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民國健行登山會」「五十年年表」
黃一元
【「沒有過去，現在就沒有意義，未來就沒有方向。」】「淡江登山社」OB
陳玉金在民國 74 年出版「二十三週年紀念特刊」編後語的一句話。

諺語：「以古鑒今」，談到「史」一開始以時間軸下手較容易進行，本「年表」
以「中華民國健行登山會」為例，本文邊界是國府遷台(民國38年)起到民國107
年，期間民國38年至58年以「首部曲」來陳述，但不以每年有何重大事件做歸依，
如36年至41年為第一階，42年至45年為第二階。

李希聖說「登山活動」是建立在「人」與「山」互動行為的關係上，其過程
基本是登高，舉凡登高行為中，所發生的重要歷程、人物、特殊成就或事件，都
是登山記錄為歷史一部分。舉凡登高行為中，所曾發生的重要登山歷程、人物、
組織、特殊成就事件或與實質登山行為，甚至因登山而發生的山難事件，都算是
臺灣登山史一部分，臺灣具有特殊的歷史地位，歷經多次社會經濟乃至政治的更
迭，也有大自然劇變的災害，這些歷史事件都深刻影響臺灣社會運行的腳步。
歷史是地域中所有人的精神與物質生活的總體過程，讓生活其中的人產生靈
犀相通的「共感」
，而醞釀出相互關聯的一體感，對生活期間的土地與所關愛的：
孕發出命運與共的意識，七十餘年來台灣的發展更是生活在台灣的人所關懷。
臺灣登山活動與社會政治經濟重大事件年表
「台灣登山史」年表1
前奏曲

黃一元製表

民國

國內登山重大事件

政治經濟

社會環境

國際事件

36-41

36.05「台灣省山岳會」
成立2 首任會長周百
鍊
41.07.20「台北市登山
會」成立，首任會長陳
全永
41.04「台灣山岳」創
刊
42「台北市早覺會」
成立

38.5.20 頒布「戒嚴令」
38.10 國府遷台
38.12「台灣省平地人
民進入山地管制辦法」
40. 「美援」開始歷時
15 年

36.02.28「二二八事件」
37. 實行「三七五減租」
38. 「金門古寧頭」戰役
40. 中共發動「鎮壓反革
命運動」
「政治鬥爭」運
動

36.印度和巴基斯坦獨立
39 中共發動「三反五反」
的「反腐敗」、
「反貪污」
「階級鬥爭」運動
39.06.25 「韓戰」爆發

42.01 「西螺大橋」
通車

42.03.05 史達林去世
42.07.27 「韓戰」結束

42.05.29 (1953)
「聖母峰」人類首登

42-45

1
2

38 年國府遷台為邊界的紀錄
蔡禮樂，「中華山協安全登山訓練中心落成紀念特刊」，78 年 6 月 15 日，頁 15
1

46-50

42.10.30「中國青年登
山協會」成立，首任總
幹事石錦
42. 救國團舉辦「玉山
登峰探險隊」
46.8.3-10 李明輝、李
榮顯、林文安、蔡景璋
等人首登中央尖山、審
馬陣山、南湖群峰
49.4.13 韓人金起煥墜
崖傷重搶救成功

43.12 簽署「中美共同
防禦條約」
45「東西橫貫公路」
開工
45 裕隆造第一台汽車
47.8.23 金門「八二三
炮戰」
49.3.11 實施「動員戡
亂時期臨時條款」
49.9.26「雷震事件」關
閉「自由中國」雜誌
48「臺大登山社」成立

51-52

53

54-55

46.中共發動「反右運動」
48.3.10
「西藏抗暴」達賴流亡
48.8.7 「八七水災」中南
部嚴重水患。
49.8.1 「雪莉颱風」
49.9.7 「羅馬奧運」楊傳
廣「十項運動」銀牌

51.01 「中國青年登山
協會」會刊【山】創刊
52.03.25—04.03 日本
大學山岳部（Nihon
University Alpine Club）
瀨能重衛教授帶領 11
位同學訪華
53.07.05--.20「中國青
年登山協會」辦「中央
山脈探險隊」(南隊)南
起秀姑巒北迄關門
山，(北隊)北起南湖大
山南至碧綠山。

52.9.12「葛樂禮颱風」 51.10.10 台視開播
52「中青省立中興大學 52.5.1 「梁祝電影」風潮
分會」成立
52.9.12「葛樂禮颱風」侵
襲，北部嚴重水患。

54.01.04 「台灣省山
岳會」于家琛在審馬陣
山區，因勞累留置途中
疲憊失溫身亡

54「興大法商登山
社」
、「臺北工專登山
社」相繼成立
55.03.03 「桃園縣山岳
會」成立，首任會長楊
金成
55.07.03 「台南市登山
會」成立，首任會長陳
文德

55.05.05

「臺灣省高

山簡記」出版
55.05 王雲卿發表「臺
灣山岳一覽表」
56-57

44.08.25 中共發動「肅反 43.07 (1954) 義大利首
運動」
「肅清反革命運動」 登世界第二高峰「K2」
46 蘇聯發射人類首顆
「人造衛星」

56.08.11 蔡景璋、林
文安、丁同三、邢天正
同登西合歡山，賀邢天
正完成臺灣高山攀登
計畫

53「淡江登山社」與「逢
甲萬里登山社」相繼成
立
53.04.12
「台北市健行會」成立
首任會長張燦堂

57 實施「九年國民義
務教育」
。
57 救國團縮編，
「中國
青年登山協會」裁撤。
57.09.09 「高雄市登山
會」成立，首任會長高
志鵬 (前身中國青年
登山協會台灣省高雄
分會)

(1956)日本首登世界第
八高峰「馬那斯鹿峰」
49.7.10「蘇聯」終止技術
援助「中共」
49.06.18「美國總統」艾
森豪訪華
47 中共推行「大躍進」
「人民公社」
「三面紅旗」
引發「大饑荒」造成非自
然死亡約四千五百萬人
51.05
「香港難民潮」
51.「古巴飛彈危機」
52.11.22
「美國總統」甘迺迪遇刺
身亡

53.06.20
「CAT 亞航」台中失事
53.08.11
桃園「石門水庫」啟用
53.9.20 彭明敏教授發表
「台灣人民自救運動宣
言」
54 警務處發布「戒嚴期
間臺灣省區山地管制辦
法」
，76 年廢止。
54.3 設立「高雄出口加工
區」
54「美援」停止
55「窗外」瓊瑤的故事

53.05.02 中共首登八千
米「希夏邦瑪峰」
53.10.10 「東京奧運」

57.8.25 「紅葉少棒」
，開
啟少棒時代。
57「清大登山社」成立
57 「中國青年登山協會
成大分會」改組為「成功
大學登山協會」
，簡稱
「成大山協」。

56. 第三次「中東戰爭」
（六日戰爭）
57.4.4 美國金恩博士「民
權鬥士」遇刺
57.01.05-08.21「布拉格
之春」「蘇聯」入侵捷克

54.「新加坡共和國」
成立
55.5.16 中共發動「無產
階級文化大革命」
，社會
延宕 10 年

再者對台灣社會變遷而言，自民國三十八年國府遷台頒布「戒嚴令」，歷經
三十九年韓戰爆發，四十七年「八二三炮戰」，四十八年「八七水災」、五十四
年美援停止、到六十年十月退出「聯合國」，六十七年十二月「中美斷交」，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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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的處境極為惡劣，國內外局勢詭異政局不定，幸賴政策定位正確，經濟方面「農
產品加工」及「香蕉輸出」，甚有「香蕉王國」美譽，香蕉出口自民國五十二年
至六十二年為台灣外匯主要來源，五十五年設立「高雄出口加工區」，為台灣石
化業與重工業打下良好基礎，至八十五年平均經濟成長率超過 9%使台灣晉身
「亞洲四小龍」之列。
「中華健行登山會」 五十年年表 –首部曲
民

