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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請留意:
旅聯之聲由2022年9月份
206期開始改為網上出版

【 紅 粉 海 岸 】 旅聯領隊李少權
日期：2022年9月18日(星期日)
集合時地: 上午9：30東涌地鐵站聖安娜餅店外(認旅聯旗集合)。
行程：乘11號巴士至深屈道起步，到深屈村，訪茜草灣「紅粉海岸」，参觀一段呈
紅粉及粉彩色的岩石。適當地點大休，休後沿東澳古道至大澳。途中可遠觀港珠澳
大橋。過新基橋至天后古廟散隊。
步程: 約4小時。★★半
備註：自備糧水，晴雨用具，手套。行程彈性，可中途離隊，量力參加，責任自負。
查詢電話：92195701(晚上7-9時)

【 城 門 優 悠 行 】 旅聯與勞青旅行隊合辦
日期：2022年10月9日(星期日)
集合時地:上午9時 城門水塘菠蘿壩小食亭(認旅聯旗集合)
行程：小食亭起步，14號燒烤場大休，休畢返回梨木樹散隊。
步程:約3.5小時。★★
備註：自備糧水，晴雨用具。行程彈性，可中途離隊，量力參加，責任自負。
查詢電話：94687198(晚上8-9時)

【 担 柴 上 山 訪 名 莊 】 旅聯領隊李少權
日期：2022年11月20日(星期日)
集合時地:上午9：30西貢巴士總站紙船公園(認旅聯旗集合)
行程：乘小巴至海下，上372高担柴山，遠觀海岸公園美景。明愛小塘營大休。休後
訪荔枝莊地質公園，小「天空之鏡」。出白沙澳，海下路散隊。
步程:約4小時。★
備註：自備糧水，晴雨用具，手套。行程彈性，可中途離隊，量力參加，責任自負。
查詢電話：92195701(晚上7-9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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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聯遠足活動花絮-2022年6月19日
• 【鹿巢石林會藤王】旅聯領隊：李少權
• 行程：富安花園起步，小徑上石壟仔，途訪真肥豬石，蜥蝪石，到鹿巢石
林，見扭曲多變的石岩。休後登鹿巢頂石林，經昂坪，訪茅坪藤王。後随
竹林隧道到北港，西貢公路散隊。

▲出發時合照

▲鹿巢山上的奇岩異石

▲真肥猪石

▲女神石

▲石船合照

▲鹿巢石林
▲蜥蜴石

▲穿越竹林隧道

▲鹿巢頂石林

▲昂坪草原

▲遠望梅子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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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聯遠足活動花絮-2022年7月17日
• 【倚天脊上觀象山】 旅聯領隊：李少權
• 行程：扎山道起步，沿倚天脊上飛鵝山，途觀嘗倚天石和蘇眉石等奇岩怪
石。適當地點大休。休後續走象山，東山，慈雲山，沙田坳道散隊。

▲出發時合照

▲步過蘇眉石合照

▲蘇眉石

▲肥猪石

▲飛鵝山發射站

▲穿越倚天脊竹林

▲穿越叢林上飛鵝山

▲烈日下攀上倚天脊

▲蛇頭石

▲遠望西沙灣

▲步過綿羊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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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象山

旅聯遠足活動花絮-2022年8月21日
• 【南沙苦草瞰后海】旅聯與友晟之友合辦
• 行程：天恆邨啟步，輞井圍登南沙嶺，近賞如一望平川的遼闊后海灣景色，
繼往沙橋下灣村外東角灣海旁，賞玩姊妹石、野豬石、雀尾蠄蟝、埋沙鱷
魚等奇岩趣石，紅樹林泥灘內淡水井闖林登苦草嶺。大休後經越淋坑山往
流浮山散隊。

▲領隊介紹行程
▲出發前大合照

▲姊妹石

▲后海灣泥灘

▲埋沙的鱷魚
▲雀尾蠄蟝(凸眼蠄蟝)

▲野豬石

▲眺望蛇口大橋

▲輞井圍的木棉樹王

▲沙橋村上遙望對岸便是深圳蛇口

▲南沙嶺地標一株松

▲南沙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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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鋒旅行隊成立53周年
新風旅行隊成立52周年
勞青旅行隊成立51周年
中業旅行隊成立49周年
友行旅行隊成立48周年
週二旅行隊成立48周年
奇萊山友成立45周年
行者之友成立26周年
樂遊旅行隊成立25周年
千禧遠足隊成立23周年
康 樂 遊 成 立 2 2 周 年
盧山之友成立12周年
青山友之行成立6周年
石 頭 谷 成 立 6 周 年
長青樂遊成立4周年

旅聯鳴謝以下協助派發205期「旅聯之聲」義工
左浩民先生、黎民鏗先生、王秀雲女士、何玉英女士、李少權先生、吳友華先生、溫季秀女士、
謝潔茵女士、唐慧貞女士、羅各治先生、周藯端先生、陳文勝先生、歐 焱先生、潘燦光先生、
黃耀榮先生、蕭文英先生、鄧愛華女士、黃淑芬女士、陸利南女士、鄧碧玉女士、楊立健先生、
陳振明先生、鄒翠芳女士、鄭 菁女士、李淑兒女士、黃國華先生、李達濃先生。

第206期旅聯之聲贊助者芳名
贊助250元: 冼素冰小姐。
贊助200元: 天健登山隊、中業旅行隊行友、花尾躉義工隊、山林旅行隊、有名氏。
贊助100元: 左浩民先生、陳深裔先生、王秀雲女士、梁文偉先生、吳友華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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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0日行山樂假尖沙咀「煌府大酒樓」舉行慶祝成立21周年聯歡晚宴，行山
樂全體仝人及嘉賓到會同歡，場面熱閙，大家共同祝賀「行山樂」隊務再創輝煌，
行友身心康泰。
當晚並有精彩的「行山樂一叮」表演比賽：
個人
最佳製作獎：Rosanna & Koo
冠軍 : Barry
亞軍：Jacob
明日之星獎：Jacqueline
最上鏡奬：Rainbow
組合
冠軍：紅白藍
亞軍：Q3合唱團

▲行山樂慶祝成立21周年隊慶聯歡晚宴

▲「行山樂」生日快樂，隊務再創輝煌，行友身心康泰！

▲旅聯馬正興會長(前左2)及眾職委到會祝賀
▲温馨的晚會；潘錦茂主席、潘太、籌委會主席Ada

▲「行山樂一叮」

▲行山樂潘錦茂主席(中)頒贈幸運大獎

個人表演冠軍Bar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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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山樂一叮」
個人表演亞軍
上屆主席Jacob

8月28日山林旅行隊假黃大仙「百樂金宴大酒樓」舉行慶祝成立42周年聯歡晚宴，全體領隊、嘉賓及
行友到會同歡，共同祝賀山林旅行隊隊務再創輝煌，行友身心康泰。晚宴並有幸運抽獎，禮品豐富，
得獎者眾多，人人笑遂顏開，盡興而回。

▲山林總領隊周鴻興先生獲
頒25年長期服務獎，仝人感
謝他多年悉心带領，任勞任
怨，獲獎乃實至名歸。

▲劉康孫主席創辦山林旅行隊42年，期間克盡己任，不離不棄，為
隊内仝人所稱許，喜獲頒贈42年長期服務獎，以滋表揚，眾望所歸。

▲山林旅行隊今年隊慶以一棵「山林樹」為主題，期望大家繼續努力，
發揚環保遠足精神。

▲劉康孫主席及周鴻興 ▲劉康孫主席、周鴻興總領隊及眾領隊向來賓祝酒
總領隊主持山林旅行隊
生日切餅儀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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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鴻興總領隊致謝辭

