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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n Jantzen photos album – Kathmandu to Delhi Flight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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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napurna III (right) 

          

Annapurna IV (left) II (r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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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napurna IV – II and mountains of Tibet in the background (above and bel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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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haulagiri V (left) I (r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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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llowing 3 pictures were taken in flights from Kathmandu to Delhi, peaks not identifi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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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fghanistan Aerial Views of desolate borderlands– Dan Jantzen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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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青年登山協會」略史 

黃一元    

楔子:  

「中國青年登山協會」在「時代考驗青年、青年創造時代」渾屯艱困的十六個年頭中，發揮了階

段性任務。 

(山貓)說 ”台灣內政部營建署於 2013 年 5 月出版「台灣登山史」分成五類，非常可惜其中民國 50

年到 57 年最燦爛輝煌的「中國青年登山協會」這段歷史卻被埋沒，戒嚴時期，人民社團活動處處

遭到限制，「中國青年登山協會」卻能將台灣登山活動帶上高潮”。---賴喜隆(山貓) 2014.11.03  

 

關於"這段歷史卻被埋沒。"不要擔心歷史永遠不會被遺漏的只要我們要做想做!!，首先感謝韓漪大

哥在局勢混沌的社會裡，無怨無悔帶領大家向前行，現在看起來也應是一段美好的歲月，也要感謝

張歐元兄 2010 年，將他四十年來珍藏的資料毫無保留全部託付給我，讓我有機會一一檢視與登錄，

弟有幸循各位前輩早年披星載月奮戰腳步與精神。自 1980 年起我們在喜瑪拉雅、阿爾卑斯、安地

斯、阿拉斯加、喀喇崑崙及帕米爾都有奮戰的光榮紀錄! 

 

一、「中國青年登山協會」源起與組織 

這個會的發起，是出自「中國青年戰鬥反共救國團」辦民國 42 年(1953)「暑期玉山登峰隊」及「中

央山脈探險隊，主要成員希望繼續聯繫和發展，在該年 8 月 20 日蔣經國主任主持會上，就提出和

通過了組成永久性的青年活動社團提案，成立「中國青年登山協會」以領導今後青年活動， 以下

以「中青」稱之。 

圖：會刊第四期民國 43年 3月 25日(1954)

出刊、會址：台北市昆明街 49號「中青」

早期為手刻鋼版，每月出刊，以「登山通訊」

為名，【登山】二字于右任院長題字。 

發起人名單為傅觀成教授、洪恕博、田沛霖

(師大附中)：台大地質系教授、張仲陶台大

電機系教授、韓漪記者，野外雜誌創辦人、

劉芳剛導演、陳進財(大同)、周初芬、幸世

美(一女中)、魯齊英(女師專)、張磊(師院)、

馬世俊(北商)、顏昭子、呂淇鐘、姜道章(北

師院)、鮑幼玉、呂德璿、曹削平計 18人 

早期會員均為學生身分，彼此間均以同志互

稱之，會員入會費二元常年會費二元。 

 

李希聖「臺灣登山史」1說「在一個人治的社會中，幾乎每一個民間團體，領銜的一定是「有頭有

臉」的人，「中青」則更是「冠冕堂皇」。他自首屆起的「名譽會長」就那時的蔣經國主任，直到民

 
1李希聖「臺灣登山史」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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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五十一年(1962)方推由陸軍總司令劉安琪將軍擔任。它的輔導委員一大批都是黨政企業要人，自

然辦活動也有許多方便。」2 所謂輔導委員有十六個單位包括國民黨中央黨部、國防部、救國團、

陸軍總司令部、聯勤總司令部、保安司令部、教育部、教育廳、警務處、交通處、林產管理局、氣

象所、中華體育協進會、台灣省工礦公司、台灣省體育會、顧問包括周至柔、張道籓、葉公超、何

應欽、孫立人、馬紀壯、李煥計 53 位顧問。 

民國 42年 10月 30日在台大醫學院大禮堂舉行，第一次會員大會除通過會章外，就是「首屆理監

事」選舉結果理事二十一人曹削平、張磊、顏昭子、魯齊英、田沛霖、呂淇鐘、高慧美、吳大英、

竇中慕、韋齊生、陳維國、陳元璋、陳碧芳、張仲陶、陳婉華、幸世美、高祖成、韓漪、范大渝、

章哲民、林素芬；監事七人鮑幼玉、黃玉、呂德璿、周初芬、方滬生、張承緒、王麗媛。 

圖:「中青」會員證，證號前兩碼表民國年，53 為 1964年 (照片為筆者 17歲 高中一年級) 

組織與會務推動採總幹事制： 

民國 42 年 11 月 (1953)第一屆總幹事石錦，第二屆

張仲陶、第三屆蔡桔來、第四屆曹削平、第五屆梁

維孝、第六屆石錦、第七屆蔡桔來、第八屆韓漪。 

第一屆組織名單總幹事石錦；一組長張磊；二組組

長張仲陶；三組組長呂淇鐘；四組組長：石錦(兼) 

 

民國 43 年 9 月 5 日 (1954)擴大編組石錦總幹事、張

仲陶副總幹事；一組長張磊、副組長廖銘塗、馬世

俊；二組長姜道章、副組長高祖成、田沛霖；三組長呂淇鐘、副組長韓漪、章哲民；四組長石錦、

副組長顏昭子、潘岳。一組幹事陳弘毅、楊興忠；二組幹事陳德華、孟依於、巴山、張銘輝、林立

慧、張亦忠、黃順德、黃德雄、簡寬茂；三組幹事劉鳴琴、黃玉、王清雪、容妙玉、李麗芳、周麗

英；四組幹事蔡美月 

民國 43 年 11 月 28 日 (1954) 舉行「第二屆會員大會」於台大醫學院大禮堂，主席團：田沛霖、

魯齊英、韓漪、田元、陳博中。理監事選舉結果理事二十一人韓漪、石錦、田沛霖、呂德璿、吳大

英沈寶敏、馬世俊、曹削平、江秋華、陳弘毅、陳博中、邢福鉅、孫大坤、潘岳、張敬雄、李麗

芳、楊雪倫、魯齊英、林立慧、林式均、范大渝；監事七人陳維國、顏昭子、鮑幼玉、辛世美、廖

坤塗、劉惠美、黃玉。 

民國 44 年 01 月 05 日 (1956)舉行「第二屆第一次理監事聯席會議」選出常務理事五人田沛霖、韓

漪、呂德璿、潘岳、曹削平，常務監事龅幼玉，總幹事田錦。 

民國 52 年 03 月 10 日 (1953) 第十屆第二次理監事聯席會增聘楊義信一組副組長、楊朝陽二組副

組長、鄭昭夫 及吳重棋三組副組長。 

 

