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 福爾摩沙島國河川救援大會師－第三屆全國河川 NGO 會議」
大會簡章
一、宗

旨：本屆全國河川 NGO 會議以「2008 福爾摩沙島國河川救援大會師」為號召，以
「恢復河川生命力」為訴求，兼重「流域治理三大層次」
，強調「河川議題資
訊的透明化監督」
，體檢河川重大政策，發展河川治理典範，以流域地圖方式
回顧議題熱點並前瞻行動願景，進而讓河川工作者的經驗交流匯聚出行動力。
二、會議時間：97 年 3 月 29 日（六）、30 日（日）
會議地點：世新大學附設世新會館（臺北縣深坑鄉深南路 21 號）電話：02-2662-0123
三、行動教室時間：97 年 3 月 29 日（六）上午 9:00～12:00
1.集合時間：上午 8:40
(1)獨木舟體驗：國立政治大學校門口
(2)單車體驗：木柵動物園（公共自行車木柵租借站）
(3)步行體驗：國立政治大學校門口
2.會師時間：上午 11:30
會師地點：木柵動物園前廣場
四、指導單位：教育部、行政院環境保護署、經濟部水利署、臺北市政府、臺北縣政府
主辦單位：臺北市南港社區大學、淡水河守護聯盟（基隆、內湖、松山、文山…等 17 所
社大暨綠色公民行動聯盟…等多個 NGO）、社區大學全國促進會、
致福感恩文教基金會
協辦單位：中華民國自然步道協會、臺灣環境資訊協會、臺灣亞洲民主資源協會、
基隆河守護網絡、水患治理監督聯盟、台灣獨木舟推廣協會、
臺北市文山新願景促進會
五、參加對象：全國各地河川守護、河川巡守、河川導覽、環境教育等河川工作者與河川志
工，社區大學河川相關課程、社團老師與學員，主管河川之政府單位官員，
研究河川之學術單位學者，以及愛護河川相關人士。
六、報
名：
1.報名截止日：97 年 3 月 21 日(五)，請於報名截止日前完成報名手續，大會現場不受
理報名。會議名額 120 名，額滿為止。
行動教室：獨木舟體驗限額 20 名。單車體驗限額 30 名，額滿為止。
2.報名費用：200 元。
需住宿者另加住宿費用 800 元／人（代訂世新會館，將安排雙人一房）
行動教室報名費用：獨木舟體驗：500 元（台灣獨木舟推廣協會）
單車體驗：免費，但需自理單車租借費用（文山新願景促進會）
步行體驗：免費（中華民國自然步道協會）
3.報名繳款方式：
(1)報名地點：臺北市南港社區大學（臺北市南港區東新街 108 巷 23 號，成德國中內)
(2)傳真報名：填妥報名表，並以帳戶匯款方式繳交報名費。
匯款帳戶： 中國信託商業銀行敦南分行（代號 822）1635-4008-2302
戶名：財團法人致福感恩文教基金會
請於匯款後將收據連同報名表傳真至 02-27828271 即完成報名手續。

七、聯絡人：
賴智銘 電話：02-2782-8272#12 手機：0935-722372

E-mail:river@nangang.org.tw

八、世新會館交通方式：
1、自行開車：
z 北二高由深坑聯絡道下，至世新會館約 5 分鐘。 (提醒您：下聯絡道後有測速照
相機，速限為 60 公里)
z 也可參考www.urmap.com.tw網站路線規劃(會場路線圖如上圖)。
2、捷運轉公車：
板南線：市政府站轉乘912 號公車至『草地頭站』下車(假日班距 30-40 分鐘)
新店線：景美站轉乘660、666號公車至『草地頭站』下車
木柵線：木柵站轉乘660、666號公車至『草地頭站』下車
由『草地頭站』，步行至世新會館約 8-10 分鐘(約 400 公尺)。
九、行動教室集合地點交通方式：
1. 步行體驗集合地點：政治大學校門口
2. 單車體驗集合地點：木柵動物園（捷運木柵線：『木柵動物園站』）
3. 獨木舟體驗集合地點：政治大學校門口
(1)捷運新店線：景美站轉乘捷運接駁公車棕 6至『政大站』下車。
(2)捷運木柵線：動物園站，轉乘236、237、611、282、棕 3 、棕 6、綠 1、指南客運
1、指南客運 2、指南客運 3 至『政大站』下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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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時間
08:40～09:00

