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齊撐本地漁農友 - 本地漁農場相關銷售資料 

 

適逢這季節是本地漁農產品豐收嘅時候，如果想出一分力支持本地漁農業並選

購本地漁農產品，可以透過各種渠道，包括: 

 直接向漁農友聯絡購買，安排自取或送貨 

 透過不同團體與漁農友所組織的銷售平台上選購 

 到幾個週末農墟(大埔、藍地、美孚、西貢、中環、黃金海岸)挑選選購 

 到魚菜統營處位於黃埔九號鮮里的「本地魚菜直送」實體店挑選 

 

1. 本地農場 

 

 農場 網站 / Facebook 聯絡電話 

1.  香港青年協會有機農莊 Facebook: 香港青年協會有機農莊 2838 4808 

2.  山林農場 Facebook: 山林農場 3542 5231 

3.  新時代有機農場 Facebook: 新時代有機農場 5132 0922 

4.  有心機 Facebook: 有心機 6692 2671 

5.  新生農場 https://www.nlpra.org.hk/tc/social_enter

prises/our%20seecotourism/65 

2461 1712 

6.  加力農場 Facebook: 加力農場 9034 9280 

7.  大棠有機生態園有限公司 Facebook: 大棠有機生態園有限公司 2470 2201 

8.  Farm Direct Holdings 

Limited 

http://www.farmdirect.hk/tc/contact 

Facebook: Farm Direct Holdings Limited 

2592 9198 

9.  高華種子有限公司 https://www.cloverseedretail.com.hk/ 

Facebook: 高華種子有限公司 

9818 8650 

10.  復耕者聯盟 Facebook: 復耕者聯盟 

Instagram: 復耕者聯盟 

5743 0302 

11.  川上農莊 Facebook: 川上農莊 6151 4311 

12.  Hydrogo Company Limited 

水糧莊有限公司 

Facebook:Hydrogo Company Limited 

水糧莊有限公司 

不適用 

13.  Winnie The Farm  

消閑農場 

Facebook:Winnie The Farm 消閑農場 9831 8832 

14.  趣味蘆薈發展有限公司 http://www.greattastealoe.com/ 

Facebook:趣味蘆薈發展有限公司 

3483 7263 

15.  一鷺有限公司 (療愈靜舍

農莊) 

https://healinghermitage.com/ 

Facebook : 療愈靜舍農莊 

9221 3132 

(whatsapp) 

16.  荔枝窩自然管理協議/ 香 https://www.lcwma.net/ 2698 0467 

https://www.facebook.com/hkfygorganicfarm/
https://www.facebook.com/hkwoodlandfarm/
https://www.facebook.com/NewAgeOrganicFarm/
https://www.facebook.com/zenorganic/
https://www.nlpra.org.hk/tc/social_enterprises/our%20seecotourism/65
https://www.nlpra.org.hk/tc/social_enterprises/our%20seecotourism/65
https://www.facebook.com/Garlic-Farm-%E5%8A%A0%E5%8A%9B%E8%BE%B2%E5%A0%B4-117172961681177/
https://www.facebook.com/%E5%A4%A7%E6%A3%A0%E6%9C%89%E6%A9%9F%E7%94%9F%E6%85%8B%E5%9C%92-Tai-Tong-Organic-Ecopark-103208117836743/
http://www.farmdirect.hk/tc/contact
https://www.facebook.com/farmdirecthk/
https://www.cloverseedretail.com.hk/
https://www.facebook.com/cloverseedhk/
https://www.facebook.com/Agrivengers/
https://www.instagram.com/agri.vengers2018/
https://www.facebook.com/efarmhk/
https://www.facebook.com/hydrogrohk/
https://www.facebook.com/hydrogrohk/
https://www.facebook.com/WinnieTheFarm88/
http://www.greattastealoe.com/
https://www.facebook.com/greattastealoe/
https://healinghermitage.com/
https://www.facebook.com/HealingHermitageFarm/
https://www.lcwma.net/


港鄉郊基金 

17.  荔枝窩有農墟 https://www.facebook.com/LaiChiWoFa

rmersMarket/ 

Instagram: 荔枝窩有農墟 

不適用 

18.  本地種植 (香港大學- 公

民社會與治理研究中心) 

Instagram: 本地種植 (香港大學- 公

民社會與治理研究中心) 

不適用 

19.  老友記慈善農莊 不適用 不適用 

20.  機緣巧合有機農莊 不適用 不適用 

21.  小狗阿康有機農場 不適用 不適用 

22.  俊龍有機農場 不適用 不適用 

23.  金花農場 不適用 不適用 

24.  心愉無花果農莊 不適用 不適用 

25.  英記農場 不適用 不適用 

26.  金光農場 不適用 不適用 

27.  明園農場 不適用 不適用 

28.  杉山農場 不適用 不適用 

29.  秋田記 不適用 不適用 

30.  孫萬優質本地農場 不適用 不適用 

（排名不分先後; 如有遺漏敬請見諒） 

 

 

 

 

 

 

 

 

 

 

 

 

 

 

 

 

