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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每 到天﹁早 九八七六路彌沿三接下 詳十定一
委位報 地明夜點翌 時時時時落勒昂時待層首 商月二九夜
託收名 壇引攀憑晨 卅左正前回山平十行之天 計二零五攀 四
服費參 影隊鳳券三 分右：：觀郊奇五友羅︵ 劃十一一鳳 一
務三加 團落凰﹂時 前：全返景遊趣分報漢星 細、九年凰 回
行百│ 體山﹂到一 ：寶體寶台徑徑：到堂期 節廿年開│
友七今 相返︵齋刻 返蓮行蓮，，經組安，六 ，一十始為
登十年 留寺約堂至 回寺友寺郊於過隊頓設︶ 擬︶一，庸 夜
記元夜 念， 6 進四 宿特到，遊觀廢，。立下 定一月持社 攀
交正攀 ，九時食時 舍別萬六徑景棄遊 ﹁午 活連十續行 鳳
款，鳳 十時36早， 就安佛時接台茶觀 服開 動兩六不友 凰
，歡凰 時食分點以 寢排寶正救轉場昂 務始 秩天、斷每
十迎在 卅早日，附 。大殿：援蹬左坪 行， 序舉十，年
月行寶 分飯出四於 佛地於徑小行附 友在 如行七今一
二友蓮 拜，︶時旅 亮面齋，徑，近 臨寶 下。日年度
十偕寺 辭十。一行 燈層堂昂上東一 時蓮 ：經︵續大
日同一 離時 刻證 。開晚坪叮山帶 辦寺 過農辦型
截親宿 寺撿 廣之 座飯市噹法景 事大 服曆第節
止友三 。拾 場﹁ 談。集石門點 處雄 務己67目
。參餐 行 集凌 會 等。登： ﹂寶 行亥次，

加， 裝 隊晨 。 。原上 ，殿 友年，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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路落轉中行完石落鹿湖路行麥中大 起對集西二
線麥小線，程屎山湖廢左小徑轉浪今 點開合貢零庸
中徑徑組中。路，高村行段二隱灣期注北北起萬一社卅
程一，隨途路，長原，，，段蔽遠路意潭潭行宜九行四
，段出後只線北級︵至跨指，小足線事路路，坳年友回
山起橫行有全潭至全另過示落徑徑：項口完長亭九旅
徑點頭西西段凹引港一雙牌吹，到長│完程走︵月行
大，墩貢灣開漁水只三鹿登筒向吹走 程；組萬月第萬
致出。西亭揚護道有岔石級坳蠄筒組 。中約宜廿87宜
明大原灣退，署，此路澗接，蟝坳行 線 5 路九年蠄
整網路路出但管行處口中鹿登石，西 組時與日第蟝
，仔返，，亦理右稱，段湖上頂反貢 約至西︵34
上路回在要路站方謂蹬，郊石進向西 2 北灣星回
落到馬望認遙出，高上慢遊級發麥灣 時潭路期節
緩北路見真，北引原狹上徑，。徑路 30凹迴日目
順潭，西量後潭水︶窄沙，落之二， 分漁旋︶﹁
。涌回灣力段路道。梯石落西後段直 到護處 9 萬

停萬亭參可，盡在級路山灣原上往 麥署水時宜
車宜前加放巴處另，，於亭路級西 徑管塘30蠄
場坳山。慢士登一到過三。返，灣 一理口分蟝
。亭咀 前站接端達鹿岔前回途亭 段站︶，﹂

