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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台灣是個高山島，擁有豐富的高山遊憩資源，玉山是最具代表性的地方。由於玉山

國家公園成立後，導致玉山主峰群的高山資源總體發展上朝向生態保育為主，在此政策

下，玉管處對區內最主要住宿點的排雲山莊，採取了總量管制的方式，這因而限制大多

數民眾親近玉山的機會。僅管如此，一到假日排雲山莊住宿仍舊一位難求。如何兼顧保

育與遊憩需求的成長，與在總量管制下提高排雲山莊現有住宿服務品質與機能，以及未

來改建期間疏散登山遊客等都是需一一解決的課題。基於此，本研究在預設排雲山莊需

改建或新建的條件下，整合玉山主峰登山步道分級以及遊憩承載量等的排雲山莊基本外

部遊憩服務特性。接著針對排雲山莊周邊替代性住宿點的位置、可容納或疏散人數等服

務機能進行評估與分析。結果顯示，玉山主峰兩條登山步道在分級上有著明顯的差異。

承載量分析上，排雲山莊現行的每日 90 人的管制總量，遠超過林晏州(2002)進行玉山

國家公園高山步道遊憩承載量研究中所獲最適承載量 47 人的數據。在替代住宿空間評

估上，排雲改建或新建期間最佳的替代住宿空間有排雲醫療站與圓峰營地二處，次佳替

代住宿空間為白木林，觀高、荖濃、北峰下與八通關四個營地則為最不佳的替代住宿空

間。若再考量替代路線時，僅有東埔至玉山線最合適，此時最佳替代住宿空間為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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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玉山國家公園是台灣第一個成立的高山型國家公園，園內的玉山主峰不但是台灣第一

