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 全國登山研討會簡章
一、活動說明
(一)指導單位：內政部營建署
(二)主辦單位：玉山國家公園管理處
(三)承辦單位：社團法人臺灣山岳文教協會
(四)協辦單位：
政府單位：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教育部體育
署、內政部消防署、內政部警政署、交通部觀光局、太魯閣國
家公園管理處、雪霸國家公園管理處
民間單位：中華民國山岳協會、中華民國健行登山會、中華民國山難救
助協會、財團法人希望基金會、歐都納戶外體育基金會
(五)會議時間：109 年 9 月 18〜19 日(星期五~六)
(六)會議地點：經典大飯店范特奇堡

049-2899999

（南投縣魚池鄉秀水路 69 號

http://www.classic-group.com.tw/）

(七)與會人數：預計共 160 人，額滿為止
全國登山研討會 網站：http://taiwanmt.nchu.edu.tw/
二、研討會主題：《敬山·近山—熊愛玉山、勇於承擔》
去年(108 年)行政院蘇院長代表政府宣布開放山林政策，以「開放山林、
向山致敬」為主軸，除國安與生態保育區外，以全面開放為原則，全面提升
登山運動環境，訂定「開放」
、
「透明」
、
「服務」
、
「教育」與「責任」五大面
向，是歷年來最完整、全面的登山政策，執行至研討會舉辦日期正好屆滿周
年，值此時刻特別適合進行政策回顧，並期待在這個基礎上，務實地邁向登
山發展下一步。
今年「2020 全國登山研討會」輪由玉山國家公園管理處接辦，國家公園
肩負國家保育工作，念茲在茲的就是維護生態系平衡，
【臺灣黑熊】是生態學
上的庇護物種(指擔任保護傘作用的動物，若臺灣黑熊在森林中生活的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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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可以同時保護到其他許多物種及棲息地)。而臺灣黑熊現存族群數量約為
200~600 隻，出沒於臺灣中央山脈海拔 1,000-3,500 公尺的山區。早期因開發
導致棲息地喪失，臺灣黑熊的數量在下降中，在《野生動物保育法》
，臺灣黑
熊被列為瀕危等級。90 年臺灣黑熊被選為臺灣最具代表性的野生動物，不少
臺灣公司、企業、地方政府，都選用臺灣黑熊作為吉祥物，是著名的臺灣意
象之一。知名導演兼製作人麥覺明歷時 11 年在玉山園區拍攝的紀錄片《黑
熊來了》，也於 108 年 12 月 13 日全臺上映。綜上，本次「2020 全國登山研
討會」主軸標題定為【敬山˙近山—熊愛玉山 勇於承擔】。
三、報名須知
(一)報名截止日期：109 年 08 月 20 日（或額滿為止）。
(二)報名方式如下，報名查詢專線(02)2755-0088 黃小姐：
1.於 2020 全國登山研討會網站(taiwanmt.nchu.edu.tw)填寫報名表。
2.下載並填寫報名表後，傳送 Email 至：taiwanmt@ms24.hinet.net 或傳真至：
(02)2703-3320 (存檔名：（王小明）2020 全國登山研討會)
3.填寫報名表注意事項：
(1)個人資料請務必確實填寫，資料不全者不予受理。
(2)餐飲葷素未勾選者一律備葷食。
(3)交通方式、代訂住宿請參閱報名表內容，並依項目勾選確認。
(4)請自備水壺（杯子），大會不提供免洗杯具。
(5)住宿推薦：經典大飯店 (南投縣魚池鄉秀水路 69 號)
四、研討會主題
本次研討會的主軸：《敬山·近山—熊愛玉山、勇於承擔》，共規劃成四
大主題進行研討，分項主題說明如下：
(一)從他山之石到健全制度→健全責任管理
開放山林政策之「開放」
、
「透明」
、
「服務」
、
「教育」與「責任」五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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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軸，實際作為包括國家公園及林務局轄下保護區申請進入單一窗口的
設立、各縣市山地管制區的逐一解除、林道管車不管人、簡化入山申請程
序及縮短作業天數、整建山屋設施及改善山區通訊、同步推廣山野教育與
山岳嚮導培訓、修訂「國家賠償法」與落實登山者自主管理等措施。本項
議題將聚焦開放山林政策的成果回顧與展望。
在過去，6 個地方政府為因應事故頻傳、加強意外事故預防管理，以
求減少浪費國家救援資源的事故態樣，相繼訂定自治條例據以執行，並已
有依法罰款、要求支付搜救費用的案例，在登山界引發廣泛討論。部分地
方政府吸取實務經驗後，同時配合山林開放政策方向，將自治條例的立法
重心放在救援管理，以免混淆消防單位核心權責。本項議題亦將檢視山林
開放政策對於法制規範面的實質影響。
(二) 從安全教育到生態自律→推動登山教育
山林開放政策的推動，需透過登山教育培養的自律精神，登山自律除
了安全自律，另一面向則是生態自律，從環境倫理的高度重新檢視登山教
育內容，在觀念宣導方面，應從靜態保育管制轉化為積極的永續登山理念，
培養登山者成為「生態人」，在具體的登山行為中融入永續概念。
此外，登山活動可提升國人之健康，本議題擬從高山生理醫學角度切
入，透過專業人員解構人體生理、運動傷害復健與體能鍛鍊等，探討永續
登山的重要內涵，從而降低發生山域意外事故的安全之道。
(三) 從發現問題到尋找策略→落實服務設施
登山健行是國人在山域地區之主要遊憩活動之一。山域步道管理因
不同管轄法規及機關作業習慣不同，在步道分類分級上會產生差異，與之
對應的設施計畫、管制服務措施，也隨之有差異。因此，一旦橫跨兩個以
上的轄區就會面臨分級基準不一致的問題，對於行政管理或使用者習慣
均有不利影響，若有一體適用的步道分級原則，同時兼顧步道連續性事實，
並讓轄區管理單位有統一可援用的基準，也可以簡化政府機關間的協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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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健全步道發展有相當的助益。
如何建構統一的分級架構，可以因地制宜同時兼具整體性，除了從法
制面、環境面探討外，亦可從體能分級（登山生理學）的角度切入，建構
新的分級方式，讓登山使用者有一個可以依循的標準。
(四) 從現況檢討到未來發展→建構務實產業
開放山林政策投入經費整建山屋和步道，企圖優化臺灣登山環境，山
屋的發展應兼具環境維護、安全避難、旅遊服務等角色，山屋的設置需搭
配步道發展定位，在荒野型路線上應儘量不設置山屋，以維持其原始性；
對於大眾型路線，則應透過山屋的服務與管理機制，減輕人群對環境的影
響，兼顧環境保護與山岳旅遊發展。
山屋的管理運營與登山產業發展息息相關，若要提升山屋服務品質，
亦需建構適當的登山產業鏈，持續培養相關人才、深化傳承，才能建構優
質的山屋文化。國內的山屋由政府編列預算興建及維護，山屋管理及環境
維護由政府自行管理或訓練志工、委託民間專業單位管理，山屋服務主要
透過民間協作產業提供。本項議題希望著重山屋使用、山屋相關產業的討
論，為登山產業發展找到新的出路。
五、2020 全國登山研討會議程規劃
(一)研討會分場方式：分為論文報告發表及論壇座談等 2 種類型。
(二)論文報告發表場：主持人 1 人跟與談人 1-2 人，90 分鐘。
(三)論壇座談場：主持人 1 人跟與談人 3-5 人，90 分鐘。
(四)時間、地點及議程：
時間：109 年 9 月 18-19 日(星期五~六)
地點：經典大飯店(南投縣魚池鄉秀水路 69 號 049-289 9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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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全國登山研討會】議程
民國 109 年 09 月 18 日（星期五）
10:00〜10:30

