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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都市保護區保育實務與經營管理國際研討會」 

簡章 

一、會議緣起  

隨著都市化的結果，都會區對大自然的需求，日益增加。從每年上千萬

人次的遊客前往陽明山國家公園進行登山、健行、遊憩賞景、泡湯及交通穿

越等種種需求，可以看出陽明山國家公園對大臺北都會區的重要性。保護區

能維繫健全的生態系以提升人類的健康及福祉，社會需要仰賴健全的生態系

達到永續的未來。而大屯火山群的地質景觀是陽明山國家公園重要特色之

一，其地形及地理位置，造就臺灣北部放射型水系分佈及多樣的植被類型，

提供各類生物的棲息地環境。早期先民採硫及茶葉、柑橘、大菁等產業活動

更顯現陽明山國家公園具有獨特地域性的人文遺跡。因此如何透過以保育為

出發點的經營管理，維護地景、生態、人文史蹟等工作，更顯重要。 

今年(2015 年)是陽明山國家公園管理處成立 30 週年，特別與國立臺灣大

學辦理｢都市保護區保育實務與經營管理國際研討會｣提供各界瞭解陽明山國

家公園的另外一面。會中將探討如何維持與彰顯都市保護區的多樣價值，降

低人為活動對於自然環境的衝擊，提高居民對於自然環境的認識，瞭解都市

與自然環境之間關係的重要性。 

本次會議主題如下：都市保育的理想、保護區的經營管理、火山的監測

與推廣、火山國家公園的地景保育、生態保育、人文史蹟的保存等課題。邀

請來自美國、澳大利亞、日本、香港等地都市保育及火山研究的專家學者，

共同與長期在陽明山國家公園進行學術研究的專家學者發表討論。這是一個

讓我們瞭解位於大臺北都會區旁保護區的機會，邀請您共同參與。 

二、研討會日期：104年12月1日（星期二）至104年12月2日（星期三） 

三、會議地點：國立臺灣大學第二學生活動中心集思國際會議廳（臺北市羅斯福

路四段85號B1，近捷運松山新店線公館站2號出口） 

四、參加人員：自然保育相關單位、學校及對於陽明山國家公園有興趣人員優先 

五、主辦單位：陽明山國家公園管理處 

六、承辦單位：國立臺灣大學 

七、協辦單位：中華民國國家公園學會、中華民國永續發展學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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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都市保護區保育實務與經營管理國際研討會  第一天議程 
◆時間：2015 年 12 月 1 日 ◆地點：集思國際會議廳 

報到及領取資料(8:30-09:00) 

開幕式 主持人 大會致詞 

09:00-09:20 國立臺灣大學地理

系 林俊全 教授 

內政部營建署 許文龍署長 

陽明山國家公園管理處 陳茂春處長 

都市保育的理想 

場次 主持人 發表人 題目 

09:20-10:00 
國立臺灣大學地理

系 林俊全 教授 

國立臺灣大學土木工程學

系教授暨前內政部部長 

李鴻源 教授 

從國土規劃角度看生態復育 

10:00-10:40 
中國文化大學地學研究所 

王鑫 特約講座 

IUCN 都市保護區任務以及對陽明山

國家公園的期許 

10:40-11:00 合照時間 

11:00-11:40 

國立臺灣大學地理

系 張長義 教授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

所研究員暨國立成功大學

考古學研究所  

劉益昌 所長  

人文史蹟在國家公園的角色與意義 

11:40-12:20 

Nagoya University   

Prof. Hiroyuki Kumagai  

熊谷 博之 

Volcano-seismic signals and their use 

in volcano monitoring. 

12:20-13:30 午餐、休息◆地點: 集思國際會議廳 

火山的監測與推廣 

13:30-14:10 

中央研究院地球科

學研究所  

林正洪 教授 

中央研究院地球科學研究

所 林正洪 教授 

Seismological observations at Tatun 

Volcano Group, Taiwan. 

14:10-14:50 

Kyoto University   

Prof. Masato Iguchi  

井口 正人 

The 1914 eruption of Sakurajima- How to 

forecast near future eruption. 

14:50-15:00 評論人總結 

15:00-15:10 休息 

保護區的經營與管理 

15:10-15:50 

中國文化大學景觀

學系  郭瓊瑩系主

任 

Professor and Director of 

Graduate Programs 

Department of Parks, 

Recreation and Tourism 

Management. 

Prof. 梁宇暉 Yu-Fai Leung   

The Multi-faceted Nature of Capacity 

Management in Urban Protected Areas. 

15:50-16:30 

江戶川大學社會學部現代

社會學科   

Prof. Oyadomari Motoko 

親泊素子 

Cultural and Biodiversity Conservation 

of Urban Protected Areas in Japan: 

Collaborative Management of the 

Central government, Local Authorities 

and Ordinary citizens. 

16:30-17:10 

Prof. Edmund Bernard 

Joyce  

University of Melbourne 

Management of urban protected area – 

Experience in Australia. 