九斜三龍西至到續九＾ 中長在定
担上椏井流牛三行担一 線線新二庸
租至村，灣屎椏犁租﹀注組組界零社卅
，下十坳，湖村頭，路意約約烏一行五
烏苗字魚西村，石木線事於於蛟九友回
蛟田路灣流，從廢樁：項 2 5 騰年旅
騰，。，江出廁村後長│時時祠十行
村上選三碼海所，登中 30到心月第遠
不苗行椏頭邊後到上兩 分新路月87訪
上田苗村。，山三犁隊 到娘遊六年西
馬，三碼繼繞路椏三起 新潭樂日第流
路返古頭續石上村古步 娘巴場︵35
，回道。行灘牛十道即 潭士集星回
經早，接石︵屎字，分 巴站合期節
照上苗回灘時湖路過途 士完起日目
鏡木三石，值坳口登。 站程行︶﹁
潭樁石屎龍水，往吊長 完。， 9 遠
水分澗路井退迂左燈線 程 時訪
源岔出，仔︶迴邊籠組 。 30西
小路口重，，山行路前 分流
徑口。回大至徑，口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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額只︵特＾ 回 往＾＾嶇站長浮一往路落
續辦運約四 程 烏三二外完線沙段新途至
由去動專﹀ ： 蛟﹀﹀，程組石船娘遙新
服程場車參 九 騰交自後。尾路灣潭遠娘
務車道│考 巴 集通備段全段往淡段漫潭
行費口在地 275R 合參充輕程，石水，長燒
友 25︶旺圖 線 地考足鬆初照水湖可，烤
代元登角： 往 點：糧，段鏡澗郊以宜場
領，車洗新 大 。專水但登潭，遊放量，
，乘，衣界 埔 線。亦馬水下徑慢力過
額車 8 街東 墟 小 要頭源往，步參馬
滿券時200北 火 巴 量峰，九登伐加路
提於30號及 車 第 力及新担馬。全往
前旅分界中 站 20R 參下娘租頭中程新
止行開限部 ， 號 加往潭，峰線。浪
截途往街郊 尾 由 。石燒出，組而潭
。中集室區 班 大 水烤烏至分在巴

發合內地 車 埔 澗場蛟赤途上士
售地運圖 開 墟 山，騰馬後下站
，點動。 6:45 站 路巴，頭，苗完
餘；場 出 開 崎士如，登田程

完登 在定
程山 沙二庸
。組 田零社卅
中 約大一行六
線 4 水九友回
組 時坑年旅
約到富十行
2 馬安月第阿
時鞍花十 87公
30 山園三年大
分耀亞日第炮
到安公︵ 36
恆邨角星回
康對街期節
街開花日目
巴恆園︶﹁
士康， 9 阿
站街集時公
完巴合 15 大
程士起分炮
。站行，﹂



縮水遠 38亮順北 山登植擴俯 11過 堵四僅登雨銀白
減塘眺分相朗望 徑峰物建瞰時橋 塞洞存臨後鑛銀
大極港造，路大 東口。郊梅10， ，口逾海水灣鄉
水美島465圓連小 北， 35野窩分窩 緬，百拔流瀑門
坑。白米渾接磨 走四分公﹁160田 懷正年 50氣布留
梅一晝主巨大刀 向行180園望米村 洞副之米勢花影
窩時強峰石小海 ，友米遊新望緩 穴洞人另盛園，
程廿光，巧蠔岸 乾縮亞人渡渡步 遺 04工一，，出
，分反山奪，公 爽程婆熙輪坳北 跡年開重行中口
與落射頂天氣園 清往塱攘﹂避上 ，離鑿點友式接
中山奇西工象， 勁白離，。雨， 注島礦，透涼香
線急景北；萬港 北望奧賞續亭奧 目區洞探心亭港
乘降；東拐千珠 風東運野上回運 地議，首涼憩奧
兩千腳南彎。澳 ，涌徑牡黃氣徑 面會出主，息運
點五下兩仰 12大 未，，丹公，介 一關產題輪；徑
半呎璧觀望時橋 覺23右、田左紹 八閉白銀流細，
船到如景神 13香 特軍接崗，側運 六，銀鑛拍賞 45
返愉臺台肖分港開 別烈第棯北測動岔 二兩之洞照上分文
中景高大跳仙口揚 吃日二等大量項口 年洞地，熱瀑奕武
環廣場休板桃岸山 力上主灌嶼標目轉 份山；本潮下園廟
。場、，石石，坳 。山題木山石，右 。泥原港。瀑北前

