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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埔農墟使用者守則
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一日生效

A. 一般事項
1. 此守則與租戶在申請時獲發的「申請須知」同時有效。
2. 大埔農墟（下稱農墟）性質定位為本地有機作物的直銷點。
3. 菜聯社（全名「新界蔬菜產銷合作社有限責任聯合總社」，下稱
本社）為農墟的主辦單位，農墟的一切運作，以本社的決策為準。
4. 大埔合作社（「大埔蔬菜產銷有限責任合作社」）為農墟場地之提
供者，該合作社有最終之場地使用決策權。
5. 農墟日同事的聯絡電話為：6428-3251。
6. 攤位租戶不得同時於星期三及星期日的大埔農墟擺檔。
在星期日大埔農墟擺檔的農友亦可申請星期三農墟候補，若入到
星期三農墟，則須放棄星期日農墟。如想再入星期日農墟，須重
新排隊。相反亦然。若候補拒絕兩次，不獲保留候補位置。
7. 本社只視申請人為攤位租戶負責人。
8. 如攤位租戶要轉另一負責人主理攤位，新的負責人必須與原有攤
位租戶有直系親屬關係（例如父母、配偶、子女、兄弟姊妹），
否則其申請將列入新申請處理。如有特殊情況，本社保留最終決
策權。
9. 農墟之正常墟期為：
i) 逢星期三上午十時至下午四時及
ii) 逢星期日上午九時至下午五時。
個別日子安排如下：
租戶因「全城有機日」
、
「西瓜節」或「漁農美食嘉年華」而未能
出席農墟，須於活動前一星期通知本社，當天租金將在下月租期
扣減。
農曆新年安排如下：
農墟於農曆新年年初一前夕（即年廿九 / 年三十）至年初五均
休息。
農曆新年

星期三/星期日

初一前夕（年廿九 / 年三十）

不開放

初一

不開放

初二

不開放

初三

不開放

初四

不開放

初五

不開放

定位
主辦單位
場地
聯絡電話
農墟攤位

攤位負責人
轉換負責人

墟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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惡劣天氣安排如下：
墟期遇以下情況將不對外開放
黑色暴雨警告
八號或以上颱風訊號
a) 星期三大埔農墟安排
以上訊號的懸掛時間

墟期

上午 7 時至 10 時

上午 10 時 01 分
至下午 4 時

全日關閉
（農墟不會開放予租戶
入場，已抵達農墟的
租戶請於安全情況下
盡快離開）

訊號懸掛起兩小時內
關閉，租戶請盡快
離開，及後惡劣天氣
警告除下，農墟亦
不會再開放。

b) 星期日大埔農墟安排
以上訊號的懸掛時間
上午 6 時至 9 時

上午 9 時 01 分
至下午 5 時

墟期

10.

全日關閉
（農墟不會開放予租戶
入場，已抵達農墟的
租戶請於安全情況下
盡快離開）

訊號懸掛起兩小時內
關閉，租戶請盡快
離開，及後惡劣天氣
警告除下，農墟亦
不會再次開放。

i) 星期三攤位租戶可於上午 9 時 30 分開始到場準備及必須於
下午 4 時 15 分前完成攤位之清理工作，並確保其車輛及貨物
不會阻礙他人運作。屢次過時清場（逾下午 4 時 20 分）者，

農墟保留取消其攤位之權利，所繳租金將不獲發還。
ii) 星期日攤位租戶可於上午 8 時 30 分開始到場準備及必須於
下午 5 時 15 分前完成攤位之清理工作，並確保其車輛及貨物
不會阻礙他人運作。屢次過時清場（逾下午 5 時 20 分）者，
農墟保留取消其攤位之權利，所繳租金將不獲發還。
11. 提早離場之租戶將被視為放棄當日攤位使用的權利，本社有權即
時安排該攤位作其他用途。如因事（補貨等）要暫時離場，租戶
有責任即時通知本社職員。
12. 為保公平，農墟攤位並非以固定位置形式出租，每次視乎租戶數
目編排。如因貨物種類需作特別安排，請向本社提出。
本社對此有最終之決定權，租戶不得異議。

