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鄒族敬謝山神儀式

玉山國家公

壹、政策說明

玉山國家公 以玉山為名，區域內群山環峙，

名列台灣百岳的名山就有30餘座，也是濁水溪 高

屏溪 秀姑巒溪等重要水系的集水區，造就玉山國

家公 區內豐富且獨特的生態資源；玉管處自民

國74年成立至 逾25餘年，無論在生態保育 景

觀維護與環境教育等各方面均有卓越的表現，近年

來更秉持著 安全玉山 生態玉山 文化

玉山 友善玉山 效能玉山 與 學習玉

山 等六大服務要 ，作為永續經營之標竿

貳、執行成果

一 榮獲第二 政府服務品質獎：玉管處 極參加

政府服務品質獎評選，歷經本署與內政部書面

及實地評審，並以內政部第一線服務機關第1名

之佳績獲薦送行政院參獎，案經行政院書面審

查入圍及實地評審 行政院研考會於6月公 得

獎名單，本署玉管處榮獲 第一線服務機關

服務品質獎，並於99年6月30日接受行政院吳院

長頒獎表揚

二 玉山音樂會 榮獲行政院研考會第二 國家

出版獎：台灣第一套針對16種畫眉鳥所做的聲

音 影像 文 互動式光碟有聲書 精彩呈現

玉山國家公 五大景點-南安瓦拉米 梅山及中

之關古道 東埔雲龍瀑 塔塔加地區的畫眉

鳥聲音圖像，是基礎調查資料與解說教育的結

合，也讓環境教育更活潑生動

三 推動 台灣玉山票選世界新七大自然奇景 相

關工作：掌握台灣 自然保育成就，站上世界

舞台 之契機，台灣玉山參選世界新七大自然

奇景並入圍最後決選名單，與世界上其他著名

27個景點競選七大自然奇景殊榮，本 99

年玉管處跳脫公務體系既有思維模式，創新求

變 運用同仁與志工專長 結合網路族群特

性 善用媒體創造話題 廣邀國內外公部門同

步動員 企劃各種宣傳活動開 年輕票源及各

族群票源，使 票投玉山 蔚為風潮

四 與義大利Adamello Brenta Nature Park締結姐妹

國家公 ：99年8月6日-12日 玉管處邀請義大

利 公 及自然保護區聯邦 副主席及阿達梅

洛 倫塔自然公 主席Antonello Zulberti 阿達

梅洛 倫塔自然公 處長Claudio Ferrari來台交流

參訪及正式簽署交流合作協定書，除增進保育交

流外，也為台灣之公 外交開創嶄新的一頁

五 舉辦2010玉山論樂— 玉山之歌 詞曲創作比

賽活動：為讓世界聽見玉山，鼓勵國內外愛好

音樂人士踴躍參加，最後 林玉琴與賴建 的

仙境玉山 謝宗廷與吳易緯的 玉之

余國光與賴南海的 玉山之歌 王婉娟的 玉

山之歌 吳杰昇的 玉山行 獲得冠 亞 季

軍及佳作，而網路最佳人氣歌曲則 許石宗 蘇

靖慈小姐的 玉山之歌 以最高票獲得

六 堅 國家公 生態保育立場，力促修改環保法

規：台灣電力公司 鹿鳴水力 電計畫 ，擬

於拉庫拉庫溪鹿鳴地區設立攔水設施及水力

電廠，案經玉管處提出環境影響分析 告，除

研議將讓區域劃入國家公 範圍，並 極尋求

生態學者 保育團體及地方人士的支持，秉持

生態保育優於水力開 ，促使環保署修改相關

規定，並補充公告： 水力 電廠之開 ，於

山坡地興建或擴建攔水壩( )，屬對環境有不

良影響之慮之開 行為，應實施環境影響評

估 避免 區生態環境遭到不當之開 ，對台

灣河川棲地的保育及永續利用有深遠的影響

七 辦理玉山國家公 計畫第三次通盤檢討作業：

玉山國家公 計畫第2次通盤檢討計畫於93年11

