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登山教育野外課程暨全民登山論壇招生簡章 
 

前言： 

走出戶外、登山越野，最終還是希望安全回家，已經邁入第 15年的登山論壇，希

望藉由您寶貴的經驗與意見，讓台灣的山岳活動更健康、更安全，並且降低山難事故

的發生。 
 

要登山--您準備好了嗎！？ 

從一般郊山健行進而登高山、縱走山脈，從初級到攀登高難度的山岳，您應具備

哪些登山裝備、基本知識與觀念，又如何學會與大自然和平共處，我們特聘一些經驗

豐富的登山專家、老師，開辦了豐富的登山課程，希望有助於喜愛戶外休閒活動朋友

們的需求。 

 

尤其進入山林之前，如何認識原鄉民族的生活習俗，進而了解與尊重部落的文化，

讓台灣這片土地各族群和平共處，共生共榮、進而永續發展。 
 

主辦單位：屏東縣北大武山林守護協會、社團法人鋭鳥國際戶外休閒協會。 
 

合辦單位：屏東林區管理處、登山故事館、發現者旅行社。 
 

課程特色： 

一、課程內容豐富、多元，是難得的基本登山教育課程。   



二、特聘一些經驗豐富的登山專家，讓您在極短時間內獲得前輩們多年的登山經驗。 

三、打穩登山基本功，從基礎的登山觀念、心態，到裝備、經驗，進而攸關生命安危

的危機處理要領，都是課程安排重點。 

四、分組操作登山實務，讓每位學員從操作中學到登山要領，在學習中發現可避免的

錯誤，減少日後的風險。 

 

論壇議題與登山教育授課內容： 

一、登山教育課程： 

(一)、登山者應具備登山基本知識與相關裝備操作使用之登山教育課程，例如：如何

定位與導航、紮營生火須知與緊急紮營要點、撤營須知與小組管理要點。 

(二)、預防山難的準備，山難發生的處理，實際山區練習與討論。 
 

二、論壇議題： 

(一)、山林開放之後，登山政策、法規、教育、管制、設施、救難的改善建議與討論。 

(二)、有要提供意見者請事先以文字撰寫 Email 到 tpeccea@gmail.com，以利彙整編

入論壇手冊內。 

 

台北場： 

開課日期：2021/03/27~29(星期六~一)。 
 

上課地點： 

  室內地點：台北市南京東路二段 76號 5 樓 發現者旅行社 會議室。 

  戶外地點：台北市北投區貴子坑露營場。 

台北場課程時間表： 



日 期 時 間 主 題 內 容 講 師 

第一場 

03/27 

(六) 

 

08：30~09：20 報到 領取講義 

認識教室環境 

接 待 組 

09：30~10:00 開課！ 主席與來賓致詞。 

課程說明。 

邵定國老師 /

邀請貴賓致詞 

10：00~10：10 休息時間   

10：10~12：00 要登山你準備好

了嗎？ 

登山基本功與裝備 邵定國 老師 

12：00~13：00 午餐 便當  

13：00~14：50 登山的義務與法

律問題 

登山者的義務與法律

責任 

丁博慶 老師 

14：50~15：10  下午茶  

15：10~17：10 如何預防山難 戶外風險管理與求援

SOP 

江宇川 老師 

（三條老師） 

17：10~18：10 晚餐+下課 便當  

 

日 期 時 間 主 題 內 容 講 師 

03/28 

(日) 

 

08：00~09：50 認識高原反應 高山症緊急應變處理 李茂榮 老師 

09：50~10：10 上午茶   

10：00~11：50 安全登山 山難預防與手機定位 張福和老師等 

12：00~12：40 午餐 便當  

12：50~14：40 登山基本功 地圖與指北針使用 邵定國老師 

14：40~15：00  下午茶  

15：00~15：30 交流與提問時間 

 

室內課程討論會。 邵定國 老師 

李茂榮 老師 

15：30~16：20 前往露營地 北區露營區 接待組 

17：10~18：00 紮營、分組 紮營與炊事須知 丁博慶老師 

18：10~19：20 炊事、晚餐 野外炊事 

(分組炊事比賽) 

各組自理 

19：30~21：20 登山知識 登山風險管理、生火

課程 

邵定國(山羊) 

21：20~22：00 盥洗  管理組 

22：00~ 晚間休息 就寢  

 

日 期 時 間 主 題 內 容 講 師 

03/29 

(一) 

06：30~ 晨喚… 漱洗  

07：00~08：20 早餐準備。 營養早餐時間 各組自理 

08：30~11：20 登山專業知識 定位與方向判別。 

登山隊伍管理。 

危機處理。 

邵定國(山

羊)、丁博慶、

李茂榮 



 三人分別一小時課程，另外兩位就擔任助教。 

11：20~12：30 炊事、午餐 野外炊事 

(分組炊事比賽) 

各組自理 

12：40~14：30 露營知識 緊急紮營 張福和(五哥) 

