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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巨大小百岳    起來 

NO : 002 七星山 

躍上七星山主峰+東峰、冷水坑、北投地熱谷、煮溫泉蛋體驗一日遊

(9 人座車) 

出發日期及團費資訊： 

3/12(五)、3/19(五)、4/9(五)、4/16(五)、4/30(五) $1,999 /人 

註 1：此團體以 6 人成團為計價，將派隨團服務人員，敬請知悉。 

註 2：滿 6 人包團可指定接送地點(限台北地區)。 

註 3：若有指定的出發日期，請來電洽詢。 

行程參考 

第一天 台北火車站(東三門)－小油坑遊客服務中心－七星山主峰－七星山東

峰－七星公園、夢幻湖(短暫停留拍照)－冷水坑遊客服務站－冷水坑

溫泉浴室－竹子湖午餐－北投地熱谷－台北火車站(東三門) 

07：00 請於台北火車站-東三門口集合。 

請找穿著巨大旅遊背心之隨團服務人員報到。 

07：20『快樂出發，敬請準時。』 

08：30 抵達小油坑（整理裝備我們出發拿下七星山主峰了!）(1.6KM 約步行 60 分鐘) 

09：30 抵達目的地~七星山主峰 GE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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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星山主峰：海拔高度 1120 公尺，台北市的最高峰。在台北市區朝北邊往上望，經常可以望見它獨立

偉岸的山影，尤其是山頂上因侵蝕而形成的七個大小不一的山頭，猶如北斗「七星」般聳立在台北上

頭，山也因此得名。 

09：40 休息一下 整裝好 拍個照 出發前往拿下七星山東峰囉！(主峰前往東峰 0.3KM 約步行 5 分

鐘) 

七星山東峰：海拔高度 1108 公尺。與主峰兩峰相距僅約 300 公尺，走過一個小山谷就可抵達。 

09：50 回程~七星山東峰-中停七星公園、夢幻湖交會點(短暫停留拍照)上洗手間(1.1KM 約步行 40

分鐘) 

夢幻湖：位於七星山東南麓，標高約 870 公尺，形成原因尚未明確，可能是火口湖，也可能是噴氣孔

造成的凹地積水，或是火山間窪地所造成。湖中生長著一種稀有的水生蕨類-台灣水韭，是世界上水韭

生長緯度很低的地區，此種植物極為稀有，為了保護這種國寶級的水生蕨類，所以將夢幻湖劃設為生

態保護區。 

10：30 繼續前往冷水坑遊客服務中心(0.7KM 約步行 30 分鐘) 

 

11：00 抵達冷水坑遊客服務中心-冷水坑溫泉浴室 

冷水坑公共浴池：冷水坑溫泉是地下水間接傳導加熱而成的，有中性碳酸氫鹽泉及弱酸性硫酸鹽泉兩

種不同泉質，地底湧出的泉水約在攝氏 40 度左右，遠低於其它溫泉區水溫因而得名。很適合健行完泡

個腳的舒緩一下。冷水坑溫泉浴室雖為免費，但因應新冠肺炎疫情趨緩，陽明山國家公園管理處將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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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年 6 月 13 日起重新開放冷水坑公共溫泉浴室，為配合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防疫新生活運動」

保持社交距離室內 1.5 公尺等措施，進入溫泉浴室遊客採實名制、量額溫及手部消毒管理，請遊客於

入口配合填寫姓名、身分證字號及連絡電話（僅作為防疫期間疫調使用，30 天後逕行銷毀），並請攜

帶身分證件供核對，若不配合實名制或提供假資料者將不得入場。且為能保持社交距離，男、女浴室

容留人數均為 20 人，若人數已滿，請遊客耐心等候。 

11：30 竹子湖享用午餐 

竹子湖：原是 35 萬年前火山噴發造成的「堰塞湖」，後因湖水流失枯竭形成窪地。傳說早期此地簇生

著箭竹林，山風搖動箭竹林的景象，彷彿是湖水盪漾，因此稱之為竹子湖。近年以種植高冷蔬菜、海

芋、山藥、野菜而聞名，其中嬌嫩的海芋更是受到遊客喜愛，故有「海芋花田之鄉」的美稱。 

13：30 出發前往北投 

14：00 水都溫泉會館 煮溫泉蛋體驗(每人提供 2 顆雞蛋體驗) 

