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奇萊北峰〔黑色奇萊〕、奇萊主峰  百岳特別行程 

 
活 動  日 期:107 年 09 月 23/24/25 日 (日、一、二) 
出發時間地點:107 年 09 月 23 日 (星期日)    上午 0530 木柵露四段頂好前出發。 

上午 0600 土城捷運永寧站 2 號出口出發。 
簡  介：奇萊北峰位於花蓮縣，海拔 3605M，因臨北、西、南三面為斷崖岩壁，有「高山一怪」、「黑

色奇萊」等稱呼，名列「十峻」排名第五；山系由砂岩構成，山勢突兀峻峭，峰頂經常籠罩

在雲霧之間，頂上有一等三角點。奇萊主峰位於南投縣與花蓮縣交界處，海拔 3560M，為連

峰縱走與卡樓羅大斷崖交會處，山勢險峻上、下山均需放慢腳步小心行走。沿途可欣賞到ㄧ

大片翠綠的青青草原地及壯麗的高山美景。 
時程參考： 
09/23(日)  0530 木柵站 出發0600 土城站北二高1045 清境農場(取-午餐便當)1250 松雪樓 

登山口1300 整裝出發1305 滑訓中心1335 三一五二峰1500 黑水塘山屋-休息(3、8K) 
        1515 出發1630 成功堡營地-宿帳篷(5K、H2879M)卸裝後請先整理隔日攻頂小背包（小背包 

、雨衣、水、09/24 早、午餐行動糧、乾糧、頭燈、禦寒外套、手套、帽子、哨子、手杖） 
休息（請勿獨自離開成功堡山屋營地1800 晚餐就寢。-- 

09/24(一)  0200 起床0230 晨餐0300 輕裝攻主、北峰（屆時將考慮先攻北峰）0400 一號成功堡 
(廢棄) 0430 奇萊主、北峰岔路(取右行往主峰)0600 奇萊山莊岔路(往主峰登山口 3、2K) 
0645 奇萊池山(H3430M)斷崖(小心慢行)0745 奇萊主峰登山口0815 奇萊主峰(H3560M) 

         早餐(行動糧自理)、照相0835 下山(陡降慢行)0850 主峰登山口斷崖(慢行)1000 奇萊 
山莊1050 北峰岔路(H3400M，取右上攻北峰-慢行)1300 奇萊北峰-中餐(行動糧自理)、 
照相(H3605M)1320 下山(下坡慢行)1500 主、北峰岔路(往成功堡)1520 一號成功堡 
1620 宿成功堡山屋1800 晚餐。 

09/25(二)  0630 起床、整裝 0700 早餐0730 下山0820 黑水塘山屋1030 松雪樓登山口1045 
          上車返北1300 中餐(慶功宴)1730 土城站1800 木柵站。 
備    註: 1、費用含隊員於 9 月 24 日投保高山登山險 1 天每人保費約 190 元。 

2、9 月 23 日晚上全部隊員宿營地帳蓬；9 月 24 日晚上宿成功堡山屋。 

         3、若行前氣象局預報活動當天山上有持續性風雨，恐少數隊員因保暖裝備不足，又路遙 

            途中又無避難山屋則危途險性倍增，嚮導群為安全顧慮，屆時將詢問多數人意見或直接 

            取消活動；事後再與駕駛協商酌情補貼解約車資，補貼車資由全體隊員均攤。 

退費須知：本活動屬於特別行程；若再次確認個人意願之後，又因事取消報名，則須依照本會規定 
負擔部份費用或全部費用。 

交通工具: 中 巴 
費    用: 會員 4100 元(含中巴車資,300 萬意外 20 萬醫療保險,高山險 1 天, 09/23 帳蓬費、2 宿(09/23 

宿成功堡營地帳蓬)、6 餐(9/23 中餐-便當、晚餐-公糧委辦、9/24 晨餐、晚餐-委辦、9/25 
早餐-委辦、晚餐-慶功宴)、9/24 早餐和午餐-行動糧自理、雜費、含二晚睡袋租用費 200 元。 

個人裝備:身分證件,大、小背包,手杖,兩截式雨衣,睡袋,墊, (山上可租用),帽子,哨子,相機,禦寒外套,碗筷, 
行動糧(9/24 早、中餐自理),盥洗用品,水,乾糧,頭燈,護膝,手套,備用衣襪 2～3 套(1～2 套帶 
上山、1 套放在中巴上),個人藥品,穿登山鞋 

