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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難發生成因與死亡比例

參考資料：山區緊急救援體系檢討與建議之研究



面對突發狀況
如何確保自我生命安全?

不斷學習-充實經驗
強化個人-自保技能
發生意外-沉著應變



直升機不是安全的保證
搜救不是每次都能成功

學習自保才能存活~



山洪暴發搜救員渡溪不幸溺斃案件



意料之外的事故
隨時都會發生在你我身上

• 低體溫、凍傷

• 虎頭蜂螫傷

• 毒蛇咬傷

• 硬蜱

• 螞蝗

• 恙蟲

• 獼猴

• 山豬

• 黑熊

• 狂犬病

• 山區迷途受困

• 高山症

• 骨折

• 溺水

• 中暑

• 熱衰竭、熱痙攣

• 內外傷出血

• 食物中毒



凍傷、低體溫
•低溫環境中四肢和耳鼻等末梢組織易凍傷。

•患處刺痛發麻，皮膚蒼白感覺僵硬而遲鈍。

•凍傷常伴隨低體溫，急救時應先處理後者。

•回溫的溫度37~40度，舌尖感覺不冷不熱。

•回溫由心臟向外延伸，先除去戒指手錶等。



健行婦先下山腳卡樹幹虎頭蜂遍佈屍身



蜂螫預防
• 遠離蜂窩，切勿主動攻擊虎頭蜂。

• 避免使用香水等化妝品，衣著不要太鮮豔。黑尾虎頭蜂

• 盡量穿寬鬆的長袖長褲衣服，並戴遮陽帽。

• 了解蜜蜂及虎頭蜂的習性；遇巡邏蜂動作要輕緩。

• 7-12月是虎頭蜂螫人的旺季，在戶外活動要小心。

黑腹虎頭蜂 黃腰虎頭蜂 黃腳虎頭蜂 台灣大虎頭蜂



黃腰虎頭蜂喜歡跟人同居



黃腳虎頭蜂隨遇而安



棕長腳蜂-很少主動攻擊人



變側異腹胡蜂



長腳蜂、黃長腳蜂和黃胸泥胡蜂很少螫人



黑尾虎頭蜂又稱為土蜂
體型龐大 毒性極強 蜂窩多築在地下不易察覺
雜食性 也吃體型小的虎頭蜂



蜂螫處置
•遭受蜂螫時應順著風向盡速壓低身體逃離。

•蜂螫後最好的處置就是冰敷，尿液及姑婆芋不妥。

•蜜蜂螫後的蜂針要小心用刀片反方向刮除。

•先隨身攜帶腎上腺皮質素和抗過敏的類固醇及抗組
織胺類藥物，被叮立即注射。(國內須由醫師注射) 



蜜蜂~毒刺反方向刮除



千萬不要蛇吻
每年約有1400案例
即時送醫才能保命

屏東笠頂山百步蛇咬傷



台灣毒蛇的種類

•蛇毒分為神經毒、出血性和兩者綜合毒性。

•神經毒：眼鏡蛇、雨傘節、環紋/帶紋赤蛇

•出血性：青竹絲、龜殼花、百步蛇

•神經毒+出血性：鎖鏈蛇、海蛇

•保育加上民眾無知的放生，造成山區毒蛇猖獗，而且
體型也愈來愈大；在山區活動或是校園宿舍等都須嚴
加防範，因為蛇類的入侵都是無聲無息…

• 預防勝於治療，打草驅蛇做好防護措施可免遭蛇吻。



神經性的毒蛇



出血性的毒蛇



鎖鍊蛇具有神經性和出血性綜合毒液





毒蛇咬傷處置
• 無法確認是否有毒，視同有毒進行處理。

• 蛇傷患不極易腫脹，請速除去戒指、手鐲等。

• 患者保持鎮靜，切勿劇烈活動，勿飲酒。

• 立即用彈性繃帶緊緊包紮患部，範圍越大越好。

• 絲襪褲襪可取代彈性繃帶，到醫院前不要拆除。

• 盡速送醫就診，或用抗蛇毒血清治療。



蛇傷遠離醫療機構時之處置建議

如果被蛇咬傷，送醫時間超過4小時以上時，就必須
思考如何自救以保全生命延續的機會。 沒有血清時
毒蛇急救器就是最後的選擇了!   (但國內醫師並不建議)



針筒 清創利器



硬蜱
死咬不放的昆蟲
容易感染萊姆病
屬於法定傳染病



硬蜱拔除器



螞蝗-山中的吸血鬼
無聲無息就吸住你的身體…大啖鮮血!

