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青山作伴遠足遊路線六

每年十月，秋高氣爽，與朋友知己一同遠足，最好不

過。屯門青山，是「香港三尖山」之一，愛好遠足者，

視「三尖山」為三大難關，如果你也愛遠足，就一定

要來青山，瀟灑走一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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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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0、615、615P 線 青雲

九巴

港鐵巴士

• 57M     往山景
• 66X      往大興
• 258D   往寶田

• 506      往屯門碼頭↹兆麟

青雲鐵路站

輕鐵青雲站

青雲站及青山行山徑沿途沒有便利店，讀者可在出發前到
山景邨（輕鐵鳴琴站）購買糧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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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點

由輕鐵青雲站開始往南走，經過屯門專業進修學院（IVE），經興才街進入楊
青路，沿路南走二百米，便會到達青山寺徑路口，踏上青山之路，由此處開始。

第1站

挹曉亭

沿路上山，便會看到路旁有一座涼亭。六角形涼亭，紅柱
綠瓦頂。亭中乘涼休息，眺望山腳下屯門市區，可見混凝
土大廈密密麻麻。當年何東爵士伉儷登遊青山，走到半路，
便疲憊不堪，於是捐錢建一座涼亭在此，以便遊人歇腳。

第2站

香海名山牌樓

港督金文泰爵士，愛在香港遊覽群山，開闢過不少遊
山徑。他曾到訪青山寺，見連綿山嶺高聳峻直，便提
筆一揮，寫了「香海名山」四字。牌坊對聯之筆跡，
出自梁士胎，他曾任中華民國國務總理。牌坊背後，
刻有「回頭是岸」，乃鐵禪法師所書。

第3站

青山寺和青雲觀

青山寺是香港三大古寺之首、香港佛教發源地。曾有南北
朝高僧杯渡留宿於山洞中，他在此地繼續發慈悲之心，為
眾生廣種福田，故後人在此處建寺紀念杯渡，雖然曾因朝
政更替，使青山寺曾變成道觀，但後來再經修葺擴建後，
青山寺又回復成佛寺，如今更是揉合佛、道二教於一寺。

青雲觀供奉斗姥元君，斗姥元君為道教傳說中的大女神，
她的九個兒子，成了玉皇大帝、北極大帝，和北斗七星。
陶氏族人也在青雲觀設祖堂，若有族人添丁，他們會在
這裏點燈，此習俗流傳至今不變。

尸羅精舍和青山佛教學校

青山寺徑入口旁，就是尸羅精舍和青山佛教學
校。尸羅精舍為佛教律宗的淨修道場，創立於
一九四九年。律宗是漢傳大乘佛教索派之一，
其教派之理論原於《四分律》，故有此名。

寶蓮寺於戰前創建的首間學校，就是青山佛教學
校。今校舍已荒廢，成了數隻野貓的居住地，學校的
舊有建築風格依然保存完好。愛貓的人，可在此「拜訪」小貓。

第4站



青山亭

以前，大家可於此處俯瞰屯門市鎮，今亭前
草木茂盛，故只能在此觀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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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站

電纜塔

經過青山亭，踏進孝思徑不久，便可達登山小徑。
小徑兩旁樹影婆娑，在樹陰中前行一陣後，忽然天
地豁然開朗，一座電纜鐵塔矗立眼前。在香港遠足，
很少會經過電纜鐵塔，站在塔下抬頭看，感覺奇特。

第6站

小觀景臺

繼續拾級而上，便會看到山頂的無線電轉播站，
大家走到此處時，可遠望元朗天水圍。大家可在
此稍作休息，接下來的一段山徑，路自中峰上，
崎嶇陡峭。

第7站

第8站 山頂—韓陵片石亭

走到山峰，居高臨下，很多人都會嘆道：大地在我腳下！

當年金文泰港督走到此處，也著迷於此處的奇峰異石，後人
在山峰旁建了一座韓陵片石亭，以紀念當年總督登上此處一
遊。亭柱上的對聯，寫盡青山的典故趣事和醉人景緻——

峭壁參天　有僊（仙）則靈　杯渡百年成韻事
奇峰插地　來源活水　觴流三月屬詩人 1 

大家可從此處遠眺大嶼山和香港島，盡覽天地景緻後，建
議沿路下山，回味剛才上山時的風景。下山後，可到楊小
坑錦簇花園休息，或到龍門居食店大快朵頤。

山峰無線電站以西範圍，屬軍事操炮區，如見紅旗高掛，
請勿入內。

  1 僊同仙。原文無分隔，分隔為編者所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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龍鼓灘—賞蝶訪宋帝路線七

