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雪霸國家公園生態保護區雪季期間入園申請說明 

103年11月24日營雪遊字第1031001925號訂定 

104年07月24日營雪遊字第1041001102號第一次修訂 

105年08月31日營雪遊字第1051001431號第二次修訂 

106年11月20日營雪遊字第1061001768號第三次修訂 

一、 雪季服務期：107年1月3日至同年3月31日（雪季服務期內，得視

山區現場雪況彈性調整公告免攜雪攀裝備）。 

二、 申請資格：所有人員應具雪攀裝備，且領隊應具雪地訓練證書或

攀登嚮導證書或國內外雪攀經驗(如附件一)。 

三、 申請登山路線： 

（一） 一般申請案：雪霸國家公園生態保護區範圍內開放之登山路

線。 

（二） 雪地訓練申請案：開放雪東線供雪地訓練隊伍申請，並開放圈

谷特定區位營地供雪地訓練隊伍申請(如附件二)。 

（三） 聖稜線： 

1. 本處得視山區場域雪況彈性調整開放或暫停申請。 

2. 隊伍必須檢附登山計畫書及風險評估表供本處備查，登山

計畫書(含:1.攜帶雪攀裝備及糧食2.成員雪攀訓練或經驗3.行

程4.自主安全管理事項5.無痕山林說明6.留守聯絡人工作事項)

及風險評估表如附件三、附件四。 

四、 申請人數： 

（一） 一般申請案：3人(含)以上，每隊以6人為限(含領隊)。 

（二） 雪地訓練申請案：3人(含)以上，每隊以10人為限(含領隊)。 

五、 入園許可證受理申請期限： 

    一般申請案與雪地訓練申請案皆為入園7日之前至1個月內辦

理。 

六、 請依本處網路申辦入園規定填寫入園申請書，並備妥以下申請資

料，於申請時將掃描檔或照片上傳。 

（一） 雪季期間攀登雪霸園區登山路線雪攀裝備及技術自我檢查

https://apply.spnp.gov.tw/AppNotes.php


表。 

雪季領隊之證明文件(勾選即可，無須檢附)包含： 

1. 雪地訓練證書(合法立案之機構所核發)。 

2. 攀登嚮導證應依教育部體育署訂定之「山域嚮導資格檢定

辦法」相關規定取得證照者。 

3. 曾攀登過台灣或世界著名雪攀路線之經驗。 

（二） 領隊及隊員登山經驗之能力證明文件：依本處生態保護區登山

路線分級管理措施規定。 

（三） 雪地訓練計劃書（一般申請案無需檢附）：含行程及活動規劃、

雪地訓練內容、領隊(教練)登山經驗及團體裝備明細表等。 

七、 因應雪地訓練申請案，請申請人利用臺灣國家公園入園入山線上

申請服務網，選擇：「入園申請」→「路線行程規劃」→「登山

路線」→「主路線:雪東線」→「次路線:雪地訓練申請案」，並

檢附雪地訓練計畫書以供審核。若有具公益性質之雪訓隊伍（如

消防單位、救難團體）提出申請，本處得優先保留雪訓床位。 

八、 原一般期間核准入園許可案件，如遇雪季服務期外偶遇降雪，得

視山區現場雪況彈性調整雪季服務公告。3人(含)以上之登山隊

伍可保留原入園許可案件之宿營資格，但須於公告日起3日內依

規補寄雪季期間入園申請相關書表，俟本處審查通過後始可入園；

不滿3人之隊伍，已核准之入園證將予以廢止。 

九、 入園隊伍需接受本處進行相關文件查核，如領隊未到場或不

符規定者，將取消全隊入園資格；如隊員不符規定者或未接受現

場人員之勸導，其風險需由個人或隊伍自行承擔。 

十、 雪季服務期間，建議外國登山隊伍由本國籍人士擔任領隊或

僱用本國籍高山嚮導。 

十一、 其他未盡事宜，依國家公園法與公告禁止事項及本處申辦入

園注意事項等相關規定辦理。

http://law.moj.gov.tw/LawClass/LawContentIf.aspx?PCODE=H0120058
http://law.moj.gov.tw/LawClass/LawContentIf.aspx?PCODE=H0120058


