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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首先感謝「國立政治大學登山隊」OB何中達教
授及「中華民國五二三登山會」理事長宋佾!的安排擔

任共同主辦單位，讓「第二十二屆全國大專院校登山運

動研討會」順利在二級疫情下進行。	

今年專題演講特邀「戶外生活圖書創辦人」也是

「國立政治大學登山隊」創會發起人陳遠建先生，談他

五十年爬山到編書與製圖，遠建以 28歲的初生之犢，
嘗試製作多數人都認為不可能的《台灣百岳全集》，以

“傳世經典”的理想，尋找具有“工藝精神”理念的製版、
印刷、裝訂師傅，共同打造這本劃時代的巨構，並獲得大家的肯定和信賴，它

也是台灣時代精神的呈現。陳康芬教授的「挑戰極限的登山敘事與心理」從栗

城史多的自媒體現象到夢枕"《眾神的山嶺》的虛構與真實，認真探問人類對

於登山挑戰心理的一種時代精神的「最後句點」；王偉琴的「氣候變遷對登山

健行活動之影響探究」以全球性議題，透過相關文獻之綜整，面對日趨嚴重的

氣候變遷問題，在管理與政策制訂之參考。

    「全國大專登山運動研討會」緣起 1996年，由教育部「中級登山安全研習
會」主要幹部發起經全國各大專校友支持，由各校輪流搭配中華民國健行登山

會，歷經二十一屆第一年在國立彰師大(首屆)、中央大學(第二屆)、高雄技術學
院(第三屆)、逢甲大學(第四屆)、中興大學法商學院(第五屆)、台灣海洋大學(第
六屆)、中原大學(第七屆)、中山大學(第八屆)，中國文化大學(第九屆)、國立體
育學院(第十屆)、高雄師範大學(第十一屆)、立德管理學院(第十二屆)、國立屏
東科技大學(第十三屆) 、康寧大學(第十四屆)、(第十五屆)與「登山讀書會」合

辦、臺灣體育運動大學(第十六屆)、國立體育大學(第十七屆) 、國立成功大學
(第十八屆)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第十九屆) 、輔仁大學(第二十屆) 、淡江大學
(第二十一屆) 、政治大學(第二十二屆)。 

   附件收錄「政治大學登山隊 50週年」賀辭，此藏頭詩由聾啞詩人山友陳
履安提供，附錄二「政大登山隊」金禧紀念暨五十年簡史，附錄三「中國青年

登山協會略史」「簡史」與「略史」是「台灣登山史」外一章，供參酌，誠如淡

江登山社 OB陳玉金說「沒有過去，現在就沒有意義，未來就沒有方向」。 
最後感謝議程委員會召集人何中達教授費心安排議程委員及執行秘書「政

大登山隊」OB的陳毓萍、黃子豪團隊，無私無我奉獻，精神可佩在此一併致
謝。最後引用陳遠建在「1971，許多湊巧在那年」談到「1971年不只是動盪氛
圍下的台灣記憶，更是指南山城走出自己登山團隊風格的起點，值此五十周年

之際，欣見政大山隊伙伴們「山誼長存」，真正發揮愛山人的本色」。	

中華民國健行登山會理事長 黃一元  謹誌 110年 10月 23日 



 ii 

110年第二十二屆全國大專校院登山運動研討會	

暨登山安全講習簡章	

	

指導單位：教育部體育署	

主辦單位：中華民國健行登山會、中華民國五二三登山會	

承辦單位：國立政治大學登山隊	

贊助單位：歐都納戶外體育基金會	

時	 	 間：110年 10月 23日	 (星期六)	

地	 	 點：國立政治大學綜合院館南棟四樓	 (台北市木柵區指南路二段 64號)	

	

會議主題：新媒體時代的登山世界	

隨著社群網路平台、影音串流服務、行動裝置與	App	的普及，無論登

山知識技術的傳播、山岳景點的行銷、網路組團的現象、網紅對輿論和

政策的影響等，均大幅改變了現今的登山世界。本屆研討會將對此相關

議題提出深入的分析探討，其他主題舉凡登山與攀登技術、登山安全與

風險管理、登山教育與倫理、登山運動科學與醫學、登山科技應用、永

續登山與山岳保護、登山歷史與文化等均納入研討範圍。	

	

線上報名：110年 10月 01日至 15日，名額 40人。	

報名網址：http://www.alpineclub.org.tw/front/bin/form.phtml?Nbr=53	

	 (本活動採實名制，務請線上報名並確實填寫防疫表單，不接受現場報

名)	

報名費：學生憑證免費、社會人士 300 元	 (含場地費、保險費、紀念品等)	於會

場繳交。	

	

大會組織	

主席：黃一元（中華民國健行登山會理事長）	

副主席：宋佾!（中華民國五二三登山會理事長）	

議程委員會	

召集人：何中達（國立中央大學）	

委員：王伯宇（國立台灣體育運動大學）、吳冠璋（國立體育大學）、孫慶文

（中國文化大學）、鄭安睎（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執行秘書：陳毓萍	

	

注意事項及防疫規定	

➢ 校外人士入校需於報名時填寫防疫表單，由大會造冊申請學校核章後送
交駐警隊備查，由學校正門實施量測體溫及掃瞄QR	Code實名制進入。	

➢ 外車不得進入校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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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環境永續，大會不提供紙本講義，論文集可於研討會前二天自官網下

載(www.alpineclub.org.tw)	。

➢ 會議中採梅花座，全程佩戴口罩且禁止飲食。會場恕不提供紙杯，請自

行攜帶環保杯。

➢ 防疫考量大會不提供餐飲，飲食可於校內戶外座位區等場所進行，僅得

於用餐期間脫下口罩。

➢ 大會提供「研討會暨登山安全講習參加證明」。

➢ 大會投保新臺幣三百萬元之「公共意外責任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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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110 年 10 月 23 日 星期六                 地點：國立政治大學綜合院館南棟四樓 

09:00 - 09:30 報到與入場 

09:30 - 09:40 

【270415 教室】 

開幕式 

主持人：宋佾俽理事長（中華民國五二三登山會） 

大會主席：黃一元理事長（中華民國健行登山會） 

09:40 - 10:30 

場次 A1 

【270415 教室】 

專題演講：爬山·編書·製圖·50 年 

講者：陳遠建（戶外生活圖書創辦人） 

引言人：宋佾俽（中華民國五二三登山會） 

10:40 - 12:00 

場次 A2 

【270415 教室】 

論文研討：登山冒險與休閒行為 

主持人：王伯宇（國立台灣體育運動大學） 

挑戰極限的登山敘事與心理—從栗城史多的自媒體現象到夢枕獏《眾神的山嶺》的

虛構與真實 

發表人：陳康芬、蘇友瑞（中原大學） 

評論人：孫慶文（中國文化大學） 

女性百岳登山者休閒阻礙及休閒協商策略之關係研究 

發表人：周淑圓（桃園市立楊明國民中學）、吳崇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評論人：吳冠璋（國立體育大學） 

嘉明湖國家步道登山者休閒動機與休閒效益之研究 

發表人：王俊杰、張睿和、丁誌魰（國立體育大學） 

評論人：林文和（墾丁國家公園） 

10:40 - 12:00 

場次 B2 

【270411 教室】 

專題報告：登山歷史與文化 

主持人：何中達（國立中央大學） 

中國青年登山會略史 

報告人：黃一元（中華民國健行登山會） 

台灣山區人文調查:政大山隊之歷年成果 

報告人：鄭安睎（國立台中教育大學） 

玉山主峰北壁岩攀首登 – 40 週年回顧 

報告人：何中達（國立中央大學） 

午    休  12:00~ 1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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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0 - 14:20 

場次 A3 

【270415 教室】 

論壇：新媒體時代的登山世界 

主持人：馮建三（國立政治大學） 

與談人：翁儷芯（林務局森林育樂組）、王迦嵐（健行筆記創辦人）、黃鈺翔（國

立台灣大學）、蔡及文（登山補給站）、楊志明（野樵國際旅行社） 

14:30 - 15:50 

場次 A4 

【270415 教室】 

論文研討：運動科學與數位科技應用 

主持人：黃三峰（國立體育大學） 

攀岩專項體能與攀岩表現之關係 

發表人：楊礎豪（國立體育大學） 

評論人：王伯宇（國立台灣體育運動大學） 

登山杖與預先適應對登山健行生理反應與疲勞恢復之影響：回顧性文獻 

發表人：曹牧恩、蔡錦雀（國立體育大學） 

評論人：黃三峰（國立體育大學） 

登山市場的數位行銷策略 

發表人：楊志明（國立臺中教育大學）、吳亭燁（野樵國際旅行社） 

評論人：王迦嵐（健行筆記創辦人） 

14:30 - 15:50 

場次 B4 

【270411 教室】 

論文研討：登山環境與風險管理 

主持人：吳冠璋（國立體育大學） 

氣候變遷對登山健行活動之影響探究 

發表人：王偉琴（世新大學） 

評論人：黃一元（中華民國健行登山會） 

風險管理教學實務分享：臺師大戶外急救與安全管理課程 

發表人：蕭如軒（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評論人：徐彥暉（台灣野外地區緊急救護協會） 

從日本登山迷途生存故事探討迷途行為 

發表人：吳冠璋、曹牧恩、胡慶宜、林育萱（國立體育大學） 

評論人：蕭如軒（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16:00 - 16:20 

【270415 教室】 

閉幕式 

主持人：黃一元（中華民國健行登山會）、宋佾俽理事長（中華民國五二三登山

會） 



研討會各場次時間配當 

時間配當 

● 專題演講（50 分鐘）

○ 引言人（3分鐘）介紹講者背景與主題

○ 演講（40分鐘）

○ Q&A（6分鐘）每人發言以2分鐘為限，統問統答

○ 引言人（1分鐘）結語

● 論文發表（80分鐘）

○ 主持人（3分鐘）主題引言、介紹發表人及評論人

○ 第1篇發表與評論（15＋6分鐘）

○ 第2篇發表與評論（15＋6分鐘）

○ 第3篇發表與評論（15＋6分鐘）

○ Q&A（10分鐘）每人發言以2分鐘為限，統問統答

○ 結語（4 分鐘）各發表人與主持人 1 分鐘以內

● 專題報告（80分鐘）

○ 主持人（4分鐘）主題引言、介紹發表人及評論人

○ 報告（60分鐘）3篇各20分鐘

○ Q&A（12分鐘）每人發言以2分鐘為限，統問統答

○ 結語（4 分鐘）各發表人與主持人 1 分鐘以內

● 論壇（80分鐘）

○ 主持人（4分鐘）主題引言、介紹與談人

○ 座談一（30分鐘）5位與談人各發言6分鐘

○ 座談二（30分鐘）主持人和與談人開放討論

○ Q&A（10分鐘）每人發言以2分鐘為限，統問統答

○ 結語（6 分鐘）各與談人與主持人 1 分鐘以內

（主持人可彈性調整進行方式）

時間管控 

演講、發表、報告、座談二 

● 2 分鐘前：按一次鈴聲，舉牌「2分鐘」

● 時間到：按兩次鈴聲，舉牌「時間到」

評論、Q&A 

● 1 分鐘前：按一次鈴聲，舉牌「1分鐘」

● 時間到：按兩次鈴聲，舉牌「時間到」

主持人請注意時間掌控！！！ 

v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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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戰極限的登山敘事與心理

—從栗城史多的自媒體現象到夢枕"《眾神的山嶺》的虛構與真實 
陳康芬、蘇友瑞1 

摘要

本論文旨在探討日本登山家網紅栗城史多對「單獨無氧攀登聖母峰」的嚮

往，並在自媒體時代透過「共享冒險」（Sharing the Dream）過程所呈現的理解 
、被理解面向的極端現象敘事，並對照以小說文類遊走在虛構與真實之間的敘

事特質，分析栗城史多在當代網路敘事現象的爭議。之所以選擇《眾神的山嶺

》，主要原因在於小說敘事提出近代至當代登山運動興起與發展過程的兩次黃金

時期的歷史視野。即既是小說家、也是登山家的夢枕獏在《眾神的山嶺》(文庫
版)中，其所經營「單獨無氧攀登聖母峰」之於登山運動挑戰極限精神的鏡像式
敘事架構—1924年著名英國登山家馬洛里與同伴厄文挑戰聖母峰失蹤的歷史敘
事，以及 70年後小說虛構人物深町誠透過回憶與訪查，逐漸勾勒當時兩位傳奇
登山家長谷常雄、羽生丈二從崛起、成名到交鋒的過往，以及獻身「單獨無氧

攀登聖母峰」的軌跡故事。觀察栗城史多在自媒體時代分享冒險遊走正向效應

與消遣資訊的矛盾，再對照小說家認真探問人類對於登山挑戰心理的一種時代

精神的「最後句點」，會發現登山運動中挑戰自我與自然的極限心理追求，在

現今，已然從競技運動轉型為戶外運動的時代發展趨勢，而現代設備資源與登

山訓練知識不斷提升的條件之下，「聖母峰」不再是天才登山家才能涉足的夢

想領域，「栗城」的崛起雖未能創造典範轉移的個案，但他的故事也帶來一些

來自當代世俗力量的正向啟發：暫先延宕商業型登山行為所造成的全球問題，

「面對聖母峰」凡人仍有可以用來激勵自己、連結自然，啟動自己的生命高山

敘事

。

關鍵字：登山運動、馬洛里、自媒體現象、小說敘事、極限心理

1 第一作者：陳康芬，中原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副教授兼全球客家與多元文化研究中心主任，
chenkangfen@cycu.edu.tw	

	通訊作者：蘇友瑞，中原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助理教授，hsiner@cyc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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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aims to analyze the narrative of Kurijo Shido's phenomena including his 
“Mount Everest climbing alone without oxygen”, the keen arguments about from his 
"Sharing the Dream" blog. Comparing with another narrative case from "Mountain of 
the Gods"by Yumemakura Baku. This novel provides two pairs of mountaineers’ life 
stories to state the spirit of mountain climbing, especially the historical perspective of 
the two golden periods of the rise of mountaineering from modern to contemporary.    
It also provides a mirror-image narrative framework for Mount Everest 
mountaineering challenge—the one is on 1924 The famous British mountaineer 
Mallory and his companion Irwin’s disappearance, and the other is the fictional 
character 羽生丈二 legendary mountaineering with 長谷常雄 who both devote to 
“Mount Everest Climbing alone without oxygen”,  after 70 years later. The Interpre- 
tation of comparing shows the contradictions of Kurijo Shido's devoting action 
between “Mount Everest climbing alone without oxygen “and "Sharing the Dream". 
Besides that, mountaineering is not a competitive sport anymore but it is defined as an 
outdoor sport. There are still many people going to the mountains for challenging the 
limit. Kurijo Shido's case is not a paradigm of mountaineering ,but an extreme 
example of self-media. Also the golden generation of “Mount Everest climbing alone 
without oxygen” is ending instead of more and more commercial mountaineering in 
the global context today. "Mount Everest" is no longer a dream for ordinary people. 
Kurijo Shido's case has his value in inspiring everyone to have his or her own life 
narrative in connecting with nature through mountaineering.      
 
Keywords: mountaineering, Mallory, self-media phenomenon,  narrative, extreme 
psych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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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戰極限的登山敘事與心理

—從栗城史多的自媒體現象到夢枕"《眾神的山嶺》的虛構與真實 

一、前言：「栗城史多」現象所引發的問題與可以探問、提出參考對照的分析

    1982年次、出生北海道的日本登山家栗城史多，於 2018年 5月 21日，第
8次挑戰喜馬拉雅山聖母峰(珠穆朗瑪峰)登頂，不幸墜崖過世。享年 35歲。日
本 NHK拍攝紀錄片 Blog at the limit(台灣譯為《PO到死》)，探討栗城史多走
上登山成名的一生。

嚴格說來，栗城史多並不能算是專業登山家，而是網路紅人兼業餘登山家

；他的其一爭議在於業餘登山家以職業登山家自理，並以自媒體方式宣傳自己

的理念，因而得到大眾的矚目與回響，視之為國際知名登山家。這使得他處在

一種尷尬的狀況中：他以專業登山家的「單獨無氧」方式挑戰世界高峰，但不

管成功或失敗，他的企圖與登山實力始終未被日本登山界認可具有「登山的專

業性」—「山的專業性」所需要的登山知識、技能、心智、應變……等，都是
登山家基本必備能力，一般登山界是不會質疑登山家在這方面所應具備的能力

。然而，他在三年內勇登世界六大洲最高峰的創舉，為他帶來「傳奇」聲名，

讓他可以憑藉著個人網路社群經營人氣與知名度，找到企業贊助他，持續挑戰

聖母峰，就像職業登山家憑著個人專業登山履歷、獲得登山品牌廠商與企業支

持而從事登山事業，如出一轍。但是，這也沒讓他因此順利被認可為道地的「

登山家」。

事實上，栗城史多從來也沒公開宣稱自己就是「登山家」，但是在他最常受

邀的演講活動，總是在取得雙方共識之下，以激勵人心的登山家/冒險家身份公
開出席，也是無爭的事實。這與他積極以自媒體方式經營自己的高山攀爬過程

，主張「共享冒險」(Sharing the Dream)，進而在網路社群平台取得直播主登山
家的形象有關；他也因這成功的形象與方式經營自己的登山事業，成為日本第

一位數位媒體的登山家級網紅。栗城史多的行動故事，突然讓許多日本大眾，

在持續追蹤的同時，也透過栗城的直播「看到」登山極限運動，並透過他的鏡

頭，隨時可同步即時分享他的登山夢想。他以平凡人條件的逐夢實踐故事，相

當激勵人心。

因為栗城史多藉由個人社群網路平台經營與直播影音串流，實踐他的登山

夢，讓他從默默無名的登山者，一躍成為知名的國際登山家；也因此讓他的登

山行動，自然地開始接受登山家所必備的登山專業性的檢驗，而他所餞行的「

單獨無氧攻頂」的高山實踐，很大的成分來自他自己的定義與宣稱，並不完全

符合登山界的認知；再來，他接連挑戰聖母峰最難的路線，並未像一般登山家

對於自己所要攀登的路線，做好反覆研究確認與完整的體能技巧訓練規劃，以

致他連年挑戰失敗。但是，他的毅力是無庸置疑，連續八年的挑戰未能如願，

再接再厲之餘，每一年又挑選更艱難、且超乎他個人登山實力的路線。他的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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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失敗既是挑戰極限，又是意料之內，終致不幸罹難，也因此，他對「單獨無

氧攀登聖母峰」的執著與挑戰作為，也留下不同輿論的看法。 
    「單獨無氧攀登聖母峰」—特別是西南壁，不只是栗城史多的夢幻挑戰，
對於頂尖國際登山家來說，以此方式達成攻頂，也是一種可以留名世界登山史

的非凡成就。栗城以自媒體所宣傳的「共享冒險」，不需經過登山界的認證，直

接邀請網友全程參與、見證他的「極限」逐夢過程，為日本揭開一種不同於傳

統或正統登山媒體與登山協會組織網絡所恪守的登山行動。而栗城本人所創造

出來的「登山傳奇」，從世界登山運動的歷史紀錄締造與挑戰精神來說，栗城在

日本登山界輿論中，一直也有被質疑譁眾取寵、不夠專業的問題，以及遭遇「 
功未成而名先就」的非典型登山家的非議。 
    但是，不可諱言的是，栗城從自媒體的崛起與行銷成功，在某些程度上，
確實以新媒體向日本社會宣告一種價值動向：—個人夢想的價值可以凌駕登山
知識技術的專業評估，勇氣的行動更勝於登山安全的風險管理。這種以個人夢

想打造登山行動與意義的登山風格，無可厚非，不管是登山家或是登山者，都

可以有自己為何挑戰高山、嚮往峰頂的理由；但是，登山行動不能以登山安全

與風險管理為優先考量，又輕忽挑戰高峰攀爬前的完備訓練與準備，毅然以夢

想行動上山，此又有違現代登山運動的自我管理與基本認知。 
    栗城的非議與矛盾糾結於登山是他的挑戰、也是自我價值證明、更是他與
網友們的「共享冒險」的承諾，正如紀錄片中對栗城所欲探究的關鍵問題：為

何而登山？失敗了為何還繼續選擇不斷挑戰超越自己極限的山？栗城的網紅身

份，讓這個原本是屬於登山者/登山家與高山之間的自我對話與動機問題，不僅
因自媒體的行銷與宣傳功能變得複雜起來，也揭發栗城對「共享冒險」必須不

斷創造觀閱流量與點閱率的事實，清楚將栗城的「挑戰高山」築夢行動既是目

的動機、也是投資贊助的必要手段，也一併攤在閱眾面前，一一接受檢視。 
    栗城於此付出的代價不只是被質疑技能訓練的專業性不夠，連為何而爬高
山的個人動機，也連帶暴露出日本登山界難以苟同栗城對於缺乏「登山純粹性 
」的潛在批評。當這些質疑一一成為公共化議題，栗城在自媒體所同步播放的

「挑戰高山極限」的共享冒險旅程，也殘酷地揭開這些旅程的價值判斷—是作
秀？還是挑戰極限？這兩種極端的價值判斷關乎栗城在日本社會的定位—是他
個人所期待的冒險登山家？還是(不夠格稱為登山家的)夢想與勇氣販賣者？ 
     本論文並不打算處理栗城是否夠格為登山家的真假判斷問題，而是嘗試從
栗城在自媒體所引發的挑戰極限的高山網路敘事與心理現象，釐清栗城為何會

在日本登山界與社會引起爭議與非議；同時，也試圖從另一個以「挑戰單獨無

氧攀登聖母峰的男人」為主要故事重心的高山極限挑戰小說《眾神的山嶺》，提 
出文學敘事對挑戰極限的登山敘事與心理探索，作為參照；文學敘事遊走在真

實與虛構之間，經過小說家精心設計的敘事結構，除了揭發小說家透過虛構故

事形式書寫所揭示的登山真理體悟，也可以透過真實歷史敘事觀點，提供讀者

從歷史經驗的架構與佐證，了解小說家書寫故事過程對推導人物意念行動與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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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設計的合理性，進而強化小說家對故事真理的意義價值。 
    也就是說，文學敘事雖然奠基於故事的虛構性，但通過小說家對世界的觀
察與敘事的邏輯性，可以提供網路現象敘事所缺乏的深層探討結構與價值導向

的意義。雖然我們無從得知栗城是否看過夢枕獏《眾神的山嶺》的小說或是漫

畫文本，並因此受到啟發；但是，試圖通過比較栗城與《眾神的山嶺》的男主

人翁羽生丈二，兩人在出身背景、登山意念與行動，竟有高度的雷同性，不同

的是，羽生丈二擁有一般登山者所難以向背的「天份」—不管是天生資質或後
天的努力，都更接近一般人對頂尖登山家的想像；而栗城史多在他的直播影像

中所呈現的形象，則更接近相對於天才的一般人；栗城作為一個像羽生丈二獻

身於「單獨無氧攀登聖母峰」的一般人的「親和」形象，也讓他的「共享冒險 
」，包括他的「一再」/「必然」失敗，都更能激起平凡人的同理心與同情心。 
    比較栗城以自媒體自導自演的登山行動敘事與羽生指向故事意義的登山小
說敘事，會發現兩個不一樣條件(天才與凡人)、但一樣的企圖、一樣的最後登
頂失敗死亡，竟然也指向極端不一樣的價值評價—栗城留下的是日本社會對其
長達數年的爭議與非議，而羽生則是指向一種繼承/終結登山競技運動的時代精
神、留下令人動容不已的日本登山家典範。 
    最後，本論文希望能夠透過自媒體敘事與小說敘事所呈現的「時代性格」
現象，探討世界登山歷史發展過程至今的「挑戰極限」，以及「登山專業性」在

極限登山運動中所日益扮演的重要地位，以及接續討論 20世紀之後登山極限運
動的商業化/觀光化現象與其中所提供的資源服務，讓 19世紀以前無人履及的
山峰，也不再限於天才或頂尖登山家/冒險家，而使得有志、有錢之士也能在此
生享有安全體驗的機會。然而，這些改變現象，也間接說明「登山專業性」之

於現代登山家的「冒險體驗」，為何必須像是攣生兄弟，作為形影不離的前提條

件。這些隨著時代日益改變的登山觀念，也可以提供我們回頭檢驗，為何栗城

的「挑戰極限」的分享冒險行動，會在日本登山界與社會大眾之間引發爭議與

非議，以及伴隨栗城爭議而所留下給現世與後人的現代登山啟示錄。 

二、共享冒險—「栗城史多」的自媒體登山神話敘事及心理分析 

    栗城與登山的不解之緣起自大學參加登山社，2004年不顧朋友們的勸阻，
隻身前往麥肯尼峰(北美最高峰，海拔 6194米)，挑戰單人攻頂，完登的經驗給
了他很大的信心與勇氣；畢業後，懷抱編劇理想來到東京，但一直求職不順，

只能接到零星的打工性質的工作。但並未因此間斷自己的登山挑戰；他用自己

的部落格記錄、並分享登山過程，持續刷新自己的紀錄與登山履歷：2005年 1
月，登上阿空加瓜山（南美最高峰，海拔 6962米）、6月，登上厄爾布魯士山
（歐洲最高峰，海拔 5642米）、10月，登上吉力馬札羅山（非洲最高峰，海拔
5895米）；2006年 10月，登上查亞峰（大洋洲最高峰，海拔 4884米）；2007
年 5月，登上卓奧友峰（世界第六高峰，海拔 8201米），未能攻頂，在 7700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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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滑降；12月，登上文森山（南極大陸最高山，海拔 4892米）；2008年 10
月，登上馬納斯盧峰（世界第七高峰，海拔 8463米），在山頂處滑降；2009年
5月，登上道拉吉里峰，世界第八高峰，海拔 8167米）(維基百科)。 
   	三年內以「單獨、無氧攀登世界六大陸最高峰」的紀錄，以及在社群媒體
獲得的按讚、留言迴響相當激勵栗城，知名度漸開，也讓他更積極分享他的山

岳冒險經驗；2009年開始以在部落格提倡「共享冒險」(Sharing the dream)，以
網路影像同步直播、公開他攀登喜馬拉雅山的經過，得到許多網友的支持，也

使他獲得大眾媒體的關注，出書、接受媒體訪問、上節目、出音樂專輯、接受

企業與學校演講邀請……；爆紅，使他告別「前繭居族」身份，啟動他的山岳

冒險事業，繼續宣告並堅持以「單獨、無氧」方式攀登世界第一高峰珠穆朗瑪

峰(台灣譯為聖母峰，歐洲慣稱Mount Everest)，接連失敗，2012年第四次挑戰	
，因凍傷截肢九隻手指，仍未放棄，得到「一指登山家」讚譽；2015年繼續挑

戰，但在媒體關注度已有疲勢，直至 2018年 5月，在第 8度挑戰失敗撤退下山

時，不幸失足罹難。	

	 	 	 	栗城堅持以「單獨無氧攻頂」，從部落格到直播主，成功在網路塑造出個人

化的登山傳奇故事，受到社群媒體的關注，獲得冒險家、登山家的美譽；在獲

得大眾印象與認可同時，栗城也返過遭遇來自登山界同儕與登山雜誌的質疑。 
栗城的成名是否名至實歸，隨著他接連挑戰聖母峰失敗，在網路上也有越來越

多的輿論，傾向負面意見。他第八次挑戰失敗的不幸身亡，更是引發網友各種

臆測。NHK紀錄片 Blog at the limit從各種角度檢驗栗城的成名之路。其中，最
令人驚心的是，有記者追蹤他在自媒體中拍攝的攀爬影像，核對他的路線與高

度，提出栗城有造假嫌疑，打破登山界普遍存在「要相信登山家」的共識，顯

示日本登山界對栗城的認同度與他的媒體聲名，不能成正比。這個嚴重指責本

身也否定栗城具有作為登山家的尊嚴與人格。 
    從日本登山界的生態來看栗城的崛起，可以更清楚看到栗城的登山家成名
之路，為何在日本充滿非議。這與栗城是甚麼樣的人無關，也無關乎他如何經

營自己的登山風格，而關乎「實力」—聲名不等於實力，實力是需要認證。栗

城唯一參與過的登山社群是他大學時期的登山社，之後就是他個人宣稱「單獨

無氧攀登」的挑戰紀錄，再來就是直接挑戰聖母峰的接連失敗。不難想見栗城

挑戰的決心，以及他所承諾分享冒險的勇氣。但是，整個過程也暴露出栗城從

未經過任何公開檢證的「登山家的實力」問題。基本而言，登山界並不會以成

敗論英雄，因為面對高山，不管實力有多堅強，每一次的挑戰成功並不保證下

次的成功；但也因為人類挑戰高山極限的特殊性，能夠成為登山界的英雄，絕

對都是實力佼佼者，這些實力佼佼者，天才是正常，實力普通大爆冷門的黑馬

絕無僅有。 
    從傳統路線的登山社群組織來說，日本大部分的登山者都會從加入登山會
開始，透過由易而難的固定程序路線攀爬，或師徒、或繩友之間的經驗傳承交

流與切磋學習，佼佼者開始會在技術體能天分上嶄露頭角，脫穎而出者甚至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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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始挑戰公認難關的岩壁與高山，也是登山者能跨越到登山家的關鍵；不管是

職業或業餘登山家，登山界對於登山所需要的知識、技能、體力，準備訓練的

專業性，都有一定的認知與共識。栗城所提供的三年內以「單獨、無氧攀登世

界六大陸最高峰」的紀錄，都無從提供他者觀摩、且得以驗證其完登的專業性 
。而在他所攀爬過的高山中，除了聖母峰是公認需要氧氣筒助攻的超高難度，

其他都可不需要氧氣筒的供給。 
    再來，從登山史的角度來檢驗栗城三年內攀登世界六大陸最高峰的「創舉 
」，以及因此在網路上為他贏來的「天才登山家」讚譽，也可以看到網路傳播造

勢的效力，加上電視媒體報導的推波助瀾，栗城被刻畫為登山界的新人之星，

而他致力踐行的「單獨無氧攀登世界高峰」，也被頌揚為登山傳奇。這些在網路

上沸沸揚揚、熱騰騰的轉述、散播，來自各方網友的參與意見，加上栗城的親

和近人、樂於分享的特質，更加鞏固他的登山名人與傳奇登家山形象，對栗城

致力開拓他的山岳冒險事業，形成推波助瀾的關鍵力。栗城堅持以「單獨無氧 
」挑戰聖母峰攻頂，不只是他的事業人生，也是他對自己與網友的「共享冒險 
」承諾的條件前提。 
    栗城所謂的「單獨無氧」指的是「不用氧氣鋼瓶，單人在短時間內攻頂的
登山法」，最早出現在一九七 0年代後半的歐洲阿爾卑斯山脈，後來被用在攀登
喜馬拉雅山，又稱做「阿爾卑斯風格」。1975年義大利登山家林霍德‧梅斯納
(Reinhold Messner)與彼得‧哈伯勒(Peter Habeler)以此登山法成功登上家書布魯
I峰()；三年後，梅斯納攻上南迦帕達峰(Nanga Parbat)；當梅斯納於 1986年首
次克服十四座八千公尺高峰，美國的狄克‧貝斯(Dick Bass)於 1985年登遍七大
陸最高峰之後，這兩大目標也不再成為頂尖登山家的首選挑戰，進而也促使登

山家轉向研究挑戰「更困難的路線」與「如何用更極限的手法爬上山壁」風潮

(澤木耕太郎,17-20)。先鋒的挑戰者或先鋒路徑的開拓者一直在登山運動中佔有
優位價值，對於後來的登山家而言，則演變為越來越困難的競技挑戰。 
    栗城以網路同步直播自己挑戰阿爾卑斯山聖母峰的「共享冒險」，對於很多
網友來說，重點是「即時看見」、「即時分享」與「即時回饋」。而栗城的「分享

冒險」也確實發揮網路「即時共在」的特質生態作用，讓網友直接參與他的冒

險，見證他的感動，而「共享」的號召，也讓網友的點閱與不斷轉傳的傳播效

應，形同參與，獲得連結；隨之而來的是，不必深思熟慮、且不費吹灰之力的

鍵盤意見。對於行動者與分享者而言，「即時共在」的連結經驗，雖然可以創造

出網路社群對於參與的開放性格與形式民主氛圍，但是，對於「登山」的「冒

險」又能為雙方帶來甚麼樣的啟發經驗或意義連結？ 
    也就是說，回到「共享冒險」本身—行動者創造的冒險經驗對於分享者而
言，具有甚麼樣的意義？而分享者在連結經驗的回饋行動，又為行動者的冒險

帶來甚麼樣的意義？栗城其實早已經給出了答案—他的的遺作《一步向前的勇

氣：我單獨無氧挑戰珠穆朗瑪峰》，他以自己的人生為賭注，對他來說，他的「 
一生懸命」就是以一步向前的勇氣挑戰珠穆朗瑪峰。事實上，就「冒險」的承



 8 

諾，他也做到了，八次挑戰，面對每一次的失敗，他的回應是「挑選更難的路

線」。 
    然而，相較許多登山者而言，他稱得上幸運，每一年都可以募到贊助經費
挑戰聖母峰，即使失敗，仍有企業與支持者，願意投資他的勇氣與他承諾的孤

注一擲的冒險。至於分享者對於他的失敗，自然也有社群平台媒體閱眾的自處

之道，認同與否定、弔懷與謾罵、同情與漠然……都隨著他的失敗與死亡，各

有其眾。在此現象中，分享者在網路的回應無關、也無須承諾；意義的回饋實

存中斷，也許從未存在。旁觀者無從得知，一切在於栗城與他的粉絲的默契與

各自定義。 
    值得後續觀察的是，栗城的成名之路為日本社群網路平台與社會大眾帶來
登山世界的獵奇、平凡人也能創造不凡的登山勵志傳奇故事，透過網路串流的

「共享冒險」直播創舉，隨著他的失敗與死亡，還能發揮多少話題效應與點閱

率？栗城所引發的爭議與熱潮一退，曾經創造的傳奇是陣亡？還是重生？也有

待栗城粉絲或追隨者來日證明。 
    至於，栗城八度挑戰聖母峰的執念與失敗，從登山史上的歷史視野來看，
又具有如何的挑戰意義？栗城曾經說過，「不管你在哪裡，東京澀谷都在那裏。 
」，籌募資金，其實也是「城市裡無形的高峰」；這句話有趣的地方在於複製英

國登山家馬洛里對於為何重返喜馬拉雅山問題的答覆—「山就在那裏！」，

(”Because it is there.”)兩者的脈絡、背景皆不復相同，但是，從栗城帶點促狹、
又甚嚴肅的話語，不難想像重返喜馬拉雅山之先所需要克服的資金籌募現實，

對栗城來說，這是「共享冒險」很實際的考量。 
    而馬洛里的「山就在那裏」，之所以成為廣為流傳的名言，一方面是來自馬

洛里在 1920年代、無人能屢及聖母峰的登峰挑戰年代，三次列選為先鋒代表的
成就，一方面聖母峰對他產生的執戀影響因而有了不證自明、也不需解釋的意

會默契。1924年馬洛里選擇負重氧氣鋼瓶，與夥伴厄文雙雙失蹤，是否攻頂至
今仍是未能以實證解開的謎，但馬洛里與厄文作為西方世界走在前端的聖母峰

挑戰英雄，即便未能被證實攻頂，仍寫下世界登山史上的一頁傳奇，無庸置疑 
。 
    栗城一再返回聖母峰的理由，除了履行他的「共享冒險」志業，在 21世紀
連聖母峰都有長年公開招募的商業性質登山隊活動，他屢屢宣稱的「單獨、無

氧」與堅持挑選困難的路線，可以看出他並非視己為普通的登山客，而能以登

山家的挑戰行動去分享冒險，精神可嘉！但他的行動也因而暴露出他個人在各

方面所具備先天條件與後天專業準備不足的問題。這不只是他屢屢遭到日本登

山界非議的客觀事實，事實上，他的夢想行動也輕忽極限登山運動對於安全風

險管理的基本規範。從推廣登山運動的角度而言，享受冒險的前提是要能將意

外降到最低的發生機率中，遵守規範是必要的態度與行為；至於挑戰超越人類

極限的高峰，則無能控制任何意外的發生，唯一能做的事就是行前以理性、效

率毅力、執行所有必須完成的嚴謹行前規劃與相關訓練。資金籌措是現實，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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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登山家都有自己對於挑戰高山的承諾與應有的認知行動，以及登山者應該

履行的倫理規範，任何需要克服「城市裡無形的高峰」的時間與行為，都不在

登山家或登山者的高山承諾與倫理規範中。栗城的「共享冒險」除了激勵人

心、鼓勵「向前一步」的冒險勇氣，即使在《一步向前的勇氣：我單獨無氧挑

戰珠穆朗瑪峰》中，嘗試回答他在聖母峰經歷生死邊界的凡人夢體悟，但他對

重返高山的愛更多是優先選擇回應世俗現實。雖然，栗城的「冒險共享」以網

路直播竄流社交媒體平台，曾激起的點閱率與關注留言，也鼓勵「共享冒險」

不斷重返聖母峰的現場，但是，「山就在那裏！」對於「冒險共享」的分享者

而言，一直都是隨著栗城移動的背景，影像中，隨著襯栗的「感動時刻」的到

來，也更突顯出它一直默默這樣成為栗城配角的事實。栗城留下來的屢戰屢敗 
、從不言放棄的聖母峰的「冒險共享」，在這個事實上，看起來既不像神話，

也不是傳奇，而帶有幾分 21世紀的唐吉軻德的浪漫與荒謬—逝者已矣，未有來
者；一步向前的勇氣，是栗城的人生，也是他的求仁得仁！ 

 
三、孤絕冒險—「羽生丈二」的極限挑戰敘事與登山時代的英雄典範 
    栗城在日本的崛起，一夕之間從默默無名的兼職工作者成為國際級知名登
山家，除了他認真經營網路社群平台與獲得回響的機運，他勤於接受電視媒體

訪問、接通告上節目、公開演講的曝光效應，也成功為他的登山冒險事業，打

開一道門。他的積極、活躍、親合力，樂於和大眾分享他的登山人生經驗，與

一年到頭、至少半年以上都在登山現場或是訓練狀態的低調登山家形象，有很

大的不同。在媒體鎂光燈前的栗城，坦言「登山」這件事對他的人生影響，是

他能夠走向挑戰自我、堅持夢想的關鍵。他希望能將自己的經驗分享出去，激

勵更多人能有「向前一步」的冒險勇氣。 
    栗城的全程直播，正如他自己所期待的共享冒險的同理效應—讓你看到平
凡的我正在挑戰不平凡的夢想！我做到了，你也可以！栗城的登山實錄影像都

很難將他是國際級知名登山家的形象聯想在一起—沒有刻版印象中的運動家身

材，沒有攀登高山需要的技巧展現，沒有想像中冒險家挑戰極限的興奮無懼神

情、也沒有電視節目上會看到的登山家面對衝山峻嶺的沉穩內斂形象……但，

弔詭的是，正因為他的條件太平凡了，他為了挑戰高山而忍受的疲累、痛苦、

甚至抱怨的言行影像，對比在景致不凡的冰雪靄靄路上，他真實(非常難看的)
的蹣跚移動……，(即使我們知道他正在朝向超過海跋 8000公尺的高峰前去，
但心中應該也很自然延伸……如果我在哪裡，也是這樣吧的聯想)確實很容易喚
起平凡人為何要甘於平凡的鬥志，進而由衷在心中發出他做到了、也許我也可

以做到的驚嘆。 
    但是，我們也不該忽視麥克法倫對登山的事實陳述。他說，在所有的休閒
活動中，登山的特殊之處在於要求某些投入的人以身獻祭。一九九七年夏天，

在阿爾卑斯山脈索命的那七周內，有一百零三人死亡。在白朗峰一帶的山岳，

每年平均死亡人數幾乎要達到三位數。某幾年的冬季，蘇格蘭境內在山上送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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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比在周遭道路上喪生的人還要多(麥克法倫，39-40)。此外，從極限運動的
角度來看，任何極限挑戰運動看似瘋狂、危險的行為，都只是表象，極限運動

比任何一般運動更重視該運動所規定的任何規範、並嚴格遵行，因此，極限運

動的本質其實是相當理性，特別是，極限登峰的挑戰，需要長時間處於不適生

存的嚴苛環境，如何調整自己的身心體能狀態去適應超越人類生存極限的高度

與缺氧狀態，需要長時間的規劃與訓練；即使登山知識、技術、體能、經驗都

已經達至巔峰狀態的頂尖登山家，都還有無從預防的天候、雪崩等種種突發意

外。極限高山挑戰的入山準備與相關訓練是登頂的先備基礎，也是人為可以控

管與執行的充分條件。最重要的是，在栗城的直播影片與部落格，並未經營他

從事高山運動所需具備的熟悉攀登技術的知識與技巧、調適體能、健全心理準

備、儲備判斷力與經驗、愛護荒野不留痕跡、保存荒野等相關登山原則或內容

介紹，只有直播主的個人登山全紀錄。版主與粉絲的互動也與一般網紅部落格

無異。 
    栗城建立在同理感動的共享冒險的全程直播，事實上無助於正確推廣高山
運動；而對於透過閱讀理解聖母峰的人來說，栗城過於真實、自然的「不太像

登山家」的反應，還有那些途中的喃喃自語，大大衝擊從閱讀知識中得知人類

面對嚴峻環境的警戒、崇高、懼怕……等可能複雜心理的先備認知。栗城熱愛

高山的心，不應被質疑，但，看到他實在太不像(傳統/正統)登山家的直播影像 
，又該如何解釋他是以何種方式熱愛著「登山」？「山」對他的意義是甚麼？ 
他為什麼要一再返回聖母峰？ 
    小說家、也是登山家的夢枕獏在他的高山小說《眾神的山嶺》中，參考了

許多真實存在的日本登家山的事蹟與馬洛里攀登聖母峰的歷史史實，加上自己

的親身體會與想像，寫了一個登山故事，枕獏在〈後記〉剖露自己書寫這個故

事的初衷與靈感： 
 
      純粹只想寫登山的故事，一個想攀世界第一高峰的男人的故事。 
      …… 
      對我而言，故事的中心思想或許就是「西天取經」。 

從現在身在之處，到哪裡去取甚麼的故事。 
      ……我遇見了可稱為喜馬拉雅山史上最大的懸案—馬洛里的失蹤 
      與山難，而且，這位馬洛里有可能站上了聖母峰頂，留下可窺得 
      真相的線索。 
      ……       
      如果寫登山故事，那就竭盡心力一昧描寫「去爬世界第一高山的 
      男人」這個極為簡單的內容，直到沒有事情可寫為止。(夢枕獏，下 479- 
       480) 
 
    羽生丈二就是故事中想攀世界第一高峰的男人，還有另一個世界登山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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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奇、想攀世界第一高峰的男人馬洛里。故事敘事圍繞在馬洛里最後一次攀登

聖母峰所攜帶的相機與羽生丈二的關聯，透過攝影師深町誠的調查追蹤，揭開

日本兩個完全不同性格、但同是天才登山家羽生丈二與長谷常雄不為人知的私

下較勁往事、以及羽生丈二為何而爬的登山人生故事。 
    整個故事以 1924年 6月 8日歐戴爾看到馬洛里、厄文挑戰聖母峰、也是最
後一次看見他們倆的身影為引子，啟動 1995年攝影師深町追隨羽生丈二的腳步
所踏上的自我追尋的登峰之旅，以及深町「重新發現」羽生的過程，中間不時

交錯聖母峰相關世界登山史。深町是羽生挑戰夢想的見證者，也是最後一個看

到他勇敢挑戰夢想身影的人，就像當年的歐戴爾，從山上八千公尺處的一個優

越位置目睹馬洛里、厄文的黑點身影漸漸消失在稜線的雲霧中。深町與羽生、

歐戴爾與馬洛里雙線故事交滙，形成一個寓意指涉相互呼應的鏡像式敘事結構 
。如同夢枕獏所自陳，這本小說說的是「一個男人尋求什麼到令人心痛的故事 
」。(夢枕獏，下 479) 
    就像日本很多年輕登山家一樣，為了兼顧登山/登山訓練、籌措登山基金與
生活費，不是當挑夫，就是打零工，(也有找一份正職的)，存夠錢，就去登山 
。周而復始。羽生也是如此，但羽生打零工的狀況還必須加上性格不好相處，

這使他雖然很早因嶄露攀岩天份與高超技巧而享有盛名，但他「只能」是沒有

贊助商支持的獨立登山者。也因此，羽生在日本登山界的發展未能如另一位真

有其人的天才登山家長谷常雄般順遂。兩人不同際遇、但天才情結讓彼此暗視

為最強勁對手，各自展開不讓惶恐的精采挑戰，也讓讀者可以一窺站在第一線

頂尖日本登山家為何能成名的登山履歷；履歷即實力。 
    羽生一路先導挑戰穗高屏風岩、瀧谷、谷川岳一之倉澤杯狀岩壁……等所
有困難的路線，到攀爬「冬天的鬼見愁岩壁」(位於川岳一之倉澤、難關中的難
關的岩壁)一戰成名；小羽生三歲的長谷也開始嶄露頭角，以獨登更勝一籌。後
來長谷將主戰場轉移到歐洲阿爾卑斯山的山壁。兩人漫長的競技之賽從日本延

伸到海外，長谷的輝煌戰績從冬天馬特洪峰北壁、艾格峰北壁、大喬拉斯北壁 
，到 1973年以日本聖母峰登山隊員身分，爬到 8350公尺；羽生也以自己的速
度與方式接下挑戰，回敬對方；1985年兩人共同參加日本東京山岳協會的遠征
隊，長谷走傳統東南稜路線攻下冬季首登，羽生不滿自己成為二次助攻隊員，

直接下山，西南壁路線攻頂失敗。羽生於此後八年踏上自己一人心繫無氧獨攀

西南壁的人生路上。長谷死於 1991年 10月挑戰 K2(喀喇崑崙山脈的喬戈里
峰，廣義喜馬拉雅山系著名 14座 8000公尺以上高峰之其一，僅次聖母峰)峰途
雪崩。 
    羽生的故事以”Bisalu sap”之名 (尼泊爾語為毒蛇)繼續發展。直到與深町相
遇。深町下定決心，以隨行攝影師身份，紀錄 51歲的羽生最後一次冬季無氧獨
攀聖母峰西南壁。過程中，7600公尺處，羽生負重搭救意外失足而懸掛在普魯
士繩上的深町至搭營處；兩人在冰壁上分道揚鑣，羽生上行，深町下行。羽生

未再歸返基地營。深町未經許可登山，需支付尼泊爾政府一百萬日圓登頂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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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不得入境尼泊爾。1995年深町在羽生丈人安迦林協助下，從西藏處走傳統
路線，無氧獨攀聖母峰，在北坳岩石處發現馬洛里與羽生屍體；根據羽生留下

的筆記文字，研判羽生在峰頂因氧氣不足，導致視力減退，然後弄錯路線。深

町告別羽生，在風雪中踏出腳步前行。小說敘事最後終止於《岳望》1987年 3
月號〈喜馬拉雅山的見證者〉歐戴爾專訪(1987年 1月，倫敦)的一段話。 
    小說除了敘述羽生走向高山、用實際成績、體力、技術、意志力等行動踐
履聖母峰西南壁先峰登頂挑戰的傳奇故事，也一再藉由羽生生命中的不同事件

發生，讓羽生不斷回覆「為何而爬」—既是羽生個人極私密的個人問題，也是

他自己對自己登山人生定位的關鍵問題。羽生看似出人意表、但實際又是脈絡

分明的回答，讓我們得以窺探到羽生對於「山」、「登山的自己」、「山對自己的

意義」的理解。 
    羽生回答如下：6歲第一次和家人爬信州的山，「很愉快」(回程車禍父母、
妹妹身亡，他留下左腳走路拖行為跛的後遺症)、11歲獨爬丹澤山群(從小田急
線的澀澤搭公車到大倉，再從大倉經由大倉山脊，走到海拔一、四九 0公尺的
塔之岳)「可是，很漂亮」；16歲入青風會「因為不想被別人瞧不起」、「因為我
要做出其他人辦不到的事」；26歲「我們至今把人生賭在登山上」、「不是為了
爬山嗎？如果不去爬山，就跟死了一樣。如果待在這裡，活得像行屍走肉，不

