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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及自然保育基金委員會及環境運動委員會的觀點。」



仁愛堂於 2014 年 9 月得「環境及自然保育基金」及「環境運動委員會」撥款
資助舉辦「社區教育及環保教育項目計劃」，當中包括環保工作坊、講座與社
區教育等等；其中一項綠色社區導賞計劃，在 2015 年初開始推動大西北「綠
色寶藏圖」比賽，凝聚各方的力量搜集屯門、天水圍及元朗三個地方，具綠色
旅遊價值的人文文化資料及景點；並透過外聘「香港生態旅遊專業培訓中心」
專業導師培訓 25 位具質素的生態導賞員，提升他們對社區環境的關注及了解，
讓他們協助推動以可持續發展為目標的低碳綠色旅遊，為的是引發大家共同關
心與愛護我們的環境。

透過各方好友及導賞員的努力及參與，我們從得獎景點開始作出實地考察及不
斷發掘，尋找大西北的珍貴寶藏，例如：圍村的古蹟文化，鄉郊的自然風景，
特色的民間小店、傳統的生活典故等。為促進區內及區外人士對屯門、天水圍
及元朗古蹟文化、生態及環保的認知，加強對環境保育的意識，除舉辦相關生
態團，透過導賞員精彩的介紹，讓大家親身探索與體會大自然的變化；現特意
將內容分為十一條半日遊之路線，製作此小冊子，希望有助大家親自或約同好
友參觀欣賞屯門、天水圍及元朗，協助推廣可持續的本地綠色旅遊。

期望大家多些觀察和欣賞大自然，從中學習與自然環境和諧共存及認識社區的
歷史文化，明白適當的保育、管理與教育的重要，以減少對環境的破壞，愛惜
歷史遺留下來的東西及重視文化承傳，認識生活圈內的本土資源與各系統發
展，向大自然學習，讓各系統彼此獨立、平等運作、互信互賴，合作互補，建
立互惠關係，同時，各自能發揮所長及得到所需；不單以人為本，重新找回生
活價值；同時以天地為本，愛護環境與土壤，讓它悠然自生，創造有情與持續
可發展的社區。

仁愛堂綠色生活館團隊

6.1.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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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條推介路線均有前往起點的交通資訊，

小圖例可幫到你呢 !

新界大西北地圖

輕鐵

九巴
城巴
港鐵巴士

綠色小巴
紅色小巴 ( 沒有固定車站，請參考綠色小巴 )

下車後步行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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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灣美食之旅路線一 難度：★

前往起點（三聖邨冬菇亭）的交通資訊：
交通工具 路線 下車站

505 線 三聖（註二）

九巴

城巴

港鐵巴士

九巴

港鐵巴士

城巴

港鐵巴士

• 52X 
• 53 

• 962B 

• K51 
• K53 
• K58  

• 61M 
• 261 

• K51 
• K53 

• 962X 
• B3   

• K52 
• 506 

往屯門市中心
元朗東 ↹ 荃灣

往置樂花園

往大欖
往掃管笏
往青山灣 

往友愛南
往三聖

往富泰
往屯門站

往龍門居
往屯門碼頭 

往龍鼓灘 ↹ 屯門站
往兆麟

三聖邨（註一）

三聖總站（註二）

恆福花園（註二）

恆福花園（兆麟苑）（註三）

輕鐵三聖站（註三）

綠色小巴   •140M
綠色小巴   •41
綠色小巴   •43、43A、43B
紅色小巴   •元朗至佐敦

恆福花園站（註二）
輕鐵三聖站（註三）
三聖邨巴士站（註一）
三聖邨巴士站（註一）

下車後之步行方向：
註一：冬菇亭（熟食中心）位於三聖邨內，下車後進邨，往巴士總站方向步行即可。
註二：冬菇亭（熟食中心）位於巴士總站對面。
註三：下車後，經過三聖輕鐵站及巴士總站，便可達熟食中心。