黃一元製表

中華健行大事記

國內登山大事記

社會環境

政治經濟

58.06.01「中華全國體育協

58.02「野外」雜誌創刊

58.08.23「金龍少

58.03.02 「珍寶島事件」

進會登山會」成立，徐鄂雲

58.10.04 「中華全國山岳委

棒隊」
，榮獲「世

中共與蘇聯發生武裝衝

主任、黃浴沂、劉長泗兩位

員會」成立，總幹事蔡禮樂

界少棒賽冠軍」

突

舉國歡騰

58.07.20 美國「阿波羅 11
號」登月成功

國
58

副主任，黃浴沂兼任總幹事

58.12.09 「中國
電視公司」彩色
開播
59

58.08.15 以「反戰」為訴
求的「美國胡士托搖滾華
會」

59.06.01 台大學生蔡金式

59「中原登山社」成立

59.03「雲州大儒

59.04.24

烏來大桶山夜行墬崖身亡

59.01 「台中市登山協會」

俠布袋戲」風靡

蔣經國紐約遇刺

59.1010 本會代表「全國體

成立

全台

59.04.22 第一屆「地球日」

協」參加雙十節閱兵大典

59.03.01 師大學生黃尚衡積

活動

雪期強登玉山，墬落身亡
60

60.04.01「中華登山」創刊

60.04.17 「台灣省山岳會」

60.08.05「慶祝建國六十年」 吳文鎮夜宿雪山頂心臟病亡
名譽會長「楊森將軍」九十

60.06.17
狂飆的「保釣運

60.10 .25
「聯合國 2758 號決議

動」

案」
，承認「中華人民共

二歲高齡登頂「大霸尖山」 等五名清華學生，颱風來襲

60.08.14「南北高

和國」，取代「中華民

(3490 公尺)。

罹難喪生，震驚各界

速公路」動工

國」
，臺灣退出「聯合國」

60.05 團體會員「台船登山

60.10.25 「台灣省山岳協會」

60.12 第三次印巴戰爭，

隊」成立

「慶祝建國六十年」舉辦「中

促成「孟加拉國獨立」

60.07.25「竒萊山難」柏盛亨

央山脈南北會師縱走」
「七彩
湖」會師成功
61

「台船登山隊」許重成領軍

61.08.22 「黑色竒萊」邱高

61.12 「台大哲學

61.02.21「美國總統」尼

完成「秀姑、大水窟、玉山

等三名學生在奇萊卡羅樓附

系事件」

克森訪北京

主北」連登。

近失蹤遍尋不獲，震驚社會

61. 「政大登山

61.09.05「慕尼黑奧運」

61.10.21 辦公室遷至「中華

61.12.05 「台灣省山岳協會」 隊」與「海大山

慘案

全國體育協進會」台北市龍

成立「百岳俱樂部」
，首任主

嵐登山社」成立

61.09.29 台日斷交

江街 50 號 A

委蔡景璋，對台灣登山運動

61.01 刑天正於

61.08.02「香港海底隧道」

61.12.05 開辦「登山研習

推展，影響甚巨

「中華山岳」編

啟用

班」40 人報名。

訂「台灣省高山
3

61.08.27 賴銘堂洪素月汐止

明細表」

「天秀宮」楊森將軍福證
62

62.03.29 與「中國時報」合

62.03.20 「中華全國山岳委

62.10「曾文水庫」 62.07.20「雪梨歌劇院」

辦汐止大尖山「青年節萬人

員會」改組為「中華民國山

竣工

落成

自強登山大會」

岳協會」

62.01.31 「台南

62.10.06「第一次中東戰

62.06.02 因全國體協改組

62.12.25「彰化山岳協會」成

市登山會」林秀

爭」
「贖罪日戰爭」
，引發

「中華全國體育協進會登

立，首任會長柯明謀

蘭玉山頂獨自下

「全球石油危機」

山會」轉內政部登記「中華

62.10.11「奇萊山難」邱高等

至風口滑墬喪生

民國健行登山會」吳貞為首

三人失聯，本會出動六梯次

62.10.12 「台灣

任理事長，
「楊森將軍」任

搜救，前後 43 天 40 人次

省山岳協會」吳

名譽理事長

萬居南湖圈谷大
雨滯留失溫喪生

63

63.03.31 嚮導組長張天賜與

63.6.25 旅美學生簡正德「北

63「國家十大建

63.08.08「水門事件」美

周台珠結「秦晉之好」
，
「楊

美最高峰麥肯尼」登頂成

設」開工

國總統尼克森被迫宣布

森將軍」福證

功，國人首度海外攀登3

63 「校園民歌」

辭職。

63.09.15「花蓮分會」成立， 63.11.12 「台北登山會」成

風潮

63.01.18 中共發起「批林

首任會長黃茂松，名譽理事

立「高山俱樂部」在「白姑

63.12.27 「昌平

批孔」運動

長「楊森將軍」授旗，吳貞

大山」選定「一百二十岳」， 演習」發生「陸

63.02.15 香港成立「廉政

理事長授印。

首任主委林坏圖

公署」。

軍 UH-1H 直升機
墜機空難事件」

64

65

64.02.12-17 雪劍縱走-張公

64.01.01 台大學生劉南生等

64.08.20 「中船」 64.04.30「北越」攻陷「西

達、張文溪、沈林德銘、周

三名，台北「磺嘴山」迷途

承建 44.5 萬噸超

貢」美軍撤離，「越戰」

清淮、利思勳等五人

全凍死罹難

級油輪

結束

64.06.15「新竹辦事處」

64.01.04 警政署核定 898 人

64.04.05

64.04.17- 「柬埔寨共產

成立，鄭再傳市議員首任主

「高山嚮導員」規定進入高

蔣介石總統逝世

黨」攻陷「金邊」
。

任，總幹事孫壽，
「楊森名

山須依比例配置

譽理事長」親臨見證。

64.01.04 「台南市山岳協會」

64.10.18「南投縣分會」

姚宏長登秀姑巒回程失蹤至

成立，陳金田主任首任會

今

長，
「楊森名譽理事長」特

70.03 荖濃溪谷發現遺體

書匾額【健壽登山】以資鼓

64.05.20 林文安天王，猝死

勵。

「中雪山」
，震悼岳界

65.01.23 台北「九五峰」勒

65.05 「戶外生活」創刊

65.「聯勤測量署」 65.9.9 毛澤東去逝

