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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體育署 111 年度 

全國大專院校登山社團戶外領導人才研習營 

(第一梯)報名簡章 

一、依據 

教育部體育署 111年 11月 24日臺教體署學（三）字第 1100043134號函辦理。 

二、目的 

培育大專登山社團戶外領導人才並導向服務/推廣活動及社團經營能力。 

三、辦理單位 

(一)主辦單位：教育部體育署 

(二)承辦單位：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公民教育與活動領導學系 

四、研習主題： 

A、主題一：風險評估與安全管理 

B、主題二：地圖判讀與糧食規劃 

C、主題三：戶外領導野外實作課程（含行前課程） 

五、研習對象 

(一) 對象： 

1. 具有登山經驗之大專院校登山社團成員。 

2. 大專院校與野外調查、環境教育、戶外休閒相關系所的學生。 

3. 其他喜愛登山與戶外探索的大學生或研究生。 

(二) 預計招收人數： 

1. A（主題一）、B（主題二）：每梯次設定 46 人（至多 50 人） 

2. C（主題三）：應至少參加 AB 其中一門課程，上限錄取 32 人。 

六、研習時間與地點 

(一) A（主題一）時間：111 年 2 月 08 日 08：20～17：40 

B（主題二）時間：111 年 2 月 09 日 08：20～16：00 

C（主題三）時間：行前課程 111 年 2 月 09 日 16：30～20：30 

                         野外課程 111 年 2 月 10-13 日（暫訂 2/10 早上 06：50 集合） 

(二) 研習地點：2/08 線上課程，2/9 台師大、2/10-13 北部中海拔山區。 

1. A（主題一）地點：網路暢通的「自己的房間」或獨處隔離處所 

2. B（主題三）地點：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誠大樓 10 樓公領系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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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C（主題三）地點：行前課程 2/9 下午 16：30～20：30 台師大公領系教室 

                            野外課程 2/10-13 北部中級山山區 

七、研習主題與課程表 

A、主題一：風險評估與安全管理（02/08 週二）線上課程遠距教學 

時間 課程主題 關鍵詞與重點 

0820-0850 報到  

0850-0900 開幕式  

0900-1000 風險辨視：常見山難類型原因與預防 體能/態度/知識/裝備/技能 

1000-1200 風險評估：上山前的風險評估與檢核 迷途、墜崖、失溫 

1200-1310 午餐/休息 自行處理 

1310-1500 風險應變：迷途失蹤等山難緊急處理 STOP/獨處過夜/保溫 

1500-1600 安全管理：緊急通報與事後評估作業 自救、求救、留守、通報 

1600-1740 個案討論：山難事故探討與應變處置 行程、應變、危機處理 

B、主題二：地圖判讀與糧食規劃（02/09 週三）實作演練 

時間 課程主題 關鍵詞與重點 

0820-0850 報到  

0850-0900 開幕式  

0900-1000 登山計畫：好的登山計畫書撰寫原則 行程、應變、留守 

1000-1200 地圖判讀：等高線與定位 App 運用 定位、記錄、通訊 

1200-1310 午餐/休息 大會提供 

1310-1500 登山糧食：營養好吃的美食藝術 熱量、美味、保鮮 

1500-1600 菜單設計：中級山團體菜單設計演練 估算、採購、烹飪 

C、主題三： 戶外領導野外實作課程 

    行前課程：2/09 下午 16：30～21：00 

    野外課程：2/10-13 北部中級山山區（暫訂 2/10 早上 06：50 集合）     

2 月 9 日：行前課程 

時間 課程主題 關鍵詞與重點 

1610-1630 報到  

1630-1830 裝備課程：配合行程設計的裝備檢整 個人、團體、特定 

1830-1930 晚餐/休息 大會提供 

1930-2030 防水地圖與糧食設計、採購、保鮮處理 地圖、糧食、保鮮 

    註：行前課程是野外實作必要的先備課程，請要參加野外實作課程的錄取學員，務必

到課，並請「攜帶要上山的個人裝備」前來，以利在現場進行個人裝備檢查、分

公物共同負擔團體裝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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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月 10 日-13 日：野外實作（行程設計為準備課程，暫不公佈時間地點） 

