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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路，在太魯閣峽谷型的國家公園環境中，無疑是橫貫園區、通往遊憩景

點最重要的載體；而在岩盤堅硬的質地上築路與通行，是在這片土地上居住、

交通與各種目的的移動最重要的課題。太魯閣國家公園管理處於 98 年、99

年分別進行步道修護人才培訓與步道志工初階培訓課程，培養園區內常態、

長期步道維護人才。為妥善運用此人力資源，今年度延續辦理步道志工進階

訓練以養成步道指導志工，逐步完備步道志工運作制度化。 

本計畫工作範圍：以 101 年度服勤整修之綠水周邊步道為主，包含登山

學校旁工法示範步道、綠水合流步道、綠水文山步道等山域，並配合處需求

進行高山型步道調查或建議。因應步道志工修護工法及實作需求，工作內容

為以委託範圍內適合步道志工實作場域，進行系統性進階培訓課程與教材之

規劃與執行為主，以及協助太管處步道志工年度服勤活動為輔。 

今年度針對 24 位參訓學員規劃執行三場次進階培訓課程，分別為「步道

調查工具的運用」、「繩索/滑輪省力系統的運用」、「高山無痕山林（LNT）訓

練」等，增進步道志工相關專業職能與操作經驗；並搭配一場次服勤實習帶

隊活動，成為完整的進階培訓內容。至此，共有 88 位步道實習志工完成年度

服勤時數取得「任勞級」資格，太魯閣步道志工隊伍正式成軍，成為未來園

區內步道專業修護人才資料庫。 

而自 101 年度起以綠水登山學校為基地，以手作步道方式服勤施作綠水

工法示範步道、綠水文山步道、合流步道等，步道志工在專業講師帶領下，

完成諸多工項成果，成效卓著。期間經歷過大自然天候變化與時間考驗，更

能檢視與對照志工施作步道修護的品質。為呈現歷來步道志工施作成果，本

計畫累積園區內步道修護的工項案例，彙整成為步道工法教材範例，未來更

可發展成為具有太魯閣自然文史特色的手作砌石工法資料庫，延續歷史古道

以雙手開鑿的築路傳統。 

 

 

關鍵字：步道志工、工法設計、志工培訓、進階培訓、種子領隊、合歡越嶺

古道、綠水、綠水文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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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緒論 

第一節、計畫背景 

一、計畫緣起 

路，在太魯閣峽谷型的國家公園環境中，無疑是橫貫園區、通往遊憩景

點最重要的載體；而在岩盤堅硬的質地上築路與通行，是在這片土地上居住、

交通與各種目的的移動最重要的課題。其中，1916 年始完成貫通中央山脈的

合歡越嶺古道，作為昔日連接太魯閣口翻越合歡山接通霧社的交通要道，在

台灣古道史上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為推動合歡越嶺道百年發展之研究，太魯閣國家公園管理處於 99 年度辦

理「合歡越嶺道銜接中橫公路中海拔生態旅遊步道系統調查規劃」案，提出

「參考日據古道工法，並結合步道志工手作步道」之初步修復建議，並於 99

年度辦理「山岳環境維修志工中心建置培訓計畫」、101 年辦理「步道志工修

復工法設計及培訓實作計畫」，培訓本處步道志工人力與工法設計規劃。 

為妥善運用步道志工人力資源，以推動常態、長期維護管理園區內各類

型眾多的步道，依據志願服務法、本處志願服務計畫及太管處步道志工服勤

召募訓練獎懲要點，今年度延續辦理步道志工進階訓練以養成步道指導志

工，以完備志工運作制度化。若循序漸進以步道志工手工修復重現歷史古道，

不僅適度紓解目前遊客過度集中的遊憩壓力，增加園區內觀光旅遊吸引力，

也對步道管理及週邊自然生態保育有莫大助益，且承襲了合歡越百年來以雙

手開鑿的手作築路傳統。 

 

二、計畫構想與架構 

太魯閣國家公園管理處於 98 年、99 年分別進行步道修護人才培訓、步道

志工初階培訓課程，總計培訓出近 120 位太魯閣步道實習志工，並於 101 年

辦理步道志工年度服勤活動，實習志工熱烈參與服勤訓練，展現高度回流服

勤意願，成為園區內的步道修護人才資料庫。 

為延續推動步道志工常態、長期維護管理園區內眾多步道/古道，逐步完

備太魯閣步道志工制度，本計畫將進行系統性進階培訓課程與教材之規劃與

執行，以及協助步道志工年度服勤活動兩大項目，規劃以現地自然材料、傳

統工法、手作方式、考量步道整體環境生態為原則。 



步道志工修護工法設計及培訓實作計畫（二） 

2 

計畫工作範圍規劃以 101 年度服勤整修之綠水登山學校周邊步道為主，

包含登山學校旁工法示範步道、綠水合流步道、綠水文山步道、合流台地駐

在所及周邊舊道…等山域，必要時配合處裡需求進行高山型步道調查或建議。 

而因應步道志工修護工法及實作需求，本計劃以步道志工進階培訓課程

為主，搭配步道志工服勤活動為輔，完成如下工作內容。 

 

第二節、工作執行內容 

本計畫工作內容：包含委託範圍內適合步道志工實作場域，進行系統性進

階培訓課程與教材之規劃與執行，以及協助太管處步道志工年度服勤活動兩大

項目，配合太管處步道志工訓練及服勤之需求，規劃以現地自然材料、傳統工

法、手作方式、考量步道整體環境生態為原則，完成委託工作內容。 

一、進階培訓課程規劃與執行 

依據「太魯閣國家公園管理處步道志工服勤召募訓練獎懲要點」規定，

步道志工經太管處與培訓講師考評推薦參加進階培訓課程，結訓後經考核其

態度及經驗已達到足以指導一般步道志工者，就可進階成為「步道指導志

工」，往後將帶領步道志工進行服勤工作。 

針對太管處與講師評估為具有領隊資質的志工，可參與後續梯次活動籌

備與實習帶隊（包含參與工項踏查與規劃、協助籌辦服勤活動之行政作業、

服勤志工團隊經營，以及擔任參訓助教），累計其服勤時數，並撰寫服勤觀察

報告。 

1、進階課程主題規劃 

步道志工進階課程，針對的對象是有志長期參與步道維護並經考評推薦

為具有種子領隊資質的志工，提供進一步的培訓課程，除了強調對步道工法

技術性的精進與實務經驗，也應包括野外急救、緊急事件處理、LNT 概念、

環境保育…等其他相關技能的多元訓練與強化。因此，規劃以下課程主題： 

 

表 1-2-1 太魯閣步道指導志工進階培訓課程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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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程主題與重點內容 時數 

融

合

室

內

戶

外

課

程

， 

搭

配

工

作

坊

形

式

操

作 

˙危機處理、登山安全與急難救助 

對山林突發事件的緊急應變，減少步道施作的安全

疑慮，高級救護技巧，野外求生訓練等 

5，擔任指導志工後ㄧ

年內參加紅十字會初

級急救訓練 

˙步道調查工具教學與實習 

運用 GPS、Google earth 等工具紀錄步道環境資源與

步道工項勘查、施作成果等 

3+戶外實作課 

˙步道（含高山）規劃設計與施作案例探討 

步道生態規劃設計學理與工程實務進階實作，以及

凍原地形特性、LNT 無痕山林訓練等 

3-5+戶外實作課 

˙繩索流籠架設、絞盤運送等機具操作能力訓練 3+戶外實作課 

˙步道周邊動植物資源調查 

強化對步道周邊動植物資源了解，進一步可進行物

種群落監測，外來種清除等 

3+戶外觀察 

˙領導統御、步道志工活動規劃、團隊經營能力訓

練 

培養帶領、解說能力，溝通協調與激勵技巧等 

3+帶隊實習 

 

2、進階培訓課程活動設計 

進階培訓活動設計，除了步道調查、整修工法及技術本質學能的精進，

也著重在領導統御、活動行政策畫、調查紀錄等，故將步道指導志工的進階

課程結合服勤活動規劃及勘察，讓籌備活動的過程與帶隊訓練作為進階課程

的一部分。其中，指導志工實習帶隊的過程，將由講師與工作團隊進行觀察

報告，指導志工彼此也可兩人一組輪流為對方寫觀察報告，觀察報告的內容

將包括： 

（1）有什麼步道工法對你有所啟發？ 

（2）有什麼步道工法你將會採取不同的設計？ 

（3）你觀察到志工狀況處理對你有所啟發？ 

（4）你觀察到志工狀況處理你將會採取不同的因應方式？ 

（5）其他觀察與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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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察報告的素材，一方面鼓勵指導志工彼此相互觀摩學習與檢討互動，

另一方面可作為進階培訓領導統御與工法討論課程的素材。 

完整的進階培訓課程，將以三天二夜的活動形式規劃設計，融合室內課

程與戶外實際操作，並搭配工作坊分組討論模式，同時適時穿插安排年度服

勤活動，讓進階培訓參訓學員進行實習帶隊。 

 

3、進階訓練成果紀錄 

101 年的參訓學員中多數希望能持續參與修護步道，顯示志工們對於修護

百年歷史古道有一定的情感聯繫與認同，希望有朝一日能靠自己的雙手重現

古道風華。因此，完整紀錄下步道志工進階訓練與服勤過程中的成果，可以

增強志工對步道修護的成就感，也能藉此更凝聚志工對太魯閣步道志工的認

同與長期投入的能量。 

本計畫依上述主題與活動設計概念，規劃進行三場次進階培訓主題課

程，同時針對步道施作工法設計彙整教材，將詳實紀錄其執行成果，可做為

日後步道志工訓練與整修步道的參考或是另一個合歡越嶺古道百年修護的起

始。成果紀錄詳見以下章節內容。 

 

二、協助規劃及執行步道志工服勤 

針對 101 年度步道志工修復工法設計委託案調查顯示，志工對太魯閣步

道志工制度與服勤建議。首先，全數志工都表示「願意」或「非常願意」長

期投入步道志工服勤工作，更有超過九成（95.4%）的人表示願意投入從事一

次為期 3 天以上（不含個人往返太管處時程）的步道維修服勤工作。在後續

步道志工的服勤頻率上，建議太管處可「三個月安排一次」服勤活動的志工

佔了近五成，可見志工服勤規劃仍有其必要性。 

本計畫協助規劃與執行步道志工服勤，工作內容有： 

1、服勤步道調查及工項評估 

（1）相關資料及文獻回顧 

（2）調查基本圖說及工具 

（3）步道調查計畫擬定 

（4）步道現況本體評估 

（5）工項或工法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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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步道志工服勤規劃訓練 

依據 99 年 9 月通過的「太管處步道志工服勤招募訓練獎懲要點」中，完

成步道志工初階培訓課程與志願服務法基礎訓練課程者，即為太管處步道實

習志工。可開始進行年度服勤工作，於一年期間完成服勤 24 小時者，即可正

式成為太管處步道（服勤）志工。 

參考 101 年集體服勤模式，加上進階培訓參訓學員之服勤實習與揪團試

操作方式，擬配合管理處舉辦步道志工服勤訓練活動之需求辦理。 

 

第三節、工作執行進度 

本計畫依照工作進度的安排，將進行三場次主題進階培訓課程規劃與執

行，規劃預計於 6 月 7-9 日（五-日）辦理第一場次、7 月 12-14 日辦理第二場

次、8 月 30 日-9 月 1 日辦理第三場次，以及穿插一個梯次志工服勤活動（8

月 2-4 日）。 

最後因蘇力颱風第二場次順延，分別改於 8 月 3-5 日（六-一）、8 月 31

日-9 月 2 日（六-一）辦理第二、三場次主題進階培訓課程，以及 10 月 10-12

日（四-六）一個梯次步道志工服勤活動。其工作進度表如下。 

表 1-3-1 工作進度表 

月次 

 

工作項目 

1月 2 月 3 月 4 月 5月 6 月 7 月 8 月 9月 
10

月 

11

月 

12

月 

進階培訓課程規劃  
 

          

工法主題教材設計   
 

         

進階培訓課程執行與

成果紀錄 
   

 
 

■  ■ ■ 
   

規劃步道志工服勤活

動 
    

 
  

 
 

■ 
  

彙整步道志工工項成

果紀錄 
      

 
     

期中報告書 6/2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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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末報告書 11/25           ■  

成果報告書 12/31            ■ 

 

第四節、計畫預期效益 

1. 修護歷史古道，適度紓解園區遊憩壓力 

有鑑於每年前往太魯閣國家公園的遊客逐年攀升，民國 100 年更已超

過三百萬人次，但通常遊憩行為大多集中於天祥以東，步道系統的發展也

較集中在峽谷段，導致龐大遊憩壓力分佈不均，對園區經營管理與自然生

態保育產生相當大的影響。 

台灣的越嶺古道過去多是原住民部落交通要道，路徑眾多且交織成複

雜的步道系統，然而隨著年代更迭，園區內除了部份段落已規劃為健行步

道外，多半因公路開鑿而消失毀損，或隱沒在荒煙蔓草中。因此，若能循

序漸進以步道志工修復重現歷史古道，分散目前過度集中的遊客量，不僅

增加園區觀光旅遊吸引力，也對步道管理及週邊生態保育有莫大助益。 

2. 培訓種子領隊，完備步道志工制度化 

手作步道乃是以降低對環境的擾動、融入自然的工法維護修繕步道，

而台灣的歷史古道更是充滿原住民傳統文化與智慧；一方面引進國外的步

道志工制度、吸收國外在步道工法上的進步作法，同時蒐集彙整本土的傳

統工法，建立一種由志工自力修繕、細緻處理步道與週邊自然文史特色的

手作式工法。 

為了善用步道志工人力資源，除透過志工回流服勤服務，進階培訓課

程將增進志工整體能力與經驗，早日培訓出步道指導志工，從而帶領團隊

進行園區內步道手作維護工作，以建立完整的太魯閣步道志工運作體系。 

3. 發揚手作傳統，延續合歡越百年手工築路歷史 

2015 年合歡越嶺古道將屆滿百年，藉由此計畫以步道志工以手作工法

修復步道，除了為園區內未來眾多古道與步道的維護提供一種有別於工程

機具施作、最少破壞的作法，延續歷史古道百年來原住民、日人以雙手開

鑿的手作築路傳統，而本計畫修復的步道，更可提供作為舉辦合歡越嶺道

百年相關紀念活動場地，將別具號召力與歷史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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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進階培訓暨服勤活動規劃與執行 

 

第一節、進階培訓課程規劃設計 

一、進階培訓課程規劃 

 

為進一步培養太魯閣步道志工種子領隊（即步道指導志工），逐步建立

常態服勤機制。依據前述進階培訓的課程主題，最後規劃設計出三場次系統

性專業進階課程，完整的訓練內容包含有步道調查工具使用、工項踏查規劃

設計、志工服勤行政統籌、施作文書紀錄、繩索機具運用、高山危機處理等

等。 

而進階培訓的目的，一方面除了增加未來指導志工的各項職能訓練，另

一方面也要透過籌備規劃集體服勤活動與實習帶隊，來完備步道指導志工整

體的能力與經驗。因此，將三場次訓練課程搭配今年度服勤活動規劃來安排

實施時程，在種子領隊（即步道指導志工）尚未培訓完成可獨立帶隊之前，

先由參與進階訓練的學員投入服勤活動的前置籌備作業，爾後嘗試以揪團的

小型團體服勤方式來進行實習。 

進階訓練地點擇定以綠水登山學校為基地，以延續去年服勤成效，鎖定

以綠水文山步道為主要培訓與服勤場地，亦可視需求向週邊場域延伸。其

中，高山野地培訓則暫選已進行初勘過的合歡北峰步道或小奇萊步道為訓練

場域。時程規劃製表說明如下： 

 

1、 進階培訓與服勤時程規劃 

表 2-1-1 進階培訓與服勤時程規劃表 

日期 內容 說明 地點 

6/7-9 

(五)-(日) 

進階培訓（一） 課程主題：步道調查工具的運用 綠水文山步道 

7/12-14 

(五)-(日) 

進階培訓（二） 課程主題：繩索滑輪等機具運用 綠水文山步道 

8/2-4 

(五)-(日) 

帶隊實習－ 

集體服勤活動 

此梯以去年至今已領有志願服務

冊，但尚未年度服勤者為優先人選 

綠水文山步道 

8/30-9/1 

(五)-(日) 

進階培訓（三） 課程主題：高山野地培訓（無痕山

林 LNT、工項判斷施作） 

園內高山型步道（合

歡北峰步、小奇萊步

道） 

8 月後—

年底 

揪團服勤實習 根據講師公佈所需規模，進階培訓

學員至少實際操作揪團帶隊一次 

註：但仍視管理處年

度需求開放服勤團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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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進階培訓課程參訓規定 

同時，為求參訓學員能完整接受上述系統式進階培訓課程，茲訂定以下

參訓規定，以規範參訓學員期間的權利義務，如下說明： 

（1） 參訓學員需要全程參與上述進階培訓（一）(二)（三）場次與年度服

勤活動的統籌規劃執行，且請假時數不得超過課程總時數五分之一，

若超過規定請假時數則無法繼續進行參訓。 

（2） 完成全部進階培訓課程，即進階（一）(二)（三）＋服勤實習帶隊，

共四次後，參訓學員自 8 月至年底前，至少需揪團帶領志工服勤一次。 

（3） 凡進階培訓系列課程中有戶外實作、服勤實習帶隊、以及參與步道勘

查、前期準備作業，皆可視實際時數列入步道志工服勤時數。 

（4） 完成三場次進階培訓課程與服勤實習帶隊後，仍需經過管理處及培訓

講師考評個人之經驗與態度（參與度），評選已達「任怨」精神足以

指導他人者，方可成為太魯閣步道指導志工，未來需擔負帶領志工團

隊服勤的義務。 

 

二、培訓課程內容安排 

 

依據上述三項課程主題與時程，進行相關訓練內容與專業師資安排，詳

細說明如下： 

 

1、進階培訓（一）課程內容規劃 

（1）時間：2013 年 6 月 7 至 9 日（五-日） 

（2）地點：綠水文山步道 

（3）課程主題：步道調查工具的運用（包含有 GPS 教學、地圖標記及圖資

製作、戶外資源調查實習、相片電腦上傳及 GPS + Google 

earth 操作） 

（4）專業講師：李嘉智、陳朝政、徐銘謙（其資歷詳後附錄四） 

（5）器材工具：GPS 機台、相機、放樣小旗、捲尺（5m 以上）、塑膠繩、

筆電、筆記本、筆 

（6）內容規劃： 

 

 第一天 第二天 第三天 

上午 10：30 新城集合 

 

˙進階培訓與服勤說

明 

˙過 12：00 管制放行

【戶外實作】 

˙步道環境資源調查

原理與實習 1 

˙步道工項踏查分析

與紀錄 1 

【室內課】 

˙團隊經營能力與活

動管理行政 

˙揪團服勤機制討論 

˙分享與綜合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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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段 

 午餐 午餐 午餐 

下午 【室內課】 

˙團隊安全管理 

˙環境清點整備 

【戶外課】 

˙望聞問切—步道環

境課題觀察與診斷 

˙步道調查與工具示

範 

˙步道環境資源調查

原理與實習 2 

˙步道工項踏查分析

與紀錄 2 

【賦歸】 

通過白沙橋 14：00 管

制放行時段，預計

15：00 可接駁至新城

（太魯閣）火車站 

 晚餐 晚餐 晚餐 

晚間 【室內課】 

˙GPS 工具使用教學 

˙地圖標記/判讀及圖

資製作 

【室內課】 

˙步道資源與工項調

查報告與規劃資料建

置 

˙討論與交流 

 

附註：依現場狀況、天候等因素，主辦單位得調整內容、地點。  

 

2、進階培訓（二）課程內容規劃 

（1）時間：2013 年 7 月 12 至 14 日（五-日）（實際執行為 8 月 3-5 日） 

（2）地點：綠水文山步道 

（3）課程主題：繩索、滑輪等機具運用 

（4）專業講師：林政翰、伍玉龍、李嘉智、徐銘謙、陳朝政、林芸姿（其

資歷詳後附錄四） 

（5）器材工具：11mm 靜力繩、滑輪、夾繩器、8mm 普魯士繩、扣環/鉤環、

橫拉式千斤頂 

（6）內容規劃： 

 第一天 第二天 第三天 

上午 10：30 新城集合 【戶外實作】 

繩索滑輪使用教學

（一） 

分組操作實習（一） 

【室內課】 

領隊的角色與分工 

分組討論 

 午餐 午餐 午餐 

下午 【戶外課】 

橫拉式千斤頂示範教

學 

觀摩與操作 

【戶外實作】 

繩索滑輪使用教學

（二） 

分組操作實習（二） 

【室內課】 

志工勘查規劃報告 

15：30 賦歸 

 晚餐 晚餐 晚餐 

晚間 【室內課】 【室內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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繩索滑輪等各種省力

系統的運用 

野外維生訓練 

 

3、年度服勤活動內容規劃 

（1）時間：2013 年 8 月 2 至 4 日（五-日）（實際執行為 10 月 10-12 日） 

（2）地點：綠水文山步道 

（3）專業講師：文耀興、李嘉智、徐銘謙（其資歷詳附錄四） 

（4）特色：本次服勤活動由進階培訓參訓學員參與行政籌劃協助、擔任現

場助教、工項施作紀錄等工作 

（5）內容規劃： 

 第一天 第二天 第三天 

上午 10：30 新城集合 【戶外實作】 

步道現場分組施作

（二） 

 

【戶外實作】 

步道現場分組施作

（四） 

 午餐 午餐 午餐 

下午 【戶外實作】 

步道現場分組施作

（一） 

 

【戶外實作】 

步道現場分組施作

（三） 

【室內課】 

工法討論與交流 

服勤心得分享 

15：30 賦歸 

 晚餐 晚餐 晚餐 

晚間 【室內課】 

自然步道規劃設計案

例分享 

進階學員工作坊 

【室內課】 

國內外工法進階案例

探討 

進階學員工作坊 

 

 

4、進階培訓（三）課程內容規劃 

（1）時間：2013 年 8 月 30 至 9 月 1 日（五-日）（實際執行為 8 月 31-9 月 2

日） 

（2）地點：合歡山北峰步道 

（3）課程主題：高山野地培訓（協助學員取得國外 LNT 初級訓練登記） 

（4）講師：徐銘謙、李嘉智、四位通過 LNT 初級訓練的學員擔任助教 

（5）內容規劃： 

三天培訓內容以現地狀況彈性調整，初步規劃第一、二天，以現地

勘查高山步道工項、環境觀察、LNT 無痕山林訓練為主，並著重增加

沖蝕溝、凍原等高山普遍問題的工項討論。第三天則以危機處理、登山

安全與急難救助的室內課程與戶外分組實習，增加對山林突發事件的緊

急應變能力，減少未來服勤施作的安全疑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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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進階培訓學員參與活動前期籌備 

規劃進階培訓學員於進行第一、二場次課程訓練後，依其意願組成後續

活動行政小組，嘗試操作服勤帶隊與步道勘查等前置籌備作業，以培養未來

志工團隊經營能力與承擔帶領志工服勤的責任與義務。 

（1）年度集體服勤活動之行政籌備協助 

將參訓學員分組擔任不同行政角色，並相互推選組長，共同統籌協

助年度服勤活動，進行步道勘查、志工報名聯繫、人員物資接駁等行政

前置工作。 

（2）高山野地培訓之前置勘查規劃 

召集 6 名具高山經驗參訓學員，於 6 月 29-30 日勘查合歡北峰步

道，實際運用第一場進階培訓學習的步道調查工具與步驟，分工合作進

行步道環境勘查，並於第二場次進階培訓課程中提出現勘報告，以供講

師、學員們進行討論達成共識。（詳見附錄二） 

 