14：30~15：20 露營知識 緊急撤營與小組管理

要點 

邵定國(山羊) 

15：30~16：20 交流與提問時間 全民登山論壇、交流

與討論 

邵定國(山羊) 

16：20~ 圓滿結束活動 賦歸…  
 

屏東場：共一場 

開課日期： 

  2021.08.27~29（星期五~星期日）。 
 

上課地點： 

  室內地點：屏東林務局。  戶外地點：桑留守山區。 
 

屏東場課程時間表： 

日 期 時 間 主 題 內 容 講 師 

08/27 

(五) 

09：00~ 報到 領取講義 

認識教室環境 

接 待 組 

09：30~10:00 開課！ 主席與來賓致詞。 

課程說明。 

邵定國老師 /

邀請貴賓致詞 

10：00~10：10  休息時間  

10：10~12：00 你準備好了嗎？ 登山基本功與裝備 邵定國 老師 

12：00~13：00 午餐 便當 接待組 

13：00~14：50 登山的義務與法

律問題 

登山者的義務與法律

責任 

丁博慶 老師 

14：50~15：10  下午茶 接待組 

15：10~17：00 如何安全登山 山難預防與手機定位 張福和老師等 
 

日 期 時 間 主 題 內 容 講 師 

08/28 

(六) 

08：00~09：50 如何安全登山 高山環境與危機自處 柯正民(三分

鐘) 

09：50~10：10 上午茶   

10：10~12：00 如何預防山難 戶外風險管理與求援

SOP 

江宇川（三條

老師） 

12：00~13：00 午餐 便當 接待組 

13：00~14：50 登山基本功 地圖與指北針使用 邵定國老師 

14：50~15：10 下午茶   

15：10~15：50 交流與提問時間 室內課程討論會。 邵定國老師 

15：50~16：00 僅上課室內課程者結訓。 



16：00~16：50 戶外課程者出發

前往 

屏東泰武鄉桑留守山

區 

接待組 

17：10~18：00 紮營、分組 紮營與炊事須知 丁博慶 

18：10~19：20 炊事、晚餐 野外炊事 

(分組炊事比賽) 

分組自理 

19：30~21：20 登山知識 登山風險管理、生火

課程 

邵定國(山羊) 

21：20~22：00 盥洗   

22：00~ 晚間休息 就寢  

 

日 期 時 間 主 題 內 容 講 師 

08/29 

(日) 

06：40~ 晨喚… 漱洗  

07：20~08：20 早餐準備。 

用餐 

營養時間 分組自理 

08：30~11：20 登山專業知識 定位與方向判別。 

登山隊伍管理。 

危機處理。 

邵定國(山

羊)、丁博慶、

柯正民(三分

鐘) 

三人分別一小時課程，主講人之外另外兩位就擔任助教。 

11：30~12：30 炊事、午餐 野外炊事 

(分組炊事比賽) 

分組自理 

12：40~14：30 登山基本功 緊急紮營要點 張福和(五

哥)、柯正民(三

分鐘) 

14：30~15：20 露營知識 撤營與小組管理要點 邵定國(山羊) 

15：30~16：20 交流與提問時間 全民登山論壇、交流

與討論。 

邵定國(山羊) 

16：20~ 圓滿結束活動 賦歸…  
 

講師群與主持人： 

丁博慶~登山者的義務與法律責任。 

  大台南登山會幹部，南搜教練，登山故事館登山領隊營講師，登山安全手冊作者。 
 

邵定國(山羊)~登山基本功與裝備、地圖指北針定位。 

  登山故事館館長，全民登山論壇主辦人，屏東縣北大武山林守護協會理事長。 

張福和(五哥)~安全登山、山難預防與手機定位 

  中華民國健行登山會高雄分會前理事長，中華民國山難救助協會前南搜主委。 
 

柯正民(三分鐘)~高山環境與危機自處 

  台南綠野登山協會理事長，完成台灣五大山脈攀登隊長，登山故事館登山領隊營講

師，消防局教練。 
 



江宇川（三條老師）~戶外風險管理與求援 

（中華民國山難救助協會中區搜救委員會前副總幹事/搜救組組長、消防局教練) 

 

李茂榮~認識高原反應與高山症緊急應變處理 

（銳鳥國際戶外休閒協會理事長、西藏去了一百多次“走入西藏”作者）。 
 

 

報名資格：十六歲以上，男女不拘（16～18歲，需附父母親同意書） 

  請拍照傳至黃小姐手機 0905-762-661，正本請於現場繳交。 
 

每班名額、費用與費用包含、不包含內容： 

台北場每班： 

課 程 全程三天課程，不接受僅報室內課程或僅上戶外課程。(6學分) 