時間 課程主題 關鍵詞與重點 講師 

第一天（02/10） 

上午 行進管理 行進/團隊/定位/互助 各指導員 

下午 營地課程與 LNT 選地/搭帳/夜間保暖 各指導員 

晚上 野外炊事與夜間觀心 炊事/天空的故事 小隊時間 

第二天（02/11） 

上午 叢林穿越 讀圖定位/找路砍路 各指導員 

下午 緊急避難與獨處體驗（白天） 迫降/急迫露宿/獨處 各指導員 

晚上 夜間獨處體驗 靜心/反思/面對恐懼 各指導員 

第三天（02/12） 

上午 困難地形通過與確保實作 行進/危險地形通過 各指導員 

下午 團隊與戶外領導實作 隊伍管理技巧 各指導員 

晚上 夜間交流分享 多元交流與表現 小隊時間 

第四天（02/13） 

上午 課後反思與拔營下山 營地復原 LNT 各指導員 

下午 下山行進與歸還公物 裝備管理/小隊合作 營隊本部 

黃昏 車程與解散 安全/紀律/責任  

    註： 

1. 行程細節將由參加小隊規劃討論，再微調作為實際行程的操作計畫。 

2. 目標山區暫訂定為北臺灣（宜蘭/新北/桃竹苗等中海拔）山區的原始山野。 

      3. 原則上於 02/10 清晨由台北出發、02/13 下午 16：30 前下抵登山口，歸還公共裝備。

（接駁往附近城市車站解散，預計回到台北時間應為 20：30 以前。） 

      4. 戶外領導高度重視團隊合作，而自律、責任是團隊的基礎，態度重於一切。 

 

研習課程講師與教練： 

陳永龍（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公民教育與活動領導學系副教授） 

郭彥仁（黑熊保育與調查研究者） 

陳建忠（羅東林管處技士、魯地圖團隊） 

李偉忠（冒險精靈團隊教練） 

李孝勤（羅東林管處山林巡守員） 

曹文昌（中華民國山岳協會、中華民國山難救助協會教練） 

林瑞星（中華民國山岳協會、中華民國山難救助協會教練） 

 

八、召喚熱情的學員與自我責任  

(一) 機會只給真正有心有行的人。本研習旨在培育大專登山社團幹部與大專生戶外領導

素養。我們召喚的學員是具有服務熱忱與理想實踐力的未來世界領導人才。其屬性

包含：熱愛山林、對自己有責任感、對社團有使命感、樂於擔任幹部、喜歡帶學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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妹成長、刻苦耐勞、熱衷教育傳承、願意擔任教育服務志工等。只想自己充實技能、

爬爽山但不想服務社團、帶領學弟妹的人，請勿報名。 

(二) 安全是自己的責任！本研習的戶外領導實作課程，將在山野環境裡進行登山探索與

戶外領導力的培訓，內容包含：重裝登山、讀圖定位、野外住宿、野外找水、野外炊

煮、叢林穿越、緊急避難、獨處等等多日型重裝登山探勘；並學習領導決策、團隊

溝通、分工合作等核心素養。參與研習的學員應具備自律與合作的精神，瞭解安全

與倫理均為自我責任，衡量自身條件，做好準備以精進下列的戶外領導知能： 

1. 體能：能自律自覺愛運動，身體狀況適合進行中高海拔登山活動。 

  A. 如有可控制在安全範圍內的特殊疾病。請務必事先告知。 

  B. 有能力背負中大背包（重裝）進行 4 天 3 夜的探勘行程。 

2. 態度：喜歡並願意協助推廣山野教育 

A. 完訓返校後，願意協助社團、擔任幹部並辦理登山健行活動。（無償） 

B. 願意協助中小學推展山野教育課程活動。（無償或有津貼的志工） 

3. 知識：願意主動蒐集目標地點的山區資訊與規劃路線行程 

  A. 團隊力：願意以團隊合作方式進行野外課程。 

  B.合作力：錄取後能自主與其他團隊成員進行討論與行前準備。 

4. 裝備：有足以自保的個人裝備及正確的使用保養知能。 

  A. 個人裝備：睡袋、中大背包、登山鞋或雨鞋及其他必要裝備。 

  B.團體裝備：小隊共同分攤團體食材、裝備、飲用水等等。 

個人登山裝備及共同準備團體裝備列表 (詳附件一) 

5. 技能：具有多日型重裝登山山野活動自我照顧的基本能力。 

  A. 硬技能：登山安全相關技能如行進、炊事、搭帳等等。 

      B.軟技能：戶外領導獨立判斷、團隊溝通、引導、問題解決力等。 

(三) 共同防疫仰賴每位參與者的自律：有鑑於國內疫情嚴峻，研習屬「群集」活動，更

需要大家自律，配合做好疫調與自主健康管理，才能確保大家的防疫平安！ 

 