興記、南記（冬菇亭，即三聖熟食亭）

三聖海鮮街除數間老字號之外，還有其他大排檔如興
記、南記等，同樣受街坊歡迎。街坊可自攜海鮮，請
店內廚師烹調，碟碟鑊氣十足，魚蝦海鮮美味新鮮。

興記向小編推薦其招牌菜西蘭花炒斑球、炒蟶子、蒜
蓉蒸蝦、燒鵝，這四款佳餚，全是廚師的拿手小菜，
不可不試！南記的招牌菜則有味菜胡椒浸蜆、油鹽焗
蟹、芝士牛油焗大蝦、蜜汁蠔，全部只賣街坊價，即
叫即炒鑊氣足，食過返尋味！

三聖海鮮街（即青山灣海鮮坊）

海鮮街外面就是青山灣避風塘，漁民海
中捕魚後隨即回避風塘賣魚，顧客在此
海鮮市場能看每日之「生猛海鮮」，挑
出自己最喜歡之鮮魚，
帶回家煮食，或請附近
餐廳廚師烹調之，大快
朵頤。

海天花園酒家

海天花園酒家是三聖海鮮街老字號，原址為海天別墅，開業於七十年代，至
今已有四十多年歷史。酒家本來建於排屋中，其辦公室在小山別墅中，日治
時期，日本軍隊曾佔此別墅作憲兵總部。一九八七年，政府清拆排屋，海天
酒家便遷至現址經營。

編者推薦招牌菜有脆皮燒腩仔、拖地叉燒、香炸壽飽。

大廚烹調脆皮燒腩仔時，要一邊用慢火燒烤腩肉，一邊抽
去油脂，使其皮酥脆而不膩，所以此燒腩仔，在其他燒
肉檔絕對買不到。拖地叉燒非一般叉燒，大廚從豬柳
中，抽出肥瘦肉最均勻的部分出來做叉燒，其味道 不
同凡響。香炸壽飽，外皮金黃，外脆內軟，大廚 做 這
道菜時，仔細調校火候，用鮮油輕炸壽飽， 火候大
一點小一點也炸不出這道菜來，絕對考驗
大廚功夫。

第1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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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站

第2站



第4站

海豚廣場

這五座海灘外的大海，就是白海豚的棲息地。海豚
廣場位於黃金泳灘盡頭，這裏是賞浪觀景臺，有海
豚雕像，有海鳥在此休息，是日落情侶拍拖甜蜜打
卡的最佳景點！

國際十字路會（絲綢之路咖啡室、

手工藝店、農墟）（詳見路線二）

容龍海鮮酒家

容龍酒家開業於一九三九年，是屯門青山灣的「金牌
老字號」。，當時酒家位於容龍別墅裏，五十年代、
六十年代，電視台及電影公司偏愛來到此處，借用露
天茶座拍劇拍電影。一九八九年，別墅原址拆卸重建，
成了今日的容龍酒家。酒家招牌菜有中式缽酒焗蠔，
還有金銀蒜肉蟹糯米飯。大廚於大生蠔上，加上西式
缽酒，用中式炒法將之炒香，接著用焗爐烤之，生蠔
酒味輕而不淡，蠔肉鮮而不膩。金銀蒜肉蟹糯米飯，
膏蟹肉肥美甘香，蟹味和蒜味在蒸籠中，與黃金糯米
飯交織在一起，不少老饕識食之人吃過後，皆舉大姆
指讚好。

青山灣、加多利灣、舊咖啡灣、

新咖啡灣、黃金泳灘

此乃屯門五大海灘，遊人在此曬日光
浴，游泳嬉戲，玩沙灘排球，看人划獨
木舟，在海岩巨石上垂釣。黃昏時，靜
觀日落，細賞晚霞。夜裏，月色朦朧，
在與好友一同躺在沙上，靜聽浪濤，細
賞月色，或到燒烤場，與三五知己或親
朋好友同歡共聚燒烤夜。

