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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公平貿易日
每年五月的第二個星期六

英國星巴
克的省思克的省思

消費者意
識發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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酷玩樂團 COLDPLAY 「MAKE TRADE FAIR」 -
WHAT IF I can't ignore it if you won't even WHAT IF 

What if there was no light
Nothing wrong, nothing right
What if there was no time

g y
try
Oooh, that's right

When every step that you takeWhat if there was no time
And no reason or rhyme
What if you should decide
That you don't want me there by your 
side

When every step that you take
Can be your biggest mistake
And it could bend or it could 
breakside

That you don't want me there in your 
life

What if I got it wrong

Well that's just the risk that you 
take
What if you should decide
That you don't want me there inWhat if I got it wrong

And no poem or song
Could put right what I got wrong
Or make you feel I belong
Wh t if h ld d id

That you don t want me there in 
your life
That you don't want me there by 
your sideWhat if you should decide

That you don't want me there by your 
side
That you don't want me there in your 
lif

y

Refr.

Oooh that's rightlife

Refr:
Oooh, that's right

Oooh, that s right
Let's take a break, try to put it 
aside
Oooh, that's right

Let's take a break, try to put it aside
Oooh, that's right

, g
You know that darkness always 
turns into light
Oooh, that's right



是否你真的決定
你不要我成為你生命的一部分了

倘若這裡沒有一絲光線
就不會有所謂的正確與錯誤 ? 你不要我成為你生命的 部分了

你不需要我再在你的身邊守護著
噢，不

就不會有所謂的正確與錯誤 ?
假若時間就此定格
理性之美與韻律的和諧都將不再 噢 不

請你長長地呼一口氣再考慮一下
你務必要相信

理性之美與韻律的和諧都將不再
是否你真的已經決定你不希望
我陪在你的身邊 . 你是說你不要
我出現在你的生命中嗎？是否我 你務必要相信

你不給我證明自己的機會
又怎麼可以把我輕易否決

我出現在你的生命中嗎？是否我
做錯了什麼，
隨後這個世間就不再有詩歌亦或
是音樂 是的，應該是這樣

請你長長地呼一口氣

是音樂
噢，是的有所為才有所知
是的 你 定要相信 這是萬物 把問題先擱置一邊

是的，我們都得相信

是的，你一定要相信，這是萬物
的規律
你的每一個決定都可能是致命的

你知道的，
黑暗過後，光明就會到來

你的每 個決定都可能是致命的
錯誤
它使順路迂迴，使愛情破滅

那是永遠的公理但也許它又是你必須承受的



從咖啡談起 Lawrence Seguya是一位咖啡農，他帶我們去看

他泛著黑色的粮、未經挑選的豆子與乾癟的農作

物。

『我想要告訴人們，他們所享受的咖啡是造成我

們問題的所有原因』，他說：『我們用汗水辛苦有 說 我

種植的…賣掉後卻什麼都換不到…』

Lawrence苦難事出有因，因為作物出售的價格實Lawrence苦難事出有因 因為作物出售的價格實

際上低到不值得採收，所以他放棄了他所耕種的

作物。現在，Lawrence沒有錢送他孩子去上學，作物 現在 Lawrence沒有錢送他孩子去上學

沒有錢買肥皂，甚至沒有錢買油煮飯。

貿易的最後損失都承擔在Lawrence身上，但並非貿易的最後損失都承擔在Lawrence身上 但並非

所有人都跟Lawrence一樣，至少跨國知名的咖啡

商不是，他們正在扼殺像Lawrence這樣的小農，商不是，他們正在扼殺像Lawrence這樣的小農，

逼他們走上絕路…



咖啡館的小革命短片賞析

為什麼要公平貿易-
你 知道的事 咖「非 義你不可不知道的事

情
咖「非」正義

杯中的貧與富
縱橫天下 - 公平貿
易咖啡 徐文彥 余杯中的貧與富 易咖啡 - 徐文彥 余

宛如



自由貿易並非人人受益自由貿易並非人人受益
在亞、拉、非三洲有許多弱勢國家，在不
公平的貿易中背負龐大的外債，這些落後公平的貿易中背負龐大的外債，這些落後
國家的弱勢生產者雖然努力工作，卻換不
來足以溫飽的報酬。

