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山國家公園管理處排雲山莊供電議題參與「公共政策網路
參與平臺眾開講」成果報告
一、緣由：
玉山國家公園管理處(以下簡稱本處)為解決登山客建議排雲山
莊供電不足問題，104 年 6 月委託吳夏雄建築師事務所及電力技師，
辦理供電可行性評估案，自 8 月 27 日媒體報導之後，收到眾多民眾
由多方管道給予本處許多建言，於 9 月 8 日經國家發展委員會(以下
簡稱國發會)召開之「公共政策網路參與平臺研商會議」確認以本處
「玉山排雲山莊供電需要性探討」為議題之一，導入標準作業程序進
行示範性操作，於國發會所建置「公共政策網路參與平臺」之「眾開
講」項下開放諮詢，以驗證平臺 S.O.P.之可行性，以利機關參考遵
循。

二、議題設定與內容
經本處內部多次討論，再由內政部政務次長陳純敬召開 2 次研商
會議，由營建署公園組及本處共同商討後，確認議題方向以簡要之主
介紹文，相關細項資料則置於附件處，另加入國外幾座著名山岳之服
務設施照片對照，以達吸引民眾進入討論並使迅速掌握議題內容之目
的，文案確認後於 9 月 23 日正式上架，並於本處全球資訊網刊載消
息，文案內容如附件 1。平臺 S.O.P.建議上線期間以 2 週至 3 個月為

準，以避免議題發散不夠及過度冗長，本議題收集期間訂為 1 個月。
國發會並於 9 月 24-25 日辦理公共政策網路參與平臺培訓課程，
本處由曾偉宏處長、黃俊銘課長及曹靖玟技士參加，課程內容包含網
路政策溝通之公共政策參與案例探析、議題設定技巧與原則及回應原
則等，本議題自選定上架至下架後之相關作業期程如附件 2。

三、徵詢與回應：
本議題徵詢時間自 104 年 9 月 23 日起至 10 月 23 日止，本處以
小編之第 3 者口吻適時回覆建言，議題上線之始，考量民眾密集留
言，逐一回覆恐有重複內容，於是先於平臺回應於 1 週後分項整理留
言內容後再統一答覆；後續民眾留言速率減低後，則以 1 週回覆 2 次
為原則，回應內容詳如附件 3 彙整表。

四、分析與統計：
本議題徵詢結果顯示，民眾就本議題共 369 人投票，其中贊成
22 票(6%)，反對者 347 票(94%)，民眾以 FB 分享共 3937 次，如表 1
所示。期間收集民眾建言數量為 62 則，本處以小編之第 3 者口吻適
時回覆建言共 12 則，詳如附件 3 彙整表，由投票結果及民眾建言之
內容顯示，多數民眾朝反對之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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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眾於議題上架期間之留言數量統計如圖 1 所示，民眾留言數量
集中於 2 區塊：在議題上架 3 天內，累積留言數量 34 則，占民眾總
留言數量 61 則之 55.74%；另於議題上架 2 週後，於 10 月 5~8 日收
集留言 20 則，占民眾總留言數量之 32.79%。議題結束前 1 週，民眾
留言數量極少，推測因本處已陸續答覆相關民眾疑義，且議題上架時
間也將屆 1 個月，議題逐漸退燒。

圖1
議題上架後一開始會百家齊鳴，到後來就變成幾個人之間在互相
討論，如圖 2 為同一民眾的留言次數統計，多數民眾(23 位)皆只留
言 1 次，有 2 位民眾則分別留言 9 次及 11 次；且只會就該幾位民眾
較為關注的方向來探討，如本議題旨在討論排雲山莊供電需要性，民
眾留言除涉及本供電議題 36 則之外，亦加入排雲山莊供餐及入園抽

籤等非本供電議題，各有留言數 17 及 10 則，如表 2 所示。

圖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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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後續處理與應用
本處於議題下架後彙整民眾建言，並於平臺的機關回應處答覆，
文稿如附件 4，彙整資料將會納入本處後續排雲山莊改善供電評估的
考量，以及相關會議中供與會人士參考，另經本平臺議題徵詢結果，
本處將依民眾意見，以綠能為推動方向，惟本處委託吳夏雄建築師事
務所及電力技師辦理供電評估案仍在進行中，預計年底結案後彙整相
關資料，等到各界有共識才會推動，目前沒有編列預算經費。

六、檢討與建議：
1.將議題於平臺上線可及時回應民眾疑問，成為一個對話窗口，惟本
案於上線前已辦理 3 次座談會，已收到眾多相關建議，且自 8 月 27
日新聞媒體報導後，民眾亦由首長信箱、入園信箱及本處官方網站
之網友交誼廳等方式給予本處許多建言，因此如可以更早將議題上
平臺，應更有效果。
2.本案議題上線後，產生就幾位民眾較為關注的方向來探討，甚至有
偏離主題的情況，如本案為加入供餐與入園抽籤 2 議題，因此小編
須適時委婉答覆以拉回主題，就該些建言內容不予答覆，以免主題
再度擴散，惟可回覆：會將相關內容提供業務課室參酌，不再此時
討論。
3.平臺介面上下 2 部分系統，分別由不同帳號與密碼登入，也就是說
按讚成與否之處及留言處是可以用不同帳號登入，建議可以整合在
一起！不然同一個網頁卻要登入 2 次才可以操作，備感不便。
4.本平臺網路投票須登入 facebook、google 或 yahoo 等帳號後方能
投票，可能有 1 人多帳號之灌票嫌疑，惟可從民眾留言提供建言之
內容加以判斷民意走向。
5.日前有發現如民眾以非登入方式留言，Disqus 系統(整合性留言管
理系統)會擋下該篇留言，待管理者審核通過後才會顯示在前端，經
與平臺管理者聯繫後，管理者已修訂留言審核機制。

附件 1
議題上架文稿

題目：玉山排雲山莊供電需要性探討，哪一種方式最好？

(封面圖片名稱：排雲山莊與國外山岳_林文和、陳智真、劉宜松拍攝)

玉山海拔 3,952 公尺，是東北亞第一高峰，每年吸引無數國外登山客攀登，
已是國際知名的高山，排雲山莊位在玉山主峰步道 8.5 公里處，是登玉山步道沿
線唯一的休憩住宿據點，並無台電公司的電力系統供應電力，目前山莊所需電力
是利用太陽能板和柴油發電機發電。玉山為臺灣聖山，攀登玉山是許多國人的心
願，因此排雲山莊要服務的對象包括國內外的登山遊客，且從申請登玉山的人數
來看，有相當大的比例的人都是第一次登玉山，為了能保障親近玉山的遊客之安
全，排雲山莊必須提供更完善及更好的服務。

目前排雲山莊的供電還是相當不足，礙於現況綠能方面只能利用太陽能板並
配合柴油發電機，每天大約只能提供 39 度的電力，僅夠基本的照明，根據估算
排雲山莊一天的用電量至少要到 146 度以上才能達到比較合理的服務需求。目前
國外的高山山莊依照國情的不同，供電和不供電的情況都有，從世界第一高峰聖
母峰(8,844 公尺)健行基地營來看，途中有些高山旅館有提供充電和上網的服
務；非洲第一高峰吉力馬札羅山(5,895 公尺)有健全的嚮導制度和完善登山設施
與服務，山屋使用太陽能發電；東南亞最高峰馬來西亞的神山(4,095 公尺) Laban
Rata 山屋則有電纜沿著步道拉設上山，電力供應無虞；日本的富士山(3,776 公
尺)在夏季開放登山期間約有 30 萬餘人登山，在每條登山步道口(富士山由山腳
至山頂共分為十合目，登山步道口在五合目)開始，每合目幾乎設置有數棟山莊，
均有柴油發電機發電，且有專屬的履帶車運送補給，物質供應相當充裕。
作為東北亞第一高峰的玉山，您希望排雲山莊提供什麼樣的登山服務？您認
為適度的增加用電需求來提升安全和服務是有需要的嗎？除了使用小水力發
電、太陽能、風力及燃料電池等綠能之外，您認為還有什麼更好的供電方式嗎？
有關於排雲山莊供電的基本資料您可以參考附件內容，您對排雲供電的議題有什
麼樣的建議和看法？歡迎大家來開講！
附件(擬放置於本篇文章之「相關附件」處)：
一、排雲山莊供電背景說明
二、排雲供電評估座談會紀錄
三、排雲供電評估案簡報資料