青山灣、加多利灣、新咖啡灣燒烤場

第六站所說的燒烤場，就是此三個。小編提醒各位，
若要於假日夜晚到場燒烤，記得早來霸位，以免沒有
位置呀！

屯門獨木舟會

獨木舟會，成立於一九九五年。此會舉辦多種課程
活動，推廣獨木舟運動。大家可於此學划獨木舟，
若然學有所成，更可代表香港參賽，和世界高手一
比高下。

第5站

第6站

第7站

第8站

第9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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寰宇風情路線二
難度：★

前往起點（國際十字路會）的交通資訊：

交通工具 路線 下車站
九巴

城巴

港鐵巴士

• 52X      往屯門市中心
• 53        元朗東↹荃灣 
• 61M     友愛南↹荔景

• 962B    往置樂花園

• K51      富泰↹大欖
• K53      屯門站↹掃管笏

黃金泳灘

綠色小巴  • 43、43A、43B
紅色小巴  • 元朗↹佐敦

黃金泳灘巴士站

國際十字路會在巴士站旁。



國際十字路會（絲綢之路咖啡室、

手工藝店、農墟）

國際十字路會為非牟利機構，至今已有
十多年歷史，此會總部設於昔日軍營
中，開設咖啡廳和手工藝店，售賣咖啡、
食品、工藝品，所有產品在生產過程中，
符合「公平貿易」原則，工人生產商品
時，會賺到足夠金錢生活，自力更生，
不用依賴外國人捐助過活，也不會被無
良商人剝削欺壓。此外，機構也收集舊
電器、舊家具、或其他日常用品，將之
捐贈予其他人，使舊物能盡其用，減少
資源虛耗之餘，生活窮困的人也可取得
這些免費物品，以減輕生活負擔。各位
讀者如果有空，可與三兩知已來到這
裏，呷一口「公平貿易」咖啡，咖啡中
感受人間大愛。

十字路會，有商店、咖啡店與有機農墟，
遊人可在此購買本地農產品，和農場主
人閒談數句，認識有機農產品。農墟開
放時間：逢星期六上午 10 時正至下午
4 時正 。

屯門咖喱屋

香港人一說起印度和巴基斯坦，就會想起咖喱菜
餚。相傳當年印度平民百姓不吃豬牛肉，卻因羊肉
味道腥羶，而無肉可吃，以致飲食營養不良。釋迦
牟尼為免百姓受苦，創出咖喱菜餚，用香草和辛辣
料除去羊羶。從此以後，百姓可吃咖喱羊肉，免得
因營養不良而生病。時至今日，大家到處都可品嘗
到南亞地道咖喱美食。

屯門咖喱屋開業至今約七年，客似雲來。老闆親手
烹調，調製拉茶，每道菜皆用心炮製，色香味俱全，
難怪得到如此多客人的青睞。顧客稱一踏進店內，
就聞到咖喱香，令他垂涎三尺。老闆特別推薦串燒
香蒜雞件、拉茶、印度咸烤餅；將印度咸烤餅配上
菠菜芝士咖喱，味道一絕！

第2站

9

第1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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莊記雜貨（新墟街市）

莊記雜貨專售泰國食品和日用品，麻雀
雖小，五臟俱全，小小雜貨店陳列了各
式各樣香料和醬料，又有零食熟食和鹹
甜糕點，遊人更可在此買到泰國人常用
的藥用品。

雜貨店老闆盧女士說，泰國人除了用香
料作煮飯菜，還是他們地道的草藥；香
茅可散寒利濕、止咳平喘；黃薑可破血
行氣，通經止痛，連風濕病也可治；如
果不幸被蟲咬傷皮膚，可用九層塔治理
傷口；胡椒可外敷內服，外敷可治瘡腫
蛇咬，內服可治肚瀉反胃，寒痰食積；
紫蘇和芫荽子可治感冒風寒，南薑則可
治鼻子過敏；這些常用香料，皆可在雜
貨店買到。老闆推薦芒果糯米飯和竹筒
飯，這些食品早已煮好，可即買即吃，
風味十足。