九、報名與審核方式 

(一)報名日期：即日起至 110 年 01 月 18 日（星期二）24：00 截止。 

(二)報名方式：請至下列網址填寫詳細報名資料，並確實勾選欲報名參加之主題。 

A、主題一：風險評估與安全管理（02/08 週二）線上課程遠距教學 

B、主題二：繩索確保與糧食設計（02/09 週三）實作演練 

C、主題三：戶外領導野外實作課程（含行前課程）實作演練 

 

請依照報名系統各項問題詳實填寫，此為報名審核重要依據（資料完整才予以審查）。    

【報名網址：】https://forms.gle/PVuJQqZfP45E64jP8 

※戶外課(主題三)團體報名者，請統一填寫，以利審查作業 

https://forms.gle/PVuJQqZfP45E64jP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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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報名資格：  

        1.  全國大專校院學生（含學士班＆碩博士班），以登山社團幹部與儲備幹部優先，

學科專業應具野外知能的系所學生次之，非相關社團或科系學生再次之。 

        2.  可單獨報名 A（主題一）、B（主題二）課程。欲報名 C 戶外實作課程者，必須

參加 AB 課程至少一場次。同時報名 A、B 課程者優先錄取。 

(四)審查錄取名單原則： 

        1.  登山社團幹部與儲備幹部（如社長、領隊嚮導、下屆社長等等），同時報名 A（主

題一）＋B（主題二）者優先。僅報名單一課程次之，以此類推。 

        2.  為了持續性課程欲長期培訓，曾參加本單位 107-108、108-109、109-110 年研習

並帶（或推薦）登山社團幹部或新生 2-4 人報名者，將優先錄取。同一登山社團

含幹部或潛在幹部 2-4 人一起報名者優先。報名 A（主題一）、B（主題二）者，

每校最多錄取 4 人；報名 C（主題三）者最多錄取 3 人。 

        3.  若經以上排序後序位相同，人數多者優先錄取；若人數亦相同，則依報名先後順

序錄取。 

        4. 室內課因二個場次內容不盡相同，參加者可同時報名不同梯次，但若報名人數

過多，則以核予一人一梯次為原則。 

(五)錄取名額與通知：(未錄取者恕不個別通知) 

1. A（主題一）、B（主題二）：正取 46 名、備取 4 名。 

2. C（主題三）：限額錄取正取 32 人、備取 4 名。 

3. 課程正取、備取名單將於 111 年 01 月 19 日下午 17:30 前以 e-mail 和簡訊個別

通知正備取學員。（請隨時留意新建立的 LINE 研習學員組） 

4. 若戶外課備取者於 111 年 01 月 26 日 18:00 前尚未接獲遞補通知，則代表未遞

補成功，請毋須等待，可逕自安排其他活動。 

5. 因疫情尚在二級警戒，仍須視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公布之措施為主，本單位

保有研習進行與否之最終決定權，先行述明。 

(六)健康調查：報名 C（主題三）野外實作課程經審查錄取者，必須填寫健康調查表。 

(七)研習費用：免費 

        1. 本研習課程若以商業模式計算成本與利潤，包含講師、工作人力、場租、交通、

裝備耗損、公糧等等，若以成本預算來精算後應收費的金額，每位參加者應付金

額約為新台幣 20,000～32,000 元之間；但本研習課程必須感謝諸位的學費，是由

教育部體育署專案計畫經費支應，請參加者珍惜機會，投資自己的本職學能，並

將所學的戶外領導知能素養，未來務必秉持熱情與服務精神，回饋給自己學校的

社團、相關社群或社會。 

        2. 本研習不收取保證金。但基於「自律、誠信、負責」的領導素養，報名錄取後若

因故無法出席，請立即主動告知取消以便遞補給其他候補學員。（若未經事先告知

而未出席，將影響日後該錄取者所屬學校或社團的錄取機會，並於所屬學校未能

錄取時，告知其原因乃「某學長姐」無故放鴿子所致。） 

        3. 研習學員自費負擔部分：(1)自所在地到各場次研習課程「報到前、解散後」的往

返交通與住宿費。(2) 2/10-13 四日份的午餐與行動糧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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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裝備與餐食自理部分： 