第二節、培訓目標與服勤機制 

步道志工進階培訓課程的活動設計，除了規劃以主題性的相關技術本質

學能與步道修護工法的精進之外，也著重在領導統御、活動行政策畫、調查

紀錄等，故如上節所示，將步道指導志工的進階課程安排，適時穿插安排年

度服勤活動，結合服勤活動的規劃及步道勘察，讓籌備活動的過程與帶隊訓

練都作為進階課程的一部分，以臻完整。 

同時，鼓勵進階學員彼此相互觀摩學習與檢討互動，以三天二夜的活動

形式規劃設計，融合室內課程與戶外實際操作，並搭配工作坊分組討論模

式。一方面希望逐步培養未來服勤帶隊的指導志工，足以承擔三項角色分工

與具備五項的核心能力。另一方面，亦透過工作坊集思廣益討論未來適宜的

志工服勤機制操作模式。 

 

一、三項角色分工 

身為步道志工領隊身份（步道指導志工），除了要在步道上施作帶領，

亦須要承擔多項任務。而依其性質與工作內容大略列為三種角色分工，將其

圖示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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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1 領隊三項角色分工示意圖 

 

而各項角色分工所包含的工作項目如下說明： 

1、 行政籌備 

與太管處保育課對口聯繫、公告服勤訊息、組成團隊、安排團隊食宿交

通、工具材料估算準備、行前通知與聯繫、服勤時數統計、申請出隊表單填

寫等。 

2、 現場帶領 

主導工法討論與決定、團隊安全確保、無痕山林確保、施工分工安排、

品質確保收尾、工具材料搬運計畫、施工現場復舊、施作人日估算與時間掌

控等。 

3、  紀錄文書 

施工前中後照片記錄、施作工項數量統計、施作成果彙整與表單填寫、

成果簡報製作、路況或狀況回報、檢討與建議、問題反映等。 

 

二、五項核心能力 

而經過了今年三場次進階主題課程培訓與一場次服勤帶隊實習，期待進

階參訓學員能逐漸具備以下五項核心能力，包括有： 

1、 步道環境觀察 

調查工具的使用、步道環境生態判讀、步道背景資料蒐集等。 

2、 步道課題分析 

將蒐集的步道資料應用分析、進行步道問題診斷、施作工項判斷等。 

3、 服勤規劃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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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勤梯隊的規劃與行政籌辦，如服勤生活安排、工作規模、紀錄文書等。 

4、 團隊溝通協調 

志工團隊間的分工、志工情緒管理、施作過程中的領導統御能力等。 

5、 環境理念宣達 

手作步道理念主動說明、環境維護、無痕山林（LNT）價值宣達等。 

 

未來在帶隊服勤上，將要求每個團隊內應具有三種角色分工的領隊人員

方能出隊進行服勤，在第一場進階培訓課程結束前，先讓學員依自我專長或

意願選擇可扮演的角色分工，以利後續分組進階討論與未來實習帶隊時承擔

任務，並隨時視學員學習表現予以檢討調整。同時，也在培訓過程中，讓參

訓學員自我評量上述五項核心能力的發展程度。 

 

三、揪團服勤機制討論 

 

在整體服勤工作的執行上，活動前期的行政籌備與規劃，是步道志工尚

未操作的部份，而為了使未來揪團服勤的機制得以順利執行，遂安排進階學

員實際進行一場次服勤活動的規劃與執行，其中的工作內容與流程圖示如

下： 

 

圖 2-2-2 服勤活動規劃流程圖 

 

在三場進階培訓課程規劃中，除了每場次各有主題式專業訓練，也安排

參訓學員分組以工作坊形式開放問題討論與交流。特別是針對步道志工制度

未來發展與後續揪團服勤機制提出問題與討論，並彙整學員們的意見與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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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詳請參見附錄八） 

歸納志工們所提出的各項問題，將討論與回應整理如下： 

（1）24 位參訓學員（儲備領隊）就是領頭者，大家是否已把自己擺在

這個位置上？當要進行任務分工時，應先問自己能/要做什麼？  

（2）對於主動的認知，在進階培訓前是否主動先找過資料？例如工法

書、或網路上關於步道的資料等。第三場次高山訓練將以 LNT 的課程方式

進行，期許學員要持續加強自己的步道基本功。 

（3）年度服勤活動後，每位參訓學員就要從零開始體驗（行政統籌、

工項施作帶領、紀錄文書…），帶領受過訓的步道志工，充實實習帶隊的經

驗。 

（4）經驗不足的問題，有些能力可能在實際帶隊時還來不及學會，得

在現場實際操作後發現自己的不足，然後要主動學習、自我進修，講師與專

業團隊只能提供方法。 

（5）服勤 S.O.P 需要參訓志工一起討論、集思廣益，以期早日建立台

灣本土步道志工制度體系。 

 

對於後續步道志工的服勤操作方式，從步道整修維護的需求提出、步道

現地勘查判斷、提出計畫申請、經過核備後進行施作，到工項成果紀錄回報

與後續監測追蹤，為一完整的步道維護整修作業流程。其中，訂定兩個檢核

點，以作為管控步道課題判斷與工項施作品質的依據。 

為促使未來步道志工服勤建立常態運作機制，茲將上述流程以圖示說明

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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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3 步道志工服勤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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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進階培訓與服勤人力執行情形 

 

依據「太魯閣國家公園管理處步道志工服勤召募訓練獎懲要點」規定，

步道志工依參加教育訓練等級，分為步道實習志工、步道志工、步道指導志

工，說明如下表。 

表 2-3-1 太魯閣步道志工分級一覽表 

志工分級 資格取得 

步道實習志

工—力行級 

完成步道志工初階培訓課程，取得結業證書，願意在無報酬條

件下付出時間「力行」者。 

步道（服勤）

志工—任勞級 

於一年期間完成服勤 24 小時，並經本處與培訓講師考評其體

力及技能已具「任勞」精神者。 

步道指導志

工—任怨級 

累計完成服勤 40 小時，經本處與培訓講師考評推薦參加進階

培訓課程，完成結訓後其態度及經驗已達「任怨」精神足以指

導他人者。 

 

依據要點中規定，針對 98 年步道修護人才訓練與 99 年太魯閣步道志工

初階培訓結訓學員，且完成志願服務法基礎訓練者，辦理志工服勤活動以完

成其步道實習志工的年度服勤時數（24 小時），即可正式成為太管處步道志

工，並依據該要點享有相關權利與義務。而去年度（101 年）實施三梯次年

度服勤活動，回流參與服勤的步道實習志工統計如下表： 

 

表 2-3-2  101 年度太魯閣步道志工服勤人力統計表 

98 年度步道修護

人才培訓、99 年

度三梯次初階培

訓，全數共 126

人 

101 年度實習志工服勤狀態 人數/人次 

參與年度服勤活動 79 / 91 

領有志願服務手冊，今年尚未

服勤 

21 

未申請服務手冊或申請中 25 

身故 1 

小計 126 

 

一、進階培訓學員評選與名單公佈 

1、進階培訓意願調查與參訓名單評選 

承上所述，101 年度參與步道志工年度服勤的志工共計有 79 位（91 人

次），由管理處與講師綜合 98、99 年度初階培訓之觀察與 101 年參與服勤活

動之表現，初步評選出 32 位具有領隊資質的進階訓練邀請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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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度，則在擬定了年度進階培訓與服勤時程後，隨即發信向所有太魯

閣步道志工說明，並進行志工參與進階培訓的線上意願調查，自 4 月 23 日

至 5 月 7 日截止，總計有 65 位步道志工填寫回覆，統計出 34 位志工具有參

訓意願且可全程參與培訓者。 

參酌 101 年度初步評選名單與上述志工線上意願調查結果，最後綜合參

考下列五項審核依據，以評選出參與進階培訓的人員名單： 

（1） 已領有志願紀錄服務冊者 

（2） 可全程參訓 

（3） 曾經參與手作步道活動與經驗 

（4） 專長與特質 

（5） 有參訓意願 

 

2、進階參訓學員名單 

根據以上原則，最終評選出 25 位參訓正取名單、2 位備取名單，如下列： 

 正取名單（隨機排序）： 

蕭○堅、涂○元、呂○娟、賀○德、林○文 

劉○雄、張○能、游○炎、鍾○琦、陳○忠 

林○平、江○芳、何○成、柯○益、吳○芝 

吳○地、林○雲、江○婷、楊○光、楊○雄 

陳○熹、張○明、陳○晴、陳○德、蘇○文 

  備取名單：  馮○中、傅○治 

 

 

二、志工進階培訓與服勤人力統計 

1、進階培訓參訓情形 

時至 6 月 7-9 日（五-日）第一場次進階培訓課程，正式全程參與訓練者

為 24 位，培訓學員名單確立如下： 

表 2-3-3 太魯閣步道志工進階培訓學員名單 

蕭○堅 涂○元 呂○娟 賀○德 

林○文 劉○雄 張○能 游○炎 

陳○忠 林○平 江○芳 何○成 

吳○芝 吳○地 林○雲 江○婷 

楊○雄 陳○熹 張○明 陳○晴 

陳○德 蘇○文 馮○中 傅○治 

第二、三場次（8 月 3-5 日、8 月 31 日-9 月 2 日）進階培訓課程，分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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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有 22、21 位學員參與培訓課程，而服勤活動暨實習帶隊（10 月 10-12 日）

則有 21 位進階學員全程參與。 

綜合統計後，三場進階培訓加上一場次志工服勤活動，計有 18 位進階

學員達到 100%出席率，全程參訓完成。5 位進階學員分別請假一場次，參

訓時數為七成五，1 位學員則因故僅參與第一場次進階培訓，出席率未達三

成。 

參訓期間，每位培訓學員無不把握機會積極學習，考量志工有意願且全

程參與訓練實屬不易，經討論決議保留 23 位進階學員身份，而未參加的主

題訓練課程，則給予爾後將缺課時數補齊的機會。 

 

2、步道志工服勤人力統計 

針對已經領有志願服務手冊而去年卻來不及參與年度服勤者，放寬於今

年度可優先登記參與服勤活動，以完成其步道實習志工年度服勤時數，通過

服勤資格。 

本計畫於 4 月下旬發信提醒去年未參與服勤志工，應於今年度完成實習

服勤時數，否則即將失去太魯閣步道實習志工資格。後因延期之故，於 8 月

14 日至 9 月 10 日止，重新進行線上調查，共計 25 位志工登記報名。 

而該場次服勤活動由進階培訓學員分組擔任行政籌備聯繫工作，未免有

遺珠之憾，學員自 9 月中旬起分別以電子郵件、電話、簡訊等各種工具，試

圖聯繫上未回覆之 21 位步道實習志工，期望增加其參與的意願與機會。最

後 38 位服勤志工中，計有 9 位為首次參與年度服勤者。 

最後，加上去年 79 位取得步道志工「任勞級」資格者，共計有 88 位實

習志工完成服勤資格，太魯閣國家公園管理處自 98 年訓練步道修護人才與

99 年於洛韶培訓步道志工初階結訓學員，經過兩年的年度實習服勤活動，總

計達到七成的志工回流，正式取得「任勞級」太魯閣步道志工資格。 

至此，太魯閣步道志工隊伍正式成形，未來將成為園區內進行常態性步

道修護的一支生力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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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步道修護工法教材設計 

本計畫延續去年工法及培訓實作成果，繼續以綠水登山學校為主要基

地，施作綠水文山步道，並以太魯閣步道志工服勤施作的工項紀錄，彙整

發展成為實際範例，以作為未來太魯閣步道志工的工法教學教材。 

此外，今年度進階培訓課程中，針對小奇萊步道進行本體評估，學員

亦運用培訓相關調查工具，進行高山步道的環境勘查與工項判斷評估（可

詳第四章第三節內容），同時，發展以肢體表演方式呈現調查成果，形成另

類有趣的工法教案。 

 

第一節、實作步道工項施作教案 

 

一、路跡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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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1 路跡整理手繪說明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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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步道面洩水及排水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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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2 導水設施設置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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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砌石駁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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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3 砌石駁坎手繪說明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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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砌石階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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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4 砌石階梯手繪說明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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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橫木跨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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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綜合案例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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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高山步道環境分析與工項設計 

 

一、小奇萊步道本體評估 

1、步道基本概述 

步道入口位於台 14 甲公路 33K，合歡山莊前的公路旁，循著合歡東峰

坡面而開，一路緩坡而下，先是寬如產業道路的路面，沿途可以眺望奇萊東

稜、鋸山、羊頭山及立霧溪上游溪谷。經過滑雪山莊再往前行，路面漸縮，

然後轉入狹窄的登山小徑，立即進入二、三公尺高的玉山箭竹林及挺直蔽天

的台灣冷杉林。進入冷杉林之後，時而上坡時而下坡，翻過幾個小山頭，穿

過幾片冷杉林後，最後到達一片廣袤的玉山箭竹原是小奇萊步道的終點，續

向前行是通往奇萊連峰的登山步道，路途遙遠，需有充足的裝備及預先辦妥

入山入園手續才可進入。 

依 GPS 調查路線軌跡步道長度約 1440 公尺(太管處資料為 1350 公尺)，

最高海拔為 3150 公尺。為穿越立霧溪與濁水溪源頭的分水嶺，步道分級為

登山型，具有以下特性: 

（1）、此級步道位於較偏遠山區或路途較遠，步道路徑尚稱清晰但部份可能

較崎嶇，氣候變化大而有潛在之危險因素（高山症）。 

（2）、進入時須準備齊全之裝備，如：飲水、食物、地圖、禦寒衣物、急救

藥品…等等。 

（3）、屬於生態保護區域者，需事前提出申請，適合體力佳且有初步之地圖

判讀能力者前往。 

（4）、部份步道因路途較遠，須有過夜準備。 

2、步道調查基本資料 

（1）、步道長度: 

依據實測 GPS 軌跡資料為 1.44 公尺。 

（2）、步道起迄點: 

西側入口約為位於台 14 甲公路 33K 附近，自滑雪山莊，海拔高程約為 3097

公尺。終點玉山箭竹原，海拔高程約為 3150 公尺。 

（3）、步道海拔高程變化分析: 

步道自滑雪山莊之後開始緩降，至 0K+870m 處附近，海拔高程約為 3037.9

公尺為步道最低點，此處為陰暗鬱蔽的箭竹林，步道呈現些許泥濘潮濕。之

後步道一路在冷杉林中爬升，出現地表沖刷、樹根裸露現象。 

 

 

 

 

 

步道西側入口
台14甲33K附近，EL:3097M 

步道終點，EL:3150M 

步道最低點約為0K+870m處，EL:3037.9M 

步道西側入口
台14甲33K附近，EL:3097M 

步道終點，EL:3150M 

步道最低點約為0K+870m處，EL:3037.9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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坡度超過百分之一百。七級坡８

坡度超過百分之五十五至百分之一百。六級坡６

坡度超過百分之三十至百分之四十。
坡度超過百分之四十至百分之五十五。

四級坡
五級坡４

坡度超過百分之十五至百分之三十。三級坡２

坡度超過百分之五至百分之十五。二級坡１

坡度百分之五以下。一級坡０

土地單元之坡度變域(分級範圍)坡度級別坡度序數

坡度超過百分之一百。七級坡８

坡度超過百分之五十五至百分之一百。六級坡６

坡度超過百分之三十至百分之四十。
坡度超過百分之四十至百分之五十五。

四級坡
五級坡４

坡度超過百分之十五至百分之三十。三級坡２

坡度超過百分之五至百分之十五。二級坡１

坡度百分之五以下。一級坡０

土地單元之坡度變域(分級範圍)坡度級別坡度序數

 

（4）、步道坡度分析: 

坡度分級之級別依「山坡地土地可利用限度分類標準」，步道坡度計算採用

GPS 收集前後點位之高程差(垂直距離)除以水平距離所得數值乘以 100(以百

分比表示之)，分析步道全段各坡度級別所佔之比例如下圖、表說明。 

依步道坡度分析，小奇萊步道主要分布在二級及三級坡，步道和緩，但因海

拔高程都在 3000 公尺以上，應注意高山症及氣候驟變的天候狀況。 

 

 

 

 

 

 

 

 

 

 

小奇萊步道坡度分析

25.30%

35.93%

23.91%

10.35%4.52%

0%~5%(一級坡)

5%~15%(二級坡)

15%以上~30%(三級坡)

30%以上~55%(四、五級坡)

55%以上~100%(六級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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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步道調查路線現況說明 

依據 GPS 實測路線軌跡，將路線現況依以下分段做說明: 

（1）、整體路線 : 0k+000 --- 1k+440 

 

 

 

等
高
線

+
路
線

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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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1 小奇萊步道路線+彩色正攝投影圖 

 

 

圖 3-2-2 小奇萊步道路線視角:東北-西南路線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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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步道分段里程 : 0k+000 ---0k+364 

 

（3）、步道分段里程 : 0k+364 ---0k+6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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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步道分段里程 : 0k+622 ---1k+000 

 

（5）、步道分段里程 : 1k+000 ---1k+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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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高山步道工項演示教案 

 

在第三場次進階培訓課程活動中，學員們運用培訓學習的調查工具

與方式勘查高山型的小奇萊步道，並發展以默劇形式，用肢體表演方式，

呈現步道上的環境課題，以及施作的解決方法，成為另類生動有趣的工

法教學方案。茲羅列說明如下： 

1、步道沖蝕問題與路基崩坍砌石處理 

 

表 3-2-1 高山步道工法演示教案一 

主題名稱 步道嚴重沖蝕+路基崩塌處理 設計者 第一組學員 

適用對象 步道志工 教學時間 15 分鐘 

設計理念 小奇萊步道 0.38K 處步道侵蝕嚴重下邊坡，路基崩塌導致登山客偏離步道

另走出一徑，形成步道分岔狀態。 

教學目標

與重點 

理解高山步道環境，形成嚴重沖蝕深溝原因 

透過默劇演示，呈現解決方法與施作工項 

教學活動 

時間

（分） 

活動內容 所需教材 評量

方式 

5 【角色說明】 

學員 A 表演大雨，學員 B 演出登山客，學員 CDEF 演出

步道狀態。 

【第一幕—問題形成原因】 

劇情： 

在連日大雨的沖刷及登山客持續踩踏之下，步道慢慢凹

陷且泥濘難行。其後的過路人於是開始繞行避開泥濘處

通行。步道旁原本的植被因長時間踩踏阻礙其生長，不

久後泥土就開始裸露。失去植披保護的地基在某次大雨

過後終於崩塌毀壞。 

學員肢體表

演 

實際

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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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員演練影像截圖 

【第二幕—解決方法】 

學員A+B先侵蝕點的步道前方地勢略高處取30度角的截

水溝，將水導流至下邊坡解決雨水淤積在步道所造成的

泥濘。崩塌的下邊坡則施以砌石工法固強路基。六位學

員以疊羅漢的形式演出砌石工法中選石疊石夯實堆高的

過程。最後再由 A+B 做鋪面整理，包括清除腐植質、填

土石做出適當的洩水坡度等收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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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員演練影像截圖 

 

10 【問題討論】  口頭

發表 

 

2、步道陡坡與階梯改善 

 

表 3-2-2 高山步道工法演示教案二 

主題名稱 陡坡階梯工法：以小奇萊步道

行走經驗為例 

設計者 第二組學員 

適用對象 步道志工 教學時間 15 分鐘 

設計理念 步道陡坡，經雨水沖刷與人為踩踏導致木梯掏空，行進易造成危險，應進

行改善。 

教學目標

與重點 

理解高山步道環境，形成陡坡與階梯掏空原因 

透過默劇演示，呈現解決方法與施作工項 

教學活動 

時間

（分） 

活動內容 所需教材 評量

方式 

5 【角色說明】 

學員 A、B 坡度詮釋，學員 C 雨水沖刷，學員 DE 階梯扮

演、學員 F 山徑使用者。 

【第一幕—問題形成原因】 

劇情： 

陡坡形成原因-因雨水沖刷加上人為踩踏，造成山徑坡度

變陡，人工架木梯改善，又經雨水沖刷，人為踩踏導致

木梯掏空，行進易造成危險。 

學員肢體表

演 

實際

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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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員演練影像截圖 

【第二幕—解決方法】 

將既有木梯拆除，利用舊材當木樁，風倒木作橫倒木，

將階梯面增加，建置木階梯延伸至坡度較緩的路徑上，

做邊坡維護，以防木梯掏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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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員演練影像截圖 

 

10 【問題討論】  口頭

發表 

 

3、步道土石崩坍處改善 

 

表 3-2-3 高山步道工法演示教案三 

主題名稱 小奇萊步道 0.2K 面積的土石崩

塌 

設計者 第三組學員 

適用對象 步道志工 教學時間 15 分鐘 

設計理念 本組主要針對小奇萊步道 0.2K 附近，上邊坡大面積的土石崩塌約

15M(L)x1.5M(W)x1.5(H)，以肢體表演說明形成原因及解決工項操作，讓所

有學員針對此題材來共同討論 

教學目標

與重點 

理解步道環境，形成土石崩坍的問題原因 

透過默劇演示，呈現解決方法與施作工項 

教學活動 

時間

（分） 

活動內容 所需教材 評量

方式 

5 【第一幕—問題形成原因】 

劇情： 

（1）四位組員平躺在木地板上，兩人一排共兩排，每位

組員腳對腳，腳在內側  

  
(2)第五位組員出場，在四位組員後方以適當的肢體動作

學員肢體表

演 

實際

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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扮演風雨霜雪等等大自然現象 

 

(3)一段時間後， 後排平躺的兩位組員開始慢慢向前滾動 

並推動前排兩位組員慢慢向前滾動， 直到滾到學員觀眾

腳邊停止 

 
 

 
學員演練影像截圖 

【第二幕—解決方法】 

(1)開場：兩位組員平躺在木地板上，腳對腳， 腳在內側， 

另兩位組員分別蹲在前兩位組員側後方 

 
  

(2)第五位組員出場，走到左側後方蹲者組員旁邊，演出

挖掘動作後，將該蹲者組員扶起移至左側前方， 離平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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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員一段距離，讓該組員蹲下。再於左邊平躺組員左側

前演出挖掘動作後，將蹲者組員扶起至挖掘處坐下 

 

(3)同(2) ，第五位組員走到右側後方蹲者組員旁邊，演出

挖掘動作後，將該蹲者組員扶起移至右側前方，離平躺

組員一段距離，讓該組員蹲下，再於右邊平躺組員右側

前演出挖掘動作後，將蹲者組員扶起至挖掘處坐下 

 

 
學員演練影像截圖 

 

10 【問題討論】 

1、高山植栽不易移植成功，目前還沒有成功案，可實驗

性施作 

2、針對不影響行走之崩塌地是否需要處理，李老師建議

可以適當的處理，也就是在不挖到坡腳影響上邊坡穩定

性的原則下，可以將崩塌的土石清理，移至其它工項運

用 

 口頭

發表 

 

4、步道積水泥濘問題改善 

 

表 3-2-4 高山步道工法演示教案四 

主題名稱 箭竹林內步道積水泥濘問題 設計者 第四組學員 

適用對象 步道志工 教學時間 15 分鐘 

設計理念 源於台灣高山步道常見現象之一—箭竹林內步道常年積水泥濘不良於步

行，透過默劇演示方式，幫助步道志工親身體驗此現象，分飾不同角色。

藉此提出解決工法，供後續有志人士持續討論研究，其中第一幕演示步道

泥濘現象，第二幕演示解決工法，最後輔以兩點供後續參考探究。 

教學目標

與重點 

理解箭竹林下造成步道泥濘的現象與問題原因 

透過默劇演示，呈現解決方法與施作工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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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活動 

時間

（分） 

活動內容 所需教材 評量

方式 

5 【第一幕—問題形成原因】 

本事： 

甲君字奇萊登山口行至小奇萊里程樁 1K+400M 處，沿途

發現多處箭竹林遮蔽的步道，積水且步道泥濘，不利行

走。 

 

