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雪霸國家公園計畫(第二次通盤檢討) 

 

第一章 緒論 

第一節 緣起 

雪霸國家公園位於臺灣本島之中北部，居雪山山脈中心，區內高山林立，風

景壯麗，且自然資源極為豐富。 

本區與太魯閣地區早於民國 26 年(日治時代)被劃設為「次高、太魯閣國立

公園」，公園總面積達 27 萬公頃，並列為第一優先闢設之地區，因適值中日戰爭

爆發，一切僅止於調查研究，尚未展開實質規劃；至民國 68 年行政院核定之「臺

灣地區綜合開發計畫」，始將本地區列為國家公園預定地之一。 

隨著墾丁、玉山、陽明山及太魯閣等國家公園之陸續設立與建設管理，以及

雪山、大霸尖山地區登山及旅遊人數之持續增加，為積極維護自然資源，並提昇

國民旅遊服務品質，內政部乃自民國 76 年起，進行本地區之規劃工作。 

「雪山、大霸尖山國家公園計畫範圍」經報內政部國家公園計畫委員會第十

五次委員會議通過，並奉行政院 80 年 1 月 17 日第 2216 次院會核定，80 年 3 月

1 日由內政部公告。80 年 10 月 30 日內政部國家公園計畫委員會決議將本國家公

園正名為「雪霸國家公園」。行政院 81 年 2 月 27 日第 2268 次院會通過「雪霸國

家公園計畫書、圖」，由內政部公告自 81 年 7 月 1 日起生效並成立管理處。 

依據國家公園法施行細則第 6條規定「國家公園計畫公告實施後，應每五年

通盤檢討一次」，雪霸國家公園計畫第一次通盤檢討於 92 年 9 月 4 日公告實施，

迄今屆滿 5年，基於雪山、大霸尖山之登山活動、生態旅遊人數持續增加考量下，

為有效維護高山生態資源、落實棲地環境保育並銜接近年來國家重點發展計畫對

於生態旅遊事務推展，爰辦理第二次通盤檢討，冀使本計畫符合未來國家公園中

長程發展架構與願景。 

第二節 計畫範圍 

雪霸國家公園計畫範圍係依自然資源及人文背景等資源調查資料，將自然景

觀優美，動植物豐富且重要之地區予以劃入，面積約 76,850 公頃，其區域界線

列述如次(參閱圖 1-1 雪霸國家公園計畫範圍圖，註：以下地名、山岳名及海拔

高度，係依據內政部 80 年出版五萬分之一地形圖註記為準)： 

一、東界：北自邊吉岩山（2,824 公尺）起，向南經喀拉業山（3,133 公尺）、羅

葉尾山、武佐野群山（2,379 公尺）至大甲溪谷。 

二、南界：沿大甲溪而下，至志樂溪會合處，沿稜線經宇羅尾山（1,866 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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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三錐山（2,689 公尺）。 

三、西界：自三錐山起向北，經小雪山（2,997 公尺）、南坑山（1,871 公尺）、

盡尾山（1,837 公尺）、東洗水山(2,248 公尺)、北坑山（2,163 公尺）接樂

山（2,618 公尺）。 

四、北界：自樂山起向東，經觀霧、境界山（2,910 公尺）、南馬洋山（2,933 公

尺）至邊吉岩山。 

第三節 計畫目標 

雪霸國家公園計畫目標係依據國家公園法第 1 條：為保護國家特有之自然風

景、野生物及史蹟，並供國民之育樂及研究等宗旨而訂定，另為順利推動國家公

園業務，融入加強與原住民溝通協調之目標，故具有四大計畫目標，分別說明如

次： 

一、保育目標 

保護區內自然生態體系與景觀資源及人文史蹟，並予適當經營管理，使

其永續利用，其內容涵括如下： 

(一) 保護區域內獨特之地形、地質景觀。 

1.保護區內雪山、大霸尖山、大劍山、品田山等崇峻高山及其自然地

形地質景觀與特色。 

2.保護區內集水區及其自然地形地質景觀與特色。 

3.保護區內自行演替發展之特殊地形地質，提供作為自然觀察、教育

及研究之場所。 

(二) 保護區域內自然演替生長之動植物及其棲息地。 

1.保護區內重要生物種類與族群，使其維持正常生態體系之運轉。 

2.保存區內自然生態體系之多樣性與環境自律性。 

3.維護區內完整遺傳基因庫之功能。 

(三) 保護區域內重要人文史蹟及其環境，提供國民鄉土尋根，培養愛護

文化情操。 

二、育樂目標 

在不違反保育目標下，提供適當國民遊憩活動與機會，以陶冶國民身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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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其內容涵括如下： 