▲旅聯主席及眾執委到會
祝賀同歡

雷雄德博士
全球氣候暖化, 近日在高溫炎熱的天氣下行
山,出現多宗中暑死亡事件,令人惋惜。漁護署
曾推出行山安全的宣傳單張, 標題為「行山唔
係搵命博」, 強調行山要量力而為, 不要使用沒
有管理的山徑, 以及穿着合適衣物和行山鞋等
安全措施。消防處早前公佈二○一七至二○二
一年的攀山拯救事故, 累積二千多宗,受傷人數
超過一千人, 死亡人數更高達五十多人, 不論受
傷或死亡人數之多, 已經成為社會關注的安全
議題。
從天氣環境角度,近日行山出現中暑的個案
均有共通點, 都是在酷熱天氣警告生效下。行
山人士登上蚺蛇尖、雞公嶺及狗牙嶺等高山地
帶, 沿途沒有樹陰遮擋猛烈的陽光, 長時間暴曬,
孭着背囊上山行斜路的體力消耗極大, 身體產
生大量熱能,如果未能及時做好降溫散熱的體溫
調節, 便容易誘發身體不適, 清醒程度受障礙,
延遲治療及處理便出現影響生命安危的中暑,
最終搶救不治。
市民去打網球或打籃球, 都會先去學習相關
的運動技能。至於行山,很多人以為只要懂得行
走便可以去行了, 這是一個的誤解。行山時一
旦忽略身體的生理變化,缺乏適當的器材及裝備,
以及應對天氣環境的知識, 往往因此而樂極生
悲。綜合行山意外的原因, 首要風險因素是缺
乏對行山活動的知識, 所以參與行山活動也同
樣需要合理的學習, 既可以享受行山樂趣, 也能
夠減低受傷的風險。本港的攀山組織也有提供
學習行山的山藝基本課程給市民參加。
一位七十公斤體重的成年人, 行山每小時能
量消耗可達四百多千卡以上。上坡行山的體能
消耗更大, 對比以相同速度在平地行走, 上坡斜
度達到百分之十, 能量消耗已經高出約一倍, 斜
坡愈陡斜, 能量消耗愈大, 身體產生的熱能倍增,
腿部肌肉強大負荷促使心肺功能接近攝氧能力
的上限。
以打卡熱點蚺蛇尖山頂為例, 從大浪坳攀登
上蚺蛇尖一段的斜坡, 行走時平均的心率達致
最大運動能力的八成半以上, 而且沿途滿佈碎
石, 行走時倍感吃力。對於體力不足或缺經驗
的人士, 是不適宜去攀登的。礙於打卡熱潮盛
行, 這些高危人士特別在酷熱天氣下容易發生
意外, 如果再加上缺乏急救知識, 一旦出現中暑,
地勢遙遠阻礙拯 救, 死亡的風險十分高。
政府很多部門都有提供行山安全的資訊, 例

如漁農自然護理署、康文署、消防處、民安隊
及天文台等, 提供發生致命及嚴重意外的行山
高危地點, 加水站分佈圖, 路徑難度評級參考,
遠足路徑天氣服務, 基本行山的行程計劃及護
理等資訊。
筆者也是熱愛行山的山友, 盼望大眾在愉快
遠足的同時, 也為個人的健康着想, 量力而為,
平常進行體能訓練, 增強體質應付行山的生理
需求。說到底都是這一句:「行山唔係搵命博,
安全遠足最重要!」
*雷雄德博士(香港教育大學健康及體育學系
高級講師、旅聯名譽顧問)

漁護署舉列的「郊野公園曾發生致命及嚴重意
外」的17個高危地點如下：
郊野公園
城門
獅子山

高危地點名稱
1)大城石澗
2)獅子山山頂
3)蚺蛇尖

西貢東

4)四疊潭
5)燕子岩
6)撿豬灣

船灣
南大嶼

7)新娘潭瀑布
8)狗牙嶺一帶
9)水澇漕

北大嶼

10)黃龍坑
11)彌䃟石澗 (彌勒山郊遊徑附近)

八仙嶺

12)仙姑峰石崖 (俗稱馬騮崖)
13)屏南石澗

大帽山
馬鞍山

14)大石石澗
15)吊手岩一帶
16)飛鵝山石崖 (俗稱自殺崖)

北大嶼 (擴建部分) 17)彌䃟石澗 (俗稱摩天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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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少權

東平洲， 面積為1.16平方

波平如鏡的亞媽灣

亞媽灣是浮潛的好地方

遠看東平洲的地標「更樓石」

里，環島一周約9公里。其
精華路線可由亞媽灣起步，
途經更樓石、難過水、龍落
水至斬頸洲的一段路徑。亞
媽灣，以頁岩聞名，這處水
流平靜，也是熱門浮潛的地
方。不遠處便是遊人必去，
由海蝕柱風化而成的「更樓
石」。遠處是較為遊人少到
的「難過水」，顧名思義，
橫越此處，水漲時只能涉水
而過，因此，很多遊人錯過
這處令人讚嘆的海蝕平台。
「龍落水」，岩石像飛龍般
俯衝下海，遊人排排坐在龍
背合照，是不錯的「打咭」
熱點。斬頸洲，像將東平洲
一分為二，這處的海蝕平台，
更不容錯過。

東平洲著名的頁岩

難過水

難過水在潮漲時，須要涉水而過

難過水的海蝕平台

像飛龍直插入海的「龍落水」

斬頸洲

斬頸洲的海蝕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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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本添
『樂安排』: 大家看到此名字必然感到陌
生，甚至在那裡也不知，早一輩的香港人，還
記得1963年6月香港發生嚴重旱災，逼使港府
實施每四天只供四小時的食水措施，為避免事
件重演，港府作出多個水利工程，包括興建船
灣淡水湖和萬宜水庫等大型水塘，亦在1965年
更向廣東省政府從東江購買每月6200萬加侖食
水，然而在當時香港政府認為供水仍有不足，
加上中國大陸政治突變爆發文化大革命，與英
國關係惡化，使港府不敢過於依賴中國的食水
供應，因此於1972年7月31號，港府正式宣布
在樂安排興建海水化淡廠，並成立了一個中央
招標委員會負責招標承建。
海水化淡廠的建造合約分別來自英國、法
國、美國、意大利和日本5個國家的7個財團投
標，最終於同年8月由一間日本大阪的株式會
社"笹倉機械制作所"以3.37億港元投得，是7個
財團中出價最低的，由於當時香港政府缺乏資
金興建，便向亞洲發展銀行貸款1.2億港元，
還款期15年，興建工程由賓尼香港公司
(Binnie&Partners)出任顧問，金門建築承建，海
水化淡設備由笹倉機械提供。
海水化淡廠終在1975年10月15日建成，
由當時港督麥理浩揭幕，而廠內第一部機
組亦同時運作，接着再開多一組，1977年
香港再次因降雨量不足，實施二級制水，
為增加食水供應量另四組鍋爐便在77年6
月全面投入生產，每日生產18萬立方米淡
水，即時聘請工作人員達200名，其後一
度停產。
但到1981年又雨量不足，香港再次實
施一級制水，其後升為二級，期間海水化
淡廠重開，此刻由於石油危機導致原油價
由每桶二美元升至10多美元，令化淡成本
飆升多倍，加上需要由日本工程師來負責
營運及維修，成本更見昂貴，而另一方面
中國大陸的文化大革命結束並進行改革開
放，得使香港政府與中國大陸關係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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昔日樂安排海水化淡廠

昔日化淡廠輸水管道

從廣東省的供水量大幅度增加，結果海水
化淡廠於1982年正式關閉及停用，廠房土
地更於1991年被人以3000萬港元收購，廠
房前兩支大煙囪則於1992年進行爆破拆卸，
建築物維持17年最終煙銷雲散。
整個海水化淡廠計劃耗費4.6億港元
興建，廠房共有6部蒸汽鍋爐機組，使用
燃燒石油作為海水加熱蒸餾技術，每日最
多可生產6千萬加侖淡水(即2億2700萬公
升)，而兩支高達123米的巨型煙囪，是當
時香港最高的煙囪，亦成為了象徵該廠的
標記，年青時在青山灣碼頭(今稱嘉道理
碼頭)乘船出磨刀海，航經樂安排附近必
看到這兩支巨煙囪，在當時曾立誓，終有
一天登臨此地，歲月磋跎，時至今天老年
的我終踏上樂安排緬懷過去。

昔日樂安排海水化淡廠(又名
小欖海水化淡廠)位於青山公路十
七咪小欖段的臨海處，佔地15英畝，
選址樂安排主要有三個原因，首先
樂安排一帶較接近珠江口，而海水
鹽份較低易於進行蒸餾過程，此外，
鄰近有個大欖涌水塘，化淡後的食
水可直接輸往水塘儲存，加上樂安
排遠離市區，並不影響民居。
這個曇花一現的青山海水化淡
廠，昔日要借下巨債才可建成，可
惜短短三年便停用，及後更被炸毀，
由規劃十年卻異常短命的海水化淡
廠在當年是全球最大的海水化淡廠，
也是當時亞洲地區的先行者，隨後
星加坡跟貼，今日星加坡已有五座
海水化淡廠，沒想到這個煙銷雲散
的歷史竟然會重臨香港，歷史再重
演座落將軍澳，新化淡廠會採用逆
滲透膜技術過濾海水成為淡水的供
水計劃，2023年建成，建成後看看
這個歷史重演命運如何?其實港府
從來沒有放棄海水化淡的供水計劃，
92年關閉炸掉後，隨即在樂安排建
設一個抽水站，作為海水化淡試驗
廠，日產水量也有240立方米，作
為將軍澳海水化淡廠的前哨。