站灣語徑 鐘前前鳳除
入，，下 ，往往凰了
商海只往 涼東梅，當
場傍往大 亭灣窩才年
，小教水 樹頭，往仍
往徑堂坑 蔭，合梅未
碼復門熙 下小照窩有
頭修口篤 大休後碼大
乘中拍會 休後分頭嶼
二，照神 ，登途開山
時轉。樂 飽千，始北
卅折再院 覽級中行公
分到沿， 坪石線程路
渡愉路聖 洲級組。前
輪景至地 ，上沿早，
往灣分莊 大山沙上只
中道岔嚴 水頂灘碼有
環，路，沿 坑，東頭每依
完經往輕石 風耗灣傍年稀
程巴稔聲屎 光時頭集夜記
。士樹勿小 。句路眾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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脊明38離本長梅 十銀銀十具梅費 新少有星乾警秋
飾朝分廟名線窩 月河鑛時新窩貴 渡數利期燥告季
陶萬訪左﹁ 27市 初花灣麗意熟， 輪，遠五；，第
瓷曆白轉洪人政 兩園觀日西食過 中行足六偏持二
二年銀梅熙走大 期報景鳴流市半 環友，日北續週
龍間鄉窩﹂離廈 專告台哨崗場數 六分 98三強近遠
爭四文鄉漁島四 車，左，好前長 號途年天風 86足
珠百武事民自旗 ，秋轉翻風休者 碼水港總晨小，
；載廟會篤然偕 魏季銀新光憩級 頭陸鐵日五時起
正史，路信歷眾 錦旅鑛海，公行 ，兩東照時，步
門，梅，的史大 明行廣濱 11園友 八路涌卅半是前
側一窩過海徑合 服分場長月八八 至來綫三強日兩
畫九最新神梅照 務編，廊夜點達 九集通點烈平天
堯六古龍，窩， 行長銀出攀半通 高，車三季均發
舜零老圍賞段 24 友中石發鳳派兩 速嶼後小候相出
與年廟、雌，分 辦線街，凰資元 普巴，時風對紅
岳重宇稔雄經兩 理，康過詳訊交 通 3M梅。信濕色
飛修，埔石洪組蓮 乘九文橋細，通假 三東窩秋號度火秋
故，始村獅聖分花 車月署跨內蠄優期 班涌起高生40%災分
事廟建等子古途山 券尾梅銀容蟝惠車 船站步氣效非危前
。頂於，。廟，下 。及窩河。石。船 。開屬爽；常險夕

　

19 17 12 年 服 行
郭第 9 2 5 月嶼 郭廖葉蘇黃務黎吳羅阮黃崔馬簡劉劉楊友
錦 80 22 26 13 日東 錦敬漢麗志行植錦能 燕潔 家家錦題
波及銀嶼登旅老 波棠秋冰強友華堅興年倫儀琴耀雁華成名
、 87 鑛東老行虎 ︵ ︵
廖屆虎長虎回頭 鄭羅李高魏中黎葉陳阮黃陳張黃黃梁羅長
敬連頭走頭目登 永佩玖麗錦線漢國烈如耀麗娜富萬滿約線
棠登 一一行峰 傑珍洪珍明組強基容禎良琼姬強里堂翰組
、465八零四友造 ︶ ︶
葉米二四四服極 張阮潘梁關張鄭葉陳李盧歐石劉沈梁周馬
炳主 27 34 42 務旅 國薇 慧永子鵬佩振宗瑞桂帶錫德 潔顯
基峰孫孫勞先行 有笑漢玲華華輝月雄生蓮嬋群坤華江雯邦
、：若若慧 榜 ︵ ︵
吳張瑟瑟儀導︱ 吳黃長吳勞夏 郭沈潘郭蔡林王中袁趙曾
偉佐 二 偉新線福慧國 27文志毅麗鳳少文線偉美永
文萍廖郭葉殿零 文福組堂儀森服森昇昌碧英琼健組成鳳賢
、、敬錦秀後一 ︶ 務 ︶
孫劉棠波蓮登零 葉馮孫張葉程大何王潘郭蔡林黎鄭陶凌張
若家 23 38 67 頂年 炳嘉若金秀友簿蘭燕 麗偉燕富安湛冠佐
瑟雁 濕代 基聲瑟容蓮祥題芳雲輝芝明瓊滿寧光華萍
。、 40 79 82 度： 名