(一) 提供良好遊憩環境與高品質活動模式，滿足國民遊憩需求。 

(二) 配合適當環境解說教育，以達寓教於樂。 

(三) 推動生態旅遊活動，加強登山輕量化環境教育訓練。 

(四) 遊憩安全管理，健全高山步道網之維護管理。建立防災救難計畫，

強化災難發生之緊急應變措施。 

(五) 推動生態工程，各項設施講求簡樸，設施設備應考慮運作及維修成

本，以低密度符合生態工程及綠建築原則辦理各項工程。 

三、研究目標 

提供自然科學研究與戶外環境教育之場所與機會，協助提昇國民教育水

準，其內容涵括如下： 

(一) 提供地形地質與動植物生態研究之場所。 

(二) 提供人文史蹟研究之場所。 

(三) 提供自然環境教育之場所。 

四、加強與原住民互動關係 

為順利推動國家公園業務，加強與原住民之溝通協調，並宣導國家公園

理念，增進原住民對國家公園之認同感，其內容涵括如下： 

(一) 協助原住民文化之傳承工作及生活改善。 

(二) 運用政府資源，與地方住民共同發展，以落實共同經營管理資源之

精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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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規劃方法 

一、行政作業程序 

(一) 通盤檢討計畫擬定 

國家公園通盤檢討涉及層面甚廣，為適切檢討計畫內容，充分發揮國家

公園境內自然資源保育及生態環境維護。本案以雪霸國家公園計畫書(第一

次通盤檢討)為依據，進行相關資料蒐集、計畫檢討分析外，並於過程參與

各業管權責工作小組會議與議題訪談，配合出席通盤檢討前置作業小組所召

開之相關會議結論辦理修正事宜，據此推動第二次通盤檢討各項作業事宜。 

(二) 成立通盤檢討作業小組 

作業小組由本處處長為召集人、副處長為副召集人、營建署長官為指導

人員，成員包括雪霸警察隊隊長、本處秘書、各課、室、站主管、技正，另

由企劃經理課課長任執行秘書，各業務課之專責承辦人員為幹事，不定期召

開工作會議。 

(三) 公開徵求意見及舉辦地方說明會 

1.公開徵求意見：為求通盤檢討作業過程之公正、公平、公開，本處依

98 年 5 月 26 日營雪企字第 0981001132 號函公告，並將公告日期及

地點登報周知及登載本處全球資訊網，請各機關、人民、團體如對雪

霸國家公園計畫第二次通盤檢討有任何意見，均得於公告期間內(98

年 6 月 1 日起至 98 年 6 月 30 日止，計 30 日)，以書面載明姓名、地

址、聯絡方式（電話或 e-mail）並敘明建議內容、地點及理由向本

處提出，本處將意見予以彙整並納入辦理本次通盤檢討之參考。 

2.書面徵求意見：對於與本處有權責關係之單位(如林務機關、行政院

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及行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等機關)，另函文徵

求意見(98 年 5 月 26 日營雪企字第 0981001131 號函)。 

3.加強宣導措施：於 98 年 6 月 11 日、16 日、18 日及 25 日分別至轄區

各鄉、區公所舉辦通盤檢討說明會。 

(四) 審議相關意見及完成計畫書草案 

經蒐集各機關團體及民眾意見後，辦理相關意見審議並於 98 年 12 月完

成計畫書草案。 

 (五) 公開展覽及舉辦說明會 

為促進民眾參與，深化夥伴關係，有關國家公園計畫通盤檢討及個案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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更作業，應辦理公開展覽及舉行說明會(內政部 99 年 4 月 25 日內授營園字

第 0990802896 號函示)；爰此，為使本園區行政管轄有關地方政府及各業務

相關機關對「人民、機關、團體意見與本處處理情形及計畫內容變更」有所

瞭解並提供意見，本處於 99 年 5 月 17 日起至 99 年 6 月 15 日止於園區周邊

縣市政府及鄉公所辦理公開展覽，並於 99 年 5 月 18 日、19、28 日及 6 月

1 日分別於園區各鄉、區公所辦理雪霸國家公園計畫第二次通盤檢討(草案)

