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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秉明(Bin-Min Sung)
聯絡電話：03-8903295, 0933976721
E-mail：bmsung@gms.ndhu.edu.tw
最高學歷/起迄：美國緬因大學(University of Maine, USA)森林學院 公園暨遊憩
資源管理博士 1987/8~1990/6
台灣大學森林研究所 森林遊憩碩士(1983)
現職/起迄：自然資源與環境學系 環境教育與生態旅遊組 教授/2009.8 起
兼任國立空中大學電視講座教授（觀光學概論）
到任年月份(東華)：1995/2/1
專長：生態旅遊、國家公園管理、遊憩衝擊、生態式休閒農業規劃、食農教育
曾任:
․靜宜大學 觀光事業學系 副教授兼系主任 1990/8-1995/1
․國立東華大學 自然資源管理研究所 副教授兼所長 1995-1999
․國立東華大學 觀光暨遊憩管理研究中心 主任 1996-1999
․美國德州Stephen F. Austin State University外聘教授1996-1998
․國立東華大學 觀光暨遊憩管理研究所 副教授兼所長、教授 1999-2009
․加拿大滑鐵盧大學(University of Waterloo) 地理系 訪問學者 2000/8-2001/2
․冰島大學(University of Iceland) 地理系 訪問學者 2003/2 –2003/3
․廈門大學 旅游管理系 客座任教授 2010/7 (講授課程：綠色旅遊)
․ 東北林業大學 動物學院客 座任教授 2011~12 (講授課程：綠色旅遊)
․ 中國建設部、林業部、浙江省政府、北京大學、安徽大學、浙江大學、雲南大學、華東
師範大學、上海商學院、溫州科學院等演講 (1990~2015)
重要北方旅行經驗:
1993/7首度進入北極圈(驅車穿越加拿大育空、西北領地達北極海岸)
1999/8第二次進入北極圈(驅車穿越阿拉斯加達北極海岸)
2003/2進入格林蘭東岸聚落一週、第三次進入北極圈(於冰島北方之小島)

■研究（2010～2018/7）
一、期刊論文：
Sung, Bin-Min, (2017/12)。The State of National Parks in Taiwan。 Taiwan Insight，
The online magazine of the Taiwan Studies Programme，December 13, 2017.
University of Nottingham.
Cheng, C.F. Tsai, C.T. & Sung, B.M. (2016/8)。Community Supported Agriculture and
Green Experimental Restaurants: A Social Capital Perspective. Journal of
Tourism and Leisure Studies. (TSSC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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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傑夫，宋秉明，張凱智(2015)。從交易成本與社會資本的觀點探討有機農業與
市場通路間之關係：以花蓮地區為例。觀光與休閒管理特刊。3 卷 2 期。頁
89-107。
鄭傑夫，宋秉明，鄭瑞隆(2014)。從詮釋現象觀點中探討飯店經理人對職能發展
之主體經驗。觀光與休閒管理特刊。頁 137-149。
岡紹華、宋秉明，2013，從太魯閣國家公園管理處舉辦原住民響導員培訓課程再
探討國家公園與原住民的互動關係。2013 年全國原住民族研究論文集
會。國立嘉義大學(本論文獲得優異獎)。
張凱智、宋秉明，(2011)，社區觀光發展態度關係模式建構之研究，戶外遊憩研究，
24(1)，21-55。（TSSCI）
張凱智、宋秉明，(2010)，民眾參與、地方依附對觀光發展態度關係之研究-以三個不
同觀光發展形態社區為例，觀光休閒學報，16(2)，89-115。(TSSCI)
張凱智、宋秉明，(2010)，社區意識與民眾參與關係之研究-以夥伴關係為干擾變數，
觀光旅遊研究學刊，5(2)，51-76。（具審查制度期刊）
宋秉明、葉美慧，2010，國家公園與原住民溝通平台建制過程之法制觀點：以太魯閣
國家公園為例，國家公園學報，20(2)。

