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 年歲末跨年活動系列
～望鄉布農族部落跨年

東埔溫泉-八通關古道
 

活 動 日 期 ：110 年 01 月 1～3 日 (星期五、六、日
出發時間地點：110 年 01 月 01 日(星期五)。                       

•簡介：「望鄉部落-獵人古道、望美山」地處南投縣信義鄉望美村，
遠眺便可看見玉山山脈的玉山主峰、北峰、
可看到遠處的望鄉山和郡大山。「望美山
路較多，須注意循路條前行，以免迷路，屬中級山。

「八通關古道-父子斷崖、雲龍瀑布」位於南投縣信義鄉，建於
為本島第一條橫貫東西部越嶺古道，西起南投縣竹山鎮經東埔溫泉、八通關大草原
家一級古蹟。 

「父子斷崖」為八通關古道入口處，除地形險惡之外
「雲龍瀑布」海拔 1400M、於古道 4.5K

垂直傾洩而下，呈現一條白簾，有「青山白練」之稱。
•登山指標： 
1/1 日上午參觀中部景點，午後進駐望鄉布農族
1/2 日 A 行程：部落巡禮-獵人古道、千歲吊橋

訪路線。 
B 行程：從獵人古道上登，經望美山至望高

程長 11.4K，步行約 5 小時(小休)，0
1/3 日 A 行程：走八通關古道父子斷崖，由東埔吊橋出發，抵父子斷崖

三級，屬大眾化登山路線；或選擇走彩虹瀑布
B 行程：經父子斷崖到雲龍瀑布，單程長約

路線。 
•時程參考：   
01/01  0730 木柵、五股站出發→0800 永寧站→

窄)→1500 宿望鄉部落民宿→配房、自由活動→
自由活動。 

01/02  0700 起床、整裝→0730 早餐(各民宿用餐
A 行程：0830 運動場集合(行李帶上車)→嚮導

→0905 水塔(右上)→0915 石板涼亭-拍照→
千歲吊橋(有 2000 年歷史)→1125 久美部落→
→1530 宿東埔帝綸溫泉飯店-配房→1800 晚餐

B 行程：0820 運動場集合(行李帶上車)→嚮導
→0845 水塔叉路(右上)→0850 石板涼亭→
1100 望美山-拍照(H1426M)→1110 林道 Y
下山(取右柏油路)→1155 望高寮林道叉 路
-配房→1800 晚餐(自助式)→卡拉 OK、自由活動→

01/03  0630 起床、整裝→0700 早餐(帝綸飯店用餐
A 行程：0830 停車場集合(行李帶上車)→0835

折返→1045 愛玉小吃站-休息→1230 東埔吊橋
晚餐(慶功宴)→1900 永寧站→1930 木柵站、五股站。

B 行程：0730 停車場集合(行李帶上車)→0735
鐵橋(2K)→1020 雲龍瀑布(4.5K)→原路折返
1730 晚餐(慶功宴)→1900 永寧站→1930 木柵站、五股站。
 

•備註：山區內氣溫偏低，請攜帶保暖衣物：如
•退費須知：報名後若因事無法參加者，請儘早告知所屬區隊

收部份費用；若於 12 月 25 日起(星期五
敬請 各位會員(友)配合謝謝！ 

•名   額：限 153 名 
•交通工具：大 巴。 
•費   用：會員 5200 元會友 5400 元；含大巴

7 餐、烤豬、晚會場地費、租卡拉 OK
•個人裝備：行李包、小背包、雨衣(傘)、備用衣褲襪

手杖、1/2 日行動糧自理、涼鞋、相機
•嚮導：江慶文、曾淑梅、陳平哲、廖坤龍、黃秋燕
•領   隊：王高雄。 
•活動報名：會員請向所屬區隊區隊長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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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部落跨年晚會-獵人古道、望美山； 