二、「中國青年登山協會」大事紀  製表: 黃一元 

(民國) 大事紀 國內登山活動 政治經濟與社會環境 國際事件 

36-40 36.05「台灣省山岳會」成立3 38.12 公佈「台灣省平地人民 36.02.28「二二八事件」 39.6 (1950) 法國

 
2 李希聖「臺灣登山史」2005 及「登山」第九期會刊 43.9.5 (1954) 
3 蔡禮樂，「中華山協安全登山訓練中心落成紀念特刊」，78 年 6 月 15 日，頁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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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195

1) 

首任會長周百鍊 

40 游彌堅 (臺灣省教育會理

事長)擔任「中央山脈玉山登

山團」團長 

40.10 「台北市新聞記者公

會」舉辦「北投石尖連峰」 

進入山地管制辦法」 

40「美援」至 54 年止歷時 15

年 

40..06.27 美國總統杜魯門宣

布「第七艦隊協防臺灣」 

38.5.20 頒布「戒嚴令」 

39 中共發動「三反五

反」「階級鬥爭」運動

39.06.25  

「韓戰」爆發 

首登世界第十高

峰「安娜普納峰」 

40. 中共發動

「鎮反」運動

38.10 國府遷台 

41 (1952) 41.10.31 「中國青年反共救

國團」成立 

41.10 美籍孟錄博士攀登玉

山途中遇難 

41.07.20「台北市登山會」成

立首任會長陳全永 

41.04「台灣山岳」創刊號 

41.07 設立「台灣省防

癆協會」 

41.12.29「鹿窟事件」

台灣最大一起「白色恐

怖」政治案件 

41.04.28美國等

48國與日本簽署 

「舊金山和約」 

41.02.06 伊莉莎

白二世繼位英皇 

42 (1953) 42.10.31「中國青年登山協

會」成立，首任總幹事石錦 

42.12.1「登山」創刊號 

42.12.13 首辦「每月登山」

「攀越牛埔連峰」圓滿成功

42.12.1 會刊「登山」創刊號 

42.07「救國團」首辦「玉山

登峰大隊」與「中央山脈探險

大隊」 

42.12.19 收到內政部「內社字

40802 號文」成立證書一紙及

圖記一顆 

42.01 「西螺大橋」 

通車 

42「台北市早覺會」成

立 

42.03.05 史達林去逝 

42.5.29(1953) 

「聖母峰」人類

首登 

42.7.27「韓戰」

結束 

43 (1954) 43 年度工作計畫：「增強組

織」成立地聯絡小組，「加強

訓練」貫徹「每月登山」，設

立編輯委員會，利用寒暑假

舉辦「登山訓練」「聯誼晚會」

「學術演講」及「越野登山

競賽」 

43.3.15 蔣經國主任慨允擔任

本會「名譽理事長」 

43.01.01 會刊「登山」新年號 

43.11.28 會刊「登山」第十期 

43.3.29 協辦「第 11 屆青年節」

慶祝活動，辦越野賽、射擊比

賽及搭艦海上活動 

43.01.03 第二次「每月登山」

觀音山延續地點為「白石湖

山」；七星山；面天山；五指

山；德高領；鳶山；塗潭山 

43.07.10-11「 烏來卡

保縱走逐鹿探勘」人員

石錦、張仲陶、韓漪、

馬世俊、陳恩化、陳進

財、王冠川、潘岳、馬

其昌、徐洲、呂洪鐘及

嚮導高金源、高金得

43.11.28「第二屆會員

大會」 

43.07 (1954) 義

大利首登世界第

二高峰「K2 」 

43.9.3中共炮擊

金門  

43.12 簽署「中

美共同防禦條

約」 

44 44.03.25「登山」第十三期 

44.02.26 制定各組任務「第二

屆第一次常務理事會議」一

組擴大吸收會員二組「每月

登山」增加為兩次三組舉辦

「探測性登山」每月兩次四

組確立會計及總務制度 

44.02.20 第十一次「每月登山」

十三份山；紗帽山；天上山；

磺嘴山 

44.3.26 主辦「第 12 屆青年節」

擴大舉辦「卡保山探險大隊」

三天兩夜三中隊梯次共 90 名

總領隊韓漪，何學元、卜慶

鏞、張敬雄分任中隊長 

44.12.30-1.7 李明輝

蔡景璋林文安「首次登

臨」關山、海諾南山、

小關山、雲水山、馬希

巴秀山、卑南主北山 

44.08.18-26 辦理「玉

山登峰隊」領隊張仲

陶、韓漪 65 名隊員 

44.05.15(1955) 

