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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保存國際組織交流論壇 

活動報名簡章 

 

一、 緣起與目的 

在高度全球化的 21 世紀，跨國跨域的文化保存合作已成國際趨勢。

臺灣長期致力於推動參與國際文化紀念物與歷史場所保存委員會

(ICOMOS)、國際工業遺產保存委員會 (TICCIH)等國際組織 (iNGO，

international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已取得相當成果；諸多專家學

者亦在 APCONF(亞太區域水下文化資產研討會)、DOCOMOMO(國際現

代建築文獻與保護組織)、國際博物館協會(ICOM)、國際自然保育聯盟

(IUCN)等扮演關鍵行動者。近年來在政府、非政府組織與專家學者的共同

努力下，爭取到多場大型國際文化會議在臺灣舉辦。 

為進一步擴展並探討整合各界力量的可能性，本次「文化保存國際組

織交流論壇」以文化資產與博物館領域之「參與、鏈結與協作」為起點，

邀集國內外近年積極參與文化資產及博物館相關領域 iNGO 的專家學者，

進行知識交流與實務經驗分享，促進國內外文化資產與博物館跨域鏈結

及青年參與，以向外推動臺灣文化保存整合成果。 

 

二、 活動資訊 

(一) 指導單位：文化部 

主辦單位：文化部文化資產局 

(二) 活動時間：111 年 4 月 15 日、16 日，上午 9 時至下午 4 時 30 分。 

(三) 地點：國立臺灣大學集思國際會議中心 蘇格拉底廳 

(106 臺北市大安區羅斯福路四段 85 號 B1) 

(四) 活動名額：現場提供座位 150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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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報名方式 

(一) 報名方式：一律採線上報名，分為 4 月 15 日與 4 月 16 日兩場次，可

個別報名；依報名順序通知錄取或候補。 

活動報名網址：https://www.accupass.com/go/LinkingForum2022 

 

(二) 報名日期：111 年 3 月 18 日起至 4 月 8 日下午 5 時止。 

(三) 提醒通知：錄取人員將於講座三日前於電子郵件收到議程及相關提醒

事項。 

(四) 聯絡資訊：如有任何疑問，敬請來電洽詢：02-29313416 分機 2407， 

E-mail：cprc02407@gmail.com 

(五) 注意事項：主辦單位保留議程與相關事項變更或調整之權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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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議程 (暫訂)： 

日期 

時間 
111 年 4 月 15 日（星期五） 

08:30-09:00 報到 

09:00-09:20 
開幕式/貴賓致詞 

國內貴賓、ICOMOS、IUCN、TICCIH、DOCOMOMO、APCONF (暫定) 

09:20-09:50 

【專題演講】 

1. 文化資產 iNGO 跨域合作與 SDGs 永續 

講者：Mr. Gabriel Caballero 

Focal Point, ICOMOS SDG Working Group  

(ICOMOS 全球永續目標工作組國際協調員) 

主持人： 

陳濟民  

ICOMOS 團體會員/文

化部文化資產局局長 

09:50-10:20 

【專題演講】 

2. 文化資產的轉型與實踐 

講者：榮芳杰  

ICOMOS 會員/國立清華大學環境與文化資源學系副

教授 

10:20-10:50 

與談人： 

李乾朗 中華民國文化資產維護學會理事長 

張崑振 臺灣文化資產學會理事長/國立臺北科技大

學建築系教授 

曾逸仁 ICOMOS- IcoFort 專家會員/國立金門大學建

築系副教授 

10:50-11:00 休息 

11:00-11:30 

【專題演講】 

3. 水下文化資產保存與維護 

講者：謝艾倫 國立清華大學人類學研究所助理教授 
主持人：  

臧振華  

印度太平洋史前學會

前主席/中央研究院歷

史語言研究所院士 

11:30-12:00 

4. 文化資產數位與開放創新應用 

講者：史天元 ICOMOS-CIPA 專家會員/ CSPRS 學

會前理事長/國立陽明交通大學土木工程學系教授 

12:00-12:30 

【座談】 

邱文彥 APCONF 委員/IUCN-WCPA 會員/國立海洋

大學榮譽講座教授 

邱瑞焜 國立海洋科技博物館助理研究員 

12:30-13:30 午休/用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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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時間 
111 年 4 月 15 日（星期五） 