到場及清場

提早離場

攤檔位置使用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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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本社並不鼓勵租戶缺席。如需缺席農墟，必須事前通知本社職
員。缺席租戶將被視為放棄當日攤位使用的權利，本社有權安排
該攤位作其他用途，而所繳租金將不獲發還。
租戶每年可有壹個月缺席而保留攤位資格的權利，缺席期間不需
交租，唯必須預先向本社職員申請，並於緊接缺席後的兩個月
內，每月必須擺檔不少於三次。
缺席滿兩個月之租戶須重新申請及輪候。如有特殊情況，可向本
社申請，本社可按情況酌情處理。
14. 農墟出入口並沒有泊車位置，為免阻塞通道或遭警方票控，請使
用公共停車場。
15. 農墟租戶須於每月最後一個墟期，預繳下一個月之租金費用作留
位之用。租戶必須於每月最後一週農墟繳交下一期租金，未能準
時繳交者須於一星期內親臨菜聯社有機種植社群辦公室繳交，否

缺席

泊車
繳租

則視作輕微違規處理。如租戶未能準時繳租，本社有權安排攤位
作其他用途而無須預先通知該租戶。租戶繳租後如放棄擺放，所
繳租金將不獲發還，攤位亦不會獲另外安排日期擺放。
「有機作物」攤位租金，每次$150；
「綠色商號」攤位租金，每次$300。
16. 為保護農墟物資，請保持場地及設施清潔，擺賣濕貨者必須使用
枱布，租戶須以枱布完整覆蓋每張枱子。
所有垃圾必須妥善處理並棄置於指定地方。
請善用各項設施，如有損毁，本社或會要求有關人士照價賠償。
17. 租戶均可獲一格儲物空間存放其攤位物品於合作社內之指定位
置，物品必須附上標籤識認。如需存放物品於指定位置以外，租
戶須向本社申請，視乎合作社之空間決定是否接受申請，獲批額
外儲物位置的租戶須每月繳交儲物費。
本社及大埔合作社不會為任何財物損失負責。

清潔及設施
枱布

存放物品

18. 農墟攤位一般無電力供應，若使用大埔農墟電力以供電予風扇或
冷風機等消暑用途的電器，可豁免交電費。
若使用大埔農墟電力以供電予雪櫃或暖櫃等用於檔口產品的電
器，獲准使用者需另繳電費，並獲固定檔口位置。
請珍惜用水，保持場地及洗手間清潔，洗手間在一般情況下只開
放予大會或攤位工作人員使用。
19. 農墟內所有熟食品，須提交食物製造廠牌照副本。
農墟範圍內所售賣的熟食，須領有食環署有關牌照，並須於售賣
前向本社申請。

水及電

20. 各農墟參與人士均需合力保障公平交易及有機農業的持續發展，
攤位需釐訂合理之貨品價格。本社鼓勵所有攤位租戶標明貨品價
錢。

貨品價格

熟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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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租戶必須按照申請時所列明之貨品 / 攤位種類（有機作物或綠
色商號）運作，如有更改必須事前獲本社批准。
22. 租戶售賣不同攤位種類之產品，必須事前向本社申請，並且須同
時符合其攤位種類（即有機作物、綠色商號）之守則。
23. 閣下之宣傳活動（如單張派發）必須以對參觀人士不構成騷擾為
原則，否則本社將即時下令停止有關活動。
24. 攤位租戶如有違反農墟守則，會先獲口頭警告，再會收到警告
信。若農墟檔主在一年內 (由發出第一封警告信日期計起的一年
內) 違反農墟守則達 3 次，本社會考慮取消其擺檔資格。在第一
封警告信發出日期起計的一年後，會重新計算違規次數。
若農墟檔主發生嚴重違規事項，包括售賣非有機認證農作物，本
社會考慮即時取消其擺檔資格。
25. 農墟租戶需尊重本社職員、合作社職員、其他租戶及農墟參觀
者。避免使用粗言穢語及引起不必要的爭拗，共建農墟和睦氣氛。
26. 所有攤位負責人必須遵守本港法例內有關公安、食物安全、環境
衛生、消費者權益等相關規定，違例者需負起引申之全部法律責
任。觸犯法例或違反《大埔農墟使用者守則》的租戶可被取消參

租戶種類
合租攤位
宣傳
違規及警告信

尊重他人
遵守本港法例

與展銷的資格。

B.

