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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特刊的誕生，是為了記載過去和回味以往
的事，當然包括一些傻瓜事。柴娃娃是一個奔
放的群組，在「規管有限，創意無限」的精神
下，創做出一班領隊，也生出許許多多的活動
念頭，這使我們在工餘中，走出一段段非主流
的行山歲月。我們的住屋環境那麼狹小，所以
假日之時；能夠享受行山之樂，是我們香港人
小小的「福氣」。 
  
「有個小故事，有一位男仕成立了一隊龍舟隊，
隊員在他的領導下，過著朝氣且團結的練習生
活，隊員快樂的時光，被一位婦人看見，因此
這位婦人對他說:你攪龍舟隊，就等於做善事，
因為你使人快樂，所以這都屬於是一件善事。」
我很喜歡這婦人的一番話，她提醒了我們，每
一個角落都可以是貢獻他人的地方。就好像我
們自己，相互在活動中獻計，造就了大家的精
彩。謝謝柴娃娃先生和小姐，這裡是我生命進
步的一站。也希望各位在柴娃娃裡，有你躍進
的地方。  
  
最後想說的是：做一次「迷你主編」，原來真
是百般滋味。如果你想知道這種感受，請你在
二十年特刊時，當一次「迷你主編」吧！ 



序 
文:Eric 

暑往寒來春復秋，夕陽西下水東流。 
十年了！ 
從來也不曾想過，cww，竟走過十個年頭了！ 
  
相逢於山中，亦隨著山中而去，幾許人來人往，多少朋友相逢，
也多少離開。一路走來，開心的、失望的、冷漠的、感動的、煩
惱的、無奈的、困惑的，討厭的，多少隨風而來，隨風而逝！最
終，也成為你我的人生片段，留下絲絲的回憶！ 
  
柴九哥話：人生有幾多個十年！ 
cww話：我們就正正走過了十年！ 
  
十年，真的不是一個短日子！ 
  
cww十週年特刊，正正是記下這段日子的歷程，好讓我們留下一
點點印記。日後，當我們手執特刊，看著看著內裡的文字和相片，
也許，總能勾起那些年的歲月，那些年陪我們一起走過山頭的友
人。 
  
這本特刊的製作，是由荷莉(老總)、阿寶、女皇、德仔和小弟，
合五人之力而成。不足之處，定必有之，還望各位見諒見諒！ 
  
最後，感謝撰稿給特刊的隊員，沒有你們的支持，這本特刊，實
難以面世啊！謝謝你們的幫助啊！ P.3 



柴娃娃旅行隊，一個逗人發笑，又或有點不正經， 
又又或無厘頭，總之，讓人感覺只是：貪玩！ 

 
柴娃娃旅行隊，怪怪的旅行隊名字，卻是， 

卻是源自一個故人故事，借了故人所創之隊名！ 
03年1月1日，柴娃娃的一群人，部份更是被賣豬仔， 

初次與我們相認。就此，一行十多人， 
踏上大欖涌郊野公園，同遊結伴行！ 

大欖涌郊野公園，正正是故人最後放步郊野之處！ 
 

其後，漫不經意，三大領隊之德仔，發揮個人小宇宙， 
彈指間便生了柴娃娃旅行隊之網頁！冥冥的是， 

選用柴娃娃為隊名，卻是渾然天成，絕沒有經過深思的！ 
世事，何其巧合！ 

 
草創之時，柴娃娃網頁，只不過作為你我溝通橋樑， 
一切一切也只不過意隨心起，甚麼甚麼目標等等， 
從來也只不過是空中樓閣！今天，也許分別不大！ 

 
路，總會走下去，可能緣來緣去，但曾走在一起， 

也是一番滋味在心頭！現在，我們會一步一步走下去， 
活出柴娃娃之特色和精神！這裡，實有賴大家多多努力和用心！ 

 
最後，柴娃娃旅行隊之大門，是歡迎其他有興趣之士， 

讓我們一起：沿途有你！  

柴 
娃 
娃 
旅 
行 
隊 
之 
源 
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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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還未加入柴娃娃之前，自己
也有一班朋友行山年資都有10年
多，不過路線都是比較低難度的2
星路線，可以講話無難度，還有
幾個月才跟人行一次。在一個好
偶然機會之下，於2011年1月認識
了柴娃娃這個秘密組織(哈哈)，
之後一齊行山及吃喝玩樂， 不經
不覺這一年多的行山路線及難度
足夠媲美我之前10年之多 (例如:
高難度爬蚺蛇尖，坐大飛去紅石
門)。也有機會嘗試帶人行低難度
路線作為一個開始，希望將來可
以有足夠經驗帶領朋友去體驗行
山之樂。 