八通關古道(父子斷崖、雲龍瀑布)、彩虹瀑布～

五、六、日)3 天 2 夜行程。 
                       上午 07:30 木柵路四段頂好超市前出發

上午 07:30 五股成泰路德音國小站出發
上午 08:00 捷運永寧站
 

南投縣信義鄉望美村，屬布農族巒社群，村落於陳有蘭溪與和社溪匯流西邊
北峰、八通關山等百岳。「望鄉獵人古道」從望美社區至瞭望台

「望美山」標高 1426M，三角點於獵人古道約 4.6K 左側，
路較多，須注意循路條前行，以免迷路，屬中級山。 

位於南投縣信義鄉，建於清光緒時期，由吳光亮總兵率領飛虎軍，歷時十個餘月完成，
西起南投縣竹山鎮經東埔溫泉、八通關大草原、東抵花蓮縣玉里鎮，全長

地形險惡之外其地質屬鬆散頁岩石，經常落石不斷，
4.5K 處，為一典型的懸谷瀑布，水量豐沛終年不斷，瀑布

一條白簾，有「青山白練」之稱。 

布農族部落，舉辦一年一度的歲末跨年晚會。 
、千歲吊橋、久美部落；全程約 10K，步行 3 小時～4 小時，

經望美山至望高寮瞭望台，單程 5K，回程-沿望高寮林道(柏油路面
0 形走法、落差 610 M，難度三級，屬大眾化登山路線。

走八通關古道父子斷崖，由東埔吊橋出發，抵父子斷崖後原路折返，單程約 2.5K
走彩虹瀑布路線。 

經父子斷崖到雲龍瀑布，單程長約 5K，步行約 5 小時(小休)，原路往返，落差約

永寧站→1030 台中接人→1130 南投午餐→參觀風景區
配房、自由活動→1630 卡拉 OK 開唱→1730 晚餐(自助式風味餐

各民宿用餐)→ 
嚮導-說明路況及注意事項-伸展操→0845 輕裝出發→

拍照→0930 下山(原路下山)→0935 水塔叉路(取右走社區
美部落→1200 午餐(行動糧-自理)→1330 回望鄉運動場集合、等候

晚餐(自助式)→卡拉 OK、自由活動→2230 各房請清點
嚮導-說明路況及注意事項-伸展操→0830 輕裝出發→

石板涼亭→0910 地下储水槽(小心踩空)→0930 農園→0945 竹林小徑
Y 叉路(取右山徑)→1120 望高寮觀景瞭望台-拍照-

路(右轉)→1350 望鄉部落牌樓→1400 社區運動場→
、自由活動→2230 各房請清點人數。 

帝綸飯店用餐)→ 
0835 輕裝出發→0837 東埔吊橋→0945 愛玉小吃站-休息→

東埔吊橋-自由活動、等候 B 隊會合-→1300 午餐(帝綸飯店用餐
木柵站、五股站。 

0735 輕裝出發→0737 東埔吊橋→0825 愛玉小吃站-休息→
原路折返→1145 父子斷崖→1235 東埔吊橋→1300 午餐(帝綸飯店

木柵站、五股站。 

物：如保暖外套、帽子、手套…等。 
若因事無法參加者，請儘早告知所屬區隊-隊長，以便註銷報名；若於 12 月

星期五)取消報名者，須全額收費。扣除應支費用之外，餘額供作本隊購買裝備基金，

含大巴車資、300 萬意外 20 萬醫療旅平險、2 宿(1/2 帝綸飯店
OK 費、雜費、(1/2 日午餐行動糧自理)。 

備用衣褲襪、保暖外套、帽子、手套、碗筷(晚會用
相機、哨子、個人藥品。B 行程穿登山鞋或雨鞋；

導：江慶文、曾淑梅、陳平哲、廖坤龍、黃秋燕、宋麗月、杜淑芬、黃茂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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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柵路四段頂好超市前出發。 
五股成泰路德音國小站出發。 
捷運永寧站 2 號出口站出發。 

陳有蘭溪與和社溪匯流西邊，朝東方 
從望美社區至瞭望台，全長 5K，在觀景點 

左側，沿途路徑明顯，但在農園區內岔 

清光緒時期，由吳光亮總兵率領飛虎軍，歷時十個餘月完成， 
東抵花蓮縣玉里鎮，全長 152K，為國 

不斷，因此並成為古道大崩壁景觀之一。 
瀑布分三層，總落差 100 公尺以上， 

小時，落差約 80 M，難度無，屬休閒參 

柏油路面)回到部落停車場，+6.4K，全 
，難度三級，屬大眾化登山路線。 

K，往返步行約 3 小時(小休)，難度 

落差約 540M，難度三級，屬大眾化登山 

→參觀風景區→21 線 100.5K(右轉進入望鄉-路 
式風味餐+烤豬)→跨年晚會→1000 結束→ 

→0850 古道登山口-拍照(H900M) 
取右走社區產業道)→1100 部落巡禮→1120 

場集合、等候 B 隊會合→1410 上車 
房請清點人數。 

→0835 古道登山口-拍照(H900M) 
竹林小徑(左上)→1000 童玩繩韆→ 
-午餐(行動糧-自理無水源)→1150 

動場→1410 上車→1530 宿東埔帝綸飯店 

休息→1020 父子斷崖(1.7K)→原路 
帝綸飯店用餐)→1400 上車返北→1730 

休息→0845 父子斷崖(1.7K)→0855 
帝綸飯店用餐)→1400 上車返北→ 

月 18 日起(星期五)取消報名者，酌 
報名者，須全額收費。扣除應支費用之外，餘額供作本隊購買裝備基金， 

帝綸飯店 2 人房及三人房加收房價)、 

)、水、泳衣(戶外溫泉)、頭燈、 

行程穿登山鞋或雨鞋；A 行程可穿運動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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