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 全國登山研討會】議程
時間：2020 年 9 月 18-19 日（星期五~六） 地點：經典大飯店范特奇堡
民國 109 年 9 月 18 日（星期五）
10:00～10:30

報到（經典范特奇堡頂樓） 〔08:30～10:00 高鐵烏日站接駁車至會場］

10:30～11:00

開幕式、貴賓與長官致詞（奧丁廳）

11:00～12:00

專題演講：臺灣山林開放後的期許與提升
講
者：麥覺明（大麥影像傳播工作室負責人）

12:00～13:30

午餐（1 樓 帕拉薩殿）

13:30～15:30

分兩場次 A 奧丁廳／B 阿格里帕廳
B1 永續登山教育與生態自律
主持人：何中達
引言人：崔祖錫
發 表：林婉婷、柯政祥、劉彥暉、陳永龍
與談人：黃三峰、蔡及文

A1 山林開放政策回顧與展望
【報告發表】 主持人：鍾銘山
A.健全責任管理 與談人：呂忠仁
B.推動全民教育 發 表：黃信富、林宜龍、洪振豪、
蕭伊蝶、董威言
15:00～15:30

休息、茶敘時間

15:30～17:00

分兩場次 A 奧丁廳／B 阿格里帕廳

A2 健全責任管理與安全自律
【論壇座談】 主持人：黃楩楠
A.健全責任管理 引言人：吳瑋涵
B.推動全民教育 與談人：莫懷祖、林忠杉、許昆山、
徐秉正
18:00～19:30
19:30～21:00

B2 登山安全教育~登山醫學
主持人：賴育民
與談人：邦卡兒．海放南、陳文翔
發 表：莊碧焜、李柏青、陳崇賢

晚餐（1 樓 勒梅殿）
《黑熊來了》電影欣賞 地點：奧丁廳
民國 109 年 9 月 19 日（星期六）

06:00～08:00

晨光步道（自由探訪）/ 經典住宿者

08:00～08:30

報到

08:30～10:00

早餐：1 樓 帕拉薩殿百匯廳

分兩場次 C 奧丁廳／D 阿格里帕廳

C1 穿越時空變遷 史詩級步道
【報告發表】
主持人：黃一元
C.落實服務設施
與談人：陳永龍
D.建構務實產業
發 表：陳志強、張嘉榮、陳建忠

D1 落實服務設施~山屋管理
主持人：陳乾隆
與談人：鄭雅文
發 表：沙力浪、黃福森、林乙華

10:00～10:20

休息、茶敘時間

10:20～11:50

分兩場次 C 奧丁廳／D 阿格里帕廳

C2 建立登山步道分級統一基準
【論壇座談】 主持人：楊模麟
C.落實服務設施 引言人：吳雲天
D.建構務實產業 與談人：郭育任、王迦嵐
發 表：孔令均、張國雄
12:00～13:00

D2 建構山屋文化與產業發展
主持人：吳夏雄
引言人：張志湧
與談人：林孟怡、楊志明
發 表：吳亭燁

午餐（1 樓 帕拉薩殿）

13:20～14:50

共識會議與各場次結論報告（奧丁廳）

14:50～15:00

閉幕式與交接（授旗 2021 年辦理單位：林務局）

15:20～

散會！【2020 全國登山研討會】再見！（搭乘接駁車前往高鐵烏日站）

敬山·近山—熊愛玉山、勇於承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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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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報告發表】
【論壇座談】

主持人：3 分鐘
引言人／與談人（15~20 分鐘）
：提出主題、報告現況及議題。（含報告多 5 分鐘）
報告人（共 40 分鐘）：3 人，每人 13 分鐘；4 人，每人 10 分。
開放討論：20~30 分鐘
結語：5 分