領隊隊員心聲 

B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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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隊隊員心聲 

「柴娃娃搞旅行」! 曾經是香港人常用的俚
語。講到「柴娃娃」，很多都會聯想到旅行。
「柴娃娃」用作旅行隊名，真是天衣無縫。 
 
「柴娃娃」一詞給人有隨意，簡單、自由自
在，不拘小節的感覺。參加「柴娃娃」的朋
友都是樂觀、隨和，有好奇心。大家聚在一
起時，天文地理，無所不談，深奧如天體物
理學、相對論。有「高人」詳盡解釋，明白
與否，那要看自己的科學水平了。還有看雲
觀星、歷史人物、民俗誕醮、花花草草、蝴
蝶蜻蜓，八卦的可說說電影電視，明星藝員，
十分熱鬧。間中行山後加插打羽毛球、乒乓
球，或參觀各類博物館，節目豐富。有隊友
廚藝高超，不時有精美小點分享。大家開開
心心，嘻嘻哈哈。柴柴娃娃又是一天了。 

   

P.7 



Antonia 
領隊隊員心聲 Antonia 

在「柴娃娃」當中，我是新成員  
 
最有印象的一次，是初期加入！那次
遊走東涌，出門時已知當天天氣不穩
定，但魯莽的我，竟然什麼準備也沒
有。外衣、褲是綿質，就連傘子也沒
帶，在微雨下步行了約一小時，已經
全身濕透而且開始發冷，心知再繼續
前行，將會大病一場 ....內心掙
扎....無奈也終放棄，是次活動我獨
自中途離隊... 

 
這次失敗的經歷，令我明白到戶外環
境變化多端，裝備好是必須的，好好
保護自己，亦不致影響同行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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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子過得真快，加入“柴娃娃”眨眼間兩年了。當中最
難忘的兩次，都是大嶼山的東梅之行。 
 
第一次是當領隊的，是在去年二月份的東梅古道之行，
黃昏還加插水口燒烤活動，路線簡單。當天下著毛毛細
雨，出發前，另一當領隊Ranson還搜集相關資料，以便
途中向隊員介紹。為確保活動順利進行，當天我們還提
早一小時分頭到起點視察，並問過路過途人。理應預備
功夫已經做足，誰沒料到東涌至白芒的一段由於工程關
係暫被封閉。本來3小時的行程，最後需7小時才到達梅
窩。故此整個行程令領隊真的感到有點壓力，可隊員沒
有怨言，有說有笑，部份隊員還幫助找路，這次可體驗
到“柴娃娃”的團隊精神。 
 
第二次是去年12月份，也是以白芒為起點，經婆髻山、
蓮花山，落梅窩。整段路線頗長，最難忘的是從蓮花山
半山腰(約300米高)落梅窩的那一段，4:25分直線望向梅
窩村群不到兩公里，初時大家還很輕鬆，預計6點入黑前
(臨近冬至)就落到梅窩，誰沒料到，後面的一段路相當
難走，要穿過與人一樣高的茂密叢林再走過與青山一樣
的沙石路，向下滑行約10米高，到了山澗處，前面完全
看不到路，可謂進退兩難5:15分，可隊員發揮團隊精神，
最終入黑前5:45分接回東梅古道。  

Simon 領隊隊員心聲 

最飛躍進步大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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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隊隊員心聲 

路， 我一直認為只是用來”行”的， 
不是要用來”認”的，所以很久以前
已經被朋友取笑為”路痴”的我，萬
萬也想不到會當上一位行山隊的領隊。
我想只有”柴娃娃旅行隊”，才有膽
色冒這個險，讓一個對山野什麼都不
懂的人，帶領著其他隊員，走了多個
旅程。在這裡作為一個領隊，其實有
時得著還會比作為一個隊員多呢！當
不明白的時候，總有其他人會教導自
己，這段期間，學了很多以前從沒有
想過要學的東西。而在旅程當中，也
像進入了一個微細的社區，會遇到很
多人及事情，有好的有壞的，就像山
路一樣，也會遇到有美和差的風景一
樣吧！ 

