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者之路～南橫中之關天池輕健行 
 

 您好，感謝您參加本次 2021 冬令營王者之路～南橫中之關天池輕健

行活動；相信為期三天兩夜的行程一定能替您留下深刻而美好的回憶。

俗話說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在活動開始之前請藉由這份行前通知

來檢視您個人的裝備和其他注意事項，加入活動群組，更新最新活動訊

息及通知。以確保活動能順利進行。一場完美的活動需要承辦單位和參

加者的互助合作，才能盡情享受旅途中所有美好的人、事、物。準備好

了嗎？那我們就開始吧！！ 

 

  



一、攜帶物品： 

排汗衣褲 

穿著適合山區健行衣物(洋蔥式穿法)，內裡具排汗透氣效果之衣物，外部 

防潑水的機能性外套，第一、二天海拔稍高需準備一件輕量保暖衣物較

佳，透氣登山長褲 

盥洗用品 個人盥洗用品(毛巾、牙刷牙膏、洗面乳等)易攜帶收納 

個人衣物 

2-3 套，請照個人需求攜帶，防曬排汗即可。請穿舒適厚底襪子及全包覆

式有彈性運動鞋以避免腳部受傷(勿穿涼鞋、高跟鞋、新鞋、材質硬底等

避免磨腳起水泡)。 

個人藥品 
本次行程備簡易醫療箱，不提供任何形式之成人藥品如感冒藥、胃藥或肌

肉痠痛減緩噴霧劑等，請視個人需求自備。 

雨衣 
可折疊縮小收納式斗篷雨衣或兩截式雨衣，以免背包因雨淋濕導致衣物潮

濕 

3C 產品 手機、行動電源、相機及充電器 

證件/卡片 身分證、健保卡等 

來回車票 

活動乘車前四週（二十八天）開始預訂，即週一可預訂至四週之後的週一

期間內之乘車票，但每逢週五可多預訂二天至四週後之週日乘車票（即逢

週五可預訂至四週後之週五、六、日之乘車票）。 

水壺 可隨身放置背包內(足供個人健行飲水量) 

鞋子 
建議穿著登山鞋或運動鞋，能減緩健行時踝部及膝蓋的衝擊力 

※請勿穿著平底鞋、涼鞋、拖鞋、高跟鞋等，不適合長程行走的鞋子 

其他 

太陽眼鏡(視個人需求)、適量現金、個人環保筷、手電筒、登山杖(視個人

需求，節省腿部衝擊力，保持平衡節省體力)、遮陽帽、頭巾(頸部保暖及

健行時沿途擦汗用)、備用塑膠袋(裝個人換洗衣褲及垃圾)、口罩 

※健行過程中僅需背負當日行進間所需物品，如：帽子、水壺、外套、隨身零食、

手電筒等物品，換洗衣物、盥洗用品等大型行李可放於住宿房間內，健行背包建

議 10-30L 大小即可，依個人需求攜帶。 

 

二、報到時間：01 月 21 日(星期四)上午 10:00-10:30， 

台鐵新左營站大廳(高雄市左營區高鐵路 105 號) 

三、解散地點：01 月 23 日(星期六)下午 16:00-16:30 

台鐵新左營站大廳(高雄市左營區高鐵路 105 號) 

※建議購買 17:20 後的回程車票 

  