專題演講
9/18（五）
11:00～12:00

專題演講：臺灣山林開放後的期許與提升
者：麥覺明（大麥影像傳播工作室負責人）
講

【A1 場】
9/18（五）
13:30～15:00
報告發表

【B1 場】
9/18（五）
13:30～15:00
報告發表

【A2 場】
9/18（五）
15:30～17:00
論壇座談

【B2 場】
9/18（五）
15:30～17:00
論壇座談

x

主持人：鍾銘山（玉山國家公園管理處處長）
與談人：呂忠仁（教育部體育署全民組組長）
報告人：黃信富（林務局森林育樂組技正）
後山林開放時代—山林開放之政策回顧與展望
林宜龍（營建署國家公園組技正）
山林開放政策回顧與展望
洪振豪（執業律師）
涉及自然公物之公共設施的國家賠償責任—從 108 年山林解禁政策談起
蕭伊蝶（國小教師）
臺灣山林開放初步總檢視暨報復性山域活動改善建議對策
董威言（知名登山部落客-城市山人）
定義臺灣的野外訪客使用區域：山屋發展策略暨步道難度系統之配套建議
主持人：何中達（國立體育大學教授）
引言人：崔祖錫（文山社大講師）
報告人：林婉婷（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研究生）
數位世代下的山林意象與自我鏡像
柯政祥（Hikingbook 創辦人兼執行長）
淺談登山安全—建立正確的登山心態與工具應用
劉彥暉（臺師大公領所博士候選人）
登山緊急醫療處置的法律責任－給中學生的一些建議
陳永龍（臺師大公民教育與活動領導學系副教授）
向山致敬的登山教育與政策永續
與談人：黃三峰（國立體育大學講師）
蔡及文（登山補給站站長）
主持人：黃楩楠（中華民國山岳協會理事長）
引言人：吳瑋涵（台灣戶外安全推廣協會理事）
台中山域事故件數(104~109)暨案例探討
與談人：莫懷祖（消防署組長）
109 年山域事故救援統計與分析
林忠杉（太魯閣國家公園管理處秘書）
太魯閣國家公園管理處 109 年新型態山域事故統計報告
許昆山（中華民國山難救助協會南搜主委）
南搜山域事故協尋案例分享
徐秉正（中華民國山難救助協會前秘書長）
山難事故搜救流程 民間版—認識前進指揮所和家屬應用的資訊
主持人：賴育民（台北慈濟醫院職業醫學科主任）
與談人：邦卡兒∙海放南（玉山國家公園管理處秘書）
陳文翔（台大醫院復健部、運動醫學中心主任）
登山常見的慢性運動傷害
報告人：莊碧焜（竹山秀傳醫院醫療副院長）
玉山醫療隊 2015-2019 的經驗與展望
李柏青（臺大醫院影像醫學部主治醫師）
高山症的延遲診斷

敬山·近山—熊愛玉山、勇於承擔

收錄專文：陳崇賢（日康診所副院長）
家庭醫師在登山安全的角色

【C1 場】
9/19（六）
08:30～10:00
報告發表

主持人：黃一元（中華健行登山會理事長）
與談人：陳永龍（臺灣師範大學公領系副教授）
報告人：陳志強（四季探古道臉書社團成員）
合歡越嶺道東段現存資源景點
張嘉榮（國立東華大學人文創新與社會實踐研究中心專案經理）
八通關越道路的資源維護與遊憩管理
陳建忠（林務局羅東林區管理處技士）
步道設施可視化-以魯地圖為例

【D1 場】
9/19（六）
08:30～10:00
報告發表

主持人：陳乾隆（太魯閣國家公園管理處副處長）
與談人：鄭雅文（林務局新竹林區管理處課長）
報告人：沙力浪（一串小米獨立書店有限公司負責人）
山屋管理與原住民共管機制
黃福森（北台灣山徑聯盟召集人）
由山屋糾紛談山屋使用守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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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2 場】
9/19（六）
10:20～11:50
論壇座談

主持人：楊模麟（雪霸國家公園管理處處長）
引言人：吳雲天（台北市出去玩戶外生活分享協會秘書長）
與談人：郭育任（中華民國永續發展學會永續遊憩研究室主持人）
王迦嵐（健行筆記總監）
報告人：孔令均（探勘風登山教育講師）
以登山運動生理學公式量化-大眾化登山路線的體能需求
張國雄（桃園市山岳協會山徑標誌執行長）
由南一段及南三段編碼反光色差路標成效研提登山設施改進之建議

【D2 場】
9/19（六）
10:20～11:50
論壇座談

主持人：吳夏雄（台灣山岳文教協會理事長）
引言人：張志湧（台灣山岳文教協會常務理事）
與談人：林孟怡（林務局臺東林區管理處課長）
楊志明（野樵國際旅行社總經理）
報告人：吳亭燁（野樵國際旅行社海外部經理）
從山岳旅遊角度談台灣山屋應有的管理模式
收錄專文：蔡日興（山谷登山會發起人）
以入園許可與總量管制規定引導登山活動發展

【共識會議】
13:20～14:50

主持人：吳夏雄（台灣山岳文教協會理事長）
報告人：各場次 主持人或引言人（結論報告）

【閉幕式】
14:50～15:00

交接儀式
授旗 2021 年辦理單位 林務局張弘毅組長代表

敬山·近山—熊愛玉山、勇於承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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