地方說明會。 

(六) 審議、核定、公告實施 

經彙整相關意見後審議修正「雪霸國家公園計畫(第二次通盤檢討)」(草

案)，陳報內政部於 101 年 8 月 17 日召開內政部國家公園計畫委員會第 100

次會議審議通過後，呈報行政院 102 年 6 月 6 日院臺建字第 1020136895 號

函核定公告實施。 

二、規劃作業程序 

(一) 補充資料蒐集與調查分析 

1.環境調查 

（1）自然、人文環境與特殊景觀資源調查分析。 

（2）實質發展與土地使用現況調查分析。 

2.資料彙整 

（1）上位與相關計畫法令評估分析。 

（2）遊憩資源調查與旅遊活動分析。 

3.蒐集第一次通盤檢討至今所完成之研究報告，更新園區基本資料，
必要時予以勘查處理。 

(二) 計畫目標與發展方針確定 

1.國家公園管理保護目標與方針。 

2.國家公園永續經營目標與方針。 

3.未來發展需求預測分析。 

(三) 現階段雪霸國家公園發展課題與對策研擬 

(四) 計畫檢討（含分區計畫、保護利用計畫、管制原則等） 

(五) 經營管理計畫檢討與分析 

(六) 國家公園事業選定及分期分區發展計畫與檢討 

(七) 依雪霸國家公園通盤檢討作業小組會議辦理項目檢討，進行國家公
園計畫第二次通盤檢討（草案）撰寫及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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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規劃程序 

國家公園之規劃程序，可分為調查、分析、計畫研擬及計畫實施等 4 階段

12 步驟(參閱圖 1-2 國家公園規劃程序圖)，並說明如后： 

一、區域範圍劃定 

本計畫以內政部國家公園計畫委員會審議並報奉行政院於民國 80 年 1

月 17 日第 2216 次院會核定後確定「雪山、大霸尖山國家公園」計畫範圍，

並由內政部於 80 年 3 月 1 日公告，本次通盤檢討仍維持原公告範圍無變動。

（參閱圖 1-1 雪霸國家公園計畫範圍圖）。 

二、計畫目標確立 

納入現階段國土規劃體系等相關草案說明，並重新檢視雪霸國家公園資

源特性、發展現況、未來利用與管理需求性，考量第二次通盤檢討作業計畫

目標，作為規劃之準據。  

三、資料收集與分析 

收集調查國家公園內自然環境、地理、地形、地質、動植物生態體系、

人文景觀、社會背景以及實質發展狀況等資料，作為國家公園土地使用分區

計畫及經營管理計畫擬定之參考。 

四、發展課題與對策研擬 

經由上述調查資料，分析國家公園發展限制與課題。針對各課題研擬可

行之對策，並逐一納入實質計畫之內。 

五、發展預測 

在規劃階段應先預測區內人口、遊客量、旅遊服務設施、公共設施與交

通量等，以為擬定國家公園發展政策及計畫之依據。由於國家公園區域大多

屬原始地區，部分預測宜參考全國經濟成長與生活素質需求等資料。 

六、計畫方針之研擬 

依據國家公園保育、育樂、研究及加強與原住民互動關係之四大目標，

以及雪霸國家公園之環境資源、形質、課題與對策，逐一演繹成具體之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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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針，作為實質計畫之依據。 

七、實質計畫研擬 

依據前項計畫方針，將全區土地依資源特性及區位條件，分別區劃為生

態保護區、特別景觀區、史蹟保存區、遊憩區及一般管制區等五區，並擬具

各分區之保護計畫與利用計畫；並通盤考量雪霸國家公園之發展方向，擬訂

管理計畫及經營方案。 

國家公園之發展可依環境特性、發展現況、旅遊需求及政府財力與民間

投資意願等，擬成國家公園事業計畫，以前瞻而有效率的引導國家公園之發

展，朝向全民參與國家公園經營管理的最終目標。 

八、計畫評估 

上述各計畫之內容應預先進行評估，以預期該計畫對自然及人文景觀可

能產生之衝擊，並據以適度修正原計畫，期提出最合適之實質計畫內容。 

九、審議與公告 

計畫草案經國家公園計畫委員會審議後，報呈行政院審議。經核定後再

辦理計畫書、圖公開展示與公告事宜。 

十、實施方案之研擬 

根據國家公園計畫目標、權責劃分及計畫內容，研擬實施方案，確定具

體之工作項目，據以進行國家公園內資源之保護、利用與管理業務。 

十一、監督 

前述步驟所研擬之計畫，其實施成效如何，應進行適當之監督，提出計

畫上具成效之內容，以及未來檢討時應注意之事項，作為下一次計畫通盤檢

討之參考建議。 

十二、計畫通盤檢討 

計畫通盤檢討之目的為使計畫內容更確實可行，並為因應特殊事件之權

宜措施。根據國家公園法施行細則第六條規定，國家公園計畫公告實施後，

主管機關應每五年通盤檢討一次，並作必要之變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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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  國家公園規劃程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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