如去爬山死於雪崩還比較好—」、「我就是身為登山者的羽生丈二。不登山的羽

生丈二只是垃圾」；51歲與深町對話「我不曉得自己喜歡不喜歡，坦白說，到
了這把年紀，我還是不曉得。」、「不是因為山在那裏，而是我在這裡。因為我

在這裡，所以要登山。」、「我只有登山，我不像其他人，會那個也會這個，而

從那些是當中選擇了登山，因為我只有登山，所以登山……除了第一次的時候

之外，我從來不認為登山很爽。」、「我再也不要和任何人搭檔，我要單獨去

爬，就算是失敗還是順利進行。全部都是我的責任，站上峰頂也是一個人。要

放棄、要撤退都是我一個人。……死的時候，也是一個人。……我不會替任何

人扛行李，也不要任何人替我扛。我不會替其他隊員剷雪開道，也不要其他隊

員替我剷雪開道。」(夢枕獏，上 140、136-137、156/159/195、下 201-202、
222) 
    小說家透過情節布局、情感轉折的嚴謹邏輯與錯落有致的節奏，很細膩地
刻劃出羽生只能奮力活出的登山人生，閱讀者因而能由衷接受(欽佩)羽生之於
自己登山人生很單純、很誠實、極端但合理的意志堅持，進而對羽生獻身挑戰

的孤絕勇氣與英雄形象，留下深刻而感人的印象。特別是羽生離開日本登山界 
，隻身來到聖母峰的國度，因為很清楚知道自己所要挑戰的極限是甚麼，也在

命運機緣安排下，得以透過(偽雪巴人)高山嚮導的工作，讓自己一直能站在第
一線，使自己的身體可以自然適應極端氣候。小說家刻意強調羽生用自己的方

式思考與行動，而每一個行動都是經過深思熟慮，即使孤絕，即使遭遇失敗， 
也絕對不是泛泛匹夫，羽生的英雄形象不是建立在成敗，而是一步一腳印用

「一生懸命」式的努力、體力、技術、意志力，突破年齡限制，貫徹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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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羽生雖然是小說的虛構人物，但羽生故事的合理性在於—他想做、他會做 
、他能做、而他真的用一生行動貫徹他的意志；羽生的極端投射出一個挑戰無

人履及時代的頂尖登山家在他所能在的處境下可能會做的事，羽生的孤絕只是

性格所驅使的命運，強化了他的(類)悲劇英雄形象。羽生不是凡人，是天才的
意志鬥者！連羽生這類的「英雄」人物，進入眾神的群山國度，他的回應竟是

—「我不曉得自己喜歡不喜歡」、「我從來不認為登山很爽」、「我只有登山」；對

於羽生的回應，我們驟然驚訝中，可以感受到一種嚴肅的謙卑，也隱約中可以

發現面對高山的極限挑戰，羽生不是為了征服自然，也不是為了征服自己，而

單純只是為了要在「無人履及」的地方成為第一個留下足跡與意志的人，他也

有這個能力做到，至於命運如何抉擇，無關他曾經踏過的路徑。這是羽生的追

求與行動，也是羽生的純粹與貫徹；小說家藉由「羽生」讓我們領悟一種道理 
：當人類試圖挑戰超越人類極限的高峰的「無人履及」，即使失敗，也會留下一

個絕美的身影，啟發後人。馬洛里是他那個時代的英雄人物。羽生是《眾神的

山嶺》中的英雄人物。不管是屬於歷史敘事、或是屬於文學敘事，馬洛里與羽

生各自開展的「無人履及」的追求故事。我們都可名之為「典範」。 
     
四、在虛構與真實之間探問登山極限的「世界觀」與現代登山 
冬季先鋒首攀無人履及聖母峰西南壁之於羽生、無人履及聖母峰之於馬洛

里，之所可以名曰「典範」，各自涉及到兩人所挑戰「無人履及」在世界登山史

的發展脈絡所面臨的困難度。對於馬里洛與羽生之於「登山」的追求，都不是

現今登山運動的戶外休閒活動的定位，而更接近挑戰冒險。 
嚴格意義來說，登山運動出現在十九世紀中葉的西方，一開始的動機出自

科學使命，在這項運動的青春期，每位登山家爬上一座高峰後，在峰頂至少都

會拿支溫度計來測量沸點，十九世紀將要結束之際，阿爾卑斯山脈的所有峰頂

都已有人爬上，隘口也已被勘測過；登山家開始把注意力轉移到更雄偉的山脈 
，冒更大風險去征服高加索、安地斯、喜馬拉雅山脈群峰—烏什巴、波波卡佩

特峰、南迦帕爾巴特、欽博拉索山、卡茲別克山(麥克法倫，37-38)；十九世紀
及二十世紀之交，這些更雄偉的山峰挑戰中，聖母峰最具象徵性。馬洛里就是

在聖母峰尚無人履及時期，創下三次遠征紀錄的登山冒險家；直至一九五三年

英國登山隊首次攻頂，一九六四年中國登山隊攻下最後一座八千公尺的希夏邦

馬峰後，世界上已沒有無人履及的高峰；至此之後，登山家從先峰登頂的競

爭，轉移到「路線」，也因此造就每一座高峰都有「更困難的路線」與「如何用

更極限的手法爬上山壁」的「無人履及」的新趨勢(澤木耕太郎,18)。 
    小說家將羽生設定為 51歲從尼泊爾處挑戰「冬季無氧獨登聖母峰西南壁」 
，不是只有從想法上提出無人挑戰過的困難度，而是有其歷史根據的推論可行

度。真實歷史紀錄顯示，一九八 0年已經有梅斯納從西藏邊完成單獨無氧登頂 
，以及一九八八年有馬克‧巴塔爾從尼泊爾邊進攻，但巴塔爾是利用其他進入

母峰的隊伍所開的路線，不能算是單獨完成。因此，至一九九 0年代，「冬季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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氧獨登聖母峰西南壁」可以被視為尚未被登山家所攻克的新挑戰。進而更強化

了小說家為羽生所創造「51歲仍可在第一線上的世界級登山家」的傳奇形象與
典範的實踐可行度。羽生之死如同馬洛里之死，重點不再於攻頂成功，而在於

他們的能力讓他們在「無人履及」時代中所展現的開拓精神。小說透過深町，

表達小說家對於為何創造出羽生這樣一位日本登山家的形象典範，是有其系譜

上的意義： 
 
      在近代史中某個時期確實曾經存在過的夢想—以人的足跡踏遍地 
      球上每一寸土地的全球性運動。 
      …… 
      佛蘭西斯‧楊赫斯本。    
      奧瑞‧斯坦因。      
      斯文‧赫定。 
      查爾斯‧格蘭佛‧布魯士。 
      喬治‧馬洛里。 
      大谷探險隊的橘瑞超。 
      河谷慧海。 
      艾德蒙‧希拉瑞。 
      各個國家的各種人，徘迴在這世上最接近天空的地方。 
      那種精神，或者說是運動—的旗手，隨著時代而更迭，或因死亡 
      而離開人世。 
      恐怕— 
      深町心想。 
      羽生丈二這男人是那種精神的最後一名旗手。 
      至少站在第一線的登山家當中，還置身於那個時代的精神文化中 
      的人，大概也只剩下羽生丈二一個了吧。 
      …… 
      說不定雷恩霍‧梅斯納這位超人屬於那種人，但就站在第一線的 
      登山家而言，梅斯納已經遠離現場了。 
      羽生丈二仍然站在第一線，仍然對於踏上那座屬於天際的峰頂感 
      興趣；深町覺得，就這個層面而言，他才是最後一名登山家。 
      說不定羽生這個男人，是為了替以那種精神爬喜馬拉雅山的登山 
      史合上最後一頁，而誕生這世上的人。 
      直村直已已經去了另一個世界，加藤保男也過世了，而長谷常雄 

也已不在這世上。 
說不定從一八 00年代開始，代代相傳至今的喜馬拉喜山攀登史， 
如今正由羽生靜靜地替它畫上句點。(夢枕獏，上 345-3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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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町的感嘆其實點出了一九九 0年代之後為登山而登山的運動型登山時代
的逝去，隨之而來的是，資本主義全球經濟化時代的商業化登山行為—正如麥

肯法倫所指出的—如今聖母峰已經成了一座巨大、廉俗、覆滿冰雪的泰姬瑪哈

陵，一大塊精心淋上糖霜的結婚蛋糕，任由登山公司每年隨意操縱數以百計經

驗不足的客戶在山壁上上下下。(麥克法倫，40)。聖母峰的「眾神的山嶺」的
聖地想像、與其衍生而來的敬畏與著魔，現今已然成為逐漸消逝的神話。 

 隨著登山運動的持續發展，登山運動也受到大眾休閒活動的影響，開始更
加普及。Stebbins	(1982)提出兩種區分類型，一為隨性休閒	 (casual	leisure	

)，一為深度休閒(serios	leisure)。Stebbins	(1997)定義隨性休閒係為立即地、內在

地	獎賞，需要少量，或者無需特殊之訓練，即可享受之相對較為短暫之令人愉

快之活動(“immediately,	intrinsically	rewarding,	relatively	short-lived	pleasurable	

activity	requiring	little	or	no	special	training	to	enjoy	it.”)。相反地，相較於隨性

休閒，	 Stebbins	(1982)亦揭櫫深度休閒之概念，有其業餘者、嗜好者與志工的

系統性之活動追求特質，參與者不受限愉快動機，而能察覺該項活動本身的充

實與挑戰趣味，致力獲致該活動之特殊技巧、知識與體驗，並視之為終身志

業。後來 Stebbins（1998a	

）歸納從事自己喜愛的休閒活動者會表現出的六種特徵如下：(1)遇阻礙時能堅

持到底（perseverance）；(2)付出努力（effort）；(3)經由努力追求而有長時期的生

涯發展階段（	 career	）；	 (4)得到持久的利益（durable	benefits）：個人從自由選

擇的休閒活動投入過程中體會實際持久的利益，如自我表現（self-expression）、

自我實現（self-fulfillment）、增進自我形象（self-image）與自信心、獲得個人珍

貴的經驗（cherished	experience）、社會互動等成就感；(5)對自己選擇的休閒有

強烈的認同（identity）；(6)能發展出其休閒團體獨特的特質或精神（unique	

character	or	spirit）：深度休閒者持續多年的投入後，同好間因為分享彼此的興

趣、價值、規範、信念，行為表現相當而發展出不同於一般大眾的次文化。在

這次文化的社交群體中，由於認可彼此獨特的精神，因而又會加強肯定對所選

擇活動的動機（周秀華與余嬪，2005）	

。	

	 	 	 	其中，第六點「能發展出其休閒團體獨特的特質或精神」是登山運動非常重要

的精神，就推廣角度而言，更勝前述五點。原因在於深度休閒所揭露的個人深層心靈	

，往往極為期待同好之間的「對話」；無論造成多麼小眾的私密空間，總是會有一群人

來人往的團體，在其中人人不時地「對話」，滿足他們對「深度休閒」更加深入的期待	

。但是，栗城透過自媒體傳達登山冒險的精神，更像是「只有一人」的先驅者	

，提供了很多感動，但是，沒有任何基於共同登山興趣的同好成為「同伴」，也

缺乏可與栗城的登山理念(或經驗)進行對話的互動，無法促成登山活動的深度休

閒，只是借用了登山的舞台來進行個人自我實現。這使得栗城雖然引起大眾的

注目，但始終在登山界評價不高的原因之一。	

	 	 	 	相反的，在夢枕獏《眾神的山嶺》的描述中，可以透過羽生如何走向登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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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敘事，體現登山不只是羽生的冒險挑戰志業，而是一群不同職業的人從各種

不同角度、不同位置，分享登山帶給他們的影響與啟發，進而讓讀者注意到登

山的深度休閒特質。《眾神的山嶺》雖然是虛構文學，但其內涵上的具體實踐，

不管在日本登山界、或是透過漫畫形式擁有更多大眾閱讀群，都有其促進第六

點「能發展出其休閒團體獨特的特質或精神」的效應，並相信這些人物所從事的登山

行為，不只是體能的挑戰，更是發展出走向高山、與自我對話的純粹精神。這是栗城

在他的自媒體鼓勵「向前一步」的勇氣，但並未從登山的深度休閒的角度，深化

內涵經營。 
    然而，相較於「只要付錢，就可以請當地的雪爾帕人幫你扛氧氣鋼瓶，拉
著早就固定好的繩索，一路爬上山頂去」的商業登山行為，栗城也未「墮落」 
如此。栗城始終堅持的「單獨無氧攀登聖母峰」登山，還有栗城成名崛起

所伴隨的國際級登山家、冒險家的稱號，都可以看到栗城在「共享冒險」所主

打的「冒險」—不依靠氧氣瓶，讓自己的身體意志挑戰聖母峰登頂的極限，每

一次失敗，他隔年更加勇敢「選擇更難的路線」捲土重來。栗城的冒險行動也

帶有 Stebbins認為深度休閒中業餘者、嗜好者與志工的系統系之活動追求朝向

專家發展的特徵。	

    栗城一心想要攀登聖母峰的強烈企圖與挑戰路線的行徑，充分展現出他在
共享冒險中所想要傳達的「向前一步的勇氣」；他的直播行動在他的共享冒險

中同時具備兩種身份：直播主與登山家，而以全程直播記錄他的「聖母峰攻頂

挑戰」內容，對他的社群網站閱眾與粉絲來說，他還有另一個潛在身份—分享

他的冒險行動的夢想實踐家。聚匯在栗城身上的這三種身份，使他在網路社群

媒體中，得到相當大的注視，漸漸開啟他的知名度，他也很積極而真誠地回應

社群交流，逐漸建立他的高山冒險事業。但問題是，栗城為何會引起這麼多的

爭議？除了網路極端支持與反對、按讚留言流量的常態現象，栗城與其他自媒

體網紅的爭議，有何不同？ 
    Blog at the limit紀錄片並未針對栗城與其他自媒體網紅的爭議不同進行探
討，但從栗城、栗城公司職員、合作對象、登山界同儕……等不同角度，進行

栗城現象的敘述與訪談。這些描述與訪談內容都指向栗城集登山家、網紅、夢

想實踐家的角色身份與作為有關。從這些敘述、訪談，沿著栗城，拼湊出栗城

從沒沒無聞時期、到家喻戶曉名人的成名軌跡。栗城的熱情、努力不在話下，

但他的成名軌跡也帶出他在重疊登山家、網紅、夢想實踐家三種身份的「非典

型」行為與爭議—作為「網紅」，他去的地方不是一般網紅可以履及的打卡景

點，他的直播內容是「世界高峰攀爬與登頂」；作為「登山家」，他堅持他要

「單獨無氧攀登」，也募得許多企業贊助資源，但日本登山界對此有不同意

見；作為夢想實踐家，他以直播自己登山冒險激勵人心，但他和一般留言按讚

流量態度的網紅，區別不大。栗城的多重身份顯示栗城本人無論在哪個角色上 
，在認同與不認同之中擺盪，顯示栗城的形象與作為，在這些角色定位上，都

不是相當明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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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仔細審理栗城現象，栗城疊合角色的爭議，仍是有跡象可循的脈絡。栗城
的多重身份，不管是來自網紅或夢想實踐家的角色定位，栗城的爭議都與「單

獨無氧攀登」的登山家有直接或間接關係，然而，偏偏他最重要的「登山家」

形象與「單獨無氧攀登」行為的認證，都與登山界的認知有所落差。隨著他連

年挑戰聖母峰失敗，網路也開始頻頻出現負面聲浪，栗城個人的回應又展現如

羽生丈二面對尼泊爾處獨攀西南壁的堅決意志，即使遭逢切除九根凍傷手指的

困境，他仍然要回去！以如此無畏的精神堅持自己的夢想冒險，讓人不得不佩

服他對登山的熱情，由衷肯定他作為一個夢想實踐家的不饒精神，但是，仍會

忍不住想問他，這樣做值得嗎？即使不值，為何還要硬撐下去？ 
    栗城以平凡挑戰不平凡的動機與付出，不應該被否定，但為何只是為了夢
想不斷地「向前一步」的他，會引起這麼多的爭議？對照馬洛里與羽生丈二，

栗城生前不斷重返聖母峰，為的就是要實踐攀上聖母峰的夢想，最後為聖母峰

而亡；這個獻身的過程是多麼像，但栗城的爭議又無法讓人由衷頷首同意！栗

城帶來的矛盾，指出他不足作為一個獻身聖母峰的典範的事實，但他生前的行

動與堅持，我們又該如何為之命名？栗城的問題在哪裡？ 
    回顧栗城的崛起，可以說是由社群平台開啟意外成名之路，加上電視媒體
的推波助瀾，讓栗城順勢而享有「國際級登山家」的美譽，自此開創他的登山

冒險事業；然而，他的崛起對比以往日本登山界認定登山家的生態，栗城的條

件與成名並不成正比，換句話說，正統登山家在登山界的「聲譽」來自於實際

成績，而不是「個人聲勢」；但栗城的成名方式，剛好反其道而行。栗城的崛

起固然與個人的熱情投入有關，但就像網路其他突然一夕成名的網紅，是社群

網路平台、影音串流所帶來的「群眾發現」的「偶然」結果，加上電視台的傳

播效力與栗城的積極經營。歷程的崛起，代表登山界生態運作之外的一種新興

勢力。這個新興勢力所創造出的「登山家」類型和過去認知不一樣，但是否能

形成「新典範」？就栗城生前與死後留下的爭議與非議來說，尚無可能。栗城

缺乏的不是登山家的人格樣態與精神，任何登山家都可以有自己的人格樣態與

精神，但登山家之所以為登山家的「實力」，栗城在登山界並未被普遍接受(不
與置評)。 
    反觀，小說家夢枕獏透小說敘事所形塑的羽生丈二之所堪稱典範，就是因

為羽生丈二所走過的登山人生—其中包含他如何在登山界獲得認可的成名之路 
、如何能得到爬喜馬拉雅山的機會，都可以反映出登山界對於「實力」認可的

標準認知與判斷： 
 
      「不能沒沒無名、必須成名才行。如果有了名氣，就會有贊助商 
       願意出錢。簡單來說，要成名就得做沒人做的事。」 
      …… 
      無氧單獨登頂喜馬拉雅山的八千公尺高峰—然而，這等於是天方 
      夜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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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可能辦到。 
      必須具備強韌的體力、意志力，以及絕佳的運氣。登頂並非一蹴 
      可及，必須累積訓練，讓身體適應八千公尺的高度，從開始訓練 
      ，包含適應和訓練的時間在內，大概需要半年。適應高度的登山 
      不能單獨一個人進行，光是如此，就要花費時間和資金在攀爬一 
      般的八千公尺高峰。 
      如果考慮到登山許可及各項準備，要花兩年才能開始訓練。 
      而且前提是有贊助商。 
      除非登山家有相當的名聲和實際成績，否則無異癡人說夢。(156,306) 
    
    小說家為羽生所設定的登山人生，都有時代有跡可循的真實性，羽生在挑
戰尼泊爾處上山攀爬西南壁之前，以雪巴人嚮導身份獲取不斷入山適應的訓練 
、數次從西藏處攀登西南壁傳統路線的熟練，以及羽生多次根據實攀經驗所規

劃出來的理論性可行的路線規劃與克服方式，都可以清楚看到人類在再也沒有

「無人履及」峰頂之後，所開啟的另一個黃金登山時代所競逐的「無人履及」

的實質精神。這些登山家用「無人履及」的實際成績與精神所寫下的登山史，

以及他們所開拓出的「典範」形象，某種程度反映出來的事實是，商業型登山

活動與更多路線資源還沒進入聖母峰的初始挑戰狀況，以及「單獨無氧攀登聖

母峰」的困難度。因此，栗城所留下的一個爭議是：以看似登山時代所開拓的

「無人履及」精神去挑戰自己實力尚未充分準備好的「聖母峰」，當意外發生

時，是冒險？還是送死？還是他可以因此成為這個時代不屈不饒終究獻身聖母

峰的悲劇英雄？值不值得？ 
    對於這個爭議的各種答案都是見仁見智，是否有意義，也是因人而異。栗
城的案例可以確定的「事實」是：這是一個打破以往傳統/正統登山界生態共識
的「新類型登山家」類型，栗城作為此新類型登山家的先發者，未能形成典範 
；而讓他趁勢而起的時代媒體力量，也尚未能顛覆傳統/正統登山界所形成的典
範認知；但也徹底翻轉羽生時代以登山實力挑戰「做沒人做的事才能成名」、才

能找到贊助商的程序。 
    栗城隨著時代媒體趁勢而起，捉住機運，以共享冒險的理念實踐自己的夢
想，終其開拓的是他對自己夢想的冒險挑戰，並非是那種實質性(要有相當實力
才能做到)的登山黃金時代的「無人履及」冒險。他的屢屢失敗，證明了以平凡
追求不凡的勇氣價值，但無法讓他因夢想實踐而留下絕美的身影；他的死亡，

不是獻身，只是一個「意外」，比較尷尬的是，這很有可能是意料之內的「意外 
」。但是，他以「登山」的「共享冒險」，鼓勵人心，開創自己的登山冒險共享

事業，成功建立起他的知名度，也為日本登山界與一般大眾在兩者不同脈絡理

解之下，帶來「這個登山家很不一樣」的形象與風格經營。 
 
五、小結：當”Because  it’s  there.”來到 21世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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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登山世界史上兩次黃金時代所開啟的「無人履及」的運動型登山，從山峰
攻頂到新路線、新方法的冒險，到現在的當代，已經發展出成熟的戶外登山運

動，講求的是安全性的冒險，與黃金時代的開創性的冒險已然不同；與馬洛里

時代相比，羽生所代表的現代登山家的典範象徵意義，冒險已經不再是時代的

共業，而是個人在技術、經驗、知識的累積過程所設下的挑戰，而為理想獻身

不管在哪一個時代都帶有浪漫的精神色彩，至於栗城個案，未做好回應自己設

定挑戰的準備與實力，即使內心感受再多「山就在那裏」的魅惑，一次又一次

追隨前人的浪漫精神，來到聖母峰；共享冒險，鼓勵向前一步的勇氣，如果無

關於無氧單獨登頂之先所需的強韌體力、意志力，以及絕佳的運氣，來到聖母

峰前，就像栗成自己說的話，「不管你在哪裡，東京澀谷都在那裏」—我們所能

預知的是：不是來自「山」的人為意外總是會如影隨形！但也因此，我們更能

警醒栗城登山敘事在當代所留給我們的啟示—我在栗城現象中，我看到了甚麼 
？如何分析我所看到的？這些分析給我的啟發是甚麼？—如果我是栗城，我會

怎麼做？(而不是代替他去論斷他的登山人生價值) 
    身為一個教育工作者，我會這樣問自己，也會試著讓我的學生思考選擇的
重要性與可徹底而行的對應規劃。就像羽生為實踐他的夢想、來到尼泊爾的後

半段人生。如果我和栗城一樣……當我同時擁有登山家、夢想實踐家(或冒險創
業家)、自媒體直播主三種身份，各自身份對我的意義是甚麼？我最想要甚麼？
我的優位順序會如何排列？為什麼？我將如何針對我的優位排序去做規劃、分

配與執行？如果我無法同時做好，我要放棄那些？為什麼？放棄後的我，還能

專心做好哪些事？如何規劃執行？那些放棄的還有其他替代方案嗎？效益是甚

麼？……反之，我所保留的最重要的身份與要做的事，我如何能精益求精、按

部就班達標？ 
這樣的思維方式或許可以幫助我們在多重身份中，不至於陷入甚麼都想要 

，但甚麼都沒做到好的不徹底處境。不徹底是平凡人的正常行為，追求夢想、

築夢踏實雖是老生常談，但需要的徹底意志與行動，也值得我們警示在心。 
    不管真實歷史中的馬洛里、或是虛構文學中的羽生丈二，這些迷人、動人
的聖母峰敘事都已經是哲人日遠、典型夙昔，但仍然值得我們嚮往，觀之踐行 
！因之，在折返檢視栗城的爭議，栗城有他自己的「向前一步」的勇氣與人生 
，同意或否定，勿論爭議，我們都可以有自己的「向前一步」的勇氣與人生。

大部分的人都應該會同意，不是所有人都能選擇挑戰聖母峰作為「向前一步」

的勇氣，也不是所有人都需要「共享冒險」才能「向前一步」。但是，對於「登

山」運動，願意參與的人都應該想一想，我們在大自然中的責任是甚麼；如果

有一天，我們要走向高山，我們要用甚麼樣的態度與行動，與之共處？不見得

要挑戰，也不見得要冒險，這是屬於個人決志履行範圍的事，但是，只要有「 
向前一步」的勇氣，絕對可以有屬於我們自己的高山敘事，至於要不要在網路

社群平台分享？如何分享？也絕對是個人的選擇，無關是非對錯，純粹風格與

如何經營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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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百岳登山者休閒阻礙及休閒協商策略之關係研究 

 
周淑圓1、吳崇旗2 

 
摘要 

 
    本研究目的在於瞭解女性百岳登山者之背景變項分布情形，與其在休閒阻礙、
休閒協商策略所呈現的特性及差異，並進一步探討兩者之間的相關性。本研究採

問卷調查，以具有攀登臺灣百岳經驗之女性為對象，並以休閒阻礙與休閒協商兩

個量表為研究工具。本研究於 2020年 9月至 10月收集 500 份問卷，再以 SPSS 
23.0統計軟體進行描述性統計、單因子變異數分析、典型相關分析。獲得的結論
如下：女性百岳登山者最大的阻礙構面為「自我設限」。中年初期及已婚的女性

百岳登山者，有較高的「家庭與社交」阻礙，在「環境與經濟」的阻礙中，資淺

者大於資深者。女性百岳登山者最常使用的休閒協商策略為「技能協商」。當感

受到的限制越多，如學生、年紀較輕、未婚者，使用休閒協商策略的機率越高。

休閒阻礙與休閒協商策略的關係為正相關。 
 
 
關鍵字：休閒行為、戶外休閒運動、典型相關 

 
1 桃園市立楊明國民中學 
2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公民教育與活動領導學系；通訊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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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一、研究背景 
臺灣位處板塊交接帶，是一座年輕而多山的島嶼，七成左右的土地為山域，

三千公尺以上的高山接近300座，有著得天獨厚的山林河川、地貌形態。但卻不
能忽視其所蘊藏的風險，過往政府扮演著管理及阻擋的角色，造成臺灣雖坐擁群

山，卻與之相敬如賓。不過2019年11月起政府開始施行山林解禁政策，有別以往
禁止的態度，選擇以開放的方式鼓勵國民走入山林[1]。在同年年底，國際間出現
新冠肺炎的疫情，民眾無法出國，於是國內旅遊盛行，大批人潮湧向山林，再加

上社群媒體上網紅、藝人的宣傳，許多熱門的百岳甚至被封為假日夜市。 
早期登山活動容易與探險、征服、陽剛的形象做聯想，成為男性展現男子氣

慨的舞臺，被期待應展現柔弱特質的女性因此受到限制。在活動過程中，女性也

可能因為先天的心理、生理條件及後天的社會眼光，比起男性有較高的阻礙程度

[2]。但近年來女性參與登山活動的比例漸增[3]，除了臺灣性別意識的抬頭及女
性社經地位的提高，女性開始越來越有時間和能力參與多元的休閒活動，加上女

性本身就是喜愛在社群分享生活，透過網路串連讓越來越多女性走入山林[4]。坊
間也出現以女性觀點出發的登山課程，針對女性生理與心理的特質去規劃與提供

登山活動所需的相關知識與經驗，取代舊有登山被歸納為男性較為擅長的活動型

態[5]、山上唯尊陽剛之印象。 
    綜上所述，縱使有許多的女性登山者已經抑制了生理上的限制、社會對女性
的要求，展現的與普通登山者無異，甚至勝任每一項登山的項目，不過也須重視

女性在不同的生理處境、心理狀態或行動上的調適過程，故想探討這些成功克服

阻礙的女性登山者們，究竟擁有什麼特性？善用那些協商策略？休閒協商策略是

1993年Jackson, Crawford和Godbey[6]所正式提出的。Hubbard and Mannell[7]使用
結構方程模式來探討休閒阻礙協商，研究結果表示面臨阻礙時會提高協商策略的

使用，來降低阻礙對活動參與的負面影響。但根據國內對於休閒活動之研究，卻

發現兩者的關係不只有正面影響，有時為負面影響[8] [9]，有時甚至為沒有相關
[10] [11]，而在女性百岳登山活動中，兩者的關係究竟為何，故採用典型相關來
探討之。 
故本研究將調查女性百岳登山者休閒阻礙、休閒協商策略現況，探討這兩者

之間的相關性，並調查分析不同人口統計變項的差異，進而建構出女性百岳登山

者之參與特性，促使社會大眾對於女性百岳登山者有更進一步的認識。並提供女

性在未來登山時可以參酌的意見，也冀望此研究結果可作為政府單位設立登山設

施時的參考，降低女性參與登山活動的休閒阻礙程度。 
二、研究目的及問題 
依據上述背景，本研究希望能探討女性百岳登山者之休閒阻礙與休閒協商策

略現況，及兩者之相關性，並調查分析不同人口統計變項的差異，因此，基於上

述的研究背景及目的，本研究中所提出的研究問題，主要有以下三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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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女性百岳登山者的休閒阻礙與休閒協商策略的現況為何？ 
（二）不同人口統計變項的女性百岳登山者在休閒阻礙與休閒協商策略上是否有

顯著差異？ 
（三）女性百岳登山者休閒阻礙與休閒協商策略的關係為何？ 
 

貳、研究方法 

一、研究對象 
    本研究透過網路問卷蒐集到 543位臺灣地區曾攀登過百岳女性之問卷，經過
篩選重複 IP紀錄的步驟刪除 43份問卷，有效問卷為 500份。本研究樣本之人口
背景變項以未婚的女性居多占 67.2%，年齡大多分布在 30-39歲占 36%，教育程
度則以大學為主占 56.2%，職業大多為工商業占 25%，月收入多分布於 3-5萬之
間占 49.4%。參與者特性的部分，登山年資以 2-5年居多占 64.8%，累積登山百
岳以 1-10 座居多占 56%，過去一年攀爬百岳之頻率以每季一次居多占 42.6%，
年平均於登山花費金額多為 9,999以下占 37.6%，登山同伴則多為朋友占 70.2%。 
 
二、研究工具 
本研究是採問卷調查法，參考謝旻珊[12]及吳昀昌[13]編製而成，其中包含

「休閒阻礙」及「休閒協商策略」兩個量表。問卷預試先予專家進行內容效度檢

測，再以 109位女性百岳登山者為對象進行量表之測試，所得結果詳述如下：	
（一）休閒阻礙 
休閒阻礙量表共有 14個題項，包含：自我設限（5題）、家庭與社交（4題）

及環境與經濟（5題）三個面向。量表經項目分析後，以探索性因素分析以主成
分法及最大變異進行轉軸，因素負荷量介於 .402～.824 之間，累積總解釋變異
量為 52.21％，量表各構面之內部一致性係數 Cronbach’s α介於.687～.832之間，
總量表為.809，顯示量表具有良好之信效度。 

（二）休閒協商策略 

休閒協商策略量表共有 16 個題項，包含：時間協商（5 題）、金錢協商（4
題）、技能協商（3 題）、人際協商（4 題）四個面向。量表經項目分析後，以探
索性因素分析以主成分法及最大變異進行轉軸，因素負荷量介於 .414～.811 之
間，累積總解釋變異量為 56.63％，量表各構面之內部一致性係數 Cronbach’s α介
於.638～.763之間，總量表為.782，顯示量表具有良好之信效度。 

 
三、資料處理 
為探究 500位女性百岳登山者在各個題項上的差異，因此以套裝軟體 SPSS 

23.0 for Windows 將施測問卷進行統計分析，以描述性統計來說明本問卷背景變
項中的分布情形。以單因子變異數分析檢定兩個以上群組間是否有顯著性差異，

最後再以典型相關檢定休閒阻礙與休閒協商策略之間的關係是否達顯著的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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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觀察構面因素間的動態關係。本研究各項統計顯著考驗均設定為α＝.05。 
 

參、結果與討論 

 
一、女性百岳登山者休閒阻礙及休閒協商策略之描述性統計分析 
    休閒阻礙量表整體為中低程度，平均值為 2.73，標準差為 1.079。「自我設限」
構面的平均值為 3.13、「家庭與社交」構面的平均值為 1.94、「環境與經濟」構面
的平均值為 2.83，「自我設限」構面為目前女性百岳登山者阻礙度最高之構面，
與廖國翔[14]、陳忻岱與葉秀燕 [15] 及黃淑芬[16]研究結果相似。而休閒協商策
略量表整體的平均值為 3.9，標準差為 0.81。各構面中「時間協商策略」構面的
平均值為 3.97、「金錢協商策略」構面的平均值為 3.41、「技能協商策略」構面的
平均值為 4.32、「人際協商策略」構面的平均值為 4.00，「技能協商策略」為女性
百岳登山者使用機率最高的構面，與禪坐[17]、網球[18]、衝浪[19]、路跑[20]之
研究結果類似。 

 
二、女性百岳登山者休閒阻礙及休閒協商策略之差異分析 
（一） 休閒阻礙之差異分析 
   在人口背景變項中，年齡不同，在家庭與社交構面上具有顯著性差異，其中
19歲-29歲及 30歲-39歲之阻礙程度顯著低於 40歲-49歲。婚姻狀況不同，在家
庭與社交構面上具有顯著性差異，已婚者的阻礙程度大於未婚者，而教育程度、

職業、月收入則無顯著差異，綜上所述，與陳怡均[21]及Metcalf, Graefe, Trauntvein 
與 Burns[22]研究結果類似，多數女性投入許多時間與精力在家庭，等到有閒暇
時間，卻發現找不到可以一同參與的同伴，如表 1所示。 
 

表 1 人口背景變項在女性百岳登山者休閒阻礙量表變異數分析與事後比較表 
背景變項／構面 組別 自我設限 家庭與社交 環境與經濟 休閒阻礙 

年齡 

1. 18歲以下 
2. 19歲-29歲 
3. 30歲-39歲 
4. 40歲-49歲 
5. 50歲以上 

0.972 4.582* 0.451 0.881 

事後比較（Scheffe 法）   2、3＜4   

教育程度 

1. 高中職(含以下) 
2. 專科 
3. 大學 
4. 研究所(含以上) 

1.184 1.733 0.551 0.8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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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 

1. 學生 
2. 服務業 
3. 工商業 
4. 自由業 
5. 軍警公教 
6. 家管 
7. 其他 

0.696 0.288 0.517 0.699 

月收入 

1. 29,999以下 
2. 30,000-49,999 
3. 50,000-69,999 
4. 70,000-89,999 
5. 90,000以上 

0.515 0.328 0.415 0.354 

婚姻狀況 
1. 未婚 
2. 已婚 
3. 其他 

0.077 5.787* 0.743 0.059 

事後比較（Scheffe 法）   2＞1   

註：*p<.05 

（二）休閒協商策略之差異化分析 
在人口背景變項中，年齡越小，在金錢協商策略、人際協商策略及整體的協

商中，使用協商策略的機率就越高；而職業若為服務業或學生，在金錢協商策略

構面中，使用協商的機率明顯高於家管；人際協商策略構面則是學生使用機率大

於工商業、自由業及軍警公教；月收入的不同，在金錢協商策略構面，收入在

29,999以下、30,000-49,999大於 70,000-89,999；而在人際協商策略構面，收入在
30,000-49,999 則大於 50,000-69,999 者。婚姻狀況的不同，皆是未婚大於已婚，
如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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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人口背景變項在女性百岳登山者休閒協商量表變異數分析與事後比較表 

註：*P＜0.05 

 

二、女性百岳登山者休閒阻礙與休閒協商策略之典型相關分析 
    本研究採用典型相關分析來探究女性百岳登山者休閒阻礙與休閒協商策略
間的整體相關性，本研究變項以休閒阻礙（自我設限、家庭與社交、環境與經濟）

做為控制變項，以休閒協商策略（時間協商策略、金錢協商策略、技能協商策略、

人際協商策略）作為效標變項（Y變項），兩變項的研究結果產生三組典型變量，
只有第三組未達到顯著水準（p<0.05），故得到兩組典型相關係數，如表，其典型
相關係數分別為 0.349、0.177，如表 3。 

背景變項／構面  時間協商 金錢協商 技能協商 人際協商 休閒協商 

年齡 

1. 18歲以下 
2. 19歲-29歲 
3. 30歲-39歲 
4. 40歲-49歲 
5. 50歲以上 

1.128 8.141* 2.232 23.388* 8.498* 

事後比較

（Scheffe法） 
  2＞4，5  2>3>4，5 2>4，5、3>4 

教育程度 
1. 高中職(含以下) 
2. 專科 
3. 大學 
4. 研究所(含以上) 

2.151 1.447 2.806* 0.85 0.652 

事後比較（Scheffe法）    組間無差異   

職業 

1. 學生 
2. 服務業 
3. 工商業 
4. 自由業 
5. 軍警公教 
6. 家管 
7. 其他 

1.363 2.058* 0.763 3.018* 2.144 

事後比較（Scheffe法）   2，1>6  1>3，4，5  

月收入 

1. 29,999以下 
2. 30,000-49,999 
3. 50,000-69,999 
4. 70,000-89,999 
5. 90,000以上 

1.062 4.420* 1.574 3.377* 4.445* 

事後比較（Scheffe法）   1，2>4  2>3 組間無差異 

婚姻狀況 
1. 未婚 
2. 已婚 
3. 其他 

2.419 4.955* 2.122 5.8* 1.613 

事後比較（Scheffe法）   1>2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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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休閒阻礙與休閒協商策略分析摘要表 
休閒阻礙 典型變數 休閒協商策略 典型變數 
X變數 X1 X2 Y變數 η1 η2 
自我設限 0.331 -0.731 時間協商 -0.34 -0.69 
家庭與社交 0.453 0.552 金錢協商 0.723 -0.513 
環境與經濟 0.999 0.04 技能協商 -0.275 -0.845 
	  	  	  人際協商 0.266 -0.692 

平均解釋量% 43.8% 28.0% 平均解釋量% 19.6% 48.3% 

重疊量% 5.30% 0.90% 重疊量% 2.40% 1.50% 
	  	  	  ρ² 0.121801 0.031329 
*p<0.05 	  	  ρ 0.349 0.177 

第一組變數自我解釋能力=71.8% 第二組變數自我解釋能力=67.9% 
重疊量=6.2%   重疊量=3.9%  

    
    在典型相關結構關係分析路徑圖保留因素負荷量大於 0.3的變項，各組別的
典型相關結構圖及典型因素如圖 2、3所示。 

（一）第一組典型相關結構 
    第一組典型相關係數 ρ=0.349，決定係數 ρ²=0.122，表示 X變項中的第一個典型
因素（X1）可以解釋 Y變項組織第一個典型因素（η1）總變異量的 12.2%，而效標變
項第一個典型因素（η1），又可以解釋效標變項總變異量的 19.6%，控制變項與效標
變項重疊部分為 5.3%，代表 Y變項組之第一個典型因素可以解釋 X變項組總變異量
的 5.3%。而 η1是從 Y變項中抽取出來的第一個典型因素，占 Y變項組總變異量的
43.8%，Y變項與 X變項組第一典型因素（X1）重疊的部分有 2.4%，表示 X變項組
之第一典型因素可以解釋 Y變項組總變異量的 2.4%。 
    以第一組典型相關結構而言，在 X變項組中，以「環境與經濟」構面與第一典型
因素 X1相關較高，其典型因素負荷量為 1.017。故 X變項組與 Y變項組的第一典型
相關，主要由 X變項組中的「環境與經濟」構面，透過第一典型因素 X1來影響 Y變
項組的第一典型因素 η1。而與 η1相關較高之構面為「金錢協商」，且其典型因素負
荷量為 0.904，其關係是正向。如圖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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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第一組典型相關結構圖 
 

 
 
 
第二組典型相關結構 
    在第二組典型相關中，其典型相關係數 ρ=0.177，決定係數 ρ²=0.031，表示 X變
項組的第二個典型因素（X2）可以解釋 Y 變項組之第二個典型因素（η2）總變異量
的 3%，X2 是從 X 變項組中抽取出來的第二個典型因素，占 X 變項組總變異量的
28%，X變項組與 Y變項組第二個典型因素（η2）重疊部分有 0.9%，表示 Y變項組
之第二個典型因素可以解釋 X變項組總變異量的 0.9%。而 η2是從 Y變項組中抽取
出來的第二個典型因素，占 Y 變項組總變異量 48.3%，Y 變項組與 X 變項組第二典
型因素（x2）重疊的部分有 1.5%，表示 X變項組之第二典型因素可以解釋 Y變項組
總變異量的 1.5%。 
    就第二組典型相關結構而言，在 X變項組中，以「自我設限」及「家庭與社交」
構面與第二典型因素 X2 相關較高，其典型因素負荷量分別為-0.834 與 0.712。故 X
變項組與 Y變項組的第二典型相關，主要由 X變項組中的自我設限」及「家庭與社
交」構面，透過第二典型因素 X2來影響 Y變項組的第二典型因素 η2。而與 η2成高
相關的為「金錢協商」與「人際協商」構面。故從因素負荷量的正負符號來看，其關

係為正向。如圖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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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第二組典型 相關結構圖 

 

（三）討論 
    藉由研究結果得知，女性百岳登山者休閒阻礙與休閒協商策略之間具有相關
性，並有兩組典型相關結構存在，其分述如下： 
1. 第一組典型相關 
    女性百岳登山者對休閒阻礙的「環境與經濟」感受度越高，則休閒協商策略
的「金錢協商」使用度越高，而不傾向採用「時間協商」與「技能協商」。 
2. 第二組典型相關 
    女性百岳登山者對休閒阻礙的「自我設限」及「家庭與社交」感受度越高，
則比較傾向使用休閒協商策略的「技能協商」及「人際協商」。 
    與之前研究特定休閒活動參與者之研究做比較，發現結果與水域休閒活動相
關研究[8] [19]及極限運動[26]不同，可能是因為這兩者較大的的阻礙為結構性阻
礙，如裝備太貴、活動環境太擁擠等，而參與者也多為年輕人，若是沒有一定的

經濟能力，也較難進行協商。 
    而與禪坐[17]、網球[18]、路跑[20]的研究結果相同，其表示當參與者動機越
強，即使遇到阻礙，也會想盡辦法進行協商，以達到順利進行活動的目的，故兩

者的關係為正相關。本研究女性百岳登山者的特性可能與此相同，雖本身有阻礙，

攀登高山又有另一層阻礙，卻因為其對登山的熱愛，而使用各種協商策略來克服

之。 

 

 

肆、結論與建議 

一、結論 
本研究探討女性百岳登山者休閒阻礙與休閒協商策略現況，及不同人口統計

變項的影響，與兩者之相關。根據研究結果發現，自我設限為目前女性百岳登山

者最大的阻礙，中年初期及已婚的女性百岳登山者有較高的家庭與社交阻礙，而

環境與經濟的阻礙，可藉由登山經驗的累積降低阻礙的程度。女性百岳登山者最

常使用技能協商策略來降低阻礙，若為學生、年紀較輕、未婚者，使用休閒協商

策略的機率越高，且當感受到的限制越多，就越傾向使用休閒協商，而女性百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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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山者休閒阻礙與休閒協商策略之間為正相關。 
 

二、建議 
    藉由以上的研究結果，研究者對女性百岳登山者、管理單位及後續研究提出
相關建議，期盼可以讓本研究更有貢獻。 
（一）對女性百岳登山者 
    鼓勵女性百岳登山者在日常生活中，應善用時間協商策略，以做好時間管理，
確保有閒暇維持健康的生活習慣。並針對其需求，踴躍參加登山課程，充實自己

的專業能力，增加登山經驗以降低阻礙的程度。而在家庭與社交有較高阻礙的 40-
49 歲及已婚的女性百岳登山者，則鼓勵可以與家人溝通，協調出適當的休閒時
間，調整自己的心態，不應該因為擁有休閒時間而出現愧疚感。相信在一次次的

鼓起勇氣、突破、調適阻礙中，可以找到最適合自己的登山模式。 
（二）對管理單位 
    「登山相關交通不便」為女性百岳登山者的主要阻礙之一，縱使有些百岳路

線可以搭乘公車，但班次較少、耗時，仍屬不便，並造成登山者只為共同包車而

上網組團，不顧隊友安危、沒有互相幫助及照顧的亂象，故期盼政府單位可以考

量此需求，做出適當的配套措施。 
（三）對後續研究 
    針對研究方法，本研究因女性百岳登山者較難於實地聚集，故於網路登山群
組發送電子問卷，此次在蒐集問卷上雖沒有太大的阻礙，且事後有依其網路 IP過
濾重複作答名單，但仍覺得未來在進行網路問卷時，可在題目中增加反向題，以

確保作答之真實性。另外，在進行休閒阻礙量表之信效度分析時，有兩項題目因

未達及格標準故遭刪除，但後來卻發現這兩項可能為女性百岳登山者阻礙主因，

故建議未來在進行相關研究時，即使題目的信效度數據未達理想，但仍應考慮其

重要性，將現實中最常遇到的阻礙題項做保留，以完善研究結果。 
    而就研究議題來說，本研究以量化、大樣本的調查，以建立研究女性百岳登
山的基礎。雖然可以了解女性登山的現況，如本研究發現女性百岳登山者善用人

際協商機率最高的族群為學生、未婚、年紀較輕及登山資歷較淺的，或許與近年

來網路便利、登山群組組團的風氣盛行有關。但無法探究過程中發現之細節，只

能做推論，需更多實證研究佐證之，建議未來研究可以以質性研究探討背後的相

關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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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明湖國家步道登山者休閒動機與休閒效益之研究	
王俊杰、張睿和、丁誌魰	

	

摘要	
	 	 嘉明湖近年來受到媒體與網紅的影響，曝光度大增，成為當今國內非常熱

門的登山步道，是眾人皆想朝聖的地方。本研究旨在瞭解嘉明湖國家步道登山

者個人背景變項、休閒動機與休閒效益之現況，以及比較不同個人背景變項之

嘉明湖國家步道登山者對於休閒動機與休閒效益之差異情形，並探討休閒動機

與休閒效益兩者之相關性。研究方法採量化研究，在嘉明湖國家步道登山口，

針對 20歲以上參與嘉明湖國家步道之登山者進行資料蒐集，回收有效問卷 215

份。研究結果顯示：（一）受訪者以女性居多，年齡以 20-30歲為主要族群，教

育程度以大學（專）最多，婚姻狀況以未婚為主要族群，職業以工商製造業與

服務業兩類別為主，平均月收入以 20001-40000 元為大宗。（二）不同「性別」、

「年齡」、「婚姻狀況」與「平均月收入」在休閒動機上達顯著差異。（三）不同

「年齡」與「婚姻狀況」在休閒效益上達顯著差異。（四）休閒動機與休閒效益

呈現顯著正相關。最後根據研究結果，提出對於實務上以及未來研究方面之建

議，提供相關管理單位、業者以及後續研究之參考。	

	

	

關鍵詞：嘉明湖、休閒動機、休閒效益	

	

	

A	Study	on	the	Leisure	Motivation	and	Leisure	

Benefits	of	Mountain	Hikers	on	Jiaming	Lake	National	

Trail	

	
Abstract	

	 	 Jiaming	Lake	in	recent	years	by	the	influence	of	the	media	and	web	celebrity,	

increased	exposure,	has	become	a	very	popular	hiking	trail	in	today's	domestic,	is	

a	place	where	everyone	wants	to	pilgrimage.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understand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individual	background	variables,	leisure	

motivation	and	leisure	benefits	of	mountain	hikers	on	Jiaming	Lake	National	Trail,	

to	compare	the	differences	of	leisure	motivation	and	leisure	benefits	of	mountain	

hikers	with	different	personal	background	variables,	and	to	explore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leisure	motivation	and	leisure	benefits.	In	this	study,	215	valid	

questionnaires	were	collected	from	the	mountain	hikers	over	20	years	old	who	

participated	in	Jiaming	Lake	National	Trail	at	the	entrance	of	Jiaming	Lake	

National	Trail.	The	research	results	show	that	:(1)	Most	of	the	interviewees	are	

female,	and	the	age	group	is	20-30	years	old.	Most	of	the	interviewees	had	colle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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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ucation	level.	Most	of	the	interviewees	had	unmarried	marriage	status.	(2)	There	

we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leisure	motivation	among	different	genders,	ages,	

marital	status	and	average	monthly	income.	(3)	There	we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leisure	benefits	between	different,	"age"	and	"marital	status".	(4)	There	w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leisure	motivation	and	leisure	benefit.	