角色（動作）： 

角色 飾演者 動作 

甲君.太魯閣

步道志工  

學員 A 行走於 步道上 

泥濘步道 學員 B 甲君走在步道尚需

發出“噗ㄘ”水聲 

流水 學員 C 下雨、流水行進方

向， 以蛙式演示沖

刷 

 
學員演練影像截圖 

【第二幕—解決方法】 

本事： 

繼第一幕泥濘步道解決工法，將泥濘表層腐植土移除，

甲君用 10 磅大鎚，將大石碎成碎石，並將鋪面作成扇形

鋪面上邊坡高，下邊坡低，便於洩水。 

 

角色（動作）： 

角色 飾演者 動作 

甲君.太魯閣

步道志工  

學員 A 1.移除泥濘，扇形鋪面

設計，並以手臂演示謝

學員肢體表

演 

實際

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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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坡度。2.以鎚碎石。 

3.夯實覆土。 

泥濘腐植

土、表土 

學員 B 被 A 君自步道面清除

至下邊坡 

10 磅大鎚 學員 C 1.演示碎大石的敲擊動

作。2.演示夯實覆土的

動作。 

大石、碎

石、覆土 

學員 D 1.被大鎚敲擊時，發出

跳動及聲音。2.被甲君

鋪撒於步道。3. 被夯實

的跳動及聲音。 

流水 學員 E 下雨、流水行進方向， 

以蛙式演示沖刷 

 

 
 

 
學員演練影像截圖 

 

10 【問題討論】 

 

 口頭

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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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進階主題課程成果與紀錄 

本計畫今年度規劃三場次進階主題訓練課程，以三天兩夜形式，融合室

內課程與戶外實作體驗，分別進行步道調查工具的運用、繩索等省力系統的

運用、以及高山野地 LNT 訓練，本章彙整三場次培訓課程活動的過程紀錄，

且整理將其形成教學方案，以成為未來步道志工培訓的參考教材，同時並呈

現進階學員各項主題課程的學習成果與評量。 

 

第一節、進階培訓（一）：步道調查工具的運用 

 

 

 

 

 

 

 

 

進階培訓（一）： 

步道調查工具的

運用 

 

第一場次進階培訓課程主題為「步道調查工具的運用」，24 位參訓學員

透過三天兩夜的室內課與戶外實作課程安排，實際運用 GPS 工具、電腦軟

體進行步道環境與工項調查工作，並提出分組實作成果。 

同時，課程活動中亦安排針對步道志工制度與後續服勤機制進行討論，

並預計將參訓學員依其專長與意願分配擔任步道志工服勤團隊中不同的角

色分工。 

本節將針對呈現本次進階培訓課程設計內容與培訓活動紀錄、參訓學員

分組實作學習成果與自我評量學習成效，以提供未來辦理此項主題進階培訓

之參考。詳細內容如下： 

 

一、培訓實施情形 

 

1、 時間：2013 年 6 月 7 至 9 日（五-日） 

2、 地點：綠水文山步道、綠水合流步道、綠水登山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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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課程主題：步道調查工具的運用 

（包含有 GPS 教學、地圖標記及圖資製作、戶外資源調查實習、相片電腦上

傳及 GPS + Google earth 操作） 

4、 專業講師：李嘉智、陳朝政、徐銘謙（其資歷詳後附錄四） 

5、 器材工具： 

GPS 機台、相機、放樣小旗、捲尺（5m 以上）、塑膠繩、筆電、筆記本、筆 

6、 教學重點： 

（1） 室內課程：運用教學簡報（詳後附錄六），讓學員認識步道調查紀錄

工具（GPS、Google earth ）、學習地圖標記與圖資製作 

（2） 戶外實作課：實際練習操作工具，進行步道環境資源調查與工項踏查

分析 

（3） 室內實作課：將蒐集到的資料與數據匯出，運用電腦軟體製作步道資

源與工項調查報告 

7、 課程內容： 

表 4-1-1 進階培訓（一）流程規劃 

 6/7（五）第一天 6/8（六）第二天 6/9（日）第三天 

07:30-08:30  早餐 早餐 

08:30-10:30  【戶外實作】/李嘉智、徐銘

謙、陳朝政 

˙步道環境資源調查原理與

實習 1 

˙步道工項踏查分析與紀錄

1 

【室內課】/講師群、保育課 

˙團隊經營能力與活動管理

行政 

˙揪團服勤機制討論 

10:30-10:40 【集合】新城（太魯閣）火

車站 

10:40-12:30 【始業式】/保育課 

˙進階培訓與服勤說明 

˙過 12：00 管制放行時段 

˙午餐 

【室內課】/ 講師群 

˙分享與綜合討論 

12:30-13:00 午餐 午餐 

13:00-13:30 

13:30-14:00 【室內課】/千里步道協會 

˙團隊安全管理 

˙環境清點整備 

【戶外實作】/李嘉智、徐銘

謙、陳朝政 

˙步道環境資源調查原理與

實習 2 

˙步道工項踏查分析與紀錄

2 

【賦歸】 

通過白沙橋 14：00 管制放行

時段，預計 15：00 可接駁至

新城（太魯閣）火車站 

14:00-14:30 

14:30-15:00 

15:00-15:30 【戶外課】/李嘉智、徐銘

謙、陳朝政 

˙望聞問切—步道環境課題

觀察與診斷 

˙步道調查與工具示範 

15:30-16:00 

16:00-17:00 

17:00-17:30 

17:30-18:00 晚餐 

18:00-18:30 晚餐 

18:30-19:00 【室內課】/李嘉智、徐銘

謙、陳朝政 

˙步道資源與工項調查報告

19:00-19:30 【室內課】/李嘉智、徐銘

謙、陳朝政 19:30-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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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課程活動紀錄 

 

以下針對第一場次三天兩夜進階培訓課程的整體流程與戶外實際操作

等情形，以照片紀錄整理如下： 

表 4-1-1 進階培訓課程（一）活動紀錄 

 
室內課：認識地理資訊工具 

 
室內課：GPS 操作教學 

 
李老師示範步道課題診斷與調查工具操作 

 
參訓學員練習 GPS 標定、拍照、紀錄 

20:00-20:30 ˙GPS 工具使用教學 

˙地圖標記/判讀及圖資製

作 

與規劃資料建置 

˙討論與交流 20:30-21:00 

21:00-21:30 

21:30-- 休息，就寢 休息，就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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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員練習 GPS 標定、拍照、紀錄 

 
學員練習將軌跡資料上傳整理 

 
分組實際進行步道調查工作與紀錄 

 
學員針對步道環境與工項進行討論 

 
詳實操作標定、放樣、拍照、測量、紀錄等步

驟 

 
詳實操作標定、放樣、拍照、測量、紀錄等

步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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詳實操作標定、放樣、拍照、測量、紀錄等步

驟 

 
學員針對步道環境與工項進行討論 

 
李老師講解工項判斷與勘查紀錄製作 

 
李老師講解工項判斷與勘查紀錄製作 

 
學員認真將上午勘查結果匯入電腦處理 

 
學員認真將上午勘查結果匯入電腦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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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組報告發表步道調查成果 

 
分組報告發表步道調查成果 

 
分組報告發表步道調查成果 

 
徐老師對分組實作成果進行講評 

 
志工制度與揪團服勤討論 

 
志工制度與揪團服勤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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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工制度與揪團服勤討論 

 
分組討論服勤表單 

 
分組討論服勤表單 

 
大合照，相約第二場進階訓練再見！ 

 

三、分組實作成果與講評 

 

此節則將呈現本次步道調查工具使用教學，由參訓學員實際分組，以二

人為一組進行步道調查操作後的學習成果呈現，成果報告發表後並由講師提

出講評意見。 

 

1、分組調查成果 

 

步道調查實作成果發表 

勘查地點：綠水文山步道 組別：第一組第 1 小組 

勘查日期：2013 年 6 月 8 日 人員：林○ 雲、呂○ 娟 

作業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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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進階主題課程成果與紀錄、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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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道調查實作成果發表 

勘查地點：綠水文山步道 組別：第一組第 2 小組 

勘查日期：2013 年 6 月 8 日 人員：陳○ 晴、何○ 成 

作業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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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道調查實作成果發表 

勘查地點：綠水文山步道 組別：第一組第 3 小組 

勘查日期：2013 年 6 月 8 日 人員：吳○ 地、劉○ 雄 

作業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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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道調查實作成果發表 

勘查地點：綠水文山步道 組別：第二組第 1 小組 

勘查日期：2013 年 6 月 8 日 人員：江○ 婷、游○ 炎 

作業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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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道調查實作成果發表 

勘查地點：綠水文山步道 組別：第二組第 2 小組 

勘查日期：2013 年 6 月 8 日 人員：張○ 能、林○ 文 

作業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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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道調查實作成果發表 

勘查地點：綠水文山步道 組別：第二組第 3 小組 

勘查日期：2013 年 6 月 8 日 人員：吳○ 芝、林○ 平 

作業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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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道調查實作成果發表 

勘查地點：綠水文山步道 組別：第三組第 1 小組 

勘查日期：2013 年 6 月 8 日 人員：蕭○ 堅、蘇○ 文 

作業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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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道調查實作成果發表 

勘查地點：綠水文山步道 組別：第三組第 2 小組 

勘查日期：2013 年 6 月 8 日 人員：陳○ 忠、傅○ 治 

作業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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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道調查實作成果發表 

勘查地點：綠水文山步道 組別：第三組第 3 小組 

勘查日期：2013 年 6 月 8 日 人員：楊○ 雄、江○ 芳 

作業呈現 

  

  

  



第四章、進階主題課程成果與紀錄、 

 

81 

  

 

 

 

 

步道調查實作成果發表 

勘查地點：綠水文山步道 組別：第四組第 1 小組 

勘查日期：2013 年 6 月 8 日 人員：陳○ 熹、馮○ 中 

作業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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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道調查實作成果發表 

勘查地點：綠水文山步道 組別：第四組第 2 小組 

勘查日期：2013 年 6 月 8 日 人員：陳○ 德、張○ 明 

作業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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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道調查實作成果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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勘查地點：綠水文山步道 組別：第四組第 3 小組 

勘查日期：2013 年 6 月 8 日 人員：賀○ 德、涂○ 元 

作業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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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講師講評 

針對各分組學員提出的作業與口頭報告，講師以亮點創意與工項判斷

歧異兩個面向，綜合提出講評意見與說明，茲整理呈現如下： 

■ 亮點講評 

（1） 運用各種軟體完成簡報，如 PPT、WORD、小畫家或 ACDSee。 

（2） 運用手繪、軟體線條繪製、照片上搭配線條等各種表達方式進

行溝通。 

（3） 運用地圖產生器進行軌跡與等高線地形疊圖，有助於判斷。 

（4） 運用數位典藏古地圖進行古道線索參考。 

（5） 思考到步道分級以及施作強度的不同等級。 

（6） 區分出步道志工可以做到的，以及應交由工程的標準區隔。 

（7） 每個夥伴都克服了對電腦的障礙，特別是年齡較高的夥伴，也

都順利完成了作業，學習精神令人感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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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法歧異討論與講解 

A. 總體觀念上的討論 

（1） 步道分級施作強度的指標值得進一步思考。 

（2） 現場步道堪用與否之認知，涉及兩種不同層面：（a）處理與否

對環境是否會造成長遠的影響，如小崩塌有否可能成為未來危險災難，或是

現場擾動會造成更大災難？（b）處理與否對遊客足以造成危害?可能因人而

異，而所謂管制遊客進入，其措施應如何具體落實？這些「堪用」認知上的

差異需大家進一步思考。 

（3） 共同問題在於拍攝照片的角度，或繪圖描述的方法，應取得一

致的拍照角度，利於施工紀錄的對照；在選取說明工項的照片，應呈現問題

與周邊環境的關係，避免近角度拍攝，不易辨識，選取自明性較高的照片較

佳。 

（4） 點位與照片描述，可補強自然生態與歷史人文等資料，但呈現

在計畫書中應以調查中與步道施作相關的特定植物生態、古蹟人文（如敏感

區域應避開、或可判斷環境特性）加以呈現，以避免內容過於雜亂。 

 

B. 工法細項的判斷差異 

（1） 被沖壞的砌石擋土牆，是否必要重砌？ 

歧異：有人認為對步道本體通行無太大影響，應可不作；有人只看到將

擋土邊坡重砌，但忽略了此現象反映的環境災害訊息；部分人發現要到上坡

找尋崩塌源頭進行處理，其中又有差異，有人認為移動大石頭排擋水消能，

或提前將判定危險的大石頭推下，或砌石擋土短牆修築。 

講解：原則上在上坡源頭找出崩塌控制點，採具有水土保持的砌石短

牆，搭配原有步道邊坡砌石擋土牆之修復，兩者並行。 

 

（2） 步道遇大水出水處，應採取何種解決方法？ 

歧異：有人認為溝不深、水流應不大，可直接修補路面石階梯即可；有人認

為放置跳石通過；有人認為採取涵管施作；有人提出修築木棧橋；有

人認為綑綁原木固定可通行即可；也有人認為該處旁邊有遺跡（木炭

窯？住屋？取水處？說法亦不一），因此不要貿然擾動，保持原樣。 

講解：水量在下雨過後其實很大，放置石頭可能

阻擋水流、而綑綁原木兩端石頭固定不

易，建議採取從兩邊坡腳，逐步將石頭疊

砌向中間突出的砌石構造，可出水，亦不

阻擋行水，行人可減少高低差或過水問

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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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工程橫擋木板階梯，砂石流失問題應如何補強？ 

歧異：有人說回填碎石、有人說要作排水導水、有人說要部份置換砌石階梯

或施作砌石駁坎。 

講解：應先作側檔砌石，再回填碎石，以確保回填之碎石不再流失，該處應

無排水疑慮。 

 

（4） 清除崩積土坡腳回復步道寬度，會否破壞安息角？ 

歧異：有人認為崩積土應清除，以免日後覆蓋更多甚至崩塌；有人認為

不宜擾動，以免上方崩塌下來。 

講解：安息角以及上方崩落是否觸及岩盤，應視現場情況而定，以今天

的現場狀況，可以清除崩積土作為他處回填碎石之用，既可回復步道寬度且

可避免步道過窄且在危崖邊上的危險。 

 

（5） 陡峭上坡處，在岩壁無法挖掘、路面過窄，無法施作護欄處，

應如何處理？ 

歧異：多數人認為此處困難度極高，紅色封鎖線有礙觀瞻、鐵欄杆多傾倒危

險，但步道寬度無法增加，志工施作危險。 

講解：此處確實不太適合志工進行維護，但手作步道工法，可以下邊坡打斜

插排樁作為基礎，製作半邊橋或在排樁上疊石為底，上覆碎石，以拓

寬步道路面，邊緣可設置路緣。 

 

 

四、課程學習成就評量 

 

針對今年度每場次進階培訓課程，皆設計回饋意見調查表，於每梯次課

程結束前發給參訓學員填寫，以了解其對培訓課程的相關心得與意見。第一

場次問卷主要設計為三個部份，第一部份為詢問本次主題課程的學習成就自

我評量，第二部份則調查對整體進階培訓規劃的滿意程度，第三部份則對參

訓學員擔任領隊的角色分工意願作調查。以下，僅針對 24 名進階參訓學員

的第一部份填答內容，進行統計與分析說明，如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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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工具：GPS 操作 

 

地理資訊工具：Map Source、Base Camp、Google Earth 

 
調查成果呈現：以視覺化的方式說明勘查及工項規

劃 

 

 

圖 4-1-1 進階培訓（一）課程學習成就評量分析 

 

首度嘗試的進階培訓課程，對於往常多是進行戶外工項實作的步道志工

來說，無疑是全新的學習體驗與挑戰。此部份希望暸解參訓學員對於課程的

學習吸收與理解，以作為後續進階培訓課程安排的參考。讓學員自評為「可

協助教學」、「可獨立操作」、「還需要複習」、「完全不熟悉」等選項。 

在「調查工具：GPS 操作」項目上，有五成的學員表示「可協助教學」

（20.8%）與「可獨立操作」（29.2%），而一半的學員則認為自己仍不熟悉，

還需要複習。相較於課程前僅有四分之一的學員會操作使用，學習可見初步

成效。 

在多數學員較為陌生的「地理資訊工具：Map Source、Base Camp、Google 

Earth」的使用上，近四成學員表示「可獨立操作」，其中三分之一「可協助

教學」外，其餘學員則需要多進行複習。而「調查成果呈現：以視覺化的方

式說明勘查及工項規劃」這部份，42.9%學員表示已「可獨立操作」，47.6%

學員認為「還需要複習」以熟悉操作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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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進階培訓（二）：繩索、滑輪省力系統的運用 

 

 

 

 

 

 

 

 

 

進階培訓（二）： 

繩索、滑輪等省力

系統的運用 

 

第二場次進階培訓課程主題為「繩索、滑輪等省力系統的運用」，共有

22 位參訓學員與 2 位服勤志工全程參與三天兩夜的室內課與戶外實作課

程。透過學習繩索、繩結、滑輪的運用，學習未來步道上可能運用為搬運重

物（如石頭、木料），或志工人員欲通過困難地形的確保固定等可能性。 

除此之外，為維持步道志工對於施作工法的熟悉度，安排去年施作工項

成果的戶外觀摩與工法步驟複習。同時，由 6 位進階培訓學員提出日前進行

合歡北峰步道與高山培訓場域的現勘報告與建議，供講師與學員進行討論。

（現勘報告，詳後附錄  ） 

本節內容茲將呈現本次進階培訓課程設計內容、主題教學教案、培訓活

動紀錄、參訓學員的分組實作紀錄報告，以及個人自我評量學習成效，以提

供未來辦理此項主題進階培訓之參考。詳細內容如下： 

 

一、培訓實施情形 

 

（一）課程安排 

1、 時間：2013 年 8 月 3 至 5 日（六-一） 

2、 地點：綠水登山學校、綠水合流步道 

3、 課程主題：繩索、滑輪等省力系統的運用 

4、 專業講師：林政翰、李嘉智、徐銘謙、陳朝政、林芸姿（資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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詳後附錄） 

5、 器材工具： 

11mm 靜力繩、滑輪、夾繩器、8mm 普魯士繩、扣環/鉤環 

6、 課程內容： 

表 4-2-1 進階培訓（二）流程規劃 

 第一天 第二天 第三天 

上午  早餐 早餐 

10：30 新城集合 【戶外實作】4 小時 

繩索滑輪使用教學

（一） 

分組操作實習（一） 

【室內實習】2 小時 

繩索滑輪使用討論 

分組報告 

LNT 無痕山林七大原

則 1 小時 

下午 午餐 午餐 午餐 

【室內課】2 小時 

志工勘查規劃報告與

討論 

【戶外實習】2 小時 

服勤施作工項巡禮 

【戶外實作】4 小時 

繩索滑輪使用教學

（二） 

分組操作實習（二） 

【室內課】 

領隊角色與分工 

服勤機制討論 

心得分享 

 

15：30 賦歸 

晚間 晚餐 晚餐  

【室內課】3 小時 

繩索滑輪等各種省力

系統的運用 

【室內課】3 小時 

野外維生須知 

 

就寢 就寢  

 

（二）教學方案 

 

表 4-2-2 繩索、滑輪課程教案 

主題名稱 繩索、滑輪省力系統的運用 設計者 林政翰、千里步道協會 

適用對象 步道志工、登山攀岩等戶外活

動者 

教學時間 12 小時 

設計理念 利用繩索、滑輪等器材，讓學員認識基本登山繩結、滑輪組使用方式，初

步了解省力系統的概念，使未來得以思考運用於步道修護工作上。 

教學目標 認識基礎繩結的打法與基本滑輪組省力系統概念 

學習架設基本滑輪系統，達到搬運移動石頭等重物與通過困難地形之個人

安全確保的功能 

教學重點 學習幾個戶外基礎繩結打法：如雙漁人結、普魯士結、8 字結等 

以三人一組，練習架設基本的滑輪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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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組合作與討論，解決搬動大石的狀況題 

完成困難地形的通過，學習自身安全確保的措施 

教學活動 

時間

（分） 

活動內容 所需教材 評量

方式 

90 【室內課：認識器材】 

介紹普魯士繩、靜力繩、動力繩等各式繩索（教材詳附

錄  ）、鉤環、滑輪等功能 

示範簡單滑輪組的架設 

  
 

 
 

11mm 靜力

繩、滑輪、

夾繩器、

8mm 普魯

士繩、扣環/

鉤環 

反覆

練習 

120 【室內課：如何打登山繩結？】 

介紹 8 字結、普魯士結、雙漁人結等打法 

 八字結  普魯士

結 

 

雙漁人結 

 

各式繩索 反覆

練習

至純

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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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學員實際練習數次 

 
120 【戶外課：省力滑輪組架設】 

先將學員分為三人為一小組、六人為一大組，分為四組

實作練習 

由一人扮演重物，兩人合力架設簡易滑輪組，以拉動隊

員 

輪流對調角色，每人皆要練習架設 

再以六人一組，重新演練 

 
 

11mm 靜力

繩、滑輪、

夾繩器、

8mm 普魯

士繩、扣環/

鉤環、安全

帽 

 

120 【戶外實習：合力移動大石吧！】 

將學員分為二大組，一組 12 人 

由講師提出狀況題：善用現地環境與手邊繩索與滑輪等

器材，討論如何運用於移動現場大石 

由第一組討論後，進行操練 

由第二組討論後，進行操練 

綜合討論 

 
 

扁帶、11mm

靜力繩、滑

輪、夾繩

器、8mm 普

魯士繩、扣

環/鉤環、安

全帽 

 

60 分組報告與講評檢討 電腦簡報、

白板 

 

180 【戶外課：困難地形的通過】 座位吊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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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解固定點、個人安全確保措施、使用義大利半扣 

講師選擇適宜戶外操作的場域，尋找固定點與路線 

學員每人輪流進行步驟操作，通過困難地形 

 
 

11mm 靜力

繩、滑輪、

夾繩器、

8mm 普魯

士繩、扣環/

鉤環、安全

帽 

60 綜合分享與回饋   

 

 

二、課程活動紀錄 

 

以下針對第二場次三天兩夜進階培訓課程的整體流程與戶外實際操作

等情形，以照片紀錄整理如下： 

表 4-2-3 進階培訓課程（二）活動紀錄 

 
俊山課長帶領服勤機制討論 

 
合歡北峰培訓場地勘查報告與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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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老師手繪講解工項施作步驟 

 
李老師手繪講解工項施作步驟 

 
政翰老師示範繩索與滑輪組運用 

 
政翰老師示範繩索與滑輪組運用 

 
學員練習基本繩索打法 

 
學員練習座位吊帶穿著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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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組練習滑輪組架設作業 

 
分組練習滑輪組架設作業 

 
分組練習滑輪組架設作業 

 
分組討論如何架設省力系統移動大石 

 
分組討論如何架設省力系統移動大石 

 
分組討論如何架設省力系統移動大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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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組討論如何架設省力系統移動大石 

 
兩大組學員皆完成移石狀況題 

 
學員實際操作通過困難地形 

 
學員實際操作通過困難地形 

 
分組實作講評與討論 

 
分組作業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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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翰老師講解野外維生須知 

 
政翰老師講解野外維生須知 

 
分組報告繩索滑輪運用 

 
分組報告繩索滑輪運用 

 
討論下場次高山培訓準備事宜 

 
大合照，相約第三場進階訓練再見！ 

 

三、分組實作成果 

 

此部份將呈現本次繩索滑輪省力系統教學後，由參訓學員實際分組進行

大石移動的學習成果呈現，各組並上台進行報告與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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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第一組實作成果 

