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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春社五十週年植樹日 – 參加者須知 

 

目的： 在大欖郊野公園，位於大欖涌郊遊徑的植樹區內種植 2000 棵本土小樹苗，提升植林區植

物多樣性及建立良好的樹林結構和生態功能，並為其周邊林區提供種子來源。 

 

日期：  2018 年 5 月 22 日 (星期二)  

時間：  上午 9 時至下午 2 時 

地點：  大欖郊野公園，大欖涌郊遊徑植樹區 

 

集合時間： 上午 9 時正 

集合地點： 植樹日起步禮場地（大欖隧道轉車站停車場旁，請參閲地圖指示） 

交通資訊： 大會不設交通安排，參加者可自行乘坐途經大欖隧道的巴士，於「大欖隧道轉車站」

巴士站下車，步行約五分鐘往起步禮場地。起步禮場地不設停車位， 駕車人士請

自行安排停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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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流程： 

時間 活動 

0900–0930 參加者登記 （請出示電郵所示之組別編號） 

0930–1000 起步禮 

1000–1040 參加者經大欖涌郊遊徑步行前往植樹區 

1040–1240 取工具、學習植樹及植樹 

1240–1400 參加者步行回程後自行離開 

 

步行前往植樹區路線圖： 

 

 

 



 

Page 3 of 7 
 

活動詳細安排： 

 

 

 

起步禮會場 

1. 到達起步禮會場後，請先到登記處登記，並出示電郵所示之組別編號。 

2. 起步禮會場設有長春社攤位及樹苗展覽，歡迎參觀。 

3. 會場同時設有流動洗手間，請保持地方清潔。 

4. 會場提供有限量飲用水供應。我們支持環保的理念，在這裡我們不提供用完即棄水杯。如有需要，

請自備水樽添飲。我們亦鼓勵參加者避免飲用即棄樽裝水。 

5. 請保持起步禮會場及植樹區清潔， 請帶走所有垃圾。 

 

往植樹區 

6. 由於參加者人數眾多，起步禮後，請根據大會指示出發往植樹區，免生混亂。 

7. 從起步禮會場到植樹區需步行約三十分鐘山路，部分山路稍為崎嶇，參加者必須確保體格及當日的

身體狀況適宜進行活動。參加者亦應小心照顧同行小童。 

8. 沿途大會設有急救站、休息站及工作人員協助，如中途感到不適，請馬上通知附近的工作人員或到

急救站尋求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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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達植樹區 

9. 到達植樹區後，請依照工作人員指示分組，然後跟隨分組義工到指定植樹方格。植樹區內及鄰近範

圍都是較斜的山坡，請小心行走，亦應避免踏在樹苗及樹苗下的泥土之上。 

10. 跟隨分組義工到達指定植樹方格後，義工會講解及教授植樹技巧。請留心聆聽講解並細心種植樹苗。 

11. 植樹步驟： 

 i. 加深挖掘泥窿至適當的深度：深度應與泥膽相約，拆泥膽前放樹苗入樹穴量度 

 

   
 

 ii. 把泥膽的黑色膠袋拆走，注意不要弄散泥膽 

 

   
 

 iii.  把泥膽放入泥洞，不可種得太深，也不可種得太淺 

iv.  種植後，應檢查樹苗是否企直；用附近的枯葉覆蓋著樹苗下的泥面，至看不見樹苗 

的根部以恒温保水，最頂層的樹根不可外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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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請收集包裹泥膽用的黑色膠袋，放到收集處。 

 請注意，每一個植樹步驟都是非常重要, 如果種植不當, 樹苗很容易會死亡。 

 

12. 工具例如枝剪或鐮刀有一定危險性，應小心使用。 

 

完成種植後 

13. 離開前應檢查有否遺留垃圾，把苗袋放到收集處或自行帶回市區丟棄，切勿把苗袋或任何垃圾遺留

在植樹區或郊野公園。 

14. 請依照分組義工的安排離開植樹方格回到郊遊徑，然後沿路回到近起步禮會場的解散點自行解散離

開。 

15. 請勿中途離隊，如中途離隊參加者須自行負責個人意外責任，大會概不負責。 

 

植樹日後 

16. 所有參加者均可享用由 Hoba Bike 贊助的「Hoba Bike 一個月無限使用通行證」，使用期限為

2018 年 5 月 23 日至 2018 年 6 月 22 日，參加者需填妥以下表格 http://bit.ly/ca-hobabike ，了

解條款及細則後方可啓動《一個月無限使用通行證》。 

17. 除提醒參加者正確使用道路，本社也呼籲大家善用並珍惜資源，使用 Hoba Bike 自助單車服務後

要將單車放還到停泊點，避免為其他道路使用者及環境帶來不便。停泊點資訊可參考以下網址：

http://bit.ly/2wQddoC  

http://bit.ly/ca-hobabike
http://bit.ly/2wQd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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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已經申請電子證書的參加者，請於一個月內把你與樹苗的合照連同姓名及登記號碼電郵至 

