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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計畫概述 

1-1 計畫緣起 

人類登山史開始之際，無論世界最高峰－珠穆朗瑪峰的攀登歷史，或是台灣

登山運動史上，皆可看到當地原住民挑夫 1的身影。珠穆朗瑪峰上有雪巴人或是

藏族人，協助進行開路先鋒或挑重運補的工作。台灣在日本殖民時代開始，日本

人所進行的高山調查、人類學研究等，皆是原住民挑夫以一步一腳印的方式，所

協助完成。直至台灣光復後，「四大天王」2

 台灣的挑夫以其過人的體力、負重能力，和熟悉山區地形的優勢，肩負起高

山的背負工作。透過雇主的媒合，這群在高山嚴酷環境下工作的人們，一直以來

無聲地奉獻，甚至，他們工作環境的惡劣、內容以及待遇，都長期受人忽略。 

所引領的登山風潮下，原住民挑夫以

傳統的山林知識和技能，默默地為每一次的登山探險活動付出，這些無名的英雄，

不但參與了台灣登山運動的濫觴，更成為近代登山活動中不可或缺的重要人物。 

本案希望能藉由深入瞭解目前台灣登山協作產業之挑夫產業的現況與困境，

而進一步將「野外救護技術員訓練」導入挑夫產業，期許能夠達成以下目標：一、

保障挑夫從業人員權益；二、提升挑夫從業人員在野外處理緊急傷患時，所具備

的專業救護能力；三、活化挑夫產業，以職業進修的方式讓挑夫產業有所進步；

四、讓國人從事山野活動更安全。 

1-2 規劃方法與工作內容 

本規畫主要方法與工作內容如下： 

一、文獻收集： 

將挑夫相關的調查研究資料做蒐集與整理，最後進行綜合性的分析與比對。 

                                                 
1
 「挑夫」即本計畫名稱所指的「登山協作」。 
2
 四大天王：指 1970年代，致力推廣台灣登山活動的林文安、刑天正、蔡景璋、丁同三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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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實地訪查： 

    針對目標訪談對象及地點進行初步認識，並著手規劃訪談大綱，與進一步實

地訪查。 

三、可行性與效益評估： 

    結合文獻資料分析與實地訪談之成果，評估挑夫產業發展的現況與困境，以

及建議未來職業訓練的課程，期望活化挑夫產業。 

 

第二章 歷史文獻回顧 

 論及「挑夫」這個職業，必須要先對登山史有初步認識，才能進一步理解挑

夫的角色、歷史地位、知識傳承以及現今處境。本章試就「挑夫的歷史角色」及

「挑夫與負重工作」進行說明，期能將挑夫作為登山協作產業發展的角色與問題

彰顯出來。 

2-1 挑夫的歷史角色 

人類的登山史可以追溯到工業革命後，對山的探險研究。陳永龍(2001)指出

近代登山活動的濫觴，乃十八世紀末，阿爾卑斯山區的攀登。之後，隨著帝國主

義擴張，登山先以地理大發現及探險存在，而後才又逐步變成戶外休憩活動。 

 台灣登山史可追溯到清末 1860後的「開山撫番」3

                                                 
3
 「番地」與「番人」稱呼，乃沿用日治時期日本人對台灣原住民的稱呼。 

政策，此軍事目的登山活

動為進入山區進行探險與調查。日據時代，日人為了殖民目的，大規模進行山區

人類學研究、植物調查、地理偵測等，以軍事為目的的探險活動。根據陳永龍（2001）

指出，隨後，日本人也在泰雅族人的帶領下，以繩索成功登上大霸尖山的霸頂，

此舉也開啟了台灣登山活動的濫觴。當時日本人也宣稱「此後台灣，已經沒有前

人未涉足的高峰存在。」台灣戰後到 1970 年代，歷經了「百岳運動」；198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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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後，更轉往海外攀豋；迄今，許多高山路線更是「郊山化」，台灣的登山活動

可謂蓬勃發展。 

 事實上，台灣的登山歷史上，自清末、日據時代、時至今日，挑夫都扮演著

十分重要的角色。歷史上，早期的挑夫絕大部分為原住民族，此族群因長年生活

於嚴峻山區，焠鍊出獨特的山林知識與技能，不僅傳承了許多可貴的知識系統，

更擁有超人的負重能力（蔡文科，2006）。也因此，遠至日本殖民時期，所有的

探險和調查，近至現代登山運動，皆有刻苦耐勞的挑夫角色，來協助完成。只是

非常可惜的，台灣對於這群登山協助者的學術研究，卻呈現知識上的空白；也讓

這群無名推手，長期藏於歷史的背後（蔡文科，2006）。 

  

2-2 挑夫與背負工作 

挑夫（Carrier）的工作內容涉及搬運與負重兩項重點。因為國內對於挑夫

研究相當匱乏，此小節將藉由與背負相關的研究來探討挑夫的負重能力與負重對

於身體的影響。 

「挑夫」兩字的定義為:涉及身體載重以及搬運（handling）的工作。而台

灣高山挑夫的工作場域更是深山豁林、處處危崖，必須具備有觀測天象、高度適

應、步行技巧等於大自然工作的能力。 

挑夫的山林知識為何可以歷經多代傳承，而讓這群山區的人們依舊具有這項

能力謀生？蔡文科（2006）指出挑夫的知識傳承為內隱知識 4

                                                 
4
 內隱知識：指隱性的知識，有別於現代知識管理系統的組織化及文字化，內隱知識經常是透過   

，其傳承的模式屬

於「師徒制」，亦即透過非正式網絡，具有高度支持和協助資淺者的功能性。以

社會學的觀點而言，此師徒學習關係讓模仿與替代性增強，其中也包含了相當重

要的角色模範和心理支持。蔡麗莉（2004）研究小提琴製作技術時，對於內隱知

識的闡釋為：過程中的經驗傳承與分享，並且是師父與學徒之間緊密互動的關係

           師徒制所以口頭方式傳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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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建構出來的知識。陳永隆（1996）對於隱性知識的傳承機制，也論及了師父帶

