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 國際濕地大會（線上研討會） 

明日濕地—我們共同的希望 

2021 International Wetland Convention in Taiwan 

Wetland Tomorrow: Our Common Hope 

聯合國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 IPCC 報告重點摘要：暖化上限控制在攝氏 1.5°C 以內，各

國都應致力保護海洋及陸地生態系統。本次研討會以「明日濕地—我們共同的希望」為主題，

探討後疫情時代氣候變遷調適與國土保育下濕地明智利用作為，期望透過國內外濕地保育組

織及產官學各界對濕地議題的關切與參與，以深化濕地價值與行動。活動內容包括簽署

「2022-2027 年濕地保育(RSPA)合作備忘錄」、專題演講、分組座談及學術論文發表等。本

次會議配合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防疫政策辦理，請持續關注官方網站訊息。 

鑑於合作備忘錄即將屆期，將邀請國際濕地科學家學會（SWS）、濕地專業訓練課程認

證委員會（SWSPCP）與中央研究院 Taiwan Wing （Delta Alliance）等 3 大國際組織夥伴

簽署「2022-2027 年濕地保育(RSPA)合作備忘錄」，期透過區域合作之國際夥伴關係提升國

際能見度，並與國內相關部會簽署「2022-2027 年濕地保育部會合作協議」，持續建立部會

跨域合作契機。 

【辦理日期】2021 年 10 月 19 日（星期二）至 10 月 20 日（星期三）9:30~17:30 

【報名對象】 

1. 相關中央主管機關及縣市政府之從業人員。 

2. 全國大專院校環境相關系所之專家學者及師生，包含國土政策、環境規劃、環境教

育、都市規劃、景觀、建築、濕地、水利工程、水資源管理、環境科學、生命科學、

生物資源、自然資源、生物環境及資源保育等相關領域。 

3. 對於濕地保育議題有興趣之從業人員、非營利組織成員或一般大眾。 

【報名方式】即日起至 110 年 10 月 11 日（星期一）止，一律採取線上免費註冊報名，請

至大會官網（iwc-t.weebly.com）註冊及登入，電子信箱將成為您日後線上登

入帳號，請確實填寫當日使用之電子信箱（1 個電子信箱代表 1 位使用者）。 

【指導單位】內政部 

【主辦單位】內政部營建署、內政部營建署城鄉發展分署 

【協辦單位】中央研究院、行政院環境保護署、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經濟部水利署、

海洋委員會海洋保育署、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特有生物研究保育中心、行政院農

業委員會林業試驗、國際濕地科學家學會亞洲分會、濕地專業訓練課程認證委

員會 

【執行單位】社團法人台灣濕地學會 

【聯絡窗口】2021 國際濕地大會籌備小組（02）2543-1505 分機 16 黃小姐 

Tel:(02)2543-15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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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活動議程 

第一天｜2021 年 10 月 19 日（星期二） 

時間 議程 

09:00-09:30 線上加入／報到 

09:30-10:00 

開幕式 

開幕影片 

主辦單位致詞—內政部邱昌嶽常務次長、營建署吳欣修署長 

貴賓致詞— 

• 國際濕地科學家學會 SWS Gregory B. Noe 會長 

• 濕地專業訓練課程認證委員會 Ben A. LePage 前主席 

• 中央研究院施明哲特聘研究員兼中研院南部院區籌備委員會主任委員 

內政部及營建署長官頒發謝函及紀念品 

10:00-10:35 

建立臺灣濕地國際合作平台 

與國際組織簽署濕地保育 RSPA 合作備忘錄 

• 國際濕地科學家學會（SWS） 

• 濕地專業訓練課程認證委員會（SWSPCP） 

• 中央研究院&國際三角洲聯盟（Delta Alliance） 

國內部會機關簽訂濕地合作協議 

•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林華慶局長 

• 經濟部水利署莊曜成副總工程司 

•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顏旭明處長 

• 海洋委員會海洋保育署黃向文署長 

•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特有生物研究保育中心楊嘉棟主任 

•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業試驗所曾彥學所長 

10:35-10:50 貴賓大合照及互動遊戲（Q&A 及濕地守護承諾） 

10:50-11:00 休息 

11:00-11:30 

引言人：李鴻源教授／國立臺灣大學土木工程系 

專題演講 1：濕地水資源管理與公私部門參與策略 

演講者：Dr. Ben LePage／2018-2019 年濕地專業訓練課程認證委員會主席 

11:30-12:00 

引言人：王筱雯教授／國立成功大學水利及海洋工程學系 

專題演講 2：濕地復育與減少災害風險之作為與經驗 

演講者：Robert McInnes／RM 濕地與環境公司負責人 

12:00-13:00 午餐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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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天｜2021 年 10 月 19 日（星期二）  