雪季期間攀登雪霸園區登山路線 

雪攀裝備及技術自我檢查表 

身分別 姓名 雪攀裝備 雪季領隊證明文件 自我檢查結果 

領隊   頭部：安全頭盔＊、雪鏡、保暖

帽（或頭面罩）  

足部：12爪冰爪＊、防水登山鞋、

綁腿、保暖襪  

手部：冰斧＊、防雪手套 

臀部：安全吊帶  

身體部：保暖雪衣、褲  

其他：八字環、攀升器、制動器、

保險鉤環、雪樁、攀登

繩、輔助繩等 

□雪訓證書 

□攀登嚮導證書 

□國內外雪攀經驗 

 

上述證明文件三擇

一即可，無須檢附。 

□合格□不合格 

隊員 1  
 頭部：安全頭盔＊、雪鏡（或墨

鏡）、保暖帽（或頭面罩）  

足部：10爪以上冰爪＊、防水登

山鞋、綁腿、保暖襪  

手部：冰斧（或登山杖）＊
 、防

雪手套 

臀部：安全吊帶  

身體部：保暖雪衣、褲  

其他：八字環、保險鉤環  

 

 □合格□不合格 

隊員 2  
 

 □合格□不合格 

隊員 3  
 

 □合格□不合格 

隊員 4  
 

 □合格□不合格 

隊員 5  
 

 □合格□不合格 

註：  

1. 領隊請自行填寫隊員姓名，先行檢查應備裝備及證明文件，並負起所屬隊員活動期間安全之責任，

裝備請務必要會操作與使用。 

2. 入園前需接受本處進行相關文件之查核，標示『＊』者為雪季攀登重要裝備，雪地訓練申請案全部

裝備均需接受檢查。一般雪攀隊伍如領隊未到場或不符規定者，將取消全隊入園資格；如隊員不符

規定者，其風險需由個人或隊伍自行承擔。 

3. 建議勿穿著雨鞋，且冰爪建議不得為簡易式冰爪；快扣式冰爪僅適用特定鞋款，請於上山前確認冰

爪與登山鞋是否符合。安全頭盔建議使用制式且檢驗合格認證之頭盔。 

4. 雪地訓練證書須為合法立案之機構所核發或曾攀登過台灣或世界著名雪攀路線之經驗；攀登嚮導應

依教育部體育署訂定之「山域嚮導資格檢定辦法」規定取得證照者。 

領隊簽名：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領隊需親筆簽名，並請拍照或掃描上傳，否則退件處理。 

附件一 

106.11.20版 

http://law.moj.gov.tw/LawClass/LawContentIf.aspx?PCODE=H0120058


雪霸國家公園生態保護區雪季期間入園申請 

雪地訓練注意事項 

 

一、依據 106年 11月 20日營雪遊字第 1061001768號函辦理。 

二、雪地訓練路線：開放雪東線供雪地訓練隊伍申請。 

三、雪地訓練隊伍可申請住宿地點:(一)三六九山莊，每日預留 30人

次予圈谷未達紮營標準時備用；(二)圈谷特定區位紮營地點，上開圈

谷紮營地點： 

(一)位置： 

1.北緯 24度 23.353，東經 121度 14.384。 

2.海拔:3,511公尺。 

3.位於黑森林雪季路標號碼 45~46（里程牌示為 9.3K~9.4K）之間。 

4.區分為 A.B二處營地，分別可供 4頂 4人帳紮營。 

(二)開放紮營標準(未達以下條件者仍須住宿三六九山莊)： 

1.雪山圈谷雪尺達 20公分以上開放。 

2.所有參訓人員得將垃圾及排遺帶下山。 

3.每日至多 30人為限(含一般訓練隊及專案保留隊)。 

四、申請對象： 

(一)一般雪地訓練申請案： 

1.申請方式：請申請人利用臺灣國家公園入園入山線上申請服務網，

選擇：「入園申請」→「路線行程規劃」→「登山路線」→「主路線:

