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趣與目的，也是登山之中最吸引人最迷人的

誘惑。

（二）台灣屋脊

台灣山系分為五大山脈，中央山脈與玉

山山脈及雪山山脈素有「台灣屋脊」之稱，

中央山脈為其中最主要的山脈，北起宜蘭縣

蘇澳附近的東澳嶺，南抵屏東縣最南端的

一、台灣山林

（一）走過山林

多年來在國內外登過無數的高山名岳，

爬過喜瑪拉雅山，走過台灣的五岳三尖；多

少次享受著山徑之便捷及樂趣，也多少次在

山徑上跌跌撞撞，甚至迷失了方向誤入歧

途，但總是沿著山徑平安回來。曾經漫步在

楓葉覆蓋的山徑，穿梭在綠蔭蔽天的山徑，

走過流水潺潺的山徑，更曾經攀爬在碎石嶙

峋的山徑，走進箭竹圍困的山徑，橫越冰雪

及膝的山徑。這些山徑串聯著起點和終端，

都是山區活動來往必經之路，都是上山和回

家少不了的路。

每次上山都期盼著漫步在山徑的愉悅，

山路總是有崎嶇有泥濘，有危橋有險隘，有

綠蔭有草原，有流水有瀑布，但都具有不同

的特色不同的意境，都能帶來變化萬千的景

觀，帶來回味無窮的喜悅與快樂。在登山的

過程中，登頂不過是一個目標、一種嚮往，

它只是短暫的興奮與激情；走在山徑才是整

個過程中最重要的一環，其中有痛苦有挫

折，有驚險有驚奇，有歡笑有回憶，更有感

動有震撼；這些感受才是登山之中最大的樂

走在台灣屋脊上—讓陽光灑在心上而非身上
文、圖■吳夏雄■台灣山岳文教協會理事長、台灣山岳雜誌總編輯

▲漫步於能高越嶺山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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鵝鑾鼻，位於台灣島中