獨木舟體驗

2008 年3 月29 日（星期六）
議題現場之行動教室
單車體驗
步行體驗

集合地點：政治大學校門口

集合地點：木柵動物園
（公共自行車木柵租借站）

景美溪獨木舟體驗
景美溪自行車道
道南河濱公園
11:30～12:00 會師地點：木柵動物園前廣場

09:00～12:00

集合地點：政治大學校門口
小坑溪步道導覽

全國河川會議議程
時間
12:00～13:00 報到

內容

開幕式
13:00～13:30

開幕影片 破碎的臺灣流域生命體
（公共電視-我們的島）
開幕致詞
來賓致詞

流域治理的可能架構與三個層次
（維生環境、生物多樣性、倫理文化）
13:30～15:10

河川治理困境與流域治理可能架構
—流域政府或共管機制
河川生物多樣性之活化與維生環境品質管理
從河川教育到土地倫理重建—親水文化再現

綜合討論

主持人/引言人/與談人
主持人：
黃榮護 ⁄ 臺北市南港社區大學校長
來賓：
陳伸賢 ⁄ 經濟部水利署署長

共同主持人：
張捷隆 ⁄ 社區大學全國促進會理事長
郝龍斌 ⁄ 臺北市市長（擬邀中）
引言人：
蕭代基 ⁄ 中華經濟研究院院長
張崑雄 ⁄ 中華民國溪流環境協會常務理事
林益仁 ⁄ 靜宜大學生態學系助理教授
與談人：
環保署代表
楊偉甫／經濟部水利署副署長

15:10～15:30 茶敘

跨域議題與治理政策之一：治水參與
石門水庫集水區治理政策與執行困境

15:30～17:30

易淹水地區治理政策與執行困境

綜合討論

共同主持人：
林淑英 ⁄ 淡水河守護聯盟代表
陳伸賢 ⁄ 經濟部水利署署長
引言人：
陳儒東 ⁄ 治水監督聯盟石門小組召集人
引言人：
雙溪河－羅敏儀
中部河川民間代表
南部河川民間代表
與談人：
蔡義發／經濟部水利署副總工程司
原住民代表
立法院永續會代表

17:30～18:30 晚餐
18:30～21:00

流域之協力經驗
社區河川團隊經驗分享—關西河川巡守隊
社大河川團隊經驗分享
—南港社大基隆河守護地圖PeoPo 數位志工隊

共同主持人：
陳瑞賓 ⁄ 臺灣環境資訊協會秘書長
魏文宜 ⁄ 環保署水保處科長
引言人：
邱昭君 ⁄ 鳳山溪關西河川巡守隊代表
林鳳春‧張錫塒 ⁄ 基隆河流域守護地圖
暨故事數位工作隊代表

大專河川團隊經驗分享
—東吳大學微生物學系河川守護社團
分區河網交流與河川救援拼圖 <分組進行>

綜合討論

黃以又 ⁄ 東吳大學微生物學系河川巡守隊守
護社團代表
北臺灣流域組主持人
張芳德 ⁄ 內湖社大主秘
謝國清 ⁄ 基隆社大主秘
中臺灣流域組主持人
鐘丁茂 ⁄ 臺灣生態學會理事長
余國信 ⁄ 洪雅書房房主
南臺灣流域組主持人
吳仁邦 ⁄ 臺南市社大專案經理
吳儷嬅 ⁄ 藍色東港溪保育協會總幹事
東臺灣流域組主持人
張捷隆 ⁄ 宜蘭社大校長
劉炯錫 ⁄ 南島社大總幹事
與談人：
陳建志 ⁄ 綠色公民行動聯盟理事
鍾明光 ⁄ 美濃愛鄉協進會前總幹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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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時間
08:00～08:20 報到

2008 年3 月30 日（星期日）
項目
主持人/引言人/與談人
共同主持人：
賴偉傑 ⁄ 綠色公民行動聯盟理事
周錫瑋 ⁄ 臺北縣縣長
引言人：謝世傑 ⁄ 經濟部水利署副總工程司
與談人：廖健良 ⁄ 立委尹伶瑛國會助理

