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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桃園〜拉拉山神木群 (A 行程) 
  

         

活 動 日 期 ：109 年 09 月 06 日(星期日)       
出發時間地點：109 年 09 月 06 日(星期日)       上午 07:00 木柵路四段頂好站集合出發。 
                                                                                   上午 07:00 五股成泰路德音國小站集合出發。 
                                                                                    上午 07:30 捷運永寧站 2 號出口集合出發。 
 
   簡介：「達觀山」原名「拉拉山」民國 64 年改名「達觀山」，位於桃園市復興區與新北市 

烏來區 交界處。「拉拉山自然保護區」屬於國有林地，具有全台最大面積的紅檜樹 
林，23 棵紅檜樹齡從 500 年至近 3000 年；區內步道、休憩處、觀景台等設施非常 
完整，是一處 老少咸宜的休閒路線。 
 

   登山指標：車行台七轉桃 116 縣道到上巴陵停車場，然後轉搭接撥車至園區停車場下車-整 
                        隊、      輕裝出發到生態教育館參觀，預計於 4 號神木休憩處午餐，午休後出發 
                      ，先到「巴福越嶺」入口處照相，再從 19 號神木起登環繞神木群一圈由 4 號神 
                       木出口；神木群環繞一圈全程 3.3K，步行 1 小時 45 分，AB 點走法、落差 
                       100M，難度無，屬大眾化健行路線。 

                    P S：園區內高海拔氣溫低，全員必須攜帶外套保暖。 
 

   時程參考：  
 0700 木柵站、五股站出發→0730 永寧站→1000 上巴陵停車場下車→1010 轉搭計程車 
     (每車坐 4 人)→1035 園區停車場下車-整隊→嚮導路況說明及提示注意事項→1050 出
發→1055 生態教育館-參觀→1130-4 號神木休憩處-休息、午餐(行動糧自理)→1230 出
發→1238 巴福越嶺入口(17K)- 照相→1300-19 號神木入口→1330 達觀亭→1500-4 號
神木    休憩處-集合整隊清點人數→1520 園區停車-搭計程車→1545 大車停車場→1600
上車→1630 復興吊橋景點-照相-等候復興尖山隊員會合  →1710 上車→1830 晚餐(慶功
宴)→2000 永寧站、五股站→2030 木柵站。 
 

  備 註：本會 337 次跑馬古道活動，感謝黃茂希會長、王克銘、王高雄、王坤徒、張清富、 
               樂山隊等贊助中元普渡祭品。 
  交通工具：大 巴、計程車接駁(來回 2 趟)。  
  費   用 ：會員 1200 元、會友 1300 元、含車資、接駁車資、300 萬意外及 30 萬醫療保險 
                  、晚餐、雜費。  
  個人裝備：小背包、雨衣(傘)、保暖外套、備用衣服、拖鞋、手杖、帽子、午餐(行動糧自理 
                       )、碗筷、相機、個人藥品、可穿運動鞋。 
  嚮    導：杜淑芬、李謀騰、林謝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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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桃園〜巴福越嶺古道(B 行程) 
                                         – 雪山西稜縱走行前訓練 – 

 
  

   活 動 日 期 ：109 年 09 月 06 日(星期日)       

   出發時間地點：109 年 09 月 06 日(星期日)   上午 06：00 出發；上車地點另行通告。 

 

   簡介：「巴福越嶺古道」位於桃園市復興區與新北市烏來區交界處；古道早期為泰雅族人狩 

                獵、通婚、訪親之社路，又稱「泰雅族人姻親路」，日治時期設置隘勇線作為山地 

                警備道路，至今仍留有拉拉山、檜山、茶懇駐在所等遺蹟。 

 

   登山指標：本次巴福越嶺 是從復興上巴陵古道 17K 出發(巴陵段)，至烏來福山 0K (福山 

段)；全長 17K，步行 7～8 小時(含休息)、AB 點走法、落差約 1300M，難度 

二級，屬大眾化登山路線。 

   時程參考：  

      0600 出發→0900 上巴陵停車場→0905 轉搭計程車(每車坐 4 人)→0920 管制站查驗 

     許可證→0925 園區停車場下車-嚮導路況說明及提示注意事項-整裝出發→0945 巴福 

     越嶺入口(17K)→1000-16.4K 崩塌處→1045 雨量計觀測站-最高點點(15K-H1735M 

     )→1105 拉拉山登山口(14K)→1245 檜山駐在所及登山口-午餐-行動糧自理((8.5K- 

H1310M))→1320 續行→1610 茶墾山登山口(往福山走)→1700 大羅蘭吊橋(0K-  

H400M)→福山大羅蘭 2 號民宅→1715 上車→1800 晚餐(慶功宴)→2000 台北。 

 

