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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啟科52266408	 	
張國志90321048	 歡樂遠足隊	 http://happyhiking201003.webs.com
2月4日	 大仙回歸鷹巢山
晨黃大仙廟門口集合，9:00起步，沙獅古道、回歸亭、鷹巢山、大埔道或美孚散
隊。適當地點大休。
2月11日	 龍門郊遊徑
晨梨木樹巴士總站花園仔(榮樹樓)集合，9:00起步，和宜合村上引水道接龍門郊遊
徑，荃灣散隊。適當地點大休。
2月18日	 荷蘭徑、香港仔
晨港鐵金鐘站C2出口上香港公園集合，9:00起步，活水公園上荷蘭徑、八爪魚公
園、香港仔水塘大休。香港仔散隊。
2月25日	 大欖郊遊徑(千島湖)
晨港鐵葵芳站巴士總站集合，9:00乘61M巴士往大欖涌站起步，大欖懲教所上大欖
郊遊徑接圓墩郊遊徑，深井散隊。適當地點大休。(行友可在大欖涌巴士站等候)
3月3日	 石龍拱、深井
晨9:00港鐵荃灣站C出口集合，冷氣走廊、荃威花園上石龍拱、清快塘出深井散
隊。適當地點大休。
3月10日	 東梅古道
晨東涌港鐵站B出口東薈城廣場集合，9:00起步，白芒、牛古塱、望渡坳、梅窩散
隊。適當地點大休。
3月17日	 甲龍徑
晨9:00港鐵荃灣站C出口集合，乘80號專線小巴上川龍起步，	扶輪公園小休，甲龍
徑、河背水塘燒烤場大休，馬鞍崗出大欖轉車站散隊。
3月24日	 金督馳馬徑
晨中環交易廣場巴士總站集合，9:00乘六號巴士往(黃泥涌水塘站)黃泥涌峽道起
步，全走金督馳馬徑，接康柏徑，興東邨散隊。適當地點大休。
3月31日	 紅梅谷、鷹巢山	(是日隊慶)
晨9:00港鐵大圍站D出口集合，紅梅谷上引水道、貴妃徑出鷹巢山落蘇屋屯P散
隊。是日不設大休。(隊慶晚餐席券可向工作人員購買)

	 	 http://shanlam1980trcpod.com
秦泉93507565（晚7-8）	 山林旅行隊	 http://www.facebook.com/shanlamhiking
2月2日	 萬里長城遊古寺
晨上水鐵路站側上水廣場行人天橋集合，9時起步，天平山村、華山、萬里長城、
下山雞乙，雲泉仙館大休。午後長山古寺出馬尾下村口巴士站散隊。步程﹕5小時
★★★
2月9日	 新正郊遊賞春花
晨荃灣鐵路站Ａ出口集合，9時起步，經愉景新城長廊，荃威花園上引水道、元荃
古道，田夫仔營地大休。午後出清快塘，沿郊遊徑往觀賞山邊野生吊鐘花，然後
落深井散隊。步程：5小時	★★★
2月16日	 獅沙古道黃大仙
晨美孚鐵路站Ｂ出口萬事達廣場集合，9時起步，鐘山台、九華徑上村、長坑村、
九龍副水塘、鷹巢山教育徑、尖沙徑，澗邊晨運藪大休。午後獅沙古道落黃大仙
散隊。(黃大仙祈福)				步程：5小時	★★★
2月23日	 吊手牛押馬鞍山					
晨馬鐵恒安站B出口馬鞍山遊樂場集合，9時起步，山徑上燒烤場，緩登吊手岩、
牛押山、馬尾登馬鞍山落昂平，適當地點大休。午後茅坪，梅子林古道落富安散
隊。			步程﹕6小時★★★★
3月1日	 白芒仙桃老虎頭
晨東涌鐵路站Ｂ出口集合，9時起步，東梅古道、白芒村、牛牯塱、仙桃石、老虎
頭，適當地點大休。午後老虎頭落愉景灣散隊；Ｂ線望渡坳落銀礦瀑大休。午後
落梅窩散隊。步程﹕5小時	★★★半
3月8日	 石籬金山鷹巢山
晨葵興鐵路站Ａ出口「對面公園仔」集合，9時起步經大連排道、工業街、石籬
邨、緩登金山、接收水塘，燒烤場大休。午後九龍副水塘、鷹巢山郊遊徑落李鄭
屋邨散隊。	步程：4.30小時		★★★
3月15日	 錦上四排大棠谷				
晨早西鐵錦上路站Ｃ出口認旗集合，9時正起步，途經有機農莊上大欖涌郊遊徑，
四排石落吉慶橋大休。午後繼走郊遊徑，二伯公坳出大棠散隊。			步程﹕5小時			
★★★
3月22日	 南北刀屻牛牯嶺
晨大埔墟鐵路站外的士站集合，9時搭64K巴士往嘉道理農場起步，白牛石、南北
大頭羊(又名大刀屻)，北大頭羊大休。午後牛牯嶺舊軍路落林村、梅樹坑公園，太
和鐵路站散隊。				步程﹕5小時	★★★半
3月29日	 梧桐雙魚大石磨
晨早上水鐵路站上水廣場行人天橋認旗集合，9時正起步，途經上水圍村，梧桐
河、大石磨、河上鄉、馬草壟等地，信義村大休。午後繼走田野小徑觀賞鄉郊
自然美景，途經料壆村、梧桐河、雙魚河，石上河出上水散隊。步程﹕5小時
★★★

