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排雲山莊

建國百年國家公園慶祝活動
陽明山夏季馬拉松活動│攝影‧韓志武

合一 將垃圾帶下山 戴岩帽等規定)及

山裝備與糧食篇 －提供初攀者之裝備

整備及各 攜行說明之參考與建議，輔以淺

顯易懂的影片方式，讓初次攀 玉山者，得

以避免無謂的採購或攜帶不必要的裝備上山

之中 英 日 韓及手語版，並製作互動式

教學提供玉山e學苑民眾學習教

十五 規劃便捷的入 請服務系統與措施：

一 為簡政便民及節能減碳，玉管處與玉山警察

隊自99年5月1日起共同試辦 入山及入

請書 整合案；同時配合入山入 兩證 請

單一窗口，提供便捷的入 請服務效能

二 服務不打烊―入 請案每日辦理抽籤及公

告為提供即時 便民的服務措施，自99年4月

起，不分例假日，實施入 請案每日抽籤

公告之服務

三 國際化服務―外籍人士入 請服務繼98年

度規劃完成外籍人士入 請系統後，99年1

月5日另制定本處 外籍人士入 請執行要

點 ，並自99年3月起實施：受理外籍人士一

般 請 提前 請及 到 辦 請案

十六 資訊業務成果：

一 為辦理玉山參選世界新7大奇景第3階段活

動，執行網路奇兵計畫，建置5國語言版

Facebook，包括中文正體 中文簡體 英

文 西班牙文 日文，持續進行國際行銷玉

山票選世界新七大奇景活動

二 玉山國家公 全球資訊網站重新建置完成，

並榮獲內政部99年度優良網站服務考評國家

公 分組第1名佳績，成效卓著

三 玉管處電子化成果參展99年資訊月政府館，

以 e化遊玉山 活動主題解說玉山 區ICT

高科技應用系統，包括多功能全球資訊網

站 玉山部落格 高山無線寬頻網路傳輸

系統(WiMAX/WiFi) 智慧型步道電子解說系

統 無線機會感測網路整合系統，成果豐碩

廣受肯定

十七 規劃辦理 穿越時空玉見您 特展：基於公

益考量，日治時期原住嘉義 的攝影家方慶

綿先生累 一生所拍攝的底片，於其子女方

重雄先生 表捐贈玉管處典藏 經挑片 掃

描 輸出 專冊 製 展等，於7月30日舉

行隆重開展典禮及記者會 讓民眾能一覽玉

山的昔日風華，對玉山的環境教育及歷史意

義具重大價值

十八 整建排雲山莊：為改善現有設備老舊且服務

機能未完善之排雲山莊，以提升 玉山主峰

之服務品質，特重新規劃整建，在生態保育

及不增加環境負荷下，提昇排雲山莊住宿品

質及緊急避難等各 服務設施，讓 玉山的

民眾，有更完備的住宿環境，整建工期自99

年10月起，預訂8-9個月成

十九 保育成果推廣：辦理 玉山國家公 生物多

樣性資源保育經營管理成果 表會 ，計有

121人與會，達到落實整體的環境特性及資源

使用狀況，推廣本處保育成果

二十 賡續推動辦理VERP國家公 經營管理制度建

立，辦理塔塔加地區管理分區確認與指標及

標準之認定，以及梅山 南安 東埔至八通

關地區管理分區之劃分；進行3場次教育訓練

及組成管理分區劃設Workshop，依據研究成

果展開本國家公 VERP經營管理架構，提供建

立全新及更加有效率的經營管理模社區 展協

會辦理生態旅遊的能力及活絡社區經濟

參、未來展望

玉山國家公 管理處設立將邁入第26個年頭，

展望未來，玉管處仍將秉持 生態玉山 安全

玉山 台灣聖山 國際名山 4大願景，戮

力推動各 業務， 整體效益，有效提升玉山國

家公 整體經營管理績效與為民服務品質

壹、政策說明

國家公 兼顧保育與遊憩的理念，就是要落

實永續的生態環境及讓遊客能在安全 自然的前提

下，有好的遊憩品質，並藉 活動對自然環境產生

正確的行為模式與觀感

貳、執行成果

一 榮獲內政部 99年度機關網站考評 推薦網站

服務優良單位獎

二 辦理特別景觀區私有土地價購，計取得土地4

筆，面 1.5公 ；辦理國家公 環教中心撥用

土地16筆，面 約0.97公

三 辦理第三次通盤檢討，於 區辦理10場次公展

說明會及2場先期規劃諮詢會議

四 陽明山國家公 計畫(陽明山國家公 保護利

用管制原則) 個變案，業經內政部國家公 計

畫委員會第91次會議審議通過，將依規定 請

行政院核定後公告實施

五 為推動社區景觀活化及永續 展，辦理竹子湖

地區細部計畫規劃 竹子湖入口地區文化意象

整體規劃及八煙地區文化景觀活化與生態聚落

永續 展推動計畫

六 初步完成 陽明山中山樓暨周邊區域整體規

劃 評估 告於99年12月陳 營建署

七 辦理違反國家公 法處分案件計119件；裁決執

行73件 3件占用案獲判決勝訴，依程序執行後

續拆除及植栽綠美化

八 各遊憩據點遊客人次統計計3,779,349人次；解

說志工服勤人次計8,119人次，服勤時數約達

65,439小時 保育志工服勤人次計537人次，服

勤時數約3,112小時；解說志工榮獲內政業務獎

(12金；13銀；10銅) 解說志工榮獲志願服務

獎(1金-李金 ；2銀-吳美芳 徐武雄；2銅-徐

玉英 鄭美麗)

九 辦理 與國家公 有約 活動共59 活動，計

2,032梯隊，參與民眾總計239,827人次參加，如

蝴蝶季 路跑賽 天地之旅 暑期兒童生態體

驗營 陽明山青少年生態探索營等活動

十 配合陽明山國家公 成立25周年處慶辦理走過

1/4世紀的腳 保育宣導系列活動，包括 草山

十景 －陽明山國家公 十大特色景點票選活

動 草山歲月 －陽明山國家公 25週年成

果展 草山蝶影 －陽明山國家公 蝴蝶生

態攝影比賽展 攜手共護七星山自然環境保護

活動 陽明山單車節及陽明綠 集 活動

十一 製作 相草山- 暢覽竹子山‧飛閱磺嘴 攝

影集 蝶舞草山 陽明山賞蝶手冊 大

屯火山的故事 藍光多媒體影片及DVD製作

等出版品

十二 辦理20 解說志工訓練，計816人次參加；辦

理保育志工基礎及特殊訓練課程；結合北投

區博物館群辦理志工研習活動

十三 配合營建署辦理2009南非開普敦 生態交流計

畫陽明山國家公 學習計畫執行

十四 辦理2梯次生態旅遊輔導實施計畫-樹興

生態之旅，透過社區參與推廣國家公 理

念

十五 推動ICT應用服務 完成 生態資源整合環境

教育推廣計畫 3D導覽平台 委辦案

陽明山
國家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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