月1日公告實施 滿；玉管處於98年12月成立作

業小組辦理第3次通盤檢討，現 完成計畫書圖草

案，並於99年11月5日至12月4日辦理公開閱覽

八 辦理玉山國家公 受莫拉克風災之地形衝擊及

八通關西段與南部 區災後環境監測及整體設

施規劃：為因應莫拉克颱風對 區生態環境造

成之衝擊，委託學術單位辦理整體監測分析，

俾以明瞭及掌握莫拉克風災前後崩塌地及環境

敏感度分 情形，據以作為後續監測及維護管

理之參考

九 辦理 聖山 護－2010年玉山祭活動 ：國內

目前唯一為山所舉辦祭典活動，強調本土化

多樣化 國際化，深獲全國各界認同，對形塑

玉山為台灣聖山地位及永續 展的意義，並具

有團結民心奮 向上的 極作用，以促進國際

行銷及提升我國保育形象

十 表 雲海上的島嶼 生態影片：本部影片以

Full HD高畫質呈現玉山美麗的一面及豐富的生

物多樣性生態，委 廖東坤先生拍攝，耗時5年

完成，於99年11月10日假台北之家光點電影院

辦理首映會，吸引全國媒體廣泛注意及 導，

現場超過150位觀眾熱情見證，未來對本處多媒

體環境宣導教育將具舉足輕重的地位

十一 推動解說 保育志工服勤制度：妥善運用社會

人力資源，鼓勵熱心人士參與志願服務工作，

推動國家公 解說教育 遊憩服務 保育研究

及環境維護等經營管理業務，以提昇服務品質

及行政效能

一 99年國家公 暨都會公 志工聯盟大會活

動，10月28-31日分別於塔塔加玉山及蓮華

兩地 利 滿辦理完成，各國家公 暨

都會公 之參加志工及相關業務人員計有約

220人參與盛會及活動，體會與感動玉山的

熱情與溫馨，留下美麗難忘的回憶是共同的

感想，也為本次國家公 暨都會公 志工聯

盟活動劃下完美的句點

二 玉管處保育志工陳大森君獲選行政院環保署

98年推動環境保護有功義工人員類全國特

優，玉管處保育志工的優異表現，同樣獲得

環保署的認同，於有榮焉

十二 高山步道維護性工程以現地 料施設構造物

及提高工率之工法， 成為 區內生態工程

設計主流，本處 極推動 區內各 生態工

程及增加 區周邊原住民族就業機會，依政

府採購法 立法院通過之 原住民族工作權

保障法 及結合 區內原住民共同維護傳統

領域等 宗旨下；將 區內的高山步道與原

住民的傳統文化結合，採步道共同維護的方

式讓原住民實際投入國家公 經營，辦理塔

塔加管理站 排雲管理站 梅山管理站暨南

安管理站等站，所轄地區步道及相關設施與

原住民族協同維護計畫，增加原住民經濟收

入，具體改善生活品質，以加強互動增進原

住民伙伴關係

十三 實施 即時 證明核 措施 ：為使國內

外 山民眾成功 上玉山主峰後能立即取

得玉山 證明，自7月份起民眾成功攀

玉山主峰，只要出具 照片等證明及相關

資料，即可 請辦理，立即取得玉山 證

明，節省時間及金錢 每份100元-即時證明

書未 製照片 ，提供更便民的 山服務

十四 規劃製作 山安全教育系列影片：結合 拍

攝完妥之 領航玉山 及 認識高山症 影

片，另增加相關法 及規定(初攀者必須 錄

玉山e學苑之認證系統 辦理入 入山兩證

1.玉山之歌評審
2.與義大利阿達梅洛布倫塔自然公園簽署合作協定
3.獲頒第二屆國家出版獎
4.雲海上的島嶼首映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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