名 額 40 名 

費 用 3,200元/人 

費用包含 室內外場地費、講師(助教)費、講師交通食宿費、論壇手冊一本+講義、上

下午茶、午餐便當(詳如課程表所列)、行政費用、保險(300 萬意外險+20

萬醫療)、室內教室到戶外場地統一接送交通費、證書一張。 

需 自 備 往返交通、文具、水壺、杯子與筷子、指北針、地圖二份(任何台灣山區+



陽明山附近地圖，列印或購買均可)、個人登山與露營裝備(帳篷、睡袋、睡

墊、炊具、盥洗用具、餐食…)、個人保險。 
 

屏東場室內與戶外課程名額： 

課 程 兩天室內課程(3 學分) 室內加戶外課程(6 學分) 

名 額 70 名  僅 18名  

費 用 500元/人 1,300元/人 

費用包含 場地費、講師費、講師交通食宿費、論壇手冊一本+講義、上下午茶、午餐

便當(如課程表)、行政費用、保險(300 萬意外險+20 萬醫療)、證書一張。 

需 自 備 交通、文具、水壺、杯子與筷子、

指北針、地圖(任何台灣山區地圖)

一份、個人保險。 

除左邊內容另外+個人登山露營裝備

(帳篷、睡袋、睡墊、炊具、盥洗用具、

餐食…)、請帶桑留守山附近地圖（地

圖請列印或購買均可）。 
 

 
 

報名期限：即日起至每班上課 10天前或額滿截止。 
 

報名方式：請進入此 台北場 03/27~29 報名表 屏東場 08/27~29 報名表 

        「填寫所填報名參加本活動之個人資料，僅供本活動相關用途使用」，填妥

報名表時您將隨即收到報名確認 mail 訊息，如果屬於錄取名額，請於隔天

完成匯款。 
 

繳費帳號：社團法人銳鳥國際戶外休閒協會，帳號（012-2205）220120001710。 

完成匯款後請來電 0905-762-661黃小姐，或簡訊傳送帳號後五碼，以方便我們的確認。 

https://forms.gle/BqFLUwK86yeeWkYRA
https://forms.gle/FhUMYWCdd1ttTrLo7


 

取消規定：以下所說天數均不含開課當天。 

一、要取消者請以文字訊息告知，不接受電話語音取消。 

二、報名後如要取消者，請於開課 15日前告知，可全額退費。 

三、如果於 14 天到 8 天間取消者，須扣 20%；7-2天前扣 50%，前一天取消與當天

未到課者不予退費，費用沒入做為登山故事館登山教育活動基金，不得異議。 

 

上課模式與認知： 

一、上課前手機請下載定位 app：蘋果 iPhone 手機 iOS 系統下載登山客，離線地圖。 

Android 系統下載綠野遊蹤，離線地圖。 

 

二、戶外課程： 

(一)、為了讓同學們練習操作登山實務，所以報名時請提供個人登山資歷與社團資

歷，以及 20字以內的報名目的。(沒經驗沒關係)。 

(二)、講師團將審核這份資料，並於開課 15天前通知取捨，不得異議。 

(三)、如果您無法通過講師們的審核(可能您還沒準備好)時，已匯的款項我們將隨

即退還。 

(四)、通過審核者將安排分組(六人分一組)並通知各組成員，請小組自行相互聯絡

會議，並在開課三天前完成小隊長與副隊長人選，以及該組團體戶外野營裝

備的準備、野營餐食、交通、保險投保等分工，並完成『登山計畫書』，完

成後隨即向黃小姐手機回報訊息即可，一切以登山實務操作流程。 

(五)、需要代租露營器材用品(帳篷、睡袋、睡墊、鋪墊、炊具…)者請告知，費用

另列。 

(六)、課程後將可獲得論壇講師團頒發的登山教育訓練(9學分)證書一張。 

 

備註： 

1. 課程籌備協商、規劃安排超過三個月以上，得來不易，歡迎有心學習者報名。 

2. 本活動如有相關公告，將在『銳鳥國際戶外休閒協會』、『登山故事館』粉專，或

『屏東縣北大武山林守護協會』社團統一公告。 

3. 報名屏東場的課程歡迎入住登山故事館，收費另有優待。 

4. 屏東場室內教室(屏東林管處)到戶外課地點(桑留守山) 沒有公車，可協助安排接駁。 

5. 有以上兩項需求者請事先告知，以便安排。 

6. 報名後須完成繳費者才算完成報名。 

7. 下課後請幫忙整理戶外場地環境。 

8. 您也可以一起參與全民登山論壇暨登山教育課程的投稿與建言，請參考此辦法！ 

9. 更歡迎您對全民登山論壇暨登山教育課程提供贊助或刊登廣告，請參考此辦法！ 

10.相關訊息詢問請於上班時間 02-25672616 或 tpeccea@gmail.com 留言，謝謝。 
 

屏東縣北大武山林守護協會      理事長 邵定國       

社團法人銳鳥國際戶外休閒協會  理事長 李茂榮       

仝邀 

http://www.travel104.com.tw/taiwan/submit.pdf
http://www.travel104.com.tw/taiwan/sponsor.pd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