龍鼓灘位於青山的另一面，這

裏有五條原居民小村，這些村

的族人多是客家劉氏族人。龍

鼓灘是這五條小鄉村外的海

灣，聽說這名字出自文天祥詩

句，文天祥和宋帝南逃到此時，

寫了一句「惶恐灘頭說惶恐，

零丁洋裏嘆零丁」，此「惶恐

灘」經歷時代變更，就變成今

日的「龍鼓灘」。灘外大海是

伶汀洋，不少白海豚棲息於此

地，如果大家想看看白海豚游

泳的豐采，可以

來龍鼓灘踫踫

運氣。

難度：★★★★

前往起點（龍鼓灘巴士總站）的交通資訊：

交通工具 路線 下車站
港鐵巴士 • K52          往山景 龍鼓灘總站

大家到達巴士總站後，可沿巴士總站旁的小路，進入北朗
村，探訪第一個景點，龍門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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龍門徑、皇帝巖、風水林

惶恐灘頭說惶恐　零丁洋裏嘆零丁

 人生自古誰無死　留取丹心照汗青 1

龍門徑盡頭就是皇帝巖。文天祥詩中的零丁洋（伶仃洋），就在屯門以西，
珠江口以南，大家來到皇帝巖，就可以飽覽這片海洋。相傳南宋末年，蒙
古軍隊南侵，宋恭帝被俘虜，但是數位忠臣不肯投降，更和宋度宗的兩位
兒子一同坐船南下，後擁立其中一位皇子為帝。他們一行人經過泉州、潮
州、廣州，最終南逃至九龍官富場（今九龍城）一帶，在此建行宮。兩位
少年皇帝，當時只有九歲。蒙古軍隊卻窮追不捨，陸秀夫、文天祥、陳宜
中、張世傑四位文武將軍，便一邊力抗蒙古元軍，一邊帶著皇帝東閃西避，
因此，在今日的九龍、新界、大嶼山、深圳、廣州一帶，處處是他們的逃
離足跡。皇帝巖下的山洞，據聞是宋帝其中一個躲避處。

當年四位忠臣，就在皇帝巖下這片海洋上，花盡最後一口氣抵抗元軍，可
惜宋末皇帝與忠臣，最終也命喪於這片大海中。

大家請留意，皇帝巖位於青山操炮區範圍內，如見紅旗高掛，請勿進入
界內。

大家在龍門徑上步行時，不妨留意一下兩旁花草，親親大自然。香港山野，
生機處處，植物品種豐富。你不認識這些植物，就以為他是草，若然你學
過一些中藥知識，你或許能認出這些寶。有遊人曾在此見過廿四味涼茶中
其中三味：海金沙、黃牛木、布渣葉。不過，如果你不熟悉中藥也不要緊，
你大可認出木瓜樹、蕉樹、龍眼樹。

龍鼓灘五條鄉村東面山腳，有一大片風水林，蝴蝶偏愛在這裏棲息，一些
香港不常見的蝴蝶品種，也能在這兒看見，故很多觀蝶愛好者常來此處，
踫運氣賞奇蝶。據統計，本地常見蝴蝶品種中，約六成（一百四十六種）
皆可見於此。罕見蝴蝶品種如紅鋸蛺蝶（學名：Cethosia biblis）及琺蛺
蝶（學名：Phalanta phalantha）也在此處繁殖。大家若想看看蝴蝶在花
間飛舞之美態，就一定要來踫踫運氣了。

  1（南宋）文天祥《過零丁洋》

第1站



劉氏宗祠（篤尾涌）

篤尾涌劉氏宗祠建成於晚清時期，政府
將之評級為三級歷史建築。劉氏族人在
這裏供奉歷代祖先。宗祠位於風水林南
面。

第2站

龍鼓灘天后古廟

看過蝴蝶後，沿路回到巴士總站，過馬路
到海邊，便看到天后古廟。這座天后廟建
於清朝，曾於光緒年間重修。村民會在這
座天后廟外的空地上，吃盆菜慶祝節慶。

中華白海豚瞭望臺

參觀過天后廟後，沿海邊小路往北行，會看
到海邊有座小山丘，登上山丘小徑，便可到
白海豚瞭望臺。大家可在此處欣賞伶仃洋的
景色，尋找白海豚的浪跡，也可憑弔當年宋
室四位大忠臣。他們在這片海頑抗元軍，寧
死不屈，高風亮節，到一千年後的今日，依
然令人感動慨嘆。

