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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自古以來『山』即被人們所嚮往，

文人雅士對山的讚美更是不絕於口：

「入山那怕雲迷路，更向白雲深處行」，「入山那怕雲迷路，更向白雲深處行」

登山真的是那麼令人著迷嗎？



有位老山友，曾經語重心長的說道：「一座山

擁有兩個世界，天候及人員的狀況決定了它的難易

度，千萬不要抱著“很簡單”的心態來登山。」

「魔鬼與天使並存，想見到天使你必須從惡魔

身邊路過。」

日本長野「登山十訓」中明示登山者：「不要

過度自信，山上的路況常常會有改變，與同樣走在

步道上的山友們交換路況等資訊，是最新、最即時

的。」「天氣預報即是遇難預報，因山上的天氣足

以左右生死。」「下山的路更要小心注意，意外常

常發生在下山途中。」



政府為推廣全民登山運動，提升登山運動品質

、保障參與者之安全及權益，近期已由體育署訂定

登山活動應注意事項，邀請中華健行登山會等國內

三大登山團體研商，不日公布做適度的引導，期提

醒登山者及相關人員，辦理或從事相關活動時，應

注意之事項。並以較長遠的角度，籲請登山者自發

配合，俾利登山運動之安全。

臺灣豐富多樣的山岳環境，是向自然學習的最

佳場所。從前述幾則箴言中，登山者應認知：登山

不只是為了登頂，而是去學習與山相處，惟有認真

的做好行前的準備後，才能進入山區活動。



民國103年至107年山域事故發生件數

貳、山域事故分析與案例



民國103年至107年山域事故救援統計數

根據內政部統計顯示，民國107年山域事故發生件數約237件，民國103

年至107年最近五年平均件數為222件，成功救援了306人，但不幸仍有19

人罹難，有4人失蹤，平均存活率為93％，尋獲率為99％。



統計民國104至108年資料，年齡層多集中於40歲至69歲

之間，又以50歲至59歲間中高齡者，發生事故機率較高。



山域事故發生之熱點，統計民國101年至108年上半年數

據，發現多發生於林區管理處所轄之中級山內，約占69%，

次為玉山國家公園、太魯閣國家公園及雪霸國家公園等三大

高山型國家公園，各管理處占27％。



山域事故案例１

發生時間：
民國107年7月9日

發生地點：
桃園復興鄉塔曼山
標高2,130公尺。

登山隊伍：
九名登山者，年約
50至60歲之間。

狀況研析：
1.山區路況不熟，無登山嚮導導致迷途。

2.山上天候瞬息萬變，未能即使掌握天氣狀況。

3.善用定位功能回傳確實位置，在原地等待救援。



山域事故案例２

發生時間：
民國107年11月11日

發生地點：

關西鎮外鳥嘴山

標高1,350公尺

登山隊伍：

21人組成的登山隊

狀況研析：
1.山區起霧致視界不清而走錯方向，未能掌握天氣狀況。
2.能在原地等待救援，利用定位系統讓搜救單位掌握山區位置。
3.新竹縣消防局指出，由於轄區山域多闊葉林，山區經常起霧，
路徑較容易混淆而走錯方向，今年共發生17起山難事故。