女 皇 駕 到 Galaxy 

既無料又冇方向感， 
但仍膽粗粗出活動領隊大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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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生得意須盡歡  
我覺得行山者可分兩種： 
• 為路線而行山，從而得到樂趣。 
• 享受行山過程。 
• 我就傾向後者。最初參與柴娃娃，覺得行程比較輕鬆，合乎本人的心態，輕輕鬆

的享受，所以繼續參與。 
   

      

領隊隊員心聲 

Chiuson 

  天生我才必有用 
我觀察到柴娃娃容許有心籌劃活動的人， 
讓其當領隊，這是我十分欣賞的，因這是 
很多行山隊都不願意做的！ 

 
其實，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才能，若大家能 
互補對方的不足，尊重對方意見，定能把 
活動辦好。再者，我覺得團員能參與統籌 
活動，其滿足感及投入感會大增。 

 
因每位領隊都有不同的長處，所以活動形 
式變得多樣化！除行山外，還有飯局、參觀博
物館及打波等。所以，柴娃娃已不是行山隊，
而是真正的旅行隊！ 
  
最後，希望各領隊繼續努力，並祝柴娃娃 
旅行隊，業務蒸蒸日上！繼續辦活動給我 
們玩！呵呵！團員超神字 
 

最佳幕僚暨 
 合埋口行唔倒山大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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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山>吹水>飯局，已經係我參加CWW行
山活動必然的程序！記得在早一兩年
前因沒人搞活動，但又想行山，CWW的
行友叫我到CWW網站找活動。最初只在
沒活動時久不久參加一兩次，亦很少
參與活動後飯局, 因為與大家不太熟
悉及怕在飯局不知講什麼好，總是有
一點點隔膜。直至今年開始多在CWW參
加活動及飯局。開始感覺到大家都是
有點傻氣，不拘小節，暢所欲言….呵
呵呵！在我而言，如參加CWW活動而不
參與飯局，感覺在整個活動中總是有
一點欠缺。汗水>歡笑>盡興， 希望是
大家柴娃娃去行山時必經的過程！ 

領隊隊員心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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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閑」是一種態度，「柴娃娃」是一種狀態，一眾人因為「閑」，所以大
家走在一起高興熱鬧做著喜歡的事。就在當中各自找尋到樂趣。這種有機
的結合可帶來生機。 
 
「閑」裡讓人再有機會欣賞大自然。香港雖不是四季分明，只要身在郊外，
郤可見其變化和感受到它的生命力，就是因為大家都在 「柴娃娃」的狀態
才會留意到，更彼此可以分享到大自然的奇妙。 
 
也會因著對大自然多了情感會因其受到破壞而難過。看到一些原是青草綠
樹地，漸變成地產項目，實叫人不忍… 
 
這會否是原住在那土地上的人，承繼了先袓的土地，郤沒有承傳了土地原
是給人「閑」的生活態度，因而未懂 「柴娃娃」的與眾生去享受大自然。
將土地成了牟取個人私利的搖錢樹，讓自然生境受摧殘…. 

也許，要保育香港的大自然，人心要懂 「閑」， 

更需要「柴娃娃」了！  

領隊隊員心聲 

Steph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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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網絡上遇上柴娃娃，一下子就被
這可愛的名字吸引過來，加入CWW後，
日子便充實起來，它帶我走過很多未
到過的地方，這有賴不同領隊的付出。
回想起當我第一次當領隊時，每一位
隊員，就像我的弟妹一樣，每一個我
都好像在看顧中，這是我的感覺。  
 
在這個團隊，我觀察到每一個人，都
有不同的特質，有的善長看地圖，有
的愛輔助，有人具愛心，有些懂飲食
之道，真是各式其色。很希望大家都
能用上這平台，發揮各自的長處，如
此我們的團隊生活中，更見精彩。我
時常都覺得，當我們將來七、八十歲
的時候，這可能就是我們美好的回憶，
希望大家都能珍惜，我們這個相遇的
平台。  

領隊隊員心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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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9！ 
 

