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DAY 1 / 2018-11-21 

大會主場：富邦國際會議中心主會場(A+B 會議廳) 

時 間 議 程
0830-0900 報到及領取資料 

0900-0940 

開幕式: 
• 開幕影片/介紹與會國外專家學者 
• 長官致詞-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李退之副主委、內政部林慈玲次長、行

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林華慶局長 代表致詞 
• 美國濕地科學家學會總會財務長-Lori Sutter 代表致詞 
• 世界自然基金會香港分會行政總裁-Peter Cornthwaite 代表致詞 
•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李退之副主委親自頒發與會國外專家學者謝函 
• 濕地正義聯盟誓師大會(部會宣示跨部合作) 

 (邀請各部會代表-內政部林慈玲次長、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李退之副主
委、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林華慶局長、經濟部水利署曹華平副署
長、行政院環保署代表、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水土保持局蔡金龍組長、
林業試驗所張彬所長及特有生物研究保育中心楊嘉棟主任上台參與活
動) 
• 大合照 

0940-1020 

引言人：葉欣誠所長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環境教育研究所 
專題演講：永續發展目標和里山倡議 SDGs and Satoyama Initiative 
演講者：Prof. 堀江正彥 
國際自然保護聯盟(IUCN)日本委員會理事、日本明治大學校長顧問 

1020-1100 

引言人：林華慶局長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 
專題演講：由國家地理學會合作計畫所投入的濕地及候鳥保護行動 
演講者：李在哲 Jay Lee 執行長 
國家地理學會亞洲區執行長

1100-1110 休息/茶點 

1110-1150 

引言人：邱文彥教授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榮譽講座教授 
專題演講：濕地生態系統結合農村與都市景觀 
演講者： Dr. Matthew Simpson 
英國野禽與濕地基金會諮詢公司（WWT Consulting）副主席 

1150-1230 

引言人：李鴻源教授 國立臺灣大學土木系教授 
專題演講：使用人工濕地處理各種類型之廢水 
The use constructed wetlands for various types of wastewater 
演講者：Prof. Jan Vymazal  
捷克布拉格生命科學大學應用生態學系 
Ecological Engineering(SCI)期刊總編輯

1230-1330 午餐時間 

1330-1650 

分組座談：學術/實務成果發表及國內外經驗交流(內容詳各分組議程) 
• 分組 A 森川里海與濕地保育之鏈結 
• 分組 B 濕地在國土計畫中的定位與調適 
• 分組 C 濕地水資源保育管理及永續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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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組 A：E 區會議廳 

分組 A 
森川里海與濕地保育

之鏈結 

主持部會：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主持人：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 楊宏志副局長 

       上海交通大學環境科學與工程學院研究員黃榮振教授

國家地理學會亞洲區 Jay Lee 執行長 

1330-1335 國家地理學會亞洲區執行長-Jay Lee 濕地候鳥年活動引言 

1335-1415 

專題演講：馬來西亞雨林與環境教育 

演講者：Dr. Arbaat Hassan 

馬來西亞開放大學沙巴學習中心 

1415-1430 
論文發表 I 

陳章波/道法自然，落實護生為重的安康之家 

1430-1445 
論文發表 II 

翁義聰/嘉南地區國土生態保育綠網建置及推動策略 

1445-1500 
論文發表 III 

丁宗蘇、呂立中/建物擴張對宜蘭水稻田鳥類多樣性的衝擊 

1500-1515 休息/茶點 

1515-1530 
論文發表 IV 

蔡若詩、許富雄/2009 至 2018 年鰲鼓濕地森林園區之陸鳥與水鳥的族群變化趨勢 

1530-1545 
論文發表 V 

王筱雯、Dodd Adrienne/拯救濕地：綠色衝突的威脅和解方 

1545-1600 
論文發表 VI 

方偉達/桃園埤塘濕地長期候鳥及地景調查（2003-2018） 

1600-1625 

水鳥紀錄片(15 分鐘) 

馮振隆導演 

發現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青年教育計畫-候鳥尋找濕地”(10 分鐘)  

桃園市大溪區內柵國小桂景星校長分享 

1625-1650 

綜合討論：擬具重要議題與後續行動 

與談人：楊宏志副局長、Dr. Arbaat Hassan、文賢繼副總監、黃榮振教授、Jay Lee 執行

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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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組 B：D 區會議廳 

