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第12屆國家公園Youth Camp活動－探索雪霸國家公園活動簡章 

活動主旨：培養年青人野外活動技巧、人際關係溝通及獨立自主的能

力，建立愛護自然資源、保育生態的知識理念與生活，宣

導國家公園生態保育及行銷國家公園之美。 

主辦單位：內政部營建署 

承辦單位：雪霸國家公園管理處 

活動對象：高中生及大專院校學生；武陵地區每梯次32人，觀霧地區

23人(考量住宿男女人數各半)，雪見地區23人，額滿為止，

未滿18人則該梯次取消。 

活動類型 武陵登山體驗活動/觀霧科學調查活動/雪見原住民文

化及攀樹體驗 

活動地點 雪霸國家公園武陵地區/觀霧地區/雪見地區及部落 

活動內容 1.武陵地區：露營、登山安全、無痕山林講習、學習營

帳搭設及高山輕量化炊食技能、七家灣溪臺灣櫻花鉤吻

鮭科學調查、體驗攀登雪山東峰及夜間生態觀察等活

動。 

2.觀霧地區：夜間動物生態監測—蛾類調查、哺乳類調

查、公民科學家－野生物調查數位工具-iNaturalist 介紹

及操作、野生動物調查技能、山椒魚棲地保育體驗活

動或山椒魚棲地調查。 

3.雪見地區：原住民文化體驗+古道健行+攀登樹冠層體

驗+林間定向活動。 

活動時間及

參加人數 

第一梯次：109年7月21~23日。(觀霧地區) 

第二梯次：109年7月28~30日。(武陵地區) 

第三梯次：109年8月11 ~13日。(觀霧地區) 

第四梯次：109年8月25 ~26日。(雪見地區) 

住宿地點 武陵地區：武陵露營區，觀霧地區：觀霧山莊，雪見地

區：瓦浪露谷露營區 

活動費用 因住宿及各項活動差異，參加學員每人付費：武陵地區



2,500元、觀霧地區3,500元、雪見地區1,500元。(含住

宿、飲食、交通、保險等) 

※清寒學生、雪霸轄區原住民檢附證明得減收部分費用。 

報名方式：請上雪霸國家公園網站首頁「活動報名」點選報名系統或

輸入網址http://w3.spnp.gov.tw/old/registration/index.aspx報

名。6月15日上午9:00起開始受理。諮詢電話：037-996-100

轉850、851 

注意事項：(一)報名經本處審核合格者，由本處承辦人卓孝娟電子郵

件(非系統通知郵件)通知繳交報名費，並請於接獲通知

後5日內繳交報名費；本活動以收到參加者報名費後，

才算完成報名手續。已完成報名手續若因故而無法參

加者，最晚應於活動5日前向本處辦理全額退費，已辦

理保險作業者，所繳交費用需予以扣除再辦理餘額退

費。惟活動若因屬天候、路況、疫情或禁止入園等因

素無法如期辦理時，將以電話通知取消（報名費用全

額退還），本活動因考量資源共享原則，歷年有報名

參加者，將列為備取，尚請見諒。 

(二)本活動因於高山活動，為減少環境汙染，採簡單化飲

食，敬請見諒。 

(三)匯款帳號： 

中央銀行國庫局(代號：0000022) 

帳號：2408110-2121055 

戶名：雪霸國家公園管理處。 

註：匯款人請書寫報名參加者資料，以利查證。 

因本處帳號為國庫局帳號無法以ATM轉帳，尚請見諒。 

現金繳納：雪霸國家公園管理處行政室出納。 

 

 

 

http://w3.spnp.gov.tw/old/registration/index.aspx


 