雪東線」→「次路線:雪地訓練申請案」，並檢附雪地訓練計畫書以供

審核。 

2.申請人數：每隊以 10人為限(含領隊)。 

(二)專案保留申請案： 

1.申請資格：具公益性質或救難團體。 

(1)公益性質：不以營利為目的且以推廣登山安全及雪攀技術為主要

授課內容之法人團體。 

(2)救難團體：政府相關救難部門或合法立案之山域搜救團體且具實

際參與山域救難之經驗。 

2.申請人數：為維護一般雪地訓練及雪攀隊伍之民眾入園申請權益，

附件二 



專案保留案每日以 30人為上限(含圈谷營地保留 15人)，雪季服務期

間內同一團體得申請專案保留 1次為限。 

3.申請方式：請於入園 1個月前以正式函文送交本處審查，來函需檢

附雪地訓練計畫書、人員名冊與申請資格證明等文件，逾期本處不予

受理，通過審核後本處將於「臺灣國家公園入園入山線上申請服務網」

公告並保留床位。 

五、雪季服務期間，本處將依山區現場管理人員回報及公告雪況，若

雪山山區(圈谷)雪況不佳，為維護本園區高山植物生態系與冰河地質，

請雪地訓練隊伍斟酌調整雪地訓練課程之路線或更改日期。 

六、政府相關救難部門優先取得未被申請日期。 

七、遇重大事故之需要公告取消已核准申請入園許可。 

  



登山計劃書 

攀登地點  攀登時間  

車輛安排  

行車路線  

路況查詢  

工作分配   

山岳介紹 

 

 

行程計畫 

D0:  

 

D1:  

 

D2:  
(如有需要以下續寫) 

水源  

山屋營地  

特殊地形/困難點  

團體裝備 參考附件清單 

附件三 



個人裝備 參考附件清單 

糧食計畫  

執行無痕山林說明  

保險  

無線電頻道  
山上行動電

話 
 

領隊  電話  

留守聯絡人  電話  

地圖稜脈圖或文字敘述行程中使用之地圖名稱(註明出版年度或版本) 

 

 

人員經歷與體能： 

1.請填寫曾攀登的路線、是否受過登山訓練、百岳攀登座數…等登山相關經歷。 

2.雪季申請聖稜線者請填寫雪地經驗或攀岩訓練相關經驗。 

姓名 主要經歷 體能及健康狀況 

   

   

   

   

   

   

   



 

團體裝備：（請填寫數量） 

項目 數量 項目 數量 

帳棚（含外帳、營繩、營釘、

營柱）     人帳 

 炊具（含湯瓢、飯匙、餐盤、

鍋夾、擋風板） 

 

瓦斯爐頭  氣化爐  

瓦斯燃料(罐)  燃料油(L)  

行動糧(g)  糧食(天)  

營燈（備用燈蕊）  預備糧(餐/人)  

衛星電話  水袋(   L)  

行動電話  VHF無線電  

收音機  針線包  

急救包（含毒蛇急救器）  高度計  

鏟子及夾子  垃圾袋  

清潔用品(茶粉)  火種&蠟燭  

登山繩主繩(m)  GPS  

登山繩副繩(m)  等高線地圖  

入山、入園證  鋸子  

山刀  保險勾環  

傘帶（扁帶）(m)  滑輪  

 

個人裝備：（有攜帶的裝備請在註記處做◎記號） 

項目 註記 項目 註記 

大背包  小背包（攻頂背包）  

防水背包套  綁腿  

頭巾  睡袋(羽毛或中空纖維)  