繩索滑輪實作成果發表 

地點：綠水登山學校旁步道 組別：第一大組 

日期：2013 年 8 月 4 日 
人員：蕭國堅、游東炎、林碧雲、呂雯娟、江敬芳、陳薇晴、

林耿平、張峰明、蘇清文、賀賢德、傅仁治、張玉蓮 

紀錄事項 

一、環境描述： 

大小庫房後方，大階梯正前方，砌石駁崁旁巨石（巨石尺寸 1.15*0.5*0.6M，重量評估約 600

公斤） 

前方有直徑約 20-25CM 血桐樹，設定為固定點 

巨石距離固定點 8.2 公尺 

巨石移動路徑上地勢平坦，多落葉、碎石與砂土路面 

巨石與固定點於同一軸線上 

二、工項工具： 

主繩為 9.8mm 靜力繩(50m 長)、扁帶 3 條(寬度 2.5CM，長度 5.5m)，普魯士繩 4 條(6mm)，滑

輪 3 個，有鎖大 D 扣環 4 個 

三、工作內容： 

第一次施作方式： 採 2 滑輪，以 1/3 省力系統施作 

1.石頭以扁帶 1 條緃向纏繞（以水結為扁袋環），角度超過 150 度，以大Ｄ與主結合。固定於

樹上之採扁繩繞樹以 2 個單結，並以大 D 扣環扣住。系統設定完成後，由約 7-8 人拉石，結

果：石頭移動約 80CM，普魯士繩磨損並陷入主繩，並造成石頭快翻倒。 

2.修正：普魯士繩更換 1 條，為避免巨石翻倒調整巨石固定大Ｄ大口，並將與石頭固定點重

心往下；結果普魯士繩咬不住主繩，經調整後仍造成普魯士繩磨損，再嘗試普魯士繩增加為

2 條(第一次條 2 一樣長，發現一條無受力，再改為一長一短)，經試拉後發現石頭無移動，

改採 1/6 省力系統。 

第二次施作方式：採 3 滑輪，以 1/6 省力系統施作 

  將主繩調整(由原Ｚ型改為Ｗ型)，普魯士繩仍採 2 條(一長一短)方式，系統架設後，由 7-8

人拉石，移動巨石約 80CM，因造成石頭翻倒並轉向 90 度，停止拉石後調整石頭扁帶方向，

再次拉石達全部移動 255CM，完成任務。 

四、其他事項：全部完成時間約 1 小時。 

圖文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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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石尺寸 115*50*60CM，往前移動路徑屬碎

石、落葉及砂土 

 
選定固定點（直徑約 35-40CM） 

 

 
固定點架設(1/3 省力系統) 

 

 

 

 

 

 

 

1/6 省力系統  

 
1/3 省力系統石頭固定點 

 
石頭轉向及 1/6 省力系統石頭固定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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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力合作 

 
施工後研討 

心得與建議 

本次施作缺失檢討： 

1、善用所有器材，達到最省力的效果。 

2、主繩與普魯士繩比例不正確(主繩太細) 

3、未設置總指揮注意全面狀況，致石頭翻倒前無人喊停。 

4、大 D 方式未正確。 

5、施工前未先觀察及計畫石頭移動方向，無考慮磨擦係數。 

6、繩索使用後結無法拆開，建議雙稱人結或雙 8 結方式。 

建議事項： 

1、一開始先做工作環境安全評估、固定點選擇及施作風險評估。 

2、確認工事後人員分工分組 (1 人總指揮、2 人分別記錄、3 人架設滑輪系統、5 人處理石

頭)。 

 

2、第二組實作成果 

繩索滑輪實作成果發表 

地點：綠水登山學校旁步道 組別：第二大組 

日期：2013 年 8 月 4 日 
人員：陳正忠、劉文雄、馮定中、林國文、張超能、江逸婷、

涂正元、楊至雄、吳清地、江曾為真、吳沂芝、陳理德 

紀錄事項 

一、環境描述： 

1.天氣：晴 

2.步道上大型巨石位置：登山學校大小庫房後方 

3.巨石尺寸 50*60*115 公分 

4.步道鋪面：碎石泥土混合自然鋪面 

5.步道旁有數棵直徑>30 公分樹木 

6.步道寬度約 150~200 公分 

二、工作目的： 使用兩組 1/3 省力系統進行巨石搬運復位 

三、工項工具： 

1.主繩：靜力繩 2 條（9.0mm*50m） 

2.扁帶 4 條（約 5.5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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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固定滑輪 2 只 

4.動滑輪 2 只 

5.有鎖大 D 鉤環 6 只 

6.普魯士繩 4 條（6mm*150cm） 

7.安全頭盔 12 頂 

8.棉布手套 12 雙 

9.安全吊帶 12 式 

10.其他（相機、紀錄紙筆、捲尺） 

四、工作內容： 

1.進行分組，分成 4 組（兩組架設簡易滑輪系統、一組固定巨石、一組紀錄、量測並觀察現

場狀況） 

2.以省力系統進行復位轉向 

3.拉繩人力，每組系統各 3 名 

4.巨石翻面 4 名 

五、其他事項： 

1.搬運巨石所用時間：31 分鐘 

2.使用三枝圓木放置於巨石行進方向前端，以降低巨石與地面的摩擦阻力並增加移動。 

3.因一組滑輪系統架設錯誤，造成巨石移動約 30 公分即無法前進。 

4.利用麻布袋保護樹木與繩索之間的摩擦。 

 

圖文說明 

 
 

 
固定點架設 

 
 

 
固定巨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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滑輪系統測試    

 
利用滑輪系統移動巨石 

 
移動巨石方向 

 
翻動巨石復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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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力合作 

 
施工後研討 

心得與建議 

1、巨石的牽引角度需小於 90 度。 

2、拉繩端可用繩環當作手握點以方便施力。 

3、現有滑輪系統為 1/3 的省力裝置，可改成 1/6 的省力系統。 

4、固定被移動物的方式，可採便當上的橡皮繩綁法，即固定兩組對角。 

5、.適時搭配部份手工具使用，提高工作效率。 

 

 



第四章、進階主題課程成果與紀錄、 

 

105 

 

四、課程學習成就評量 

以下，針對本次主題培訓課程，對進階學員的自我學習成就評量做調

查，統計與分析說明如下圖示： 

 

1. 基礎繩結：如雙漁人結、普魯士結、８字結 

 

2. 基本的滑輪系統的架設：三人一組 

 

3. 搬動大石狀況題：十二人一組合作討論 

 

4. 困難地形的通過：指自身安全確保的措施 

 

項目 次數 比例 

完全不熟悉 0 0% 

還需要複習 7 27% 

可獨立操作 13 50% 

可協助教學 6 23% 

項目 次數 比例 

完全不熟悉 0 0% 

還需要複習 8 31% 

可獨立操作 14 54% 

可協助教學 4 15% 

項目 次數 比例 

完全不熟悉 0 0% 

還需要複習 12 48% 

可獨立操作 11 44% 

可協助教學 2 8% 

項目 次數 比例 

完全不熟悉 0 0% 

還需要複習 10 40% 

可獨立操作 12 48% 

可協助教學 3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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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1 進階培訓（二）課程學習成就評量分析 

 

第二場進階培訓課程對於多數參訓學員來說，是全新的學習經驗，為了

解學員對於課程的學習吸收與理解，請學員自評為「可協助教學」、「可獨

立操作」、「還需要複習」、「完全不熟悉」等選項。 

在「基礎繩結：如雙漁人結、普魯士結、８字結」與「基本的滑輪系統

的架設：三人一組」項目上，都有超過五成的學員表示「可獨立操作」（50%、

54%），而有近二成學員為有繩索滑輪等技術經驗者，表示「可協助教學」，

另外，三成的學員則認為自己仍不熟悉，還需要多複習。 

而在需要進一步技術運用的「搬動大石狀況題」、「困難地形的通過」

方面，雖有超過四成的學員表示「可獨立操作」（44%、48%），不過也有

超過四成的學員，認為「還需要複習」以熟悉較為複雜的省力系統與如何利

用繩索過好自我安全確保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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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進階培訓（三）：高山無痕山林（LNT）訓練 

 

 

 

 

 

 

 

 

 

 

 

 

 

 

 

進階培訓（三）： 

高山無痕山林訓

練 

 

第三場次進階培訓的主題為「高山無痕山林（LNT）訓練」，共有 22 位

參訓學員與 1 位服勤志工參與。除了依現地狀況彈性安排無痕山林概念教學

之外，觀察高山步道問題與工項判斷也是訓練內容之一。 

擇定於高山進行此次相關訓練，主要原因為太魯閣國家公園境內不乏眾

多高山步道，未來要進行步道的修護工作，志工也必須對於中高海拔山林環

境與生態有所了解，以減少服勤施作的安全疑慮。 

本節內容茲將呈現本次進階培訓課程設計內容、主題教學教案、培訓活

動紀錄、參訓學員的分組實作紀錄報告，以及個人自我評量學習成效，以提

供未來辦理此項主題進階培訓之參考。詳細內容如下： 

 

一、培訓實施情形 

 

（一）課程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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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時間： 8 月 31 日至 9 月 2 日（六-一） 

2、 地點：太管處合歡山管理站、合歡北峰步道 

3、 課程主題：高山無痕山林 LNT 訓練 

4、 講師與工作人員：李嘉智、徐銘謙、陳朝政、林芸姿 

5、 助教：林耿平（LNT 1：事前充分的規劃與準備，8/31） 

吳沂芝（LNT 3：適當處理垃圾維護環境、LNT 6：尊重野生動植

物，視現地穿插教學） 

涂正元（LNT 4：保持環境原有的風貌，視現地穿插教學） 

陳正忠（LNT 5：減低用火對環境的衝擊，9/1） 

6、 課程內容： 

 

表 4-3-1 進階培訓（三）流程規劃 

 8/31（六） 9/1（日） 9/2（一） 

上午 交通接駁由參訓學員

分組採車輛共乘方式

抵達 

05：30 整裝出發前往步

道 

07：30 早餐/營地 

 

LNT 七大原則教學 

高山工項講解 

10：00 到達紮營地 

太陽能鍋示範教學 

戶外工項施作 

08：30-09：00 拔營、營

地整理 

 

工項講解 

LNT 七大原則教學 

下午  午餐/營地 12：00 午餐/管理站 

15：00 合歡山管理站

集合 

【室內課】 

LNT 七大原則教學 

裝備檢查、討論 

戶外工項施作 

 

搭帳/各組巡禮/取水 

LNT 七大原則教學 

服勤分工討論 

心得分享 

 

14：30 整裝賦歸 

晚間 晚餐/管理站外空地 晚餐/營地  

【室內課】 

無痕山林 LNT 概念 

高山工項講解 

LNT 七大原則教學 

體驗/分享 

 

最後，三天兩夜的高山訓練，原訂規劃為野地宿營，餐食全為學員自備

食材煮食，然而受到天候影響，前二天雨勢不斷，考量參訓學員的體力及安

全，最後皆住宿於合歡山管理站，而訓練內容兩位講師亦視現況彈性調整

之。第三天戶外現勘步道則改為去年已初勘查過的小奇萊步道。 

 

（二）教學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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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際三天的無痕山林訓練與高山步道工項觀察判斷課程，彙整為如下方

案說明之。 

 

表 4-3-2 無痕山林初階訓練（Trainer Course）教學方案 

主題名稱 無痕山林初階訓練（Trainer 

Course） 

設計者 徐銘謙、LNT 助教等 

適用對象 步道志工、從事登山戶外活動

者 

教學時間 至少二天 

設計理念 「無痕山林運動」主在提醒我們應對所處山林環境善盡應有的關懷與責

任，以儘可能減少衝擊的活動方式與行為，達成親近山林的體驗。減少環

境衝擊的方法，初步歸納出七大準則，適當地運用這些準則，在享受自然

生態之美的同時，能減少因活動所對自然環境、野生動植物及其他使用者

所造成的衝擊。 

教學目標 認識無痕山林（LNT）七大準則概念 

以實際行動落實無痕山林理念，主動傳遞正確觀念 

教學重點 三天二夜課程中，室內與戶外場域隨時以實例講解說明 

透過各種動態形式（遊戲、表演）的教學，融入七大準則的討論 

分組進行戶外勘查，擇定一項解說 LNT 準則場域，並發展出小型教案 

教學活動 

時間

（分） 

活動內容 所需教材 評量

方式 

120 【室內課】 

■ 準則一：事前充分的規劃與準備 

（一）提問討論 

1、學員分享背包整理方式、如何輕量化與防水處理 

2、分享學員準備的食材，是否事先處理以夾鍊袋分裝，

減少包裝 

3、檢視學員從頭到腳的裝備 

   
 

每個人的背

包裝備、白

板、白板

筆、紙筆 

口頭

發表 

實際

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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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裝備賓果遊戲 

1、在說明背包裝填的原則及方法後，將學員分組進行討

論 

2、請各組討論從事山林野外活動時需要攜帶的物品〈活

動目的、時間、地點等可視情況設定〉，並選出九樣最必

備的物品填入九宮格內 

3、請各組分享討論的結果，並彙整各組所有需要攜帶的

物品紀錄於白板上 

4、對上述各項物品進行投票，以票數最高的九樣物品〈第

九高票物品有數樣者皆列入〉進行九宮格連線，最多條

線者為優勝 

 
 

（三）小結 

從事戶外活動所攜帶的物品太多以及太少都不合宜，唯

有根據自己的活動目的、時間、地點等，做適當的規劃

才是最佳的方式 

 

120 【室內課】 

■ 準則五：減低用火對環境的衝擊 

（一）提問討論 

1、介紹各式登山爐具、用火方式 

爐具器材、

火柴、酒

精、太陽能

鍋、馬鈴

薯、蛋 

實際

操作 



第四章、進階主題課程成果與紀錄、 

 

111 

 
（二）酒精爐示範教學 

1、事先以空啤酒罐製作酒精爐 

2、實際操作酒精爐煮食 

  
 

（三）太陽能鍋示範教學 

1、展示太陽能鍋製作方式與使用 

2、若天氣晴朗，可嘗試悶煮地瓜、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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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 【室內課】 

■ 準則三：適當處理垃圾維護環境 

（一）問題討論 

1、事先將學員分成三人一組，檢視是否準備適當的食物

種類與數量 

2、以登山爐具進行炊煮三餐後，檢視每組學員是否餐後

無廚餘 

3、餐具清潔方式：利用自備天然洗潔劑或用餐完煮湯再

煮茶水 

4、將垃圾集中帶走，不留在野外 

 
 

 口頭

報告 

60 【室內課】 

■ 無痕山林七大準則教案：我家不見了！ 

1、無痕山林〈LNT〉七大準則介紹後，找一較大的空曠

場地，將學員分成二組進行遊戲 

2、參與遊戲的學員每位發給二張小紙片，請每人分別寫

上野外活動時對環境友善與不友善的行為各一項，並簽

上自己的名字。請二組分別將學員寫好的小紙片收集於

容器中，交給主持人 

3、參與遊戲的學員每位發給報紙半張，請依分組區域各

自找位置站在報紙上 

4、主持人說明遊戲規則：假設每位學員都是一種生物，

報紙則是生物的棲地，二組輪流互抽對方的小紙片，大

聲朗讀所寫的內容，並判定友善或不友善行為，被抽中

不友善行為者，其所立足之報紙將被收走，其上之學員

須逃往另一同組夥伴的報紙上，報紙如被踩破亦同；被

抽中友善行為者，則不需動作。直到其中一組棲地無法

負荷，遊戲結束。〈移動過程中可安排魔王進行追逐，讓

學員感受威脅、恐懼，並增加刺激感。〉 

5、尚有未抽出的小紙片，繼續打開朗讀，最後將所有學

員的友善與不友善行為統計、分類，進行討論，並說明

其中較有爭議或模糊不清的觀念。 

紙片、筆、

報紙 

實際

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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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總結討論 

  
 

300 【戶外實作與室內課】 

1、將學員分為四大組，一組為 5 至 6 人，在無 GPS 調查

工具下，進行小奇萊步道現勘，共 1.4 公里 

2、勘查紀錄事項：觀察可探討 LNT 準則至少一項、高山

步道工項判斷、服勤方案規劃 

3、分組討論發展 LNT 教案與工法演示教案 

4、分組進行報告發表 

 

 
 

紙筆、相

機、捲尺、

雨具 

實際

操

作、

口頭

發表 

 

二、課程活動紀錄 

 

以下針對第三場次三天兩夜進階培訓課程的整體流程與室內戶外實際

操作等情形，以照片紀錄整理如下： 

表 4-3-3 進階培訓課程（三）活動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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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員在合歡山管理站集合 

 
LNT 準則一教學，從檢視大家的背包開始 

 
助教帶領玩裝備賓果遊戲 

 
助教帶領玩裝備賓果遊戲 

 
檢視學員準備的食物包裝 

 
分組以登山爐具做飯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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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小組準備適當食物數量 

 
檢視餐後的廚餘與垃圾處理 

 
分組勘查小奇萊步道 

 
詳實操作標定、放樣、拍照、測量、紀錄等

步驟 

 
沖蝕溝為高山型步道常見的問題 

 
詳實操作標定、放樣、拍照、測量、紀錄等

步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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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步道環境與工項進行討論 

 
學員認真彙整上午勘查結果 

 
徐老師示範登山杖使用方式 

 
徐老師示範露宿搭帳方式 

 
學員開心體驗 LNT 遊戲教案 

 
學員開心體驗 LNT 遊戲教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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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老師對分組成果表演進行講評 

 
李老師講解高山步道凍原環境與沖蝕溝、裸

露地之工項處理 

 
第三天檢視每小組總產出的垃圾量 

 
第三天檢視每小組總產出的垃圾量 

 
討論服勤帶隊行政籌備事宜 

 
圓滿完成高山進階培訓課程 

 

三、分組實作成果 

 

此次於高山上進行無痕山林（LNT）訓練，除了室內各項準則課程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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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上午，參訓學員們更頂著小雨，前往附近的小奇萊步道進行勘查，分

組現勘事項，主要有高山步道環境與工項判斷、觀察現地有何可探討的無痕

山林準則。 

各組除了作成現勘成果紀錄報告，同時，也討論發展出生動的無痕山林

（LNT）準則教學教案以及高山步道工法默劇演示教案，此部份將摘錄小組

現勘成果，以及各組上台實際操作發表的 LNT 教案。 

 

1、勘查紀錄報告 

步道調查實作成果發表 

地點：小奇萊步道 組別：第一大組 

日期：2013 年 9 月 1 日 人員：馮○中、楊○雄、涂○元、張○蓮、江○芳、呂○娟 

紀錄事項 

一、環境描述：小奇萊登山口進入後 1.4 公里 

二、工項工具：相機及筆記本 

三、工作內容： 

（一）工項： 

1、計有 22 處需改善處，詳細說明及改善作為詳附件 1。（略） 

2、統計結果造成問題點主要為沖蝕及路面積水泥濘。 

3、檢討改善方案如下： 

（1）優先解決排水問題，選擇適當地點設置橫向截水溝，避免繼續沖蝕。 

（2）已沖蝕路面回填。 

（3）泥濘路面因腐質層太厚，擬將表層土壤挖除，舖設碎石夯實；另亦需考量設置橫向截

水溝，避免造成積水。 

（二）LNT 無痕山林觀察： 

1、沿途多處分叉路形成，檢討原因係因違反 LNT 原則二：在可承受地點行走宿營。 

2、宗教團體另闢路徑插旗，違反 LNT 原則二：在可承受地點行走宿營原則。 

3、人數過同時行進於同一區域內，違反 LNT 原則二：在可承受地點行走宿營原則。 

4、沿途多處遊客丟棄垃圾，違反 LNT 原則三：適當處理垃圾維護環境原則。 

5、沿途撿石紀念，違反 LNT 原則四：保持環境原有風貌原則。 

6、樹根裸露遭砍除及踐踏，違反 LNT 原則六：尊重野生動植物原則。 

7、近距離拍照及食物掉落，違反 LNT 原則六：尊重野生動植物原則。 

8、大聲喧嘩，違反 LNT 原則七：考量其他的使用者原則。 

 

圖文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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沖蝕坍方 

 
沖蝕及形成 2 條路徑 

 
路面沖蝕成溝 

 
樹根被砍 

 
沖蝕造成直降 

 
路面泥濘 

心得與建議 

一．小奇萊登山步道是一條急需去修復的步道，因據去年來過的同學表示，其半年間沖蝕的

情形明顯可感受到，如不改善，恐會加速惡化。 

二．本次課程雖受大雨影響，無法如期於北峰露營，實際操作 LNT 課程，但同學們對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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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熱忱，卻發揮了無限的創意，讓本次課程除了歡笑外，亦使大家印象深刻，提升學習的效

率。 

 

步道調查實作成果發表 

地點：小奇萊步道 組別：第二大組 

日期：2013 年 9 月 1 日 人員：林○文、吳○地、林○雲、林○平、陳○晴、陳○熹 

紀錄事項 

一、環境描述： 

從合歡山滑雪山莊旁的奇萊山登山口出發，步行至約 1.4K 處（小奇萊步道），沿途勘察勘手

作步道可能的施作工項，並草擬未來高山施作計畫。以小奇萊步道現況紀錄構思相應的無痕

山林理念推廣教案。 

二、工項工具：5m 捲尺、小旗幟（標定拍照範圍） 

三、工作內容： 

（一）工項勘察紀錄與初步施作策略評估如下圖文說明： 

（二）可延伸的 LNT 探討要點： 

LNT1 

因應氣候因素，應確保事前準備雨具，包括兩截式雨衣、背包雨衣等雨天備案。 

LNT2 

宿營: 

小奇萊 1.5km 以內施作，建議在登山口為最佳宿營地。 

行走: 

A、步道行走路徑與水路重疊，造成步道侵蝕嚴重，形成侵蝕溝。 

B、因既有步道損壞或泥濘，登山客另闢新路，導致植被破壞，路線嚴重複線化。 

LNT3 

登山客故意或不經意丟棄垃圾，造成步道自然環境負擔，及野生動物習性改變，危及生態平

衡。 

LNT4 

登山客在步道行進間，不應人類方便而破壞植物，如行走步道間砍除擋路的箭竹。 

LNT5 

用火應注意周遭環境，食物應事先處理，使用火的必要性降至最低。 

LNT6 

野生植物的果實，不應隨意摘採。 

LNT7 

經過其他隊伍時，應禮讓及安靜通過，當停下來討論工法時，應讓出步道給其他隊伍通過，

隊友落後時應給予適當關懷。 

圖文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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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k+50~70，頁岩碎石山坡，易滑落，部分碎

石堆至步道內 

工項：清理路面 

 
0K+170~180，複線化,L=8M 

工項：前方導水, 原路回填, 新路禁止人進入

並做植被復育 

 
0K+460-480，陡降+複線化 形成深溝 150cm  

工項:前方導水, 原路回填, 新路禁止人進入

並做植被復育 

 
0K+840~860，崩落處, 上邊坡有繩可拉.後端

陡升,踩踏處不明顯.易滑. 

