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Hidy Tsang: 衷心多謝所有曾參與荔枝窩地質教育中心工作的義工，沒有這班全

不計較的義工，AGHK 沒有辦法去運作一間有免費導賞的地質教育中心，而荔

枝窩地質教育中心背後的主持人孫經理以一曲“紅河村＂答謝這班義工…… 
人們說你就要離開村莊，我們將懷念你的微笑， 
你的眼睛比太陽更明亮，照耀在我們的心中。 
請走來坐在我們的身旁，不要離別得這樣匆忙， 
想一想你走後我的痛苦，還有那熱愛你的朋友。 
 
以下是曾參與荔枝窩地質教育中心工作的義工個人感想： 
 
Annie Au:  
自問是一個經驗不足，口齒不伶俐的人。但 Hidy 一而再，再而三邀請我參與會

中很多重要的導賞活動，有時未能做到很好，自愧不如。 
我是由開幕便加入荔枝窩地質教育中心幫忙，開幕當天更要負責在 VIP 的船進行

導賞，有驚無險，但得著很多。 
在這兩年，看到很多導賞員出出入入，有的只參與了很短時間，有的一直在堅持，

我自問不是最勤力的那幾位，真的很配服一直不停參與的那些義工，中心才能一

直營運至今。 
由於家住大埔，對於荔枝窩這個地方已很熟悉，在之前已經到這裡很多次我遠足

及探險，但從來沒想過會在這裡工作。 
荔枝窩 -- 雞粥，白花魚滕，空心樹，五指樟這些已看過很多遍，初初知道這個

範圍會變成國家地質公園，加上教育中心，多了很多很多的遊客，其實我是不大

開心，畢竟，我個人覺得這裡是一個秘密的遠足天堂，我很怕會有人破壞。直至

讀了生態班，認識了岩石協會，認識到地質推廣科學普及的重性，再而被這班默

默耕耘的義工所感動，跟我當初的想法已大大不同，我現在已經十分積極推廣朋

友參與認識地質保育。 
我在荔枝窩中心也有很多有趣的事情，例如每次坐“亡命大飛”被拋到心驚膽跳之

際我總是說: “下一次不好再來了"，結果，我又傻傻的一次又一次參與; 雨水總

喜歡遇上我，有兩次到荔枝窩竟然是傾盤大雨，傾盤大雨的日子又竟然會遇上過

百位遊客，結果弄到全身加全中心濕透; 因為荔枝窩，我認識了知心好友; 還有，

最後一次在荔枝窩跟一班義工的聚會，感人又不捨得，見到大家落力搬家的情

景，令我深深感動。 
除了導賞工作，對我自已來說，但又其實不太想說的，就是我替中心做的平面設

計工作。一來我真的不想及不需要別人知道我有參與這方面的工作，但這兩年

來，由 logo 設計到每 3 個月的時間表單張也一直參與其中，我感受是特別深刻

的，很感激 Hidy 對我原創性的尊重及信任，每次見到有遊客取了單張或捐贈得

到了有中心 logo 的紀念品，我心裡也暗自滿足的。 
有始必有終，感覺還像在開幕的日子，但實際上我們也要面對另一些新挑戰，新



責任。很高興認識一班志同道合、熱愛大自然的義工，我相信我們一定後會有期，

一定再有機會跟你們合作的~~ 
 
WS LO: 與同志者共賞，與同道者共侍，不亦樂乎！創分享之首，願共賞之道常

在。 
 
Edmond Cheung: 雖然我沒有出席最後一天的聚會，但荔枝窩中心的'教育資料'
及附近一帶的'地貌生態'除了增加我的認知外，也令我留下極美好的回憶，我會

永遠懷念荔枝窩! 如將來 AGHK 有任何相關活動而需要義助，我定會支持。最

後，'紅河村'的曲詞很有意義，很有共嗚感。 

 