	
謝國榮 90186694	 天鷹旅行隊	 陳美玲60186694
2月2日	 百年古索道
晨	太古港鐵站	B出口，左轉基利路公園仔集合。準	8時45分啟步。追尋戰前太古
索道遺跡，吊車石躉。步程四小時。不須報名，費用全免。
2月9日	 糧船破浪
晨	8時半觀塘港鐵站D出口集合，8時40分啟程。北潭涌合資乘的士北丫起步，大
蛇灣繞淡水坑過深篤灣。步程四小時半，長短線。一程旅遊巴	25元。接駁車費自
理。
2月16日	 麒麟獻瑞
晨	8時半觀塘港鐵站D出口集合，8時40分啟程。春遊牛潭峒，麒麟山。步程四小
時半，長短線。一程交通	25元。
2月23日	 紅花礦場
晨	8時半觀塘港鐵站D出口集合，8時40分啟程。紅花嶺探索紅花礦場。步程四小
時半，長短線。一程交通	25元。晨	8時半觀塘港鐵站	D出口集合，8時40分啟程。
萬宜起步，北潭涌散隊。步程四小時半，一程交通	25元。	
3月行程請向領隊查詢

23239399	 	 www.lokkwan.org.hk
66550031	 香港樂群康樂會	 Facebook:香港樂群康樂會
2020年2月9日	(星期日)	鷹巢山探遊出蘇屋輕鬆遊
集合時間/地點：是日準上午9：30太子港鐵站E出口地面，集合報到（逾時不候）
行程：乘81號巴士前往石梨背水塘出發、鷹巢山自然教育徑登山漫遊出蘇屋散
隊。行程約2小時半。難度：一星半
2020年3月15日	(星期日)	愉景灣畔漫遊大水坑至梅窩綠洲
集合時間/地點：是日上午九時正，欣澳港鐵站門外（逾時不候）行程：由欣澳
港鐵站乘巴士前往愉景灣起步，途經大水坑、神學院、稔樹灣天后廟，至梅窩散
隊。全長	6.3	公里，需時3小時半。難度：二星半

黃先生93210596	 週二旅行隊	 http://sites.google.com/site/tue1974tue1974

12月3日	 青蝶石河	 上午9:00輕鐵青雲站	 6小時***
2月4日	 百花藍湖
上午8:30牛池灣小巴站	(彩虹港鐵站B出口,	牛池灣高地抽水站旁)	 6小時***
2月11日	 小組境外遊
2月18日	 麻雀坑	 上午8:30東鐵粉嶺站A出口	 6小時***
2月25日	 苗笛竹坑	 上午8:30東涌11號巴士總站	 6小時***
3月3日	 Ｘ巨藤	 上午8:30東鐵大埔墟站	 6小時***
3月10日	 癲鳳狂龍	 上午8:30西貢巴士總站99號	 6小時***
3月17日	 麒麟西崖	 上午8:30上水東鐵站彩園路C出口	 6小時***
3月24日	 鳳凰共舞	 上午8:30東涌消防局	(乾糧大休)	 6小時***
3月31日	 九徑西坑	 上午9:00輕鐵屯門杯渡站	 6小時***

林美華61715031	 優悠遠足隊	
二月一日星期六
八時三十分上水廣場巴士總站集合，乘77K車往打石湖起步，【站名-打石湖石
塘】牛牯角古道，雄牛飲水脊，北大刀屻，箕勒仔西北脊，雞嶺，上水散隊。不
設殿後，行程約五小時★★★
二月八日星期六
九點正城門水塘小食亭集合起步，龍泉谷，猴岩頂，走馬崗，元墩下，大埔散
隊。不設殿後，行程約五小時	★★★
二月十五日星期六
九時正西沙公路西徑集合起步，【站名-西徑】西徑坑脊，218山頭，長情坑，黃竹
洋，牛寮古道，西貢散隊。不設殿後，行程約五小時	★★★
二月二十二日星期六
九時正黃泥涌峽公園仔(近公廁)集合起步，渣甸山，懸空棧道，P8橫山徑，大潭上
水塘，石碑山，柴灣散隊。不設殿後，行程約五小時	★★★
二月二十九日星期六
九時正港鐵荃灣站C出口近綠楊新邨集合起步，引水道，龍門郊遊徑，小丑脊，禾
秧山，西南坑橫山徑，林錦公路散隊。不設殿後，行程約五小時	★★★
2020年3月行程，煩請到時瀏覽		香港行山網		優悠遠足隊行程
網址				http://www.hiking.com.hk/actiframe.htm

