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家公園山域志工與
登山者之互動 

認識您的好朋友—雪霸志工  

雪霸閃電俠  莊居芳 
雪霸第一期保育志工 

雪霸志工聯誼會 創會長  



雪霸國家公園  

•位於台灣本島之中北部，境內
高山林立，景觀壯麗，由大安
溪河谷海拔760公尺至3886公尺
的雪山主峰，高差達3000多公
尺，自然資源極為豐富，是臺
灣第五座國家公園。  



雪霸國家公園涵蓋範圍  

•東起羅葉尾山、西迄
東洗水山、南至宇羅尾
山、北抵境界山，總面
積共有76,850公頃 。  





1992年07月01日成立管理處  

「雪」 



「霸」 



雪霸國家公園登山路線介紹 
（保育志工最常排班的服勤點） 

1. 【雪東線-登山口.七卡.三六九】  

2. 【武陵四秀線-新達及桃山山屋】  

3. 【聖稜線-翠池山屋.雪北山屋】  

4. 【志佳陽線-步道巡查】  

5. 【雪山西陵線-步道巡查】  

6. 【雪劍線-步道巡查】  

7. 【大霸群峰-登山口】  



 





雪東線  
•雪東線是雪山地疊以主峰為軸點，向東分
出的稜線，在雪山東峰後，陡落於七家灣
溪河谷，民國80年代，將登山口移昇到農
場果菜園的頂端，也就是現在的大水塔位
置，節省了一段40～50分鐘的爬坡路程，
隨後，雪霸國家公園也在此設置了登山口
服務站，派駐專人管制入山流量。從時間
、步程長短與大眾化熱門程度來看，登山
隊伍只要安排三天兩夜的行程，便可利用
此登峰途徑，往返雪山主峰。  



 



武陵四秀線  
•武陵四秀指的是橫列在武陵農場
北緣的四座百岳，由西至東，依序
是品田山(3,524公尺)、池有山
(3,303公尺)、桃山(3,325公尺)與
喀拉業山(3,133公尺)，這一條長
約十公里的高聳稜脈，是屬於雪山
山脈向東北延伸舖展的主脊稜脈中
的一段 。  



 



聖稜線  
•傳統的聖稜線行程－大霸尖山到雪山主峰
，已無法滿足愛好翻山越嶺的登山癡迷，
於是有人把行程延伸成了"ㄚ聖"或是"O聖"
；"ㄚ聖"就是從武陵農場起攀，先縱走桃
山、喀拉業山、池有山與品田山之後，續
走塔克金溪經霸南，以輕裝往返大霸群山
，再循傳統聖稜路線至雪山主峰；"O聖"則
是在縱走武陵四秀後，直接從品田山西側
垂降品田斷崖，再於布秀蘭山接上傳統聖
稜的路線。  





志佳陽線  
•志佳陽大山，海拔3,345公尺，基
點位於東南的3,289公尺峰上，東
南草坡凹谷有瓢簞池，擁有山光水
色之美，而途徑的司界蘭溪更具雅
致的溪谷風光，環山區域的泰雅原
住民部落，也是一個美麗又深具歷
史意義的原鄉。  



 



雪山西陵線  

•雪山西稜線也有人稱為雪山西南
稜，這條既長又支稜分歧的稜脈從
雪山主峰西主稜的翠池三叉山岔出
後，先向北突出約2公里餘，再轉
西南向延伸，其間三千公尺級高峰
有 18座，真可為峰峰相連，巨嶺
逶邐。  



 



 



雪劍線  
•大劍稜脈從雪山主峰向西分出，
到翠池三叉山(3,565公尺)後轉為
南向伸展，由北至南依序擁有雪山
西南峰(3,471公尺)、大劍山
(3,594公尺)、劍南尖山(3,285公
尺)、油婆蘭山(3,308公尺)、布伕
奇寒山(3,295公尺)、佳陽山
(3,314公尺)與小劍山(3,253公尺)
等8座三千公尺級名峰。  



 



大霸群峰  
•大霸群山的主稜脈，擁有迤邐5公
里長的三千公尺高嶺，其間名峰計
有：加利山(標高3,112公尺)、耶
巴奧山(標高3,192公尺)、伊澤山(
標高3,297公尺)與中霸尖山(標高
3,392公尺)等。大霸群峰的登山路
徑即連跨諸峰，才能到達大霸奇峰
的岩基下，一親聖山芳澤。  



 



您在山上碰過雪霸國家
公園的保育志工嗎？ 



雪霸高山保育志工-有點嘮嘮叨叨的 
先生,請不要穿鞋子上床(就是有人會穿鞋子上床?唉.) 
小姐.對不起,這裡沒有垃圾桶,垃圾請自行帶下山(有人一
到山莊就找垃圾桶在哪裡?) 
請勿在寢室炊煮,麻煩移駕到廚房炊煮(就是有人不顧安全
在寢室炊煮) 
請小聲一點,動作輕一點,有人已經在休息了(在山莊不管
白天或夜晚隨時都有人在準備攻頂或打呼休息) 
廚餘與垃圾請別忘記帶下山(有人上山,產生一堆廚餘) 
先生,麻煩把菸頭自行帶下山(等沒人看到,有人就會把菸
頭偷偷丟到草叢裡了,唉..) 
雪山 圈谷積雪30公分,沒有冰爪冰斧與雪地經驗請勿上主
峰(1-4月的雪季最容易看到一群沒經驗的要硬上雪山 ) 

https://yo.xuite.net/info/element.php?id=LD7tqMA3IYzoE17ixPXODM
https://yo.xuite.net/info/element.php?id=LD7tqMA3IYzoE17ixPXODM


.請問你們的隊員都回到山莊了嗎? 

