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資深生態導師】沿途講解香港生態概況，令您進一步認識香港 

 團費已包領隊服務費 

於塔門品嚐生猛海鮮餐，更可購買海味、土特產 

已包十萬元平安保險及 2019 冠狀病毒病保障的本地旅遊保險④。 
 
 
 
 
 
 

印洲塘‧地質公園‧塔門島嶼

遊 
 

【荔枝窩百年圍村‧唯一魚藤林‧鴨洲‧鬼手岩‧塔門大草坪】 
9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逢三、六、日出發 

生態導師 

香港一天遊。綠色生態遊系列 

 

【獨立包船・舒適空間】，安心暢遊「香港小桂林」印洲塘 

三百多年歷史客家老圍村，認識古人風水智慧，漫步百年靈氣風水林 

CHK1A 

 

全包行程 

獨立包船 

更多保障 

 

荔枝窩古村 

塔門海鮮餐 

地質公園 穿越 4 億 2 千萬年前的土地，細看認識世界地質公園沉積岩園區 

歡迎各機構、學校、團體或私人包團 



   

 

   

  
CHK1A：9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生效 

位於船灣郊野公園的東北岸，於 1996 年 7 月成立，其
水域總面積約 680 公頃，漁業資源豐富。此處的兩個重
要生態環境：紅樹林及海草床，是仔稚魚及其他海洋生
物幼體的孕育場。想了解更多有關印洲塘海岸公園的生
態，一於親身前往親親自然。 
香港地質公園於 2009 年成為中國國家地質公園，並在
2011 年獲接納加入世界地質公園網絡，2015 年則更名
為「香港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地質公園」。擁有變化多
端的地質地貌，以及極高的地質多樣性。地質歷史早至
4.2 億年前的泥盆紀時代。 

印洲塘海岸公園 
世界地質公園「沉積岩園區」 

塔門是少數本地一個寧靜而又原始的地方，塔門有無敵
海景、大草地、奇形岩石、漁村、歷史建築，及一大羣牛
牛。你可以到塔門露營睇日出，亦可於塔門大草地野餐
放風箏，或到漁村歎彈牙魚蛋。塔門到處都是漁民小屋、
小艇、曬魚乾等畫面，讓你感受一下純樸的漁村風情。 

塔門「草原小島」 

三百年古村落 荔枝窩 
新界東北部一條至少有三百多年歷史的客家
圍村。因為村民篤信「風水」，生態環境得
到良好保護。村屋以三縱九橫的形式排列，
進門後左是浴室，右邊是爐灶。客家人認為
水旺財，火旺丁，遂以這樣的家居佈局寄託
丁財兩旺的願望。 

白花魚藤林 
荔枝窩海岸的白花魚藤林是香港唯一的魚藤
林。這種藤蔓植物可長至成人腰部大小，藤蔓
穿插在巨大的樟樹和銀葉樹之間，仿如飛龍或
巨蟒，堪稱香港自然生態奇觀。 

180 度無敵大海景 塔門草地 具特殊科學價值地點 親親大自然 
荔枝窩的紅樹林面積雖然不大，卻可以在此找
到香港所有真紅樹物種。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
擁有板狀根的銀葉樹，其巨大的三角形根部有
助植株在鬆軟的泥灘上固定生長。留意紅樹林
裡的動靜，不時會發現色彩斑斕的招潮蟹和活
蹦亂跳的彈塗魚。 

走到上觀景台，眼前是 180 度無敵大海景，海
天一色，這裹亦是一個放風箏的好地方。 
附近亦有很多牛牛在綠草如茵的大草坪上不
斷吃草，只要不驚動牠們，絕對是拍照打卡的
好背景。 

香港唯一 

資料來源：www.geopark.gov.hk 



   

 

   

   

  

備註 
牌照號碼:350217 CHK1A(SEP)-ITX2021 製表日期: 13 AUG 2021 

時間只供参考， 
以當日安排為準  

馬料水碼頭或 3 號梯台集合(按領隊出發前一天通知為準)  ~ 登船 

09:30 登船出發  船遊世界地質公園沉積岩園區 香港最早出現於約 4 億 2 千萬年前的泥盤紀時代，當時魚類

稱霸地球，恐龍還未出現 ~ 沿途欣賞吐露港及赤門海峽迷人風光（馬屎洲 ~ 船灣淡水湖 ~ 三杯酒 ~    

八仙嶺 ~ 鬼手岩 ~ 紅石門 ~ 印洲塘） ~ 荔枝窩 

荔枝窩  登岸 

10:45 
參觀荔枝窩 350 年客家老圍村 祖籍為河南開封，約 1670 年建村現址 ~ 百年風水林 香港大部份原生

林於 1941~45 年因戰亂而消失，故過百年的原生樹林極為珍貴 ~ 香港唯一魚藤林 極其粗壯壯觀的百花魚藤在香

港僅在此能見到 ~ 銀葉樹紅樹林 紅樹林是濕地生態的一個指標，為生物指供各種生存所需 ~  
SSSI 濕地 1979 年被列為具特殊科學價值地點，因為該處特殊地理生態令該地擁極高生物多樣性 