娘惹廚房

昔日，華人與南洋人通婚後誕下的女
兒，俗稱「娘惹」。娘惹混血兒從兩地
風俗中，學懂兩地佳餚的烹調法。故此，
大家來到這餐廳，即可以品嘗娘惹廚師
的娘惹菜，看看馬來與華夏的混血兒菜
餚，味道如何。這裏推薦的「必食佳品」
為巴東牛肉、娘惹印尼燒雞、雜錦黃薑
飯、娘惹燒炒飯。

第3站

第4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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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線三

屯門市鎮旁邊就是大欖郊野公園，市區和

大自然只相隔一線！此路線會帶大家到邊

緣的遠足小徑，暢遊屯門徑和藍地水塘，

讓大家遠離都市煩囂，呼吸自然空氣，洗

滌心靈。旅程需時約三小時。準備好輕便

行裝、充足食水和乾糧後，就出發吧！

水塘樂悠遊 難度：★★★

前往起點（達德學院舊址，即何福堂馬禮遜樓）的交通資訊：

交通工具 路線 下車站

614、614P 何福堂

九巴            • 53                  往元朗東
                   • 67M、67X     往兆康

                 • 53                  往荃灣
                  • 261                往三聖

何福堂書院（北行站）
下車後，橫過青山公路

何福堂書院（南行站）

紅色小巴    元朗↹佐敦道 何福堂書院

達德學院舊址，在何福堂會所旁，近新秀街之盡頭。



第1站 達德學院舊址（何福堂馬禮遜樓）

這座小洋樓的過去，與國共戰爭有一點關係。當時
很多學者文人南下到香港避難，周恩來邀請支持左
派的學者在香港成立學院，便於 1946 年在抗日名
將蔡鋌鍇借出的別墅成立達德學院。

當時學院常有著名學者文人講學，例如有郭沫若、
茅盾，吸引各地華人報名入學。

1949 年，傳聞香港政府擔心左派支持者政見不同，下令封校。小洋樓輾轉賣
給中華基督教會，更名為馬禮遜樓，變成何福堂書院的一部分，並被列為歷史
建築。由於暫未開放予公眾參觀，大家可觀賞小樓外貌。

鄉師自然學校

上了一堂歷史課後，沿馬路向南步行，至青山公路近杯
渡路路口，踏進麥理浩徑，拾級而上便是鄉師自然學校。

有人說，香港某些學校是訓練學生考試的軍營。鄉師則
不是這種「考試訓練基地」，而是一間「自然學校」。
老師讓學生置身大自然，以自然為老師，領略生活知識，
所以沙灘山野、叢林溪澗也是上課場地。學校裏，老師
和學生的地位平等，沒有訓導主任，沒有人扣操行分。
由師生一同定下「公約」，共同遵守，彼此尊重。各位
經過時，或者會在山水之間遇見他們上課，你大可以送
他們親切微笑，鼓勵他們呢！

第2站

藍地水塘

離開若夢園，經過山坳涼亭，便來到一處十字
路口，就可達老虎坑山谷。沿石澗旁小徑往下
游走，途經「行者池」，就會到達藍地水塘。

水塘啟用於 1957 年，當年屏山農民在這裡取水
灌溉田地。現今新界農業式微，已少見農民，卻
多了遊人來釣魚賞湖。沿著水壩旁石級走至壩
底，抬頭仰望大壩，最能欣賞水壩壯觀風貌呢！

第4站

12

第3站 屯門徑二段和若夢園

扶著麥理浩徑黃色欄杆，沿
路直上，經過引水道，走進
屯門徑二段後，可遠眺青山
遠景，下瞰屯門全景。步行
30 至 40 分鐘，便到達若夢
園，它由一群行山客 20 多年前親手建造，花園裏有簡樸涼亭，名為暢聚軒，
遊人可在此休息暢聚。太極同好者更可來這裡和同道中人切磋交流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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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站