後期成為小欖跳蚤市塲

樂安排日落

海水化淡廠1992年爆破拆卸，原有部分土地給改建成億寶片場和一個跳蚤市場，鄰近香
港石油庫仍存在，92年後幾乎全是小欖跳蚤市場的天下，內設燒烤場，高卡車場，更有
兩條定時免費巴士出入，來往三聖及荃灣，其後2000年億寶片場進駐，之後地政署於2010
年6月收回一個停車場及約二萬呎的燒烤場，跳蚤市場面積大幅縮減後，自此逐漸走向衰
落，2O12年12月31號起停辦兩條免費穿梭巴士路線，更引致遊客人數直線下降，加以港
府為方便高鐵工程起卸沙泥，港鐵更在臨海處徵用土地作為小欖躉船轉運站臨時卸沙泥
之用，現今碼頭連同億寶片場一齊荒廢，只剩下小欖跳蚤市場吊鹽水，現只逢周六、周
日及公眾假期才開放，滄海桑田，這就是樂安排的前世今生。
今次走進樂安排，原打算偷偷走入億寶片場廢墟探秘，奈何部分建築物已是南灣船
廠的廠址，另億寶舊片場那邊重門深鎖不能進入，在無計可施下繞億寶舊片場一周竟有
意外驚喜，大量高手的塗鴉密布活現眼前嘆為觀止，再在跳蚤市場嘆杯咖啡，確是一生
的享受，閒坐到黄昏更無限驚喜，這裡的日落原來是超靚，荒廢的躉船碼頭就是捕捉美
景的好地方，傻更更閒走樂安排，意外收穫之餘更帶來無限的喜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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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玉文
拓荒成鄉土
前面四篇，第一篇重提民國範兒及文化貴族李君毅，
其生活風格與言行方式，對本地市井文化的衝擊；第二
篇重提他的保育美學對短視城市規劃的反撥；第三篇重
提他的休閑教育弘圖對暴動後迅速恢復民心的貢獻；第
四篇據他一心推廣本地旅遊的識見，提出有益於今的超
前洞見；本篇探討他對香港人地方感(sense of place) 的
形成的影響。
現下學界普遍認為，香港人身份認同，始於七十年
代大眾文化，尤其是電視節目及粵語流行曲之普及。在
下認為，李氏六七十年代在報刊之登載文章及公開演講，
推崇香港山水之言論，其實是上述大眾文化塑做香港人
身份認同之先聲。而李氏六七十年代事功，又是承接二
三十年代開始出現的報刊白話文副刊專欄開闢的
十九二十世紀交接時期，大陸海關、鐵路、外交等
國家部門的中層職位，倚賴中英語文兼通的人才擔任，
香港自1842年英佔領後各國傳教士云集、與官立及私立
英文書院開辦培育雙語學生，畢業後每多被清廷及國民
政府吸納。至二三十年代大陸各省廣設大學，海歸學者
及國內傳教士自行培育雙語人才，自給自足，本地雙語
人才留港發揮，除當公務員及從商外亦多參與或兼任文
教事業，黃佩佳是其中之一，吳壩陵雖非此一體系，因
緣際會選擇投身本地報業發展，文化基礎與視野與黃佩
佳相近，臭味相投，兩人開始以本地風光風土名勝、城
市發展、掌故為主題寫作，本地報刊之前大量篇章報導
國內形勢，副刊文章亦多講述外省經驗，黃、吳以本地
題材本地體驗入文，無疑是一種創新。讀者閱讀其文獲
得貼地的愉悅與反思，帶起情感與行動，便是香港人身
份認同的動力。當黃佩佳1944年走入死胡同，吳壩陵
1960年代固步自封，李君毅為之灌注更生動力而延續。
一個標誌性場景說明一切：當六七年春庸社擔心受襲或
擔心成員為政見起衝突而暫停，Hongkong Explorers (山
海之友)在期間無畏地出發遠行。
Hongkong Explorers 之內涵，見於李氏在《旅行家》
雜誌〈何謂旅行〉一文推崇達加馬、馬可孛羅、徐霞客
等無拘束無休止地向未知的遠方浪遊。李君毅回港教授
英語，餘暇跟隨庸社行山至1959年，「以為香港郊外風
光不外如是，頗感厭倦」，因為庸社每年重複既設路線，
皆安全好走，但沒有驚奇感sense of wonder，有違其旅
行哲學，改從美國新聞處林金城未名社作豪情旅行，似
關乎美國拓荒精神，或因為手持準確之美軍地圖，或因
聘用土生土長鄉野達人作導遊，未名社綑邊、縱走、溯
澗、入海、穿岩洞、宿荒野，李氏「樂此不疲，心身自
感無窮樂趣」。
1976年在《野外》撰〈在野論說〉時李氏已建立萬
人景仰的地位，專欄類同主筆社論，博引旁徵，任意發
揮，但他未幾又開始不滿旅行隊開始因循，反對「籤筒
旅行」，即把以往路線放入籤筒中抽出當新節目，提
出……他執著地要成為一位Hongkong Explorer，更要造就
Hongkong Explorers。如果要為這眾數給出定額，李君毅
一定會說就是全港人口總數吧。正如他在六十年代因應
人心徨徨而提出的休閑教育是全民的，在人心安定後這
地方要繼續發展下去，端賴人的素養提升，這是全民而
非精英的。
李氏在〈何謂旅行〉一文推崇達加馬、馬可孛羅非
功利無休止向未知的遠方浪遊，那是世界史大轉折即是
地理大發現的時代產物，其基礎是文藝復興。值得留意
的是，該文提到「在窮求遠方之前」，李氏補充說，
「該徹底認識所居住小鎮及居民」。他在另一篇文章
〈北美陸遊三萬里〉中再次重提這前題，以「只要山友
把香港全境摸熟了，那麼全世界任何地方都可去」作為
總結，很明顯這是他堅守的原則。李君毅深知，沒有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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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復興的文化根柢，地理大發現的意義與作用是不大的；
正如不精熟母語，真正理解外語及享受其美妙只是空談。
當人們認為自己暫留的空間變成具無可比擬的特殊
價值時，暫留的空間便化成棲居的地方，紮根的鄉土，
並趨向於把自己的鄉土，視作世界的中心，或如李氏那
樣，作為探索全世界任何地方的參照系，人文地理學者
段義孚稱之為「中心感」。
鄉土是如何養成？綜合戴蒙德(1997 )及W.Orr(2004)，
先人們在荒野流徙，無道路、無路標，被暴露、易受攻
擊，並不安穩，直至找到一處特別愜意的空間，發覺它
似乎能滿足自己的生存需要，便停留那裡，開始注意及
紀錄其物種及氣候，建構知識，而越能分辨物種掌握物
候，狩獵農耕採藥越豐收，家庭或部族便越強大興盛，
在飽暖健康問題解決後，便尋求休閑的方法和場所，以
及找到與周圍生物同甘共苦的感覺，鄉土便形成。段義
孚指地方感(sense of place)是由人的心性(mind)運作而成，
賦空間予人文意義、形成親切經驗。在下認為這與個人
的身份認同有最密切關係。
李氏上承黃佩佳、吳灞陵，把原屬精英小圈子的知
性旅行向大眾普及，1959年起在報刊發表山水攝影及遊
記，早期極力昭彰香港奇山異水，中後期為無名字山水
命名，為既有地名闡釋，為在何處築野徑、渡橋、路標
而獻計，加人工亭臺樓閣，依戴蒙德及W.Orr理論，目
的不在增加中國風，而是為了減小陌生疏離空間之不確
定性，增加安全感，當新地名被採納，舊地名意義得理
解，設備被安裝，原本凶險絕人的荒野，成為值得慕名
而去樂意登臨的愜意空間。在登山臨水篇封面裡提及的
「自由活動，空間Free movment space可擴大」，可理
解為把野外香港化作自己的後花園，而建立後花園的大
前題是先擁有一處永久的居所，在後花園行走，一若在
家行走那樣舒適。而Hongkong Explorers之為眾數，指的
是這是一次集體的行動，我們一起分擔開拓的艱辛險阻，
也一起分享共用後花園的甜美遊閒。
七十年代李君毅因失聰，而錯失在廣播及電視界發
展的契機，曝光率大降。60年代新一代主要倚賴廣播及
電視消閒，李君毅的山水照片及文章在70年代大量減少，
筆者在中學時讀《野外》〈在野論說〉，已經是他最後
期作品，當時似懂非懂，因為其行文並不方便年青一輩，
在同儕間難引起話題，只算是冷僻口味。李先生在我輩
之後再無人識，此事難以避免。可是在40、50年代出生
一代受李君毅影響的港人心中，他的地位是無可比擬的，
因為與鄉土感之養成
有關。新一代行山愛
好者及推廣者，如能
細讀李君毅山水文章，
等同發現金礦，定能
獲得啟發，増加遊覽
興味，擴闊書寫視界
與深度，對香港山水
跟自己及家園的關係，
有更深一層的體會。
(全文完)