附件2.議題自選定上架至下架後之相關作業期程
項次 時間

作業期程

1 104.09.08下午5:15 公共政策網路參與平臺研商會議

2 104.09.09上午

與陳純敬次長研商會議

3 104.09.10

玉管處完成申請平臺帳號

4 104.09.14下午3:30 與陳純敬次長研商會議
5 104.09.23
6 104.09.24
7 104.09.24-25

議題上架
討論串回應
參加平臺教育訓練

備註
討論事項案由一：「政策諮詢(眾開講)」焦點議題設定。
國家發展委員會（以下簡稱國發會）結合行政院新聞傳播
處網路輿情巨量分析，擬規劃以「溫室氣體減量」、「住
宅政策」及「玉山排雲山莊供電需要性探討」等3項議題
，於「眾開講」開放諮詢。其中「住宅政策」及「玉山排
雲山莊供電需要性探討」等2項議題，係屬營建署業管。
擬請營建署派員會同出席
請於1週內(9/15)上線
確認內政部分工及聯絡人：
1.督導：內政部政務次長陳純敬(聯絡人政務次長室簡任秘
書劉立方，電話2356-5011，email：moi1295@moi.gov.tw)
2.住宅政策議題規劃與執行：營建署國民住宅組 林美桂
科長(02-8771-2635，0933-892-585，email：
spring@cpami.gov.tw)
3.排雲山莊供電議題規劃與執行：
主辦-玉山國家公園管理處 曾偉宏處長(049-234-8200，
0911-883-202，email：weihungt@cpami.gov.tw)
協助-營建署國家公園組 陳乾隆科長(02-8771-2674，0987894-809，mail：channel@cpami.gov.tw)
4.網路議題關注及協調連繫：
內政部發言人室科長施伯憲(02-2356-5050，0928-837-496，
email：moi1314@moi.gov.tw)
內政部發言人室(多元媒體小組)劉智雯(02-2356-5190，
經國發會審核通過申請
確認議題方向與內容(第一層簡要描述約6~7百字，並放置
國外山莊等案例圖片，圖文並茂，詳述介紹與相關資料請
放置第二層(附件、連結)，能吸引許多民眾前來留言建議
，修正後請將議題盡速上線。
上架為期1個月~104.10.23
回應民眾：1週後將統一答覆
本處由曾偉宏處長、黃俊銘課長及曹靖玟技士參加

附件2.議題自選定上架至下架後之相關作業期程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04.09.28
104.10.02
104.10.05
104.10.05下午5:00
104.10.06上午11:00
104.10.08下午2:30
104.10.13上午11:00
104.10.24上午00:00
104.10.24~至今

結至今眾開講平臺共35則留言
討論串統一回覆並副知署
商討決議回覆建言以每週2次為基準
與公園組林沅緯技士討論議題內容與回應等
回應平台建言2則簽准後上傳並副知署
回應平台建言4則簽准後上傳並副知署
回應平台建言4則簽准後上傳並副知署
議題下架
後續作業(收集建言並分析)

本處回覆共計12則，民眾建言共計62則

附件3.民眾建言及機關回覆彙整表
民眾留
編號
言數

1

分類

登山就是要接近大自然,太舒適就失去本意了,由山下架設電桿去到排雲,影響到附近的生態及地質,而排雲山莊一天的
用電量至少要到146度以上,這不知是怎麼統計出來的,如果單以照明及無線電,理應沒用到如此多的電力,除非現在還
1
供電
有開放電熱型設備供使用,但未免也太五星級了吧,還是細算下真正的用電量,以風光互補轉換系統來處理,搞不好還比
較划算,對生態及地質的傷害也會比較小.

2

1.1

3

1.1.1

4 1.1.1.1

5

事項

1.1.2

6 1.1.2.1
7 1.1.2.2
8

2

9

2.1

1.4㎾的冰箱×2＋2㎾的微波爐×2＋0.8㎾的開飲機×2＋1.8㎾的電磁爐×2＋0.25㎾的排油煙機＋4㎾的電熱水器。
1.4×2＋2×2＋0.8×2＋1.8×2＋0.25+4=16.25㎾。以上只是一個小型營業餐廳的用電量保守估計。以一個位於高冷地區供
應100人份餐飲的大型商業廚房，而且為了儘量減少瓦斯的使用勢必會提高電磁爈的使用量。只能說146度的容量還
不一定夠用。而且所謂的綠能都無做為穩定的基載電力，你不可能告訴入住的房客，因為今天下雨又沒有風，所以
今天暫停供餐。要支持一個大型的現代化廚房，唯一的選項就是從山下拉市電上山。
以以上的電器設備來看,那就直接宣布開一間(排雲大飯店)就好了,爬山除了石門山外,還沒有一座是輕鬆的,去到山上
還要想要山下的享受,那就和之前露營螞蟻咬壞帳篷就在靠么一樣,待在家就好了,大自然不適合這些人.
其實多數到排雲住宿的人都不會在乎山屋是不是五星級的，只要能有個地方能遮風避雨填飽肚子就好了，更不會有
動機去強推市電上山。現在會強推市電上山主要是因為山莊目前是強制供餐不準登山客自行煮食，並且是承包給特
定廠商去準備餐飲服務，而在高山供餐運補成本佔了成本很大的比例，其中燃料的運補更是沉重的負擔，如果市電
上山後煮食的燃料幾乎都可以以無形的電力去取代。另外再加上冷藏系統的建置後可以大幅提高生鮮食材的運補彈
性。供電後對登山客沒有太大的影響，登山客不需要電；供電後最大的穫利者是在排雲營利的族群。整個供電案是
少數在排雲營業的廠商穫利，登山客揹黑鍋，全民買單。用電需求如果只是照明、緊急救護、通訊，那以太陽能配
合高效電池就能應付，但一個大規模的現代化商業廚房只能以市電來支撐。登山客不需要電，不需要豪華山屋，登
山就是要回歸最簡單的生活。
上山是要冰啥?山就是旅客最好的冰箱,還要冰啥?
微波爐?山上哪來的微波食品?你知不知道微波食品很多包裝很汙染環境
開飲機,24小時插電,只為了幾分鐘的需要,根本浪費能源
排油煙機?請問你看過登山客誰上去大火快炒的?
要享受餐廳待遇回去平地,不要來玉山汙染環境啦
那大家一起努力把拉市電上山這件事擋下來。
贊成~大家一起努力~!
玉山是台灣第一高峰，是台灣人永遠的驕傲，高山上的山莊電力需求是重要的，舉凡救援通訊、緊急醫療、供餐照
明、水塔抽水等等，甚至登山客帶來的食物殘渣，排遺問題等等的處理，都需要電力的供應來善後，在國人高度重
視排雲山莊這個問題的時候，政府應該要有決心，順勢將排雲山莊打造成一個名揚全球的高山低耗能建築，讓全球
登山者仰望讚嘆這個雄偉的大山之時，也對台灣愛地球的綠能實力展現，由衷的伸出大拇指喊一聲「讚」！(工商
時報)
照明、緊急醫療、通訊的用電量都不大，只需要少量的太陽能板配合高效的蓄電池就能應付。至於食物的殘渣和排
遺和有沒有市電並沒有太大的直接關聯。請不要再用這種假議題來分散建立現代化廚房的真正原因。而建立現代化
廚房後的使用者是誰……排雲山莊只能搭伙不能自已煮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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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姓名

104.09.23 柳隨風

供餐

104.09.23 吳言

供電

104.09.24 柳隨風

供餐

104.09.24 吳言

供餐

104.09.23 林小逸

供電
供電

104.09.23 吳言
104.10.07 sicily

供電

104.09.23 林小逸

供餐

104.09.23 吳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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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2.1.1

11

2.2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排雲山莊只能搭伙不能自已煮食 <== 這就是 問題點之ㄧ 說穿了就是圖利 業者上去經營圖的就不是個"利"字嗎? 無
利可圖 問題就大了

供餐

我覺得既然官員開口閉口說要把排雲打造成台灣高山門面，那就應該不惜成本去尋找所有可能的低耗能、綠能的發
供電
電方式，而不是只想要拉電纜來解決，其實，光看到新排雲的外觀就知道台灣官員的本事到哪邊了，新排雲的外觀
竟然能醜成這樣，還不如舊排雲內部整建舊好...