藍地大街

走了半日的路，又是醫肚的時候了！沿福亨村路步行至
藍地大街，便可找到美食。

70 至 80 年代，因為屯門以北的圍村農民會到藍地大
街市集擺賣及購買生活所需，食店應運而生。後來農
民減少，卻有原居民在圍村大興土木，建成村屋出售，
吸引不少新居民，他們亦會到藍地大街購物食飯，使
此街再次興旺。數間老舖，在此處開店四五十年，見
證藍地大街變遷，有些老餐廳如祥記粥店，已由子女
經營，但店舖古老格局還留著以前農村人的淡淡情味。

第6站

妙法寺

萬佛寶殿的建築風格，和以前官府建立的廟宇一樣，殿
頂有飛簷聖獸、雙龍佛塔、金琉璃蓋頂。頂層有釋迦牟
尼像；牆上的金佛瓷磚，畫有佛祖的不同姿態，橫木
畫像簡述釋迦牟尼生平。中層是齋堂。底層有彌勒佛
像及四大天王像。大家來訪時，不妨也參悟一下禪理，
例如佛像坐姿如何？為何佛像是金色的？ 

另一座大樓建築風格摩登，全用混凝土方牆和玻璃建成，有太陽能發電板。
內設玻璃佛殿、圖書館、演講廳。摩登建築也有其禪理，大家看看參悟到
什麼？

第7站

藍地農墟

周日農墟由政府漁護署、蔬菜統營處和菜聯社合
作開辦。場內有約 20 多位農戶開檔賣新界菜。
所有本地菜，絕對有信譽。小孩更可到兒童遊戲
區，玩填色遊戲、做蔬菜襟章。每月首個周日，
更有廚藝高手教人烹飪新界菜。大家若想免費上
烹飪課，就記得來訪了。

第8站

南安佛堂

沿小徑離開水塘下山，便到藍地石礦場。香港大
部分石礦場已經關閉，此礦場或許是香港最後一
座礦場。礦場本於 2015 年停工，但因為基建需
要而延至 2016 年底才停工，大家想欣賞仍在運
作的礦場，就要把握機會了。

礦場側，便是別具宗教特色的「南安佛堂」，早
於道光六年 (1826) 興建，供奉齊天大聖佛祖，由
於一直位置偏僻及三面環溪而香火不盛。1959 年
當地村民深感獲齊天大聖庇佑之福而生活安穩，
決定重建聖廟，並於 1964 年修築橋樑連接虎地
以便各善信來禮佛參拜。直至 2006 年再度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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圍村足跡路線四

七百年前，陶氏家族從廣西移居屯門，先後在今日的屯

門一帶，建立了五條圍村。本節向大家介紹數個圍村風

景站，一起參觀圍村的傳統建築，了解傳統的華夏圍村

風俗。全程慢行只需大約一小時，如果大家準備好，

就一起出發啦！

難度：★★

前往起點（青磚圍牌坊）的交通資訊 ：

交通工具 路線 下車站

614、610、615、751 泥圍

九巴           •53                往元朗東
                 •63X              往洪水橋
                  • 68A             往朗屏
                  • 53               往荃灣

青磚圍

福亨村
綠色小巴  •42 號線
紅色小巴  •元朗↹佐敦

青磚圍

落車後，向港深西部公路橋底步行，在橋底可見加德士油
站，這就是路線起點。



青磚圍牌坊

從加德士油站，沿五柳路往西南步行
一會兒，就會看到青磚圍牌坊，牌坊
後的地域，就是青磚圍的範圍了。

第1站

社稷大王

五柳路與青磚圍路交界處附近，會發現小小
的一座「社稷大王」神壇。

「社稷」本來是兩位神靈：土地神和后稷，
古代國君會祭祀「社稷」，祈求國泰民安，
風調雨順。之後成為習俗，傳統村莊的村
口都會供奉「社稷大王」，祈求保佑村民。

第2站

青磚圍

看名字辨認這地方一定不會錯，看見青磚圍
牆就是了。它原名叫麥園圍，原居民是陶族
後人，村裏的天后廟和祠堂，都有一定歷史。
正門口內有一幅青磚老牆，與新建成的牌樓
站在一起，相映成趣。