活動行程 

(1) 武陵地區：七家灣溪櫻花鉤吻鮭調查+雪山東峰登山體驗+登山技能及登山倫理學習、武

陵地區自然體驗活動。 

日期 時間 內容 地點 

第一

天 

08:20~08:30 捷運新店區公所站 2號出口集合/出發 臺北 

08:30~09:30 臺北－宜蘭（車程） - 

09:30~12:30 宜蘭－武陵（車程） - 

12:30~13:00 午餐（便當）※ 認識你 武陵遊客中心 

13:00~14:40 認識櫻花鉤吻鮭及國家公園的保育工作 

※ 參觀臺灣櫻花鉤吻鮭生態中心 

櫻花鉤吻鮭生

態中心 

14:40~15:00 前往露營區（車程）  

15:00~18:00 

 

營地教學與認識環境、營帳搭設及登山糧食規劃

原則、營地禮節及營地衛生、登山輕量化、無痕

山林、登山安全、臺灣獼猴互動注意事項說明 

露營區 

18:00~19:30 晚餐（DIY炊煮） 露營區 

19:30~21:30 夜間生態觀察 露營區 

21:30~ 盥洗時間/晚安曲 露營區 

第二

天 

05:30~06:00 起床號/盥洗時間 露營區 

06:00~07:00 早餐（DIY炊煮） 露營區 

07:00~07:50 前往雪山登山口/遇見森林活動說明 登山口 

07:50~09:20 

 

登山口－七卡山莊 

高山生態環境解說 

七卡山莊 

09:20~10:50 七卡山莊－哭坡前 

高山生態環境解說 

哭坡 

10:50~12:20 哭坡－雪山東峰 

高山生態環境解說 

雪山東峰 

12:20~13:00 午餐（行動糧） 雪山東峰 



13:00~15:00 雪山東峰－七卡山莊 

高山生態環境解說 

七卡山莊 

15:00~16:00 七卡山莊－登山口 登山口 

16:10~16:40 印象雪東 登山口 

17:00~19:00 晚餐（DIY炊煮） 露營區 

19:00~21:00 活動體驗分享 露營區 

21:00 點心/盥洗時間/晚安曲 露營區 

第三

天 

06:00~06:20 起床號/盥洗時間 露營區 

06:20~07:10 早餐（DIY炊煮） 露營區 

06:20~07:40 整理行李  

07:40~08:00 前往煙聲瀑布路程 

前往七家灣溪路程 

 

08:00~13:00 七家灣溪櫻花鉤吻鮭科學調查 七家灣溪 

08:00~12:00 煙聲瀑布路程  

12:00~13:00 營地整理  

13:00~13:30 午餐  便當 武陵遊客中心 

13:30~18:00 珍重再見（回程、捷運新店區公所站 2號出口） - 

(2)觀霧地區：夜間動物生態監測—蛾類調查、哺乳類調查、公民科學家－野生物調查數位工

具-iNaturalist介紹及操作、野生動物調查技能、山椒魚棲地保育體驗活動或山椒魚棲地調

查。 

日期 時間 內容 地點 

 09:30~09:40 集合/出發(新竹火車站正門) 新竹火車站 

09:40~12:00 新竹火車站－觀霧（車程）  

12:00~13:30 午餐（便當）※ 認識你 觀霧站 

13:30~14:00 認識觀霧山椒魚生態中心（導館） 觀霧山椒魚生

態中心 

14:00~16:00 

 

野地偵探的養成-  

雪霸國家公園的生物多樣性及生態監測工作、

觀霧山椒魚生

態中心 



iNaturalist認識與操作 

16:00~17:00 公民科學家—鬥陣抓寶趣 

雲霧步道巡禮，同時進行野生生物拍照記錄 

雲霧步道 

17:00~18:30 學員前往觀霧山莊 check in、晚餐 觀霧山莊 

18:30~19:30 霧林蛾境—觀霧蛾、蝶的故事 

認識鱗翅目昆蟲 

觀霧山莊 

19:30~20:30 慕光之城—觀霧賞蛾 

蛾類與甲蟲的野外夜間觀察 

觀霧山莊周邊 

20:30~21:30 邀蛾入室—生態藝術創作 

發揮對蛾類的認知與團隊創意，進行有趣的集體

創作活動 

觀霧山莊 

21:30 盥洗時間/晚安曲 觀霧山莊 

 07:00~07:30 起床號/盥洗時間 觀霧山莊 

 07:30~08:00 早餐 觀霧山莊 

 08:00~09:30 野生動物調查技能—野外生態調查方法介 觀霧山莊 

 9:30~12:00 野生動物調查技能—樹冠層動植物調查與攀樹

體驗 

進行抖落法與攀樹活動等樹冠層動植物調查體

驗(7/22) 