Finally,	based	on	the	results	of	the	study,	some	suggestions	for	practical	and	

future	research	are	put	forward,	which	can	be	used	as	a	reference	for	relevant	

management	organizations,	industry	and	further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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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嘉明湖國家步道位於中央山脈南二段的一部分，隸屬臺東縣海端鄉的行政

區域，並由林務局臺東林區管理處的關山工作站管轄，步道總長為 13公里，步

道行經兩座百岳，向陽山和三叉山。嘉明湖又稱「天使的眼淚」，海拔高度

3310公尺，僅次於雪山翠池的 3520公尺，是臺灣第二高的高山湖泊，位屬布農

族的傳統領域，布農族人稱呼為月亮的鏡子；步道內設有兩處山屋，向陽山屋

及嘉明湖山屋，提供登山健行者住宿及緊急避難使用（臺灣山林悠遊網，

2020）。此步道為國內熱門的高山步道之一，為了維護生態保育與遊客安全，採

取總量管制措施，未申請到山屋或營地之登山客將不能於步道中任意紮營。此

步道曾被網友票選為臺灣十大秘境景點之中的第一名，也在 2019年由健行筆記

舉辦的全臺縣市步道大票選中，獲選為臺東縣步道的第二名（健行筆記，

2019）。	

	 	 休閒動機是使個體利用其空閒的時間，參與休閒活動的意念，是由內在所

產生的驅力，促使他產生行為（吳科驊，2006）。而休閒效益是指在參與休閒活

動後，所感受到身、心、靈的正向感受，以及利於身體健康、社交狀況、自我

提升、感受美的能力之體驗（戴宛圩，2014）。過去的研究發現，不同的休閒活

動項目與不同的參與對象，皆可能對休閒動機與休閒效益有所差異，因此本研

究將以參與嘉明湖國家步道之登山者為研究對象，並探討其攀登嘉明湖國家步

道之休閒動機，其動機可能為了釋放壓力或是訓練身體、保持健康體態，或是

為了增進社交朋友圈等，而在攀登完嘉明湖國家步道後，其所得到的休閒效

益，可能達成了釋放壓力、提升身體健康狀態或是結識了交心的朋友，又或是

得到其他方面的益處，接著進而探討不同個人背景變項的登山者對休閒動機與

休閒效益上是否有差異，並了解休閒動機與休閒效益之間的相關情形。	

依據前述研究背景與動機，本研究希望能探討嘉明湖登山步道參與者之休

閒動機與休閒效益之現況與之間的關聯性，期望達到下列的研究目的：	

一、 瞭解嘉明湖國家步道登山者背景變項特性與現況。	
二、 瞭解嘉明湖國家步道登山者之休閒動機與休閒效益情形。	
三、 分析嘉明湖國家步道登山者不同背景變項在休閒動機上之差異。	
四、 分析嘉明湖國家步道登山者不同背景變項在休閒效益上之差異。	
五、 分析嘉明湖國家步道登山者休閒動機與休閒效益之相關性。	

	

貳、文獻探討	
一、臺灣登山	

登山活動的起源於國外，早期人們登山的目的並不是在登山本身，而是將

登山作為手段，為了達成某些目的，例如伐木、放牧以及為了生活上的因素

等，但隨著時代的演進，在十八世紀受到浪漫主義的影響，才開始有人將登山

轉而視為為了冒險、挑戰極限、休閒、獲得樂趣等，而從事的運動（林喜雯、

陳惠美與陸洛，2015）。林玫君（2003）將轉變後有別於早期登山目的，改以休

閒、樂趣為主的方式，稱之為「近代登山」。	

然而在臺灣，「登山」被視為相當廣義的字詞，無論是在市郊附近的山區進

行健行活動，或是需要舟車勞頓一段距離才能到達登山口的高山百岳健行都稱

為登山。劉明全（2003）的研究範圍以臺灣三千公尺以上且被列為百岳的高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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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主，並指出登山運動是透過登山本身的行為，來磨練心智，增強體能，並從

中獲得樂趣以及享受於山林之中。陳嘉雯（2006）指出登山健行活動是人們在

森林、山野的自然環境中以雙腳步行的方式，從事休閒、強化體能之活動，可

分為郊山、中級山及高山等健行活動。黃淑芬（2015）指出國內將「登山」一

詞定義的相當廣闊，無論在三千公尺以上需具備高度技術與專業裝備的高海拔

活動，以及多天數的溯溪、攀岩、雪地攀登等活動，或是以當日往返為主的郊

山步道，一律都稱為登山。	

嘉明湖國家步道為中央山脈南二段的一部份，其步道往北可銜接八通關古

道，向西可延伸至東埔、向東則延伸至花蓮卓溪鄉；其步道南端為向陽國家森

林遊樂區，可銜接關山越嶺國家步道系統或中央山脈國家步道系統中的關山卑

南段。步道以向陽國家森林遊樂區為起點，翻越戒茂斯山稜線後，爬升至向陽

山、三叉山稜線，經由稜線前往至嘉明湖，步道全長約 13公里，海拔高度約在

2300公尺至 3600公尺之間，其隸屬臺東縣海端鄉的行政區域，並由林務局臺東

林區管理處的關山工作站管轄。	

	

二、 休閒動機	
動機的英文 motivation，源自於拉丁文 movere，為「行動」的意思。

Keller(1983)指出動機是行為的原動力，人類的行為是受動機驅使而引導、產生

出來的，許多行為的產生都必須先有動機，接著才有進一步的行為。休閒動機

是引導個人從事休閒活動的主要原因，在休閒行為當中佔有不可或缺的重要性

(Beard	&	Raghed，1983)。郭芯怡（2015）由研究中指出，休閒動機為中高齡登

山者在閒暇時間內，從事休閒活動期間，因為外在環境的影響，而產生選擇自

我從事之活動，藉此達到個人訂定目標的內在驅力。邱志龍（2018）將休閒動

機定義為引發個人利用休閒時間參與登山健行活動，以達到促進身體健康、紓

解壓力、體驗多元生活、激發潛能、擴展視野、建立自信心以及成就感的驅動

力。由上述所知，休閒動機是引導個人參與休閒活動行為的原因，推使個體參

與及維持休閒活動的動力。本研究將休閒動機定義為個體參與攀登嘉明湖國家

步道的重要原因，為達成消除疲勞，滿足生理和心理的需求，並利用自由的時

間且自願參與，進行此項活動的趨力。心理學家 Maslow提出需求層級理論，

其認為人類之行為受到各種需求的控制，且強調人類之行為是由需求所產生，

並提出人類的需求是有層級性，由最底層的生理需求開始，當此需求被滿足

時，將對此需求的慾望降低，轉而追求更高層次的需求。他將人類的需求分為

五層級，分別為生理需求(Physiological	needs)、安全需求(Safety	needs)、社交／

愛與歸屬需求(Love	and	belonging	needs)、自尊需求(Esteem	needs)、自我實現需

求(Self-actualization	needs)(Maslow，1943)。	

學者 Beard	&	Ragheb(1983)發展出一套測量休閒動機的量表，評估人們參與

休閒活動的心理層面及社會層面的動機，研究結果發現休閒動機的主要因素為

四種，知性的需求(intellectual)、社交性的需求(social)、成就性的需求

(competence-mastery)、避免刺激的需求(stimulus-avoidance)。休閒動機理論被應

用於各種不同的休閒活動領域與不同的對象之上，各學者針對不同的研究對

象、研究地區以及研究目的，會有不同的休閒動機構面，所使用的休閒動機量

表也會因為分類構面的不同而有不同的情形。而其中提升健康體適能、增進人

際關係、學習技能知識、增廣見聞、紓解日常壓力、追求刺激挑戰以及擺脫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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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不變的生活等，是參與休閒活動中所常見的動機（蔡佳蓉，2010）。本研究在

衡量嘉明湖國家步道登山者之休閒動機，基於研究對象及地區的考量，將引用

李佳蓉（2018）根據 Beard	&	Ragheb(1983)的休閒動機四構面為基礎所發展之量

表，其休閒動機構面為「知性動機」、「社交動機」、「主宰動機」以及「逃避動

機」等四個構面。	

休閒動機理論被應用於各類休閒活動與不同對象上，以下依近五年順序列

舉登山相關類型的休閒動機相關研究。李佳蓉（2018）以網路問卷及紙本問卷

的方式，針對一年內參與過登山健行活動者進行調查，探討其人格特質、休閒

動機、休閒阻礙及休閒效益的關係，研究結果發現：（一）登山健行者人格特質

中外向性、友善性與開放性對休閒動機呈現正向顯著性影響。（二）登山健行者

人格特質中嚴謹性對身心健康動機呈現正向顯著性影響。（三）登山健行者之休

閒動機對休閒效益呈現正向顯著性影響。邱志龍（2018）以屏東縣里龍山步道

健行者進行研究，探討休閒動機、休閒體驗與休閒滿意度關係，結果顯示不同

背景變項中性別、年齡、教育程度、登山次數及登山時間對休閒動機有顯著差

異，也發現休閒動機與休閒體驗及休閒滿意度的皆呈現正相關。Gaffar、

Yuniawati與 Ridwanudin(2019)的研究，以印尼西爪哇省的 Mount	Ciremai和

Mount	Papandayan之登山健行者為研究對象，探討戶外休閒動機與活動偏好，

研究結果發現戶外活動動機的主要因素為成就性、學習性、社交性、獨立性、

個人發展性和放鬆性，其中學習性與社交性較為重要，而放鬆性因素重要程度

較低；且發現休閒動機對活動偏好有顯著影響。以上研究在探討登山活動休閒

動機時，各研究者衡量的人口社經變項呈現多元化，其中受試者背景變項的不

同，而對休閒動機上有顯著之差異，因此本研究參考過去對於登山健行者之研

究，選取適合本研究的問項，分別以嘉明湖國家步道登山者，性別、年齡、教

育程度、婚姻狀況、職業以及平均月收入共六個自變項，進行現況調查以及對

於休閒動機是否有差異進行探討。	

	

三、 休閒效益	
休閒效益(leisure	benefits)有些學者將其翻譯為休閒利益，其被視為一種好

處，當個人、團體、社會、經濟、實質環境或其他狀態有所改善。Bammel	&	

Burus-Bammel(1982)是最先提出休閒效益理論的學者，他們認為休閒效益是人們

在從事休閒活動的過程中以及經驗裡，所得到的好處。學者 Mannel	&	

Stynes(1991)將休閒效益整合為一組系統模式（見圖 2-3），他們認為休閒效益的

產生是因人們在參與休閒的過程中，感受或察覺到環境、活動、時間或心境上

的不同刺激，而產生出對於生理、心理、環境、經濟或社會的影響，再經由個

體的評價之後，所產生之價值。	

Ajzen(1991)認為休閒效益是一種主觀之概念，是休閒目標的完成，意指個

體在參與休閒活動中達到所設目標，並獲得益處。學者高俊雄（1995）認為休

閒效益是指，針對個人參與休閒活動過程中以及參與休閒活動後的經驗，可以

幫助個人改善身心狀況或滿足需求的個人主觀感受。杜坤良（2012）將休閒效

益定義為，個人在參與休閒活動中與活動後，獲得需求以及渴望上的滿足，因

而產生的益處。戴宛圩（2014）指出在參與登山健行活動後，所感受到身、

心、靈的正向提升，以及利於身體健康、社交狀況、自我提升、感受美的能力

之體驗，稱為休閒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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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登山相關研究的休閒效益論點，學者們主要提出的構面皆以 Bammel	

&	Burus-Bammel(1982)兩位學者所提出的休閒效益量表為基礎，以三到六項不

等，其中生理效益、心理效益、社交效益為主要的研究構面，來探討登山健行

者活動過程中所感知到的效益，本研究基於嘉明湖國家步道的獨特及特殊性，

因此引用張泰昇（2020）根據 Bammel	&	Burus-Bammel(1982)的休閒效益六構面

為基礎所發展之量表，盼能以較多的構面來進行探討嘉明湖國家步道登山者的

休閒效益，呈現較多面向的研究結果。	

整理過去近五年國內登山健行相關之休閒效益研究如下。李佳容（2018）

以網路問卷方式，針對全臺灣過去一年有參與登山健行活動者為研究對象，探

討其人格特質、休閒動機、休閒阻礙以及休閒效益之關係。研究發現登山健行

者的休閒動機對休閒效益具有顯著正相關，也就是當參與登山健行活動時，休

閒動機越高，其活動所得到的休閒效益也會提升。休閒阻礙的「結構阻礙」構

面與休閒效益的「身心健康效益」構面呈現顯著負相關。易言之，當受到交

通、人潮、場域的阻礙感越大，其反映出的身心健康效益也就越低。劉蓉

（2018）以溪頭登山健行之遊客或山友為研究對象，進行問卷調查，共回收 688

份有效之問卷，探討其休閒知覺自由與休閒效益之情形，研究結果發現休閒效

益中以美學效益構面為最高，最低為心理效益構面。不同背景變項中，「性

別」、「婚姻狀況」、「年齡」、「職業」及「最近一年參與過之溪頭登山健行活動

次數」對休閒效益達顯著差異。休閒知覺自由與休閒效益達顯著正相關。	

張泰昇（2020）以玉山高山健行之山友為研究對象，瞭解其休閒知覺自由

和休閒效益之現狀，並探討不同特質之山友在休閒知覺自由與休閒效益的差異

情形，以及休閒知覺自由對休閒效益之影響，研究發現休閒效益以「美學效

益」構面得分最高，而得分最低為「社交效益」。在不同背景變項中僅有「婚姻

狀況」以及「登山次數」對休閒效益達顯著差異。休閒知覺自由與休閒效益具

有正相關。易言之當參與者的休閒知覺自由程度越高，其所得到的休閒效益也

就越多。在迴歸分析中以休閒效益為依變項，休閒知覺自由五個構面為自變

項，結果顯示休閒知覺自由中「休閒需求」、「嬉戲性」、「休閒控制」及「休閒

涉入」皆對休閒效益具有正向影響力，易言之當介入或涉入登山活動越多，對

其休閒效益影響也就越大。	

由上述研究得知，參與登山相關活動的研究對象，所得到的休閒效益感受

都不差，並且發現持續涉入、休閒涉入、幸福感、休閒知覺自由、休閒動機對

休閒效益皆有正相關的存在，而休閒阻礙對休閒效益可能存在著負向的關係。

在人口背景變項方面，發現休閒效益會受到不同的人口背景變項而有影響。本

研究將以嘉明湖國家步道登山者為研究對象，過去對於嘉明湖國家步道登山者

休閒效益的研究較為鮮少，並無法了解此步道登山者攀登後所得到之效益情

形，因此本研究參考過去對於登山健行者之研究，選取適合本研究的問項，並

與指導教授討論後，分別以嘉明湖國家步道登山者，性別、年齡、教育程度、

婚姻狀況、職業以及平均月收入共六個自變項，進行現況調查以及對於休閒效

益是否有差異進行探討。	

	

參、研究方法	
	 	 本研究旨在探討嘉明湖國家步道登山者個人背景變項對於休閒動機與休閒

效益之差異情形，以及休閒動機與休閒效益的相關性。根據本研究之背景、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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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目的、問題以及文獻探討的結果，擬定本節之研究架構，以瞭解各變項之

內涵與其之間的關係。本研究以嘉明湖國家步道登山者為研究對象，在其步道

登山口進行問卷施測。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設：	

假設一：H1不同背景變項的嘉明湖登山者對休閒動機有顯著影響。	

假設二：H2不同背景變項的嘉明湖登山者對休閒效益有顯著影響。	

假設三：H3嘉明湖登山者其休閒動機與休閒效益具有顯著相關性。	

	

	 	 本研究以嘉明湖國家步道者為研究對象，並於嘉明湖國家步道登山口進行

問卷施測，問卷調查對象以二十歲以上，並且此趟行程有到達嘉明湖畔之嘉明

湖國家步道登山參與者進行調查。本研究採用 Stevens(1986)所建議之抽樣有效

樣本數，以樣本數與預測變項之個數比為 15：1，而本研究之預測變項為休閒

動機四項與休閒效益六項，共十項，因此本研究最低之有效樣本數為 150份。

本研究者親自前往嘉明湖國家步道登山口進行問卷發放，包含紙本與電子問

卷，以立意抽樣的方式，對嘉明湖國家步道下山之登山者進行發放。正式發放

問卷時間為中華民國 110年 4月 3日至 5日，共發放 200份紙本問卷，以及 35

份電子問卷，剔除無效問卷後，回收有效問卷共 215份，有效回收率為 91％。	

	 	 本研究工具根據研究目的及文獻探討後加以推估研擬，修編為嘉明湖國家

步道登山者休閒動機、休閒效益之調查問卷。受試者個人背景變項共為六項，

其中包括性別、年齡、教育程度、婚姻狀況、職業以及平均月收入。本研究參

考李佳容（2018）之休閒動機量表作為研究工具，量表分為四個構面，分別是

「知性動機」、「社交動機」、「主宰動機」以及「逃避動機」，共 18題，並經由

原作者之同意，進而使用此量表作為研究工具。此休閒動機量表中，四個構面

各題項之因素負荷量皆達 0.5以上，解釋變異量比例均在 50%以上；各題項的

Cronbach’s	α值均達到 0.7以上，表示此構面具有一致性及穩定性。	

本研究以 Bammel	&	Burus-Bammel(1982)所提出的六大效益架構，並引用張

泰昇（2020）之休閒效益量表作為研究工具，量表分為六個構面，其分別為

「生理效益」、「心理效益」、「社交效益」、「放鬆效益」、「教育效益」、「美學效

益」，共 22題，因原量表各題項皆針對於玉山高山健行者，因此在各題項開頭

皆為玉山高山健行，本研究在各題項開頭部分進行略微修正，將玉山高山健行

改為登山，以符合本研究之研究對象。此量表之引用係經由原作者之同意，進

而使用此量表作為研究工具。此休閒效益量表中，六個構面各題項之因素負荷

量皆達 0.6以上，解釋變異量比例均在 50%以上；各題項的 Cronbach’s	α值

均達到 0.7以上，表示此構面具有一致性及穩定性。本研究將問卷調查蒐集之

各項資料，以	 SPSS	for	Windrows	22	版本統計軟體進行統計分析，採用統計方

法包括描述性統計、獨立樣本	 t	檢定、單因子變異數分析與皮爾森相關分析。	
	

肆、研究結果與討論	
	 	 本研究共發放 200份紙本問卷，以及 35份電子問卷，剔除無效問卷後，回

收有效問卷共 215份，有效回收率為 91％。本研究之研究對象在性別比例上女

性高於男性，女性 112人，佔 52.09％，共計 215人；年齡以 20-30歲為主要族

群，有 106人，佔 49.3％；教育程度主要以大學（專）為主要族群，有 151

人，佔 70.23％；婚姻狀況的比例上未婚高於已婚，未婚有 146人，佔 67.91％；

職業主要兩大族群分別為工商製造業（58人），與服務業（52人），各佔 26.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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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 24.19％。平均月收入以 20001-40000 元為主要之族群，佔 39.53％；其次為

40001-60000 元，佔 28.84％。	

	 	 	

一、 休閒動機與休閒效益之現況分析	
(一)休閒動機之現況分析	

整體休閒動機之平均數為 4.20，標準差為 0.50，四個構面得分由高到低依

序為：主宰動機、逃避動機、社交動機、知性動機。嘉明湖國家步道登山者最

重視主宰動機需求（M	=	4.47），其次是逃避動機（M	=	4.22），再來為社交動機
（M	=	4.08），最後為知性動機（M	=	4.05）。此研究結果與李佳容（2018）之研
究結果相同，發現前往嘉明湖國家步道之登山者，主要目的為增進自身的體力

與意志力，促進身體健康，並經由行徑的過程中，暫時拋開城市中的煩惱，進

而得到心靈上的平靜。然而在登山中與朋友增進感情、認識新朋友以及學習新

知識、滿足好奇心與啟發想像力，則較不是攀登嘉明湖的主要動機。	

	

(二)休閒效益之現況分析	

整體休閒效益之平均數為 4.31，標準差為 0.51，六個構面得分由高到低依

序為：美學效益、教育效益、心理效益、放鬆效益社交效益、生理效益。	 	

以上研究結果與張泰昇（2020）的研究結果大致相同。其攀登嘉明湖之登山者

其所感受的效益各構面平均分數皆達 4 分以上，其中以美學效益為最高（M	=	
4.48），顯示嘉明湖登山者大多認為，在攀登嘉明湖的過程中，深刻地體驗到沿

途的天然美景以及嘉明湖畔的湖光山色，是此趟旅程的美好收穫。其次為教育

效益（M	=	4.40），在題項中以「登山活動讓我更珍惜大自然」為最高分（M	=	
4.60），表示受訪者認為，經過攀登完嘉明湖的體驗後，更懂得珍惜大自然，並

更加重視維護環境的重要性。休閒效益構面得分排名第三為心理效益（M	=	
4.37），顯示受訪者認為，攀登完嘉明湖後，會得到成就感與肯定，且心情上也

得到愉悅之感受。排名第四為放鬆效益（M	=	4.28），顯示受訪者認為，攀登完
嘉明湖後，能得到放鬆心情，減輕自身的壓力與排解憂鬱。排名第五為社交效

益（M	=	4.17），示受訪者認為，攀登完嘉明湖後，能提升與朋友同好之間的情
誼，而與家人感情的增長的部分並不是那麼強烈。休閒效益構面得分最低為生

理效益（M	=	4.15），顯示受訪者認為，前往嘉明湖是能提升自身的體力的，並
且能透過此項休閒活動達到身體健康的功能，而對減肥之效果並不是那麼強

烈。	

	

二、 不同背景變項在休閒動機之差異分析	
	 	 本節主要目的為檢測嘉明湖國家步道登山者的性別、年齡、教育程度、婚

姻狀況、職業、平均月收入，六個背景變項在休閒動機之差異，統計方法使用

獨立樣本 t檢定與獨立樣本單因子變異數分析(one-way	ANOVA)，若各組達顯著
差異(p	<	.05)，再以 Scheffe法進行事後比較，比較各組間顯著差異情形。	
	 	 	

(一)性別之差異性分析	

以不同性別的受訪者對於休閒動機各構面進行獨立樣本 t檢定分析結果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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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9所示，結果發現，不同性別之受訪者僅對於知性動機有顯著差異，t	=	-
2.48,	p	=	.014,	d	=	0.34。男性的知性動機(M	=	3.95,	SD	=	0.61)小於女性(M	=	
4.15,	SD	=	0.57)。此研究結果與劉莉芬（2011）與邱志龍（2018）的研究大致相
同，發現在登山的動機上，男性與女性是有差異的。本研究結果得知，發現在

登山的動機中，女性相較於男性更重視登山時所帶來對未知環境的探索，以及

追求新領域的知識與滿足自身的好奇心。	

	

(二)年齡之差異性分析	

以獨立樣本單因子變異數分析不同年齡層之受訪者對於休閒動機各構面之

差異，因「61歲以上」類別人數過少，為降低人數過少所造成之誤差，將「51-

60歲」及「61歲以上」兩組合併為「51歲以上」，合併後分析結果如表 4-10。

結果發現，不同年齡的登山者對「知性動機」(F	=	4.26，p	=	.006)、「社交動
機」(F	=	3.94，p	=	.009)、「主宰動機」(F	=	2.88，p	=	.037)等構面達顯著之差異
並經由 Scheffe法事後比較顯示結果如下：	

1. 知性動機：Scheffe事後比較顯示，四組不同的年齡層中並無任一組顯著大於

另一組。	

2. 社交動機：Scheffe事後比較顯示，「20-30歲」(M	=	4.17,	SD	=	0.68)顯著大於
「41-50歲」(M	=	3.71,	SD	=	0.63)。	

3. 主宰動機：Scheffe事後比較顯示，四組不同的年齡層中並無任一組顯著大於

另一組。	

	

研究結果發現嘉明湖登山者的休閒動機會因為年齡的不同而有所差異，其

結果與劉莉芬（2011）、郭芯怡（2015）與邱志龍（2018）的研究大致相同。本

研究結果發現嘉明湖登山者在社交動機上，呈現 20-30歲的登山者明顯高於 41-

50歲的登山者，本研究推論可能因為 20-30歲的年齡層為剛進入社會之年齡且

以現今社會來說 20-30歲的族群大多為未婚狀態居多，因此可能透過登山活動

來認識朋友、增進朋友之間的友誼。而 41-50歲之族群可能皆為已婚居多，生

活重心偏向為家庭，因此登山的目的可能不以交朋友與朋友培養感情為主要目

的。	

	

(三)教育程度之差異性分析	

以獨立樣本單因子變異數分析不同教育程度之受訪者對於休閒動機各構面

之差異結果發現不同教育程度的受訪者在休閒動機各構面上並無顯著差異。研

究結果顯示嘉明湖國家步道登山者，並不會因為教育程度的不同而對休閒動機

有所差異，表示不論是高中職以下或大學、碩士以上的嘉明湖登山者，其所前

往嘉明湖的休閒動機是差不多的，其結果與劉莉芬（2011）、黃瑞珠（2015）的

研究結果相同。	

	

(四)婚姻狀況之差異性分析	

以不同婚姻狀況的受訪者對於休閒動機各構面進行獨立樣本 t檢定分析結
果如表 4-12所示，結果發現，不同婚姻狀況之登山者僅對於社交動機有顯著差

異，t	=	2.02,	p	=	.044,	d	=	-0.29。未婚的社交動機(M	=	4.15,	SD	=	0.71)大於已婚
(M	=	3.95,	SD	=	0.66)。本研究結果發現，嘉明湖國家步道登山者會因為婚姻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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況的不同而對休閒動機有所差異，此研究結果與劉莉芬（2011）與黃瑞珠

（2015）的研究結果大致相同。本研究結果顯示未婚的嘉明湖登山者其社交動

機顯著大於已婚之登山者，研究者推測可能因未婚者從事登山活動的主要原因

之一為想獲得多點人際互動，如結交新朋友、與他人增進情誼，而已婚者因為

有家庭，則生活重心大都以家人、小孩為主，與他人社交互動並非是主要目

的。	

	

(五)職業之差異性分析	

以獨立樣本單因子變異數分析不同職業之受訪者對於休閒動機各構面之差

異，因原分類部分職業類別人數過少，為降低人數過少所造成之誤差，將「農

林漁牧業」、「家管（含退休）」併入「其他」之職業類別。結果發現，不同職業

的登山者對休閒動機各構面中，僅有知性動機(F	=	3.09，p	=	.01)達顯著差異，
經由 Scheffe法事後比較顯示，六組不同的職業中並無任一組顯著大於另一組。	

研究結果發現，嘉明湖登山者不會因為職業的不同而有休閒動機上的差

異，其研究結果與陳玉梅（2014）、郭芯怡（2015）與邱志龍（2018）的研究結

果相同。表示以上四個休閒動機因素皆是前往嘉明湖之登山者的動機，並不會

因為職業、工作的不同而有較大的差異。	

	

(六)平均月收入之差異性分析	

以獨立樣本單因子變異數分析不同平均月收入之受訪者對於休閒動機各構

面之差異，結果如表 4-14。結果發現，不同平均月收入的登山者對「知性動

機」(F	=	2.65，p	=	.034)達顯著差異，並經由 Scheffe法事後比較結果顯示，平
均月收入「20000 元以下」(M	=	4.24,	SD	=	0.58)大於「60001-80000 元」(M	=	
3.69,	SD	=	0.57)。	
研究結果發現嘉明湖國家步道登山者會因為平均月收入的不同而對休閒動

機有所差異，其研究結果與陳玉梅（2014）與黃瑞珠（2015）的研究結果大致

相同。本研究結果顯示，平均月收入 20000 元以下的嘉明湖登山者其知性動機

顯著大於平均月收入 60001-80000 元的嘉明湖登山者，本研究者推論，可能的原

因為平均月收入 20000 元以下的族群，偏向為學生、家管與退休人士，而這類

族群尤其學生，皆處於較無經濟壓力下的狀態，其生活重心也為學習新知、增

進知識、探索未知領域，以及滿足自身好奇心，因此在登山的過程中也渴望得

到多一點的學習及經驗。而對平均月收入為 60001-80000 元的族群來說，登山的

主要目的可能不是為了滿足自身求知慾，而是其他原因，此問題值得經由後續

研究進行更深入的探討及證實。	

	 	 統整本節結果發現，嘉明湖國家步道登山者其休閒動機會因為性別、年

齡、婚姻狀況與平均月收入的不同而有所差異，其結果與第二章所整理的相關

文獻略有相同與相異之處。不同性別對休閒動機具有顯著差異的部分與劉莉芬

（2011）以及邱志龍（2018）的結果相同。不同年齡對休閒動機具顯著差異的

部分與郭芯怡（2015）以及邱志龍（2018）的結果相同。不同婚姻狀況對休閒

動機具顯著差異的部分與劉莉芬（2011）以及黃瑞珠（2015）的結果相同。不

同平均月收入對休閒動機具顯著差異的部分與陳玉梅（2014）以及黃瑞珠

（2015）的結果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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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不同背景變項在休閒效益之差異分析	
	 	 本節主要目的為檢測嘉明湖國家步道登山者的性別、年齡、教育程度、婚

姻狀況、職業、平均月收入等，六個背景變項在休閒效益之差異，統計方法使

用獨立樣本 t檢定與獨立樣本單因子變異數分析(one-way	ANOVA)，若各組達顯
著差異(p	<	.05)，再以 Scheffe法進行事後比較，比較各組間顯著差異情形。以
不同性別的受訪者對於休閒效益各構面進行獨立樣本 t檢定分析結果發現，不
同性別之登山者對於休閒效益各構面，皆無顯著之差異。此研究結果陳美蓉

（2013）與張泰昇（2020）結果相同，不論男性或女性，在參與登山活動後所

得到對自身內在的放鬆與療癒，以及外在的社交人際互動等益處，是沒有明顯

差異的。	

	

(一)年齡之差異性分析	

以獨立樣本單因子變異數分析不同年齡層之受訪者對於休閒效益各構面之

差異，因「61歲以上」類別人數過少，為降低人數過少所造成之誤差，將「51-

60歲」及「61歲以上」兩組合併為「51歲以上」，合併後分析結果如表 4-17。

由於「教育效益」資料不符合同質性假定，故採用 Games-Howell事後比較進行

檢定（邱皓政，2010）。結果顯示，不同年齡的登山者對「教育效益」(F	=	
4.41，p	=	.005)與「美學效益」(F	=	3.47，p	=	.017)構面達顯著之差異並分別經
由 Games-Howell與 Scheffe法事後比較顯示結果如下：	

1. 教育效益：Games-Howell事後比較顯示，「20-30歲」(M	=	4.52,	SD	=	0.47)顯
著大於「31-40歲」(M	=	4.25,	SD	=	0.64)與「41-50歲」(M	=	4.24,	SD	=	0.49)。	

2. 美學效益：Scheffe事後比較顯示，「31-40歲」(M	=	4.31,	SD	=	0.63)顯著小於
「51歲以上」(M	=	4.72,	SD	=	0.40)。	
	

研究結果顯示，不同年齡的受訪者，在休閒效益上有顯著差異，此結果與

吳科驊（2006）、吳祈達（2012）、凃淑蕊（2013）、陳美蓉（2013）與劉蓉

（2018）等人研究結果大致相同。本研究結果顯示，20至 30歲之受訪族群在攀

登完嘉明湖後，所獲得知識、技能上的提升以及懂得更珍惜大自然的學習與感

受，是比 31至 50歲的受訪族群來的強烈，本研究推論可能因 20至 30歲之年

輕族群主要比例為學生以及剛進入職場之人士，求知慾較為強烈，因此在登山

的歷程中，所感受到技術與知識的提升是較多的。在美學效益方面，發現 51歲

以上之受訪族群，在攀登嘉明湖的過程中，所感受到大自然的美妙，是比 31至

40歲的受訪者還要強烈的。	

	

(二)教育程度之差異性分析	

以獨立樣本單因子變異數分析不同教育程度之受訪者對於休閒效益各構面

之差異，結果如表 4-18。結果顯示，不同年齡的登山者對休閒效益各構面上並

無顯著差異。以上研究結果顯示，嘉明湖國家步道登山者在其所得到的休閒效

益，並不會因為教育程度的不同而有所差異，此研究結果與郭芯怡（2015）、劉

蓉（2018）與張泰昇（2020）的研究相同。	

	

(三)婚姻之差異性分析	

以不同婚姻狀況的受訪者對於休閒效益各構面進行獨立樣本 t檢定分析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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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如表 4-19所示，結果發現，不同婚姻狀況之登山者僅對於「教育效益」有顯

著差異，t	=	2.72,	p	=	.007,	d	=	-0.40。未婚的教育效益(M	=	4.47,	SD	=	0.51)大於
已婚(M	=	4.26,	SD	=	0.55)。以上研究結果顯示，嘉明湖國家步道登山者在教育
效益的部分，未婚者得到的教育效益是比已婚者來的高的。在張泰昇（2020）

的研究中顯示已婚的玉山登山者其所得到的教育效益與未婚的登山者是無差異

的，而已婚無小孩的玉山登山者教育效益是大於已婚有小孩的登山者，其結果

與本研究結果不同。本研究推論可能因為未婚之族群皆較為年輕，對於登山知

識及技術的提升較為積極，因此在登山的過程中，透過他人的建議及經驗的分

享後，因而提升了較多的知識與技術。	

	

(四)職業之差異性分析	

以獨立樣本單因子變異數分析不同職業之受訪者對於休閒效益各構面之差

異，因原分類部分職業類別人數過少，為降低人數過少所造成之誤差，將「農

林漁牧業」、「家管（含退休）」併入「其他」之職業類別，合併後分析結果發

現，不同職業的登山者對休閒效益各構面中，僅有生理效益(F	=	3.07，p	=	.011)
達顯著差異，經由 Scheffe法事後比較顯示，六組不同的職業中並無任一組顯著

大於另一組。此研究結果顯示，嘉明湖國家步道登山者並不會因為職業的不同

而使其攀登嘉明湖後，所感受到的休閒效益上有所差異，此研究結果與劉蓉

（2018）與張泰昇（2020）大致相同。不論任何職業，當登山者攀登嘉明湖國

家步道後，所得到的休閒效益皆是高的，可從中得到身體及心靈上的益處，也

能在過程中得到社交、放鬆、教育、美學等益處。	

	

(五)平均月收入之差異性分析	

以獨立樣本單因子變異數分析不同平均月收入之受訪者對於休閒效益各構

面之差異，結果如表 4-21。結果發現，不同平均月收入的登山者對「社交效

益」(F	=	2.76，p	=	.029)、「教育效益」(F	=	3.29，p	=	.012)達顯著差異，並經由
Scheffe法事後比較結果顯示，五組不同平均月收入之族群並無任一組顯著大於

另一組。此研究結果發現，攀登嘉明湖的登山者，其所得到的休閒效益的是不

會因為平均月收入的不同而有所差異的，此結果與陳靜玲等人（2012）與凃淑

蕊（2013）之研究結果不同。表示不論平均月收入是接近基本薪資或是年薪百

萬之登山者，來攀登嘉明湖國家步道都是非常適合的，能在其中獲得不少的效

益感受。	

	 	 統整本節結果發現，嘉明湖國家步道登山者其休閒效益會因為年齡以及婚

姻狀況的不同而有所差異，其結果與第二章所整理的相關文獻略有相同與相異

之處。	

	 	 不同年齡對休閒效益具顯著差異的部分與陳美蓉（2013）以及劉蓉

（2018）的結果相同。不同婚姻狀況對休閒效益具顯著差異的部分與劉蓉

（2018）以及張泰昇（2020）的結果相同。	

	

四、 休閒動機與休閒效益之關係	
	 	 	 	本節目的為瞭解嘉明湖國家步道登山者之休閒動機與休閒效益變項與各構

面之間相關情形，本研究運用皮爾森積差相關分析，藉以檢視各變項與構面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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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是否達顯著之相關，即驗證 H3是否成立。經分析結果現休閒動機與休閒效

益之相關係數呈現顯著高度正相關(r	=	.81,	p	<	.001)；休閒動機各構面與休閒效
益之間均達顯著中度正相關，其中以「社交動機」(r	=	.67,	p	<	.001)與「逃避動
機」(r	=	.67,	p	<	.001)之相關係數為最高，「主宰動機」(r	=	.64,	p	<	.001)次之，
「知性動機」(r	=	.56,	p	<	.001)為最低；休閒效益各構面與休閒動機之間均達顯
著中度以上正相關，其中以「社交效益」(r	=	.72,	p	<	.001)之相關係數為最高，
「心理效益」(r	=	.70,	p	<	.001)與「放鬆效益」(r	=	.70,	p	<	.001)次之，「美學效
益」(r	=	.57,	p	<	.001)為最低。	
	 	 研究結果顯示，休閒動機整體與休閒效益整體達顯著正相關，表示嘉明湖

國家步道登山者其休閒動機越高，所獲得的休閒效益也就越高。在休閒動機構

面中「社交動機」及「逃避動機」與休閒效益整體相關程度最高，相關係數皆

為.67，表示嘉明湖國家步道登山者，從事登山的「社交動機」與「逃避動機」

越高其所得到的休閒效益也就越高。休閒效益構面中「社交效益」與休閒動機

整體相關程度達最高，相關係數為.72，表示嘉明湖國家步道登山者，從事登山

活動的動機越高，其所獲得的「社交效益」也就越高。研究結果與先前的相關

文獻（張珈瑛與陳建廷，2013；白宗易、陳克舟與陳明宏，2014；郭芯怡，

2015；連央毅與陳美燕，2015；李彥希與洪佩暄，2017；李佳蓉，2018；薛堯

舜，2019）是大致相同的，表示嘉明湖國家步道登山活動，與其他不同的休閒

活動是相同的，當休閒的動機越高，其所得到的效益也就越大，換句話說，當

參與嘉明湖國家步道之登山者所獲得的休閒效益越強烈時，會相對提升其前往

之休閒動機。本研究在休閒動機與休閒效益的相關係數(.81)，與郭芯怡（2015）

的研究進行比較發現，本研究的休閒動機與休閒效益相關係數是大於它的

(.66)，由此發現，嘉明湖國家步道登山者的休閒動機與休閒效益相關係數是大

於一般郊山的，研究者推論可能的原因為嘉明湖國家步道其挑戰程度與其高山

湖泊的吸引力，使得休閒動機與休閒效益兩者之間的相關係數程度更為強烈。	

	

伍、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旨在探討嘉明湖國家步道登山者休閒動機現況、休閒效益現況、不

同背景變項之嘉明湖國家步道登山者對休閒動機與休閒效益之差異，以及休閒

動機與休閒效益的相關性。本章將以研究架構與目的為基礎，依序根據實證分

析結果進行歸納後整理出結論，並提出建議，以提供未來學術研究、管理單位

規劃之參考。	

本研究有效樣本為 215份，在受訪者樣本中發現，男性與女性的比例差異

不大，可以推測出嘉明湖國家步道是男女性皆適合前來進行登山活動的地方。

在受訪樣本的年齡中發現，前往嘉明湖之登山者以 20-30歲的年輕族群為主，

與過去針對郊山登山健行者為對象的研究結果不同，前往郊山的登山健行者年

齡主要為中老年族群，其參與的目的偏向於維持規律運動及促進身體健康。而

研究者推測可能因近年來，嘉明湖在媒體與網路的曝光下，使得國人發現大自

然美麗的風情，漸漸了解到嘉明湖的神祕之處，進而吸引年輕族群前來朝聖，

並替自己與嘉明湖留下美好的回憶。在教育程度部分以大學（專）為最多數，

而在婚姻狀況的部分以未婚族群為主，在職業的部分以工商製造業與服務業兩

大類別為主，而在平均月收入方面以 20001-40000 元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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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樣本的敘述性統計分析中顯示，嘉明湖國家步道登山者的休閒動機各構

面平均皆在 4 分以上，其中以「主宰動機」得分最高，其次為「逃避動機」，而

「知性動機」得分最低。顯示前往嘉明湖國家步道之登山者，主要目的除了增

進自身的體力、意志力與促進身體健康外，經由登山健走的過程當中，暫時拋

開生活中的煩惱與壓力，使得自身心靈上得到平靜也是其重要目的之一。	

經由分析休閒動機各個題項後，整理出嘉明湖國家步道登山者在休閒動機

中，最先考量的前五名分別為：「登山是為了增進意志力，克服困難」、「登山是

為了促進身體健康」、「登山是為了增進我的體力」、「登山是為了獲得成就感」

與「登山是為了遠離都市的喧鬧」。推論為嘉明湖國家步道對於登山者來說是個

有挑戰性的地方，透過登山健行的方式，可以強健身體、磨練意志力，在登山

過程中得到自我突破並獲得成就感，且遠離都市的喧鬧得到內在心靈的平靜。	

在休閒效益部分，各構面得分皆在 4 分以上，表示攀登完嘉明湖之登山者

在各層面都能得到不錯的感受，在休閒效益各構面中以「美學效益」為最高，

其次為「教育效益」，而「生理效益」得分最低。顯示攀登完嘉明湖國家步道之

登山者，在攀登的過程中，享受著沿途大自然美麗的回饋，體會其身歷其境的

心靈之旅，亦在攀登的過程中得到知識和經驗的增長，並且深刻感受到維護自

然環境的重要性。	

經由分析休閒效益各個題項後，整理出嘉明湖國家步道登山者在休閒效益

中，主要感受到的益處前五名分別為「登山活動讓我欣賞到了天然美景」、「登

山活動讓我更珍惜大自然」、「登山活動可鍛練我的體能」、「登山活動讓我享受

到了生活和環境帶來的美感」與「登山活動後讓我獲得肯定以及成就感」。顯示

出嘉明湖國家步道對於登山者來說，是個美麗且能讓自身成長的地方，在登山

的過程中，不只能欣賞到大自然的美景，更能體會被大自然環繞，就像回到生

命最初的泉源，感受到山林給予的溫暖，讓登山者更加珍惜大自然給予的回

饋，在這登山健行的過程中，亦能鍛鍊強化自身的體能，也能達到自我突破並

獲得成就感與給予自身更高的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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攀岩專項體能與攀岩表現之關係	

	

楊礎豪	

國立體育大學競技與教練科學研究所	

	

摘要	

 
目的：本研究取易於一般攀岩者或基層教練可測量之攀岩專項體能：握力、

指握力、指力、懸吊時間、引體向上次數，並探討上述變項與紅點先鋒攀登表現、

先鋒攀登比賽表現之關係。方法：研究對象為 18 名男性中階攀岩者，平均年齡
28.4 ± 4.2歲，身高 172.7 ± 4.8公分，體重 64.5 ± 5.6公斤；與 10名男性進階攀
岩者，平均年齡 40.3 ± 7.4歲，身高 170.3 ± 6.4公分，體重 62.1 ± 8.4公斤。研究
流程先蒐集受試者自我報告紅點先鋒攀登表現數據，並進行握力、指握力、指力、

懸吊時間、引體向上等項目測量；測量結束後進行比賽隔離，依中階與進階分成

兩組進行一場先鋒攀登比賽。結果：兩組受試者自我報告紅點先鋒攀登表現與下

述專項體能呈顯著正相關：右手指握力與體重比(r = .377)、右手指力與體重比(r 
= .464)、左手指力(r = .484)、左手指力與體重比(r = .564)、懸吊時間(r = .642)、
引體向上次數(r = .577)；中階組比賽表現與紅點先鋒攀登表現(r = .652)、左手握
力與體重比(r = .574)呈顯著正相關；進階組比賽表現與各專項體能無顯著相關。
結論：男性攀岩者可以針對指握力、指力、懸吊時間、引體向上等攀岩專項體能

做訓練，可能有助於增進紅點先鋒攀登表現。男性中階攀岩者增加紅點先鋒攀登

能力與握力可能有助於比賽表現。建議男性進階攀岩者維持專項體能表現外，加

強心理能力或技巧能力可能有助於比賽表現。 
 
關鍵詞：專項體能、紅點先鋒攀登表現、比賽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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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pecial physical fitness and 

climbing performance 
 

Chu Hao Yang 
Graduate Institute of Athletics and Coaching Science, National Taiwan Sport 

University 
 

Abstract 
 
Purpose: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examine variables: grip strength, finger grip 
strength, finger strength, hanging time, pull-ups; these variables will be analyzed with 
the performance of red-point lead climbing and lead competition. Methods:18 
intermediate male climbers(age 28.4 ± 4.2, height 172.7 ± 4.8cm, weight 64.5 ± 5.6kg) 
and 10 advanced male climbers(age 40.3 ± 7.4, height 170.3 ± 6.4cm, weight 62.1 ± 
8.4kg)participated in this study. First, subject will be collected self-report “red-point 
lead climbing performance”, and conduct tests on grip strength, finger grip strength, 
finger strength, hanging time and pull-ups. After the test, they will be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for a competition. Results: All subjects’ red-point lead climbing performance 
were significant correlate with right finger grip strength relative body mass(r = .377), 
right finger strength relative body mass(r = .464), left finger strength(r = .484), left 
finger strength relative body mass(r = .564), hanging time(r = .642), and the number of 
pull-ups(r = .577). In the intermediate group, competition performance were significant 
correlate with red-point lead climbing performance(r = .652) and left hand grip strength 
relative body mass(r = .574). In the advanced group, competition performance were no 
significant correlate with any specific physical fitness. Conclusion: For male climber, 
training specific physical fitness (finger grip strength, finger strength, hanging time and 
pull-ups) may improve red-point lead climbing performance. For intermediate male 
climber, improve red-point climbing performance and grip strength may help 
competition performance. For advanced male climber, maintain specific physical 
fitness and improve mental and skill ability may help competition performance. 
 