譚啓榮: 
我在六零年代末已經跟隨當時的旅行隊踏足荔枝窩，數十年來，也帶領過同事、

朋友和家人到新界東北這片充滿鄉土氣息，寧靜而有生氣的郊野遠足或露營。曾

路過或者在這裏大休或小休不知多少次。在百花魚籐叢中盪秋遷，一字兒座在橫

躺村前的樟樹上拍合照，爬進通心樹的洞兒擺甫士；這些現在勸籲別人不要做的

事情都做過。 
從前來到這裏是田濤阡陌，禾稻處處；午間大榕下農家小憩，黄昏時炊煙四起；

雞犬相鳴，耕牛吽吽；春節時滿地炮竹紅艷艷，夏日淙淙水流流遍稻田，秋天禾

桿堆叠如小山崗，冬日斜陽送暖到這暖窩來。 
數十年來看著這村莊的興「廢」。興的是有一些舊屋的重建，旅遊人士的增加；

廢的是田地的荒廢，村民的外遷。慶幸這裏雖然人去樓空，但舊貌依然，暫時仍

然未為地產商所垂涎。在對岸大鵬灣現代化建設的影照下，還留下一片鄉土和原

野的生趣，造就了一個郊野公園和地質公園的教育基地。 
地質班結業後，參加了荔枝窩地質教育中心義工的行列後，再一次來到荔枝窩。

受訓時，經過 Hidy 的解說，聽過 Kee 的導賞示範後，發現了荔枝窩更多有趣的

地方；和 Eric 嘗試在賞石沙龍練習，認識荔枝窩所存在的地質和人文的互動資

源；跟 Anthony 一起當值後，更感到茘枝窩地質教育中心的義工們的熱情。心裏

增加了參與的動力。 
每次當值，船隻進入印洲塘，一派寧靜祥和；蹅上荔枝窩碼頭，經過了「暖窩」

這牌坊，呼吸著充滿樹木氣味的空氣，心中的煩囂盡去。荔枝窩地質教育中心的

工作是講求合作和互動的，義工們需要各司其職；介紹中心的展品，香港地質公

園，導賞路綫，賞石沙龍的活動學習，宣揚岩石和地貌的保育訊息……等等。一

年多以來，參于了十多次的當值，這其間和義工之間的相處，與村民們談笑，在

村中流韃，續漸跟這村莊建立起感情；更感受到與遊人分享這裏的事物的樂趣。 
天下無不散之延席。吃過了盆菜，散席後的分享把大家帶到回憶裏，情緒高漲後

還是要收拾心情，盡最後一分心力去收拾細軟。 
後會有期，荔枝窩仍在，地質教育中心還在運作，地質公園已經升格為世界級別，



相信我們這羣義工還有用武之地，去宣揚保育訊息，去歌頌大自然和造物者的偉

大。 
 
倫志堅: 辛卯年 十月初四日

十月三十日，是我第二次到中心當值，想不到竟是中心有義工當值的最後一天。  
茘枝窩熱閙異常，除了應「分享與收成 ｣ 號召而來的義工外，該日造訪茘枝窩

者也特別多。 

組長 Antony Au 與我導賞了兩批訪客，AA 莊諧並重，風趣幽默，往往令聽者識

見大開，忍俊不禁。 

我們在粉沙岩石上揮手與訪客道別。落日餘輝從牛屎湖山背瀉來，滿照着茘枝窩。 

片刻前還熱鬧的粉沙岩岸，驟然變得寧靜，我們沿着小路信步而回，清風穿過銀

葉古林拂來，我額外感到孤寂。 

AA 說，他喜歡茘枝窩，因那裏可以躲開煩嚣；也愛導賞，想不到中心最後一次

導賞竟由他完成。說罷，唏噓無奈之情，溢於言表。 

走近中心，已聞人聲鼎沸，義工正訴說感受，以歌聲紓解胸臆............。看來「螞

蟻搬家｣ 已如箭在弦了，我有幸，能參與其事。 

Hidy 的瞻前顧後、全情投入；Ben 哥的温文淵博，AA 的熱情主動，樂觀積極，

這些人，這些事，令人思念。 

期望有一天，AGHK 的導賞義工能再在茘枝窩的地貌岩山間穿梭。 
 
布布: 某年某月某日參加了一個話俾人聽都會笑嘅課程｀地質＇

其間認識了一班喜愛戶外活動，珍惜、愛護大自然嘅朋友，亦認識了一個保育組

織，佢哋提倡要保護嘅，唔係花鳥蟲魚，唔係空氣、水質。而係萬物賴以基礎嘅

岩石、地質、地貌。佢叫『香港地貌岩石保育協會』AGHK。 
隨著香港成立國家地質公園，而開設嘅地質教育中心亦相繼開放，小弟亦有幸透

過 AGHK 參與在 2009/12 開幕的荔枝窩地質教育中心開幕活動，從始開始在教

育中心當義工向公眾推廣地質公園，宣揚地質、地貌嘅重要。 
期間認識咗一班來自江湖四海，熱衷大自然保育還樂意同其他人分享嘅朋友，雖

然後期私務繁忙，減少咗出席義工工作，但每次新一季的義工 Briefing 定必出席，