央偏東，全長約340餘

公里，東西寬約80公

里，為全島最長的山

脈。它將台灣全島分成

了西大、東小不對稱的

兩半，東部地勢較險

峻，西部則較寬緩。同

時中央山脈也成為全島

各水系的分水嶺。中央

山脈高峰連綿，有許多

台灣百岳之名峰，如：南湖大山、中央尖

山、奇萊主山、合歡山、能高山、秀姑巒

山、向陽山、關山、卑南主山及北大武山

等。根據統計，中央山脈中的台灣百岳名峰

總計有69座，3,000公尺以上的高山，也達到

181座，總數是台灣五大山脈之冠。

玉山山脈為台灣五大山脈最高的山脈。

北起玉山山塊，南抵高雄縣的六龜鄉十八羅

漢山附近，長約180公里。玉山山脈最高峰玉

山海拔達3,952公尺，不僅是台灣、大東亞第

一高峰，也使臺灣島成為世界地勢高度第四

高的島嶼。著名的台灣百岳高峰中，玉山山

脈有五座名列前十名，除了玉山主峰為第一

高峰外還有玉山東峰為第三高峰、玉山北峰

為第四高峰、玉山南峰為第五高峰、東小南

山為第九高峰。這些高山皆位於玉山主峰周

邊，合稱玉山群峰。

雪山山脈為台灣五大山脈中最北方的山

脈，北起三貂角（或鼻頭角），南迄南投縣名

間鄉濁水溪北岸的濁水山，整個山脈長約

260公里，寬約28公里。

台灣百岳名峰中，屬於雪山山脈的有全

台灣第二高峰3,886公尺的雪山及大劍山、

品田山、大雪山、佳陽山等。據統計，雪山

山脈中屬於台灣百岳名峰的總計有19座，

3,000公尺以上的高峰則有54座。

（三）高山步道

台灣有無數的高山，過去先民為了遷

徙、打獵、開墾、伐木及工作而穿梭在山林

中，也因此在山上留下來無數的小路，近年

來登山旅遊活動更趨活絡，人們利用山徑進

出山林，經由山徑享受大自然之美，因此路

跡越明顯、路幅越寬闊，而形成登山步道。

在台灣高山登山步道最令人嚮往的一

段，應是能高安東軍稜線縱走，從海拔2,800

公尺之天池保線所起，經海拔3,000公尺左右

之卡賀爾山、能高山、能高山南峰、知亞干

山、白石山至安東軍山，全程20餘公里路幾

乎都是矮箭竹林，遠看像是一片起伏漫長的

大草原；特別是沿途有最美麗的高山湖泊

群，白石池、萬里池及屯鹿池，串連成中央

山脈最珍貴的藍寶石項鍊。在中秋節前後走

這段步道，一路秋高氣爽，箭竹草原襯在藍

天白雲之下，美得讓人陶醉；夜晚銀色的月

光灑在湖面上，那簡直是人間幻境。　

而八通關古道在登山旅遊更是頗富盛

名，從東埔溫泉沿著古道經雲龍瀑布、觀高

至八通關，可攀爬玉山、秀姑巒山及達芬尖

山。由東埔至八通關約10餘公里路，沿途需

▲ 台 灣 山 脈 （ 載 自

Wikipedia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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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過無數的斷崖險壁，有父子斷崖、八通關

斷崖及金門峒斷崖；更有水量豐沛的雲龍瀑

布，萬丈深淵的乙女瀑布。這條古道係清朝

為開山撫番而建，日據時期重行闢建新路，

即為現今之越嶺古道，因此走在這條步道倍

感懷遠思古之情。古道海拔在2,000至3,000

公尺之間，沿途植生景觀非常豐富，較低海

拔沿路有楓樹成林，秋末冬初走在鋪滿楓葉

的步道，深感濃得化不開的詩情；初夏的法

國菊淹沒了關高坪，浪漫美麗使人迷醉。春

天來訪八通關，滿山遍野的玉山杜鵑令人驚

豔；冬天路經荖濃溪，鐵杉林耐寒抗旱，不

畏懼霜雪的凜冽聳立在山崖上。八通關古道

一路走來，有看不完的自然景觀，有數不盡

的奇花異草，更有說不完的古今故事。

二、我行我思

（一）登山觀念與倫理

登山固然是一種冒險的活動，上山之前

必然要有周全的準備及計劃，並俱備因應突

發事故之能力；但山區惡劣的環境及無法預

料的氣候變化，抉擇究應如何拿捏，行動究

應如何取捨，非有豐富的經驗及平日的訓練

是難以應付自如的。因此登山活動必須具備

正確的登山觀念，應具有尊重自然、謙卑為

懷、包容萬物之胸襟；應能認識浩瀚之偉

大、自然之奧妙、山林之珍貴；應能體悟到

人生之目的、生命之價值、生活之意義，才

是一個真正有內涵的登山人。

在山區活動難免會遭遇不可抗力之危

機，但事前的準備及臨場應變是非常重要

▲峰峰相連的中央山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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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出發前應充分、確實的掌握氣象資料，

