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 年全國河川日論壇「溪守相伴 百年好河」 

 

所有的開始往往是小小的心念「清理乾淨這條河川吧!」，世界河川日起源於 1980 年加拿大

的 MarkAngelo 與朋友計畫清理湯普森河岸。2006 年起，水利署發起響應 2005 年聯合國訂定

的「世界河川日」，今年度（2020 年）第三河川局以「溪守相伴百年好河」為主題，打造河

川日一系列活動---主場活動與串場活動。 

自 2006 年起，水利署開始發起「河川日」教育宣導活動，希望喚醒與深化民眾共同關懷河川

及保護河川環境、文化、及生態之意識，並於 2010 年起連續多年與「社區大學全國促進會」

合作辦理「河川論壇」、「全國大型河川戶外活動」以及「流域走讀」等水環境教育活動。 

2017 年起，水利署為使所屬機關展現地方特色、凸顯在地工程成果及深化各河川局與地方社

群交流機制，爰此活動改由水利署所屬機關主辦，2017 年經濟部水利署第五河川局承接第一

棒開跑，於 10 月 21 日（星期六）假嘉義市八掌溪軍輝橋親水公園辦理，活動名稱為「2017

年全國河川日—愛台灣從河做起」，並以過去至現在為活動主題去進行活動內容設置，使民

眾能夠瞭解到水資源的重要性以及溪水及其歷史文化之美。2020 年本局接棒續跑，期望水利

署建立之河川日意旨得以繼續傳承，串起國內外愛水護溪的水意識。 

 

 【活動資訊】 

日期時間：109 年 10 月 31 日（六）08：40～17：00  

活動地點：東海大學(407224 台中市西屯區台灣大道四段 1727 號) 

指導單位：經濟部水利署 

主辦單位：經濟部水利署第三河川局 

承辦單位：社團法人中華民國荒野保護協會、東海大學 

報名對象： 全國河川局、相關公部門、全國關心河川環境議題 NGO、等學術單位等；報名人數：名額

共 120 名，備取 20 名。(水利署所屬機關:50 名，其他團體:70 名) 

*本次活動辦理公共意外責任險 

*洽詢專線：荒野保護協會台中分會，電話:04-22068468/ sowtc@wilderness.tw  謝小姐 (週一~週五) 

活動報名方式 

*報名方式：本次論壇活動採線上報名 請至以上網址或掃描 QRCODE 報名。 

*報名期間：即日起 至 109 年 10 月 10 日 12:00 止。 

*若無法出席,請致電執行單位進行取消 

*報名同時選擇參加組別-上午論壇組別與下午走讀組別 

*活動公告：在全國河川日官網、 好三好水 第三河川局粉絲頁、荒野官網 

 

  



【論壇議程時間表】 

時間 項目 主持講者 地點 

08:40-09:00 
報到/ 

影片播放  
茂榜廳穿堂 
茂榜廳內 

08:40-13:30 瀏覽河川日書法展作品 
 

一樓入口~ 
茂榜廳穿堂 

09:00-09:30 河川願景從筏子溪開始 
 

茂榜廳穿堂 

09:30-09:50 開幕式「溪守相伴 百年好河」 
 

茂榜廳 

 

荒野的全國河川行動 
主辦單位致詞   

貴賓致詞 

共同主持 
劉月梅 
白烈燑 

 

09:50-12:15   室內論壇 
 

茂榜廳 

09:50-10:25 
A 組：荒野．行動 
主題：前瞻計畫的公民參與:翻轉 
主題：荒野筏子溪平台 

主持：劉月梅 
講者：林笈克 
講者：謝國發 

茂榜廳 

10:25-11:05 
B 組：溪流．生態 
主題：河川管理友善生態措施 
主題：都市河川復育的價值：生態系統服務 

主持：陳春宏 
講者：曾財益 
講者：廖桂賢 

茂榜廳 

11:05-11:20 休息交流時間 
 

茂榜廳穿堂 

11:20-12:15 

C 組：流域．願景  
 
主題：第三河川局公私協力作為 
主題：大學社會責任與河川關懷 
主題：流域學校 

主持 1：林淑英 
主持 2：張廣智 
講者：鍾翼戎 
講者：陳鶴文 
講者：楊志彬 

茂榜廳 

12:15-13:00 享用溪守愛地球午餐 
 

教室 ABC 

13:00-13:50 
溪守相伴 百年好河  

各場分組共同討論  
教室 ABC 

 

A 組：荒野．行動 
B 組：溪流．生態  
C 組：流域．願景  

主持：劉月梅 
主持：郭純伶 
主持：林淑英 

教室 A 
教室 B 
教室 C 

13:50-16:00  室外活動論壇  
  

 
溪守相伴攻略 1 走讀筏子溪 

解說:荒野台中分
會 

 筏子溪 

 
溪守相伴攻略 2 走讀東海大學 解說:東海大學 東大校園 

16:00-16:40  閉幕式 
 

茂榜廳 

 