二、研討會論文：
董盈君、宋秉明 2015 東華大學的飲食革命－「校園綠色廚房」通識課程對學生
、態度和行為的改變綠色生活實踐與食農教育。2015 中華民環境教育
文暨實務交流國際研討會暨東亞環境教育論壇(2015/11/7-9)。
鄭傑夫，宋秉明(2015)。從馬斯洛需求理論觀點探討有機產業與消費者關係。銘
傳大學觀光研討會。頁 353-364。
蔡政家、宋秉明 2013 探究影響農民農藥使用行為之因素-以台東釋迦果農為例，
農企業暨生物產業學術研討會，台灣:東華大學。
鄭傑夫，張凱智，宋秉明(2013)。技職餐旅學生自我導向學習與教師承諾驅力關
係之研究。文化與休閒學術研討會 。
蔡政家、宋秉明 2013 探究影響農民農藥使用行為之因素-以台東釋迦果農為例，
農企業暨生物產業學術研討會，台灣:東華大學。
蔡政家、宋秉明 2012 從台東釋迦果農施用農藥的現況探討農藥管理與正確使用
農藥的困境，2012 環境教育學術及實物交流研討會，台灣師範大學。
黃曉君、宋秉明 2011 環境教育學術暨實務交流研討會：互動式的環境教育課程之學
習歷程 －以國立東華大學通識課程「校園綠色廚房｣為例
Kai-Chih Chang, Bin-Min Sung, The relationships of resident’s attitude toward tourism
development and community participation, 2010(ATF)

三、近年之書籍著作：
國家公園經營管理-兼顧自然與人文保育的宏觀思維，底蘊超越自然生態保育，
管理兼顧法治與專業 宋秉明 2016/11 華都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校園綠色廚房 宋秉明 2016/9 遠足出版社
休閒活動設計 宋秉明等 2013 國立空中大學出版
觀光學概論 宋秉明等 2011 五南出版社
觀光學概論 宋秉明等，2010(修訂版，原版為1995 年)，。國立空中大學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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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近年之研究計畫：
․ 2016 赤柯山社區生態旅遊規劃與輔導，赤柯山社區發展促進委員會。
․ 2015 玉山國家公園清八通關西段古道探勘及分析計畫，營建署玉山國家公
園管理處委託。
․ 2015 花蓮縣玉里鎮赤柯山社區社區生態旅遊規劃，赤柯山農村發展協會委
託。
․ 2012-2014 花蓮縣濕地保育廊道規劃(三年期計畫)，內政部營建署委託。
․ 2014 玉山國家公園清八通關東段古道探勘及分析計畫，營建署玉山國家公
園管理處委託。
․ 2013-2014 太平山國家森林遊憩區太加縱走遊憩資源調查與分析計畫，林務
局羅東林區管理處委託。
․ 2013 太平山國家森林遊憩區計畫修正案，林務局羅東林區管理處委託。
․ 2013 文化景觀登錄前期計畫-日治八通關古道探勘及分析，花蓮縣文化局委
託。
․ 2012 玉山國家公園日治八通關古道文化資源調查與遊憩利用管理，營建署
玉山國家公園管理處委託。
․ 2011 六順七彩國家步道東段設施現況與遊憩利用初勘，林務局花蓮林
區管理處委託。
․ 2011 東部有機農業廊道規劃，農委會花蓮區農業改良場委託。
․ 2011 從在地農田到餐桌的低碳生活環教活動案，教育部環保小組補助。
․ 2010 玉山國家公園八通關古道整體管理策略之研擬，營建署玉山國家公園
管理處委託。