徒弟進行一對一的工作經驗傳承模式。 

挑夫長年負重於高山峻嶺之間，肩上沉重的負荷，對於身體是否會產生影響？

國內外文獻中有許多針對負重工作對身體影響的探討。蔡文科（2006）對於挑夫

工作之於身體影響的文獻探討也著墨許多。目前全世界公認尼泊爾雪巴族 5

巫智弘（2005）以生物力學的角度，探討了人工物料搬運，指出作業姿勢、

搬運高度與身體扭轉等諸多壓力下，容易產生下背部疼痛。這些都是多數挑夫會

遭遇的職業傷害，尤其對於長期在「深、遠、高、暗」工作的多數原住民更是不

利，也因此職業訓練多元化與在地化都是當務之急。（趙慧嬪，2002） 

的挑

重能力是十分驚人的，男挑夫與女挑夫的平均負重為為自身體重的 93%和 66%，

其中有五分之一的男人負重為 125%，甚至還有一個揹的重量是 183%之多！（楊

孝文、任秋凌，2005） 

 

第三章 研究方法與對象 

3-1 研究方法 

 本研究主要以質性研究的方式進行調查。研究者初步設計一份問卷大綱，並

以此問卷作為田野調查的訪談依據。蒐集後的書面問卷資料，以及深度訪談資料，

將會以交叉比對方式，進行資料整理；同時，並佐以筆者長年與挑夫相處的田野

經驗，做進一步的資料分析。 

理解挑夫產業發展的現況以及困境後，本研究將針對登山協作產業能夠改善

的方向，提出相關建議與做法，期許能夠活化台灣的挑夫產業，並且賦予挑夫增

能(empowerment)效益，而達到此研究的最終目的。 

                                                 
5
 雪巴，英文名稱 Sherpa，已成為全世界登山者對尼泊爾山區挑夫的稱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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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 研究對象 

 3-2-1 地理位置的選擇 

此研究主要針對挑夫產業最大的聚集地－玉山山區的南投縣信義鄉望鄉部

落，進行田野調查與訪談。望鄉部落緊鄰挑夫行業的濫觴地－東埔，車程約 20

分鐘，對於本研究的取樣具有十足的代表性。但是，為了顧全研究的完整性，本

研究也實際走訪了南投縣埔里鎮、嘉義市以及台東縣關山鎮，期望能夠更完整地

呈現台灣登山協作產業的全貌。 

 3-2-2 訪談互動的過程 

首先會晤挑夫團隊的老闆，瞭解團隊的現狀和員工人數；再藉由老闆的召集，

對挑夫們進行訪談。惟本案執行時期正值秋季（9-11月），乃此行業的旺季，因

此許多挑夫在山上的天數，每個月平均超過 20 天，所以有時挑夫無法親自參與

訪談；若未能面談的研究對象，則以電話方式進行訪談。本案目前所參與訪談的

對象，共有 45人，各隊伍以及人名以匿名方式呈現。 

 3-2-3 研究對象的介紹 

目前台灣挑夫的團隊主要有 A、B、C、D、E。挑夫團體間大多會互相支援，

以因應日漸增加的登山客。 

1. A登山隊： 

  以居住在南投縣信義鄉望鄉部落的 A為首，團隊人數計有 12人（含 A），其

中只有一位是漢人，其餘的均為望鄉部落在地的布農族原住民，經營路線以高山

縱走為主。A登山隊是目前訪談團隊中，人數最多的團體。成員平均年資 1~9年，

挑夫和伙食炊煮屬於同一業務，並不分別辦理，亦不提供嚮導帶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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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BC登山隊： 

  團隊創立於 1998 年，而後分家，分為 B 團隊和 C 團隊。B 團隊以玉山為主

線，C團隊則是經營雪山為主。 

(1) B團隊： 

B 本身投入戶外產業已逾 30 年，團隊成員以居住在南投縣信義鄉望鄉部落

的布農族為主，目前共七位（包含 B）。成員平均年資 1~15年左右，流動率較其

他團隊相對較低，提供挑夫和伙食的服務。   

  (2) C團隊： 

C團隊目前則由八位挑夫（含 C）組成，其中三位為泰雅族、四位為布農族、

和一位太魯閣族的原住民所組成。C團隊趨向多方發展，除了包辦伙食和挑夫之

外，也提供帶隊和交通的服務，偶爾承接國家公園委託的案件。目前主要經營路

線為雪山。 

3. D團隊： 

團隊中多數人員居住於嘉義市以及南投縣信義鄉，目前團隊人數約有 8人，

漢人、原住民各半，D 本身也是漢人。其在戶外的資歷長達 30 年之久，團隊建

立也已屆 15 年，是台灣最早開始以團隊經營提供伙食包辦和挑夫的團體。此團

隊早期以玉山路線為經營重點。不過，若有在玉山以外的山區活動的隊伍，亦會

接受辦理。此團隊提供挑夫、伙食、和嚮導的服務，主要以有山屋的路線為主，

若遇縱走隊伍的請託，則以轉介給其他團體或挑夫的方式辦理。 

4. E團隊： 

  E為團隊老闆，本身也是漢人，團隊主要成員居住於台東縣關山鎮、海端鄉

一帶，目前人數約有 10人（含 E本人），其中六位是漢人、四位是布農族原住民。

成員平均年資 1~3 年。E 自身投入戶外產業已逾 30 年，2010 年隨著戶外人口的

快速發展，才由原先個人接案的方式，改為團隊經營。E 的團隊以嘉明湖路線、

以及山屋駐點方式經營，提供挑夫和伙食炊煮的服務，但不提供嚮導帶隊，或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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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隊縱走的服務。若接到登山範圍不在嘉明湖山區的案子，無論是需要代為處理