受薪、義務以至自己與朋友的遠足郊野活動，到今，平生一次，亦是唯一一次，
999！ 

 
很幸運的，從踏足郊野，師承的訓練，由此至終，安全概念，已牢牢打入心坎！這
個安全，反思其中，相信緣於對遠足活動的尊重。為了，山中無憂無慮的暢遊，涉
獵大量的行山書藉，抽空晚間上訓練課程，耗資購買適當的野外裝備！在在，為的，
是提升個人實力！ 

 
過往的領隊生涯，自問也盡了一己責任！到了今天，似乎已有疏懶的情況，往往不
再從細微處衡量參加者的能力，不再押後觀察眾人的狀態！也許，紅石門一役，讓
余靜下心來，再一次，好好檢視領隊一職，所負之責！ 

 
為了自己，為了別人，遠足，是一項值得認真對待的活動！ 

Er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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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隊隊員心聲 

Carol 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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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我來說，我會為那些未曾走過的路線做足事前準備，托科技之福，現下可將前人走過的路線、照片、地圖通
通存到手機中，方便應用。再加上自己的行山經驗漸長，對地圖的了解有所加深，也經常為路線考慮不同的退
出點，以便適時增減行程，令行程更富彈性。 
領隊還要考慮到往返的交通和饍食安排，這本來在高度城市化的香港不是什麼問題，但實際上卻在行山活動中
相當重要，如星期日的西貢人多車又多，有時候想要離開竟要花上兩三小時在排隊和塞車中。又例如周末行山
的話，很多時候不在小巴總站根本不能上車，因為一般路線即使開出加班車有時也不足應付蜂湧以至的行山客、
露營人士和燒烤場的遊客，甚至有時儘管在總站也因載客量和班次問題要等上好幾班車。如果領隊沒有一定經
驗，有時就會為整天的行程帶來污點。 
此外，路途上的士多、廁所、涼亭均是重要的標記、補給站和休息點，這都是我作為領隊的時候有特別注意到
的。有時也會遇到一些行友的發問，例如山名、地名、植物名稱或山上的特殊建築物，有時也會問及古蹟、鄉
村的歷史、地名來源等等，甚至夜行時更會討論天象，這些就只能靠領隊的事前準備，以及平日的自我修行了。 
做領隊大概也適用於這句式：「沒有最好的，只有更好的」。希望自己能跟大家一樣，一同學習，一同努力。 

阿龍 

領隊隊員心聲 

 
 

第一次參加柴娃娃的活動已是2007年12月，當時是跟另一領隊Eric去看八鄉
蓮花地五年一次的太平清醮，剛好今年他們再辦醮會，正好總結人生中的這
個五年。第二次參加的活動是「登臨八仙」，以前不常行山，絕大多數是應
朋友之邀，走的都是康莊大道、石屎路，那次終於體會了一次真正的陟斜
「山路」以及穿波鞋上山並不是一個好主意，自此方明白行山原來是內涵如
此豐富的一門學問。 
2008年開始試著帶隊，對我來說，跟別人去行山跟自己帶隊是完全不同的一
回事。帶隊的責任可大，當定下日期便不能輕易更改，有時定了日期卻出現
其他重要活動，有時可相當頭痛。另外，領隊一般要預比其他人更早到達，
要盡量顧全大家的人身安全、裝備，要配合當時的天氣、隊友的狀態去適量
調整路線長短和難易程度。這說來容易，執行起來卻要細心而專注。 
而在策劃路線的過程中很多時候也跟預想的不同，有時連自己也會迷路，也
有不得不改變路線的時候。還有些時候，因天雨而縮短行程，也試過在地圖
上誤以為是簡單的路線，實際上可能是長命梯級、難行的碎石路、反覆上落
的山路，也可能是容易錯過或已隱密的路口。而個人喜歡在行程中穿插景點，
有時頗為費時，往往沒料到短短的一段路卻花上了一倍以上的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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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隊隊員心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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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領隊隊員心聲 時間過得真快 
轉眼間已經十年光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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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會認識CWW?因為2006年搬入元朗獨居，開始對鄉村文化，節誕傳統風俗文化，偶然在報紙見到
沙田田心村十年太平清醮，於是去網頁搜尋相關資料，先知道香港除了長州每年一次有太平清醮，香
港還有三十多處地方舉辦不同年期的太平清醮，在CWW網頁找到好多豐富資料，2007年第一次報了一個
蓮花地五年一屆太平清醮考察活動，但我壞習慣遲到，未能參加，後期在一些誕會及太平清醮，見到
一班熟口熟面的朋友(當時還未認識ERIC及阿龍)，開始不斷留意CWW網頁，也知道CWW除了介紹豐富文
化風俗知識外，也會舉辦一些行山行村的活動，而好處是，CWW由不同朋友，自發性在網頁開設一些活
動，也會寫清楚活動內容及參加要求等，如有興趣及符合活動條件，就可在網頁報名參加，不需做會
員及繳交會費，也不需承擔會員責任，後來直到21-02-2009八鄉遊村過塘，見到是一個行村活動，我
有興趣參加，但我怕羞不想獨自參加，便邀請我那時日常行山周圍玩的朋友(女皇、Patsy、Mandy、
Helen、蕉貴)一同第一次報名參加CWW活動，也開始認識一班CWW朋友，他們好友善，而遇到合適路線，
我開始漸漸多參加CWW活動，也不斷鼓勵我身邊朋友參加CWW活動，每次CWW活動，好開心，一方面可行
多D山鍛練身體，另一方面可與朋友聚舊，又可認識更多CWW朋友，而後來得到大師兄(Eric)及一些CWW
朋友信任及鼓勵，開始擔任領隊，搞了2-3次活動，在大師兄及各CWW朋友指導下，更學識好多做領隊
帶領山野活動技巧及知識。在CWW最難忘最開心的事，是能夠認識一班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行山行村
看風俗民化，自己行多了山，身體也好了好多，有機會擔任領隊帶領行山，更有機會和兩位朋友合作
搞了兩次中國包團旅行活動，和CWW朋友及我一些親朋好友一起吃喝玩樂，談笑風生，在吃消夜討論亞
視電視節目(超神)，也在此多謝CWW朋友大師兄、 阿龍、Carol、Amy、Stephen、Ken在行山及風俗文
化方面的教導，在他們身上學習很多知識。 
 
