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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國際戶外探索暨野地教育研討會 

不入虎穴 焉得虎子—享受戶外探索與風險管理之平衡 

2020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Outdoor Adventure and Wilderness 

Education 

Nothing Ventured Nothing Gained– Balancing risks and benefits in 

the outdoors 

報名簡章 

一、 前言 

「戶外探索、體育磐石」，是戶外探索的核心概念，除了能學習到知識與技能外，

更能透過身體活動增進品格的建立與團體的合作。而透過野地教育不僅能了解安

全風險管理及對於荒野的保護等的相關知識，也能讓參與者從中去探索並感受到

心靈成長。2020 國際戶外探索暨野地教育研討會主要希望結合國立體育大學在

戶外探索及野地教育豐富的教學資源以及業界經驗與國際接軌，舉辦研討會與工

作坊，期望培育更多相關領域之專業人才，服務更多元的對象以及傳遞戶外探索

及野地教育的正能量與價值，也期許參與者藉由本次活動的交流及互動中，得到

的不僅是相關知識，更能強化戶外探索及野地教育在產、官、學界之間的連結。 

二、 辦理單位 

1、 主辦單位：教育部體育署 

2、 承辦單位：國立體育大學、國立體育大學管理學院 

3、 協辦單位：國立體育大學體育研究所 

三、 活動主題 

1、 戶外探索之推廣 

2、 野地教育(風險管理；戶外法責；課程設計；戶外領導；野外急救) 

四、 活動時間與地點 

1. 活動時間：2020 年 10月 31日(六)至 11月 1 日(日) 

2. 活動地點：國立體育大學 國際會議廳(桃園市龜山區文化一路 250 號) 

五、 報名方式 

1、 活動報名： 

(1) 本活動免報名費，有意報名者請填寫線上報名表(https://reurl.cc/j7K20L ) 

(2) 研討會開始一週前承辦單位將寄發會前通知提醒參加者。 

(3) 如活動前一週未收到通知或無法出席，請務必來電確認。 

2、 投稿報名：本次投稿僅採「口頭發表」，投稿細節請見本簡章第 4頁。 

3、 如有疑問請洽 109 年戶外探索：國際探索、體健磐石計畫謝助理或洪助理： 

連絡電話：03-328-3201 轉 8552、電子信箱：jphsieh@nts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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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活動日程表 

2020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Outdoor Adventure and Wilderness Education 
October 31st (Saturday)-Day1 

Time Activities Place 

08:30-09:00 報到 

國際會議廳 

09:00-09:30 
國際戶外探索暨野地教育研討會開幕典禮 

Opening Ceremony 

09:30-10:30 

專題演講(I) Keynote Speech (I) 

由野地教育談我的跨世紀山之巔 

主持人: 國立體育大學 / 吳冠璋教授 

主講人：中華民國健行登山會 / 黃一元理事長 

10:30-10:40 大會行政報告 

10:40-12:10 

圓桌(I) 

國際會議廳 

十二年國教戶外探索教育課程之實踐—從核心素養發展談起 

主持人：國立體育大學/潘義祥所長 

與談人：新北市貢寮國中 / 施敏雄校長 

          桃園市仁美華德福 / 翁志航主任 

        臺北市復興高中 / 詹育錡主任 

        臺北市木柵國小 / 劉旻君教師 

工作坊(I) Eng 

 Residential Summer Camp Risk Management 

主講人：Camp Taiwan / Mike Brennand Co-owner& Director 

工作坊(II) 

上限 40人 野地教育風險管理 

主講人：登山補給站 / 蔡及文負責人 

12:10-13:30 午餐時間 

13:30-15:00 

工作坊(III) ※投稿須知 
請見 P.4 論文發表 

工作坊(IV) 

上限 20人 淺談登山安全與實作—以 Hikingbook 為例 
建立正確的登山心態與工具應用 

Hikingbook / 柯政祥 創辦人 

15:00-15:30 休息時間 

15:30-17:00 

國際時事論壇 International Panel Discussion 

國際會議廳 
90分鐘 

面臨 COVID-19疫情之戶外探索產業挑戰及未來趨勢 
引言人：王俊杰計畫主持人 

與談人：   中華民國山岳協會/何中達榮譽理事長、 
100Mountain百岳/黃延任店經理、 

艾格探險/張星雯負責人、 
登山補給站/蔡及文負責人、 

雪霸國家公園管理處/林文和副處長 
臺北市政府工務局大地工程處/陳彥成科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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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Outdoor Adventure and Wilderness Education 
November 1st (Sunday)-Day2 

Time Activities Place 

08:30-10:00 

工作坊(V) 
上限 20人 

戶外場域 越野跑 101 

主講人：小鬍子冒險學校 / 戴昌盛執行長 

10:00-10:30 報到 

10:30-12:00 

工作坊(VI) 

上限 20人 野外急救介紹 

主講人：WMAI國際野外醫療協會 / 蔡奕緯急救教練 

工作坊(VII) 

 山地戶外運動賽事之發展---國際及台灣視角 

主講人：林士懿 專業賽事策劃人 

工作坊(XIII) 

上限 50人 《Bikepacking解析》關於單車、生活、野外露營 

主講人：戶外安全推廣協會 / 張景泓講師 

12:10-13:30 午餐時間 

13:30-15:00 

工作坊(IX) 

上限 20人 野地原始技能 BUSHCRAFT 

主講人：山野悠遊戶外探索 /吳旭昇總教練 

工作坊(X) 

 我們不會輕易渡河 

主講人：排灣族拉勞蘭部落獵人/ 亞榮隆･撒可努講師 

工作坊(XI) 

 用槳取代石油的代價-海洋獨木舟遠航澎湖南方四島 

主講人：光合作用戶外探索有限公司/ 林妍杏執行長 

15:00-15:30 休息時間 

15:30-16:30 

閉幕演講 

國際會議廳 
60分鐘 

豐饒的荒蕪—一個來自野地的教育倡議 

主持人:國立體育大學 / 吳冠璋 教授 

主講人：台灣野地教育基地創辦人 

台灣生態學校 / 連志展常務理事 

16:30-16:50 閉幕-Review, Goodbye and go on! 

＊(ENG)英文演講、(JPN)日文演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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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徵稿方式 

1、 發表形式：口頭發表，共 13分鐘(8 分鐘發表，5分鐘答辯)。 

2、 凡曾於他種刊物、研討會發表或抄襲之稿件，一律拒絕審稿。 

3、 投稿需提供中文及英文摘要，各以一頁為限。 

4、 投稿者請至報名頁面填寫報名資訊，並於投稿意願詢問欄位勾選”是”。 

5、請填寫投稿表單(https://reurl.cc/k0qZZK )，並於 10月 15日(四)前將投稿

之摘要寄至填寫並將檔案寄至：國立體育大學謝助理 jphsieh@ntsu.edu.tw，

信件主旨請註明「【投稿-姓名】2020 國際戶外探索暨野地教育研討會」。 

6、 摘要版面請設定 A4版面、內文 12 號字，中文標楷體、英文 Times New 

Roman字型、單行間距。 

7、 摘要須包含：發表題目、發表內容、關鍵詞(至多 5個)。 

8、 摘要內容為純文字，不包含圖表。 

9、 投稿截止：2020年 10月 15日(四)止。 

https://reurl.cc/k0qZZ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