石，慶賀「楊森將軍」九十

65.8.10 「陸軍官校」武旭光

全臺三角點全面

65.07.28「唐山大地震」

五華誕。

等六名學生，奇萊北峰因颱

檢測。

約 24 萬人罹難

65.11.12-13 林淳義完成濁

風大雨失溫罹難

65.10.31 「臺中

65.10.06 中共揭批「四人

3 韓漪，
「野外雜誌」， 63 年 7 月刊
4

口溪流域曲流地形與寮望

65.08.27 「中興法商登山社」 港」竣工通航

幫」

台考察

「雪山六路會師」學生社團

65.07.04「美國獨立建國」

65.03.27 閺詠中、趙之平、

首度自行辦理大型會師

200 週年

吳學鑑四人完成卑南主至
關山縱走
65.10.31 楊惠公主持大屯山
「紀念先總統蔣公八秩晉
九誕辰全民健行大會」
。
66

66.05.15 敬悼「楊森將軍」

66.01.19 台大學生歐世彬南

66「核一廠」第

66.01.20 卡特當選美國總

九十六高齡逝世。

湖大山失蹤至 69 年 9 月發現

一機組完工

統

66.9.15-01.29 沈世哲發表

66.08.27「台北市登山會」熊

66.11.19 縣長選

66.03.27 「泛美航空

「台灣東部海岸山脈百峰

隊隊長曹俊彥發起「快速登

舉舞弊，爆發「中

1736」與「荷蘭航空 4805」

一覽表」

山」

壢事件」

在「加納利群島」相撞，

66.07.10-林淳義登東澳嶺考

66.「興大法商登山社」秀姑

66.12.16「中國鋼

583 人罹難。

察

巒山二路會師。

鐵公司」煉鋼廠

66.05.25 電影《星際大戰》

66. 政大 OB 成立「523 登山

第一期工程竣工

美國首映

會」
。

66.10.29 第一座
「積體電路」廠
新竹落成。

67

67.02.07 林淳義「大甲溪上

67.02 民生報「戶外版」發

67.10.31

67.12.15 中美斷交

游角階地形與平衡流路」考

行

「中山高」全線

67.06.01-25「世界盃足球

察

67.03.19 「彰化植保中心」

通車

賽」在阿根廷舉行

67.07.02「苗栗辦事處」

梁儷靜玉山風口墬崖，領隊

67.08.16「自強號

67.10.16 第 264 任教宗

成立，首任召集人劉碧良副

蕭光湶尋跡也在同處墬崖

列車」開始營運

「若望保祿二世」
，第一

議長，副主任周炯和，總幹

67.05 「大自然」雜誌創刊， 67. 東吳、輔仁大

位波蘭裔及斯拉夫裔教

事黃森光

兩期後就停刊

學登山社分別辦

宗

67.11 黃浴沂副理事長率隊

67.09 第一批「避難小屋」

「雪山六路會

攀登日本「西穗高岳」並拜

竣工

師」
。

會日本山岳會(JAC)

67.10「戶外」出版「臺灣百

67 聾啞詩人陳履安完成卑

岳全集」

南主山縱走關山-

67.10.6「台北市登山會」
「中
央山脈大縱走」陳財旺，石
煌榮等由「卑南主」到「南
湖大山」全程 38 天歷史性創
舉4

4

許瓊丰、劉芳瑜，「臺灣登山大事紀」
，頁 197
5

68

68.01.24-02.09「中華健行登

「台南市登山會」設立「百

68 台中「多氯聯

68.02.01「宗教革命」伊

山會」舉辦玉山冬季積雪期

五十岳俱樂部」

苯米糠油」中毒

朗「何梅尼」推翻巴勒維

訓練營 計 21 天5

68.06 民生報出版，陳天嵐

事件

政權。

68.11.23 貢嘎山 (7556 公

黃建興合著「我們走在台灣

68.01.22

68.06 教宗「若望保祿二

尺) 首登者美國莫爾博士

屋脊上」

「橋頭事件」

世」訪家鄉「波蘭」

(Dr. Terris Moore)與楊帝澤

68.12 初~69.01.18 廖崑山等

68.12.10

68. 「日本索尼」推出

上校訪華，本會贈于「榮譽

三人與伍文化 46 天完成首次

「美麗島事件」

「Walkman」風靡全球

會員」

冬季中央山脈大縱走

68.12「中共與美

68.12「蘇聯」入侵「阿富

國建交」台美斷

汗」美蘇關係惡化。

交；
69

69.02.19 技術組舉辦「玉山

69.2.25 清華核工學生許榮

69 「北迴鐵路」

69.04 美國簽署「臺灣關

冬訓」雪地技術訓練暨台大

通、魏國良、廖學輝三名奇

全線通車

係法」

醫師賴金鑫在北峰測候所

萊卡羅樓墜落喪生

69.02.28

69.09.22 開始長達八年

實測「高山攝氧功能醫學研

69.10. 「戶外」出版「世界

「林宅血案」懸

「兩伊戰爭」

究」及「玉山北壁劍溝」首

名山全集」

案迄今

69.05.18 南韓「光州事

攀成功，前後 14 天成果豐

69.06.24「淡江登山社」完成

件」
，遭總統全斗煥政府

碩

「雪山六路會師」

鎮壓。

69.07.02「竹葉青登山隊」

69.06.30「輔大登山社」完成

69.06.01 美國「有線電視

隊長溫玉川完成「台北市登

「玉山六路會師」

新聞網」
（CNN）開播

山會」「120 岳榮譽獎」。

69.07.12「高雄醫學院登山

69.08.22 成立「慢跑活動推

社」完成中央山脈南北縱

行委員會」
。

走，七彩湖會師

69.12.04 「中華健行登山

69.07.20 「南區登山社團聯

會」海外攀登尼泊爾法拉加

合救難中心」成立，召集人

莫峰(6318 公尺 ) 張正雄、

林古松

謝伯宗攀登成功
70

5

70.04.25「中華健行喜馬拉

70.5「中華山岳協會」成立

70.07「山水」雜

70.7.3「陳文成事件」懸

雅山遠征隊」總領隊黃浴

「攀岩者俱樂部」

誌創刊(至第七期

案未果

沂，隊員戴進來為國人首度

70.06.25 「成大山協」
「秀姑

停刊)

70.8.23 「遠航三義空難」

抵達聖母峰基地營( EBC)