高峰，也是東亞與東北亞的第一高山，具有相當獨特的地理意義以及國家的代表性。

且近年來受全球性生態旅遊與山岳旅遊風潮的影響，大幅帶動國內生態旅遊與登山活

動風氣，因此每年吸引相當多國內外的遊客與登山好手，其中攀登玉山主峰已成為國

際登山客及國人非常嚮往且極欲體驗的熱門登山活動。由於排雲山莊是玉山主峰步道

中唯一提供山友住宿的地點，故其服務品質長期以來一直受到登山界的關注。然而，

排雲山莊與玉山主群位於敏感脆弱的特殊自然景觀區內，在可持續發展與永續經營的

理念下，國家公園將其劃分成管制最嚴格的特別景觀區。這意味著玉山主峰在現有的

土地管制與生態保育的理念下，無法大量開放登山容量。儘管玉管處對於玉山主峰登

頂與排雲山莊住宿採取總量管制的措施，然而排雲現有住宿空間與服務早已飽和。基

於此，玉管處於民國 92 年 1 月 1 日自林務局接管排雲山莊後，就積極研擬完整的山莊

經營管理與環境改善計畫，以提供更舒適、安全、便利的登山環境。因此，在住宿及

急難醫療救助等需求的考量，及兼顧國家公園計畫、生態保育及遊憩管理等原則下，

預期排雲山莊的規劃將達到大幅改善既有住宿服務、廁所及盥洗設備、醫療及廚房使

用空間的中程目標為主；長程目標則朝向「公辦民營」的方針，期能提供山友們更完

善的住宿供應等服務設施(玉管處，2003)。 
 

由於在高山攀登上，玉山是台灣最熱門的高山，所以高山旅遊的需求量相當大。

然而在生態保育的政策下，排雲山莊無法以民眾的實際需求擴充其住宿容量與服務機

能。所以如何兼顧遊客量成長與保育，是排雲山莊改建或大幅改善既有住宿服務規劃

的首重課題。因此本研究先進行登玉山主峰—『東埔至玉山主峰』及『塔塔加至玉山

主峰』，兩條登山路線的分級與整合，接著再以排雲山莊需改建的前提下，為疏散不斷

成長的遊客量，以及未來改建期間排雲山莊無法提供住宿的窘狀，選擇排雲周邊適合

提供住宿的地點與替代路線，透過代替住宿空間疏散人數與服務機能等的評估，分析

其替代住宿的可行性高低。 
 

二、東埔至玉山主峰、塔塔加至玉山主峰登山路線之分級與整合 

(一)傳統分級 
 

依據玉管處(2003)的研究，東埔至玉山主峰和塔塔加至玉山主峰兩條登山路線，

前者大部分路段屬八通關日據越嶺古道線，小部分屬於玉山群峰線；後者則屬於玉山

主峰線。根據一般登山者實際的攀登經驗，兩條路線不同的傳統分級，在攀登困難度

上有著相當大的差異。其最主要的差異，在於登山的天數及所需裝備的重量。 
 

1、塔塔加至玉山主峰  一般僅須安排兩天行程，且因有專辦旅遊的專業嚮導（例如時

報旅遊），協助處理餐飲及醫療用品，故參與活動者幾乎無須具備登山知識，僅需



具備簡單似健行的登山裝備（因除飲用水、雨衣及頭燈以外，俗稱『輕裝』，仍須

背負睡袋、保暖衣物、個人餐飲用具等，約 5～10 公斤/人，俗稱『半重裝』）及體

力即可攀爬。 
 
2、東埔至玉山主峰  不論由東埔上玉山主峰後，再回東埔或改下塔塔加走完玉山主峰

線，皆須安排三天行程，且山上餐飲（多一天重量）、醫療用品須由自已隊伍自負，

故須具備『重裝』登山裝備（約 15～25 公斤/人），即一定程度的登山知識和體力

才能攀爬。 
 

目前台灣登山界，對於登山路線分級並無一套大家皆認同的標準。以台南成功大

學登山社為例，就以登山天數及背負重量做為登山等級的主要憑據。C 級：1～2 天，

小背包（輕裝）至中背包（半重裝），5～15 公斤; B 級：3～9 天，大背包（重裝），15
～25 公斤; A 級：9 天以上，大背包（重裝），30 公斤以上。故依台南成功大學登山社