老友聚頭、結識新朋友。 
時間過去，教育中心改變運作模式，我們一班義工失業啦……. 
唔係!!!! 只係唔喺荔枝窩教育中心開工啫 
 
有良顧主為一眾義工攪咗個｀螞蟻搬窩＇ 惜別會，兄弟多，難照顧，限額招待。 
新知舊汝，搬窩之前開心開心相聚，完全唔似 Last-Day 
單對單導賞、吹水唔抹咀，龍友掠影，義工大合照。 
有記盤菜，見就見得多喇，食就第一次。 
破天荒中心上舖，所有義工坐埋，大飽口福。 



項目之一各義工憑相發言，限時 10 秒@@...@@，點講呀!!!!! 
但係朋友們都講出他們心情，片段，回憶瀝瀝在目，講完十秒，孫經理送上設計

曠世奇著嘅義工大合照一張，附上歌詞 {紅河谷}及陶笛一只（話要我哋學吹

喎），仲有曾小姐送出愛心、精心陶瓷成品。 
大合唱 {紅河谷}.............人們說你就要離開村莊，我們將懷念你的微笑。 
口琴?????? 呀譚竟然隨身有喎，吹起{紅河谷}又一高潮，另我諗起我封咗塵嘅

口琴添，我要回家攞返出嚟吹{紅河谷}及其他............. 
禮成............. 
搬窩行動開始，各義工朋友發揮合作精神， 
七嘴八舌、七手八腳、手忙腳亂， 
離開荔枝窩............. 
 
生物在大地上生活、繁衍， 
在不同地質、岩石、構成不同地貌， 
孕育出大自然各樣生物物種，亦建構成壯觀嘅大地景觀。 
人們又對花鳥蟲魚嘅保育以外， 
對岩石、地貌保育又有幾多意識呢？ 
 
荔枝窩教育中心---- 
一個除展示標本外，實地環境有實物可向公眾展示岩石、地貌。 
新界北一個寧靜的林落，是在以往行山經過時嘅印象。 
自從教育中心開始在這寧靜的荔枝窩村開放後..................... 
通心樹:::::: 
小弟有幸見証過三個場景 
樹洞周邊光滑無痕------------------任睇任爬 
整株秋風用透明膠板圍封---------任睇無得爬 
無透明膠板圍封，樹洞見到長出地衣、苔蘚---------任睇無人爬 
 
白花魚藤、銀葉樹林::::::: 
任行任坐任影------步道建成------景點圍封（魚藤長出嫩葉） 
 
洋紫荊:::::: 
廣場涼亭旁有株茂盛洋紫荊，十年一蘸時無咗，騰出位置搭建竹棚 

點解嘅@@@@@@@ 

人們意識到保育令至樹洞長出地衣、苔蘚、 
人們的破壞令至景點圍封 
人們為乜要開山劈樹 



要平衡、點樣平衡、邊個去平衡， 
朋友們一起努力吧 
 
發完 UP PHONE 再見荔枝窩 
朋友們，有緣再聚荔枝窩 
 
Kee Chan:  
I think I have just entered this challenging world.   
My life in LCW is full of happiness, this happiness come from the people I met 
and the environment. When I think about those days, they were like candies, 
they bring me energy and keep me going.  
I remember my first night in LCW, it was a cold night, but I could feel the 
warmth from the volunteer and the dinner they made.  
I remember my first interpretation in LCW, it was a scary but exciting exercise.  
In LCW I practice, I learn, I listen and I speak. All these formed my person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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