CWW邁向十週年，希望CWW將搞更多不同種類活動，活動越來越精彩，祝大家玩得開開心、平平安安。 

領隊隊員心聲 

最落力推介活動大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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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 色 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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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行山 
我們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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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活動 

用心的聆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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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無價，行山之餘亦不忘量血壓， 
這可能是全球最健康的旅行隊了。 

量血壓 

特色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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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許超神真是我們的健康 
大使， 繼量血壓之外，還 
有看舌頭，仔細教導真是 
「亦師亦友」。 

看 
舌 
頭 

特色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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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碼頭野餐過， 
在公園野餐過， 
在草地野餐過， 
下次你想在什麼地方野餐呢？ 

特色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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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揮春 

齊
齊
寫
揮
春 

揮春原來可在郊外寫， 
也是扮鬼扮馬的道具 

特色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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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類運動 

夏日炎炎行山之餘，加插了球類活動， 
既可嘆冷氣也可洗白白，真要謝謝Book 
場的隊友。 

特色活動 

P.27 



參 
觀 
歷 
史 
古 
蹟 

我們在參觀，靚女在導賞 

特色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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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facebook.com/ajax/messaging/attachments/photo/dialog.php?uri=/ajax/messaging/attachment.php?attach_id=79f829fb3084aed81c4a354422f69442&mid=id.222546157858838&ext=1337360238&hash=AQAcqnaOx5a-9t_l


行山┼掘蜆┼BBQ，我們在水口的時光。 
當天領隊分別有西門、女皇和Ranson， 
何時我們可重臨水口一棚人BBQ？ 

。掘蜆。 

P.29 

特色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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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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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主心聲 

   德仔 
P.31 



 
柴娃娃網頁在這十個年頭內，共有四次重大版
面更新，分別為版本一至版本四。最後版本以
簡潔為主調，移除所有不必要的內容，方便上
網者瀏覽。在創隊初期，因柴娃娃沒有自己的
寄存網站，只能使用當時免費寄存空間Yahoo! 
GeoCities 及留言版作為活動及消息發佈，當
時的網頁版面很簡單，多數以文字為主，網址
為 http://dear.to/hkcww， 後來慢慢加入論
壇，植物資料庫及線上報名等設計。初時因沒
有資金租用寄存，只能將柴娃娃網頁寄存在某
人的私人電腦上。因網絡慢及電腦時不時死機，
造成柴娃娃網頁非常不穩定。最後通過籌募資
金租用網站寄存，同時間也申請了
http://hkcww.org作為永遠網址。 
  

