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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辦機構： 資助：

荔枝窩自然管理協議 2017-2019 

Management Agreement Scheme at Lai Chi Wo Enclave 2017-2019 

香港鄉郊基金 The Hong Kong Countryside Foundation 

長春社 The Conservancy Association 

 

荔枝窩坐落於新界東北海岸的一角，被船灣郊野公園、荔枝窩特別地區及印洲塘海岸公園環繞，

也是香港世界地質公園的一部分。荔枝窩這個小小的鄉郊地帶，其實擁有著很多不同種類的的生

境，包括風水林、淡水溪流、村落、農地、紅樹林、泥灘及沼澤。如此多樣化的自然環境養育著

大量郊野生命。 

此外，荔枝窩有條三百多年歷史的村莊。雖然由 1970 年代起隨著村民的遷離開始凋零，但村的

外貌和文化傳統一直保持良好。及至近年隨著公眾對鄉郊生活的關注提升，荔枝窩於 2013 年也

開展了社區和農耕的活化計劃。 

第一期的計劃完結後，2017 年 10 月長春社與香港鄉郊基金合作的「荔枝窩自然管理協議計劃」

正式展開。這個兩年的管理計劃將延續和加強農地和自然生物的管理，以達至農耕和鄉郊生活能

與自然和諧並存。除了自然環境有所裨益，本計劃亦有利於本土社區經濟、鄉村景觀，更提供機

會讓當地社區及公眾參與其中。由此，使荔枝窩的自然環境與傳統農村生活達致永續。 

 

更多資料：http://www.cahk.org.hk/show_works.php?type=uid&u=53  

Facebook：荔枝窩自然管理協議 Management Agreement Scheme at Lai Chi Wo Enclave   

http://www.cahk.org.hk/show_works.php?type=uid&u=53
http://www.cahk.org.hk/show_works.php?type=uid&u=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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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辦機構： 資助：

荔枝窩生態旅遊 

活動性質 生態旅遊  深度遊 生態旅遊  精華遊 

*只限星期日或公眾假期 

內容 荔枝窩村農耕歷史及文化簡介 [1小時] 

荔枝窩生態導賞 [2 小時] 

船上地質導賞 [1小時] 

荔枝窩自然管理協議簡介 [30 分鐘] 

荔枝窩村農耕歷史及文化簡介 [30 分鐘] 

荔枝窩生態導賞 [2 小時] 

荔枝窩自然管理協議簡介 [30 分鐘] 

時間 0930-1730 [8 小時] 1030-1500 [4.5小時] 

集合及 

解散地點 

馬料水碼頭 3 號梯台 荔枝窩村 東門 

活動地點 荔枝窩 荔枝窩 

活動名額 20 或 50 人(包括職員、成人及小孩) 20 或 50 人(包括職員、成人及小孩) 

年齡 3 – 65 歲 3 – 65 歲 

費用 每團 (50 人) 港幣 31,500元 

每團 (20 人) 港幣 16,500元 

包括當天活動、導師費用、船費及保險；

不包括午餐 

每團 (50 人)  港幣 16,500元 

每團 (20 人) 港幣 5,000元 

包括當天活動、導師費用及保險；不包括

船費及午餐 

「農、村、野、人」 - 自然農務體驗活動 

活動性質 一日  農、村、野、人 半日  農、村、野、人 

*只限星期日或公眾假期 

內容 荔枝窩村農耕歷史及文化簡介 [1小時] 

自然農務體驗 [2小時] 

船上地質導賞 [1小時] 

荔枝窩自然管理協議簡介 [30 分鐘] 

荔枝窩村農耕歷史及文化簡介 [30 分鐘] 

自然農務體驗 [2小時] 

荔枝窩自然管理協議簡介 [30 分鐘] 

時間 0930-1730 [8 小時] 1030-1500 [4.5小時] 

集合及 

解散地點 

馬料水碼頭 3 號梯台 荔枝窩村 東門 

活動地點 荔枝窩 荔枝窩 

活動名額 20 或 50 人(包括職員、成人及小孩) 20 或 50 人(包括職員、成人及小孩) 

年齡 3 – 65 歲 3 – 65 歲 

費用 每團 (50 人) 港幣 34,000元 

每團 (20 人) 港幣 17,500元 

包括當天活動、導師費用、船費及保險；

不包括午餐 

每團 (50 人) 港幣 19,000元 

每團 (20 人) 港幣 6,000元 

包括當天活動、導師費用及保險；不包括

船費及午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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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辦機構： 資助：