巒五路大會師」

70.11.23 「喜馬

70.9.30 兩岸問題中共提

70.3 .25 「中華健行登山會」 70.07 「海大登山社」辦「秀

拉雅俱樂部」蔡

出「對台九條方針」「葉

張文溪領軍完成尼泊爾「祖

姑巒五路會師」

楓彬、張銘隆、

九條」

魯西峰 6583 公尺」海外攀

70.10.09 林克孝等五人首攀

吳錦雄、陳嘯四

70 設立「新竹科學園區」

登

玉山東峰北壁

人攀登印度「特

70.7 外雙溪「景美女中」

70.06.03「時光琳將軍」就

70.10.10 何中達、林亮光、

里蘇爾 7120 公

師生溺斃事件，震驚社會

任第三屆理事長

郭建亨三人首攀玉山主峰北

尺」未果

70.09.23 黃浴沂副理事長訪

壁

70.12.30 台科大

蔡光隆，「雪原上的春天」，頁 40
6

「韓國登山學校」商討雙方

70. 1 0.25 梅葉明、高克維兩

劉宗明老師與 12

「冰雪地攀登高山訓練」
。

人首攀大霸西南壁

位同學太平山區

70.10.27 成大學生謝景銘

迷路七天，終獲

「三叉山」凍死案。

救

70.「臺大登山社」
「雪山三路
會師」
71

71.01.06「中華健行登山會」 71.04「高雄市登山會」舉辦

71.4.14

71. 英國與阿根廷「福克

舉辦「韓國冰雪地技術訓練

「三叉山六路大會師」

「李師科銀行搶

蘭群島」戰役

隊」領隊關振民等七人海外

71.09 「中華山岳協會」主

劫」

71 「美國」與「中共」

訓練，促進中韓兩國友誼。 辦第一屆全國攀岩觀摩大會

「逢甲萬里登山

共同發表「八一七公報」

71.04.22 「台中辦事處」與

71.01 「中華山岳協會」舉

社」七彩湖五路

「維他露」合辦年度登山活

辦「韓國雪嶽山死亡谷」海

會師。

動。

外冰攀訓練

71. 台北「喜馬拉

台北「喜馬拉雅俱樂部」吳

雅俱樂部」天霆

夏雄領軍「印度怒峰 7,135

峰女子隊，中途

公尺」未竟。

被取消攀登許可

「興大法商登山社」完成七
彩湖三路會師
72

72.07.09「苗栗分會」假獅

72.4.29 台日聯溯楠梓溪登

72. 「台中港」起

72.09.01

潭「仁愛之家」舉辦「成立

玉山成功，為國內溯溪發展

用

「韓航 007 號」班機遭「蘇

五周年暨全國會務人員聯

重要里程碑

72.07.29 侯西隆

聯」軍機擊落，引發外交

誼會」

72.10. 8 台北「喜瑪拉雅俱樂

領軍完攀美國麥

反彈

72.10.29 「苗栗分會」舉辦

部」
「印度庇古巴特峰 6772

肯尼峰（6,194m）

「加里山五路會師」

公尺」兩名隊員與雪巴第二

72.08.24 台中「豐

波攻頂三人墜落喪生

原高中」禮堂倒

72.06.19-07.24 「宜蘭復興商

塌 27 名學生喪生

工登山社」以分段接力完成
「雪山山脈大縱走」學生社
團自力完成實屬不易
73

73.05.19「花蓮分會」假瑞

73.04 「高雄市登山會」舉

穗紅葉國小舉辦「成立十周

辦「大武山十字形四路會師」 用

年暨全國會務人員聯誼會」 73.7.10 「苗栗頭份」張致

73 「核三廠」啟

74.04.09 第三屆第二次臨

礦」爆炸 74 名礦工罹難

73 .2.8 以「中華

73.7.10 北縣「瑞芳煤礦」

遠，賴永貴，張勝二共三人

台北」重返奧運

101 名礦工喪生

42 天無補給，完成北到南「中

73. 胡榮華「藍駝

73.10.15 「江南命案」引

央山脈大縱走」

單車」穿行六大

發台美關係惡化

73. 高銘和成功攀登歐洲白

洲 40 國

73.12.5 北縣「三峽煤礦」

朗峰（4,807m）
74

73.6.20 北縣土城「海山煤

74.1.26「雲水山」猝死案，

93 名礦工罹難
74. 「玉山國家公

65-85
7

時聯席會票選會員代表

領隊脫隊判刑

園」成立

74.07.07 「苗栗分會」劉運

74.11.12 「台北溯溪俱樂部」 74.7.30

財總幹事與周炯和及溫明

成立

德兩位副主任策畫安排協

74.04.07 「台南市山岳協會」

助「苗栗縣肢體傷殘自強協

協助「台南火炬殘障勵進會」

台灣列入「亞洲四小龍」
74.2「十信超貸案」爆發

頒布「勞基法」

會」20 人成功登「馬拉邦山」 12 人成功登玉山
74.07.10 「南投分會」辦雪

74.03.29 「中興法商登山社」

山六路大會師

曾東堯、石繼志、邱超偉、
湯正川完成「二子山區探查」

75

75.10.31 外雙溪越嶺忠勇山

75.3.24 「高雄市登山會」

75.05.19「519 遊

75.4.26 蘇聯「車諾比核

舉辦「紀念先總統蔣公百年

「卑南主山五路會師」

行」要求解嚴

電廠爆炸事件」

誕辰登山健行活動」

75.04.08 「中原大學登山社」 75.8.22 怪颱「韋

75.09.28 「民進黨」成立

「雪山六路大會師」

恩」三度襲台

75.01.28 美國太空梭「挑

75.7.2 逢甲「萬里登山社」

75.10.15 李遠哲

戰者號」升空 73 秒後爆

與戴曼程完成「白姑大山五

榮獲「諾貝爾化

炸解體墜毀

路會師」

學獎」

75.11.01「桃園縣山岳會」玉

75.5.25 南投「太

「山五路大會師」

極峽谷」山崩 28

75.10.05 「台北縣山岳協會」 人喪生
「拔刀爾五路大會師」
76

77

76.06.19「大韓山岳聯盟」

76.1.30 「新店登山會」周林

74-76 「大家樂」 76.7.15 解除長達 38 年

副會長金世煥七人來訪攀

養八通關登玉山途中失蹤，

風潮工廠怠工

「戒嚴令」

登玉山

兩年後(78 年)發現遺體

76.11.2 開放「大

中（共）
、日、尼聯合雙

76.05.28 十八周年慶舉辦

76.4 成立「北中南全國山難

陸探親」

跨「聖母峰」成功

「雪山六路大會師」

互助中心」

76.「環保聯盟」

76.「翡翠水庫」竣工蓄水

成立

77.04.22「北區登山社團互

77.01「台大登山社」完成丹

77.1.13

77.5.20

助中心」登山講座，林淳義

大及關門古道出版「丹大札

蔣經國總統逝世

「520 農民抗爭事件」解

專題「三角點介紹」

記」

李登輝繼任總統

嚴後首次群眾運動。

77 年度舉辦「登山安全訓

77.06.27 「台大登山社」完

「報禁」解除。

77. 「蘇聯」自「阿富汗」

練」班

成「南湖大山十路大會師」

賴長壽領軍成功

撤軍

77.05.07 哈哈隊十週年隊

壯舉

攀登「阿空加瓜

77. 「漢城奧運」

慶，首任隊長陳國龍，曾任

77.03.25 「高雄市登山會」

峰（6,961m）
」

本會總幹事，次任隊長林光

「關山五路大會師」

台日溯溪聯隊，

彥及第三任隊長林庚生均

77.6.17-18 「玉山管理處」

完成溯登「臺灣

為本會理事

召開「山難防救研討會」首

五岳」

77.07.17 「苗栗分會」辦「馬

次全國性登山會議

拉邦山六路大會師」

77.6 「淡江登山社」
「雪山
8

七路會師」
77.3.28 「高雄市登山會」
「關山六路大會師」
政大 OB 成立「523 登山會」
。
77.05.03 「彰化山協」主導
中日聯溯完成「大霸尖」水
路會師及五岳溯登
77.10.08 「台北縣山岳協會」
「塔曼山六路大會師」
78

78.05.28 二十周年慶七星

78.07.06 頭份「山帆登山社」 78.07.13 「鴻源

78.06.04

山(夢幻湖)六路登山大會師

王金榮領隊，賴永貴嚮導、

吸金事件」

「六四天安門」事件

「迎向朝陽」萬人健行大會

李世平、陳貴生、黃玉芳五

78. 03.12 「搶救

78.11.10 推倒「柏林圍

78.06.03「七十七年度全國

人完成無補給 50 天完成，北

森林運動萬人遊

牆」

幹部聯誼會」假台中市大坑

向南「中央山脈大縱走」

行」要求「林務

78.02 波蘭「團結工聯」

天星飯店

78.7「台北市登山會」及「中

局」
「全面停止伐

大勝

華健行」合攀新疆慕斯塔格

木」

78. 日本裕仁歿（昭和 64

峰(7546 公尺)

78.09 「中華山岳

年）
，明仁即位，改元「平

78.06.17 「淡江登山社」完

協會」獲准加入

成」

成天池六路大會師

「國際山岳聯

78.07.03 「海洋大學登山社」 盟」
完成玉山六路大會師
78.06.26 「逢甲萬里登山社」
無明山六路大會師
79

79.07.21 第五屆第二次代表

79.9.20-11.12 「台南市登山

大會 163 人參加，理事長黃

會」24 週年慶，舉辦蘇家盈、 子命案」

79. 「拉脫維亞」與「愛

浴沂辭職

周銘倉、莊瑞英三位無協作

79.07.25 高銘和領

沙尼亞」脫離「蘇聯」
，

79.09.22「台中支會」假中

完成「中央山脈大縱走」

軍完攀「印度莎瑟

恢復獨立

正育樂中心承辦「全國登山

79.03.27「高雄市登山會」
「玉

峰」
（7,672 公尺）

大會師」

山三叉峰五路大會師」

79.3.16

79.10.07 南港山與環保署

79.07.12 「文化大學登山社」 合學運」

79.4.8「井口真理

79. 兩德統一

「野百

合辦「台北萬人淨山大會」 完成「大霸尖五路大會師」
80

80.08.13-21 八十年度嚮導

80.7.12-8.28 「政大登山隊」 80 國民所得達

80. 01.17 「波斯灣戰爭」

研習班秋季班(12 小時)