野生動物調查技能—觀霧山椒魚生態調查 

觀霧山椒魚的生態介紹與調查體驗(8/19) 

大鹿林道東線

登山服務站 

 

 

觀霧山椒魚中

心 

 

 12:00~13:00 午餐 觀霧地區 

 13:00~14:00 野生動物調查技能—哺乳動物生態調查 

運用薛曼氏捕鼠器與紅外線攝影機來進行哺乳

動物調查 

大鹿林道東線

步道 

 14:00~15:00 野生動物調查技能—森林落葉層無脊椎動物調

查 

運用馬氏網、掉落式陷阱、鏟子、觀察盒等工具

進行森林落葉層無脊椎動物調查 

大鹿林道東線

步道 

 15:00~17:00 野生動物調查技能—穿越線調查 

以穿越線調查法的概念進行大鹿林道東線步道

的沿線調查與自然觀察，調查主題包括鳥類、野

生動物痕跡、日行性昆蟲等 

大鹿林道東線

步道 



 17:00~18:30 晚餐 觀霧山莊 

 18:30~19:30 觀霧森林夜間生態故事 

認識觀霧森林夜間生態 

觀霧山椒魚生

態中心 

 19:30~20:30 夜間生態觀察（戶外） 觀霧山椒魚生

態中心周邊與

大鹿林道沿線 

 20:30~ 盥洗時間/晚安曲 觀霧山莊 

 06:00-06:30 起床號/盥洗時間 觀霧山莊 

 06:30~08:00 野生動物調查技能—野地偵探的收穫 大鹿林道東線

步道 

 08:00~09:00 早餐 整理行李、check out 觀霧山莊 

 09:00~09:30 小組競賽 

檢視三天下來的學習成果 

山椒魚生態中

心觀景台 

 09:30~11:00 拼貼觀霧大地圖與分享 

繪製與拼貼觀霧大地圖，共同回顧活動期間的所

見所聞 

山椒魚生態中

心觀景台 

 11:00~12:00 活動回顧與雲霧步道巡禮 

帶著三天下來的學習經驗，在觀霧的野地環境中

進行回顧巡禮，同時思考生態保育的諸多可能性 

雲霧步道 

 12:00~13:00 午餐 問卷 山椒魚生態中

心 

 13:30~16:30 珍重再見（回程、臺鐵新竹火車站） 臺鐵 

(3)雪見地區原住民文化體驗+古道健行+攀登樹冠層體驗+林間定向活動 

日期 時間 內容 地點 

第一

天 

09:30~ 集合 苗栗火車站 

11:00~12:00 認識二本松 二本松 

12:00~13:30 午餐（便當）※ 認識你 二本松 

13:30-16:00 古道健走  

16:00~17:00 營地教學與認識環境、營帳搭設 露營區 

17:00~19:00 晚餐（DIY炊煮） 露營區 

19:00~20:30 原住民歌舞文化活動 露營區 



20:30-21:30 夜間生態觀察/觀星 露營區 

21:30~22:30 盥洗時間/晚安曲 露營區 

第二

天 

06:00~06:30 起床號/盥洗時間 露營區 

06:30~07:30 早餐（DIY炊煮） 露營區 

07:30-08:00 前往雪見遊憩區  

08:00~09:00 林間步道導覽 林間步道 

09:00~12:00 攀樹體驗+定向活動 林間步道 

12:00~13:00 午餐  

13:00~15:00 攀樹體驗+定向活動 林間步道 

15:00~16:00 印象雪見(活動分享) 視聽室 

16:00~18:00 回程苗栗火車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