挑夫和伙食的狀況，或是幫忙尋求嚮導人力，E皆會轉介同行處理，是目前唯一

只經營在地路線的挑夫團體。 

挑夫因為一整年的工作時間不固定，因此收入也會隨著不穩定。為了養家活

口，除了擔任挑夫之外，閒暇之際，更以務農為主。 

南投縣信義鄉的望鄉部落，素有「信義米倉」之稱，農產豐富，挑夫們可以

種植短期蔬菜以及多種水果。此地也是台灣目前挑夫的主要來源地；望鄉部落目

前的兩大挑夫團體，除了 A和 B的登山隊；亦有部份跑單幫，但不隸屬於任何團

體的挑夫，例如：F、G、H等。 

第四章 研究分析與建議 

 4-1 職業選擇的因素與薪資 

 4-1-1 族群別對挑夫職業的選擇 

本研究發現目前挑夫產業中，原住民的比例相當高，這與原住民世代居住於

山區，習於山林技能、知識有相當高的關係。因此族群別等因素，對於挑夫職業

的選擇具有十足的影響力。以下乃針對第三章訪談所得的資料，依據挑夫團隊的

各項特徵，整理成如下表格： 

表 4-1-1挑夫團隊資料整理表 

團隊 位置 成立年份 年資 經營路線 成員數 成員族群 

A登山隊 南投縣 

信義鄉 

望鄉部落 

2009 1~9年 雪山為主 12位 布農族 11

位 

漢人 1位 

B登山隊 南投縣 1998 1~15年 玉山為主 7位 布農族 7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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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義鄉 

望鄉部落 

C登山隊 南投縣 

信義鄉 

望鄉部落 

1998 1~20年 雪山為主 8位 泰雅族 3位 

布農族 4位 

太魯閣族 1

位 

D登山隊 嘉義市 約 1997 1~15年 玉山為主 8位 原住民 4位 

漢人 4位 

E登山隊 台東縣 

關山鎮 

2010 1-3年 嘉明湖 

為主 

10位 原住民 4位 

漢人 6位 

 

依據上表資料所呈現的數據，進一步將挑夫團體依原住民、漢人比例，原住民族

群比例，以及挑夫居住地做一整理，並以下列的比例圖方式呈現： 

 

   

圖 4-1-1 原住民和漢人挑夫比例 

由此圖表得知，有非常高的族群別因素影響挑夫職業的選擇。 

總人數 45 人 

24% 

76% 

漢人 
原住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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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2 原住民挑夫族群比例 

 

 

圖 4-1-3 挑夫居住地 

 

 4-1-2 影響職業選擇的其他因素 

研究中發現受研究者之所以選擇以挑夫為業，除了上述所及的族群別結構因

素外，尚有下列幾種個人情形，一是在城市發展不順遂，或是遇上公司裁員，所

以選擇回家鄉發展；二是家裡本身務農，農忙之餘上山工作兼差；三是年輕一代

 3% 

50% 

26% 

3% 

18% 

 埔里 
信義 
海端 
嘉義 
其他 

總人數 45 人 

  

89% 

8% 3% 

 
 
 
總人數 34 人

 

布農族 
泰雅族 
太魯閣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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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繼續升學，於是投入挑夫產業，打零工賺外快。訪談之中，年紀最小的挑夫年

僅 17歲，也加入了這個行業。曾筱甯（2002）亦針對原住民就業機會的研究中，

指出國內原住民勞動人口以從事農林漁牧業及技術工所佔比例較高。原住民在勞

動市場，被排除的過程中，會從「穩定性工作」流向「不穩定工作」，並且在多

次流動之後，會有「回歸原鄉」的趨勢。 

 

圖 4-1-4 挑夫年紀分布 

 

 4-1-3 挑夫薪資的計算方式 

目前挑夫的薪資公定價為一天 4,000元，每日行走距離大約是八公里，為客

負重 30 公斤，此部份不包含挑夫自己的裝備重量在內；資歷深淺、或是證照的

有無並不影響所得，挑夫的薪資與年資更沒有正相關。有的團隊老闆為保護自家

挑夫，避免過度的負重而造成身體上的傷害，會嚴格要求不能背超過標準的 30

公斤；有的則是論斤談價，平均每超過一公斤而外加收 150元至 250元的費用。

雖然公定價是一天 4,000元，但隨著不同團隊，挑夫的工作形式和項目不一致，

工作完畢後所實際領取的薪資並不固定。 

挑夫工作的模式與計費方式，大致有以下幾兩種： 

一、   單純挑夫 

 
4% 

30% 

36% 

26% 

4% 

 
 
 
 
 
總人數 30 人 

20 歲以下 
20-30 歲 
30-40 歲 
40-50 歲 
50 歲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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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三天兩夜的「雪山主東」行程為例，挑夫通常在第一天背負最重，重量高

達或超過 30 公斤，所以領全薪 4,000 元。若第二天繼續往前行，因背負的重量

減輕，實領薪資會降到 3,000~3,500元左右；若第二天進僅停留在山屋，未移動

的狀態下，以及第三天下山背負重量較輕時，老闆通常僅會支付 1,000~2,000

元不等。 

單純的挑夫除了薪資會受背負重量的不同而有所差異之外，同時也會受行進

距離的影響，舉例來說，若第一天僅走到七卡山莊，實領薪資約 2,500~3,500

元左右，這個部份依僱主和挑夫上山前的協調共識為主。 

 