嚮    導: 張永燦、劉茂雄        領隊 王高雄                     隨隊財務 杜淑芬   

 中華民國山岳協會台北百岳挺進隊 

 走出戶外-走出健康-走出活力 



奇萊主北峰全員確認名單 

  嚮導：張永燦、劉茂雄   支援嚮導：高得裕   隨隊財務：杜淑芬    

領隊：王高雄    

張清富、高秀燕、黃美珠、蔡翠亞、高芸婕、張愛惠、張桂惠、 

簡寶雲、紀招其、陳玉仁、張德治、何耀錡、朱發田、李雲鵬、 

林淑玲、謝孟玲、梁華傑 

如欲租睡袋者,請預先登記。 

 
 
 
 
 
 
 
 
 
 
 
 
 
 



奇萊北峰〔黑色奇萊〕、奇萊主峰  百岳特別行程 

 

                                   
活 動  日 期:105 年 06 月 10/11/12 日 (五、六、日) 
出發時間地點:105 年 06 月 10 日 (星期五)    上午 0530 木柵露四段頂好前出發。 
註:因逢合歡山花季及連續假期恐塞車,影響行程上午 0600 土城捷運永寧站 2 號出口出發。 
簡  介：奇萊北峰位於花蓮縣，海拔 3605M，因臨北、西、南三面為斷崖岩壁，有「高山一怪」、「黑

色奇萊」等稱呼，名列「十峻」排名第五；山系由砂岩構成，山勢突兀峻峭，峰頂經常籠罩

在雲霧之間，頂上有一等三角點。奇萊主峰位於南投縣與花蓮縣交界處，海拔 3560M，為連

峰縱走與卡樓羅大斷崖交會處，山勢險峻上、下山均需放慢腳步小心行走。沿途可欣賞到ㄧ

大片翠綠的青青草原地及壯麗的高山美景。 
時程參考： 
06/10(五)   0530 木柵站 出發0600 土城站北二高1045 清境農場(取-午餐便當)1250 
          松雪樓登山口1300 整裝出發1305 滑訓中心1335 三一五二峰1500 黑水塘 
          山屋-休息(3、8K)1515 出發1630 成功堡營地-宿帳篷(5K、H2879M)卸裝後-- 
          請先整理隔日攻頂小背包（小背包、雨衣、水、06/11 早、中餐行動糧、乾糧、 

          頭燈、禦寒外套、手套、帽子、哨子、相機、手杖）-休息（請勿獨自離開成功 
          堡山屋營地1800 晚餐就寢。 
06/11(六)  0200 起床0230 晨餐0300 輕裝先攻主峰0400 一號成功堡(廢棄) 0430 奇萊 
          主、北峰岔路(取右行往主峰)0600 奇萊山莊岔路(往主峰登山口 3、2K)0645 
          奇萊池山(H3430M)斷崖(小心慢行)0745 奇萊主峰登山口0815 奇萊主峰 
          (H3560M)早餐(行動糧自理)、照相0835 下山(陡降慢行)0850 主峰登山口 
          斷崖(慢行) 1000 奇萊山莊1050 北峰岔路(H3400M，取右上攻北峰-慢行) 
          1300 奇萊北峰-中餐(行動糧自理)、照相(H3605M)1320 下山(下坡慢行)1500 
          主、北峰岔路(往成功堡)1520 一號成功堡1620 宿成功堡山屋1800 晚餐。 
06/12(日)  0630 起床、整裝 0700 早餐0730 下山0820 黑水塘山屋1030 松雪樓登山口 
          1045 上車返北1300 中餐(慶功宴)1730 土城站1800 木柵站。 
 退費須知：本活動屬於特別行程；如因事取消報名，須依照本會規定負擔部份費用或 
            全部費用。 
交通工具: 中 巴 
費    用: 會員 3700 元(含中巴車資,200 萬意外 20 萬醫療保險,2 宿(06/10 成功堡營地帳蓬、06/11 部

份山屋)、6 餐(6/10 中餐-便當、晚餐-公糧委辦、6/11 晨餐、晚餐-委辦、 
          6/12 早餐-委辦、晚餐-慶功宴)、6/11 早餐和中餐-行動糧自理、雜費。 

本費用,內含二晚睡袋租用費；不租者,活動結束後可退 200 元 

個人裝備:身分證件,大、小背包,手杖,兩截式雨衣,睡袋(山上可租用),墊,帽子,哨子,相機,禦寒外套,碗筷,
行動糧(6/11 早、中餐自理),盥洗用品,水,乾糧,頭燈,護膝,手套,備用衣襪 2～3 套(1～2 套帶上

