綠色服務及友善環境相關推廣會議議程
1. 旅館業第一場(中區)分享會
(1)會議時間：107 年 6 月 21 日(四)
(2)會議地點：觀光局旅遊中心 台中服務處
(台中市南屯區干城街 95 號 1 樓)
(3)會議議程如表 1 所示

表 1、旅館業第一場(中區)綠色服務及友善環境推廣分享會議程
時間
08:40〜09:00
第一節
09:00〜09:15
09:15〜09:30
第二節
09:40〜10:05
10:05〜10:30
10:30〜10:50
第三節

議程(暫定)

單位

報到
旅館業綠色服務及友善環境介紹與推廣
「旅宿業綠色服務及友善環
境電子參考手冊」及網頁簡 環科公司
介
觀光局政策宣導事項
觀光局
推廣綠色服務/友善環境案例分享
西湖渡假村飯店事業部
西湖渡假村案例分享
林郁梅經理
竹湖暐順麗緻文旅
竹湖暐順麗緻文旅案例分享
陳雋愷董事長特助
中場休息
旅館業綠色服務及友善環境綜合座談
與談人
 中原大學工業與系統工程學
系郭財吉教授
 众社會企業徐培峯經理
 朝陽科技大學 休閒事業管理
系賴盈孝教授

10:50〜11:20

1.旅館永續經營與綠色採購
2.通用旅遊與友善住宿大商
機，就是 9453 啦
3.推廣旅館永續經營與低碳
觀光行銷策略

11:20〜12:00

 郭財吉教授
 徐培峯經理
旅館業綠色服務及友善環境
 賴盈孝教授
綜合座談
 林郁梅經理
 陳雋愷董事長特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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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旅館業第二場(北區)分享會
(1)會議時間：107 年 6 月 26 日(二)
(2)會議地點：交通部觀光局旅遊服務中心會議室
(台北市松山區敦化北路 240 號 2 樓)
(3)會議議程如表 2 所示

表 2、旅館業第二場(北區)綠色服務及友善環境推廣分享會議程
時間
08:40〜09:00
第一節
09:00〜09:15
09:15〜09:25
09:25〜09:40
第二節
09:40〜10:05
10:05〜10:30
10:30〜10:50
第三節

10:50〜11:20

11:20〜12:00

議程(暫定)

單位

報到
旅館業綠色服務及友善環境介紹與推廣
「旅宿業綠色服務及友善環
境電子參考手冊」及網頁簡 環科公司
介
國際公平貿易組織台灣分會秘
永續旅宿與公平貿易
書長詹慧珍小姐
觀光局政策宣導事項
觀光局
推廣綠色服務/友善環境案例分享
六福旅遊集團公關處王淺秋協
六福旅遊集團案例分享
理
台北諾富特華航桃園機場飯店
機場旅館的綠色文化
羅健維總工程師
中場休息
旅館業綠色服務及友善環境綜合座談
與談人
 台灣產業服務基金會林萊娣
1.旅宿執行綠色措施之助益
總經理
2.推動無礙旅遊，提升住宿
 財團法人自由空間教育基金
服務品質
會唐峰正董事長
3.生態旅遊與永續觀光
 龍華科技大學觀光休閒系何
台華教授
 林萊娣總經理
 唐峰正董事長
旅館業綠色服務及友善環境
 何台華教授
綜合座談
 王淺秋協理
 羅健維總工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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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旅館業第三場(南區)分享會
(1)會議時間：107 年 6 月 28 日(四)
(2)會議地點：觀光局旅遊中心-高雄服務處
(高雄市中正四路 235 號 5 樓之 1)
(3)會議議程如表 3 所示

表 3、旅館業第三場(南區)綠色服務及友善環境推廣分享會議程
時間
08:40〜09:10
第一節
09:10〜09:30
第二節
09:30〜10:00
10:00〜10:30
10:30〜10:50
第三節

10:50〜11:20

11:20〜12:00

議程(暫定)

單位

報到
旅館業綠色服務及友善環境介紹與推廣
「旅宿業綠色服務及友善環
境電子參考手冊」及網頁簡 環科公司
介
推廣綠色服務/友善環境案例分享
全台灣最省電旅館的節電魔 紙飛機青年旅館負責人闕隆一
法分享
先生
巨蛋旅店 hotel R14
巨蛋旅店 hotel R14 副總經理
案例分享
中場休息
旅館業綠色服務及友善環境綜合座談
與談人
 成功大學 產業永續發展中心
1.節省水資源對旅館之助益
陳峙霖經理
2.推動無礙旅遊，提升住宿
 友善住宅研究記錄者
服務品質
林黛羚講師
3.綠色觀光與友善旅館行銷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永續觀光
策略
暨遊憩管理碩士學位學程黃
玉琴教授
 高雄市政府觀光局
 陳峙霖經理
旅館業綠色服務及友善環境  林黛羚講師
 黃玉琴教授
綜合座談
 闕隆一先生
 巨蛋旅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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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旅館業第四場(東區)分享會
(1)會議時間：107 年 7 月 5 日(四)
(2)會議地點：花蓮縣政府 社會福利館 5 樓會議室
(花蓮縣花蓮市文苑路 12 號 5 樓)(花蓮文化局旁)
(3)會議議程如表 4 所示