判斷活動期間天氣可能的變化，作萬全之準

備以防萬一。活動期間更應隨時觀察地形地

物的變化，提高警覺性冷靜應變，該放棄活

動就後撤，不要心存僥倖。登山的人應珍愛

山林更應珍惜生命，天有不測風雲不可不慎，

登山不能逞強更不可大意，登峰值何價？生

命更可貴，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

（二）山岳文化的新體悟

舉凡登山之觀念、理論、哲理、學術、

行政、科學、技術、裝備、器材，以及文

學、藝術等等均可稱為「山岳文化」。早期登

山叫做「砍山頭」，具有草莽氣勢，以佔據領

域征服山頭的心態去登山，當然那個時代登

山風氣始開，觀念及目標或許侷限於滿足征

服及佔有的慾望，所以當時產生的「山岳文

化」自然比較膚淺低劣。後來登山叫做「攻

山頭」，具有英雄氣慨，以攻下多少山頭為

傲，以創新更多紀錄為榮，因此有攀登五岳

三尖、完成百岳、南北大縱走及雪期冬攀等

等壯舉，自然也產生非常豐碩的「山岳文

化」。到了近代人們的思想比較有深度，對大

自然懂得謙虛、產生敬畏，也更富感情、更

具感性，因此登山也就叫做「走山頭」，以謙

恭的態度、學習的心境、悠閒的心情去登

山，自然有閒情逸緻書寫遊記、研究生態、

觀察自然、記錄大地，更進而思考親近山

野、享受自然、創作藝術、怡然自得，因此

產生了具有深度、富有內涵的「山岳文化」。

「山岳文化」因時代變遷而提昇，今日

之登山觀念已非昔日可比，現代之思考模式

已隨著科技之進步而改變。為了強化文化層

面，提昇登山素質，登山界必須覺醒，如何

改變一般社會所認為的「登山只是一群頭腦

簡單、四肢發達的人，無所事事的做無聊的

事」，又如何讓社會大眾了解「登山」的內

涵、認識「山岳文化」的深度，以提昇「登

山」的社會地位，讓大眾關心「山岳文化」，

更重要的是大家應體認，登山已不只是一項

運動，更是文化的一環。同時應表現出登山

人對山的熱愛與對山岳文化的關切，這種情

懷將是未來登山活動得以永續發展，山岳文

化得以延續不斷的原動力。

（三）中央山脈大縱走之省思

近年來很多登山社團舉辦中央山脈大縱

走活動，其承先啟後的意義與繼往開來的目

的是大家所認同，但這項活動最重大的意

義，不僅止於完成縱走的任務及展現堅苦卓

絕的毅力，其背後所蘊涵的使命應遠高於表

面所呈現的成果。

1﹒精密完整的策劃

長達20餘天的行程，所需要的裝備和糧

食數量很龐大，如何計量如何打包，又如何

補給，就如同海外登山一樣的繁雜，一點也

▲走過斷崖險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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疏忽不得，特別是行程的計劃及隊伍體能與

腳程之估算，都得精準才不會出差錯。

2﹒防災的應變能力

行程中可能遭遇到的災變或意外，這都

是事前應預測並推演預防之計。如遇上強風

豪雨時應如何防範應變，如有隊員身體健康

狀況不佳時應如何處置，如遭逢地震或土石

流時又應如何因應，這都是長程跋涉必需面

對的問題。

3﹒新高科技的運用

高山地區的通訊及深谷幽徑的定位問

題，都得借助新高科技之設備，如海事衛

星、定位儀之精確熟稔之使用，將可避免失

聯或迷路，並可事半功倍安全的完成任務。

4﹒最新山況的彙報

中央山脈由北到南，全程約300餘公

里，涵蓋面積廣闊，縱走隊伍行進間可邊觀

察邊記錄沿線路況，以提供山友參考，對登

山資訊之彙整，將有莫大之貢獻。

5﹒生態環境的勘查

長時間在山區活動，有充裕的時間及悠

閒的心境，可以仔細的觀察沿路周邊的生態

環境與地形變化狀況，並詳實的蒐集資料建

立圖文檔案，那將是另一方面的收穫。

中央山脈大縱走活動在完成艱鉅任務之

餘，更應思考活動背後的使命及責任，如何

詳實的將活動策劃的過程、活動實錄、山況

及生態資料、面臨的困境及問題的解決、活

動實質的效益及活動檢討與建議事項等等，

提供登山界參考及運用，這才是一項大規模

活動最有意義的成果。

（四）登山運動的展望

當我們邁入21世紀的新時代，各項社會

活動都有了新的走向、新的發展，而登山運

動自然受到社會脈動之影響，也有了新思

維、新趨勢。社會的變遷，人類活動行為的

異動，大環境進化的衝擊，使登山運動將走

向一種多元化的新趨勢。

新世紀的來臨，登山的新趨勢將改變登

山型式、登山觀念及登山結構，登山界自當

思維因應之道，以開創新的局面，帶領登山

界走向另一個高峰，期使登山觀念更具時代

性、登山模式更具探險性、登山設備更具科

技性、登山運動更具文化性、登山活動更具

全民化。

台灣登山運動在前輩貢獻心力，後人努

力不懈的奉獻下，雖然有了今天的成就，但

我們不能因此自滿，我們應付出更多的心

血，期盼愛好登山的朋友，能肩負起承先啟

後之責任，創造繼往開來之使命，讓國內登

山運動更形蓬勃發展，使台灣登山運動活躍

於國際舞台。

三、體悟哲理

（一）以虔敬謙卑之心重回山林

「我們可以引領朋友，讓他們見識森林

和林中生物的美，我們還可以問問森林，他

們想要什麼？我們能為他們做什麼？我們不

再追求虛妄、貪婪，我們應以虔敬、謙卑之

心重回山林。」在戴立克與喬治兩人合著的

「森林大滅絕」一書中，以這麼一段話做為結

語，讓我有深刻的感觸與覺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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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全球化的時代來臨，企業無所不用其

