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 全國登山研討會】議程
時間：2019 年 9 月 27-28 日（星期五~六）地點：大板根森林溫泉酒店
民國 108 年 9 月 27 日（星期五）
09:00～10:00 接駁車（永寧捷運站或板橋火車站）往會場
10:00～10:30 報到（大板根森林溫泉酒店二樓）
10:30～11:00 開幕式、貴賓與長官致詞（麗水廳）
11:00～12:00

專題演講：從運動觀點談全民登山發展策略
講
者：李彥樑（雪豹樂活海外登山健行團隊 執行總監）

12:00～13:30

午餐（中餐廳）

13:30～15:30

換場分 A（麗泉廳）/ B（麗景廳）兩場次

【場次一】

專題報告
研討論壇

A1 山域開放與服務管理

B1 戶外健身房理念

主持人：黃楩楠
與談人：林忠杉、鄭伊娟
報告人：吳瑋涵、陳乾隆、蔡繁燈

15:00～15:30

換場分 A（麗泉廳）/ B（麗景廳）兩場次

15:30～17:00
【場次二】

專題報告
研討論壇

主持人：呂忠仁
與談人：林真夙、陳龍弘
報告人：張洊豪、崔祖錫、陳彥成
休息、茶敘時間

A2 登山安全配套機制

B2 山林環境發展願景

主持人：楊模麟
與談人：莫懷祖、吳瑞霖、張嘉文
報告人：陳建忠、何明興、林鴻昆

主持人：張弘毅
與談人：許書國、陳耀煌
報告人：蔡日興、黃瑞明、連志展

18:00～19:30

晚餐（麗宴餐廳） 2017 棲蘭越野跑影片播放
民國 108 年 9 月 28 日（星期六）

06:00～08:00

園區步道自由探訪（一環 30 分鐘、二環 60 分鐘、三環 90 分鐘）
早餐 7:00~8:00（大板根住宿限定）

08:00～08:30

報到，分兩場次 A（麗泉廳）／B（麗景廳）

08:30～10:00

換場分 A（麗泉廳）/ B（麗景廳）兩場次

C1 登山產業發展
【場次三】

專題報告
研討論壇

D1 登山自律的內涵

主持人：鍾銘山
主持人：黃一元
與談人：張志湧、蔡及文
與談人：張少熙、林純徵
報告人：董威言、黃建雙、黃延任、賴介中 報告人：林乙華、徐銘謙、鄭廷斌
楊正雄、洪振豪
李美涼、錢煥欽、李偲弘

10:00～10:20

休息、茶敘時間（前廊區）

10:20～11:50

換場分 A（麗泉廳）/ B（麗景廳）兩場次

【場次四】
論文報告
專題座談

C2 山野運動多元化發展
主持人：吳夏雄
與談人：莊靜真、王力恆
報告人：黃偉峰、呂忠翰、鄭炳宏

D2 登山安全與山野教育之實踐
主持人：陳永龍
與談人：蔡玫君、程 鯤
報告人：羅琬臻、莊永隆、陳俊豪、徐敬容

12:00～13:00
午餐（中餐廳）
13:20～14:50 共識會議與各場次結論報告（麗水廳）
14:50～15:00 閉幕式與交接（授旗 2020 年辦理單位：營建署玉山國家公園）
15:20～

散會！【2020 全國登山研討會】再見！

搭乘接駁車前往板橋火車站及永寧捷運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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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場次主題主持人、論文專文報告人及題目、引言人及與談人】
主題/內容
專題演講
9/27（五）
11:00～12:00

