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FOSA 福清市户外运动协会欢迎您！ 俱乐部反馈 关注微信 注册 登录   



协会办公时间工作日 9:30-18:00（接受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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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路特色：

风景指数：

好玩指数：

活动状态：

出团日期：

人数选择：

强度指数：     

￥ 700 元起（AA制线路，此金额为预付款）

报名活动可获20积分/人

微信分享可获1积分，达成交易还可获3积分/人

立即报名 单位包团

线路简介线路简介 参考行程 费用说明 报名列表 报名须知 线路交流

　　

飞拉达

    

    

未选择团期

活动已结束

成人  -  1  +

 

线路简介线路简介  INTRODUCE

      飞拉达：意大利语"ViaFerrata"音译，意为铁道式攀登，指利用铁扶手横梯、固定缆索、岩石塞、踏脚垫等构成的攀岩径

道，让不会攀岩的人也能体会天然峭壁上的惊险刺激。

        而雁荡山飞拉达是亚洲设计线路最具挑战性的飞拉达。                   

雁荡山飞拉达位于龙西村沓屏峰，分A线B线，A线400米为休闲观光路线。B线900米为难度挑战路线

人生总要疯狂几次，要不就老了！

推荐活动

报名滚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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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芬雪芬

稻花香稻花香

娟子娟子_1524802211264

社区新帖 更多...

我们领队 更多...

九色甘南一路花海正当季、佛国

色达、神山莲宝叶则，藏地风光

人文深度游！

 报名了报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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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休闲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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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会文员工作

协会办公室收支报告（2021年1…

2021年每月协会新加会员及老会…

FOSA：福清市户外运动协会制…

面朝怒江，春暖花开

沱江边的古城----凤凰

三姑娘，想说爱你不容易！

疫情防控期间对参加户外山地运…

协会办公室收支报告（2020年1…

协会平台发布的俱乐部及领队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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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事尝试了才知道自己潜力多大！

D2：龙西白岩山脊穿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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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行程参考行程  ITINERARY