極的大肆砍伐森林，對環境生態造成無法彌

補的浩劫，我們應回頭想想，那些追求成

長，追逐私利的種種「文明」手段，已剝奪

多少曾經擁有而不復再見的美麗山林？

山林的利用與生態保育總是糾結難解的

課題，由於企業過度的鼓勵民眾消費，因此

木材的大量利用，紙張無止境的使用，都影

響森林砍伐的需要量；當森林被貪婪的開發，

青山將不再翠綠，碧水也不再清澈，土石流

滾滾而下，落石阻斷路徑，山林的容貌將傷

痕累累，山徑柔腸寸斷不復暢通，愛山的人

還想去登山嗎？登山活動還有安全保障嗎？

近年來政府大力推動「永續發展」與

「國土規劃」，就是為了讓民眾了解山林保育

的重要性，但如何讓民眾體認它的重要性？

必先使每個人知道砍掉一棵樹對生態造成的

影響，以及對我們切身的日常生活產生之衝

擊，從而讓每個人了解如何學習與大自然共

生共榮，並避免環境生態的惡化。

國土永續政策的推動，必然對山林的開

發及山區的活動行為有所限制，對登山活動

也將造成某種程度的不便；我們因為愛山而

去登山，也為了登山而更珍愛這片山林，為

了讓青山常在、綠水長流，為了擁有一片優

美的山岳自然景觀，更為我們人類永續的生

命，登山人理當響應國土的永續政策。印第

安人的一句諺語「青蛙不會飲盡生存於其中

的池塘之水」，我們也應該這麼說「愛山的人

不願看見悠遊於其間的山林不復美麗」。

（二）登峰造極全身而退

在辭源裡「登峰造極」一詞被喻為造詣

精絕也，「世說文學」裡也有一段話：佛經

以為祛練神明，則聖人可致，簡文云，不知

便可「登峰造極」，不然，陶練之功，尚不可

誣。古文已知登峰可造極，今人更用「登峰

造極」來形容事業成就已達顛峰，「登峰造

極」便成流行用詞，也是人人追尋的目標。

在登山界對於這種風潮，自然是樂觀其

成，社會上總算了解「登峰」之意涵，對登

山活動的正確目標也有了粗淺的認識。但登

峰就可造極嗎？其實也不盡其然，登峰只不

過是每次登山的目標，完成一峰還期待著攀

登另一峰，永遠有另一目標等待我們去完

成；或許會在特殊的理想下，訂定非常艱難

且具有非凡意義的目標，當完成這項目標

▲以虔敬謙卑之心重回山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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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我們可以自傲已「造極」。就像攀登世界