Keyword: specific physical fitness, red-point lead climbing performance, 
competition performance 
  



 53 

壹、緒論	

	

攀岩由一項附屬於登山的技術，逐漸演變成獨立的競技運動(王伯宇，2003)。
原定 2020舉辦的東京奧運與 2024巴黎奧運更將「運動攀登(sport climbing)」納
入其正式項目之一，反映出這項運動逐漸被重視。其中，「先鋒攀登(lead climbing)」
是最早被發展的比賽項目，在過去研究中也最常被討論。過去關於先鋒攀登的討

論，依照攀岩者嘗試攀登的次數，可分為「即席先鋒攀登(on sight lead climbing)」
與「紅點先鋒攀登(red-point lead climbing)」兩種模式。所謂即席先鋒攀登是攀岩
者未曾爬過該路線，也不曾看人爬過，第一次攀爬即可完成路線；一般正式的「先

鋒攀登比賽(lead climbing competition)」都是以即席先鋒攀登的方式攀爬。而紅點
先鋒攀登，則是攀岩者已爬過該路線，經過練習後能一次爬完的狀態(Limonta et 
al., 2020)。研究者可以取上述幾種模式，作為測量「攀登表現」的依據。 
過去探討攀登表現與其影響因素的研究中，最常討論的是「紅點先鋒攀登表

現」(Draper et al., 2015)，因為紅點先鋒攀登過程可不斷練習路線，去除了即席先
鋒攀登對於路線動作的不確定性，在攀爬時較能發揮體能因素(Limonta et al., 
2020)。關於影響紅點先鋒攀登的體能因素，過去學者整理出手指力量與上半身
肌群耐力是影響攀登表現的主要因素(Grant, Hynes, Whittaker & Aitchison, 1996; 
Giles et al., 2021; Laffaye et al., 2016; MacKenzie et al., 2020)。手指力量代表攀岩
者手抓握岩點的能力(Bergua et al., 2018)，其中「捏」與「摳」測量出來的手指力
量已被多數研究證實與攀登表現相關；在捏岩點時，食指到小指這四根指頭會在

拇指對側，與測量「握力(handgrip strength)」時使用握力測力器方式類似；過去
研究發現「握力」、「握力與體重比」能夠區分出攀岩者與非攀岩者(Macdonald & 
Callender, 2011)，也能區分出攀岩者的能力(Arazi, Rashidlamir, Abolhasani, & 
Hosaini, 2018 ; Grant et al., 1996; Gabriano et al., 2020; MacKenzie et al., 2020)。對
於使用握力器當作測量工具，近年來有學者使用「指握力(finger grip strength)」
測量法，測量過程僅使用遠端指骨與拇指抓握。在 Laffaye等人(2016)的研究中，
使用同一握力器測量「握力」與「指握力」，發現「指握力」的數值比「握力」

更能預測攀登表現。然而，在 Gabriano等人(2020)的研究中，握力與體重比、指
握力與體重比均能區分攀岩者的能力。因此，「握力」或「指握力」何者能代表

捏的力量表現，還有待研究探討。另一過去研究中討論的岩點抓握法為摳(crimp)。
與捏法不同，摳的手法排除拇指，只使用其餘四指與岩點接觸。測量摳的力量時，

受測者將手指置於木條或指力板上，計算出能拉起的最大重量為最大指力。過去

研究指出「指力」、「指力與體重比」與攀登表現呈顯著正相關(Baláš et al., 2014; 
Bergua et al., 2018; Giles et al., 2021; Ozimek et al., 2017; Torr et al., 2020)。上半身
肌群耐力之手指耐力與肩部耐力均與攀登表現有關，分別代表的測驗項目為懸吊

時間與引體向上；懸吊時間的測驗方法為受試者使用指尖懸吊於木條或指力板上，

僅承受自身重量，直到受試者疲勞放手為止；引體向上的測驗方法為受試者抓握

指力板之大把手點或圓形金屬條，依照 IRCRA (2015)描述之標準引體向上姿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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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驗至受試者疲勞為止(Arazi et al., 2018; Grant et al.,1996; MacKenzie et al., 2020; 
Ozimek et al., 2017; Ozimek et al., 2016)。 
過去在探討影響攀登表現的因素中，較常使用自我報告之紅點先鋒攀登表現

(Arazi et al., 2018; Baláš et al., 2014; Bergua et al., 2018; Grant et al., 1996; Giles et 
al., 2021; Macdonald & Callender, 2011; Ozimek et al., 2016; Ozimek et al., 2017; Torr 
et al., 2020)。然而，紅點先鋒攀登與先鋒攀登比賽是兩種不同的攀登模式；紅點
先鋒攀登表現與先鋒攀登比賽表現的計算方式也不同。 
紅點先鋒攀登與先鋒攀登比賽是兩種不同的攀登模式。過去研究中指出，攀

岩者在攀爬同樣路線的狀況下，使用即席先鋒攀登的方式與第二次攀爬(紅點先
鋒攀登)的生理與心理狀態明顯不同，第二次攀爬(紅點先鋒攀登)速度較快、攀爬
後血乳酸較低、認知焦慮與身體焦慮也較低。因為即席攀登對於動作不確定因素

較多，心理負荷較大，造成攀岩者緊張而耗費更多體能；紅點先鋒攀登可以藉由

不斷練習去達到最佳表現，去除了對於路線動作的不確定因素，因此能好好發揮

體能因素(Draper et al., 2008; Limonta et al., 2020)。 
紅點先鋒攀登表現與先鋒攀登比賽表現的計算方式不同。過去研究計算紅點

先鋒攀登表現的方式，受試者不必實際攀爬，只需報告過去以紅點先鋒方式爬過

的最高路線級數，再由研究者轉換成便於統計的數據作為紅點先鋒攀登表現依據

(Draper et al., 2015)。先鋒攀登比賽表現的計算方式，按照國際比賽決賽規則進
行，依照選手在墜落前所抓握的有效手點為其計分方式，分數越高名次越前面；

若決賽發生同分狀況，則以墜落前所抓握的有效手點之時間做區別，時間越短則

名次越前面(IFSC, 2021)。 
綜上所述，最能預測攀登表現的生理因素包括手指力量、上半身肌群耐力。

過去對於手指力量的測量包括握力、指握力與指力；對上半身肌群耐力的測量以

懸吊時間與引體向上為主。研究發現上述變項皆與攀登表現呈現正相關，但過去

研究對於攀登表現多以非比賽模式之紅點先鋒攀登作為依據。然而，紅點先鋒攀

登與先鋒攀登比賽是兩種不同的攀登模式，且計算兩種攀登表現的方法也不同；

因此，本研究推測影響紅點先鋒攀登表現與影響先鋒攀登比賽表現的體能因素可

能不同。針對不同層級的攀岩者，教練應該要有不同的訓練策略與方向。因此，

本研究試圖探討不同層級攀岩者影響比賽表現的專項體能因素。 
 

貳、研究方法 
 
一、 研究對象 
本研究將於網路社群平台上招募受試者。研究對象共 28名，分別為 18名男

性中階攀岩者，平均年齡 28.4 ± 4.2歲，身高 172.7 ± 4.8公分，體重 64.5 ± 5.6公
斤；與 10名男性進階攀岩者，平均年齡 40.3 ± 7.4歲，身高 170.3 ± 6.4公分，體
重 62.1 ± 8.4公斤。研究對象須符合以下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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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階攀岩者：在最近一年內，於原岩攀岩館中和店最佳紅點先鋒攀登表現介
於 5.10a至 5.11d(優勝美地難度)，在 Darper等人(2015)研究分類屬男性中階攀岩
者範圍。 
(二)進階攀岩者：在最近一年內，於原岩攀岩館中和店最佳紅點先鋒攀登表現介
於 5.12a至 5.13b(優勝美地難度)，在 Darper等人(2015)研究分類屬男性進階攀岩
者範圍。 
 
二、 研究地點 
於原岩攀岩館中和店上攀場，場地符合國際先鋒攀登賽標準（IFSC, 2021），

曾舉辦過國內正式賽制之 2020 年全國青少年錦標賽。先鋒攀登比賽路線分為中
階組與進階組，由該岩館定線員設計，難度按比賽路線設計，從低到高越來越難。

中階組路線難度從 5.10a至 5.11d；進階組路線難度從 5.12a至 5.13b。 
 

三、研究儀器 
表 2- 1研究儀器 

研究儀器名稱 介紹 圖表 
OMRON體重機
(HBF-701, OMRON 
Corporation, Kyoto, 
Japan) 

測量體重與指力用。 
秤重單位 0.1 公斤，最大秤重 150 公
斤。 

 

 

Camry握力器
(EH101, Camry 
Industries Company 
Ltd., California, 
USA) 

測量握力、指握力用 
測量單位 0.1 公斤，最大測量 90 公
斤。 

 

 

指力板 
(Grindstone Pro, 
Tension Climbing 
Inc., Colorado, 
USA) 

木製指力板，測量指力使用深度 23公
釐，測量懸吊時間使用 30 公釐。與
IRCRA (2015)測量標準相同。 

 
 

 
單槓 測量引體向上用。 

直徑 25 公釐之圓形金屬長條。與
IRCRA (2015)測量標準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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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實驗設計 
本實驗為期一天。進行受試者基本資料蒐集與握力、指握力、指力、懸吊時

間、引體向上與先鋒攀登比賽之測量。實驗設計與方法整合 IRCRA (2015)之研
究，實驗流程如下圖 2-1。 

 

 
圖 2- 1實驗流程圖 

 
五、實驗方法 
(一)受試者於報名時填寫自我報告紅點先鋒攀登表現。 
(二)受試者填寫受試者同意書，並測量受試者身高與體重。 
(三)受試者於地面與抱石牆做 10分鐘輕度熱身。 
(四)受試者進行握力測量。先將握力器把柄調整至舒服握姿，接著呈站立姿勢，
自然垂放手臂於腰側，拇指腹固定握力器，四指握住把柄，按壓 5秒，左右手最
多 3次，每次間隔 30秒，取其最大數據做為握力測量成績(如圖 2-2)。測量完休
息 5分鐘。 

實驗說明

填寫受試者同意書

測量身高與體重

熱身

握力測量

指握力測量

指力測量

懸吊時間測量

引體向上測量

先鋒攀登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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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握力測量 

(五)受試者進行指握力測量。受試者座於椅子上，前手臂放於桌上，手肘與桌面
成 90 度，以減少上臂的力量。僅使用第一指節握住測力器把柄，拇指固定握力
器。按壓 5秒，左右手最多 3次，每次間隔 30秒，取其最大數據做為指握力測
量成績(如圖 2-3)。測量完休息 5分鐘。 

 
圖 2-3指握力測量 

(六)受試者進行指力測量。受試者站於電子秤上，單手搭著正上方 23 公釐之指
力板，拇指不施力只使用其餘四指。微收肩關節並把手臂打直，膝蓋微蹲並將身

體重量漸漸轉移到手上(若指力可將身體重量拉起則負重於身上)，取其能維持 3
秒的最低數值(如圖 2-4)。體重減去最低數值則是最大指力。左右手最多 3 次，
每次間隔 30秒，測量完休息 5分鐘。 

 
圖 2-4指力測量 

(七)受試者進行懸吊時間測量，雙手與肩同寬抓握 30 公釐之指力板，腳離地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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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始計時，直到受試者手離開指力板或腳碰地時停止計時(如圖 2-5)。本測驗僅
限一次，測量後休息 15分鐘。 

 
圖 2-5懸吊時間測量 

(八)受試者進行引體向上測量，雙手與肩同寬抓握直徑 25公釐之圓形金屬長條，
起始姿勢手伸直，拉起將上手臂呈 90 度後，下巴抵達金屬條高度，將手回到起
始位置算為一次(如圖 2-6)，連續達到的數據為引體向上成績。拉起過程中不借
用腳甩動身體，若動作不標準不予計算。本測量僅限一次，測量後休息 15分鐘。 

   

起始位置 上臂呈 90度 下巴抵達金屬條高度 
圖 2-6引體向上測量 

 
(九)受試者由實驗人員帶領下，進行 6 分鐘觀察路線，接下來重新回到隔離區。 
(十) 受試者進行先鋒攀登比賽，中階組攀登中階路線，進階組攀登進階路線。路
線由岩館定線員設計，按 Draper等人(2011)研究，路線由低到高越來越難。按照
IFSC(2021)先鋒賽決賽規則進行，攀登時間限制 6分鐘。以正式賽計分方式記錄
選手在墜落前所抓握的有效手點，一點算做一分，抓握的過程中朝有效手點方向

出手則以 0.5分作計算，分數越高名次越前面。若決賽發生同分狀況，則以墜落
前所抓握的有效手點之時間做區別，時間越短則名次越前面。最後以「名次」作

為本研究之先鋒攀登比賽表現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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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資料處理 
根據本研究的研究假設，使用統計套裝軟體 statistical package for social 

science第二十五版(SPSS25)進行資料分析，研究之顯著水準定為 α=.05。 

(一)以皮爾森積差相關分析男性中階與進階攀登者專項體能：握力、指握力、
指力、懸吊時間、引體向上與紅點先鋒攀登表現的相關性。 
(二)以皮爾森積差相關分析男性中階攀岩者專項體能：握力、指握力、指力、
懸吊時間、引體向上與比賽表現的相關性。 
(三)以皮爾森積差相關分析男性進階攀岩者專項體能：握力、指握力、指力、
懸吊時間、引體向上與比賽表現的相關性。 
 

參、 結果與討論 
 
一、結果 
(一)紅點先鋒攀登表現、專項體能之描述統計資料表 
表 3-1、3-2分別為中階與進階組紅點先鋒攀登表現、專項體能之描述統計

資料表。 
 
表 3- 1中階組紅點先鋒攀登表現、專項體能之描述統計資料表(n=18) 

測驗項目 單位 最小值 最大值 平均值 標準偏差 
紅點先鋒攀登表現  10.00 17.00 14.78 1.93 

右手握力 公斤 28.90 59.20 47.54 8.33 

右手握力/體重 
 

0.46 0.94 0.74 0.14 

左手握力 公斤 27.00 59.80 45.42 7.62 

左手握力/體重 
 

0.43 0.93 0.71 0.12 

右手指握力 公斤 8.50 16.20 12.00 2.20 

右手指握力/體重 
 

0.13 0.28 0.19 0.04 

左手指握力 公斤 8.70 17.00 11.80 2.23 

左手指握力/體重 
 

0.14 0.28 0.18 0.04 

右手指力 公斤 28.40 56.00 40.07 7.48 

右手指力/體重 
 

0.46 0.88 0.63 0.13 

左手指力 公斤 25.80 51.00 38.46 6.92 

左手指力/體重 
 

0.44 0.87 0.60 0.12 

懸吊時間 秒 16.00 65.00 44.33 15.15 

引體向上 下 9.00 23.00 14.22 3.72 

表 3- 2進階組紅點先鋒攀登表現、專項體能之描述統計資料表(n=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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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驗項目 單位 最小值 最大值 平均值 標準偏差 
紅點先鋒攀登表現  18.00 23.00 20.8 1.61 
右手握力 公斤 32.30 60.50 49.08 9.56 
右手握力/體重  0.56 1.02 0.80 0.15 
左手握力 公斤 24.30 60.30 46.96 11.79 
左手握力/體重  0.42 1.05 0.76 0.20 
右手指握力 公斤 10.90 20.60 13.41 2.75 
右手指握力/體重  0.19 0.27 0.22 0.03 
左手指握力 公斤 10.50 20.80 13.09 2.92 
左手指握力/體重  0.16 0.29 0.21 0.04 
右手指力 公斤 34.10 54.30 45.48 6.66 
右手指力/體重  0.58 0.94 0.74 0.12 
左手指力 公斤 35.10 54.50 45.98 6.62 
左手指力/體重  0.59 1.00 0.75 0.12 
懸吊時間 秒 44.00 95.00 70.30 15.11 
引體向上 下 14.00 32.00 19.20 6.71 
 
(二)兩組受試者專項體能與紅點先鋒攀登表現的相關性 
由表 3-3可得知，兩組受試者紅點先鋒攀登表現與右手指握力與體重比、右

手指力與體重比、左手指力、左手指力與體重比、懸吊時間、引體向上次數呈顯

著正相關。 
 

表 3- 3兩組受試者專項體能與紅點先鋒攀登表現之相關表(n=28) 
測驗項目 Pearson相關性 
右手握力 .096 
右手握力/體重 .228 
左手握力 .24 
左手握力/體重 .372 
右手指握力 .273 
右手指握力/體重 .377* 
左手指握力 .259 
左手指握力/體重 .37 
右手指力 .364 
右手指力/體重 .464* 
左手指力 .484** 
左手指力/體重 .564** 
懸吊時間 .642** 
引體向上 .5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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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05，**p<.01 
 
(三)男性中階攀岩者、男性進階攀岩者專項體能與比賽表現的相關表 
由表 3-4可得知，男性中階攀岩者之紅點先鋒攀登表現、左手握力與體重比

與比賽表現呈顯著正相關。男性進階攀岩者專項體能與比賽表現無顯著相關。 
 
表 3-4男性中階攀岩者、男性進階攀岩者專項體能與比賽表現的相關表 

測驗項目 男性中階攀岩者(n=18) 男性進階攀岩者(n=10) 
紅點先鋒攀登表現 0.652** 0.204 
右手握力 0.29 0 
右手握力/體重 0.362 -0.167 
左手握力 0.449 0.005 
左手握力/體重 0.574* -0.132 
右手指握力 0.201 0.049 
右手指握力/體重 0.263 -0.134 
左手指握力 0.192 0.035 
左手指握力/體重 0.261 -0.125 
右手指力 0.266 0.239 
右手指力/體重 0.178 0.474 
左手指力 0.304 -0.053 
左手指力/體重 0.228 0147 
懸吊時間 0.168 0.261 
引體向上 0.201 -0.137 

*p<.05，**p<.01 
 
二、討論 
(一)兩組受試者專項體能與紅點先鋒攀登表現的相關性 

Laffaye等人(2016)提到，可訓練的體能要素是紅點攀登表現的重要指標，可
見紅點攀登表現對於體能的要求極高。本研究結果發現，指力、懸吊時間、引體

向上等體能要素與紅點先鋒攀登表現呈顯著正相關，此研究結果與過去研究相符

(Arazi et al., 2018; Bergua et al.,2018; Grant et al., 1996; Giles et al., 2020; MacKenzie 
et al., 2020; Ozimek et al., 2016; Ozimek et al., 2017; Torr et al., 2020)。 
本研究中，握力與紅點攀登表現無顯著相關，沒辦法區分攀岩者的能力，此

結果與 Arazi等人(2018)、Gabriano等人(2020)、Grant等人(1996)、Macdonald與
Callender(2011)、MacKenzie等人(2020)研究不同。 
在 Gabriano等人(2020)、Macdonald與 Callender(2011)的研究中，握力與體

重比能顯著區分抱石者的能力。然而，抱石者的體能與先鋒攀登者不同，抱石者

攀爬 4至 5米的高強度路線，先鋒攀登者攀爬 15米以上的路線；因此，抱石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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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攀爬中需要更多力量與爆發力，其前臂最大自主收縮能力也顯著高於先鋒攀登

者(Fryer et al., 2017)。測量前臂最大自主收縮能力的方式是使用握力器，在
Salehhodin、Abdullah與 Yusoff(2018)的研究中也提到，抱石者的握力顯著高於先
鋒攀登者。因此，過去研究在收集紅點先鋒攀登表現資料時，受試者從事抱石與

先鋒攀登的時間比例，有可能會影響握力與紅點先鋒攀登表現的相關性。 
另一方面，Watt(2004)提到，握力測量的方法，會將拇指腹固定握力器，並

使用手指中段位置握住手柄，這種方式與抓握岩點的方式不同；抓握岩點時，大

多會使用遠端指骨接觸岩點，並用指屈肌群做等長收縮。Laffaye等人(2016)認為，
抓握岩點的方式與測量指握力的方式類似，比起握力更能預測紅點先鋒攀登表現；

本研究結果與其相符，右手指握力與體重比與紅點先鋒攀登表現呈顯著正相關。 
綜上所述，本研究中，兩組受試者的握力與紅點先鋒攀登表現沒有顯著相關，

本研究推論有兩種可能：1.兩組受試者從事抱石活動的時間比例，可能影響握力
與紅點先鋒攀登表現的相關性。2.指握力比起握力更能預測紅點先鋒攀登表現。
然而，此兩項推論還有待後續研究作深入探討。 
(二)男性中階攀岩者專項體能與比賽表現的相關性 
對於本研究男性中階攀岩者而言，影響比賽表現因素是過去紅點先鋒攀登表

現、左手握力與體重比。在Wall、Starek、Fleck與 Byrnes(2004)的研究中有類似
發現，女性攀登能力介於 5.10a-5.11d的攀岩者(攀登能力等同於本研究中的男性
中階攀岩者)，自我報告紅點先鋒攀登表現與手臂力量都可以預測攀登表現。 
自我報告的攀登表現代表著過去的經驗，Draper等人(2011)認為過去經驗可

幫助中階攀岩者有較好的攀登表現，而自我報告級數在過去文獻中，也能預測中

階岩者的攀登表現(Draper et al.,2011, Wall et al., 2004)；因此，本研究推測增加紅
點先鋒攀登能力，能增進中階組選手的比賽表現。 
握力與兩組紅點先鋒攀登表現無顯著相關，但是中階組比賽中，「左手握力

與體重比」與比賽表現相關；本研究推測有兩種原因：1.中階攀岩者從事抱石活
動的時間比例、2.中階組比賽路線設計方式。 
從 Frye等人(2017)的研究與 Salehhodin等人(2018)的研究中可以推論，受試

者從事抱石與先鋒攀登的時間比例，有可能會影響握力與先鋒攀登表現的相關性。

若中階組前面名次的選手從事抱石的時間比例較高，有可能會影響比賽表現與握

力的關係。此點還有待後續研究去作深入探討。 
中階攀岩者的路線，在岩塊大小與抓握難易度上有很大的變化，越小與越難

抓的岩點需要越多的手臂力量，因此，手臂力量可以區分出中階攀岩者的攀登表

現(Wall et al., 2004)。握力代表手臂最大自主收縮的能力，此能力與抓住較小的
岩點有關；本研究在訂定比賽路線時越往上越難，岩點也相對較小、較難抓。因

此，中階攀岩者若有較好的握力，才能夠爬的較高，有較好的比賽表現。 
 
(三)男性進階攀岩者專項體能與比賽表現的相關性 
在不同層級的攀岩者身上，攀岩專項體能因素對於影響比賽表現的結果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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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階組專項體能因素會影響比賽表現，而進階組專項體能因素不會影響比賽表現。 
對於較高層級的運動員來說，比賽表現與體能因素不一定有顯著相關。在

Mladenov、 Michailov與 Schoffl(2009)的研究中提到，世界盃抱石選手的體能因
素與比賽排名無顯著相關。 
另外，從 López-Rivera與 González-Badillo(2012)的研究中得知，菁英攀岩者

的體能水平都很高，既使經過特別訓練也很難增進其專項體能表現。本研究推估，

對於本研究進階攀登者而言，其體能水平都很高，因此專項體能無法區分比賽表

現。 
 

肆、 結論 
 
一、專項體能與紅點先鋒攀登表現的相關性	

建議男性攀岩者針對指握力、指力、懸吊時間、引體向上等攀岩專項體能

做訓練，並以本研究中測量方式定期檢測訓練成效，可能對提高紅點先鋒攀登

表現有幫助。	

本研究中，握力對於紅點先鋒攀登表現影響之結果與過去部分文獻不同，

本研究推測可能與受試者從事抱石活動的時間比例有關。建議未來研究可以分

析攀岩者是否會因為從事抱石活動的時間比例，造成握力對於紅點先鋒攀登表

現的不同影響。	

二、男性中階攀岩者專項體能與比賽表現的相關性	

建議中階攀岩者提升紅點先鋒攀登能力、增加握力，可能有助於增加比賽

表現。另外，建議未來研究者可以分析中階攀岩者從事抱石活動的時間比例，

以釐清握力對中階組比賽表現的影響。	

三、男性進階攀岩者專項體能與比賽表現的相關性	

對於本研究進階攀登者而言，其體能水平都很高，因此專項體能無法區分比

賽表現。但是，攀岩運動需要心理、技巧與體能均衡發展。因此建議男性進階攀

岩者，可以參考本研究進階組各專項體能之平均值，訓練並維持專項體能於水平

之上，並加強心理能力或技巧能力，可能有助於比賽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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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山杖與預先適應對登山健行生理反應與疲勞恢復之影響 

：回顧性文獻 
 

曹牧恩、蔡錦雀 
國立體育大學 運動保健學系 

 

摘要 

近年來登山健行人口增加，然而因該運動之特性，登山健行者如缺乏良好的體適能，

在登山健行過程中運動傷害的發生機率隨之增加，甚至可能提高山難事故發生率。除自

身的體能訓練之外，選擇適當的背包、減輕背包負荷、使用登山杖、及預先適應等方法

是過去研究中曾探討之預防策略，本文選擇其中「登山杖」與「預先適應」2項探討其
對登山健行過程中生理反應與疲勞恢復之影響，收集相關實證性研究文獻進行統整。查

找之外文文獻資料庫有 PebMed與 ScienceDirect、中文文獻資料庫有華藝線上圖書館與
臺灣碩博士論文知識加值系統，英文文獻關鍵詞為 hiking、backpacking、trekking pole、
nordic pole、preconditioning，中文文獻關鍵詞為登山健行、登山杖、預先適應。其中「登
山杖」之相關研究總共有 6篇，研究對象範圍甚廣，從特殊族群、登山新手到北歐式健
走指導員皆有，實驗方法為比較研究對象在持登山杖或無登山杖時，行走在上坡、平地

與下坡等路面之生理反應與運動後疲勞恢復指標。結果發現對於經驗豐富的登山健行者

與北歐式健走指導員，行走在平坦路面且未背負重量之情況下，使用登山杖相較於未使

用時會使攝氧量、能量消耗和心跳率提高，但自覺勞累程度不會明顯上升。在疲勞恢復

方面的研究則發現對於活躍休閒者與肥胖女性，使用登山杖可減少實際登山健行以及下

坡過程中之肌肉損傷，以及在運動後可於較短時間內恢復至運動前的水準。另外在「預

先適應」之相關研究共有 2篇，研究對象皆為登山新手，實驗方法為將研究對象分為預
先適應組與控制組，預先適應組會在正式測驗前接受進行不同類型與時間的預先適應措

施，正式測驗時兩組則進行 40 分鐘下坡行走測試 (背負 10%的自身體重之背包進行坡
度-28%、速度 5 km/h)，比較在運動後疲勞恢復指標之差異，結果發現對於登山健行新
手而言，在登山前 1-4周進行較短時間的下坡預先適應，可減少在下坡過程中之肌肉損
傷以及在運動後較短時間內即可恢復至運動前的水準。根據文獻統整結果，建議登山健

行者可以藉由使用登山杖以及在進行長時間登山健行前先進行短時間的登山健行，以預

防登山健行運動造成之肌肉損傷，並且可以加速運動後之疲勞恢復。 
 
關鍵詞：下坡行走、運動傷害、延遲性肌肉酸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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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s of Trekking Poles and Preconditioning on 

Physiological Response and Recovery from Hiking: A Review 

Mu-En Tsao, Chin-Chueh Tsai 
Department of Athletic Training and Health, National Taiwan Sport University 

Abstract  

 Hiking population has increased in recent years. However, poor physical fitness of hikers 
could increase the risk of exercise injuries and incidence of accidents. In addition to training, 
choosing suitable backpack, lightening backpacking load, using trekking poles, and 
preconditioning were some of the preventive strategies studied previously. This present review 
focused on studies regarding “trekking poles” and “preconditioning”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s 
on physiological responses during hiking and recovery. Research articles were collected from 
PubMed, Science Direct, Airiti Library and National Digital Library of Theses and Dissertations 
in Taiwan. Keywords used were hiking, backpacking, trekking pole, Nordic pole and 
preconditioning. There were 6 studies aimed on trekking poles. Subjects were special 
populations, novice hiker, and Nordic walking instructor. Subjects were divided into trekking 
poles and non-trekking poles groups. Physiological responses and recovery indexes were 
compared during walk on uphill, flat ground, and downhill with or without trekking poles. 
Results showed that for experienced hikers and Nordic walking instructors, higher oxygen 
uptake, energy expenditure and heart rate were found with trekking poles walking but not rating 
of perceived exertion. Studies aimed on recovery found that for physically active adults and 
obese women, walking with trekking poles reduced muscle damage in downhill walking and 
faster recovery after exercise. For preconditioning, two studies with novice hikers as subjects 
were found. Subjects were divided into preconditioning or control groups. Preconditioning 
group underwent different types and durations of pre-adaptation before main experiment. 
During main experiment, subjects walked downhill for 40-min (-28%, 5 km/h, loaded 10% of 
body weight). Results showed that preadaptation for a short period of time 1-4 weeks before 
downhill hiking reduced muscle damage and assisted in recover after exercise. Summarizing 
from the literatures, hikers were recommend using trekking poles and take prior bout of 
preconditioning exercise before long-distance hiking to prevent muscle damage and speed up 
recovery after exercise. 
Keywords: downhill walking, exercise injury, DOMS 

 
 

壹、 緒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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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動機與背景 

近年因登山健行運動容易親近的特性以及行政院開放山林政策導向，從事登山健行

人口逐年增加。其中在從事登山健行運動之族群又多以 44至 64的年齡層為主[1]。 
登山健行者須長時間背負一定重量的背包，且行走在崎嶇的上下坡路段，在行走時

身體重心普遍會位於腰薦部。長時間的負重會使肌肉、韌帶、骨骼造成微小的損傷，而

在長天數登山健行行程中這些損傷的累積更為嚴重。行走於崎嶇的上下坡，登山健行者

的腰椎會受到來自體重、肌力、背包重量等外力影響，而身體為了保持軀幹穩定需靠腰

椎四周韌帶肌肉負責與以上外力抵抗[2]。綜合以上登山健行運動特性，登山健行者沒有
良好行走的姿勢、肌力、肌耐力、核心穩定能力、恢復能力等情況下，就因此可能引起

下肢與下背的運動傷害。 
經研究發現背包種類選擇[3]、減輕背包負荷[4]、使用登山杖[5]、預先適應[6]…等

方法可減少登山所造成的運動傷害。然而因為主題複雜度、文獻年份、數量等因素，本

文選擇其中「登山杖」與「預先適應」2項目，探討對其對登山健行生理反應與疲勞恢
復之影響。 
使用登山杖可增加登山健行時身體的穩定性和平衡性[7]，過去的相關研究表明登山

杖可以減輕對身體的負荷以及對腳踝、膝部和臀部的壓力，同時可降低骨骼肌的負荷，

因此可作為減輕登山健行過程中肌肉損傷的工具，尤其是在下坡行走時[8] [9] [10]。 
預先適應，是指在肌肉進行大量的離心收縮前先進行較少量的肌肉活動，使肌肉預

先習慣離心收縮之模式，從而減少離心運動對肌肉造成之損傷。研究表明低強度的離心

收縮[10% 最大自主收縮 (maximal voluntary contraction, MVC)] 可以減少肘屈肌[11] 與
膝伸肌[12] 在 1-2週後的最大離心收縮中所造成的肌肉損傷。 
國內目前針對預防登山健行運動傷害之回顧性研究較為缺乏，故本文擬收集「登山

杖」與「預先適應」相關的實證性研究並統整，以提供登山健行者預防常見運動傷害

之建議。查找原文文獻的資料庫、外文期刊網站有 PebMed與 ScienceDirect、中文文
獻資料庫有華藝線上圖書館以及臺灣碩博士論文知識加值系統，搜尋相關的學術論文

後進行比較。中文文獻關鍵字為登山健行、登山杖、預先適應，英文文獻關鍵字為

hiking, backpacking, trekking pole, nordic pole, preconditioning。 

二、名詞解釋 

(一) 登山健行 
登山健行運動分為 3大類，健行 (hiking) 通常指的是 1-2天的郊山活動、重裝健行 

(backpacking) 通常指長天數的縱走行程、登山 (mountaineering) 通常指包含冰、雪、岩
混合地形的攀登活動。以下將健行 (hiking) 與重裝健行 (backpacking) 簡稱為「登山健
行」。 

貳、登山健行的常用生理指標 
 

研究中在監測登山健行活動過程中的生理反應與身體疲勞狀況時，常用以下之指標：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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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速度 (walking speed, WS)、攝氧量 (oxygen uptake, VO2)、能量消耗 (energy expenditure, 
EE)、心跳率 (heart rate, HR)、運動自覺強度 (novice mountain hiker, RPE)，測量時間為
登山健行運動進行當下；在登山健行活動過程前後進行追蹤時則會測量運動前、運動後

等多時段，將前後數值比較並作為身體疲勞恢復狀況之參考，重要觀念與常用指標敘述

如下。 
 

一、延遲性肌肉痠痛 (delayed onset muscle soreness, DOMS) 

一般人或運動員在從事劇烈運動或是不習慣、不熟悉、不常從事的運動型態，肌肉

會有不舒服或酸痛的感覺出現，而這種酸痛感會在運動後的 24 小時逐漸增加，通常於
24 至 72 小時達到高峰後，並持續數天才會消失[13]此現象就被稱為 DOMS。延遲性肌
肉酸痛現象的發生會導致局部肌群腫脹，局部關節活動度下降，肌力衰減與疼痛[14]。
研究中常使用視覺模擬量表 (visual analogue scale, VAS) 評估肌肉酸痛程度。 
 

二、肌酸激酶(creatine kinase, CK) 

CK (creatine kinase) 主要存在於肌肉及腦組織內，其作用是催化肌酸和磷酸肌酸的
相互轉化，同時釋放 ATP。激烈運動後發生 DOMS時可觀察到血液中 CK濃度升高，目
前沒有研究定義出 DOMS的 CK值區間，在中度和重度肌肉損傷時，CK會立刻升高，
並於 24小時達最高峰，此時數值可能高達數百至數千[15]。 

 

三、最大等長自主收縮(maximal voluntary isometric contraction, MVC) 

指在自主意識下以最大用力進行等長收縮的最大力量，可用來進行肌力評估以及作

為肌肉功能恢復情形的指標，下肢肌力測試通常是以股四頭肌肌力為主。 
 

四、其他指標 

分別有乳酸去氫酶 (lactate dehydrogenase, LDH)、血清軟骨寡聚基質蛋白 (cartilage 
oligomeric matrix protein, COMP) 以及血乳酸。其中 LDH之濃度可評估肌肉損傷程度，
並作為診斷肌肉骨骼疾病的參考指標之一[16]；COMP濃度的升高可用於評估急性運動
後軟骨損傷程度[17]；血乳酸濃度可作為運動過程中周圍肌肉疲勞的指標[18]。 
 
 

參、預防登山健行運動傷害之策略 
以下就可作為預防登山健行運動傷害之策略加以說明，，除以下介紹的 4種策略之

外，「量力而為」也是至關重要的，然而目前尚無量化登山健行難度與登山健行體能之指

標，因此本文獻在此不探討此部分。 
 



 70 

一、背包種類選擇 

 依照行程、身高、背長與腰圍等參數選擇適合之有腰帶之背包。Pigman 等 (2017) 
以 15 歲健康男性為研究對象，比較兩者背包進行登山健行運動時之 VO2、RPE、呼吸
交換率和 HR，發現有腰帶的背包在 VO2 與 RPE 方面顯著低於無腰帶之背包，其餘無
顯著差異。有腰帶背包可以增加背負者的舒適度以及減少能量消耗[3]。 

 

二、減輕背包負荷 

 近來的研究發現到負重的重量對於行走者的身體來說，具有很大的影響。例如: 研
究男性在跑步機上行走，重量之負荷依序為體重的 0%、10%、15%、20%，而負重逐步
增加將會改變步態模式，0%與 20%的負重相較之下，隨著負重率的增加，對下肢的衝擊
力也隨之增加[19] [20]。 
 

三、登山杖 

登山杖依杖尖的不同可分為登山杖及北歐式健走杖，然而這些種類的登山杖在本質

上幾乎相同，因此在本文獻中皆將其歸類為「登山杖」之相關研究。Willson 等 (2001) 
研究表明使用登山杖可以增加步行速度並減少地面反作用力及膝關節垂直反作用力，以

及增加步行時的穩定性[21]；Bohne等人 (2007) 研究分析受試者在背負不同體重百分比
之負重 (0%、15%、30%) 及是否使用登山杖行走之狀態，結果顯示使用登山杖可減少
下肢關節所承受的力量[8]。 

 

四、預先適應 

如前所述預先適應是指在肌肉進行大量的離心收縮前進行較少量的肌肉活動，使肌

肉預先習慣離心收縮之模式，從而減少離心運動對肌肉造成之損傷。許多研究表明進行

較短時間的下坡行走 (較少量的離心收縮) 可作為預先適應以減輕之後較長時間的下坡
行走 (大量的離心收縮) 所引發的肌肉損傷[11] [12] [22]。研究表明 20分鐘下坡行走引
起的輕微肌肉損傷，對 1週或 4週後進行的 40分鐘下坡行走，可以產生保護之作用，
使肌肉損傷明顯減輕[23]。  
小結：以上介紹了 4種比較常見預防登山健行運動傷害之策略，如前所述，本研究

因為主題複雜度、文獻年份、數量等因素，本文選擇其中「登山杖」與「預先適應」為

本文主要探討的主題。 
 
 

肆、實證性文獻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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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登山杖 

(一)登山杖對登山健行運動之立即影響 
Park 等 (2015) 招募 9 位男性的北歐式健走教練，其至少 2 年的教學經驗 (平均

2.89±1.00年)，年齡 36.8±11.9歲，BMI 24.2±1.8 kg/m2。受試者在跑步機上以 0%和 15%
的坡度進行了速度為 4 km / h的北歐式健走和一般步行的 5分鐘試驗。並測量其 VO2進

而推算出 EE。結果發現北歐式健走組之 VO2、EE顯著高於一般步行組[24]。 
Revord 等 (2016) 招募經歷 12 個月以上慢性下背痛 (Oswestry 殘疾指數: 平均

17±8%，範圍為 6-36%，表示輕度至中度殘疾) 之成年男性 12位和女性 8位，平均年齡
為 45.1±16.3 歲，受試者在實驗前皆沒有使用過北歐式健走杖。受試者在持北歐式健走
杖熱身 0.2英里後，隨機分配為正常步行組和北歐式健走組，並在公園中平坦的土路上
行走 0.5英里作為測驗，經 10分鐘休息後，以相反的條件重複測驗。在熱身前後測驗其
疼痛程度，在測驗中測量 HR、RPE和步行時間。結果發現北歐式健走杖組在熱身後疼
痛顯著減輕，測驗時 HR與 RPE均無顯著差異，在測驗完成時間上北歐式健走杖組顯著
快於正常步行組[25]。 

Grainer 等 (2017) 將測驗分為 3 條不同的上坡路徑 (長度 2.2/3.4/7 km)，路面分別
為混合路面、柏油路、越野泥土路，詳細資料可參照附錄圖一。路線 1: 受試者為男性
13位與女性 8位，年齡 41±12歲，BMI 24.1±3.7 kg/m2 ; 路線 2與路線 3: 受試者為男性
4位與女性 4位，年齡 39±10歲，BMI 23±5.5 kg/m2，所有受試者皆為北歐式健走指導

員。受試者隨機分配為北歐式健走杖組或正常步行組，在 3種路徑上進行測試，其中路
線 2、路線 3其平均坡度 10%且須上下坡分別測驗一次，過程中監測其 HR、EE、步長、
WS、總步數和 RPE。結果發現北歐式健走杖組的 HR (+18%) 和 EE (+20%) 顯著高於正
常步行組，而 RPE相似。在北歐式健走杖組，總步數較低 (-12%)、步長較長 (+15%) 及
WS較高 (1.64 vs. 1.53m/s) [26]。 

Howatson等 (2011) 招收健康的男性 26位女性 11位，年齡 25±7歲，身高 1.75±0.10 
m，體重 78.0±16.4 kg，分為登山杖組跟無登山杖組，背負單日健行所需物品 (5.6 ± 1.5 
kg) 攀爬英國斯諾登山進行測驗 (登頂然後沿同一路徑下降至起點)，總行程 11.2 km，
海拔落差 756 m，在登頂後，允許 20至 30分鐘的休息時間作為午餐休息。測驗過程中
監控其 HR 與 RPE，測量行進總時間。結果發現上坡期間登山杖組的 RPE 顯著低於無
登山杖組，其餘 HR、RPE與行進總時間皆無顯著差異[5]。 

João Paulo等 (2018) 以 20名男性，年齡 22.70±2.89歲，體重 77.90±11.19 kg，身高
1.77±0.06 m，體脂率 14.59±5.99%，具有使用登山杖 6個月以上之經驗。將其依無杖和
無負荷，有杖和無負荷，無杖和有負荷分為 4組，有杖和有負荷等條件，負荷為體重的
25% (19.42±2.84 kg)，每個受試者在平坦的森林步道上進行隨機測驗，每次測驗間隔 24
小時以上，過程中測量 VO2、HR、EE、RPE 和 WS。其中在有負荷的情況下：有杖組
VO2顯著高於無杖組，其餘無顯著差異；在無負荷的情況下：有杖組在 HR、EE方面顯
著高於無杖組，在WS上顯著低於無杖組，其餘無顯著差異[27]。 

Han等 (2017) 招募志願者男性 10位，年齡 25.2±3.3歲，BMI 24.2±1.6 kg/m2，體

脂率 17.6±4.3%與女性 2位，年齡 26.0±4.2歲，BMI 22.1±1 kg/m2，體脂率 30.7±1.8%，
其皆使用登山杖 5次以下之登山健行新手。研究對象往返在坡度 7.0±0.7°、12.9±0.7°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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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1.3°之山地 (附錄圖二) 進行登山杖步行與正常步行之試驗，研究對象可自行選擇
WS，在試驗期間，測量了登山健行時間、VO2、HR、RPE、步頻、步效率 (step efficiency)、
氧脈衝 (oxygen pulse) 以及步數，其中步效率為 VO2除以步頻計算得出，較低數值表示

身體可以比較有效率的運用氧氣作為能量。結果發現登山杖組在上坡部分登山健行時間、

步效率顯著高於正常步行組；在步頻、步數方面顯著低於無杖組。登山杖組在下坡部分

登山健行時間、步效率顯著高於正常步行組；在步數方面顯著低於正常步行組[28]。 
小結：以上研究發現在WS方面，結果不一致，對於北歐式健走指導員與下背痛患

者使用登山杖可以在山地與平路增加其行走速度；對於有使用登山杖經驗豐富者與登山

健行新手而言，使用登山杖會在其分別行走於平坦地面與山地時降低其行走速度。對於

經驗豐富的登山健行者與北歐式健走指導員，行走在平坦路面並無背負重量之情況下使

用登山杖相較於未使用會使 VO2，EE和 HR提高。在 RPE方面，對於大部分的研究對
象來說有使用登山杖與無使用登山杖在自覺疲勞程度上無顯著差異。 
 
(二)登山杖對登山健行運動後之身體恢復影響 
如前述 Howatson 等 (2011) 研究，分別在測驗前、結束後當下、測驗後 24h、48h

與 72 h測量其最大等長自主收縮、垂直跳、肌酸激酶濃度、VAS之數據，作為身體恢復
之參考依據。結果發現登山杖組在試驗後 24-72 h的 VAS、試驗後 24 h的 CK活性顯著
低於 NP組，登山杖組在試驗結束當下、24-72h後的MVC顯著高於 NP組[5]。 

Cho與 Roh (2016) 將 8名肥胖女性受試者，年齡 21.1±1.8歲，體脂率 33.9±1.4%，
安靜心跳率 69.6±3.7 次/分鐘。分為無使用登山杖和使用登山杖兩組，在下坡 15%的坡
度以其儲備心跳率 50%之運動強度進行 30 分鐘跑步機試驗，並在運動前、運動結束當
下、運動後 2小時測量血液中肌酸激酶 (CK)、乳酸去氫酶 (LDH)、血清軟骨寡聚基質
蛋白 (COMP) 以及血乳酸之濃度以檢查行走前後的肌肉損傷程度。結果發現無使用登
山杖組中，CK、LDH和 COMP的濃度方面在運動結束當下與運動後 2小時明顯高於運
動前。然而，登山杖組，在 CK、LDH和 COMP的濃度方面於運動後 2小時幾乎恢復到
運動前的水平，並顯著低於無使用登山杖組[29]。 
小結：以上研究表明對於活躍休閒者與肥胖女性而言，使用登山杖可以降低登山健

行對於肌肉與軟骨之損傷，對於活躍休閒者，使用登山杖還可以降低運動後的酸痛程度

與在較短的時間內使肌力恢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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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登山杖對登山健行運動之立即影響之文獻探討 

TP : 登山杖/北歐式健走杖 ; NP : 正常步行 ; NT :北歐式健走指導員 
＃: 無登山杖無負荷、有登山杖無負荷、無登山杖有負荷、有登山杖有負荷 
↑ : TP 該數值顯著高於/大於 NP ; ↓ : TP 該數值顯著低於/小於 NP ;  
‒ : TP 該數值與 NP無顯著差異 

作者 研究對象 介入措施 分組 WS VO2 EE HR RPE 

Pellegrini 
et al., 
2015 

N=9  
健康男性 NT 
36.8±11.9歲 

BMI 24.2±1.8 kg/m2 

在右述坡度 
以 4km / h 
進行 TP和
NP之 5分鐘
跑步機試驗 

0% 
平地 

 ↑ ↑   

15% 
上坡 

 ↑ ↑   

Revord  
et al., 
2016 

N=20 
男 12位；女 8位 
慢性下背痛患者 
無使用 NP經驗 

45.1±16.3歲 

分為 TP或
NP組在平坦
路面測試 0.5
英里 

 ↑   ‒   ‒   

Grainer  
et al., 
2017 

路線 1  N=21  NT 
男 13位；女 8位 

41±12歲 
BMI 24.1±3.7 kg/m2 
路線 2＆3 N=8  NT 
男 4位 女 4位 

39±10歲 
BMI 23±5.5 kg/m2 

隨機分配為

TP或 NP，
在三種路徑

上進行測試 

 ↑  ↑ ↑ ‒   

Howatson 
et al., 
2011 

N=37 活躍休閒者 
男 26位；女 11位 

 25±7歲 

背負 5.6 ± 
1.5 kg，攀爬
斯諾登山 

上坡 ‒     ‒  ↓ 

下坡 ‒     ‒   ‒   

João Paulo  
et al., 
2018 

N=20 白人男性 
22.70±2.89歲 

體脂率 14.59±5.99% 
具有使用登山杖經驗 

在 4種情況＃

下行走在平

坦步道 

有 
負荷 

‒   ↑ ‒   ‒  ‒   

無 
負荷 

↓ ‒   ↑ ↑ ‒   

Han et al., 
2017 

N=12 登山新手 
男 10位 女 2位 
男: 25.2±3.3歲 
體脂率 17.6±4.3% 
女: 26.0±4.2歲 
體脂率 30.7±1.8% 

往返在圖二

之山地進行

TP與 NP試
驗 

上坡 ↓ ‒    ‒   ‒   

下坡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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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登山杖對登山健行運動後之身體恢復影響之文獻探討(一) 

Pre : 運動前所測量之數值 
TP : 登山杖/北歐式健走杖; NP : 正常步行 
↑ : 組內該數值顯著高於/大於 Pre ;  ‒ : 組內該數值與 Pre無顯著差異 
* : 組間 NP組數值顯著高於 TP組 

 

二、預先適應 

 由於有關預先適應之文獻數量有限，在此將收集到的 2篇文獻在此呈現。Maeo, Ochi, 
Yamamoto, Kanehisa 與 Nosaka (2015) 將健康男性 30 位，女性 12 位登山健行新手(年
齡 20.8 ± 1.4歲，身高 165.2 ± 6.5 cm，體重 60.2 ± 6.1 kg)，依用膝伸肌MVC之扭矩來
分組，分為 3組：控制組 1周前預先適應組 (PRE- 1wk)、4周前預先適應組 (PRE- 4wk)
與控制組，每組男性 10位，女性 4位，各組間平均膝伸肌扭矩：194.1±23.4 Nm。所有
受試者皆須背負 10%的自身體重之背包在跑步機上進行坡度-28%、速度 5 km/h之下坡
行走 40 分鐘測試，並且在測驗前、測驗結束後當下、測驗後 24h、48h 與 72 h 測量其
MVC、CK濃度、VAS之數據，不同於控制組的是 PRE-1wk 與 PRE-4wk分別在 1周前

作者 研究對象 介入措施 測驗項目 Pre 0h 24h 48h 72h 

Howatson  
et al, 2011 

N=37 
活躍休閒者 
男性 26位 
女性 11位 

25±7歲 

背負 5.6 ± 
1.5 kg，攀爬
斯諾登山 

VAS ‒   ‒   ↓ ↓ ‒   

CK ‒    ↓ ‒   ‒   

MVC ‒   ↑ ↑ ↑ ↑ 

Pre : 運動前所測量之數值 
↑ : 組間 TP 該數值顯著高於/大於 NP ;  ↓: 組間 TP 該數值顯著低於/小於 NP 
‒ :組間 TP 該數值與 NP無顯著差異 

 
表 3 
登山杖對登山健行運動後之身體恢復影響之文獻探討(二) 

作者 研究對象 介入措施 測驗項目 Pre 0h 2h 

Cho＆ Roh, 
2016 

N=8 
肥胖女性 

21.1±1.8歲 
體脂率 

33.9±1.4% 

在下坡 15%
的坡度以其

50%HRR的
運動強度進

行 TP和 NP
之 30分鐘跑
步機試驗 

CK 
NP ‒  ↑* ↑* 
TP ‒  ↑ ‒  

LDH 
NP ‒  ↑* ↑* 
TP ‒  ↑ ‒  

COMP 
NP ‒  ↑ ↑* 
TP ‒  ↑ ‒  

乳酸 
NP ‒  ↑ ‒  
TP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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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 4周前進行以上同條件之 20分鐘預先適應。結果表明在MVC方面在測驗結束後 3組
皆顯著下降，但是控制組下降的幅度大於 2組實驗組，2組實驗組在實驗後 24h回到基
準值，控制組則在 72h尚未回到基準值；CK濃度方面，3組在實驗後 24h皆顯著上升，
實驗組在 48h即回到基準值，而控制組在運動後 24-72h則持續升高，2組實驗組皆個別
與控制組達組間顯著差異；VAS方面，在實驗後 24h三組皆有顯著的上升，在實驗後 72h
時，PRE- 1wk組完全恢復到基準值，但在 PRE- 4wk與控制組中肌肉痠痛持續存在，在
實驗後 24h、48h中，PRE-1wk的肌肉酸痛程度是顯著低於 PRE-4wk組，兩組達組間顯
著差異[6]。  
 Maeo, Yamamoto, Kanehisa & Nosaka (2017) 將年輕男性 36位 (年齡 23.5±4.5歲，
身高 1.68±0.07 m，體重 64.7±6.4 kg)，分為控制組或 2個預先適應組 (下坡預先適應組
PRE-DW或平地預先適應組 PRE- LW，n = 12 /組)，各組間膝伸肌MVC無顯著差異。
所有受試者皆須背負 10%的自身體重之背包在跑步機上進行坡度–28%、速度 5 km/h之
下坡行走 40 分鐘測試，並且在測驗前、測驗後 24h、48h 與 72h 測量其 MVC、CK 濃
度、VAS 之數據，不同於控制組的是 PRE-DW 與 PRE-LW 分別在 1 周前進行 5 分鐘
DW和 5分鐘 LW作為預先適應，也在預先適應測驗前、測驗後 24、48h與 72 h測量以
上指標。結果發現 5 分鐘 DW 和 5 分鐘 LW 後，2 組組內與組間任何變量均無明顯變
化。PRE-DW組在以上 3項指標中顯著優於 PRE-LW組與控制組。PRE-LW組和控制組
組間無顯著差異[23]。 
小結：以上研究結果表明，對於登山健行新手而言，20分鐘以及 5分鐘下坡行走所