共識分享 
許下承諾-時空膠囊 

河川日未來願景與傳承 

主持:劉月梅 
主持:林淑英 
講者:林淑英 

茂榜廳 

16:40-17:00 享受東海特色茶點 
 

茂榜廳穿堂 

17：00 論壇活動結束 
 

茂榜廳 

 



【講者主持介紹】 

腳色 姓名 代表單位 頭銜 

共同主持人 白烈燑 經濟部水利署第三河川局 第三河川局局長 

共同主持人 劉月梅 荒野保護協會 荒野保護協會理事長 

主持/講者 .林淑英 社區大學全國促進會 
中華民國自然步道協會榮譽理事、 
社區大學全國促進會前常務監事 

講者 林笈克 荒野保護協會 荒野筏子溪平台總顧問 

講者 謝國發 荒野保護協會 荒野台中分會副分會長 

B 組主持人  陳春宏 經濟部水利署 水利規劃試驗所所長 

講師 曾財益 經濟部水利署第三河川局 管理課課長 

講者 廖桂賢 台灣河溪網 
臺北大學都市計劃研究所副教授、 
台灣河溪網召集人 

C 組主持人 2 張廣智    經濟部水利署 副總工程司 

講師 鍾翼戎 水利署第三河川局 工務課課長 

講師 陳鶴文 東海大學 東海大學環境工程與管理系教授 

講師 楊志彬 社區大學全國促進會 社區大學全國促進會秘書長 

B 組分組討

論主持人 

郭純伶  經濟部水利署 綜合企劃組組長 

 

【其他事項說明】 

*2020 全國河川日論壇詳細簡章內容如連結 

*上午論壇室內場地 

1. 正常規劃--茂榜廳 

2.防疫規劃--三間教室分組進行，同步視訊 

*報名資料：請備齊所屬單位/保險個資(姓名/BD/ID)/連絡手機/自請開車者請填寫車牌/午餐葷素 

*注意事項 

食： 活動響應減塑及友善環境，不提供餐具，請參加活動者自帶餐具、水杯。 



        午餐:訂購葷素皆可的鐵盒便當，同時爭取戶外走讀時間。(素食便當為全素) 

    午茶時光:下午備有茶點飲料，讓走讀後的參與者可以解渴充飢，同時品嚐東海獨有的特色茶點。 

衣：本次活動有室內與戶外，請注意需準備戶外穿著 

 

行：地圖與交通  地址：407 台中市西屯區台灣大道四段 1727 號，從校門口（約農路）步行約三分鐘後 

(需經過力行路) 右手邊即抵人文大樓 B1 茂榜廳  (地圖 1) 

＊交通 

1.大眾運輸－說明 

（1）高鐵資訊: 高鐵專車（直達東海大學正門）  

搭乘台灣高鐵前來東海大學，於「台中站」下車後，可轉乘和欣客運 161 路或搭乘市區計程車至東海

大學，詳細轉乘資訊說明如下： 

和欣客運 161 路 - 高鐵台中站 > 台中航空站，於「榮總分院」站下車，經地下道即可到達東海大學，

乘車時間約 40~60 分鐘。 

市區計程車 

來賓亦可由高鐵台中站直接搭乘市區計程車前來東海大學，乘車時間約 20~40 分鐘。 

＊詳細乘車資訊，請上 台灣高鐵交通資訊頁面 查詢。 

台灣高鐵    http://www.thsrc.com.tw/ 

（2）公車資訊： 

各路線交通資訊、到站時間及轉乘資訊，請前往「台中市公車動態暨路網轉乘系統」查詢。 

「優化公車專用道」公車 

可搭乘行駛「優化公車專用道」之 300 路 ~ 308 路 公車，於「台中榮總/東海大學」站下車，（經地

下道）可至東海大學校門。 

2.自行開車說明  (地圖 2) 

台中交流道-中山高速公路下台中交流道後，走中港路往沙鹿台中港方向， 約三公里即可抵達東海大

學 

龍井交流道-中二高下龍井交流道後，走中港路往市區方向 

http://citybus.taichung.gov.tw/iTravel/RealRoute.aspx


 

 

3.停車資訊： 東海大學校內力行路沿線、 科技大樓停車場 

人文大樓 B1 共有 42 個車位、力行路(男宿 21 棟及外文系)沿線共有 88 個車位、教堂前及校長室前共

有 64 個車位，以上為離活動場地較近的幾個停車空間  (實際停車地圖隨行前通知附上) 

 

 
 

 

 

＊地圖 1 會場－東海大學  人文大樓一樓    校

園地圖資訊－顯示地圖 

*地圖 2  自行開車 

 

來校交通示意圖.docx  /  來校交通示意圖.odt 

台中交流道  檢視較大的地圖 

 

龍井交流道  檢視較大的地圖    

請於 183km 下龍井交流道，於前方中興路、東海街兩入口進入慢車道，往台中市區方向行駛，直行約 4 公里即

可到達本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