表 4-1-2 單純挑夫的計費方式－以「雪山三天兩夜」行程為例 

天數 負重公斤數  挑夫領取費用 

第一天（上山） 30 4,000元 

第二天 低於 30 3,000~3,500元 

不行走僅停留於山屋 1,000~2,000元 

第三天（下山） 低於 30 1,000~2,000元 

 

二、 挑夫身兼炊煮計費： 

  有的挑夫團體則採挑夫包辦伙食的形式，意即除了負重之外，到了營地或山

屋還須負責炊煮早晚餐，如此計費不論天數，均為一天 4,000元。 

三、 挑夫與炊煮分開計費： 

  有的團體則將挑夫和炊煮的工作分開，如果挑夫身兼炊煮的工作，則會有兩

份薪水。以雪山三天兩夜為例，第一天若住三六九山莊，挑夫兼任炊煮工作，當

日薪資計算為 4,000元，加上炊煮薪資 1,500~3,000元，炊煮的薪資則依接團人

數的多寡而有異動。第二天，僅停留三六九山莊，負責早晚餐的炊煮，薪資計算

則為挑夫補貼費用 1,000~2,000元，加上炊煮薪資 1,500~3,000元。第三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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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背負重量較輕，僅領補貼費用 1,000~2,000元。 

 

表 4-1-3挑夫與炊煮分開計費的方式－以「雪山三天兩夜」行程為例 

天數 負重費用 炊煮費用 挑夫總共領取費用 

第一天（上山） 4,000元 1,500~3,000元 5,500~7,000元 

第二天 

（停留山屋） 

1,000~2,000元 1,500~3,000元 3,000~3,500元 

第三天（下山） 1,000~2,000元 0元 1,000~2,000元 

   

挑夫團體的薪資結算均為現金交易，以次計費，每次活動結束後，挑夫會回

到老闆的住所交付公用裝備、領取薪資現金，而非月結。目前，所有的挑夫團體

均未提供勞健保和勞退制度，也沒有所謂的獎金、年終、或是特休等制度。部分

團隊的老闆有提供意外險的保障，意外險多以一年為單位，並補貼挑夫出活動時

的交通油費，但是補貼金額未有一套標準，多以口頭上約定作為给付依據。相較

於一般行業受勞基法的規範，挑夫的福利、退休等制度明顯缺乏，工作內容也不

受政府體制的保障。  

四、 登山旺季與淡季對薪資的影響 

挑夫產業的旺季落在氣候相對穩定的秋季，亦即 9 至 11 月，挑夫每月上山

平均天數可高達 20~26 天，每月薪資甚至可達 12 萬；隨著季節變化以及雪季的

到來，12 月中旬以後至 3 月初，則是此行業的淡季。淡季的影響因素，除了雪

地的技術門檻較高之外，玉山國家公園管理處則會為了山區生態休養而進行封山；

同時雪季所造成山屋缺水的情況，進而使得上山的人數隨之減少，也因此登山隊

伍尋求挑夫的需求，相對降低許多。此時，有的挑夫甚至好幾個月沒有工作的機

會。3月中旬以後，上山的登山客人數會慢慢增加；但是到了梅雨季節，人數又

會再度下降；7-8月雖然是暑假期間，但由於颱風季節氣候不穩定，因此工作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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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也極度不穩定，可謂「看天吃飯」。挑夫在山上的工作天數，由訪談資料來看，

平均一年約 90-180天左右會在山上。 

 4-2 挑夫產業的現況 

 4-2-1人力的減少 

  根據工作超過十年以上的資深挑夫表示，十多年前望鄉部落從事挑夫的人數

大約有六十多人，如今只剩一半不到。試分析原因如下，挑夫屬於勞力付出的產

業，容易造成膝蓋、髖骨和脊椎等職業傷害，而無法長時間投入，職業生涯較其

他行業來的短；加以年輕一輩的布農青年，山野能力不若父老一輩，負重能力也

較差，因此多視挑夫為打工、兼差性質，而不願全力和長期投入。台灣目前戶外

人口雖然大幅提升，但挑夫產業卻逐漸萎縮。 

 4-2-2 人員的流動率高 

  從事挑夫產業人數減少的原因，除了年輕一輩負重能力較差之外，價格的不

穩定，也是導致挑夫流動率高的因素之一。不同團體間，雖然制定的薪資結構不

同，但挑夫團體間有時會進行人力上的互相支援，但是有時也會為了接案子而有

削價競爭的情況。然而，筆者認為目前台灣挑夫產業的現況呈現的是「需求大於

供給」的狀態，因此，訂定價格的決定權應該握在挑夫團隊這一方。若是進一步

將市場價格標準化的話，就可以間接保障挑夫的收入，並且讓挑夫產業的人力來

源穩定，又能吸引更多生力軍的加入。如此一來，挑夫產業才足以因應日漸增加

的登山客需求，而提供各項服務。然而，一旦出現削價競爭的情況，挑夫的權益

自當受損，收入若不能被保障，人員的流動也就會成為常態，並且進一步影響每

次的出隊品質，安全度等皆會受到波及。 

  此挑夫流動率高的現象，其實也受政府機關人事異動所影響。早年，玉山國

家公園曾欲推行原住民高山嚮導，但隨著歷屆處長的更換，以致政策無法連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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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年挑夫們受訓所取得的嚮導證，目前並不具任何效用。隨著越來越多的民眾上