引起的肌肉損傷與適應，分別可顯著減弱 4週以及 1週後 40分鐘下坡行走引起的肌肉
損傷的程度 (VAS、CK與MVC顯著優於控制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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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預先適應對登山健行運動後之身體恢復影響之文獻探討 

1wk: 1周前預先適應組; 4wk: 4周前預先適應組 
DW: 下坡預先適應組; LW: 平地預先適應組；CG: 控制組 
↑: 該時段數值顯著大於 Pre數值； ‒ : 該時段數值顯與 Pre數值無顯著差異  
↓: 該時段數值顯著小於 Pre數值 
＃: 實驗組各項數值顯著優於控制組 (VAS 與 CK顯著小於控制組、MVC顯著大於
控制組) 

作者 研究對象 介入措施 
測驗 
項目 

分組 Pre 0h 24h 48h 72h 

Maeo 
et al., 
2015 

N=42 
健康成人 
登山新手 
男 30位 
女 12位 
年齡 

20.8 ± 1.4歲 
身高 

165.2 ± 6.5 
cm 
體重 

60.2 ± 6.1 kg 

背負 10%的自
身體重之背包

在跑步機上進

行坡度-28%、
速度 5 km/h
之下坡行走

40分鐘測試 
PRE-1wk 
PRE- 4wk 
分別在 1周前
跟 4周前進行
以上同條件之

20分鐘預先
適應 

VAS 

1wk ‒  ‒  ↑＃ ↑＃ ‒ ＃ 

4wk ‒  ‒  ↑＃ ↑＃ ↑＃ 

CG ‒  ‒  ↑ ↑ ↑ 

CK 

1wk ‒  ‒  ↑＃ ‒ ＃ ‒ ＃ 

4wk ‒  ‒  ↑＃ ‒ ＃ ‒ ＃ 

CG ‒  ‒  ↑ ↑ ↑ 

MVC 

1wk ‒  ↓＃ ‒ ＃ ‒ ＃ ‒ ＃ 

4wk ‒  ↓＃ ‒ ＃ ‒ ＃ ‒ ＃ 

CG ‒  ↓ ↓ ↓ ↓ 

Maeo 
et al., 
2017 

N=36 
青年男性 
登山新手 
年齡

23.5±4.5歲 
身高

1.68±0.07 m 
體重

64.7±6.4 kg 

背負 10%的自
身體重之背包

在跑步機上進

行坡度–
28%、速度 5 
km/h之下坡
行走 40分鐘
測試 
PRE-DW 
PRE-LW 
分別在 1周前
進行以上同條

件之下坡與平

地 5分鐘預先
適應 

VAS 

DW ‒   ‒ ＃ ‒ ＃ ‒ ＃ 

LW ‒   ↑ ↑ ↑ 

CG ‒   ↑ ↑ ↑ 

CK 

DW ‒   ↑＃ ↑＃ ↑＃ 

LW ‒   ↑ ↑ ↑ 

CG ‒   ↑ ↑ ↑ 

MVC 

DW ‒   ‒ ＃ ‒ ＃ ‒ ＃ 

LW ‒   ↓ ↓ ↓ 

CG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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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結論與建議 
 

一、結論 

在文獻統整中，發現使用登山杖相較於未使用時會使 VO2、EE 和 HR 增加，可能
歸因於上半身肌肉的參與以及背負重量的增加，從而導致登山健行運動時生理反應有所

不同。雖然生理指標增加，但在 RPE方面使用登山杖與沒有使用登山杖兩者沒有顯著差
異，也有少數研究發現在負重上坡階段登山杖可以顯著減少受試者的勞累感，目前尚不

清楚 VO2，EE和 HR的增加與 RPE無顯著增加之原因，未來可以進一步探討。這些發
現對於希望進行全身性訓練的人可能是有益的，因為登山健行者可以在不感到過度勞累

的情況下獲得更高強度訓練。 
統整中也發現在登山健行的過程中，特別是下坡，對於肌肉的負擔特別大，從而導

致運動後的肌肉損傷，而且可能會持續 24-72小時，研究結果顯示在登山健行時使用登
山杖以及在登山健行前 1周進行下坡預先適應可以減低登山健行後肌肉損傷的程度，相
對而言可以使其肌肉在運動後較短時間內恢復至運動前的水準。然而相關文獻只有2篇，
實際效益還需更多研究加以驗證。 

 

二、建議 

根據整理以上文獻所得出之結果，建議登山健行者可以藉由使用登山杖與在進行

長時間登山健行前先進行短時間的登山健行，例如：在縱走前先攀爬郊山，來降低登

山健行運動所帶來的肌肉疲勞。 
本文獻統整之文獻受試者以年輕人居多，大多為初學者以及北歐式健走指導員，

總運動時間約為 5分鐘至 8小時；然而實際登山健行者大多以中高齡者為主，且有些
是定期登山健行者，登山健行行程往往超過 1天甚至 5天以上，實驗與實際現況有一
些差距，特別是多日登山 (縱走) 者，因為其在完成單日行程後，隔天還需要繼續行
走，肌肉疲勞與損傷的恢復時間極短 (小於 12小時)，因此如何減少肌肉疲勞與損傷以
及如何在較短時間內恢復更為重要，此部分有待未來更多相關研究來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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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山市場的數位行銷策略 

Network Marketing Strategy for Mountaineering Market 

 
楊志明*1  吳亭燁 2 

1野樵國際旅行社總經理 
2野樵國際旅行社經理 

 
摘要 

近年來網路世界的發達，改變普羅大眾的消費習慣，對於登山市場亦造成顯

著的影響。從過往以登山社團為主，透過口耳相傳的方式，吸引同好或想一窺登

山世界的人們，到現在利用網路便捷的特性，圖文並茂的分享以及各種數位途徑

的方式，吸引更多原本對登山不熟悉的大眾，來親山近山。透過網路世界的媒介，

登山市場的擴展無遠弗屆。本文以長時間辦理登山活動的經驗為基礎，探討登山

市場在近年的演變，以及歸納目前較為熱門數位行銷策略。同時，以實際登山活

動為案例，探討數位行銷策略的使用，對於推廣登山活動的效益，經由數據的演

算得知，良好的數位行銷策略的運用，必須立基在對於市場的了解以及目標受眾

的鎖定，另外，精確的報酬率，以及點擊和曝光成本的計算，有助於擬定最有效

化的數位行銷策略，以及投資報酬的最大化。 
 
關鍵字：登山市場、數位行銷策略、搜尋引擎、報酬率、成本效益評估  
 
 
壹、前言 
行銷是跨領域的概念，在企業管理、行銷管理、人力資源、研究發展管理以

及財務管理之中，直接與消費者接觸，其發展一百多年，前後有相當多學者透過

不同面向，建構和理解行銷理論和拓展方式（林孟彥，2019）。近年來，因應行
銷資訊科學、網路技術，以及電子商務的發展，除了可透過大數據的蒐集和分析，

來掌握消費者的偏好和趨勢之外，對於企業在擬定行銷策略亦是相當重要的工具，

這個趨勢在各行各業均可非常明顯地觀察，如臺灣證券交易所，透過與專業財經

電子媒體合作，強化社群媒體經營，透過網路各類型工具的使用，吸引更多使用

者造訪該所網站（單高年，2016）強化社群媒體經營。許蕙蘭(2021)透過顧客體
驗路徑分析之方法，研究公共電視的視聽者對於戲劇節目的體驗，並且，藉由數

據的分析結果找出公視的數位行銷策略方法。藍唯元(2020)為了解服飾產業的消
費者對於品牌的忠誠度，透過行銷分析模式的使用，有效釐清服飾產業公司的行

銷策略在數位方式所需修改之處，並針對不足之處提出建言。越來越多實際案例

反應出有效應用數位資訊在行銷策略的擬定上，是必要且目前主要的趨勢。並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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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好的行銷策略，可以透過實際的數據分析和歸納，在修正現有策略後擬定。 
另一方面，臺灣在地理環境方面，因位於板塊交界帶，地質年代較為年輕，

且地層活動頻繁且複雜，造就許多歧異性相當大的地文環境。再加上颱風豪雨等

外力的作用，形成各地深具特色的地景，地形崎嶇且高程落差大，三千公尺以上

高山便有兩百六十八餘座。雖然在天然環境上具有相當特殊的地形特色，但戶外

活動的普及和發展，如登山健行、長程縱走、古道探勘、攀岩、溯溪活動等，卻

仍還在發展中的階段。近年來陸續開放山林以及倡導山林保育，進入山林不再有

法規限制可自由進出、登山相關申請的程序簡化和資訊開放、登山注意事項和風

險的宣導、推廣登山保險等，讓更多人較易親近山林。登山活動在一般人印象，

也逐漸從過去視為洪水猛獸轉而轉變為休閒健康的活動。回顧臺灣過去歷史，從

進入山林僅為生計，爾後為了解山林資源而進入調查，到近代的山林限制以及開

放，進入山林的各種活動發展便如同臺灣的地理環境的發展般，在短時間內有著

巨大的變化。 
已有越來越多領域，引導使用更有效的行銷策略，登山活動的市場，一方面

因應從過去的限制到開放的巨大改變，一方面需追趕上潮流的變化和新技術的使

用，使得登山活動市場在近幾年面對許多挑戰和改變。無論是哪一種策略，其目

的在於吸引更多人對於登山活動的興趣和參與。因此，本研究嘗試以登山活動市

場為對象，釐清過去和現在的行銷方式的更替，以了解登山市場的行銷方式及其

所展現的風貌。並且，透過目前常用的數位行銷方式，以實際案例說明在登山市

場的行銷上，影響較大的因素、以及為形成較有效率的數位行銷策略，所需關注

的因子。 
 

貳、臺灣登山市場現況 
1. 從過去到現在的登山市場演變 
登山活動的盛行，在近幾十年來逐漸累積而成，目前多以觀光為主要型態。

若以登山目的劃分不同時期的登山狀況，可粗略將登山市場區分為六個階段（內

政部營建署，2021）。首先是前登山史年代，從史前到 1926年，若再加上以日本
統治階段的因素涵蓋，可進一步細分出 1874年至 1926年的階段。在 1926年之
後，為登山史年代，該階段的登山活動，便是以登山為主要目的，再依據登山型

態的差別，可細分 1926年至 1972年、1972年至 1981年、1981年至 2002年、
以及 2002年之後的階段。 
前登山史年代之中，進入山林的目的是作為生計手段。在淺山一帶經常是不

同族群間的交界處，海拔高度較高的高山地區則是原住民族狩獵或是居住區域，

對於一般居住於平地的居民而言，往來山林的目的，多為墾殖、狩獵、或是運送

物資等經濟活動為主，因該區域亦有許多盜匪活躍，所以進入山林的風險相當大。

對於居住在高山區域的原住民族，在山區的活動主要是狩獵、墾殖、或部落間的

往來等，因此在此時期階段，登山並不是一個休閒活動或是觀光旅遊的概念（羅

時成，2009）。之後，晚清的牡丹社事件以及日本統治臺灣初期，因應統治的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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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許多針對淺山區域的管理，以及山區的探險調查日增，此時進入山區的調查，

主要目的是為因應政治上的需求，或是為了解山區資源而進行。 
在登山史年代，經歷了日治時期以及戰後國民政府的統治時期，此時臺灣全

島已納入統治，較能開展以觀光或休閒為目的的登山活動。首先，在 1926 年到
1972年間，開啟了近代登山的活動，此階段之中，臺灣山岳會的成立，集結許多
愛好山林活動的同好展開許多重要山頭的踏勘登山活動，在日治末期留下許多重

要的山岳資料、圖冊、以及財產等。到了二次大戰戰後初期，1950年之前的一開
始時期，由於社會經濟變動尚不穩定，山區是管制區域，此階段登山活動多以郊

山為主，高山區域的攀登或縱走行程因山區被管制而較無法進行，除了當時既有

郊山路線之外，山岳協會先後探勘開發了不少新的郊山路線。直到 1950年之後，
陸續有山友完成三千公尺以上山岳的攀登。雖然此時登山風氣漸漸開啟，因政治

方面的緣故，僅特許社團能夠申請登山，因此在此階段，雖然開展了近代登山風

氣，但卻是在受到管制的條件下進行，所能推廣的受眾相當有限（羅時成，2009、
內政部營建署，2021）。 

1972年至 1981年之間階段，從中央山脈大縱走藍白會師開啟序幕，該活動
由 60人分成兩隊及三支輔佐隊相輔的方式，分別從從中央山脈北端和南端縱走，
並且於七彩湖會師。該活動除了有效推進往後的登山活動之外，亦促使山友對於

中央山脈的了解。在中央山脈大縱走之後，百岳俱樂部的成立，設立百餘座高山

為百岳，讓山友登山時有明確目標攀登高山，山屋以及登山步道的興建，提升登

山行程的舒適度，亦落實高山健行與攀登的休閒化，激勵許多大專院校開啟登山

活動的風潮。在此階段，透過百岳攀登以及縱走會師，有效推廣登山活動。  
1981年至 2002年的階段，百岳攀登以及縱走會師已發展和普及到一個階段，

成為許多人開始登山的主要目的，然而，對於已輕鬆完成的登山者，已逐漸失去

吸引力，此時，部分山友轉向海外攀登，其中包括較需要高階攀登技術的海外遠

征。另一方面，除了登山之外，技術攀登以及技術溯溪亦開始興盛。在 1990 年
左右，結合文史以及登山的古道踏查之風興起，此時登山活動的發展，不再只有

縱向發展，開始朝向具有不同面向的橫向發展。 
2002年之後，登山市場的發展相當多元，百岳縱走、技術攀登、溯溪、中級

山縱走、古道探勘、以及適合一般普羅大眾的小百岳等，不同難易度的登山路線

開發，讓登山健行不再遙不可及，逐漸朝向休閒化轉變，也吸引到更多原本較少

進行戶外休閒活動的族群嘗試。另一方面，在較為需要專精技術的技術攀登領域，

歐都那自 2006年起開始，世界七頂峰的攀登、以及 2011年的戶外體育基金會，
經由每一年的培訓，系統性地培養在技術攀登的人才以及海外遠征的著名山峰登

頂達成（陳心怡，2016；歐都那，2021）。 
在此階段前期，雖然登山市場蓬勃發展，然而真正達成登山人口的倍數上升

以及普及，依然是在山域開放以及入山管制鬆綁後才達成。過往因戒嚴時期之平

地人民入出山地管制、及解嚴後之國家安全法和人民入出臺灣地區山地管制區作

業規定等之規定，造成前往山林均需申請且得到允可才能進入，且申請程序繁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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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利於登山市場的拓展（王勝民，2006）。在這些規定取消之後，除了許多區域
不須申請入山證之外，亦不需要嚮導帶隊，大幅增加進入山林的便利性，使得往

後每年登山人口有顯著的增加（表 1）。與此同時，也因許多人的登山觀念缺乏，
此階段山難事件大幅增加，不過隨之亦反映山林教育的重要性及逐漸開展，此一

現象由體育署的相關資料可得知，在 2013年到 2020年階段，每年申請以及核定
補助的山野教育學校數量、培訓師資人次等，均有著顯著的成長（黃建雙，2019；
陳永龍，2020）。   

 
表 1 2005年至 2016年郊山登山參
加人次統計表(引用自中華民國健
行登山會 2014-2016年報，2017)  

表 2 2013年至 2020年山野教育學校及培
訓師資人次統計表(引用陳永龍，2020) 

 
 

 
2. 目前的登山市場 
目前的登山市場，承襲前述的登山市場蓬勃，發展面向相當廣泛。並且，隨

著國外觀光旅遊的盛行，許多山友前往世界各地攀登著名山峰，並在網路上分享

照片、心得、以及攻略等資訊。在網路推波助瀾之下，平時較沒有接觸登山活動

的大眾，開始尋找國外登山的資訊，隨著這項潮流，許多經營國外旅遊的旅行社

也開始販售相關的產品。 
2020年 Covid-19病毒流行，造成許多國家和城市被迫關閉，停止人員的移

動與流通，以避免病毒的擴散和感染人數的增加。這個病毒的流行造成國際間旅

遊活動的停滯，臺灣也不例外。所幸臺灣疫情控制得宜，雖然國際間的旅遊停滯，

但國內旅遊反而相當盛行，特別是登山活動，因此連帶增加許多登山人口。在國

家公園限制每日入園人數的規定之下，以及不同面向的登山方式的拓展之下，近

兩年除了原本的登山族群之外，特別有以越野跑以及一日往返式的登山活動。 
另一方面，由國發會所提出的國家級綠道網絡綱要計畫，計畫建置七條國家

級綠道已初步建置完成，首先三條的優先示範綠道，包括淡蘭古道、山海圳綠道、

以及樟之細路等，串聯沿線不同地景、文化、自然綠地等，成為臺灣相當獨特的

長距離步道，長距離步道所延伸的旅行方式亦成為顯學（徐銘謙等，2018）。 
在未來疫情走向尚不明朗之下，未來的登山市場在近一兩年預估仍將以臺灣

國內市場為主軸，換言之，就目前登山市場的趨勢而言，以兼具多面向行程、適

年度 路線數 嚮導人次 參加人數
2005 175 743 5407
2006 204 862 6782
2007 201 881 6162
2008 184 875 6128
2009 193 897 5934
2010 188 936 5902
2011 174 852 5204
2012 167 889 5751
2013 152 772 5197
2014 172 895 6206
2015 194 1120 7162
2016 239 1411 8657

年度 申請山野教育
學校數

核定補助學
校數

培訓山野教育教
師人次

2013 15 14 602
2014 28 20 680
2015及
2016

35 33 540

2017 - -
2018 165 138
2019 231 118 617
2020 257 197 -

5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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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年齡層廣等方向是為趨勢，包括結合人文史地的古道健行、較不需入園申請程

序的單日程登山行程、因應登山人口蓬勃增加所衍生需求的登山教育訓練課程、

以及老少咸宜且具備人文、自然環境、以及在地文化體驗的長距離步道健行等，

在近期之內，可說是登山市場的主流。 
 

參、數位行銷定義和方式 
1. 數位行銷定義 
網際網路的發達，讓人們習慣於使用網際網路獲取所需要的資訊，對於各行

各業也有相當程度的影響。對於行銷方式來說，同樣也不例外。數位行銷可說是

行銷演化的成果（Wertime and Fenwick, 2008），傳統的實體行銷因受限於資訊流
通的範圍和速度，比較藉由網際網路的數位行銷，若要達到相同的聲量和效果，

需耗費相當巨大的成本和人力，因此，虛擬行銷模式在近年來成為主流行銷手段

和方式。 
所謂數位行銷，指使用到資訊科技和數位工具的行銷活動，均可稱之。隨著

數位行銷的日益重要，透過適當的行銷策略的規劃，精準鎖定目標潛在客群，成

為一門顯學，也是各企業主最關注的議題之一。 
 

2. 數位行銷方式 
數位行銷方式的種類相當多元，每一種的成本、效果、以及目標受眾也不盡

相同，其中，若歸納最常使用的方式可分為以下六項，包括搜尋引擎優化(SEO)、
付費廣告 (Paid Ads)、內容行銷 (Content Marketing)、社群行銷 (Social Media 
Marketing)、聯盟行銷(Affiliate Marketing)、通訊行銷(Email Marketing)等。 

(1)  搜尋引擎優化(SEO) 
搜尋引擎的使用，例如 Google、Bing、Yahoo等，已成為現代網路使用最普

遍的習慣，是大多數人在獲取資訊或是找尋資料時的重要工具，亦是一般網站推

廣時首要考量的重點。也就是說，搜尋引擎的搜索結果和排序展示，經常會影響

網站的曝光程度，要始能推廣自身網站，則必須使網站的排序列在前面。目前各

大搜尋引擎均有相關指引提供網站優化的大方向，最重要的是讓網頁的排版和內

容，能夠以更簡單的方式被搜尋到，提高網站的曝光度，進而讓使用者對網頁內

容有更多興趣。以目前最常使用的搜尋引擎 Google 為例，若要優化搜尋引擎，
需使網站內的資料更具結構化，並且使網站內容符合更多使用者的需求（賴思嘉，

2010）。   

(2)  付費廣告(Paid Ads)  
付費廣告的方式，主要分為兩種。第一種是透過購買搜尋引擎或是社群平台

內的付費廣告，能夠在網頁較為顯眼的地方，看到商品或公司網頁的批露之外，

有更多機會在使用者搜尋的時候，排序在搜尋結果順位較為前面的地方，進而吸

引使用者前往觀看。另一種方式，則是在社群平台上，在具有相同偏好的使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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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平臺的過程中，出現廣告進而吸引使用者點擊。為了讓想要投放付費廣告的

對象能夠具體了解付費廣告可能的效益，目前有不少免費或付費的關鍵字廣告分

析工具，例如 Google Ads，讓使用者可透過工具規畫合適的廣告投放方案。 
  

(3)  內容行銷(Content Marketing) 
美國內容行銷機構，對於內容行銷提供相當詳細的說明，內容行銷是一個策

略行銷的方法，關注在創造和傳遞具有價值、相關、以及均一的內容，去吸引以

及留住已被清楚定義的觀眾，並且，最重要的是去驅動可貢獻利潤的顧客的行動

（CMI，2012）。換句話說，內容行銷的方式，是透過有時效性和有價值的資訊，
來吸引會有共鳴的顧客，是一系列內容圖、文等特色的累積，取得顧客的信任，

逐漸建立品牌的知名度。 
由於內容行銷具有能夠擴展吸引對象知識廣度和深度的優勢，具有相當的專

業形象，對於網頁的內容經營相當重要，合適內容需適當篩選之外，與其內容相

關之專業人員的素養需透過時間經營與培養。  

(4)  社群行銷(Social Media Marketing) 
根據維基百科對於社群行銷的定義，社群媒體行銷是個人或群體透過群聚網

友的網路服務，來與目標顧客群創造長期溝通管道的社會化過程（Wikia，2021）。
因此，只要透過會有許多人共同使用的平台，所進行的行銷，均可稱之為社群行

銷。韓美芳(2021)指出，臺灣常見的社群平台包括 Facebook、LINE、Twitter、
Instagram、Youtube等，其中，Facebook、Twitter、以及 Instagram均是以圖文方
式來傳遞資訊，使用者需進入網站或使用 app後，可獲知相關訊息。LINE的最
大優點是即時性，訊息的發布是透過即時簡訊的發布，讓使用者即時在手機上跳

出訊息。Youtube則可透過直播、或是影片製作，來傳遞訊息。由於直播方式具
有即時與訊息接收者互動的功能，近年來除了 Youtube之外，其他社群平台亦積
極開發類似直播功能。 
從以上可知，每個平台的功能不太相同，特色各異，也擁有不同的面向。對

於不同年齡層或背景的族群，所偏好使用的社群平台有很大的不同。因此，面對

不同的客群，搭配合適的社群平台推廣，可強化行銷的效果。  

(5)  聯盟行銷(Affiliate Marketing)  
聯盟行銷起源於亞馬遜公司，在網頁頁面放置產品連結，讓使用者能夠點擊

該連結進入亞馬遜相關商品的頁面。因此，衍生至今為各網站透過聯盟的方式合

作，將自己的網站視為一個入口網站，在網頁中放置合作網站的連結，引導顧客

點選到其他有興趣的合作網站（Wikib, 2021）。也就是說，許多部落客在推廣產品
時，在文章中植入產品連結，鼓勵消費者經由該部落客的網站連結至產品網站，

便是一種聯盟行銷的方式，其獲利來自於流量以及聯盟廠商提供的分潤。由於該

方式所聚焦的領域相當明確，對於消費者來說可明確且快速獲取所需要的資訊，

對於網站經營者來說，增加獲利的管道，因此同樣成為常用的行銷管道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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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通訊行銷(Email Marketing) 
舉凡使用簡訊、電子郵件、網路通訊工具與客戶溝通的方式，均稱為通訊行

銷。過去在通訊社交軟體尚未盛行時，通訊行銷以簡訊或電子郵件的方式較為普

遍，尤其是電子郵件，只需要取得目標客戶的信箱便可定時寄送相關產品訊息，

或是優惠訊息。在即時通訊軟體逐漸成為主流之後，因其訊息發布快速直接，且

能夠克服訊息傳遞延遲的問題，可即時與客戶無障礙的全方位溝通，讓許多公司

能有更多方式來進行行銷工作。在臺灣，以 LINE和 FB messenger的使用最為廣
泛，其中，LINE 的商務帳號具備多種功能，例如可建立顧客的分眾系統，有效
鎖定特定族群、可針對舊客推播新訊息、廣發新的訊息、商務頁面展示等，對於

許多商務上的使用可說是相當友善（劉麗惠，2015） 
由以上的行銷策略管道得知，數位行銷的方式相當多元，對於本研究欲分析

之登山市場，則鎖定以社群平台的訊息發布作為主要探討的對象，搭配付費廣告

的購買，以及網站的經營，來進一步探討採取數位行銷手段的方式。 
 
肆、數位行銷策略與實際案例 
1. 探討對象之選定： 
依據前文所述，登山市場的演變在不同時期因當時的時空環境影響，有相當

大的差異，特別是自 2020年之後的 Covid-19病毒影響。為了較能比較和了解登
山活動的規劃，因應不同數位行銷之不同，選取長距離步道的行程來作為後續探

討對象，所選定的是由野樵國際旅行社所規劃的山海圳系列行程。 
山海圳系列行程的發布期間，集中在 2020年 9月至 2021年 9月，發布數量

總共約有 10則不同的活動內容，發布頻率分布在 2020年 9月 1則、2020年 10
月 4則、2020年 11月 4則、以及 2021年 9月 1則等。在此期間，所有的行程
活動均僅針對臺灣國內進行發布，其中，2021年 5月受到 Covid-19病毒疫情擴
散的影響，從 5月中到 8月底發布為三級警戒，停止所有登山相關活動。 
所有的活動內容，均經由入口網站發布，內容包含圖片以及介紹文字（圖 1

及圖 2），並且，部分活動再經由 facebook 社群平台進行推廣。推廣方式為以封
閉式社團及個人帳號的貼文，在內文中嵌入連結，吸引閱讀者點擊，並且搭配購

買付費廣告增加曝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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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活動均經由入口網站發布，圖片截
自野樵國際旅行社官方網站 
https://www.climberfly.com/tourism01.asp?
id=1212 

圖 2、登山活動在 facebook社群平台進行
曝光 

 
2. 結合數位行銷推廣之探討： 
從活動的發布以及推廣過程，所觸及的數位行銷方式。首先，活動發布於入

口網站，部分定期參加野樵國際旅行社的使用者，將透過定期造訪網站來發現該

活動，或是對於相關議題有興趣的山友，會透過搜索引擎，搜尋關鍵字後，進入

到網站中。接下來，在網站的活動發布之後，接下來在 Facebook 社群平台的封
閉式社團內，以管理員身分透過圖文並茂發布活動訊息，以及以公司身分在粉絲

頁中發布，若是需要購買廣告的部分，將透過公司身分進一步推廣。 
從以上步驟可知，比較過去單純以紙本或是網站為主的推廣方式，社群網站

的訊息發布，直接針對有興趣的受眾提供訊息。以 2021年 9月 21日發布的山海
圳活動訊息為例，發布時間截至目前為止經過 2天，該貼文的觸及人數達到 19077
人，並且直接產生互動達到 985人，相較於單一熱門網站所達到平均三萬人的造
訪數量，由社群網站的推播，效果顯著。 

 
另外，比較社群網站的發文頻率對於活動的宣傳之效果，以統計山海圳的相

關貼文，對於觸及人數的影響，當觸及人數越多，顯示此則貼文可以讓更多人看

見，達到宣傳的目的。將社團內與山海圳相關的貼文搜尋出，依據內容分為行程

介紹、相關周邊活動、活動推廣等項目。行程介紹指的是在行程中所貼的文章或

是針對行程所撰寫的心得文字，以較短文字搭配大量圖片呈現；相關周邊活動指

的是山海圳相關雜誌介紹、網站主題介紹、或是周邊任何媒體的揭露等，以轉貼

文字或訊息的方式呈現；活動推廣指的是發布活動日期報名訊息為主，內容以文

字搭配圖片，以及活動網址的連結等方式呈現。經統計之後，總共在此期間，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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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發出 62篇山海圳相關文章，其中佔最大數量的是行程分享，總共有 31篇，觸
及人數平均約 1949人，活動推廣以及相關周邊活動發布的頻率相近，約為 15篇，
觸及人數以活動推廣略高，平均約 1936 人，相關周邊活動雖然觸及人數較低，
但平均仍有 1747人。 
若是從時間軸來看整體觸及人數的趨勢，頻繁且持續的發文以及相關周邊活

動的舉辦，是否能夠增加對於山海圳活動有興趣的人的數量。將所有發文紀錄以

月為單位，計算每個月的發文篇數、以及各月份的平均觸及人數，並呈現於圖表。

圖 3顯示各月份的計算結果，橘線是平均觸及人數，若是該月份僅有一篇發文，
則平均觸及人數即為該篇貼文的觸及人數，灰線是篇數的總和。從圖 3可發現，
從 2020年開始到 2021年五月為止，平均觸及人數有上升的趨勢，其中最大值出
現在 2021年 5月至 6月期間，顯示前段期間的累積，的確達到效果。然而，因
5月到 8月進入三級警戒期間，在限制出團的前提之下沒有相關貼文，觸及人數
也大幅減少，直到九月開始逐漸回復旅遊活動後，才開始有一部分觸及人數的回

流，但數量是三級警戒期間之前的一半。後續的趨勢則有待後續資料蒐集，進一

步分析方可得知。  
 

 
圖 3、山海圳貼文所呈現的觸及人數與文章篇數的趨勢變化 

 
上述資料分析，是就社群平台上呈現的態勢來看，若想要了解其他未使用社

群平台的使用者對於山海圳的關注程度，需進一步比較在其他搜尋引擎對於山海

圳的關注程度。因此，透過 google關鍵字分析工具，擷取對於山海圳綠道的搜尋
頻度，圖 4顯示 2020年 8月到 2021年 9月 23日數據的變化情形。圖上顯示搜
尋熱度是以在此期間該關鍵字被搜尋次數最高的資料，為基準點，將其他時間點

的被搜尋次數，轉換為相對搜尋熱度值，並繪製在時間軸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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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Google關鍵字分析山海圳綠道的結果（2020年 8月至 2021年 9月 23
日） 

首先，可發現從 2020年 8月至今，山海圳綠道較常被搜尋的時間點，發生
在 9月底、11月初、以及 12月初。其次是 2021年 2月中的春節期間，以及 3月
中和 5月中等時間點。比較圖 3的觸及人數不難發現，兩者高峰的時間點略有吻
合，顯示雖然山海圳相關文章的發布，僅限於社群平台內，但所造成的效果，卻

仍有可能擴散並在其他搜尋管道被呈現。 
前述的數據分析結果，以在社團內的山海圳相關發文為主，另外，連結社團

之公司正式粉絲頁，也有相關貼文呈現，最大目的是以公司的官方帳號，能夠直

接投入廣告購買，來推廣山海圳的活動。購買廣告的貼文，所呈現的方式是在

Facebook版面較為明顯的地方，吸引具有戶外活動興趣的閱讀者點擊。Facebook
廣告一次購買期間總共 7 天，所觸及的範圍，包括 Facebook、Instagram、以及
Messenger等。從已購買的貼文資料，比較觸及人數和貼文互動次數來看，有購
買廣告的貼文，其平均觸及人數均為 16000人左右，貼文互動次數亦有 986次，
大幅超越社團所能觸及的範圍，顯示廣告購買的效益十分顯著。 
以上的行銷策略比較，雖然僅限於廣告購買以及社群平台的方法運用，從結

果來看，不同策略的交互使用，確實對於活動的推廣有加成效果。在登山活動仍

屬於小眾市場的條件下，上述案例證明網際網路的充分運用，以有限的資源能夠

達到行銷的效果，是傳統使用刊物以及單一入口網站的方式，所不易達成的。然

而，從上述的案例也可了解到，每一項策略均有其極限，若想要更加拓展一般民

眾對於山海圳的認識、活動參加意願，仍需納入其他數位行銷策略，例如進一步

充實官方網站內容，或是針對搜尋引擎的搜尋來優化等，並且，同時納入顧客滿

意度分析、以及參加人員基本資料的大數據分析，定時修正行銷策略，才能隨時

有效掌握市場變化，並吸引更多人。 
 

伍、結論 
本研究以登山市場為對象，探討數位行銷的策略使用，對於推廣登山活動的

效益。結論分述如下： 
1. 目前數位行銷策略，最常用的包括六種主要的行銷策略，若是採取不同

數位行銷策略於單一議題的推廣之下，可以明顯看出觸及人數有顯著的上升。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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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登山市場是為受眾明確的族群來說，可有效擴及有相關興趣的對象之外，亦能

夠使非受眾族群觸及到目標議題。 
2. 目前的登山市場來看，受到 Covid-19 病毒影響，國內旅遊蓬勃發展，

結合自然環境、人文歷史、在地文化等不同層面的登山活動，將逐漸成為主流，

包括人文史地的古道健行、單日往返的登山行程、以及兼具多面向特質的長距離

步道健行旅遊等。長距離步道所指的是近年來所規劃的國家綠道，目前已初步完

成串聯的有淡蘭古道、樟之細路、以及山海圳綠道等，從相關文章數量以及觸及

人數亦可觀察到此趨勢。 
3. 經由實際數據得知，登山活動的推廣，確實可透過數位行銷策略，大幅

提升觸及人數以及點閱率，來達到行銷的效果。若是要達到更為顯著的成果，拓

展一般對於登山活動的興趣，建議可採取更多不同面向的行銷策略，交互使用搭

配來達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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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候變遷對登山健行活動之影響探究 

Exploring the Effect of Climate Change on Mountaineering and 
Hiking 

 
王偉琴 

世新大學觀光學系 
 
 
摘要 

 
    氣候變遷已是全球性議題，在自然環境與人類生活上產生全面性的影響，
戶外活動因仰賴自然環境資源，受到氣候變遷的衝擊不容小覷。氣候變遷帶來

新型天候模式與極端氣候事件，也對登山健行活動造成更多風險與限制。本文

回顧國內外研究，綜論氣候變遷對登山健行活動之影響，並以壓力調適理論來

探討參與者在氣候變遷衝擊下之調適行為。相關文獻指出，以登山健行活動而

言，溫度、降水、陽光、風速是較常見的氣候影響因子，而雖然暖化造成的氣

溫升高有助於部分登山健行活動的參與，但越來越頻繁卻難以預測的極端氣

候，如：熱浪，則相對造成阻礙，此外，不穩定地降水(雪)量則造成較為嚴重
之限制及風險。另一方面，面臨氣候壓力時，參與者則傾向採用的皆是行為調

適策略，而非認知調適策略，顯見氣候問題對戶外活動參與者而言，已無法僅

以心理的認知調整來解決，而有遊憩機會上之限制或風險存在。透過國內外相

關文獻之綜整，希冀能做為日後相關研究之基礎，亦能藉以提供登山健行活動

參與者與相關管理單位，面對日趨嚴重的氣候變遷問題，在管理與政策制訂之

參考。 
 
關鍵詞：極端天候、登山健行、調適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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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氣候變遷的威脅已經是當今世界各國所面臨最重要的議題，根據備受全球
矚目的世界經濟論壇(World Economic Forum, WEF) 所發表的 2019年全球風險
報告指出，極端天候事件與氣候變遷減緩與調適措施失敗，是目前全球所面臨

發生可能性最高且最嚴重的兩項風險，而其伴隨而來的水資源短缺、氣候災

害、物種消失、環境變化等現象，亦都從各個層面影響著環境與人類生活的所

有面向。 
    極端氣候或天氣事件的變化是氣候變遷帶來的重要影響，政府間氣候變遷
委員會第五次評估報告整理了 20世紀中葉以來比較顯著的極端事件種類，包括
白天和夜晚的溫度上升，暖期及熱浪事件增加，氣溫極端偏低的白天和夜晚在

減少，極端降水事件增多等等，分別出現在世界不同地方（中央氣象局，

2019）。臺灣屬於高災害風險地區，深受氣候變遷的影響，包括颱風個數、路
徑、降雨與乾旱頻率及強度、熱浪、寒潮事件等，都是不容忽視的現象 (許晃
雄等，2012)。根據陳正達等學者在 2014年所做的臺灣氣候變遷推估研究，未
來冬季雨量有近乎四分之三的模式推估變化都是減少的，約有一半的模式的推

估是介於+0%至–23%之間，而未來夏季雨量變化方面，則有將近 60%的模式推
估降水都是增加，約有一半的模式認為未來夏季變化主要是介於+15%至+45%
之間，呈現豐水期降雨增加，而枯水期降雨減少的趨勢，雨量不均及強降雨的

現象未來將會更為嚴重。而溫度上升、暖期及熱浪事件增加、極端降水事件增

多、空氣品質惡化等，對於民眾健康的影響亦受到許多關注 (吳佩芝、李其
蓁，2016；陳伶伶，2017；衛生福利部，2018)。 
    仰賴自然資源的戶外活動，必須借助自然環境才能達成，最易受到天候狀
況影響。層面大者如全球性或區域性的氣候變遷，促使自然資源產生變化，改

變了原本可提供戶外活動的條件與機會；此外，氣候變遷帶來更為頻繁而難以

預測的極端氣候事件，容易對戶外活動造成風險，產生安全上之疑慮；而就個

人角度而言，不穩定的天候狀況，則可能影響參與者從事活動的意願。相關議

題在國際上已有相當程度的探討，除了描述氣候變遷對戶外活動與公園遊憩管

理系統的整體性影響外 (Dolesh, 2012, 2017, Mcndelsohn & Markowski, 1999; 
White, et al., 2016)，也深入個別的戶外活動項目進行探討，如：滑雪 (Morrison 
& Pickering, 2013; Spandre et al., 2019; Suzuki-Parker, Miura, Kusaka, & Kureha, 
2018)、登山健行 (Bowker et al. 2012；Bowker & Askew,2013) 等。國內的相關
研究在近幾年開始有部分的討論，包括氣候狀況對登山健行活動的影響 (李
晶，2008a、2008b)、天候狀況或極端氣候與遊客量的關係 (李晶、夏秉楓，
2014) 等議題，但無論是在整體性的分析或個別活動項目的探究，相較於國際
間針對氣候變遷與戶外活動上的研究，國內相對皆較為缺乏。 
    有鑑於氣候變遷在自然環境與人類生活上已產生全面性的影響，而需於自
然場域中進行的戶外活動當然難以置身事外，其受到天候改變所帶來的限制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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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可能更甚，是戶外活動推廣與管理者不容忽視的當今議題。從參與角度來

看，當民眾感受到氣候條件上的改變時，可能採取某些調適策略來因應，因而

產生認知或行為上的調整，進而影響其參與行為及意願。登山健行活動是臺灣

最受歡迎的戶外活動之一，因此，本文回顧國內外研究，綜論氣候變遷對登山

健行活動之影響，並以壓力調適理論來探討參與者在氣候變遷衝擊下之調適行

為，希冀能做為日後相關研究之基礎，亦能藉以提供登山健行活動參與者與相

關管理單位，面對日趨嚴重的氣候變遷問題，在管理與政策制訂之參考。 

貳、氣候變遷對登山健行活動之影響等相關研究 

    國外針對氣候變遷與戶外活動間的關係已有相當之討論，早期Mendelsohn
與Markowski (1999) 由於天然環境資源與動植物生態受到氣候變化的關係，於
山域、森林、溪流、海岸線、濕地所進行的遊憩活動特別容易受到衝擊，可提

供的遊憩機會亦因此產生變動，而這些影響包括了直接與間接的衝擊，例如受

到氣溫或降水量所致直接衝擊遊憩機會減少或增加，亦可能間接因為自然資源

與生態改變而發生變化。氣候變遷除可能影響特定類型的戶外活動，對於全年

度的休閒活動也會造成改變 (Matzarakis, Hämmerle, Koch, & Rudel, 2012)。此
外，天候狀況也是造成戶外活動參與者其參與型態與遊憩花費變化的重要因

素，主因來自於氣候條件改變遊憩機會之供給條件，使參與者開始尋求地點或

活動的替代方案，改變原有的參與型態，或重新考量活動類型與場域，以因應

多變的天候狀況 (Bark, Colby, & Dominguez, 2010; Loomis & Crespi, 2004; Shaw 
& Loomis, 2008)。Dolesh (2012, 2017) 及 Jenkins (2019) 都認為，因為氣候變遷
隨之而至的新型態天候系統與極端天氣模式，將影響戶外活動參與者的選擇與

規劃，某些活動消失或變得更有風險，尤其更容易受到暴風雨、洪水、降雨與

熱的影響。紐西蘭在戶外冒險活動的發展素有盛名，該國相關研究即指出，天

候狀況是最大的風險威脅因素，有 97%的業者提出天候狀況是風險因素之一，
並且有 29%的業者將天候狀況列為對參與者安全最大的風險威脅 (Bentley, 
Page, & Walker, 2004)。 
    回顧相關研究發現，氣候變遷對戶外活動的影響主要來自於溫度與降水 
(雪) 量等兩項氣候因子；而在活動類型方面，雪上活動、登山健行、水域活動
是受到最多討論的戶外活動類型。以下分就登山健行活動進行說明。 
    登山健行活動在各國都是相當普遍的戶外活動，因此，在國內外皆有研究
探討氣候變遷對登山健行活動的影響。在氣候因子的考量上，氣溫仍是最主要

的影響，其他如降水、風速、陽光等也都是登山健行者考量的因素。與雪上活

動不同的是，雪上活動受到雪量減少與雪季縮短的影響，其遊憩機會的供給明

顯減少，而登山健行活動則並非單一方向的改變。Richardson與 Loomis  
(2004) 以落磯山國家公園造訪者為對象的研究發現，造訪者會因為天氣與資源
條件的影響而改變其造訪行為，不同的天候狀況常使人們採取不同的選擇。冬

季越來越高的最低溫可能增加可從事登山健行的天數，和夏季越來越高的高溫



 95 

則卻又會減少登山健行的參與，尤其極端天候中的熱浪來襲時，登山健行活動

的參與必定會減少 (Bowker et al. 2012；Bowker & Askew,2013)。 
    國內的相關研究對於登山健行也有部分之探討，呂崇銘、呂適仲、許志宏 
(2009) 訪談百岳攀登者，結果發現對於百岳地形氣象的認知部分，以「鋒面
到，天氣隨時變化」、「易起雲霧」、「午後易下雨」等因素爲主，而這些氣象變

化使得某些區域更具有高風險。李晶 (2008a、2008b) 則多面向地從溫度、降
水、紫外線、風速及濕度等五個氣候來探討登山健行者對氣候變遷的行為調

適，結果發現除濕度對於登山健行者的影響極小外，其他因素皆是登山健行者

考量的風險因素。當溫度過高或過低、紫外線過高、出現豪雨、強風時，登山

健行活動的參與行為就非常容易出現改變。 

    由此可見，氣候變遷所帶來的各項天候變化與極端天氣事件，對於登山健
行活動確實造成相當程度的影響。而以活動參與者而言，這些影響造成遊憩機

會供給與環境條件隨之變化，使得參與活動的體驗、舒適度、風險等條件不若

以往。然而，活動參與者面對氣候變遷帶來的變動時是如何因應的呢？壓力調

適機轉與調適策略提供了理論基礎，因此，以下就壓力調適理論說明參與者的

調適與因應策略。 

參、參與者的調適與因應 

一、壓力調適理論 
    戶外休閒活動參與者在遭遇問題時的調適行為，可應用壓力調適理論來解
釋，在戶外遊憩場域中的調適行為，常以 Lazarus與 Folkman (1984) 的壓力調
適模型理論為基礎，以解釋與瞭解參與者如何調適負面環境因子，亦即當從事

戶外活動的場域有任何負面因素，造成體驗品質降低，參與者就可能採取調適

行為來因應。根據這項理論，當人類面臨壓力事件時，會在認知上對所遭遇的

事件進行一連串的評估，而調適行為就是在評估過程中用以降低壓力感受的方

式，藉由衡量各種可用的調適策略，嘗試由個人內在心理或對外在所處環境進

行調整或改變，以降低壓力帶來的負面影響。換言之，氣候變遷帶來各項天候

狀況改變、極端天氣事件增加、遊憩機會減少、活動風險增劇等，這些威脅對

戶外活動參與者而言形成壓力來源，為降低壓力感受，參與者藉由採取各項調

適行為來改變壓力的負面影響。 
    戶外活動的調適可分為 「行為調適」 (behavioral coping) 及 「認知調
適」 (cognitive coping) 兩項策略。 「行為調適」 以參與替代為主要策略，也
就是透過參與形態上的調整行為來因應壓力源，例如：改變參與時間、地點，

甚至停止參與該項活動，或是向管理單位直接反應問題。 「認知調適」 則是
未明顯改變參與行為，但在認知上調整原本對遊憩機會的想法來因應壓力源，

常見的認知調適策略包含了合理化與產品轉移 (Manning, 1999; Manning & 
Valliere, 2001; Miller & McCool, 2003)。有關調適策略的分類，茲見圖 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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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戶外活動參與者調適策略 
    「行為調適策略」 以參與替代為主，也就是因活動環境的負面問題而造成
參與行為改變，以尋求相同的體驗與滿意 (Brunson & Shelby, 1993)。參與者可
能採用的參與替代策略可以是時間、空間與活動上的替代。Shelby與 Vaske  
(1991) 以活動與資源為主軸，提出四項參與替代的型態，包括：並未改變活動
與資源的時間替代、改變資源但不變更活動的空間替代、改變活動但不改變資

源的活動替代、活動和資源皆改變的絕對替代。時間替代是指由原本的參與時

段改變至可以避開負面狀況的時段來從事活動；空間替代則是離開原本從事活

動的空間或路線，而改至其他地點從事相同或類似的活動；活動替代是希望可

以停留在原本的資源地點但可以從事其他活動；絕對替代則是不再參與活動也

離開從事活動的地點。其他的調適因應策略還包含了直接行動，指參與者對於

自身不樂見的狀況直接向有關單位反應，以口頭、信件、政治或法律管道向管

理單位或相關組織反應，藉此希望能改善場域的環境狀況或尋求解決方法 
(Miller & McCool, 2003)。近幾年策略(tactical)及資訊（informational）調適方式
逐漸受到關注。策略性與資訊性調適方面則是較新的議題，策略性調適主要指

的是遊憩者使用或增添不同的裝備、配備或方式來因應與克服阻礙(Aas & 
Onstad, 2013)，面臨更加頻繁且難以預測的嚴重天氣事件，遊憩者透過裝備或
方式上的調整來加以因應，例如：穿著防風或防水的登山衣物、準備不同的裝

備等(McCreary et al., 2019)。其他的策略性調適方式還包括提升知識技能、投
資、人際資訊交流互動等(Stensland et al., 2017；Zweifel & Haegeli, 2014)。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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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調適是在探討氣候變遷時常出現的調適策略，面對氣候變遷下不穩定地天候

狀況，業者及多數遊憩者多會利用天氣預報來因應氣候相關的影響，在出發活

動前藉此加以評估天候狀況 (Hendrik & Jeuring, 2017; Rutty & Andrey, 2014)。通
常，極端天氣事件或特殊天候狀況，如：凍雨、熱浪等，對遊憩者的影響最大

(Rutty & Andrey, 2014；De Urioste-Stone et al., 2016；McCreary et al., 2019)。 
    「認知調適策略」 是以心理上的改變為主，調適自己內心的想法以面對環
境所帶來的負向壓力，主要策略包含了產品轉移與合理化 (呂怡君、林晏州，
2018；郭彰仁，2017；Manning, 1999; Manning & Valliere, 2001; Miller & 
McCool, 2003)。產品轉移意指參與者重新定義場域特性或經驗，也就是當參與
者體驗的負面感受超過預期或偏好時，改變其原本對該遊憩機會之定義以符合

所體驗到的現況，藉著調整認知中的遊憩機會型態來調適現況與預期或偏好間

之差距。合理化意指參與者在一個更有利的角度重新評估不理想的情況，意即

在遊憩體驗中，遊憩者僅專注於正向的層面，而盡量忽略注意較不滿意的部

份，將不理想的體驗合理化且認為可以接受並說服自己，捨去實際情況中較不

利的部分。 
二、調適行為之相關研究 
    戶外活動參與行為的改變是相關政府單位與場域管理者所重視的現象，過
去探討調適行為與遊憩替代的研究多著重於滿意度與忠誠度的維持，探討的問

