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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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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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辦單位

5. 農墟日同事的緊急聯絡電話為：6428-3251。
6. 本社只視申請人為攤位租戶負責人。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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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農墟之正常墟期為：
逢星期日上午九時至下午五時。
個別日子安排如下：

聯絡電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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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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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場地

攤位負責人
轉換負責人

墟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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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日大埔農墟安排
以上訊號的預料懸掛時間

墟期

上午 6 時至 9 時

上午 9 時 01 分
至下午 4 時

全日關閉
（農墟不會開放及已抵
達農墟的租戶請於安全
情況下盡快離開）

訊號懸掛起一小時內
關閉，租戶請盡快
離開，及後若惡劣天
氣警告除下，農墟亦
不會再次開放。

以上訊號若於上午 5 時 59 分或之前除下，農墟當天將會照
常開放；
ii.
一經關閉，農墟當天不會再次重開；
iii.
農墟關閉期間租戶不可進行任何銷售活動；任何租戶須即
時清理及盡快離開。租戶若再進行任何銷售活動，會先作
口頭警告，及向該租戶發出警告信（於下一次農墟補發）。
iv.
農墟當值人員有權就天氣情況而作出適當安排，恕不另行
通知。
v.
如因黑色暴雨警告、八號或以上颱風訊號而全日關閉農
墟，當天租金將於下月租期扣減。但若農墟因以上訊號而
中途關閉，當日租金將不會退還。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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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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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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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12. 本社並不鼓勵租戶缺席。每月最少出席三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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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必須預先一星期前向本社職員申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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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場及清場

提早離場

攤檔位置使用安排

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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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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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戶在上落貨後仍持續停留車輛在閘口附近，本
社會視該租戶違反農墟守則，會先作口頭警告，及向該租戶發出
警告信（於下一次農墟補發）。若農墟租戶在一年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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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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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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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作單位」攤位租金，每次$150。
15. 如「有機作物」攤位因有機作物認證延誤，在有機作物認證過期
後而取得新的有機作物認證前或遭有機認證中心吊銷認證而重
獲認證前，本社會暫停該租戶的擺檔資格，而已繳交的租金一律
不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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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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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農墟內售賣的所有熟食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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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向本社申請及每年主動向本社交回續牌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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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泊車

繳租

不設退租及
暫停擺檔資格

清潔及設施
枱布

存放物品

水及電

熟食

貨品價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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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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租戶必須按照申請時所列明之貨品 / 攤位種類（有機作物、綠
色商號或合作單位）運作，如有更改必須事前獲本社批准，才可
銷售。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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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攤位租戶如有違反農墟守則，會先獲口頭警告，及會收到警告信
（於下一次農墟日補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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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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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帶同小朋友出席
農墟日，須妥善看管小朋友，同時愛惜場內公物及環境，共建農
墟和睦氣氛。如租戶帶來的小朋友破壞場內物品或影響農墟環
境，本社將視作違反農墟守則，會先作口頭警告，及向該租戶發
出警告信（於下一次農墟補發）。若農墟租戶在一年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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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本社不建議攤位負責人帶同寵物出席農墟日，如需帶同寵物出席
農墟日，須使用動物帶縛著或使用籠子放著寵物，並小心好好看
顧寵物，以免造成場內混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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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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蔬果。
2. 有機作物須為本地認證（包括香港有機資源中心及香港有機認證
中心）農場出產，該有機認證須於有效日期之內。若農場於有機
認證有效日期後仍未完成續證，須於完成及取得續證後才能開
檔。

本地菜
攤位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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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有機作物攤位不可發售種苗及盆栽，亦不可於攤位內轉交其他農
場訂購有機作物攤位農場的種苗及盆栽，以免引起不必要的混
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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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農墟嚴禁一切蔬果轉售活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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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家農場出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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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裝，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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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社並不負責由此引申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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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禁止發售或轉交

不可轉售鮮菜

農作物加工

有機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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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korc.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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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i.
iii.

iv.

基因改造作物

高透明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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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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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消費者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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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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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開資料

開放農場

農場探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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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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綠色商號
1. 除「有機作物」攤位以外的產品攤位，如出售有機、環保、公
平貿易的產品或服務，均屬於「綠色商號」。
2.
3.

4.
5.

D.

「綠色商號」需有商業牌照，需於申請農墟攤位時遞交副本，
如現已擺檔的「綠色商號」需於每次續期後遞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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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農墟內售賣的所有熟食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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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作單位
1. 除「有機作物」及「綠色商號」攤位，如推廣有機、環保、或
具有文化特色的服務，均屬於「合作單位」。
2.

「合作單位」需為非牟利 / 慈善團體，申請農墟攤位時遞交有
關證明文件副本，包括相關牌照。

驗菜
責任問題
農戶銷售數據
認證作物

「綠色商號」
攤位定義
商業牌照
貨品資訊

生產牌照
貨品更新

「合作單位」
攤位定義
牌照

菜聯社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