傳統的自由貿易可能讓很多人從中獲益，
但卻沒讓這群弱勢生產者也獲益，甚至連
基本生活都被剝削而去。基本生活都被剝削而去

貿易而非援助精神，倡議以
一個合理的報酬支付這些國家的弱勢生產一個合理的報酬支付這些國家的弱勢生產
者，讓他們有尊嚴的工作，有活下去的能
力。



誰的自由？誰有自由？

自由競爭：加法與減法的競爭

自由經濟：有限度的自由

自由貿易：比較利益法則隱藏的陷阱自由貿易：比較利益法則隱藏的陷阱

自由市場：價格背後看不見的成本



短片賞析

Life of 
poor 

and rich
什麼是公

and rich 
people 平貿易p p



為什麼我們要公平貿易？為什麼我們要公平貿易？

幫助脫離貧窮的惡性循環

貿易而非援助貿易而非援助
Trade not Aid



傳統的貿易模式

農民 中間人 出口商 入口商 分銷商 零售商



公平貿易的模式

不低於 透 透

●認証確保了生產者的權益與消費者的感情

透不低於
1.60 USD/磅

透
明

透
明

透
明

農民 公平貿易公平貿易 公平貿易
消費者農民

合作社

公平貿易
入口商

公平貿易
出口商

公平貿易
製造商 消費者

稽核輔導



富裕國家加總起
補貼&傾銷

富裕國家加總起
來每日補貼10億
美元給他們的農美元給他們的農
夫。富國的農業
補貼政策使得糧補貼政策使得糧
食以極低的價錢
賣到發展中的國賣到發展中的國
家，當地的破壞
糧食生產體系糧食生產體系。



富裕國家以極高的進口

加工技術的壟斷 關稅限制了貧窮國家在
市場的佔有率。造成貧市場的佔有率。造成貧
窮國家只能出口利得較
少的原物料。

舉例來說，富裕國家買
進便宜的可可與棉花進便宜的可可與棉花，
將它們轉變為昂貴的衣將它們轉變為昂貴的衣
服與巧克力，富裕國家
攫取這中間所有的利潤。



富裕國家在大公司的
壓力之下通常制定嚴

專利權/智慧財產權
壓力之下通常制定嚴
格的規則以保護專利。
專利讓有影響力的大專利讓有影響力的大
藥廠，可以以高價出
售他們的產品，並且售他們的產品，並且
讓其他藥廠不可製造
出便宜的仿製品。出便宜的仿製品。
這表示與生命攸關的
藥品往往定的價格超藥品往往定的價格超
出一般貧窮者所能使
用、購買的能力。用、購買的能力



公平貿易的定義公平貿易的定義

公平貿易是一個基於對話、透明及互相尊
重的貿易活動夥伴關係，志在追求國際交重的貿易活動夥伴關係，志在追求國際交
易的更大公平性，以提供更公平的貿易條
件及確保那些被邊緣化的勞工及生產者的件及確保那些被邊緣化的勞工及生產者的
權益（特別是南半球）為基礎，致力於永
續發展，公平貿易組織則積極的參與支持
生產者、認知提升及志在改變傳統國際貿知 統
易習慣的專案等活動。

htt // h iki di / iki/%E5%85%AC%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5%AC%
E5%B9%B3%E8%B2%BF%E6%98%93



關於公平貿易關於公平貿易

公平貿易賴於 系列的規則以確保生產者獲得公平的報酬 勞動者獲得應有的權力 以公平貿易賴於一系列的規則以確保生產者獲得公平的報酬、勞動者獲得應有的權力、以
及環境得到保護，提供生產者、貿易商與消費者直接參與對抗貧窮與剝削的管道。

公平貿易的夥伴關係包括生產者、貿易商、通路商與消費者。公平貿易運動源自第二次
世界大戰後的美國與歐洲，突顯國際貿易體系的不平等與展現發展中國家受剝削的生產
者的結盟。