題多來自於遊憩衝突、擁擠等議題，對象除戶外場域中的一般遊客外，多著重

探討特定活動參與者，例如登山健行、自行車、水域活動等。 
    登山健行方面，Fleishman, Feitelson, 與 Salomon (2007) 探討以色列自然保
護區登山健行者的調適行為，結果顯示對於環境較為敏感或對於擁擠程度較為

在意的受試者，傾向更換路線，而相對比較不敏感的族群則僅以時間的調適即

可獲得滿意的體驗。呂怡君與林晏州 (2018) 以陽明山國家公園二子坪遊憩區
之步道健行遊客為對象，進行擁擠感受與認知調適的研究，研究結果顯示認知

調適程度越高者越不容易感到擁擠，亦即認知調適會影響受訪者對於遊憩區現

況之評估標準，但也建議後續研究應考量不同遊憩地點的環境特質可能產生不

同的結果。Hung與 Hsieh (2014) 對台灣陽明山登山健行者的研究發現，調適策
略中的合理化在遊憩爭議與滿意度之間具有有效的調節效果，且登山健行者普

遍喜歡採用合理化或是直接行動，相對不喜歡採取絕對替代的方式，因為絕對

替代會使其失去活動的參與機會。 
    上述相關研究中調適行為的壓力來源皆來自於參與者間所形成的擁擠感受
或遊憩衝突，然而除了擁擠與衝突外，外在環境的變化亦可能成為壓力來源，

進而造成活動參與者改變其行為型態。Johnson與 Dawson (2004) 以美國阿第倫
達克山脈為範圍，試圖了解登山健行者如何藉由各種調適行為來維持高滿意

度，發現當登山健行者感受到自然、社會或管理環境的不理想時，通常會藉由

替代或產品轉移的方式來進行調適，使其能仍維持不錯的滿意度。李晶 (2008) 
研究氣候變遷與登山健行行為之關係，發現氣候的改變會對登山者造成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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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及社交關係上之影響，調適策略上以時間移置、絕對替代與直接行動三種

策略為主，當在預警值以內的氣候變化，調適行為以參與移置與直接行動為

主，在超過氣象預警值的狀況下則以絕對替代為主要方案。 
表 2 
登山健行活動壓力源及調適策略 
活動項目 壓力來源 調適策略 文獻來源 
登山健行 擁擠 空間替代 

時間替代 
認知調適 

Fleishman等 (2007)；呂
怡君與林晏州 (2018) 

自然、社會

或管理環境

的不理想 

替代或產品轉移 Johnson與 Dawson (2004) 

遊憩衝突 合理化、直接行動 Hung與 Hsieh (2014) 
天候變化 預警值內的氣候變

化：時間與空間移

置、直接行動 
超過氣象預警值：絕

對替代 

李晶 (2008a) 

肆、討論與建議 

一、 結論 
    氣候變遷已是全球性議題，在自然環境與人類生活上產生全面性的影響，
戶外活動因仰賴自然環境資源，受到氣候變遷的影響不容小覷。氣候變遷帶來

新型天候模式與極端氣候事件，造成參與者在從事登山健行活動時的風險或限

制，根基於壓力調適理論，當氣候變化造成環境條件及風險感知上之壓力時，

參與者會進而採取調適策略來因應，因而產生認知或行為上的改變。本文綜整

國內外研究，或得以下幾項結論：  
一、氣候變遷對登山健行活動之影響 
    氣候變遷導致的氣候條件改變，不僅對活動所需的自然資源與場域產生直
接衝擊，也造成戶外活動從事者的參與型態發生變化。在所有的氣候因子當

中，溫度與降水 (雪) 量有最為廣泛且直接的影響，活動項目方面則以滑雪等
雪上活動、登山健行與水域活動所受之影響最為顯著。以登山健行活動而言，

溫度、降水、陽光、風速是較常見的氣候影響因子。此外，雖然暖化造成的氣

溫升高有助於部分戶外活動的參與，但越來越頻繁卻難以預測的極端氣候，

如：熱浪，則阻礙戶外活動的參與，不穩定地降水 (雪) 量則造成較為嚴重之
限制及風險。 
二、戶外活動參與型態的改變 
    當氣候變遷所帶來的威脅對戶外活動參與者形成壓力來源，在面臨氣候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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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改變造成的不便與風險時，參與者傾向採取 「時間替代」 與 「空間替代」 
等兩項調適策略，而當氣候風險增高超出風險預警值時，則傾向採取絕對替

代。值得注意的是，回顧過去文獻可發現，相對在面臨管理問題 (如：擁擠、
遊憩衝突等) 所造成的壓力源時，參與者鮮少採用絕對替代，而是 「行為調適
策略」 與 「認知調適策略」 參半，然而面臨氣候壓力時，參與者則傾向採用
的皆是 「行為調適策略」，顯見氣候問題對戶外活動參與者而言，已無法僅以
心理的認知調整來解決，而有遊憩機會上之限制或風險存在。 
二、 建議 
(一)  給管理單位或業者之建議 
    氣候變遷的威脅已經是當今全球關注之重要議題，隨之而來的極端天候事
件與新型天候狀況，對於登山健行活動產生遊憩機會供給上之限制與活動進行

之風險，也影響參與型態及後續可能帶來的經濟效應。根據上述之探討，提出

幾項建議： 
1. 管理單位可配合氣象局或天氣預測系統，對於活動場域近期可能發生之氣候
威脅提出預警，以降低參與者之風險。 

2. 登山健行活動經營業者面臨變化更大的氣候狀況，需要新的風險評估和活動
計劃，除降低活動風險外，也減少商業營運和經濟上之風險。 

3. 氣候變遷造成遊憩機會減少或產生威脅，參與者傾向採取時間與空間替代兩
項調適策略，為平衡整體活動參與狀況，建議資源管理單位加以整合鄰近區

域之遊憩資源，提供參與者替代方案之選擇。 
4. 不同經驗與專業程度的登山健行者對風險感知不同，如同國外有研究發現，

Cocolas等 (2016) 指出專業化程度較高的滑雪者較重視雪量，通常會採取
空間替代，移轉到雪量較多的雪場滑雪。 

(二)  後續研究建議 
1. 綜整國內外相關文獻發現，氣候變遷與戶外活動之議題在國外有較多之探
討，國內則相對缺乏，然而臺灣地形與氣候多變，水量劇烈變化，如：強

降雨、旱期與汛期更為明顯等極端天候型態近年來屢見不鮮，對登山活動

可能產生風險上之疑慮。而許多招攬新手的登山團，其行程由業者進行規

劃與風險評估，因此，深入瞭解活動業者在氣候變遷下所受的影響因素與

風險因應策略不僅是研究也是實務上之重點。基於前述文獻評析，復加以

考量臺灣戶外活動參與現況，建議可針對登山健行、溯溪、泛舟、海域活

動等項目深入探討。 
2. 戶外活動盛行之美國及英國皆有針對氣候變遷於戶外活動參與的影響進行
大規模評估與預測，包含：參與人口、經濟影響等層面，因而較能以全貌

來瞭解整體性的戶外活動參與的變化，也能夠分類看出氣候因子的主要影

響，例如：降雪量與雪上活動、溫度與登山健行等，因此，建議國內亦能

夠針對主要的氣候變化、參與人口比例較高的活動，或是高風險戶外活動

進行較大規模的評估與預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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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登山健行參與者在面對氣候變遷所帶來的壓力時，傾向採取時間與空間替
代兩項調適策略，然而，目前研究對於參與者實際的時間與空間移置狀況

並未有更深入的瞭解。因此，建議後續研究可進一步探討，將有助於資源

之整合及管理策略之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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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utdoor recreational sport is one of the most popular activities in modern 
society. Relying on natural resources, outdoor recreational activities are some of the 
activities most affected by climate change since the new mode of weather system and 
extreme weather brought by climate change have caused a significant threat on all 
aspects of natural environment and human life. Based on the review of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researches, the current study found that temperature and precipitation are 
two critical climatic factors which have the significant impacts on outdoor 
recreational sport, while the most affected activities are snow activities, hiking and 
water activities. In addition, when facing the stress of changing climatic conditions, 
outdoor recreational sport participants tend to adopt temporal and resource 
substitution, however, when the risks of climate exceed warning value, participants 
tend to adopt absolute substitution instead. Finally, suggestions for future research and 
management implications were proposed. 
 
Keyword: extreme weather, outdoor recreation, coping strateg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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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險管理教學實務分享：臺師大戶外急救與安全管理課程 

The Teaching Practice of Risk Management through the 

Course of Outdoor First-aid and Safety Management in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作者：蕭如軒／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公民教育與活動領導學系兼任講師 

摘要 

本文從臺師大一門「戶外急救與安全管理」課程出發，闡述風險管理課程教學

實務之重點。課程內容包含「風險管理」與「急救實務」兩大方向。風險管理以活

動前的計畫與準備為基礎，成為一個有效的領導者為目標，從過去的戶外活動意外

事件案例為借鏡，結合國外學者之風險管理模式建立風險管理意識與解決策略；急

救實務以八小時基本生命支持術為基礎證照門檻，輔以野外急救之以野外與救難醫

學的通用原則、生理學與病理學知識為支撐，學習當處在野外面臨傷病患時，能夠

幫助救援者冷靜評估與判斷的傷患評估系統，並有能力建立處置計畫。「戶外急救

與安全管理」定位為風險管理與急救實務的入門課程，運用多元的教材與教學方法

吸引學生選修富含知識性與技術操作性的課程，最終目標在建立學生自我負責的價

值觀，並鼓勵有興趣的學生繼續深造進修，參與課外的風險管理工作坊或更高階的

野外急救訓練，為自己的戶外活動生涯做最有報酬率的投資。 

 

關鍵字：戶外急救、野外急救、安全管理、風險管理、教學實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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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險管理教學實務分享：台師大戶外急救與安全管理課程 

一、前言：關於課堂的起點 

三年前，我初來乍到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公民教育與活動領導學系擔任兼任講

師，系上請我開「戶外急救與安全管理」這堂課。一看課名，不知道您是否會和

我一樣疑惑，戶外急救？我只聽過野外急救；安全管理？在戶外走跳多年的我也

比較熟悉風險管理，系上的課名這樣訂定，會有什麼考量？而身為授課教師的我，

又該如何運營這堂課，既能滿足系上的考量，又能實踐我所認知的野外急救與風

險管理。 
課程第一週，我便把「戶外急救」與「野外急救」、「安全管理」與「風險管

理」這四個名詞讓同學們各自表述，也企圖窺探學生們對於課程的期待與想像；

此外，我也向同學們提問，戶外急救與安全管理（或是野外急救與風險管）這前

後兩個名詞在實務操作上是否有先後順序？ 
戶外及野外，兩者之間最直觀的差別就是場域不同，真正的分野在於距離最

終現代醫療資源所需要耗費的時間，這時間可能會有感染、傷病勢惡化等加重嚴

重程度的進展、或是現場其他人也可能因長時間或是惡劣環境而陷入風險中

（Isaac & Johnson, 2012）[1]。因此，不只是深山，交通不便的地區、甚至是海上
都符合野外急救定義的範圍。而戶外急救就比較偏向都市救護這塊，短時間內可

觸及的最終現代醫療資源，也是急救教育中最普遍，也最有必要普及推廣的一塊。

至於安全與風險，則是看事情一體的兩面。安全管理強調的是規範、標準作業流

程和操作守則，在既定的範圍裡「聽話照做」，例如：飛行安全守則、機械操作

規範等；風險管理中的風險，定義其一是造成損失或傷害的可能性，其二也包含

在回應風險過程所帶來的學習與正面價值（Priest, 1999）[2]，因此「風險」這個
詞是中性的。風險，事實上是無所不在的，我們會因為慣性而擁有應對的能力而

沒有對周遭的風險有覺察，例如過馬路前我們知道要停下來左看右看判斷安全後

才通行，這個習以為常（慣性）的動作早已在大腦中建立反應路徑，你知道過馬

路可能帶來損失或傷害的可能性，因此停下來評估、衡量，再做出原地等待或繼

續往前走的決策，一次次的成功經驗不斷強化腦中的神經元連結而形成不需要多

加思索的反射動作。另一個例子是前例的極端，簡單的說就是「憨膽」、「不知道

要怕」，對潛在的損失或傷害毫無知覺、低度敏感，而將自身暴露於風險之中仍

不自知、無以應對，直到在風險中被教訓才意識到風險的存在，付出的代價可大

可小，永遠失去「再來一次」的機會無非是最萬劫不復的後果。 
風險無所不在（已經講第二次了！），風險管理需要有安全管理為基礎，再

針對安全範圍以外的未知以事先準備與設想因應；急救則是當有維持基本生命需

要的時候及早進行介入與處理。我們無法教學生學會辨識戶外中的所有風險，但

是我們能教學生提高風險意識，尤其是針對系上活動領導專業的同學而言，在戶

外教育領域，沒有 100%的安全，更甚者，我們需要運用風險的元素促進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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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從事戶外或野外活動時具備風險管理能力與急救能力是不可或缺的基本

功夫。 

二、風險無所不在，選課也需要做風險管理！	

風險無所不在（已經講第三次了，可見真的很重要！），選課也是得審慎評

估，進行風險管理！考量急救雖然是技術操作，但背後也需要對身體組織的運作、

症狀與相關的處置進行理解與記憶背誦，因此，這堂課是需要每周小考的！另外

也考量修課學生未必都有豐富的戶外經驗，對於戶外風險覺知屬於低度敏感者眾

多，我刻意將選課和風險管理這兩件事連結在一起，其實背後的道理都是相同的，

就是「為自己的決定負責承擔」。隨著課程演進，看著頭幾次大多都是滿江紅的

小考考卷，身為授課教師的我也會需要檢視學生的學習狀況，「會講太快嗎？」、

「案例聽得懂嗎？」、「要回家複習的部分做了沒？」我反問學生，為什麼我要這

麼問？學生反而是被我問懵了！「因為我也在做『風險管理』呀！」我自問自答。

教師與學生其實就是學習的共同體，遇到風險（小考危機），我們怎麼評估情勢

（會不會被當？）、盤點手邊資源（我有沒有複習功課？有沒有補救辦法？）、再

擬定因應策略（擬定讀書計畫、作筆記等）、選擇策略實施、檢視實施成果進行

策略修正，其實就是風險管理的具體步驟了。這樣一來，學生雖然戶外經驗不多，

對於戶外風險的知覺還是不足，但是從日常生活經驗連結風險管理的概念，提高

對風險的意識，正是我的目的之一。 

三、成為有效的領導者 

2021五月初，國內新冠肺炎爆發，政府為了防疫鼓勵大家宅在家，也封閉了
國家公園與林務局所管轄的登山健行步道，有山友便笑稱這個政策不只阻斷病毒

的傳播鏈，也有效遏止在疫情爆發之前幾乎每個周末假日都時有耳聞的山難事件。

根據 2002年至 2020年國內消防機關執行山域意外事故救援統計資料顯示，事故
趨勢分析呈現逐年成長，發生事故族群以自組隊伍居多，迷途、失聯佔事故發生

的第一名，其次是墜谷與創傷（李秉芳，2020）[3]。走進山林的人愈來愈多，也
逐漸年輕化是好事，但是在未有充足準備的情況下從事登山活動是一件非常不負

責任的行為。「登山安全，是您自己的責任。」在這句話的倡導之下，課堂也需

要教導青年學子耐著性子練習擬定自己的登山計畫，並且針對如何避免迷途、失

聯的發生，以及一旦不幸發生了該怎麼因應處置（例如：野外維生 333法則、迷
途自處要點 S.T.O.P等知識性教學內容，輔以「登山迷途的六個自救觀念（愛上
山 095）」、「山域迷途實際紀錄影片 2020 年 2 月八通關古道」YouTube 影片教
學）。 
每位進入山林的個體都是自我的領導者，根據 Rush 與 Wu（2012）[4]管理

風險的第一建議，就是成為有效的領導者（L.E.A.D.E.R.S），分述如下： 

（一）License：相關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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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含戶外活動技術相關的證照，例如登山嚮導、攀岩確保檢定等，以及為不

同級別的急救訓練證照，例如基本生命支持術（Basic Life Support, BLS）、初級
救護技術員（Emergency medical technician—one，EMT-1）、野外第一線反應員

（Wilderness First Responder, WFR）等。雖然說取得證照並不能代表其具有 100%
相應的能力，但在我們未能親身體驗該領導者或評估自己是否有帶領能力之前，

從擁有的證照參考是客觀的評估指標之一。 

（二）Experience：相關經驗 
如果你想要帶人爬四天的山，自己起碼就要有爬七天的山的經驗。經驗是

持續累積的，就像前面提到的過馬路的經驗，長時間在戶外走跳累積的是對環境、

同行夥伴以及自我的敏感度與認識。然而並非自己有很多自己登山的經驗就能夠

開始帶其他人登山，自己體驗的經驗與帶領別人的經驗是截然不同的兩件事。因

此，在選擇要與誰同行的決策上，評估領導者的帶隊經驗，同行夥伴是老手新手

的比例也是客觀的參考指標之一。 

（三）Adversity：對逆境的態度 
不得不說，有效的戶外領導者的心理素質是最難被觀察到的指標。一個總是

遇到好天氣、好隊友、永遠都走大眾路線的領導者要是遇到壞天氣、豬隊友、遇

到突發的路況問題，結果可能大相逕庭。唯一可以穩定人心的便是領導者冷靜判

斷與決心，你絕對不會希望當遇到問題的時候，你的領導者比你還要慌張、焦慮

吧？ 

（四）Decision making：決策 
身為戶外領導者，一個決定牽動的是一隊伍即將遭遇的結果。武斷、自滿的

領導者不可取，但往往不經意地就陷入其中。在做決策之前，盡可能蒐集環境資

訊與相關人員的需求，以團隊的最大利益為優先考量，而不是領導者個人的好處。

一旦做了決定便全力以赴，切忌朝令夕改。你也絕對不會希望當遇到問題的時候，

你的領導者反覆無常，讓跟隨者無所適從吧？ 

（五）Expedition Behavior（EB）：遠征行為 
EB，按照字面上的翻譯指的是遠征行為，這個名詞是由國家戶外領導學校

（National Outdoor Leadership School, NOLS）創始人 Paul Petzoldt所創，指的是
團隊在戶外共同經歷順境和逆境，並管理複雜的未知風險所展現的高水平表現以

及合作互助的表現（Petzoldt, 1974）[5]。Gair（1997）[6]認為，在戶外探險中遇
到分崩離析的團隊所導致的風險比遇到嚴酷的天氣狀況和險惡的地形環境來的

更加嚴重。取決於領導者能否以身作則並營造具有 EB精神的團隊動力將會是影
響關鍵。 

（六）Responsibility：承擔責任 
2019 年號稱台中虎哥的登山領隊一行人於雪季攀登秀姑巒山，導致震驚一

時的墜谷山難意外事件。即使該名領隊於法庭上辯稱出隊前有告知隊員風險自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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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身為領隊在法律上仍有進行風險管理以防止危險發生之注意義務。2021 年
6月判決出爐，該領隊以過失致人於死罪處有期徒刑一年八個月。從判決書中可
見，只要是身為領隊的角色，就是有義務要負起全隊人員安全的責任。法律上，

有領隊得為隊伍負起責任，然而身為自己一輩子的領隊的自己，你是否也會自己

的登山安全負起責任，還是甘願推卸責任地把自己的生命假手他人？ 

（七）Self-awareness：自我覺察 
NOLS的創辦人 Paul Petzoldt曾說過：認識自己所知道的，同時也認識自己

所不知道的（Petzoldt, 1974）。自我覺察幫助我們認清自己真正的樣子，讓我們能
夠對自己誠實。想想台中虎哥的例子，虎哥在遇到其他隊伍準備撤退時依然決定

繼續前進，有沒有覺察到自己為刷雪季成就紀錄的自滿與慾望已經凌駕於客觀的

安全與風險之上？覺察到自己和全隊人員的能力與裝備是不足以應付雪季的秀

姑巒山？無論是否為領導者，知道自己的限制，不知道、不懂、不會、能力無所

及、心裡沒有平安，懂得說「不」設下停損點，也許結果就全然不一樣了。 
管理風險，從成為有效的領導者開始。L.E.A.D.E.R.S 也是幫助自己進行風

險管理，評估你的領導者是否「有效」的一些評估指標。老話一句，「登山安全，

永遠都是自己的責任。」甚至不只登山，從事任何的戶外活動也都是以此為最高

原則，完善的準備，絕對是為了能夠繼續一次又一次走入戶外、享受戶外的基本

技術，太鐵齒、太靠勢的話，哪一天好運用完了，用慘痛的代價學到也可能為時

已晚。 

四、登山安全計畫書 

以山域活動為例，撰寫登山安全計畫書便是安全管理的基本安全管理程序，

對於領導者、參與者以及其關係人都可以透過登山安全計畫書掌握該趟行程的相

關內容，網路上有許多既定格式的範本可供參考，也有如表 1這樣的計畫指引。
然而在教學上的目的除了要讓學生知道計畫書有哪些內容之外，我期待教學是能

夠幫助他們自己思考出有哪些內容，而不是按著範本修改資料而已。因此我會將

學生隨機分組，例如：用身分證字號尾數全班分成 10個小組。讓他們去討論： 
「如果現在有個青年遊學的計畫開放申請，政府補助八成去任何你們 5人團

隊想去的地方，你認為這個申請內容會需要放入哪些資料？」 

表 1 撰寫登山計畫前應思考的幾件事 
WHY 
為何去 

WHERE去
哪裏 

WHO 
跟誰去 

WHEN 
何時去 
去多久 

HOW 
如何成 

WHAT 
帶什麼 

動機 海拔 相關經驗 天數 技能要求 個人裝備 
目標 地形 體能狀況 季節 預計行程 團體裝備 
期待 氣候 健康狀況 天氣狀況 交通接駁 技術裝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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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區域範圍 人員比例  留守安排 通訊設備 
 當地規定 保險相關  許可申請 醫療裝備 
    宿營水源 修補裝備 
    行前訓練 糧食 

資料來源：Hikingbook網站（2021年 2月 10日）[7] 

如此一來，學生就可以從自己原本就略懂的旅行計畫程序中再與小組夥伴集

思廣益羅列出計畫內容，透過全班大組的交流組織成一份更完整的計畫內容，最

後，再由授課教師把登山安全計畫的內容與學生最終的旅行計畫逐一比對，彼此

之間有差別的特別提出來說明，例如：保險中的旅平險、登山險的差異。就可以

引導學生透過過去經驗、思考、討論、分享的過程建構對登山安全計畫內容的整

體概念。 

五、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用別人已付出的代價學習 

因風險而導致的意外所造成的損失與傷害到底長什麼樣子？對於多數學生

是沒有概念的，我採取透過閱讀戶外意外事件案例或山難事件報告書的方式為學

生不足的經驗補上一塊拼圖。沒有真實案例作為先備知識，對於迷途、墜谷、高

山症這些名詞絕對是陌生的、或是自己腦補的想像。 
我蒐集了以下案例：2002年台大北二段山難報告書（高山症死亡案例）、高

山症救援成功案例（2013年嘉明湖患者現身說法、2015年合歡北峰救援紀錄）、
2019 年雪季秀姑巒山墜谷死亡意外（亡者家屬與同行山友臉書貼文、登山社群
的討論留言、最終判決）、成功脫困的迷途事件彙整（2013年雙人雪山、2018年
八大秀等著你回來、2020年八通關獨攀）、2020年針山攀岩直升機求援檢討報告
（張元植）、2020年阿好姊網路揪團遭遺棄？（雪羊專欄｜看南二段山難，想想
「網路揪團」這件事）、2021年雪羊在現場的登山意外：墜落卑南南，等待旋翼
的 42小時（雪羊完整記錄友人墜谷事發經過、心路歷程及現場決策處置）、2021
年屏風山墜谷死亡事件記錄（友人剛好在現場的施救紀錄）以及 2021 年基隆河
上游巨石陣水域事故調查報告（獨木舟活動，溺斃事件）。 

這些案例是不是都滿算近期發生的呢？就可以知道在疫情大爆發之前我們

的山域有多麼的不平靜！這些案例故事是很好的提醒借鏡，同時我們也可以在了

解故事的脈絡之後進行分析討論。例如： 
1. 2013 年冬季雪山迷途自行脫困→看看生還者單攻的隨身裝備到底帶了些什
麼？ 

2. 2020 年八通關迷途何姓阿伯裝備是有多強？事前、事中他又做了哪些準備
與計畫讓他可以獲救？ 

3. 2018年八大秀坤穎迷途自行脫困→又是為何會發生迷途事件？ 
4. 2020 年為什麼南二段會有打死不退的阿好姐？網路揪團亂象，你揪到的是
人還是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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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2019 年秀姑巒山墜谷死亡意外，領隊虎哥最終遭判刑一年八個月，意外何
以會發生？事後他又做了哪些事引起各界強烈撻伐？ 
以上的討論完成後可以再搭配 Priest 與 Gass（1997）[8]改編自 Williamson

與Meyer的意外方程式（Accident Equation），系統性地從環境性危機、參與者的
危機和領導者的危機三方面分析上述案例發生意外的潛在原因；或是用 Brown
（1999）[9]風險管理矩陣，將風險來源分成：人員、環境和裝備來進行分析，其
中人員的部分又分為領導者與參與者兩方面思考；還有 Brown（1999）的風險暴
露模型（圖 1）則是進一步將參與者風險暴露以參與者特質、參與者Brown（1999）
準備以及冒險環境進行分析。讓學生從案例中進行分析後再反思個人的見解與學

習。其中必須要特別推薦閱讀雪羊的「墜落卑南南，等待旋翼的 42 小時」這篇
文章。閱讀時間 52 分鐘，但是故事中的事主「小曾」的名字卻一直在我的課堂
中被提及至學期末。 

 
 
 
 
 
 
 

 
 
 
 
 
 
 

 
 
 
 
 
 
 
 
 
圖 1 風險暴露模型（Brown, 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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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羊是山岳界網紅，發表過許多對山域政策的諫言，並以細膩的文筆與攝影

視角著稱，同時他也是我在 2019 年參加 WFR 複訓時認識的朋友，當時他是參
加 9天的 WFR新訓。基於 WFR對野外急救的完整訓練，加上過去他對於山域
活動的熟悉，還有身邊不乏同為山岳愛好者的人際資源，讓他在這次親身經歷的

山難意外事件中能夠短時間啟動山難救援的機制，並且做出非常冷靜、適合當下

的決策，成功地完成野外第一線反應員的野外急救處置，確保自己（救援者）的

人身安全，避免自己在救援過程中成為第二位待救者，同時也在資源有限的情況

下憑藉著野外急救的知識和技術維持待救者的生命徵象、基本身體照護與心理支

持。套用 Rush與Wu（2012）有效領導者的 L.E.A.D.E.R.S來檢視雪羊的作為與
心理素質，雪羊的表現可謂為典範之一。事主小曾自墜落後有出血現象，評估浸

潤褲子和滴在地上的血量，雪羊排除大出血的可能，並進一步施以加壓止血工作，

成功地將出血量降低，避免繼續失血導致容積性休克的可能性；當雪羊接近小曾

後，雖然小曾意識清楚，但是有喪失短期記憶、記不起來新的記憶、一直反覆問

同樣的問題的現象，雪羊評估這是創傷性腦部損傷（Traumatic Brain Injury, TBI）
的症狀，其預期問題是顱內壓升高（Increased Intracranial Pressure, IICP），理想上
最好盡快送醫，並且監控 24 小時觀測腦部腫脹的情況，避免因嘔吐造成的呼吸
道問題，以及無法移動造成的失溫和脫水問題。容積性休克和顱內壓升高都是相

當危急的情況，雪羊都在一步步的檢傷中發現問題，列出這些問題若不可控後會

導致的預期問題，直接針對問題做出處置與監控。這個案例引出了我的課堂的後

半學期的重點，也就是野外急救中的傷患評估系統以及三大危象系統的嚴重問題

辨識與處置。雪羊和小曾可能不知道他們的案例因著雪羊鉅細靡遺地記錄後造福

不少野外急救的初學者，在此也萬分地感謝他們二位以及所有案例記錄者的真實

無私分享，這些都是巨人的肩膀。我們都不樂見意外發生，對這些意外最好的致

敬方式就是記取教訓，從錯誤中學習、改進、提醒，不讓憾事有再次發生的機會。 

六、八小時基本生命支持術證照課（Basic Life Support, BLS） 

這堂課「戶外急救」的部分會希望學生能取得相關的急救證照，考量課程時

間與費用，我選擇八小時的基本生命支持術證照課讓學生參加，以都市救護的基

本證照取代野外急救的證照訓練。內容包含：心肺復甦術（CPR+AED）、哈姆立
克法以及止血、固定、包紮、搬運的基本創傷救命術（BTLS）等技術。這部分的
課程會集中一天的時間於課程的第四或第五周進行，通過訓練的學生也等於在期

中考中拿到滿分。至於已經在課前取得同等級證照或是更高級訓練證照，例如：

屬於都市救護的 EMT-1 訓練或野外急救體系的初級野外急救（Wilderness First 
Aid, WFA）、野外進階急救員（Wilderness Advanced First Aid, WAFA）以及野外
第一線反應員（WFR）等證照，則需要錄製 CPR+AED 的操作+講解影片給我，
讓我可以檢視他們已經了解並可以操作最基本的急救技術。 



 115 

八小時的基本生命支持術為後續的野外急救入門課程帶來很棒的暖身，也是

很重要的基礎課程。學生們都很樂於修完這堂課可以學到風險管理與急救的知識

與技術之外，還可以取得一張證照，當然還有得到學分。 

七、野外急救入門課程 

如果說活動前的風險管理是戶外安全計畫，那麼活動中的風險管理其中有一

部分就是意外狀況發生時的處理步驟了。而野外急救便是意外狀況造成患者有身

體上的損傷或不適時需要給予的第一線幫助。它不只是急救技術的操作，它涉及

系統性的評估、決策、處置、監控與對外通報，而這些動態技術的背後則是以野

外與救難醫學的通用原則支撐。尤其是學生們學起來比較吃力又陌生的生理學與

病理學知識，例如：充氧與血液灌流、身體的三個危象系統與其應對的三個主要

問題、循環系統中容積性休克的生理變化圖、腦部構造由外而內的開始惡化的進

程、腫脹與壓力、局部缺血到組織壞死等。 
根據美國野外醫學協會的野外急救教材，傷患評估系統由三個三角形組成，

分別為現場評估、關鍵評估與詳細評估，而每個三角形的三個頂點各有在該階段

需要評估檢查的事項，在此不多做說明。在課堂中介紹傷患評估系統以前，我先

給學生看一部由國家地理頻道製作的絕命救援節目預告短片，時間僅有 6 分多
鐘，敘述一名紐西蘭獨木舟好手萊恩與他的加拿大好友麥可一起挑戰激流獨木舟

發生的意外事件。萊恩在划向巨大的瀑布，準備從瀑布頂衝向瀑布底，他的船突

然在空中失控，獨木舟槳與人分離，看起來是一個不小的撞擊。萊恩的獨木舟翻

覆，照理說他應該要將自己翻滾上來，但顯然萊恩是失去意識了，獨木舟的底部

一直都是朝上的，表示萊恩無法自行翻滾上來，且已經困在水下超過兩分多鐘。

麥可親眼目睹了這一切，立刻套上防水裙就往萊恩的獨木舟划去，想盡辦法把萊

恩從獨木舟裡脫出，然後對萊恩不停地拍打喊叫，並對他施以看起來不是很正確

的心肺復甦術…. 
這些畫面都被萊恩和麥可安全頭盔上的運動攝影機真實地記錄下來了，非常

震撼。預告影片就剛好停在萊恩眼睛睜開的那一刻，而課堂中的討論就此開始： 
1. 要是你是麥可，你會像影片中的麥可一樣立刻接近萊恩嗎？為什麼？ 
2. 對於剛取得 BLS證照的急救員，你會給麥可哪些急救建議？ 

有了吸睛的影片之後，傷患評估系統就正式交給學生。死記硬背沒辦法融會

貫通，得靠一些搜救案例幫助學生在腦海中跑過傷患評估系統三個三角形流程。

以下是一則搜救案例的例子（Isaac & Johnson, 2012）： 

情境：搜救隊出動至雪地摩托車事故。 
l 患者主訴：62 歲男性，從雪地摩托車上被拋出，嚮導報告傷患昏迷了幾秒
鐘。傷患主訴現在頭痛，無其他抱怨。否認有頸部或背部疼痛。知道時間地

點和目的，但是不記得被拋出雪地摩托車的經過。沒有過敏史。藥物：每天

服用阿斯匹靈，沒有創傷性腦損的病史，上一餐在 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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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客觀檢查：A，清醒且配合，後腦腫脹，且有四釐米的頭皮撕裂傷，沒有顱
骨變形其他明顯外傷。通過直接加壓止血，沒有脊椎觸痛，末梢 CSM很良
好，身體輕度顫抖。生命徵象脈搏 80，呼吸 18，體溫正常，皮膚涼/乾/紅潤，
意識 A，清醒，血壓正常。 

一開始學生可能會跟不上，因為這的確需要一些記憶背誦的功夫，但是多練

幾次，透過提問（例如：請問第一個三角形中，你評估傷患的受傷機轉是外傷、

內科或環境？請問傷患的第二個三角形有沒有通過？沒有的話，現在你要給予什

麼樣的處置？請問在第三個三角形中，傷患的身體檢查中有發現哪些新的訊息？

請問在你做完傷患評估之後，患者的問題列是什麼？預期問題又是什麼？你的處

置計畫是什麼？）可以刺激學生的思考跟上傷患評估系統的三個三角形流程，漸

漸的，這個系統性的評估與思維方式大多都可以印在學生腦海中，此外，學生們

努力跟上還會帶來成就感。 
野外急救知識性的課程除了上述的野外與救難醫學的通用原則、傷患評估系

統以外，在入門級的課程裡我也希望學生們能夠對循環系統、呼吸系統以及神經

系統的功能、構造、什麼情況下這三大危象系統會出狀況、可以怎麼判斷、而我

們可以提供的基本處置又能做到什麼程度有多一些了解，畢竟這些都是高風險、

致死率高的問題。例如：前面提過的「小曾」的案例中提到的創傷性腦部損傷（TBI）
以及顱內壓升高（ICP↑）就是神經系統的重大問題，在野外是需要盡可能緊急後
送的狀況。然而，需要理解加上記憶背誦專有名詞的知識性課程確實比實作課生

硬了一些，學生最期待的還是可以動起來，因此我也安排了三堂實作課，分述如

下： 
1. 身體檢查 

身體檢查是傷患評估系統第三個三角形的其中一個頂點，是屬於救援者的客

觀評估，以大網原則將傷患從頭到腳、從前到後進行全身的視診、觸診、聽診（在

野外不會帶聽診器，因此較不常見）、身體部位活動範圍（Range of motion, ROM）、
循環功能、感覺神經、運動神經等檢查，目的是確實將導致傷患不舒服的地方都

標記出來以利後續評估與處置。正所謂「I hear and I forget, I see and I remember, 
I do and I understand.」即使我在課程中以 PPT、口說來呈現身體檢查的細節，實
際上還不如學生互相練習檢查一次，互動中會帶點趣味，而且身體的觸覺會有記

憶，同學之間會彼此提醒哪裏忘記檢查，這個身體部位應該要怎麼檢查。 
2. 失溫包裹 

在課堂中講述體溫調節功能、正常的身體代償機制、影響代償機制的因素以

及熱量的轉移作為先備知識，判斷輕微／中度失溫與嚴重失溫的分別會是導致不

同處置與後送的關鍵。嚴重失溫的患者必須後送至穩定的回溫環境，施以 WFR
在野外無法施作的進階生命支持：加熱且潮濕的正壓給氧、加熱的靜脈注射液體、

進階生命支持藥物，若體溫大於 25度 C，給 AED。而我們在野外的任務就是將
嚴重失溫的患者進行「打包」。課前需要請學生分組準備器材，包含：大黑垃圾

袋、大力貼膠帶、睡袋至少三個、睡墊至少 6張、備用長袖或外套一件。登山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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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外帳由學校裝備提供。在實作中學生會學到如何使用備用衣褲與大黑塑膠袋製

作「野外防漏尿布」、睡袋鋪墊的層次、外帳的不漏水折法還有作為固定搬運使

用 Daisy chain 繩結。這堂課唯一的重點就是最好在有空調的韻律教室操作，不
然像我的課進行到失溫包裹的時間都是四、五月左右，課程期間也難有韻律教室

可以使用，雖然在室外操作比較有臨場感一點，但一堂課下來，溫暖的天氣加上

正常體溫的假患者，再加上多層次的睡袋包裹，扮演嚴重失溫患者的同學都要變

成熱中暑啦！  
3. 野外傷患搬運 

「搬運」這個主題在 BLS 課程有提過單人、雙人的徒手搬運，畢竟是都市
救護，搬運的距離都不會太遠，甚至有其他的搬運器具可以協助。然而野外的環

境在地形上、距離上、搬運時程上都比都市環境艱困許多，我們如何運用手邊有

的資源製作適當的搬運工具便成為一門學問了，也可以是一種創意發想。 
在學校實作沒有像在野外有樹木枝條可以使用，便以系上的童軍棍替代；系

上器材室裡有的獨木舟槳、救生衣、防寒衣、大背包、扁帶、攀登主繩、外帳等

全部都可以變成有用的搬運工具。我將這些器材陳列在學生面前，請他們 10 人
一組，先不教學，反而請他們先自行發想如果要搬運一個人移動 50 公尺的距離
就好，他們會如何組裝自己的擔架？此時會看到各組裡最瘦小的人開始擔心了，

因為他們肯定會被指定為傷患！有些擔架可能不到一半的距離就快散了，有些擔

架雖然還堪用，但是搬運的過程對於傷患和救援者都非常不舒服，這些就是接下

來我們學新的搬運方法需要注意的部分。先有感覺後，比較有動力好好學習有哪

些「眉角」不一樣。在實作中學生會學到使用扁帶／大背包／外帳／主繩進行一

對一或二對一的揹負；學會運用扁帶製作省力帶以肩膀協助支撐降低徒手搬運的

壓力；運用救生衣／防寒衣／大背包／外帳製作擔架床等。最重要的是讓學生重

新組建擔架床之後，實際將假傷患「搬上搬下」！上樓下樓，長距離的搬運，模

擬在野外一旦發生需要搬運後送的情況，實際上會需要多少人力非常辛苦地來協

助換手搬運的工作，救援行動必定是勞師動眾！再次以身試法地去提醒學生負責

任的戶外安全、風險管理的重要性。  

八、結語：風險管理教學的喜悅與使命 

「老師，那天我跟越野車隊去林道騎車，結果路上有車友摔車，我立刻用上

課教的傷患評估系統幫車友完整的檢查一番，而且我也有帶急救包立刻幫他處理

傷口，我覺得這堂課學到的東西真的很實用！」 
「很喜歡老師在課堂上分享案例，雖無法親身體會案例之危險（最好不要體

會到！）但更可以在腦袋裡有畫面，也能讓我回想自己之前的戶外經歷是不是有

其他可以做更好的地方。原先覺得老師在上課上得太趕，但讀了課本之後才發現

是要學的真的太多，真的很難在兩個小時內將所有戶外急救知識講完，辛苦了！

（上上週出車禍上救護車時，腦袋蠻清醒，還隨著救護人員在腦袋中自己跑了一

次 PAS傷患評估系統，受傷不忘複習上課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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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這兩段話是學生給我的回饋（這些肯定都是繼續能夠教課的精神食糧

啊！）。我最開心的莫過於學生們負責任地把自己準備好，在可控的、評估過的

風險中盡情地學習，享受戶外帶給我們的各種驚喜和震撼，行有餘力，甚至還能

為有需要的人伸出援手。

如何讓戶外零經驗的「圈外人」或是對戶外稍有興趣的新手不排斥「戶外急

救與安全管理」這門課，我確實在準備教材、時事案例、協調上課裝備、找急救

課程資源還有精進我自己的教學能力上花了很多心思。兩學分的課也許只是個入

門，我非常鼓勵同學們若有興趣可以繼續上更多的戶外風險管理工作坊或是接受

更高階急救訓練。而我的角色，我期許自己是一個引路人，引導學生認真地看到

玩戶外該有的專業能力與態度。在戶外「玩得久」、「愈玩愈謙卑」的人，才是真

正「玩得起」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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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日本登山迷途生存故事探討迷途行為

吳冠璋 1、曹牧恩 2、胡慶宜 3、林育萱 4 
1國立體育大學休閒產業經營學系教授 
2國立體育大學運動保健學系學生 

3國立體育大學休閒產業經營學系學生 
4國立體育大學休閒產業經營學系學生 

摘要

本研究之目的在探討迷途發生的原因與獲救的關鍵，期望對臺灣的登山安

全有所貢獻。臺灣歷經 2019年山林解禁、2020年新冠疫情鎖國，加上山網紅
打卡熱潮等內外因素，造成登山健行人口激增，不僅寶貴的自然資源遭到破

壞，層出不窮的山難事件更創歷年新高，導致警消單位疲於救援。每當山難事

件發生，不僅對失蹤者的家庭造成傷害，通常也會在社會上引發輿論紛擾。媒

體關注通常為極端的抨擊、指責受難者浪費社會資源，又或許是否有爬黑山

等，然而當事件熱度退去，卻也未留下任何建設性的做法；而對於迷途者的歷

劫歸來所展現的求生意志歷程鮮少關注，甚為可惜。為彌補這個缺口，本文章

以文獻分析法，探究日本過去發生山難迷途生還者的故事與案例，透過分析迷

途者事件發生的原因、驚慌與冷靜的拉鋸歷程，建構出迷途時的典型心理模式

與獲救關鍵因素。研究初步歸納出三個結論：(一)事前將計畫告訴他人；(二)攜
帶充足的裝備以及(三)冷靜原地待援乃是生存的關鍵鐵則。 

關鍵字：登山迷途、迷途者行為、山難救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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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st Person Behavior: Using Japanese Hikers’ survival stories as example 

Guan-Jang Wu, Mu-En Tsao, Ching-Yi Hu, Yu-Hsuan Lin 
National Taiwan Sport University 

Abstract 
In Taiwan, hikers got lost in the mountains is the number one leading cause of 

accident in the outdoors.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analyze why lost hiker 
accidents occurred and how to prevent it from happening. In recent years, the 
Taiwanese government has lifted access restrictions on mountain and forest areas. In 
addition, due to COVID-19’s restriction on outbound travel, domestic travel is 
booming. As a result, many tourists flock to natural areas for holidays. The increasing 
numbers of hikers not only degraded the natural resources but also resulted in a record 
high mountain accident. When mountain accident happened, it hurts not only the 
victim’s family but also create turmoil in society. Unfortunately, media reporting 
regarding lost hikers is usually bias and inaccurate and did not contribute to a safe 
mountain culture. This study focused on Japanese lost hiker accidents and uses a 
qualitative method namely document analysis to interpret data and answer specific 
questions: What happened? Why did it happen? Moreover, how did they survive? This 
study ends with three conclusions: (1) tell someone your plan before you go, (2) bring 
adequate equipment in case of emergency, and (3) when you are lost, stay where you 
are and be calm. 