的分級標準，『塔塔加至玉山主峰』線與『東埔至玉山主峰』線就非屬同一等級，而是

分屬 C 級與 B 級。 
 
(二)玉管處的分級 
 
1、第一次通盤檢討  玉山國家公園第一次通盤檢討（1994）中，對園內的登山健行步

道，依國家公園登山經營管理制度、步道困難度、危險性，宿營狀況及登山者裝備

與體力，分為國家（公園）級路線、登山級路線及健行級路線等三級，分述如下： 
 
(1) 國家（公園）級路線：玉山國家公園區內的玉山主峰、八通關、秀姑坪、大水窟

山一帶，步道系統完整，遊憩設施完備，可及性高，除有原始自然的動植生態景

觀外，並有豐富地形、地質、水文等景觀。登山者只要具備基本登山裝備，相當

的體力與經驗，即可觀賞國家公園之美。本級路線簡稱 N 級包括二線：○1 玉山主

峰線；○2 秀姑坪、大水窟線。 
 

(2) 登山級路線：玉山區域內在海拔三千公尺以上的高山，常見有原始自然的動植物

生態景觀，並富於特殊地形、地質之美。但因地勢高亢、地形陡峻，雖有步道系

統，但欲進入者必須有完整登山裝備、充沛體力與耐力，以及豐富登山知識，才

能從事此種登山活動。本級路線簡稱 C 級，包括七條：○1 玉山群峰線；○2 南二段

線；○3 馬博橫斷線；○4 八通關日據越道線；○5 新康山橫斷線；○6 向陽、三叉線；○7

關山線。 
 

(3) 健行路線：玉山國家公園在邊緣地帶、遊憩區附近，或是與生態保護區、特別景

觀區相連接的緩衝地區，闢建適當的步徑，可提供大眾從事健行活動。健行步徑

一般坡度較平緩，海拔在三千公尺以下，活動時間約一至三天可完成。從事者僅

需具備簡單健行的裝備、體力即可。本級路線簡稱 H 級，包括：○1 八通關步道；

○2 關山古道步道；○3 山風至瓦拉米步道；○4 神木林道、郡大林道、沙里仙林道、



楠溪林道、梅蘭林道；○5 南橫三山步道：包括關山嶺山步道、塔關山步道、庫哈

諾辛山步道。 
 
2、第二次通盤檢討  玉山國家公園在第二次通盤檢討（2003）中，對園內的登山健行

步道，同樣依國家公園登山經營管理制度、步道困難度、危險性、宿營狀況及登山

者裝備與體力，分為高級登山步道、中級登山步道及一般健行步道等三級（表 1），
分述如下： 

 
(1) 高級登山步道：玉山區域內在海拔三千公尺以上的高山，常見有原始的動植物生

態景觀，並富於特殊地形、地質之美。惟因地勢高亢、地形陡峻，雖有步道系統，

但欲進入者必須有完整的登山裝備、充沛的體力、耐力，以及豐富登山知識，方

得從事此登山活動。本級路線有玉山群峰線、南二段線、馬博橫拉斯段線、八通

關日據越道線、新康山線等五條步道。 
 

(2) 中級登山步道：玉山國家公園區內的玉山主峰、八通關、瓦拉米、南橫三山一帶，

步徑系統完整，遊憩設施完備，可及性高，除有原始自然的動植物生態景觀外，

並有豐富的地形、地質、水文景觀。登山者只要具備基本登山裝備，相當的體力

與經驗，即可觀賞國家公園之美。本級路線包括玉山主峰線、關山及南橫三山線、