山，若相關配套措施不能建立，民眾上山的安全風險會增加，環境負荷的風險會

增加，高山上的亂象也會增加，比方像是廚餘傾倒、餵食野生動物、垃圾、排泄

物等相關議題。 

4-2-3 工作壽命短 

挑夫職業的工作壽命約為 5年，以職業生涯來看，可謂十分短壽。造成此職

業如此短壽的原因，除了工作型態容易造成身體上永久的傷害之外，年輕一輩的

背負能力遠不如前，也是造成工作壽命短暫的因素之一。在這些潛在背景之下，

許多年輕挑夫進而將此份工作視為「打工」性質，亦即「額外」賺取零用錢的方

式。雖然挑夫團老板比較喜歡以長期配合的挑夫們做為搭配的夥伴，但是現實的

狀況是許多在外以開卡車為業的司機、板模工等，如果回鄉時，都會上山打工賺

取額外費用，因此挑夫的職業門檻似乎不高。 

雖然挑夫的職業門檻不高，但是田野訪查資料也顯示許多年輕一代挑夫必須

要培養專業技能，以便讓服務品質更加良好，技能培養如下： 

1. 增加背負能力： 

年輕一代揹負能力遠不如父執輩，必須增加訓練，以便因應山區多變的環境， 

增加安全係數。 

2. 精進飯食煮熟的能力： 

在山區因為氣候壓力與平地不同，因此米飯要煮熟必須要有技巧，有些挑夫

在山上烹煮米飯時，偶會發生起鍋時米心未熟的現象。 

3. 提升帶隊能力： 

帶隊時必須具備領隊應有的能力，如人際溝通、領隊風格、危險管理能力等。 

上述三點技能是目前挑夫最需要培養的工作技能，如果能夠完善具備此能力，那

山區服務品質必能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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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4 參與相關進修課程的意願高 

  大部分的挑夫在經由口頭上的詢問後，表示願意參加政府、或是國家公園舉

辦有關戶外的課程有超過 70%的人員有意願參與。另外，有將近 30%的人員表示

因政府推行的政策不能連貫，缺乏制度上的規範和保障，因此證照的取得對工作

並沒有助益，因此影響了挑夫們進修上課的意願。不過，71%高比例的人員具有

上課意願，因此建議相關單位必須舉辦相關課程，以符合社會期待。 

 

表 4-2-1 受訪挑夫進修的意願 

 4-2-5入園證的取得困難 

  挑夫是否需事先申請入山入園證也是問題之一。有挑夫表示曾遇巡山員、保

育志工要求查驗入園證，但部分國家公園的登山路線有人數上的管制，而挑夫的

工作大部份都是在出發前兩三個禮拜才被告知需要上山工作，因此在取得入園證

的時間上，十分緊迫，也造成了取證的困難度。曾有挑夫因為沒有入園證，而被

要求立刻下山，如此不但影響挑夫工作的權益，同時也會影響登山隊伍的行程。

這部份的問題若不能解決，挑夫和巡山員以及保育志工間的衝突是無可避免的。 

 

29% 

71% 

 
總人數 30 人 

不願意 
願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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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6 職業傷害 

  挑夫是純粹以勞力方式來賺取所得，因長時間的負重，身體承受的壓力極大，

而容易造成膝蓋和髖骨的傷害，這也是挑夫職業壽命較其他行業更為短暫的因素

之一。接受訪談的挑夫中，超過一半比例的人員有膝蓋疼痛的問題，每個月至少

需要跑一趟復健診所，或是中醫診所做針灸治療。早期，挑夫的揹重沒有上限，

能揹就儘量揹，近十年來才有 30 公斤的背負限制，此一約定成俗的規範，是經

過登山隊伍和挑夫團體間長時間市場磨合所決定出來的。 

    近年來，挑夫團體逐漸出現將負重重量下降至 25 公斤的聲音，主要是考量

到年輕一輩負重能力較父執輩來得差，以及長時間負重帶來生理上的病痛，而造

成職業壽命短暫的現象。如果負重能夠減少，不只可以減緩身體的負荷，而讓職

業生涯更為長遠之外，同時也能夠提供更好的服務品質。 

 

4-3 研究建議 

  就目前挑夫的現況而言，證照對薪資並無實質上的幫助，但是戶外人口又正

大量地增加，本研究將針對如何活化挑夫產業的面向，提出以下建議： 

一、 以戶外訓練課程替代入園證申請 

  挑夫的入園申請一直處於不確定的狀態，申請過程會面臨許多難處，但是不

申請又會讓人有置喙的空間。因此本案建議以參加戶外訓練課程的方式，來吸引

挑夫的參與，並在結訓後接受測驗，資格合格者可憑證入園工作，以三年為一期，

並於到期前再接受複訓。在山上遇到山難事故時，挑夫們都是第一線的人員，如

果能提升挑夫從業人員的戶外各項能力，那麼山區安全性勢必能有所提升；如此

一來也可以免除工作入山時，申不申請入園證所引發的衝突和爭議。 

二、 建立挑夫工會 

  挑夫產業目前就業環境保障明顯不足，若能成立挑夫工會為挑夫們發聲，將

挑夫納入勞健保體系，並整合各挑夫團隊，制定統一的工作規範、負重限制和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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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結構，則可避免削價競爭所帶來的惡性循環；相對地收入也可漸趨穩定，降低