13:30-14:00 

【專題演講】 

5. 國際主要文化組織介紹與青年參與 

(TICCIH/ANIH) 

講者：林曉薇 TICCIH 理事/中原大學建築系副教授 

主持人： 

吳秉聲  

ICOMOS 會員/臺灣

建築史學會理事長/

國立成功大學建築

系教授/成大博物館

館長 

14:00-14:30 

【專題演講】 

6. 國際主要文化組織介紹與青年參與 

(ICOMOS/DOCOMOMO)  

講者：王維周 DOCOMOMO Taiwan 主席/國立臺灣

師範大學藝術史研究所兼任助理教授 

14:30-15:00 

與談人： 

郭奇正 ICOMOS-ISC20C 會員/東海大學建築系教授 

王淳熙 ICOMOS-ISCCL 會員/國立臺北大學民俗藝

術與文化資產研究所助理教授 

孫夏天 IUCN-WCPA 會員/國立東華大學自然資源學

系博士候選人 

15:00-15:10 茶敘 

15:10-15:40 

【座談 1：遺產與氣候平權】 

(ICOMOS-4/18 國際古蹟日主題 Heritage and Climate Justice) 

主持人：王价巨 銘傳大學建築學系教授 

與談人： 

游進裕 ICOMOS-ISC-WH 會員/水利環境科技研究發展教育基金會組長 

李光中 IUCN 會員/ IUCN-WCPA 會員/國立東華大學自然資源與環境學系

教授 

劉金源 淡江大學電機工程學系教授 

15:40-16:10 

【座談 2：SDGs 與文化保存全球視野】 

主持人：閻亞寧 ICOMOS-CIPA 副主席/中國科技大學文資中心主任  

與談人： 

蘇明修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建築與室內設計系副教授兼主任 

林思玲 ICOMOS 會員/國立屏東大學文化創意產業學系教授暨主任 

顏敏傑 中國科技大學室內設計系助理教授兼副主任 

16:10-16:30 總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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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時間 
111 年 4 月 16 日（星期六） 

08:30-09:00 報到 

09:00-09:20 
貴賓致詞 

國內貴賓、ICOM (暫定) 

09:20-09:50 

【專題演講】 

7. 文化資產與博物館的數位化-Europeana 

講者：Mr. Harry Verwayen,  

General Director, Europeana Foundation  

歐洲數位文化資產平臺基金會總監 主持人： 

蕭宗煌  

文化部次長/中華

民國博物館學會

理事長 

09:50-10:20 

【專題演講】 

8. 博物館與文化平權 

講者：陳俊宏 國家人權博物館前館長/東吳大學政治系

教授 

10:20-10:50 

與談人： 

黃貞燕 ICOM 會員/國立臺北藝術大學博物館研究所副

教授兼所長 

施登騰 中國科技大學室內設計系副教授 

10:50-11:00 休息 

11:00-11:30 

【專題演講】 

9. 博物館與韌性實踐 

主講人：王長華 

ICOM-ICAMT 理事/國立臺灣史前文化博物館館長 主持人：  

黃星達  

中華民國博物館

學會秘書長/國立

臺灣博物館教育

推廣組組長 

11:30-12:00 

【專題演講】 

10. 博物館與永續社會 

主講人：辛治寧 ICOM-MPR 理事/國立歷史博物館組長 

12:00-12:30 

與談人： 

洪世佑 ICOM-NATHIST 理事/中華民國博物館學會副理

事長/國立臺灣博物館館長 

游冉琪 中華民國博物館學會理事 

劉惠媛 臺灣數位文化科技與藝術學會秘書長 

12:30-13:30 午休/用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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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時間 
111 年 4 月 16 日（星期六） 