四、近年之技術報告：
․ 2015 玉山國家公園清八通關西段古道探勘及分析計畫，營建署玉山國家公
園管理處委託。
․ 2015 花蓮縣玉里鎮赤柯山社區社區生態旅遊規劃，赤柯山農村發展協會委
託。
․ 2012-2014 花蓮縣濕地保育廊道規劃(三年期計畫)，內政部營建署委託。
․ 2014 玉山國家公園清八通關東段古道探勘及分析計畫，營建署玉山國家公
園管理處委託。
․ 2013-2014 太平山國家森林遊憩區太加縱走遊憩資源調查與分析計畫，林務
局羅東林區管理處委託。
․ 2013 太平山國家森林遊憩區計畫修正案，林務局羅東林區管理處委託。
․ 2013 文化景觀登錄前期計畫-日治八通關古道探勘及分析，花蓮縣文化局委
託。
․ 2012 玉山國家公園日治八通關古道文化資源調查與遊憩利用管理，營建署
玉山國家公園管理處委託。
․ 2011 六順七彩國家步道東段設施現況與遊憩利用初勘，林務局花蓮林
區管理處委託。
․ 2011 東部有機農業廊道規劃，農委會花蓮區農業改良場委託。
․ 2010 玉山國家公園八通關古道整體管理策略之研擬，營建署玉山國家公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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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處委託。
▓ 與生態旅遊、國家公園保育、食農教育等之相關歷程及軼事:
● 1980 年秋，大四，首次看到 National Park 及其簡述。當時就受此理想吸引，並
視之為遠方燈塔。
● 1981 年秋，入台大森林研究所碩士班師事陳昭明老師學習遊憩資源管理。欲減
少遊憩衝擊及友善環境之生態旅遊、綠色旅遊、永續旅遊等諸名詞，均未問
世。當時所學均為生態旅遊之源頭-收斂式遊憩利用。
● 1982 年，碩二，在陽明山鹿角坑溪(現為國家公園範圍內)的楓林瀑布，進行社會
心理遊憩承載量調查之碩士論文研究。
● 1984-5 年間，服務於林業試驗所育林系從事多起環境綠化規劃案，其中以新竹科
學園區防風林設計規劃為代表作。
。出國唸書前數度前往墾丁國家公園生活，彼時國內觀光發展未盛，遊風單純而
非如今之過度物化(如墾丁大街)。每當清晨從牧場籠仔埔向東慢跑至風吹沙眺
太平洋，或傍晚從草原向西散步到高處面對巴士海峽送別夕陽，往日情懷歷
歷在目。
● 1985 年，國內林業界與國家公園界兩造間的衝突達最高潮，為作者日後赴美探
索國家公園保育之重要動機。
● 1986 年赴美求學。首年於猶他州立大學自然資源管理學院戶外遊憩系就讀，並
於洛磯山脈的國家公園群進行系列田野觀察。
● 1987~88 年，轉學至緬因大學森林學院，續進行國家公園保育相關之課業及研
究。
● 1989年春，取得博士班候選人資格，論文研究主題為當初欲學習美國國家公園管
理再應用到台灣的初衷，全文以事權分散的角度分析國內國家公園管理。
● 1990 年夏，博士班畢業。
。回國主持靜宜大學觀光事業學系，
。開學前赴中國建設部、林業部、浙江省政府、北京大學、浙江大學等講授國
家公園體系的世界趨勢。
。開始以學者角色參與國內部分國家公園管理處的諮詢會議與相關講授。
● 1993 年，開始對國家公園內原住民議題產生興趣，首先以東埔一鄰為對象探索
玉山國家公園與當地原住民之衝突。
● 1994 年，參加國內國家公園保育 10 周年回顧研討會，會中發表論文正向回應管
理當局:下一個十年將進入管理期。發展之初確應優先致力於規模與硬體，但
若十年後仍未及時強化軟實力如經營管理的結構和機制，則將難以鞏固核心之
保育價值。可惜於今，仍未達管理期。
● 1995 年初，轉任國立東華大學自然資源管理研究所，暫離大眾觀光領域，重返
童年縱谷，亦專心重拾自然資源遊憩利用之探索。
。參與 PECC 生態旅遊規畫小組，推動綠島生態旅遊之規畫作業，並擔任規畫
報告書主筆及口頭報告人。
● 1995~1998 年間，代表台灣於台北、北京、日本金澤市、祕魯等 PECC 會議
報告綠島生態旅遊規劃之經驗。
● 1996 年，擔任國家公園經營管理諮詢委員，主要任務在協助營建署白皮書的建
置。
● 1999 年，行政院原住民事務委員會成立，協助建置原住民基本法，並建議將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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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民與國家公園關係之議題納入其施政。
● 2000 年，獲國科會短期研究補助赴加拿大探索國家公園與原住民關係，寄研於
滑鐵盧大學(University of Waterloo)地理系及遊憩資源系。此時期常與該學院副
院長 Geoff Wall 教授互動，亦於校園中結識時任國際自然保育聯盟（IUCN）世
界保護區委員會（WCPA）生態旅遊規劃的 Paul Eagle 教授。此期間對加拿大
國家公園與原住民關係之發展歷程有深刻的理解和感動，也重新發現美國國家
公園當局竟一直忽視原住民權益的證據，並開始撰寫「美國與加拿大國家公園
原住民關係之比較」。
● 2001 年獲邀擔任 IUCN 之 WCPA 發展東亞地區生態觀光規劃指南作業之諮詢委
員，協助該指南之擬訂。
。同年正式參與太魯閣國家公園原住民諮詢委員會的籌設與運作，並協助擬定諮
詢委員會組織章程、協助議事運作。當時太魯閣國家公園與原住民關係正朝著
性發展而行，不但罕見於國內，亦不讓於先驅國家。
。擔任行政院觀光政策推動小組版生態旅遊白皮書研擬召集人兼主筆。
● 2002~2009 年間在蘭嶼進行觀光觀察，為碩士班遊憩衝擊課程田野課。
● 2006 年初夏，自玉山國家公園南安出發，翻越中央山脈全程七天六夜勘查八通