登山求自然和諧，不在個人舒適。如果在不傷害環境前提下能做到提供完善服務當然很好，只不過如果要用環境來
換，那代價太大。用國外案例來相比有失公允，吉力馬札羅、馬來西亞神山都是地質、氣候比台灣穩定很多的地
3 方；日本一些山屋都是車輛運輸可到，或者直升機運輸成本相對低廉；在一個多風雨地質又破碎的地方，不論建置 供電
何種送電設施，對於環境絕對是大傷害，對人的益處可能只有三、五年。長遠來看，我們都是過客，有什麼資格在
這塊土地上留下傷疤呢？
其實會強推供市電上山和排雲強制供餐有直接關聯。供餐的伙食必須前一天運補上去，而一旦天侯不佳管制上山那
些生鮮食材只能丟掉了，而且是背下山丟掉，另外一大桶的瓦斯目前也只能靠人力揹負上去。所以玉管處一直不敢
說的是，供電其實是為了供餐業者而準備。另外因為排雲不準煮食的附代條件是業者必需提供熱水供登山客取用。
開飲機，電熱水器，瓦斯，冰箱才是玉管處非得送市電的真正原因。手機通訊能用多少電，LED能耗多少電，ADE
4 能用多少電。煮食的燃料，電冰箱，開飲機才是重點。而這三項家電的耗電量，常態供電的特性決對不是看天吃飯 供餐
的綠能能應付的，他需要穩定的基載電力，在火力，核能都不可能在排雲設廠發電下，他唯一的選項就是由山下市
電供電。請大家想一想，會持續去玉山的登山客需要電嗎？一輩子去一次的遊客會在乎有沒有電基至去施壓玉管處
去拉市電嗎？所以很明顯的供電的需求一定是在山莊工作的那一個族群。而會有這麼大的驅使力去推動玉管處的只
有商業利益。有誰在排雲常態營業。
1. 是否可惠予提供工研院之評估資料？一天146度應有檢討與節省空間。
2. 日本富士山、馬來西亞京那巴魯山的設施的確很豪華，但國外有的我們就得照單全收嗎？若想學國外，不如學瑞
士拉個纜車直達少女峰？這麼人工的登山方式，真的有助於讓人充分體驗自然，並減少對環境的破壞？同意排雲山
莊為達成登山安全服務，需有一定基本電力，但只需要維持醫療與生存所需就夠了。現在可以租睡袋、有床給你
5 睡、有人煮給你吃，已經夠好了。市電一拉，人類在平地的習氣保證無限延伸到山裡，要求有網路洗熱水澡吹頭髮 供電
看電視，這樣來登山幹嘛？可以想見政府為了「國家門面」，想把玉山變簡單，但登山「就是不可以太簡單」！如
此低的門欄，只會吸引更多完全不具面山必要知識與技能，以為登山就像跟旅行團對郎造的不負責任觀光客，除了
沿途嚷嚷要求舒適服務亂丟垃圾，還可能因為根本不瞭解山而增加山難機率。嘉明湖發生的眾多商業隊山難歷歷在
目，豈是以環境教育為本旨的國家公園所樂見？敬請三思。
6
7
8
9
10

不樂見拉電上去，爬山目的不是山莊渡假，而是回歸自然
供電OK，但建議使用者付費，不然到時候那些自稱是登山客的遊客，都會認為供電是理所當然的事情。
反對將電纜拉上玉山,或破壞環境的處理方式,如柴油發電機
環境保護比供電重要，而且玉山供電並沒有絕對的必要性，2億可以花在更有價值的地方。
反對拉電纜上去，就算是外國也不是都有拉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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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電
供電
供電
供電
供電

104.09.23 張智凱

104.10.23 Minyuan

104.09.23 Gavin Tsai

104.09.23 吳言

104.09.23 BSP Tso

104.09.23
104.09.23
104.09.23
104.09.23
104.09.23

廖庭緯
Vic Liu
Robert Cheng
Christie
蛍一 森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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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21

22

高山設電力本就困難，線路安全與維護都是很耗費，太陽能或風力供電畢竟有限，而且能源取得也與氣候相關，建
議在電力分配上做區隔，將自然能源用在日常必須的項目上，如電燈、熱水器、供暖器..這類基本設備上。另外增
11 設所謂人力發電機，所有插座都接到人力發電，使用者需要用電就自行發電。
供電
對於供電量，再多的電都不夠山友們使用，最好的方式是讓使用者自行控制需求，最佳的方式就是自行供電，一方
面人力發電安裝容易，價格便宜易修理，而且不影響山林環境。
反對 拉電主要是要"做生意" 用 別的國家怎樣處理未必我們就要比照辦理... 萬一他們改拉纜車怎辦..我們也拉纜車...
12 人家跳海我們也要跳嗎???? 把排雲山莊 經營權 收回到國家管理 如果這樣 我就 贊成........我就是有把握公務員的苟且 供餐
心態....
1. 目前為止 , 看到登山客大多反對破壞環境增加供電 , 供電非登山客實際的需求
2. 因限額關係每年不超過 3萬人能抽到排雲山莊 , 歷年來每年能抽到的外國人又有幾人 ? 依此現狀改善供電後就可
13 以名揚全球 ?
供電
3. 醫療根本用不了那麼多電 , 若電不夠用寧可不供電給非緊急用途 ( 供餐 , 照明 ..... )
4. 每年上山人數不多 , 但要花上億元為排雲山莊供電 , 難道玉山國家公園內沒有更重要的事要做 ?

104.09.23 Richard Chang

104.09.23 張智凱

104.09.23 Sunny Kuo

23

反對拉電破壞山林；人類應該敬重大自然；在山林裡；不是本就該使用自備的頭燈或電力嗎！？大部份的人一生是
14 會登幾次玉山；有足夠的電力即可；為何要為了提高服務滿意度而破壞山林的原貌！請問民眾的滿意度跟我們保育 供電
的山林到底那個比較重要？請不要破壞台灣第一高峰的樣貌；我投反對票。

104.09.23 大佩

24

高海拔環境生態脆弱，回復時間遠大於平地。
不宜再增加登山客數量，況且登玉山的人普遍保護環境知識不足，很多一輩子只登一次高山的人沒有該有的道德，
15
供電
建議以後不要只看影片再多考個筆試過了才準爬。
牽電後維護成本和環境破壞是不必要的，不能接受沒電的人就別來了。

104.09.23 李東蔚

25

文章內文很明顯就是在帶風向，刻意引導民眾認同供電合理性。
16 我實在不明白，主事者這麼處心積慮地要做埋電纜供電的動機為何？
高山環境不是可以過度開發的，尤其是台灣這樣生態多樣性的地方。

104.09.23 五十元

26

供電

動機很明確的就是為了供餐，只要供市電幾乎可以取代所有的燃料運補，另外冰箱的設置可以大幅度的提高食材運
補的彈性。講一個實際的案例，去年9月申請玉山單攻並登記在排雲用午餐，當我們到山莊時剛好發怖颱風緊報，
16.1 此時山莊裡的人只淮下不準上，當天我們就沒有午餐可吃了，我們堅決的不吃他們吃剩的早餐並協議退款，之後我 供餐
們要去取熱水馬上就被白眼直盯，而取出爐頭時又被管理員關切。排雲真的太商業了，商業團丶龔斷的強制供餐。
增經拿著鋼抔到處騙吃騙喝的人情味都被商業利益給沖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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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09.23 吳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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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機就為了供餐？設置冰箱？
冰箱溫度幾度？
排雲山莊年均溫幾度？
你說的案例就是反對排雲統一供餐最適合的例子，
27 16.1.1 登山人應該對自己的安全負責，包括食物的準備，
不是將東西交給官方單位去做而已，自己沒有盡到監督跟管理的責任，在做之前就要參與。
更何況現在登山規定很多都不合時宜了，
就像使用高山瓦斯以及爐頭煮食，對環境的衝擊根本不高（別把殘渣垃圾留在山林）
以前的生火指的多是野營，例如這個早就應該拿出來檢討了。