雲龍瀑布至八通關線、佳心至瓦拉米線四條步道。 
 

(3) 一般健行步道：玉山國家公園在邊緣地帶、遊憩區附近，或是與生態保護區、特

別景觀區相連接的緩衝地區，適當闢建步徑，供為大眾健行的活動。一般其步徑

坡度較平緩，海拔在三千公尺以下，活動時間約一至三天可完成。從事者僅需具

備簡單的健行裝備、體力即可。本級路線有東埔至雲龍瀑布線、中之關至天池線、

山風至佳心步道、遊憩區健行步道四條。 
 

表 1：東埔至玉山主峰、塔塔加至玉山主峰登山路線分級 
玉山國家公園管理處  

登山路線 傳統分級 第一次通盤檢討

（1994） 
第二次通盤檢討

（2003） 

國家步道 

塔塔加至玉山主峰線
半重裝 
（C 級） 

國家級路線 中級登山步道 
歷史步道 
高山步道 

東埔至玉山主峰線
重裝 

（B 級） 
登山級路線 （未分級） 

歷史步道 
高山步道 

 
根據上述，玉管處兩次通盤檢討對區內的步道分級，沒有太多的更動，只有在分

級名稱有著明顯的差異。至於本研究的東埔至玉山主峰和塔塔加至玉山主峰兩條登山

路線，前者在第一次通盤檢討劃歸『國家級路線』，第二通盤檢討則更名為『中級登山

路線』。後者在第一次通盤檢討劃歸『登山級路線』，第二通盤檢討則沒有將這條登山

步道歸類在任何分級路線中。更名為『中級登山路線』。 



 
(三)國家步道系統分級 

依據民國 92 年（2003 年）一月國家公園學會的『國家步道系統藍圖之規劃（一）

－國家高山與歷史步道系統』期末報告，考量是否具有台灣地區自然資源、文化歷史

及景觀美質的代表性，依此而遴選出高山與歷史兩大類的國家步道。國家高山步道方

面，鄰選出玉山群峰線等 21 條，國家歷史步道方面則鄰選出玉山山道（塔塔加至玉山）

等 16 條（表 2）。 
 

表 2：國家高山步道及國家歷史步道 

國家高山步道 國家歷史步道 
01 北一段（南湖、中央尖） 
02 北二段（甘藷、無明山系） 
03 北三段（奇萊、能高安東軍） 
04 六順山七彩湖 
05 南三段（丹大山列） 
06 南二段（秀姑巒山系） 
07 南一段（關山、卑南山系） 
08 合歡群峰 
09 奇萊東稜線 
10 干卓萬山群 
11 東郡山彙 
12 馬博拉斯橫斷 
13 新康山 
14 北大武山 
15 玉山群峰 
16 雪山群峰－大霸聖稜線 
17 雪山群峰－雪劍線 
18 雪山群峰－志佳陽線 
19 雪山群峰－大雪線 
20 雪山群峰－東峰線 
21 雪山群峰武陵四秀線 

01 比亞毫古道 
02 福巴越嶺古道 
03 司馬庫斯古道 
04 石鹿古道 
05 鹿場連越嶺古道 
06 合歡越嶺古道 
07 能高越嶺古道 
08 水沙漣山道 
09 玉山山道 
10 八通關古道／清代 
11 八通關越嶺古道／日據 
12 獨立山古道 
13 關山越嶺古道 
14 崑崙坳古道 
15 浸水營古道 
16 知本越嶺古道 