用鹽或綠油精讓它自動脫離，切勿硬拔

傷口務必要清除乾淨以免感染血流不止

秋海棠是螞蝗的剋星，揉出汁液可預防

女性的絲襪也是很棒的防護工具!



恙蟲病
屬於法定傳染病 容易誤診 嚴重併發症 死亡率60%

注意環境衛生 消滅鼠輩 勿入草叢 別來無恙 身體健康



隱翅蟲 山區常見的皮膚殺手

•在皮膚上吹走即可，切勿
拍死在身體上!

•碰到隱翅蟲素用大量清水
沖洗後，皮膚科門診。



獼猴 為搶食物屢屢傷人的保育動物

• 謹遵不接觸、不干擾、不餵食
的三不原則。

• 食物切勿提在手上，置入背包
中比較安全。

• 手持”武器”自我確保，不讓
獼猴有靠近的機會。

• 猴群出沒地區所有的物品均要
嚴加看管。

• 衝突時走為上策切莫硬拚。

• 結伴同行最為安全。



山豬 台灣山區最聰明也最傷人的動物

•山豬攻擊性極強，獠牙是主
要武器，速度快動作靈敏。

•山豬常會直線攻擊，逃離要
左閃右躲，並拋棄背包。

•和山豬面對面對峙時，最好
從風尾處迂迴逃離。

•山豬常出沒的山區可以製造
聲響讓牠驚嚇躲藏。

•陡峭的地形可減少被攻擊。

•瘦稜上被攻擊的機會低。

•遠離山豬，切莫裝死。



黑熊

• 千萬不要爬樹或裝死。

• 發現熊蹤影應從順風方向慢慢離開。

• 逃命路線選擇陡峭斜坡迅速滑下。

• 食物要保存好，遠離宿營地點。

• 不要對小熊好奇!

• 不要覬覦母熊…





狂犬病
由狂犬病病毒引起的一種急性病毒性腦脊髓炎，發病後致死率高達100％

• 不要棄養寵物，不要接觸及捕捉野生動物。

• 任何動物都可能感染狂犬病，不碰觸、逗弄
野生動物。不撿拾生病的野生動物及屍體。

• 最好手持登山杖或棍棒以便驅趕野狗野貓。

• 被動物咬傷後要立即沖洗傷口並送醫診治。

• 登山露營時帳篷要緊閉出入口。

• 全程結伴而行。



迷途受困安全評估
• 環境評估 倒木、落石、雷擊、雪崩、洪水、土石流...

• 外在危險評估 毒蛇、毒蜂、恙蟲、黑熊、山豬…

• 本身危險評估 失溫、凍傷、缺水、斷糧…

• 傷病機轉評估 持續大量出血、缺氧呼吸困難、

病情惡化…



(一) 、緊急宿營的時機：

迷路、脫隊、傷病、天候惡劣、無法趕到宿營地



(二)、緊急避難所的環境要求：

✓崖壁下是否會有落石或崩塌的危險?

✓溪谷中是否會有山洪爆發或土石流的風險?

✓枯木下是否會有斷枝或倒塌壓傷的危險?

✓冬季在雪坡下或懸崖底部是否會有雪崩或石
塊滾落的危險?

✓宿營地是否在背風面? 是否有防潮和保溫的
效果?