法國首登世界第

五高峰「馬喀魯」 

44.08.25 中共發

動「肅反運動」 

45 (1956) 45.8.1-10 「雪山探險隊」

劉克敏等人「首次登臨」志

佳陽大山 

45.10.31 舉行「第二屆第一

次理監事聯席會議」 

45.10.31 北投中正嶺舉辦

「恭祝蔣總統七秩華誕」祝

壽登山   

45.8.17-21 李明輝、李榮顯、

林文安、王登火「首次登臨」

白姑大山 

45.11.9-12 李明輝、蔡景

璋、林文安、黃新丁「首次登

臨」郡大山、望鄉山 

45 舉辦第一次「大專院

校聯合招生」 

45 年 

「東西橫貫公路」開工 

45 裕隆造第一台汽車 

45 (1956)日本

首登世界第八高

峰「馬那斯鹿峰」 

45.07.26 埃及收

回「蘇伊士運河」

主權 

46 (1957) 舉行「第二屆會員大會」，

劉安祺將軍擔任會長 

梁維孝任總幹事 

46.6.30「大霸尖山登峰隊」

隊長韓漪、呂德璿、楊朝陽、

柯和信、郭舜五「首次登臨」

伊澤山 

46.8.3-10 李明輝、李榮顯、

林文安、蔡景璋「首次登臨」

中央尖山、審馬陣山、南湖主

北南東峰 

46.06.08 

中共發動「反右運動」 

46.08.31 馬來西亞半

島正式宣布獨立 

46 (1957)奧地

利首登世界第十

二高峰「布洛特

峰」 

46 蘇聯成功發射

「人造衛星」 

47 47「台灣省山岳會」.承辦第

13 屆「省運聖火傳遞」迄今 

47.8.23 

「八二三炮戰」 

47 中共推行「三面紅

旗」導致經濟混亂，引

發「大饑荒」造成非自

然死亡約四千萬人 

47 美國首登世

界第十一高峰

「迦歇布魯姆 I

峰」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AC%AC%E4%B8%83%E8%89%A6%E9%9A%8A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F%B0%E7%81%A3%E7%9C%81%E6%88%92%E5%9A%B4%E4%BB%A4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8%AD%E5%9C%8B%E9%9D%92%E5%B9%B4%E5%8F%8D%E5%85%B1%E6%95%91%E5%9C%8B%E5%9C%98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8%AD%E5%9C%8B%E9%9D%92%E5%B9%B4%E5%8F%8D%E5%85%B1%E6%95%91%E5%9C%8B%E5%9C%98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F%B0%E7%81%A3%E7%99%BD%E8%89%B2%E6%81%90%E6%80%96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F%B0%E7%81%A3%E7%99%BD%E8%89%B2%E6%81%90%E6%80%96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7%A5%E6%9C%AC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C%8A%E8%8E%89%E8%8E%8E%E7%99%BD%E4%BA%8C%E4%B8%96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C%8A%E8%8E%89%E8%8E%8E%E7%99%BD%E4%BA%8C%E4%B8%96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A5%BF%E8%9E%BA%E5%A4%A7%E6%A9%8B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8%AD%E5%8D%8E%E4%BA%BA%E6%B0%91%E5%85%B1%E5%92%8C%E5%9B%BD
http://zh.wikipedia.org/wiki/%E9%87%91%E9%96%80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8%AD%E7%BE%8E%E5%85%B1%E5%90%8C%E9%98%B2%E7%A6%A6%E6%A2%9D%E7%B4%84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8%AD%E7%BE%8E%E5%85%B1%E5%90%8C%E9%98%B2%E7%A6%A6%E6%A2%9D%E7%B4%84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8%AD%E7%BE%8E%E5%85%B1%E5%90%8C%E9%98%B2%E7%A6%A6%E6%A2%9D%E7%B4%84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F%83%E5%8F%8A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B%8F%E4%BC%8A%E5%A3%AB%E8%BF%90%E6%B2%B3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F%8D%E5%8F%B3%E9%81%8B%E5%8B%95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A9%AC%E6%9D%A5%E8%A5%BF%E4%BA%9A%E5%8D%8A%E5%B2%9B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A9%AC%E6%9D%A5%E8%A5%BF%E4%BA%9A%E5%8D%8A%E5%B2%9B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B8%83%E6%B4%9B%E9%98%BF%E7%89%B9%E5%B3%B0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B8%83%E6%B4%9B%E9%98%BF%E7%89%B9%E5%B3%B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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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48.10.12 佳陽縱走大劍山

油波蘭山、布夫奇寒山「首

次登臨」林文安、陳振輝、

廖健郎、謝永和、何張明儀 

48.11.14-21 大水窟山、秀姑

巒「首次登臨」李明輝、陳永

年、李榮顯、邢天正 

48.03.28-.大小壩尖山三千

公尺高山 14 座，全「首次登

臨」邢天正陳茂修蔡景章等人 

48.03.10 「西藏抗暴」

達賴流亡 

48.8.7 「八七水災」中

南部嚴重水患 

48.01.08 戴高樂

就任法國總統 

49 (1960) 49.3.18--.28 

「無明山登峰隊」由南山上

中央尖李明輝隊長、邢天

正、巫澄安等人中央尖山下

小瓦黑爾溪縱走鈴鳴山「首

次登臨」無明山 

49 「第八屆會員大會」總幹

事韓漪，劉增善任副總幹事 

49.04.13 中韓玉山登峰隊韓

人金起煥墜崖傷重搶救成功

49.09.26「雷震事件」關閉「自

由中國」雜誌 

49.3.11 實施「動員戡亂時期

臨時條款」 

 

48.08.07 「八七水災」

中南部嚴重水患。 

49.08.01 「雪莉颱風」 

49.06.18「美國總統」

艾森豪訪華 

49.09.07 「羅馬奧運」

楊傳廣「十項運動」銀

牌 

49.3.11 實施「動

員戡亂時期臨時

條款」 

49.7.10「蘇聯」

終止技術援助

「中共」 

49 美國首登 K1

瑪夏布洛姆峰 

50 50.08.04-12 辦理暑期育樂

活動「玉山登峰隊」領隊柯

和信、林自成 65 名隊員 

50.01.03 林文安、賴長壽「首

次登臨」能高主南峰、光頭山

(自萬大溪) 