最高峰應可定為登山領域的最終目標，體育

競賽創造世界新紀錄也可定為運動領域的特

定目標，企業經營達成超乎預期的績效也可

定為事業領域的極限目標；諸如這些理想的

實現，應可自傲為「登峰造極」。

以登山的同生死、共患難、互助合作來

培養團隊的精神；以吃苦耐勞、堅苦卓絕、

體能鍛鍊來考驗堅定的毅力；以認識生態、

愛護環境、珍惜自然來孕育非凡的情操，因

此人們常以「登峰」做為某種成就的考驗試

煉，以達成「造極」之目標。

我曾寫了一篇文章「登峰造極固可喜，

全身而退更可貴」來警惕山友；人在登頂之

前，會格外小心謹慎，而且注意力集中，特

別是目標只有唯一的山頂，但登峰之後，常

被興奮沖昏了頭，而且體力已透支，注意力

也鬆懈，下山的路又寬又多叉路，在精神恍

惚的時候，最容易迷路而誤入歧途。人生的

路就像是登山的路，崎嶇又坎坷，事業未有

成就之前，特別積極努力，戰戰兢兢唯恐有

任何閃失，一旦功成名就常忘記路是怎麼走

過來的，因而迷失在得意忘形之中，最後還

是功敗垂成。

「登峰造極固可喜，全身而退更可貴」

成了我每次登山不能忘記的警語，更是人生

事業最佳的座右銘；今天社會上風行以「登

峰造極」來表現個人事業上、地位上的成

就，但千萬要記得「全身而退」才是最可貴。

（三）登山不只是登頂而已

一大群人去爬山，一位年輕人，年輕氣

盛，急於登頂當英雄，因此不顧一切一路超

越前面的登山客，直到氣喘如牛、滿身疲

憊，終於第一個登頂；但當他站在山頂上，

內心卻絲毫感受不到任何的興奮與快樂，而

不禁茫然思索起我自己為何要登山；隨後他

見到一個個年長者沿途有說有笑，一路欣賞

美麗的景色，真正享受著大自然之美，大夥

也歡心愉悅的陸續抵達山頂，他這才恍然大

悟，登山不在乎誰先登頂，最重要的是登山

的過程中，你是否曾好好把握每一時刻，享

受每一點滴，這才是登山的真諦。

這一段小故事，雖然不是什麼深奧的人

生哲理，卻常常發生在現實生活中，有人一

昧的追求事業的成功，當他終於站上了事業

的巔峰，卻忘記路是如何走過來，他回顧過

往，發現自己早已迷失！這樣的小故事也發

生在我們海外的登山活動，當國內登山界終

能登上了世界最高峰的時候，我們不能沾沾

自喜，我們應該檢討這十餘年來從事海外登

山活動的得失；我們走過的路是否正確，我

們努力的過程是否踏實，我們付出的代價是

▲走在台灣屋脊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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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盡可能減低，我們得到的成就是什麼？

我們也可以在這些計劃、執行到檢討的過程

中，享受愉快的點點滴滴。

稼四稿登高應自謙磢功成勿忘本

有些人爬過國際名山，就以專家自居，

對國內的山岳再沒興趣；不得已上山時，又

怕走不動或揹不動，面子掛不住，所以乾脆

就不上山。於是原本喜愛的登山運動，便成

了一種壓力，不再輕鬆愉快；也有一些人，

雖然擁有無數的登高紀錄，但從不忘本，對

山永遠是那麼謙卑、誠心的去親近它。不管

大山小山，都怡然自得的攀爬不拒，因為他

們永遠不忘記爬小山是爬大山的基礎，爬國

內的山是海外登山必備的根本道理。

事實上大自然的一草一木，是很容易接

近的。而山林萬物是恆常不變的迎接著人們

的登臨，也永遠包容人們的投入。我們應以

多元的方式去親近大自然。山是無法征服

的，爬得上山頂，就要能夠走下山。山永遠

屹立在那兒，所以要以一種尊重、虔誠、

虛心的態度去親近、去體驗。

稻穗越飽滿越低垂，事業成功的人也越

謙虛。我們登山人也一樣，爬得越高看得越

遠，但絕不因此傲倨自我、得意忘形。當登

山者逐末忘本時，就像中了彩券的捨荒者，

丟棄那藏著彩券的破舊拐杖一樣。我們登山

要爬得快樂、爬得怡然自得，更該體認「登

高要自謙，功成勿忘本」的道理。

四、無痕環境

稼一稿登山環境品質之提升

隨著登山活動頻繁，登山人口之劇增現

▲能高越嶺縱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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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如何能享受優質安全之山林遊憩體驗，

