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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年太魯閣國家公園Youth Camp活動簡章】 

到太魯閣三千米走走 

一、 活動源起： 

國家公園Youth Camp活動自 98年辦理迄今已邁入第 13屆，活動內容

符合環境教育之國際趨勢，成效廣受各界好評。太魯閣國家公園每年均

秉持鼓勵青年學子走向戶外的精神規劃主題活動，盤點近年活動，內容

涵括園區步道探訪、認識太魯閣族傳統文化及中橫健行體驗等主題，以

健行或自然觀察方式帶領學員體驗太魯閣的生態與文化，目的無非是鼓

勵高中青年學子走入大自然及學習與之共處，期望參與活動學員將所見

所聞連結生活經驗，進而學習思考人與自然環境之關係，衍生情感繼而

提昇保育行為。 

近年因受疫情影響，國內登山健行活動盛行，然因登山安全觀念尚未

普及，造成山難事件頻傳。本(111)年度Youth Camp活動將邀請學員一同

探訪太魯閣高海拔山區，藉由專業解說員的領路，認識高山環境與動植

物生態，並於活動中結合登山安全觀念，希冀扎根青少年族群的山林教

育。 

二、 活動名稱：「到太魯閣三千米走走」。 

三、 活動目標： 

(一) 增進青少年對太魯閣國家公園的了解與認同。 

(二) 培養戶外活動技巧、人際關係與獨立自主能力。 

(三) 增進保育自然生態之知識與信念，深化環境教育內涵。 

四、 主辦單位：太魯閣國家公園管理處。 

五、 活動日期： 

111年 8月 11~13日（星期四、五、六，3天 2夜）。 

六、 活動地點： 

太魯閣遊客中心、觀雲山莊、合歡山。 

七、 活動對象：高中職青年學子（包含五專 1-3年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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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活動名額：共計 30名（15名以上開隊），依報名順序錄取。 

九、 報名日期： 

111年 6月 1日中午 12:00至 111年 6月 15日中午 12:00止。 

十、 報名方式： 

太魯閣國家公園官網首頁 > 為民服務 > 線上報名，如有疑問請電洽  

（03）862-1100轉 806郭小姐。 

十一、 報名費用： 

每人報名費用新台幣 2,000元整。費用包含講師、住宿、餐飲、交通、

保險（3佰萬元意外險+10萬元醫療險）等，學員僅部分負擔，其餘由

太魯閣國家公園管理處補助。 

十二、 錄取說明： 

本活動共計開放 45人報名，並於報名截止後，經本處資格審查依報名

順序錄取 30位，如錄取學員未完成報名程序，本處將依序通知備取轉

正取事宜 (本處均以 EMAIL 通知，報名期間請定期檢查個人電子信

箱)。 

十三、 繳費方式： 

請於收到本處錄取 e-mail 通知後 3 個工作日內完成匯款，若無則視同

放棄；報名費請臨櫃填寫匯款單【太魯閣國家公園管理處專戶，銀行

代號：0000022（中央銀行國庫局）、戶名：太魯閣國家公園管理處、

帳號：2408-1102-1210-42】(附註:國庫局帳號無法於ATM轉帳)；為顧

及學員權益及活動資源，若因事不克前來，請於活動 7日前主動告知，

以利主辦單位遞補學員及全額退還報名費。 

十四、 交通： 

第一天於花蓮火車站後站（時間：中午 12時）安排車輛接送參加

學員至太魯閣遊客中心報到，活動行程皆有車輛接送；第三天活動結

束後會將參加學員送至新城、花蓮火車站後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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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活動日程表： 

第一天 8月 11日(星期四) 

時間 活動內容 地點 講師 備註 

12:30~13:00 報到 

太魯閣遊客中心 

工作小組 

12:00 安排車輛於花蓮火車

站後站接學員至太魯閣遊

客中心報到，請務必準時，

逾時不候 

13:00~13:05 開幕式致詞   

13:05~13:30 活動說明 
林彥均解說志工/ 

太魯閣國家公園管理處 

生活公約訂定、工作小組介

紹、學員分組 

13:30~14:00 認識太魯閣 
許哲齊解說志工/ 

太魯閣國家公園管理處 
 

14:00~14:50 
如何當一個負責

任的登山者？ 

陳淑寶解說員/ 

太魯閣國家公園管理處 
 

14:50~15:00 整裝出發   

15:00~17:30 
車程：遊客中心

至觀雲山莊 
  新白楊休息 

17:30~18:30 晚餐 觀雲山莊 工作小組  

18:30~19:00 
認識環境及分配

住宿 
觀雲山莊 工作小組  

19:00~20:30 
太魯閣破冰記: 

認識夥伴 
觀雲山莊 

吳宜軒解說志工/ 

太魯閣國家公園管理處 
 

20:30~21:00 上山前的小叮嚀 觀雲山莊 
林彥均解說志工/ 

太魯閣國家公園管理處 
 

21:00~ 盥洗就寢 觀雲山莊  儲備精力迎接明天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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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 8月 12日(星期五) 