.衣服濕了要換衣服的請到管理室更換, 
 別客氣 
.小姐請把帽子戴起來,避免頭痛或失溫 
.對不起,我這裡沒有便當,你們的領隊 
 正在廚房煮晚餐(有一次一位參加登山 
 商業公司的登山客竟然怪保育志工天 
 黑了還不發便當,差點把笑翻一群人) 
 以上是在雪山的369山莊或七卡山莊經
常聽到高山保育志工與登山客的對話. 

https://yo.xuite.net/info/element.php?id=LD7tqMA3IYzoE17ixPXODM
https://yo.xuite.net/info/element.php?id=0st_qakEMSkzwRg34QwAk0


今年三月某登山隊因裝備與經驗不
足,在雪地從圈谷滑落300公尺, 一
人手腕骨折,一人臉頰挫傷,一人脊
椎神經受傷,剛好有一位張姓美眉志
工與山友吳先生在圈谷附近,就幫忙
攙扶傷患從圈谷到山莊走了4個鐘頭,
並向管理站請求協助救援。 



警方以查無證據簽結／ 
     369山莊火警成懸案 





好山好水好難爬？台灣登山六大難關 

難關1：申請不友善 

難關2：交通不便利 

難關3：山屋設施簡陋 

難關4：服務跟不上 

難關5：政府山頭林立 

難關6：民眾教育不足 



台灣的山岳界常常有人站
出來大聲疾呼，要官方不
要限制東限制西，應該把
責任還原到每一個登山者
的身上，讓登山者學會負
責任，學會自制。 
 



雪霸今年01-08月山難23件 

•今年受新冠肺炎疫情影響無法出國，
登山空氣好且涼爽，相對變得熱門，
不過，山難意外迭有所聞，雪霸國家
公園管理處統計，今年01-08月共發生
23件山難，其中9件受傷．5件迷途、3
件高山症，另墜落、因病各2件，體力
透支、受困各1件，其中，57歲趙姓女
山友在中雪山8月22日失聯至今。 



我們需要一支專業的、技術本位的
官方山域搜救隊，我們需要體察民
意的官方管理機構，我們更需要有
責任感的登山者；這三方面缺一不
可，登山者在上山之前請多想想自
己的能耐和裝備，到底可以承擔多
少的風險強度。山不危險，是登山
的人讓他很危險，山難的最終責任
都要歸咎於登山者本身------ 



雪霸國家公園管理處 
(以下簡稱雪管處)的志工服務團隊  



志工成員  

•包含解說志工及保育志
工，並組織有雪霸國家
公園志工聯誼會，以協
助雪管處志工業務之推
展。  



保育志工  

•依據「雪霸國家公園保育志工服
務招募訓練獎懲要點」辦理保育志
工招募，109年度計有近150名保育
志工(女性40位、男性110)，開放
服勤時間為五、六、日、一，視情
況寒暑假及連續假期，平常日也開
放志工服勤，目前服勤皆於登山口
服務站、山莊及山屋。  





雪霸志工團隊服務特色或特殊貢獻  
•【解說志工】雪管處於102年06月通過環境
教育場域認證，發展了5套環境教育課程方
案，提供有系統的環境教育服務。103-104
年度持續透過解說志工發展7套環境教育課
程，其中為到訪的一般民眾所設計2小時環
境課程，於課程中加入了深具臺灣文化特
色的布袋戲劇，經由戲劇演出傳遞櫻花鉤
吻鮭生存所面臨的困境，期望能把握各種
機會傳遞環境議題，讓到訪民眾能在輕鬆
愉快的環境中學習。 



【保育志工】 
• 臺灣早期生態保育觀念缺乏，山區遺留許
多垃圾，志工除加強保育宣導並教育民眾
垃圾帶下山，本身也以身作則，除平日於
山區執勤時都會撿拾山區垃圾並揹負下山
，當發現大規模之垃圾時並組成淨山團隊
前往清理；另外園區各樣設施損壞或有安
全疑慮時，志工除回報外，並先進行簡易
修繕；雪季期間志工更化身為山區的守護
者，長時間於園區執勤，定期回報山區雪
況，協助山友進行裝備檢查，山難意外發
生時也往往於第一時間第一線提供協助。  











 



 



點亮聖稜線計畫 

點亮聖稜線計畫105-107年 

•雪霸國家公園山屋，跨越8座大山，橫
貫雪山山脈，海拔都在3000公尺以上
，維護不易，太陽能設備時常發生故
障，雪霸處保育志工，組成山屋設施
維護團隊，105年開始著手規畫「點亮
聖稜線計畫」，志工們揹負太陽能板
、電線、電盤箱和電池等設備，加一
加超過130公斤，翻山越嶺，終於讓聖
稜線的8座山屋，全都能夠點亮！ 







結  語 

服務、學習、成長，替代役
及志工都是雪霸的一份子，  

今日您為雪霸服務，明日雪霸
以您為榮，歡迎您、好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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