蕭鳳霞71139188/4438	 山海之友	 www.hiking.com.hk/org/explorer/

行友如欲參加，請與領隊聯絡。

勝哥:97279788	 	
隆哥:95583742	 勝景之友VIP	 www.facebook.com/viphiking

2月2日(日)年初九	 新年啟步儀式[獅子山]
上午8:45黃大仙站Ａ出口廣場，沙田坳，Ａ線登495米獅子山頂，落回歸亭，望夫
石，大圍紅梅谷，B線沿山腰，回歸亭，落黄大仙或望夫石，大圍紅梅谷，適當地
點大休。A線4小時★★★，B線3小時30分★★
2月9日(日)	 [百年吊車躉棧道]
上午8:45太古站B出口左轉基利路公園仔，康景花園，尋找太古百年吊車躉棧道，
康柏郊遊徑，金督馳馬徑，香花徑北角或興東邨西灣河，適當地點大休。步程約3
小時30分★★
2月16日(日)		 [萬山之王蚺蛇尖]
上午8:45西貢巴士總站紙船公園，搭94號巴士，北潭坳，赤徑，大浪坳，蚺蛇尖，
米粉頂，落東灣，大灣及鹹田灣，赤徑，北潭坳，西貢，適當地點大休。Ａ線步
程約5-6小時★★★★，Ｂ線不登頂，步程約4小時★★半
2月23日(日)		 [紫羅蘭山孖崗山連走]
上午8:45北角碼頭搭41A巴士，上午9:15黃泥涌水塘，逆行衛奕信徑1段，陽
明山莊，登433米紫羅蘭山，紫崗橋大休，大休後Ａ線登1369梯級上386米
孖崗山，赤柱峽道散隊‧B線行引水道，赤柱散隊。步程約3小時30分，A線
★★★，B線★★
3月1日(日)	 [雞公嶺]
上午8:45西鐵元朗站F出口形點Y0H0商塲，轉搭603小巴，逢吉鄉，雞公嶺副峰雞
公山374米，雞公嶺羅天頂585米，蕉徑，粉錦公路，適當地點大休。步程約5小時
★★★
3月8日(日)	 [聶高信金馬倫山]
上午8:45北角碼頭搭41A巴士，或上午9:15黃泥涌水塘站公園仔等與大隊會合，登
聶高信山430米，大休後登金馬倫山439米，八爪魚公園，灣仔，請帶備手套，行
山杖(如需要)，適當地點大休。Ａ線攀面具石，人面石，步程約4小時★★★，B線
步程約3小時30分★★
3月15日(日)	 [鳳凰山]
上午8:45東涌站B出口東薈廣場，搭巴士伯公坳，南天門，香港第二高山脈，鳳凰
山頂934米，俯瞰狗牙嶺，斬柴坳，心經簡林，寶蓮寺，昂坪，適當地點大休。步
約4小時30分★★★
3月22日(日)	 [雷公田上下清潭]
上午8:45大埔墟站A出口新達廣場，搭64K上村球場，上村，石崗軍營，雷公田，
上下清潭，河背，馬鞍崗村，適當地點大休。輕鬆漫遊，步程約3小時30分★★
3月29日(日)	 [大風坳登畢拿山]
上午8:45港鐵鰂魚涌站Ａ出口，柏架山道，大風坳，港島徑，登436米畢拿山，陽
明山莊或小馬山，寶馬山，北角，適當地點大休。步程約3小時3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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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書正92244908	 	 梁景源90239436
鄧潤娣95109810	 香港翠綠遠足隊	 www.hkeht46.com
2020年2月3日（星期一）東平洲	 	 全程約六公里，步程約四小時。
早上八時四十五分，馬料水碼頭集合，乘搭專船前往東平洲，沿郊遊徑環走全
島，賞更樓石、難過水、龍落水、斬頸洲。準下午三時登船回程，約於下午四時
半返回馬料水碼頭。自備乾糧午餐，船費每位	$80（手抱嬰兒亦作一人計算）。須
預先購票，名額只限150人。漫遊路線：自定。
2020年2月10日（星期一）長咀	 	 全程約二十公里，步程約七小時。
早上八時四十五分，西貢巴士總站集合，乘94號巴士前往北潭凹起步。倒行麥徑
二段落赤徑，上大浪坳，經大浪村，落東灣，繞東灣山，繞行長咀98米標柱。原
路返回北潭凹散隊。漫遊路線：落咸田灣後回程	或	隨時回頭走。
2020年2月17日（星期一）牙鷹山	 全程約十公里，步程約五小時。
早上八時四十五分，東涌巴士總站集合，乘11號巴士前往大澳起步。逆走鳳凰徑7
段，上觀景臺，繞牙鷹山、接羗山郊遊徑，逆走鳳凰徑五段，過羗山、觀音山，
出深屈道散隊。漫遊路線：順走鳳凰徑6段，落大澳散隊。
2020年2月24日（星期一）九徑山	 全程約十公里，步程約五小時。
早上八時四十五分，西鐵兆康站E出口外平台集合起步。經嶺南大學，上富地路，
接屯門徑，上九徑山，落黃泥墩灌溉水塘，出大棠散隊。漫遊路線：不上九徑
山，出屯門或藍地散隊。
2020年3月2日（星期一）桃坑峒	 	 全程約十一公里，步程約五小時。
早上八時四十五分，屯門公路轉車站，海關訓練學校側，聯康里兒童遊樂場集合
起步。上大欖涌水塘大壩，登桃坑峒，落圓墩郊遊徑，出清快塘，經元荃古道，
落柴灣角散隊。漫遊路線：不上桃坑峒，落青龍頭散隊。
2020年3月9日（星期一）衛奕信徑1、2段	 全程約十公里，步程約五小時。
早上八時四十五分，香港中環交易廣場平台集合，乘6號巴士到赤柱峽道，衛奕信
徑W000起步。上孖崗山，落紫崗橋W004，上紫羅蘭山，落陽明山莊W008，接衛
徑2段上渣甸山，過小馬山，落康怡花園W018散隊。漫遊路線：走引水道，接紫
羅蘭徑，出黃泥涌峽散隊。
2020年3月16日（星期一）衛奕信徑3、4段	 全程約17公里，步程約七小時。
早上八時四十五分，油塘地鐵站A出口集合起步。經鯉魚門上衛徑3段
W020，登炮台山，過五桂山，落馬遊塘，出井欄樹W032，接衛徑4段上東
洋山，過大老坳W040，經吊草岩，出沙田坳W047，落黃大仙散隊。漫遊路
線：井欄樹散隊。
2020年3月23日（星期一）衛奕信徑5、6段	 全程約15公里，步程約六小時。
早上八時四十五分，馬鐵沙田圍站A出口集合起步。上沙田坳W047，經十二笏、
落引水道，出九龍水塘W061、接衛徑6段，沿孖指徑，出城門水塘大壩W069、落
梨木樹散隊。漫遊路線：九龍水塘散隊。
2020年3月30日（星期一）衛奕信徑7段	 全程約11公里，步程約五小時。
早上八時四十五分，梨木樹巴士總站近榕樹公園仔集合起步。上城門水塘大壩
W069。全走環塘緩跑徑，出鉛鑛坳W084，落元墩下W090，經運頭塘邨，出大埔
墟散隊。漫遊路線：隨時離隊。

