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 全國登山研討會】議程
時間：2018 年 10 月 26-27 日(星期五~六)

地點：南投縣惠蓀林場

民國 107 年 10 月 26 日（星期五）
10:00～10:40 報到：惠蓀林場-會議中心
08:30 大會接駁巴士(高鐵台中站-惠蓀林場)
10:40～11:10 開幕式：主席與貴賓致詞
11:10～12:00 專題演講：臺灣人的登山美學 / 中央通訊社 劉克襄董事長
12:00～13:30
午餐（會議中心戶外區）
13:30～15:30
專題論壇 1（A 國際會議廳、B 小會議廳）同時進行
A1《綠道山林論壇一》
B1《原鄉山林論壇一》
【場次一】
主 題：國家綠道網路建構
主 題：部落發展登山健行產業
論文報告
主持人：曾旭正
主持人：李炎壽
專題論談
與談人：劉克襄、楊長鎮、林華慶
引言人：馬惠達、曾偉宏、謝博剛、吳夏雄
經驗分享
報告人：周聖心、林崇智、李嘉智、吳茂成 報告人：郭育任、谷明光、楊凱琳、鄭文惠
15:30～16:00
休息、茶敘時間（會議中心前廊區）
16:00～17:30
專題論壇 2（A 國際會議廳、B 小會議廳）同時進行
A2《綠道山林論壇二》
主 題：山徑設施發展
主持人：黃楩楠
與談人：林忠杉、張弘毅
報告人：吳俊霖、陳乾隆、陳歆怡

B2《原鄉山林論談二》
【場次二】
主 題：以原鄉社區特色結合古道舊社發展
論文報告
生態登山健行
專題論談
主持人：陳美惠
經驗分享
與談人：王迦嵐、林晨意
報告人：陳芃伶、鐘正志、包基成
18:00～19:30
晚餐（惠蓀林場餐廳）
19:30～20:30 電影欣賞：森林護衛隊（簡餐區會議室）
民國 107 年 10 月 27 日（星期六）
06:00～08:00
08:00～08:30
08:30～10:00
【場次三】
論文報告
專題座談
10:00～10:20
10:20～11:50
【場次四】
論文報告
專題座談
12:00～13:00
13:20～14:50
14:50～15:00
15:00～

晨光健行：林場自然步道巡禮／早餐(07：00～08：00 住宿限定)
報到：惠蓀林場-會議中心
專題論壇 3（A 國際會議廳、B 小會議廳）同時進行
C1《安全山林論壇一》
D1《無痕山林論壇一》
主 題：第三方留守機制
主 題：登山教育的實踐與願景
主持人：何中達
主持人：吳夏雄
與談人：莫懷祖、黃怡平、陳博仁
與談人：黃鈺翔、蕭伊蝶
報告人：蔡志展、蔡日興、徐秉正、林乙華 報告人：王晧瑜、胡景程、羅光欣
休息、茶敘時間（會議中心前廊區）
專題論壇 4（A 國際會議廳、B 小會議廳）同時進行
C2《安全山林論壇二》
D2《無痕山林論壇二》
主 題：生態保育與登山管理
主 題：中高齡登山
主持人：廖一光
主持人：趙昌恕
與談人：劉瓊蓮、林政道
與談人：程鯤、周鶴樹
報告人：游旨价、郭彥仁、陳建忠
報告人：張洊豪、賴育民、林雪如
午餐（會議中心周邊）
各分場結論與綜合座談（國際會議廳）
大會交接與閉幕儀式（交接 2019 年教育部體育署接辦）
散會！【2019 全國登山研討會】再見！

15:30 大會接駁巴士(惠蓀林場-高鐵台中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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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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6（五）
11:10～12:00