山域事故案例３

發生時間：
民國108年8月4日

發生地點：

宜蘭縣大同鄉

寒溪村古魯群峰

登山隊伍：

3男3女的登山隊

狀況研析：
1.山區路況不熟，無登山嚮導導致迷途。

2.能夠保持鎮靜，利用定位系統讓搜救單位掌握

山區位置。



山域事故案例４

發生時間：
民國108年12月21日

發生地點：

宜蘭大同鄉嘉平林道

神代山標高1566公尺

登山隊伍：

跟團3名登山者

狀況研析：

1.跟團脫隊後，山區路況不熟，導致迷途。

2.能利用手機定位確認最後發話位置，並待在原地

等待救援，讓搜救單位掌握山區位置。



留守家屬於1月31日在「登山借問站」貼文代尋，

並公布其行程。

山域事故案例５

發生時間：民國109年1月23日

發生地點：南投縣信義鄉八通關古道縱走



狀況研析：
1.獨攀未結伴同行，因大意疏忽導致迷途。

2.何姓山友登山經驗豐富、裝備齊全，發現迷途

後，緊縮糧食，並攀上稜線待援，才能在寒冷
的高山上持續維生、等待救援。



由上述幾個案例研討分析，造成迷路的原因

很多，諸如：獨攀未結伴同行、無登山嚮導、不

熟悉登山地理環境、體能差跟不上本隊而脫隊、

未攜帶登山地圖與指北針、未養成隨時定位的習

慣，以及未能掌握天候因素等，更糟者是為趕時

間而抄不熟悉的小路。



一、大眾化的郊山路線

二、路徑複雜的百岳高山

三、天候造成的迷路

四、複雜的草原雜樹林地形

參、容易迷路的地形環境



肆、迷路待援之上策─稜線

一、稜線路線可確認自己的位置

二、溪谷地形變化多端克服困難

三、溪谷地形不利於搜救行動

四、稜線較易顯示利於空中搜尋

五、地勢較高地形較易尋得避風處



一、迷路者經常往溪

谷移動找路。

二、在溪谷裡避難的

迷路者，大多無

法成功生還。

迷路者的行為模式



伍、迷路時之正確作為

一、停止前進

二、回頭找路

三、攀爬上稜

四、切莫下谷



一、熟稔使用各式裝備熟讀記錄

二、登山隊伍之適當編組

三、注意登山路徑觀察地形、地物並予以標記

四、詳實觀察辨認叉路

五、養成使用地圖、指北針及隨時定位的習慣

六、遇到惡劣天候要有應變方案

七、隨時注意保暖掌握「333原則」等待救援

八、原地等待救援時之通訊連絡

陸、如何避免發生迷路



經常容易誤導的Ｙ及Ｔ型岔路



民國107年在秀姑巒山發生一起山難迷途事件，

四個人的登山隊伍計畫攀登「八大秀」；行程第三天

登頂秀姑巒山頂時，一位隊員因為沒有攜帶保暖衣物

，自行下山返回1.7km處營地，但不久即錯判下山路

徑，誤而下切到溪谷。他躲在樹洞熬過一晚後，隔天

決定翻過稜線求援，歷經28小時後，終於走到大水

窟山屋。事後檢討發生迷途的因素：

1.自行下山。

2.對路跡的警覺心不足，經Ｙ型岔路口時未留意。

3.發現迷途時未能及時回頭，持續下切到溪谷，消耗

了體力。

4.登頂包過於簡化，未攜帶保暖衣物與糧食飲水不足。

5.幸能攀爬至稜線求援，化險為夷。





太陽「木棒成影法」

柒、登山迷路如何找到方向



手錶和太陽測定方位辨別方向



觀察自然界特徵

陽光是自然界生長的原素，因而在自然界形成了許多
特徵，由此可間接的判定方向。利用自然界特徵判定方位
時，要特別注意對週遭的地形現況作具體分析，綜合運用
多種方法予以驗證，千萬不要生搬硬套。



山林小徑上的苔蘚類植物，性喜潮濕、不耐
陽光；因而生長在樹木和岩石上的苔蘚，通常北
端會比其他方向有著較多的蘚類植物，據觀察顯
示，是因為樹木面向太陽的一端會缺乏足夠水份
的緣故。而在森
林的深處，太陽
光無法穿透的地
方，蘚類植物則
會平均地生長在
樹幹的所有方向
上。