資料來源：國家公園學會，國家步道系統藍圖之規劃(一)－國家高山與歷史步道系統，p.3，表 3-1，2003 

 
本研究所討論的『東埔至玉山主峰』及『塔塔加至玉山主峰』兩條登山路線，依

據國家公園學會(2003)的分級，前者大部分路段屬八通關日據古道的國家歷史步道，

八通關至排雲山莊段則屬於玉山群峰國家高山步道。後者基本上屬於玉山群峰國家高

山步道，但塔塔加至排雲山莊玉山山道不但為國家歷史古道，與玉山群峰國家高山步

道重疊，所以本路線同時具有國家高山與歷史兩類步道的屬性。 
 



三、東埔至玉山主峰、塔塔加至玉山主峰遊憩壓力調查 

遊憩壓力直接來自於遊客量，遊客量越高，遊憩壓力越大，然而遊憩壓力越大就

愈容易(1)對遊憩資源（遊憩場所及設施）造成過度、不可接受、不可恢復的破壞，以

及(2)對遊客心理造成不可接受的干擾影響，降低遊憩體驗的品質，因此建議設定一個

使用量的限度，作為規劃、經營管理的依據（陳昭明等，1989）。根據以上所述，為了

過多的遊客量造成過大的遊憩壓力，而降低風景區和風景據點的遊憩品質，陳昭明等

人（1989）認為需要分析風景區和風景據點使用量或容納量的限度（即承載量）。 
 
(一)玉山主峰步道遊客量 

根據林晏州（2002）高山步道遊客量調查，民國 87 年至 90 年塔塔加至玉山主峰

和東埔－觀高－八通關至玉山主峰的兩條登玉山主要步道四年遊客量，前者年平均為

23381 人次，後者為 11079 人次（表 3）。 
表 3：塔塔加至玉山主峰、東埔至玉山主峰遊客量統計 

步道路段 使用頻度 遊客量統計數據來源 各年度遊客量 備註 
87 24224
88 29537
89 5324
90 36480

塔塔加登

山口－玉

山主峰 

為入山入

園的必經

路線，遊客

量最多 

入山入園人數 

年平均

遊客量

23891

規定：須經塔塔

加警察小隊，並

繳交入山入園登

記。 
使用者：登山客

或登山團體。 

87 17975
88 26307
89 0
90 0

玉
山
主
峰
步
道 玉山主峰

－八通關

－觀高－

東埔 

遊客量少 

1、80 年有主計處資料

2、88 年以前玉管處有

統計 
3、88～年 91 封山無統

計 
4、91 年 4 月以後開始

統計 

年平均

遊客量

11070

88.9.21～91.3.29
期間封閉。 

 
(二)遊憩承載量分析 
 
1、遊憩承載量理論  承載量的概念源起於生物學領域，應用於牧場與野生動物的經營

管理事宜，其目的在維持自然資源於長期穩定的運作狀況（林晏州，2002）。遊憩

承載量若要探討對象可概分成兩個層面：實質生態承載量及社會心理承載量。其中

實質生態遊憩承載量係針對各種生態環境因素，如動物、植物、土壤、水源、噪音

等，分析遊憩活動不致對環境造成永久性或不可接受破壞時的最大遊憩使用量。換

言之，實質生態承載量主要分析資源改變程度與遊憩使用量間的關係，社會心理遊

憩承量則指不致造成遊憩體驗品質下降所容許的遊憩使用量，主要是從遊客觀點分

析遊憩體驗品質與遊憩使用量的關係。 



 
2、遊憩承載量相關研究  在林文和（1999）的研究中，依玉山國家公園內各條登山路

線的狀況及行程，規劃可供宿營的地點，並實地現場調查紀錄各宿營地有關評定承

載量的各項因子，再經由相關人員訪談後，評定各宿營地最適及最大承載量。同樣

是高山步道遊憩承載量的研究，林晏州（2002）則是著重遊憩承載量與可接受改變

的觀念，用以評估玉山國家公園主要高山步道的最適遊憩承載量。林晏州的研究在

方法與步驟上則先蒐集與推測玉山國家公園高山步道的遊客量，並在研究區範圍內

遊客量不同路段進行步道兩旁植群覆蓋與土壤硬度的實質環境衝擊調查，前述兩項

調查資料進行不同遊客量與自然環境衝擊的分析，並導出與建立函數關係；之後，

以問卷調查所獲的數據，進行遊客、登山團體與意見領袖對自然環境衝擊可接受程

度的分析；依據上述的分析結果，提出高山步道最適遊憩承載量的建議。 
 
3、玉山主峰的遊憩承載量  林晏州（2002）認為塔塔加至玉山主峰和東埔－觀高－八

通關至玉山主峰的兩條登玉山主要步道，其最適遊憩承載量是每月 1413 人，年遊

客量為 16962 人，若換算成每日則為 47 人。他還考慮一年的某些季節為生物生長

季節，對外來的衝擊較敏感，需要兩個月的季節休養，建議玉山國家公園管理處進

行兩個月的長時間封山。再依上述概念，區隔出玉山國家公園遊憩活動為淡、旺季

各五個月，淡季遊憩承載量占全年的 1/3，平均每月為 1131 人，而每天則為 37.7
人；旺季遊憩承載量占全年的 2/3，平均每月為 2262 人，而每天則為 75.4 人。依