 

https://www.facebook.com/LaiChiWoFarmersMarket/
https://www.facebook.com/LaiChiWoFarmersMarket/
https://www.instagram.com/villagelifezine/
https://www.instagram.com/locofarms.hk/?hl=en
https://www.instagram.com/locofarms.hk/?hl=en


2. 本地園圃/花場 

 

 花場 網站 / Facebook 聯絡電話 花場地址 

1.  明記花園 不適用 不適用 沙田花心坑村 

2.  信芯園 Facebook : 信芯園 不適用 元朗新田小磡村 

3.  有愛農場 Facebook : 有愛農場 6016 3091 元朗八鄉上村 

4.  根記花園 Facebook: 根記花園 2478 0728 沙田小瀝源村 

5.  寶山園藝 http://hkposhan.com/ 2674 1233 粉嶺丹竹坑新屋仔村 

6.  強記花園 https://www.keungkeegarden.c

om/ 

9386 5946 大埔林村 

7.  如意花園 Facebook: 如意花園 不適用 大埔林村大陽輋 

8.  汀角灣休閒農莊 Facebook : 汀角灣休閒農莊 不適用 大埔汀角村 

9.  御花園 不適用 不適用 元朗石崗 D.D.114 

10.  新豐花園 不適用 不適用 沙田烏溪沙渡頭灣村 

11.  安華園 不適用 不適用 元朗新田小磡村 

12.  濤園 不適用 不適用 大埔林村沙霸村 

13.  耀記 不適用 不適用 坪輋山雞乙下村 

14.  永發花園 不適用 不適用 粉嶺蕉徑老圍 

15.  錦富農場 不適用 不適用 大埔林村坪朗 

16.  添記花園 不適用 不適用 荃灣下花山村 

17.  聯盛花園 不適用 不適用 粉嶺萊洞北村 

18.  平記 不適用 不適用 打鼓嶺較寮村 

19.  丘明花園 不適用 不適用 元朗新田兵房華興路 

20.  國興花園 不適用 不適用 沙田大輋村 

21.  謝偉記農場 不適用 不適用 新界八鄉錦上路曾屋村 

22.  坤仔 不適用 不適用 元朗錦上路上村 

23.  華光花園 不適用 不適用 大埔林村 

24.  堅強花園 不適用 不適用 新田小磡村 

（排名不分先後; 如有遺漏敬請見諒） 

 

 

 

 

 

 

 

 

 

https://www.facebook.com/shunsumyuen/
https://www.facebook.com/pages/category/Farm/%E6%9C%89%E6%84%9B%E8%BE%B2%E5%A0%B4-846940738786322/
https://www.facebook.com/pages/category/Shopping---retail/%E6%A0%B9%E8%A8%98%E5%9C%92%E8%97%9DKan-Kee-Garden-107192980811545/
http://hkposhan.com/
https://www.keungkeegarden.com/
https://www.keungkeegarden.com/
https://www.facebook.com/pg/%E5%A6%82%E6%84%8F%E8%8A%B1%E5%9C%92%E5%A4%A7%E5%9F%94%E6%9E%97%E6%9D%91-106066371451554/posts/
https://m.facebook.com/%E6%B1%80%E8%A7%92%E7%81%A3%E4%BC%91%E9%96%92%E8%BE%B2%E8%8E%8A-493099024113380/


3. 本地魚場/漁戶 

 

 魚場/漁戶 網站 / Facebook 聯絡電話 實體店鋪/魚場/漁戶地址 

1.  新達海洋生物科

技有限公司 

https://m.facebook.com/leade

rmarine.hk/ 

2873 2399 不適用 

2.  

楊氏水產有限公

司 

https://www.facebook.com/Y

eungsMarineProducts 

http://www.yeungs-mp.com/ 

2471 1090 良品漁夫: 

元朗同益街市 126號舖 

元朗大橋街市M047號

舖 

3.  盈豐水產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4.  蔡德運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5.  筲箕灣單拖漁民

信用無限責任合

作社 

不適用 不適用 香港仔田灣街市一字樓

30-32號 

6.  
香港漁業聯盟 

不適用 不適用 香港仔田灣街市一字樓

30-32號 

7.  黎錦明/黎錦輝 

(美味海味)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8.  郭金有/林偉基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9.  香港一帆漁業有

限公司 

不適用 不適用 元朗阜財街五十一號二

樓 

10.  盧志釗 (香港仔

漁樂會)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11.  張志強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12.  鄭明 (長洲咸魚

婆)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13.  香港觀鳥會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14.  大澳沙仔面漁民

信用無限責任合

作社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15.  陽江漁民聯會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16.  張慧娟 (林振邦)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17.  
陳平有漁戶 

不適用 不適用 南丫島索罟灣第一街 24

號地下 

（排名不分先後; 如有遺漏敬請見諒） 

 

https://m.facebook.com/leadermarine.hk/
https://m.facebook.com/leadermarine.hk/
https://www.facebook.com/YeungsMarineProducts
https://www.facebook.com/YeungsMarineProducts
http://www.yeungs-mp.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