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合歡山深度之旅二日遊 

捕捉在地山情，發現不一樣的台灣！ 

 

行程特色： 

1. 台灣最美的風景，用自己的雙腳去發掘，也是難得的人生旅程體驗。 

2. 由專業團隊帶您暢遊合歡山，不用擔心安全問題，不用苦惱登山時迷路怎麼辦，您只要專心拍攝五

彩繽紛的照片，欣賞水秀山明的風景，享受芬多精的洗禮。 

3. 專業導遊精采絕倫的景點及歷史介紹，讓您一邊欣賞風景，一邊聆聽故事，雙重享受。 

4. 專業司機接送，不用擔心迷路或怎麼搭車及換車，還能讓您省去找車位及長途開車之辛勞，只要輕

輕鬆鬆、舒舒服服地在車上休息，景點一到下車負責玩就好了，旅遊就是要這樣無憂無慮的玩！ 

5. 本團為 16 人精緻小團，獨家安排 2 位專業領團人員服務，讓您玩得安心遊的盡興。 

合歡山： 

台灣最美的角落之一，於南投、花蓮交界，為大甲溪、濁水溪和立霧溪的分水嶺，素有雪鄉之稱 

合歡山主要由主峰(3416 公尺)、東峰(3421 公尺)、北峰(3422 公尺)、西峰(3144 公尺)、石門山(3236

公尺)、合歡尖山(3217 公尺)、石門北峰(3278 公尺)等七座山峰所構成，前五座山峰更列名「台灣百岳」。 

前往合歡山自行開車可經由大禹嶺或霧社(台 14 甲線)進入，該公路為亞洲海拔最高的道路，沿途

可以看到高山鐵杉、白枯木與箭竹林大草原…等高山特殊的景緻。 



一年四季變化無窮，春夏賞花避暑，秋冬踏青玩雪，尤其每年冬季寒流來襲時，合歡山必定白雪

皚皚成為銀白色的雪世界，讓大批的遊客在冷冷的空氣中帶著歡呼鼓舞的心情，陶醉在這難得一見的

雪上世界。 

▲每年 4 月下旬至 5 月為合歡山高山杜鵑花盛開季節。 

每日行程 

第一天   台北火車站 / 合歡山主峰 / 合歡山東峰 

今日行程安排，準備好您的行李以及帶著愉悅的心情和無限的憧憬，踏著輕鬆的腳步，一同搭乘

專車前往台灣百岳-合歡山。 

 
 

07：00 台北火車站 東三門 集合 

07：30 出發 

09：00 中停休息站 

12：00 午餐 

13：30 合歡山主峰登山口 

15：00 武嶺停車場 

15：20 合歡山東峰登山口 

16：20 合歡山東峰 

17：00 合歡山東峰登山口 

18：00 晚餐及夜宿 



合歡山主峰： 

標高 3417 公尺，三等三角點 No.6388，偏離中央山脈以西，為合歡山支脈之主要山峰，山勢寬闊，

東為淺箭竹坡，滑雪場即建於合歡溪源上方，台 14 甲線於此山南稜通過，有一條戰備道路直達山頂，

這條位於昆陽附近的戰備道路路口就是目前合歡山的登山口。 

 

合歡山東峰： 

標高 3421 公尺，無基點，為濁水溪與塔次基里溪的分水嶺，山勢峭聳挺拔，北面主脊與東側山

腰坡度較緩，早年有建滑雪場，坡邊建有松雪樓，供應觀光旅客膳宿，山南坡危岩陡峭，傾斜面直下

溪底，台 14 甲線從西面山腰橫過，屬於郊山化高山，登頂不難。 

 

早餐：自理 午餐：合菜 晚餐：民宿私房料理 

住宿：雲上太陽田園民宿 



第二天   石門山 / 合歡尖山 / 合歡山北峰 / 合歡山南峰 / 清境農場 

早起的鳥兒有蟲吃，早早起床準備好您的登山裝備，一邊享受外頭的晨光，一邊享用美味有活力

的有氧早餐。早餐結束後，搭車前往合歡山山峰健行。 

 

