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華民國山岳協會 

2020年行事曆 
日  期 項       目  (地 點)    人員  ( 地 點 ) 

0101 高雄衛武營健行  理事長 王嘉蓮  羅弘安 褚阿德 黃偉峰   

0104 體育總會會員代表大會  (體育署) 黃宗和 理事長 秘書長 

0112 參加中華民國山難救助協會理事長交接 高雄漢王 高鐵 理事長 秘書長 

0114 山脈旅遊路線審查  旅遊公會 理事長 

0117 羊頭山認養餐敘  西門町 秘書長 林子珅 

0130 秘書處開工 HAMA餐敘 秘書長 

0201 日本區議員來訪  

0206 登山活動須知研商  體育署 理事長  秘書長 

0212 學校山野教育推廣審查會 理事長 

0214 訪評研習工作坊   南海路評鑑協會 秘書長 林佩蓉 黃偉峰 

0216 龍山登山協會會慶 秘書長  第一飯店 

0221 國訓招標          秘書長 林佩蓉 陳品潔 許瑄  

0222 百岳俱樂部年會 民權 海霸王 

0224 台灣國際友誼健行 龍山寺 總統府 慈湖 角板山  

0226 第十二屆第 3次監事會議 王嘉蓮 方瑛祥 秘書長 

0304 百岳講堂  山野戶外基本技能研習 任鐵剛 

0307 山野戶外基本技能研習 戶外課程  陽明大學 任鐵剛 

0309 全國登山日第一次籌備會 秘書長 副祕書長 品潔 

0310 嚮導會議  

0313 第十二屆第 4次理監事會議  

0315 台灣戶外攀岩協會成立大會 租借百岳講堂 

0324 台灣國際友誼健行歡送會 民權晶宴會館 

0330 第 12屆第三次會員大會 百岳講堂 

0331 傳動行銷 Nicole總監來訪 秘書長 陳品潔 

0425 IVV延明年舉辦 博嘉國小 

0427 國訓陪訓座談會潘、蕭委員 理事長 秘書長 莊部長等  

0504 
龍潭武漢營區 攀岩館場勘 潘、蕭委員 理事長 秘書長 莊部長

等 

 

0505 嚮導會議  

0511 山域嚮導證書展延時效可行性會議  體育署 2樓 秘書長 許中和主任 

0511 2020山域嚮導始業式 秘書長 崔祖錫 

0512 輔導原民社區結合加羅湖山徑發展生態旅遊計畫會議 秘書長 

0512 登山嚮導的職責與態度 張志湧 

0513 地圖地形判讀與定位基礎 崔祖錫 

0514 台灣的古道與原住民 伍元和 

0515 台灣森林植物生態認識 黃鈺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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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16 登山法規與保險 09:30~11:30 洪振豪 

 戶外風險管理/隊伍管理 13:00~15:00 黃鈺翔 

 登山安全與山難事件探討 蔡日興 

0518 登山企劃與計畫書撰寫 19:00~20:30 崔祖錫 

 山岳概論-山系認識 20:30~220:0 崔祖錫 

0525 山岳氣候 黃成健 

0526 登山體能訓練 張存豪 

0527 登山輕量化 黃福森 

0528 LNT理論與實務 徐彥暉 

0604 登山嚮導學科檢定  

0611 協會官網會議  林詠章教授  

0622 大型活動緊急救護協會張國基秘書長來訪 BLS洽商  

0630 第十二屆第 5次理監事會議  

0707 壽山自然公園  旗津場勘 理事長  副祕書長 

0708 正隆紙業來訪頒感謝狀  李春和  

0714 嚮導會議  

0718 中華民國山救協餐敘 彰化花壇 理事長 祕書長 副祕書長 

0729 評鑑實地訪視 理事長 祕書處 

0731 全登親領  

0801-02 25屆全國溪仙大會暨溯溪活動示範演練 理事長 祕書長 

0806 蘋果日報  李記者來訪 理事長 祕書長 

0809 BLS課程  大型活動緊急救護協會 高偉峰---53位 祕書長 

0810-11 原民會山林服務政策規劃研討會  南投東埔 理事長 國際組長 

0814 日本登山文化、登山安全管理與台灣山岳發展趨勢 李彥樑 理事長 祕書長 

08/15 (我在這裡、山在那邊)  呂政瀚  婉柔 戶外安全推廣協會呂果果 

0822 中華健行 51周年慶 晶宴會館 理事長 王副  祕書長 

0824 攀登部訓輔會議  大和 理事長 祕書長 部長 

0907 
巴福越嶺、北插山系總量管制座談會    新竹林管夏榮生處長

鄭雅文課長周文郅技正 北市山岳樹登桃岳北搜百岳挺進藍天 

理事長 祕書長 

0908 觀光局北觀處觀音山會議 祕書長 

0914 全國登山日記者會 理事長 祕書長 副祕書長 

0915 嚮導會議  

0916 蜂螫與野外傷害處理  蔡明憲  70位  

0917 運動心理課程  

0918-19 全國登山研討會  漁池鄉 理事長 祕書長 副祕書長 

0921 體能訓練計畫  

0923 緊急避難與外帳搭設  任鐵剛  

0924 山域安全及人文訓練營 陽明山 170人 祕書長 副祕書長 

0924 嘉遊好步道 嘉義最上道記者會 觀光局嘉義縣政府華山文創園 理事長 

0925  12-3理監事聯席會議  



0926  觀音山登高 猛禽館開幕  

0928 原住民嚮導專班會議  

1017 全國登山日芳和國中  

1023 雪霸國家公園山屋抽籤業務討論會 雪霸處長 理事長--- 

1113 太魯閣國家公園登山安全系列講座—登山迷途之處置 任鐵剛 

1120 太魯閣國家公園登山安全系列講座—虎頭蜂之生態  防治 蔡明憲 

1205 龍山隊會議、選舉  

1214 山域嚮導始業式&登山運動概論 崔祖錫 

 山域環境知識 計畫/行政/隊伍管理 張志湧 

1215 各種山域特性與山系認識 崔祖錫 

1216 地圖地形判讀與定位基礎 崔祖錫 

1217 台灣森林植物生態認識 黃鈺翔 

1218 登山糧食計畫 張元植 

1219 登山法規與保險 09:30~11:30 洪振豪 

 戶外風險管理/隊伍管理 13:00~15:00 黃鈺翔 

 登山安全與山難事件探討 15:00~18:00 卡布 

1221 登山醫學理論(失溫、高山症等急症) 李柏青 

1222 基礎登山器材裝備及背包打包 黃延任 

1223 台灣山林動物生態與相對因應 郭彥仁 

1224 山岳氣象 林文龍 

1225 2020登山安全須知講座 
謝秀慧/林瑞星/王孟福/

鄭筑云/陳坤明/陳家鎮 

1225 原住民與山 伍元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