有機作物攤位
1. 本農墟旨在推廣本地有機蔬菜及支持香港有機農業，因此並不接
受外地（包括中國大陸）農場之攤位申請及其進口的鮮菜。
2. 有機作物須為本地認證農場出產，該認證須於有效日期之內。
3. 有機作物攤位不可發售種苗及盆栽。
4. 直銷為本農墟之基本售菜模式（直接由生產者賣予消費者），以
直接改善農戶生計，因此，本農墟嚴禁一切鮮菜轉售活動。有機
作物攤位所售之農產品必須為該農場的自家出產，如有違規情
況，有關農場之攤位資格將被即時撤銷，農墟亦有權拒絕辦理有
關農場未來之申請。
5. 如售賣處理加工食品，原材料須為本地認證農場出產，並須向本
社提供食品加工牌照的副本及獲得本社批准才可發售，同時必須
根據食環署指引，於包裝上列明所需的食品生產資料－生產商、
有效日期等。根據「香港有機資源中心」指引，如該些加工食品
未獲有機加工認證，並不能以有機生產名義出售。
6. 不同人士對「有機」一詞有不同理解，一般泛指沒有使用化學農
藥及化學肥料的耕作。農墟對「有機」之定義原則上根據香港有
機資源中心的定義：

本地菜
攤位定義
禁止發售
不可轉售鮮菜

農作物加工

有機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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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機耕作」是一種經濟、社會和環境三方面得到平衡，透過促
進生物多樣性和土壤生物活動，盡量減少外來投入，從而達到農
民有足夠收入、消費者可以享受健康而優質的蔬菜和自然環境得
到保育的耕種方法。農戶必須清楚了解以上原則，並確保其農場
以有機模式運作。農墟嚴禁出售以常規型式耕作之作物。(參考
http://www.hkbu.edu.hk/~hkorc/)
7. 農墟禁止出售已知含基因改造成分的作物。根據香港法例第 607
章《基因改造生物(管制釋出)條例》
，任何人若明知而在田間種植
未獲核准的基因改造作物，即屬違法。
8. 透明度是農墟的基本運作原則。本社透過以下渠道增加消費者的
信心：
i. 鼓勵農戶與消費者多溝通。攤位負責人及職員應當有能
力向消費者傳達正確的基本有機理念，以及解釋所代表
ii.
iii.

農場的大體運作。
要求農戶準備對外開放其生產場地予消費者參觀。
以告示、口述及菜聯社相關網頁的形式公開農場及其生
產運作之資料。公開的農戶資料包括農場地址、聯絡電

話、農場及負責人照片、認證資料及其他相關資料。如
有更改，農戶需立即通知本社。
iv. 不定時探訪農場。本社會作定期或突擊方式的探訪，對
農墟所售之農作物及農場所種的作物進行比對及檢
查，如發現有違規情況，而農墟攤位負責人不能作出合
理解釋，有關農場之攤位資格將被即時撤銷，農墟亦有
權拒絕辦理有關農場將來之申請。
v. 抽驗租戶出售的農作物，並在有需要時公佈驗菜結果。
9. 農墟是一個公開的銷售平台，農友須對自己的生產、作物及其質
素負責。本社恕不負上任何相關的法律責任。
10. 為進行市場評估及使農墟得以繼續發展，本社要求農戶提供墟期
之銷售數據，所得資料只作上述用途，並且絕對保密。
11. 農戶需注意認證單位對擺放及出售認證作物的相關規定，本社並
不負責由此引申的問題。

基因改造作物

高透明度
與消費者溝通

開放農場
公開資料

農場探訪

驗菜
責任問題
農戶銷售數據
認證作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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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色商號
1. 除「有機作物」攤位以外的產品攤位（如合作單位、出售環保、
公平貿易或具有文化特色的產品或服務）
，均屬於「綠色商號」。
2.

3.
4.

「綠色商號」售賣的所有產品，須於出售前向本社呈交有關文
件及包裝樣本，並獲批准才可在農墟內出售。如有發現售賣未
獲本社許可之產品，有關租戶之攤位資格可被即時撤銷，所繳
租金將不獲發還，農墟亦有權拒絕辦理有關單位未來之申請。
農墟內所有熟食品，須向本社提交食物生產牌照副本。本社亦
會安排到訪加工場所。
租戶所出售之貨品如有更新，必須於事前兩星期塡妥「增加產
品種類申請表」，並獲本社許可，才可在農墟內出售。

「綠色商號」
攤位定義
貨品資訊

生產牌照
貨品更新

菜聯社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