◇◎

◎



先 導 殿 後
78 羅漢鳳凰 10 1 17 176 (44) 孫若瑟 簡  耀 64-85% (77%) 00:00-06:00 勇攀羅漢塔鳳凰峰

78 東北環訪 10 3 28 147 (38) 梁敬文 黃  景 46-81% (66%) 00:00-24:00 京士柏日照十小時

78 鹿湖高原 10 10 31 184 (42) 孫若瑟 魏錦明 45-69% (55%) 00:00-24:00 萬里無雲僅4%雲量

78 攀茶壺咀 10 12 5 117 (32) 梁敬文 葉炳基 57-84% (70%) 00:00-06:00 十二載重臨茶壺咀

79 龍脊登遊 10 12 26 141 (35) 程偉明 吳福堂 33-75% (47%) 06:30-24:00 霜凍強風四項警告

79 登九龍嶺 11 1 9 172 (43) 梁敬文 簡  耀 46-65% (56%) 06:00-24:00 飛鵝嶺九龍最高峰

79 屏風龜嶺 11 1 16 135 (41) 孫若瑟 黃  景 50-70% (58%) 00:00-22:45 屏龜四項天氣警告

79 慈雲美孚 11 1 30 142 (36) 胡德光 周雄光 44-59% (52%) 00:00-24:00 歲晚慈美寒冷乾燥

79 雷打石屋 11 3 27 166 (39) 孫若瑟 羅佩珍 60-81% (70%) 00:00-01:45 北潭涌悼何本常務

79 鞍礦金鐘 11 4 24 128 (25) 孫若瑟 魏錦明 33-77% (50%) 06:00-23:15 復活節訪馬鞍礦場

79 八仙賀壽 11 12 4 178 (43) 梁敬文 吳婉薇 49-80% (65%) 00:00-06:00 賀壽添歲陣容鼎盛
80 港島漫遊 11 12 18 214 (52) 麥雪文 蘇麗冰 57-84% (70%) 00:00-18:00 新屆開步盛極一時
80 魔鬼鷓鴣 11 12 25 138 (36) 孫若瑟 鄭安寧 36-62% (45%) 00:00-24:00 寒冷聖誕節魔鬼山

80 雲雀連登 12 3 25 152 (44) 孫若瑟 葉秀蓮 42-81% (64%) 00:00-06:00 流水響郊徑好風光
80 秋郊聯誼 12 9 16 298 (43) 夏國森 葉炳基 55-69% (63%) 07:45-24:00 訪沙頭角開放禁區

80 兩羊連登 12 9 30 134 (44) 孫若瑟 陳雲龍 55-75% (65%) 00:00-24:00 五歲孫瀚鳴登兩羊

81 荃元古道 12 12 23 156 (44) 孫若瑟 張金容 40-66% (54%) 06:00-23:45 首次全走元荃古道

81 萡刀大東 12 12 30 136 (46) 梁敬文 鄭安寧 33-86% (57%) 12:45-24:00 二東強烈風人欲倒
81 鎖荔連訪 13 10 6 128 (40) 孫若瑟 方意成 38-57% (47%) 06:00-24:00 今起編印環保資訊

81 馬尾登鞍 13 10 27 138 (39) 梁敬文 馮炳培 54-76% (67%) 00:00-06:00 馬尾到沙角尾考驗
81 戶洲紅石 13 11 17 143 (45) 孫若瑟 梁頌詩 50-66% (58%) 06:00-24:00 戶塘紅門長程考驗
81 岩頭雷石 13 12 1 112 (36) 孫若瑟 葉秀蓮 33-63% (50%) 00:00-24:00 萬里無雲目窮千里