圖：年青時期的李君毅前輩

黃梓莘
深水埗有條大埔道直通大埔，青山道直通青山(今屯門)，標識着通往新界的大門口。
沿大埔道上數里到坳處，有馬騮山，為馬騮聚居地。有巴士站，叫馬騮山站，下行有水
塘，人皆呼「石梨貝水塘」，其實另有所指，這裡共有四個水塘，都各有名稱，到底那
個才是石梨貝水塘呢？其餘的又如何分辨？如果我們行山客連這些水塘都分不清，便有
點汗顏。
香港是個海島，可以環島一週，並不困難。但惑人之處在於可環一週，卻連方位也
使人迷惑。香港仔水塘在香港仔，無人質疑，但在香港的哪裡？
我們從印象中，在中環搭車往西走，前往
香港仔，那香港仔水塘不就在香港西面？
腦中印象如此，但事實在地理上………如果
採另方法行，從中環上至灣仔峽，向南下
行就可到香港仔水塘區，它在港區之南，
而且在香港中間位置(非西面)。此時舉頭兩
望，一面歌賦山，田灣山如蛇偃卧；一面
金馬倫山，支脈奮張，坑澗奇詭，都是極
宜築堤蓄水之地，因而有造紙者，在此蓄
水塘造紙鴻圖大計，香港仔下塘就是大成
紙廠水塘，然後築堤增儲造成。

石壁水塘如畫風光

香港造塘並非庸輩，而是屢創世界紀錄，
攔海造湖就是一例。船灣淡水湖從大尾篤直
伸一壩而達白沙頭咀(其實放棄大尾篤而改
與馬屎洲相連，壩可縮短，而工程費大減，
湖面積反而增大。但要移動更多古村，沙欄
與黃魚灘村都受影響)。整個船灣內海變成
湖，為香港創造了最具規模大面積人工湖，
同時亦開闢了鼎鼎大名環湖行山徑，為強手
的打卡路綫。七十年代雄鷹「三大」舉行前
三週都有熱身之行，船灣環湖是其中之一。

牛烏水塘人字壩

而東江水來後，風聞船湖也停止作食水用途，故有人建議把湖填平建屋，主意甲級，行
友感情卻傷透了。再講，回想四天供水四小時的苦況，今天如此對待水塘，真是情何以
堪。
其實水塘不止發展了道路，而且發掘了「香港世界地質公園」的偉大收穫；萬宜水
庫東壩，例如六角柱陣，堪和外國相比，那範圍之大，世界少有。可以想見香港其實位
於超巨大火山口邊緣，不過只是億萬年前事，如今已灰飛煙滅。

13

香港水塘早在英治時已有建造，發展至
今已極具規模，經過我們因應功能的分類，
大致如下四種：
①食用水塘
②灌溉水塘
③供水水塘
④昔日水塘
食用水塘：經過過濾及氯化消毒，作飲食
用水。
灌溉水塘：作補償灌溉農作物用，因水塘
建成後還要沿山建渠道收集山水、雨水，
於是另建灌溉水塘補償用。
供水水塘：水源清潔，但未經加工處理。
昔日水塘：就是早期建造的各種私人應需
求而興建的水塘。
上述四類水塘的分類，為作者黃梓莘和
王新民因配合「香港水塘」一書而刻意加
以分類註釋。同時在每個水塘都有完整的
容量、建築年份紀錄、堤壩的長度高度都
有記戴。在「香港水塘」一書中，全部大
小、今昔、各種功能的水塘都已落齊，並
按所在位置在地圖上標示，不同功能配以
不同顏色，易於識別。

《漫步遊水塘》黃梓莘編著

一書在手，無異於一本水塘年鑑，全面而且清晰，人存一冊，方便查閱，亦可存於
久遠。愛惜香港，一部水塘發展史，萬勿錯過。

風景幽美的城門水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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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石門與戶洲塘

介子

橫嶺北坡勢緩而厚，自山上至海濱，自西而
東，處處可遊。臨水處曲折多變，其中最惹人遊
思之念的，厥為紅石門與戶洲塘。
自下苗田下行不久，右方有岔口接黃竹涌。
黃竹涌口為一小海灣，灣口略收束而內廣，中部
北出，西部灣篤除上承黃竹涌流水外，正南亦有
山澗自觀音峒流下，但水量不多。此一灣面稱為
大水湖。東部上接牛角涌流水，其側一咀北出，
兩分如叉，東者銳尖而西者厚大，合稱牛角頭。
或說西角另名長咀。近岸石排為紅排。黃竹涌口
與牛角涌口間山坡均直削。
牛角涌為一長流山澗，源自橫嶺石芽頭峯附近。
來源兩支，於半坡交匯。此段流水少現，穿入亦
▲戶洲塘
不易。據前賢引述，兩源交匯以下始名牛角涌，
紅石門之東，土角如拳伸出，稱為盪排頭。
上段以西源為主，稱為焦頭坑。中下段一壩橫截，
築有小水塘，經跨海管道供吉澳及鴨洲居民飲用； 此頭岸際有半弧小灣，灣岸紅石細碎而不礙足，
一水凝碧，明鏡映綠，在荒山高壑中，顯得分外 綠水掩映，色彩異常美豔，是黃竹角北岸一個水
明媚清豔，亦為東北黃竹角山水添增無限姿釆，
靜而可泳的小灣，稱為赤沙環。
牛角頭東部海面，稱為蒲魚灣，灣篤稱為鹹魚
赤沙環南脊、盪排頭之南上方，有一狹長小
埕或鹹魚埕篤。
山窩，原有村落，稱為長窩，然廢棄已逾半世紀，
從鹹魚埕篤沿海岸東去，一路望對岸往灣洲之 頹垣迹隱於亂木中。窩谷西連紅石門，東緊接户
老沙田及漆樹環，景緻奇麗。灣岸南轉側一灣深 洲塘。
戶洲塘在紅石門之東，西與長窩緊接。塘面
大，東看茫茫，此處便是東北黃竹角最狹窄的水
道------紅石門精華所在。
為一南入海灣，灣口有小嶼，無異態而岩紋奇緻
新界東北區域土石多紅，越向北則色調越濃豔 巧麗，名為戶洲，又稱為烏洲，灣面乃名為戶洲
多變，故北岸一帶處處可喜，而東西鍾靈結集， 塘或烏洲塘。本灣北對往灣洲，水面顯得遠廣，
紅石門一帶蔚成大宗。此處岸石巨幅連接，豔紅 但因戶洲外護，又有靜緻。南部上方略見坡緩台
照天，四季泛釆，襯以接岸碧水，倒影雲山，色 高，上世紀六十年代時仍可見些許棚寮殘迹，據
彩之絢麗豐美，實獨絕港中，唯親遊者方可體會。 傳曾有人在此淹留，然今亦已全隱入荒叢中。跌
水道長年少波，看似悠然平靜，然當潮水漲退， 死狗峯及鳳凰笏峯均有小澗分別下注戶洲塘：西
則暗流急激。水道南岸，北對老沙田處，一灣內 部者水勢較盛，中段曲折，坑狹林密，有一潭，
入，淺灘深接，是為紅石門灣。灣內原有之紅石 潭上一石橫跨，狀如花籃之挽手，因又稱為花籃
門村已廢棄多年。
坑；澗水在灣口西側入海，臨海處高崖斧削，雄
紅石門灣後有山徑，越小水塘而接觀音峒。遠 奇有勢；流水飛瀉，下有小潭，三面巨石包掩，
遊至此，於村後山坡下望，則歧岸迴轉，紅石嫣 有雄猛威勢，稱為戶洲瀑。東澗流水較弱，亦乏
然，松山環護，靜塘映日；凡折曲、靜美、奇色 奇姿。本灣灣岸急直，巨岩作態，行者需小心攀
種種世外之緻，一併得兼，每令觀者屏息，而生 拊始能綑越。從紅石門至此，步行約需三十分鐘。
置身仙域之感。
若自戶洲塘沿岸東去，則先後經大塘瀝、塘瀝仔、
大王灣，而後可至黄竹角咀。
遊紅石門，最宜從烏蛟騰或九擔租、或苗田
登橫嶺東行，至觀音峒自紅石門凹下行，也可自
黃竹涌口越坡東落。舊日遊戶洲塘，可於過紅石
門凹後、續登石芽頭峯，於跌死狗或鳳凰笏兩峯
之間北下。回程一般過鹹魚埕篤、黃竹涌而走苗
田回烏蛟騰。迴環一匝，則橫嶺一脈已踏足過半；
但今時除峰上步徑可行外，峰頭與海涯間遍佈荊
叢野草而乏明確通徑，雖不乏潛心走闢者以布帶
指路，仍非知遊者不宜，即知遊者亦宜慎行。但
登高望遠，幽秘美勝兼而得之；情味獨特，殊非
易得也。
▲ 紅石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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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灣站集合, 約9時40分起步, 穿林、紫崗橋、文物
徑、大水管、柴灣地鐵站散隊.★★★ 4小時步程
11月3日千禧隊慶, 黃大仙百好$300.
11月3日星期四 - 隊慶日, 美孚萬事達廣場集合, 9
時起步,途經饒宗頤文化館、長坑村小休, 山徑、
晨運藪、下降九龍副塘、鷹巢山、蘇屋邨、過天
橋下降東京街, 李鄭屋邨古墓公園散隊. 3小時步程
★★
是晚舉行23周年隊慶, 黃大仙百好酒家, 歡迎行友
攜眷參加並贊助禮品助興.
11月10日星期四 - 觀音山村訪中尉石屋, 牛坳山精
華遊. 黃大仙廟門前集合, 9時起步, 登沙田坳、慈
雲山古道、 觀音山村小休, 入林, 山徑出大老山隧
道乘75M巴士黃大仙散隊. ★★★★ 4小時步程.
難度高量力
11月17日星期四 - 龍脊香港美景遊, 筲箕灣9號巴
士站集合, 9時乘車往土地灣起步, 攀登龍脊、打爛
埕山、穿林至馬塘坳大休, 哥連臣角山道、下降小
西灣下午茶兼散隊. ★★★ 4小時步程
11月24日星期四 - 西貢蠔涌車公廟集合, 9時半起
步, 蠔涌路、大藍湖、登古道、曾氏宗祠大休, 參
觀古蹟大石磨、穿林至孟公窩路、白沙澳、佛光
寺散隊. 有B綫, 黃泥頭散隊.