龍鼓灘燒烤場

如果大家想在這個海邊，一邊觀賞夕陽，一
邊享受美食，可到海邊的燒烤場吃一頓晚飯
再回家。這座燒烤場有 VIP 冷氣房，就算
炎夏來到此處燒烤也絕不怕中暑，大家也可
在此租單車或風箏，到海邊小路遊玩。大家
若到此燒烤，一定要好好欣賞黃昏美景，常
言道夕陽無限好，夕陽有多好看，大家來到
此處一看就能體會。若有朋友生日，想為他
舉辦派對，也可來此租場，狂歡盡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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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站

第4站

第5站



單車漫遊屯門河路線八

若然各位喜歡騎單車遊玩，

不妨從屯門騎單車至兆康，

欣賞沿途風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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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度：★★★

前往起點（湖山遊樂場單車公園）的交通資訊：

交通工具 路線 下車站

610、615、615P 輕鐵車廠

九巴

城巴

• 59A、59M、59X  
• 259D 

• 962X 
• B3

往屯門碼頭
往龍門居

往龍門居
往屯門碼頭

新屯門中心

下車後，經屯青里進入湖山遊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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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點 : 湖山遊樂場（單車公園）

湖山遊樂場是單車公園，出發前，可先在這裏熱身。

中山公園及紅樓

紅樓，原是一座農場。清朝末年，紅樓是興中會
革命黨人的聯絡站，孫中山先生和同盟會成員在
這裡一起策劃多次起義，以圖推翻滿清政府。

今日，紅樓已列為歷史建築。中山公園旁，豎立
了「孫逸仙博士紀念碑」、孫中山半身銅像及遺
訓雕刻。

第1站

山葵日本料理（美樂花園）

經過美樂花園時，可到山葵日本料理試其招牌菜。之後，繼續單車旅程。

第2站

屯門海濱花園

花園環繞蝴蝶灣之海濱，遊人可沿著花園
路徑走，細賞風景，日落景緻尤佳。不少
情侶在此摩肩漫步；小孩少年在此跑步健
身；或和小狗一同散步。啟豐商場附近有
露天茶座，遊人可來此閑坐，享用下午茶，
靜靜享受悠然自在好時光。

屯門碼頭

30 年前，屯門公路尚未改建完善，不少上班
一族怕公路塞車，便到此坐船到中環九龍一帶
上班。今日，屯門一帶道路交通大有改善，漸
漸少了居民坐船，碼頭不再繁忙。現在碼頭有
渡輪來往屯門、機場、大澳一帶，在此坐船到
大澳遊玩，比坐巴士便宜快捷。

第3站

第4站

（休息站）：龍門居

騎車沿龍門路北行，經過龍門居時，不妨到小食店「五度台式小吃」，
絕對是歇腳好地方。

第5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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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角天后廟

后角天后古廟位於屯門舊墟西南面。以前，后角外
的海灣有漁民泊船聚居，並在此建廟祭祀天后。每
年農曆三月廿三日天后誕，圍村村民會在此舉辦廟
會。

天后古廟修葺後，在廟前明堂建立花炮文化中心、
現代化公廁、小庭園、種花植樹，使這裏保存傳統
廟宇風俗之餘，又充滿現代氣色。

第6站

綠慧公社

綠慧公社為了保護地球免受污染，回收食
油生產肥皂，又售賣環保清潔液與洗衣
液。公社所有產品，完全不加化學品，
如洗衣液是由茶花籽油所製，故此不會使
人皮膚過敏，更不會毒害自然。公社的成
員，多是區內婦女。公社執事人與生產工
人平等合作，互惠互利，婦女能做兼職賺
錢酬勞，客人也可在此買到環保清潔劑。
大家如清潔家居時，飽受皮膚過敏之苦，
不妨來這兒買環保清潔劑。