第3站

屯子圍

原名田子圍，在屯門眾圍村中，歷史最
悠久。所謂風水輪流轉，在 1971 年，村
民封堵東南面的舊正門，在東面另建新
門，討個吉利，圍牆遺跡可在舊正門旁
找到。

建村時，也建了一座神廳，叫
「眾聖宮寶座」，廳裏供奉着
天后聖母、宿老遐齡大仙和靈
妃，神靈都面向圍村正門，保
佑村民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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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站



屯子圍福德堂花炮會

屯子圍牌坊旁邊的一個大鐵棚，是花炮會，放置傳統花
炮。花炮，就是煙花和爆竹。每年天后誕，陶氏原居民
和各花炮會都會在天后廟前獻上花炮和「搶花炮」，以
拜謝天后。相傳奪得第一號花炮就等於得到「好意頭」，
會受到天后的保護呢 ! 以往村民都奮力搶奪花炮，甚至
發生爭執，大打出手，故現在已改為用抽籤、擲聖杯或
捐錢競投方式決定花炮得主。如果想知道傳統「搶花炮」
儀式的熱鬧，可以鼓起勇氣，訪問較年長的村民，或許
會有意外的收穫呢！

沿五柳路往西南步行，經過屯子圍涼亭，陶氏族人在此
處的北面建了三座宗祠，都是非常值得遊覽的古老建築
群，大家千萬不要錯過呀！ 

第5站

定山祖祠

是陶氏第二間宗祠，祠裏供奉陶氏定山祖及該房                     
歷代祖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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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站

陶氏宗祠、三聖宮、五柳堂陶氏宗祠、忠義堂

陶氏宗祠是陶氏第一間宗祠，建於清代康熙五十七年
(1718 年 )，被政府評為一級歷史建築物，確實來頭不小
啊！

三聖宮建在陶氏宗祠旁，當年風水術士看見這裏四方風
水巒頭，掐指一算，有猛虎之氣從虎地來，「虎龍會集」
相沖於宗祠前地，對陶氏後人十分不吉利。於是，想出了化解方法：
在宗祠旁建一座廟，恭請「三聖」到來，面向虎地鎮虎，阻擋煞氣，迴避凶險。

這裡，除了兩座陶氏舊宗祠外，還有兩座新建築物。

五柳堂陶氏宗祠建於 1971 年。後人為紀念著名的陶氏祖先陶淵明五柳先
生，所以新宗祠就定名「五柳堂」，並在在門前建立陶淵明像。

忠義堂成立於清代乾隆年間，為保護村民不受盜匪所害而設。村民在堂裏習
武練功，夜間派壯丁到村外巡邏。由清代至今 200 多年，一直保護村民的生
命財物，更為村民籌辦太平清醮和大小民間活動。現在，忠義堂由九圍村氏
族共同管理。

第7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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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花源小花園

沿着忠義堂旁的小馬路，向山方向步
行約 10 分鐘，見到分叉路左轉前行，
就會到達桃花源牌坊。牌坊背後刻有
陶潛的作品《桃花源記》，大家不妨
在此憑弔一番，甚至為孩子們說說陶
潛的清高氣節，也不失為一次很好的
品德教育呢！

第8站

五柳雅薈廣場

從桃花源牌坊回到馬路分叉處轉右，往西步行約 2 分鐘，可到五柳雅薈
廣場休息。五柳雅薈廣場於 2012 年初開幕，可用作文藝表演，或舉辦詩
詞書法比賽。廊柱上掛滿陶淵明的詩詞名句，大家來到這裏，可在清幽
氛圍中，欣賞詩詞，感受古代文人的儒雅之情。