(三)、緊急避難所的搭建與取材

一、利用天然的地形地物

1. 山洞、石洞或岩縫

2. 倒木或樹洞

3. 箭竹林

二、人工架設避難所

1. 利用闊葉植物來當遮蔽物

2. 利用箭竹、茅草或針葉植物等來當防潮材料

3. 利用芒草花、松蘿或水草等來充當保溫材料

4. 善用隨身攜帶的裝備，如雨衣褲、背包



(三)、緊急避難所的搭建與取材

在搭建緊急避難所的位置，可以先

生火製造大量的濃煙，可以驅散

蛇、蟲、蚊蠅及野獸的侵擾。



野外求生與求救

求生—需要食物、水、火
沒食物可活多久?.......3星期

沒水可以撐多久?......3天

沒火能夠熬多久?.....3小時

沒空氣就活不久?....3分鐘

求救—對外通聯 SOS



（一）野外求生動植物

1.不需要陷阱：蝸牛、蛇類、蛙類、蟾蜍、

蜂蛹、溪蝦、溪魚等。

2.需要用陷阱：鳥類、鼠類、山羊、山羌、
水鹿等。(除非危及生命安全，否則請勿
任意宰殺野生動物；以免觸犯保育法) 



鍋牛：低海拔美食

居家附近勿食

灰燼或芭樂葉可除黏液



蛇
有毒沒毒都可吃

保育類的吃不得



海蛇 就少碰~海邊求生就容易多了



蟾蜍(癩蛤蟆)-劇毒
需要專業處理以免中毒!

其他蛙類均可食用(保育勿食)
建議樹蛙類不要捕食



蜂蛹是野外蛋白質的來源但風險極高



徒手抓魚蝦~



姑婆芋：工具植物



月桃：工具植物



高山寒芒：是極佳的保暖和引火材料



松蘿：可以保暖和引火材料



天門冬：珍貴中藥



（二）野外取水技巧

1.水的取得有來自於溪流、湖泊、水池、冰雪、雨水、露水、伏流
和植物等。

*露水的收集—日出前用衣物沾取植物上的露水後在擰出收集過濾。

*稜線上迎風面的樹在雲霧中會產生水滴，可利用外帳來收集。

*山溝青苔的石壁如果潮濕，可用紙巾虹吸匯集。

2.水的潔淨法：煮沸法、蒸餾法、沈澱法、布面過濾法、細砂過濾
法、藥物和濾水器過濾法。



（三）野外生火技巧 (務必要熟練)