第7站

新生農社（屯門西鐵站）

它是社會企業連鎖店，售賣由新生農場運來的有機蔬菜、有機水果及健康
食品，貨品琳瑯滿目。購買有機蔬果，有益健康，同時能幫助復康人士累
積工作經驗，自力謀生。

第8站

（休息站）：澤豐花園

單車徑近澤豐花園設有公廁及休憩設施，騎單車者可在此稍作休息，再繼
續前行。

第9站

第10站
終點：和生飯店（麒麟圍）

兆康一帶街坊，必聽過和生飯店的名字。這
間老店已經營超過 30 年，早餐有中式點心與
西式奶茶，中午飯有燒味飯，晚飯有鑊氣小
炒，價錢全是街坊價，故此附近居民和上班
一族常來光顧。



路線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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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生圍原本與南生圍為一整塊漁塘濕地，九十年代初，

政府為改善新界北的防洪工作，解決困擾元朗多年的水

浸問題，就從漁塘之中挖出現在的錦田河道，河的一邊

是南生圍，另一邊就是大生圍，而大生圍依然保存著傳

統的漁塘風情。

大生圍—寧靜仙境

交通工具 路線 下車站

小巴    •36 元朗福康街↹大生圍 大生圍村公所 ( 總站 )

交通資訊：

難度：★★



大生圍村

村內依然保留著很多舊時代的寮屋，寮屋簡
陋，村民生活簡樸。於村內不難發現村民用
衣架吊起的一個個篩簊，這是村民用作生晒
咸魚。不少村民亦會在屋前的空地種上食用
蔬菜，實踐自給自足。村內一片寧靜，與市
區的喧鬧情況反差甚大，在大生圍村完全可
以感受到珍貴的漁鄉風情。

第1站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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漁塘

雖然農業及漁業在香港已是夕陽工業，但在新界西北的元朗、
錦田一帶依然可以找到農場及漁塘，當中大生圍的漁塘知名度
最高。大生圍有數個漁塘，漁民為方便打理漁塘，一般會在漁
塘上建屋居住；為善用土地，部份漁民更會在漁塘旁種植。另
外，漁塘由於鄰近米埔濕地，所以不時會看見多種珍貴候鳥在
附近覓食，加上此地風景怡人，所以假日吸引不少雀鳥愛好者
及攝影發燒友前來拍攝。

第2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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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生圍—候鳥天堂路線十
難度：★★

在熙來攘往的元朗區附近，有

一片令人心曠神怡的綠洲 ─ 

南生圍。這裡被錦田河及山貝

河包圍著，景色迷人，不僅是

觀鳥和野餐的好去處，還是攝

影寫真及電影電視的取景勝

地。充滿田園氣息的農田、漁

塘、濕地及大片青草地，讓您

享受一趟清新翠綠的旅程。

交通資訊：

交通工具 路線 下車站

九巴 • 76K 上水清河邨↹元朗朗屏邨

紅毛橋

山貝村 ( 再轉乘橫水
渡 )

小巴 • 36 

• 37 

• 38 

• 75 

• 76 

• 611

• 611P 

元朗福康街↹大生圍

元朗福康街↹攸潭尾

元朗福康街↹攸潭尾 ( 西 )

元朗福康街↹落馬洲支線
管制站

元朗福康街↹小磡村

山貝村↹元朗阜財街 ( 循
環線 ) 

山貝村↹元朗廣場

沙埔村路

青
山

公
路

潭
尾

段
新

潭
路

小巴站（紅毛橋）
綠色小巴36，37，38，75，76

巴士站（紅毛橋）
九巴 76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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漁塘

從南生圍路開始步行 15-20 分鐘，可見一大片
清澈的魚塘。有時還可觀賞到侯鳥連群結隊，
展翅高飛，翱翔天空的景象，觀鳥與攝影愛好
者定不能錯過。除此以外，還有機會碰見擁有
雪白羽毛的白鷺低頭尋覓水中魚兒，令人能近
距離一睹白鷺的風釆。

魚塘可用作養殖魚類、具生態價值，相鄰的魚
塘則會形成大片濕池，供水鳥及不同野生動物
棲息。而魚塘的水在捕魚及清理後排走，塘府
的小魚和無脊椎動物成為鳥群的盛宴，吸引鳥
兒到此處覓食。這大片魚塘有助穩定氣候，暴
雨時更有蓄水緩洪之效。