網頁歷史發展 知多點: 

文:德仔 P.32 



P.33 



P.34 



網 柴娃娃植物 

P.35 



論  壇 

文:Eric P.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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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柴娃娃的訪問文章刊登於 

詳細內容可以進入此網頁: http://hkcww.org/aboutus/magazine/index.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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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芳譜 
 

難忘事件 
 

專題花絮 
 

歷代隊慶回顧 
 

十大之最選舉 
 

CWW未來CEO 
 

回顧與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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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 Eric, 德仔, Carol, Amy, May, Ken 
2004年 Stephen, Jennifer 
2005年 程爸 
2006年 Ranson  
2007年 阿龍, Mong, Ka Wah 
2008年 Kelvin, Grandy 
2009年 Mandy, Jennis, Helen, Joyce, Patsy, Joe, 小德德, Sylvia 
2010年 Galaxy, Phoebe, Tony, Antonia, Chiuson, Simon, Jade, Holly 
2011年 Bo, Windy 
2012年 Pinky, Anita, Angie 

柴 娃 群芳譜 
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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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十年間, CWW除了群芳譜的隊員外, 當然, 還有一些朋友, 曾在

CWW留下了足跡, 如今, 各有不同因由, 離開了CWW. 
 
 
1) 創隊時的三大領隊之一：Cora！功勞之大, 無出其右; 
 
2) 2004年, CWW曾出現一個名為風中勁草的計劃, 那年, 透過網上新聞     組, 
招募了 : 阿狗、羅麗達、Christina和湯仔記;  還有原有隊員 :公仔. 當年, 就是
這些主力成員,  不斷推出活動! 
 
3) 創隊初期, 經常參加活動的朋友 : 皇上、Amanda、園丁、Samuel 和 Jess ; 
 
4) 較後期出現的朋友 : 客家人、Peter、Andy、Sandy； 
 
 
5) 在眾多新知舊雨中, CWW曾造就了一對夫妻啊 ; 
 
6) 阿狗, 其實現在大家還可在CWW面書中相見, CWW的論壇就是由其運作的 ; 
 
7) 年代久遠, 資料難免出錯, 敬請見諒!  
 
 

P.42 

文:Eric 



 

2008年 
 
1. Stephen 
2. 德仔 
3. Carol Ching 
4. 有心人A 
5. Ken Yip 
6. Andy Ho 
7. Amy  
8. 優雅的水邊蝴蝶 

9. Eric 
10.Cora 
11.有心人B 
12.阿龍 
13.阿狗 
14.LoLaiTa 

 
 

 

2010年 
 
1. 小德德，德仔，May 
2. Ken， Jennifer 
3. Grandy 
4. Carol Ching 
5. Sylvia Hau 
6. Eric 
7. 優雅的水邊蝴蝶 

8. 客家人 
9. Stephen 
10.Ranson  
11.Amy 
12.亞江亞英 
13.阿龍 
14.Andy Ho  

 

2012年 
 
01.Eric 
02.ranson 
03.Ken，Jennifer 
04.Holly 
05.Grandy 
06.Carol，程爸爸 
07.Tiffany 
08.Amy 
09.無名氏 
10.德仔，May 
11.小德德 
12.Chiuson 
13.阿龍，Sana 
14.Fei 

 
15.Simon Lee 
16.女皇 
17.Stephen 
18.Helen 
19.小蝶 
20.PatsyFung 
21.Sylvia 
22.Mandy Poon 
23.Antonia 
24.Tony 
25.Mong 
26.Windy 
27.Jennis 
28.Stanley 
29.Daisy 
30.Bo 

過去網頁寄存費的贊助人仕 
感謝支持 P.43 



西門、西門、西門呀，你在何方，快些返來
啊！ 
  
淒厲的聲音，飄蕩夜空，倍覺鬼魅！ 
  
2011年10月23日，紅石門之旅，天黑了，已
經接近大路，很快就可以逃出生天。 
奇怪的事，明明聽到西門走下來，為何卻不
見了！及後，再詢問稍後走下來的同伴，都
說西門是先走下來的！ 
  