03：30 晨換 

04：00 早餐 

04：30 出發 

05：20 石門山登山口 

05：50 石門山(配合日出時間調整登頂時間) 

06：20 石門山登山口 

06：30 合歡尖山登山口 

07：00 合歡尖山 

07：30 合歡山莊登山口 

08：00 合歡山北峰登山口 

09：00 反射板 

10：00 合歡山北峰 

11：30 合歡山北峰登山口 

12：00 小風口遊客中心（午餐） 

13：30 昆陽停車場 

14：30 合歡山南峰 

15：00 昆陽停車場 

15：30 清境農場 

17：00 晚餐 

20：00 休息站 

22：30 台北火車站 



石門山： 

標高 3237 公尺，三等三角點 No.6383，山名因合歡越道路鑿開了此山北稜的岩壁，形成了一個石

門而得名。山頭緊鄰公路，登頂不用十分鐘，為百岳中最容易登頂的山峰。 

 

合歡尖山： 

標高 3217 公尺，步道長度僅僅只有 94 公尺，是合歡山步道中最短的一條，但是可千萬別覺得隨

便走走一下就能爬到頂峰，因為合歡尖山的山勢可是非常陡峭，步道路程雖然不到 100 公尺，但是想

爬上山也需要 20~30 分鐘的時間，並不是很好爬。那為什麼合歡尖山的山勢會這麼的陡峭咧?! 原來

合歡尖山是在古老的冰河年代時受到兩面相鄰的冰河侵蝕而形成的「冰斗峰」，被冰河磨得尖尖的合

歡尖山可是座有地理學家考證過、獲得認定過的冰河遺跡喔。 

 



合歡山北峰： 

標高 3422 公尺，二等三角點 No.1451，為合歡群峰的最高峰，山勢開闊宏偉，坡度緩和，滿山淺

箭竹偶間夾灌木，山頂建有微波載波台，為台灣高山十崇之一。 

 

合歡山南峰： 

標高 3205 公尺，山頂有一太魯閣國家公園界樁和一不知名三角點。 

 



清境農場： 

清境農場四季景致秀麗，各有趣味，漫步其中可盡覽清境之美：碧湖映壽、步步高升、慈雲獻壽、

青青草原、果林飄香、心誠則靈，不妨細細品味高山原野自然恬靜的氣氛。 

 

資訊及照片來源：清境農場 

清境高空觀景步道： 

清境高空景觀步道海拔約 1700～2000 公尺，全長 1.6 公里，寬 2.5 公尺，連結現有起自清境國民

賓館的舊步道至青青草原故事館端；步道基於友善自然環境與景觀，採用隱匿式高架設計，離開車道，

跨過草原，穿梭林梢，旅客可以安全健行的同時，欣賞羊群覓食青草地，野鳥跳躍樹冠上的生態。 

 