第1站

紅樹林

一直向前走，便會看見一片紅樹林。我們可以
站在石頭上遠眺對岸，陣陣涼風帶著一絲清新
的氣息吹過，令人頓時壓力全消，達到心曠神
怡之效。而濕地的淤泥上更有生機勃勃的招潮
蟹和彈塗魚，配上背後一大片翠綠茂盛的樹林，
更能欣賞大自然之美。

在山貝河河岸及錦田新河道的紅樹品種有秋茄樹、桐花樹及老鼠簕，生長於河
口和受潮汐影響的河道下游，有助孕育生態及加固河岸，極具保育價值。只要
細心觀察紅樹葉上的泥土痕跡，便可大概看出潮漲時的水位。它們外形獨特，
有掛在樹枝上的筆狀胚軸，是已經萌芽的種子，容易在潮水漲退的泥岸落地生
長。

第2站

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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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草坪

然後不斷前進便能看見一望無際的大草原，綠油油的
樹木給人一種愜意的感覺，高低不同的樹木給人一種
到森林冒險的刺激之感。有不少人相約一眾好友到此
處玩電動飛機，這不但可發展興趣，更能增加彼此的
友誼，還有很多人帶狗隻來散步，充滿歡樂。再者，
這是一家人共聚天倫的好去處。我們看見有不少家庭
去野餐，一來遠離繁囂，二來可感受自然清爽的氣
息，這個草坪就好像世外桃源一樣，給人提供休憩的
地方。

赤桉樹徑

穿過大草坪，甫入眼的是一條看似平平無奇的
小徑，但配上兩旁的大樹，漫步走過，便好像
置身於唯美浪漫的愛情片當中，吸引不少年輕
男女到此地留下腳印，見證愛情，彼此許下諾
言，順便放鬆身心。加上古舊的小木橋，使這
裡成為南生圍的攝影取景好去處。有不少人選
擇在這裡拍攝婚紗照，為邁進新階段添上美好
的開始，留下一生中難忘的回憶；亦有人和知
己兩人在此拍下青春美照，過過當模特兒的癮。

橫水渡

這是南生圍的一個特色傳統文化，亦是很多
遊客慕名而來的原因之一。橫水渡是香港現
存唯一以人手拉動的橫水渡：由船夫撐著的
小木艇，來往山貝河兩岸。雖來往河岸只需
短短一、兩分鐘，可是船伕依然與我們說笑
幾句，使我們體驗到石屎森林背後的一點人
情味，令這次的郊外一日遊值得再三回味。

第5站

第3站

第4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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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線十一

難度：★★★

牛潭尾 / 攸潭美村位於元朗新田東南部的低窪地帶，

是一條非原居民村落。而牛潭尾 / 攸潭美村是一條一

地兩名稱，兩名同用的村落。村內老村民都說先有牛

潭尾，而攸潭美的起源來自部份村民覺得牛及尾字土

氣，而改稱攸及美字，最後變成攸潭美村及牛潭尾村

兩個新舊名，但部份村民堅持使用舊名，令新名不能

取締舊名，最後出現一村兩名的特色。牛潭尾 / 攸潭

美居民保留著農業，漁業的特色。部份居民仍然使用

木柴生火煮食，非常有鄉村風味。

交通工具 路線 下車站

小巴    •37
       
           •38

元朗福康街 ↹ 大生圍

元朗福康街 ↹ 攸潭尾 ( 西 )

攸潭尾村公所

攸潭尾西

交通資訊：

牛潭尾—鄉村風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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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興農場

新興農場成立於 50 年代，位於攸潭美村
南區。

農場致力推展香港本土耕種，為香港本土
耕種工作盡一分力，傳達人與大自然和諧
共存的信念，保護自然環境，延續地球的
生命力，帶出生態平衡發展以及香港可持
續發展的重要性。農場種植了多種果樹及
農作物，農場負責人非常好客，如果自備
環保袋去參觀，可能會有意外驚喜。農場
開放時間為星期日上午 10 點至下午 5 時，
免費入場，有 15 分鐘免費導賞服務提供
預約，介紹種植新界菜的故事。