Keywords: lost hiker, lost person behavior, search and resc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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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從世界各地的新聞經常可以發現迷途事件在日常生活周遭及各個年齡層隨

時都可能發生，小至孩童玩耍因而與爸媽走散，大致老人因阿茲海默症迷路回

不了家。在都市中的你我都有可能迷路，更何況在氣候多變、地形險峻的大自

然中，登山者可能因為天氣、疏忽大意或者錯誤判斷等因素而導致迷途。登山

遇到迷途可說是必然之事，重點在迷途時的處理方式是否得宜。遇到迷途如果

能夠及時冷靜理性的處理，通常能夠化險為夷，自行下山；反之則會自亂陣

腳，驚慌失措發生山難。然而通常從媒體得知，迷途山客尋獲時可能已是冰冷

的遺體，而其他僥倖生存獲救時通常已偏離步道，無明顯路徑，且該處地形險

峻救援不易，可見登山安全教育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臺灣近年來的登山環境有著革命性的變化，首先是政府開放山林政策是跨

時代的變革，從過往百年以來禁山文化到向山學習的新思維。適逢隔年的新冠

疫情鎖國，國旅需求暴增，民眾轉向山林活動尋求庇護。此外由於網際網路帶

來便利，加上網紅帶動登山風潮，民眾可以從社群網站自行組團及各登山協會

中獲得更多登山活動資訊，然而山區活動有其危險性存在，遊客容易在心情放

鬆時警覺下降，而網路共乘團的登山活動亦有其爭議與問題，這些忽略風險的

行為則很容易導致迷途等山難事件發生。每當發生山難時，往往成為新聞報導

與民眾討論的議題，但是許多誇大偏頗的報導讓登山活動成為危險活動的代名

詞；故了解山難的成因、分類、現況及預防，可以有效避免山難的發生。而進

一步了解迷途者發生意外的歷程並將這些現象與資料累積後加以分析就成為迷

途者行為(Lost Person Behavior, LPB)。在國外根據 LPB之研究與統計數字所研
擬的策略成為搜救隊的判斷依據，提供救援者在黃金 72小時時間內來執行任
務，這對今日山難頻傳的臺灣具極大的參考價值。

貳、迷途與山難

登山一定有風險，而每次山難的發生很難完全預料，除須付出相當大的社會

成本外，當事者也可能造成終身無法挽回的遺憾。陳世英（2002）認為山難事故
可能的原因為突發氣候變化、脫隊迷途、墜落、失蹤或體力不支所造成生命危險。

江秀真、林金樹（2014）對山難定義為：徒步進入登山步道中，因為自然環境因
素或人為因素，發生不可預期的危險狀況，例如迷途、受傷，致使登山者無法自

行脫困，未能如期回程或失去生命者。而鄭安睎、陳永龍（2010）則將山難大致
分為三大類如以下：

（一）自然因素：落石、雷擊、蜂螫、氣候因素。

（二）人為因素：墜崖、交通意外、溺水、失溫、迷路與失蹤。

（三）綜合因素：高山症、遲歸、體力不足、其他。

其中「迷路與失蹤」是最多數的山難事件約佔25.1%。而2021年最新消防署
數據更顯示迷途與失聯仍佔比例最多，來到了43%(如圖一)，可見迷路為登山者
最需注意之人為風險因素，這些數據讓我們能夠清楚的規畫登山安全的宣導方向

以及國家資源應該如何優先分配。

圖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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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臺灣山難事故分析與因應：

 根據統計資料，臺灣地區山難事件的發生原因，約70％是迷途及墜崖等人為
因素造成，顯示臺灣登山教育仍有不足（劉明全，2003；鄭安睎，2005）。在戶
外運動迅速發展的中國大陸，意外事故頻傳，也讓當局開始重視安全教育。中國

登山協會登山戶外運動事故調查研究小組（2014）發表首次全國性的事故報告書，
發現大陸登山事故的首要與次要原因為迷途(40%)、墜落與滑落(30%)，與臺灣情
況一致。而由最新的統計數據來看，可以清楚發現臺灣自山林開放後的山難事件

有著令人擔憂的上升趨勢。

表一

資料來源:	內政部消防署	災害搶救組 110 年上半年山域事故案件概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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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山難發生時，搜救人員需要多方面的資料來研擬山難救援之對策，因此

山難救援資訊相當重要。蔡及文（2012）認為其組成至少應包含以下項目： 

（一）當事人資訊：包含發生山難之登山客原訂登山計畫、發生山難之位置與

原因、氣候等資訊，當事者體力狀況、裝備穿著有無，及任何可能有助於搜救

行動之線索。

（二）搜救資源：搜救人員須對作業地區之登山路線、地理環境、危險地形等

資訊清楚了解，搜救指揮人員需充分掌握山難現場及山下可動員之各類技術人

員（通訊、醫療、垂降等）以及搜救物資（技術裝備、醫藥、糧食）等資訊，

以做出迅速有效之判斷。

（三）山難統計資訊：山難事件後將各起山難之事件之類型、成因、傷亡人數

等等資料登載於資料庫中，並每年予以彙整發布，提供山難事件成因之解析，

以提供主管機關及登山者參考。

二、迷途者行為(LPB)：
LPB指的是迷途者在發生迷途後的心理歷程、生理狀況與行為模式並探討

迷途者研究歷史、迷途者定義、迷途者行為、如何避免迷途及自救，以暸解為

什麼發生迷途、迷途時所做的反應及求生意志為何，蒐集這些資料結果加以應

用，來達到暸解迷途者之行為以利搜救加速。

(一)迷途行為研究歷史
有些迷途者為什麼可以生還？而有些則不然，搜救者做對了哪些步驟？又

可能做錯了什麼? William(1976)在《Analysis of Lost Person Behavior: An Aid to 
Search Planning》書中，統計 229件在紐約州跟華盛頓州所發生的案例，其中包
含小孩、老人、獵人、健行者等各類型的數據，也特別探討迷途者之「心理發

資料來源:	內政部消防署	災害搶救組 110 年上半年山域事故案件概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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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並提出 Point Last Seen(PLS):目標者最後一次被看到的地點，及 Initial 
Planning Point(IPP):則是根據 PLS的位置來制定搜救計劃。Robert(2008)指出，
找到迷途者必須包含兩件重要因素：首先是派出資源到正確地點位置，其次為

搜救隊在正確的位置上確實的找尋迷途者。搜救行動最重要的就是要到正確的

地點搜尋，如果救難隊一直在錯誤的地點搜尋，那搜救成功的機率很可能是

零。瞭解迷途者行為可以有效的幫助搜尋迷途者，典型的迷途者行為研究可以

幫助搜救計畫者決定搜救地點，以及派出搜救隊的最佳位置，做出最有效的策

略去搜索迷途者。

(二)迷途者行為
根據 Hill (1991)的對迷途者的定義，包含迷途者對方向感到困混與無法確

定自己正確位置。Christopher and John(2007)指出，調查迷途者的基本資料可以
有效幫助搜救計畫的安排，例如迷途者的疾病狀況、財務狀況、有無用藥、體

能狀況等等。迷途者在發生迷途時可能會有驚嚇、恐慌、沮喪等等情緒發生，

而有些迷途者可能會開始找尋其他出路或是潛意識強迫自己這個方向是對的，

有些則是選擇待在原地，盡量讓自己保持舒適和維持生理機能；而這些行為都

是可以透過暸解迷途者的個性、身心健康狀況、個人經驗和氣候狀況來預測。

預測迷途者行為的分類如以下：

1. 生理週期
當迷途者的生理週期處在較低的情況下，自救的效率也會偏低；相反地，迷

途者在生理狀況較佳的時候較可以面對困境，並有強烈的求生意志來面對和解

決問題。

2. 健康狀況評估
個人的健康狀況包括近期是否感冒、有無慢性病、營養不足、缺少睡眠或是

體能狀況不佳，這些因素都會影響迷途者在面臨突發狀況的應對，疲勞的身心

狀況會影響判斷能力。

3. 過往經驗
過去曾經有學習過荒野求生、獨處和面對不同情況挑戰的迷途者，較具備處

理問題的能力，尤其是在面對情況發生時比較能發現錯誤並避免危險。

4. 天候環境影響
天氣溫度高低、海拔高低皆會影響身體機能及大腦運作，進而影響人的判斷

力做出不合理的行為，如果迷途者沒有經歷過這樣的環境和充足的準備，可能

會造成危險。

Hill(2008)提出，迷途者在迷路時，至少會用以下一種方法來尋找正確的路
和解決問題：

1. 隨機亂走
迷途者處於困惑，而情緒已經處於慌張狀態，這類型迷途者會開始隨機亂

走，並且盲目的找尋看似熟悉的路徑，雖然此類迷途者一開始會隨機亂走，但

大多數人在冷靜下來之後，還是會找尋更有效的方法解決問題。

2. 嘗試路徑
迷途者會去嘗試一些路徑，雖然迷途者對這些路都不是很確定，但總是抱

持一絲希望會在途中找尋到曾經熟悉的路線。可惜大部分的狀況則是找不到，

所以最後還是會變回隨機亂走。

3. 過度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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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類型迷途者通常沒有沿途將路線記憶在腦中，而且總是搞錯方向，並且

喜歡說服他人自己是對的。更糟的事，這類型的迷途者通常會把自己處境惡

化，讓搜救隊搜救困難度增加。

4. 路徑基準定位
此類型迷途者會以一個路徑岔口當作基準點，嘗試每一條路一段距離，尋

找熟悉的路線，如果沒有成功則會回到原本的岔口嘗試其他路線，重複這個過

程直到路線都被走過。

5. 標的物定位
此類型迷途者與路徑基準定位類似，差別在於不是以路徑岔口為基準點，

而是改以明顯的標的物當作基準點，例如：一棵大樹或明顯的地標，迷途者透

過選定的標的物來選擇方向前進，而前進的路線要可以一直看到原本的標的

物，才可以辨認出其所在的位置；如果不小心超出可以看到標的物的視線範

圍，迷途者會折返並嘗試其他方向，如果真的不小心找不到原本標的物，迷途

者可能會開始隨機亂走直到找到新的標的物。

6. 增加視野
迷途者找了一陣子可能找不到任何曾經走過的路徑，為了找尋方向他們開

始會往高處走增加視野，對當地周遭環境有先研究的迷途者，會試著爬到比較

安全的山丘或高處，靠著視覺辨識物體並重新定位找到方向；而隨著手機的方

便性提高，迷途者會往高處的地方，看手機有沒有訊號以利搜救者發現他們。

7. 原路折返
原路折返是幫助迷途者有效的方法之一，不過這是需要技巧和耐心的，但

大多數的迷途者會覺得這是浪費時間，而且可能下個路口還比較安全，因為他

們在原處迷途，而覺得回頭是不好的選擇；如果一個迷途者遇到很多岔路口，

他會覺得很困惑，這時候他可以重新回到每一個交叉點，以路徑基準定位重新

找回正確方向。

8. 待在原處
很多書中都會提到，當你迷路時最好的辦法就是待在原處不要動，然而只

有少數的人才會遵守這個方法；而且根據統計資料顯示，超過 24小時還停留在
原地的迷途者，大多狀況以為筋疲力竭、在睡覺或是沒有意識；而戶外經驗豐

富者，反而更不願意待在原地等待救援。

9. 什麼都不做
跟待在原處迷途者狀況類似，但差別處在於待在原處的迷途者，會找遮蔽

物保持不要失溫和發出求救信號，而此類迷途者則是什麼也不做只是在原地等

待。

(三)避免迷途及自救
在戶外進行活動時一定和隊伍走在一起，誤任意脫隊，需要特別留意周遭

環境並沿途紀錄，如果不幸在野外發生迷途，最困難的就是必須先承認自己迷

路，避免迷途的方法及解決迷途方法如以下(中國登山協會，2014)： 
1. 如何避免迷途

(1)提前查好路線及地理訊息
(2)遵守結伴同行原則
(3)沿著熟悉的路徑行走
(4)對不確定的地區做記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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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發生迷途時
(1)預算走錯路的距離
(2)利用地圖及指北針確認位置
(3)在位置上做記號，以利回到原處和被別人發現
(4)選擇較易保暖、乾燥的地方待著
(5)養成準備充足的水、食物
(6)如果聽到人聲，可以發出聲響來告知他們位置
(7)帶妥戶外十項基本裝備
如果不幸在野外發生迷途狀況，可以根據 Taylor(1981)原本針對孩童迷途，

所提出的 Hug A Tree原則來自救，及 STOP 原則來幫助迷途自救。首先 Hug A 
Tree原則包含下面內容： 
1. 隨身攜帶大垃圾袋，發生狀況可以套在身上避免失溫。
2. 不要害怕家人、朋友的責備，並耐心的等待救援。
3. 讓自己變大，包括求救訊號的善用，以利救難隊更容易發現你
4. 不要害怕野生動物。
5. 擁抱大樹的意思，就是盡量待在原處，而大樹就像是我們的守護者，提供基
本遮蔽，安靜地陪伴我們度過難關，等待救援到來。

而 STOP原則指的是：
1. S-Stop：首先停止任何的行動，讓自己先冷靜下來。
2. T-Think：想一想自己可能在哪裡開始走錯了?
3. O-Observe：觀察身上與四周還有多少資源？有哪些危險因子？
4. P-Plan：選擇和計劃一個恰當的地點來避難及等待救援。

參、方法

本研究採用質性研究中的文本分析法，研究既有的文本內容從表面的描述

到深層的意涵，經過分析、統整、歸納出具體詳細的描述迷途前因後果。關於

登山迷途而能夠生存回來的這個主題，臺灣多數的山難，透過媒體聳動的報導

之後通常只引發社會騷動，不僅無法取得完整的山難調查報告，也欠缺建設性

的後續發展。

對於山難的過程通常無法得知，這也許是人之常情，畢竟發生山難勞師動

眾造成社會大眾紛擾，當事人免不了不願意再去重啟這段不堪回首的過去，也

因此大部分的山難事件缺乏詳細的紀錄，也就缺乏具體詳細的內容來進行分析

與歸納，更遑論從中取得教訓與經驗。本研究著重在文本分析，因無法取得詳

細的臺灣資料情況下，主要以日本作家羽根田治的「生還自山難中獲救」一書

內八起日本案例中選取六起，主要選擇條件為當事人為單純之迷途而非墜崖或

受傷後無法行走。此外，將當事人之基本迷途事件狀態包含隊伍組成、是否告

知他人、出事的季節海拔、是否下溪谷、迷途原因、待援天數以及裝備齊全與

否已表格方式陳列如下：

名字 隊伍 告知

他人

季節海

拔

下溪

谷

迷路原因 帶援

天數

裝備齊全

君島 獨攀 有 1997/10 無 莫名臨時改 四天 否。有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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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雪

3000m 
變路線。 行動糧、打

火機。

一條 獨攀 平常

不

會，

但是

碰巧

這次

有告

知家

人

1999/7 
1500m 

有 受其他登山

客影響臨時

改變路線。

四天 否。基本衣

物但是有瓦

斯爐跟少許

行動糧

浦田 獨攀 有 1999/5 
有雪

有 準備不周，

順便一遊的

心態(太晚出
發)，走原路
回去太無

聊，臨時改

變路線。

十七

天

否。輕裝基

本衣物、糧

食跟地圖

S 獨攀 太太

知道

1995/8 有 最後一天下

山的路一個

疏失就走錯

了。

八天 否。只有一

些食物。

永田 獨攀 登山

口登

記

1990/12 無 沒有觀察到

天氣已經在

變化。沒有

能見度，下

錯了方向。

雪深及腰，

坡度陡。

八天 是，事前計

畫跟裝備齊

全

早苗

等四

人

媽媽、

妹妹與

爺爺

無 2006/10 
1000M 

有 爺爺指錯

路，來回亂

走最後下到

溪谷

四天 否，輕裝基

本衣物跟行

動糧

肆、結果與討論

本研究主要探討迷途者在經歷極大的身心挑戰時，其心理產生的調整與外

顯行為的展現，並試圖與過去文獻呼應、連結與討論。研究者好奇的是一般沒

有受過正規訓練的山友在發生預期之外的迷途時，究竟應如何處置才能存活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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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以本研究案例全體共同之經驗來看，一言以蔽之就是「不驚慌亂走並留在

原地保留體力等待救援」，這也是符合目前理論上與實務上大家所建議的作法。

然而同樣重要的是過程中的，我們也發現案例中的行為符合過去研究 LPB的特
徵現象，分別以承認迷路、情緒轉折、接受與行動以及獲救與改變，共四個項

目來探討： 
一、承認迷路 
如果不幸在野外發生迷途，最重要但是也是最困難的就是必須先承認自己

迷路。迷途者初期的情緒通常為困惑與慌張狀態，此時腎上腺素激增，會隨即

開始找尋看似熟悉的路徑，雖然這些迷途者對這些路不是很確定，但希望會在

途中試著找尋到曾經熟悉的路線，但是大部分的狀況是無法如願，最後還是會

變回到處亂走。這種情況如 Hill(2008)所說的「隨機亂走」與「嘗試路線」在我
們研究的對象，從數小時到數天都發生了。君島的情況完全符合： 

 
有點怪，過一會出現一條舊繩索固定在岩石上，從那邊應該可以下去而且

繩索不只一個，既然如此應該不會有錯。繩索之後又是石礫陡坡，小屋的

人告訴他下坡有點陡，但這裡的坡度幾乎可以滑下去。不對勁，果然有問

題。但是再下一段看看吧。原本三小時的路程，但是走了三小時以上，仍

沒有快到底的跡象。半信半疑之間繼續沿陡峭石坡往下走了五小時，來到

一個斷崖絕壁時才停止前進。此時他終於醒悟，自己走錯路了。 
 
一條則是走到第三天下午才決定返回原地等待救援，儘管登山安全守則建

議迷途盡量越早回頭不要亂走，且不要下溪谷。而一條卻整整耗了兩天一直往

溪谷下游走去： 
 
第一天樹下緊急避難。第二天一早，完全沒有考慮折返回到飯森山。一心

一意只想早點回家，前面已經走了相當一段路，我想應該很快能走到山

下。第三天下午才決定返回原地等待救援。 
 
浦田的登山資歷豐富卻犯了所有不該犯的錯誤，他在陡峭湍急的溪谷隨機

亂走八天，卻在幸運之神的眷顧之下活了下來： 
 
自己以為按著路徑走，一點也沒有發現異狀。行進途中完全沒看錶，某種

層面上也許他陷入某種恐慌狀態。若不是如此也不會沒注意到自己迷路走

了幾個小時沒到寺小屋峰卻也沒有起疑還繼續走。第二天心想今天一定得

回到家，到處亂走，接下來在溪谷毫無目標亂走八天。 
 
以團體而言，情況又與之前的獨攀案例不同，這是同一家人的四人隊伍，

爺爺雖然年輕時在國內外都有一些登山經驗但是年事已高，過度自信的他用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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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式的領導風格說服家人，符合 Hill(2008) 所描述的第三種策略「過度自信」，
卻讓處境更糟：

登頂後不按原路回去，走了一陣子之後遇到岔路，標示看不清楚，但因為

爺爺指了其中一條，所以三人不疑有他，照他的話走，可是走了三十分鐘

後開始覺得有點不太對。四人走回分岔點，這次爺爺又說一定是這一條，

又走進另一條山路。不知不覺走到溪邊了，終於四周昏暗了下來，在不安

的驅使下，早苗問爺爺這條路真的沒錯嗎?爺爺才首度承認迷路了。…夜裡
爺爺拿出地圖這麼說我們的位置在這，再走三小時一定能到達露營場。 

因此承認迷路是相當重要的一環，因為代表已經過了最致命、無法冷靜思

考的恐慌階段，而愈快承認自己迷路，開始思考下一步則是保命關鍵。

二、情緒轉折: 慚愧、焦慮、恐懼 
驚慌與失神是迷途者的共同特徵，迷途初期的驚慌失措，使人腦筋一片空

白，加上腎上腺素的分泌，很容易就加快腳步，甚至慌張的跑起來。而在激動

之後黑夜來臨，情緒便可能轉換成對於黑暗、野生動物、孤單等類型的恐懼

感，甚至產生幻覺。跟大多數的案例一樣黑夜顯得很冷、時間過得異常緩慢，

一條除了煩惱著熊、蟲子、下雨、打雷等惡劣環境，他也開始產生幻覺，獨自

受困深山的他，望著滿天星空，轉身側躺卻看見不可思議的景象：

他看到一個三層的平台，第一層的正中央坐著地藏菩薩，兩旁排列著很多

玩具，第二層的中央是佛祖，第三層是神殿。他幾次閉上眼睛在睜開，可

是看到的都是同樣的景象。我告訴自己冷靜下來，這是一種恐慌狀態吧!畢
竟我正處在能不能活著回去的交界，只要錯一步，一切就完了。 

而困在溪谷 17天的浦田，有時也會聽到溪流聲中夾雜著人聲和音樂： 

他欣喜的想也許是夫妻登山者從山路走下來了，結果是錯覺。由此可知浦

田用了多大的意志力在窮途陌路的危急狀態下，早一步阻止即將喪失的心

智。 

但是除此之外，有別於過去研究迷途者之心理反應聚焦在恐懼，其實他們的心

情是相當複雜的，除了恐懼，更參雜了懊悔、焦慮、生氣，甚至是怕給人添麻

煩。

很後悔不得了，太晚從槍岳出發，真是最根本的錯誤，還有到帳篷時，如

果隨便吃點東西下到槍岳再好好休息根本就不會有任何事。(永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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爺爺不愧是大家長，沒有掉一滴眼淚，不過他十分內疚，心裡很難過。「都

是我害大家遇到這種劫難，真的對不起」。三人看爺爺道歉反過來安慰他。

「反正事情都發生了，再難過也沒用，等別人來救我們就沒事了。還好大

家都是自己人沒有拖累到外人。」(早苗) 
 
我死了的話會給很多人添麻煩吧!以前工作開會討論常無故缺席，說不定他
們連葬禮都不會辦了。(浦田) 
 

三、接受與行動 
一旦承認自己迷路了，停止隨機亂走或嘗試路徑，就比較有機會能夠冷靜

下來解決問題與節省體力，進而提高生存機會。君島在半信半疑的狀況陡下了

一天終於決定採取原地待援的策略： 
 
決定該地紮營等待救援。他在山壁根部、落石不會擊中的突岩下方，做為

避難點，堆起石堆擋禦風雪。用雪和小石塊補強縫隙，讓風不會灌進來。 
 
一條是迷途第三天才坦然接受迷途的事實： 
 
做好心理準備的他，洗了髒衣服、曬曬泡脹的腳、摘野箭竹充飢。第四天

日記反省: 這地方比一般溪谷更艱險、沒帶地圖也沒有事先勘查就大膽從
這裡下山實在太魯莽，簡直是自殺。心裡充滿對過度自信的反省也懊悔自

己若能在中途有掉頭回去的勇氣就好了。 
 
同樣也是在溪谷亂走了三天才覺悟的 S連續數日都待在原地等待救援，在

附近發現留言板跟足跡，讓他心安不少，也開始有些行動作為： 
 
S仔細觀察四周環境用原子筆在超市塑膠袋的一腳畫下週邊的概略圖，在
地圖中指出匯流處的船型岩、匯流處右邊溪谷的某個大石頭位置，並寫下

SOS我迷了路走不出去，請救救我(S), 我在這兩個地點附近。他把求救圖
做成三份，放在足跡附近的三個地方。這樣的話萬一有人在自己沒有注意

時溯溪上來，也不會渾然不覺的過去吧。…S把留言板掛在樹枝上的鐵絲
拆下來，與他上山時一向帶的棉紗手帕組合，做成一個小網子，溪谷裡有

很多小蝌蚪。 
 

而早苗一家人第二天中午四人決心停止前進等待救援，而爺爺身心狀況都每況

愈下，早苗便成為主要的決策者，盡可能的製造狼煙增加被發現的機會： 
 
她們相信父親擔心四人沒有回家一定會去報警搜尋。宿營的地點和前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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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樣選擇在從溪谷爬上一段的樹林，為了讓直升機更容易發現他們，盡可

能選擇較開闊的地點。隨即燃起營火，自中午過後便一直待在那裡沒有移

動。第四天…於是往上移動五十公尺再次燒起營火…這一天也是聽到直升
機的聲音所以然燒潮濕的樹或草，使它冒煙，可是機上的人沒發現。再往

上三十公尺有一塊開闊的地方，直升機接近時，他們便跑上去打信號。 
 
永田被暴風雪困住，他挖雪洞、用自身攜帶完整的裝備如蠟燭、雨具、睡

袋、帳篷等保護自己，受困八天後天氣放晴，經直升機獲救，命保存了下來卻

失去六根指頭。 
 
平日就嗜讀山岳相關書籍也幫了大忙，總之他從許多書籍的案例中學到了

這種時候該怎麼做的訣竅。例如在惡劣天氣下幾乎走不動，保持安靜；或

是挖個從來沒挖過的雪洞，等待救援。 
 

四、獲救與改變 
本次案例中有四起是經由直升機獲救，兩起是巧遇其他山友，其實都需要

運氣的配合。若天候不佳，直升機無法起飛；而巧遇其他山友也是有許多變數

決定，是可遇不可求。不論如何，前提條件是必須要有人報警，也就是說是否

有將登山行程告知他人變成了獲救的重要關鍵。在崇尚自由的登山活動裡，很

多人享受獨自上山、臨時起意的上山，但為了能更長久的享受登山的樂趣，保

有一定警覺與徹底執行留守人機制是必須的。 
盡早承認迷途，保持冷靜，原地待援是獲救的重要因素，君島除了第一天

亂走陡下了數小時，進退不得，其他的都按照標準步驟進行直到直升機獲救。

除了熟悉的尾瀨之外不再去爬其他的山，他無意放棄登山，但為求謹慎決定暫

時學乖一點。 
 
幾乎沒有不安的感覺。自己認為忍個十天應該沒有問題吧。雖然沒有十天

份的食物，但是有水，所以就算什麼食物都沒吃，捱個三四天絕無問題。

如過陷入驚慌，每天都覺得這下完蛋了，免強自己行動反而會面臨最糟的

狀況。 
 
在溪谷徘徊十七天終於獲救的浦田，似乎冥冥之中有所安排，遇到提前入

山的釣客進而報警，再以直升機吊掛送至醫院，他兩手凍傷，掉了十公斤。兩

個月後又出門爬山了，當年秋天又回到岩管山出事地點。現在的夢想是沿著當

年軌跡重走一次十七天迷途的全部路徑： 
 
自第九天開始決定在魚野川邊等待救援後，他便恢復了沉著，發揮強大的

意志力。…支持他堅持活下去的強烈意志，其實是萬分之一機會可能活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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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去的念頭，那一絲希望就是半途發現的釣魚架，只要有這釣魚架，就表

示會有人來釣魚，而他就有機會被發現。… 
 
所以運氣這件事，確實扮演著一種微妙的角色，為了趕上最後一班巴士而

走錯路的 S迷途了八天才獲救，迷途後的幾天直升機來搜救了兩次並且用擴音
器呼叫，有人開始搜尋讓他終於放下心中大石。然而一開始搜索進行得並不順

利，位置其實差很遠： 
 
後來徒步搜索隊在山頂發現登頂紀念木牌，木板上寫著 T和其他人的名
字，和”八月十三日十一時登頂”，就是 S失去行蹤那天。透過電信公司
找到 T，確認曾在某處碰過面並說過話。因此才縮小範圍。巧合接二連三
不斷出現，這天有溯溪隊伍 W發現求救紙條，他們把這當作是惡作劇就下
山了，到達山屋時裡面鬧哄哄的亂成一團，原來是搜查總部剛遷進來，於

是把剛才找到紙條的事告訴他們。 
 
永田被暴風雪困住，直到天氣放晴經直升機獲救，失去六根指頭。事故之

後永田還是繼續登山，幾年後待著太太重回舊地。 
 
事件之後一段時間，永田閱讀一本山岳書是松濤明所寫的風雪野營。

讀過之後他想到的是他的狀況跟自己完全一樣。…但是松濤明力竭而
逝，永田活了下來。 
 

伍、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所探討的這些案例大多是獨攀，而獨攀的風險較高，主要是發生意

外時無法有即刻的救援。無論哪一種型態的登山，留下計畫書給留守人都是重

要的風險管理機制。在我們研究的六項案例中，有五起是有告知家人，即是如

此，這些案例也並非習慣性都會告知他人，有些碰巧這次有通知家人；有些湊

巧這次在登山口填寫登山計畫卡，才讓後續的搜救有展開的可能。可想而知，

所謂的運氣這些不可控制的因素在搜救中扮演舉足輕重的重要角色。 
一、預防勝於治療 
登山行前一定要有充分的準備，這真的是登山活動的鐵則。本研究中發現

迷途發生的原因竟然有高達五成是臨時改變路線，另外五成是沒有注意四周環

境而疏忽大意，導致迷路。而迷路後竟然近七成的案例都下到溪谷而被困住。

因此對於下溪谷這件事應該給予更多彈性、符合人性的建議，畢竟人缺水超過

三天的情況下無法存活，所以在原地等待救援若超過三天，還是得下至溪谷取

水，其中最需要嚴禁的應該是抱持著順著溪流而下就一定能回到都市的想法。 
以裝備妥善度而言，這些案例迷途時幾乎都是輕裝，也就是缺乏爐具、帳

篷、睡袋等重要求生裝備，沒辦法應付在荒野幾小時的生活，更遑論多日的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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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救援。這些都是可以預防的錯誤，做足準備在上山，這是呼應政府「向山致

敬」應有的態度。建議使用傳統紙本地圖與紀錄加上導航軟體，現在已經有完

整的導航軟體 App能夠統合山下留守人的制度，能讓你的親友即時掌握你在山
上的軌跡，這對不慎迷途時的危機處理有很大的幫助。 
二、迷途者行為的建議 
大部分關於 LPB的研究均屬於西方國家，對於文化與地形不同的東方國家

如日本臺灣是否適用是值得進一步研究的。本研究初步發現案例在迷途初期的

行為有一些共同特徵，特別是不願意相信自己已經迷路這件事而拼命去試圖找

到回家的路，我們稱之為「否定與掙扎」階段： 
(一) 否定與掙扎：不論新手、一般愛好者或是老手都有可能迷途，而且沒有人
真正知道自己在危急的時候會如何處理。從本研究得知否定與掙扎是迷途

時的典型的心理模式。人在迷路時會去合理解釋自己看到的東西跟線索。

也許隱約覺得可能走錯路了，也或許知道折返或停下來是更好的方法，但

是當下就是不願承認自己迷路了。寧可相信繼續往下走。這種心情，尤其

常見在登山資歷豐富、以「老鳥」自詡的登山者當中。礙於資深的面子跟

自尊，反而不易認錯而做出錯誤的判斷。例如: 
l � 這邊還有舊繩索，應該不會錯了。 
l � 這裡還有路跡，應該沒走錯。 
l � 這個就是地圖上的這個地形啊! 我來的時候對這棵樹有印象。 
l � 繼續往下走一定會到達。 
l � 我一定可以在天黑前走出去。 
因此承認錯誤接受已經迷路的事實且預計要在山上多待一夜，不再試圖找

到下山的路是非常重要的。我們可以告訴自己：好吧！既然我已經沒法改變這

件事了，我就好好準備在這野外過一夜吧。目前迷途通常會談到 STOP原則，
其實是過度假設人是理性動物，似乎認為「冷靜」是一個開關，告訴你冷靜，

你就能立刻冷靜；並沒有去檢視一個人遇難時在能夠冷靜下來之前，其實還有

很混亂的歷程要走，如同本研究案例，從半天到一星期都有。因此在未來的登

山安全教育上應包含更多關於否定與掙扎階段的內容。 
(二) 重視社會壓力 
迷途時，除了擔心自身安危的恐懼之外，本研究也發現迷途者也非常擔心

來自社會的壓力。迷途是走進戶外的人可能都會遇到的事，並不需要被妖魔

化；然而一旦迷途，心理若只是擔心回去會被家人、同事或是社會責難而自亂

陣腳，反而會造成更多的問題。如今風險管理不僅是客觀的衡量傷害的嚴重程

度，更包含了來自整個社會輿論的力道甚至是網路霸凌，因此必須加以正視。

宣導登山安全無法有立竿見影的功效，社會應該學習包容不幸的山難事件，也

不要過度責難迷途當事者。迷途的情況可能相當複雜，在沒有獲得全部正確的

資訊時，媒體為搏版面可能會搶先報導未經證實或錯誤百出的資訊，不僅誤導

社會大眾，也造成部分網友不理性的指責，也造成社會紛亂，讓登山運動與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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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被汙名化，也造成家屬困擾影響搜救，讓情況惡化，如同 Sandman(2012)提
出的社會公憤對風險評估的影響，需要政府、專家學者與民間共同來有效溝通

討論。 
總之這些老生常談的道理是知易行難，透過故事活生生地將教訓擺在我們

眼前。從理論上來看，我們希望傳達知識性的訊息給社會大眾，並期待他們若

遇到迷途能理性的思考判斷，然後冷靜的處理。但是從實際發生的案例分析的

結果，我們發現有許多實際的情形是擔心給人添麻煩、不理性、不符常理、無

法解釋或不按牌理出牌的現象，幾乎可以說大多數的人在發生山難迷途時，會

驚慌失措、執意地想走回正途而四處亂竄，為了解渴會下溪谷。而導致迷途的

原因有隨意更改路線、時間壓力或受他人影響等，這些其實都是社會心理學所

探究的範疇，值得進一步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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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大登山隊金禧紀念暨五十年簡史 
— 獎掖來者 提攜後進 — 

前言 

        國立政治大學登山隊，自 1971 年 9 月 9 日成立以來，已堂堂邁入半世紀。草創時甫發

生清華奇萊山難，設立過程幾經波折，方賴發起學長們的奔走努力下，轉向體育組申請成

功。因此有別於一般大學登山社團，政大登山隊是以體育性的「校隊」模式成立的。 

        登山是透過「人」與「山」（自然）互動所進行的身心活動，同時也是種享受突破或攀

昇的過程。除需體能、技術與經驗外，適當的心理素質亦不可或缺。若想於風險控制下從容

自在地從事登山運動，就必須鍛鍊體能、吸收知識、磨練技術，並且累積經驗及成長心智。

五十年來，政大登山隊藉由舉辦各類課程、訓練營及活動，引領政大人走入山林，並培養出

許多登山愛好者，甚至是徜徉於相關領域的專業人士。也辦理過如山展、攝影展、越野健行

及大專聯登等全校性或跨校性的大型活動。登山活動所培養的組織規劃與緊急應變能力，以

及冒險犯難與堅毅不拔的精神，也造就出眾多登山隊校友在各行各業成為優秀的領導者與成

功的典範。 

        另基於登山必須仰賴一定能力與經驗，方足以勝任並確保安全的特性，政大登山隊的運

作模式也與多數社團有所區別，係由具備經驗的成員所組成的領隊會議來進行決策；並在

『獎掖來者，提攜後進』的精神下，重視團體的傳承與發展。加上曾共歷艱辛、相互扶持所

培養的特殊情誼，畢業的老山胞（校友）仍保持組織及聯繫（1976 年政大登山隊畢業校友已

組成 523 俱樂部），也樂於繼續回到學校指導或協助小山胞（在校生），並共同辦理許多活

動，諸如：中央山脈大縱走及周年慶會師活動等。1996 年，政大登山隊與畢業校友所組成的

523 俱樂部（後於 1999 年正式登記設立為中華民國五二三登山會）一同組隊完成中國新疆慕

士塔格峰的攀登活動，成為首支單一大學登山社團組隊海外攀登並成功登頂的隊伍，可謂極

佳的代表活動與足勘紀念的成就。 

        為慶祝這難得的里程碑，政大登山隊及 523 登山會原本共同企劃了包括辦理本次全國大

專院校登山運動研討會等一系列活動，惟受今年疫情反覆影響，許多活動因而改期、縮小規

模或取消，實感遺憾！但仍盼藉此呈現政大登山隊長年所累積的成果與實力，也期待作為引

玉之磚，為台灣登山發展略盡綿薄之力。 

        迤邐半世紀，回顧一路走來的歷程，那些風華歲月中曾有過的歡笑與榮耀，以及淚水和

遺憾，皆化為我們繼續成長的資糧與動力。放眼鄰近東亞地區的近代登山發展，無論是日

本、韓國或中國大陸，大學登山社團都扮演著舉足輕重的地位，也為該地登山運動提供了重

要的貢獻。子曰：「五十而知天命。」慶祝之餘，當期許能共同凝聚並體認出屬於我們自己

的價值與使命感，繼續心向群山，志凌高巔，協力邁向百年，與時俱進地創造更輝煌的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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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 

五十年簡史 

     為簡單介紹政大登山隊五十年來的發展歷程，謹節錄並整理自《山誼 : 政大登山隊成

立五十週年紀念專刊》中有關資料如下，並請參照附錄大事年表： 

民國 59 年（1970） 

年底，陳榮昌及賴東魄學長等人向課外活動組提出申請成立登山社，但因當時山難頻繁而遭

拒。 

民國 60 年（1971） 

暑假轉向體育組申請，獲鍾人傑主任大力支持而得開始一切計劃。9 月 9 日，獲校長核准，

正式成立。由賴東魄擔任第一屆隊長，以 523 教室為窩（即舊 313 教室，現已拆除）。10 月

3 日，舉辦第一次全校性活動「筆架山」。11 月 16 日，經全體發起人同意，完成章程制定，

共六章四十六條。這年出版歌本《登山踏青之歌》。 

民國 61 年（1972） 

2 月 20 日，第一本刊物《山

誼》季刊出刊。5 月 14 日，舉

辦第一屆全校越野健行活動。

舉辦第一次高山活動－能高越

嶺。初探中級山領域插天山系，之後陸續幾年內，高山活動都以

五岳三尖為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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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 62 年（1973） 

製紅綠黑藍四色證章。取消文書組，改為資料組，增設攝影組。 

民國 63 年（1974） 

創立互助研討會，進行登山知識交流。擴大組織編制，加設山難小組與研究發展小組，規定

出隊必須擬定留守計劃，交山難小組審核始得出發。裁秘書組。製作鮮黃色夾克式隊服。原

訂隊費 40 元，四年隊員，保有永久隊章一枚，登山踏青之歌一本及隊刊二本。確立第一代

山房（萬壽路二號）。3 月 29 日，舉辦第二屆全校越野健行。4 月 5 日至 9 日，舉辦谷關山

訓營。為配合聯登，舉辦第一次嚮導訓練營。後改終身隊員制，一次繳交隊費 60 元。11 月

3 日，2,000 多人會師向天池，圓滿達成大專聯登（蔣公祝壽登山）。 

民國 64 年（1975） 

3 月 12 日，「戶外活動安全服務中心」成立 (今登山安全委員會前身)。聯絡組改為公關組。3

月 29 日，舉辦第三屆全校越野健行。5 月 3 日至 4 日，於溪北山莊舉辦第一屆幹訓營。原研

究發展小組更名為研究發展委員會（研發會）。12 月 10 日，山房從第一餐廳後方廚房的「戶

外活動安全服務中心」（第一代校內山房），搬至游泳池畔（第二代）。討論顧問制度成立事

宜。 

民國 65 年（1976） 

3 月 29 日，舉辦第三屆全校越野健行。5 月 21 日，結合校慶園遊會於法學館 2001 教室辦理

三天的山展，並配合舉辦第一屆全校山歌民謠比賽。6 月 15 日至 16 日，於大春山莊舉辦第

二屆幹訓營。本年開始印製活動卡，並第一次被救國團評為全國大專績優社團。舉辦八通關

古道訓練營，為空前的長程縱走訓練，用以培養工作幹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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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 66 年（1977） 

山難基金制度成立。山隊畢業校友所組成的 523 俱

樂部成立。3 月 29 日，舉辦第五屆越野健行。4 月

14 日至 15 日，於溪北山莊舉辦第三屆幹訓營。5 月

配合山展辦第二屆全校山歌比賽。11 月 5 日至 6

日，於大春山莊舉辦第四屆幹訓營。這年領隊晉升

條例與辭職章程確立。 

民國 67 年（1978） 

元旦出版歌本《踏青之歌》（二）。舉辦冬季高山訓

練營，以主副兩隊方式完成。3 月 29 日，舉辦第

六屆越野健行。5 月，舉辦校慶山展及第三屆全校

山歌比賽。編訂各組工作手冊。5 月 21 日，於 630

教室舉行第三屆山展（至 8 月 20 日）。5 月 27 日至

28 日，於小格頭雲海山莊舉辦第五屆幹訓營。10

月 29 日，第二次主辦北區大專聯登（追思登山），

2,500 多人會師於向天池。12 月 17 日，舉辦第六屆幹訓營。 

民國 68 年（1979） 

第一次高山會師「 八通關 」圓滿完成。3 月 29 日，舉辦第七屆越

野健行。5 月 25 日，為慶祝 53 週年校慶於 630 教室舉辦第五屆山

展。523 俱樂部中區分會成立於台中，創下元旦登大山的活動傳

統，並出版第一期會訊。 

民國 69 年（1980） 

1 月，於 5 天內舉辦三梯次雪山主東峰活動，參加人數達百人以

上。仿效救國團方式辦理校園登山，七卡山莊及三六九山莊駐站人

員達 10 人以上，計畫準備工作超過 3 個月，協調會議召開 5 次以上。3 月，政大山隊支援

三人參與清華大學冰雪期奇萊山難救援工作。3 月 20 日，舉辦第五屆山歌比賽。3 月 29

日，舉辦第八屆越野健行。完成尖山二路會師。正式通過初中高訓計劃。開始舉辦溯溪活

動。出版歌本《踏青之歌》（三），並正式銷售，第一本 5 元，第二本恢復原價 15 元。10 月

25、26 日，舉辦第六屆幹訓營。12 月 19 日，舉辦第六屆山歌比賽。 

民國 70 年（1981） 

探勘群成立，分鷹群、貓群、火雞群及狗群。3 月 29 日，舉辦第九屆越野健行。5 月 18

繪圖：陳立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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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慶祝校慶舉辦爬岩比賽。可自行開設領隊課，取代體育學分，隨後於本年正式開辦領隊

課。10 月 11 日至 18 日，十周年隊慶系列活動，其中雪山會師受颱風艾妮絲(Agnes) 影響，

但仍會師成功。第二次獲得全國績優社團。搭配十周年慶出版山誼 15。 

民國 71 年（1982） 

研發會成立攀岩組。舉辦玉山高訓。3 月 17 日，舉辦第十屆越野健行。5 月 7 日，舉行山歌

民謠比賽。暑假，中央尖山五路會師。試辦預領可修領隊課。排定郊

山活動 A 級應佔 60%。決議五次領隊會議不到者取消資格。10 月 31

日，第三次主辦北區大專聯登（追思登山）。 

民國 72 年（1983） 

因發生能安遲歸事件，安全委員會訂出搜救費用分攤標準。3 月 27 日，舉辦第十一屆越野

健行。舉辦八通關四路會師。廢除 A 級活動應佔 60%的決議。於活動中心舉行山慶。 

民國 73 年（1984） 

鴻爪產生 ( 此時為週報 )，報導隊員生活動

態。3 月 25 日，辦理第十二屆越野健行。嚮

訓由初、中、高訓中獨立，第一次辦南湖大

山嚮訓，因一隊員失溫，下山求救而見報。

5 月，隊內各組進行山歌大賽。購置保險櫃

用以保存地圖。決議預領不可修領隊課。葉

彩珮女士贈墨寶「拔山」匾額。舉辦雪山五

路會師。成立領隊保證人制度。 

民國 74 年（1985） 

因山歌民謠比賽效果不佳，考慮停辦。出

版山誼 16。3 月 29 日，舉辦第十三屆越

野健行。5 月 14 日，舉辦山歌比賽。預

領恢復修領隊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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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 75 年（1986） 

523 俱樂部經一度活動沉寂階段後再度復出，由邱進發會長交接

給秦立楷擔任會長，林文益接總幹事。3 月 23 日，辦理第十四屆

越野健行。5 月，舉辦高訓。八通關四路會師。8 月，523 會長秦

立楷赴美進修，會長由盧榮朗接任。10 月 25 日，第四次主辦北

區大專聯登（追思登山）。 

民國 76 年（1987） 

1 月 1 日至 3 日，於南北插天山舉辦中訓。舉辦雪山五路會師。

配合政大 60 週年校慶舉行「山展」及「攝影展」。3 月 29 日，辦理第十五屆越野健行。暑假

北三段大隊伍遇三颱夾擊而中途更換領隊，最後全員被困能高小屋數日後於預備日安全下

山，本次事件亦見諸當年報端。安全委員會組織法三讀通過。修章程，探勘組提升由研發會

召集成為探技組。 

民國 77 年（1988） 

舉行中央山脈六段分段同時縱走活動。丹大橫斷由李明印、王震宇及詹志輝完成成功山隊的

首登。決議領隊課修習辦法。3 月 27 日，舉辦第十六屆越野健行。安全委員會更改高山計

劃審理時限，應於 48 小時前辦理。中訓探勘發生烘爐地、鳥嘴尖遲歸事件。雪地訓練營外

聘師資，舉辦兩次模擬訓練。 

民國 78 年（1989） 

於雪山舉行雪地訓練營。申購內政部經建版新版二萬五千分之一等高圖。首度舉行急救營並

決議每學年下學期由安全委員會主辦。校方核准申購新力牌無線對講機。3 月 26 日，舉辦

第十七屆越野健行。舉辦雪山六路會師。由安全基金中撥費添購無線電 3 支。12 月 9 日至

10 日，舉辦登山生活營。 

民國 79 年（1990） 

2 月，發生新康橫斷遲歸事件，見諸新聞媒體。再

購黑金剛天線 3 支。3 月 25 日，舉辦第十八屆越

野健行。暑期辦理八通關會師，因受颱風影響各線

取消，惟馬博橫斷隊於颱風中走完全程，驚動會師

留守及安全委員會組隊上山接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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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 80 年（1991） 

隊費由 150 元上升為 200 元。活動基本盈餘增為 10 元。修改研發會組織辦法（嚮導群組織

法附內）。3 月，首開中級山比亞豪隊伍。3 月 24 日，辦理第十九屆越野健行。4 月 1 日至 6

日，進行北坑溪古道根本段踏查。校慶期間舉辦廿週年慶山展。7 月 12 日至 8 月 27 日，以

黃一偉、王震宇及賴介中 3 人為主隊，在校及畢業山胞為補給及陪走的方式，成為首支由單

一學生社團完成中央山脈大縱走壯舉的隊伍。於 9 月 8 日，於羊頭山辦理山隊完成百岳之大

型會師活動，為山隊慶生，二十代同堂，熱鬧非

凡。山隊隊員正式逾 2,000 人。 

民國 81 年（1992） 

1 月 21 日至 29 日，於大濁北溪流域辦理中訓，發

生 34 人遲歸上報事件。3 月 22 日，舉辦第廿屆越

野健行。5 月，搭配二十周年慶出版山誼 17。舉

辦初訓、 中訓及高訓。 

民國 82 年（1993） 

3 月 21 日，舉辦第廿一屆越野健行。走通雅音古道。 

民國 83 年（1994） 

2 月，鄭廷斌帶隊，大霸北稜撤退。3 月 26 日，舉辦第廿二屆越野

健行。6 月 18 日，出版歌本《山之戀》。7 月，開出丹大西溪上準襲

奪點出東郡大山的隊伍，由連志展帶隊，是結合溯溪、攀登、中級

山與高山的綜合長程探勘路線。暑假期間，連志展率隊完成山隊首

次南湖北西稜路線；鄭廷斌二次帶隊挑戰大霸北稜路線成功。10 月，完溯石門溪上石門

山，完成山隊首次高山溯行紀錄。 

民國 84 年（1995） 

1 月，連志展帶隊，第一次打通南澳古道經雅音山出羅東的雅音古道路段。3 月 26 日，舉辦

第廿三屆越野健行。提議於山房搭建岩牆，耗時一個暑假完成。6 月，鄭安睎展開關門古道

調查。7 月，第一次丹大東溪溯卡阿郎溪，撤退。10 月，合歡溪上溯合歡北峰。11 月 24

日，吳冠璋主辦第一屆山房盃攀岩賽。年中期間，攀登新疆慕士塔格峰計畫逐步開啟，並展

開期前訓練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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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 85 年（1996） 

3 月 24 日，舉辦第廿四屆越野健行。4 月，舉辦中訓大濁水溪四路會師：舊金洋線領隊王伯

宇、比亞豪線領隊李憶嵐、舊武塔線領隊賴錩良及飯包山線領隊孫銘燐。成立岩牆管理組。

5 月 16 日，吳冠璋主辦第二屆山房盃攀岩賽。7 月，完溯卡阿郎溪上關門北山。7 月 10 日至

8 月 12 日，與 523 俱樂部共同組隊攀登中國新疆慕士塔格峰（7,546 m）成功，秦永杰、林

宏明及宋一炘 3 人登頂，成為首支單一大學登山社團完成登頂的海外攀登隊伍。挑戰馬太鞍

溪，天候不佳撤退。王伯宇帶隊，第一次挑戰六順西稜撤退。李憶嵐帶隊，第二次挑戰六順

西稜成功。於七彩湖辦理六路會師慶祝二十五周年隊慶。政大攀岩場落成，攀岩訓練改為校

內進行。 

民國 86 年（1997） 

再次挑戰馬太鞍溪，撤退。3 月 23 日，舉辦第廿五屆全校越野健行。

523 俱樂部吳德清學長帶隊，前往尼泊爾進行聖母峰基地營路線

（EBC）的健行活動。12 月，政大 13 米岩牆設立完成。 

民國 87 年（1998） 

3 月 22 日，辦理第廿六屆全校越野健行。8 月，首次探勘中之線警備

道。10 月 18 日，舉辦第一屆政大攀岩比賽：中正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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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 88 年（1999） 

3 月 21 日，舉辦第廿七屆全校越野健行，同時於政

大一餐三樓舉行五二三登山會發起人籌備會議。5

月 23 日，523 俱樂部向內政部立案，正式成為全國

性非營利社團法人：中華民國五二三登山會。5 月

28 日，舉辦第七屆山房盃攀岩賽。9 月，王伯宇、

吳培華參加中

國華山亞洲盃

攀岩錦標賽。10 月 31 日，於政大岩牆舉辦第二屆攀岩

比賽：全國巡迴賽。 

民國 89 年（2000） 

自本年起，由朱敏中學長等人率先帶領下，開始固定每

週二、四至政大岩場推動攀岩活動，一直延續到 2005 年左右。4 月 21 日，原全校越野健行

活動規模縮小，改成隊內聯誼。4、5 月間，宋一炘參加由新店登山會主辦的希夏邦馬峰

（8,013 m）攀登活動，攀登至第二營（6,300 m）。6 月 11 日，政

大岩場舉辦第三屆攀岩比賽：全國巡迴賽。王伯宇參加馬來西亞

吉隆坡亞洲盃攀岩錦標賽。523 中區小屋建成。11 月 11 日，舉辦

第一屆中區小屋活動。 

民國 90 年（2001） 

5 月 26 日至 27 日，舉辦第四屆攀岩比賽：政大

盃攀岩賽。山隊 30 周年觀霧八路會師（大霸會

師）。因季節水量過大，溯溪隊伍轉進北坑溪溯登

觀霧完成會師。為期 15 天大崙溪完全溯行計畫。

為國內隊伍首次成功紀錄，亦創下國內高山溪谷

完全溯行最長的天數紀錄。鄭安睎出版關門古道

一書。9 月 27 日，Island Peak 島峰攀登隊及基地

營健行隊出發，秦立楷登頂島峰（6,189 m）。吳培華及王伯宇參加第一屆印尼雅加達 Asian 

Cup 亞洲盃攀岩錦標賽。王伯宇另參加第一屆亞洲盃抱石賽及亞洲極限運動攀岩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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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 91 年（2002） 

4 月 13 日，舉辦第二屆中區小屋活動。5 月 25 日至 26 日，舉辦第五屆攀岩比賽：政大盃攀

岩賽。8 月 25 日至 10 月 14 日，山隊第二次中央山脈大縱走，同時舉行山之花嫁南湖婚禮

（參加成員發生高山肺水腫事件，賴全體

隊員輪流背負及時下山安全送醫）。11 月

17 日，辦理第三屆中區小屋活動。 

民國 92 年（2003） 

4 月 26 日，舉辦第四屆中區小屋活動。

舉辦中央金礦會師。9 月 27 日、28 日，

舉辦第六屆攀岩比賽：Merrell 政大盃攀

岩賽。10 月 2 日至 3 日，舉辦第七屆攀

岩比賽：潑猴撒野政大盃攀岩賽。王震宇成為山隊完百第一人。 

民國 93 年（2004） 

523 慶祝王震宇第一位完百，2 月 7 日在心愛幼兒園舉辦回娘家活動。吳

冠璋參加國際隊伍，成功登頂需要高度攀登技術的尼泊爾阿馬達布蘭峰

（6,812m）。王伯宇參加韓國月出山亞洲盃攀岩賽。11 月 28 日，舉辦第五

屆中區小屋活動。 

民國 94 年（2005） 

5 月，山房（第三代）搬至操場司令台上方。7 月 10 日，朱敏中學長於龍洞攀岩出意外離

世。10 月 1 日，舉辦第八屆攀岩比賽：朱敏中攀岩紀念賽。11 月 19 日，辦理第六屆中區小

屋活動。 

民國 95 年（2006） 

辦理雪山雪地訓練。山隊於無名小站架設網誌，推廣越野健行活動。4 月 30 日，舉辦第 32

屆越野健行。5 月 20 日，523 登山會於陽明山國家公園辦理 523 愛山日活動。張智程、黃依

涵走尼泊爾 EBC 行程。9 月 30 日至 10 月 1 日舉辦第九屆攀岩比賽：攀上藍天—政大盃攀岩

賽。11 月 26 日，舉辦第七屆中區小屋活動。何中達參與歐都納七頂峰活動及擔任八千米計

劃顧問，登頂歐洲最高峰厄爾布魯士峰（5,642m）。 

民國 96 年（2007） 

5 月 20 日，配合政大 80 周年校慶辦理第 33 屆（最後一屆）越野健行。張智程帶學弟妹跑內

本鹿，山隊與內本鹿開始建立密切關係。10 月 21 日，舉辦第十屆攀岩比賽：EiDER 政大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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攀岩賽。11 月 24 日，舉辦第八屆中區小屋活動。12 月 15 日，於全國大專盃攀岩錦標賽時