二十週年慶黃一偉、賴介

一萬美元

80. 南非解除「種族隔離

80.04.13 「台北分會」成

中、王震宇三位同學 47 天完

「臺大登山社」

政策」

立，陳順財首任理事長

成「中央山脈大縱走」
，學生

出版《丹大札

80.12.16 「蘇聯解體」冷

80.07.28 「苗栗分會」成

社團首次記錄

記》
。

戰結束

立，溫明德首任理事長

80.9 15「中華民國山難救助

80. 中原 OB 成立

80.05.01 廢除「動員戡亂

80.10.06 首辦「奧林匹克玉

協會」成立，首任會長葉秋

「駱駝登山會」

時期臨時條款」
9

山高山馬拉松賽」

香，副會長吳一成及陳義夫

80..「林務局」宣

80. 科索沃「獨立公投」

80.10 「桃園縣山岳會」江

布「全面禁伐天

99 ％贊成

宗津會長，主辦第 17 屆「全

然林」

國登山社團大會師」七千人

80.12.21

參加

「國大全面改
選」

81

81.05.31 二十三週年慶七

81.12 台日聯溯太麻里溪登

81.10.5 「南迴鐵

81.5.15「刑法一百條」修

星山登山暨越野馬拉松賽

大武山成功

路」正式營運

正通過

81.04.30 「彰化健行登山委

81.10.26「三重山岳協會」
「玉

81.5.15 桃園「健

81.8.24 台韓斷交

員會」成立 首任會長黃柏

山五路大會師」

康幼稚園」火燒

81. 「巴塞隆納」奧運

勳

81.「雪霸國家公園」成立。

車 23 人喪生

81-84「巴爾幹波士尼亞」

81.09.06 至善國中「體育節

81.05.08 吳錦雄、吳泂俊章

81.「國會立委」

戰爭

萬人健行登山大會」含「越

子峰（7,583m）登頂成功。

全面改選。

野追蹤」比賽

81.10.19 「新竹市登山協會」

81.10.31 與行政院人事行

「三叉山六路大會師」

政局合辦大直故宮 「慶祝

81.10.26 「三重市山岳協會」

建國八十一年紀念先總統

玉山五路大會師

蔣公 106 誕辰健行登山大

81. 「新店市山岳會」奇萊四

會」
，盛況空前

路大會師
81.10.31 「台中縣登山會」
雪山六路大會師

82

82.05.30 二十四週年慶擎

82.05.02 謝長顯領軍完攀卓

82.1.19 台北市

82.4.27 兩岸「辜汪會談」

天崗六路會師

奧友峰（8,201 公尺）

「論情餐廳」大

82. 「歐盟」成立

82.11.01 內湖忠勇山「慶祝

82.5.10 台北「喜瑪拉雅俱樂

火 33 人喪生

建國八十二年暨紀念先總

部」的「兩岸聯攀」吳錦雄

82.「地方自治」

統蔣公 107 誕辰」舉辦「萬

首登「聖母峰」

全面實施

人反毒健行活動」林洋港院

82.7.9 游寶環、陳秋霞、陳

82.11.09 「中華

長蒞臨指導

美馨三人 31 天完成「全女性

健行」獲准加入

中央山脈大縱走」

「國際山岳聯

82.10.18 「彰化縣登山協會」 盟」
鈴鳴山五路大會師
82.11.15 「台北市哈哈登山
隊」雪山六路大會師
83

83.03.18 敬悼本會創會元老

83.6 「逢甲萬里登山社」完

83.3.31「千島湖

83 南非首位黑人總統曼

邢天正老先生

成「干卓萬山七路大會師」

事件」24 名台灣

德拉就職

83.04.15 辦公室遷入體育聯

83.11.30 「中華健行登山會」 遊客遭劫殺

83 「盧安達種族大屠殺」

合辦公大樓

主辦「第二十屆全國登山社

83.4.26 華航「名

事件

83.05.29 二十五週年會慶

團大會師」139 社團參加

古屋空難」264 人

83.11.05「亞洲山岳聯盟」
10

舉辦「七星山六路大會師」 83. 拾方方攀登「聖母峰」失
83.10.31 於陽明山國家公

蹤

園辦第二十屆 「全國登山

83.《臺灣山岳》雜誌創刊

社團大會師」及「越野追蹤

83.04.28 「高雄市登山會」

定位比賽」139 參加社團人

北合歡山四路大會師

數超過兩萬

83.10.25 「台南市登山會」

83.10.03 成為「國際山岳聯

玉山六路大會師

盟 UIAA」會員

83.10.30 「新竹市登山協會」

罹難

成立

84. 日本「阪神大地震」；

玉山八路大會師
83.11.30 「彰化縣登山協會」
南華山五路大會師
84

84.07.30「第六屆第三次會

84.05.12 江秀真、陳國鈞「聖

84.03.01

員代表大會」55 人出席，彭

母峰」登頂

實施「全民健保」 84. 「WTO」正式成立；

木山理事長請辭

84.07.04 「台大登山社」出

84.6.7-12 李登輝

84.09.17 合歡山「奧林匹克

版「白石札記」

總統訪問美國引

杯國際高山馬拉松」

84.10.10 「高雄區運」首次

發「兩國論」

84.10.27 監事臨時會議審

聖火玉山頂點燃

84.「消防署」成

查有關「淨山專案」收支

立警政、消防分

84.12.08-09 明德水庫「全

立

國幹部聯誼會」
，倡導「全

84.02.15 台中

面綠化、台灣國土」工程

「衛爾康餐廳」

84. 江澤民提出「江八點」

失火 67 人喪生
85

85.03.29 劍潭山辦「青年節

85.05.10 聖母峰遠征隊 (高

85.03.23 李登輝

85.03.08 「台海飛彈危

萬人登山大會」農委會林享

銘和九死一生)

