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辦機構:

合辦機構:
樂耕園:
 有機種植
 不同環境教育的策略和實踐
 社區教育活動
 再生能源及持續糸統的應用
 碳管理及教育

香港科技大學



樂耕園 有機耕種計劃 @ 香港科技大學生態園
計劃內容:
透過講解，示範及實習，讓團體了解及認識有機耕種，並透過是次活動及參觀
其他生態園項目，從而推動本地有機耕種，環境保育及健康綠色生活
計劃對象:
1.

一般市民

2.

中學學生

地點:

香港科技大學生態園，將軍澳環澳路，領都側

名額:

4 人一組

費用:

每一幅農地 $180 (*)
(* 有關費用以香港科技大學於個別耕種期開展前的公佈為準)

時限:

6 個月

課程:

生態園將為參加者提供免費農耕顧問及指導

備註:

1. 使用者需自行照顧農地及農作物 (包括除草及灑水) ， 如使用者無故連續兩星期沒有到田
照顧農地，農地將被收回，而不另行通知 。 2. 園內嚴禁使用任何化學物品 (例如: 化學肥料
及農藥) 及任何經基因改造物品 (包括: 種子, 農藥及其他) 。 一經發現，即立刻終止使用農
地，本會並保留追討賠償的權利 。 3. 生態園將提供肥料、種子和竹竿。
如欲了解最新詳情，請到本會網站( www.mhg.org.hk )的「最新動向」查閱有關詳情。

米國華工程師
樂耕園總幹事
2013年5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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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機農田參加者指引
*有關第五期有機耕種計劃的參加者守則將以參加者報名取錄後的通知為準，香港科技大學及樂耕園有權保留最終修訂權。

背景資料:
1. 在有機耕種的系統中，必須使用天然肥料，例如: 花生麩、骨粉、木槺堆肥、魚肥等，
禁用任何化學合成肥料或葯物，不栽種任何基因改造的植物，並且運用附合自然環保
的方法，生產出無污染和健康有營養的農產品，建立可持續的農耕系統。與此同時可
以保育農場內及周遭的生態環境。
2. 詳細資料可參考以下網頁:
http://www.hkorc.org/
http://www.ams.usda.gov/AMSv1.0/nop
http://www.ifoam.org/
http://www.ioia.net/
http://www.omri.org/
http://www.ota.com/index.html
http://www.organicstandard.com/home
http://www.hkorc.org/tc/links.php
運作模式:
1. 生態園及有機農地每天開放時間: 8:00am 至 6:00pm。
2. 生態園辦公室負責提供肥料、種子和竹竿。每位參加者將被分發同等份量肥料、種子
和竹竿 (3 lbs 骨粉，花生麩和雞糞堆肥；適量種子；6 支竹)。如參加者需要額外物資，
請自行購買。
3. 參加者必須自行照料已分配的農田，包括播種、翻土、中耕、施肥、驅蟲、灌溉、收
成等。
4. 每六個月的種植期，每人收費港幣$180。超過 65 歲的參加可享半價優惠。〔只適用於
Eco-park〕
5. 每位參加者(科大/公眾)將獲分配相若面積的農地。
6. 如申請者數目超過農地配額，均需經過抽籤決定才落實農地分配。
7. 安全指引請參考附帶文件 "SAFETY GUIDELINES FOR ORGANIC FARMING"
8. 每位參加者會員每次進入生態園可帶同兩位親友一起進入。每位進場者必須登記。
參加者守則:
1.
源。
2. 不可種植任何基因改造的植物品種。
3. 不可使用化學肥料、化學農藥、生長調節劑、植物賀爾蒙或人共合成的化合物。
4. 請使用天然肥料，例如: 骨粉、花生麩、魚肥、豆麩、角衣片、雞糞堆肥等等。
5. 所有入場人士必須出示農夫証，並登記姓名、出入時間和農產品收成重量，以便統計
農場整體的生產量。
6. 如該農地荒廢了超過 3 個星期，本園將取消該參加者的資格，並重新安排農地使用。
7. 未經生態園工作人員許可，不可移動或改建任何生態園及農地的設施、物料、器材或
工具等。亦不可放置培苗器皿在行人道上。請於培苗區內進行培苗工作。
8. 任何工具包括灌溉用具、花鏟等，使用後必須放回原處 (辦公室旁的工具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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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在農田加入肥料時，請把肥料和表層泥土(1 至 2 呎)混合均勻，以減少灌溉時的流失和
保持肥力的平均分佈。同時亦需留意各種肥料的使用量，可憑觀察植株狀態和分享農
友的經驗去判斷肥料用量，視乎種植品種、土質、生態環境而定，請以保守和不浪費
的原則去決定。
10.在農田旁的行人道和田間的去水道，請不要放置雜物，以減少絆腳跌倒的意外。
11.在灌溉時，如發覺農田泥面大部份面積都有積水，可能是鬆土不足或澆水過多，請加
強中耕工序、改善土質及減少水量。
12.在蟲害防治方面，可利用輪種和間種的方法，以不利於病蟲害的棲息和繁殖。再者亦
可種植芳香植物和運用天然驅蟲水 (蒜、薑、辣椒、洋蔥、白胡椒、黑胡椒)用作驅蟲
之用。
13.所有農作物或植物的碎屑，包括莖枝、葉等，請用作泥土改良劑，增加土壤的腐植質。
切勿棄置在其他田哇上。
14.在耕作期完之前，參加者必須清理田上所有植物。
備註: 所有指引是由香港科技大學生態園管理委員會決定，並可根據實際情況而有所修改，敬請留意張
貼的最新版本及公告。

SAFETY GUIDELINES FOR ORGANIC FARMING
Heat Illnesses (in Summer)
 Heat illnesses such as "Heat Stroke" and "Heat Exhaustion" can be developed easily in the hot summer



weather when people are working in the outdoor under the sun.
People should drink ample amounts of water to replenish the loss of water from the body due to
prolonged sweating. Slightly salted water can replenish lost salt content from the body.
People should be aware of their health condition. When they are not feeling well, they should not expose
themselves to extremes of temperature and humidity for prolonged period of time.

Sunburn
 The UV in the hot summer sunshine (especially around noon time) can produce severe damage to the
skin and eyes.
 People should avoid exposing themselves for too long under the intense summer sunshine.



Protective clothing and equipment such as hats and good quality sun glasses should be worn.
Appropriate sun block lotion can also provide some protection of your skin from excessive UV absorption.

Typhoon and Rainstorm
 Pay attention to weather forecast before planning for activity. Observe weather and take appropriate
precautions. Postpone the outdoor activities if the weather is going to deteriorate.
Inform on-duty security or gardener when someone is injuried or ill, or call Community Emergency Service
directly by dialling 999 if the situation is urgent or serious and inform HKUST Security by 2358 8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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