挑夫流動率，讓整體產業的發展更健全。工會為勞動權力發聲，可健全勞動市場

的穩定發展，亦可讓產業服務品質和山林文化更加提升，這也是台灣戶外活動永

續發展的基礎。 

三、 教育訓練的設立 

  教育訓練建議包含的項目有：環境教育、山區餐飲執照、野外急救和山區救

難等課程。   

1. 環境教育課程： 

隨著上山人口的增加，垃圾和環境髒亂的比例有增無減，代表國人在環境教

育上的落伍和道德的缺乏。其中，廚餘問題為山區垃圾很大的來源之一。從訪談

挑夫們的過程中，他們表示在山區廚餘的處理方式，大多為揹下山，但也有挑夫

不諱言廚餘通常是倒置在山上，甚至於開玩笑地說：「山友吃什麼，水鹿就吃什

麼。」此外，亦有挑夫考量鍋具不潔，可能造成山友腹瀉，因此，挑夫們會在山

上使用化學清潔劑清洗餐具、廚具，然而這些化學物品對山林環境都是莫大的傷

害。 

 因此，若能規劃相關環境教育課程，推行 LNT（Leave No Trace）觀念，那

麼就可以將山區環境衝擊降到最低。 

2. 山區餐飲執照： 

根據蔡文科（2006）指出尼泊爾政府針對雪巴族的登山服務中，嚴格地分類

出嚮導團的領隊、廚師、嚮導、挑夫等工作等級，還予以授證認證之。在台灣平

地的廚師職業需要考取餐飲執照，本案也希望台灣山林從業人員在此方面，也應

當有所規範。山區食材份量的掌握和廚餘的處理過程，都應受職業的再教育，才

能將整體山林服務導向好的發展方向。 

3. 山區救難及野外急救課程： 

挑夫身為山區第一線人員，山區救難技術和野外急救能力的精進，都有助於

山區安全性的提升，甚至是防範於未然。挑夫產業在每年 12 月中旬以後，隨著

鋒面的到來，會逐漸步入淡季，建議在淡季期間（1-3 月初）安排各區域的課程

進修，如此可以避開上山工作的時間，也可讓挑夫們得以再進修、提昇人力素質。

相信長期培訓之下，台灣挑夫產業的健全發展才有改善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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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挑夫合理薪資建議 

 本案綜合所有的研究結果，提出挑夫應得之合理薪資，建議挑夫的薪資無論

天數長短，每人每日應為 4,000元，若是有兼任廚司工作的話，每人每日應該額

外增加 1,500元。另外，交通費的補助，建議每輛車應由挑夫住家至登山口的車

程距離中，每一公里補助 4元。以上是本案對於挑夫合理薪資的建議。 

 

  台灣的土地面積 70%都是山地地形，民眾們也日益喜愛親近山林，登山風氣

日盛。登山活動與挑夫產業乃息息相關，若能活化長期以來長工時、低保障的挑

夫產業，提升協作產業的服務品質，那麼台灣戶外活動的安全性可以相對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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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挑夫團老板的訪談大綱 

姓   名   性   別  

出生年月日  居 住 地  

族   群 □漢人 

□ 原住民___________ 

單位名稱  

Q：目前團隊共有幾人？（員工資料） 

Q：本身是否從事挑夫的工作？或只負責管理職？ 

Q：挑夫工作的流程 

Q：挑夫的交通和裝備如何打理？ 

Q：是否有員工福利等相關制度的制定？（勞健保、特休、婚喪假等） 

   以年計費的意外險。 

Q：團隊提供什麼樣的服務？ 

Q：職務是否有區分？如何區分？職務不同是否影響薪水？ 

Q：淡季是什麼時候？：  

   旺季是什麼時候？：  

Q：什麼因素會影響接案的多寡？ 

Q：工作範圍涵蓋的區域？ 

Q：與其他挑夫團隊的關係？ 

Q：挑夫的平均年資？流動性？ 

Q：條件的限制？性別？族群？證照？ 

Q：目前挑夫產業面臨的問題？ 

Q：什麼方式可以協助挑夫產業發展的更好？ 

Q：如果舉辦戶外相關課程，列如高山野外急救是否支持員工參加？ 

Q：是否願意支付全額費用？ 

Q：是否願意支付部份費用？多少的花費是可以接受的範圍（或不願意負擔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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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挑夫訪談大綱 

姓   名   性   別  

出生年月日  居 住 地  

族   群 □漢人 

□原住民：排灣 

工作單位 □團隊：  

□個人 

Q：什麼時候開始進入挑夫這一個產業？（年資） 

Q：什麼樣的機緣進入這一個產業？ 

Q：工作內容包含了哪些項目？ 

Q：收費如何計算？ 

Q：工作時平均幾點要起床工作？ 

Q：一天的細部工作內容是什麼？ 

Q：一天的工作時數大約是多少？晚上幾點就寢？ 

Q：淡季是什麼時候？ 

Q：一年的總工作天數？（以 30天為間隔區分：30以下、30~60、60~90…） 

Q：影響工作的因素有哪些？山難協尋是否影響？天氣（颱風／寒流）？ 

Q：薪資結構？以次計費？以天數計？底薪＋工作津貼？獎金？ 

Q：是否有提供勞健保？或是相關裝備和福利制度？ 

Q：影響薪水的因素？地點？來源（團體／個體戶）？年資？證照？族群？  

Q：證照對工作加分嗎？丙級餐飲、急救證照？  

Q：是否有意願參加高山野外急救、EMT等高山相關課程？ 

Q：如果安排課程的話，幾月份會是最恰當的？ 

Q：如果參加課程，多少的花費是可以接受的？ 

Q：對現在的工作是否滿意？為何？ 

Q：這個產業面臨的問題？或是如何提升挑夫產業的發展？ 

Q：願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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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 