50.01.04 林文安、廖健郎、謝

永和、何張明儀、蔡景璋、賴

長壽、呂水定、簡進添「首次

登臨」兩座白石山、安東郡山 

50.01.20 甘迺迪上任

美國總統 

50.05.16  朴正熙發動

軍事政變，展開十八年

獨裁統治 

50.12.01 台灣第一座核

子反應爐建成 

50.04.12蘇聯太

空人「加加林」

首次進入外太空 

50.08.13「柏林

圍牆」開建 

51(1962) 「中國青年登山協會」會刊

【山】出刊 

51.7.10-22 「橫貫八通關古

道」探查，東埔進卓鹿出，

韓漪、張戈、廖銘塗、陳振

輝「首次登臨」南大水窟山 

51.2.5-9 林文安、蔡景璋、

謝永河「首次登臨」碧祿山 

51.02.06-10 辦理冬令「玉山

登峰隊」領隊余初雄、邱進源

13 名隊員 

51.10.10 台視開播 

51.07.15-20 辦理暑

期「玉山登峰隊」領隊

周春江、范發斌、陳清

雲 10 名隊員 

51.05  

「香港難民潮」

51.「古巴飛彈危

機」 

51.02.20 美國太

空人格倫首次完

成外太空飛行，  

52 (1963) 52.03.07 韓漪總幹事召開聯

誼會討論寒假滑雪訓練隊

52.03.10 「第十屆第二次理

監事聯席會」監事石錦主持

討論慶祝青年節及日本大學

來訪 

52.04.27 嚮導委員會排定五

六月星期登山假日遊覽及溯

溪活動表 

52.03.25—04.03 日本大學山

岳部（Nihon University Alpine 

Club）瀨能重衛教授帶領 10

名學生訪華登山 

52.05.04 「中國青年登山協會

省立中興大學分會」成立 

52.10.25-31 林文安、蔡景

璋、林天祥等人登頂卓社大

山、牧山縱走干卓萬山 

52.05.01 

「梁祝電影」旋風 

52.09.12「葛樂禮颱風」

侵襲，北部嚴重水患 

52.11.24 邢天正、伍明

山「首次登臨」無雙山 

52.01.01 邢天正、林文

安、蔡景璋、林天祥謝

永和、鄭健次「首次登

臨」關門山、大石公山 

52.11.22 

「美國總統」甘

迺迪遇刺身亡 

53.08.28 馬丁·

路德「人權鬥士」

發表「我有一個

夢」演講。
52.11.02 東海大

學「路思義教堂」

落成 

53 (1964) 53.7.5--.20「中央山脈探險

隊(南隊)」隊長陳振輝、王

仁隆、劉源標、張學賢，南

起秀姑巒北迄關門山，橫斷

縱走路線，越 17 座三千公尺

高山 

53.7.7-17「中央山脈探險隊

(北隊)」隊長葉錦文、鄭武

揚、劉宏宗，范勇吉，北起

南湖大山，南至碧綠山。 

53.04.12 

「台北市健行會」成立首任會

長張燦堂 

53.4 葉錦鑑、廖家達、呂禮

宏等人八通關馬博拉斯山大

水庫山縱走 

53.05.25-06.14 達芬山、南雙

山頭、三叉山、關山北峰以上

四峰均為「首次登臨」邢天

正、全朝琴 

53 6.20  

「CAT 亞航」台中失事 

53.06.14 桃園「石門水

庫」啟用 

53.9.20 彭明敏教授發

表「台灣人民自救運動

宣言」 

53.7 第一梯谷關「登山

特技隊」「中青」幹部

培訓搖籃，蔣總統親臨

校閱 

53.05.02 中國大

陸首登八千米

「希夏邦瑪峰」 

53.10.10 第十八

屆奧運會日本東

京開幕。 

54 (1965) 54.11.13 賴喜隆率隊量測

「于右任銅像」地基 

54.01.16-21 葉錦文、劉源標

54.3.28 傅維郎、紀淑惠玉山

頂舉行婚禮 

54 警務處發布「戒嚴期間臺

54.03 設立「高雄出口

加工區」為台灣石化與

重工業奠定基礎 

54 「美援」停止 

54.08.09 新加坡

獨立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88%B4%E9%AB%98%E4%B9%90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88%B4%E9%AB%98%E4%B9%90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3%95%E5%9B%BD%E6%80%BB%E7%BB%9F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B%95%E5%93%A1%E6%88%A1%E4%BA%82%E6%99%82%E6%9C%9F%E8%87%A8%E6%99%82%E6%A2%9D%E6%AC%BE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BE%8E%E5%9C%8B%E7%B8%BD%E7%B5%B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E%B7%E6%80%80%E7%89%B9%C2%B7%E8%89%BE%E6%A3%AE%E8%B1%AA%E5%A8%81%E5%B0%94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B%95%E5%93%A1%E6%88%A1%E4%BA%82%E6%99%82%E6%9C%9F%E8%87%A8%E6%99%82%E6%A2%9D%E6%AC%BE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BA%A6%E7%BF%B0%C2%B7%E8%82%AF%E5%B0%BC%E8%BF%AA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BE%8E%E5%9B%BD%E6%80%BB%E7%BB%9F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C%B4%E6%AD%A3%E7%86%99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A%94%E4%B8%80%E5%85%AD%E8%BB%8D%E4%BA%8B%E6%94%BF%E8%AE%8A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A0%B8%E5%AD%90%E5%8F%8D%E6%87%89%E7%88%90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A0%B8%E5%AD%90%E5%8F%8D%E6%87%89%E7%88%90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0%A4%E9%87%8C%C2%B7%E5%8A%A0%E5%8A%A0%E6%9E%97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0%A4%E9%87%8C%C2%B7%E5%8A%A0%E5%8A%A0%E6%9E%97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F%8F%E6%9E%97%E5%A2%99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F%8F%E6%9E%97%E5%A2%99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4%AA%E7%A9%BA%E4%BA%BA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4%AA%E7%A9%BA%E4%BA%BA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BA%A6%E7%BF%B0%C2%B7%E6%A0%BC%E4%BC%A6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A9%AC%E4%B8%81%C2%B7%E8%B7%AF%E5%BE%B7%C2%B7%E9%87%9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A9%AC%E4%B8%81%C2%B7%E8%B7%AF%E5%BE%B7%C2%B7%E9%87%9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A9%AC%E4%B8%81%C2%B7%E8%B7%AF%E5%BE%B7%C2%B7%E9%87%9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88%91%E6%9C%89%E4%B8%80%E5%80%8B%E5%A4%A2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88%91%E6%9C%89%E4%B8%80%E5%80%8B%E5%A4%A2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C%94%E8%AE%B2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D%B1%E6%B5%B7%E5%A4%A7%E5%AD%B8_(%E5%8F%B0%E7%81%A3)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D%B1%E6%B5%B7%E5%A4%A7%E5%AD%B8_(%E5%8F%B0%E7%81%A3)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B7%AF%E6%80%9D%E7%BE%A9%E6%95%99%E5%A0%82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BD%AD%E6%98%8E%E6%95%8F
https://zh.wikipedia.org/wiki/1964%E5%B9%B4%E5%A4%8F%E5%AD%A3%E5%A5%A5%E6%9E%97%E5%8C%B9%E5%85%8B%E8%BF%90%E5%8A%A8%E4%BC%9A
https://zh.wikipedia.org/wiki/1964%E5%B9%B4%E5%A4%8F%E5%AD%A3%E5%A5%A5%E6%9E%97%E5%8C%B9%E5%85%8B%E8%BF%90%E5%8A%A8%E4%BC%9A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7%A5%E6%9C%AC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D%B1%E4%BA%AC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D%B1%E4%BA%A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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陪同韓國登山耆老补鐵岩玉