時間 議程 

【分組 A】 

與全球、亞太濕地鏈共生 

主持部會：內政部營建署及中央研究院 

主 持 人：郭瓊瑩所長／中國文化大學景觀學系所 

13:00-13:30 
專題演講 3：濕地資源盤點與生態環境脆弱度評估 

演講者：陸曉筠副教授／國立中山大學海洋環境及工程學系 

13:30-14:30 

綜合討論：綜合討論擬具重要議題與後續行動 

與 談 人：雪霸國家公園管理處張維銓處長、內政部營建署城鄉發展分署廖文

弘副分署長、陸曉筠副教授、論文發表者 

【分組Ｂ】 

森川里海 

與濕地產業共榮 

主持部會：農業委員會（林務局、特有生物研究保育中心及林業

試驗所） 

主 持 人：蘇夢淮副教授／中國文化大學森林自然保育系 

14:30-15:00 
專題演講 4：以濕地保育再現里山—談臺灣里山倡議夥伴關係網絡 

演講者：李光中教授／國立東華大學自然資源與環境學系 

15:00-16:00 

綜合討論：綜合討論擬具重要議題與後續行動 

與 談 人：農業委員會林務局保育組石芝菁科長、特有生物研究保育中心薛美

莉研究員兼組長、農業委員會林業試驗所董景生組長、李光中教

授、論文發表者 

【分組 C】 

濕地水資源保育、 

防洪管理及科技應用 

主持部會：海洋委員會海洋保育署、經濟部水利署及行政院環境

保護署 

主 持 人：王筱雯教授／國立成功大學水利及海洋工程學系 

16:00-16:30 
專題演講 5：水患治理之自然解方 

演講者：廖桂賢副教授／國立臺北大學都市計劃研究所 

16:30-17:30 

綜合討論：綜合討論擬具重要議題與後續行動 

與 談 人：海洋委員會海洋保育署羅進明組長、經濟部水利署代表、行政院環

境保護署代表、廖桂賢副教授、論文發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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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2021 年 10 月 20 日（星期三） 

時間 議程 

09:00-09:30 線上加入／報到 

09:30-10:00 

引言人：邱文彥教授／國立海洋大學海洋事務與資源管理研究所榮譽講座教

授 

專題演講 6：人類世濕地的復育與創建 

演講者：Prof. Marinus L. Otte／Wetlands(SCI)期刊總編輯(2017-2021) 

10:00-10:30 

引言人：郭瓊瑩所長／中國文化大學景觀學系所 

專題演講 7：濕地與城鄉自然基礎設施設計管理 

演講者： Dr. Matthew Simpson／35 Percent 環境規劃有限公司負責人 

10:30-10:40 休息 

10:40-11:10 

引言人：方偉達所長／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環境教育研究所 

專題演講 8：從美國佛羅里達州和夏威夷紅樹林管理經驗對臺灣的省思 

演講者：Mr. Richard Chinn／Richard Chinn Environmental Training, 

INC 

11:10-12:00 

大會綜合與談 

主持人：郭瓊瑩所長／中國文化大學景觀學系所 

與談人： 

Dr. Ben LePage／2011-2012 年 SWS 總會會長 

徐昇吾主任／拉姆薩東亞區域中心 

李在哲執行長／國家地理學會亞洲區 

邱文彥教授／國立海洋大學海洋事務與資源管理研究所榮譽講座教授 

方偉達所長／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環境教育研究所 

12:00-13:30 午餐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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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2021 年 10 月 20 日（星期三） 

時間 議程 

【分組 A】 

與全球、亞太濕地鏈共生 

主持部會：內政部營建署及中央研究院 

主 持 人：方偉達所長／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環境教育研究所 

13:30-14:30 

綜合討論：綜合討論擬具重要議題與後續行動 

與 談 人：台江國家公園管理處謝偉松處長、內政部營建署城鄉發展分署

廖文弘副分署長、論文發表者 

【分組Ｂ】 

森川里海 

與濕地產業共榮 

主持部會：農業委員會（林務局、特有生物研究保育中心及林

業試驗所） 

主 持 人：盧道杰教授／國立臺灣大學森林環境暨資源學系 

14:30-15:30 

綜合討論：綜合討論擬具重要議題與後續行動 

與 談 人：農業委員會林務局保育組羅尤娟組長、特有生物研究保育中心

薛美莉研究員兼組長、農業委員會林業試驗所董景生組長、論

文發表者 

【分組 C】 

濕地水資源保育、 

防洪管理及科技應用 

主持部會：海洋委員會海洋保育署、經濟部水利署及行政院環

境保護署 

主 持 人：楊磊教授／國立中山大學海洋環境及工程學系 

15:30-16:30 
綜合討論：綜合討論擬具重要議題與後續行動 

與 談 人：海洋委員會海洋保育署羅進明組長、論文發表者 

16:30-16:40 休息 

16:40-17:30 

閉幕式 

• 三大分組共同發表 2021 國際濕地大會宣言 

• 論文徵稿競賽之頒獎典禮 

• 宣告下一屆國際濕地大會或重要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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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大會海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