工項: 鑿階梯，約需 4-5 階 

 
1K+180，泥濘地 

工項: 積水導出, 原來軟土清除, 回填碎石

土, 若路面處低點, 設導水溝 

 
1K+205，木梯第一階土石流失，高低差 120cm 

工項: 回填土石或拆解木梯做插銷, 另找擋

木作成階梯(土石回填夯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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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得與建議 

Ａ、高山步道服勤規劃草案（以小奇萊步道為例） 

ㄧ、召募人數： 

每梯次 15 人，在試辦階段評估其中 6 ~ 8 人為進階培訓志工。除適當年齡及健康狀況外，新

進志工不做資格限制。 

二、紥營地點： 

經 LNT 和工項施作需求評估後，選定登山口為紮營和補給地點。 

三、活動流程設計： 

每梯次最少三天兩夜，盡量安排在週五至週日。 

 五 六 日 

7:00 ~ 11:30 
集合及預先勘察 

工項施作 工項施作 

14:00 ~ 17:30 工項施作 
解散 

17:30 ~ 休息時間 休息時間 

休息時間可安排 LNT、手作步道理念、夜間觀察等經驗分享，或就工項細節進行討論。實際

工項施作時間可依日照長度或步行距離狀況作調整。 

四、活動準備分組 

1.食宿：事前備餐、協調住宿、考量取水點。準備休息時間的分享內容安排。 

2.工項：事前工項評估與規劃、準備工具。準備休息時間的分享內容安排。 

3.紀錄：確認人員名單、協調交通、管理站聯繫窗口、活動紀錄、總務。 

上述各組的人員配置皆為兩名進階志工帶領三名新進志工。如及早進行活動規劃，可由進階

志工預先邀請新進志工一同參與事前籌備。 

五、預估工項主要需求： 

1. 0 – 500m：路面逕流、鋪面填平、侵蝕溝、副線化 

2.500 – 900m：路面泥濘、副線化 

3.900 – 1300m：路面泥濘、木梯踏階改善、副線化 

 

步道調查實作成果發表 

地點：小奇萊步道 組別：第四大組 

日期：2013 年 9 月 1 日 人員：游○炎、賀○德、張○能、吳○芝、江○婷 

紀錄事項 

一、環境描述： 

1.) 此區天氣變化多端， 且日夜溫度的變化最高可達攝氏 10 度或以上， 中午過後容易起 霧

或下雨。 

2.) 步道位在海拔約 3000 公尺左右的高度， 全程約 1.4 公里， 高度落差不到 100 公尺。 

3.) 步道入口到約 0.6K 處， 為開闊地形， 無遮蔽， 多虎杖、高山芒、高山薔薇等灌木叢

遍生; 0.6K 之後可見冷杉和鐵杉混合林， 林徑蜿蜒優美; 0.8K~1.3K 為高度約 2~3 公尺的玉山

箭竹林， 步道幾乎都被竹葉掉落所覆蓋， 落葉累積所形成的腐質層較他處豐厚， 故一遇

到下雨， 容易產生泥濘狀況; 1.3K 之後為箭竹原地形， 景緻開闊， 可遠眺群山環繞的山

景。 

4.) 步道上隨處可見豐富的高山植物及部分台灣特生植物， 如玉山杜鵑、台灣刺柏、虎杖、

高山芒、高山薔薇、高山沙參、水晶蘭、高山懸鉤子、台灣百合、台灣冷杉和玉山箭竹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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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地質多碎裂岩層， 屬頁岩。 

二、工項工具： 

1.) 進行首次的小奇萊步道工項判定。 

2.) 定位量測工具：手機(具 GPS 功能)， 步道上的里程碑， 人的步伐數， 雨傘。 

3.) 記錄工具：相機， 記錄本， 標示筆。 

三、工作內容： 

工作分配 :  

1.) 沂芝---無痕山林講解、工項判定及電腦檔整理 

2.) 朝能---工項標定、丈量及植物介紹 

3.) 東炎---工項判定、拍照及植物介紹 

4.) 賢德---GPS 定位及工項判定 

5.) 逸婷---工項記錄及電腦檔整理 

四、其他事項： 

1.) 沿途發現不少垃圾和衛生紙， 故判定工項的同時， 亦順手撿拾垃圾帶回。 

2.) 一邊研究工項， 一邊由沂芝帶領並於現地找出和無痕山林相關連的事例， 做為無痕山

林訓練的學習。 

圖文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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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得與建議 

高山環境一旦遭到破壞， 恢復不易， 故在進行工項之前， 需更加謹慎評估， 以免因施作

的過程而對環境帶來無法恢復的傷害。 

 

2、無痕山林（LNT）教案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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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3 無痕山林（LNT）教案設計：準則二 

主題名稱 準則二：在可承受地點行走宿

營 

設計者 第二組學員 

適用對象 步道志工、一般民眾 教學時間 20 分鐘 

設計理念 以小奇萊步道行走經驗為例，此次行程總長約 1.3 公里，若要宿營建議選

擇登山口，對步道生態影響會最小。此活動想呈現登山者面對步道積水時

可能面臨的情況，及不同行走策略對步道可能產生的影響。 

教學目標

與重點 

1、認識無痕山林（LNT）準則二概念：在可承受地點行走宿營 

2、透過遊戲體驗，深化參與者的認知 

3、以實際行動落實無痕山林理念，主動傳遞正確觀念 

教學活動 

時間

（分） 

活動內容 所需教材 評量

方式 

15 【活動流程設計】 

1、用紙箱板代表步道或可踩踏範圍。有平坦、寬敞的步

道，有正常步道之外的捷徑。體驗者從起點出發，不論

選擇何種路徑，最終都要運用各種方式通過路面積水泥

濘處（以水桶模擬），抵達終點才算完成體驗活動。 

2、活動成員一人模擬大樹，四人模擬積水泥濘處旁的上

下邊坡，另一人預備投擲以紙箱充當的落石。當體驗者

試圖踩踏邊坡繞過泥濘處時，活動成員視情況改變姿

勢、尖叫，象徵土石鬆動及植被受到破壞，也可能引起

落石發生。 

 
 

【體驗示範紀錄】 

1、請其他三組各推派一位代表。 

2、說明體驗遊戲規則 

3、參與者反應 

紙箱板、水

桶 

口頭

發表 

實際

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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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學員 A：嘗試踩踏邊坡，但引起尖叫（象徵植被受

到破壞）。選擇直接踏水桶而過，導致襪子浸溼（可討論

裝備不合宜的問題） 

（2）學員 B：嘗試踩踏邊坡強行通過，但引起落石。通

過失敗。 

（3）學員 C：換著雨鞋後順利直接踩踏水桶通過。 

 
學員演練影像截圖 

5 【總結討論】 

利用體驗遊戲，可反映出參與者對情境所採取的不同策

略，讓參與者瞭解若不依循既有步道路徑行走，可能會

傷害動植物及其棲地，或對地形產生影響。 

 

 口頭

發表 

 

 

 

表 4-3-4 無痕山林（LNT）教案設計：準則三 

主題名稱 準則三：適當處理垃圾維護環

境 

設計者 第四組學員 

適用對象 步道志工、一般民眾 教學時間 25 分鐘 

設計理念 緣於推廣 LNT 七大原則，讓每一位步道志工親身體認 LNT 原則的重要性

及影響，最後輔以兩點建議供後人參考利用。 

教學目標

與重點 

1、認識無痕山林（LNT）準則三概念：適當處理垃圾維護環境 

2、透過默劇演示，深化參與者的認知與概念 

教學活動 

時間

（分） 

活動內容 所需教材 評量

方式 

15 【第一幕】 

本事： 

衛生紙、寶

特瓶 

實際

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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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君步行步道上，圖個人方便隨意丟棄垃圾（糖果紙

等），又因內急隨意大小便。 

 

角色（動作）： 

角色 飾演者 動作 

甲君  學員 A 丟紙屑、隨地大小便 

石頭 學員 B  

學員 C 

覆蓋大小便 

樹 學員 D 懸掛垃圾 

糖果垃圾 學員 E 被丟棄掛於樹上 

 
學員演練影像截圖 

 

【第二幕】 

本事： 

B 君以 LNT 第三原則：適當處理垃圾維護環境，妥適處

理排遺。 

 

角色（動作）： 

角色 飾演者 動作 

B 君 學員 A 挖貓洞、排遺處理與攪

拌、如何清洗屁股、覆蓋

土石 

貓洞 學員 B 躺平、挖成貓洞時身體向

上屈成 V 字形 

覆蓋土 學員 C 擔任覆土趴在排遺上 

攪拌樹枝 學員 D 扮演樹枝攪拌排遺並埋

入貓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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寶特瓶 寶特瓶 將寶特瓶瓶蓋鑽一小

洞，增加水的壓力，清洗

屁屁 

 

 
學員演練影像截圖 

 

【第三幕】 

本事： 

C 君在步道上邊坡處，看見某宗教團體設置的旗幟與金

屬盆。 

 

角色（動作）： 

宗教旗幟 學員 C 擔任步道旁宗教旗幟 

某宗教團體

人員 

學員 D 法師作法 

某宗教團體

人員 

學員 A、

學員 E 、

學員 B 

信眾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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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討論與建議】 

1、國家公園高山步道路段不建議設置垃圾桶，避免外物

進入生態保護區並減少野生動物誤食。 

2、宗教團體在山區所設置的宗教象徵物，建議通報公務

主管機關單位，由所屬單位勸導進行移除。 

 

 口頭

發表 

 

 

表 4-3-5 無痕山林（LNT）教案設計：準則四 

主題名稱 準則四：保持環境原有的風貌 設計者 第三組學員 

適用對象 步道志工、一般民眾 教學時間 20 分鐘 

設計理念 本組操作<生命樹>這項活動，讓學員了解保持環境原有風貌的重要性，隨

著一棵樹的倒下（環境被破壞），依附這棵樹的生物將被迫遷移或死亡。 

教學目標

與重點 

認識無痕山林（LNT）準則四概念：保持環境原有的風貌 

透過參與者遊戲體驗，深化參與者的認知 

教學活動 

時間

（分） 

活動內容 所需教材 評量

方式 

15 【準備工作】 

1、將一張 A4 紙張剪為 1/4 成為 4 張紙片， 分別寫上(1)

榕樹(2) 台灣欒樹 (3)青剛櫟 (4)苦楝。 

2、將三張 A4 紙張剪為 1/6 成為 18 張小紙片， 分別寫

上下列 18種小動物(a)6 種鳥類(b) 6種蝴蝶 (c) 6種昆蟲。 

3、將上列 18 張小動物紙片上， 分別寫上 4 種樹種之中

的兩種樹種， 代表該動物必須依附這兩種樹才能生存。 

 

紙、筆 口頭

發表 

實際

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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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驗示範紀錄】 

1、4 位組員分別將樹名紙片拿在手上或夾在頭上，分別

扮演 (1)榕樹 (2)台灣欒樹 (3)青剛櫟 (4)苦楝。 

2、第 5 位組員將 18 張小動物紙片分發給所有學員後，

分別介紹上述四種樹的特色， 並請學員分別扮演紙片所

寫的小動物， 去尋找紙片上所寫的兩種依附樹種的第一

依附樹種， 環繞在扮演該樹的組員旁邊。 

 
3、第 5 位組員扮演獵人， 砍除四棵樹中的一棵， 扮演

這棵樹的組員倒在地上，環繞在這棵樹的小動物（學

員）， 必須離開去找尋第二依附樹種，環繞在扮演該樹

的組員旁邊。 

4、第 5 位組員繼續扮演獵人， 砍除剩餘三棵樹中的一

棵， 扮演這棵樹的組員倒在地上，環繞在這棵樹的小動

物(學員)， 必須離開去找尋第二依附樹種， 環繞在扮演

該樹的組員旁邊， 如果第二依附樹種已經被砍倒， 則

該小動物（學員）必須退離現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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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第 5 位組員繼續扮演獵人， 砍倒第三棵樹學員動作

同上。 

6、第 5 位組員繼續扮演獵人， 砍倒第四棵樹遊戲結束。 

 

 

5 【總結討論】 

每位組員分別針對 LNT 準則四做簡單介紹，與參與者討

論遊戲體驗心得。 

 

 口頭

發表 

 

 

 

四、課程學習成就評量 

以下，主要針對本次主題培訓課程：無痕山林（LNT）七大準則，對進

階學員的自我學習成就評量做調查，統計與分析說明如下圖示： 

 

 

1. 事前充分的規劃與準備 

 

 
 

項目 次數 比例 

完全不熟悉 0 0% 

已了解準則意義 3 14% 

可充分落實準則 13 59% 

可獨立宣導教學 6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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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可承受地點行走露營 

 

3. 適當處理垃圾維護環境 

 

4. 保持環境原有的風貌 

 

5. 減低用火對環境的衝擊 

 

 
 
 
 
 
 
 

項目 次數 比例 

完全不熟悉 0 0% 

已了解準則意義 3 14% 

可充分落實準則 14 64% 

可獨立宣導教學 5 23% 

項目 次數 比例 

完全不熟悉 0 0% 

已了解準則意義 1 5% 

可充分落實準則 15 68% 

可獨立宣導教學 6 27% 

項目 次數 比例 

完全不熟悉 0 0% 

已了解準則意義 1 5% 

可充分落實準則 16 73% 

可獨立宣導教學 5 23% 

項目 次數 比例 

完全不熟悉 0 0% 

已了解準則意義 4 18% 

可充分落實準則 13 59% 

可獨立宣導教學 5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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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尊重野生動植物 

 
7. 考量其他使用者 

 

 

圖 4-3-1 進階培訓（三）課程學習成就評量分析 

 

第三場進階培訓課程為步道志工首次前往高山進行訓練，在三天二夜活

動中，依現地狀況在室內戶外以動態的形式，融入七大準則的概念演繹，從

學員們的自我學習評量中，可以發現這種活潑的教學方式，能夠增加學員們

對於七大準則的認知，進而以行動落實，並主動對外加以宣導。 

將評量標準列為，「可獨立宣導教學」、「可充分落實準則」、「以了

解準則意義」、「完全不熟悉」等選項。 

超過六成五的學員，在「準則三：適當處理垃圾維護環境」、「準則四：

保持環境原有的風貌」、「準則六：尊重野生動植物」與「準則七：老量其

他使用者」等項目上，都表示除了了解準則意義，也可以充分在行動上落實

準則規範。其餘準則，也都有超過五成學員表示如此。 

可喜的是，除了原已取得種子教師的四位助教外，也有一至二位學員表

示自己已經可以獨立的對於七大準則進行宣傳教學。此次訓練結束完成後，

亦協助參訓學員申請取得美國 LNT 初級訓練認證證書，成為無痕山林種子

教師，以資鼓勵。 

 

 

項目 次數 比例 

完全不熟悉 0 0% 

已了解準則意義 1 5% 

可充分落實準則 15 68% 

可獨立宣導教學 6 27% 

項目 次數 比例 

完全不熟悉 0 0% 

已了解準則意義 3 14% 

可充分落實準則 15 68% 

可獨立宣導教學 4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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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服勤實作成果與培訓整體分析 

第一節、步道志工服勤活動成果紀錄 

今年度除了舉辦三場次進階培訓課程外，本計畫亦協助一場次年度

服勤活動，而本次服勤活動則安排由進階培訓學員實際參與活動前置籌

備工作，與服勤時戶外施作帶領及紀錄文書等工作。 

本節內容呈現服勤活動規劃情形，步道工項施作成果紀錄與服勤活

動過程紀錄。 

 

一、服勤暨實習帶隊活動規劃 

 

（一）行政籌備工作分組 

原訂本步道志工服勤活動於第二場次進階培訓課程後辦理，後因七

月遇蘇力颱風使進階培訓活動延期，本次服勤活動遂延後改於 10 月 10

日至 12 日舉辦。 

為使進階培訓參訓學員實際參與服勤各項事前籌備作業，於 9 月 2

日第三場次高山進階培訓課程結束前，將學員分為三個行政籌備工作小

組。各組工作內容分列如下表： 

 

表 5-1-1 服勤行政籌備小組工作表 

 

 

三個工作小組成員則分別推派小組長一名，擔任組間的分工協調事

宜與三組間橫向聯繫溝通任務。各組分別於服勤活動一個月前展開各項

志工名單聯繫與相關行政準備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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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本次服勤活動總計有 38 位步道志工參與年度服勤活動，其中

21 位為進行服勤實習帶隊的進階參訓學員，17 位為參與服勤志工，且當

中有 9 位志工是去年未及參與年度服勤活動，於今年放寬期限回流服

勤，而取得步道志工資格者。 

 

（二）服勤活動內容設計 

 

1、服勤時間：2013 年 10 月 10-12 日 

2、服勤地點：綠水登山學校、綠水文山步道 

3、專業講師：伍玉龍、金尚德、李嘉智、徐銘謙（其資歷詳後附錄四） 

4、活動特色：本次服勤活動由進階培訓參訓學員參與行政籌劃協助、

擔任現場施作助教、工項成果施作紀錄等工作 

5、活動規劃： 

服勤活動以三天二夜為規劃設計內容，安排有室內課程、戶外觀摩

與實作，時間分配以戶外步道施作為主，室內課程為輔的方式，透過進

階參訓學員的實習帶領，增加未來帶隊服勤的實作經驗。 

除了服勤流程安排外，晚間課程結束後，並針對進階培訓學員舉辦

工作坊與檢討會議，針對服勤活動的進行，交流討論工法與志工管理等

實習心得。 

6、活動內容： 

表 5-1-2 服勤活動內容 

 10 月 10 日(四) 10 月 11 日(五) 10 月 12 日(六) 

07:00-08:00  早餐（自理） 早餐（自理） 

08:00-10:00  

【戶外實作】 

 

步道現場分組施作 

【戶外實作】 

步道現場分組施作

（至 11:30 結束) 

10:00-10:30 【集合】新城車站 

10:30-12:30 

接駁至綠水登山學校

（11:30） 

環境介紹及組別分配 

回住宿點環境打掃 

【室內課】/保育課 

始業式與回顧 

12:30-13:30 
午餐(自理)及環境整

理 
午餐 午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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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0-17:00 

【戶外實作】 

施工點整備與安全說

明 

觀摩前梯次施作成果 

步道現場分組施作 

橫拉式千斤頂示範操

作 

 

【戶外實作】 

 

步道現場分組施作 

【室內課】/保育課 

步道志工服勤制度介

紹 

工法成果分享 

服勤心得交流 

 

【賦歸】 

最遲 16:30 前接駁至

新城車站 

17:00-18:30 晚餐 晚餐 

 

18:30-20:30 

【室內課】/伍玉龍老

師 

˙工法介紹與討論 

˙施作案例探討 

【室內課】/金尚德老

師 

立霧絲路～太魯閣越

嶺橫貫道路史 

20:30-21:30 

【室內課】/步道學學

員分享 

步道規劃調查工作之

討論與交流 

【室內課】/進階學員

分享 

步道工法討論與交流 

 

21:30-- 休息、就寢 休息、就寢 

21:30-22:30 進階培訓學員工作坊 進階培訓學員工作坊 

 

 

二、工項施作成果統計與紀錄 

（一）服勤工項成果統計 

今年度服勤工項，於進階培訓第一場次：步道調查工具運用的訓練

課程中，學員分組對綠水文山步道進行步道課題判斷與工項調查。並於

本場次服勤實習活動中，依據前次的勘查結果，再與講師討論微調，進

行分組工項施作。 

本次服勤活動共 38 名志工參與，於 10 月 12 日下午、10 月 13 日上

下午、10 月 14 日上午進行分組施作。 

除了步道路跡整理、路面清整作業，將室內課介紹之砌石基本工法，

運用於截水溝、砌石踏階、砌石駁坎等，並運用現地風倒木施作過水圓

木跨橋，以及枯立倒木造型立牆，作為景觀地景。彙整本梯次工項成果，

施作成效良好，茲測量統計數字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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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3 服勤工項成果分組統計表 

施作地點：綠水文山步道 

施作工項 第一組 第二組 第三組 

除草清理路幅、路面

土石清整填平 

30 m  23.3 m 

砌石護坡施作 

(擋土矮牆) 

1.長 7.2 m 高 50 cm 

2.長 2m 高 60cm 

3.長 1.7m 高 80cm 

4.長 3.8m 高 60cm 

5.長 3m 高 40cm 

 

1.長 2.1 m 

2.長 2.7m 

 

1.長 5.6 m 高 80 cm 

2.長 3.6m 高 50cm 

 

砌石階梯施作 20 階 5 階 16 階 

砌石導水溝   長 1.2m 寬 50 cm 

風倒木整理  長 9m 行進距離長 105m 

木橋施作  長 2m 寬 90cm  

風倒木造型立牆   長 15.5 m 

 

（二）步道施工前後對照紀錄 

 

為清楚呈現服勤活動步道施作工項成果與前、中、後紀錄，茲將本

次服勤活動步道志工施作工項前後對照紀錄製表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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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4 服勤工項施作前後對照表（10/10-12）  

工項名稱 除草清理路幅、修枝、路面清整填平、砌石護坡  工區：1-1 

施作中 施作前後 

   

   

 

1. 路跡整理、清理

崩坍土方 

2. 上邊坡山棕修

枝 

3. 步道洩水斜面

鋪設，避免路面積

水 

4. 砌石護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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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項名稱 清理坡面崩坍、砌石護坡、導水消能  工區：1-2 

施作中 施作前後 

    

   

 

 



第五章、服勤活動成果與進階整體分析 

141 

工項名稱 清理坡面崩坍土石、砌石護坡 工區：1-3 

施作中 施作前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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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項名稱 路面清理、坡面清理、修補駁坎、砌石護坡 工區：1-4 

施作中 施作前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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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項名稱 坡面整理、階梯整理施作、砌石護坡 工區：1-5 

施作中 施作前後 

  
 

  
 

1.開挖深掘 

2.埋入直立石板 

3.填入土石夯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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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項名稱 階梯整理、補階、石階施作 工區：1-6 

施作中 施作前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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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項名稱 階梯整理、補階、石階施作 工區： 1-7 

施作中 施作前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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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項名稱 橫倒木處理、去樹皮 工區：2-1 

施作中 施作前後 

      
 

   



第五章、服勤活動成果與進階整體分析 

147 

工項名稱 砌石駁坎施作 工區：2-2 

施作中 施作前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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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項名稱 砌石駁坎施作 工區：2-3 

施作中 施作前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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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項名稱 木橋施作 工區：2-4 

施作中 施作前、後 

   

 

    
 



步道志工修護工法設計及培訓實作計畫（二） 

150 

工項名稱 清理路面、清除樹根、重砌階梯 工區：2-5 

施作中 施作前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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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項名稱 上邊坡砌石駁坎施作 工區：3-1 

施作中 施作前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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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項名稱 下邊坡砌石駁坎修復 工區：3-2 

施作中 施作前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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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項名稱 清除垂掛樹枝、移除倒木、風倒木造型立牆 工區：3-3 

施作中 施作前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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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項名稱 砌石階梯修整 工區：3-4 

施作中 施作前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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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服勤活動分組成果紀錄 

 

（一）整體活動紀錄 

以下針對三天兩夜服勤活動的整體流程與戶外施作的工作情形，以

照片紀錄如下： 

表 5-2-1 步道志工服勤活動整體紀錄 

 
新城火車站集合，食宿報名組負責志工簽到 

 
綠水宿舍環境介紹與生活須知 

 

 
伍、李老師與進階學員進行工項勘查  

伍、李老師與進階學員進行工項勘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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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具使用講解與安全說明 

 
戶外工項成果觀摩 

 
戶外工項成果觀摩  

伍玉龍老師示範使用橫拉式千斤頂 

 
伍玉龍老師示範使用橫拉式千斤頂 

 
室內課：國內外步道施作案例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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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內課：步道學學員分享課程心得 

 
室內課：李嘉智老師講解砌石基本工法 

 
課後進階學員進行工作會議 

 
上工前，先作早操舒展筋骨 

 
午休/無休！學員與講師討論下午施作工項 

 
工法成果討論與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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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未見的志工夥伴開心分享 

 
由俊山課長頒發完成年度服勤志工 T 恤 

 
李嘉智老師頒發蘋果給回流服勤志工 

 
課長向志工說明未來服勤機制 

 
大合照，太魯閣正式步道志工再添九名！ 

 
徐銘謙老師期許進階培訓志工擔起重任 

 

（二）分組戶外施作紀錄 

以下針對三天兩夜服勤活動的整體流程與戶外施作的工作情形，以照片

紀錄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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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2-2 步道志工服勤活動第一組施作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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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2-3 步道志工服勤活動第二組施作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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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2-4 步道志工服勤活動第三組施作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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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進階培訓暨服勤活動整體分析 

此節將呈現本年度服勤活動參與志工的回饋意見，以及三場次進階

培訓參訓學員對整體培訓的回饋分析，以提供未來辦理服勤與相關培訓

之參考，而逐漸完備步道志工的服勤方式與制度。 

 