山隊共八名隊員，過排雲，

下八通關東埔出

54.06.27-07.04 火石山、大南

山、弓水山、頭鷹山以上四

峰均為「首次登臨」邢天正、

丁同三、黃金旺、彭雄芳 

灣省區山地管制辦法」，76 年

廢止。 

54.9.23-10.05 雲峰、轆轆山

兩峰「首次登臨」、邢天正、

丁同三、林錫鯨、胡發章、邱

阿忠 

54.11.11-17 小南山、南

玉山兩峰「首次登臨」

邢天正、全日南 

54.01.03 劉少奇

再度當選「中國

國家主席」 

55 (1966) 55.5.5「中青」出版重要文

獻「臺灣省高山簡記」 

55.5 王雲卿發表「臺灣山岳

一覽表」 

55.07「于右任銅像」落成為

玉山頂新地標直至 85年移除 

55.03.03 「桃園縣山岳會」成

立首任會長楊金成，總幹事張

鐵牛 

55.07.03 「台南市登山會」成

立，首任會長陳文德 

55.7 第三梯谷關「登山特技

隊」 

55「窗外」瓊瑤的故事

55.07 林務局「排雲山」

莊擴建工程完成 

55.05.28 北橫公路正

式通車 

55.5.16 中共發動

「無產階級文化

大革命」社會延

宕 10 年 

55.11.12 明定國

父誕辰日為「中

華文化復興節」 

56 (1967)  56.08.11 西合歡山，蔡景

璋、林文安、丁同三、邢天

正祝賀邢天正完成臺灣高山

攀登計畫 

56.7 第四屆「谷關登山特技

隊」優秀學員簡正德民國 63

年 6 月 25 日登頂北美最高峰

麥肯尼峰為國人最高攀登錄 

56.03.12 蘇哈托政變，

出任印尼總統 

56. （六日戰爭）

第三次「中東戰

爭」 

56.11.19 

「香港無綫電

視」啟播 

57 (1968) 57「翠池探險隊」丁同三帶

領張文溪等 7 名環山上下翠

池，越大雪山，出鞍馬山 

57 「中國青年登山協會成大

分會」改組為「成功大學登

山協會」，簡稱 「成大山協」。 

57.7 第五屆「谷關登山特技

隊」 

57.09.09 「高雄市登山會」成

立，首任會長高志鵬 (前身中

國青年登山協會台灣省高雄

分會)  

57.07 會刊至第 37 期停刊 

57.08.25 「紅葉少棒」

開啟少棒時代。 

57 實施「九年國民義務

教育」。 

57「救國團」縮編，「中

國青年登山協會」裁撤 

57.4.4 「民權鬥

士美國金恩博

士」遇刺

57.01.05「布拉

格之春」「蘇聯」

入侵「捷克」 

58 (1969) 58.06.01「中華全國體育協進

會登山會」成立，徐鄂雲主

任、黃浴沂、劉長泗兩位副

主任，黃浴沂兼任總幹事 

58.02「野外」雜誌創刊 

58.10.31 「中視」開播 

58.10.04 「中華全國山岳委員

會」成立，總幹事蔡禮樂 

58.07.20 美國太空人

阿姆斯特成為第一個

踏上月球的人類 

58.08.15 四十萬人「胡

士托搖滾音樂節」開幕 

58.01.20 尼克

森任美國總統。 

58.03.15「珍寶

島事件」蘇聯與

中共武裝衝突 

三、谷關「登山特技隊」與「中青」 

 

左圖：第一梯 53 年谷關「登

山特技隊」，蔣總統(中立者)

