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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 歷

• 教育部104、105、106、109年"大專學生登山安全
訓練採購案"評選委員。

• 內政部消防署106-108年「山域事故諮詢小組委員」
(消署救字第1060600359號函)。

• 台中市政府106-108年「登山活動專家諮詢委員」(
府授消救字第1060076476號函)。

• 國立體育大學106年「體育署提升山域嚮導資格檢
定及複訓品質服務案」法規研議小組委員。

• 內政部消防署101年「山難救援諮詢小組委員」(消
署救字第1010600131號函)。

• LNT種子教師(Trainer Course 97年第2梯次)。
• 氣候變遷種子講師訓練結業及格(105開南氣通訓字
第20160305-191)。



• 氣候變遷環境保護志工訓練結業及格(105開南氣
志訓字第20160305-66)。

• 105年"全國登山研討會"及"全民登山論壇"〔永續低碳登
山〕主講人。

• 台灣百岳完成50座，登百岳達百座次。

• 海外登山健行、領隊：尼泊爾EBC、ABC；日本富士山
、槍岳、表銀座；馬來西亞神山；中亞吉爾吉斯“教師峰
”(Uchtail)；土耳其阿拉拉山(Ararat)；非洲吉利馬札羅
(Kilimanjaro)；四川四姑娘山二峰；四川環貢嘎山健行；
雲南梅里雪山健行。

• 中華民國健行登山會12屆(年)"溯溪訓練營"執行長。

• 中華民國健行登山會6屆(年)"定向定位研習營"執行長。

• 環保署83年「關懷大地，我愛青山」淨山專案，執行副
總幹事(中華健行)。



中華健行理事長晉見張景森政委

108.02.26   中華健行登山會黃一元理事長帶領山
友，陪同體育署長官前往 總統府拜會 張景森政
務委員。

報告登山界期望，獲致善意回應：

1. 山域管制全面開放（山林解禁）。

2. 整合各縣市"登山管理自治條例"。

並委請體育署為登山活動主管機關。



張景森政委108.3.7.召開
研商登山活動管理相關事宜會議 決議

山林朝解禁方向共識：
➢體育署為登山活動主管機關。

➢各國家公園朝報備制調整申請入園。

➢林務局開放林道，管車不管人。

➢生態敏感地區維持專案申請，並盡量簡化程序。

➢入山入園及山屋申請住宿建立「單一資訊平台」。

➢研議「明確排除高風險地區國家賠償責任」。

➢登山者自律：蒐集山區資訊、評估風險及克服困難。



張景森政委108.3.15.召開會議報告進度
山域管理以「全面開放、有效管理」為原則，配套措施如下：
➢ 山域管理機關簡化生態保護(留)區申請流程，合理放寬條件，適度開放。

➢ 登山、溯溪、攀岩及越野路跑等，賦予舉辦及參加者環保生態責任，山域
管理機關應合理審查，不宜一律禁止。

➢ 山域管理機關建置登山資訊、報備及安全預警單一平台，並研議推動留守
人報備機制科技化。

➢ 內政部消防署會商金管會研議完備保險內容，並補助部分保費之可行性。

➢ 消防署會商地方政府研修登山管理自治條例，修正方向包括僅保留救援部
分、由山域管理機關第一線救援責任、裁罰一致性、搜救費用由使用者付
費及依搜救時段而有不同收費標準等，請內政部研議中央統籌登山救援費
用之可行性。

➢ 請NCC會商相關機關及電信業者，提升山區通訊品質。

➢ 請教育部體育署建置登山教育系統，提供登山教育訓練。

➢ 國家安全法修法前，警政署會商國防部考量以行政措施，撤除計畫及管制
可行性。

➢ 登山活動者應自負安危責任，請法務部檢視國家賠償法，釐清山域管理機
關之國家損害賠賞責任，必要時修法予以排除。



108.3.18.體育署臨時召開
登山活動管理 學者專家諮詢會議



•體育署辦理登山相關活動推廣情形及相關
法令、措施，提請討論。

目前體育署辦理登山活動推廣之相關法令

有二：全國性體育團體經費補助辦法及山

域嚮導資格檢定辦法。

•關於加強登山教育推廣、建置登山教育系
統，提請討論。

•請與會人員廣泛蒐集各界意見，儘速提供
參考。



民間論壇

"山羊"南北奔波舉辦6場民間登山研討會

一、登山教育：
A.納入十二年國民教育.