謝少宏	 雲踪步影	 黃偉強
大隊活動詳情，請向領隊查詢。

	 海燕旅行隊	
2月2日	 蠔涌-黃大仙
晨8時半，蠔涌車公廟集合，9時起步，大藍湖，東洋山，觀音山，黃大仙散隊約
3.5-4小時.
2月9日	 富安-黃泥頭	
晨8時半，富安巴士站集合，9時起步，五連達，長城古道，花心坑，黃泥頭散隊
約3.5-4小時.
2月16日	 東涌-大澳	
晨8時半，東涌警署門前集合，9時起步，洪聖廟，沙羅灣，深屈，大澳散隊約
3.5-4小時.
2月23日	 麗城-荃灣	
晨8時半，荃灣西鉄D出口集合，9時起步，麗城弘法精舍上引水道，元荃古道，荃
灣散隊約3.5-4小時.						
3月1日	 紫光橋-大潭
晨8時半，中環交易廣場集合，9時起乘車到黃泥涌峽道，，大潭道巴士或可上孖
崗山，舂坎角散隊，約3.5-4小時.
3月8日	 大埔-梨木樹	
晨8時半，	大埔火車站的士站集合，9時起步，鉛壙坳，城門水塘，梨木樹散隊約
3.5-4小時
3月15日	 火炭-黃竹洋
晨8時半，火炭站公園仔集合，9時起步，上黃竹洋穿林回火炭或由領隊決定約
3.5-4小時
3月22日	 川龍-荃灣
晨8時半，荃灣地鉄A出口集合，9時起步，上川龍，大霧山徑，青年旅舍，荃灣散
隊約3.5-4小時.
3月29日	 鶴藪水塘-鳳園
晨8時半，上水巴士站集合，9時乘車到馬尾下起步，鶴藪水塘，沙羅洞凰園散隊
約3.5-4小時.	

	 山友自由行	
2月5日(三)		 小組活動		(新春聯歡日)
2月12日(三)
早上8時45分黃大仙祠廣場集合起步，沙田坳道，法藏寺，石馬脊，獅子山，回歸
亭，望夫石，紅梅谷，大圍站散隊。不設殿后，行程約四小時
2月19日(三)
早上8時45分東鐵粉嶺站上層出口集合起步，祥華村，塘坑村，龍山，流水响，桔
仔山道，九龍坑山，富亨，大埔散隊。不設殿后，行程約四小時
2月26日(三)
早上8時45分港鐵荃灣站南豐出口集合起步，荃威花園，爆石頂，元荃古道，吉慶
橋，大樹下天后廟，元朗散隊。不設殿后，行程約四小時半
3月4日(三)
早上8時45分大埔大美篤燒烤場集合起步，春風亭，馬騮崖，八仙嶺，黃嶺，屏風
山，沙螺洞，鳳園，富善散隊。不設殿后，行程約四小時半
3月11日(三)
早上8時45分港鐵葵興站集合起步，工業街，金山，石梨貝水塘，麥徑，九沙徑，
貴妃徑，八仙徑，竹園散隊。不設殿后，行程約四小時
3月18日(三)
早上8時45分錦田上村球場集合起步，磚窯路，南北大刀屻，牛牯嶺，林村，水
圍，太和村，大埔墟散隊。不設殿后，行程約四小時
3月25日(三)
早上8時45分葵芳新都會廣場集合起步，南橋入青衣，美樂，千步梯，三支香，回
歸徑，担杆山路，長發村散隊。不設殿后，行程約四小時