一、選擇適當的生火地點

1 . 選擇避開強風且火勢不易蔓延的地方。

2 . 清除生火地點的雜物如：落葉、枯枝、雜草等。

3 . 請勿在樹根上升火，生火點宜先墊厚砂土或堆

疊石塊，避免直接在地表生火。

4 . 生火點上方不要有樹木的枝葉，以免引發火災

或損傷樹木。



（三）野外生火技巧

二、生火的程序
1 . 在生火點先舖上一些細柴或乾草，以免潮濕又

可助燃。

2 . 生火點如用石頭圍繞，在迎風面應留一個缺口

以利風勢助燃。

3 . 先將發火柴、引火柴和燃燒柴全部備妥再點

火，沒有把握不要輕易點火。



（三）野外生火技巧

4 . 點燃發火柴時不要有強風，點燃後逐漸添加細

柴和乾枯樹枝，注意樹枝間要留有空隙以利空

氣對流助燃，添柴也是由細到粗。

5 . 下雨或陰濕的環境，可以在火堆上方做一個木

架，並將要燒的木材擺在木架上，避免雨水直

接淋在火堆上，同時又可以將濕的木材預先烤

乾。



（三）野外生火技巧

生火的技巧－發火柴、引火柴和燃燒柴

發火柴--就是用一根火柴或打火機就能點燃的燃料。

如：紙張、乾枯的樹葉、乾草、橡膠製品、

針葉樹的樹脂或小木片等。

引火柴--接續發火柴用的可以燃燒的細柴。

如：箭竹或是像手指般粗細的枯枝、乾柴等；

細切燃燒柴更佳。

燃燒柴--作為可持續燃燒的木料。



天然的火種~松樹
健康的松樹沒松脂，磨損或蟲蛀才會分泌



打火機 ~ 山野絕對必需的裝備



不同的點火方式
火柴、打火棒、 放大鏡、 眼鏡…

、



多用途的腳踏車內胎~
發火材、陷阱、彈弓、魚叉、止血帶、



（三）野外生火技巧

三、生火的注意事項
1 .火堆如果架灶，灶口宜向迎風面。

2 .生火點可以先挖成低凹，或以石塊圍繞，可以避免火勢遭強風吹襲擴散。

3 .火堆旁要先準備沙土或一桶水，以便火勢太大或離開時滅火。

4 .火堆不宜過大，最好控制在50平方公分以內；待援時注意火堆燃燒的持
續性。

5 .盡量檢拾枯木枯枝當柴火，切莫任意砍划樹木；如萬不得已請先折取分
枝來用。



（三）野外生火技巧

四、滅火並恢復原地貌—LNT精神

1 .將餘燼中的木炭塊用石頭敲碎，並確定已經完全熄滅。

2 .在生火點挖洞將敲碎的木炭與沙土混合後踩踏填平。

3 .掩埋處上方澆水以降低復燃的機會；如利用石板或石塊覆蓋更佳。

4 .尚未完全燃燒的木材，請確定已經熄滅後，集中到石塊或硬土上方放置。



如何在高山上求救 S.O.S
留下痕跡

製造狼煙

無線電對講機

手機或衛星電話



手機求救通信要領

 手機通話時最好選擇現場附近的至高點，稜線上或是山頂上
都是良好的通信位置，盡量避免在山溝或溪谷中發話。

 在山谷、山溝、偏遠山區或是基地台的背山面都是收訊不良
的區域。

 通訊不良時手機會根據基地台的要求提高發功率，所以會比
較耗電；最好選擇定時通話，減少待機時的耗電。



手機求救通信要領

 在山區無法通信時，可以藉由地圖判讀，或在夜晚朝光源比
較亮的方向；越靠近村落或公路比較接近基地台，入網通話
的機率會比較高。

 在訊號微弱的山區，當手機無法通話時，可以藉由簡訊來求
救；因為傳遞簡訊的時間很短，傳送或接收的成功率相對會
提高並且省電。

 手機緊急求救號碼在台灣可以撥打110、112、119或911
都可以接通。請撥112。



如何進行正確的手機定位

確認手機的機型是iOS或Android系統。

選擇空曠處或是待援處再進行定位。

在山區建議在飛航模式下進行定位。

定位時間最好5~10分鐘提高精確度。

定位完成後記住座標或是截圖，再關閉飛航聯上網路傳
送給救援者。

座標成功傳出之後在救援未抵達之前切勿任意移動。



iOS系統–手機內建定位操作(一)
 iPhone手機內建附加程式的指南針可以定位

不論手機有無訊號都可以定位（建議在飛航模式下定位）



iOS系統–手機內建定位操作(二)
在通訊良好又可以上網時可以下載登山客定位APP

安裝完成即可以定位（在山區沒有圖資一樣可以定位）



Android系統-手機定位操作（一）
 Android手機可以開啟Google地圖可以定位

不論手機有無訊號都可以定位（建議在飛航模式下定位）



Android系統-手機定位操作（二）
從Google的Play 商店下載台灣大地羅盤，開啟後即可定位。



Android系統-手機定位操作（三）
有網路從Google的Play 商店下載OruxMaps開啟後即可定位。



Android系統-手機定位操作（四）
從Google的Play 商店下載綠野遊蹤，開啟後即可定位。



狀況(一) 民眾自行撥打電話求援，尚未失聯

請先跟迷途者確認電信系統商。（中華電信、台灣大哥大、遠傳電信…)

請迷途者利用手機的APP定位再回報，建議在飛航模式下定位。

告戒迷途者回報位置後不要再移動，千萬別下溪谷。

台灣山區溪谷地形險惡，瀑布與深潭很多容易受困，而且溪谷的收訊更差

請熟悉當地山區的專業人士導引迷途者回到正確的路徑上。

一般迷途會求援都離路徑不遠，導引通常都是要求迷途者往上爬

如果可以生火則建議在不會造成森林火災的情況下生火待救。

生火是山域迷途者最佳自保的方式，除了保暖之外搜救隊也容易發現

當求援者斷訊之後就要及時請求系統商提供迷途者發話的位置座標。



狀況(二) 迷途者完全失聯，親友報案協尋

請先確認迷途者使用的電信系統商。（中華電信、台灣大哥大、遠傳電信…)