報

10:30〜11:00

開幕式：主席與貴賓致詞 (經典大飯店 R 樓頂樓 奧丁廳)

11:00〜12:00
12:00〜13:30
13:30〜15:00

到

(0830 大會接駁車高鐵烏日站 6 號出口集合至會場)

專題演講：臺灣山林開放後的期許與提升
講者：麥覺明（製作人、導演、MIT 節目主持人）
午 餐

地點：1 樓帕拉薩殿

＊報告發表 分 2 主題（A 奧丁廳、B 阿格里帕廳）

報告發表
A.健全責任管理
B.推動全民教育

A1 山林開放政策回顧與展望

B1 登山安全教育~登山醫學

15:00〜15:30

休息、茶敘時間

15:30〜17:00

＊論壇座談 分 2 主題（A 奧丁廳、B 阿格里帕廳）

論壇座談
A.健全責任管理
B.推動全民教育
18:00〜19:30
19:30〜21:00

A2 健全責任管理與安全自律

B2 永續登山教育與生態自律

晚 餐 地點：1 樓勒梅殿
《黑熊來了》電影欣賞

地點：奧丁廳

民國 109 年 09 月 19 日（星期六）
06:00〜08:00
晨光步道（自由探訪）
08:00〜08:30
報 到
08:30〜10:00 ＊報告發表 分 2 主題（C 奧丁廳、D 阿格里帕廳）
專題報告
C.落實設施服務 C1 穿越時空變遷 史詩級步道 D1 落實服務設施~山屋管理
D.建構務實產業
10:00〜10:20
10:20〜11:50

休息、茶敘時間
＊論壇座談 分 2 主題（C 奧丁廳、D 阿格里帕廳）

論壇座談
C.落實設施服務
D.建構務實產業

C2 建立登山步道分級 統一基準 D2 建構山屋文化與產業發展

12:00〜13:00

午 餐

地點：1 樓帕拉薩殿

13:20〜14:50

＊共識會議及各場次結論報告

14:50〜15:00

大會交接與閉幕儀式(2021 主辦單位林務局接旗)

(R 樓奧丁廳)

散會，《2021 全國登山研討會》再見！
(大會接駁車前往高鐵烏日站)
備註：實際議程請以大會手冊為準。
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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