一、服勤活動志工回饋意見分析 

針對本年度志工服勤活動，設計回饋意見調查表，於活動結束前發

給志工填寫，以了解其對服勤活動的滿意度與相關意見。問題主要設計

為兩個部份，第一部份為詢問各個單項活動內容與整體活動規劃的滿意

度，第二部份則針對太管處步道志工制度與未來服勤工作的意見作調查。 

以下，針對參與服勤活動志工所填答的內容，進行統計與分析說明。 

（一）單項活動回饋意見 

在各個單項活動的滿意度上，幾乎都有近九成的志工表示「滿意」

以上的程度。而此次服勤活動，由進階培訓的學員，參與各項行政事務

的統籌與安排，從「始業式、環境介紹及回顧」、「施工整備、安全說

明及觀摩」、到戶外「步道現場分組施作」，皆由學員們負責講解與帶

領，對於自己第一次的實習操作，有些不甚滿意的部份，也需要繼續的

經驗累積才能夠進步， 

其中，值得一提的是，首次由參與步道學課程的三位學員分享學習

心得的部份，有九成的志工感到「滿意」至「非常滿意」。另外對於室

內課「立霧絲路 ~ 太魯閣越嶺橫貫道路史」，有超過五成五的志工表

示「非常滿意」的程度，經由金尚德老師對於古道歷史人文故事的豐富

了解，也可見太魯閣步道志工對於合歡越嶺古道深刻的吸引力與認同

感。 

 

 

1. 10 月 10 日上午 -- 【室內】始業式、環境介紹及回顧 

 

 

2. 10 月 10 日下午 -- 【戶外實作】施工整備、安全說明及觀摩 

項目 次數 比例 

非常不滿意 0 0% 

不滿意 0 0% 

普通 6 17% 

滿意 24 67% 

非常滿意 6 17% 

項目 次數 比例 



第五章、服勤活動成果與進階整體分析 

163 

 

 

3. 10 月 10 日晚上 -- 【室內課】工法介紹與討論及案例分享 

 

 

4. 10 月 10 日晚上 -- 【室內】步道學學員分享 

 

 

5. 10 月 11 日晚上 -- 【室內課】立霧絲路 ~ 太魯閣越嶺橫貫道路史 

 

非常不滿意 0 0% 

不滿意 1 3% 

普通 8 22% 

滿意 24 65% 

非常滿意 4 11% 

項目 次數 比例 

非常不滿意 0 0% 

不滿意 2 5% 

普通 1 3% 

滿意 26 70% 

非常滿意 8 22% 

項目 次數 比例 

非常不滿意 0 0% 

不滿意 0 0% 

普通 4 11% 

滿意 26 70% 

非常滿意 7 19% 

項目 次數 比例 

非常不滿意 0 0% 

不滿意 0 0% 

普通 2 5% 

滿意 15 41% 

非常滿意 20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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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10 月 11 日晚上 -- 【室內】進階學員分享 - 工法討論與交流 

 

 

7. 10 月 10-12 日 -- 【戶外實作】步道現場分組施作 

 

 

8. 10 月 12 日下午 -- 【室內課】步道志工服勤制度介紹 

 

9. 10 月 12 日下午 -- 【室內】工法成果分享、服勤心得交流 

 

項目 次數 比例 

非常不滿意 1 3% 

不滿意 0 0% 

普通 5 15% 

滿意 24 71% 

非常滿意 4 12% 

項目 次數 比例 

非常不滿意 0 0% 

不滿意 1 3% 

普通 3 8% 

滿意 27 73% 

非常滿意 6 16% 

項目 次數 比例 

非常不滿意 0 0% 

不滿意 0 0% 

普通 8 22% 

滿意 22 61% 

非常滿意 6 17% 

項目 次數 比例 

非常不滿意 0 0% 

不滿意 1 3% 

普通 4 11% 

滿意 22 63% 

非常滿意 8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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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2-1 服勤志工單項活動回饋滿意度分析 

  

（二）服勤活動整體規劃與活動滿意度 

在活動整體的規劃部份，對於「接駁交通」、「住宿」、「餐點」、

「室內場地」的安排，有超過九成五表示「滿意」以上的程度。 

自去年開始，綠水登山學校作為步道志工服勤的基地，各項硬體軟

體資源漸漸完備，而對於床位及盥洗室間數稍微擁擠、不足的問題，志

工們也已都能適應部份生活上的不便，相互體諒與協助。 

其中，對於「活動流程的安排」，有近三成的志工（包括進階學員

在內）感受是較為普通的，原因則在於，本次服勤由進階學員掌握活動

內容的時間與流暢度，在各行政小組的經驗與默契都稍嫌不足的狀況

下，有些時段是顯得較為混亂，使銜接不甚順利。而在戶外施作的帶領

上，除了工法不甚熟悉，對於志工的工作分配與情緒管理，也是進階學

員未來必需要精進與面對的課題。 

綜合來說，對於本次服勤活動「課程與講師安排」、「活動所得到

手作步道施工的知識與體驗」、「工作人員的專業度與親切感」，整體

還是呈現了超過九成五的「滿意」程度，也有七成三的志工給了八分以

上的滿意分數，顯示服勤志工對於進階學員用心規劃的課程與老師們的

專業教導，皆感到受益不少。 

 

對於整體的進階培訓課程滿意度打幾分 

 

 

 

分數 次數 比例 

1 0 0% 

2 0 0% 

3 0 0% 

4 1 3% 

5 1 3% 

6 2 6% 

7 6 17% 

8 20 56% 

9 4 11% 

10 2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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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對於本次活動的接駁交通安排 

 

 

2. 對於本次活動的住宿安排 

 

 

3. 對於本次活動的餐點安排 

 

 

4. 對於本次活動的流程安排 

項目 次數 比例 

非常不滿意 0 0% 

不滿意 0 0% 

普通 2 5% 

滿意 21 57% 

非常滿意 14 38% 

項目 次數 比例 

非常不滿意 0 0% 

不滿意 0 0% 

普通 1 3% 

滿意 22 59% 

非常滿意 14 38% 

項目 次數 比例 

非常不滿意 0 0% 

不滿意 0 0% 

普通 1 3% 

滿意 22 59% 

非常滿意 14 38% 

項目 次數 比例 

非常不滿意 0 0% 

不滿意 0 0% 

普通 10 27% 

滿意 21 57% 

非常滿意 6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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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對於本次活動所安排的課程及講師 

 

 

6. 對於本次活動的室內課場地（綠水登山學校） 

 

 

7. 此次活動所得到手作步道施工的知識與體驗 

 

項目 次數 比例 

非常不滿意 0 0% 

不滿意 0 0% 

普通 0 0% 

滿意 21 57% 

非常滿意 16 43% 

項目 次數 比例 

非常不滿意 0 0% 

不滿意 0 0% 

普通 0 0% 

滿意 21 57% 

非常滿意 16 43% 

項目 次數 比例 

非常不滿意 0 0% 

不滿意 0 0% 

普通 2 6% 

滿意 21 58% 

非常滿意 13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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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此次活動工作人員的專業度與親切感 

 

 

圖 5-2-2 服勤志工整體活動回饋滿意度分析 

 

（三）對太魯閣步道志工制度與服勤建議 

 

此部份是為了解步道志工對於未來參與服勤工作的意願與建議。首先，

幾乎全數志工都表示「願意」或「非常願意」長期投入步道志工服勤工作，

更有超過九成（92%）的人表示願意投入從事一次為期 3 天以上(不含個人往

返太管處時程）的步道維修服勤工作。 

在後續步道志工的服勤頻率上，建議太管處可「三個月安排一次」服勤

活動的志工佔了近五成（20 位），其次，分別有 28%（11 位）與 15%（6

位）的志工建議以「半年一次」、「一個月一次」的頻率安排服勤工作。 

對照志工願意回流參加服勤工作的頻率來說，分別有 16 位（40%）、

13 位（33%）表示願意「半年一次」、「三個月一次」回到太魯閣參加步道

志工服勤工作。 

而適合參加服勤工作的時間調查上，超過五成的志工表示方便在週休二

日的假日期間進行服勤服務，而表示隨時皆可參與服勤者則也佔了 14 位。

同時，對於若有再參與步道志工進階培訓的機會，也有五成五的志工建議太

管處在週休二日舉辦，增加學習進修的可能。 

 

1. 我願意長期持續投入太魯閣步道維修服勤工作 

項目 次數 比例 

非常不滿意 0 0% 

不滿意 0 0% 

普通 2 5% 

滿意 24 65% 

非常滿意 11 30% 

項目 次數 比例 

非常不願意 0 0% 

不願意 0 0% 

普通 2 6% 

願意 15 42% 

非常願意 19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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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我願意從事一次為期三天以上的步道維修服勤工作 

 

 

3. 我願意參加步道志工進階培訓課程 

 

 

4. 建議太管處安排步道志工服勤工作的頻率 

 

項目 次數 比例 

非常不願意 0 0% 

不願意 0 0% 

普通 3 8% 

願意 15 42% 

非常願意 18 50% 

項目 次數 比例 

非常不願意 0 0% 

不願意 0 0% 

普通 7 20% 

願意 11 31% 

非常願意 17 49% 

項目 次數 比例 

半年一次 11 28% 

三個月一次 20 50% 

一個月一次 6 15% 

一個月多次 0 0% 

集中於寒暑假 3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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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我願意回流參加步道志工服勤工作的頻率 

 

 

6. 我適合參加步道志工服勤工作的時間 

 

 

7. 建議太管處安排進階訓練課程的時間 

 

圖 5-2-3 服勤志工對制度與服勤意見分析 

 

二、進階培訓回饋意見分析 

 

（一）高山野地培訓課程整體規劃 

今年度規劃辦理三場次的進階主題培訓課程，為了解學員對於每場

培訓課程的學習成效，均針對學員作學習成就自我評量，其統計與分析

詳見第四章各節內容。 

項目 次數 比例 

半年一次 5 14% 

三個月一次 16 40% 

一個月一次 13 33% 

一個月多次 3 8% 

集中於寒暑假 3 8% 

項目 次數 比例 

週休二日 20 51% 

平日 1 3% 

寒暑假 4 10% 

皆可 14 16% 

項目 次數 比例 

週休二日 22 55% 

平日 7 18% 

寒暑假 4 10% 

白天 5 13% 

晚間 2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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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基本的培訓基地—綠水登山學校及其週邊場域外，為了因應園

區內高山型步道的修護需求，第三場無痕山林（LNT）培訓，特別訂於

合歡山管理站及其週邊步道舉辦之。以下，特別針對該場次的整體培訓

規劃滿意程度作調查與分析說明如下，以提供後續參考。 

 

1. 對於本次進階培訓的接駁交通安排 

 

 

2. 對於本次進階培訓的住宿安排 

 

 

3. 對於本次進階培訓的餐點安排 

 

 

4. 對於本次進階培訓的流程安排 

項目 次數 比例 

非常不滿意 0 0% 

不滿意 0 0% 

普通 0 0% 

滿意 13 59% 

非常滿意 9 41% 

項目 次數 比例 

非常不滿意 0 0% 

不滿意 0 0% 

普通 1 5% 

滿意 11 50% 

非常滿意 10 45% 

項目 次數 比例 

非常不滿意 0 0% 

不滿意 0 0% 

普通 0 0% 

滿意 11 48% 

非常滿意 12 52% 

項目 次數 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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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對於本次進階培訓所安排的課程與講師 

 

 

6. 對於本次進階培訓的室內課場地（合歡山管理站） 

 

 

7. 此次培訓所得到關於無痕山林（LNT）概念的運用 

 

非常不滿意 0 0% 

不滿意 0 0% 

普通 1 5% 

滿意 16 68% 

非常滿意 5 27% 

項目 次數 比例 

非常不滿意 0 0% 

不滿意 0 0% 

普通 0 0% 

滿意 13 59% 

非常滿意 9 41% 

項目 次數 比例 

非常不滿意 0 0% 

不滿意 0 0% 

普通 0 0% 

滿意 10 48% 

非常滿意 11 52% 

項目 次數 比例 

非常不滿意 0 0% 

不滿意 0 0% 

普通 0 0% 

滿意 13 59% 

非常滿意 9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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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此次進階培訓所得到關於高山工項的判斷與解決 

 

 

9. 此次活動工作人員的專業度與親切感 

 

 

圖 5-2-4 進階培訓（三）整體回饋滿意度分析 

 

為完善辦理本次高山進階培訓課程，事前經過了多次的場勘調查，

原訂於野外宿營的訓練，因天候溼冷不佳而改於住宿合歡山管理站，對

於該室內場地，全數學員都表示滿意，超過五成感到「非常滿意」，惟

後續仍應安排讓志工有野外宿營的經驗，以利長天候型的服勤工作。 

在交通接駁與餐食安排上，本次也為了落實低碳減廢與無痕山林概

念，規劃分配由區域相近的學員們共載共乘，以及自備三餐食材進行炊

煮，對於此種方式，學員亦全數表示滿意，特別是對於自行安排規劃小

組內伙食的接受度很高。 

無痕山林七大準則概念的訓練，著重於個人或團體行為中的具體實

踐，是以隨時依現地環境狀況進行教學，流程較為彈性，且進行方式動

態而活潑，透過生動的教學過程，學員於無形中很快的吸收並發揮創意

回饋，達到很好的培訓成效。 

 

 

 

項目 次數 比例 

非常不滿意 0 0% 

不滿意 0 0% 

普通 3 14% 

滿意 15 68% 

非常滿意 4 18% 

項目 次數 比例 

非常不滿意 0 0% 

不滿意 0 0% 

普通 0 0% 

滿意 9 41% 

非常滿意 13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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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進階培訓學員自我評量 

 

本計畫的執行，一方面除了要增加深化未來步道指導志工的各項專

業職能，一方面也要透過籌備規劃集體服勤活動，完備進階培訓學員整

體帶隊的能力與經驗。 

在第二章內容中有說明，步道志工重視團隊協力合作，領隊帶領志

工服勤應有三項角色分工：「行政籌備」、「現場施作帶領」與「紀錄

文書」。同時，也希望透過訓練，讓參訓志工逐漸具備五項核心能力：

「步道環境觀察」、「步道課題分析」、「服勤規劃執行」、「團隊溝

通協調」、「環境理念宣達」等。 

 

1. 領隊角色分工的自評 

在培訓過程中，先讓學員依自我專長或意願選擇可扮演的角色分

工，再於完成三場進階培訓與一場服勤帶隊實習後進行一次後測，重新

檢視對於自我角色的認知與期待。前後統計說明如下： 

24 位參訓學員（可複選）在第一次的問卷調查中，有 13 人次勾選

可擔任「行政籌備」工作，20 人次勾選可擔任「現場帶領」工作，10

人次勾選可擔任「紀錄文書」工作。 

從後測的統計結果，雖無法從數字看出明顯差異，學員對於三項角

色的分工，著重於「現場帶領」的意願仍是最高，然而在進行服勤籌備

與工項紀錄的交換實做過後，一些學員也願意開始承擔工項紀錄等文書

行政作業。 

 

 

 

圖 5-2-5 領隊三項角色分工自評前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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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2-6 領隊三項角色分工自評後測 

 

 

2. 五項核心能力的自評 

同樣的，在培訓過程中，也先讓學員從一分到十分先自評五項核心

能力，再於完成三場進階培訓與一場服勤帶隊實習後進行一次後測，檢

視學員們對於是否擁有各項能力的程度進行了解。前後統計說明如下： 

在「步道環境觀察」方面，學員普遍在培訓之後，對於調查工具使

用更加了解，反而自覺對於步道環境判讀與背景資料蒐集的能力的不

足，需要更多加複習實作。然而在「步道課題分析」上，學員認為將資

料應用分析、進行步道問題判斷的能力則普遍有提昇，顯示步道調查工

具的教學迭有成效。 

經過一場次實習帶隊之後，進階學員們始能了解服勤施作前的規劃

與安排作業十分繁複且不簡單，都認為自己還有進步改善的空間。此次

經驗特別是在「團隊的溝通協調」能力中，深切可感受到除了工法技術

之外，志工團隊間的情緒管理與分工，也十分重要。 

最後，經過整年度的進階培訓課程，參訓學員們對於手作步道理

念、環境維護、以及無痕山林的概念，主動向民眾作價值宣導與行動落

實的推廣，都有很大的進步，真正成為太魯閣國家公園步道守護的一員。 

項目 次數 比例 

行政籌備 13 30% 

現場帶領 18 42% 

紀錄文書 11 26% 

其他 1 2% 

行政籌備 

現場帶領 

紀錄文書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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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步道環境觀察 

 

 

 

2. 步道課題分析 

 

 

 

 

分數 次數 比例 

1 0 0% 

2 0 0% 

3 1 5% 

4 0 0% 

5 3 14% 

6 3 14% 

7 4 18% 

8 8 36% 

9 2 9% 

10 1 5% 

分數 次數 比例 

1 0 0% 

2 0 0% 

3 0 0% 

4 1 5% 

5 2 9% 

6 7 32% 

7 6 27% 

8 6 27% 

9 0 0% 

1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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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服勤規劃執行 

 

 

 

 

 

4. 團隊溝通協調 

 

分數 次數 比例 

1 0 0% 

2 0 0% 

3 0 0% 

4 0 0% 

5 1 5% 

6 5 24% 

7 7 33% 

8 5 24% 

9 3 14% 

10 0 0% 

分數 次數 比例 

1 0 0% 

2 0 0% 

3 0 0% 

4 1 5% 

5 4 18% 

6 4 18% 

7 4 18% 

8 3 14% 

9 5 23% 

10 1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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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環境理念宣達 

 

圖 5-2-7 領隊五項核心能力自評前測 

 

 

1. 步道環境觀察 

 

分數 次數 比例 

1 0 0% 

2 0 0% 

3 0 5% 

4 0 0% 

5 3 14% 

6 0 0% 

7 7 32% 

8 5 23% 

9 7 32% 

10 0 0% 

分數 次數 比例 

1 0 0% 

2 0 0% 

3 0 0% 

4 0 0% 

5 3 14% 

6 3 14% 

7 9 43% 

8 3 14% 

9 3 14% 

1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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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步道課題分析 

 

 

 

3. 服勤規劃執行 

 

分數 次數 比例 

1 0 0% 

2 0 0% 

3 0 0% 

4 0 0% 

5 4 19% 

6 2 10% 

7 9 43% 

8 4 19% 

9 2 10% 

10 0 0% 

分數 次數 比例 

1 0 0% 

2 0 0% 

3 0 0% 

4 0 0% 

5 2 10% 

6 8 38% 

7 4 19% 

8 5 24% 

9 2 10% 

1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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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團隊溝通協調 

 

 

 

5. 環境理念宣達 

 

圖 5-2-8 領隊五項核心能力自評後測 

 

 

分數 次數 比例 

1 0 0% 

2 0 0% 

3 0 0% 

4 1 5% 

5 5 24% 

6 3 14% 

7 6 29% 

8 4 19% 

9 2 10% 

10 0 0% 

分數 次數 比例 

1 0 0% 

2 0 0% 

3 0 0% 

4 0 0% 

5 0 0% 

6 4 19% 

7 7 33% 

8 6 29% 

9 4 19% 

1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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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結論與建議 

本計畫自 2 月執行至今，業已完成所有委託工作內容，包含三場步

道志工進階培訓課程的規劃與執行，進行實作步道工法教材的設計，以

及協助處裡規劃及執行一場次的步道志工服勤活動，與彙整服勤工項成

果紀錄。 

依據實際進行培訓實作的結果與年度服勤活動的經驗，綜合獲得以

下幾點結論與成果效益，試圖提出後續參考建議，期能逐步完備太魯閣

步道志工制度長期運作的最佳模式。 

第一節、結論 

 

1. 步道指導志工培訓順利圓滿，逐步完備步道志工分級與制度化 

今年度規劃三場次三天二夜的進階培訓課程，主題分別為「步道調

查工具的運用」、「繩索滑輪省力系統的運用」、「高山無痕山林訓練」，另

安排有野外維生、高山步道工項判斷課程等，融合室內課程與戶外分組

實作，並搭配交流討論的模式，增進學員精進相關專業職能與實作經驗。 

將三場培訓課程，搭配一場服勤實習帶隊活動，成為完整的進階培

訓內容，經管理處與講師評選具領隊資質與參訓意願後，共計有 24 位志

工成為進階培訓參訓學員，其中有 18 位學員全程完整參訓，培訓期間志

工們皆展現積極旺盛的學習力，且有很好的訓練成果，可供作為未來步

道志工培訓實作的參考。 

 

2. 步道志工隊伍正式成軍，建立太魯閣園區內步道修護人才體系 

太魯閣國家公園管理處自 2009、2010 年進行步道志工初階培訓，

成為公部門中首創第一支步道志工隊伍，而自去年度 79 位步道實習志

工完成了年度服勤，為擴大參與、鼓勵去年未及參與服勤的志工取得資

格，今年特別放寬期限開放實習志工回流服勤。 

在今年唯一一場年度服勤活動中，38 位志工裡再有 9 位志工把握此

機會取得年度服勤時數，從步道實習志工成為步道志工。至此，共有 88

位太魯閣步道志工正式取得資格，成為專業步道修護人才庫，善用此人

力資源，將為未來古道和園區內步道維修建立良好基礎。 

 

3. 累積服勤施作工項成果，發展太魯閣手作砌石工法教材資料庫 

自 2012 年起以綠水登山學校為基地，以手作步道方式服勤施作綠

水工法示範步道、綠水文山步道、合流步道等，數十位步道志工在專業

講師帶領下，完成諸多工項成果，成效卓著。而期間經歷過大自然的天

候變化與時間的考驗，更能夠檢視與對照志工施作步道修護的品質。 

為呈現多年來步道志工施作成果，本計畫累積園區內步道修護的工

項案例，彙整成為步道工法教材範例，未來更可發展成為具有太魯閣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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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文史特色的手作砌石工法資料庫，延續歷史古道以雙手開鑿的築路傳

統。 

 

 

第二節、建議 

 

1. 建議重回洛韶山莊召開志工授證大會，凝聚太魯閣步道志工情感 

88 位步道志工已取得服勤實習時數，正式取得志工資格。而距離

2010 年三梯次三天兩夜的步道志工初階培訓活動已經三年，當時以洛韶

山莊作為培訓志工基地，志工們對於該場域印象深刻，因此重回洛韶別

具意義。 

為了進一步凝聚作為太魯閣步道志工的認同情感，建議未來重回洛

韶山莊召開志工大會，重遊初階培訓場景、巡禮洛韶溪步道，並邀請處

長與會、統一頒發志工證，正式賦予太魯閣步道志工任務。 

 

2. 建議以揪團小型服勤方式，逐步促成步道志工服勤常態化 

彙整步道志工服勤的回饋意見，多數志工皆很熱情期待服勤制度早

日建立，而志工服勤強調為團隊合作，在三場進階培訓完成後，24 位進

階學員應持續培養工項施作與志工帶領的經驗，並從中逐漸累積能力與

實力，建議初期以揪團成行的方式，帶領團隊進行步道勘查與維護工

作，從而逐步修正機制，促成常態服勤制度的建立。 

 

3. 建議製作太魯閣步道志工制服與手作工具更新 

為強化太魯閣步道志工認同感，因此建議設計製作志工「任勞」級

專屬紀念衣服，可凝聚此批步道志工對太管處的認同與情感聯繫，進一

步突顯成為「太魯閣步道志工」之特色。另外，為了因應未來常態式的

服勤工作，相關手作工具的數量恐將不敷使用，也需要增購更新。 

 

4. 建議規劃合歡越嶺古道百年紀念活動 

2015 年合歡越嶺古道將屆滿百年，此計畫以步道志工以手作方式修

護步道，可提供作為舉辦百年相關紀念活動的場域。同時，建議編列經

費紀錄剪輯步道志工參與步道勘查到服勤過程的影像紀錄，以及可規劃

合歡越嶺道百年人文歷史的系列宣傳書籍、紀錄片等出版，以呼應古道

百年歷史，發揚手工築路傳統，將別具號召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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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一、工作大事紀 

 