備  註：1、古道沿途有多處崩塌地形，通過時務必握住繩索慢行通過，切記！ 

    2、當日天氣若遇持續性下雨或豪雨，嚮導為顧及隊員安全，可決定改變活動行
程。 

交通工具：小中巴(20 人座)、 計程車接駁(1 趟)。。  

費 用：會員 1500 元、會友 1700 元含中巴車資、接駁車資、300 萬意外及 30 萬醫療保 

               險、晚餐、雜費。  

個人裝備：小背包、身分證件、雨衣、頭燈、外套、備用衣服和拖鞋(放車上)、碗筷、手 

杖、帽子、午餐(行動糧自理) 相機、個人藥品、穿雨鞋或登山鞋。 

嚮    導：前導-李俊義、後導-高得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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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桃園〜復興尖山 (B 行程) 
                                    – 雪山西稜縱走行前訓練 – 

 

 

活 動 日 期 ：109 年 09 月 06 日(星期日)       

出發時間地點：109 年 09 月 06 日(星期日)       上午 06：00 出發；上車地點另行通告。 
 
 簡介：「復興尖山」本名尖山，標高 1852M，位於桃園市復興區與宜蘭縣大同鄉交界處， 
             與那結山、夫婦山合稱「復興三尖」，都是北部知名的中級山；兩旁奇形巨木林立， 
            林相原始為伐木後次生林，全程於樹林內；山頂 360°展望極佳，天晴時可遠眺 
            拉拉山、內鳥嘴山、島田山、連雪山及大霸尖山都清晰可見；山頂左側山徑是通往 
            巴博庫魯山，即岳界稱之「巴尖縱走」。 
 
 登山指標：從登山口起登，路況可分成三階段：第一段就開始拉繩陡上，第二段較平緩但 
                     路面泥濘，第三段攻頂需抓緊繩索攀爬岩壁和樹根，往返約 7 小時(含休息)， 
                    上登約 4 小時下山約 3 小時，落差 700M，難度二級，屬健腳登山路線。 
 
 時程參考：0600 出發→0900 復興尖山登山口下車(台 7 線 58.5K-H11300M)→嚮導路況 
                     說明及提示注意事項→0910 輕裝出發→1000 小平台→1045 往尖山指示標 
                     →11000 1689 峰平台-庫魯山叉路(直行)-小休補充能量→1115 崩壁展望平台( 
                      小心不要靠近) →1140 樹幹白色陶瓷礙子→1155 尖山基點快到指示牌→1210 
                     攀岩壁段→1250 復興尖山-照相-午餐(行動糧自理)→1320 下山→1450-1689 峰 
                     平台 庫魯山叉路→1620 出登山口→1630 上車→1710 復興吊橋景點與拉拉山 
                     隊員會合→1830 晚餐(慶功宴)→2000 永寧站、五股站→2030 木柵站。 

 
備  註：1、第三段上下攀爬岩壁時，務必抓緊繩索小心上下，切記！ 
              2、當日天氣若遇持續性下雨或豪雨，嚮導為顧及隊員安全，可決定改變活動行 
            程。 
交通工具：中 巴。  
費   用 ：會員 1000 元、會友 1100 元含車資、300 萬意外及 30 萬醫療保險、晚餐 
                (慶功宴) 、雜費。 
個人裝備：小背包、雨衣、頭燈、保暖外套、手套、、手杖、帽子、午餐(行動糧自理)、 
                    碗筷、相機、備用衣服和拖鞋(放車上)、個人藥品、穿登山鞋但建議穿雨鞋( 
                   有一段泥濘地)。 
嚮    導：廖坤龍、黃秋燕、謝孟玲、宋麗月、李忠霖、王高雄。  

活動報名：會員-請直接向所屬區隊隊長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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