28

29

30

供餐

登山安全與否，跟山屋有沒有電並沒有直接關係。如果為了安全，還不如拿那一億元去維護步道及增加路標指示比
供電
較實在。
玉管處在上面的說明裡說“根據估算排雲山莊一天的用電量至少要到146度以上才能達到比較合理的服務需求”，
這都是些什麼需求呢？雖然數字有些微差異，但是在圖片裡大家可以看到102年玉管處為排雲山莊所做的總計三期
累計每日144度的未來供電計畫，尤其那個第二跟第三期都用在些什麼地方：鬆餅機、電磁爐、烤箱、微波爐、咖
啡機、保溫湯鍋、打卡鐘、浴室電熱水器、收銀機、投影機、42吋液晶螢幕.....大家自己慢慢看吧！在我看起來，合
18
供餐
理供電缺口頂多10來度，是擴充或升級太陽能板完全能支應的範圍，大不了也升級供緊急備用的發電機，到底是哪
裡來的105度缺口？！要為供餐廠商作嫁也不用踐踏全民的智商到這種程度！
原始檔案請見102年工研院為玉管處所做的《玉山國家公園排雲莊及周邊設施供電評估案》程過報告書的第56~58
頁。
18.1 這樣看來,他們是打算開排雲大飯店了,要去那邊大吃大喝,未免也太累了,建議還是待在山下吧.
供餐
17

104.09.24 五十元

104.09.23 Arthur Lu

104.09.24 潘十十

104.09.24 柳隨風

31

有關之前"帶風向"之論點，我十分認同。
標題明明就是"玉山排雲山莊供電需要性探討，哪一種方式最好？" 然而，內文完全是一面倒的往供電增加敘述，並
沒有"各方觀點並陳"，而環境影響層面根本完全被忽視，一個字都沒有。
19
供電
既然是公共政策參與，就請主管機關好好實踐參與的精神，而不是把它當作背書的工具
PS強烈建議本平台在使用公部門有立場的文字時，多多注意"多元並陳"。不是不可以有立場，而是相關的資訊都該
好好提供

104.09.24 老頭

32

高空發電大風扇，不用布線，搭配太陽能板，就夠用了。
說明：畫面中讓發電機升空的可膨脹外殼（inflatable shell）內填充氦氣，以便升到高海拔處，在那裡風的吹拂較為
固定，也比高塔式渦輪風力發電機（tower-mounted turbines）所接觸到的風力強五倍以上。其所採用的自動上升技術
20
供電
來自於 aerostats（空浮器，指飛船、氣球等空浮載具），那是業界軟式載人小型飛船（passenger blimps）的表親。目
前 Altaeros 正開發他們第一款產品，預計要取代使用昂貴燃料的柴油發電機，可省下65％ 的發電成本。
http://pansci.asia/archives/18908

104.09.24 Taiwan Golden

感謝大家對排雲山莊供電這個議題的關心，小編都有收到大家的訊息喔！我們會再收集相關資料，一週後做一個統
一的回應，謝謝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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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09.24 ysnp-admin 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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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玉山國家公園的登山服務，是要創造真正愛自然的登山人口？還是消費自然的登山客？就在於要提供什麼樣的登山
服務。每個山區國情不同，不是提供耗能的設施就是完善的服務，而是在登山者最需要安全庇護時提供安全的需
求。
玉山，東北亞第一高峰，休閒登山全盛時期在日治時期，玉山主峰線，八通關線少說有六座山屋吧！到一九九五年
，我初次登玉山時，也還有排雲山莊，圓峰山屋，八通關山屋，觀高山屋，樂樂山屋，而現在，玉山通往八通關步
道線封閉多年，觀高，八通關山屋損毀而不再興建，在排雲山莊整建的三年期間，整個玉山主峰線竟曾只剩一座提
21
供電
供不到20人住的圓峰山屋在獨撐東北亞第一高峰登山服務的重任，請想想，從玉山成為東北亞第一高峰至今，它的
登山最基本設施:路線的維護，基本庇護需求，是進步了還是退步了？
要提高登山服務，除了把排雲山莊飯店化，難到沒有更整體性的思考了嗎？
消耗大量的環境成本去將排雲山莊的服務弄成如平地度假村甚至不到那樣服務的消費型山屋，意義到底何在？
為什麼不將整個玉山的步道路線恢復到過去的暢通，讓更多愛山的人同時可以在山上享受屬於他們的星光，森林與
寧靜。

總歸一句還是市埸供需的問題，曾經一次清晨在玉山頂滿山是人萬里無雲，看完日出後卻只有我一人續走東峰和北
21.1 峰。對遊客來說就只有玉山是山，其他什麼叫百岳跟本事不關已。相對的資源自然放在排雲，在加上營業利益。另
人無言
35 21.1.1 好的環境管理者讓人跟著環境走，不好的環境管理者讓人牽著走
36 21.1.1.1 (++++1)
其實我最想問的問題是：從以前到現在都可以撐過去，憑甚麼突然就供電不足啊？
22 感覺就是想提升舒適度，變成度假小屋啊......
37
出野外能有個遮風避雨的地方就該偷笑了好嗎？
以前沒電可以爬玉山，為什麼現在沒電不行呢?
23
38
建立基礎醫療系統才是明智的選擇。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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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09.24 Yihua Lin

供電

104.09.25 吳言

供電
供電

104.09.25 Yihua Lin
104.10.07 SODA

供電

104.09.25 Warlury Wu

供電

104.09.29 Jacky Chiang

附件3.民眾建言及機關回覆彙整表
感謝網友對排雲山莊供電這個議題的關心。經過小編向管理處洽詢的結果，表示會將這個議題公開在政府公共政策網路參與平台上線，
最主要的目的是希望在評估階段能多聽聽山友及民眾對這個議題的看法。感謝大家對這個議題的熱烈參與和指教，針對網友所給予的眾多建
議，經過小編整理結果，先作以下的回應：
1.有關於排雲山莊供電評估的方向：管理處表示這個案子是今年委託吳夏雄建築師事務所進行的可行性評估案，目前仍然是以綠能為主要規
劃方向，但是各種可能的供電方案也都必須納入評估比較，才能獲得比較客觀周延的評比基礎，目的只為了尋求最適合排雲山莊的電力需求
改善方案，並沒有特定的立場，或是引導民眾支持特定的方案。
2.有關於排雲山莊所需要的服務：有多位網友提到住宿排雲目的是為了要體驗原始的大自然，只要能遮風避雨就好，不必有太多的需求，在
此小編對於山友熱愛大自然的心意感到十分的敬佩，只是管理處也必須顧慮到玉山主峰線是國際化的登山路線，而且申請登玉山的並不是只
有經驗豐富的山友，大多數的人都是第一次登玉山，而且在目前國家公園規劃的步道分級中，玉山主峰線是屬中級步道，步道狀況及高度還
是有相當困難度，惟依規並不能限定攀登資格，一般沒有登山經驗的大眾都可以申請，考量一般民眾和國際人士對於安全和服務的需求，排
雲山莊還是必須要提供比較安全便利的設施和服務。
3.有關於排雲山莊所需要的電力：有多位網友對於排雲山莊一天需要146度的電力認為有檢討或節省的空間，並且引用102年度工研院的研究報
告表示所增加的電力只是為了供餐需要而已。關於這點管理處表示，根據工研院的報告排雲山莊的用電需求主要有3方面，第1階段是目前救
難(登山安全)、山莊基本運作所需要的用電，第2階段是規劃環境教育需求，第3階段則是提升整體住宿及供餐等服務所估計的用電需求量，
目的是為了提升服務品質，並不是要方便供餐業者，例如山友最需要的熱開水和熱食、乾燥、保溫…等等，將來如果電力的供應並不是那麼
充裕，第3階段的用電需求的確是有檢討的空間。
4.有關於排雲山莊供餐的問題：也有網友質疑排雲山莊實施統一供餐的措施，這點管理處也要說明：102年整建重新開放以後的排雲山莊一樓
規劃作為交誼廳等公共空間使用，實在沒有多餘的空間可以讓山友各自炊煮，實施供餐是為了減輕山友的負擔，讓山友不用揹負重裝就可以
在山莊訂餐和租睡袋，並沒有強制規定要訂餐，山友還是可以向管理員反應，在指定的地方煮開水，而且實施供餐的結果可以減少和集中處
理廚餘，減少以往亂倒廚餘的亂象，避免黃喉貂和黃鼠狼等動物取食而改變生態習性，對於維護山莊周邊的生態環境是很有幫助的。而且統
一供餐是依照政府法令的規定公告招標，經過公開評選方式徵選廠商，並不會圖利特定的業者，原有的合約也將在今年年底到期，目前也正
辦理公開徵選新的廠商招標作業中。
另外也有網友表示不必跟隨其他國家追求豪華的山屋，這點我們也都聽到了，還有熱心的網友提供提供空中渦輪風力發電機等綠能新知，小
編在此一併表示感謝！這些都會納入評估的參考。另外還有網友勉勵我們將排雲山莊打造成一個名揚全球的高山低耗能建築，展現臺灣愛地
球的綠能實力，這點也正是我們的目標。
再次感謝網友的批評與指教，如果您還有什麼意見或建言，歡迎在議題截止日10月23日前再次不吝指教，我們也會隨時將這個案子最新
的資訊公佈在這個公共政策網路參與平台上。