千禧遠足隊
9月1日星期四 - 西鐵錦上路C出口集合, 9時起步,
四排石山、模型機場、南坑排村、出大路乘K66元
朗散隊. 4小時步程 ★★★
9月8日星期四 - 大埔墟鐵路站7-11門前集合, 9時起
步,山塘路、龍成堡、荔枝山、晨運藪、標高柱、
下降松仔園、黃啡路、火炭下午茶兼散隊. 4小時
步程 ★★★
9月15日星期四 – 深井村, 天橋底裕記停車場側遊
樂場集合, 清快塘、田夫仔入林, 深井散隊. 難度高,
初行不宜. 4小時步程 ★★★★
9月22日星期四 – 梨木樹邨商場前集合, 九時起步,
和宜合村、引水道入林，一小時小休, 高植林徑、
小丑石打卡, 下降川龍或荃灣散隊. 4小時步程
★★★
9月29日星期四 – 8時半, 中環碼頭乘船往梅窩碼頭
起步, 漫步寬敞的海濱長廊, 續行東灣堤路、東灣
村、左轉登山, 行千級樓梯到半山的聖母神樂院,
那裡是靜修地方, 東頭灣山頂、山徑下大水坑、稔
灣村、愉景灣散隊,乘車欣澳或東涌散隊. 3小時步
程 ★★
10月6日星期四 - 荃灣站A出口, 9時起步, 光板田上
村、壁畫廊入林、引水道、荒徑接響石脊、響石
墳場、相思林徑、小丑石、雙三角石、相思徑、
龍門郊遊徑、引水道、西方寺、英雄石、荃灣散
隊. ★★★★ 4小時步程 (有B綫)
10月13日星期四 – 9時屯馬線荃灣西鐵站海之戀集
合, 海濱長廊、藍巴勒海峽打卡、油柑頭、荃元古
道、石龍拱、荃威花園、荃灣地鐵站、品茗兼散
隊. ★★★ 4小時步程
10月20日星期四 - 東涌東薈城B出口集合, 9時乘巴
士石壁水塘起步, 登西九狗牙嶺再上鳳凰山頂934
米大休, 下降伯公坳、完成即登記姓名, 領隊發登
山証書一張, 在隊慶日頒發, 有B綫 昂平360心經簡
林 ★★★★★
10月27日星期四 - 中環交易廣場, 9時乘6號巴士淺

野馬旅行隊
10月1日【 雙鹿石澗石棧道 】 (野馬主辦)
星期六晨西貢麥當勞旁專線村巴站集合，
9 時乘搭村巴往西灣亭起步，大浪西灣上
四疊潭，適當地點大休。午後夾萬坑、千
絲瀑 (短線出西灣亭散隊) ，全溯石澗後出
鯽魚湖散隊。步程 ﹕7小時 ★★★★
*** 澗道險峻濕滑、敬請量力、需行澗經
驗 ***
● 紅雨、黑雨、三號風球或以上，當日行
程將取消
●以上節目如天氣欠佳，改線與否由當日
領隊決定。

注意事項：行山有一定危險，請購個人保險，如
發生意外，與本隊無關．不設保母式服務．
香港行山資訊站 : http://www.hiking.com.hk
以上行程一切自備, 量力參加不設殿後, 行程中行
友互相關懷, 若超越領隊者, 作識途或離隊, 如有任
何意外, 則責任自負。
如天氣不佳,可能更改路線, 如當日8時前, 天文台
發出紅色暴雨或3號風球訊號, 為安全起見, 當日行
程取消。
各行友要愛護大自然, 小心煙火及保持郊野清潔,
如行友途中離隊, 請通知領隊, 服務行友或其他行
友。
★代表行程難度

本隊資料僅供閣下參考之用，並非亦不該
被視為提供參與活動。
在其間之個人自由活動所引致之任何意外
及損失，本隊概不負責。
行友須知：行山活動具危險性，参加者應
小心安全，如有任何意外，責任自負， 與
本隊及服務行友無關，如有需要，請自購
保險。

查詢﹕逢星期二至六 晚七至八時
劉康孫 9482 3895 李佩湘6466 0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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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樂遠足隊
9月6日【港島徑四、三段】
晨中環交易廣場巴士總站集合，9時乘6號
巴士往“黃泥涌水塘公園”起步，沿布力
徑到中峽接港島徑，燒烤場大休，落香港
仔散隊。（行友可選乘66號巴士前往）

11月1日【東洋山】
晨港鐵鑽石山站C2出口荷李活廣場集合，9
時乘91、91M或92號巴士往“井欄樹”起步，
經黃麖仔上東洋山，在基維爾營地大休，
大休後經吊草岩落黃大仙散隊。

9月13日【海下賞南風】
晨西貢紙船廣場集合，08:40時乘94號巴士
往“大灘”起步，沿大灘郊遊徑入灣仔營
地大休，經攔路坳出海下散隊。

11月8日【金督馳馬徑】
晨中環交易廣場巴士總站集合，9時乘6號
巴士往“黃泥涌水塘公園”起步，走金督
馳馬徑，康柏徑出興東邨散隊。（適當地
點大休）（行友可選乘66號巴士前往）

9月20日【衞奕信徑第三段】
晨港鐵油塘站A出口集合，09:00時起步，走
衞奕信徑、藍田晨運徑、觀塘晨運徑，上
茅湖山接走寶琳南路，出坑口散隊。（適
當地點大休）

11月15日【孖指徑 金山】
晨梨木樹巴士總站花園仔（榮樹樓）集合，
9時起步上燒烤場，接走孖指徑、金山路落
美孚散隊。（適當地點大休）

9月27日【南丫島一天遊】
晨中環4號渡輪碼頭集合，08:35時乘坐渡輪
往索罟灣起步，模達灣、蘆鬚城、洪聖爺
灣、榕樹灣散隊。（適當地點大休）

11月22日【鷹巢山】
晨港鐵大圍站D出口集合，9時起步，紅梅
谷上引水道，鷹巢山落大埔道散隊。（適
當地點大休）

10月4日【重九登高獅子山】
晨港鐵黃大仙站B2出口集合，9時起步，獅
沙古道上回歸亭，緩登獅子頂接走麥徑，
經雞胸山、貓仔山，落沙田圍散隊。（適
當地點大休）

11月29日【貝納祺徑】
晨港鐵東涌站B出口東薈城廣場集合，9時
乘11號巴士往“石壁警崗”站起步，走貝
納祺徑上心經簡林，寶蓮寺大休，石門甲
出東涌散隊。

10月11日【康柏走大潭】
晨港鐵太古站B出口左轉基利路休憩處集合，
09:00時起步，上康柏徑穿林，大潭篤燒烤
場大休，出大潭道巴士站散隊。

***若當日起步前2小時發出：紅雨、黑雨、
三號風球或以上，行程將會取消。
***領隊會因應當時的天氣、環境或特殊情
況，有可能決定當日行程作出更改或取消。
行友須知：遠足活動具一定危險性，應量
力而行，時刻小心，注意安全，在活動期
間引致任何意外，責任自負，一概與本隊
及服務行友無關。
行程查詢：
許啟科 5226 6408
黎炳新9376 3421