親臨校閱與隊職官及學員

在谷關特戰營區合影，教官

董仲礎（處長）、葛建中（副

處長）、李法能、歐陽琳、

賀國材、房世恩，熊友三、

王凌吼、陸瑞玉、陳國俊、

藍森彬、 

學員 1：協會推薦：盧夏江、

張學賢（黑皮）、王仁隆（鬥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8%98%E5%B0%91%E5%A5%87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8%98%E5%B0%91%E5%A5%87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8%AD%E5%9B%BD%E5%9B%BD%E5%AE%B6%E4%B8%BB%E5%B8%AD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8%AD%E5%9B%BD%E5%9B%BD%E5%AE%B6%E4%B8%BB%E5%B8%AD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C%97%E6%A9%AB%E5%85%AC%E8%B7%AF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98%87%E5%93%88%E6%89%98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84%A1%E7%B6%AB%E9%9B%BB%E8%A6%96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84%A1%E7%B6%AB%E9%9B%BB%E8%A6%96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8%AD%E5%9C%8B%E9%9B%BB%E8%A6%96%E5%85%AC%E5%8F%B8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E%87%E8%88%AA%E5%91%98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E%87%E8%88%AA%E5%91%98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0%BC%E5%B0%94%C2%B7%E9%98%BF%E5%A7%86%E6%96%AF%E7%89%B9%E6%9C%97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3%A1%E5%A3%AB%E6%89%98%E9%9F%B3%E6%A8%82%E7%AF%80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3%A1%E5%A3%AB%E6%89%98%E9%9F%B3%E6%A8%82%E7%AF%80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0%BC%E5%85%8B%E6%A3%AE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0%BC%E5%85%8B%E6%A3%AE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BE%8E%E5%9C%8B%E7%B8%BD%E7%B5%B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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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陳振輝（大象）、賴喜隆（山貓）、吳榮棋（番王）、盧俊傑（小象）、鄭武揚、劉宏宗 

學員 2：學校推薦：林芝、蕭澄君、洪君訓（大象陳振輝夫人）、呂寶蓮 

第三梯登山特技隊民國 55 年班（1966）： 

隊值教官：董仲礎（處長）、葛建中（副處長）、李法能、歐陽琳、賀國材、房世恩、王凌吼、陸瑞

玉、陳國俊、藍森彬 

學員：錢圓昆、何桂香、陳秀貞、陳銘崇、蔡宗銘、謝啟大、劉揚華、袁鳳生、曾世欽、劉弘毅、

郭仙緣、李杏金、葉美玲、賴悅琴、賴仁仁、陳淑娟、高清芬、張建才、林秀珠、孫顯明、陳禮祥、

陳再春、楊文政、陳兆福、蔡清彥、陳盛泉、洪義德、陳榮裕、陳文光、張正祥、葉憲宗、劉克明、

陳永儀、林武勳、李芳斌、王重生、劉守隆、呂宗隆、林豪信、柯志睿、張文溪、陳桂仁、黃一元、

呂良慈、黃平豐、謝美、吳超、江英村共 48 人。 

登山特技隊民國 56 年班（1967） 

隊值教官：董仲礎（處長）、葛建中（副處長）、李法能、歐陽琳、賀國材、熊友三、房世恩、王凌

吼、陸瑞玉、陳國俊、藍森彬。 

學員：簡正德（1975 年 6 月北美最高峰麥肯尼峰登頂）臺灣海外攀登的紀錄由他開始寫起。 

登山特技隊民國 57 年班（1968） 

學員：林宏洋、鄭明宏兩位在當時山界非常活耀，尤其鄭明宏還擔任「台灣省山岳會」技術組長。 

谷關「登山特技隊」是「中國青年登山協會」「中青」的幹部培訓搖籃 ，該活動屬「救國團」暑期活

動之一自 53 年至 57 年共辦五個梯次，部分學員由各學校遴選，另一部分由「中青」指派幹部參加，

培養人才，可以看出「中青」當時與救國團及軍方的關係良好。 

圖: 「中青」會刊【登山】第十七期，民國 45年 10月 31日(1956)出刊， 

會址：台北市中山北路一段 46號。 

 

「中青」在「時代考驗青年、青年創造

時代」渾屯艱困的十六年頭中，發揮了

階段性任務，包括組織青年、社團運作、

團康活動、戰鬥訓練（野營、登峰、探

險）、健行活動及心理諮商。包括「總

統蔣公誕辰萬人登山祝壽活動」、「紀念

國父誕辰萬人登山大會」、「慶祝楊森將

軍誕辰祝壽登山大會」、「慶祝青年節萬

人登山活動」等類型紀念登山活動」。 

第九期後因故暫停，至民國五十一年元

旦更名為(山)重新出刊，一直到五十七

年七月的三十七期為止。 

 

本文另一層動機乃肇始民國 102 年（2013）營建署「台灣登山史」版或民國 94 年（2005）李希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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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台灣登山史」版，兩者在社會變遷角度並無太多著墨。 

擬由政治、經濟與社會三個面向，列出台灣社會變遷與登山活動的相互關係。再者受限於資源有限，

在時間向量上以「中青」前後一十六年為縱軸（民國 42 年至 57 年 1953-1968），橫軸以國內登山

指標性大事為基礎，輔以當時的社會環境及政治經濟因素，來呈現不同時間、地域或行為，如何以

各自的立場回應現實、再現歷史，期藉此觀察登山活動如何與歷史對話，甚或探討登山活動與社會

變遷的關聯性。 

圖:「國立成功大學中國青年登山協會成大分會」校方

核定的學生活動使用章。 

「中青」 除定期通訊刊物外，重要留存出版品為 55

年 5 月 5 日巨人出版社印製的「臺灣省高山簡記」， 以

下稱「高山簡記」，前言裡總幹事韓漪說「在整個登

山運動史上，這本書只是一個旅驛，但並不是終站。

它的目的是：記下登山者戰鬥的史蹟；為愛山者，指

出一條奮鬥的途徑。」4 

 

 

 

四、「中青」重要出版刊物 

「高山簡記」以人物誌及活動紀錄帶出那個年頭的史料包括刑天正

先生主要攀登紀錄，刑天正說「聞擬著臺灣高山遊記以共登山同好

之參考及愛好山水人士之臥遊」，茲轉錄第三段「三、大霸尖山、雪

山縱走」時間民國 48 年 3 月 28 日至 4 月 3 日參加人員李明輝、李

榮顯、陳茂修、蔡景璋、何張明儀、陳永年、廖守彥、高碧霞、蔡

峯子。再者林文安先生簡歷寫到「對荒山探查尤富毅力曾多次創立

臺灣光復後業餘登山界之首開紀錄個人三千公尺高山攀登紀錄表」。

後學者尚有張學賢、陳建地、韓漪、陳振輝、葉錦文、范勇吉、林

錫鯨等資料性文章。 

 

 

 

 

五、「中青」重要探勘活動 

53 年 7 月 5 日至 20 日(1964) 中央山脈探險隊(南隊)，南起秀姑巒北迄關門山，橫斷縱走路線，越

17 座三千公尺高山。隊長陳振輝、王仁隆、劉源標、張學賢。 

53 年 7 月日至 17 日(1964) 中央山脈探險隊(北隊)，北起南湖大山，南至碧綠山。隊長葉錦文、鄭

武揚、劉宏宗，范勇吉。上述南北兩支探險隊完成後在「高山簡記」說 「說我們不敢稱之為壯舉……..

