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家種植計劃申請表（申請人必須為年滿 18 歲之香港居民）
填寫本表格前請細閱後頁「自家種植計劃參加者申請須知」及「自家種植計劃參加者守則」
，並請
於適當的方格內填「 」號。
中文姓名：
英文姓名：
性
別：
年齡組別：A: 18-30 B: 31-40
中文居住地址：
中文通訊地址(如與上不同)：
住宅電話：
電郵地址：
申請租用農圃數量：

C:

身份證號碼(頭 4 位數連英文字)：
41-50 D: 51-60 E: 60 或以上

手提電話：
1個

2個

本人已細閱、明白並同意「自家種植計劃參加者申請須知」及「自家種植計劃參加者守則」中的內
容。
本人明白及願意遵守「自家種植計劃」之有機耕作要求。
本人了解獲得租用資格後，本人必須出席營地舉辦之簡介會。
本人聲明此申請表格及隨附文件所載的資料，依本人所知均屬完整真確，資料如有失實，可被取消
資格，並可能負上法律責任。
我們在活動過程中會進行拍攝或錄影，擬使用你的肖像作宣傳之用。但未得到你的同意之前，我們
不會如此使用你的肖像。
如你同意或不同意，請在以下空格加上「 」號。
本人同意東華三院使用我的個人肖像作上述用途。
本人不同意東華三院使用我的個人肖像作上述用途。
申請人姓名及簽署:

(

)

日期﹕

營地負責職員姓名及簽署:

(

)