四、注意事項： 

1.如因天氣路況變動或不可抗拒之因素，承辦單位保有變更行程之權利。 

2.活動期間若擅自離隊放棄行程，恕不退費。 

3.患有心臟病、高血壓、糖尿病、氣喘、高山症或不適合戶外健行活動者請勿報名，如有隱匿報

名前來參加者，保險不予理賠，敬請務必注意自身安全狀況。 

4.包含費用住宿、餐食、遊覽車資、保險(意外險 200 萬、旅責險 500 萬、醫療險 20 萬)等。 

5.不含費用：個人裝備、其他行程外設施使用費、居住地至新左營火車站之來回交通費、票券。 

6.住宿 4 人一室，男女分開住宿，無法接受者請勿參加。承辦單位保有視情況異動之權利。 

7.梅山青年活動中心，冬天白天溫度約 12-17 度，夜間溫度約 10-13 度 

中之關-天池步道，冬天白天溫度約 8-12 度。 

8.活動期間以玉山國家公園(梅山口週邊)為主要範圍，務必遵守國家公園之相關規定，請愛惜自

然環境與各項公物，如有損壞需造價賠償相關單位。 

9.活動期間學員需遵守營隊規則，尊重他人、和樂共處，勿打牌、抽菸、飲酒等，不得擅接、改

變電源線或擅用電器相關設備，禁止攜帶易燃物品。 

10.活動期間學員對共用物品應負保管維護，如因使用不當損壞，應照價賠償，使用公共衛浴設

備，請保持乾淨，並記得帶走個人用品及垃圾。 

11.活動期間兩性之間應互相尊重，勿進入異性學員之寢室，離開寢室務必記得鎖門，貴重物品請

隨身攜帶。 

12.活動期間學員請配合領隊及工作人員分配之寢室，勿自行更換，如有寢室相關問題請立即反映 

領隊及工作人員協助處理。 

13.參加活動學員請回傳電子信箱或來電告知您的用餐是否為素食。 

14.歡迎加入「2021 冬令營王者之路～南橫中之關天池輕健行」活動群組，隨時公佈最新活動訊息

及通知。 

15.其他注意事項 

※活動中會不定時上傳活動花絮或直播喔！夥伴親朋好友可以留意粉絲團喔！ 

※活動照片於活動結束後 3 天，上傳至 FB 粉絲團『高雄市救國團休閒活動』。 

※本次活動聯絡人黃浚瑋  0928-161939；07-2727229。 

※歡迎加入 line 生活圈(ID：@ona3766n)，可一對一洽詢活動事宜。 

     

  

高雄市救國團粉絲專頁 

第一梯 110.01.21-23 

LINE 活動群組 

第二梯 110.01.28-30 

LINE 活動群組 

 



2021 冬令營王者之路～南橫中之關天池輕健行 

活動日程表 
 

活動第一天 活動第二天 活動第三天 

10:00-10:30 06:30-07:00 07:00-07:30 

參加學員報到 

(台鐵新左營車站) 

美好晨喚 美好晨喚 

07:00-07:30 07:30-08:00 

早餐時光 早餐時光 

08:00-09:00 08:00-12:00 

前往天池 梅山口至桃源區 

(健行終點) 

健行約 16 km 

頒發活動證書 

大合照、期待再相會 

10:30-11:00 09:00-11:00 

始業式 

失落的步道 

天池-中之關步道 

步道長約 3.5 km 

12:00-13:30 11:00-12:30 12:00-13:00 

旗山老街輕旅行 

※午餐自理 
午餐時光 午餐時光 

15:00-16:30 12:30-17:00 14:00-15:00 

牛刀小試 

寶來不老浦來溪頭社戰道 

步道長約 2 km 

寶來溫泉足浴體驗 

南橫巡禮 

中之關-禮觀 

至梅山口 

健行約 20 km 

芋城貓巷輕旅行 

吃芋冰 

18:00-19:00 18:00-19:00 15:00-16:30 

晚餐時光 晚餐時光 

搭遊覽車前往 

台鐵新左營車站 

活動解散 

19:00-20:00 19:00-20:00 

梅山中心 

相見歡 

梅山之夜 

惜別晚會 

21:00- 21:00- 

進入夢鄉 進入夢鄉 

 



健康聲明表 
為因應防範新型冠狀病毒肺炎，2021 冬令營王者之路～南橫中之關天池輕健行活動配合主管機關實

施各項防疫措施，請如實回覆下列問答，感謝您的協助與配合。 

 

一、個人資料 

姓名： 身分證字號： 

連絡電話： 聯絡地址： 

 

二、風險評估 

  (一)個人身體狀況 

     請問您最近 14 天內是否有發燒、咳嗽或呼吸急促症狀? 

     ○發燒(耳溫>38 度或額溫>37 度) ○腹瀉 ○咳嗽 ○流鼻水 ○頭痛 ○喉嚨痛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無 

  (二)旅遊史 

最近 14 日內旅遊史 

○無 

○自身曾至國內、外旅遊(地點：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家人曾至國內、外旅遊(地點：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返國後依規定採取下列哪種防疫配合 

      ○自主健康管理  ○本人 ○家屬   

      ○居家檢疫(具疫情警示國家旅遊史者)  ○本人 ○家屬 

      ○居家隔離(確診病例的接觸者)  ○本人 ○家屬 

 

 



  (三)接觸史 

近期接觸急出入場所 

○無 

○曾至醫院、診所就醫 

○曾出入機場、觀光景點或其他接觸外國人之場所 

○曾參與公眾集會 ( ○室內 ○室外 )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 

  (四)群聚史 

近一個月內群聚史 

○無 

○同住家人正在 

  ○自主健康管理 ( 到期日_____________________ ) 

  ○居家檢疫 ( 到期日_____________________ ) 

  ○居家隔離 ( 到期日_____________________ ) 

○家人有發燒或呼吸道症症狀 

○室友有發燒或呼吸道症症狀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有發燒或呼吸道症症狀 

○收到同時與確診者位於同地點之疫情警示簡訊 

  本人已詳細閱讀此份聲明表，徹底瞭解其內容，並同意提供個人資料，且基於自由意志而簽署。 

 

 

  簽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可於第一天報到繳回    

 

肖像權使用同意書 

親愛的夥伴您好 

2021冬令營王者之路~中橫健行隊會從旁側錄參與活動時的照片，懇請您同意我們拍

攝以及日後做下列使用 

茲 同意 營隊學員 姓名_____________之照片及影像，同意無償授權救國團用於平

面，電子媒體設計、行銷、製作影音及海報文宣使用。 

 

 

 

          立同意書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中 華 民 國 1 1 0 年 0 1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