以前很多遊客都喜歡到地熱谷煮溫泉蛋，但由於為免遊客弄傷和保護溫泉的水質，北投地熱谷一早已

經禁止訪客在這裹煮溫泉蛋。因此為您安排至地熱谷附近的水都溫泉會館做煮溫泉蛋的體驗。 

北投溫泉簡介：北投溫泉始自大屯山之火山爆發，火山地底留下豐富的熱源，熱源將地下水加熱，再

由岩層裂縫湧冒而出形成溫泉。現在溫泉路的溫泉，正是藉此奇蹟發展而成，溫泉也最為充沛。泉質

青磺、白磺兩種。青磺溫高攝氏 100 度，白磺溫 50 度，地熱谷屬青磺質，適於煮蛋、嬉戲，為觀光

休閒之地，溫泉路之溫泉屬白磺質，天賦治療皮膚病症，促使人體血液循環正常，精神舒暢之作用，

最適合中年以上之人沐浴。日據時期北投溫泉最為著名，至 50 年代尋芳客量暴增，遂有限時專送服

務，至民國 68 年 10 月政府嚴令禁娼，限時專送立即消失於無形，溫泉路之盛況亦日漸沒落，只有溫

泉功能依舊，仍為遊客所喜愛。 

14：30 北投地熱谷(自由活動時間) 

北投這邊有許多的景點：新北投圖書館、北投溫泉博物館、煮溫泉蛋、紀念品店…等等，非常適合花點

時間來走走逛逛，享受清幽的意境。 

 

北投地熱谷公園：北投地熱谷又稱鬼谷、地獄谷，是大屯山群區域內水溫最高的溫泉，泉水溫度約 80

℃至 100℃。在日治時期，地熱谷被評為台灣八景十二勝之一，有「磺泉玉霧」美譽。青磺泉據說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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療養、復健功效，超適合冬天泡湯的呢！鄰近有水都溫泉會館體驗溫泉蛋 DIY。 

北投溫泉博物館：是日據時代就享有盛名的溫泉公共浴場，目前北投溫泉博物館被列為三級古蹟，有

英國鄉村風格的建築，外觀是沉穩的紅色磚牆也是 IG 網美拍照打卡熱點喔！館內主要介紹北投的歷史

及發展，包括凱達格蘭族的足跡、大屯燒、鹹草、臺灣好萊塢、北投石、溫泉由來等等。館外會有不

定期的展示表演活動。(每週一及國定假日休館，最後入館時間:下午 16:45) 

17：30 新北投圖書館(臺北市立圖書館北投分館)集合返程 

新北投圖書館：新北投圖書館為綠建築，2012 年獲得美國網站 Flavorwire.com 評選為「全球最美 25

座公立圖書館」之一，座落於在綠意盎然的北投公園內，室內書香，戶外鳥語，相映成趣，閱讀成了

一件愜意、享受的活動。屋頂為輕質生態屋頂，設有太陽能光電板發電，可發電 16 千瓦電力，並採大

量陽台深遮陽及垂直木格柵，降低熱輻射進入室內，降低耗能達到節能效果。綠化屋頂及斜坡草坡設

計可涵養水分自然排水至雨水回收槽，再利用回收水澆灌植栽及沖水馬桶，達到綠化與減少水資源浪

費。 

 

18：30 抵達台北火車站～期待下次相會 

※行程載明時間僅供參考，因路況或遊客眾多，行程順序將視情況前後更動。 

 

行前準備 

1. 抓地力好的登山鞋（避免地面潮濕路滑） 

2. 排汗衣物（較無日照及涼風） 

3. 登山杖（沿途有下切及陡升路段） 

4. 防蚊用品、防雨用品 

5. 飲用水或運動飲料（建議至少準備一瓶補充水分） 

6. 行動糧（建議攜帶不易腐敗且好食用的食品 ） 

7. 確認氣候（交通部中央氣象局：https://ubin.io/Guj8La） 

早餐：X 午餐：陽明山竹子湖中式合菜 晚餐： X 

住宿：溫暖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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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簡單的體力訓練（此路線屬中級健行，建議大家可在平日養成每日至少 30 分鐘的運動習慣 ，讓身

體保持在習慣運動的狀態） 

9. 充足的睡眠 

※此團免申請登山入園證 

 