日期﹕

地點：上水馬草壟路 33 號

電話：3996 1115

網頁：http://youthcamp.tungwahcsd.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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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家種植計劃參加者守則
項目基本內容:
a. 租用農圃：農圃每塊 1 平方米。
b. 每期租用期為 3 個月。
c. 可享用由營地提供之基本物料：種子（每期會免費提供 3 款適合當季種植之種子）及適量泥土。
d. 基本免費支援：每天澆水及借用農具。
農圃使用權及租期:
a. 本計劃旨在推廣綠色、有機生活文化，亦希望能惠及更多家庭及社區人士，故每名申請人可申
請的農圃數目不多於 2 個。
b. 所有農圃由營地安排分配，參加者不可擅自調換。
c. 參加者禁止轉租或分租予他人。
d. 租用期為 3 個月，名額及農圃位置分配會以先到先得方式決定，亦設有後補名單。
e. 如參加者中途退租，而餘下可供租用期達 1 個月或以上者，營地將安排後補名單補上。租用期
屆滿之時，營地將因應情況再作安排並保留重新申請之權利。
f. 參加者將於租用期生效日當天開始使用農圃。
g. 由於「馬草壟營地」為政府臨時租用地，如政府於租用期間收回土地，參加者需無條件交回農
地，所繳的費用亦概不退還。
h. 為免農圃荒廢，如參加者於農圃租用期生效起計一個月內沒有開田種植，其租用的農圃將會被
取消資格，所繳交之費用亦不予退還，而餘下可供租用期，營地將安排後補名單補上。
i. 上述(a)至(i)項之安排，營地將保留一切更改及最後決定之權利。
農圃租金退還條款
a. 參加者所有已繳費用概不退還。
b. 參加者所租用的農圃及所繳租金不可轉讓他人。
c. 如因違反農圃守則及營地守則而導致租約被中止，所繳的費用概不退還。
農圃管理及農具使用注意事項
a. 參加者可使用由營地提供基本農具（包括鏟、鋤頭、犂耙等，位於「農具存放處」
）
，參加者使
用營地借用之農具後請按分類放回原處，請勿遺留於農圃或營地其他範圍。
b. 營地借出的農具如有任何損壞，參加者需要照價賠償，價格由營地訂定，參加者不得異議。
c. 為倡導有機輪流耕作及生物多樣性概念，每個農圃同時限種 3 種植物，以讓會員能更有效施肥
及蟲害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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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營地屬有機耕種之場地，切勿使用化學肥料、營養補充劑、基因改造種子及農藥等，鼓勵使用
營地提供之種子、植物苗及肥料。如參加者使用非營地提供的種子、肥料或殺蟲劑，必須親身遞交
該產品之有機產品證明副本(收據或產品包裝)予營地。
e. 每次向營地購買或外購之種子均需交職員填寫「植物名牌」
，註明農圃現時及即將種植之植物，
顯示種子有機資格已獲得批准。
f. 為維持營地的良好運作，我們會定期巡查各農圃情況，一經發現任何違規情況出現，營地會自行
按情況處理，不再作任何通知。如情況嚴重，則參加者租用資格有機會被取消，所繳之款項不予退
還。
g. 營地提供每天基本澆水服務一次，服務或因應天氣狀況而作出調整。
h. 營地乃對外開放之場地，參加者請自行負責其農圃及個人物品的安全，如遇任何物品失竊或農
作物損壞，營地恕不負責。
i. 請勿擅自取去，採摘或破壞他人的農作物及農圃上的物資。
j. 參加者需定期清理農圃及農圃周邊之雜草，以保持農圃整潔及通道暢通。
k. 參加者如需棄置雜草、腐壞了的農作物等，請將之放於特定之區域（堆肥區）
，以減低對病蟲害
的擴散（已被蟲害侵害之蔬果除外）
。
l. 參加者播種、移苗及施肥等工作請根據實際需要及農作物之特性進行，請勿浪費種子及肥料（播
種過多會影響作物的生長及增加後期的工作量（如疏苗）
、施肥過量則對作物產生不良影響）
。
m. 參加者於農圃內所種之作物，以不影響其他會員及不阻礙通道為大前題，不可種樹（或喬木）
、
高度限制於 1.8 米、棚架亦不可超越 2 米高，以免影響到周邊作物之生長。如經營地職員發現作物
阻塞通道，營地職員將會移除而不作另行通知。
n. 按上第(m)條，參加者如需使用棚架協助植物生長，可參考營地內的模式搭建指定的棚架。
o. 參加者如需製作驅鳥器，請使用營地指定之物料（光碟、竹枝、錫紙及防雀網）及參考營地的
示範。營地有權要求參加者拆除非營地指定的驅鳥器。
p. 作物收成情況會因應天氣情況而不同，營地不能保證作物收成之結果。
q. 建議參加者最少每半個月打理農圃一次，若發現農圃有荒廢之情況（雜草叢生、缺乏護理、已
成熟的農作物長時間沒有收採、病蟲害爆發而未有處理等情況）
，營地職員將會通知參加者於３個
工作天內親身處理，如參加者未能按時處理，營地有權收回該農圃並安排後補申請者補上。
r. 如發現其他參加者農圃出現其他農圃荒廢的情況，請盡快通知營地職員處理。
s. 如發現任何可疑人士作出不恰當行為，請盡快通知營地職員處理。
如參加者違反以上守則，營地有權終止其租用資格，參加者不得異議及所繳之費用亦不予退還。若
事件涉及刑事（如盜竊或刻意破壞）或轉租、分租事宜，營地將保留一切追究之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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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家種植計劃參加者申請須知
申請資格及申請方法
a. 申請人必須為 18 歲或以上之香港居民。
b. 12 歲或以下兒童，必須由成年人陪同下參與農圃種植活動自家種植計劃。
c. 每名申請人只可提交一份申請。如遞交多於一份申請表，其他申請將自動取消。
d. 每個農圃最多可同時容許 5 位參加者使用，分別為申請人 1 名及親友 4 名。
e. 農圃類別：農圃每塊約 4 平方米，由於先到先得的安排，登記兩塊或以上的農圃不能確保必然
安排相鄰的位置。
f. 每次租用期為 3 個月，名額及農圃位置分配由營地決定。租用費用須於租用開始前繳交。
g. 索取申請表格方法：
- 於馬草壟營地網頁( http://youthcamp.tungwahcsd.org/)內下載；或
- 於辦公時間親臨營地索取，地址：上水馬草壟路 33 號。
h. 遞交申請表方法：
- 電郵至 youthcamp@tungwah.org.hk；或
- 圖文傳真至 2884 3262；或
- 郵寄到上水馬草壟路 33 號；或
- 於辦公時間親臨營地遞交。
申請期及申請通知
i. 所有申請必須於指定截止日期前遞交。申請者在遞交申請表後 7 個工作日內會收到營地的電郵通
知及安排。倘 7 個工作日內未收到電郵，請致電營地確認表格有效送遞。
農圃編排及輪候
j. 營地將以先到先得形式處理收到的申請及分配農圃位置。
k. 成功申請者將會由營地個別以電郵通知及編配農圃編號。
l. 後補申請者亦會由營地電郵「候補名單」通知候補人士。請申請者留意電郵。
m. 一般情況下，無論成功、輪候後補或不成功申請人均不設電話通知結果。
n. 申請者收到營地電郵「確認通知」後，請依照電郵指示於限期前繳付有關費用。
o. 倘申請者未能按電郵上指定限期前繳費則當放棄申請論，營地職員會安排候補名單補上。
p. 當所有農圃安排出租後，其他所有餘下之申請將列入候補名單及編配次序。
q. 租期屆滿之時，營地將因應情況再作安排並保留重新申請之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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繳付費用
r. 付款方法 : 劃線支票。支票抬頭「東華三院」
，支票背面請寫上申請人姓名、電話。營地不接受
期票。
遞交支票方法：
- 郵寄到上水馬草壟路 33 號；或
- 於辦公時間親臨營地遞交。
s. 申請人繳付費用後，營地將會於 7 個工作日內發出電郵確認收費，而正式收據將會於簡介會上
派發。
注意事項
出席簡介會
t. 成功申請計劃的參加者，必須出席自家種植計劃簡介會，以了解本計劃理念、農圃使用注意事
項及營地其他相關支援服務。
u. 未能出席或缺席簡介會的參加者，其租用資格將被取消。
v. 簡介會上會一併辦理農圃租賃確認手續、選擇種子菜苗及派發收據。
申請資料的用途
w. 申請表內的個人資料將用作處理服務申請或研究、統計、分析及推廣等用途。有關資料將受到
嚴格保密，並儲存於安全的內部系統，僅由營地或獲授權機構處理。
x. 如申請人不同意營地將閣下的個人資料作上述之用途，請致電或電郵與營地職員聯絡。
y. 服務期間的所有影像及照片記錄均由東華三院所擁有及於有需要時作推廣等用途。
z. 根據個人資料(私穩)條例，申請人有權查閱及修改其個人資料。申請人如須查閱或更改其個人資
料，請以電郵或書面方式通知本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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