 

http://www.researchgate.net/profile/Edmund_Joyce
http://www.researchgate.net/profile/Edmund_Joyce
http://www.researchgate.net/institution/University_of_Melbour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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都市保護區保育實務與經營管理國際研討會  第二天議程 

◆時間:2015 年 12 月 2 日  ◆地點: 集思國際會議廳 

報到及領取資料(8:00-08:30) 

火山國家公園的地景保育 

場次 主持人/評論人 發表人 題目 

08:30-09:10 

國立臺灣大學地理系  

林俊全 教授 

漁農自然護理署助理

署長暨香港中文大學

地理及資源管理學系 

王福義 客座教授 

從香港郊野公園看都市保護區的

功能和管理 

The Function and Management of 

Urban Protected Areas – a Case 

Study of Hong Kong Country Parks. 

09:10-09:50 
國立臺灣大學地質學

系陳文山教授 

從臺灣北部的火山地質談地景保

育 

09:50-10:10 評論人總結 

10:10-10:30 休息 

火山國家公園的生態與保育 

10:30-11:10 

國立臺灣大學生態學

與演化生物研究所  

李玲玲 教授 

國立臺灣大學生命科

學系 陳俊宏 教授 

來自陽明山國家公園生物多樣性

的驚喜 

Fauna of Earthworm, a surprise of 

biodiversity came from 

Yangmingshan National Park. 

11:10-11:50 

國立臺灣大學動物科

學技術學系  朱有田 

副教授 

陽明山國家公園麝香貓的分布、活

動模式與生存威脅 

Distribution,activity pattern and 

threats faced by small Indian civet 

in Yangmingshan National Park. 

11:50-12:10 評論人總結 

12:10-13:10 午餐、休息  ◆地點: 集思國際會議廳 

保護區的經營-30 年的經驗分享、回顧 

13:10-13:50 
國立臺灣大學地理系  

林俊全 教授 
陽明山國家公園管理處-30 週年影片回顧及簡介欣賞 

13:50-14:10 休息 

14:10-14:50 

中國文化大學環境設

計學院 林建元 教授 

中國文化大學景觀學

系郭瓊瑩 系主任 

Beyond National Park – The New 

Spectrum of Urban Conservation. 

14:50-15:30 
中國文化大學環境設

計學院 林建元 教授 

Challenge and Solutions for 

National Park Finance Management 

in Taiwan. 

15:30-16:00 評論人總結 

16:00-17:00 

陳茂春處長 

林建元教授 

郭瓊瑩主任 

林俊全教授 

綜合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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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聯絡人：中華民國國家公園學會 廖悅晴小姐。 

 電話：02-2364-9880 

 傳真：02-2364-5643 

 電子信箱：taiwancnps@gmail.com，請於11月27日前完成報名事宜，或逕

至中華民國國家公園學會網站報名。報名網址：

http://www.cnps.org.tw/actnews/actnews.php?Sn=2  

 

「都市保護區保育實務與經營管理國際研討會」 

報名表 

姓 名： 身份證字號：  

服務單位：  

職 稱：  E-mail：  

電 話：  手 機：  

＊請勾選：午餐： □葷食 □素食 □不用餐  

□需要公務人員終身學習認證時數 □不需要公務人員終身學習認證時數  

＊因名額有限，請於11月27日前將報名表傳真、e-mail至中華民國國家公園學會完成

報名，或逕至中華民國國家公園學會網站報名。 

報名網址：http://www.cnps.org.tw/actnews/actnews.php?Sn=2  

mailto:taiwancnps@gmail.com
http://www.cnps.org.tw/actnews/actnews.php?Sn=2
http://www.cnps.org.tw/actnews/actnews.php?Sn=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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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通資訊 

捷運 

捷運新店線 公館站2號出口：2號出口左轉 (步行2分鐘) 

公車 

捷運公館站一 (羅斯福路)：254 

捷運公館站 (公車專用道-往西區方向)：0南、1、109、208、208(高架線)、208(區間車)、208(基

河二期國宅線)、236、251、252、253、278、284、284(直行)、290、52、642、643、644、648、

660、671、672、673、676、74、907、景美女中-榮總快速公車、棕12、綠11、綠13、藍28 

捷運公館站 (公車專用道-往新店方向)：207、278、280、280(直達車)、284、311、505、530、

606、606區間車、668、 675、676、松江幹線、松江-新生幹線、敦化幹線、藍28 

公館 (羅斯福路基隆路口)：671 

公館 (基隆路)：1 207 254 275 275(副) 650 672 673 907 南港軟體園區通勤專車(雙和線) 

仁愛路二段：214.248.606 

信義杭州路口(往101)：0東.20.22.204.670.671信義幹線.信義新幹線.1503 

開車 

公館水源市場對面羅斯福路上，近羅斯福路與基隆路交叉口國道一號：由松江路交流道下，轉

建國高架道路南行至和平東路出口，續行辛亥路至基隆路右轉，直行至羅斯福路再右轉，隨即

於右側「臺灣大學公館二活停車場」停車即可。 

國道三號：由臺北聯絡道下辛亥路端，接基隆路右轉羅斯福路，隨即於右側「臺灣大學公館二

活停車場」停車即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