第1站

信芯園農場

信芯園主要種植觀賞花為主，但近年負責
人開始種植香港白米，以及提供導賞。因
2015 年田地進行休耕，所以只有雜草，
但休閒地欣賞雜草也不失為放鬆心情的一
個選擇。開放時間由信芯園負責人決定，
主要為星期六或日。

第2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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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站 姚聖母廟

姚大聖母俗名姚蘭薇，
廣東潮陽人，死時只得
十七歲，為一鶴佬女神。
相傳明弘治年間，有盜
賊李志祥等擾亂潮陽一
帶，盜賊在搶劫民眾時
見姚蘭薇貌美，便想污
辱她，但她寧死不屈，
更跳崖自殺以保貞潔，
其後她的屍首漂流到博羅，被漁夫撈起就地安葬。
事後朝廷感其貞烈，便誥封她為烈女，後來村民在
她埋骨處，建了一座烈女宮祭祀。香港只有三間姚
聖母廟，荃灣芙蓉山、蓮花山各建有烈女宮，和牛
潭尾這間。攸潭美的姚聖母廟以單門出入，小巧精
美，廟前樹蔭可作歇息。廟宇全年開放，每逢農曆
十月十六日會有賀誕。

攸潭美小學

攸潭美小學是一間鄉村小學，於
1931 年由村民及政府創校，但隨農
村衰落而在 2006 年被殺校，學校暫
時沒有開放，大家只能在外圍欣賞
這一間小學。

第4站



綠色旅遊是廣義的生態旅遊，包括了在旅遊中欣賞和學習生態、文化、地
質等方面的知識。理想中的綠色旅遊，一方面尊重當地的自然環境與原住
民，另一方面能促進參加者的環境保護和文化保育意識，甚至在部分情況
能以旅遊收益用於當地作可持續發展。

香港是個極適合作綠色旅遊的地方：我們的城市有百份之 40 以上的地區是
郊外，有 24 個郊野公園、4 個海岸公園、8 個景區的世界地質公園、有環
湖徑的 17 個水塘、4 條長途遠足徑等等。此外還有在郊野公園以外，世界
知名的觀鳥勝地米埔，再加上在郊野公園之外的天水圍濕地公園、元朗南
生圍濕地、觀蝶勝地大埔鳳園、適合觀賞蜻蜓的大埔沙螺洞、觀賞白海豚
的屯門龍鼓灘等，環境十分適合綠色旅遊。

香港除了有 3000 多種維管束植物、500 多種鳥類、200 多種蝴蝶、和 100
多種蜻蜓外，文化資源也十分豐富：500 至 700 多年歷史的屏山文物徑、
粉嶺的龍躍頭文物徑、中上環與灣仔豐富的古蹟、以至廟街和九龍城寨保
留下來的傳統生活、加上多處軍事古蹟、102 間天后廟和多處的漁村，在
香港推進行綠色旅遊，可說是怎樣也玩不完呢！

香港生態旅遊專業培訓中心
導師胡兆基

綠色旅遊

綠色小知識文章 1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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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色會讓人想起生機勃勃。人與萬物一樣，從自然而生，亦依靠自然得到
飽食暖衣，故想想衣食的製作過程中，有沒有破壞自然生態，污染環境，
也可讓我們持續和自然共存。

環保標籤

有言：「君子愛財，取之有道」。商人生產商品應盡其所能，讓生產過程
不毒害生態。大家在購物時不妨加以考慮，若商品有損健康、包裝華而不
實，又或生產時耗用大量資源、虐待動物、剝削工人、獵殺稀有物種，請
勿購買。

如何知道商品是否環保 ? 很多地方設立了環保標籤認證 (Ecolabel)，需經
專家核實，大家不妨加以留意啊 !

綠色消費基本法

除了購物時留意有否「環保標籤」外，使用產品或棄置產品時，也可參考
「綠色消費基本法」，又稱「3E3R」：

1. 簡約生產，簡約包裝 (Economic)：商品以包裝簡約為佳，若生產時能節
省能源更好。

2. 愛護生態 (Ecological)：商品生產時，不破壞自然。

3. 平等（Equitable)：商品取材及銷售時，善待生產工人或農夫，更不會
獵捕動物取材或以動物作實驗測試。

4. 回收再造 (Recycle）：商品材料能回收再造便是佳品！市民丟棄商品時，
應將不同物料分開回收。

5. 重複使用 (Reuse)：盡量減少購買即用即棄產品。

6. 應買則買 (Reduce)：分清楚購物是需要或想要，不要為一時興起而購買
無用之物。

真正的綠色消費

不鼓勵大家為面子為虛榮而購買環保產品，
真正的綠色消費是從心出發，減輕物慾，提
倡簡單生活。不止應用購買日常物品，亦可
應用於吃喝玩樂或遊山玩水中。

綠色小知識文章2

綠色消費購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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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蝶好去處