首任民選總統

機」

能副主委蒞臨指導

85.7「政大登山隊」成功攀

85.03.28 「台北

85.07.31 「賀伯颱風」肆

85.01.07 第一屆「消費者

登新疆慕斯塔格峰(7546 公

捷運木柵線」全

虐 51 人喪生

月」全國萬人健行大會」

尺) 學生社團首次海外攀登

線通車

85. 首隻複製羊「多利」

85.05.25 與「韓國觀光會

85.05.10

誕生。

社」合辦台韓聯誼登雪山東
峰及桃山瀑布健行活動
85.10.01 舉辦合歡山「摩托
羅拉高山馬拉松」
86

86.7 「香港回歸」

86. 吳永華譯著沼井鐵太郎

86. 全台爆發豬
隻「口蹄疫」
86.4.14「白曉燕
事件」

86.05 李希聖完成「台灣登

〈台灣登山小史〉

86.8.18 「溫妮颱

協定」

山五十年重要事蹟要史大

86. 內政部以 GPS 衛星定位

風」侵襲，汐止

事年表」

建立 TWD97 坐標系統。

林肯大郡倒塌 28

86.05.24 「新竹分會」辦竹

86. 「臺大登山社」出版《白

東五指山肚君堂「八十六年

石傳說

全國幹部聯誼會」

86. 「亞洲金融風暴」
86. 氣候變遷簽定「京都

11

人喪生
87

87.2.16 華航「大
園空難」182 人罹
難

87.07.05 第七屆第一次會員

行政院體委會公告「高山嚮

87 通過「凍省」

代表大會

導員授證辦法」
。

87.12.12-13 「桃園分會」

球賽」冠軍

辦復興鄉角板山「八十七年

87.07.01「輔仁大學登山社」 87.2 全台爆發嚴
陳嘉峰、張國源、陳義明、 重「腸病毒」

全國幹部聯誼會」

曾建勳、洪廣冀五名學生，

華暴動

87. 法國首奪「世界盃足

87. 印尼「黑色五月」排

沿中央山脈主脊自北大武山
往北縱走到南湖大山，長達
八十天活動
88

88.04.24-25「體委會」委辦

88.「臺大山社」出版《南湖

「高山嚮導員研習會」兩梯

記事

次共 332 名
88.05.16 三十周年慶辦「雪
山六路大會師」暨全國各分
支會以無線電同步連線慶
賀

88. 臺大山社 OB「山谷登山
會」成立。
88. 海大山社 OB「山嵐登山
協會」成立。
88. 林宗聖發表「陽明山十大

88.06.02 體育大樓舉辦三

傳奇」。

十周年慶祝酒會

88. 內政部發行（臺灣地區）

88. 黃一元副秘書長榮獲八

1/25,000 經建版地形圖。

88.9.21
「九二一大地
震」2415 人喪生
88. 張銘隆、陳浩
秋沿富貴角，逆
時針兩個月，首
環航臺灣島一千

88.03.05. 「科索沃衝突」
88.070.9
李登輝「兩國論」紛爭
88.12.20 澳門回歸中國；
88. 美國釋出「巴拿馬運
河區」主權交予「巴拿馬」
88. 土耳其大地震

二百公里。

十八年體育節「精英獎」
89

89.05.05 常務理事黃德

89.12.31 風爐地山區辦「陽

雄、嚮導組長胡瑞發「希夏

光健身計畫-跨越千禧年-邁

邦瑪峰 8012 公尺」登頂成

向健康路」

功

89.12.09-10 中搜主辦「第一

89.10.14 「高雄分會」於美

屆山域鐵人賽」

濃辦「八十九年全國幹部聯

89.09.11-11.10 「中華山岳山

誼會」

羊隊」簡武雄、林忠亮、林

89.7.22 「嘉義八
掌溪事件」

89.05.20
陳水扁當選總統，首次政

89.10.31「新加坡

黨輪替，「民進黨」執政

航空」桃園機場

89.10.27
「核四廠」停建

失事 83 人喪生

89. 「象神颱風」 89. 2000「雪梨奧運」
侵襲，全臺淹水

89.12.05 「中國登山協會」 日財三人由屏東衣丁山往北
顏金安副主席來訪

至宜蘭三星山 81 天完成「中
央山脈大縱走」

12

90

90.04.28 第 10、11、12 梯

90.04.22-24「北師附小」23

90.1.1「週休二

次「高山嚮導員研習會」 共

位六年級玉山登頂成功

日」全面實施

「美國九一一」事件

2260 員參加，成果輝碩

90.12.22-23 中搜主辦「第二

90.7.29「中颱桃

90.01.05「維基百科」成

90.03.23「中興法商」舉辦

屆山域鐵人賽」

芝」災情嚴重 111

立

「第五屆大專登山運動研

90.09.17 「中華溯溪協會」

人死亡

90.01.20 小布希任美國

討會」

成立，首任會長葉乾忠

90.09.17 「納莉

總統

90.10.27-28 鹿耳門天后宮

90. 體委會公告「修正登山嚮

颱風」侵襲(北捷

90.03.12 「塔利班」摧毀

「台南分會」辦「九十年全

導員授證辦法」
，分為健行、 癱瘓)

「巴米揚」石佛像

國幹部聯會」

攀登及山岳三級。

90.10 美國蘋果推出「數

90.9.11

位音樂播放器 iPod」
90. Windows XP 問世
91

92

91.05.27 翁注賢就任第八

91.06.02

91.05.25 「華航

91.01 「聯合國」定「2002

屆理事長

「第一屆舒跑杯」台北開跑

611」 澎湖上空

國際山岳年」

91.09.09 獲獲准加入「亞洲

91.08.03 黃一元副秘書長領

解體 225 人全部

91.10.23「莫斯科歌劇院

體適能全民運動總 ASFAA」

軍「帕米爾列寧峰 7134 公

罹難

人質脅持事件」
，造成百

91.09.08-12 翁注賢理事長

尺」登頂成功，榮膺 91 年「體

餘人死亡

出席北京「第七屆亞洲體適

育節精英獎」入圍「挑戰極

91.11.15 胡錦濤任「中國

能」年會

限獎」

共產黨總書記」

連續三年 (91 年 92 年 93 年)

92 體委會評定「臺灣小百岳」 92.04.24「SARS」

92.02.26《香港特別行政

榮獲「內政部全國社會團體

92.12.13-20 黃德雄常務理事

台灣 73 人喪生

區基本法》第二十三條，

工作績效評鑑績優」甲等獎

及黃一元副秘書長參加張景

92.04.30-06.02

產生爭議

92.04.16 完成「台北市親山

森副主委「高山纜車推動考

「新北板橋樂山

92.02.18 韓國「大邱地鐵

親水廊道系統」調查規劃案

察團」

會」領隊簡武雄

縱火案」應對不當，導致

92.04.11-14 出席東京「亞

92.10.02 榮譽理事長蕭潯龍

35 天完成「雪山

192 名死亡

洲山岳環境自然保護會議」 出席日本「JATA 世界旅行博

山脈大縱走」由

92.3.20 第二次「波斯灣戰

92.08.10「天山汗騰格里峰

覽會」宣導「棲蘭山神木暨

貢寮三貂角至

爭」

7010 公尺」登頂成功

鴛鴦湖國際健行登山旅遊路

「東勢林場」尾

92. 04「SARS」瘟疫爆發

線」

稜

起源地廣東順德市。全球
超過 8,000 人感染

93

93.03.11 西班牙「馬德里

93.10.28-31 韓國「全羅南道

93 台北「101 大
樓」完工啟用
93.3.19「三一九
槍擊案」

靈巖郡」月初山舉辦「亞洲

93.8.26「雅典奧

93.09.01「貝斯蘭學校人

會」辦「清潔地球環保台灣」 山岳聯盟」

運」跆拳道奪兩

質事件」車臣分離武裝分

北中南共約 1900 人參加

93.02.14 尼泊爾「波卡拉世

面金牌

子在「北奧塞梯共和國」

界山岳博物館」揭幕

93. 國道三號「福

劫持最後人質死亡 326 人

爾摩沙高速公

93.12.26 「南亞大海嘯」
罹難及失蹤人數至少 30

93.09.18 與林務局合辦「全

93. 體委會修正「登山嚮導員

民健行、清山淨水」「國家

授證辦法」
。

步道健行淨山」
93. 配合「好鄰居文教基金

鐵路連環爆炸案」191 人
死亡，2,050 人受傷

13

94

95

路」全線通車

萬
94.3.14 中共通過「反分裂

炸事件

94.11.20 完成橫越「福爾摩

94.09 李希聖出版《臺灣登

沙」-「北回歸線廊道」至花

山史》
，記錄光復後五十年間

蓮靜浦

登山社團發展。

94.4.26
國民黨「和平之
旅」
94「臺灣之光」

94.05.08 假九份山及黃金

94. 「敏督利颱風」東部災情

職棒投手王建民

博物館辦 「踩響黃金城礦

嚴重。

山大健走」1000 餘人參加

94. 「國民大會」解散。

95.06.10 本會承辦 2006「亞

95.10.13-12.24 「南搜」舉辦

洲山岳聯盟」執委會，共 12

超長段「中央山脈大縱走」

會員國 38 位代表出席

共 79 天，自宜蘭大同三星山

95.11.16 本會為「中華奧

至屏東大漢山，成果豐碩

會」單項協會認可在案

95.「林務局」推動「無痕山

95.10.02 世界第六高峰卓奧

林」運動（LNT）
。

95.1.1 全國同步
實施「垃圾強制
分類」
95.3.28 「捷運木
柵線」通車

國家法」
94.07.07「倫敦地鐵」爆
94.08.25 颶風「卡崔娜」
造成美國史上最嚴重遭
害達一千億美元損失
95.9.9
台北「紅衫軍」發起「反
貪腐運動」