登船 ~ 鴨洲(途經近距離觀望) ~ 塔門(草原小島)  登岸  

11:45 

塔門品嚐《生猛海鮮餐》 
塔門是個古老漁村，面積 1.69 平方公里。除了最為人認識的海景大草地，你可圍繞塔門島行一圈，感受純樸的漁村風情。 

塔門古稱佛塔門， 是惠潮與廣州府海路交通的一個中途補給站。島上漁民高峰時有二千人居住，後來大部分居民遷到市區謀生。

現時有部分不遷的居民于島上開設士多或餐廳，招待假日來島上的旅客。島上名勝亦多，如天后古廟、呂字疊石、大草坪等。 

登船回程 ~ 沿途欣賞吐露港及赤門海峽迷人風光 
16:00 

14:15 

馬料水碼頭解散 18:00 

塔門海傍街 ~ 天后古廟 ~ 山頂觀海亭及大草坪 ~ 疊石 ~ 漁民新村及榕樹村 

天后古廟至今已有 400 多年歷史，廟頂的百年陶瓷工藝更是不容錯過的藝術傑作。 

山頂觀海亭坐擁 180 度超級無敵大海景。 

疊石呈「呂」字，因而名「呂字疊石」。疊石約高 6 米，由兩塊大石相疊而成。 

途經：印洲塘 ~ 直門 ~ 娥眉洲 ~ 往灣洲 ~ 黃竹角咀 ~ 鬼手岩 ~ 荔枝莊 ~ 企嶺下海 

歡迎各機構、學校、團體或私人包團 

只會留低足跡 

帶走只有回憶 

不留低任何垃圾 

大自然裡不帶走不破壞 

1) 只限香港人仕參加，報名須提供香港身份證登記，及提供聯絡電話。 
2) 報名時必須繳付全費。18 歲以下報名人仕，必須與父或母或監護人同行。 

3) 6 星期以下嬰兒及 85 歲以上人士不接受報名，敬希垂注。 
4) 本社提供每名最高港幣 10 萬元平安保險(70 歲以上人士保障額最高港幣 5 萬元)及

5000 元 2019 冠狀病毒病保障的本地旅遊保險，包本地住院及醫療開支。 

5) **溫馨提示︰出發當日請準備電子版/紙本針紙，並需於手機安裝<安心出行>APP，

於行程景點中需要掃 CODE。如未能符合要求，則不能出發，並不會退款** 

6) 出發當天請攜同收據，於指定時間及地點集合(以領隊出發前一天通知為準)，請提早
15 分鐘到達，逾時不候，敬請見諒。 

7) 如遇發燒，將被拒絕登車及參與行程，並不作退款，敬希垂注。 

8) 如因天氣、交通情況惡劣或非本社所能控制情況下，在全體安全考慮下， 
領隊有權隨時更改或取消部份行程。參加者不得藉故要求退款或減收費用。  

9) 如出發當日於集合時間前 2小時或天文台預報未來 2 小時內懸掛三號或以上颱風訊

號、黑色暴雨警告或，團隊將會取消(最終由領隊通知為準)。 
如旅途中天文台懸掛三號或以上颱風訊號、黑色暴雨警告，基於安全考慮，行程或
會取消並酌情退款(需扣除實際交通、餐廳、景點之費用後，再作公布)。 

10) 以上交通時間以單程點對點及正常情況作預計，交通時間及在留時間只供參考。 
11) 活動程序及時間僅供參考，實際以當日工作人員安排為準，如有任何調動恕不另行

通知。 

12) 旅遊車或客船只負責點對點的接送，每次上落車/船時，請帶齊個人物品， 
如有遺失，本社概不負責，敬請留意。 

13) 餐廳及膳食菜色偶會因應食材之供應或當地節慶而有所更改，恕不另行通知 

如遇個別餐廳休息，將另行安排同類型餐廳。 
菜單僅供參考，菜式以當天餐廳供應為準，敬請留意。 
如餐食未能滿足閣下的要求，將會以素餐代替，敬請留意。 

如旅途上需要安排素食，請在報名時提出，如未能安排，不得籍此退出。 
14) 如在旅程中沒有依照工作人員指引而發生任何意外或導致財物損失， 

本社概不負責。 

15) 行程上的所有圖片及文字描述只供參考，一切以當地實物/實況為準，敬請注意。 
16) 景點觀賞情況或會因天氣及環境而有所差異，如未能滿足客人期望，敬請見諒。 
17) 請按個人情況，帶備足夠食水、乾糧、個人藥物、防曬用品、防蚊裝備及身穿適當

衣服。 
18) 去程如因潮汐影響而未能途經紅石門，將改為途經直門。 

塔門生猛海鮮餐○13  
 

白灼海生蝦 

塔門鹽水雞 

清蒸海上鮮 

香炸墨魚丸 

清香紫菜湯 

郊外靚油菜 

絲苖白飯 

CHK1A：9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生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