請求系統商提供 1. 最後註冊基地台前8小時的紀錄資料。

2. 基地台的WGS84座標及天線的指向性。

3. 最後註冊基地台或是失聯者受困區域附近10公里

的基地台座標及天線的指向角度。

(轄區內的基地台的資料庫建立可以請電信業者配合)

取得基地台座標後，利用Base Camp和Google earth建立搜索熱區。

迷途者如果完全失聯，一般判斷溪谷都是熱區。

持續追蹤失聯者的手機是否有再註冊的紀錄。



狀況(三)迷途者沒有攜帶行動電話

無能為力~盡人事聽天命…

提醒

上山務必要帶通訊器材(手機、衛星電話、無線對講機)。

定時回報行程萬一發生意外才能及時救援。

使用Google的人可以將帳號給家人，以便查時間軸縮小範圍。

上山務必要安排留守人，並告知詳細的行程與應變計畫。



案例：高山LINE定位造成致命的誤判，尚未尋獲



手機的訊號不會轉彎，遇到屏障就無收訊；所以從基地台看得到的視
域才有通聯，迷途者定位在完全無收訊的溪谷造成致命的錯誤。



錯誤的定位，指揮官並未及時修正



27K取水處（登山口）

12.17
17：00 賴傳與消防
隊通報走失，座標
點大概的位置，他
報知保暖衣物足夠，
食物一天份

疑似賴傳走錯路線
（小董個人猜測）

因他電話跟消防隊表
示先走到溪谷，發現
走錯路，上切稜線，
看到對面是銘鳴山

鈴鳴山、人待山
叉路口

12.18 
9：55 賴傳與消防隊聯絡，準備要回25K
工寮處拿東西，目前腳傷情行還可以，表
示人在稜線上旁邊都是樹林，有看到直昇
機從上空飛過
11：15賴傳與消防隊聯絡，表示目前都還
在原地沒有移動，手機電力剩1％，糧食
剩半個麵包，沒有禦寒衣物只有一件雨衣
和手電筒
12：55 賴傳與與消防隊聯絡，說直昇機
在頭上盤旋，但樹林太多，看不到他



建立搜救熱區 擬定搜救計劃 完成搜尋勤務

* 廣納資訊客觀分析
* 虛心檢討認真學習
* 分享經驗提升效率



狼煙求救的技巧

 在晴空、溪谷、山谷、枯黃的草原、森林茂密地區，使
用白煙。

製造白煙---投入大量的新鮮的蕨類、草葉或水。

 在陰天、空曠地、岩石區、稜線透空處、雪地，宜使用
黑(濃)煙。

製造黑(濃)煙--投入衣物、橡膠或大量乾枯的草。

 如果是直昇機救援，在直昇機確認已經發現待救者時，
應立即將狼煙熄滅；因為直昇機螺旋槳產生的風力極強，
會將狼煙炊散火星亂飛引發火災。



狼煙求救的技巧

狼煙可以標定待救者的位置，縮短救援者的搜救時
間，同時也讓空中救援能及早發現並將人員救出。

升狼煙之前要選擇適當的生火地點，最後要滅火並
恢復原地貌。

(參閱野外生火技巧)



導引直升機進場救援注意事項~



感謝聆聽 敬請指教
保命的叮嚀—每個人上山請記得攜帶 火柴 OR 打火機

---救人第一 安全至上---

山域急難救助、登山技能訓練

新北市政府消防局新板義消專責山搜分隊

分隊長 : 劉崑耀 (小五)

TEL: (02) 2953 6600

Mobil: 0910-338238 全天候待命

E-mail: tw119995@gmail.com

mailto:kar.go@msa.hinet.ne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