82 港島漫遊 13 12 22 167 (51) 勞慧儀 麥雪文 52-69% (62%) 06:00-22:45 新屆母親雙旗開步

82 探將軍石 13 12 29 145 (51) 梁敬文 黃  景 39-66% (51%) 00:00-24:00 過去三天錄零雲量

82 大吉清快 14 1 5 157 (53) 沈培坤 何如林 45-79% (60%) 00:00-20:30 劉錫坤代表致送章

82 嶼東長走 14 1 19 130 (43) 翟孝慈 王新民 54-81% (69%) 00:00-06:00 四白三白二白連走
82 走馬四方 14 4 6 111 (41) 孫若瑟 吳偉文 72-98% (89%) 00:00-06:00 天文台平均濕度高
82 登假大帽 14 10 12 131 (46) 翟孝慈 馮炳培 42-79% (56%) 06:00-24:00 三重難關氣喘唇乾

83 旗山漫遊 14 12 14 126 (47) 張子華 關永華 49-73% (62%) 00:00-23:00 百大軍登扯旗山頂

83 鷓鴣尖風 14 12 21 126 (50) 翟孝慈 羅佩珍 41-76% (57%) 06:00-24:00 寒冷兼紅火災警告

83 船湖環走 15 2 8 102 (43) 孫若瑟 周雄光 37-75% (51%) 06:00-23:45 長線組第十次環湖

83 雲雀連登 15 10 18 138 (44) 孫若瑟 羅佩珍 46-81% (70%) 12:30-18:45 雲山衛徑萬里長城
84 嶼西長走 16 3 27 103 (34) 孫若瑟 張金容 28-76% (58%) 00:00-24:00 牙鷹角遠走雞翼角
85 登九龍嶺 17 1 22 125 (44) 孫若瑟 鄭永傑 44-75% (58%) 00:00-21:30 九龍屋脊過花心坑
85 梧桐觀瀑 17 4 2 106 (38) 翟孝慈 葉炳基 42-85% (64%) 10:30-23:15 梧桐寨四瀑布奇觀

85 太墩雞冠 17 10 22 124 (44) 孫若瑟 廖敬棠 51-70% (60%) 06:00-24:00 長中線登大王爺墩
85 戶洲紅石 17 10 29 103 (34) 翟孝慈 郭錦波 45-58% (53%) 00:00-24:00 最乾燥重陽節翌日
85 女婆牛山 17 11 5 118 (39) 孫若瑟 黃新福 50-76% (64%) 00:00-20:30 全線登女婆山石林
86 龍鳳開步 17 12 10 129 (44) 郭錦波 梁頌詩 47-74% (60%) 00:00-24:00 紅火生效87小時半
86 探爛角咀 17 12 17  79 (34) 孫若瑟 馮嘉聲 59-68% (64%) 00:00-24:00 46大軍落海爛角咀
86 大梅長走 17 12 24  93 (39) 孫若瑟 張國文 39-79% (60%) 11:30-24:00 富東廣場酒樓大休
86 九逕洪水 18 2 4 106 (34) 翟孝慈 廖敬棠 44-55% (51%) 00:00-24:00 紅火號持續96小時
86 荔枝石梨 18 4 8 116 (36) 孫若瑟 張國文 41-73% (53%) 00:00-20:45 唱名介紹行友認識
86 上水麒麟 18 9 30 161 (42) 翟孝慈 吳國輝 50-77% (60%) 00:00-20:45 六十軍長瀝登麒麟
86 荃灣石龍 18 10 28 115 (29) 翟孝慈 李玖洪 43-77% (54%) 06:00-24:00 紅火警告 109小時
87 銀鑛虎頭 19 9 22  82 (27) 孫若瑟 廖敬棠 34-50% (40%) 00:00-24:00 三天日照33.3小時

紅火警告生效時間/天氣旅行重點相對濕度(平均)

天文台2010年元旦-19年9月23日(己亥秋分) 總計發出139次紅色火災危險警告，其中46回遇上旅行日

乾燥榜首；9月20-22日陽光充沛11.0 11.1 11.2小時(平均雲量9% 2% 7%)這三天萬里無雲目窮千里。

庸社行友2010年代[紅色火災危險警告]生效旅行日紀錄

年度 旅行回目 年 月 日 人數(服務)