葉宗富97036969	 勞青旅行隊	 http://mwcs.org.hk
12月2日	 漫遊大欖田夫仔(開年聚餐)
上午9時正，於大欖隧道轉車站（往九龍方向）認隊旗集合起步，漫遊田夫仔，徑
元荃古道出荃灣散隊。步程：約4小時，難度：★★☆
2月9日	 九肚山四色林徑
上午9時正，於東鐵線火炭站出口D認隊旗集合起步，落路下上九肚山，下走長瀝
尾，沿馬路往四色植林徑出松仔園大埔公路散隊。步程：約5小時，難度：★★☆
2月16日	 南丫島山地塘
注意集合時間：上午8時15分，於中環4號渡輪碼頭認隊旗集合（餘時不候，船不
等人，敬請見諒）。乘船往索罟灣起步，經天后宮、菱角山、山地塘、蘆鬚城回
榕樹灣散隊。步程：約5小時，難度：★★☆
2月23日	 九龍坑山上風光好
上午9時正，於東鐵線太和站出口A認隊旗集合起步，取道林村河畔上登九龍坑
山，下訪沙螺洞，適當地點大休。午後取道鳳園，大埔汀角路巴士站散隊。步
程：約5小時，難度：★★☆
3月1日	 茶壼咀
上午9時正，於東涌巴士站乘11號巴士往麻埔坪起步，上茶壼咀過南天門落伯公坳
散隊。步程：約5小時，難度：★★★★
3月8日	 七重岩禾秧山
上午9時正，於城門水塘小食亭集合，小徑上禾秧山落川龍散隊。步程：約4小
時，難度：★★☆
3月15日	 小組活動，遠足暫停。
3月22日	 三粒鑽石
上午9時正，於掃管笏陳氏家祠集合起步，尋找三粒鑽石，午後返回大棠散隊。(此
期是與旅聯聯隊)步程：約4小時，難度：★★☆
3月29日	 擔柴山
上午9時正，於西貢小巴站乘7號小巴往白沙澳起步，往荔枝莊近小塘營上擔柴
山，回程海下散隊。步程：約5小時，難度：★★★

鄭傑良61744413（晚9-11）	 本草旅行隊	www.hiking.com.hk/org/herb/
2月2日	 綑遊石壁水塘	 難度:☆☆
晨8時50分東涌鐵路站B出口集合，乘11號線巴士至石壁水塘起步，落水塘綑遊，
訪青蔥小平原、石碧鄉舊址、鳳壁石澗下游出口壯麗瀑布等，羌山道巴士站散
隊，步程約四小時半。無服務行友，無殿後，必須量力!
2月9日	 彎曲峽谷	 難度:☆☆☆---☆☆☆☆	
晨9時鑽石山鐵路站C2出口荷里活廣場樓下集合，乘92號巴士至甲邊朗起步，攀
彎曲乾坑，闖多個短壁，過香蕉蘭石河及企坂石河，仙人石河大休;最佳位置賞仙
人點將台，訪奇峰馬騮頭、植被三分天下等;續訪馬鞍坳石林、及自然界第一毒藥
斷腸草;穿越大峽谷，良友路出耀安邨散隊，步程約五小時半。路遙且部分有危險
性，無服務行友，無殿後，必須量力!
2月16日	 八仙西征	 難度:☆☆---☆☆☆
晨9時大埔鐵路站大棠美心側集合，乘75K巴士至大尾篤起步，往新娘潭自然教育中
心，訪春風亭，接小徑闖東北險地馬騮崖，登仙姑峰，西走八仙嶺，純陽峰大休;過
犁壁山，訪崖頂凌空的鷹咀石;續往黃嶺、屏風山及龜頭嶺，落丹竹坑，簡頭村或馬
尾下巴士站散隊，步程約五小時。崎嶇路遙，無服務行友，無殿後，必須量力!
2月23日	 虎吼狗牙	 難度:☆☆☆
晨8時50分東涌鐵路站B出口集合，乘11號巴士至石壁起步，過貝納祺徑，攀登雄
峻之西狗牙嶺，橫看成嶺側成峰，闖多個陡峭山峰，一線生機大休，最佳位置賞
奇峰茶壺咀;續過中狗牙嶺，橫越虎吼石河頂部，落東狗牙嶺，訪奇巒異石，石壁
引水道出嶼南道巴士站散隊(有分段優惠)，步程約四小時半。行程崎嶇，無服務行
友，無殿後，必須量力!
3月1日	 吊手危崖、坳嶺神蛙	 難度:☆☆☆☆---☆☆☆☆☆
晨9時15分耀安邨巴士總站集合，過信義村，晨運園地登吊手岩北脊，闖大量危崖
絕壁，登馬鞍山主徑，踏浮沙落吊手岩，燒烤埸大休;續登半坳嶺，訪青蛙石等多
個精彩石景，富安花園散隊，步程約五小時。無服務行友，無殿後，吊手岩北脊
甚危險，必須有絕對把握始可參加!
3月8日	 舂坎石林，海岸綑邊	 難度:A組☆☆	B組☆☆☆☆---☆☆☆☆☆
晨9時中環交易廣場6X巴士總站站頭集合，乘車至舂坎角起步，登舂坎山，訪大
量精彩石景，其岬角為舂坎角，沿小徑下山，A組自行離去，步程約兩小時;B組
往海濱大休，午後沿海岸綑邊闖險，兼賞奇岩異石，赤柱美利樓散隊，合計約五
小時半。兩組均無服務行友，無殿後，B組險位處處，必須有徒手攀爬懸崖峭壁
的技術和經驗，有絕對把握始可參加！必須跟隨大隊，切勿自由發揮！
3月15日								鶴咀山、打爛埕頂山石景奇觀	 難度:A組☆☆			B組☆☆☆
晨9時筲箕灣鐵路站巴士總站出口集合，乘車至石澳總站起步，登鶴咀山，闖大波
板斜坡，訪大量可觀石景，落大風坳巴士站，A組散隊，步程約雨小時半;B組攀水
坑槽及峭壁登打爛埕頂山，過龍脊，賞兩地無數精彩石景，再過雲枕山及哥連臣
山，大潭峽懲教所巴士站散隊，合計約五小時。兩組均崎嶇，無服務行友，無殿
後，必須量力!
3月29日									慈雲過大老、騎象射飛鵝	 難度:☆☆☆
晨9時黃大仙鐵路站E出口公園仔集合，沙田坳道往獅子亭，登慈雲山及大老山，
避雨亭大休;午後攀飛鵝山系:東山、象山及飛鵝山，賞大量奇岩異石;過氣勢磅礴
的自殺崖、訪天然觀景台、下臨無地的鸚鵡喙岩等，落順利邨散隊，步程約五小
時。行程崎嶇，無服務行友，無殿後，必須量力!