關日治越嶺古道的文化與遊憩資源。之後即展開一系列古道之勘查與研究。此
時期最大的收穫在感悟自然與文化資源為共同體，不再截然區分自然與文化資
源，即使在生態保護區或文化史蹟保存區之內，亦然。
● 2001-2010 年，觀察、參與和記錄太魯閣國家公園當局與原住民間溝通平台建立
之歷程。10 年間有 5 位碩士生參與探索並完成碩士論文，亦發表數篇期刊論
文。其中 2002 年刊出者，闡述太魯閣國家公園與當地原住民間良性發展與互
動的過程，當時與研究生投入一場政府機構空前絕後重視原住民之過程，為此
生難得的經驗。而 2010 年發表的觀察 10 年的分析論文，則是另一極端的結
果與心情。此後，乃畫下對此課題歷時 17 年探索研究的句點。原因無他，失
望、傷神!
● 2008~2015 年，開始從農耕方式審視農業對自然生態環境的影響。發現台灣目前
佔絕大部分(99%以上)的農田係以施灑化學藥劑及化肥的慣行農法，此對資源
與環境的汙染浩劫將致使生物多樣性快速下降和病變。乃始於校園進行一系列
的食農運動，嘗試從食農教育連結到生態保育。
● 2016 年，撰寫食農教育教材-『校園綠色廚房』及『國家公園經營管理-兼顧自然
與人文保育的宏觀思維』等二書。
● 2017~18，撰寫【從生態旅遊更新到綠色旅遊】一書。
。續輔導花蓮在地生態式休閒農業區及食農教育
▓ 指導碩博士論文
王志豪 2018 國中教室外的課程設計-以南崁國中為例(食農課程) 。碩士論文
秦郅煜 2016 赤柯山農村體驗學習，微電影拍攝，在大學生態旅遊課程的應用:一位引導員的
省思。碩士論文
范竣宇 2016 社區旅遊發展的議題: 蓮縣玉里鎮赤柯山社區為例。碩士論文
鄭潔夫 2016 一個新飲食型態的社會網絡建立-國立東華大學綠色實驗餐廳個案
研究。博士論文
葉正國 2015 門檻迴歸模型應用於國家公園最適承載量之初探。碩士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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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盈君 2015 大學食農教育的實踐模式。碩士論文
李 軒 2015 QR Code 對有機農業的影響。碩士論文
方 翔 2015 一位攀登者的生命故事敘說。碩士論文
陳志銘 2015 一個有機梨農的生活經驗研究。碩士論文
葉秋香 2014 食育在國立東華大學附屬幼稚園之應用。碩士論文
蔡政家 2013 影響農民農藥使用行為之研究-以台東釋迦果農為例。碩士論文
陳伯銘 2013 太魯閣燕子口步道社會擁擠度與遊客滿意度之關係。碩士論文
蔡瑞鋒 2013 國家公園高海拔登山區登山者排泄物處理問題之探討。碩士論文
岡紹華 2013 從太魯閣國家公園管理處舉辦原住民嚮導員培訓課程再探「國家公
園與原住民的互動關係」。碩士論文
吳品賢 2013 遊客對於太魯閣國家公園管理處目前處理落石方案之態度與建議
分析-以燕子口及砂卡礑的旅客為對象。碩士論文
林鴻憲 2012 陳陸合綠光農園有機茶耕作之理念、實踐、困境與展望。碩士論文
張凱智 2011 建構影響社區觀光發展態度關係模式-以社區主義與社會交換理論為
基礎。博士論文
黃曉君 2011 大學校園之食農教育－以國立東華大學「校園綠色廚房」為例。碩
士論文
陳松漢 2011 太魯閣國家公園奇萊山生態保護區遊憩利用收費的研究。碩士論文
朱婉如 2010 國家公園公關運作模式及實務探討--從太魯閣國家公園與當地原
住民互動的角度分析。碩士論文
巫正梅 2009 太魯閣國家公園「部落音樂會」戲碼－以 Uyas 社區後台日常生活
展演為例。碩士論文
劉光琪 2009 生機再現？布拉旦部落生態旅遊的保育與發展圖像。碩士論文
許寬容 2006 蘭嶼的觀光現象與地方建構。碩士論文
張嘉榮 2007 玉山國家公園文化資源管理之研究－以八通關越嶺古道路為例。碩
士論文
葉美慧 2006 我國國家公園法及經營管理缺失之探討－以太魯閣國家公園管理
處處理原住民事務歷程為例。碩士論文
吳旬枝 2006 原住民族參與國家公園生態旅遊發展過程中雙邊互動關係-同禮部
落 v.s.太魯閣國家公園。碩士論文
陳淑珣 2004 太魯閣國家公園與當地原住民進行參與式互動之探討 -從太
魯閣國家公園與原住民文化發展諮詢委員會運作切入 。碩士論文
王 敏 2002 太魯閣國家公園與原住民互動過程之演進 。碩士論文
李莉莉 2002 綠島觀光衝擊之研究。碩士論文陳俊甫 2001 自然體驗的理
念與思維—從 Rachel Carson＜永遠的春天＞談起。碩士論文
游文志 2000 花蓮石梯港海域賞鯨船對鯨豚行為之短期衝擊研究 。碩士論
文
曾永平 1999 賞鯨活動解說評估之探討。碩士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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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靜雯 1999 太魯閣國家公園原住民保留地管理之研究 。碩士論文
薛靜婷 1999 兒童環境教育活動遊戲化之研究。碩士論文
李蕙蓁 1998 望安島學生、居民與遊客對綠蠵龜保育認知之研究 。碩士論
文
蕭雅方 1998 登山嚮導環境態度之研究。碩士論文
方志鵬 1997 國有林保護（留）區分類管理之探討 。碩士論文
郭煒琪 1997 太魯閣國家公園區外學童環境教育活動評估之探討。碩士論文
彭孟慈 1996 陽明山國家公園經營管理效益之評估。文化大學觀光研究所
碩士論文。
郭煒琪、彭孟慈、許鈺清、蘇佳慧 1994 國家公園與原住民衝突分析-以玉山
國家公園為例。 靜宜大學觀光事業學系學士畢業論文。