分組 B 濕地在國土計畫中的定位與調適

主持部會：內政部營建署 

主持人：內政部營建署城鄉發展分署黃明塏副分署長

中國文化大學景觀學系主任郭瓊瑩教授 

1330-1410 

專題演講：濕地科學家學會濕地專業認證訓練課程（SWSPCP）介紹 

演講者：Robbyn Myers 女士 

濕地專業認證訓練課程(PCP)秘書長 

1410-1425 
論文發表 I 

王義仲、巴利士/溼地復育與溼地構築：一些美國的例子 

1425-1440 
論文發表 II 

楊永年/濕地法的政策執行困境 

1440-1455 
論文發表 III 

林幸助/以科學為基礎，強化金門慈湖濕地的生態功能與明智利用 

1455-1515 休息/茶點 

1515-1555 

專題演講：濕地科學家學會專業認證訓練課程暨濕地復育過程中習得之教訓 

演講者：John Lowenthal 先生 

濕地專業認證訓練課程(PCP)認證標準委員會主席 

1555-1610 
論文發表 IV 

溫國彰/聲景在低能見度的溼地魚類生態長期監測應用-桃園藻礁為例 

1610-1625 
論文發表 V 

林蕙萱/臺灣西部海岸濕地碳儲存效益 

1625-1650 

綜合討論：擬具重要議題與後續行動 

與談人：內政部營建署城鄉發展分署黃明塏副分署長、Robbyn Myers 女士、John 

Lowenthal 先生、Richard Chinn 先生、郭瓊瑩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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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組 C：C 區會議廳 

分組 C 濕地水資源保育管理 

主持部會：經濟部水利署、行政院環保署 

主持人；經濟部水利署 蔡孟元副總工程司 

       國立中山大學海洋環境及工程學系 楊

磊教授 

1330-1410 

專題演講：混沌、氣候變遷、天然災害：濕地功能與價值評估 

演講者： Hung Soo Kim 教授 

韓國濕地學會理事長、韓國仁荷大學土木工程系教授 

1410-1425 
論文發表 I 

楊磊/鹹水型人工濕地與自然海岸濕地對藍碳碳匯功能之比較分析研究 

1425-1440 
論文發表 II 

陳瑞禮/基隆河社子島濕地四斑細蟌生態調查及志工調查基地建置 

1440-1455 
論文發表 III 

黃捷茂/利用水質指標與優養化探討中都濕地與愛河中都段之關係 

1455-1515 休息/茶點 

1515-1555 

專題演講：濕地與水鳥保護 

演講者：陳克林主任 

濕地國際 Wetland International 中國辦事處主任 

1555-1625 

專題演講：海平面上升對潮沼的影響 

演講者：Dr. Lori Sutter 

美國濕地科學家學會( SWS)總會財務長、美國喬治亞大學自然資源系資深科學家

1625-1650 

綜合討論：擬具重要議題與後續行動 

與談人：蔡孟元副總工程司、Hung Soo Kim 教授、陳克林主任、劉信信博士、

Dr. Lori Sutter、楊磊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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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會主場：富邦國際會議中心主會場(Ａ＋B 區會議廳) 

時 間 議 程

0830-0900 報到 

0900-0940 

引言人：盧道杰教授 國立臺灣大學 森林環境暨資源學系 
專題演講：濕地環境政策與在地夥伴關係 
演講者：Mr. Peter Cornthwaite  
世界自然基金會香港分會行政總裁

0940-1020 

引言人：陳章波教授 中央研究院生物多樣性研究中心 
專題演講：全球垂直濕地保育行動 
演講者：Prof. Marinus L. Otte  
Wetlands(SCI)期刊總編輯(2012-2021) 
美國北達科達州立大學生命科學系教授

1020-1040 休息/茶點 

1040-1120 

引言人：林俊全教授 國立台灣大學地理環境資源學系教授 
專題演講：韓國拉姆薩東亞中心-亞洲濕地保護的作用和未來發展 
演講者：徐昇吾 主任 
拉姆薩公約東亞中心主任

1120-1200 

引言人：廖一光副局長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
專題演講：垂直濕地與生態資源管理-專業濕地科學家與利害關係人參與
策略 
演講者： Dr. Ben LePage 
美國濕地科學家學會總會會長(2011-2012 年)

1200-1300 午餐時間 

1300-1530 

分組座談：學術/實務成果發表及國內外經驗交流
(內容詳各分組座談議程) 
• 分組 A 森川里海與濕地保育之鏈結 
• 分組 B 濕地在國土計畫中的定位與調適 
• 分組 C 濕地水資源保育與管理