2013 年 

2 月 27 日 本計畫審查簡報會議 

3 月 25 日 提送本計畫細部工作計畫書 

4 月 6 日 
協同主持人徐銘謙、千里步道協會執行長周聖心與工作團隊與保

育課陳俊山課長進行細部工作計畫討論會議 

4 月 18 日 
計畫主持人李嘉智、協同主持人徐銘謙與保育課進行工作會議，

確認進階培訓與服勤時程安排 

4 月 26 日 

對太管處步道實習志工與步道志工發信，說明 2013 步道志工進階

培訓與服勤規劃，以線上調查志工參與進階培訓課程意願，並提

醒去年未參與服勤者務必參與以取得志工資格 

5 月 7 日 
線上意願表填寫截止日，進行資料彙整，進入保育課與步道講師

針對進階參訓學員資格審核作業 

5-6 月 尋求台灣國際航電公司（Garmin）提供 GPS 機台以利進階課程教學 

5 月 18-19 日 原訂進行綠水文山步道勘查工作，因中橫白沙橋路段崩坍而取消 

5 月 28 日 上網正式公告太管處步道志工進階培訓參訓正取、備取名單 

6 月 4 日 寄發進階培訓課程（一）行前通知 

6 月 7-9 日 於綠水辦理太管處 102 年度步道志工進階培訓第一場次主題課程 

6 月- 進行進階培訓課程（二）、（三）場次與服勤活動規劃與行政籌備 

6 月 25 日前 繳交本計畫期中報告書 

6 月 29-30 日 
由六位進階培訓學員進行合歡北峰路線勘查，以作為第三場次高

山野地訓練規劃參考 

7 月 3 日 本計畫期中審查會議 

7 月 
原訂 7 月 12-14 日進階培訓第二場、8 月 2-4 日服勤活動遇颱風延

期與順延 

8 月 2-4 日 於綠水辦理太管處 102 年度步道志工進階培訓第二場次主題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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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 17-18 日 
協同主持人徐銘謙及工作團隊與保育課陳俊山課長，勘查合歡北

峰與週邊區域，以確認高山野地培訓場地規劃 

8月 31-9月 2

日 

於合歡山管理站辦理太管處 102 年度步道志工進階培訓第三場次

主題課程 

10月10-12日 於綠水辦理太管處 102 年度步道志工年度服勤活動 

10 月 14 日 
協同主持人徐銘謙及工作團隊與保育課陳俊山課長、蔡佩芳進行

工作會議討論進階培訓學員結訓與帶隊後續事宜 

11 月 25 日 繳交本計畫期末報告書 

12 月 25 日 繳交本計畫成果報告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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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會議紀錄 

（一）工作會議記錄 

 

「步道志工修護工法設計及培訓實作計畫（二）」工作會議紀錄 

一、會議事由：研商步道志工進階培訓暨服勤實施時程等相關事宜。 

二、會議時間：4月 18日（日）上午 10時至 12時 

三、會議地點：太魯閣國家公園管理處保育課 

四、出席名單：保育課陳俊山課長、蔡佩芳、計畫主持人李嘉智、協同主持人徐銘謙、

專案執行林芸姿 

五、討論：（略） 

六、結論： 

（一）細部工作計劃書原訂進階培訓（一）（二）為兩天一夜，考量應多安排時間給志

工意見討論、進行分組分工的訓練，以利未來能有完整分工的揪團服勤模式，故

修正以安排三天訓練為先。 

（二）考慮資源有限，今年以辦理一場年度服勤活動，搭配進階訓練穿插辦理，安排由

進階訓練學員參與籌備作業。參與服勤的志工則以去年已領有服務手冊但尚未進

行年度服勤者為優先人選。 

（三）三場次進階培訓日期訂於 6/7-9、7/12-14、8/30-9/1，年度服勤活動則穿插於

8/2-4辦理之，日期應同時公佈（至少前兩場），以便參訓志工事先安排。 

（四）凡於進階培訓課程有戶外實作時、服勤實習帶隊、以及活動前的勘查、準備，皆

可列入服勤時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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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步道現勘記錄 

 

步道勘查紀錄 

勘查地點：合歡北峰步道 勘查人員：林國文、賀賢德、涂正元、張峰明、

蕭國堅、楊至雄 勘查日期：2013 年 6 月 29-30 日 

勘查目的：針對第三場進階培訓（高山野地培訓）的行政規劃與三天兩夜課程實施地點進行勘查 

1、培訓時的交通、宿營、水源、餐食、如廁等建議 

2、LNT 七大原則教學的適合場域 

3、步道本體作工項工法的初步研判 

勘查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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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期中審查會議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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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期末審查會議紀錄 

 

 「步道志工修護工法設計及培訓實作計畫（二）」案  

期末審查會議紀錄 

 

一、時間：102年 12月 3日下午 2時正  

二、地點：本處會議室  

三、主持人：陳課長俊山                       記錄：蔡佩芳  

四、出席人員：詳簽名冊 (略)  

五、主辦課室報告：  

本案受託單位已依契約書第二條規定(102年 11月 25日前) 於

102年 11月 22日(公文號 1020005985)提送期末報告書，並出

席本處排定今日之期末審查會議。  

六、討論：(略)  

七、結論：  

(一) 有關本案志工後續服勤之操作方式，請受託單位再補充說明。  

(二) 有關各與會人員相關意見和建議，請受託單位參酌辦理。  

(三) 本期末審查符合本處要求，同意備查，並請依契約相關規定

辦理後續撥款和結案作業。  

八、散會：下午 3時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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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期中暨期末審查意見處理情形對照表 

「步道志工修護工法設計及培訓實作計畫（二）」期中審查意見處理

情形對照表 

 

審查意見 處理情形回覆 

期中簡報會議 

（一）有關本案尚未完

成之「工法主題教材設

計」委託工作事項，請

受託單位於期末審查時

提出，以利結案。 

請參見成果報告書第三章第 19 至 60 頁之內容。 

（二）請受託單位依契

約書規定修正報告書撰

寫格式。 

成果報告書已依契約書規定格式進行撰寫。 

期末簡報會議  

（一）有關本案志工後

續服勤之操作方式，請

受託單位再補充說明。 

請參見成果報告書第二章第二節第 15 頁之內容。 

(二) 有關各與會人員相

關意見和建議，請受託

單位參酌辦理。 

相關意見與建議謹已參酌辦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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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專業講師與助教群資歷 

師資規劃名單 職稱/資歷/專業領域 

伍玉龍 歐都納世界七頂峰攀登隊隊長、山區步道修復工程營造實務、繩

索流籠架設、絞盤運送等機具實務、手作步道專業領隊 

文耀興 築境景觀設計公司專案經理、自然步道規劃設計與監造、步道環

境動植物資源調查、手作步道專業領隊 

劉効賢 行遠國際工程開發公司工務經理、手作步道專業領隊 

李瑞宗 台灣古道研究者、曾任中原大學建築學系暨建築研究所/國立台北

藝術大學建築與古蹟保存研究所兼任副教授、著有天命行腳

（2011）、中橫半世紀（2011）、蘇花道今昔（2003）等書 

金尚德 門諾基金會財務部主任，業餘從事原住民文史研究及部落遺址踏

查，足跡遍及立霧、木瓜溪中上游太魯閣族傳統領域，曾參與「清

代北路」、「能高越嶺古道」等學術調查計畫 

林政翰 米亞桑戶外中心創辦人、加拿大 Yamnaska 登山學校全學期完整登

山課程訓練、美國山區救難協會(MRA)救難訓練、美國 WMA 野

外急救教練資格 

徐彥暉 台灣外展教育發展基金會花蓮美侖基地處長、中華民國紅十字會

初級急救員、水上救生協會水上救生員、野外急救員及無痕山林

運動高階講師 

何燾 戶外探索教育教學、繩索流籠架設、絞盤運送等機具實務、中華

民國紅十字會高級急救員訓練 

鍾昆典 觀察家生態顧問有限公司研究員、臺灣大學森林研究所碩士、專

長鳥類動物調查與分析 

林秀茹 雅比斯國際創意策略公司專案經理、步道志工活動規劃、團隊經

營能力訓練 

台灣千里步道

協會工作團隊 

GPS、Google earth 等調查工具運用、步道志工活動規劃、領導統

御與志工管理 

李嘉智 大凡工程顧問公司主持人、本計畫主持人、中華民國景觀學會理

事、自然步道規劃設計與監造、環境規劃與資源調查、手作步道

專業領隊 

徐銘謙 台灣千里步道協會副執行長、本計畫協同主持人、著有地圖上最

美的問號（2008）一書、無痕山林（LNT）高階教師、手作步道

專業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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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步道志工進階培訓（一）（二）（三）行前通知 

 

2013 年太魯閣國家公園步道（指導）志工進階培訓（一）    行前通知 

您好！歡迎參加本週末 6 月 7-9 日太管處步道志工進階培訓課程第一場次，

為了讓訓練順利進行，也方便您做好準備，以下相關注意事項要提醒您，請仔細

詳閱！謝謝～ 

一、集合時間與地點： 

˙集合時間：102 年 6 月 7 日（五）上午 10 點 30 分至 10 點 40 分 

˙集合地點：台鐵新城(太魯閣)火車站〈花蓮縣新城鄉新城村 30-7 號〉 

二、攜帶裝備與注意事項： 

1. 本次進階培訓課程在有限的經費資源下，我們將統籌提供四餐（自助形

式）、住宿、往來新城(太魯閣)與培訓場地綠水的接駁交通，以及講師、工具、保

險費用等。在培訓期間請全程遵守太魯閣步道志工守則（如下附），並請配合工

作人員與講師的引導與指示，不可擅自行動或脫隊。 

2. 第一場次進階培訓課程教學主題為：步道調查工具的運用。綠水登山學

校已建置好無線網路環境，課程中需要處理並上傳步道調查資料，要請各位自行

攜帶的有：筆記型電腦（電源線、也請預先充飽電）、相機（智慧型手機也可，

都請記得攜帶存出照片的 USB 連結線）、延長線與捲尺（3M 以上）、隨身筆記本

與筆。我們會準備 GPS 機台、放樣小旗、塑膠繩等，也歡迎各位可攜帶自己的

GPS 或平板電腦等各種適合紀錄處理的工具。 

3. 為使訓練課程順利進行，請各位盡量預先安裝好 Google Earth、Picasa、

GPicSync 等程式，並下載以下連結所附的 2 個 Map Source 軟體與 1 套授權密碼，

預先安裝到筆記型電腦。若以上操作有實際的困難，我們會在課程教學前協助您

安裝好軟體，以利操作實習。 

https://docs.google.com/a/dnf.com.tw/file/d/0B4j4OStqBJt9TEMxRzFUZGtoVE0/edit?usp=sharin

g 

https://docs.google.com/a/dnf.com.tw/file/d/0B4j4OStqBJt9UDVUaEl0WjhicEE/edit?usp=sharing 

https://docs.google.com/a/dnf.com.tw/file/d/0B4j4OStqBJt9ZWZTOTA2N3pVYVk/edit?usp=shari

ng 

4. 這次培訓期間，雖無步道實際施作，但我們仍會在步道上進行資源與工

項調查，仍請穿著不怕髒污的輕便、排汗快乾衣物(短褲不宜)，且為避免溼滑，

應穿著登山鞋或雨鞋，維護自身安全。歡迎準備 2010 年太魯閣步道志工紀念藍

T 恤與 2012 年的水鹿紀念 T 恤，當然，也別忘了防曬與攜帶雨衣！ 

5. 住宿地點為綠水登山學校宿舍，為 5-10 人木板通舖，請自備睡墊、睡袋。

由於該處只有一台電熱水器（約 50-60 公升），恐無法在有限時間內供應所有志

工以熱水洗澡，原則上請大家以簡易擦澡或冷水澡為主，也算是提早讓各位預習

未來在山中服勤的狀況囉！ 

6. 請各位自備 6/7 的午餐與 6/8、6/9 的早餐，建議志工可攜帶個人登山爐具、

或酌量自備零食（請勿帶生鮮易壞食物），可以加菜、提振工作精神、也可以與



附錄 

195 

大家一起分享。同時，因開飲機只有一台，請可盡量自備保溫瓶以有熱開水備用

（如早餐時沖泡飲料）。 

7. 裝備提醒：請自行攜帶環保餐具（碗筷杯匙）、水壺/瓶（現場有冷開水

可補充）、睡袋、睡墊、雨衣(二截式尤佳，依個人需求) 、盥洗用具（牙刷、牙

膏、毛巾）、乾爽衣物，及其他個人用品、藥品，如防蚊、防曬（長袖、遮陽帽）、

保暖等裝備，可斟酌攜帶手電筒或頭燈、拖鞋、耳塞等，並請準備隨身雙肩背包

以方便戶外調查。且培訓期間，多在戶外活動，請避免攜帶非必要貴重物品。 

8. 本培訓課程若因天候或不可抗力因素必須取消，我們最遲於活動前一天

以電話通知。 

承辦單位：台灣千里步道協會   活動聯繫人：林芸姿  (02)2923-6464#21 ； 

0958-559277  

最後，就請各位準備好開放愉悅的心情，一起祈禱週末好天氣，我們太魯閣

見！ 

 

2013 年太魯閣國家公園步道（指導）志工進階培訓（二）    行前通知 

您好！本週 8/3（六）-5（一）太管處步道志工進階培訓課程（二）即將上

場，為了讓訓練順利進行，也方便您做好準備，以下相關注意事項要提醒您，請

仔細詳閱！謝謝～ 

一、集合時間與地點： 

˙集合時間：102 年 8 月 3 日（六）上午 10 點 30 分至 10 點 40 分，預計過

上午 11 點的放行時段 

˙集合地點：台鐵新城(太魯閣)火車站〈花蓮縣新城鄉新城村 30-7 號〉 

二、攜帶裝備與注意事項： 

1. 本次進階培訓課程在有限的經費資源下，我們將統籌提供四餐（自助形

式）、住宿、往來新城(太魯閣)與培訓場地綠水的接駁交通，以及講師、器材、保

險費用等。在培訓期間請全程遵守太魯閣步道志工守則（如下附），並請配合工

作人員與講師的引導與指示，不可擅自行動或脫隊。 

2. 第二場次進階培訓課程教學主題為：繩索滑輪等機具的運用。課程中所

需用到的繩索等器材，我們會加以準備，不過為了讓大家都能練習上手，需要的

數量甚多，所以也要請各位手邊已有以下相關裝備的，儘量都能攜帶上山，同時

也回報給我們，以便調整安排，清單如下：  

『11mm 靜力繩、滑輪、夾繩器、8mm 普魯士繩、扣環/鉤環，普魯士繩若未

裁剪，就不用裁剪，若已剪了就照目前的長度使用。若以上繩子沒有的話，6mm、

7mm 普魯士繩或是攀岩繩也都 OK。』 

3. 為了協助大家登記 LNT 訓練證明，請尚未回報英文姓名、英文地址、郵

遞區號的夥伴，務必帶上此資料，以便屆時當場填寫！ 

4. 這次培訓期間，雖無步道實際施作，但我們仍會在步道上進行繩索架設

練習，仍請穿著不怕髒污的輕便、排汗快乾衣物(短褲不宜)，且為避免溼滑，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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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穿著登山鞋或雨鞋，維護自身安全。歡迎準備 2010 年太魯閣步道志工紀念藍

T 恤與 2012 年的水鹿紀念 T 恤，當然，也別忘了防曬與攜帶雨衣！ 

5. 住宿地點為綠水登山學校宿舍，為 5-10 人木板通舖，請自備睡墊、睡袋。

由於該處只有一台電熱水器（約 50-60 公升），目前水的問題仍然不甚穩定，恐

無法在有限時間內供應所有志工以熱水洗澡，原則上請大家以簡易擦澡或冷水澡

為主。 

6. 請各位自備 8/3 的午餐與 8/4、8/5 的早餐，建議志工可攜帶個人登山爐具、

或酌量自備零食（請勿帶生鮮易壞食物），可以加菜、提振工作精神、也可以與

大家一起分享。同時，因開飲機只有一台，請可盡量自備保溫瓶以有熱開水備用

（如早餐時沖泡飲料）。 

7. 裝備提醒：請自行攜帶環保餐具（碗筷杯匙）、水壺/瓶（現場有冷開水

可補充）、睡袋、睡墊、雨衣(二截式尤佳，依個人需求) 、盥洗用具（牙刷、牙

膏、毛巾）、乾爽衣物、隨身筆記本、筆，及其他個人用品、藥品，如防蚊、防

曬（長袖、遮陽帽）、保暖等裝備，可斟酌攜帶手電筒或頭燈、相機、拖鞋、耳

塞等，並請準備隨身雙肩背包。且培訓期間，多在戶外活動，請避免攜帶非必要

貴重物品。 

8.  8/5（一）預計過白沙橋下午 4 點的放行，請預定下午 4 點半之後的回程

車次。 

9. 本培訓課程若因天候或不可抗力因素必須取消，我們最遲於活動前一天

以電話通知。 

承辦單位：台灣千里步道協會   活動聯繫人：林芸姿  (02)2923-6464#21 ； 

0958-559277  

最後，就請各位準備好開放愉悅的心情，一起祈禱週末好天氣，我們太魯閣

見！ 

 

2013 年太魯閣國家公園步道（指導）志工進階培訓（三）    行前通知 

大家好！本週 8/31（六）-9/1（一）太管處步道志工進階培訓課程（三）就

要上山囉！為了讓訓練順利進行，也方便大家做好準備，以下相關注意事項要提

醒您，請仔細詳閱！謝謝～ 

一、集合時間與地點： 

102 年 8 月 31 日（六）下午 3 點前，太魯閣國家公園合歡山管理站旁停車場

集合（位於小風口），請各位開車車長，逕自與共乘學員聯繫，確認當日搭車事

宜（車輛分配請詳附件）。 

二、攜帶裝備與注意事項： 

1. 第三場次進階培訓課程教學主題為：LNT 無痕山林訓練。課程首度於高

山進行野地培訓，地點為合歡山管理站、合歡北峰步道，期間請全程遵守太魯閣

步道志工守則（如下附），並請配合工作人員與講師的引導與指示，不可擅自行

動或脫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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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8/31 住宿地點為合歡山管理站展示館地板（盥洗設備僅一間），9/1 為合

歡北峰野地宿營，負責帶四人帳的學員請確認裝備無誤，務必記得帶上，同時，

若各位另有露宿袋、單人/雙人帳者，也請盡量可帶著（第一晚進行裝備討論，

屆時不一定都攜帶上北峰）。 

3. 依照帳篷的分組（請詳附件）與培訓流程，請各小組 3 位成員事先分工

討論六餐的食物安排與採買（8/31 晚餐、9/1 早午晚餐、9/2 早午餐），以及水袋、

高山爐具、鍋具的攜帶。（太管處會為大家準備每組一個高山瓦斯罐） 

4. 為了課程訓練需要，也徵求學員攜帶帆布或地布（請有的學員以信件回

覆我），另外，請有登山杖的學員也可將其帶著。 

5. 培訓期間，除了進行 LNT 訓練，也會施作部份工項，請穿著不怕髒污的

輕便、排汗快乾衣物（短褲不宜），盡量穿著登山鞋或雨鞋，維護自身安全。也

請各位準備 2010 年太魯閣步道志工紀念藍 T 恤以便識別。另外，培訓地點海拔

已 3000-3200 公尺，此季節山上氣溫為 10-19 度，請務必準備禦寒衣物外套，且

出發前保持睡眠充足、維持身體良好狀態，以避免高山症狀的產生。 

6. 目前在菲律賓東方海面已經形成一輕度颱風康芮，未來幾日我們會密切

觀察其動向，若因颱風警報或風雨而影響到此次培訓，最晚會於週五 8/30 中午

前以手機簡訊、email 通知大家，屆時請大家留意囉！ 

7. 個人裝備提醒：雙肩帶登山背包（50 公升以上，務必做好防水）、隨身小

背包、睡袋、睡墊、環保餐具（碗筷杯匙）、水壺/瓶、雨衣(二截式尤佳，依個

人需求) 、燈具（頭燈為宜）、盥洗用具、乾爽衣物、禦寒衣物、保暖帽、棉布

手套、隨身筆記本、筆、垃圾袋，及其他個人用品、藥品（暈車、高山症預防等），

如防蚊、防曬（長袖、遮陽帽）等裝備，可斟酌攜帶相機、拖鞋、耳塞等，培訓

期間多在戶外活動，請避免攜帶非必要貴重物品。 

承辦單位：台灣千里步道協會   活動聯繫人：林芸姿  (02)2923-6464#21 ； 

0958-559277  

最後，就請各位準備好開放愉悅的心情，一起祈禱週末好天氣，我們合歡山

上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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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步道志工進階培訓課程（一）教材：調查紀錄工具教學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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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步道志工進階培訓課程（二）教材：認識繩索 

 

進階培訓（二）：認識繩索 2013/8/3-5 

國際山岳聯盟（UIAA）的繩索測試                             

英國山岳俱樂部（British Alpine Club）在 1864 年，創立最早的繩索測試標準。

UIAA/CEN 的繩索測試標準則是在五○年代，在法國由 Dodero 教授所發展出來的，

至今已更新過數次。廠商每二年要拿一段 40 米的繩子樣品，到歐洲六個獨立實驗

室做測試，通過測試後，就算獲得 UIAA 的認證。 

 

墜落測試（Drop Tests） 

重物（模擬攀登者）在給出 2.8 公尺的狀況下，掉落 4.8 公尺 — 也就是相當

於墜落係數 1.71 的嚴重墜落。測試時，繩子是靜態地被固定在直徑 30 釐米的橫槓

上，繞三圈並且將之夾住（模擬制動器），並在距離橫槓 30 公分處通過一條 10 釐

米的橫條（模擬勾環）。繩子在被測試之前，要在實驗室放置四天，以確保一致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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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及溼度。測試時，墜落之間的間隔為五分鐘，並且在墜落一分鐘內，還原到下一

次墜落前的狀態。 

根據軍方針對降落傘開傘時的研究，人體可以承受自身重量 15 倍的衝擊力量，

不會受傷。 

要通過 UIAA 的測試，在上述的條件下：單繩要能承受 80 公斤（176 磅）重物

連續墜落 5 次以上，並且，第一次墜落時的衝擊力不得大於 12kN（2698 磅）；半繩

要能承受 55 公斤（121 磅）重物連續墜落 5 次以上，並且，第一次墜落時的衝擊力

不得大於 8kN（1798 磅）。 

 

延展性（Elongation） 

這裡指的是靜態延展性。UIAA 要求單繩及雙子繩，在 80 公斤重量下，延展度

不得超過 8％；雙繩在 80 公斤重量下，延展性不得超過 10％。大多數的單繩，延

展性大約為 6％。 

衝擊力非常低的繩子，通常都比較容易制動，同時也延展得更多。一系列的測

試顯示，這類繩子在給出 20 公尺繩子，而墜落係數 1 時，11 釐米的繩子延展超過

8 公尺，大約 40％。當繩子的重量越輕，會延展地更多。 

 

繩子的比較                                                 

直徑（Diameter） 

單繩的直徑測量，是吊一個 10 公斤的重物，然後，測量 6 次繩子的直徑，取

其平均值，就是繩子的直徑。雙繩用的是 6 公斤的重物；雙子繩用 5 公斤的重物。 

 

重量（Mass） 

以現今的技術而言，重量的減少也同時意味著：較差的抗切割（cut resistance）

能力，較不耐用，以及承受衝擊時會有較多的延展。 

 

衝擊力（Impact Force） 

當你看一條繩子時，所有的數字當中，衝擊力是最重要的一個。使用衝擊力較

低的繩子，意味著墜落的先鋒者能有較延展的墜落，確保者也比較容易制動住先鋒

者的墜落。除了減少固定點所承受的力量之外，也同時減少繩子被岩角切割的機會。 

 

墜落次數（Fall Rating） 

墜落次數可以是一個繩子耐用性的約略指標，但不應該是唯一的指標，有其他

的因素會影響耐用性。更高的墜落次數並不必然意味更耐用，但是，會比墜落次數

較少的繩子更能承受岩角的切割。所有的廠商都建議，當繩子受過長距離而且嚴重

的墜落之後，淘汰掉繩子。這是因為，就算是墜落係數一樣的墜落，繩子在長距離

墜落時，承受衝擊的時間要比短距離墜落時長得多。 

 

切割耐受性（Cut Resist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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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國際山岳聯盟（UIAA）及 EN 都還沒有針對切割耐受性設立標準。在