表 4、旅館業第四場(東區)綠色服務及友善環境推廣分享會議程
時間
08:40〜09:00
第一節
09:00〜09:15
09:15〜09:30
第二節
09:40〜10:05
10:05〜10:30
10:30〜10:50
第三節

議程(暫定)

單位

報到
旅館業綠色服務及友善環境介紹與推廣
「旅宿業綠色服務及友善環
境電子參考手冊」及網頁簡 環科公司
介
觀光局政策宣導事項
觀光局
推廣綠色服務/友善環境案例分享
太魯閣山月村
當山豬遇到巴黎鐵塔
鄭明岡村長
太平山國家森林遊樂區
太平山莊案例分享
太平山莊
中場休息
旅館業綠色服務及友善環境綜合座談
與談人
 前花蓮縣政府農業局長杜麗
華女士
 國立東華大學觀光暨休閒遊
憩學系遲恒昌教授
 東海岸風景特定區管理處前
副處長黃尹鏗先生

10:50〜11:20

1.如何運用地產地消作出創
意
2.旅館業與無障礙旅遊
3.永續觀光與環境素養

11:20〜12:00

 杜麗華女士
 遲恒昌教授
旅館業綠色服務及友善環境
 黃尹鏗先生
綜合座談
 太平山莊
 鄭明岡村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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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旅館業綠色服務及友善環境專題演講
(1)會議時間：107 年 7 月 18 日(三)
(2)會議地點：交通部觀光局旅遊服務中心會議室
(台北市松山區敦化北路 240 號)
(3)會議議程如表 5 所示

表 5、旅館業綠色服務及友善環境專題演講議程(暫定)
時間

議程(暫定)

單位
報到

09:30〜10:00
10:00〜10:10
10:10〜11:00
11:00〜11:50

開場

環科公司/觀光局

永續發展在休閒觀光領域的 臺灣綠色旅遊協會秘書長
施君翰博士
實踐-談綠色旅遊
以無障礙為出發，推動友善
王武烈建築師事務所王武烈建築師
住宿旅館
午餐

11:50〜13:30
13:30〜14:20

旅宿業如何推廣台灣生態旅 野 FUN 生態實業公司
遊
賴鵬智總經理

14:20〜15:10

旅館節能實務經驗分享

桃園市旅館公會陳盈瑞理事長
中場休息

15:10〜15:30
15:30〜16:20

旅宿業節水實務經驗分享

財團法人台灣產業服務基金會永續
管理與創新技術組樊運成先生

16:20〜17:00

綜合討論(小組討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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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民宿第一場(中區)分享會
(1)會議時間：107 年 6 月 21 日(四)
(2)會議地點：觀光局旅遊中心-台中服務處
(台中市南屯區干城街 95 號 1 樓)
(3)會議議程如表 6 所示

表 6、民宿第一場(中區)綠色服務及友善環境推廣分享會議程
時間
13:40〜14:00
第一節
14:00〜14:40
第二節
14:50〜15:20
15:20〜15:40
第三節

15:40〜16:20

16:20〜17:00

議程(暫定)

單位

報到
民宿綠色服務及友善環境介紹與推廣
「旅宿業綠色服務及友善環
境電子參考手冊」及網頁簡 環科公司
介
推廣綠色服務/友善環境案例分享
散步的雲-日月潭生態民宿
散步的雲-日月潭生態民宿
范懷仁先生
案例分享
中場休息
民宿綠色服務及友善環境綜合座談
與談人
1.民宿亦能綠適居-既節能又
 台灣綠適居協會創辦人邱繼
健康舒適
哲講師
2.通用旅遊與友善住宿大商
 众社會企業徐培峯經理
機，就是 9453 啦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永續觀光
3.綠色觀光與友善民宿行銷
暨遊憩管理碩士學位學程黃
策略
玉琴教授
民宿綠色服務及友善環境
綜合座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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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邱繼哲講師
 徐培峯經理
 黃玉琴教授
 范懷仁先生