10月18日【白沙澳 深涌】
晨西貢紙船廣場集合，08:40時乘94號巴士
往“高塘”起步，海下路、白沙澳，深涌
碼頭大休，榕樹澳出水浪窩散隊。
10月25日【東澳古道】
晨港鐵東涌站B出口集合，9時乘11號巴士
往“大澳”總站起步，經大澳橋、新基大
橋走東澳古道，沙螺灣足球場大休，經馬
灣涌出東涌散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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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3日(砵甸乍山)小西灣海濱花園(藍灣半島
側)9時30分集合。
10月30日(老人山)大嶼山貝澳羅屋村3M巴士站10
時正集合。
11月6日(燕岩)大埔墟火車站9時30分集合。
11月13日(嶼東)大嶼山青馬大橋轉車站(東涌方
向)9時30分集合。
11月20日(釣魚翁)清水灣道大坳門巴士站9時30分
集合。
11月27日(女婆山)富安花園巴士總站9時30分集合。

友行旅行隊
9月4日(甲龍)荃灣大會堂9時30分集合。
9月11日(横七古道)新娘潭巴士站9時30分集合。
9月18日(梧桐寨)大埔墟火車站9時30分集合。
9月25日(苗鍾徑)地鐵南港島線海洋公園站B出口
地面9時30分集合。
1O月2日(十塱至梅窩)大嶼山貝澳羅屋村3M巴士
站集合。
10時正10月9日(鶴咀)筲箕灣巴士總站9時30分集
合。
10月16日(金山)地鐵美孚站C1出口9時30分集合。

康樂遊

歡迎查詢:5488 3811 Johnny Chow
活動網頁: hongloktravel.com.hk
電郵: kkchow830@gmail.com

【閉關五十多年的沙頭角、東北奇島鴨洲、三
百多年歷史吉澳。 】
尋幽訪勝、歷史探索、人文風情、地道美食、
小組訪覽，每組12人。日期：2022年9月17日

洲塘附近上岸，先綑火紅海岸至戶洲塘或紅石門，
覓路沿花籃坑溯走源頭/或紅石門坳，尋黃竹涌徑
接走横嶺山路，逼近跌死狗峰落副壩，尋海邊奇
特的象鼻岩(視潮水漲退時間) ，最後夕陽斜照下
出大壩/大美督散，又或上跌死狗峰過鹿湖峒順覽
淡水湖全貌落烏蛟騰散。
此線不出黃竹角咀鬼手岩(須加2小時來回程)
全程約5小時多山路，偏僻地區，沿路無補給無撤
退，須有攀崖越險經驗，良好心理素質的山友參
加。必須WhatsApp報名。

自助旅遊
11月13日/周日【港境極東--三咀連走/米粉咀/短
咀/長咀/大浪四灣】
晨9:30西貢指定地點集隊。包船經蚺蛇尖麓下的
千溪走廊。在米粉咀附近上岸，繞走人跡罕至的
米粉咀，水成岩常長年受風雨的侵蝕，形成非常
獨特的地貌景觀。出香港極東短咀/可能綑邊，再
出走長咀，經大浪四灣/東灣，鹹田灣，大灣和西
灣。尾程出赤徑或大浪東灣的吹筒㘭(自決)。
全日步程約步程5小時，須有山行越險經驗。備足
乾糧水，寒衣，帽子手套和手電筒。因包船嚴限
人數，須whatsapp報名作實。

上述登山活動具有一定程度的危險性，參加者須
對自身的安全自負，保險自理。參加者請與家人
商討，是否適宜參加。

11月27日/周日【港境沙頭角--遠征戶洲塘出淡水
湖】
晨9:30指定西貢集隊，包船横越黃竹角咀，在戶

報名：90496694 簡培發 kanbackpackers.com

中業逍遙遊(隔週三)
9月7日(三)【觀塘海濱長廊漫遊】上午9時正 觀塘
港鐵站大堂集合。步往觀塘海濱行 , 經兒童醫院 ,
出新蒲崗散隊。
9月21日(三)【油蔴地生菓市場觀光】上午9時正
油蔴地鐵路站B出口路面集合。步往生菓市場觀
看 , 再往廣華醫院觀看“文物館”。
10月12日(三)【大埔海濱公園登回歸塔】上午9時
正 大埔鐵路站出口大堂集合。步遊海濱公園 , 登
回歸塔遠眺海景。返大埔散隊。
10月26日(三)【瀑布灣串遊華富邨】上午9時正 中
環交易廣場集合。乘4號巴士往華富邨 , 往瀑布灣
觀瀑布 , 然後遊覽華富邨 , 返中環散隊。

11月9日(三)【城門谷公園訪三棟屋】上午9時正
大窩口港鐵站集合。步往城門谷公園 , 再參觀三
棟屋散隊。
11月23日(三)【參觀屠房舊址及魚尾石】上午9時
正宋皇台港鐵站D出口路面集合。先往屠房舊址參
觀 , 再往海心公園觀賞魚尾石。土瓜灣散隊。
遠足行山具一定危險性, 參加者需量力及自負安全
責任, 自備糧水及交通費。如有需要請自購平安保
險。(逾時不候)
集合前2小時紅雨或三號風球以上活動取消。
查詢電話 : 9511 1935 黎民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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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晟之友
9月至11月份活動通訊‧行程以下列網頁為準
http://www.yaushingtravel.com 聯絡電6130 1712
9月11日（串遊6維城界碑） 自備糧水、交通
費、晴雨用具、手套
★★★週日上午9時45分山頂廣場前空地集合(可
乘巴士15號，或綠色小巴1號到達)。沿舊山頂道
下行到行程中的第一塊於1903年設立的維多利亞
城界碑。界碑為一四方柱體，頂部呈錐形，刻有
「CITY BOUNDARY 1903」字樣。走張保仔古道到
克頓道看行程中的第二塊界碑。往龍虎山探遊在
2021年12月才被發現的3塊維城界碑中的其中一塊，
也即是行程中的第三塊。下行到薄扶林道看行程
中第四塊界碑後，走荒徑登上摩星嶺山頂看軍事
遺蹟，然後下走荒徑，探遊也是新近發現的另一
塊界碑，亦即是行程中的第五塊。最後走到堅尼
地城臨時遊樂場看行程中的第六塊界碑，然後往
地鐵西環站散隊。【步程約5小時。部分山路崎嶇，
毋須報名，行程彈性，可中途離隊。量力參加，
責任自負】

還有三角石室可賞。從碧沙灣海灘上行碧沙路到
清水灣道。續下行到坑口道，返回地鐵坑口站散
隊。【步程約5小時。部分山路崎嶇，毋須報名，
行程彈性，可中途離隊。量力參加，責任自負】

10月30日（慈觀夫子過三頂） 自備糧水、交
通費、晴雨用具、手套
★★★週日上午9:30慈雲山（北）巴士總站外空
地（近慈雲閣）集合。慈正邨後進入慈觀古道，
中途切入小徑溯游近日由隊友命名為慈觀石澗的
無名小澗右源往珓杯石門崖底，登石門頂處觀賞
崎險奇趣的夫子石，繼循林間不明顯隱徑接回沙
田坳道。觀坪路切入小徑往崗背頂、多石頂及牛
皮沙頂，適當地點大休。午後全走三頂，途中順
賞組合石景：「夫婦哄兒、惡犬偷食」，牛皮沙
街散隊。（註：珓杯石門乃探奇路徑，屬危崖險
地，參加者須跟隨指示及量力而為。）【步程約5
小時。部分路徑崎嶇，須扳岩，闖林，溯澗，毋
須報名，行程彈性，可中途離隊。量力參加，責
任自負】

11月13日（聶高金馬遊三峽） 自備糧水、交

9月25日（玉桂鴨脷山海遊）自備糧水、交通

通費、晴雨用具、手套、電筒
★★★週日上午9時30分黄泥涌峽大潭水塘道休憩
處集合(可從港島北乘巴士41A、6號或63號，或綠
色小巴5號。到黃泥涌水塘公園巴士站下車，然後
上行油站旁的石級到大潭水塘道休憩處)。走「知
情識趣遊香港8 : 第18條路線」。黃泥涌峽起步，
先看西旅指揮部遺址，上走山徑到樓梯洞(日軍
洞) 。登聶高信山山頂(高429米) 。下走至聶高信
山北橫山徑的「不倒翁石」，經聶高信山食水配
水庫和中峽食水配水庫，探聶高信山炮兵觀察所。
上行聶高信山西脊到布力徑配水庫。經中峽走港
島徑第四段。登荒脊到金馬倫山山頂(高439米)。
下行金馬倫山到已荒廢配水庫。探遊日軍機槍堡
後，下走廢水管山徑到中峽道，到灣仔峽公園散
隊。【步程約5小時。部分山路崎嶇，毋須報名，
行程彈性，可中途離隊。量力參加，責任自負】