雖然一開始公平貿易只供應一個極小的利基市場，然而近十幾年來，公平貿易發展的相
當成熟與專業，進入主流市場，有些市場甚至有高達70%增幅的公平貿易產品銷售量。

當要求健康與道德健全商品的消費者越來越多時，日益龐大的公平貿易市場提供更多機
會給弱勢的生產者進入公平貿易體系的機會。



公平貿易如何開始的公平貿易如何開始的

公平貿易運動開始於1940年代，當美國與歐洲很小型的組織開始與
低度開發國家的生產者直接展開手工藝品的貿易。這個所謂的另類
貿易組織（Alternative Trading Organizations）首次以保障生產貿易組織（Alternative Trading Organizations）首次以保障生產
者與他們的社群在商品買賣中得到一個公平的價格，與傳統貿易開
始有了區別。

這種另類貿易關係對於改善與提昇貧窮地區的生活水平被證實非常
成功。因此，在接下來的數十年，這種貿易模式被複製在其他的商
品供應鏈上（例如：農產品）。事實上，許多在南半球的小農經常（ ）
在品質與數量上遭到中間商的欺騙。同時，國際貿易規則對南半球
的生產者與勞工越來越苛刻，逐漸變成無所不在的剝削。公平貿易
應運而生，目標是建立生產者、勞工、貿易商與消費者間可信賴的應運而生 目標是建立生產者 勞工 貿易商與消費者間可信賴的
夥伴關係，以達到一種注重永續發展與公平的貿易模式。

如今，公平貿易在數以千計的生產者與貿易商、百萬名消費者與龐
大的草根團體與聲援組織的支持下，已經成為積極的全球行動。



公平貿易的發展
公平貿易在歐美各國推行多年，自從2002年國際公平貿易標籤運動
統合了各會員組織的標籤、認證標準與推廣力量外，更大力簡化生
產者與進口者之間的流程，因此在國際社會大有斬獲，銷售量也大產者與進口者之間的流程，因此在國際社會大有斬獲，銷售量也大
幅提昇。公平貿易認證產品代表著為小農與工人們在全球市場裡提
供一個公平的交易，也提供消費者一個機會，在每日例行的消費行
為裡為倫理消費做出選擇 在國際公平貿易標籤組織FLO的努力之為裡為倫理消費做出選擇。在國際公平貿易標籤組織FLO的努力之
下：

目前共有來自25個國家的成員組織。目前共有來自25個國家的成員組織

在全球58個國家，超過120萬名農民與工人獲得來自FLO的助益、
600萬名生產者、勞工的家屬直接得到FLO公平貿易的助益。

公平貿易的銷售在全球持續強勁的成長：2009年，具有國際公平貿
易認證商品的銷售量，成長到3.4億歐元。其中520萬歐元貢獻在發
展農民與工人的社區上。展農民與工人的社區上。

公平貿易商品在全球70個國家都可以找到。



此外，經學者專家的研究證實，公平貿易運動
在許多 造 深遠的影響 年科 拉在許多層面都造成深遠的影響。2003年科羅拉
多大學（Colorado State University）公平貿

究 體總結 七個拉美公 貿 咖啡生產易研究團體總結了七個拉美公平貿易咖啡生產
者的個案（UCIRI、CEPCO、Majomut、Las 
Colinas & El Sincuyo La Selva、Tzotzilotic
和La Voz），認為公平貿易能在「短時間內改
善小規模咖啡生產者及其家庭的生活 這些善小規模咖啡生產者及其家庭的生活」。這些
研究發現，在公平貿易下的生產者，更能得到
信貸及外來的發展資助 同時 這研究也指出信貸及外來的發展資助。同時，這研究也指出，
比起傳統的咖啡生產者，公平貿易生產者更能
得到訓練機會並能改善其咖啡的品質 而那些得到訓練機會並能改善其咖啡的品質，而那些
公平貿易生產者的家庭也更穩定，比起傳統咖
啡生產家庭 小孩也能得到更好的教育機會啡生產家庭，小孩也能得到更好的教育機會。