treeplanting@cahk.org.hk，讓我們為你送上「小樹苗認養證書」，以作紀念。參加者亦可選擇

申請證書但不印上合照。 

19. 所有港幣 100 元或以上的捐款(包括最低籌款額)均可獲發免稅收據，收據將於 2018 年 7 月底前以

電郵方式發送，如欲索取收據正本，請以電郵通知(treeplanting@cahk.org.hk)。 

20. 凡參與植樹日，均可於一年內免費參與我們所舉辦的樹苗護理活動一次，探望你親手種植的小樹苗，

詳情於稍後公佈。 

21. 請繼續支持植林優化計劃，為郊野添上綠色。 

 

當日緊急聯絡人 

如遇緊急事故，請即與本社職員聯絡(李小姐 :2272 0379 或許小姐 :2272 0330)。 
 

 

準備及注意事項： 

 

1. 請自備天然驅蚊及防曬用品，請穿著長褲及長袖衫，以輕便舒適為主，穿著行山鞋為佳。建議多帶

一件衣服替換。 

2. 天氣不穩，請務必留意天氣情況，帶備風褸、雨衣等防風防雨衣物。 

3. 上山途中請定時喝水，避免中暑。 

4. 起點、沿途及終點均沒有任何售賣食物或飲料之店鋪，參加者請自備足夠食水和乾糧以作不時之需

會場雖提供有限量飲用水供應，參加者亦應自備足夠食水；建議每位參加者自備至少 1.5 公升食水。 

5. 請攜帶輕便的背包，所有貴重物品必須隨身攜帶，如有任何損失，需自行負責。 

6. 愛惜大自然，請勿吸煙或生火，或採摘植物和傷害任何生物。 

7. 由於是次活動在戶外進行，將有一定的危險性。主辦單位已為是次活動購買「一般公眾責任保險」

及「團體意外保險」，參加者可按需要自行購買意外傷亡及保障財物保險。 

8. 活動前一天，請保持充足睡眠，確保有足夠體力和應變能力。參加者必須確保體格及活動當日的身

體狀況適宜參加活動。如出發前發現身體不適，請自行決定是否合適進行植樹活動，如仍然參加活

動，請到達後馬上通知負責人，並量力而為。 

9. 參加者必須同意遵守並接受參加者須知及其細則。任何懷孕或患有慢性疾病如心臟病及高血壓的人

士，皆應衡量身體狀況而參加是次活動。主辦單位在得悉或懷疑的情況下，保留取消任何不適宜參

加是次活動之參加者的權利。被取消資格人士的捐款，將不會獲得退還。 

10. 活動當日現場有其他郊野公園使用者，參加者應時刻注意自身及他人的安全。尤其在狹窄陡峭的山

路上，參加者必須停下讓路予遠足人士通過。參加者若在參與活動期間因疏忽導致自身或他人有財

物損失、受傷或死亡，可能要負上有關的法律責任。 

11. 大會保留是次活動之最終決定權，任何有關活動的臨時改動或消息，將以大會網站公布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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惡劣天氣情況的安排： 

 

如活動當日天文台發出惡劣天氣警告，我們將在長春社網頁和 Facebook 發佈活動安排，參加者也可以於

集合時間兩小時前致電 2728 6781 / 2272 0379 / 2272 0330 查詢。關於惡劣天氣情況的安排請參閱下表： 

 

天文台發出的天氣警告訊號 活動日發出時間 活動安排 公佈方式 

強烈季候風；或一號熱帶氣旋警告

信號 
任何時間 如常舉行 不另行公佈 

雷暴警告 / 持續下雨 

集合時間前兩小時

內，即上午 7:00 或

以後 

按天文台發佈雷暴區 

域情況安排及公佈 

網站及 Facebook 

上公佈消息 

活動進行中 
按天文台發佈雷暴區

域情況安排及公佈 

如需停止活動，大

會將透過當值工作

人員通知參加者 

黃/紅/黑色暴雨; 或三號，八號或

以上熱帶氣旋警告訊號 

上午 7:00 時或之後 活動取消 
網站及 Facebook 上

公佈消息 

活動進行中 

活動終止，起步禮場

地或留在安全地點，

並向大會工作人員報

告安全 

大會將透過當值工

作人員通知參加者 

 

如遇惡劣天氣影響而取消當天活動，活動將會順延至 5 月 27 日，敬請留意。活動改期而未能出席者所交費

用將不會發還，敬請留意長春社網頁及 Facebook 發放的最新消息。 

 

 

如對植樹日有任何查詢，請致電 2728 6781 或電郵至 treeplanting@cahk.org.hk。更多

有關植樹日的資料，歡迎到長春社網頁瀏覽： www.cahk.org.hk 。 

 

再次感謝各位對長春社五十週年植樹日的支持！ 

 

– 完 – 

http://www.cahk.org.h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