39

24

24.1
40
41 24.1.1
24.2

104.10.2

ysnp-admin 管理

喜歡登山的朋友，不會在乎排雲山莊能不能24小時供電啦。我們更在乎的是，為什
麼那麼難中籤？如果未來真的24小時供電，山莊能夠提供更舒適的環境，我們會不會更難抽中？到時候排雲可能還
入園抽籤 104.10.2 April Chen
得應付奇奇怪怪的公關需求，床位更是一位難求呀！所以，在討論排雲山莊是否供電的同時，可不可以先要求每次
全程直播抽籤的過程呀？
同意。同意。
入園抽籤 104.10.06 Simon
(+1)
入園抽籤 104.10.07 amy
April Chen您好：感謝您的留言！關於您所提的抽籤疑慮，管理處作業方式皆統一在入園前30日下午3時以後，請來
處遊客依承載量管制名額以公開抽籤方式決定，並將抽籤過程拍照存檔，每月份的中簽率統計表也會公布在管理處
104.10.06 ysnp-admin 管理
入山入園申請系統的最新消息內(https://mountain.ysnp.gov.tw/c...
歡迎您前往查看，如有機會的話，也歡迎您親自前來管理處來擔任抽籤的要角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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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投票的結果來看，大家對排雲山莊要不要拉電纜是滿有共識的。抽籤問題的現實
性可能比供電方式還來得重要。就個人的經驗而言，曾經抽了近10次都沒有中，卻
看到商業團一次中了兩、三團，所以對抽籤的過程感興趣也是很自然的。或許可以
42 24.2.1 擔任抽籤的要角，但誰會有那麼多時間呢？事實上，網路直播的技術層次一點也不
難，只要在youtube申請個帳號，在網頁上直接嵌入，用手機就可以進行直播了
，更重要的是，這個是完全免費的。只要有心，就可以做得到，又可以去除大家的
疑問，何樂而不為呢？

入園抽籤 104.10.06 Simon

43 24.2.1.1 同意

入園抽籤 104.10.07 achieve0925

44 24.2.1.2
24.2.1.3

45 24.2.1.4
46 24.2.2

因為抽太多次，根本抽不中，上次決定單攻，在上山的途中遇到商業團的，他們不解的說，排雲很好抽呀，他們那
家登山社已經連續好幾周都抽中，而且每次都抽中好幾團.....我真的很擔心，如果你們堅持要在排雲全面供電，以 入園抽籤 104.10.07 April Chen
後商業團的力量會更大，我可能一輩子也抽不中了。
Simon您好：感謝您的建言！關於您所提的網路直播入園抽籤建議，因跟本供電評估議題較無相關，不過小編會把
104.10.08 ysnp-admin 管理
它提供給管理處的業務單位納入經營管理參考，感謝您喔！
不能同意更多了
入園抽籤 104.10.08 吳言
很多年前去爬玉山，一路上和路上的山友閒聊，發現我們這一團是唯一非商業團體，而我們之所以能是那唯一……
其實我也沒抽中過。反到是聊者聊者，有些商業團的領隊過來找我。動之以情，說之以理，曉之以利害。說白話文
入園抽籤 104.10.08 吳言
就是恐嚇我，要我下次如果要去玉山就直接找他代辨就可以抽到了，那種感覺真的超級差的，當下只能拿了名片並
答應他。後來幾次要去玉山，就直接單攻算了，不然就走八通關上。

1. 曾經參加/協助參加營利型登山社的三項登高山活動(玉山嘉明排雲)，都是要抽籤。我真的覺得登山社很厲害，經
常抽的到，而且即使因為天候延後了一周、兩周，還是有辦法又抽到。商業團體為了牟利，通常有辦法研究出制度
的縫隙。
入園抽籤 104.10.11 Vincent Huang
47 24.2.3
2. 看了統計，看不出這統計能如何解答山友的問號。如果能進一步統計主要登山社團的中籤率跟散客的中籤率(因
為大家的問題在這點不是嗎)，或許會比較清楚。這種統計分析應該不會太難。
3. 個人對抽籤這塊理解有限，發言到此。版主/大家不必理我....。

48 24.2.3.1 更正 --玉山嘉明湖雪山
24.2.4

入園抽籤 104.10.12 Vincent Huang

諸位網友您們好：感謝您們的留言！關於您們所提的入園抽籤，因跟本供電評估議題較無相關，小編會把它提供給
管理處的業務單位納入經營管理參考，感謝您們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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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政府執政本就是圖利不特定眾人，餐廳作業三年一標(好像是這樣，恕未查證)，誰標到就是誰得利，下次標到就是
下次得標者得利，除非對於特定的招標/得標作業有所疑慮，當對該個案質疑。目前的任何選項真的執行完畢，到
時候的得標者又不知是誰了。所以對於圖利餐廳一說，建議網友慎思慎言。公務員替大家做事，看法大家不同，可
以質疑用心不夠，可以認為他沒有您聰明，但是請勿任意用圖利的大帽重壓。
另外也建議玉管處對招標作業，除了合法外，也能合理，使有意競逐的業者事前能有合理時間準備，事後能夠信
服。
以下數點想法:
1.不論採用市電、水力、風力、太陽能等，因為廠址都非在山莊近處，所以都是要拉電線，差別是線的長短與經過
何處。排雲山莊若如所言採光不易，是否可能在附近尋覓場址，加設架高(以避開樹草等遮蔽)太陽能板，如此有無
可能對環境地質等影響最小。
2.目前網友眾言鑠鑠，統一供餐部分目前採用人工背負瓦斯鋼瓶，耗資而笨重，因擬改用電力，以致電力可能不
足。此節個人認為玉管處並未正面回應。本人認為，若僅因此，則可否改背一半重量的鋼瓶，雖須加倍人力，然將
25
供餐
其成本計入收費中有何不可。各國名山吸引觀光人潮，充裕就業，吾等應拋棄低價的思維，以層層服務提升價值，
創造就業機會才是。所謂熱開水、洗澡水、乾燥室等等，均可以瓦斯加熱，未必要電力。
3.座談會中本人提問：工研院報告中有緊急照明燈 30支 24小時全開(不是緊急指示燈，緊急指示燈另外有)，每天耗
電高達19440Wh，這是緊急情況用的，為何會24小時開? 以上迄未賜覆，再次請教。
4. 工研院報告亦提到電熱水器(洗澡水)，耗電排名第一名每日 20,000kwh，網友紛傳要給洗澡。日開兩小時要供給眾
山友洗澡或有困難，但其用途究竟何在，此點未見玉管處澄清。不澄清就代表承認了。上述需求也可用瓦斯熱水器
處理。
5.本人認為至今玉管處對於電力不夠的論述依然太過簡化，固然信恆信疑恆疑，然願意熱心仔細研究者亦所在多有
，小編的回應並無新意，而卻須花七天的時間，令人不解。最後請教，8月27日聯合報新聞最後一段「林文和(副處
長)說，三方案將廣納各界意見，最快後年可動工，原本的太陽能、柴油發電則當作備用電力。」亦即此次委託評
估案，早就確定太陽能out，而市電水力風力取其一，如此與玉管處一再聲稱的"各種方案都納入評估"不同。不知上
述發言，是記者誤解還是代表玉管處的立場?
Vincent Huang您好：感謝您提供如此精闢的分析與建言！關於您所提的幾個疑點，小編依序答覆如下：
1.關於「太陽能板方案」與「採用瓦斯鋼瓶取代相關電力需求」的建議都會納入本次規畫評估案的考量！
2.關於緊急照明燈的疑問，經查證當時是以緊急安全設備全時運作方式來估計最大可能需求，在本次規劃評估案中
會對用電需求重新再做檢討評估。
3.關於您所提的熱水器用電是管理處規劃排雲山莊第3階段提升整體住宿及供餐等服務所估計的用電需求，主要是
25.1
提供低溫環境所需的熱水，以及長時間駐守在山莊的工作人員清潔衛生之用，管理處也有回應將來如果電力的供應
並不是那麼充裕，第3階段的用電需求是會再檢討的喔！
4.小編當初說要7天後再回應，意思是要再多收集大家的建言以利統一答覆喔！至於回覆天數的多寡，小編會再檢
討改善！另關於您對於8月27日報導的疑問，管理處已經在8月28日發表新聞稿說明改善方案尚未成熟目前並沒有編
列年度工程預算，詳細的說明可以參考本議題網頁下方的連結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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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版主釋疑。
山上冷，辛苦的工作人員洗熱水澡自是合理的，這點網友們都沒想到。請問常駐人員大約幾位，估計每位每次洗澡
50 25.1.1 (連同洗頭)需要多少公升熱水，在假設幾度C的環境低溫下加熱到幾度C的溫度所需的熱量是多少，以上這樣算出來 供電
的數字若接近20,000kwh，自然可以杜眾人澡堂之說了。
再請問目前工作人員洗澡是如何解決?尤其是用何種能源加熱?

