，正一步步地扼殺小型家庭

藥房的生存。  

「我想幫我祖母買一些肌肉鬆弛貼布，於是我去了附近的藥房。」龐一鳴說道。 

「藥房告訴我他們沒有賣這個，因為供應商被禁止將商品賣給其他的零售通路，

他們只能賣給萬寧。」   

3. 拒搭巴士 

香港所有的巴士公司都是由大型企業所有。 過去十年，香港陷入多重危機之時，

巴士車資並沒有做出任何調降。  

而今當經濟有所回復，九巴卻要對車資做調漲。   

http://yatming.wordpress.com/2010/10/17/%E4%B8%80%E5%B9%B4%E5%94%94%E5%B9%AB%E8%A5%AF%E5%A4%A7%E5%9C%B0%E7%94%A2%E5%95%86/


「我開始在市區踏單車。」龐一鳴表示。 「我家住在佐敦，附近還蠻危險的，

因為街道並沒有設計給單車行駛的空間，所以我必須非常小心的去規畫我的行車

路線。 我不會推薦大家到佐敦踏單車。」   

如果大家無法踏單車，龐一鳴希望大家能多利用地鐵，因為港鐵至少有部份是香

港政府所有，小巴則是由小型公司所經營。 

4. 說話前請先三思  

「我們在選行動電話和網路公司之前，通常都會考慮到費用與收訊品質等問題，

但我認為我們應該去想想是誰在主控這些電信公司。」龐一鳴說。   

多數的香港電信公司是由地產集團所擁有與經營。 只有兩間公司除外： 香港寬

頻網路有限公司與萬眾電信。 

5. 飲水思源 

大家經常到 7-11 去購買瓶裝的飛雪礦泉水或屈臣氏的瓶裝水。 相反的，我們

亦可以透過自己隨身攜帶一瓶水來達到環保與節省的目的。   

我們重視便利性，但龐一鳴認為這並不夠經濟亦不夠環保。    

「我喜歡蒐集我使用過或是撿來的瓶罐，我將它們收集到大袋中直到蒐集到五百

個。」他說。 「然後我會把袋子放在我住的公寓外面，讓蒐集回收瓶罐的老住

戶拿去。 他們可以拿到 50 港幣的回收金，能助人我也很開心。」 

6. 利用時間  

香港是個繁忙的大城市，我們每天都在和時間賽跑。 龐一鳴建議我們「與其一

天看你的 Facebook 十次，或瀏覽最新的線上購物網站，何不利用這些時間去

傳統街市買東西，煮晚餐，用手洗衣服或和朋友一起做義工呢？」 



重新調整我們的生活方式，進行更適切的時間管理是擁有健康且均衡生活的不二

法門。 

7. 購衣驚喜  

像是佐丹奴和 Bossini 等香港大型服裝零售商經常會向消費者們宣傳當季的流

行趨勢。  

在你踏進商店前，你就已經知道葫蘆裡賣甚麼藥。  他們常逼迫供應商們生產平

凡無奇的服飾並讓供應商們相互鬥爭以取得最低進貨成本。  

龐一鳴偏好到可以提供更低價格，且有更多選擇的小型家庭商店去購物。 因為

他們是從以固定速率產出多種服飾的工廠進貨，他們的服飾風格之改變是根據他

們的供應商所提供的不同而定。 

「我喜歡到小店裡去逛他們進的最新服飾與飾品。」龐一鳴說。 「到店裡去看

看有甚麼新鮮貨，這不是很有趣嗎？」 

8. 我們不需要擁有自己的房子  

當然擁有一棟自己的房子是個遠大的目標，龐一鳴認為許多香港年輕人浪費了他

們的青春在一份連房子首期都存不下了的工作上。 

在這個過程中， 他們放棄了創業的風險、犧牲了更健康均衡的生活方式，就為

了買一棟屬於自己的房子。  

難道當個租客生活就會更糟嗎？ 再也不用為首期而感到壓力，錢可以用在興

趣、旅遊、自我進修的活動上，也能創造一個更快樂且健康的社會。 

「我喜歡到世界各地去旅行。」龐一鳴說。 「我每年會做幾次短期旅行，並且

每隔幾年我會去拜訪那些 couchsurfing 而結識的朋友們，每次停留半年到一年

的時間，了解更多外面的世界。」 

http://www.couchsurfing.org/


9. 修過再用  

如果我們的東西壞了，我們常會毫不考慮的就把它丟掉再買個新的。 相反的，

龐一鳴建議我們把壞掉的東西帶到店鋪去看看是否能進行維修。 我們甚至可以

嘗試自己動手修理。 不僅省錢又環保。  

「新的不一定更好，但這不是大型企業想要跟大家宣傳的理念。 消費行為通常

只有大型企業受惠，而非個體。」 

10. 歡慶聖誕 

還有幾週便是聖誕節了，購物商場屆時會鼓勵市民到商店去進行消費並和商場裡

的華麗裝飾一起拍照。 人們會停下來想想自己想要買的是什麼，又該去哪裡買

的這些問題嗎？   

「為何不嘗試在那些實行公平交易售價政策的地方產業消費呢，或是支持由香港

人設計的產品呢？   

龐一鳴向我們推薦設計廊，這是一間由香港貿發局所經營的商店，店內展示著百

分之百出自港人設計的產品。  

 

 

 

 

 

資料來源：CNNGo 

http://www.cnngo.com/zh-hant/hong-kong/life/10-ways-boycott-hong-kong-oligopol
y-033519#ixzz1ae9I60yD 

http://www.hongkongdg.com/en/index.html
http://www.cnngo.com/zh-hant/hong-kong/life/10-ways-boycott-hong-kong-oligopoly-033519#ixzz1ae9I60yD
http://www.cnngo.com/zh-hant/hong-kong/life/10-ways-boycott-hong-kong-oligopoly-033519#ixzz1ae9I60yD


 

 

 

 

 

 

 

 

 

 

 

 

合辦團體 

 

聖歐爾發堂關社組 

電話：2691 2493          

傳真：2693 6391 

電郵：stalfredchurch1977@ 

gmail.com  

網址：http://stalfred.catholic.org.hk 

地址：沙田文禮路 19-21 號 

 

 
聖母無玷之心堂關社組 

電話：2652 2655         

傳真：2654 7748 

電郵：taipochurch@gmail.com  

網址：http://taipo.catholic.org.hk 

地址：大埔運頭街 10 號 

 

 

 

 

查詢：2772 5918 畢小姐／2668 9058 余先生 

聖方濟堂關社組 

電話：2642 9112 

傳真：2641 2654 

電郵：office@stfrancis.org.hk 

網址：http:// www.stfrancis.org.hk 

地址：馬鞍山恆光街 11 號 

 
 
 

香港天主教勞工事務委員會 

電話：2772 5918          

傳真：2347 3630 

電郵：hkccla@hkccla.org.hk  

網址：http://www.hkccla.org.hk  

地址：香港筲箕灣耀興道 72 號 

聖十字架中心七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