7. 民宿第二場(南區)分享會
(1)會議時間：107 年 6 月 28 日(四)
(2)會議地點：觀光局旅遊中心-高雄服務處
(高雄市中正四路 235 號 5 樓之 1)
(3)會議議程如表 7 所示

表 7、民宿第二場(南區)綠色服務及友善環境推廣分享會議程
時間
13:40〜14:00
第一節
14:00〜14:40
第二節
14:50〜15:20
15:20〜15:40
第三節

15:40〜16:20

16:20〜17:00

議程(暫定)

單位

報到
民宿綠色服務及友善環境介紹與推廣
「旅宿業綠色服務及友善環
境電子參考手冊」及網頁簡 環科公司
介
推廣綠色服務/友善環境案例分享
松柏林民宿渡假山莊
松柏林民宿渡假山莊
案例分享
劉興財先生
中場休息
民宿綠色服務及友善環境綜合座談
與談人
 成功大學 產業永續發展中心
1.推廣民宿節水效益
陳峙霖經理
2.推動無礙旅遊，提升民宿
 友善住宅研究記錄者
服務品質
林黛羚講師
3.綠色觀光與友善旅館行銷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永續觀光
策略
暨遊憩管理碩士學位學程黃
玉琴教授
 高雄市政府觀光局
 陳峙霖經理
民宿綠色服務及友善環境
 林黛羚講師
綜合座談
 黃玉琴教授
 劉興財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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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民宿第三場(北區)分享會
(1)會議時間：107 年 7 月 3 日(二)
(2)會議地點：國立宜蘭大學 體育館一樓視聽室
(宜蘭縣宜蘭市神農路一段 1 號)
(3)會議議程如表 8 所示

表 8、民宿第三場(北區)綠色服務及友善環境推廣分享會議程
時間
08:40〜09:00
第一節
09:00〜09:25
09:25〜09:50
第二節
09:50〜10:20
10:20〜10:40
第三節

10:40〜11:20

11:20〜12:00

議程(暫定)

單位

報到
民宿綠色服務及友善環境介紹與推廣
「旅宿業綠色服務及友善環
境電子參考手冊」及網頁簡 環科公司
介
柏康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環保旅店綠行銷推廣
主講人：陳冠華
推廣綠色服務/友善環境案例分享
老公老婆友善莊園/手作體
驗民宿案例分享

老公老婆友善莊園/手作體驗
民宿官宥秀女士
中場休息
民宿綠色服務及友善環境綜合座談

1.低碳觀光與旅宿綠建築
2.通用旅遊與友善住宿大商
機，就是 9453 啦
3.全球永續旅遊，台灣在地
接軌

與談人
 台灣綠建築發展協會王婉芝
副秘書長
 众社會企業徐培峯經理
 台灣永續旅行協會陳盈潔秘
書長

民宿綠色服務及友善環境
綜合座談

 王婉芝副秘書長
 徐培峯經理
 陳盈潔秘書長
 官宥秀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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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民宿第四場(東區)分享會
(1)會議時間：107 年 7 月 5 日(四)
(2)會議地點：花蓮縣政府 社會福利館 5 樓會議室
(花蓮縣花蓮市文苑路 12 號 5 樓)(花蓮文化局旁)
(3)會議議程如表 9 所示

表 9、民宿第四場(東區)綠色服務及友善環境推廣分享會議程
時間
13:40〜14:00
第一節
14:00〜14:40
第二節
14:40〜15:05
15:05〜15:30
15:30〜15:50
第三節

15:50〜16:20

16:20〜17:00

議程(暫定)

單位

報到
民宿綠色服務及友善環境介紹與推廣
「旅宿業綠色服務及友善環
境電子參考手冊」及網頁簡 環科公司
介
推廣綠色服務/友善環境案例分享
雲起軒，
雲起軒民宿負責人朱亞帆先生
一個綠色友善的住家空間
喜歡農莊民宿案例分享
喜歡農莊民宿
中場休息
民宿綠色服務及友善環境綜合座談
與談人
 荒野保護協會花蓮分會游麗
1.節能綠生活-民宿節能推廣
方分會長
2.民宿推廣無障礙旅遊
 國立東華大學觀光暨休閒遊
3.綠色旅遊與環境素養
憩學系遲恒昌教授
 東海岸風景特定區管理處前
副處長黃尹鏗先生

民宿綠色服務及友善環境
綜合座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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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游麗方分會長
 遲恒昌教授
 黃尹鏗先生
 喜歡農莊民宿
 朱亞帆先生

10. 民宿綠色服務及友善環境專題演講
(1)會議時間：107 年 7 月 13 日(五)
(2)會議地點：國立宜蘭大學 體育館一樓視聽室
(宜蘭縣宜蘭市神農路一段 1 號)
(3)會議議程如表 10 所示

