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月 日 類別 地點 承辦單位 方式 內容

1 2 來訪 本館
沖縄県ウオーキング協会

玉寄貞一郎 會長來訪

1 5 健行 網報開始 報名
2018 MERRELL第11屆台灣IVV健行

大會

1 13 選舉 本館
第十二屆理事長、理監事及會員代表

選舉

1 16 會務 本館 聯誼 本會嚮導會議

1 18 山域 本館 107年度山域嚮導籌備會議

1 20 會議 本館 第十二屆第一次臨時理、監事會議

1 21 表揚 星靚點 大會
第十二屆理事長交接典禮及年終表揚

大會

1 27 隊慶 聯誼 野虎隊、虎子隊隊慶

2 4-9 山域 2018青年雪訓(雪山)

2 24-25 攀登 菲律賓 會議 ACC-開會

2 25 隊慶 聯誼 小白登山隊隊慶(北區海霸王一桌)

3 4 會慶 聯誼
彰化縣山岳協會會慶(蕭成溪部長出

席)

3 4 山域 本館 講座
古道第一講：定義/古道系統VS舊路

系統

3 7 攀登 課程 上肢解剖與傷害機制

3 10 會議 第十二屆第一次理事會(下午二時)

3 10 攀登 新竹 竹北/新竹攀委會 測驗 CBT

3 11 會慶 新莊 聯誼 龍山登山協會(新莊典華)

3 9-12 攀登 香港 賽事 亞洲盃抱石賽

3 13 會務 聯誼 本會嚮導會議

3 14 會議 本館 第十二屆第一次監事會(晚上七時)

3 14 攀登 新生會館 課程 下肢解剖與傷害機制

3 21 攀登 課程 攀岩傷後物理治療與防護

3 25 隊慶 景美 聯誼 飛鷹登山隊(星靚點)

3 28 攀登 課程 攀岩肌力訓練

4 1 攀登 基隆 南港/拔山 測驗 CBT

4 10 山域 本館 講座 古道第二講：衝突/原住民VS移民

中華民國山岳協會107 年   健行/山域/攀登/其他   預定計畫表



中華民國山岳協會107 年   健行/山域/攀登/其他   預定計畫表

4 11 攀登 課程 運動紮貼課程

4 15 攀登 台東 破舊工廠 測驗 CBT

4 21-22 健行 新北市 能仁家商 健行
2018 MERRELL第11屆台灣IVV健行

大會

4 21-22 攀登 台北 內湖/光合作用 推廣賽 內湖春季賽

4 27-29 攀登 新竹 竹北/新竹攀委會 講習 C級運動攀登教練講習

5 1 山域 本館 講座 古道第三講：田野工具的選擇與使用

5 5-6 山域 檢定 山域嚮導室內課

5 6 攀登 台北 萬華/光合作用 測驗 CBT

5 15 會務 聯誼 本會嚮導會議

5 19 攀登 新竹 竹北/新竹攀委會 推廣賽 新竹縣長盃抱石賽

5 19-20 山域 山域嚮導室外課

5 26-27 攀登 新竹 大華科大 全國賽 全國運動攀登錦標賽

6 2-3 山域 檢定 山域嚮導室外課

6 5 山域 本館 講座 古道第四講：田野資料的整理與研究

6 9 山域 檢定 山域嚮導檢定-學科測驗

6 9-10 攀登 嘉義 推廣賽 嘉義縣長盃抱石賽

7 10 會務 聯誼 本會嚮導會議

7 10 山域 本館 講座 古道第五講：田野資料的整理與研究

8 7 山域 本館 講座
古道第六講：空間分析實務操作(棄

置前VS棄置後)

9 4 山域 本館 講座
古道第七講：空間分析實務操作(棄

置前VS棄置後)

9 8-9 山域 檢定 山域嚮導檢定-術科測驗

9 11 會務 聯誼 本會嚮導會議

9 15-16 攀登 台北 南港/拔山 全國賽 全國抱石錦標賽(備用時間11/3-4)

9 29 健行 高雄 健行 2018 MERRELL高雄旗津健行大會

9 29-30 攀登 台北 內湖/光合作用 推廣賽 內湖秋季賽

9 未訂 溯溪 第23屆全國溪仙大會

10 未訂 年會 日月潭 百岳俱樂部年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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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7 攀登 台北 萬華/光合作用 測驗 CBT

10 9 山域 本館 講座
古道第八講：路上觀察學(考現學)入

門一

10 13 健行 台北 全國登山日健行大會

10 20 攀登 新竹 竹北/新竹攀委會 全國賽
107學年度全國青少年運動攀登錦標

賽

10 未訂 登山 台南 第44屆全國登山大會師

11 6 山域 本館 講座
古道第九講：路上觀察學(考現學)入

門二

11 11-12 健行 台北
2018 MERRELL第28屆台灣IML健行

大會

11 13 會務 聯誼 本會嚮導會議

11 17-18 攀登 桃園 楊梅/桃攀 推廣賽 原岩盃

時間未定 攀登 桃園 講習 A級運動攀登裁判講習

時間未定 攀登 桃園 講習 C級運動攀登裁判講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