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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與雪霸國家公園有約活動一覽表 

一、109年雪霸國家公園端午節連假期間環境教育活動 

名稱 雪霸風華 原舞耀動 原住民傳統歌舞展演 備註 

地點 汶水遊客中心，雪見遊客中心 免費活動 

自由參加 日期 6月 26日(汶水)，6月 27日(雪見) 

內容 邀請來自雪霸國家公園園區周邊的原住民團體進行

傳統歌舞展演，感受原民舞者的力與美及熱情。 

 

名稱 映像觀霧-端午走讀觀霧步道趣 備註 

地點 樂山林道、檜山巨木步道 免費活

動，6月 9

日受理網

路報名 

日期 6月 26日，6月 27日 

內容 親訪中海拔初夏雲霧森林景緻，走讀由原民文化、

伐木年代及豐富生態交構而成的歷史步道，傾聽紅

檜巨木爺爺和活化石山椒魚千年棲息於此的精采故

事。 

 

名稱 武陵輕旅行 今夜星空燦爛 觀星活動 備註 

地點 雪山登山口 免費活動 

自由參加 日期 6月 26日晚間 7:30-9:30 

內容 在登山口開闊的視野中，夜晚是觀星的最佳地點，

歡迎對觀星有興趣的民眾前往雪山登山口一起觀

星，一起閃爍你的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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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109年 7至 9月雪霸國家公園環境教育活動 

名稱 雪霸國家公園 28週年處慶系列活動 備註 

地點 汶水遊客中心 免費活動

現場報名 日期 7月 4日 

內容 慶祝 7月 1日雪霸處成立 28週年，特於當週假日辦

理系列環教活動。 

1. 定向越野運動： 

2. 攀樹體驗 

3. 故事屋親子 DIY活動 

 

名稱 三代同遊國家公園-泰雅部落文化體驗&雪見一日

公民科學家之旅 

備註 

地點 雪見遊憩區周邊部落 收費活動

每人

2,000

元，6月

15日 

網路報名 

日期 7月 11-12日 

內容 參加對象：三代同遊家庭 

鼓勵三代同堂走出戶外親近國家公園，活動內容包

含認識泰雅原住民生活文化及農園體驗、泰雅 DIY-

桂竹杯、泰雅風味餐、泰雅營火晚會、泰雅原住民

文面及工藝介紹、雪見一日公民科學家-移植森林裡

尖葉槭、烏心石等小樹苗至苗圃種植。 

 

名稱 三代同遊國家公園-大手牽小手一起汶水摸魚去 備註 

地點 汶水遊客中心及周邊場地 收費活動

每人 300

元，6月

11日受理

網路報名 

日期 7月 24-25日，8月 7-8日，8月 28-29日，9月 18-19

日 

內容 參加對象：三代同遊家庭 

為讓不同年齡層民眾善用國家公園友善的設施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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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體驗自然之美，達到跨世代的環境認同，因而

辦理大手牽小手一起汶水摸魚去體驗活動，讓民眾

有機會透過實際操作，學習溪流生物科學調查的方

法，也期望透過活動能凝聚家庭情誼，分享不同的

體驗樂趣。 

 

名稱 2020 第 12 屆國家公園 Youth Camp 活動-探索雪

霸國家公園 

備註 

地點 武陵地區/觀霧地區/雪見地區 收費活動/

每人 

武陵 2,500

元、觀霧

3,500元、雪

見 1,500元， 

6月 15日受

理網路報名 

日期 7 月 21-23 日、7 月 28-30 日、8 月 11-13 日、8

月 25-26日 

內容 參加對象：高中職及大專院校學生 

武陵地區以登山體驗為主軸/觀霧地區活動為科

學調查學習/雪見地區為古道健行及攀樹樹冠層

體驗。 

 

名稱 雪霸故事屋演說故事 備註 

地點 汶水遊客中心 免費活動 

現場報名 日期 7-9月每週六、日 

內容 透過紙芝居說故事、繪本導讀及動手作摺紙活動，

認識雪霸國家公園特有動植物的生態特性以及保育

物種棲地的重要性。 

 

名稱 親親雪見自然探索山徑健行 備註 

地點 雪見遊憩區東洗水山 免費活

動， 日期 7月 18日、8月 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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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 雪見遊憩區擁有多條豐富的自然生態景觀及不同的