頭燈、手電筒（含電池）  睡墊  

保暖帽  禦寒衣物（外、中層衣）  

遮陽帽  二截式雨衣褲（透氣）  

登山鞋  登山杖（一對）  

PP襪、登山毛襪  碗、筷、杯  

水壺（保溫瓶）  高度計  

等高線圖  指北針  

稜線地圖  毛巾、頭巾  



打火機、防水火柴  瑞士刀  

紙筆  備用電池  

手套、工作手套  低音哨  

面紙及紙巾  簡單的盥洗用品  

個人藥品  備用衣物  

露宿袋  輕便拖鞋  

防曬用品及護唇膏  相機（數位）含電池  

身份證及保險卡  座式吊袋  

頭盔（溯溪）  冰斧  

頭盔（攀岩）  冰爪  

上升器（U碼自攀器）  冰鎚  

保險鉤環  普魯士繩一對  

下降器（八字環或豬鼻子）  腰包、置物袋  

風雪衣  雪鏡  

羽毛衣  雪鞋  

溯溪鞋    

 

自主安全管理事項： 

應變路線（請說明攀登路線因故受阻的處理狀況） 

 

安全評估（請說明攀登時人員受傷處置、防治措施） 

 

後援計劃（請說明留守人員與隊伍的聯繫，及發生緊急狀況所做的處理） 
 

 



風險評估表 

表一、風險程度分類 

風險程度分數 機率高低(L) 影響程度(I) 

3 高 嚴重意外 

2 中 影響程度普通，可緊急處理 

1 低 影響程度低 

 

表二、風險評估值 

風險值(R)=機率高低(L)*影響程度(I) 

 機率高低(L，介

於 1~3之間) 

影響程度(I介

於 1~3之間) 

風險值總分

(R值) 

自 

然 

環 

境 

天氣狀況    

地形地貌    

動植物危害    

雪地    

 

裝

備 

個人裝備    

團體裝備    

糧食計畫    

救護用品    

攀登裝備    

人

員

因

素 

體能狀況    

領隊領導能力    

基本救護能力    

人數    

登山經驗    

說明: 

(一)R值:41以下，有點風險。41~83，具有風險。83~126高風險。 

(二)R值總分 63分以下屬可容忍之範圍。 

(三)單項 R值介於 7~9分者，須透過「風險管理矩陣」加以控制或降低。 

(四)可以透過投保「登山綜合保險」進行風險轉移，將意外事故損失由保險公司

賠償約定之金額，降低意外可能帶來的損失。  

附件四 



表三、風險管理矩陣 

 

活動型態：       計畫路線：        活動日期： 

項目 風險項目 風險值高低

(機率高低*

影響程度) 

控制或降低

風險策略 

自我評估結

果(可否透

過控制策略

安全下山) 

自然環境 

舉例:地形

地貌 

 

 

例:品田斷崖 例:9 例: 

1.攜帶 40米輔

助繩。 

2.全員溪帶頭

盔。 

例: 

可以安全通

過地形 

裝備 

 

 

 

    

人員因素 

舉例:人數 

 

 

例:人員數量

多(西稜線 20

人) 

例:7 例: 

1.配有 5名專

業領隊。 

2.領隊均有攜

帶無線電與衛

星電話。 

例: 

可以透過多名

專業領隊進行

隊伍人力分

配，降低分隊

風險與有效照

顧狀況較差人

員。 

說明: 

1.透過表二的風險評估值計算，可以獲知何種項目的風險值較高，如果單項 R

值介於 7~9分者，須透過風險管理矩陣加以控制或降低， 

例(1)：自然環境項目中的地形地貌風險值為 9分，就必須利用管理矩陣圖來控

制該項風險。 

例(2)：人員因素中的人數風險值為 7分，也可利用管理矩陣圖來降低該項風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