95「雪山隧道」
通車

友 8201 公尺，黃德雄領軍
隊員林永富、胡瑞發、賴明
佑、成功登頂
96

96. 江秀真榮膺體委會年度

96.12.03 郭與鎮登頂「南極

「精英獎」最佳運動精神獎

洲」
「文森峰 4897 公尺」臺

96.1.5
「台灣高鐵」通
車

96.09.20 榮獲甲等「95 年度

灣首位完成「七頂峰」

96.9.1「新天地事

全國性社會團體工作績效

96. 上河文化出版 《臺灣百

件」新光吳昕達

評鑑」

岳全集》

遭中國限制出境

96.7.1
「青藏鐵路」全線通車
96.蘋果公司「iPhone」問
世

96.12.04 「日本山岳協會」 96.10 「桃園縣山岳會」陳

97

田中文男會長率團訪問本

登榮會長，主辦第 33 屆「全

會

國登山社團大會師」

97 理事長翁注賢獲體委會

97.10.11-12.21「中華民國山

97.10.01

97.05.12

年度「全民運動推展類」金

難救助協會」舉辦「雪山山

「國民年金」開

四川「汶川大地震」

質獎「推手獎」

脈」
「玉山山脈」大縱走共 73

辦

97.07「北京奧運」

97.03.07「登山勇者」-本會

天，自台北貢寮三貂角至臺

97.11.12 陳水扁

97.09.14 美國「次級房貸

常務理事黃德雄逝世

中東卯山轉南投信義雙龍山

總統貪瀆收押

風暴」引發全球「金融風

97.12.16 前理事長「時光琳

至高雄桃源獅子尾山。

97.05 馬英九當

暴」

選中華民國第十

97.11.04 歐巴馬當選美國

三任總統

第一位黑人總統

將軍」逝世告別式

97. 中國「三鹿毒奶食安
事件」
98

98.12.11 黃一元副秘書長以

98.05.19「歐都納七頂峰」圓

98.01.18 「消費

98 「中東加薩」戰爭結

「亞洲山岳聯盟」財務長身

滿完成，江秀真首位女性完

券」發放

束「加薩地區」持續封鎖

份出席哥本哈根(COP16)

成「七頂峰」及「聖母峰」

98.07.16

98. 第二次「車臣衝突」

「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

南北兩側登頂

高雄承辦「世界

結束
14

約會議

98.05.22 李小石「發願媽祖

運動會」

98 杜拜「哈里發高塔」

98.09.04 第 21 屆「國際體

登頂全球 14 座八千計畫」完

98.08.08 「莫拉

完工

適能全民運動總會」(TAFISA)

攀「聖母峰」

克八八風災」小

在台舉行
99

100

101

林村滅村)

99.05.19 胡瑞發副秘書長

99.03.06-04.11「中華民國山

99.6.29 兩岸簽

99.01.12「海地」大地震

與林永富「聖母峰」登頂

難救助協會」舉辦「海岸山

署「ECFA」

99.10.23 美國蘋果推出數

99.01.28「太魯閣國家公園」 脈大縱走」31 天，自花蓮山

99.11.10 台灣獲

位音樂播放器「iPod」

綠水站開辦「國家公園登山

至臺東石頭山。

准加入「世界貿

99.12.18「突尼西亞」爆

學校」

99.04.17-05.16 續辦「阿里山

易組織 WTO」

發「茉莉花革命」

山脈大縱走」31 天，自南投

99.01.05 通過禁

99.希臘引發歐洲「主權債

龜子山至高雄旗山。

止「美國牛進口」 務危機」

99.05.23 王健民登頂聖母

99. 緬甸異議份子「翁山

峰，國內第五位完攀【七頂

蘇姬」被釋放

峰】

99. 「維基解密」風暴

體育署委辦「台少盟逆風」 100.2.28「博崴媽媽事件」後

100 「中華民國

100.03.11 日本「福島核

苗栗泰安溯溪活動，甚獲好

續對政府與民間救難體系產

精彩一百」

災」一萬六千人死亡及福

評

生重大影響

100.05.30

島核電廠危機。

100.10.8 歐都納完成「同日

100.08.10「台新金控」總經

「塑化劑」食安

100.07.30 泰國洪災

同登小百岳」金氏紀錄

理林克孝南澳探勘失足喪生

事件

100.「阿拉伯之春」

100.04.29 李小石「發願媽祖

100.北韓金正日去世

登頂全球 14 座八千計畫」登

100.05 美國擊斃 911 主

頂「馬那斯鹿」8163 公尺世

嫌「賓拉登」

界第八高峰。

100 世界人口達到 70 億

101.09.28 獲內政部評鑑

101.11.03 本會邀請日本享譽

101.07 體委會公

101. 「聯合國永續發展大

「全國性社會團體工作績

國際岳界「中村保」古典探

告「山域嚮導授

會（Rio+20）」巴西里約舉

效評鑑」甲等團體

險家來台演講

證管理辦法」

行，紀念「地球高峰會」

101.06.02 四十三週年慶國

101 「聯合國氣

在此舉辦 20 週年。

際外賓「尼泊爾登山協會」

候變化峰會」將

101 俄羅斯普丁再次當

會長 Jinba Sherpa, 「亞洲山

「京都協定」延

選總統

岳聯盟」
前會長 Ang Tshering

長至 2020

101.10.28 「颶風桑迪」

Sherpa, 「日本勤勞者山岳

101.12.04「颱風

肆虐北美 209 人死亡，財

連盟 (Jwaf)」會長 齋藤義

寶霞」在菲律賓

務損失僅次於 2005 年「卡

孝

造成 1,600 人死

崔娜颶風」

亡
102

102.05.12 林文坤秘書長領

102.11.01「國家公園登山研

軍完攀「台灣-NMA 友誼峰」 討會」韓國世界級登山家金

102.08.03「洪仲

102.04.15「波士頓馬拉松

丘事件」
「白衫軍

爆炸案」造成 3 人死亡，

(5695 公尺) 未登峰首登

昌浩專題演講「從 0 到 8848」 運動」

260 人受傷。

102.06.01 四十四週年慶，

102.05.17 李小石「發願媽祖

102.11.08 超強颱風「海燕

102.02.15 俄羅斯

15

103

104

國際貴賓尼泊爾會長 Jinba

登頂全球 14 座八千計畫」完

「車里雅賓斯

重創菲律賓與越南 6150

Sherpa,日本(HAT-J)會長神

攀「洛茲峰 8516 公尺」世界

克」
「小行星撞擊

人喪生

崎忠男, 「亞洲山岳聯盟」

第四高峰下山途中力竭身亡

地球事件」是次

102.12.05 南非第一位黑

會長李仁禎及「中國登山協

102.07.17 「歐都納全球 14

於 1908 年「通古

人總統「曼德拉」病逝

會」李豪杰外務部長來台道

座八千計畫」完攀 GII 8035

斯大爆炸」地球

102. 教宗本篤十六世辭

賀

公尺」世界第十三高峰

最大的空中爆炸

職，
「方濟各」新教宗.