B.每年編列基本教育預算.

C.合法社團增加補助教育範疇.

二、登山設施：
A.山莊與避難山屋增加與改善.

B.林道、聯外道路，適度修整.

C.步道、廁所、指標、露營地增加改善.



三、原住民與登山：
A.輔導部落與登山活動做連結與整合.

B.原住民登山嚮導、解說員的培訓.

C.落實原住民山林共管機制.

四、台灣登山"博物館"：
A.輔導民間成立已七年的登山故事館.

B.提供閒置空間作為登山博物館基地.



108.4.16.中華民國健行登山會舉辦(詳189期會刊)

山岳商業行為公共政策論壇與登山安全講座



•將「登山旅遊業」排除於「旅行業管理辦法」之外；比照
「民宿管理」排除於「旅館業管理」之外。

•設立"登山服務業種"，並積極輔導成立「公會」。

•加強「山域嚮導」市場功能；公務機關辦理登山活動時應
率先依一定比率聘用「山域嚮導」。

•請公部門建立公開的「登山服務公司」及「山域嚮導」"
評鑑資料庫"，讓消費者有選擇的依據，保障「消費者選
擇權」。

•建立合格嚮導執業風險分擔機制：

蒐集（其他行業）從業人員執業責任險種（保單），予以

分析建制山域嚮導之營業責任險（嚮導自費團險），佐以

累計其山難事故「出險率」而有差異保費之規劃，在此誘

因之下，激發執業者自律及行前加強隊員安全登山之培訓

，可有效降低山難。



•隨著「商業登山服務」的趨勢，建請加強"使用者付費"觀
念之教育與宣導。

•針對此次登山管理的變革，成立「登山運動正常發展品質
鑑定工作小組」；以期政策完全落實，並避免"外行領導
內行"浪費國家資源。

•登山業務主管機關體育署應與NCC協商，開放「定位及通
報」功能之衞星通訊（輕便）噐材使用；以行政鬆綁通訊
管制。在高山峻嶺大環境中活動，先進國家之登山者事先
可輕易取得「定位及通報」功能之衞星通訊（輕便）噐材
。我們應該迎頭趕上！

針對迷途性山區失蹤地毯性耗能耗時之搜尋方式，應該徹

底檢討；政府在通訊管制行政鬆綁：提供民眾享有上述之

預防性通訊服務，也是政府保障人民生命財產自由權之義

務。



108年10月21日行政院記者會



記者會院長談話

向山致敬蘇院長談話.mp4

向山致敬蘇院長談話.mp4


開放山林 有效管理

•除國防、生態、地質、文化等必須限制，
其餘全部開放。

•不要因為危險而限制山野活動。

•…



資訊透明 簡化申請

•充分提供山域資訊（山況、路況、氣象...
）

•山莊住宿情況

•…



設施服務 便民取向

•硬體改善（山莊、步道、指標…）

•通訊設施

•…



登山教育 落實普及

•山野教育列入國民教育（公民教育）課綱

•對自己行為負責、使用者付費。

•…



責任承擔 觀念傳播

•調整國賠法，排除（降低）公務執行責任
負擔。

•自己行為負責。

•國家有限責任。

•…



山友 政府 共同努力



登山界支持



中華健行登山會



媒體關注 108.10.24.



聯合報-責任自負



蘋果日報-山難不國賠



108年10月31日登山活動管理論壇



分組討論



現場直播（MOE Sports）
公測http://hike.taiwan.gov.tw/hiking/



公務部門參與討論(編入分組)



設施服務



教育觀念



山域管理



體育署於109.2.6.召開

"登山活動應注意事項"草案研商會議



"登山活動應注意事項"草案研商會議



"登山活動應注意事項"草案研商會議



相關結論部會協商中 尚未定案



109.2.14-15.林務局山屋經營管理暨整體改善
策略研究計畫-現地訪視-天池山莊



天池山莊現地訪視座談



109.2.17.林務局山屋經營管理暨
整體改善策略研究計畫-座談會



109.2.17.國家公園山屋整體改善評估
暨規畫座談會



主題3:雪霸國家公園山屋現況分析、
選址策略-與談



開放.透明.服務.教育.責任

•山域管理

1.入山山申請期程縮短.

2.整合資源建立一站式系統管理平台.

3.入山申請資訊及知識整合.

•設施服務

1.登山步道指標及距離標示,每年定期巡視維護.

2.全國步道資訊整合公開平台.