51 25.1.1.1

1 Kw=860Kcal ，1cal =4.18 j
一公斤25度C水加熱至100度C，每1度c需要4200J/秒

供電

104.10.06 Vincent Huang

104.10.06 Sss

電器功率約為60%
以上問題是協助玉管處釐清"只是供工作人員洗澡"的說法，畢竟這樣模糊的答案，外界依然會有問號。吾人把問題
簡單拆開有兩大面向A科學(需求的量化分析、能源供給的技術等等) B政策理念(提供服務的程度、採用的工程與非
工程解決方案等)，在某些地方A跟B互相影響。
雖然個人的直覺上，報告中的寫法應該是不可能供山友洗澡用，但是多數人無法從如此模糊的答案中得到信賴。若
供電
52 25.1.1.2
吾人把前面的問號用更具體的科學數字細拆呈現，就可以有更好的說服力。得到 20,000kwh的數字有很多方法，上
數的公式未必唯一，若能用其他方式計算也是OK的啦。
應該不會有人反對常駐的工作人員熱水洗澡吧，除非耗水量異常。審視了需求無誤，後面才是能源供給方案:電(市
電、水、風、太陽)或瓦斯(瓦斯桶、汽化爐.....)。

104.10.07 Vincent Huang

熱水並不是為了要給人洗澡的，甚至不是給登山客用的。主要是供應廚房使用，低溫下油脂易結凍清潔不易，而且
高山冬天時水溫幾乎都快接近冰點，為了方便餐具清潔並減少廚房人員長時間接觸冰水產生不適，所以需於廚房提
53 25.1.1.3 供溫水輔助。30L/min×(35 - 4=)31°×60×1000=55800kcal 55800/860=64㎾/her 簡單的算式供參考。以上一般家庭在洗碗時 供餐
的平均流量。一個大型商業廚房需要的一定更多。工作人員清晨1點多起來，水泡在快要結冰的冰水裡幫你做早餐
真的很辛苦。為了不讓廚工這麼幸苦，請山莊開放煮食，辛苦的差事我自已來。

104.10.08 吳言

哇..關於廚房運作的分析，真是很深入。不過....那工作人員洗澡的水所需要的熱能(不論是用電力或瓦斯)的估計在
哪? 或者那20,000kwh是兩者的合計，那就請玉管處拆開算給大家看。
我是認同盡量統一供餐的
1. 各自為政一團亂，確實有損門面。
5425.1.1.3.1 2. 多數山友的素養都不夠，(中間細節就不談)，結果就是山莊附近或途中有 剩菜、廚餘、外包裝、竹筷套...等等垃 供餐
圾。還有根本沒拆沒煮的食物，只是因為習慣性多帶上山，下山為了減重就到處亂扔，這對山上是一大負擔。
不過如果有適當的彈性能讓部分山友自行炊煮而能不違反上述初衷，到也是可以研究。
冬天扣掉封山就剩沒幾個月，或許可以考慮改用一次性紙餐具(主要是餐盤跟碗吧)，這又讓背工協作們有工作啦。
餐廳的任何使用過的水，經過簡單過濾後，不知道能否用在廁所.....。多少可以減少抽水馬達抽溪水的用電。

104.10.08 Vincent Hu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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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ncent Huang您好：再次感謝您的建言！關於您詢問的事項，小編再答覆如下：目前排雲山莊駐點管理人員為每週
輪班一次，每班約有2~3人，現有太陽能熱水器1部，但因為日照不足，熱能效率不佳，只有天氣好的時候，才能搭
配瓦斯燒煮及柴油發電機發電加熱讓管理人員每週最多淋浴1次，大部分時間只能用擦拭的方式清潔。另外清潔外
25.1.1.4
包及供餐廠商駐點人員每班約4~5人，約1個月輪班一次，幾乎只以擦拭方式清潔。在山上駐守的人員真的很辛苦，
除了要克服寒冷的天氣外，還有許多不便之處，對於他們雖辛苦卻仍秉持服務熱誠的精神，真的要大力按讚！
另外感謝您提供管理人員清潔需求所需要電力計算方式的建議，也都一併納入參考。

104.10.08 ysnp-admin 管理

我個人並不反對供餐，就如您所說的伙食控制不當產生的廚餘量是非常可觀的，但是禁止煮食我就反對了。禁止煮
食代表者強制供餐，並且營造出了一個襲斷的商業環境，一但住宿的旅客沒有選擇，供餐的穫利就完全取決供餐業
者的良心了。
至於用水問題，將生活污水用在厠所是一個很好方法，但就現有的硬體建設上還是有一定的難度。回收水主要用來
衝馬桶。對"衝"因為是沖馬桶，所以水需要一定的位能。但現在廁所的高度和廚房的高度基本上可以視為等高的，
55 25.1.1.5 因此要將水儲存然後沖，就必需要有泵浦將水揚高，這又需要用到電了，而且廚房癈水裡的有機物、油脂會造成水 供餐
發臭，需要有曝氣池來保持水質。
其實光就登山活動來說，其實用水量非常的小，以桃山山屋來說就那兩個水塔來應付登山活動，大部份的時間水是
夠用的；而嘉明湖避難山屋最早還沒有裝設水塔前，也只不過是地上有一個會滲水的小岩洞而已。以排雲來說現況
最大的用水量應該是餐具的清潔和廁所用水，登山客一般餐具是用擦的，但排雲是用洗的；而廁所依排雲的地型其
實可以設計成重力式廁所就可以大量的減少水的用量。