第79及86屆各有7次最多，2016及今年僅1次最少。是回[老虎頭]非常乾燥(平均相對濕度40%) 上列表

服務行友



先 導 殿 後
55 螺夾彌勒 87 2 15  82 (23) 馮劍靈 馮世鴻 24.1度 19.8 56軍沙螺灣走長程勇登彌勒 85%

55 夜攀鳳凰 87 12 6 370 (33) 湯鎮江 趙正平 13.1度  9.2 山頂嚴寒強風旭日初昇喝采 34%

56 西攀鳳凰 88 1 10 107 (39) 湯鎮江 馮世鴻 18.6度 16.5 大隊57人首次攀登西狗牙嶺 78%

56 夜攀鳳凰 88 11 6 420 (35) 湯鎮江 馮世鴻 24.1度 17.9 連續兩載驚喜紅日光芒燦爛 63%

57 螺灣石壁 89 4 9  36 (16) 湯鎮江 馮世鴻 20.0度 18.5 雨阻婆髻雙東改沙螺深石村 89%

57 夜攀鳳凰 89 10 22 440 (30) 湯鎮江 馮世鴻 26.2度 22.4 天氣溫暖鳳嶺雲霧無緣觀日 74%

85 霧登大東 17 1 15 103 (39) 孫若瑟 梁志強 16.8度 14.3 萡刀陰雨棄峰大東濃霧破頂 85%

85 嶼東長走 17 2 26 104 (34) 孫若瑟 郭錦波 17.0度 10.6 長者雙旗連上落七座山佳作 79%

85 昂平小遊 17 8 13 101 (32) 張慧貞 張麗卿 32.4度 28.6 母親雙旗昂平淨域寶蓮上素 76%

85 夜攀鳳凰 17 11 26 293 (31) 孫若瑟 張國文 22.4度 18.1 講夜攀史1987年嚴寒頂結冰 73%
86 大梅長走 17 12 24  93 (39) 孫若瑟 張國文 23.1度 18.1 東涌適逢其會23人酒樓大休 60%

86 東牙攀鳳 18 3 11 126 (42) 孫若瑟 吳偉文 22.5度 15.3 天造美狗歲攀東中狗牙鳳嶺 69%
86 芝麻老人 18 5 20  88 (31) 孫若瑟 郭錦波 34.5度 27.8 十一老人酷熱登老人山合照 72%

86 昂平小遊 18 8 12  54 (26) 黃新福 周豪光 28.1度 25.8 一號風球雷暴黃雨三項警告 93%

86 夜攀鳳凰 18 11 11 357 (35) 翟孝慈 關翔華 25.7度 22.5 旅行代表作累積23,997人次 79%

87 獅象連登 18 12 30 104 (33) 孫若瑟 勞慧儀 15.4度 10.3 獅象虎鳳守護大澳天然屏障 67%

87 東涌梅窩 19 3 3  91 (38) 孫若瑟 葉炳基 23.5度 20.0 黃龍坑爛頭營天池銀河更樓 87%
87 昂平小遊 19 8 11  87 (35) 沈培坤 馬紹強 32.7度 29.2 寶蓮懷舊高僧彌勒敲叮噹石 82%