        1. 裝備：團體裝備以小隊為單位協調準備若協調不出來由主辦單位協助提供，個人

裝備請自理。 

        2. 餐食：B（主題二）午餐由本單位提供；C（主題三）必須炊煮的餐食，由本單位

提供經費採買，但請於採購時配合取得合乎法令規定可以報支的單據（無法取得

合法單據將不予補助）。另外，C（主題三）野外實作學員於 2/13 課程解散後的晚

餐請自理，並應自行預備好野外實作課程 2/10-13 四日份的午餐與行動糧。 

(九)聯絡人：蘇威丞先生、葉孟學先生，電話：(02)7749-1876 

電子郵件：mountainedu2013@gmail.com 

十、其他注意事項 

(一)個人及團體裝備：請參考【附件一】。 

(二)研習課程免收費。但學生由學校或住宿地到報到地點之交通費用，由學員自理；請自

行預備 2/10-13 四日份之午餐與行動糧。 

(三)此次四天三夜戶外課程研習糧食由參與者討論分工，分組名單將於錄取後公布，食材

購買費用由主辦單位支付。 

(四)如遇重大天然災害、災害管制發佈、颱風、豪大雨、公路坍方等不可抗力因素需延期

或更改地點，將另行通知錄取之學員。 

(五)為因應新冠肺炎疫情變化，將配合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宣布之措施辦理，本單位保

留縮減人數、調整、延期或取消活動之權力。 

(六)因疫情尚在二級警戒，欲參加研習者請做好自主健康管理、體能訓練，提升自體免疫。 

(七)參加研習期間，室內課（除飲食時間外）請一律配戴口罩；戶外課（除飲食時間外）

當在無法保持安全社交距離、或必須交談討論時，亦請配戴口罩。用餐時，請學習

「靜默咀嚼美食、禁止一邊用餐一邊交談」，確實做好共同防疫的安全防護。 

(八)如遇錄取學員無法配合辦理單位的規劃進行準備，於行前裝備整檢時尚未預備好合

宜的登山裝備，或未確實做好課前、課中的防疫自主健康管理，基於登山安全考量，

主辦單位有權婉拒學員繼續參加活動。 

(九)本研習如有未盡事宜，將隨時發信至參加者信箱，敬請隨時留意。 

  

mailto:mountainedu2013@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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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戶外課個人裝備清單建議表 

一、必要裝備（攸關安全，請務必確實備妥並攜帶。） 

項目 主要功能與基本說明 打勾確認 

睡袋 隔夜露營所需；一般化學纖維或羽毛睡袋均可。  

睡墊 隔夜露營所需隔絕地氣；錫箔或泡棉睡墊均可。  

大背包 建議大小：60-80公升(且需準備背包套)  

小背包 須裝得下水壺/雨具/外套/行動糧等輕裝行進物  

雨具 雨衣（兩截式雨衣，含雨褲）  

保暖衣物/毛帽 山上日夜溫差大；一般刷毛布料衣服、帽子。  

備用衣褲 1 套 濕了得以更換；上衣、長褲、內衣褲、襪子。  

鴨舌帽 可遮陽或擋毛毛雨，寬緣帽子尤佳  

水壺 耐熱塑膠或金屬為佳，建議行進水需有 1000cc。  

2000cc 空瓶  寶特瓶，裝公用水。  

環保餐具 1.鋼杯或不易破的碗、2.筷子或湯匙  

頭燈或手電筒 夜間活動照明用（LED 燈泡為佳）  

地布 配合天幕使用，為「夜間獨處」課程必要裝備 

至少 2*2 米大小 

 

指北針 戶外課程「定位」用。  

地圖 由主辦單位提供小隊輔每人一份供學員參考  

二、參考裝備（非關安全，但請攜帶以增加安全與便利性。） 

項目 主要功能與基本說明 打勾確認 

筆記本、筆 寫筆記、塗鴉畫畫～  

哨子 萬一走失時可吹哨求救（低音哨尤佳）  

防曬用品 山上紫外線強，注意防曬，避免曬傷  

個人藥品 營隊準備醫藥箱，個人特殊藥品請自行攜帶。  

身分證件 健保卡、身分證等一般身分證明文件。  

手機 緊急事故通連用  

輕便拖鞋 紮營後舒適用途，愈輕愈好。  

相機/望遠機 記錄用，輕便數位相機即可。  

登山杖 可用其他棍子或竹子代替  

三、團體裝備(以小隊為單位自行協調準備) 

項目 主要功能與基本說明 

爐頭 炊事用，數量依照小隊人數而定 

瓦斯 炊事用，數量依照小隊人數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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鍋具 炊事用，數量依照小隊人數而定 

廚具 包含鍋鏟、湯勺、刀具 

天幕/帳篷 數量依照小隊人數而定 

醫療包 每隊一包，主要以外傷用藥為主，個人內服藥需自行預備 

※攜帶裝備注意事項： 

活動出發前請務必留意山區天氣狀況，準備足夠的保暖衣物。但切記避免攜帶多餘物品

而造成自己的負擔。活動進行期間，請儘量穿著運動衣褲（舒適、排汗材質），以及登山

鞋、雨鞋或較防滑的運動鞋；切勿穿著牛仔衣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