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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巨大小百岳    起來 

NO : 006 基隆山 

一起登山趣～基隆山、九份山城、黃金博物館一日遊 
(9 人座車) 

    百岳太難害怕無法駕馭？初入登山世界，不知道哪座山頭能夠入手？不如就來小百岳走走

吧！台灣小百岳乃台灣行政院體育委員會為了推動全民登山運動，在普及性的考量之下，以台

灣各縣市近郊山區為標的。由於小百岳皆為當日來回，門檻比百岳低，所以許多山友都將搜集

小百岳為一生中一定要完成的事。 

 
 全程安排檢驗合格【五年內】豪華賓士九人座專車全程服務。 

 本行程為六人即成行，團費以六人成團計價為主。 

 本行程未派隨團領隊，旅客請自行與司機聯繫接駁事宜，司機主要負責安全駕駛，抵達景點將自

由參觀活動，旅行社將提供書面文字景點介紹，請旅客諒解。 

 包含全程各景點門票、停車費及司機小費。 

 4200 萬履約責任險、200 萬旅遊責任險及 20 萬醫療險。 

 
第一天 台北車站(西三門)－基隆山(雞籠山)登山步道【遠眺山城美景、基隆

山小百岳三角點】🚶九份老街－新北市立黃金博物館－台北車站(西

三門) 

08:00 請於台北火車站－西三門口集合。 

08:20 『快樂出發前往瑞芳，敬請準時。』 

09:20 抵達基隆山步道入口(整裝好出發登山囉！) (預計往返時間約 1.5 小時，含休息拍照) 

基隆山登山步道有分主線和支線，主線陡上 900M，支線較平緩 1395M，可依個人狀況選擇行走路線。 

基隆山(雞籠山)：位於臺灣東北部的一座山岳，行政區隸屬於新北市瑞芳區，標高 588 公尺。由於山

https://www.gianttour.com.tw/
https://www.gianttour.com.tw/


 
 

 
 

業務部  諮詢服務專線：02-25097728     https://www.gianttour.com.tw/ 

巨大旅遊 G.Tour 

勢高聳獨立，又加上位置緊鄰東海，基隆山在早期成為航海的重要指標，也是九份的地標之一。基隆

山形貌多變，從海上正看山形似雞籠，故舊時稱為「雞籠山」，而側看又似一位橫臥的孕婦，故又有

「大肚美人山」之美名，從瑞金公路看又似富士山，故又有「基隆富士山」之別稱。 

10:20 抵達基隆山三角點(標高 588 公尺) 

沿途共有三座涼亭及觀景平台可休憩，山頂的觀景涼亭可以鳥瞰基隆嶼、展望鼻頭角、水湳洞、八斗

子漁港、深澳港灣、基隆港、和平島等……。 

★TIPS： 

每年 10 到 11 月是台灣的芒草季，9 月開始芒花便會陸續綻

放，到了 10 月底~11 月整個月份是欣賞芒草最佳時機，想要

捕捉芒草雪白佈滿整個山頭的美照，可以利用這段時間去追芒

草唷！ 

 

11:00 折返抵原登山入口，集合步行前往九份老街囉！ 

11:10-14:10 九份老街(午餐於老街自理) 

九份：隸屬新北市瑞芳區，相傳在陸路尚未

開通之時，一切物資供給仰賴海路進行，由

於村落中只有九戶人家，故對外採買時皆要

求備妥「九份」，久而久之，人們便以此命

名。九份之發展過程可謂一段先民採金史，

隨採金人潮的湧入而繁華，又隨採金事業的

沒落而褪色。約略西元 1890 年左右，居民

在福山宮土地祠距小金瓜不遠處掘到金脈，

這使得原本只有九戶人家的貧窮村落，頓時

聚集了三、四千戶的淘金人口，此為九份的

第一次繁華。日治時代，大量的黃金被輸往日本，致使九份產金量達到顛峰。三○年代，隨著金價上

漲締造了「亞洲金都」繁華絢麗的輝煌盛況，當時由海上遙望九份聚落，燈火燦爛，時人稱之為「小

上海」、「小香港」。二戰後，金礦因前期的開採殆盡，產量大幅下滑，終在缺乏開採價值與經營不善之

下而結束，採金事業也因此走入歷史滄桑中。曾幾何時，隨著電影「悲情城市」一片在威尼斯影展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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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轟動之後，這個沒落數十載的小城，又三度勾起了人們的注

視與回憶。昔日繁華的老街、廢棄的礦坑、自成一格的礦區風光

與淘金史，經由媒體的一再傳播，吸引了四方尋找靈感的藝術家

尋蹤到此，嚮往復古的遊客也大量前來緬懷思古、細細品味這悲

情城市中的有情天地。 

九份老街：位於基隆山旁的九份是座山城，觀光客在熱鬧的老街

（基山街）穿梭，品嚐芋圓、草仔粿、芋粿等小吃，購買手工木

屐、懷舊零食、手繪衣等特產，最棒的是找間懷舊茶館，一邊品

茗清香的台灣茶，一邊眺望山城海景。與日本動畫大師宮崎駿電

影場景相似的「九份老街」，街道由「三橫一豎」等四條道路為

主，被許多階梯圍繞，別具特色。孤懸在山丘上的九份山城，以

能鳥瞰基隆嶼山海險峙，霧雨迷濛的美景而聞名。 

14:30 新北市立黃金博物館(門票 80 元/人) 