墜落測試當中，如果將 10 釐米的橫條（模擬勾環）替換成 0.5 釐米的橫條（模擬岩

角），將沒有一條繩子通過測試。現在有幾間公司，提供用單細絲（monofilament）

做加強的耐切割繩，這些繩子是目前 10.5 釐米繩之中，唯一能通過非官方岩角測試

（edge test）的繩子，而其代價，就是比較硬的繩子，以及比較高的價格。 

 

耐用性（Durability） 

因為運動攀登者會有大量的墜落次數，在離繩端 1.5－3 公尺的地方，會產生最

大的磨損。並且，累積的衝擊也會影響，在一項測試中，一條 10.5 釐米的繩子在承

受 25 次墜落係數為 0.6 的短墜落之後，繩子損失了 32％的拉力，而衝擊力攀升了

25％；在 125 次墜落之後，繩子喪失了 63％的拉力。而垂降，以及坐電梯（lowering）

對繩子也是一大負擔，德國山岳協會（German Alpine Club）做的一項測試顯示，

在 200 次的垂降之後，半繩（half  rope）的強度損失了將近 70％。 

 

岩館用繩（Gym Ropes） 

因為岩館的特殊性質與用途（大量使用，純粹 top-rope），岩館用繩有較高的鞘

芯（sheath-to-core）比例，也就是比一般繩子有較多的繩鞘，而較少的繩芯。這樣，

能使繩子有較低的衝擊力，更加耐磨，以及較少的繩鞘滑動，但代價是較高的延展

性，和較差的手感。 

 

繩索的 EN 標準                                        

標準 EN1891（低延展繩、靜力繩標準） 

  A 型繩 B 型繩 

定義  減低的繩芯延展性， 

是為了作為繩子的安全

系統，包含各種支撐/抓

住動作；適用於救難工

作，也適用於在空中滯

留的工作與探洞之用。 

減低的繩芯延展性，相

對於 A 型繩而言，直

徑、重量、體積各方面

都比較小，適用於下降

系統中的上升與下降

工作。 

靜態受力 最小的斷裂強度

（MBS） 

－繩子 

－結尾（八字結） 

 

＞＝22 kN 

＞＝15 kN 

 

＞＝18 kN 

＞＝12 kN 

繩子延展程度 

 

在 1.5kN 下的延

展性 

 

＜＝5﹪ 

 

＜＝5﹪ 

動態受力 測試標準 

重量： 

高度： 

係數： 

 

最大衝擊力： 

 

100 公斤  

0.6 公尺   

0.3 

 

＜＝6 kN 

 

80 公斤   

0.6 公尺  

 

0.3 

＜＝6 k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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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試標準 

重量： 

高度： 

係數： 

 

繩子未斷裂的墬

落次數 

 

 

100 公斤 

2.0 公尺 

1.0 

 

 

＞＝5 

 

 

80 公斤 

2.0 公尺 

1.0 

 

 

＞＝5 

柔軟程度 繩結直徑 ＜＝1.2 D ＜＝1.2 D 

繩鞘滑動程度 對於： 

9mm 

10mm 

11mm 

12mm 

 

 

＜＝30 公厘 

＜＝40 公厘 

＜＝50 公厘 

 

＜＝15 公厘 

 

 

 

EN564 標準（4~8 厘米輔助繩標準） 

定義 由繩芯跟繩鞘所組成的細繩（cord）與繩子（rope），名義上的直

徑從 4~8 公厘，用來吸收力量（force）而非能量（energy） 

最低斷裂力量 4 公厘＞＝ 3.2 kN 

5 公厘＞＝ 5.0 kN 

6 公厘＞＝ 7.2 kN 

7 公厘＞＝ 9.8 kN 

8 公厘＞＝12.8 kN 

 

EN892 標準（高延展繩、攀岩繩、登山繩標準） 

  單繩 以一對的方式使用繩

子 

定義  編織繩芯的繩子（能量

繩），在現今的科技水準

之下，可以承受一個墬

落者，而當作安全鏈的

一部分 

編織繩芯的繩子（能量

繩），只能在成對的情

況下使用，在現今的科

技水準之下，可以承受

一個墬落者 

靜態受力 無特定   

繩子的延展性 在 0.8 kN 下的延

展性 

 

＜＝8﹪ 

 

＜＝10﹪ 

動態繩 測試標準 

重量： 

高度： 

係數： 

最高衝擊力： 

繩子不斷裂之下

 

80 公斤 

4.8 公尺 

1.75 

＜＝12kN 

 

 

55 公斤 

4.8 公尺 

1.75 

＜＝8k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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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最落次數： ＞＝5 ＞＝5 

柔軟度 繩結直徑 ＜＝1.1 ＜＝1.1 

繩鞘滑動程度 對於所有直徑而

言 

＜＝40 公厘 ＜＝40 公厘 

 

繩索品質標誌                                                 

 

CE 作為符合的標誌 

這是一個廠商承認本身責任的標誌。這個標誌不能被當作官方的品質保證，它

只是一個代表作用的標誌（換言之，這是在歐盟體系下的護照）。在現存的 EN 標

準之下，產品需要通過相關的安全要求規範。 

 

EN 

這個 EN（歐洲基準）一定會跟隨著一個基準號碼。這代表產品遵守合法的製

造程序，而且符合安全要求（產品樣本通過歐盟內公告實驗室的測試，是被強制要

求的）。 

 

UIAA 

UIAA 是一個國際性的品質標誌，代表著產品被用最高的安全標準測試過。

UIAA 的標誌，要在審核過所提交文件之後，才會頒發（這些詳細載明的項目都是

實用導向的，而且某些會比 EN 更嚴格）。 

 

ISO 

ISO9001（包含發展）以及 ISO9002（不含發展）代表廠商以國際認可的品質

管理系統來營運，而且國內、外的辦事處都會持續監控。 

 

PSA 

PSA 是管理的 89/686/EWG＜個人保護裝備＞的縮寫。它總結了墬落保護的詳

細明細（載明）。目的在於要與歐盟各國一致。所有的登山安全產品都是根據這些

詳細明細（載明）來生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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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步道志工制度與揪團服勤機制問題建議彙整 

 

目前已經有勘查有規劃，是不是已經有想要作的步道，這些資訊是否可以先

提供出來，步道志工再從這裡選擇優先施作的對象 

施作經驗很缺乏，對調查也會有影響，能不能先選定幾條，大眾化的與挑戰

級的各選幾條，三、五人先揪團一邊調查一邊累積實作經驗，嘗試團隊中的各

個角色 

 若有國家公園合作的工班，當有工程時是不是可以讓步道志工參與；有些比

較隨手的維護清理工作，儲備領隊是不是可以有比較簡易的流程，不一定要揪

團、申請這麼正式 

 實作經驗不足，很懷疑怎麼去實習帶領夥伴？怎麼確定品質、安全以及設施

的適切性 

（1）身為公部門的次級團體，建議把資源集中火力做出亮點，建立示範性後

透過各種管道讓外界知道效果，以突破目前的窘況。 

（2）建議多建立類似企業合作模式，一方面練功，同時也影響社會大眾 

若公部門現況不易突破，有沒有可能組織成常態運作的協會，持續運作；可

以施作的基地不多，若公部門可以認可民間機構培訓的志工，或許也有助於發

展 

對工項的勘查可能因為經驗而產生過多的施作，該如何判斷什麼是必要的、

急迫的課題 

（1）參與過幾梯次活動後，愈上課愈覺得擔心專業度不夠；對於工法的理解

未必能反映在實際操作上，如何能更精進志工的專業知能 

（2）目前還處在接收訊息的階段，但東西太多，沒有從零開始的經驗很難融

會貫通，因此沒辦法有自信擔負帶領的角色，課程的壓縮會造成惡性循環 

（1）修復合歡越的目標已經模糊，短期目標好像就是要整修文山綠水步道，

這需要討論 

（2）實務經驗還需要加強，同時理論基礎也不夠，手邊沒有什麼資料、不知

道上哪找，步道志工應該需要有自己的武功秘笈 

（1） 不太清楚步道志工經營目前的問題是什麼，志工需要負擔那些東西 ?  

（2）在國家管理的場域施作會比較單純，但在社區就會比較複雜，反而不利

長期發展與投入，若目標一開始是合歡越，這樣會有問題，誰能來篩選誰可以

參與 ? 因此需要一些機會累積能量 

同意各位的建議，加上高山步道的工作門檻非常高，從這角度來看文山綠水

步道的整建是很適合的開始 

（1）目前已經成為一個工作隊，在國家公園下的定位是什麼，可以做哪些事

情，工作隊怎麼運作則應該建立類似 NGO 的團隊，由志工先思考，團隊內部

角色可以互補 

（2）建議由工作隊成立一個專門的探勘小組，由小組專責步道調查 

步道志工要點已規範了幾項任務，但工作範圍並不清楚，比如整理的範圍 

（1）今年都還在訓練的階段，等到了實際工作的階段會不會專業工作團隊就

已經退出，既然目前有工作團隊成立，是不是可以建立常設的組織發展 

（2）團隊內部有很強的能力，訓練可以讓大家把專業拿出來，公部門只要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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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力放下來，相信團隊可以解決很多問題 

課程很少談到生態，都著重在工程，但有些就是自然狀況，未必需要處理，

建議多增加生態課程 

建議課程納入登山訓練的方式，從物資準備、調查、施作等，完全由志工自

行處理負責，會有更完整的經驗 

雖然跟了很多次，但我們真的有辦法像老師那樣去調查嗎 ? 還沒有從零開始

的經驗，有沒有辦法建立像雪山步道由出去玩協會認養，可以定期來踏查、施

作等 

（1）公部門的資源很重要，這些生活資源支持可以讓志工更著重在步道的工

作上，（2）課程內容的吸收，有沒有一個資料庫，可以讓志工能更有系統、有

機會了解步道施作的知識 

（1）志工可以投入的時間因人而異，公部門沒辦法作的是什麼，而志工可以

解決的是什麼。團隊組織的運作，若是獨立運作可以集中火力建立示範點，或

是就由專業團隊帶領分配 

（2）可以建立專責調查的小組，發揮各式各樣的專長，工法也可以分級，甚

至反映不同志工的生涯規劃 

有沒有可能由千里步道認養文山綠水，然後由步道志工來負責這項工作，全

力投入作出示範性 

 我們被賦予的角色是類似步道志工的工頭，但知道多少就做多少事，經驗就

是要靠累積 

 參與另外一個志工團體，目前討論的問題當年都曾發生過，但目前也參與十

八年半，志工的團隊永遠走得比較快，但公部門得看整體的面，志工則是點 

綠水是最方便施作的點，有沒有可能先申請下來作全年度的維護，也累積經

驗 

大家都擔心自己的專業不夠，想找到學習的方法，但不是每個人都要樣樣通，

角色分工可以互補，可以建立 SOP 讓一個人很快進入軌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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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太魯閣步道志工守則 

1. 在這裡，我們以平等、尊重的態度對待所有志工，並高度珍惜志工們對太魯

閣步道環境所付出的努力與貢獻。每位參訓與服勤的志工也有同樣的責任，維護

太管處與步道志工群的尊嚴與榮譽。 

2. 步道志工強調團隊合作精神，不管是工作或生活上，每位志工要能尊重多元

的族群、性別、宗教、政黨，於參訓與服勤期間適應團隊合作的生活，積極主動、

分工合作。以理性的態度與他人溝通意見，並且以開放的心態接受他人建設性的

建議。 

3. 老師與領隊負責培訓課程的專業內容傳授，以及照顧學員的安全，請尊重老

師與領隊的判斷，現場有任何問題歡迎提問，如仍未獲解決，請先以現場老師的

指導為準，回到營地，或是待活動結束，反映給本處或主辦單位處理。 

4. 手作式步道的學習與施作過程，具有一定的風險，我們非常重視志工的健康

與安全，將提供志工一個安全的工作環境與必要的防護措施。所有志工也應注重

自身與週遭同伴的安全。本培訓活動為參訓學員投保意外險，但在使用工具、搬

動石塊木頭以及交通過程，個人在維護安全上同樣負有責任，應全程戴上安全護

具工作。 

5. 步道工作是辛苦的體力勞動，請調整好自己的體能準備參加培訓或服勤，工

作期間請視自己狀況休息、喝水與補充食物，如果需要個人藥品，請隨身攜帶。

若感身體不適，請隨時即時反應給現場的老師與工作人員協助處理。 

6. 在山林中生活一切自然從簡，接受課程空間與設備的安排，隨遇而安，培訓

與服勤時，你有可能住在帳棚，有可能住在山莊或山屋，所有志工要做好心理準

備，以開放、輕鬆的心情面對。如活動範圍鄰近社區，也請尊重社區文化、共同

維護安寧與整潔。 

7. 配合培訓與服勤的時間安排，不遲到、不早退。不攜帶危險物品，違禁毒品

進入課程所及的空間，培訓與服勤期間遵守菸害防治法以及相關法令，公共空間

全面禁菸，培訓與服勤期間禁止飲酒，以確保自己與他人的安全。 

8. 培訓課程與步道修護位於國家公園範圍內，不可攜帶寵物，並應遵守國家公

園相關規定。非報名參訓與服勤的親友恕不能同行，服勤係指經由本處指派或認

可之工作，其餘個人活動行程不包含在服勤範圍內，亦不可以太管處名義對外舉

辦活動或索取費用。 

9. 所有志工應遵守無痕山林（LNT）七大原則： 

 事前充分的規劃與準備 （ Plan Ahead and Prepare ） 

 在可承受地點行走宿營 （ Travel and Camp on Durable Surfaces ） 

 適當處理垃圾維護環境 （ Dispose of Waste Properly ） 

 保持環境原有的風貌 （ Leave what You Find ） 

 減低用火對環境的衝擊 （ Minimize Use and Impact from Fires ） 

 尊重野生動植物 （ Respect Wildlife ） 

 考量其他的使用者 （ Be Considerate of Other Visitors ） 

10. 若有任何人違反以上守則，或出現不適當言行的爭議，我們會立即處理制

止。並鼓勵所有志工直接反映與回饋任何改進意見給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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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太魯閣國家公園管理處步道志工服勤召募訓練獎懲要點 

太魯閣國家公園管理處步道志工服勤召募訓練獎懲要點(核

定版) 

規             定 

一、依據： 

(一)志願服務法。 

(二)行政院及所屬各機關推動公教志工志願服務要點。 

太魯閣國家公園管理處(以下簡稱本處)為推廣國家公園環境保育理念，召募具有服

務熱誠之優秀人士，協助本處進行步道護管事宜，並依據「太魯閣國家公園管理處

志願服務計畫」訂定之。 

二、目的： 

為推廣國家公園生態保育理念，並運用社會服務之人力資源，推動步道志工參與步

道護管，特訂定本要點。 

三、召募對象： 

年滿 20 歲以上、65 歲以下具有服務熱誠，喜愛自然環境，對步道護管工作有熱情，

願意付出勞力維護山林之美者。 

四、服務項目： 

步道修築、設施維護、步道監測、資源調查與遊客服務等。 

五、召募方式： 

(一)報名：於報名期限內依召募簡章內容填寫報名申請表，繳交本處完成申請。 

(二)資料審核：報名資料審核合格者，由本處通知參加培訓課程。 

六、教育訓練： 

(一)本志工依參加教育訓練等級概分為：步道實習志工、步道志工及步道指導志工。 

(二)經審核通過後，始可參加本處辦理之基礎訓練及特殊訓練(分為初階與進階培

訓)課程(依「太魯閣公園管理處志願服務計畫」規定之課程)。 

(三)完成基礎訓練與初階培訓課程(合計至少 30 小時)且通過考核者，願意在無報酬

條件下付出時間「力行」者為步道實習志工，本處核發志願服務實習證。 

(四)已於一年期間完成服勤 24 小時，並經本處與培訓講師考評其體力及技能已具

「任勞」精神者為步道志工，本處核發志願服務證及服務紀錄冊。 

(五)已累計完成服勤 40 小時，經本處與培訓講師考評推薦參加進階培訓課程(至少

30 小時)，完成結訓後其態度及經驗已達「任怨」精神足以指導他人者，為步道指

導志工。 

(六)領有其他公私機關核發之志願服務證及服務紀錄冊者，須接受步道志工特殊訓

練始得服勤；於其他公私部門受過步道志工初階培訓課程且領有結業證書者，得經

步道志工考核小組審核學分充抵後，成為步道實習志工，參與本處步道志工之服勤。 

七、服勤須知： 

(一)步道志工服勤係指經由本處指派或認可之工作，其餘個人活動行程不包含在服

勤範圍內，並應遵守國家公園相關規定。 

(二)服勤方式為由本處公佈認可施作之步道區域與工項，採取排定固定時間與固定

地點，召集志工團隊後，須由步道指導志工帶領前往服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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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步道志工服勤時數每年至少 24 小時(以實際服勤時數計算，不含交通與住宿時

間)。 

(四)步道指導志工帶領志工團隊服勤時數每年至少 48 小時(以實際帶隊時數計算，

不含交通與住宿時間)。 

八、管理及考核： 

有以下情形之一，經查證屬實者，本處得視情節輕重，禁止參加訓練或停止步道志

工及步道指導志工各項權利，情節重大者得不經通告逕行取消資格： 

(一)違反國家公園法等法令或對外發表不當言論有損國家公園形象者。 

(二)假借本處名義私自招攬團體登山牟利者。 

(三)私自向遊客或登山山友索取服務費用者。 

(四)依本要點第十一點規定保留資格，於資格保留原因消滅後半年以上未與本處聯

絡或服勤者。 

(五)於服勤時間怠忽職守、態度不佳或言行不良。 

(六)步道志工無正當理由一年內不曾服勤、拒絕參加本處舉辦之相關講習訓練者，

或排定服勤日無故不到累計 2 次者。 

(七)擅自轉讓、出借步道志工之識別證者。 

(八)步道指導志工於進階培訓課程結業後一年內未取得初級急救員訓練證照，或連

續兩年帶領志工團隊服勤時數未滿 48 小時者，降級為步道服勤志工。 

(九)其它重大違失，經步道志工考核小組及步道指導志工考核小組審定得降級或終

止「步道志工」、「步道指導志工」資格者。 

九、表揚及獎勵： 

服勤狀況良好且服勤績優，並符合以下標準者，頒授榮譽獎章： 

(一)合歡山獎章：頒發獎狀及獎章一枚(累計服勤時數達 240 小時者)。 

(二)奇萊山獎章：頒發獎狀及獎章一枚(累計服勤時數達 480 小時者)。 

(三)南湖大山獎章：頒發獎狀及獎章一枚(累計服勤時數達 800 小時者)。 

(四)太魯閣之友獎章：頒發獎狀及獎章一枚。(服勤需滿 5 年、累計服勤時數達 1440

小時者)。 

(五)太魯閣終身志工獎章：頒發紀念獎狀及獎章一枚。(服勤需滿 10 年且累積時數

達 4000 小時者)。 

十、補助及福利： 

(一)服勤時得由本處統籌處理食宿與接駁交通，或酌予補助服勤時之交通及誤餐

費。 

(二)服勤時享有新台幣 200 萬元保險(含 10 萬元醫療險)。 

(三)服勤時可免辦理入園申請。 

(四)識別證與服勤制服之製作。 

(五)參加本處主辦之各項志工訓練、座談會、聯誼及觀摩等活動。 

(六)可借閱本處圖書室之圖書資料。 

(七)購買本處出版品，可享有折扣優待。 

十一、資格保留： 

正式服勤滿一年遇有特殊原因事故，無法繼續完成服勤時數者，步道志工得申請保

留資格。 

十二、步道志工經第八點規定取消或終止資格者，應繳回服勤制服、識別證等。 

十三、如有下列情況之一者，停止其「步道志工」所有應享之權利： 

(一)保留資格連續兩年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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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保留資格累計 2 次者。 

(三)年終考核服務時數未達 24 小時者。 

十四、步道志工考核小組： 

(一)步道志工考核小組由本處及步道指導志工組成。 

(二)步道指導志工考核小組由本處與培訓講師或相關專家學者組成。 

十五、本要點陳奉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十一、太魯閣國家公園管理處志願服務計畫 

規定 

一、依據： 

(一)志願服務法 

(二)行政院及所屬各機關推動公教志工志願服務要點 

(三)內政部營建署各國家公園管理處暨都會公園志願服務綱要計畫 

二、目的： 

為落實國家公園環境保護、保育研究、解說教育、遊憩服務及環境維護等經營管

理事項，有效運用社會人力資源參與國家公園保育推廣業務，以提昇服務品質及

行政效能。 

三、召募對象： 

具有服務熱誠，不以獲取報酬為目的，志願協助太魯閣國家公園管理處 (以下簡

稱本處)推廣保育相關業務者。 

四、服務項目： 

保育研究、環境教育、解說服務、環境設施及步道維護、外語翻譯、服務台諮詢、

協辦活動、資料編纂登錄、檔卷整理及其他適合國家公園志工（以下簡稱志工）

服務之工作項目。 

五、召募方式： 

(一)運用媒體、網路等方式公開召募。 

(二)商洽地區志願服務協會、志工團體及退休公教人員協會通知召募訊息。 

(三）函請教育主管機關通知大學系所學生參與志工。 

(四)其他適當方式。 

六、甄選方式： 

依本處年度經營管理實際需要召募志工，遴選標準由本處依業務實際需要訂定

之，並由本處甄選及面試適合人員參與服務。本處遴選志工，應配合其所任工作，

審查其學識、才能、經驗、體能及資歷條件等，並應注意其品德。 

七、教育訓練： 

本處召募遴選志工人員後，應安排接受下列訓練： 

(一)基礎訓練：其課程及訓練依內政部規定辦理。 

(二）特殊訓練：依內政部營建署各國家公園管理處暨都會公園志願服務綱要計畫

規定辦理。 

(三)其他訓練：本處安排之相關訓練課程或服勤實習服務等。 

(四)完成上述訓練且通過考核後核發本處志願服務證及服務紀錄冊。 

八、管理及考核： 

本處指派專人負責志工相關管理及考核等事項，相關事宜如下： 

(一)本處規劃所屬志工服務地點、配合上班時間及業務需要訂定執勤時間、依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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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質合理分配工作、督導服勤情形及工作成果、辦理經費核銷等相關事宜，並定

期將服務時數及項目等登錄服務紀錄冊。 

(二)本處訂定「太魯閣國家公園管理處解說志工服勤召募訓練獎懲要點」、「太魯閣

國家公園管理處保育志工服勤召募訓練獎懲要點」以及「太魯閣國家公園管理處

步道志工服勤召募訓練獎懲要點」，定期考核志工服務情形，服務情形欠佳或有不

適任之情事者，停止其服務工作，並收回其服務證。 

九、表揚及獎勵： 

(一)本處考核志工服務績效特優者，依「解說志工服勤召募訓練獎懲要點」、「保育

志工服勤召募訓練獎懲要點」以及「太魯閣國家公園管理處步道志工服勤召募訓

練獎懲要點」內之獎勵方法得簽報予以公開表揚。 

(二）本處對於參與服務成績良好之志工，因升學、進修、就業或其他原因需志願

服務績效證明者，得由本處發給服務績效證明書。 

十、補助及福利： 

(一)本處按志工服勤路程遠近、地區特性、時間或次數，酌予補助交通及誤餐費。 

(二)本處為志工辦理意外事故保險，並得視工作需要酌予補助製發服裝費用。 

十一、運用： 

本處依志願服務法暨相關子法，及本服務計畫運用志工，於年度結束前，填報實

施志工服務成果表，送營建署於次年一月底前彙呈。 

十二、輔導： 

本處指定專人辦理志願服務相關事宜，並提供志工從事服務之完整資訊；另依據

工作之性質與特點，確保志工在適當之安全與衛生條件下從事工作。本處對於志

工一視同仁，並促進志工與本處同仁協調合作。 

十三、經費： 

推展志願服務所須經費由本處以編列年度預算支應，或結合社會資源支援。 

十四、本計畫陳奉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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