資訊及照片來源：南投好好玩 

早餐：民宿陽光早餐 午餐：餐盒 晚餐：合菜 

住宿：溫暖的家 



個人裝備清單及說明 

裝備用品 說明 

私人飲用水 2 瓶 500-600cc 大小即可， 2 瓶就夠 可於民宿加水 

保溫瓶 裝溫熱水，於山上時覺得天氣寒冷時可以飲用，約 200cc 大小即可。 

行動糧 
麵包、吐司、未削皮的水果、高熱量零食、堅果、巧克力或肉乾…等，隨手

可以拿起來吃的食物。 

保暖帽 
毛帽、漁夫帽、棒球帽皆可，保暖或遮陽都很好用，因為風大時吹到頭，冷

到就容易引起高山症。 

手套 不論是保暖或攀登上下時，都較方便。 

衣褲三層式穿法 

一般內層衣著 

主要功能在排出身體所流出的汗水，其主要材料為聚丙烯（P.P.）纖維的排汗

衣。 

衣褲三層式穿法 

中層衣著 

又稱保暖層，此層材料有羽毛或人造纖維以 Pile 織法者多，代表性產品如

Polyester(聚脂籤維或俗稱刷毛)、羽毛衣等。 

衣褲三層式穿法 

外層衣著 

為直接抵擋風雪和雨水，又能讓內部身體所散發的水氣透出，其代表性產品

如 Gore-Tex。 

衣服及褲子 
以排汗衣或快乾材質為主，穿一套，帶一套(休息或睡覺時換穿)，預留兩套

在車上，下山時換穿。 

頭燈 夜晚或清晨登頂時照明用，是您不可缺少的工具。(頭燈較手電筒安全) 

登山杖 
很好的健行輔助工具，在上坡路及下坡路使用，相當省力好用，可以減少膝

蓋的磨損，建議使用雙杖。 

登山鞋 
齒痕要深 且抓地力較強的登山鞋，如果有防水功能更好，無防水功能的需額

外購買登山型防水鞋套。 

雨衣雨褲 
兩件式衣褲裝的雨具最好用，即保暖又防水。 

(禁止攜帶斗篷式簡便雨衣) 

塑膠袋 登山備幾個大小不同的塑膠袋很管用。 

碗、筷、杯子 響應環保，請避免攜帶免洗碗筷，請自行攜帶。(請務必攜帶) 

背包套 套在背包外面，下雨天可防止背包淋濕。 

拖鞋 響應環保及休息時換穿，請自行攜帶。(請務必攜帶) 

盥洗用具 響應環保，牙刷、牙膏及大小毛巾，請自行攜帶。(請務必攜帶) 



其他用品 身份證、健保卡、小毛巾、太陽眼鏡、防曬乳液、凡士林、衛生紙。 

個人用藥品 

高原反應預防(如：DIAMOX、血管擴張劑、紅景天、人參片…)。 

感冒藥、益生菌、腸胃藥、暈車藥、維他命、個人平日習慣用藥。 

攜帶威爾剛與普拿疼止痛藥，最好不要隨意服用，要服用前請與醫師確認。 

本公司人員依法不得提供個人用藥品。 

 

出發日期：每週六皆可報名，達16人報名且付款即可成團。05 / 16 已有三人報名 

團體費用： 

六人房(三張大床)：每人NT $     元；1間 

四人房(兩張大床)：每人NT $     元；3間 

雙人房(一張大床)：每人NT $     元；1間 

費用包含： 

行程中往返專車、行程住宿(二人一床)、旅遊責任險(200萬新台幣意外險、20萬新台幣醫療險)、

行程表列之門票、交通、餐食、全程2位導遊及司機小費等。 

費用不含： 

以上未提及的服務、居住地至集合地接送、通訊網路費、飲料費用、自費活動、個人消費及

未列明之行程費用等。 

 

匯款資訊： 

帳戶：發現者旅行社有限公司 

銀行：882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 城東分行 

帳號：(822) 0715-4017-3345 

請於匯款後，將匯款單號後五碼告知承辦人員！ 

 