苔蘚類植物生長方向



登山路徑旁折斷或者被砍倒

的樹木，殘留的樹樁上年輪的模

式也能指示方向，樹面向南邊的

一方生長比較好，年輪的間距會

寬一些；如果沒有樹樁，可以切

一小段樹枝來觀察。

年輪的模式

指示方向



「電力座標」

B5858 BD1055
電力座標 K3108是圖號 EE35 為座標

B6365 GC60
。





臺灣地區電力座標系統分區示意圖

Ａ-新竹西北邊 Ｍ-台南市沿海

Ｂ-基隆、雙北市、 Ｎ-嘉義、台南、高雄

桃園、新竹 、台東

Ｃ-台北、宜蘭 Ｏ-花蓮、台東交界

Ｄ-新竹、苗栗、台中Ｐ-台南市沿海

Ｅ-台北、桃園、新竹Ｑ-台南、高雄、屏東

、苗栗、宜蘭 北、台東

Ｆ-宜蘭沿海 Ｒ-台東、綠島

Ｇ-苗栗、台中、彰化Ｔ-高雄、屏東、台東

南投

Ｈ-台中、南投、花蓮Ｕ-海面

Ｉ-未涵蓋陸地 Ｖ-屏東尾

Ｊ-雲林沿海 Ｗ-蘭嶼

Ｋ-彰化、雲林、嘉義Ｘ、Ｙ-澎湖群島

、南投

Ｌ-南投、花蓮中段 Ｚ-金門 Ｓ-馬祖



第1個字元：
A~Z英文字母(不含 I )，代
表分區座標區塊。
第2-5字元：
一組四位數字，代表分區圖

號的座標原點。
第6-7字元：
A~H+A~E 英文字母，代表
100公尺正方區塊。
第8-9/11字元：
一組兩(或四)位數字，代表
1~10公尺正方區塊。

實例說明

Ｂ6365 GC60



電力座標公式轉換圖示

Ｘ座標：250000（B區原點）＋ 63×800＝300400公尺

Ｙ座標：2750000（B區原點）＋ 65×500＝2782500公尺

Ｂ區6365圖號原點：Ｘ：300400 Ｙ：2782500



東側6×100公尺（300400 ＋ 600 ＝ 301000）

北側2×100公尺（2782500 ＋200 ＝ 2782700）

即B區6365 GC原點Ｘ：301000 Ｙ：2782700



電力座標尾數60所代表的範圍，即為距GC正方區域原點，

往東6×10公尺，往北0×10公尺的10公尺正方區域；

Ｂ區6365 GC60的座標原點為 TWD67 X：301060 Y：2782700







「電力座標」B6365 GC60的所在位置，位於台北市北投區登山路69-81之43

號往中正山登山口方向，過岔路口後100公尺處馬路右邊的電線桿。





玖、詳實登山行程計畫

登山計畫是登山行程生命的方向，登山計畫資料，宜

複製給家人、朋友或負責這次活動的團體，讓渠等擔任留

守連絡者，清楚知道登山者每一天的行程、位置及時程。

發生意外狀況時，登山計畫書可以提供警消及搜救隊

了解登山行進的方向，縮小搜救範圍，以提高獲救機率。

登山計劃書逐條詳列書寫清楚後，可先期篩選剔退個

人意見與條件不同的人，亦可以此做為出發前之自我檢查

表。擬定登山計畫應包括下列事項：

一、登山者姓名、年齡、血型、聯絡方式及住址。

二、有所屬機關、機構、學校、法人或團體者，其名稱。

三、登山期間及行程。

四、裝備內容，包括具備定位及通訊功能之器材。

五、緊急連絡人或留守人之姓名及連絡方式。



拾、結語
許多登山者從事登山活動時，喜歡自我挑戰、享受登山的樂趣

；緣於登山活動始終存在著風險，尤其一些人跡罕至、地形複雜的

地方，雖然是充滿未知的景致，但是也遍布著不可掌控的險地，登

山者基於「自我行為責任」原則，不能不謹慎。

「世上本沒有路，走的人多了才有了路」。登山者用徒步行走

來親近、接觸大自然，山域裡的每一條路徑，都有著登山者不同的

歷程、紀錄，這些歷程在在皆為登山者走過重山之後的體悟。

登山是一種休閒運動，不僅需要基本的體力，還需要有許多相

關知識，須登山者一步一腳印腳踏實地力行與實踐，不要過度自信

才能確保自己安全。登山者走進山林境域，應保持謙虛的態度，尊

重大自然而與山共處，更重要的是做好充足的準備，減少迷路的狀

況的發生。

美國國家公園有一句警語：「入山者需自行負責自己的安全，

國家公園不能保證能及時救援成功。」總而言之，只要能做好事前

之萬全準備及災害發生時之緊急應變能力，相信每一位登山朋友都

能夠「快快樂樂登山，平平安安回家」。



探訪古道前的小叮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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