以上的數據分析，林晏州認為目前管理處所訂定的承載量為假日為 150 人，與非假

日為 90 人，一年平均為 36000 人，遠超過玉山主峰遊憩承載量可以接受的容許人

數。 
 

四、排雲山莊替代性住宿空間分析 

由於一般民眾登玉山時大多選擇塔塔加為起點往返玉山，因此以下的替代性住宿

空間分析，以塔塔加至玉山主峰的登山路線為主。在進行替代性住宿空間的分析時，

須先對替代性住宿的位置、可容納或疏散人數等服務機能進行說明，下一步以排雲為

基點至各替代宿營點所增加步行時間（表 4）、水源及所增加景觀資源予以分析，最後

再針對可替代性住宿空間與替代路線進行可行性評估與建議。 
 
(一)代替住宿空間疏散人數 

 
排雲山莊的替代性住宿地點包括排雲醫療站、圓峰山屋、白木林、觀高山屋、荖

濃營地、北峰下營地和八通關等七處。 
 
1、排雲醫療站：為玉管處擬於九十三年度發包興建的登山服務設施，樓地板面積約

100 平方公尺，若全部提供住宿，且依建築規劃上每人 2 公×1 公尺的住宿面積準

則，則排雲醫療站最大疏散人數約 50 人。 
 



2、圓峰營地：該營地山屋住宿容量為 15 人，因颱風造成建築體受損，目前正修復中。

此營地可供宿營面積約為 200 平方公尺，若依據林文和（1999）玉山國家公園各宿

營地現狀調查所設定每位登山者最適宿營地住宿面積為 27.50 平方公尺的準據，則

可再容納量 8 人宿營。故圓峰營地最大疏散人數為 23 人。 
 
3、白木林：現為一休憩用的觀景平台，其附近可供宿營的空間不大，僅約 200 平方公

尺，若依林文和的 27.50 平方公尺準據計算，則可供 8 人宿營。 
 
4、觀高山屋：目前可提供 50 人住宿，可供宿營的腹地面積則為 700 平方公尺，可再

增加 25 人宿營，因此觀高山屋的最大疏散人數 75 人。 
 
5、荖濃營地：荖濃營地是玉山國家公園現有的宿營地之一，位於八通關至玉山主峰中

途荖濃溪源頭的茂密玉山冷杉林中。目前無山屋或避難小屋，腹地也不大，可提供

宿營的腹地面積為 200 平方公尺，最大承載量約可供 8 人宿營。 
 
6、北峰下營地：位於玉山主峰與北峰間的平坦坡地，不是玉山國家公園現有的宿營地。

但依據本研究現地的調查，可提供宿營的腹地面積約為 1500 平方公尺，最大宿營

承載量約為 55 人。 
 
7、八通關營地：可供宿營面積大，約 2000 平方公尺，可容納約 73 人宿營。原有棟山

屋，但已破損不堪使用，玉管處擬於 92 底拆除，可是地處史蹟保存區內，難以新

建。 
 
(二)代替住宿空間服務機能評估 
 
1、水源：水源取得上，僅白木林無水源。不過圓峰營地穩定水源在其下方落差近 100

公尺的崩積層上，往返較辛苦，冬季進入冰雪期，取水因山徑滑溜，危險性高。目

前無人經營的山屋（避難小屋）旁有蓄水池，可是水量不穩定，需靠雨水儲存，每

年九月以後的秋冬季節進入乾季後，有缺水的現象。 
 
2、高程：排雲山莊的海拔高度為 3402 公尺，在台灣高山區可容納 50 人以上住宿大型

山屋中海拔最高的，產生頭痛、暈眩、耳鳴、食慾不振、嘔吐輕度，甚至肺水腫、

腦水腫之高山病的山友遠較其他山屋高。七處替代住宿中，只有圓峰與北峰下兩營

地較排雲高，引發高山病的可能性與病症程度也較嚴重。排雲醫療站位於排雲山莊

旁，高程與排雲相同；觀高與八通關海拔高度都低於 3000 公尺，一般山友至此宿

營時，高山病的症狀較排雲輕微。白木林的海拔高度約為 3100 公尺，也低於排雲，

高山病的症狀也應較排雲輕微。 
 
3、景觀資源：在景觀資源的增加上，由於排雲位在河流源頭的冷杉林中，視野受限。

然而除了排雲醫療站外，六處替代住宿地點視野都廣闊的多，尤以圓峰營地位在山



頭附近，展望極佳。圓峰營地周圍密布著台灣高山少見的冰川遺跡，例如冰斗、冰

斗峰、冰瀑崖等。觀高、八通關和白木林都有特殊的植物景觀，如觀高的法國菊，

八通觀的箭竹草和枯木林，白木林營地的白木林。此外，觀高、八通關是台灣古道

群中唯一的一級古蹟—八通關古道途經的重要宿營點。白木林觀景平台附近的步道

上，有數處變質砂岩的露頭，分布著高山上少見的生痕化石。 
 
(三)替代住宿地點相對於排雲所需增加步行時間分析 

 
七處替代住宿地點中，排雲醫療站位於排雲山莊旁，沒有增加或減少任何步行時

間外，其他六處相對於排雲所需增加的步行時間，除白木林外，均超過 100 分鐘以上，

其中以觀高需再增加 345 分鐘最多，對兩天行程的登山者來說，是相當大的體能負擔。

圓峰營地需增加 105 分鐘，但是因高程也增加，還需翻越玉山山脈主稜，常有強勁的

風勢，因此更耗費體力。白木林因位於塔榙加至玉山路線的中途，離排雲約還有三公

里的步程，這意即由塔塔加至玉山路線的第一天行程少走三公里，減少步行約 80 分鐘

的時間，所以是負值，但是相對於第二日登玉山主峰卻多了 80 分鐘。 
 

表 4：代替住宿空間疏散人數與服務機能評估 
水 源 取 得

住
宿
空
間 

腹地面積 
（m2） 

現有設施 
疏散人數 

(最大承載量) 