時間 活動內容 地點 講師 備註 

06:00~07:00 起床梳洗及整裝 觀雲山莊   

07:00~07:40 早餐 觀雲山莊   

07:40~08:10 

車程： 

觀雲山莊至小風

口 

   

08:10~08:30 整隊及活動筋骨 小風口停車場 工作小組  

08:30~12:30 
3422的挑戰— 

合歡山北峰步道 
 

工作小組 

(下山後於合歡山管理站

集合) 

步道長度 2387公尺，往返

約需 3.5~4小時， 如 11點

前未能登頂則必須折返 

12:30~13:30 午餐 松雪樓   

13:30~14:00 
合歡山展示館導

覽解說 
合歡山管理站 合歡山管理站解說員  

14:00~14:30 

車程： 

合歡山管理站至

台14甲線40K處 

   

14:30~16:00 
探訪合歡越嶺

道—大禹嶺古道 
 工作小組  

16:00~16:30 

車程： 

大禹嶺至觀雲山

莊 

   

16:30~17:30 盥洗及休息片刻    

17:30~18:30 晚餐 觀雲山莊   

18:30~20:00 

星星數不清— 

英仙座流星雨一

期一會 

觀雲山莊 
王穎聰解說志工/ 

太魯閣國家公園管理處 
 

20:00~ 
自由交流時間/ 

盥洗及就寢 
觀雲山莊  依天氣決定是否戶外觀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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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天 8月 13日(星期六) 

時間 活動內容 地點 講師 備註 

06:30~07:00 起床梳洗 

觀雲山莊 

  

07:00~07:40 早餐 工作小組  

07:40~08:00 整裝出發  工作小組  

08:00~10:00 
車程： 

關原至布洛灣 
   

10:00~11:00 

山月吊橋的前世

今生： 

布洛灣台地、山

月吊橋之歷史人

文及生態解說 

布洛灣台地 
林茂耀解說員/ 

太魯閣國家公園管理處 
 

11:00~11:30 

車程： 

布洛灣至遊客中

心 

   

11:30~12:30 結業式 太魯閣遊客中心 
林彥均解說志工/ 

太魯閣國家公園管理處 
頒發結訓證書及特別獎 

12:30~13:00 午餐    

13:00~ 

賦歸《太魯閣遊

客中心至新城、

花蓮車站》 

 工作小組 

回到溫暖的家 

回程建議訂14:00以後花蓮

出發的車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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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配合事項 

(一) 因疫情嚴峻，活動期間請學員配合遵守政府相關防疫措施，本處並得視疫情

發展情形，要求參與學員及工作小組行前提供快篩或 PCR陰性證明，敬請配

合。 

(二) 為顧及權益及活動資源，若因事不克前來，請於活動 7日前主動告知，以利

主辦單位遞補學員及全額退還報名費，謝謝您的配合。 

(三) 活動環境位於中、高海拔山區（合歡山北峰步道海拔 3,422 公尺，步道長度

2387 公尺），請評估個人身心體能狀況再行報名，身體不適者如高血壓、心

臟病、氣喘、癲癇、高山疾病、行動不便等或曾接受心血管或腦部手術者請

勿報名參加。 

(四) 因山區氣候多變，為確保學員安全，將視當時天候狀況，彈性調整活動內容，

如遇颱風、豪大雨、公路坍方或中斷等不可抗力因素，本處有權延期或取消

活動，並以電子郵件通知錄取學員。 

(五) 活動建議攜帶物品：雙肩背包、遮陽帽、抗UV太陽眼鏡、水壺、兩截式雨

衣、手電筒或頭燈、簡易盥洗用品、保暖及防風衣物、鋼杯、筷子、健保卡

及身分證件、個人藥品如高山症預防用藥、暈車藥等建議必備；保溫瓶、相

機、筆記本、筆、適量可補充熱量之食物如餅乾、巧克力、葡萄乾等建議選

配。※為顧及車子容量，請斟酌個人行李大小。 

(六) 登山時建議穿著排汗透氣輕便服裝（洋蔥式穿法）、戶外運動鞋或輕型登山

鞋、運動襪為宜，請勿穿著厚棉質牛仔褲、涼鞋、高跟鞋、拖鞋、無鋸齒平

底鞋及船型薄襪等。 

(七) 本次活動係團體行程，除不可抗力之原因且經家長（監護人）同意，中途不

得要求單獨或提早離開。 

(八) 為維護學員身心健康與安全，請勿攜帶違禁品、危險或違反社會善良風俗之

物品，並盡量避免攜帶貴重或非必要物品。 

(九) 為配合宣導環境保護政策，活動期間不提供瓶裝礦泉水及免洗餐具，請自備

水壺裝取飲用水。 

(十) 本活動將頒發研習及服務證書給參與同學，學習時數共計 13小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