而政策芳面，2006年的7月6日，歐洲議會無異
議的通過一個有關公平貿易的決議文，承認公
平貿易所能帶來的好處，認為歐盟應在全歐政
策架構下發展公平貿易，以更加支持公平貿易
(EP resolution 「Fair Trade and (
development」, 6 July 2006)。歐洲綠黨MEP 
Frithjof Schmidt在其大會辯論時說「這決議文j
回應了公平貿易令人驚豔的成長，顯示歐洲消
費者對於負責任購買越來越感到興趣」，歐盟
外貿執行官Peter Mandelson表示，執委會會
全盤接受決議文，「公平貿易使得消費者思考，
所以是相當有價值的，這決議文將會幫助我們
發展一套連貫的政策架構」



我們說的公平貿易，是指我們在商品買賣中，附加
了一些有利買賣各方的原則及條件，包括：

生產者必須獲得 個穩定的最低價格生產者必須獲得一個穩定的最低價格

生產者隸屬以民主機制運作的合作社生產者隸屬以民主機制運作的合作社

生產過程不聘用童工生產過程不聘用童工

生產者在必要時得到財政和技術支援生產者在必要時得到財政和技術支援

支持社區發展及經濟等項目改善房屋、醫療服務和教育支持社區發展及經濟等項目,改善房屋、醫療服務和教育

協助小農採用環保與永續的方式生產協助小農採用環保與永續的方式生產



誰從公平貿易獲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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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農與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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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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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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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消費者婦女與兒童

助社區改善基本設施 。

消費者
透明與可責才能確保消費權益與品
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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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婦女與兒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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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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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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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則



有些人已默默地做了很多有些人已默默地做了很多
這是2009年的生態綠週年短片

我們的島：貿易
公不公平 生態

綠

2013公平貿易2013公平貿易
小旅行微電影小旅行微電影



「在地」行動與思考：台灣
368鄉鎮市區



「全球」行動與思考：YEAR 2012 IN 60 
SECONDS OF WHAT HAPPENED IN SECONDS OF WHAT HAPPENED IN 
THE WORLD



公平貿易與社會企業公平貿易與社會企業

另類全球化的另類全球化的
多元想像多元想像



台灣公平貿易協會台灣公平貿易協會
http://fairtrade.org.tw/

生態綠與公平貿易超市：
http://okogreen.com.tw/



延伸
書單





我們可不可以多一些選擇



讓剝削遠離 讓幸福靠近
以一天的誠實工作得到一個誠實的價格以 天的誠實工作得到 個誠實的價格

您的消費是改變與幸福的力量



行動：五月天&
約翰藍儂約翰藍儂





有趣的另一種聲音有趣的另 種聲音
可樂會殺人又能拯救世界

http://tedxtaipei.com/blog/2013/
07/19/melinda_french_gates_w
hat nonprofits can learn fromhat_nonprofits_can_learn_from
_coca_cola/



快樂
"五歲的時候，媽媽告訴我快樂是人生的關
鍵。上學以後，他們問我長大後的志願夢想
是什麼？我寫下"快樂"他們說我沒搞清楚題快樂 是什麼？我寫下 快樂 他們說我沒搞清楚題
目，我告訴他們是他們沒搞清楚人生— 約
翰藍儂"



我們感受到來公平貿易城鎮發展的力量，那是一種小市民的
「每天革命（EVERYDAY REVOLUTION）」，為了他們每天革命（EVERYDAY REVOLUTION）」 為了他們
所看到的價值與信念，為下一代而拼命的精神。
獻給大家革命第九號
THE BEATLES REVOLUTION 9



我們從哪裡來？從哪
我們是誰？

我們要往哪裡去？
高更1897 Where Do We Come From? What Are We? Where Are

我們要往哪裡去？
高更1897 Where Do We Come From? What Are We? Where Are 
We Going? 



Q&AQ&A

41 ─The En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