1530-1620 
2018 臺灣濕地種子營成果發表：各組濕地種子營學員分享授課成果
主持人：方偉達副教授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環境教育研究所

1620-1700 

閉幕式 
• 頒發濕地種子營課程結業證書 

• SWS Asia Chapter 頒發「國際濕地景觀卓越獎(WetScape 
Merit Award)」，受獎人-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林華慶局
長、台北市林欽榮副市長、國家地理學會亞洲區 Jay Lee 執行
長、臺北市政府工務局公園路燈工程管理處黃立遠處長 

• 三大分組共同發表 2018 濕地大會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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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組 A：E 區會議廳 

分組 A 森川里海與濕地保育之鏈結 

主持部會：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 

主持人：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 邱立文主任

秘書 

       中國文化大學森林自然保育系 蘇夢淮

教授 

1300-1340 

專題演講：從米埔到東亞澳大利亞遷飛路線 

演講者：文賢繼 副總監 

世界自然基金會 WWF 米埔保護區及區域濕地副總監 

1340-1355 
論文發表 I 

呂佩倫/台灣東部重要鳥類多樣性地區知本濕地的植物多樣性動態研究 

1355-1410 
論文發表 II 

陳亮憲/台灣五十二甲稻田濕地對越冬水鳥的保育意義：在休耕季節 

1410-1430 休息/茶點 

1430-1445 
論文發表 III 

邱郁文/台灣湧泉現況及生物多樣性 

1445-1500 
論文發表 IV 

婁安琪、盧道杰/社區林業與濕地經營管理－以宜蘭縣無尾港文教促進會為例 

1500-1525 
綜合討論：擬具重要議題與後續行動 

與談人：邱立文主任秘書、Dr. Arbaat Hassan、文賢繼副總監、蘇夢淮教授 

1530-1700 返回大會主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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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組 B：D 區會議廳 

分組 B 濕地在國土計畫中的定位與調適

主持部會：內政部營建署 

主持人：內政部營建署國家公園組張維銓組長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環境教育研究所  

        方偉達教授 

1300-1340 專題演講：美國濕地保育與永續利用 

演講者： Richard Chinn 先生 

Richard Chinn 環境培訓公司總裁 

專業濕地科學家 

1340-1355 論文發表 I 

劉少倫/建立桃園藻礁中工業汙染影響較小區域內殼狀珊瑚藻群落結構之生態基礎線資

料 

1355-1410 論文發表 II 

李坤璋/桃園藻礁蟹類組成 

1410-1425 論文發表 III 

林俊全/陽明山國家公園夢幻湖自然保留區沉積速率初探 

1425-1430 休息/茶點 

1430-1445 論文發表 IV 

郭騰隆/黑面琵鷺保育及四草濕地生態系統服務之價值評估 

1445-1500 論文發表 V 

陳昭倫/史無前例的桃園藻礁：已知、未知、無法知 

1500-1525 綜合討論：擬具重要議題與後續行動 

與談人：內政部營建署國家公園組張維銓組長、Robbyn Myers 女士、John Lowenthal 

先生、Richard Chinn 先生、方偉達教授 

1530-1700 返回大會主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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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組 C：C 區會議廳 

分組 C 濕地水資源保育與管理 

主持部會：經濟部水利署、行政院環保署 

主持人：經濟部水利署 劉昌文副總工程司 

       中華大學景觀系主任 陳有祺教授 

1300-1340 

專題演講：香港濕地的保育與管理─了解濕地威脅形勢 

演講者：劉信信 博士 

香港浸會大學、SWS 中國暨香港地區國家代表 

1340-1355 
論文發表 I 

賴榮一/臺灣河灘地人工濕地之經營管理思維與發展 

1355-1410 

論文發表 II 

許晉誌、黃立遠/因應氣候變遷下之公園綠地系統規劃設計-以臺北市社子島 

地區為例 

1410-1430 休息/茶點 

1430-1445 
論文發表 III 

王英宏/建造滯洪池與濕地成為海綿城市-以高雄市為例 

1445-1500 
論文發表 IV 

阮忠信/應用歷史圖資與能值生態系健康指標探討生態系管理與復育目標 

1500-1525 

綜合討論：擬具重要議題與後續行動 

與談人：劉昌文副總工程司、Hung Soo Kim 教授、陳克林主任、劉信信博士、Dr. Lori 

Sutter、陳有祺教授 

1530-1700 返回大會主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