人文歷史背景的步道，非常適合喜好自然生態的民

眾闔家同遊一起來親近自然、親身體驗，共同探索

山徑之美，由本處保育志工及解說志工帶隊，宣導

登山常識建立正確登山觀念及動植物生態解說，來

回約需 6小時。 

6月 15日

受理網路

報名 

 

名稱 雪見原鄉-來去部落住一晚&探索 21m樹冠生態之旅 備註 

地點 雪見遊憩區及周邊部落 收費活動

每人

2,000

元，6月

15日受理 

網路報名 

日期 8月 21-22日、9月 4-5日 

內容 第 1天透過專業國家公園原住民解說員講解雪見地

區泰雅原住民生活、狩獵文化，夜住部落民宿，體

驗泰雅婚禮、泰雅古調音樂及泰雅舞蹈，並享用當

地風味美食饗宴。第 2天至雪見遊憩區，探索自然-

利用繩索攀爬至樹高 21公尺樹冠平台觀察附生植

物、蝙蝠巢箱及鳥巢箱。 

 

名稱 哇!觀霧山椒魚 -親子手偶故事劇場 備註 

地點 觀霧遊憩區 免費活動 

電話預約

或現場報

名 

日期 7月 11日至 8月 23日每週六、日下午 1:00-2:00 

內容 山椒魚、青背山雀手偶劇表演 、紙芝居繪本、故事

分享、棲地導覽及山椒魚摺紙等 

 

名稱 觀霧山椒魚棲地營造工作假期 備註 

地點 觀霧遊憩區 免費活

動，6月

23日受理

日期 7月 19日 

內容 參加對象：雪霸 FB粉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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粉絲們可以體驗在中海拔雲霧森林中揮汗工作的樂

趣，期待您的參與，一起協助國家公園的保育工作。 

網路報名 

 

名稱 霧裡看花原生植物導覽 備註 

地點 觀霧遊憩區雲霧步道 免費活

動， 

7月 10日

受理網路

報名 

日期 8月 1日，8月 8日，8月 15日上午 9:30-12:00 

內容 霧林帶植物特色介紹、雲霧步道及觀霧地區特色植

物導覽。 

 

名稱 山椒魚的好朋友(夜間觀察) 備註 

地點 觀霧遊憩區 免費活動 

電話預約

或現場報

名 

日期 8月 1日，8月 8日，8月 15日晚間 7:00-9:30 

內容 介紹民眾認識與山椒魚同樣棲息於中海拔環境的哺

乳類動物、蛾類、兩棲類等生態 

 

名稱 輕輕的走在步道上-觀霧步道自然體驗 備註 

地點 觀霧遊憩區大鹿林道西線 免費活

動，7月

10日受理 

網路報名 

日期 8月 2日，8月 9日，8月 16日上午 10:00-下午 3:00 

內容 由國家公園解說員帶您輕輕的走在大鹿林道西線步

道上，一起來體驗這條步道的人文與自然點滴 

 

名稱 觀魚台櫻花鉤吻鮭解說活動 備註 

地點 武陵觀魚臺 免費活動 

自由參加 日期 7-8月每日上午 9:00及下午 1:30 

內容 利用鮭魚繪本及圖卡，在觀魚台實地解說國寶魚的

生態及習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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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稱 夜尋蟲蹤夜間觀察活動 備註 

地點 武陵遊憩區 免費活動 

自由參加 日期 8月 22日晚間 7:30-9:30 

內容 介紹民眾認識棲息於中海拔環境的夜間哺乳類動

物、蛾類、兩棲類等生態 

 

名稱 登山裝備及負重體驗活動 備註 

地點 武陵遊客中心 免費活動 

自由參加 日期 7-8月週六下午 1:00-4:30，週日上午 9:00-12:00 

內容 武陵為雪霸園區 6條登山步道的起點，山岳文化在

武陵佔有很重要的部分，藉由登山裝備介紹及登山

負重體驗，讓遊客可以體驗登山的樂趣，並由活動

體驗過程中導入無痕山林的概念。 

諮詢電話： 

汶水遊客中心 037-996100 

武陵遊客中心 04-25901350 

觀霧遊客中心 037-276800 

雪見遊客中心 037-96218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