那一刻，心，也嚇了一跳。方寸之間，就是
亂了套！幸也，稍稍冷靜，致電較早已到大
路的朋友，方知其已與西門一起！心，也鬆
了一大大大口氣了！ 
  
一通電話，一次轉背聽了一個電話，就這樣
讓堂堂的西門教授，在眼皮底下，消失了！ 
  
驚爆指數，無出其右！ 

文:Eric 

西 
門 
不 
見 
了 

難忘事件系列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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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5月28日 起子灣野餐  
  
那年那月，一個浪漫女子，一位新晉領隊，
策劃了史無前例的野餐大行動！ 
  
此役，共有七人冒死出席！ 
  
落日徐徐遠去，夜空降臨了！起子灣，一處
隱世的小碼頭，聚集了七人，在此，享用攜
來的美食！ 
  
浪漫復浪漫，殊不知，原來，眾多不知名的
小昆蟲，也有此雅興，空群而出，與我們共
渡良宵！我們享用我們的食物，而牠們呢，
就極度努力享用我們的鮮血。 
  
不消片刻，各人的皮膚，隆起了一個又一個
的小山丘。戰績，何其彪炳啊，何其壯烈啊！ 
不消片刻，速逃！ 

風蕭蕭夸易水寒，壯士捐血何其多！ 
善哉善哉！ 
  
據聞，那一役後，那沉魚落雁之貌、 
閉用羞花之容的美人，很久很久以後 
，方可以再穿短裙仔，露出一雙嬌嫩 
美白的美腿啊！ 

碼頭上的野餐 

文:Eric 

難忘事件系列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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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uson兄  

眾
星
伴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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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代隊慶回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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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七週年隊慶- 元荃古道>深井 P.50 



2012年九週年隊慶 
雷公田>清潭水塘>元崗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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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又被稱為CWW未來CEO, 本人感到非常榮幸。希望CWW的千秋偉業， 

CWW未來CE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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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Eric 

  

潮起潮落，人來人往！ 

柴娃娃旅行隊，就這樣，柴娃娃走過十年了！ 
 
  
草創之時，柴娃娃還是以傳統組織的形式，定期開會，商討路向！回顧其時，柴娃娃也只是見步行步，
有如死水一池！此刻，柴娃娃的運作，已是一個十分鬆散的組織，不再開會了，亦不再有任何具體目標
與行動！今天的柴娃娃運作，一切回歸個別隊員的熱誠，在大範圍內，任其作出天馬行空、創意的活動。
在吾的立場，唯一要緊守的，就是相關活動的安全，這是不能妥協的！ 
  
近這兩年，柴娃娃有點中興之期，一批新臉孔湧現，且有擔當，活力盡顯！透過新隊員的創意，柴娃娃
開拓了其他類型活動，如打羽毛球、乒乓球、燒烤、掘蜆、山上講課、野餐、郊野遊戲等等！至於遠足，
仍是柴娃娃的主力活動，行山活動往往就加插了前述的一些活動內容，豐富了行程！ 
  
新隊員的加入，帶來了一番新景氣！往昔，困擾多時的守時問題，隨著新隊員的守時觀念，令此問題隨
風飄去了。另外一樣，是活動後的飯局，凝聚了隊員，加強了眾人的彼此認識和溝通，幾許活動大計，
就在飯局中達成呢！ 
  
往後的展望，其實，也沒甚麼驚天動地的展望！柴娃娃，需要的，只是不斷由隊員自發舉辦活動，拉闊
各自的生活空間，認識香港的不同面貌！ 
簡單的一句，是需要你的參與，特別是擔任活動負責人啦。 
  
最後，遠足，是山嶺間的活動，實在需要擁有一些相關知識，提升自己的知識和技術。保障自己之餘，
更希望有能力協助其他需要援手之人！ 
  
在此，必須感謝以下不辭勞苦的領隊：飲食天后→女皇、美女廚神→Jade、學者教授→西門、野餐達人
→荷莉！沒有你們，cww，吾，實在獨力難支！ 

  

回顧與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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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lly : 主編 
女皇 : 首席編採主任兼會議場地統籌公關 
Bo     : 助理首席編採主任 
Eric   : 校對暨聯繫及對外公告主任   
德仔 : 特刊顧問暨電腦技術支援總監   
 

班 子 

P.5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