發動連署，力保政大攀岩場。吳冠璋於這年分別帶隊登頂尼泊爾島峰及非洲第二高峰肯亞山

（5,199m）。 

民國 97 年（2008） 

連志展擔任歐都納卓奧友峰（8,201m）攀登隊領隊。10 月 25 日至 26 日，舉辦第十一屆攀岩

比賽：100 Mountain 政大盃攀岩賽。11 月 1 日至 5 日，523 登山會與日本白馬登山會帶領中

日視障及肢障辦理攀登玉山主峰之公

益登山活動。11 月 22 日，舉辦第九屆

中區小屋活動。 

民國 98 年（2009） 

中斷多年的中級山嚮訓復辦。連志展

擔任歐都納七頂峰之聖母峰

（8,850m）攀登隊基地營經理。8 月

29 日，舉辦合歡山七路會師。10 月 31

日至 11 月 1 日，舉辦第十二屆攀岩比賽：Salewa 政大盃攀岩賽。11 月，523 東區小屋建

成。11 月 22 日，舉辦第十屆中區小屋活動。 

民國 99 年（2010） 

5 月，台大政大三十人共組出石門山北峰下合歡溪。11 月 20 日，舉辦第十一屆中區小屋活

動。 

民國 100 年（2011） 

3 月 24 日，創隊隊長賴東魄學長離世。3

月 26、27 日，舉辦第十三屆攀岩比賽：

政大盃攀岩賽。7 月 9 日，舉辦四十周年

隊慶武陵農場七路會師。連志展擔任歐都

納駱駝峰攀登隊領隊及布羅德峰遠征隊領

隊。9 月，政大登山隊與中央登山社聯合

初嚮—哈盆古道。11 月 19 日，舉辦第十

二屆中區小屋活動。 

民國 101 年（2012） 

2 月，烏來加九嶺定位訓練。江陽聖、劉清鋐及黃建達前往中國四川攀登駱駝峰（5,484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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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江陽聖及劉清鋐成功登頂；另陳毓萍、施宛芸及阮思穎三人前往攀登四川四姑娘山大峰

（5,355m），施宛芸及阮思穎兩人登頂。何中達擔任歐都納八千米計劃布羅德峰（8,051m）

遠征隊領隊；連志展則擔任基地營經理。12 月 2 日，舉辦第十三屆中區小屋活動。 

民國 102 年（2013） 

3 月，政大登山隊歐都納計劃—內本鹿 Halipusun 部落探勘。學校改制，取消領隊課抵免體育

學分。連志展擔任歐都納八千米計劃迦舒布魯 II 峰（8,035m）攀登隊經理。10 月，政大登

山隊 Facebook 粉絲專頁成立。11 月 30 日，舉辦第十四屆中區小屋活動。 

民國 103 年（2014） 

年初，523 登山會配合中華山岳前往日本與長

野縣山岳協會進行雪地訓練交流。4 月，第一

次於中區小屋辦理政大山隊中嚮訓練。7 月，

523 組織了中國青海玉珠峰（6,178m）的攀登

活動，組成兩支 23 人及 3 人的隊伍，分別由

南坡及北坡進行攀登，北坡路線攀登至約

5,500m 處撤退轉進南坡，最後一共有 15 人自

南坡登頂成功，是 523 海外攀登登頂人數最多

的一次。10 月，中區小屋第一次協助政大山隊初訓，包了部欣欣客運大巴士上山。11 月 23

日，第十五屆中區小屋活動。 

民國 104 年（2015） 

中區小屋第二屆中嚮訓練並成功兩路會師。7 月，秦立楷成

立 523 攀岩隊。7、8 月間，由劉清鋐擔任領隊，523 登山會

組織了包括一名政大登山隊在校生的 7 人吉爾吉斯列寧峰攀

登隊，最後可惜未能登頂。山隊在校生黃子豪參加中華山岳

海峽兩岸青少年登山交流活動攀登四姑娘大峰，成功登頂。

11 月 7 日，舉辦第十五屆攀岩比賽：政大盃岩場告別攀岩

賽。 

民國 105 年（2016） 

舉辦從政大通宜蘭隊伍，從指南宮走五天到宜蘭抹茶山下礁

溪。4 月，舉辦政大、中央、元智、北醫、陽明五校雪山會

師，政大走馬武霸志佳陽上雪主路線，可惜積雪很深，走到

雪山南峰就撤退了。8 月，政大岩牆拆除。康晉寧參加中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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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岳海峽兩岸青少年登山交流活動攀登湖北神農架（3,106m）。10 月 7 日，於中區小屋舉辦

中嚮營，成功登頂小屋對面的大象山。11 月 19 日，舉辦第十七屆中區小屋活動。秦立楷率

隊前往尼泊爾，成功登頂梅樂峰（6,476m）。 

民國 106 年（2017） 

11 月 19 日，辦理第十八屆中區小屋活動。 

民國 107 年（2018） 

山房（第四代）搬遷至政大麥當勞側門旁

建築物二樓洗衣部旁小房間。政大登山隊

離開體育室的校隊編制，改列為一般性學

生社團。陳立姍舉辦中坑溪初溯社課。吳

冠璋擔任海峽兩岸青少年登山交流攀登青

海崗什卡雪峰（5,254m）活動副領隊，與

同隊政大山隊在校生陳立姍完成登頂。9

月，能高安東軍高嚮訓練，成員滑倒受傷

求助直升機吊掛下山。11 月 18 日，舉辦第十九屆中區小屋活動。 

民國 108 年（2019） 

3 月，政大體育館內新建岩牆啟用。9 月，正式改登記成為社

團。11 月 20 日，舉辦第廿屆中區小屋活動。11 月 21 日至隔年

1 月 1 日，政大登山隊第三代中央山脈大縱走，由邱泊瑜與謝

子心共同完成。 

民國 109 年（2020） 

陽明及政大聯合辦理雪山雪訓。3 月，為籌辦政大登山隊 50 週

年慶祝活動，在中區小屋召開第一次會議，討論紀念專刊的內

容。11 月 15 日，舉辦第廿一屆中區小屋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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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 110 年（2021） 

5 月 23 日，政大登山隊成立 50 周年慶祝系列活動，復刻全校越野健行之政大暨文山區越野

健行活動因 COVID—19 疫情影響喊停；7 月的天池會師亦停辦。8 月下旬賴疫情狀況稍緩，

8 月 27 日至 29 日成功於武陵農場辦理 50 周年慶會師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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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大登山隊 成立五十週年紀念專刊153 政大登山隊 成立五十週年紀念專刊‧ 417

附錄 1 / 山隊隊長列表



‧政大登山隊 成立五十週年紀念專刊416 政大登山隊 成立五十週年紀念專刊‧ 154

附錄 1 / 山隊隊長列表



‧政大登山隊 成立五十週年紀念專刊155 政大登山隊 成立五十週年紀念專刊‧ 419

附錄 2 / 登山隊大事年表



‧政大登山隊 成立五十週年紀念專刊418 政大登山隊 成立五十週年紀念專刊‧ 156

附錄 2 / 登山隊大事年表



‧政大登山隊 成立五十週年紀念專刊157 政大登山隊 成立五十週年紀念專刊‧ 421



‧政大登山隊 成立五十週年紀念專刊420 政大登山隊 成立五十週年紀念專刊‧ 158



‧政大登山隊 成立五十週年紀念專刊159 政大登山隊 成立五十週年紀念專刊‧ 423

——



‧政大登山隊 成立五十週年紀念專刊422 政大登山隊 成立五十週年紀念專刊‧ 16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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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青年登山協會」略史

黃一元

楔子:  
「中國青年登山協會」在「時代考驗青年、青年創造時代」渾屯艱困的十六個年頭中，發揮了階

段性任務。 

(山貓)說 ”台灣內政部營建署於 2013 年 5 月出版「台灣登山史」分成五類，非常可惜其中民國 50
年到 57 年最燦爛輝煌的「中國青年登山協會」這段歷史卻被埋沒，戒嚴時期，人民社團活動處處

遭到限制，「中國青年登山協會」卻能將台灣登山活動帶上高潮”。---賴喜隆(山貓) 2014.11.03 

關於"這段歷史卻被埋沒。"不要擔心歷史永遠不會被遺漏的只要我們要做想做!!，首先感謝韓漪大

哥在局勢混沌的社會裡，無怨無悔帶領大家向前行，現在看起來也應是一段美好的歲月，也要感謝

張歐元兄 2010 年，將他四十年來珍藏的資料毫無保留全部託付給我，讓我有機會一一檢視與登錄，

弟有幸循各位前輩早年披星載月奮戰腳步與精神。自 1980 年起我們在喜瑪拉雅、阿爾卑斯、安地

斯、阿拉斯加、喀喇崑崙及帕米爾都有奮戰的光榮紀錄! 

一、「中國青年登山協會」源起與組織 

這個會的發起，是出自「中國青年戰鬥反

共救國團」辦民國 42 年(1953)「暑期玉山

登峰隊」及「中央山脈探險隊，主要成員

希望繼續聯繫和發展，在該年 8 月 20日蔣
經國主任主持會上，就提出和通過了組成

永久性的青年活動社團提案，成立「中國

青年登山協會」以領導今後青年活動， 以
下以「中青」稱之。

圖：會刊第四期民國 43 年 3 月 25日(1954)
出刊、會址：台北市昆明街 49號「中青」

早期為手刻鋼版，每月出刊，以「登山通

訊」為名，【登山】二字于右任院長題字。

發起人名單為傅觀成教授、洪恕博、田沛霖（師大附中學生，後為台大地質系教授）、張仲陶(台
大電機系教授)、韓漪記者（後來創辦野外雜誌）、劉芳剛導演、陳進財(大同)、周初芬、幸世美

(一女中)、魯齊英(女師專)、張磊(師院)、馬世俊(北商)、顏昭子、呂淇鐘、姜道章(北師院)、鮑幼
玉、呂德璿（附中學生，後為物理學博士）、曹削平計 18 人 
早期會員均為學生身分，彼此間均以同志互稱之，會員入會費二元常年會費二元。

李希聖「臺灣登山史」1說「在一個人治的社會中，幾乎每一個民間團體，領銜的一定是「有頭有

1 李希聖「臺灣登山史」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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臉」的人，「中青」則更是「冠冕堂皇」。他自首屆起的「名譽會長」就那時的蔣經國主任，直到

民國五十一年(1962)方推由陸軍總司令劉安琪將軍擔任。它的輔導委員一大批都是黨政企業要

人，自然辦活動也有許多方便。」2 所謂輔導委員有十六個單位包括國民黨中央黨部、國防部、

救國團、陸軍總司令部、聯勤總司令部、保安司令部、教育部、教育廳、警務處、交通處、林產

管理局、氣象所、中華體育協進會、台灣省工礦公司、台灣省體育會、顧問包括周至柔、張道

籓、葉公超、何應欽、孫立人、馬紀壯、李煥計 53位顧問。 
民國 42 年 10 月 30日在台大醫學院大禮堂舉行，第一次會員大會除通過會章外，就是「首屆理監

事」選舉結果理事二十一人曹削平、張磊、顏昭子、魯齊英、田沛霖、呂淇鐘、高慧美、吳大

英、竇中慕、韋齊生、陳維國、陳元璋、陳碧芳、張仲陶、陳婉華、幸世美、高祖成、韓漪、

范大渝、章哲民、林素芬；監事七人鮑幼玉、黃玉、呂德璿、周初芬、方滬生、張承緒、王麗

媛。

圖:「中青」會員證，證號前兩碼表民國年，53 為 1964 年 (照片為筆者 17歲 高中一年級) 

組織與會務推動採總幹事制： 

民國 42 年 11 月 (1953)第一屆總幹事石錦，第二屆

張仲陶、第三屆蔡桔來、第四屆曹削平、第五屆梁

維孝、第六屆石錦、第七屆蔡桔來、第八屆韓漪。 

第一屆組織名單總幹事石錦；一組長張磊；二組組

長張仲陶；三組組長呂淇鐘；四組組長：石錦(兼) 

民國 43 年 9 月 5日 (1954)擴大編組石錦總幹事、

張仲陶副總幹事；一組長張磊、副組長廖銘塗、馬世俊；二組長姜道章、副組長高祖成、田沛

霖；三組長呂淇鐘、副組長韓漪、章哲民；四組長石錦、副組長顏昭子、潘岳。一組幹事陳弘

毅、楊興忠；二組幹事陳德華、孟依於、巴山、張銘輝、林立慧、張亦忠、黃順德、黃德雄、簡

寬茂；三組幹事劉鳴琴、黃玉、王清雪、容妙玉、李麗芳、周麗英；四組幹事蔡美月 

民國 43 年 11 月 28日 (1954) 舉行「第二屆會員大會」於台大醫學院大禮堂，主席團：田沛霖、

魯齊英、韓漪、田元、陳博中。理監事選舉結果理事二十一人韓漪、石錦、田沛霖、呂德璿、吳

大英沈寶敏、馬世俊、曹削平、江秋華、陳弘毅、陳博中、邢福鉅、孫大坤、潘岳、張敬雄、李

麗芳、楊雪倫、魯齊英、林立慧、林式均、范大渝；監事七人陳維國、顏昭子、鮑幼玉、辛世

美、廖坤塗、劉惠美、黃玉。

民國 44 年 01 月 05日 (1956)舉行「第二屆第一次理監事聯席會議」選出常務理事五人田沛霖、

韓漪、呂德璿、潘岳、曹削平，常務監事龅幼玉，總幹事田錦。

民國 52 年 03 月 10日 (1953) 第十屆第二次理監事聯席會增聘楊義信一組副組長、楊朝陽二組副

組長、鄭昭夫 及吳重棋三組副組長。

二、「中國青年登山協會」大事紀  製表: 黃一元 

2 李希聖「臺灣登山史」2005 及「登山」第九期會刊 43.9.5 (19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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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 大事紀 國內登山活動 政治經濟與社會環境 國際事件

36-40 

(1947-1951) 

36.05「台灣省山岳會」成立3 
首任會長周百鍊

40 游彌堅 (臺灣省教育會理事

長)擔任「中央山脈玉山登山

團」團長

40.10 「台北市新聞記者公

會」舉辦「北投石尖連峰」

38.12 公佈「台灣省平地人民進

入山地管制辦法」

40「美援」至 54 年止歷時 15
年

40..06.27 美國總統杜魯門宣布

「第七艦隊協防臺灣」

36.02.28「二二八事件」 
38.5.20 頒布「戒嚴令」 
39 中共發動「三反五

反」「階級鬥爭」運動

39.06.25  
「韓戰」爆發

39.6 (1950) 法國首

登世界第十高峰

「安娜普納峰」 

40. 中共發動「鎮

反」運動 38.10 國

府遷台

41 (1952) 41.10.31 「中國青年反共救

國團」成立 

41.10 美籍孟錄博士攀登玉山

途中遇難

41.07.20「台北市登山會」成

立首任會長陳全永 

41.04「台灣山岳」創刊號

41.07 設立「台灣省防癆

協會」

41.12.29「鹿窟事件」

台灣最大一起「白色恐

怖」政治案件

41.04.28 美國等

48 國與日本簽署 

「舊金山和約」

41.02.06 伊莉莎白

二世繼位英皇

42 (1953) 42.10.31「中國青年登山協

會」成立，首任總幹事石錦 

42.12.1「登山」創刊號 
42.12.13 首辦「每月登山」

「攀越牛埔連峰」圓滿成功

42.12.1 會刊「登山」創刊號 

42.07「救國團」首辦「玉山登

峰大隊」與「中央山脈探險大

隊」 

42.12.19 收到內政部「內社字

40802 號文」成立證書一紙及圖

記一顆 

42.01 「西螺大橋」 
通車

42「台北市早覺會」成

立 

42.03.05 史達林逝世 

42.5.29(1953)

「聖母峰」人類首

登

42.7.27「韓戰」結

束

43 (1954) 43 年度工作計畫：「增強組

織」成立地聯絡小組，「加強

訓練」貫徹「每月登山」，設

立編輯委員會，利用寒暑假舉

辦「登山訓練」「聯誼晚會」

「學術演講」及「越野登山競

賽」

43.3.15 蔣經國主任慨允擔任本

會「名譽理事長」 

43.01.01 會刊「登山」新年號

43.11.28 會刊「登山」第十期

43.3.29 協辦「第 11 屆青年�節」

慶祝活動，辦越野賽、射擊比

賽及搭艦海上活動

43.01.03 第二次「每月登山」觀

音山延續地點為「白石湖山」；

七星山；面天山；五指山；德

高領；鳶山；塗潭山

43.07.10-11「 烏來卡保
縱走逐鹿探勘」人員石

錦、張仲陶、韓漪、馬

世俊、陳恩化、陳進

財、王冠川、潘岳、馬

其昌、徐洲、呂洪鐘及

嚮導高金源、高金得

43.11.28「第二屆會員大

會」

43.07 (1954) 義大

利首登世界第二高

峰「K2 」 
43.9.3 中共炮擊

金門  

43.12 簽署「中美

共同防禦條約」 

44 44.03.25「登山」第十三期 

44.02.26 制定各組任務「第二

屆第一次常務理事會議」一組

擴大吸收會員二組「每月登

山」增加為兩次三組舉辦「探

測性登山」每月兩次四組確立

會計及總務制度 

44.02.20第十一次「每月登山」

十三份山；紗帽山；天上山；

磺嘴山 

44.3.26主辦「第 12屆青年�節」

擴大舉辦「卡保山探險大隊」

三天兩夜三中隊梯次共 90名總

領隊韓漪，何學元、卜慶鏞、

張敬雄分任中隊長

44.12.30-1.7 李明輝蔡

景璋林文安「首次登

臨」關山、海諾南山、

小關山、雲水山、馬希

巴秀山、卑南主北山 

44.08.18-26 辦理「玉

山登峰隊」領隊張仲

陶、韓漪 65 名隊員

44.05.15(1955) 法

國首登世界第五高

峰「馬喀魯」 

44.08.25 中共發動

「肅反運動」 

45 (1956) 45.8.1-10 「雪山探險隊」劉

克敏等人「首次登臨」志佳陽

大山 

45.10.31 舉行「第二屆第一次

理監事聯席會議」 

45.10.31 北投中正嶺舉辦「恭

祝蔣總統七秩華誕」祝壽登山  

45.8.17-21 李明輝、李榮顯、

林文安、王登火「首次登臨」

白姑大山 

45.11.9-12 李明輝、蔡景璋、

林文安、黃新丁「首次登臨」

郡大山、望鄉山

45 舉辦第一次「大專院

校聯合招生」

45 年 
「東西橫貫公路」開工

45裕隆造第一台汽車 

45 (1956)日本首

登世界第八高峰

「馬那斯鹿峰」 

45.07.26 埃及收回

「蘇伊士運河」主

權 

46 (1957) 舉行「第二屆會員大會」，劉

安祺將軍擔任會長 

梁維孝任總幹事 

46.6.30「大霸尖山登峰隊」

隊長韓漪、呂德璿、楊朝陽、

柯和信、郭舜五「首次登臨」

伊澤山 

46.8.3-10 李明輝、李榮顯、林

文安、蔡景璋「首次登臨」中

央尖山、審馬陣山、南湖主北

南東峰 

46.06.08 
中共發動「反右運動」 

46.08.31 馬來西亞半島

正式宣布獨立

46 (1957)奧地利

首登世界第十二高

峰「布洛特峰」 

46蘇聯成功發射

「人造衛星」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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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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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47.12.04 日人首次來台登玉

山，參加人員石井一清、林水

勝、林章洲、林文安 

47「台灣省山岳會」.承辦第 13
屆「省運聖火傳遞」迄今

47.8.23「八二三炮戰」 

47 中共推行「三面紅

旗」導致經濟混亂，引

發「大饑荒」造成非自

然死亡約四千萬人

47 美國首登世界

第十一高峰「迦歇

布魯姆 I 峰」

48 48.10.12 佳陽縱走大劍山油

波蘭山、布夫奇寒山「首次登

臨」林文安、陳振輝、廖健

郎、謝永和、何張明儀 

48.11.14-21 大水窟山、秀姑

巒「首次登臨」李明輝、陳永

年、李榮顯、邢天正 

48.03.28-.大小壩尖山三千公

尺高山 14座全「首次登臨」邢

天正、陳茂修、蔡景章等人 

48.03.10 「西藏抗暴」

達賴流亡

48.8.7 「八七水災」中

南部嚴重水患

48.01.08 戴高樂就
任法國總統

49 (1960) 49.3.18--.28 
「無明山登峰隊」由南山上中

央尖李明輝隊長、邢天正、巫

澄安等人中央尖山下小瓦黑爾

溪縱走鈴鳴山「首次登臨」無

明山 

49 「第八屆會員大會」總幹

事韓漪，劉增善任副總幹事 

49.04.13 中韓「玉秀登峰隊」

韓人首次來台登山，隊員金楨

燮、甘寬、楊鴻游、呂明太、

張食祿、金德星、金起煥(墜崖

傷重)搶救成功嚮導林文安、余

初雄、陳建地、林嘉祥 

49.09.26「雷震事件」關閉「自

由中國」雜誌

49.3.11 實施「動員戡亂時期臨

時條款」

48.08.07 「八七水災」

中南部嚴重水患。

49.08.01 「雪莉颱風」 
49.06.18「美國總統」艾

森豪訪華

49.09.07 「羅馬奧運」

楊傳廣「十項運動」銀

牌 

49.3.11 實施「動

員戡亂時期臨時條

款」

49.7.10「蘇聯」終

止技術援助「中

共」 

49 美國首登 K1瑪
夏布洛姆峰

50 50.08.04-12 辦理暑期育樂活

動「玉山登峰隊」領隊柯和

信、林自成 65 名隊員

50.01.03 林文安、賴長壽「首

次登臨」能高主南峰、光頭山

(自萬大溪) 

50.01.04 林文安、廖健郎、謝

永和、何張明儀、蔡景璋、賴

長壽、呂水定、簡進添「首次

登臨」兩座白石山、安東郡山

50.01.20 甘迺迪上任美

國總統

50.05.16  朴正熙發動軍

事政變，展開十八年獨

裁統治

50.12.01 台灣第一座核子

反應爐建成

50.04.12蘇聯太

空人「加加林」首

次進入外太空 

50.08.13「柏林圍

牆」開建

51(1962) 「中國青年登山協會」會刊

【山】出刊 

51.7.10-22 「橫貫八通關古

道」探查，東埔進卓鹿出，韓

漪、張戈、廖銘塗、陳振輝

「首次登臨」南大水窟山 

51.2.5-9 林文安、蔡景璋、謝

永河「首次登臨」碧祿山 

51.02.06-10 辦理冬令「玉山

登峰隊」領隊余初雄、邱進源

13 名隊員 

51.10.10 台視開播 
51.07.15-20 辦理暑期

「玉山登峰隊」領隊周

春江、范發斌、陳清雲

10 名隊員

51.05  
「香港難民潮」

51.「古巴飛彈危
機」

51.02.20 美國太空

人格倫首次完成外

太空飛行，

52 (1963) 52.03.07 韓漪總幹事召開聯誼

會討論寒假滑雪訓練隊

52.03.10 「第十屆第二次理監

事聯席會」監事石錦主持討論

慶祝青年節及日本大學來訪

52.04.27 嚮導委員會排定五六

月星期登山假日遊覽及溯溪活

動表

52.03.25—04.03日本大學山岳

部（Nihon University Alpine 
Club）瀨能重衛教授帶領 10 名

學生訪華登山

52.05.04 「中國青年登山協會

省立中興大學分會」成立

52.10.25-31 林文安、蔡景璋、

林天祥等人登頂卓社大山、牧

山縱走干卓萬山 

52.05.01 
「梁祝電影」旋風

52.09.12「葛樂禮颱風」

侵襲，北部嚴重水患

52.11.24邢天正、伍明山

「首次登臨」無雙山

52.01.01邢天正、林文

安、蔡景璋、林天祥謝

永和、鄭健次「首次登

臨」關門山、大石公山

52.11.22 
「美國總統」甘迺

迪遇刺身亡

53.08.28 馬丁·路
德「人權鬥士」發

表「我有一個夢」

演講。52.11.02東
海大學「路思義教

堂」落成

53 (1964) 53.7.5--.20「中央山脈探險

隊(南隊)」隊長陳振輝、王仁

隆、劉源標、張學賢，南起秀

姑巒北迄關門山，橫斷縱走路

線，越 17座三千公尺高山 

53.7.7-17「中央山脈探險隊

(北隊)」隊長葉錦文、鄭武

揚、劉宏宗，范勇吉，北起南

湖大山，南至碧綠山。 

53.04.12 
「台北市健行會」成立，首任

會長張燦堂

53.4 葉錦鑑、廖家達、呂禮宏

等人八通關馬博拉斯山大水庫

山縱走 

53.05.25-06.14達芬山、南雙

山頭、三叉山、關山北峰以上

四峰均為「首次登臨」邢天

53 6.20  
「CAT亞航」台中失事 
53.06.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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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7谷關「登山特技

隊」「中青」幹部培訓

53.05.02 中國大陸

首登八千米「希夏

邦瑪峰」

53.10.10 第十八屆

奧運會日本東京開

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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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全朝琴 搖籃，蔣總統親臨校閱

54 (1965) 54.11.13賴喜隆率隊量測「于

右任銅像」地基 

54.01.16-21葉錦文、劉源標

陪同韓國登山耆老补鐵岩玉山

隊共八名隊員過排雲，下八通

關東埔出 

54.9.23-10.05 雲峰、轆轆山

兩峰「首次登臨」、邢天正、

丁同三、林錫鯨、胡發章、邱

阿忠 

54.3.28 傅維郎、紀淑惠玉山

頂舉行婚禮 

54 警務處發布「戒嚴期間臺灣

省區山地管制辦法」，76 年廢

止。

54.06.27-07.04 火石山、大南

山、弓水山、頭鷹山以上均為

「首次登臨」邢天正、丁同

三、黃金旺、彭雄芳

54.03設立「高雄出口加

工區」為台灣石化與重

工業奠定基礎

54.11.11-17 小南山、南

玉山兩峰「首次登臨」

邢天正、全日南

54 「美援」停止 

54.08.09 新加坡獨

立

54.01.03劉少奇再
度當選「中國國家

主席」 

55 (1966) 55.5.5「中青」出版重要文獻

「臺灣省高山簡記」
55.5 王雲卿發表「臺灣山岳

一覽表」 

55.07「于右任銅像」落成為

玉山頂新地標直至 85 年移除 

55.03.03 「桃園縣山岳會」成

立首任會長楊金成，總幹事張

鐵牛

55.07.03 「台南市登山會」成

立，首任會長陳文德

55「窗外」瓊瑤的故事

55.07 林務局「排雲山」

莊擴建工程完成

55.05.28 北橫公路正式

通車

55.5.16 中共發動

「無產階級文化大

革命」社會延宕

10 年 
55.11.12明定國父

誕辰日為「中華文

化復興節」

56 (1967)  56.08.11 西合歡山，蔡景璋、

林文安、丁同三、邢天正祝賀

邢天正完成臺灣高山攀登計畫 

56.7 「谷關登山特技隊」學員

簡正德民國 63 年 6月 25 日登

頂北美最高峰麥肯尼峰 

56.03.12蘇哈托政變，出

任印尼總統

56.11.19 

56. （六日戰爭）

第三次「中東戰

爭」 

57 (1968) 57「翠池探險隊」丁同三帶領

張文溪等 7 名環山上下翠池，

越大雪山，出鞍馬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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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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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07 會刊至第 37 期停刊

57.08.25 「紅葉少棒」

開啟少棒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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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4.4 「民權鬥

士美國金恩博士」

遇刺 57.01.05

「布拉格之春」

「蘇聯」入侵「捷

克」 

58 (1969) 58.06.01「中華全國體育協進

會登山會」成立，徐鄂雲主

任、黃浴沂、劉長泗兩位副主

任，黃浴沂兼任總幹事

58.02「野外」雜誌創刊 
58.10.31 「中視」開播

58.10.04 「中華全國山岳委員

會」成立，總幹事蔡禮樂

58.07.20 美國太空人阿

姆斯特成為第一個踏上

月球的人類 

58.08.15 四十萬人「胡

士托搖滾音樂節」開幕

58.01.20 尼克森

任美國總統。 

58.03.15「珍寶島

事件」蘇聯與中共

武裝衝突

三、谷關「登山特技隊」與「中國青年登山協會」

左圖：53 年班 (1964) 谷關「登

山特技隊」，蔣總統(中立者)親

臨校閱與隊職官及學員在谷關

特戰營區合影，教官董仲礎（處

長）、葛建中（副處長）、李法能、

歐陽琳、賀國材、房世恩，熊友

三、王凌吼、陸瑞玉、陳國俊、

藍森彬、

協會推薦(40名)：盧夏江、張學

賢（黑皮）、王仁隆（鬥牛）、陳

振輝（大象）、賴喜隆（山貓）、

吳榮棋（番王）、盧俊傑（小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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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武揚、劉宏宗

學校推薦(40名)：林芝、蕭澄君(稻江家政)、洪君訓、劉武豐、葉東菊(師大地理) 、劉潤渝、黎維

肇、葉秀卿、曾久芳、鄭武雄共 79名 

55 年班（1966）谷關「登山特技隊」： 
隊值官：董仲礎（處長）、葛建中（副處長）、李法能、歐陽琳、賀國材、房世恩、王凌吼、陸瑞玉、

陳國俊、藍森彬

學員：錢圓昆、何桂香、陳秀貞、陳銘崇、蔡宗銘、謝啟大、劉揚華、袁鳳生、曾世欽、劉弘毅、

郭仙緣、李杏金、葉美玲、賴悅琴、賴仁仁、陳淑娟、高清芬、張建才、林秀珠、孫顯明、陳禮祥、

陳再春、楊文政、陳兆福、蔡清彥、陳盛泉、洪義德、陳榮裕、陳文光、張正祥、葉憲宗、劉克明、

陳永儀、林武勳、李芳斌、王重生、劉守隆、呂宗隆、林豪信、柯志睿、張文溪、陳桂仁、黃一元、

呂良慈、黃平豐、謝美、吳超、江英村共 48名。 

56 年班（1967）谷關「登山特技隊」： 
隊值教官：董仲礎（處長）、葛建中（副處長）、李法能、歐陽琳、賀國材、熊友三、房世恩、王凌

吼、陸瑞玉、陳國俊、藍森彬。

學員：簡正德（1975 年 6 月北美最高峰麥肯尼峰登頂）臺灣海外攀登的紀錄由他開始寫起。 

57 年班（1968）谷關「登山特技隊」： 
學員林宏洋、鄭明宏兩位在當時山界非常活耀，鄭明宏曾擔任「台灣省山岳會」技術組長。 

60 年班（1971）谷關「登山特技隊」： 
學員賴東魄曾擔任第一屆政大登山隊隊長、陳遠建（戶外生活圖書創辦人）。 

谷關「登山特技隊」是「中國青年登山協會」的幹部培訓搖籃 ，該活動屬「救國團」暑期活動之一自
46年至 60年共辦 15個梯次，學員由各學校遴選，另一部分由「中青」指派幹部參加，培養人才，可
以看出「中青」當時與救國團及軍方的關係良好。 

圖: 「中青」會刊【登山】第十七期，民國 45 年 10 月 31日(1956)出刊， 
會址：台北市中山北路一段 46號。

「中青」在「時代考驗青年、青年創造時代」渾

屯艱困的十六年頭中，發揮了階段性任務，包括

組織青年、社團運作、團康活動、戰鬥訓練（野

營、登峰、探險）、健行活動及心理諮商。包括「總

統蔣公誕辰萬人登山祝壽活動」、「紀念國父誕辰

萬人登山大會」、「慶祝楊森將軍誕辰祝壽登山大

會」、「慶祝青年節萬人登山活動」等類型紀念登

山活動」。

第九期後因故暫停，至民國五十一年元旦更名為

(山)重新出刊，一直到五十七年七月的三十七期

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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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另一層動機乃肇始民國 102 年（2013）營建署「台灣登山史」版或民國 94 年（2005）李希聖
的「台灣登山史」版，兩者在社會變遷角度並無太多著墨。

擬由政治、經濟與社會三個面向，列出台灣社會變遷與登山活動的相互關係。再者受限於資源有

限，在時間向量上以「中青」前後一十六年為縱軸（民國 42 年至 57 年 1953-1968），橫軸以國內

登山指標性大事為基礎，輔以當時的社會環境及政治經濟因素，來呈現不同時間、地域或行為，

如何以各自的立場回應現實、再現歷史，期藉此觀察登山活動如何與歷史對話，甚或探討登山活

動與社會變遷的關聯性。

圖:「國立成功大學中國青年登山協會成大分會」校

方核定的學生活動使用章。

「中青」 除定期通訊刊物外，重要留存出版品為 55

年 5月 5日巨人出版社印製的「臺灣省高山簡記」， 

以下稱「高山簡記」，前言裡總幹事韓漪說「在整個

登山運動史上，這本書只是一個旅驛，但並不是終

站。它的目的是：記下登山者戰鬥的史蹟；為愛山

者，指出一條奮鬥的途徑。」4 

四、「中國青年登山協會」重要出版刊物

「高山簡記」以人物誌及活動紀錄帶出那個年頭的史料包括邢天正

先生主要攀登紀錄，邢天正說「聞擬著臺灣高山遊記以共登山同好

之參考及愛好山水人士之臥遊」，茲轉錄第三段「三、大霸尖山、

雪山縱走」時間民國 48 年 3 月 28日至 4 月 3日參加人員李明輝、

李榮顯、陳茂修、蔡景璋、何張明儀、陳永年、廖守彥、高碧霞、

蔡峯子。再者林文安先生簡歷寫到「對荒山探查尤富毅力曾多次創

立臺灣光復後業餘登山界之首開紀錄個人三千公尺高山攀登紀錄

表」。後學者尚有張學賢、陳建地、韓漪、陳振輝、葉錦文、范勇

吉、林錫鯨等資料性文章。 

五、「中國青年登山協會」重要探勘活動

53 年 7 月 5日至 20日(1964) 中央山脈探險隊(南隊)，南起秀姑巒北迄關門山，橫斷縱走路線，

越 17座三千公尺高山。隊長陳振輝、王仁隆、劉源標、張學賢。 

4 「臺灣省高山簡記」55 年(19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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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年 7 月日至 17日(1964) 中央山脈探險隊(北隊)，北起南湖大山，南至碧綠山。隊長葉錦文、

鄭武揚、劉宏宗，范勇吉。上述南北兩支探險隊完成後在「高山簡記」說 「說我們不敢稱之為壯

舉……..除邢天正的尖山、三叉山、關山、卑南大山縱走，以及林文安韓漪及林總幹事先後完成

的大霸尖山.….雪山大縱走，可以比擬之外，一般路線均難望其項背。我們毫不誇張地說這一連串

活動，可說是我國登山運動的極致，如果可能的話，今後我們希望能向海外發展-向世界屋脊-喜
瑪拉雅進軍。」5 可以看出當時他們的豪氣干雲，我這小輩受他們的薰陶追尋前輩的腳步，1980
年後在喜瑪拉雅，喀拉崑崙或帕米爾的海外發展，都有我們的腳印。

六、國際交流： 

「中國青年登山協會」與「日本大學山岳部」登山交流 

「日本大學山岳部（Nihon University Alpine Club）6 」訪華登山，民國 52 年 3 月 20日至 4 月 25
日（1963）共 37天由「中國青年登山協會」負責接待與行程安排，「中青」成立接待小組，常務理

事張歐元、陳進財、陶斯詠（台大學生）、監事周春江、劉增善副總幹事、聯絡組林自成。

確定行程「雪山大霸隊」與「南湖中央尖隊」同時進行，活動後全返回台北會師，參加「玉山登峰

隊」日方學員各五名分兩 支隊伍。

圖：領隊瀨能重衛教授（前

排右二）、韓漪（前排右一）、

邢天正（後排右二）、范發斌

（後排右一）與學生隊員共

11 人，包括神崎忠男7（左二）、

齋藤磨積（左四）、青木潤（左

一）、林博（左三）、川口羊之

介（後左一），広田亮、小栗

孝康、関孝治、長島宏、山平

靖，行前合影）

「雪山大霸粽走隊」日方隊員広田亮、小栗孝康、関孝治、長島宏、山平靖五人，陪同人員總幹

事韓漪與嚮導委員林伯仁、傅維郎、馬春木（連山胞共 14 人），由新竹尖石入山，攀登大霸尖山

縱走雪山。

「南湖中央尖隊」日方隊員神崎忠男8、齋藤磨積、青木潤、林博、川口羊之介五人，陪同人

員邢天正及登山技術委員會范發斌； 3 月 25日由南山村上，攀登三千公尺審馬陣山、南湖北峰、

東峰、主峰、巴巴山、中央尖主峰、東峰 4 月 3日返台北。邢天正為文說「隊員訓練有素，神崎忠

5 「臺灣省高山簡記」55 年(1966) p.75 
6  http://www.nualpine.com/ 
7 日本山岳協會 (Japanese Mountaineering Association) 理事長 
8 日本山岳協會 (Japanese Mountaineering Association) 理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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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在南湖東峰拍攝不少紀錄影片」，邢天正與神崎忠男一起行動登中央尖山主峰與東峰。

「玉山登峰隊」乃「雪山大霸隊」及「南湖中央尖隊」兩隊行程結束後在台北會師，領隊瀨能重

衛教授率所有日本大學山岳部學生 10 人 4 月 3日出發轉往玉山，陪同人員為常務理事陳進財、嚮

委陳炳賢，由阿里山上，過排雲上主峰，原路返下和社水里日月潭至 4 月 11日返台北。 
「南湖中央尖隊」隊，陪同人員邢天正在會刊「山」52 年 4 月 30日第七期為文，韓漪也在會

刊談「從日大登山隊訪華兼談我國登山運動之發展」說日大隊員訓練有素，謙誠有禮優秀之時代青

年，服從性高，極為尊重本會之領隊，學習情緒很高，在活動途中不時利用特殊地形做技術之鍛鍊，

充分做到互助合作甘苦與共安危同當。

感想是深覺我國登山界之間亟需加強聯繫，捐棄成見屏除門戶觀念，共同發展我國登山運動。

圖：雪霸縱走隊日方隊員広田亮、小栗孝

康、関孝治、長島宏、山平靖五人與陪同

人員、(前排左起)嚮導委員林伯仁、傅維

郎、總幹事韓漪、馬春木「台北市健行會」

創會元老。大霸尖山頂留影（連山胞共 14
人）。

「中國青年登山協會」與「韓國特殊體育

會」登山交流

民國 54 年(1965) 01 月 16日至 21日，

「韓國特殊體育會」台灣玉山遠征隊領

隊朴鐵岩教授，「中青」由葉錦文、劉

源標負責接待與行程安排，韓國登山耆老补鐵岩領軍共八名，應為李九容(李求鎔)、元正熙、金

熙燦、李鍾麟、田横奎、韓均達、孫容一、金禎燮，過排雲，上南峰、主峰、北峰下八通關東埔

出，韓國隊背負甚重，北峰斷厓崩岩極為恐怖，所幸有驚無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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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4 年(1965) 01 月 11日總

幹事韓漪(左四)及總幹事劉

增善(前排右一)松山機場接

機「韓國特殊體育會」玉山

登峰隊領隊朴鐵岩(左五)隊

員是各校遴派一名(隊員含金

禎燮及東國大學李九容) 

七、結語：

歷史是指已發生過的行為和

事件，被記載的歷史，旨在

為過去留下記錄，然而非只

有史學家才能記錄歷史，登

山活動的運作與進行會受到時間、地區與史觀等因素影響，也會依當時的心境再現，反映外在變

化而這也是一種歷史的記載或對歷史的回應。

 “登山不是經國大事，也無關民生禍福，但卻是人與大自然相親或相搏的真實活動，所以登山的

歷史，在嚴肅、真切中有無畏的挑戰，成功的歡欣，以至深沉的悲痛和值得傳承的經驗”9 。 

關於中國青年登山協會略史，本人以另一角度與方向來呈述前後一十六年，除協會大事記外加國

內登山指標性大事，以年度為基礎同時考量當時的社會環境及政治經濟因素，事件都有其因果關

係，我認為具有一定程度的影響力與擴張力。

圖：民國 53 年 3 月 (1964)日本大學山岳部 (Nihon University Alpine Club) 領隊瀨能重衛教授，贈

日本「明文堂」「世界山岳全集」共 13冊，圖為瀨能重衛教授捐贈手稿。 

9 李希聖「臺灣登山史」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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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談到台灣登山史有意義而重要的資

料，毋庸質疑要援用李希聖先生「台灣

登山史」，書頭上的道明這份文稿是

「一個奮鬥上進的過程」，個人由衷地

佩服與感激他的奉獻。

引用「臺灣省高山簡記」前言裡總幹事

韓漪所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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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總的來說，青年山協一十六年生存與發展的時間，並不算長，它的「國家級」地位，與活動的方

式，也難免令人或其他老社團「另眼看待」，但它取得的成就，尤其對台灣登山界的影響，卻無法

不承認；除出版總結當時高山活動的《高山簡記》以外；就是後來如《野外》雜誌、「民生報」的

發行，以及「喜馬拉雅俱樂部」的成立與海外登山活動的推行，也都自此發動或有其深厚淵源。

11 
至於民國 102 年 6 月(2013)營建署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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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登山史」差了一大截」。近日與李老山友三天兩頭見面，漫談資本主義必敗

論，他對營建署版的「台灣登山史」看法是頭重腳輕，對書名也有嘀咕著為何要用相同名稱，我

倒認為營建署版資料一缸不知所云 ，再者明朝已有「元史」及「元朝秘史」，清末民初新撰的

「新元史」，民國九年「新元史」刊為正史，為二十五史最晚列入，意思是後人作史要避開前人的

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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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行的腳步。

10 「臺灣省高山簡記」55 年(1966) 
11  李希聖「臺灣登山史」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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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者師大教授林玫君的「台灣登山一百年」說「直到今日，登山活動已經成為擁有相當穩定人口

的戶外運動，一個多世紀以來，登山者憑著堅實的步履，在蜿蜒曲折的山徑中，踏出豐富多彩的

百年登山史。」

一個人民團體的盛衰與實際領導人的作為關係甚大，第五屆至第七屆(46 年-48 年)總幹事梁維孝為

救國團專員....平時多以團務為重，幹事部失掉重心會務頓陷低潮，至四十九年五月後會務完成

癱瘓。會刊「登山」45 年 10 月 31日第十七期後因故暫停，至民國五十一年元旦更名為「山」重

新出刊，一直到 57 年 7 月的第三十七期為止。 
經第「八屆會員大會」委任韓漪出任總幹事，積極推動才有五十三年「中央山脈南北探險

隊」的創舉及五十二年接待「日本大學登山隊」的國際交流。

「中青」雖然是登記有案的人民團體，若組織內無有識人士倡導永續經營慨念，且與救國團關係

太緊密而扯不清，則終是明日黃花，未若同期創會的台北市登山會、早覺會、台北市健行會，

目前還在運作辦活動出刊物。「中青」的結構體是總幹事制，總幹事對會員大會負責，會

長一職看似有此頭銜，但細究只是要便宜行事，如「救國團」主任蔣經國，防衛司令劉安祺

將軍，陸軍總司令陳大慶將軍，均擔任各屆會長，雖是過往煙雲，但它的成就尤其對臺灣山界的

影響卻無法不承認 p.92 
李希聖說【總的來說，「中國青年登山協會」十六年生存與發展時間並不算長，它的國家級身份

與活動方式，難免令人或其他老社團(另眼相看)…………………….但它取得的成就，尤其對臺灣

登山界的影響卻無法不承認。】12。 

備註：說明「大事紀」製表裡「首次登臨」是「光復後登山團體首次登臨」簡稱，「中青」民國 55
年出版「臺灣省高山簡記」，邢天正紀錄用的文字「光復後登山團體首次登臨」，為節省篇幅「大事

紀」用「首次登臨」，而林文安紀錄用的文字「光復後首次登頂」。兩者著重在「光復後」邢天正提

出「登山團體」是尊重量測人員；原住民或其他任務或活動者早已登臨，本表採用邢天正的看法。

1

12 李希聖「臺灣登山史」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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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10.23全國大專登山研討會參加名冊

項次 姓名 會場身份 單位

1 黃一元 大會主席 中華健行登山會

2 宋佾俽 大會副主席 中華民國五二三登山會

3 何中達 議程委員會召集人 國立中央大學／中華民國五二三登山會

4 王伯宇 主持人／評論人
國立臺灣體育運動大學／中華民國五二

三登山會

5 王俊杰 發表人 國立體育大學

6 王迦嵐 與談人／評論人 健行筆記創辦人

7 王偉琴 發表人 世新大學

8 吳亭燁 發表人 野樵國際旅行社

9 吳冠璋 主持人／發表人／評論人 國立體育大學／中華民國五二三登山會

10 吳崇旗 發表人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11 周淑圓 發表人 桃園市立楊明國民中學

12 林文和 評論人 墾丁國家公園管理處

13 孫慶文 評論人 中國文化大學／中華民國五二三登山會

14 徐彥暉 評論人 台灣野外地區緊急救護協會

15 翁儷芯 與談人 林務局

16 曹牧恩 發表人 國立體育大學

17 陳康芬 發表人 中原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18 陳遠建 專題演講者 戶外生活圖書／中華民國五二三登山會

19 馮建三 主持人 政大新聞系／中華民國五二三登山會

20 黃三峰 主持人／評論人 國立體育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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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黃鈺翔 與談人 國立台灣大學

22 楊志明 發表人／與談人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23 楊礎豪 發表人 國立體育大學校友

24 蔡及文 與談人 登山補給站

25 鄭安睎 發表人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中華民國五二三登

山會

26 蕭如軒 發表人／評論人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27 林文坤 社會人士 中華民國健行登山會

28 張文溪 社會人士 中華民國健行登山會

29 謝文體 社會人士 中華民國健行登山會

30 林亮光 社會人士 中華民國健行登山會

31 江陽聖 社會人士 中華民國五二三登山會

32 李柏毅 社會人士 中華民國五二三登山會

33 黃琴惠 社會人士 文化大學

34 古瓊淵 社會人士 台北市私立復興實驗高及中學

35 黃俊唐 社會人士 台北市私立復興實驗高級中學

36 嚴志青 社會人士 台北市私立復興實驗高級中學

37 劉范焜 社會人士 玉山圓柏工作室

38 高紹陞 社會人士 成大登山薪傳協會

39 劉冠麟 社會人士 金河馬有限公司

40 王元泰 社會人士 參加者

41 林友民 社會人士 參加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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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游智超 社會人士 參加者

43 葉錦聘 社會人士 參加者

44 詹育錡 社會人士 參加者

45 林文福 社會人士 新北市山岳協會

46 金運程 學生 國立中央大學

47 張光承 學生 國立中央大學

48 黃元泓 學生 國立中央大學

49 陳彥丰 學生 國立成功大學

50 覃意雯 學生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51 古育婷 學生 國立體育大學

52 吳佳穎 學生 國立體育大學

53 吳苑如 學生 國立體育大學

54 張馨云 學生 國立體育大學

55 黃軍維 學生 國立體育大學

56 楊紫萱 學生 國立體育大學

57 廖昀梵 學生 國立體育大學

58 蕭秩斳 學生 國立體育大學

59 羅浩桓 學生 國立體育大學

60 陳毓萍 工作人員 中華民國五二三登山會

61 黃子豪 工作人員 國立臺北大學／中華民國五二三登山會

62 丁雲芝 工作人員 中華民國健行登山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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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廖志浩 工作人員 中華民國五二三登山會

64 洪琳淵 工作人員 中華民國五二三登山會

65 張雅筑 工作人員 中華民國五二三登山會

66 龔昭如 工作人員 中華民國五二三登山會

67 賴晏晏 工作人員 中華民國五二三登山會

68 彭小鳳 工作人員 中華民國五二三登山會

69 楊智欽 工作人員 中華民國五二三登山會

70 翁海天 工作人員 中華民國五二三登山會

71 黃易凡 工作人員 中華民國五二三登山會

72 張閔筑 工作人員 中華民國五二三登山會

73 劉立禧 工作人員 中華民國五二三登山會

74 柯禹伸 工作人員 中華健行登山會

75 蔡德翔 工作人員 國立政治大學

76 魯盛源 工作人員 國立政治大學

77 吳宜靜 工作人員 國立政治大學

78 廖家平 工作人員 國立政治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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