3.登山路線分級.

4.山屋建設依登山路線等級規劃.



•教育觀念

1.救難單位統計案件,提供登山意外事件資訊.

2.檢討地方政府"登山自治條例"及保險相關規定.

3.民眾在山林發生意外,國家不當然負賠償責任.

4.從事登山活動應自行辦理登山綜合保險.

5.致力推廣使用登山APP.

6.設立登山博物館並舉辦各式高山活動.

7.登山教育設計戶外實踐體驗課程.

8.宣導"使用者付費".



新思考

•一年來各界廣泛討論「山林開放」（向山致敬），
引申出種種問題，最後癥結完全都在"法規"。

從國安法、國賠法、國家公園法、建築法、觀光

發展條例、原民法…在在影響山林開放政策。

•"商業模式"可解決很多問題。

以商業利益為誘因，形成永續經營。

•"管理委託民間"模式。

UIAA(裝備規格化)、山域嚮導授證、建築技師公

會…。

•平衡環保意識。





"比爾蓋茨公開信"

•今天英國《太陽報》 刊登了比爾蓋茨公開
信，看看新冠病毒為我們上了一堂怎樣的
課?又教會我們什麼?這封信得到極大關注
，第一時間即有人將此公開信譯為中文。

**********************

•我堅信發生的每一件事後面，都有一精神
層面的目的，無論我們認為是好還是壞。

•當我沉思時，我想與大家分享我的心得：
新冠病毒究竟對我們做了些什麼。



蓋茨基金會澄清：
證實蓋茨公開信為假消息

• 北京新浪網 03-24 22:54

• 新浪科技訊日期:3月24日晚間消息，針對
近日於網上傳播的題為《我們可以從新冠
病毒疫情中學到什麼》的比爾·蓋茨公開信
翻譯自英國《太陽報》網站發佈的一篇文
章。蓋茨基金會澄清稱，「經證實，該文
章為虛假消息並已從《太陽報》網站刪除
。請大家停止轉發擴散，感謝大家幫忙澄
清。」



"比爾蓋茨公開信"

•今天英國《太陽報》 刊登了比爾蓋茨公開
信，看看新冠病毒為我們上了一堂怎樣的
課?又教會我們什麼?這封信得到極大關注
，第一時間即有人將此公開信譯為中文。

**********************

•我堅信發生的每一件事後面，都有一精神
層面的目的，無論我們認為是好還是壞。

• 當我沉思時，我想與大家分享我的心得：
新冠病毒究竟對我們做了些什麼。



"比爾蓋茨公開信"

•英國《太陽報》 刊登了比爾蓋茨公開信，
看看新冠病毒為我們上了一堂怎樣的課?又
教會我們什麼?這封信得到極大關注，第一
時間即有人將此公開信譯為中文。

**********************

•我堅信發生的每一件事後面，都有一精神
層面的目的，無論我們認為是好還是壞。

• 當我沉思時，我想與大家分享我的心得：
新冠病毒究竟對我們做了些什麼。



"比爾蓋茨公開信"

•比爾蓋茨：看看新冠病毒為我們上了一堂怎樣的
課?又教會我們什麼?

這封信得到極大關注，第一時間即有人將

此公開信譯為中文。

**********************

•我堅信發生的每一件事後面，都有一精神層面的
目的，無論我們認為是好還是壞。

•當我沉思時，我想與大家分享我的心得：新冠病
毒究竟對我們做了些什麼。



新冠病毒的啟示

•我堅信發生的每一件事後面，都有一精神層面的目的，無
論我們認為是好還是壞。

•當我沉思時，我想與大家分享我的心得：新冠病毒究竟對
我們做了些什麼。

1) 病毒提醒我們：人都是平等的，無論我們的文化、宗教、職業、經
濟狀況，或是有多麼出名；在病毒眼中，我們都是平等的，我們也
應該平等對待他人。如果你不相信我的話，那就去問問湯姆•漢克
斯。

2) 病毒提醒我們：我們的命運是相連繫的，影響一個人的事，同時也
會影響另一個人；病毒也提醒我們：我們費心建立的虛假國境線，
毫無價值；因為病毒並不需要護照。病毒還提醒我們，雖然我們暫
時受到壓迫，世界上還有人一生都受到壓迫。

3) …



報 告 完 畢

敬請指教
0937-888 376    line ID:vclin376

e-mail:vclin@ms56.hinet.me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