轉載自中時晚報 2012/11/14 

超重又趕路 背工為賺錢很傷身 

2012-11-14 01:20 中國時報  

阮迺閎、楊漢聲／花蓮報導  

     有些登山客為了減輕行李負擔，會聘請背工幫忙背負糧食、帳篷等重

物。據熟悉登山人士透露，背工多為原住民青年，通常以背負公斤數論價，另

依路線難易度，也有不同價錢。  

     該人士表示，背工背負的重量，原則上以不超過體重三分之一為限，最

好控制在體重的四分之一內。有時背工為了賺錢，會超限背重，甚至背超過四

十公斤，加上趕路，對體力形成嚴重負擔，無形增加意外風險。  

     曾任登山領隊的王剛指出，背工議價，通常以每天每公斤一百五十元到

二百元不等；聘請背工的登山客，多為經濟充裕者或新手，路線則以熱門登山

路線為主。較專業的登山人士，通常會自己背負行李。「畢竟糧食、保暖物品

關係生命，還是自己背負比較安心。」  

     王剛還說，背工通常對登山路線相當熟悉，有時還兼任嚮導，但如登山

隊另聘嚮導，這種情況下，背工與登山隊伍分頭前進，雙方只要約好在特定的

時間、地點集合即可。  

     據王剛了解，多數背工長期背負重物登山，對膝蓋造成嚴重職業傷害。  

     中華民國健行登山協會祕書陳尊憲表示，現在背工多由體能較佳的原住

民擔任，年齡約在卅歲左右，負責幫登山客背負其餘重物，背工背負行李以卅

公斤為限，稱職的專業背工，體力是必備條件，也要擁有嚮導的專業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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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 

海端鄉布農族高山生態嚮導協會服務收費表 

服務項目 服務地點 說明 費用 備註 

布農族專業

嚮導 

嘉明湖步道 帶隊、生態解說 

布農族人文解說 

3500元（ㄧ天）  

漉漉溫泉 帶隊、生態解說 

布農族人文解說 

3000元（一天）  

栗松溫泉 帶隊、生態解說 

布農族人文解說 

2000元（一天）  

海端鄉解說 帶隊、生態解說 

布農族人文解說 

2000元（一趟）  

布農族專業

背工 

向陽登山口

至向陽山屋 

30 公斤以內為單

位，每超過 1 公

斤加 200元。 

3000元（趟）  

向陽登山口

至嘉明湖避

難屋 

30 公斤以內為單

位，每超過 1 公

斤加 200元。 

4000元（趟）  

向陽登山口

至嘉明湖 

30 公斤以內為單

位，每超過 1 公

斤加 250元。 

7000元（趟）  

漉漉溫泉 30 公斤以內為單

位，每超過 1 公

斤加 200元。 

4000元（趟）  

栗松溫泉 30 公斤以內為單

位，每超過 1 公

斤加 200元。 

2000元（趟去/回）  

專業伙房工 嘉明湖步道 煮三餐 2000元（天）  

漉漉溫泉 煮三餐 2000元（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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栗松溫泉 煮中餐 1000元（天）  

團費 嘉明湖步道 

三天兩夜 

所有相關費用租

車費、食宿費、

保險費、嚮導解

說費、睡袋免費

提供、回程慶功

宴、泡溫泉等。 

20人團每人 5500元 

9人團每人 6500元 

※輕裝 

※自行開

車前往每

人扣 1200

元。 

漉漉溫泉 

三天兩夜 

20人團每人 4500元 

9 人團以下每人

4000元 

栗松溫泉 

兩天一夜 

20人團每人 3500 

9 人團以下每人

3000 

器材租借 高山帳蓬 一頂 800元（一夜）  

高山睡袋 一個 200元（一夜）  

   

 協會住址：台東縣海端鄉利稻村一鄰文化路 4-2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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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五、    

        救護技術員與野外第一線救護員(WFR)之介紹 

    救護技術員在臺灣分為初級、中級與高級救護技術員，分別需要接受 40、

280、1280小時之訓練時數，其課程是針對都市地區，以及搭配救護車上器材所

設計。對於身處野外第一線現場的山野專業人士，在先進國家則多會選擇，針對

野外環境所設計的 72 小時之野外第一線救護員(Wilderness First Responder)

課程。目前此課程在台灣已被戶外工作者公認為最具權威的急救課程。 

    以下分別是野外第一線救護員(WFR)與初級救護技術員的簡介與課程內容： 

一、 野外第一線救護員(WFR) 

  WFR（Wilderness First Responder72小時）的課程是目前針對野外急救

所開設之最完整、受訓時間也最長的課程。課程內容專門為戶外活動的帶領者、

嚮導與巡山員等專業人士所設計。這樣的課程在歐美國家已經成為戶外活動專業

人員必要的基本資格之一，更是美加地區滑雪嚮導、滑雪場巡邏員以及山岳協會

對嚮導人員的基本資格門檻，可見此課程對於戶外領域具有舉足輕重的重要性與

必要性。 

WFR（72小時）課程內容 

 早上 下午 

第一天（10.5小時）   註冊   

人員/課程介紹   

 感染控制（介紹 CPR） 

                                        

CPR（繼續） 

PAS室外演練 

基本生命支持（BLS ）－

CPR    

  第二天（9.0小時） 解剖學與生理學                       

一般觀念                                   

傷患評估系統（PAS） 

 

ALS/BLS（第一部分）PAS

室外演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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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天（9.0小時） 循環系統     

呼吸系統 

骨折    

穩定傷害 

脫臼 

夾板固定 1－四肢 

PAS室外演練 

第四天（10.0小時） 

 

神經系統 

傷口處理 

燒燙傷   

外傷的一般原則 

搬運、移動傷患 

架板固定 2－脊椎 

PAS室外演練 

脊椎受傷 

  第五天    休息天  

第六天（9.0小時） 小考 

毒物，叮、咬傷 

高海拔或潛水   

藥物急症     

PAS室外演練 

  擔架打包 

  擔架搬運 

傷患搬運 

小組模擬演習 

第七天（9.0小時  ） 失溫     

ALS/BLS（第二部分） 

體溫過高與熱症 

接近溺斃 

搜索與救難 

模擬演習 

PAS室外演練 

凍傷與冷傷害 

  第八天（9.0小時） 雷擊     

太陽   

過敏與全身性過敏反應

野外常見疾病 

自製擔架 

模擬演練 

PAS室外演練 

第九天（6.5小時） 醫藥與法律問題 

個人準備 

PAS室外演練（最後） 

考試（筆試） 

結業式 

模擬演練（最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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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初級救護技術員 