87 銀鑛虎頭 19 9 22  82 (27) 孫若瑟 廖敬棠 31.3度 25.9 銀鑛洞老虎頭登高望遠舒懷 40%

先 導 殿 後
9 新春試步 19 2 17 122 (40) 翟孝慈 伍立群 20.2度 18.0 貝璐道休憩亭 86% 11:45-24:00

14 大埔玖瓏 19 3 31 102 (36) 沈培坤 何如林 22.9度 20.2 九肚配水庫上 85% 07:15-24:00

18 登鵝廣源 19 4 28  91 (37) 孫若瑟 葉炳基 26.9度 22.7 麥徑茂草岩口 89% 00:00-01:40

19 連登雙羊 19 5 5 106 (41) 孫若瑟 張國文 22.3度 20.9 林錦路嘉道理 93% 11:30-24:00

33 銀鑛虎頭 19 9 22  82 (27) 孫若瑟 廖敬棠 31.3度 25.9 老虎頭觀景台 40% 05:30-13:30

卅二年前(1987)長線56人登彌勒 沈德華 黃萬里 張子華 孫若瑟四位歷任服務行友，今梅窩碼頭重聚

回次 旅行回目 年 月 日
服務行友

最高溫/最低溫 主隊大休處/濕度/信號生效時間

(3)老虎頭郊遊徑 位北大嶼山(擴建部份)郊野公園，全長3.4公里設8個標距柱，沿途奇岩異石-仙桃石

人數(服務)

林少琼(29次)林燕瓊(29次)黎植華(29次)胡 景(29次)何如林(29次)沈培坤(29次)翟孝慈(29次)

天文台2019年元旦至農曆秋分(9月23日)，總計發出強烈季候風信號12次，5回信號生效期遇上旅行日
是期[老虎頭]偏北強風持續八小時，13:30大隊山頂落山途中，解除警告信號 14:30愉景灣廣場完程。

第87年度35星期日旅行，總計4098人次參加節目(平均每期117人)，出席29期(83%)以上，42名行友：
張娜姬(35次)趙美鳳(35次)阮如禎(35次)鄭永傑(35次)孫若瑟(35次)陳烈容(34次)簡 耀(34次)

鄭安寧(34次)黃新福(34次)葉漢秋(34次)蘇麗冰(34次)張子華(34次)歐桂嬋(33次)羅佩珍(33次)

阮薇笑(33次)張金容(33次)魏錦明(33次)黃志強(33次)勞慧儀(33次)梁 江(32次)羅能興(32次)

阮 年(32次)葉秀蓮(32次)程友祥(32次)李玖洪(31次)吳福堂(31次)梁慧玲(31次)麥雪文(31次)

黃 倫(30次)張佐萍(30次)黎漢強(30次)黎富滿(30次)劉錫坤(30次)潘 漢(30次)盧瑞蓮(29次)

庸社行友大嶼山旅行紀錄(1987-89年及2017-19年)

年度 旅行回目 年 月 日 人數(服務)
服務行友

最高溫/最低溫 是期旅行重點天氣特色/平均濕度

是日晨5時30分發出強烈季候風信號，乾爽北風陽光普照。下列本屆節目，信號生效旅行日紀錄摘要：

(2)離島自然歷史 梅窩段徑自銀河花園至香港奧運徑亞婆塱，途經洪聖古廟、白銀鄉文武廟(400年史)

銀鑛灣瀑布花園、銀鑛洞(1862年)四個洞全面關閉、望渡坳避雨亭、亞婆塱(海拔180米)郊遊徑入口處

跳板石、試劍石、怪鴨石，形態獨特巧奪天工；山頂465公尺測量標石，設有[西北、東南]兩面觀景台

(4)落山降千五呎 山徑部份浮沙碎石，到車路左行經眺望台 長級落寶峰徑，寶琳閣經愉景灣道繞廣場

二點半到渡輪碼頭，縮減原定大水坑往梅窩旅程(後段需兩小時半)，船上巧合與中線組會師殊途同歸

(5)中線組美景多 東灣頭路千級長階，重點大水坑天主教熙篤會神樂院，長沙欄/稔樹灣，愉景灣碼頭

80年代大嶼山遠足 一年一度[夜攀鳳凰]外，只有1次乘船往爛頭島；千禧年代以後三四次以上，主因

港鐵東涌綫通車，加上長者行友兩元交通優惠，以今期[銀鑛]船費為例，中環往梅窩高速船43元5角，

愉景灣返中環渡輪46元(長者來往船費四元)。是回長中兩組登山臨水，行程景物各具特色 路線摘要：

(1)梅窩銀河花園 1997年1月26日[登二東山]後，大隊重臨梅窩，首次在康文署之銀河休憩處報告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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