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立東華大學教師個人基本資料表
20170403更新
宋秉明(Bin-Min Sung)
聯絡電話：03-8633295, 0933976721
E-mail：bmsung@mail.ndhu.edu.tw
最高學歷/起迄：美國緬因大學森林學院公園暨遊憩資源管理博士 1987/8~199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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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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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2010～2017/1）
一、期刊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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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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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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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近年之研究計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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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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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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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管理處委託。

■ 教學（2013.8～2017.1）
五、四年內開授專業課程(Course Works)
105 學年度上 校園綠色廚房（大學部，選3，54人）
生態是休閒農業規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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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 學年度 博生3/ 碩生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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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學年度 博生4/1 碩生6/2
103 學年度 博生4/0 碩生9/5
岡紹華(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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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碩士論文獲當年度原住民學生碩士論文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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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園景觀委員會委員
環境學院 綠色實驗餐廳指導老師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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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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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專業學術服務工作項目(校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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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