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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hibition Application form 租戶編號 (由職員填寫)： 

一般資料 GENERAL INFORMATION 

*參展者姓名/機構/農場名稱 中 

*Name of Exhibitor ENG 

 

商業登記 / 非牟利團體號碼（如適用） 

Business Registration / NGO reg. no. (if applicable) 

 *負責人 中 

*Person in charge ENG 

 

電話 Tel.:     /(*公開 open:)    *傳真 Fax.: 

展銷聯絡人 (手提電話) 

Contact person during exhibition (mobile) 

 有＊為公開資料 

Information with * will be opened 

電郵 E-mail  網址 URL  

地址（中英文） 

Address (Chi/Eng) 

 

申請資料 APPLICATION INFORMATION 

展銷產品類別 

Products offered for sale 

□ 新鮮有機農產品（蔬菜 / 水果 / 食用菌 / 其他 ________________） 

   Fresh organic crops (vegetables / fruits / mushrooms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有機加工食品  (請註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Organic processed food products (pls specify: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請填寫附件之有機產品資料表格，列明所有擺賣產品。) 

      (*Please fill in the Organic Products information attached below.) 

□ 環保產品  (請註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nvironmental friendly products (pls specify: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其他  (請註: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Others (pls specify: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如需補充，請另行加紙。 Attach additional information where necessary. 

申請展銷地點 

Location for exhibition 

 大埔 Tai Po  

（□ 星期三 Wednesday  [只限新鮮有機農產品 Fresh organic crops only] /  

  □ 星期日 Sunday） 

申請展銷日期 

Tentative exhibition period 

由 From：_____________ 至（如適用）To (if applicable)：_____________ 

*注意：展銷必須為墟期的開放時間，申請以整月計算。 

*Note: The dates should match the market opening period and the application should be of 

monthly-basis. 

備註 Remarks  

農場申請人填寫 FOR FARM APPLICANTS ONLY 

農場面積 Farm Area  開耕年份 Year of farming  

轉型有機年份 Year of organic practice  有機認證編號 Certificate no.  

發證機構 Certifying body  

有機加工產品經銷商填寫 FOR PROCESSED ORGANIC FOOD MERCHANTS ONLY 

本人現附上產品之有機認證資料、有機產品資料表格共＿＿頁 

I attach herewith ___ pages of the certification information for the products & organic product(s) information. 

聲明 Declaration: 
本人（＿＿＿＿＿＿＿＿）已細閱並明白農墟申請的所有細則及條款，且願意遵守有關規定。本人明白
菜聯社有權修改以上各項租用細則及條款，並保留最終場地之使用權。 
I, ___________________, have read through, clearly understand the terms and conditions, and agree to abide by 
them.  I also understand that FVMCS has the right to make amendments on these and has the authority on the 
utility rights.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申請人簽署 Signature of applicant            日期 D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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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有機加工產品經銷商填寫) Attachment (FOR PROCESSED ORGANIC FOOD MERCHANTS ONLY) 

有機產品資料 Organic product(s) information 
有機加工產品經銷商請填寫以下表格，列明所有擺賣產品，連同以上申請表一併遞交。 
For Processed Organic Food Merchants, please fill in the form below and submit together with the application form. 

(如有需要，請自行複印此表格)  
(Attach additional information where necessary.) 

 

  產品資料 Product(s) information* 
(包括牌子、種類及出產地 Including brand, type and country of origin)

認可/認證機構 
(請附上相關證書或資料) 

是否批准在

農墟出售 

(職員專用)

e.g. 新鮮牌 - 有機燕麥片 (美國) USDA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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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大埔農墟簡介 

隨著香港經濟轉型，農業已漸告息微。然而，現今仍有一定數目的本地農友在默默耕耘，本

地出產的新界蔬菜，更深得本港市民所信賴和支持。近年的進口毒菜事件增加了消費者對健

康食品的需求，新界菜(尤以有機菜)便成了他們的一個重要選擇。需求日增，不少荒地復耕。

有別於傳統常規菜，有機菜的銷售渠道相對狹窄；加上由生產地到零售點經過多個中間層，

令原來生產成本已高的有機菜價錢偏高，形成了一個「消費者嫌貴，生產者有菜無人要」的

局面。為了打破這個僵局，菜聯社於二零零五年開始在大埔成立第一個農墟，以直銷方式令

有機菜的價格回到合理的水平之餘，同時讓市民更了解和支持香港的農業。農墟亦歡迎不同

的有機食製品展銷，以豐富墟場的多樣性和氣氛。多年來，大埔農墟已深得市民認同。 

 