除邢天正的尖山三叉山關山卑南大山縱走，以及林文安韓漪及林總幹事先後完成的大霸尖山斯米

 
4 「臺灣省高山簡記」55 年(19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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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山雪山大縱走，可以比擬之外，一般路線均難望其項背。我們毫不誇張地說這一連串活動，可

說是我國登山運動的極致，如果可能的話，今後我們希望能向海外發展-向世界屋脊-喜瑪拉雅進軍。」
5 可以看出當時他們的豪氣干雲，我這小輩受他們的薰陶追尋前輩的腳步，1980 年後在喜瑪拉雅，

喀拉崑崙或帕米爾的海外發展，都有我們的腳印。 

 

六、國際交流： 

「中青」與「日本大學山岳部」登山交流 

「日本大學山岳部（Nihon University Alpine Club）6 」訪華登山，民國 52 年 3 月 20 日至 4 月 25

日（1963）共 37 天由救國團與「中國青年登山協會」負責接待與行程安排，「中青」成立接待小組，

常務理事張歐元、陳進財、陶斯詠（台大學生）、監事周春江、劉增善副總幹事、聯絡組林自成。 

確定行程「雪山大霸隊」與「南湖中央尖隊」同時進行活動後全返回台北會師全部參加「玉山登峰

隊」日方學員各五名分兩邊隊伍。 

 

圖：領隊瀨能重衛教授（前

排右二）、韓漪（前排右一）、

邢天正（後排右二）、范發斌

（後排右一）與學生隊員共

11 人，包括神崎忠男7（左二）、

齋藤磨積（左四）、青木潤（左

一）、林博（左三）、川口羊

之介（後左一），広田亮、小

栗孝康、関孝治、長島宏、

山平靖，行前合影）  

   

「雪山大霸隊」日方隊員広田亮、小栗孝康、関孝治、長島宏、山平靖五人，陪同人員總幹事韓漪

與嚮導委員林伯仁、傅維郎、馬春木（連山胞共 14 人），由新竹尖石入山，攀登大霸尖山縱走雪山。 

「南湖中央尖隊」日方隊員神崎忠男8、齋藤磨積、青木潤、林博、川口羊之介五人，陪同人

員邢天正及登山技術委員會范發斌； 3 月 25 日由南山村上，攀登三千公尺審馬陣山、南湖北峰、

東峰、主峰、巴巴山、中央尖主峰、東峰 4 月 3 日返台北。邢天正為文說「隊員訓練有素，神崎忠

男在南湖東峰拍攝不少紀錄影片」，邢天正與神崎忠男一起行動登中央尖山主峰與東峰。 

「玉山登峰隊」乃「雪山大霸隊」及「南湖中央尖隊」兩隊行程結束後在台北會師，領隊瀨能重衛

教授率所有日本大學山岳部學生 10 人 4 月 3 日出發轉往玉山，陪同人員為常務理事陳進財、嚮委

陳炳賢，由阿里山上，過排雲上主峰，原路返下和社水里日月潭至 4 月 11 日返台北。 

「南湖中央尖隊」隊陪同人員邢天正在會刊「山」52 年 4 月 30 日第七期為文， 

韓漪也在會刊「山」第七期為文「從日大登山隊訪華兼談我國登山運動之發展」說日大隊員訓練有

 
5 「臺灣省高山簡記」55 年(1966) p.75 
6  http://www.nualpine.com/ 
7 日本山岳協會 (Japanese Mountaineering Association) 理事長 
8 日本山岳協會 (Japanese Mountaineering Association) 理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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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謙誠有禮優秀之時代青年，服從性高，極為尊重本會之領隊，學習情緒很高，在活動途中不時

利用特殊地形做技術之鍛鍊，充分做到互助合作甘苦與共安危同當。 

感想是深覺我國登山界之間亟需加強聯繫，捐棄成見屏除門戶觀念，共同發展我國登山運動。 

 

圖：雪霸縱走隊日方隊員広田亮、小

栗孝康、関孝治、長島宏、山平靖五

人，大霸尖山頂留影。陪同人員總幹

事韓漪韓漪（前排右二）、嚮導委員林

伯仁、傅維郎、馬春木（前排右一）

馬春木「台北市健行會」創會元老、。

（連山胞共 14 人） 

 

 

 

 

 

 

「中青」與「韓國特殊體育會」登山交流 

民國 54 年(1965) 01 月 16 日至 21 日，「韓國特殊體育會」台灣玉山遠征隊領隊朴鐵岩教授，「中青」

由葉錦文、劉源標負責接待與行程安排，韓國登山耆老补鐵岩領軍共八名，應為李九容(李求鎔)、

元正熙、金熙燦、李鍾麟、田横奎、韓均達、孫容一，過排雲，上南峰、主峰、北峰下八通關東埔

出，韓國隊背負甚重，北峰斷厓崩岩極為恐怖，所幸有驚無險。 

圖: 54 年(1965) 01 月 11 日總

幹事韓漪(左四)及總幹事劉

增善(前排右一)松山機場接

機「韓國特殊體育會」玉山登

峰隊領隊朴鐵岩(左三)隊員

是各校遴派一名(隊員含金禎

燮及東國大學李九容) 

 