活動流程 [8 小時活動]： 

時間 生態旅遊  深度遊 一日  農、村、野、人 

0930 馬料水 3號梯台集合 

0930-1100 

- 坐船前往荔枝窩，途經香港地質公園範圍，包括吐露港、黃竹角咀及印洲塘。

我們將提供簡短沿途船上地質導賞，分享地質小知識及趣味小故事。 

- 荔枝窩自然管理協議簡介 

1100-1200 荔枝窩村農耕歷史及文化簡介– 導賞員帶領參加者遊走荔枝窩村及農田 

1200-1300 午餐 

1300-1515 

- 荔枝窩生態導賞 – 導賞員帶領參加者

遊走風水林、河、白花魚藤及紅樹

林，並沿途分享生態小知識及趣味小

故事。全程約 2小時，包括步行及講

解時間。大部份路段為石屎步道，平

坦易行。中途有休息點，適合小孩及

長者參與。 

- 農務小教室  – 由在地農夫簡介自然

農耕及教授農務方法 

- 自然農耕體驗，(插秧、耘田、除

草、農作物種植或收割，視乎季節及

田務需要) 

1515-1545 自由活動 

1545-1730  坐船回馬料水碼頭 

1730 馬料水碼頭解散 

活動流程 [4.5 小時活動]： 

時間 生態旅遊  精華遊 半日  農、村、野、人 

1030 荔枝窩村 東門集合 

1030-1130 荔枝窩村農耕歷史及文化簡介– 導賞員帶領參加者遊走荔枝窩村及農田 

1130-1230 午餐 (自行安排) 

1230-1500 

- 荔枝窩生態導賞 – 導賞員帶領參加者

遊走風水林、河、白花魚藤及紅樹

林，並沿途分享生態小知識及趣味小

故事。全程約 2小時，包括步行及講

解時間。大部份路段為石屎步道，平

坦易行。中途有休息點，適合小孩及

長者參與。 

- 農務小教室  – 由在地農夫簡介自然

農耕及教授農務方法 

- 自然農耕體驗，(插秧、耘田、除

草、農作物種植或收割，視乎季節及

田務需要) 

1500 荔枝窩村 東門解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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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辦機構： 資助：

 

 

  

荔枝窩生態導賞 

船上地導賞 

紅樹林 

荔枝窩村及農地 

 

河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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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辦機構： 資助：

  

農、村、野、人 - 自然農耕體驗 

插秧 

水稻收割 

耘田 

涼粉草移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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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辦機構： 資助：

集合及解散地點： 

1. 馬料水碼頭 3 號梯台 

 
圖片來源：https://goo.gl/vyX49W 

前往馬料水碼頭三號梯台路線 - 連結： https://goo.gl/tdzK63 

 

2. 荔枝窩村東門 

 

如何前往荔枝窩：http://www.cahk.org.hk/show_works.php?type=uid&u=53#way  

https://goo.gl/tdzK63
http://www.cahk.org.hk/show_works.php?type=uid&u=53#w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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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辦機構： 資助：

注意事項： 

 村中有小食店，但開放時間及日期不定。為減少製造垃圾，請自備餐具、環保購物袋或盒。 

 請自備足夠糧食及飲用水，我們提供有限飲用水予參加者作補給，請參加者自備水樽。 

 荔枝窩村環境清幽樸素，我們希望參加者在了解、欣賞大自然的美景外，同時實踐愛護大自

然和美麗的生物，盡量使用天然、對環境無害的措施及個人用品（例如使用手帕、穿長袖衫

褲防蚊、使用不含化學成份的防曬及防蚊用品），以減少我們對附近郊野公園及海岸公園的

化學污染，實踐綠色生活。減少製造垃圾，分類和回收有用資源。 

 大會已為是次活動購買「一般公眾責任保險」及「團體個人意外保險」。參加者可按需要自

行額外購買意外傷亡及保障財物保險。大會只會按是次活動購買之保險條款辦理保險索償。 

 活動適合 3-65 歲人士報名參與，上述年齡以外之小童及長者，大會保險條款將不會涵蓋，如

需攜同上述人士出席本次活動，請自行評估風險，大會恕不負責。  

 

惡劣天氣安排： 

 活動開始前兩小時懸掛以下訊號，主辦單位將取消當天的活動，並會重新安排活動日期。 

1. 三號或以上颱風信號、或黃色、紅色和黑色暴雨警告 

2. 雷暴警告（影響範圍涉及活動當區） 

3. 天文台預告於未來數小時將有暴雨（影響範圍涉及活動當區） 

 若天氣情況惡劣但不屬於上述三點的情況，請於活動當日致電當日聯絡人（只於活動當天早

上適用）查詢主辦單位之最後決定。  

 活動進行中如出現天氣變化，主辦單位會視乎實際情況，決定是否繼續進行活動。 

 

因活動取消的退款安排： 

 若於活動開始前，大會因天氣問題取消當天活動，主辦單位會重新安排活動日期（將不退回

任何費用）。除卻因以上惡劣天氣導致參加者未能於重新安排的日期參與活動，所有已繳交

的活動費用將一律不會退還，敬請留意。 

 如申請單位未能出席主辦單位重新安排的延期活動，則作活動取消論。主辦單位將收取活動

費用的 30%為行政費用，敬請留意。 

 延期次數(任何情況下)多於 1 次者將不獲發還已收取之活動費用，不包括因惡劣天氣而作出之

延期。 

 若於活動進行期間，大會因天氣問題或其他原因取消活動，所有已繳交之費用將不獲退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