陶氏祖先是廣西人，廣西盛產桂
花樹，所以廣場也種滿桂花樹。
賞過詩詞後，又可感受桂花香氣，
各 位 不 妨 在 月 圓 的 晚 上 來 到 這
裏，細賞「桂子月中落，天香雲
外飄」的意境，實在是美妙極了！

藍地大街、妙法寺（詳見路線三）

賞過桂花後，各位遊玩了半天，應該要祭五臟廟了，圍村外有一處好地
方，叫藍地大街。吃飽以後，更可順道到屯門著名佛寺妙法寺參觀。

第9站

第10站



環保生活學習圈路線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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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度：★

交通資訊：

交通工具 路線 下車站

505、615、615P 建生

九巴

港鐵巴士

九巴

• 58M、58X        往良景
• 260X                 往寶田

• B3A                  往山景

• 960

寶怡花園

建生總站

綠色小巴  • 40、44A、44B 寶怡花園或大興警署

樂融融餐廳位於震寰路康恩園地下。

龍門路

環保園

小冷水路



仁愛堂綠色生活館

綠色生活館全名是社區教育
及環保教育生活館，由環境
及自然保育基金及環境運動
委員會資助，透過定期舉辦
綠色工作坊、講座及研討等，
推廣環保理念及學習在生活
中實踐。並促進屯門區成為
永續發展及綠色社區。館內亦會定期舉行手作文化及
主題展覽，供社區人士免費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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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站

第2站 環保園

環保園隸屬環境保護署，是香港首個
專為循環再造業發展而興建的設施。
環保園於 2007 年開始運作，以可負
擔的租金為回收及循環再造商提供長
期用地，並提供完善配套設施，減輕
園內回收及循環再造商的基建開支，

以鼓勵他們投資更
先進的技術及處理
工序。

園內的訪客中心是
香港首間以廢物為
主題的大型資源教
育中心。透過宣傳
教育及外展計劃，
讓公眾認識不同的
廢物處理方法和學
習如何減少廢物的
產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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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互動農場

新生互動農場設有不同主題的教
育及觀景區，包括本草園、有機
香草園、有機蔬菜種植區及有機
農業展覽館等。

大家可以自組 15 人或以上的團
體，預約到園內參觀玩樂。期間
會由康復者擔任導賞員，講解有
機種植及環保知識。大家還可親
身體驗耕種樂趣，同時學習以自
然素材製作手工藝。

曙光社區二手尋寶店

曙光社區二手尋寶店由「曙光計劃」經營，收集
街坊丟棄的舊物品，以廉價轉售，減輕老弱病者
或貧窮家庭的經濟負擔。如果大家想捐出家中舊
物，可聯絡此店查詢。

屯門勵行站

屯門勵行站由基督教勵行會營
辦，此店貨品由街坊或商店捐贈。
來此購物，能善用物資，保護自
然，又能資助勵行會惠澤社群。

第4站

第3站

第5站



綠家居

仁愛堂首間社會企業，售賣有機蔬果與環保
雜貨，這些貨品在生產時，會顧及環
境水土潔淨，愛護生態。此外，綠
家居更提供環保清潔服務，既協
助有需要家庭清潔家居，又使區
內居民做清潔兼職，多賺收入以
補家計。

水雲澗

這按摩店是仁愛堂另一間社會企業。如果大家平日工作辛勞，
下班後腰酸背痛難忍，可到訪按摩，必能消除疲勞，使大家一
覺醒來，精神奕奕。

第7站

第6站

第8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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屯門家品店

屯 門 家 品 店 由 救 世 軍 營
運，以回收市民或機構捐
贈的物品，再零售。這樣
可珍惜資源，保護環境，
並且把收入用於救世軍的
社區計劃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