住宿

類型

取
水
設
施 

水

量

可

及

性

增加

步程
高程

(m) 
增加景觀資源 

排
雲
醫
療
站

約 100 50 人 山屋

蓄

水

池

穩 高 0 分 3402 無 

約 200 23 人(15＋8) 山屋

宿營圓
峰 

新山屋約 50 約容納 25 人 山屋

蓄

水

池

不

穩
高

105
分 3700 

山岳、冰川地貌、

雲海、日出、日落

約 200 8 人 白
木
林 觀景平台約 62 31 人 

宿營 無
無

水

極

低

-80
分 3100 白木林、生痕化石

觀
高 

約 700 75人(50＋25) 山屋
溪

谷
穩 低

345
分 2500 

花卉（法國菊）、山

岳、大崩崖、古道

（一級古蹟） 

荖
濃

約 150 8 人 宿營
溪

谷
大 高

200
分 3200 高山溪谷 

北
峰
下

約 1500 55 人 宿營 無
無

水

極

低

200
分 3650 圓柏林、山岳 

八
通
關 

約 2000 73 人 宿營
溪

谷
穩 高

275
分 2800 

草原、山岳、河流

搶水、古道（一級

古蹟） 



五、替代性住宿空間之建議 

在尋找替代住宿點時，透過住宿的位置、腹地大小、可容納或疏散人數、水源、

步行時間、高程、景觀資源等因素評估後，本研究歸納出以下的建議： 
 
(一)最佳的替代住宿空間 

 
排雲改建或新建期間最佳的替代住宿空間有排雲醫療站與圓峰營地二處。二處住

宿空間的疏散人數分別為 50 人與 23～40 人，排雲醫療站與圓峰營地兩處最大可疏散

90 人，可完全取代非假日排雲最大承載量的 90 人住宿。排雲醫療站由於就在現有的

排雲山莊旁，水源穩定，沒增加任何步程時間、高程與景觀，而醫療站完成後除可提

供住宿外，還有醫療諮詢與服務，是最理想的替代住宿空間。由於圓峰營地附近有處

面積約 200 平方公尺的平坦地，且玉管處若能不拆舊有的山屋的前提下，加蓋可容納

25 人的新山屋，且舊山屋也能完成復建且恢復原住宿供能，則總住宿容量可增至 40
人。 

 
圓峰營地雖然步程上需再增加約兩個小時，但對於安排三天以上的玉山群峰線等

行程的登山隊伍而言，有山屋、宿營地與水源，且景觀開闊視野良好，由此營地再行

進至玉山南峰、東小南山、南玉山等百岳，也比排雲省時，所以是僅次於排雲醫療站

的最佳替代住宿空間之一。不過圓峰營地海拔高過排雲山莊，約有 3700 公尺，有較嚴

重高山病等的問題。 
 
(二)次佳替代住宿空間 

 
同樣著重在疏散人數、步程時間、水源與高程等因素考量時，白木林為次佳的替

代住宿空間。白木林目前為一觀景平台，面積約為 62 平方公尺，如果玉管處能將該觀

景平台加蓋可遮風雨的屋棚，則可依每人 2 公尺×1 公尺的住宿面積準則設定，如此所

算得的宿營人數 31 人。若將平台外可宿營的 8 人計入，則白木林潛在的最大疏散人數

為 39 人。但是白木林在功能上只是一個行至排雲中途的休息站，而且目前並無水源，

大大降低替代住宿空間的可行性。 
 
(三)不佳替代住宿空間 

 
高、荖濃、北峰下與八通關四個營地，步程時間都超過 200 分鐘，且四者都過排

雲山莊後，需翻越海拔近 3900 公尺的玉山北壁下的風口，除路途陡而窄外，因為高程

再上升 500 公尺，以及風口地形的強風，所以體能負擔太重，極易引發嚴重高山病。

且過風口後至北峰下與荖濃營地時，需先下落差約 200 公尺坡度超過 45 度的玉山北壁

碎石坡，極度危險。觀高與八通關位置更遠，增加的步程時間在表 4 雖然各列明 275
與 345 分鐘，但是這是以排雲為起點的增加步程時間。如果以塔塔加鞍部為起點，且