農墟地點 ：大埔太和路消防局側（大埔蔬菜產銷有限責任合作社現址） 

墟期  ：逢星期三及星期日 

開放時間 ：星期三上午十時至下午四時 及 星期日上午九時至下午五時 

目的  ：推動本地農業，促進健康生活，支持有機耕作 

攤位分兩類 ：- 有機作物（蔬菜、水果、食用菌等） 

  - 綠色商號 

 

此外，商戶或非牟利團體可就單位與農墟的合作提出建議，惟菜聯社擁有採用或調整有關形

式的最終決定權。除因特殊情況獲批准外，農墟在一般情況下不接受展銷非有機食品。 

農墟攤位擺放申請須知 

1. 有意洽租者應先向主辦機構（新界蔬菜產銷合作社有限責任聯合總社）提出，填妥申請表

格及備齊所需之文件郵寄至「新界大埔林村坑下莆(川背龍)村民信箱 112 號「菜聯社－有

機種植社群辦公室」或傳真：2482-1785； 

2. 申請人須了解農墟之立墟宗旨，並於銷售計劃中清楚考慮有關因素； 

3. 申請人須列明攤位之租用用途及其出售貨品之種類，以便確定攤位類別（有機作物或綠色

商號）。租用後如要更改須向本社作出申請。未經批准，租戶不得自行作出影響攤位類別

的更改； 

4. 計劃出售農作物之申請人必須注意，農墟只接受本地生產的有機作物，同時嚴禁收菜轉

售，有關有機耕作的定義請聯絡本社。所有申請農戶必須已領有有機認證，申請方獲受理；

5. 計劃出售加工有機食品之申請人必須遵守食環署的相關規定，本社會安排到訪加工場

所)。所出售之認證產品，必須附有標籤清楚標明，或有證書涵蓋；申請人需隨表呈上有關

之証明及貨品清單（參閱附件之格式），以便本社審核； 

6. 倘申請獲得受理，本社或會安排約見；對於農戶之申請，本社將派員往申請人之農場探訪，

若申請成功，農場須開放予本社職員作定期或不定期探訪； 

7. 場地內提供有限儲物設施，詳情請見《大埔農墟使用者守則》； 

租戶均獲安排存放其攤位物品於合作社內之指定位置，並必須附上標籤識認；如須存放物



 

  11/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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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本社及大埔合作社不會為任何財物損失負責。 

8. 標準攤位為２米 x２米 x２米的帆布帳幕或有蓋竹棚，另有長枱及椅子各兩張，一般不包

括電力，但場內有供電攤位，使用者需特別申請，並另繳定額電費。此外，場地內設有洗

手間及一個水喉位供各租戶共用。 

 

9. 星期三攤位的租戶可於早上九時半開始到場準備及必須於四時十五分前完成攤位之清理

工作；星期日攤位的租戶可於早上八時半開始到場準備及必須於五時十五分前完成攤位之

清理工作；星期三及星期日攤位的租戶並確保車輛及貨物不會阻礙他人運作。 

10. 農墟出入口並没有泊車位置，為免阻塞通道或遭警方票控，請使用公共停車場。 

11. 農戶攤位只可由一個農戶擺賣，不可由多個農友合租。 

12. 新租戶的租約暫定為三個月，如租期內一切妥當，此後攤位無須每月重新申請。租期以

月為單位，除第一個月外，租戶須於月尾的墟期繳交下個月的租金，繳交後如放棄擺放，

租金將不作發還。 

13. 申請人如果成功申請，必須遵守大埔農墟使用者守則。 

14. 本社有權修改以上各項租用細則及條款，並保留最終場地之使用權。 

租金 

攤位類別 每天租金（每攤位計） 

有機作物 $150 

綠色商號 $300 

*租金或因情況作出調整 

 

查詢 ：菜聯社－有機種植社群辦公室 

郵寄地址：新界大埔林村坑下莆(川背龍)村民信箱 112 號 

電話 ：2471-1169       

傳真 ：2482-1785 

電郵 ：info@hongkongfarmersmarket.org 

農墟網址：http://www.hongkongfarmersmarket.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