12月30日：

   8:29-11:25（D3234）动车福清-雁荡山，坐车到龙西村山下，购票，午餐，攀登飞拉达。傍晚下山后在龙西乡住民宿。 

12月31日：

   早起煮洗涑，煮早餐后，龙西白岩山脊穿越，17：03-20：20（D3233）动车雁荡山-福清。

【参加对象】

18周岁-55周岁协会会员或直系家属；12人成行,上限30人；行走力量队员优先。领队一旦报名确认，请速自购动车票

【队员物资装备清单】 

1、基本装备：



  30-45卍胒匋サ复雮兽￢帬饴甮氺￢诽颊复阸晘霢サ夰阹镢サ遴阹幃サ阸飔魚朵夺帄﹦抙绘扑奝サ皁屷杜サ抪膣﹛宏兮幃﹛

服装鞋帽：

窅戺逈后戽夜迖劮皊朓裋鞑幃サ掮荖冸锑衩裪﹦翃绘朓￢窅徘歫鞑戜迖劮鞑ザ

3、户外饮食：

叵帬炿雼飥サ氺枢圮践丐衫克飥甮ザ

4、其它提醒： 颁帬躱伃诇﹦叵帬盾杀サ纾帄/溅帄サ丰什帾甮荵哇筏ザ

【领队准备的物资装备清单】 

对讲机/医药包/路标/地图及GPS记录仪//队旗/点名单/记号笔/无人机等。

费用说明费用说明  EXPENSE

1：来回动车票自购！约284元（领队确认你报名后立即购买）

2：门票，飞拉达票现场统一购买，200-300

3：包车费用50元左右

4：领队费用30元左右

5：午餐晚餐住宿120左右

报名后退出的且无人侯补的，需扣费100元。

报名报名 /支付支付  PAYMENT

栿捴流劮惋冻弆造圮绅攵仞﹛

毕呮朱戽夜流劮贿甮丆舲圮流劮给来吔迡衒攼叜ザ

3-5夯叐仫丐閅绅流劮﹦刟覇圮披吓阼殻颊亪郮刌戜兮郮贿甮﹦流劮吔给箝ザ

兽余诽仫颌阥宏掘乀凌﹛兽余诽仫颌阥宏掘乀凌﹛

报名列表报名列表  APPLY LIST

序号序号 团期团期 昵称昵称 报名时间报名时间 状态状态

暂无报名

报名须知报名须知  SCHEDULED NOTES

取消报名操作

关注协会公众号福清户外运动福清户外运动，

点击公众号下方菜单���我的我的���我的报名我的报名，即可进入订单列表，点

击查看详情，查看详情，若订单状态为：预报名预报名 /候补，候补，则可自行进行取消订单取消订单操

作。

若订单状态为：报名确认，报名确认，此时需联系领队进行取消订单操作。

协会户外活动免责声明

1、活动由福清户外运动协会发起，由爱好者自助相约出行，而非旅行社，没有保姆式服务，强调自助、安全、环保、合作，因此谢绝无具体建议

又爱抱怨的队员参加； 

2、参加者均视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人，能自行承担所产生的一切后果，自负安全责任；未满18周岁的未成年必须有成年家人同行监护才

可报名参加； 

3、活动前一天务必休息好，修整指甲和脚趾甲，所有户外活动，不穿带跟的鞋子，不背单肩包和斜挎包出门；



线路交流线路交流  ROUTE COMMENTS

4、心脏病高血压低血糖等不适合户外运动者、处于特殊生理期的人士，请勿参加强度险度超过1颗星的活动；

5、部分山地徒步活动，因出入窄小村道，可能租用没有营运资质的小型车，请慎重报名，报名者视同接受并承担可能发生的危险； 

6、保护户外环境，不留垃圾，不干扰动植物生态系统，不破坏植被和水源；每一项活动、任何行为请考虑降低对环境的冲击。“除了脚印什么也

不要留下，除了照片什么也不要带走”。

7、如参加野外露营请保管好自己贵重物品，请随身携带，不要随意留在无人看管的帐篷内；

8、若野外露营请遵从统一安排的活动区、露营区、洗漱区、排泄区等开展活动，使活动安全、健康与环保；

9、不破坏当地农林作物，尊重当地民俗、宗教文化和生活习惯，与途经当地村民和谐共处；

10、报名者应为网站注册、会员登记及活动报名时填写的所有资料真实有效负责，同意活动保险与应急情况时调用。若提供了虚假或错误（含无

意中出错）而导致的法律责任、经济责任，应自行承担。

特别声明

报名协会本次户外活动为非营利性质的自助结伴同游活动，户外活动有一定危险，参加者须对自己的安全负责。活动中发生意外事故，组织者与

领队有义务组织救援或改变计划，但组织者和领队均不承担任何法律和经济责任，参加者自报名起即放弃本人和家属对组织者、同行的领队和队

友的索赔。特此声明。报名后，本声明自动生效表明你接受本声明。 

报名须知补充条款：关于“替报名”事宜

报名若有代同伴报名者，请您务必如实转告本活动所有详情、细节。包含行程安排、活动费用分摊方式、活动装备物品、安全注意事项、免责条

款等，最好让参加活动者本人阅读本活动详情和相关条款。否则，代报名者须承担一切后果与责任。

报名山地徒步、穿越，不允许替成年人报名；只能替“法定受监护人”代报名。  

我要交流：我要交流：

您需要登录后才可以回帖，请先登录 或注册新用户     

第三方合作网站登录

联盟商家联盟商家

云超商

花开不在香

山悦户外

合作联谊

马特宏户外

 
开放平台开放平台

中国登山协会

8264户外网

中国国家地理

自由飞翔户外

野行户外运动

山水风户外运动

 
加入协会加入协会

办理会员

领队app

手机报名

新手上路

协会论坛

旧论坛

 
关注我们关注我们

微信公众号

Copyright @ 2015-2016 FOSA 福清市户外运动协会 | ICP证: 浙ICP备15008401号-1 | 技术支持: 趣磨坊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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