屯門西南，青山南面，有一座山谷，名叫小冷水。這處本是垃圾堆填區，
堆填區關閉後，政府於其表面鋪土植林，樹林中不少植物也有花蜜，故引
來數以萬計斑蝶在此採蜜過冬。

若要觀蝶，就要留意天氣季節，請留意以下要點，以免撲空：

1. 若氣溫在攝氏廿二度以上，三十度以下，天氣暖和，較易看到斑蝶。

2. 斑蝶可見於陽光充沛的地方。

3. 在四月至八月，觀蝶最佳時機為上午九時至十一時，以及下午二時至四
時。在十月、十一月，其最佳時機則為上午十時至十一時，及下午二時
至三時。

小冷水為蝴蝶保育區，須憑證進入此地，故觀蝶的最佳地方不在小冷水，
而在旁邊龍鼓灘。在龍鼓灘，除斑蝶外，還可觀看其餘一百多個品種的蝴
蝶。如欲看更多旅遊資料，( 請閱 2.10 旅遊路線七 )。

登山遠足賞百草

屯門市鎮旁，有青山，有龍鼓灘龍門徑，有大欖郊野公園。大欖郊野公園
有屯門徑和麥理浩徑，沿此等行山小徑遠足，可到藍地水塘或大欖涌水塘
一遊。有人說這遍山野土地充滿中藥瑰寶，例如「廿四味」涼茶其中三味：
海金沙、布渣葉、黃牛木也可在此尋獲。( 另見 2.10 旅遊路線七 )

屯門生態常識

綠色小知識文章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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圍村風俗略說：圍牆與宗祠

屯門部份鄉村以陶姓最多，陶氏族人在宋末從廣西遷徙到屯門，當時只有樸
素房子，沒有圍牆。直到清朝頒下「遷海令」，海邊居民須往內陸遷移。「遷
海令」不但使海邊居民失去家園，盜寇更趁機會佔據海岸土地。後來「遷海
令」撤下，村民回到家園，為保家園及防盜寇，就用麻石和磚頭，建成圍牆
堡壘，圍繞農村，就叫圍村啦！

圍村漸漸發展，建有宗祠，除了供奉祖先，村民還會舉辦喜慶大事、讓孩子讀
書等。每年正月十五最熱鬧，若過去一年添了男丁，父母會來到祠堂點燈，取
「添丁」意思，及將男丁名字記在族譜，再廣邀親戚吃盆菜慶祝，十分熱鬧！

南亞風俗趣談：伊斯蘭教和錫克教

仁愛堂社區中心有不同活動讓外來移民參與，參加者多為印度和巴基斯坦
人，他們很多懂廣東話。你說一句英文「哈囉」，他們或會回應：「早晨！
食咗飯未呀？」。印度人主要說印地語 (Hindi)，巴基斯坦人則說烏都語
(Urdu)。

巴基斯坦人多信奉伊斯蘭教，教徒奉《可蘭經》為禮俗典範，根據《可蘭經》，
教徒應只吃祝聖過的食物，不可喝酒，出街穿著要得體，不可以暴露身體
部分呢！

印度人則多信奉印度教和伊斯蘭教，也有錫克教徒和基督教徒。19 世紀，
不少錫克教徒加入英軍服役，隨英軍到香港定居，加入香港警隊，維持香
港治安呢 ! 根據錫克聖典規範，教徒不可以喝酒和剪頭髮，更會帶備匕首自
衛，是非常獨特的習俗啊！

小結

每種風俗習慣背後，有着獨特的文化底蘊。只要大家互相尊重，就能和睦
相處。大家遊覽時，不妨多觀察不同人士的生活習慣，擴闊眼光看世界，
領悟人類和平共處的道理吧 !

綠色小知識文章4

屯門文化常識—圍村風俗與南亞風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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