【A1 場】
9/27（五）
13:30～15:00
專題報告
研討論壇

【B1 場】
9/27（五）
13:30～15:00
專題報告
研討論壇

【A2 場】
9/27（五）
15:30～17:00
專題報告
研討論壇

【B2 場】
9/27（五）
15:30～17:00
專題報告
研討論壇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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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5 分鐘
與談人 / 引言人：2 人，每人 10 分鐘；3 人，每人 8-10 分鐘；4 人，每人 8 分
報告人：3 人，每人 13 分鐘；4 人，每人 10 分
開放互動：30 分 結語：5 分
專題演講：從運動觀點談全民登山發展策略
講
者：李彥樑（雪豹樂活海外登山健行團隊 執行總監）
主持人：黃楩楠（中華山岳協會黃理事長）
與談人：林忠杉（太魯閣國家公園管理處秘書）
鄭伊娟（林務局育樂組科長）
報告人：吳瑋涵（台灣戶外安全推廣協會理事）
第三方協同留守平台之建構與實測
陳乾隆（營建署國家公園組科長）
提升山域服務品質－國家公園山屋整體改善計畫
蔡繁燈（福爾摩沙山難預防協會理事長）
山林解禁之後─登山風險之預防管理
主持人：呂忠仁（體育署全民組組長）
與談人：林真夙（國民健康署研究員）
陳龍弘（國立體育大學教授）
報告人：張洊豪（山域體能體能教練）
戶外健身房概念與實踐
崔祖錫（文山社大講師）
建構都會綠道發展城市觀光～以台北市「越嶺道」為例
陳彥成（台北市政府大地工程處科長）
台北大縱走 一生一次的壯遊
主持人：楊模麟（雪霸國家公園管理處處長）
與談人：莫懷祖（消防署搶救組組長）
吳瑞霖（中華民國產業保險公會主任）
張嘉文（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專員）
報告人：陳建忠（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羅東林區管理處技士）
提升登山安全—以山徑里程及通訊標示系統與魯地圖合作為例
何明興（台灣國際航電股份有限公司資深經理）
登山安全與救援利器 inReach 手持式衛星定位雙向發報器
林鴻昆（巴黎管理顧問公司副理）
登山保險
主持人：張弘毅（林務局育樂組組長）
與談人：許書國（營建署國家公園組科長）
陳耀煌（中華民國山難救助協會秘書長）
報告人：蔡日興（山谷登山會發起人）
提供登山安全保障—台灣山屋發展定位
黃瑞明（黃瑞明建築師事務所建築師）
山屋規劃設計監造施工經驗分享—
以能高越嶺國家步道天池山莊新建工程為例
連志展（台灣生態登山學校理事長）
台灣推動 LNT 的在地化策略與行動建議

【C1 場】
9/28（六）
08:30～10:00
專題報告
研討論壇

【D1 場】
9/28（六）
08:30～10:00
專題報告
研討論壇

【C2 場】
9/28（六）
10:20～11:50
專題報告
研討論壇

【D2 場】
9/28（六）
10:20～11:50
專題報告
研討論壇

主持人：黃一元（中華健行登山會理事長）
與談人：張少熙（台師大體育系教授）
林純徵（林務局新竹處主任）
【登山產業之現況與困境】
引言人：董威言（資訊業經理）
臺灣商業登山活動之管理—
借鏡美國國家公園管理局商業服務之體制與經驗
【登山服務具體做法分享座談】
黃建雙（歐都探索旅行社企劃總監）
黃延任（高雄百岳戶外裝備業務經理）
賴介中（慕峰戶外休閒有限公司嚮導）
李美涼（冒險精靈負責人）
錢煥欽（米亞桑/嘉明湖山屋管理員）
李偲弘（那米哥國際旅行社主任）
主持人：鍾銘山（玉山國家公園管理處處長）
與談人：張志湧（台灣山岳文教協會常務理事）
蔡及文（登山補給站站長）
報告人：林乙華（基地營自然探索公司負責人）
自律亦自由的登山行動
徐銘謙（台灣千里步道協會副執行長）
借鑒國際步道制度框架看登山自律環境之建構
鄭廷斌（高關懷講師）
自律～情感與價值的連結
楊正雄（農委會特有生物研究保育中心助理研究員）
冒險與求知的結合：公民式參與科學與 iNaturalist 的介紹
洪振豪（執業律師）
從憲法基本權探討山域事故搜救「使用者付費」的妥適性
主持人：吳夏雄（台灣山岳文教協會理事長）
與談人：莊靜真（觀光局阿里山風景區管理處副處長）
王力恆（體育署全民組科長）
報告人：黃偉峰（中華民國山岳協會國際組組長）
山野運動多元化發展—國際越野健行活動在台灣
呂忠翰（全人實驗高級中學戶外探險教師）
多元化登山發展 邁向國際登山舞台
鄭炳宏（仙龍戶外探索有限公司）
溯溪活動的產業發展困境
主持人：陳永龍（台師大公領系副教授）
與談人：蔡玫君（體育署學校體育組科長）
程鯤（歐都納戶外體育基金會董事長）
報告人：羅琬臻（新北市立豐珠國中輔導主任）
從豐小妹的生命蛻變反思山野教育
莊永隆（新北市立烏來國民中小學導師）
山，我回來了—烏來泰雅族學生山野循跡之旅
陳俊豪（臺南市口埤實驗小學教師）
原民部落的山野探險記
徐敬容（臺北市立芳和實驗國民中學 教師兼訓育組長）
山野教育在都市裡的公立國中如何發展？
以臺北市芳和實驗國民中學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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