范國雄91939403	 	 張貴來96627241
錢新強23465235	 秀峰旅行隊	 電郵:saufunghiking@yahoo.com.hk
大隊活動詳情，請向領隊查詢。



鄺兆祥26480413	 晨暉旅行隊	 http://sunrisehiking.blogspot.hk

大隊活動詳情，請向領隊查詢。

	 金山奇鷹	
2月4日(二)
早上8時30分馬鐵沙田圍站集合起步，作壆村，蚪蚪坪，貓仔石，雞胸山，回歸
亭，麥徑，舊軍車路，天馬苑散隊。行程約四小時
2月11日(二)
早上8時45分藍田德田商場側集合起步，藍田公園，馬游塘，魷魚灣郊遊徑，科技
大學，白水碗，西貢南圍散隊。行程約四小時
2月18日(二)
早上8時30分葵涌梨木樹商場集合起步，可風，和宜合村，禾秧山，石天門，妙高
台，响石，綠楊新村散隊。行程約四小時半
2月25日(二)
早上8時20分東涌大嶼山巴士總站集合，乘車到麻埔坪起步，茶壺咀脊，石天窗，
南天門，北峰嶂，逸東村散隊。行程約四小時
3月3日(二)
早上8時30分馬鞍山耀安村集合起步，信義新村，雁谷迷徑，黃金脊，吊手岩，燒
烤場，青蛙石，大水坑散隊。行程約四小時
3月10日(二)		 小組活動	(黃竹角咀)
3月17日(二)
早上8時45分西貢蠔涌車公廟集合起步，界咸，大腦，黃牛石城，天窗石，水牛
山，花心坑，黃泥頭散隊。	行程約四小時
3月24日(二)
早上8時30分東鐵大埔墟站集合起步，山塘路，黃宜坳山，大埔滘，草山，武林聖
地，菠蘿壩，梨木樹散隊。行程約四小時
3月31日(二)
早上8時30分洪水橋鐘屋村輕鐵站集合起步，和平新村，洪水坑水塘，神鵰石，洪
水山，公菴路，元朗散隊。行程約四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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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逢單月9號中午12時前，請將旅隊消息一併電郵至右列二個郵址:info@careaction.org.hk及dcoutput@cyberec.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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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ncheungmau@live.hk	 香港山友	 陳昌茂97191463早8- 晚8
2月2日	 【西南大嶼三山行】
早8時30分，東涌巴士總站11號站集合，乘巴士往大澳深屈道口站起步，途經：觀
音山→羌山→靈會山→慈興寺→萬丈布→牙鷹山→大澳散隊，五小時行程。***
2月9日	 【天空之城觀星台、縱走雞冠馬甲崙】
早9時15分，西貢水浪窩巴士站集合起步，途經：水浪窩→馬甲崙山→雞冠山→麥
徑→石坑坳→雷打石山→長山→大網仔路散隊，五小時行程。***
2月16日	 【亞駝訪小丑之旅】
早8時45分，梨木樹村商場入口《向和宜合道》集合起步，途經：菠蘿壩小巴站→
虎踪徑→亞駝石→禾秧坑→禾秧山→天池→小丑石→松樹徑→圓玄學院→荃灣散
隊，五小時行程。***
2月23日	 【開丫峒上吊鐘花】
早9時正，大綱仔巴士站集合起步，途經：大綱仔村→蛇頭村→鐵鉗坑→石坑村
→石坑㘭→榕北走廊→榕樹澳→開丫峒→石屋山→墇上→大碪→猴塘溪→高塘散
隊，五小時行程。***
3月1日	 【腳踏彩霞手摩星、西高山有無憂谷】
早8時45分，港鐵堅尼地城C出口集合起步，途經：觀龍樓→摩星嶺→碧珊徑→龍
虎山→無憂谷《西高山北坑》→西高山→港島徑→爐峰峽→舊山頂道→動植物公
園→金鐘散隊，五小時行程。***
3月8日	 【遊覽黃牛山石城】
早8時45分，富安花園巴士總站集合起步：途經：梅子林→石牙棧道→石牙頭→南
天門→石牙坳→石牙山→水牛山→黃牛山→黃牛石城《景點：石天窗等》→花心
坑→廣源村散隊，五小時行程。***
3月15日	 【中國式西洋教堂、狗肚山會交义石】
早8時45分，火炭火車站地下公園仔集合起步，途經：路落下→馬料村→九肚山→
長瀝尾→禾上墩→牛湖托→坳背環→草山《景點：交义石》→沙田郊野步行徑→
道風山→排頭村→沙田散隊，五小時行程。***
3月22日	 【馬鞍山上杜鵑花、香港迷你九寨溝】
早9時正，馬鞍山利安村巴士總站集合起步，途經：利安村→牛烏水塘→雁谷迷徑
→馬鞍山郊遊徑→黃金壁→吊手岩→牛押山→馬頭峰→礦山脊→馬鞍山村→百子
千孫樹→富安散隊，五小時行程。***
3月29日	 【麻雀嶺上無麻雀、恐龍坑內無恐龍】
早8時45分，上水巴士總站78K站集合，乘巴士往上麻雀嶺村起步，途經：麻雀嶺
村→紅花嶺→禾徑山→雲泉仙館→上山雞乙村→恐龍坑→華山→虎地坳→梧桐河
→河上鄉→塱原濕地→上水散隊，五小時行程。***