104.10.08 吳言

壟斷的商業環境在現實社會太多了，供餐這件事若有，恐怕也是小巫。數天前與人閒聊，排雲山莊的供餐標案是跟
塔塔加遊客中心餐廳綁一起的(未知真假)，何故?遊客中心的餐廳只有假日有生意，經常經營不下去。這回綁在一起
，等於要山莊的利潤來填這一塊。所以山莊有多少超額利潤，需把塔塔加的虧損也考慮進去。
以上的答案自然不夠深入。
山莊提供的餐飲與各項服務是否合乎水準，可以透過幾項做法來加強。
56 25.1.1.6 1.使用者問券調查--但是這種問券設計須很謹慎，山友若以山下的標準來看山上，答案會有相當的扭曲。此外，在 供餐
山下，所有餐廳經營的變數幾乎由經營者自行控制也等於全盤負責，但是排雲山莊有很多變數(能源'、水...等等)不
是業者能控制，但卻會反映到消費者的體驗上面。
2.神秘客的運用--注意點同上。
3. 超額利潤分析--這個寫起來有點學術文謅謅，簡單的說，要區分那些利潤是壟斷之下產生的超額利潤(這是可以考
慮下次提高租金的空間)，哪些是屬於業者自身經營優勢產生的利潤(這是人家高人一等的地方)，後面就省下不提。

104.10.08 Vincent Huang

吳言及Vincent Huang您好：感謝您們的留言！關於您們所提的供餐及用水相關建議，而且作了相當深入和科學的分

25.1.1.7 析，小編會把它提供給管理處的業務單位納入經營管理參考，歡迎你們再對排雲山莊供電需要性的議題提供建言，
感謝您們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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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有些人會覺得讓台灣的山屋變得更便利有什麼不好，只是你知道嗎? 像排雲山莊這樣位在高山地區的山屋，為了
提供登山客餐飲服務、洗澡、手機充電，要付出多少的建置成本嗎？
根據《玉山國家公園排雲莊及周邊設施供電評估案》中對於供應排雲山莊未來用電需求而需要花費的架電成本，
如果是要達到以再生能源發電系統去取代現在部分使用柴油發電機的狀況時(第二階段用電 每日66度電)，20年累積
成本約為2700萬。
但是如果希望擴充到每日供應144度電的第三階段，目前尚無能達到此需求的再生能源系統，就只能用拉市電的
方式，那成本會是多少？ 答案是20年累積成本在22億，也就是當排雲山莊要使用飲水機、電熱水器(浴室用)、冷凍
櫃、保溫電鍋、微波爐、烤箱、咖啡機、電磁爐、鬆餅機等等洗澡和供餐需求的電器設備時，必需多出高達20億以
上的成本，平均每一度電的成本是2109元。
所以當排雲山莊開始使用電熱水器、供餐設施，需要攤提掉的電力建置成本每天就要30萬元(2109*144度)，再以
排雲山莊每日僅供96人住宿來換算，如果要將成本轉移給消費者使用者付費的話，每位登山客至少要分擔3100元才
26
供電
行，而且必需排雲山莊每日都營業(不能颱風封山、也不能雪季封山1個月)且都住滿96人，達20年才有辦法回本。
以上的成本估算，僅單單針對電力設施建置計算，電器用品本身的採購經費都還沒算進來，也還沒計算餐飲食
材、餐廳設備(餐具之類的)以及人事行政費等等的營運成本。
請問國家公園要對住宿的登山客收多少錢呢? 若收費不合乎成本，那不足的部份就是國家吸收，也就是花納稅人
的錢吧！
最後，最後，最後，
對於開發破壞的山林環境成本要怎麼跟登山客算？
對於餐廳和洗澡營運排放的廢水跟製造垃圾的處理費用要怎麼跟登山客算?
對於被環境開發、污水和垃圾污染的生態環境，要怎麼跟登山客算?
爬高山，最主要的目的是為了體驗大自然，還是洗澡跟上館子？
ps用電成本估算參考《玉山國家公園排雲莊及周邊設施供電評估案》 p86-89
Yihua Lin您好：感謝您的留言與建議！關於您所提對於生態環境保護、經濟成本
等因素，都會納入本次規劃評估案的考量！未來的電力需求改善方案一定會注意到
26.1 成本效益的分析，以及使用者付費的原則，管理處有說明會廣納各界意見，俟尋得
最佳可行方案，再做後續工作，詳細的說明可以參考本議題網頁下方的連結處喔
！再次感謝您！

58

今年夏天才去爬了富士山，也在八合目的山屋住了一個晚上。當然，對他們提供的服務是感到很滿意，但覺得我們
真正可以學習的，卻是他們廁所馬桶的沖水設施，不但可以完全去除髒污，也很省水。排雲山莊真正可以學習的似
27
供電
乎是這一點。反而用履帶車補給等等為了登山客的舒適，卻造成大幅度開發的情況，我們是否希望發生在玉山，這
個值得大家思考一下。
Simon您好：感謝您的建言！關於您所提的富士山八合目山莊廁所設施，我們樂於
27.1 向世界各國學習先進的環保處理技術，您的建議小編會提供給管理處納入經營管理
參考，感謝您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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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版主特地提到日本的富士山「山莊均有柴油發電機發電」，看起來版主不知道爬富士山時，整條路都是柴油味，實
供電
在令人很不舒服，那個空氣品質，與台灣的山林根本不能比。
Wang Press您好：感謝您的建言！議題內容只是想要把幾個主要的登山環境做個簡述，不過柴油發電機確實有空汙
28.1
與噪音的問題，也是因為這樣，管理處才想要評估看看是否有更好與更適合的供電方案，感謝您喔！
28

