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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識我們
——————————————————————

專辦海外登山、健行活動，是您國內外登山及探險活動之整體規劃的最佳顧問！
帶著夥伴用健康的、健行的方式深入世界山林，體驗山林美景、實現期盼已久的夢想。

主題健行
——————————————————————

臺北大縱走

淡蘭古道巡禮

台灣小百岳

台灣高山百岳

臺北大縱走

淡蘭古道巡禮

台灣小百岳

台灣高山百岳

想要體驗不同的臺

淡蘭由「淡水廳」

台灣小百岳是台灣

台灣多山的地形，

北嗎？來一趟「臺
北大縱走」吧！7

到「噶瑪蘭廳」之

海拔超過3000公

間往來道路的概

較具特色或具代表
性的「郊山」。

段各具特色的健行

稱。自古原為原住
民聯絡各部落或狩

台灣小百岳海拔不

286座，在這之中
選出100座作為台

路線，從城市到大
自然，轉眼瞬間就

尺以上的山岳更有

獵的路徑。鑽進歷

高，有些路線離市
區近，亦有許多路

能置身山林，抽離

史隧道，一起體驗

徑標示可供辨識，

分級，是許多山友

凡俗。趣健行更將

先民生活點滴。

許多路線屬於入門

夥伴想要完成的夢
想之一。

協助大家完成集字
活動與APP寶石收

且熱門的登山路
線。

灣百岳進而做難度

集，一起健行一起
兌換好禮！

精選行程
——————————————————————

【臺北大縱走】第二段健走
【臺北大縱走】第二段健走

✨竹子湖品嚐點心飲品及
觀賞繡球花✨限量台北大

淡蘭古道中路全段
淡蘭古道中路全段

✨淡蘭古道中路巡禮✨全

福巴越嶺古道
福巴越嶺古道

✨封閉已久再開放✨須提

【臺北大縱走】第二段健走

✨竹子湖品嚐點心飲品及
觀賞繡球花✨限量台北大
縱走好禮✨ 我 們 會 在 二 子
坪集合，經由大屯西峰攀
繩而上，過了連峰後，有
機會在景平台上欣賞「大
屯雲海」，接著經由巴拉
卡公路，通至竹子湖，接
續頂湖海芋步道欣賞海芋
田園景色，沿著路徑及步
道抵達終點小油坑遊客中
心，沿途花卉美景讓人心
曠神怡。

台灣百岳之首－玉山登頂
台灣百岳之首－玉山登頂

淡蘭古道中路全段

福巴越嶺古道

✨淡蘭古道中路巡禮✨全
段65.5公里巡禮✨「淡蘭
古道中路」是先民為生
存、耕山開闢的生活民
道，承載著從拓墾到族群
械鬥及和解的庶民記憶，
因此稱為「民道」。這次
趣健行帶大家深度縱走淡
蘭古道中路全段，由基隆
暖暖出發，宜蘭外澳出
來，沿途交錯不同步道樣
式，一起探索歷史的回
憶。

大霸尖山朝聖之旅 四天三夜
大霸尖山朝聖之旅

四天三夜

✨封閉已久再開放✨須提
前申請入山✨封閉已久的
福巴越嶺古道最近開放
了，快趁人還沒很多的時
候，一探這條百年古道得
美麗吧~號稱山友界心照不
宣的古道之一，從烏來的
福山村到巴陵拉拉山，古
道總長約17公里！趣健行
貼心安排專車接送，讓大
家巴陵進福山出，更加從
容的完成此次健行。

走訪天使的眼淚 嘉明湖三天兩夜
走訪天使的眼淚 嘉明湖三天兩夜

✨深入望鄉部落品嚐在地
佳餚✨正港台灣人必爬✨

✨500元鈔票也是登山必備
清單✨大霸的霸氣之美不

✨冰河時期的歷史遺留✨
聽說天使也瘋狂✨在台東

人家說成為正港台灣人要
完成三件事，分別是「爬
玉山，單車環島，橫渡日

容錯過✨在艷陽的照耀
下，大霸的山頂彷彿帶了

有個從冰河時期就存在的
美麗湖泊，更是地球上罕

金色桂冠，而從另一側旁
看，大石的起伏，更酷似

見的冰斗湖，沒錯他就是
大家聽聞過的嘉明湖，清

一位前輩，正慈祥地守護
著這片淨土。在這趟朝聖

徹的湛藍色湖水，在陽光
下的閃耀著光芒，就像天

之旅中，大家將一探傳說
中泰雅與賽夏的祖先發祥

使的眼淚般夢幻絕美。想
一探台東秘境－嘉明湖真
實面貌嗎？趣健行帶隊邀

月潭」，當你佇立在玉山
山頂迎日出，太陽耀上山
頭那刻，往往讓每個登頂
的山友心中有無限的感
動。新手爬山別害怕，有
最有登山經驗的趣健行
在，專業的登山領隊將全
程細心的陪伴你！

地，並有機會一趟走完四
座百岳（將視當下情況做
調整），趣健行將帶領大

你一同探訪這個美麗的山
中湖泊！

家親眼感受大霸美的震撼
力！

尼泊爾EBC聖母峰基地營15日
尼泊爾EBC聖母峰基地營15日

聖母峰是世界各國登山家
夢想的起飛點、一生必去
朝聖一次的地方，趣健行
安排前往著名的Everst
Base Camp尼泊爾聖母峰
基地營(EBC，海拔
5364M)，這裡每年吸引絡

日本北阿爾卑斯山高山緃走
日本北阿爾卑斯山高山緃走

「日本阿爾卑斯山（Japan
Alps.）」意指匯集於日本
本州中部的飛驒、木曾、
赤石三條日本主要山脈。
而飛驒山脈又稱「北阿爾
卑斯山」，囊括14座日本
百名山的「中部山岳國立

紐西蘭南島米佛+庫克山 9日
紐西蘭南島米佛+庫克山 9日

紐西蘭擁有十分豐富的自
然地理景觀，南島峽灣區
更是有「世界風景與健行
之都」的美稱。我們選擇
探訪其中一條Great Walk
-「Milford Track(米佛步
道)」，這條健行步道高度

繹不絕的登山者前往，健
行途中到處可見60008000公尺群山環繞，加上
寬大的谷地以及壯闊的冰
河地形，那份心理的震撼
與感動，實是筆墨難容！

不到2000公尺，卻擁有類

公園」正座落在中心地
帶，也是登山愛好者的天

似台灣美麗的高山景緻，
我們也會拜訪米佛峽灣，

堂。最經典的三條登山路
線包括：「劍岳立山黑部

欣賞冰河及藍湖奇景，也
會走訪著名的庫克山

緃走」、「槍岳表銀座縱
走」、「白馬三山縱

(Mt.Cook)。

走」；風景壯麗又富有挑
戰，讓我們靜待全球疫情
解封後，再一起前往探
索。

趣見聞

探險相簿

趣學習

趣攀岩

趣單車

親子樂齡

為什麼登山旅行一定要選「趣健行」？
十多年來，憑著對安全的嚴謹要求，我們成功守
護上千人次挑戰夢想之路，並且平安下山。不只
經典路線，更開發超過 50 條原創海外登山健行
路線，邀你一起完成攀登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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趣健行國際戶外運動有限公司
趣健行旅行社有限公司
公司地址：104台北市中山區松江路131號5樓之一（501B室）（近松江南京捷運站七號出口）


聯絡電話：+886-2-2503-7711、+886-905-157-398、+886-922-872-367 ｜ 傳真電話：
+886-2-2503-5107
服務時間：週一至週五 09:00-18:00 ｜ 客服信箱：service@titohiking.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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