取消/退訂規則： 

報名後因故不能參加活動時，請務必來電告知。 

若於： 

一、 旅遊開始前第四十一日以前解除契約者，賠償旅遊費用百分之五。 

二、 旅遊開始前第三十一日至第四十日以內解除契約者，賠償旅遊費用百分之十。 

三、 旅遊開始前第二十一日至第三十日以內解除契約者，賠償旅遊費用百分之二十。 

四、 旅遊開始前第二日至第二十日以內解除契約者，賠償旅遊費用百分之三十。 

五、 旅遊開始前一日解除契約者，賠償旅遊費用百分之五十。 

六、 甲方於旅遊開始日或開始後解除契約或未通知不參加者，賠償旅遊費用百分之一百。 



注意事項，參加行程前請先詳讀以下內容：  

1. 此登山行程屬特殊活動，需在 20 天前申請入山入園，且無法更換人員，敬請體諒。 

2. 本活動屬長距離行程，參加活動須自行斟酌體力狀況。 

3. 如果對自己的體力沒有把握，或者是不知道自己能不能走這麼久，可是又想要參加的團員，一定

要先自我體能鍛鍊，尤其是腳力上的訓練喔！ 

4. 本活動包含全程的正餐，健行時因無法配合用餐地點，均準備餐盒給團員使用，每個人體力不同，

請自備充足茶水以及點心，以備飢餓時可食用。 

5. 為保持行程上的順暢及完成性，以上表定時間僅供參考，也可能會隨現場狀況臨時調整，如因當

天人數、活動節慶或天候等因素，調整行程順序及停留時間，敬請配合及見諒。 

6. 車上座位的編排，採當天報到後自由選位入座，無法事先協助安排車位，敬請見諒。 

7. 車上為密閉空間，請勿攜帶寵物或危險物品上車，以免影響其他遊客的權益及安全，謝謝合作。 

8. 若遇天候不佳或不可抗拒之因素，本公司保有取消或變更行程的權利，凡於行進途中，領團人員

基於安全理由而決定撤退時，所有團員應遵從撤退。 

9. 登山本身就是一項高耗氧活動，一定要謹慎衡量本身的體力、路況、負重等條件是否適宜進行登

山活動，並做好事前準備及預防工作，參加本團之人員任何活動屬個人意願自主，須自行負責人

身財務等一切安全，如在活動中發生任何意外或傷亡，皆不得以法律追訴本團召集人及參與之團

員，領團人員擁有審核隊員之資格。 

10. 參加活動請準時至指定地點集合，未準時抵達導致無法參予活動，也無法在中途加入者視為自動

放棄論！不得要求改期或退費。(出發當天聯絡電話請保持暢通如因提供的資訊錯誤或無法通訊導

致訊息延誤，願自行負責。) 

11. 活動期間如因個人心理、生理、體能或裝備不足之因素，經領團人員認定無法繼續行程或基於團

隊立場有時間及安全上之考量無法繼續行程時須無條件終止，其未完成的部分作自動放棄論不得

要求退費，所衍生之費用(如：人力、交通、食宿等)須自行負擔。 

12. 合歡山平均海拔三千多公尺，含氧量只有平地的 60%。如旅客本身有心血管疾病、高血壓、肺病、

氣喘、糖尿病...等疾病，或是孕婦及嬰兒也要特別注意保暖等防護措施，建議您評估自身的身體狀

況後再報名參加。 

 

 



13. 年滿 70 歲(含)以上或行動不便之貴賓，為考量旅客自身旅遊安全，並顧及同團其他旅客之旅遊權

益，若無親友陪同者，恕無法接受您的報名，還請見諒！ 

14. 合歡山雪季期間，有部分路段會實施管制，故合歡山的行程將依當日路況機動調整行程目的地及

時間，儘請見諒。 

15. 登山前一天 請檢查腳指甲是否過長，也請修剪為適當的長度，在長時間行走的過程中，太長的 指

甲會刺穿皮膚喔！請勿穿著拖鞋、涼鞋或是有跟的鞋子。 

16. 請勿噴香水、請不要帶香香的物品、也不要穿著色彩鮮艷的服裝，走在森林中，這是很容易招來

蜂群的喔！ 

17. 為愛護山林環境，禁止野炊。並且請將垃圾自行帶回，勿隨地丟棄！ 

 

 

 

地址：104臺北市中山區南京東路二段 76號 5樓   

電話：02-25672616，傳真：02-25631584          

網址：http://www.travel104.com.tw/                
 

http://www.travel104.com.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