	 	
	 群山任縱橫	 https://www.facebook.com/pages/群山任縱橫/620166594710640
2月2日	 老虎大東過地塘
晨9:00欣澳港鉄站A出口集合，起步經大山、大輋峒、老虎頭、黃公田落白銀鄉大
休，午後經鹿地塘、南山古道、鳳凰徑、雙東坳、大東山、伯公坳、地塘仔、石
門甲出東涌散隊。山行快步8小時，量力參加。
2月9日	 新西四塘過禾秧
晨9:00兆康港鐵站F出口集合，起步經虎地上村、藍地水塘上九徑山，落黃泥墩
水塘、大欖涌水塘，逆走麥徑10段經吉慶橋接圓墩郊遊徑轉元荃古道到清快塘大
休、午後經元荃古道、引水道到川龍補給、續上妙高台、禾秧山落荃灣散隊。山
行快步8小時，量力參加。
2月16日	 小組活動
2月23日	 長山雞麻白沙澳
晨9:00大網仔巴士站集合，起步經長山、雷打石山至榕樹澳大休，午後經深涌、蛇
石坳、雞麻峒、龍船石、荔枝莊、白沙澳、海下、大灘郊遊徑至黃石碼頭散隊。
山行快步7小時，量力參加。
3月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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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門甲出東涌散隊。山行快步6小時，量力參與。
3月8日	 紅花塘肚過華山
晨8:45粉嶺港鐵站下層出口集合，乘巴士到麻雀嶺村起步，經紅花寨、紅花嶺、麥
景陶碉堡、蓮麻坑村、塘肚古道、石水古道出坪洋大休，午後經坪輋、松山、萬
里長城、華山出上水散隊。山行快步7小時，量力參加。
3月15日	 禾秧大帽過草針
晨9:00荃灣港鐵站A出口集合，起步經城門引水道、龍門郊遊徑、禾秧山至麥徑，
逆走麥徑8、7、6段至大埔道散隊。山行快步6小時，量力參與。
3月22日	 小組活動
3月29日	 鹿巢吊手過東洋
晨9:00富安花園巴士總站集合，經梅子林路、鹿巢山、馬鞍山村、燒烤場、吊手
岩、馬鞍山、馬鞍坳、麥徑、山寮、沙角尾大休，午後經甲邊朗、大水井接麥
徑，順走至基維爾，再經東洋山、大藍湖出順利散隊。山行快步8小時，量力參
與。