29

以下談談座談會簡報/其他支持者提到的山屋的狀況。稍有學術訓練的大概都知道，比較要有比較性才有意義，對於非學術般嚴謹的研究，雖
然不必很嚴格，但是大致也是依照此原則進行。我從未去過這些地方，以下資訊都是花時間google 比對 篩選而來，或許仍有未盡偏頗之處，
歡迎指正。
白馬猿倉山莊：http://trekkinghk.blogspot.tw/... 此係簡報的用字，以此用字搜尋不易，用"猿倉莊"找到的圖跟簡報比對，應該就是這座了，海
拔1230米，如簡報時描述的，附近有水壩跟水力發電。此高度在台灣很多地方都是已經開發之處，有電力毫不意外，拿來跟排雲山莊比就是
否適合，諸君自行判斷。
橫尾山莊：一樣的問題，海拔只有1610公呎。這…到清境農場、杉林溪、等等高度類似的地方看看，也是物質文明很便利的地方，這要
拿來跟排雲比較還是有些那個…http://blog.xuite.net/tornadoh...
此山莊不能洗澡，但可以洗臉、擦身體，不過在總量控制下水龍頭的水量很小，而且嚴格規定不能用任何的清潔物品，因為它的水資源是回
收再利用的。』 此山莊只有海拔1610米，就能做到如此，相信是因地制宜。在座談會中，葉金川也提到日本橫尾山莊，google了一下，有他
去過的遊記於部落格。不愧是學者，記錄得很清楚，這段旅程看來輕鬆愉快，下遊覽車走平路約3小時就抵達此山莊(這是該部落格記載的)。
1600米的山莊有市電供電的在台灣比比皆是，但是拿來跟3400米的排雲比就不適當了，這是"拿竹篙倒(合)菜刀"(台諺)。倒是1600米的地方就
不能洗澡，誰會認為這是落後沒體面的做法呢(因為會有"日本=每件事都是優人一等的"的先決印象)，這要是在台灣，誰要去?
固澤小屋：我是從旅行社的行程上去找的。從行程Day 03推算，頂多海拔2500米 這個高度大約類似玉山國家公園的塔塔加、或梨山國民
賓館、阿里山森林遊樂區。跟排雲山莊的3402米還足足差了900米。
前面一直以高度來比較，其實海拔高度只是一個簡略的參考，各地的狀況仍要看其地形、地質、氣候、生態、歷史…等等綜合考量。在
此強調，以免讀者誤會本人只是死板的以高度做比較。
以高度來說，槍岳山莊是可以比較的，不過我搜尋到累了，沒有繼續看下去。
把一堆在海外見過世面者提到的山屋山莊等等都搜尋了一下，感覺上這些人以個人的愉悅經驗、國外的先進體驗，轉而熱心的獻策於國
內。向先進國家看齊固然是應該的，但是須了解各自的歷史背景、地理環境等等都不同，貿然引用，小心橘逾淮為枳。
現在台灣各高山發展到一般人也可以幾乎輕裝中裝上山，是『先進』還是『躁進』也值得思考。高層官員或許到海外觀摩看到一些舒適
的表象，興起有為者亦若是的雄心，但是這些表象的背後所代表的當地山友的素質、文化、環境等等，我們是否已經具備? 我們只注意到
Cozy這件事。 目前山友們登玉山只是純粹的目的性--登頂，除了登頂拍照以外，他們從這過程中體驗到什麼? 舒適的山莊?便利的文明的服務?
對景觀生態的認知與維護等等? 這些人下了山只記得吹噓登過東亞最高峰，只記得山莊很舒服，其餘….nothing.
末了引用天下雜誌網頁網友之一發言，http://www.cw.com.tw/article/a...
『剛剛 ８月２１日登日本富士山回來，富士山山莊的吃的睡的品質比排雲山莊差。上廁所還要投幣２００元。沒有垃圾桶（整個富士山上沒
有垃圾桶，登山客要自行帶下山）。 日本人沒能力拉電供電嗎 ， No No 。 腦袋瓜裝的東西不而已』
看來台灣的登山門面也許沒有比日本的登山門面(單一採樣，其實這樣的結論也是不夠科學拉，筆者也是犯了"主觀採樣"的謬誤)差，我認
為未必要別人做甚麼我們也盲目的跟著學才叫體面(門面<->體面)，而是要用精密的環境論述來包裝並建立我們更優於他國的印象。比如說: 若
最後決定採用背20公斤的瓦斯桶(純舉例)，山徑自然會有些背瓦斯桶的員工穿梭其中，若他們都能穿上具有特定意象的(玉山圖案or原住民圖
騰or黑熊圖樣)工作服，連背架也是整齊劃一甚至設計的、分攤重量的頭帶、夏天的頭巾或冬天的保暖帽都是一致的，在路徑上容易辨識，嚮
導看到時，就可以是個解說題材:『國家公園曾經為了解決山上的能源問題傷腦筋，後來經過廣泛的溝通討論，決定採用人工背負，因為這是
對自然環境破壞最小的方法。原先的鋼瓶有40多公斤重，為了重視勞動平權，後來改成用20公斤的。看到這些人員，也提醒著我們山上的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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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雲山莊的能源(不論採電力或瓦斯)的需求，相信是跟季節溫度成反比的，例如大致上，夏天加熱(工作人員洗澡、廚房洗餐具鍋具..等)需
要的能源會比冬天少，而冷凍櫃與冰箱等正好相反。不過若從報告來看，後兩者的總耗電量會比前兩者少。但是另一方面，冬春的陽光強度
跟天數能提供的能源也比較弱。如果可以估算能源供需在夏秋離峰時段跟冬春尖峰時段的差異，或許可以更看清楚能源缺口是全年的常態還
是限於春冬。釐清尖峰離峰，對於採用的方案也會有不同，加強尖峰因應方案，或許有些幫助。下面討論尖峰管理。
筆者10年未上玉山，從網友的部落格看，由於排雲統一供餐，所以餐廳使用時間控制在某些時段，錯開這些時段，餐廳幾乎空無一人。如果
有山友願意調整自己的行程，選擇此時段在餐廳內自行炊煮(在指定的各項規範之下)，是否也是分散排雲尖峰能源需求的方法之一。這純粹
又是一個野人獻曝而已，管理上可能還有很多層面要研究。這種開放，也是要從少量試行開始，執行順利才能逐步放大名額。這是個理想，
山友….不是那麼好管理啦，山友都不是壞蛋，但只要有1/3的人稍微脫序一下，耍個小聰明小確幸(那種背離規則的小確幸)，甚至只是有意無
意的丟個不起眼的菜渣、口香糖..，那就是個大問題。
在預期缺電尖峰(通常是冬春扣除封山)時候，若暫時開放較多名額可自行炊煮，不過仍要在適當的控制之下(時間、地點、廚餘剩菜處理規
定等)。加上先前提到的缺電時節改用紙餐具方案，或有機會大幅減少用溫水洗餐具的水量(冬春也是水量較少的季節)與能源需求。若再加上
在尖峰時間背負其他能源，不論是請揹工背20kg以下的瓦斯鋼瓶/20kg以下的蓄電池，或我以前提過的讓山友每隊帶一個汽化爐的瓦斯罐(約
300~400g)並在山莊用特製設備接收到瓦斯桶，或許可以大幅縮減尖峰時刻的電力困擾。
以上是我對尖峰負載管理的小小想法。
至於生活用水經過簡單過濾用來沖廁所，看似需要馬達來提升水位而有額外耗電之慮這點，則要比較這些水若從有位差的溪谷抽過來的耗
電量才知得失。且冬季缺水，能二次使用或許也是個小優點。衍生的問題反而是儲水槽會產生額外的重量，排雲山莊的量體壓在山坡上本就
不輕，山坡是否能耐受，這點要專家研究。山上冬天問題多多，遇到水管結冰，甚麼方案都會失效!
在工研院報告的144度電力需求中(其實這報告有些地方未臻完善，但是因為沒有其他新的更正，只好大家都兜著這報告轉圈圈了)，以下三
項就佔了57度，若能處理掉，問題就解決1/3啦。
**電熱水器(浴室用) 20000kwh(20.0度)-->這個在先前已經有討論，不論是工作人員洗澡或寒冬清洗餐具，個人直覺上這需求量似乎合理。能源
供給面，個人認為用瓦斯桶方案比較簡單(現有的太陽能熱水器仍可視情況交互使用)。
**緊急照明燈(非逃生指示燈)19440kwh(19.4度)-->這是假設24小時開著，前面提過了。平常連一分鐘都不會開的，甚麼緊急情境之下需要24小
時全開呢?如果真有此重大緊急情況，我想大概也會立刻禁止上山了吧，上去的人變少了，其他的能源需求就可以空出來支應。所以，燈是需
要的，但是把這個度數加總到全部似乎就有待斟酌了。
**飲水機(用電的)18000kwh(18度)-->燒開水用瓦斯爐(郊遊野餐用的瓦斯罐小爐具多放幾個)也行的啦….。不過，用電熱水器確實在管理上比較
簡便，工作人員幾乎不用費心。瓦斯爐燒開後，水要先倒入另一個那種有水龍頭又有厚度能簡單保溫的大型儲熱桶，且這過程也難保沒燙傷
的風險。
還有其他啦哩拉雜的…
咖啡機與保溫湯鍋合計用掉 6400kwh(6.4度)-->若改用汽化爐/小瓦斯爐爐具搭配前面提到的山友自行揹負法，應該是可以不用到電力了。我得
承認，用電器對工作人員絕對是比較省時省工的方法。
緊急指示燈4800kwh(4.8度)-->24小時全開，這可能是消防法規規定。任何立意良好的法規都有其僵化未考慮到之處。排雲白天人都跑光光了，
且光線充足，若電力不太夠時，我看有8小時的時間是可以….…(噓)。
監視器 4320kwh(4.32度)-->餐廳使用，不知為何假設24小時全開? 或許是寫報告時過度簡略的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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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ncent Huang您好：感謝您非常關心本案，提供國外山屋比較、供電方案、用電尖峰與離峰時段及用電需求評估等
的彙整資料與相關建議！小編會把它提供給管理處納入評估考量喔！相關用電需求在本次規劃評估案中也會重新做
檢討評估，再次感謝您喔！
供電
31 加強現有設備效能改善與有效運用，符合基本需求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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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10.11 Vincent Huang

104.10.13 ysnp-admin 管理
104.10.20 陳玉釧

附件 4
議題下架後於平臺的機關回應處答覆文稿：
意見徵詢已於 2015/10/23 截止，我們將所有網友的意見彙整於：【彙
整連結 google 表單檔】，並公開於玉山國家公園入口網>最新消息
(http://www.ysnp.gov.tw/news.aspx) 及粉絲頁
(https://www.facebook.com/YuShanNationalPark/?fref=ts) 中！彙整資料
將會納入本處後續排雲山莊改善供電評估的考量！以及相關會議中
供與會人士參考，讓大家的聲音直接在政策制定的場域中呈現，再次
感謝各位提供寶貴的建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