13:30-14:00 

【專題演講】 

國際主要文化組織介紹與青年參與(ICOM 年會) 

主講人：賴瑛瑛  

ICOM-FIHRM 諮詢委員/ COMCOL 理事/國立台灣藝

術大學藝術管理與文化政策研究所教授  
主持人： 

陳國寧  

ICOM-ICOFOM 理事

/ ICOM-ICOFOM 

ASPAC 主席/中華民

國博物館學會副理事

長 

14:00-14:30 

【專題演講】 

國際主要文化組織介紹與青年參與(ICOM-ISC) 

主講人：賴維鈞  

ICOM-ICR 副主席/國立臺灣海洋大學海洋文創設計

產業學士學程兼任助理教授 

14:30-15:00 

與談人： 

王新衡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文化資產維護系助理教授 

方慧詩 ICOM-NATHIST 秘書/國立臺灣博物館研究

助理 

15:00-15:10 茶敘 

15:10-15:40 

【主題座談 3：博物館力量】 

 (2022 ICOM 大會主題：THE POWER OF MUSEUMS) 

主持人：陳訓祥 國立科學工藝博物館館長 

與談人： 

岩素芬 國立故宮博物院登錄保存處處長 

廖仁義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文資學院教授 

王長華 ICOM-ICAMT 理事/國立臺灣史前文化博物館館長 

15:40-16:10 

【主題座談 4：我國參與 iNGO 的願景與跨域整合策進倡議】 

主持人： 

蕭宗煌 文化部次長/中華民國博物館學會理事長 

與談人： 

陳濟民 ICOMOS 團體會員/文化部文化資產局局長 

邱文彥 APCONF 委員/IUCN-WCPA 會員/國立海洋大學榮譽講座教授 

李光中 IUCN-WCPA 會員/國立東華大學自然資源與環境學系教授 

林曉薇 TICCIH 理事/中原大學建築系副教授 

王維周 Docomomo TW 主席/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藝術史研究所助理教授 

吳淑英 ICOM-INTERCOM 前理事/中華民國博物館學會常務理事 

16:10-16:30 【閉幕式暨簽署倡議儀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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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交通資訊 

 
捷運 

捷運新店線【公館站】2號出口：2 號出口左轉 (步行 2 分鐘) 

 

公車 

捷運公館站一 (羅斯福路)：254 

捷運公館站(公車專用道-往西區方向)：0南、1、109、208、208(高

架線)、208(區間車)、208(基河二期國宅線)、236、251、252、

253、278、284、284(直行)、290、52、642、643、644、648、660、

671、672、673、676、74、907、景美女中-榮總快速公車、棕 12、

綠 11、綠 13、藍 28 

捷運公館站(公車專用道-往新店方向)：207、278、280、280(直達

車)、284、311、505、530、606、606區間車、668、 675、676、松

江幹線、松江-新生幹線、敦化幹線、藍 28 

公館 (羅斯福路基隆路口)：671 

公館 (基隆路)：1、207、254、275、275(副)、650、672、673、

907、南港軟體園區通勤專車(雙和線) 

仁愛路二段：214、248、606 

信義杭州路口 (往 101)：0東、20、22、204、670、671、信義幹

線、信義新幹線、1503 

 

開車 

公館水源市場對面羅斯福路上，近羅斯福路與基隆路交叉口 

國道一號：由松江路交流道下，轉建國高架道路南行至和平東路出

口，續行辛亥路至基隆路右轉，直行至羅 斯福路再右轉，隨即於右

側即可見國立臺灣大學集思國際會議中心。 

國道三號：由臺北聯絡道下辛亥路端，接基隆路右轉羅斯福路，隨即

於右側即可見國立臺灣大學集思國際會議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