作業說明 

行程包含 
＊去回程之 5~8 人座車費用。 

＊行程表上列出之門票、餐食費用。 

＊司機、隨團服務人員差旅費。 

行程不包含 
＊行程表上未表明之各項開支以及餐費。 

＊純屬私人之消費：如飲料酒類、洗衣、電話及私人購物費。 

補充說明 

＊報價以全程參加團體為計算基準，若去/回程單程放棄或不參與者恕無法單項退費。 

＊餐食如欲季節關係或預約狀況不同，若有更改，敬請見諒。 

＊嬰兒定義：未滿 2 歲之小朋友，不含遊覽車座位、飯店內床位、行程表內所有餐食及門

票。僅含保險費與手續費，超過年齡或未報名者恕無法享用任何行程車子接送或餐食。 

取消規定 

本商品經訂購付款完成後，視同雙方同意簽屬觀光局發布的【國內旅遊定型化契約書】，恕 

無法任意更改日期及行程，如要取消或延期將按照契約收取相關費用。 

第十一條、出發前旅客任意解除契約，須收取費用如下： 

(一)通知於出發日前第二十一日至三十日以內解除契約者，賠償旅遊費用百分之十。 

(二)通知於出發日前第十一日至第二十日以內解除契約者，賠償旅遊費用百分之二十。  

(三)通知於出發日前第四日至第十日以內解除契約者，賠償旅遊費用百分之三十。 

(四)通知於出發日前一日至第三日以內解除契約者，賠償旅遊費用百分之七十。 

(五)通知於出發日當天解除契約者或未通知不參加者，賠償旅遊費用百分之一百。 

前項規定作為損害賠償計算基準之旅遊費用，應先扣除行政規費後計算之。 

《通知日需以人事行政局公告之正常上班時間為依準，超過時間以下個工作日計算，敬請見諒。》 

備註 1. 線上預約並非保證訂位成功，仍需以客服人員回覆確認為準，經客服人員確認回覆

後，始可生效，並視同雙方同意簽署國內旅遊定型化契約書，敬請詳閱該契約書內

容。 

2. 旅客於訂購行程完成付款，經服務人員確認後，因故取消行程或延期，所衍生之費用

需自行負責，併將依據【國內旅遊定型化契約第十二條之規定（105 年 12 月 12 日觀

業字第 1050922838 號函修正）】辦理。通知日之計算，依人事行政局公告之正常上

班時間為依準，超過上班時間通知，則依下個工作日計算。如訂購人非旅客本人，訂

購人將居於代理人地位，亦即有義務充分告知使用旅客本人各行程內容及相關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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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如遇颱風、地震、豪雨等大自然不可抗拒之因素，本公司保有延期出發或全額退費之

權利。 

4. 本行程所載明之車行時間或景點停留時間僅供參考，隨車服務人員（領隊）會實際之

狀況（如當地節慶活動、塞車或天候等因素），做行程順序之調整。 

5. 此行程為合車制出團，所使用車型車款將依照當日出發報名人數調整。出發、集合時

間，請依規定地點及時間內準時集合，以維護其他旅客之權益；出發當天請攜帶網路

報名時登記的手機出遊並請開機，以免隨車服務人員（領隊）聯絡不到旅客，造成無

法上車，因故無法趕上，將依國內旅遊定型化契約書第十二條第一項第六款規定收取

全額。 

6. 敬請自備防寒衣物、遮陽防曬用品、雨具及個人慣用隨身藥品：如暈車藥、感冒藥、

防蚊蟲液等。 

7. 旅遊景點之設施及飯店附屬之設施開放與否，須以現場公告為準；部分設施如遇維修

施工中，敬請見諒！ 

8. 此行程內所包含活動項目或門票為團費包含，如旅客自動放棄者，恕不退費（不可抗

拒之原因除外）。 

9. 因遊覽車為密閉空間，請勿攜帶寵物及危險物品上車，以免影響遊客安全。 

10. 疫情期間，如非必要，請旅客於遊覽車上全程配帶口罩，以維護自身健康，謝謝合

作；如額溫超過 37.5C 以上之旅客，請勿上車參加旅遊行程，【隨車服務人員（領

隊）有權拒絕旅客上車參加旅遊行程】，造成不便，敬請見諒！ 

11. 團體旅遊，素食餐點並非葷食菜色一樣豐富多菜，敬請旅客體諒；若食用素食之旅

客，請於報名時，先告知客服人員，以利事先安排素食餐點。 

12. 遊覽車車位之編排，依起始地當天旅客報到之先後順序排隊劃位，如非起始地上車之

旅客，將由各地之上車之順序，依續安排車位，恕無法事先保留車位，如有老弱婦孺

及行動不便者，將由領隊事先安排，敬請旅客體諒。 

13. 若您對上述問題有任何不瞭解或疑問之處，請務必再次確認您所報名的客服人員，以

求得最正確的答案，也同時保障您的個人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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