人的體能與行走時速有遞減的效應，也就是人在體能衰減下會越走越慢，所以增加步



程走至八通與觀高時，增加的步程時間應遠超出個別的 275 與 345 分鐘甚多。由於增

加的步程太多，且沿途地形崎嶇，大大提升登山活動的不安全性，所以觀高與八通關

是不佳的排雲山莊替代性住宿空間。 
 

六、替代性路線評估與建議 

本研究的替代性路線有塔塔加-玉山-東埔和東埔至玉山兩路線，兩者的行程安排

都至少需三天以上，此與僅需兩天的塔塔加至玉山主峰路線有著很大的差異。因此，

同樣以塔塔加為起點登玉山，大多數的登山者或隊伍登上玉山或在排雲宿一夜後，順

原路返回塔塔加，絕少翻過風口後再經荖濃營地至八通關或觀高宿營，除非是 7 天以

上經玉山主峰的南二段行程。不過一般山界很少如此安排南二段線，不是由北面的東

埔入山、南橫的向陽出山，要不就是由南面的向陽入山、東埔出山，兩者都不經過玉

山。所以在替代路線的考量上，本研究以行程為三天的東埔至玉山峰線為主。 
 
(一)替代性住宿空間分析 

 
與前一節所述之塔塔加至玉山路線相比較，除了行程多一天，產生登山路線分級

上的差異之外，在替代性住宿空間的評估上，只有步程時間上有顯著的差異。如果不

以排雲山莊為宿營點時，由東埔至玉山主峰，替代性住宿空間有觀高、八通關、荖濃

營地與圓峰營地四處。 
 
1、觀高  東埔至觀高需步行 525 分鐘，約莫 8～9 個小時，觀高至八通關則再需約 60

分鐘，所以大部分東埔登玉山的隊伍，通常以觀高為第一日的宿營點。如果觀高宿

營空間已滿，則有些隊伍會再上至八通關宿營。觀高有山屋可容納 50 人，若戶外

紮營則再可增加 25 人，總計觀高最大可容納量為 75 人，可以疏散大部分排雲非假

日最大承載量 90 人的住宿。 
 
2、八通關  八通關位於荖濃溪的源頭，離觀高只有 1 個小時的步程，附近平坦地廣大。

因為舊山屋已毀壞，難以住宿，所以八通關僅能提供登山者紮營，約可疏散 73 人。

由於往玉山主峰與南二段、秀馬線在此分叉，所以不少以後兩者為行程的山友與登

山隊伍，常以八通關為第一日的宿營點，降低了疏散排雲住宿的功能。 
 
3、荖濃營地  八通關至荖濃營地約需 180 分鐘，地處水源充足之荖濃溪畔的茂密冷杉

林中，避風效果佳，但是宿營空間不大且無山屋，僅能提供 8 人宿營。所以很少有

登山者由東埔登玉山主峰時，以該營地為第一或第二日的宿營點，除非在第二日前

進時遭到較危險的天候狀況或是發生山難時，荖濃營地可提供緊急宿營的功能。 
 
4、圓峰營地  如果不登玉山主峰，步程上圓峰營地離荖濃營地約 255 分鐘，加上八通

關至荖濃營地約需 180 分鐘，共計約 435 分鐘，若再加上觀高至八通關的 60 分鐘，

總計為 495 分鐘。由於約略等於前一日東埔至觀高的步程時間，所以考量步程時間



時，圓峰營地是第二日相當理想的宿營地。 
 
(二)替代性路線評估與建議 
 
1、替代性路線評估 

 
(1) 步道選擇意願：由於東埔至玉山主峰行進的路線較長，所以比塔塔加至玉山主峰

線多出一天。若以登山步道分級時所考量的步道的困難度、危險性，宿營狀況及

登山者裝備與體力，東埔至玉山主峰線都比塔塔加至玉山主峰線來的高。所以原

本規劃兩天上玉山主峰的登山者與隊伍，會降低轉換安排或參加東埔至玉山主峰

三天行程的意願。這意味著一般民眾或是擬以半重裝的登山者，選擇東埔至玉山

主峰的意願較低，難以取代塔塔加至玉山主峰線。 
 

(2) 替代性住宿空間服務機能：東埔至玉山主峰線的四處替代性住宿空間設施上，觀

高、圓峰營地屬無人管理的山屋，八通關與荖濃營地屬無山屋的宿營地。至於服

務機能上，觀高與八通關可提供 70 人以上的住宿，疏散功能最高，圓峰營地次

之，荖濃營地則最低。景觀資源上，四替代性住宿空間都優於排雲山莊。水源、

高程等面向，四替代性住宿空間除圓峰外都優於排雲山莊。增加步程上，除東埔

至觀高比塔塔加至排雲山莊約多出 1 小時步程，以及若至八通關則多出兩小時步

程外，觀高或八通關至玉山主峰則是多出整整 1 日的步程。 
 
2、替代性路線建議 
 
(1) 行程規劃：考量步道的困難度、危險性，宿營狀況及登山者裝備與體力時，擬以

兩天的半重裝行程登玉山主峰之一般民眾或登山隊伍，並不適合東埔至玉山主峰

的三天行程。若是三天以上的玉山群峰線，以及原本擬以三天且重裝登玉山主峰

的登山者與隊伍，前兩日行程改以東埔至玉山，是相當合適的選擇。至於南二段

和秀馬線，一般人很少安排前兩日行程是先由塔塔加登玉山主峰，或是八通關往

返玉山主峰的路線，所以幾乎沒有替代性路線的問題。 
 

(2) 替代性住宿空間：東埔至玉山主峰線的四處替代性住宿空間中，不論是位置硬體

設施、服務機能，皆以觀高最佳。因此本研究建議觀高在現有基地與建築體下，

可將周遭較雜亂環境予以清整，以及適當的增加床位和加派管理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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