跨域議題與治理政策之二：
河川水質水量與水資源管理
水資源治理政策與執行困境：
越域引水、人工大湖…

08:20～10:00

引言人：朱益君 ⁄ 臺北縣政府環境保護局
水質保護科科長
與談人：吳秀蓮 ⁄ 財團法人荷蘭村環境保護
基金會董事長
引言人：周錫瑋 ⁄ 臺北縣縣長
與談人：賴榮孝 ⁄ 荒野保護協會副理事長

河川水質水量管理：
污水、下水道、溼地、截流枯水…
恢復河川生命力與地方政府河川守護願景

10:00～10:20 茶敘

樹立河川治理新典範—司法參與、公民行動
從擴大打擊環境犯罪聯盟看大臺南環境治理局勢

10:20～12:00

地方政府與地檢署聯合出擊掃蕩大漢溪河川污染
基隆河流域環境議題熱點資訊透明化
—結合PPGIS 與PeoPo 的公民新媒體

共同主持人：
林朝成 ⁄ 臺南市社區大學校長
陳聰明 ⁄ 檢察總長
引言人：黃煥彰 ⁄ 臺南市社區大學
自然環境學程召集人
引言人：蘇振文 ⁄ 板橋地檢署檢察官
引言人：陳宣靜 ⁄ 南港社大地方學
GIS社造導師
與談人：
環保署水保處代表
陳健一 ⁄ 臺灣土地倫理協會秘書長

綜合討論
12:00～13:00 午餐

全國河川救援行動之發展藍圖
北臺灣流域議題熱點與行動地圖
中臺灣流域議題熱點與行動地圖

13:00～15:00

南臺灣流域議題熱點與行動地圖
東臺灣流域議題熱點與行動地圖

綜合討論

閉幕式
15:00～15:30
15:30～

大會宣言
大會交接

共同主持人：
楊志彬 ⁄ 北投社大校長
陳重信 ⁄ 環保署署長（擬邀中）
報告人：張芳德 ⁄ 內湖社大主秘
謝國清 ⁄ 基隆社大主秘
報告人：廖本全 ⁄ 臺灣生態學會主任
余國信 ⁄ 洪雅書房房主
報告人：吳仁邦 ⁄ 臺南市社大專案經理
吳儷嬅⁄ 藍色東港溪保育協會總幹事
報告人：張捷隆 ⁄ 宜蘭社大校長
劉炯錫 ⁄ 南島社大總幹事
與談人：立法院永續會代表
環保署代表
水利署代表
教育部代表
主持人：
黃榮護 ⁄ 臺北市南港社區大學校長

賦歸

聯絡人:
臺北市南港社區大學

賴智銘

02-2782-8272#12

E-mail:river@nangang.org.tw

「2008 福爾摩沙島國河川救援大會師－第三屆全國河川 NGO 會議」報名表
姓名

性別

身分證字號

生日

單位名稱

收據抬頭

電話

(O)
(H)

□ 男
民國

□ 女

年

□參加者姓名
□其他

月

日

□單位名稱

手機

傳真

e-mail

通訊地址
緊急聯絡人
電話或手機

緊急聯絡人

飲食
報名費用
住宿
參加
行動教室

3/29(六)晚餐
3/30(日)早餐
3/30(日)午餐

□ 葷 □ 素
□ 葷 □ 素
□ 葷 □ 素

□ 郵寄至通訊地址
赴會通知方式
□ E-mail
(可複選)
□ 手機簡訊

報名費用：200 元
□ 是：住宿費用 800 元（代訂世新會館）
□
□
□
□

獨木舟體驗
參加費用 500 元
單車體驗
免費參加
步行體驗
免費參加
不參加行動教室

□ 否：不需幫我代訂住宿

行動教室說明：
1. 左列活動因同時間進行，請擇一參加。
2. 參加單車體驗活動，需自理單車租借費用。
3. 獨木舟體驗限額 20 名，單車體驗限額 30 名

填妥本表後，連同匯款收據傳真至 02-2782-8271 完成報名手續
臺北市南港社區大學 臺北市南港區東新街 108 巷 23 號（成德國中內）
電話：02-2782-8272 e-mail：river@nangang.com.tw

匯款收據黏貼處

河川工作相關經驗

我參加：
; 大會報名
200 元
□ 住宿
800 元
□ 獨木舟體驗 500 元
活動費用共
元
報名者簽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