費、晴雨用具、手套
★★半至★★★半週日上午9:30港島南線利東鐵
路站B出口外空地集合。利東巴士總站後循隱徑登
玉桂山，196米山頂處觀賞港島南區無限山海美景
及近年設立於玉桂山巔處的玉桂山戰時紀念碑，
適當地點瞰賞仿如海面游弋的巨型魔鬼魚般的鴨
脷排，山間散落處的海豚石、烏龜石、墳碑石等
石景。復沿山徑下抵了哥頸登鴨脷排山往N0.198
燈塔，途中順賞三石組成的駱駝石、痾屎石及靈
豬石，適當地點大休。午後原路回了哥頸後，回
程可沿路循山徑返回利東或隨領隊繼續沿玉桂山
海岸綑邊往海怡半島散隊（只限有綑邊經驗者，
途中可多賞女鬼手岩、人面石、獅子崖等石景。
【步程約4小時。部分路徑崎嶇，須扳岩闖林，毋
須報名，行程彈性，可中途離隊。量力參加，責
任自負】

11月27日（北峰嶂長屻山連走） 自備糧水、

10月9日（孟公上洋綑海岸）自備糧水、交通
費、晴雨用具、手套
★★★週日上午9時30分地鐵坑口站B出口集合。
走「知情識趣遊香港9 : 第6條路線」。先走到甚
有中國古代色彩的文曲里公園，再到坑口花園和
建於1840年的坑口天后古廟。走半見村旁行人徑
到孟公屋路。看俞屋村前於2016年重建的3幢家祠。
續經坑尾頂村，上走古道到釣魚翁郊遊徑。登上
洋山頂後下走荒脊至清水灣道。經上洋、檳榔灣、
五塊田，下行車路到小棕林海灘。沿海邊踏石綑
岸前行，難度不高。沿岸有多個石景可欣賞：毛
毛蟲石、兩粒鑽石、雄獅照鏡台、龍紋石等。沿
岸礁石多有水紋，堪稱水紋海岸。到綑岸末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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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費、晴雨用具、手套
香港旅聯‧友晟之友合辦★★週日上午9:30東涌港
鐵站B出口外空地（東薈城對出）集合。步行至石
門甲接法門古道至地塘仔郊遊徑入口，沿郊遊徑
切入北峰嶂登山小徑，登北峰嶂途中飽覽鳳凰山
及大東山系群巒疊翠，山勢連綿的走勢。過北峰
嶂後玩賞《知情識趣遊香港7》介紹的獸石床及蜥
龍石等石景，適當地點大休。休後接回鳳凰徑前
往長屻山，賞玩與此山命名有關的長屻石，伯公
坳或塘福散隊。【步程約4至5小時。部分路程崎
嶇，須扳岩，闖林。毋須報名，行程彈性，可中
途離隊。量力參加，責任自負】

山林旅行隊
9月4日【深淺雙灣大風坳】

10月23日【東山象山飛鵝山】

晨南港島綫海洋公園站B出口落地面集合，9時起
步，黃竹坑道往苗鐘徑、深水灣沙灘、麗海堤岸
路往淺水灣沙灘、南灣道上紫崗橋，郊遊徑往燒
烤場大休。午後林道往大風坳落鰂魚涌散隊。 步
程：4.5小時 ★★★

晨屯馬綫沙田圍站Ｂ出口集合，9時起步，水泉
澳上慈沙古道、沙田坳道、東山、象山、飛鵝山、
百花林古道，適當地點大休。午後黃麖坳落井欄
樹散隊。 步程﹕5小時 ★★★

10月30日【婆髻雙東賞芒花】

9月11日【 炮台環山小八仙】
晨港鐵油塘站A2出口平台集合，9時起步，鯉魚門、
魔鬼炮台山、照鏡環山，五桂山(又稱小八仙)，晨
運園地大休。午後茅湖山落將軍澳散隊。 步程：
4.5小時 ★★★

晨東涌綫東涌站B出口集合，9時起步，東梅古道、
婆髻山、蓮花山、二東山、大東山，爛頭營大休。
午後落伯公坳散隊。 步程﹕6小時 ★★★ 半 Ｂ
線 ﹕婆髻山，白芒出東涌散隊。

9月18日 【松嶺梅樹坑馬窩】

11月6日【麥徑之北潭西灣】［段號﹕1、2］

晨大埔富善邨巴士總站集合，9時起步，棟樑里、
棟樑路、松嶺上九龍坑山脊、落大埔頭村，大埔
水頭圍、梅樹坑路，梅樹坑公園大休。午後半春
園，馬窩，碗窰、出運頭塘散隊。 步程：4.5小時
★★★

晨西貢巴士總站旁公園仔集合，9時搭巴士往北潭
涌遊客中心起步，糧船灣洲、萬宜水塘東壩、浪
茄、西灣山、吹筒坳，西灣亭散隊。步程﹕5小時
★★★行友可先到「北潭涌遊客中心」等待大隊
出發。＊＊＊「起步時先拍攝大合照」＊＊＊

9月25日【 龍門郊遊仙霞洞】

11月13日【麥徑之咸田赤徑】［段號﹕2］
晨西貢巴士總站旁公園仔集合，9時搭巴士往北潭
涌遊客中心起步，西灣亭、吹筒坳、大浪西灣，
咸田灣大休。午後大浪坳、赤徑，北潭坳散隊。
步程﹕4.5小時 ★★★行友可先到「北潭涌遊客中
心」等待大隊出發。

晨梨木樹巴士總站近榕樹(榮樹樓)公園仔集合，9
時起步，和宜合上村、引水道、山徑接龍門徑，
川龍燒烤場大休。午後仙霞洞山徑上白石橋、槍
會郊遊徑落荃灣散隊。步程： 5小時 ★★★

10月1日【 雙鹿石澗石棧道 】 (野馬主辦) 星
期六
晨西貢麥當勞旁專線村巴站集合，9時乘搭村巴往
西灣亭起步，大浪西灣上四疊潭，適當地點大休。
午後夾萬坑、千絲瀑 (短線出西灣亭散隊) ，全溯
石澗後出鯽魚湖散隊。步程 ﹕7小時 ★★★★
*** 澗道險峻濕滑、敬請量力、需行澗經驗 ***

11月20日【麥徑之嶂上雞冠】［ 段號﹕3］
晨西貢巴士總站旁公園仔集合，9時搭巴士往北潭
坳起步，牛耳石山、嶂上、畫眉山、雷打石，適
當地點大休。雞冠山、水浪窩，山寮出西貢散隊。
步程﹕5小時 ★★★行友可先到「北潭坳」等待
大隊出發。

11月27日【麥徑之馬鞍慈雲】 ［段號：4、5］

10月2日 【登高摘星享太平】
晨港鐵金鐘站C1出口(太古廣場扶手電梯直上)香港
公園東門入口處集合，9時起
步， 纜車徑、漆咸徑、醫院徑、山頂公園，山頂
四方亭大休。午後西高山、摩星嶺落西環散隊。
步程：5小時 ★★★

晨西貢巴士總站旁公園仔集合，9時起步，山寮、
黃竹洋、馬鞍坳、昂平、萬里長城、大老山、慈
觀古道落慈雲山中心巴士總站散隊。步程：6小時
★★★

10月9日【相思禾秧響山川】

逢星期二至六 晚七至八時
劉康孫 9482 3895 李佩湘6466 0182
山林網址：
http://shanlamhiking.simplesite.com
或：
http://www.facebook.com/shanlamhiking

查詢﹕

晨梨木樹巴士總站近榕樹(榮樹樓)公園仔集合，9
時起步，和宜合村上引水道、林蔭山徑上相思徑、
禾秧山，適當地點大休。午後響石山落川龍散隊。
步程：5.5小時 ★★★

10月16日【雙牛茅坪石壟仔】
晨沙田黃泥頭巴士總站對上公園仔集合，9時起步，
花牛古道、石芽背(又稱黃牛坳)、黃牛山、水牛山，
茅坪大休。午後石壟仔落富安花園散隊。 步程：
5小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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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山任縱橫
9月4日 鹿巢雞公白沙澳
晨9:00大水坑港鐵站B出口出發，起步經鹿巢山接
麥徑，逆走麥徑至水浪窩，上雞公山接榕北走廊，
經榕樹澳至深涌大休，後經蛇石坳、白沙澳、海
下、大灘郊遊徑出黃石碼頭散隊。山行快步7小時，
量力參加。
9月11日 河背田夫石龍拱
晨9:00大欖隧道轉車站南向集合，起步經河背村、
河背水塘、田夫仔山出麥徑，順走至M169入清快
塘大休，午後經元荃古道、石龍拱、下花山、引
水道出荃灣散隊。山行快步7小時，量力參加。
9月18日 小組活動
9月25日 花瓶大輋出白芒
晨9:00欣澳港鐵站A出口集合，起步經汲水門、草
灣、花瓶石、大陰頂、大山、四白坳、大輋峒、
二白坳、愉景灣補给，午後經神學院、梅窩、橫
塘、奥運徑出東涌散隊。山行快步7小時，量力參
加。
10月2日 鹿湖牛耳渡雞公
晨9:00北潭涌小食亭集合，起步經鰂魚湖、大枕
蓋、鹿湖郊徑、吹筒坳，順走麥徑2、3段至水浪
窩出西貢散隊。山行快步7小時，量力參加。
10月9日 東洋畢架越針山
晨9:00寶林站A出口集合，經小夏威夷徑、衛徑、
井 欄 樹 、 東 洋 山 、 基 維 爾 ， 順 走 麥 徑 5-7 段 至
M131，轉經道風山出沙田散隊。山行快步7小時，
量力參加。
10月16日 小組活動
10月23日 薄刀蓮花登大東
晨9:00東涌港鐵站A出口集合，起步經黃龍坑、薄
刀屻、蓮花山、雙東坳、大東山、伯公坳、地塘
仔郊遊徑、昻坪、360棧道落東涌散隊。山行快步
7小時，量力參加。