新北市立黃金博物館：位於新北市瑞芳區金瓜石的山城裡，擁有豐富的歷史人文與自然資產，並且是

臺灣首座以生態博物館為理念所打造而成的博物館，以資產保存為主，強調永續發展及舊建物的再利

用，結合在地的力量，進而帶動區域發展。來到金瓜石，除了欣賞當地特殊地質與自然美景外，更能

對金瓜石礦業歷史、聚落文化產生深刻的體驗，並且希望透過金瓜石居民的共同參與，一起經營打造

這塊土地的魅力。期許為金瓜石再創另一段不朽的黃金傳奇。 

※黃金博物館參觀遊程建議~ 

四連棟 

進入黃金博物館園區後的第一個館舍，內

部陳列展示日治與臺金公司時期居住於此

的員工生活樣貌，踏進後讓人不由得放慢

腳步，細細品味屋內每個角落所隱藏的往

日美好時光。 

1.煉金樓(沿四連棟旁階梯往上走約 1 分鐘

即可抵達)：過往曾是招待賓客用的旅館，後來變成煉金工廠。一樓部分一半為特展室，另一半則為影

片播放室。2 樓部分則有”河流淘金趣”虛擬互動體驗，適合大小朋友們一同來參與。 

2.金屬工藝館：由舊臺金公司餐廳改建而成的館舍，除了展示當代金工及傳統金銀首飾藏品，並結合影

音多媒體等展示手法來介紹臺灣金工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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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金屬工藝館對面步道：步道為園區過往舊日式宿舍通道之一，一旁的 8、90 年歷史的人字砌駁坎牆

面見證了過往建築的用心及專業，攀附牆面的蕨類植物同時也驗證了金瓜石多雨氣候與豐富的自然生

態。(可在此處觀察豐富的蕨類植物生長情形) 

4.太子賓館(左轉往太子賓館，右轉階梯往黃金博物館)：推測興建於 1922 年的日式行宮，後來成為礦

業公司的高級招待所。傳統日式建築及戶外庭園的山水造景，所散發的高貴與優雅氛圍，相當引人入

勝。(濃厚的日式氛圍很適合駐足拍照喔！) 

5.櫻花步道(階梯往黃金博物館)：全長共約有 95 階的階梯，是來訪黃金博物館的遊客們最易怯步的地

方。但其實情侶或親子們玩玩猜拳爬階梯的話一下子就登頂了。同時也設有扶手，以便年長者行走。 

6.輕便車道：輕便車道又稱「三分車」，過去是採礦時期的重要運輸系統，往西還貫穿基隆山到達九

份。園區特別保留了部份舊有軌道，大小朋友們亦能於仿舊車廂上拍照。 

7.黃金館：黃金館為昔日臺灣金屬礦業公司的採礦辦公室，經由整建再利用後作為展示館使用，展覽以

常設展的方式呈現，共分為兩大展區：一樓展示區「金光下的山城」，規劃「黃金年代」、「產金又產

銅」、「地下坑道的秘密」、「礦山生活」以及「戰爭與和平」等單元。黃金館二樓展示區除展出深受大

家喜愛的大金磚之外，另規劃全新的展示主題「大地的寶藏」，總計展出約 140 顆礦石，種類豐富令人

目不暇給，是本常設展的一大亮點。 

16:30-17:30 門口集合返程回台北火車站～期待下次相會 

【行程載明時間僅供參考，因路況或遊客眾多，行程景點餐廳或飯店順序將視情況前後更動，敬請見諒】 

 

 
 抓地力好的健走鞋或登山鞋（避免地面潮濕路滑） 

 吸濕排汗衣物（較無日照及涼風）及防風防水外套 

 登山杖（建議依個人身體狀況攜帶登山杖輔助） 

TIPS：使用登山杖就像多了 1 隻腳可以輔助我們走路減緩膝蓋的負擔，讓膝蓋較不會痠痛或產生運動傷害。 

 防蚊用品、防雨用品 

 飲用水或運動飲料（建議至少準備一瓶補充水分） 

 行動糧（建議攜帶不易腐敗且好食用的食品 ） 

 防風抗 UV 帽子（山頂較沒有遮蔽物，可預防曬傷的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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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餐：X 午餐：九份老街自理 晚餐：X 

住宿：溫暖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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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單的體力訓練（此路線屬中級健行，建議大家平日養成每日至少 30 分鐘的運動習慣，讓身體保持在習慣運

動的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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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親近自然，請穿著輕便服裝及運動鞋或防滑登山鞋。 

＊提倡綠色旅遊：用餐的部分建議自備環保餐具、環保吸管…等非一次性餐具。 

＊請自備登山杖、相機、望遠鏡、放大鏡、個人慣用特殊藥品、暈車藥…等個人裝備用品。 

＊請自備保溫水壺，力行環保不另提供瓶裝水。 

＊請保持車內整潔，並配合團體活動時間；請注意司機宣布的集合時間。 

＊好國民出門必帶身分證件及健保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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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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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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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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www.gianttour.com.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