表 10、民宿綠色服務及友善環境專題演講議程(暫定)
時間

議程

單位
報到

08:40〜09:00
09:00〜09:10
09:10〜10:00
10:00〜12:00

開場

環科公司/觀光局

永續發展在休閒觀光領域的實
踐-談綠色旅遊
民宿亦能綠適居-既節能又健
康舒適

臺灣綠色旅遊協會秘書長
施君翰博士
台灣綠適居協會創辦人
邱繼哲講師
午餐

12:00〜13:30
13:30〜14:20

低碳旅遊與綠色觀光之推動經
驗分享

14:20〜15:10

推動友善(無障礙)住宿環境

台灣永續旅行協會
林道瑄理事長
友善住宅研究記錄者
林黛羚講師

中場休息

15:10〜15:30
15:30〜16:20

推動民宿廚餘與廢棄物減量、
再利用

主婦聯盟環境保護基金會生活
環境保護小組謝璧如資深講師

16:20〜17:00

綜合討論(小組討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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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交通資訊

一、交通部觀光局旅遊服務中心/交通部運輸研究所國際會
議廳：
地址：台北市松山區敦化北路 240 號

會議地點

 大眾運輸：
A. 搭高鐵或台鐵至台北站下-轉搭台北捷運至中山國中站或松山
機場站下。
B. 搭高鐵或台鐵至台北站下-轉搭台北市公車(262 路)至長庚醫
院站下。
 開車：
A. 國道 1 號-圓山交流道下-濱江街-復興北路地下道-復興北路民權東路三段-敦化北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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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交通部觀光局旅遊服務中心-台中服務處：
地址：台中市南屯區干城街 95 號

會議地點

 大眾運輸：
A. 搭乘統聯客運 75 及 81 線在黎明社區站下車。
B. 搭乘台中客運 107 線在黎明社區站下車。
 開車：
A. 南下： 國道 1 號，台中交流道(178.6K)下，台灣大道(原台中
港路)往市區方向(勿上高架橋)，至黎明路口右轉，到大業路口
右轉直走即可到達。
B. 北上： 國道 1 號，南屯交流道(181.4K)下，沿五權西路往市區
直走，至黎明路左轉，到大業路口左轉直走即可到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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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交通部觀光局旅遊服務中心-高雄服務處：
地址：高雄市中正四路 235 號 5 樓之 1
高鐵左營站

會議地點

 大眾運輸：
A. 搭台鐵至高雄站下，轉搭 60、248 路高雄市公車至市議會站下。
B. 搭台鐵至高雄站下，轉搭高雄捷運橘線至市議會站下，由 2 號
出口出站。
C. 搭高鐵至左營站下，轉搭高雄捷運紅線至美麗島站下，轉搭高
雄捷運橘線至市議會站下，由 2 號出口出站。
 開車：
A. 自強二路與民生二路口停車場：前金區自強二路與民生二路交
叉口。
B. 十號公園地下停車場：前金區文武一街 65 號。
C. 普客二四停車場：前金區七賢二路 316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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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花蓮縣政府 社會福利館：
地址：花蓮縣花蓮市文苑路 12 號

花蓮火車站

(花蓮文化局旁)

會議地點

 大眾運輸：
A. 搭台鐵至花蓮站下，轉搭花蓮客運(1123 路)至石雕博物館站
下。
 開車：
A. 花蓮火車站出發→右轉《國聯一路》→左轉《中山路》 →左轉
《中正路》→路名變《中美路》(跟中正路同一條路) →右轉《民
權五街》→左轉《民權路》→右轉《文苑路》→抵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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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國立宜蘭大學：
地址：宜蘭縣宜蘭市神農路一段 1 號

宜蘭火車站

會議地點

 大眾運輸：
A. 可搭乘台鐵至宜蘭火車站下車後，搭乘計程車、公車(771、751)
或步行約 15 分鐘抵達。
B. 可搭乘國道客運（葛瑪蘭客運、首都客運、國光客運）至宜蘭
轉運站下車，搭乘計程車、公車(771、751)或步行約 15 分鐘抵
達。
 開車：
A. 由國道 5 號(蔣渭水高速公路)宜蘭交流道(38k)下高速公路後，
沿高速公路下之平面道路 （縣 191 甲）直行，至縣民大道二
段路口右轉直行接嵐峰路，行至進士路口右轉直行約 500 公尺
即抵達。
B. 註：7/3 當日為大學指定科目考試，宜蘭大學部分教室出借為
考場，請來賓盡可能搭乘大眾運輸前往，避免屆時車輛受管制
而無法入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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