【A1 場】
國家綠道網路建構
（論文/專文）
10/26（五）
13:30～15:30

【B1 場】
部落發展
登山健行產業
（經驗分享）
10/26（五）
13:30～15:30

【A2 場】
山徑設施發展
（論文/專文）
10/26（五）
16:00～17:30

【B2 場】
以原鄉社區特色結
合古道舊社發展生
態登山健行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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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講人：劉克襄（中央通訊社董事長）
講 題：臺灣人的登山美學
主持人：曾旭正（國家發展委員會副主任委員）
與談人：劉克襄（中央通訊社董事長）
楊長鎮（客家委員會副主任委員）
林華慶（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局長）
報告人：周聖心（千里步道協會執行長）
公私協力建構國家級綠道網絡
林崇智（新北市觀光旅遊局副局長）
雪山尾稜上先民足跡印記的淡蘭百年山徑
李嘉智（大凡工程顧問有限公司負責人）
原客之鄉，丘稜山徑，台三自然步道~樟之細路
吳茂成（臺南社大台江分校執行長）
倡議台灣山海圳國家綠道，家門前就是玉山登山口
主持人：李炎壽（南投林區管理處處長）
引言人：馬惠達（觀光局阿里山風管處處長）
曾偉宏（玉山國家公園管理處處長）
謝博剛（臺東縣布農青年永續發展協會常務理事）
吳夏雄（台灣山岳文教協會理事長暨建築師）
報告人：郭育任（台灣生態旅遊協會副理事長）
台灣脊樑山脈旅遊之發展願景
谷明光（雲豹休閒公司執行長）
排雲山莊經營經驗分享
楊凱琳（臺東林管處育樂課技士）
嘉明湖國家步道與原住民協作產業發展
鄭文惠（南投林管處育樂課課長）
美麗的賽德克巴萊—能高越嶺道生態旅遊發展
主持人：黃楩楠（中華民國山岳協會理事長）
與談人：林忠杉（太魯閣國家公園管理處秘書）
張弘毅（林務局森林育樂組組長）
報告人：吳俊霖（國立中興大學資工系教授）
物聯網技術在山區搜救定位之應用
陳乾隆（營建署國家公園組科長）
國家公園步道設計準則之研究
陳歆怡（自由文字工作者）
古道電塔紀行-能高越嶺道的文資保存與環境永續
主持人：陳美惠（國立屏東科技大學教授）
與談人：王迦嵐（健行筆記總監）
林晨意（奧山工作室負責人）
報告人：陳芃伶（金岳社區發展協會總幹事）

（經驗分享）
10/26（五）
16:00～17:30

【C1 場】
第三方留守機制
（論文/專文）
10/27（六）
08:30～10:00

【D1 場】
登山教育的
實踐與願景
（論文/專文）
10/27（六）
08:30～10:00

【C2 場】
生態保育與
登山管理
（論文/專文）
10/27（六）
10:20～11:50

【D2 場】
中高齡登山
（論文/專文）
10/27（六）
10:20～11:50

金岳部落莎韻之路-南澳古道的傳承連結
鐘正志（英士社區發展協會理事長）
角板山三星間道路日治時期警備道
包基成（阿禮部落大頭目暨魯凱族議會主席）
阿禮部落生態旅遊分享篇
主持人：何中達（國立體育大學教授）
與談人：莫懷祖（消防署組長）
黃怡平（營建署國家公園組科長）
陳博仁（高雄市消防局科長）
報告人：蔡志展（福爾摩沙山難預防協會理事）
開放科技輔助登山報備計畫
蔡日興（山谷登山會發起人）
登山活動管理自治條例之修正建議
徐秉正（中華民國山難救助協會顧問）
未來山域事故搜救服務作業策略之探討
林乙華（基地營自然探索有限公司負責人）
談登山罰則管理對登山文化與教育的影響
主持人：吳夏雄（台灣山岳文教協會理事長）
與談人：黃鈺翔（雪羊視界）
蕭伊蝶（臺中僑孝國小老師）
報告人：王晧瑜（台灣戶外安全推廣協會理事長）
推動登山安全教育之實務分享
胡景程（雪霸國家公園管理處遊憩課技士）
「淨·愛的雪山 排遺帶下山」試辦活動
羅光欣（弘明實驗高中總務主任）
山野教育融入生命教育教學對高中生生命態度影響之探討
主持人：廖一光（林務局副局長）
與談人：劉瓊蓮（臺東林區管理處處長）
林政道（嘉義大學生資系助理教授）
報告人：游旨价（國立臺大森林環境暨資源學系博士）
為什麼登山者需要有環境保護的責任？
郭彥仁（臺灣黑熊保育協會專案經理）
鑑往知來，由嘉明湖地區談人-熊共生
陳建忠（羅東林管處育樂課技士）
森林巡護工作與登山 APP 之應用
主持人：趙昌恕（體育署全民組副組長）
與談人：程鯤（歐都納戶外體育基金會董事長）
周鶴樹（金門大學都市計畫及景觀系教授）
報告人：張洊豪（山域體能工作室負責人）
以日本經驗論臺灣中高齡登山指導員計劃
賴育民（臺北慈濟醫院職業醫學科主任）
銀髮族登山的安全考量
林雪如（中華健行登山會副秘書長）
由「人口結構」看臺灣「中高齡登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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