103.10.10 林文坤秘書長領

103.07.24 「歐都納全球 14

103.03.18「太陽

103.09.28 香港佔中「雨

軍完登土耳其阿拉拉山(513

座八千計畫」完攀「布羅德

花學運」

傘革命」

公尺)(台灣首登)

8051 公尺」世界第十二高峰

103.05.21「鄭捷

103..03.08「馬航 MH370」

103.09.12 本會榮獲「全國

109. 徐如林、楊南郡出版「浸

隨機殺人事件」

神秘失蹤事件

體育總會」年度最佳「推廣

水營古道」

造成 4 死 22 傷

103 「伊波拉病毒」病源

山域運動」團體獎

103.11.22「成大登山薪傳協

103.09.11「馬王

來自西非，受感染約兩萬

會」成立

政爭」

七千多人死亡

103.10.01 齊柏林發表「看見

103.10.08 苗栗

台灣」紀錄片

「大埔事件」

104.08.31 本會榮獲 104 年

「張博崴山難事件」南投消

104.07.31「高雄

104.01.07 法國巴黎《查理

最佳「推廣山域活動」團體

防局判賠，國賠首例。

氣爆」32 死

週刊槍擊案，恐怖襲擊致

獎

104.12.20 「履痕足跡-成大山

104. 「頂新味全」 12 死 11 傷

104.10.30 假台中體育大學

協甲子社展」

劣質食安事件

104.11.13「巴黎恐怖襲

辦「國際登山論壇」暨「第

104. 聯合國 195 成員簽署同

104.07.23

擊」130 人死亡震驚全球

16 屆大專登山研討會」會中

意降低排碳

「復興航空」澎

104. 敘利亞內戰與伊拉

「日本勤勞者山岳連盟」花

湖失事墜毀 48 人

克及伊斯蘭國造成「歐洲

村哲也副會長及「亞洲山岳

罹難

難民危機」

聯盟」裵京美秘書長專題報
告
105

105.11.04 假國立體育大學

105. 臺中、南投等地方政府

105.02.04「復興

105.01.16 蔡英文當選中

舉辦「海峽兩岸高山旅遊論

訂定「管理自治條例」
，限制

航空」墜毀於基

華民國第十四任總統

壇」暨「第 17 屆大專登山

登山

隆河，造成 43 死

105.04.25「尼泊爾世紀大

研討會」

105.08.01 蔡英文總統代表政

17 傷

地震」8,673 人喪生

105.08.24 常務理事葉金川

府向台灣「原住民」道歉

105.04.17 「RCA」 105.12.12「巴黎氣候峰

陪同前總統馬英九，單攻玉

104. 「桃園市山岳協會」主

判賠汙染案

會」達成歷史性協議

山主峰圓滿成功

導中央山脈路徑標誌製作暨

105.06.27 新北

105 英國公投決定「脫

105.08.24 徐如林、楊南郡

山域資料統整活動

「八仙樂園粉爆

歐」

出版「合歡越嶺道」
106

案」15 死 484 傷

106.06.04 施肇成副理事長

106.10.21「全國登山日」本

106.06.27 通過

106.01.20 川普正式成為

去逝享壽 63 歲，對會務推

會「高雄分會」假高雄壽山

「年金改革案」

第 45 任美國總統

動不遣餘力，任勞任怨，貢

舉辦

106.08.19 台北市

106.04.30 瑞士登山家史

獻良多。

106.11.28「雪霸國家公園」

主辦「夏季世界

戴克（Ueli Steck）
，在紐
16

106.12.05 獲內政部 105 年

主辦「環保護雪山、排遺帶

大學運動會」

布茲峰失足身亡

「全國性社會團體公益貢

下山」

106.10.22 「桃園

106.07.13「諾貝爾和平

獻獎」銀獎

106.11.25 在高雄「英雄館」

縣山岳協會」林

獎」得主劉曉波逝世

106.11.24 與「成大山協」合

舉辦「台日韓山岳環境論壇」 欣麗會長，主辦

106.10.18 中共召開「十九

辦「第十八屆全國大專院校

國際外賓 48 人

大」

登山運動研討會」
107

42 屆「全國登山
社團大會師」

黃一元就任本會第十二屆

107.05.16 詹喬愉完攀「洛茲

107.10.21「普悠

107.06.12 川普與金正恩

理事長提出“臥看天斗、行

峰 8516m」世界第 4 高峰

瑪」蘇澳新馬站

新加坡歷史峰會

觀武界，我們不斷前行，因

同年 107.09.28 又完攀「馬納

翻覆意外 18 人死

107.02.09「花蓮地震」17

為相信生命不只如此”

斯鹿 8163m」世界第 8 高峰

亡

人罹難 291 人受傷

.

后記：
年表列表，年表或歷史年表（Timeline），又稱時間表、時間軸，是將有關歷史的資
料依時間或年份先後排列而成的列表，即將一件發生在某年某月某日的歷史事件，
以最簡單的形式，重點地記錄下來。它們對於了解歷史起著重要的作用。
關於「臺灣登山史」定名初由李希聖先生2005年出版的「臺灣登山史」，散見
「登山史」與台灣有關者，民國102年營建署主導出版的「台灣登山史」，居然用相
同名稱。日治時期的沼井鐵太郎，他曾擔任過「臺灣山岳會」幹事，在昭和四年(1939)
與昭和六年(1941)，於「日本山岳會」的《山岳 Sangagu》會刊發表〈臺灣登山小
史〉(第三十四年第二號) 與〈臺灣登山小史補遺〉(第三十六年第一號)，吳永華加
以編譯箸成《台灣登山小史》6，此書也是截至目前為止，最佳的日治「臺灣登山
史」的基礎參考書籍。
民國93年(2003)，林玫君的博士論文－〈日本帝國主義下的臺灣登山活動〉此
書與吳君所寫的《台灣登山小史》最大的差別，前書主要為日治臺灣登山史，後者
則是戰後登山史，但也有著相類似的內容舖成與架構，也是目前市面上較為完整的
臺灣登山史作品之一。林玫君的「台灣登山一百年」
關於李希聖的「臺灣登山史」
，
「成大山協OB 」部落格山友高紹陞7說 ”作者(李
希聖)在各方面皆有全面性的觀察、記錄與探討，不但以專家角度，更以史家眼光
與胸襟關注台灣登山發展，夾敘夾議春秋史筆。參考資料列名達 364項，內容之豐
資料之精，令人咋舌，整理之繁下筆之勤，令人動容。李先生本人亦在「台灣登山
史」「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
民國102年6月營建署主導出版的「台灣登山史」，山友林友民看法「就
是記事這一冊缺乏脈絡，可能是編寫的作者對於台灣登山發展過程不甚了解，無法
掌握什麼是重要什麼是次要的，比起李希聖先生的「臺灣登山史」差了一大截」近
年常與李希聖先生會面，談古溯今，尤其是資本主義必敗論，他對營建署出版的「台

6

吳永華，
《台灣登山小史》(臺中：晨星出版社，1997)。

7

http://blog.xuite.net/ncku_ob_blog/twblog/
17

灣登山史」看法是頭重腳輕，對書名也有嘀咕著為何要用相同名稱，有標竊之嫌，
我倒認為該書資料一缸不知所云。
諸君若以二十四史來看如「漢書」
、「後漢書」，
「舊唐書」
、「新唐書」、
「舊
五代史」、「新五代史」而「元史」之後為「新元史」。也就是後者成書，書名要避
開與前人相同，如果以「台灣登山」為主體的論述，則有吳永華編譯著「台灣登山
小史」 (民國86年) ，李希聖「臺灣登山史」(民國94年)，林玫君編著「台灣登山
一百年」(民國97年)，營建署「台灣登山史」(民國102年)。
最後引用「臺灣省高山簡記」(民國55年出版)前言裡「中國青年登山協會」總
幹事韓漪說 「人鑒於生命有個極限，總想在這世間留下一點什麼。我們沒有甚麼
值得炫耀的東西留下來，那印在荒山絕嶺上的足跡又不能夠共人閱讀，因此，我們
決定留下這樣一本書。 這本書裡沒有曲折離奇的故事，沒有高潮迭起的情節，也
沒有香豔悱惻的感人之處。然而書中的每一個章節，都是登山者冒著生命的危險，
付出艱苦卓絕的代價，所刻畫出來的慷慨激昂的戰鬥之歌。」

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