七、結語： 

歷史是指已發生過的行為和

事件，被記載的歷史，旨在為

過去留下記錄，然而非只有史

學家才能記錄歷史，登山活動

的運作與進行會受到時間、地區與史觀等因素影響，也會依當時的心境再現，反映外在變化而這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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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種歷史的記載或對歷史的回應。 

 “登山不是經國大事，也無關民生禍福，但卻是人與大自然相親或相搏的真實活動，所以登山的歷

史，在嚴肅、真切中有無畏的挑戰，成功的歡欣，以至深沉的悲痛和值得傳承的經驗”9 。 

關於中國青年登山協會略史，本人以另一角度與方向來呈述前後一十六年，除協會大事記外加國內

登山指標性大事，以年度為基礎同時考量當時的社會環境及政治經濟因素，事件都有其因果關係，

我認為具有一定程度的影響力與擴張力。 

圖：民國 53 年 3 月 (1964)日本大學山岳部 (Nihon University Alpine Club) 領隊瀨能重衛教授，贈

日本「明文堂」「世界山岳全集」共 13 冊，圖為瀨能重衛教授捐贈手稿。 

最後談到台灣登山史有意義而重要的資

料，無庸致疑要緣用李希聖先生「台灣

登山史」，書頭上道明這份文稿是「一個

奮鬥上進的過程」，個人由衷的感佩與感

激他的奉獻。 

引用「臺灣省高山簡記」前言裡總幹事

韓漪說 

「人鑒於生命有個極限，總想在這世間

留下一點什麼。我們沒有甚麼值得炫耀

的東西留下來，那印在荒山絕嶺上的足

跡又不能夠共人閱讀，因此，我們決定

留下這樣一本書。 

 這本書裡沒有曲折離奇的故事，沒有高潮迭起的情節，也沒有香豔悱惻的感人之處。然而書中

的每一個章節，都是登山者冒著生命的危險，付出艱苦卓絕的代價，所刻畫出來的慷慨激昂的戰鬥

之歌。」10 

總的來說，青年山協一十六年生存與發展的時間，並不算長，它的「國家級」地位，與活動的方式，

也難免令人或其他老社團「另眼看待」，但它取得的成就，尤其對台灣登山界的影響，卻無法不承

認；除出版總結當時高山活動的《高山簡記》以外；就是後來如「民生報」、《野外》雜誌的發行，

以及「喜馬拉雅俱樂部」的成立與海外登山活動的推行，也都自此發動或有其深淵源。11 

至於民國 102 年 6 月(2013)營建署版「台灣登山史」，山友林友民看法「就是記事這一冊缺乏脈絡，

可能是編寫的作者對於台灣登山發展過程不甚了解，無法掌握什麼是重要什麼是次要的，比起李希

聖先生的「台灣登山史」差了一大截」。近日與李老山友三天兩頭見面，漫談資本主義必敗論，他

對營建署版的「台灣登山史」看法是頭重腳輕，對書名也有嘀咕著為何要用相同名稱，我倒認為營

建署版資料一缸不知所云 ，再者明朝已有「元史」及「元朝秘史」，清末民初新撰的「新元史」，

 
9 李希聖「臺灣登山史」2005 
10 「臺灣省高山簡記」55 年(1966) 
11  李希聖「臺灣登山史」2005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6%B0%E5%85%83%E5%8F%B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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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九年「新元史」刊為正史，為二十五史最晚列入，意思是後人作史要避開前人的名稱。 

臺灣具有特殊的歷史地位，歷經多次社會經濟乃至政治的更迭，也有大自然劇變的災害，這些歷史

事件都深刻影響臺灣運行的腳步。 

再者師大教授林玫君的「台灣登山一百年」說「直到今日，登山活動已經成為擁有相當穩定人口的

戶外運動，一個多世紀以來，登山者憑著堅實的步履，在蜿蜒曲折的山徑中，踏出豐富多彩的百年

登山史。」 

一個人民團體的盛衰與實際領導人的作為關係甚大，第五屆至第七屆(46 年-48 年)總幹事梁維孝為

救國團專員....平時多以團務為重，幹事部失掉重心會務頓陷低潮，至四十九年五月後會務完成

癱瘓。會刊「登山」45 年 10 月 31 日第十七期後因故暫停，至民國五十一年元旦更名為「山」

重新出刊，一直到 57 年 7 月的第三十七期為止。 

經第「八屆會員大會」委任韓漪出任總幹事，積極推動才有五十三年中央山脈南北探險隊的

創舉及五十二年接待日本大學登山隊的國際交流。  

「中青」雖然是登記有案的人民團體，若組織內無有識人士倡導永續經營慨念，且與救國團關係

太緊密而扯不清，則終是明日黃花，未若同期創會的台北市登山會、早覺會、台北市健行會，目

前還在運作辦活動出刊物。「中青」的結構體是總幹事制，總幹事對會員大會負責，會長

一職看似有此頭銜，但細究只是要便宜行事，如「救國團」主任蔣經國與防衛司令劉安祺將

軍均擔任前四屆會長，雖是過往煙雲，但它的成就尤其對臺灣山界的影響卻無法不承認 p.92 

李希聖說【總的來說，「中國青年登山協會」十六年生存與發展時間並不算長，它的國家級身份

與活動方式，難免令人或其他老社團(另眼相看)…………………….但它取得的成就，尤其對臺灣登

山界的影響卻無法不承認。】12。 

 

備註：說明「大事紀」製表裡「首次登臨」是「光復後登山團體首次登臨」簡稱，「中青」民國 55

年出版「臺灣省高山簡記」，邢天正紀錄用的文字「光復後登山團體首次登臨」，為節省篇幅「大事

紀」用「首次登臨」，而林文安紀錄用的文字「光復後首次登頂」。兩者著重在「光復後」邢天正提

出「登山團體」是尊重量測人員；原住民或其他任務或活動者早已登臨，本表採用邢天正的看法。 

 
12 李希聖「臺灣登山史」2005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6%B0%E5%85%83%E5%8F%B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