同時不衝擊影響山林生態環境，已是登山環

境優質化的一項重要課題。

無痕旅遊運動（Leave No Trace）簡稱

為L. N. T.，係於60年代肇因美國大眾旅遊

對環境產生的嚴重衝擊，有感於供遊憩使用

之土地，因逐年使用人數和頻率倍增，造成

土地經營管理者面臨最棘手的問題，就是如

何在提供良好遊憩品質的同時，降低因頻繁

使用而造成自然和文化資源的衝擊和破壞。

至70年代，山林遊憩環境惡化的狀況更

逐漸引起美國相關單位之關切，美國林業署

荒野管理部門發展出一套教育系統，他們在

受歡迎的各個野外景點入口，加強個人宣導

服務，並由荒野資訊專家鎖定特定遊客族

群，以親善的姿態，主動提供無痕旅遊的觀

念及露營技巧，同時更導入戶外道德教育理

念，宣揚荒野地的保育及遊客應有的尊

重。自80年代起更提出無痕旅遊的行動概

念，全面推動負責任的品質旅遊，教導大眾

對待環境的正確觀念與技巧，協助將山林遊

憩活動對自然環境的衝擊降到最低。

無痕旅遊的觀念之推廣為國際時勢所

趨，本土化的山林無痕守則之研訂也迫在眉

睫，關懷山林環境的登山界應積極的參與各

項推廣計劃，更應強化無痕旅遊的觀念之教

育工作。讓我們能享受一個優質的登山環

境，讓我們生長的這塊土地更美麗！

（二）無痕的最深境界

無痕旅遊運動具有極為深層的意涵，而

其所強調的思考核心，就是人類應對環境具

備尊重與善良的態度與使用方式，因此需要

長期的宣導與推廣，才能逐漸深化至每個人

的心中，進而反應至環境的行為上。

登山行為的劇急改變，不當的方式進出

山林，過度的使用山林資源，在在都造成對

山林環境的衝擊與破壞。如何藉由正確的環

境態度，配套正確的環境行為，以引導使用

者、管理者合理永續的與環境相容共存，這

正是今天我們要面對的重要課題。

為保護台灣這片僅有的淨土，為創造優

質的山林旅遊環境，L. N. T.的及時倡導，正

是解決當前面臨的環境倫理與登山教育等重

大課題的策略之一。L. N. T.是一種改變觀念

的宣導與教育工作，登山教育是一種多元性

的教育，包含登山觀念、環境倫理、人文地

理、自然生態、登山計畫、登山技術、裝

備、登山醫學，以及垃圾、排遺、廢棄物處

理等等戶外活動的環境規範。完善的登山教

育需整合許多行政部門資源，更需藉由政府

和民間團體建立伙伴關係才能大力推動；其

實最為重要而有效的教育方式，就是把守則

變成日常生活的習慣一樣，每位登山的朋友

都能自動自發的從改變觀念做起。

目前由100餘政府單位及民間團體，連

署一項全國步道環境優化宣言，許自己一個

親炙健康土地的現在與未來，大家深知自然

有權，親近山林應兼具關懷土地倫理與履行

生態保育之責，認同推動無痕山林的理念與

宗旨；最後應以合作來實踐知識的最大力

量，以謙卑為愛護環境的最高情操，並以無

痕為走過山林的最深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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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深耕我心

（一）讓陽光灑在心上而非身上

美國「國家公園之父」約翰‧繆爾於

1869年寫的「夏日走過山間」一書，是走訪

內華達山區的日記。在那兒的高山地區，他

遇見了優勝美地山谷，它以深具哲理的詞句

寫下了其對大自然的熱情、珍愛與讚歎，就

如他所說「你要讓陽光灑在心上而非身上，

溪流穿軀而過而非從旁流過」。看過這本書，

內心有了很滿足的感覺，好像享受一頓豐盛

的大自然文學饗宴，悠遊於字裡行間，慢慢

品嚐那山野的美景，深深感受那豐富之旅。

（二）走在山間的小徑

走在山間的小徑，盡情的享受大自然之

美，陶醉在天地之間，何其愉悅何其快樂！

前人種樹、後人乘涼，當該感念前人蓽路藍

縷以啟山林之苦勞，更珍惜上蒼賜予我們這

片美麗的山林。

人生的路，有時一帆風順，有時波折難

行，正如走在山間的小徑，當你累了就停下

來歇歇腳，好好欣賞周邊美麗的風光，休息

夠了再上路吧！萬一迷失了，也該停下來休

息，好好冷靜思考，並回顧走過的路，再繼

續走你的路吧！你將發現正確的路就在你眼

前。讓我們一起攜手走在台灣的屋脊，走過山

間小徑，走出自己健康、坦蕩、快樂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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