山、1 套留置車上),個人藥品,穿登山鞋 
嚮    導: 李謀騰、 黃焙照        領隊 王高雄                     隨隊財務 杜淑芬  
 
  
 



〔黑色奇萊〕--奇萊北峰、主峰   (特別行程) 

 

                                   
活動日期:100 年 08 月 26/27/28 日 (五、六、日) 
出發時間地點: 100 年 08 月 25 日 (星期四)  晚上 0830 欣欣客運修理廠出發。 
                                        晚上 0900 土城捷運永寧站 2 號出口出發。 
簡  介：奇萊北峰位於花蓮縣，海拔 3605M，因北、西、南三面為斷崖岩壁，有「高山一怪」、「黑色

奇萊」等稱呼，名列「十峻」排名第五；山系由砂岩構成，山勢突兀峻峭，峰頂經常籠罩在

雲霧之間，頂上有一等三角點。奇萊主峰位於南投縣與花蓮縣交界處，海拔 3560M，為連峰

縱走與卡樓羅大斷崖交會處，山勢險峻上、下山均需緩慢腳步小心前行。此行可欣賞到ㄧ大

片綠油油的青青草原和壯麗的高山美景。 
時程參考： 
08/25(四)   2030 修理廠出發2100 土城永寧站接人大溪接人0030 宿盧山春陽山莊。 
08/26(五)   0700 起床0730 早餐 0800 上車0945 松雪樓登山口1000 整裝出發(往黑水塘山屋 3、

8K 成功堡 5K)1005 滑訓中心1035 三一五二峰1205 黑水塘山屋，中餐(行動糧自

理)1225 出發1320 宿成功堡山屋(H2879M) 卸裝後--請先整理隔日攻頂小背包（小背

包、雨衣、水、08/27 早、中餐行動糧、乾糧、頭燈、禦寒外套、手套、帽子、哨子、相

機、手杖），休息（請勿獨自離開成功堡山屋營地活動）1700 晚餐茗飲、聊天、觀星

--就寢。 
08/27(六)  0230 起床0250 晨餐0320 輕裝先攻主峰0420 一號成功堡(廢棄)0450 奇萊主、北峰岔

路(取右行往主峰)0620 奇萊山莊(往主峰登山口 3、2K)0700 奇萊池山(H3430M)斷崖

(小心慢行)0800 奇萊主峰登山口0830 奇萊主峰(H3560M)早餐(行動糧自理)、照相

0850 下山(陡降慢行)0905 主峰登山口斷崖(慢行) 1010 奇萊山莊1100 北峰岔路

(H3400M，取右上攻北峰，慢行)1310 
奇萊北峰中餐、照相(H3605M)1330 下山(下坡慢行)1500 主、北峰岔路(往成功堡)1520
一號成功堡1600 宿成功堡山屋1730 晚餐泡茶、聊天。 

08/28(日)  0630 起床、整裝 0700 早餐0730 下山0820 黑水塘山屋1030 松雪樓登山口 
1040 返北1300 中餐(慶功宴)1800 土城站1830 木柵站。 

交通工具: 中 巴 
費    用: 會員 3100 元非會員 3200 元(含中巴車資,200 萬意外 10 萬醫療保險,3 宿、6 餐(8/25 宿盧山

春陽山莊(6 人通舖房)8/26、27 二天宿成功堡山屋) (8/26 中餐行動糧、8/27 
2～3 餐行動糧或乾糧請自理) ,總會行政費,雜費。 

本費用,內含二晚睡袋租用費；不租者,活動結束後可退 200 元 

個人裝備:身分證件,大、小背包,手杖,兩截式雨衣,睡袋(山上可租用),墊,帽子,哨子,相機,禦寒外套,碗筷,
行動糧(8/26 中餐 8/27 早、中餐自理),盥洗用品,水,乾糧,頭燈,護膝,手套,備用衣襪 2～3 套(1
～2 套帶上山、1 套留置車上),個人藥品,穿登山鞋 

嚮    導:副總隊長 李謀騰、   闕美娜、   領隊 王高雄        隨隊財務 杜淑芬   

注意事項: 1.登山活動期間；須絕對聽從嚮導引導與行事,且未經許可不得超越嚮導 
2.隊員進入山區；應隨時注意自身安全,行進時須結伴謹慎慢行, 嚴禁脫隊單獨行動 
3.手機緊急求援號碼 112 號 

中華民國山岳協會台北百岳挺進隊 

 走出戶外-走出健康-走出活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