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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增進會員之間的聯誼，本會擬於 2017 年 11 月 18 日（星期六）舉行西貢上窰

海鮮美食及郊遊活動。務請會員、家屬及朋友們鼎力支持，踴躍參加。 

 

詳情如下詳情如下詳情如下詳情如下：：：：    

日 期： 2017 年 11 月 18 日 (星期六) 

名 額： 36 (名額有限，先到先得，額滿即止) 

費 用： 

成人/小童（大小同價） 每位會員$  200  非會員$  220   

(3 歲以下小童，不佔餐座者免費) 

�團費只包括膳食，請自備交通費用 

午 膳： 新德記海鮮酒家新德記海鮮酒家新德記海鮮酒家新德記海鮮酒家 

全程步行時間： 約需時 2.5 小時（敬請量力）。 

 

上窰郊遊徑上窰郊遊徑上窰郊遊徑上窰郊遊徑路線簡介路線簡介路線簡介路線簡介資訊資訊資訊資訊    

難度：2/4 全長：4.2 公里 需時：1.75 小時  

起點：上窰 終點： 西貢萬宜路 

另外到達西貢萬宜路的萬宜水庫西壩後，大家可先行休息 10 分鐘，再沿著萬宜路向

北潭涌方向前行約 45 分鐘至大網仔路上窰村入口乘搭小巴或巴士返回西貢市中心。 

 

行程簡介行程簡介行程簡介行程簡介：：：：    

 

上窰郊遊徑資訊 - 自北潭涌自然教育徑起步，約 20 分鐘便抵教育徑終點，亦即

本郊遊徑之起點，遊人可先參觀上窰民俗文物館及灰窰。 

    郊遊徑初段稍為陡斜，不久可見右方起子灣的海岸，稍遠則為黃宜洲及鹽田仔等

小島，斬竹灣一帶的景色亦盡入眼簾。穿過山谷，便相繼抵達曝罟灣及元五墳(南風

灣)營地，遊人可在此欣賞對面滘西洲及大頭洲的景色。 

南風灣彼岸的一片人工草地，是昔日萬宜船民中心所在地，當年曾收容數以千計

的越南船民，如今己清拆一空。續行至終點西貢萬宜路，萬宜水庫就在眼前。 

萬宜水庫是全港容量最大的水塘，於 1971 年正式動工，歷時 7 年完成。水庫工

程主要是建造面對太平洋的東壩及朝向牛尾海的西壩。東壩向海的一面更放置了 

7000 多塊各重 25 噸的防波石，阻擋來自南中國海的海浪衝擊。 



行程行程行程行程::::    

08:40  94 號西貢巴士總站(見附圖一)。 

因每半小時開出一班車敬請準時，(逾時不候)。   請準時請準時請準時請準時 

09:00  乘搭 94 號巴士至北潭涌 (車程約 25 分鐘)，開始行程。 

13:00–13:30 回到西貢市中心回到西貢市中心回到西貢市中心回到西貢市中心    

13:30  午膳於新德記海鮮酒家新德記海鮮酒家新德記海鮮酒家新德記海鮮酒家   (見附圖六附圖六附圖六附圖六菜單) 

15:00  自行遊逛西貢市集享購物樂   

17:00  捕捉日落美景 

 

附圖一 【94 號西貢巴士總站】  附圖二 【上窰郊遊徑地圖】 

 

 

 
附圖三 【上窰郊遊徑沿途風光】               附圖四(沿途風光) 

  

附圖五 新德記海鮮酒家 附圖六  菜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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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西貢市場街 55 號地下     

 

 

 

 



注意事項： (1) 如有需要，請自行購買保險 

 (2) 如天文台於集合前兩小時懸掛三號或以上熱帶氣旋警告信號，紅色或黑色暴雨

警告信號，活動將會改期，有關日期將會另行通知； 

 (3) 由於此活動有頗多步行的行程，幼兒及長者宜量力而為。參與者宜穿著合適的

衣物和防滑運動鞋，以及帶備雨具、水、防曬用品、適當藥物和蚊怕水等。 

 

有興趣參加的會員，請於截止報名日期前【2017 年 10 月 31 日（星期二）】聯絡以下任何一

位委員： 

    姓名 部門 電話號碼 傳真號碼 

    黃偉明先生 漁農自然護理處 2150 6688 2735 2095 

    文淑儀女士 土地註冊處 2867 2919 2869 0620 

    吳麗華女士 在職家庭及學生資助事務處 2150 6161 3102 0013 

    甄秀梅女士 建築署 2867 3970 2290 2449 

    黃新然先生 破產管理署 2867 2713 2104 7151 

    李敏兒女士 機電工程署 3155 3906 2895 0293 

    陳亦萍女士 香港警務處 3660 1152 3660 1298 

    林麗衡女士 在職家庭及學生資助事務處 3102 8308 3101 9785 

    高慧玲女士 香港警務處 2860 6539 2200 4324 

    林麗餘女士 司法機構 2825 4368 2524 2034 

    杜富慈先生 在職家庭及學生資助事務處 3903 7713 2156 2278 

    陳友中先生 房屋署 2761 7121 2761 6300 

    陳婉雲女士 香港警務處 3661 9831 2786 9130 

    莊淑卿女士 香港警務處 2860 1023 2200 4430 

    林婉華女士 香港警務處 3660 1620 2811 3216 

 

 

西貢上窰西貢上窰西貢上窰西貢上窰海鮮美食海鮮美食海鮮美食海鮮美食郊遊郊遊郊遊郊遊樂樂樂樂報名回條報名回條報名回條報名回條    

    

會員姓名 ：                 會員證號碼 ：             

部門   ：                 聯絡電話  ：            

 

應繳費用  ： 出席會員      位 ｘ $200 = $                 

            出席非會員            位  ｘ $220 =  $                 

                            總數=  $                  

電郵   ：                             

 
為方便記錄，請於下列填寫同行參加親友的姓名： 

(1)  (2)  

(3)  (4)  

(5)  (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