南山遠足隊

10月30日 暴走七峰
晨9:00梨木樹邨巴士總站集合，起步經城門水塘、
針山、草山、四方山、大帽山、吉慶橋、四排石
山、掌牛山、蠔殼山出元朗散隊。山行快步8小時，
量力參加。
11月6日 吊燈茘枝丹竹坑
晨8:45大埔墟港鐵站新達出口集合，乘小巴到烏
蛟騰起步，經烏蛟騰郊遊徑、芬箕托、吊燈籠、
犁三古道、三椏村、茘枝窩、鎖羅盆、榕樹凹、
谷埔、鹿頸、南涌郊遊徑、丹竹坑出鶴藪散隊。
山行快步7小時，量力參加。
11月13日 馬塘龍脊小馬山
晨9:00小西灣公園集合起步，經龍躍徑、砵甸乍
山郊遊徑、馬塘㘭接港島徑，逆走至大潭水塘路，
後經大風㘭、畢拿山、小馬山、金督馳馬徑出北
角散隊。山行快步7小時，量力參加。
11月20日 小組活動
11月27日行程 雲頂龍山越紅花
晨9:00太和港鐵站集合，起步經大埔頭、九龍坑
山、龍山、鶴藪、南涌郊遊徑、鹿頸路、鹽灶下、
紅花嶺、山塘、馬尾下散隊。山行快步8小時，量
力參加。
上述行程以香港行山網 ,或 Facebook 專頁為準。
香港行山網 :
http://www.hiking.com.hk/discus/messages/23368/
30308.html?1489364330
Facebook 專頁:
https://www.facebook.com/pages/ 群 山 任 縱 橫
/620166594710640

青山友之行

本隊行程上載FB，聯絡請電 94200286 光仔。

每逢星期日出隊，行程專欄Facebook 專頁點擊加入查
詢活動每個星期日行程資訊:
https://Facebook.com/groups/423563204434250
行友要參加/星期日活動，再點擊加入whatsapp( 五)群
組https://chat.whatsapp.com/FW94gcbtkLIFTYCT6msYJ3
加入活動群組報名參加，方便計算參加人數。以獲知
當日詳細行程資訊。以上行程義務性質，無任何專業
人士或醫療人士，無任何牌照，自由報名參加，自備
旅程裝備，自備糧水交通費用，旅程有一定風險，量
力而行，責任自負。路線會因應天氣或其他原因隨機
應變，以青山友之行當日活動whatsapp群組通知。
掃描QR code加入青山友之行
Facebook群組。
報名查詢：
林經理 手機電話5616 1788
Rebecca 手機電話9322 9491

友峰會
「疫下本會繼續暫停公開活動。請留意本會網頁
最新公報。」

行者之友旅行隊
每月行程請瀏覽行者之友網頁 http://www.hiker.hk

華星旅行隊
查詢本隊活動請致電領隊: 97862577。

恆行之友旅行隊
如欲參加每週活動，請與領隊聯絡或網上追蹤：
恆行討論區： hh1977.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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翁山，B線釣魚翁㘭，釣魚翁郊遊徑，清水灣
大㘭門迴旋處勝記士多，龍蝦灣郊遊徑，山
徑登292米大嶺峒、大坑墩、餓死雞、龍蝦灣
郊遊徑，返大㘭門迴旋處，約4小時★★

勝景之友VIP遠足隊

9月3日(六)[梧桐寨瀑布]上午8:45東鐵大埔墟
站A出口新達廣場，乘64K巴士到梧桐寨站落
車，萬德苑、井底瀑、中瀑、主瀑、山澗上
散髪瀑，林徑落萬德苑，林錦公路搭巴士返
大埔墟，帶備充足飲用水、手套，量力參加。 11月5日(六)[石龍拱]上午8:45荃灣站C出口綠
楊坊，9:15時起步，荃景圍，山徑，引水道，
約4小時★★★
元荃古道、石龍拱、蓮花山廢校，林徑，下
花山蓮勝堂、烈女宮、引水道、荃灣中心。
9月10日(六)[華山萬里長城]上午8:45上水站上
約4小時★★
水廣場73K巴士總站，虎地㘭站，華山萬里長
城，北望神州、大嶺祈雨碑，義勇軍標誌，
坪輋雲泉仙館，約2小時30分★★ 9月17日
(六)[四方亭走西高山]上午8:45中環交易廣場5
枝旗杆，乘15號巴士往山頂總站，山頂公園，
四方亭觀景台，落龍虎山公園，登西高山494
米，西高茶園落薄扶林水塘或香港大學，約4
小時★★
9月24日(六) [南大嶼郊遊徑]上午8:45東涌站B
出口東薈廣場轉乘3M巴士，伯公坳站落車，
南大嶼郊遊徑，横過青龍石澗、雙龍石澗，
南山營搭巴士返東涌或走南山古道落梅窩，
約4小時★★

11月12日(六) [南北無字石碑]上午8:45筲箕灣
站A3出口公園仔，搭9號巴士土地灣站落車，
爛泥灣、蓮鶴仙舘、港島徑7段、北無字石碑、
石碑山164米，荒徑落引水道接返港島徑，大
潭篤水塘大壩，紅山半島綑邊南無字石碑，
原路綑邊折返大潭道搭巴士返筲箕灣。帶備
充足飲用水、手套，量力參加。約4小時30分
★★★
11月19日(六)[犀牛石]上午8:45西灣河站A出口
14號巴士站，赤柱斜炮台、犀牛石，返標高
柱，大波板、黃麻角道、赤柱後灘、八間屋，
赤柱巴士總站，約3小時30分★★半

10月1日(六)[西流江]上午8:45大埔墟站A出口，
搭275R巴士往烏蛟騰總站，三椏涌、西流江、
牛屎湖、三椏涌，烏蛟騰搭巴士返大埔墟站，
需帶備充足飲用水、手套，量力參加。約4小
時30分★★半
10月8日(六)[水泉澳]上午8:45馬鞍山線沙田圍
站B出口，9:15起步，博康邨、水泉澳、馬鞍
山郊野公園、十二笏、獅子亭、沙田㘭道，
慈雲山或黄大仙散隊，約3小時 ★半

11月26日(六)[花瓶頂]上午8:45青嶼幹線繳費
廣場站落車，9點起步，近觀汲水門大橋，二
轉鎮流碑定海神針、山徑、草灣燈塔，登山
徑，花瓶石、花瓶頂，山徑落迪士尼或欣澳，
約4小時★★

重要聲明：所列行程，以活動舉行前
Facebook宣佈(如有)為準。
注意事項：行友必須穿著適當行山鞋，自備
手套、充足飲用水、個人物品，自購個人意
10月15日(六) [茅坪古籐]上午8:45北港巴士站， 外平安保險，所有意外責任自負。當天7時掛
三號風球或以上，紅雨，黑雨，活動取消。
北港路公園仔集合，古道、茅坪(五聯達)訪百
不收費用，毋須預先報名。★代表難度最低
年古籐、梅子林，大水坑站(富安花園巴士)，
★★★★★代表難度最高。
約3小時★★
Facebook:
www.facebook.com/groups/358885784242001
10月22日(六) [綠蛋島]上午8:45大㘭門迴旋處
掃描二維碼QR Code加入群組
集合，9:15起步，大㘭門，龍蝦灣郊遊徑、
查詢：勝哥 97279788
綠蛋島、龍蝦灣郊遊徑折返，大㘭門，需帶
備充足飲用水、手套、有興趣玩浮潛，量力
參加。山徑約4小時★★★
10月29日(六)[大嶺峒]上午8:45康城站A出口巴
士總站，小赤沙、上洋山，Ａ線登344米釣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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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成

▲大角山狗頭

▲小鴉洲天后廟海岸水牛

▲蒲台島巨人頭

▲山地塘月老石澗雞生蛋

▲圓角食人魚

▲橫瀾島骰仔石

▲周公島女皇頭

▲紅墳嶺黑豬

▲舂坎角海豬

▲赤柱斜炮頂鳥龜

▲芝麻灣泰象
▲赤洲鱷魚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