■ 教學（2013.8～2018.7）
五、四年內開授專業課程(Course Works)
106 學年度上 國家公園特論(博班，選3，2人)
生態式休閒農業規劃(碩博班，選3，8人）
下 生態旅遊 (大學部，選3，72人）
105 學年度上 校園綠色廚房（大學部，選3，54人）
生態式休閒農業規劃(碩博班，選3，20人）
下 休假研究-II(後半段)
104 學年度上 生態旅遊（大學部，選3，28人）
國家公園專論(博班，選3，3人）
下 休假研究-I(前半段)
103 學年度上 校園綠色廚房（大學部，選3，60人）
生態旅遊（大學部，選3，80人）
下病假
102 學年度上 遊憩衝擊（博班，選3，3人）
校園綠色廚房（大學部，選3，60人）
生態旅遊（大學部，選3，60人）
下 自然資源管理概論（博班，選3，2人）
校園綠色廚房（大學部，選3，60人）

六、四年內指導研究生/畢業人數之狀況：
106
105
104
103

學年度
學年度
學年度
學年度

博生3/ 0碩生6/1
博生3/0 碩生6/5
博生4/1 碩生6/2
博生4/0 碩生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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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學年度 博生4/0 碩生10/5

■ 服務（2013.8～2017.1）
七、校內校、院、系(所、科及中心)各級公共事務參與：
104 學年度
103 學年度
102 學年度

校園景觀委員會委員
環境學院 綠色實驗餐廳指導老師
校園景觀委員會委員
環境學院 綠色實驗餐廳指導老師
校園景觀委員會委員
環境學院 綠色實驗餐廳指導老師

八、專業學術服務工作項目(校外)：
106 學年度 教育部學審顧問
花蓮縣水資源諮詢委員
105 學年度 教育部學審顧問
104 學年度 教育部學審顧問
戶外遊憩學報審稿委員
觀光研究學報審稿委員
高雄餐旅學報審稿委員
103 學年度 教育部學審顧問
考試院高普考典試委員
戶外遊憩學報審稿委員
觀光研究學報審稿委員
高雄餐旅學報審稿委員
102 學年度 教育部學審顧問
考試院高普考典試委員
戶外遊憩學報審稿委員
觀光研究學報審稿委員
高雄餐旅學報審稿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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