黃潤芝91729182	 旅樂行	www.angelfire.com/dc/happyhiking
2020年2月2日	 《三澗連走田尾歸》
晨8:30彩虹村往西貢小巴總站或9:30北潭坳巴士站集合。赤徑村入溯北坑窮源登鹿
湖徑，溯雙鹿石澗至中游轉溯田鹿溪登田尾山，走山徑往西灣亭小巴站散隊。乾
糧大休。約下午5:00完成整個旅程。難度★★★★半。		
2020年2月16日	 《女婆清溪壁連橫》
晨8:45東涌地鐵站B出口外集合，走白芒山徑出東翔路至白芒鄉，入溯婆髻坑至中
游離㵎，穿越叢攀三幅連橫摩天巨壁，壁頂走迷蹤山徑，登婆髻山徑，走低埔路
返東涌地鐵站數隊。乾糧大休。約下午5:00完成整個旅程。難度★★★★半。
2020年3月1日	 《刀屻石澗油甘坑》
晨8:45大埔火車站新達廣塲集合，乘巴士往嘉道理白牛石溯白牛石坑攀崖壁板道登
南北大刀屻，近主峰下溯油甘坑返林錦公路巴士站散隊。乾糧大休。約下午5:00完
成整個旅程。難度★★★★半。
2020年3月15日	 〈龍浪石澗夾萬坑〉
晨9:00西貢馬頭94號巴士總站或9:30北潭㘭巴士站旁集合。快步過赤徑大浪㘭至龍
尾村，攀陡企石河山岥登大蚊山，主峯下行東南叢林幽溪接大浪坑，至夾萬坑，
接主澗雙鹿石澗，出西灣亭小巴站散隊。乾糧大休。約下午5:30完成整個旅程。難
度★★★★半。
2020年3月29日	 《梧桐石澗燕歸巢》
晨8:45大埔火車站新達廣場集合。巴士至林錦公路梧桐寨村起步，全溯梧桐寨石
澗，賞梧桐四瀑，上源過玉女登樓窮源登四方山，東行往燕岩溪，走燕岩林徑穿
越竹林隧道，新屋家乘小巴返大埔火車站散隊。乾糧大休。約下午5:00完成整個旅
程。難度★★★★半。

曹耀光92606250(晚)	 峻嶺行/週六行	http://www.hiking.com.hk/org/sat
行友如欲參加，請與領隊聯絡。
活動消息:逢星期二文匯報旅行版或網址http://www.hiking.com.hk/org/sat

閰光義94351465
黃力生96254969	 山嶽野蹤	 林榮宗93100283
大隊活動詳情，請向領隊查詢。

李洪91261770	 千禧遠足隊	 莫華91281593下午開機
2月6日星期四	 『林村許願樹』祈福狗年好運行
東鐵大埔墟的士站側集合,	9時乘64K往林村遊覽,	參觀許願樹,	停留約40分鐘,	再登
舊軍路、南北大刀刃、畫眉山、蝴蝶山、晨運籔,	下降粉嶺東鐵站下午茶兼散隊.	
★★★	4小時步程
2月13日星期四	
上水巴士總站茶水檔集合,	9時起步,	登東鐵站北區醫院、祥龍圍村、炳崗村、長瀝
村、松仔園、大隴農場、唐公嶺、龍潭古廟,	回程上水散隊.	★★	4小時步程
2月20日星期四	 『大腦古道、界咸、井欄樹』
AM9時沙田廣源邨集合起步,	經林徑、石芽背、橫跨萬里長城、穿林至曾氏宗祠大
休,	參觀古蹟石磨,	下降界咸,	井欄樹散隊.	★★★	4小時步程
2月27日星期四
東涌東薈城集合,	9時乘巴士往伯公坳起步,	緩登本港第二高山鳳凰山,	下降昂坪散
隊.	長綫石門甲,	東涌散隊.	★★★	4小時步程
3月5日星期四	
東涌地鐵站B出口集合,	9點乘3M伯公坳落車起步登大東弍東山869米高.	AB綫		B南
山郊遊徑、爛頭營、下降昂坪或南山郊遊徑.	★★★★			5小時步程量力
3月12日星期四	
沙田城市廣場上層巴士站集合,	AM9時起步,	排頭村、教會、林徑、大峽谷、黃竹
洋村、穿林黃啡路、下降運頭塘下午茶兼散隊.	★★★			4小時步程
3月19日星期四
梨木樹商場大門口集合,	AM9時起步,	緩登4號燒烤場小休,	登麥徑6段、廢戰豪、孖
指徑、情人石、衛奕信徑、穿林至鐵索迷城、大圍散隊.	★★★		4小時步程
3月26日星期四	 『流浮山海鮮宴』
AM9點10分天水圍聚星樓集合起步,	登丫髻山、魚塘、邊界路、輞井圍村小休.		長
綫出尖鼻咀流浮山下午一點十分海鮮宴,	千禧元老加雞一只,	每位$170.	要提早預定,	
請與領隊聯絡.	★★		4小時步程

朱泰明96315669	 友行旅行隊	 梁燦林25403302
2月2日	 龍脊	 筲箕灣巴士總站	 9時30分	
2月9日	 石壁大澳	 東涌警署外9時正轉車			
2月16日	 望夫山	 大圍火車站A出口	 9時30分		
2月23日	 大蠔白芒三鄉	 東涌警署外	 9時30分
3月1日	 嶂上	 北潭涌巴士總站	 9時30分			
3月8曰	 薑山悟園	 東涌警署外9時正轉巴士至深屈道			
3月15曰	 針山	 梨木樹巴總站	 9時30分			
3月22曰	 船灣淡水湖	 新娘潭巴士總站	 9時30分		
3月29日	 棺材角	 黄石碼頭巴總站	 9時30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