         初級救護員在臺灣是被普遍接受的急救訓練，而且課程內容與野外實際應用

方面，未來仍有許多本土案例的部份可以加入討論。 

依台灣緊急醫療救護法所屬之法規命令第九條規定，初級救護員得施行之救

護項目如下： 

一、檢傷分類及傷病檢視。 

二、病患生命徵象評估、血氧濃度監測。 

三、基本心肺復甦術及清除呼吸道異物。 

四、使用口咽、鼻咽人工呼吸道。 

五、給予氧氣。 

六、止血、包紮。 

七、病患姿勢選定及體溫維持。 

八、骨折固定。 

九、現場傷患救出及搬運。 

十、送醫照護。 

十一、急產接生。 

十二、心理支持。 

十三、使用自動心臟電擊器。 

 

三、初級救護員訓練課程基準 

模組別 科目別 內容 時數 

模組一   

基本概念 

(5小時) 

1.1緊急醫療救護體系概論 台灣緊急醫療救護體系的沿

革與展望 

1 

緊急醫療救護的法規與運用 1 

1.2人體構造與生命徵象 人體外觀與身體系統的簡介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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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徵象(意識或葛氏昏迷指

數、瞳孔、呼吸、脈搏、膚色、

血壓及體溫)的測量與注意事

項 

2 

模組二   

基本生命急

救術 

(4小時) 

2.1成人心肺復甦術 人工呼吸道的置入與袋瓣罩

甦醒球人工呼吸 

3 

自動心臟電擊器的操作 

復甦通用流程之演練 

2.2 異物哽塞及小兒心肺復

甦術 

異物哽塞的處置 1 

各年齡層小兒心肺復甦術之

比較 

模組三   

病人評估 

(5小時) 

3.1急症(非創傷)病人評估 初步評估(ABCD) 2 

二度評估(ABCD) 

詢問病史 

3.2創傷病人評估 初步評估(ABCDE) 2 

二度評估(從頭到腳、從前面

到後面的身體檢查) 

詢問病史 

3.3通報與紀錄 無線電報告與救護紀錄表填

寫 

1 

模組四   

基本救護技

術 

(9小時) 

4.1氧氣治療與抽吸 抽吸器與氧氣相關之各種器

材的操作 

1 

4.2止血、包紮與固定 紗布、繃帶、三角巾與固定器

材(夾板等)的使用與操作 

2 

4.3 頸椎固定術、脫除安全

帽及上頸圈 

各種頸椎固定法的操作、頭盔

的去除及頸圈的使用 

2 

4.4 脊椎固定術(翻身)及上

長背板 

側躺或俯臥等翻成仰躺姿勢

的操作、危急或非危急病人上

長背板的操作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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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傷患搬運 徒手、搬運椅和長背板搬運、

上下擔架床與  上下救護車

之操作 

1 

4.6車內脫困 使用脫困器材(KED)解救與脫

困病人之操作 

1 

模組五   

半情境流程

演練 

(6小時) 

5.1危急病人之現場救護 危急病人現場救護流程的演

練 

2 

5.2非危急病人之現場救護 非危急病人現場救護流程的

演練 

2 

5.3 轉送途中(救護車內)之

救護 

救護車內救護流程的模擬演

練 

1 

5.4 到達醫院(下救護車)之

救護 

到達醫院後救護流程的模擬

演練 

1 

模組六   

綜合(全情

境流程)演

練 

(8小時) 

6.1常見急症的處置 喘、休克或中風等常見急症處

置流程的演練 

3 

6.2常見創傷的處置 車禍、溺水、灼燙傷、骨折或

胸腹部創傷等   常見創傷處

置流程的演練 

3 

6.3 特殊病人與狀況 認識小兒、孕婦或老人等特殊

病人與常見狀況 

1 

6.4大量傷病患與檢傷分類 大量傷病患的定義與檢傷分

類原則的簡介 

1 

模組七  (3

小時) 

測試 

7.1測試 筆試與技術測驗 3 

總時數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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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六、 

參考國外登山協作運作 

本研究以電話訪談三位帶領海外健行、登山之領隊，分別就尼泊爾聖母峰基

地營健行、馬來西亞神山，以及非洲吉力馬扎羅山地區之挑夫制度作比較。 

尼泊爾聖母峰基地營的健行行程，一般在 15天左右，其中約 12天是山區健

行行程，每天的健行時間大約在 6小時上下，從一個村落走到另一個村落，挑夫

多背負 25公斤以下，薪資約 1,000台幣； 挑夫多背負 30公斤，薪資約 500台

幣，在當地算是高薪工作，當地警察的月薪約 5,000元台幣，所以會吸引遠方的

居民，在登山季節來當挑夫。當地的登山季節為每年 3~5月，9~12月，大約有

半年的工作機會，其他時間挑夫則多回到自己的村莊務農。某種程度把挑夫當成

副業，這部份跟臺灣的部份挑夫有幾分類似。 

馬來西亞的神山，屬於京那巴魯國家公園(神山國家公園)管轄。國家公園規

定，每 3~5人必須雇用一名嚮導，而神山多為二天一夜的行程，山屋的設施也非

常完善，故挑夫的工作多由嚮導兼任，費用為 1公斤台幣 100元左右。 

非洲吉力馬扎羅山的健行行程一般在 5~7天之間，吉力馬扎羅國家公園並不

發給個人攀登許可，所以一定要由登山公司代辦，故無法知道挑夫實際的薪水如

何，挑夫的收入似乎多從小費而來，一般行情約 23美金，合台幣約 700元，一

天平均在 100~140台幣之間。一個隊伍會由嚮導、助理嚮導、廚司與挑夫所組成，

平均一個客人有 1.5~2位挑夫隨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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