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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導單位



主辦單位



共同主辦單位



協辦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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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WCAE
逆轉未來2021 TWCAE 臺灣氣候行動博覽會

◼ 時間：2021年12月3日至5日

◼ 地點：高雄駁二藝術特區蓬萊倉庫(B3/B4)

(高雄市鼓山區蓬萊路99號)

◼ 對象：學生、親子家庭和一般民眾、氣候

變遷領域的產、官、學、研之專業人士、

政策幕僚和實務工作者，以及相關環境組

織和NGO團體的政策倡議人士和氣候行動

實踐者

臺 灣 氣 候 行 動 博 覽 會 TWCAE
逆轉未來

TWCAE 臺灣氣候行動博覽會

2021 TWCAE
臺灣氣候行動博覽會

示意圖

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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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TWCAE 博覽會活動時程架構
TWCAE
逆轉未來

日期/時間
9月至11月
第三週週六

12月1日
(三)

12/3(五) 12/4(六) 12/5(日)

上午
10:00

展前記者會
TWCAE
開幕式

2021
臺灣氣候行動

企業論壇

2021
臺灣氣候行動

公民論壇

下午
2021

臺灣氣候行動
系列專題演講

2021
臺灣氣候行動

高峰論壇

2021
臺灣氣候行動

產業論壇

2021
臺灣氣候行動

青年論壇
TWCAE
閉幕式

晚上
2021 TWCAE
氣候行動之夜
-博覽會晚宴

撤場

備註 地點：科工館 @立法院
12/1進場裝潢
12/1~2彩排

**論壇場次時段分上午/下午場
12/5撤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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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WCAE
逆轉未來2021 TWCAE 博覽會展前記者會

◼時間：2021年12月1日(三)

上午 10:00至12:00

◼地點：立法院紅樓一樓簡報室(待討論)

◼參與對象：

1. 邀請指導單位、合辦單位、協辦單位和贊助

單位，包括公、私部門、學研與NGO等機

關團體出席致詞。邀請電視台、平面媒體到

場採訪。

◼ 活動設計:

1. 以博覽會活動發佈記者會暨媒體茶會形式辦

理。

2. 邀請出席長官手持大會「#揮出逆轉氣候危

機全壘打」意象的氣候行動棒球手牌，在記

者會上合影串聯，為博覽會揭開序幕，也象

徵氣候行動正式展開。

立法院紅樓一樓簡報室：2020年國慶記者會



高雄駁二特區俯視圖

輕軌站

香蕉碼頭
海景宴會館

蓬萊倉庫B3/B4



晚宴場地

會議/展攤

場地

高雄駁二特區平面圖

塩。泊思行旅

城市商旅-駁二館

城市商旅-真愛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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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TWCAE 博覽會 工作人員住宿建議

(大會訂房折扣優惠)

TWCAE
逆轉未來

塩．泊思行旅：高雄市鹽埕區七賢三路58號
專案名稱：★2021年台灣氣候行動博覽會★優惠住房專案
訂房專線: 07-5517066 或點以上大會訂房專屬網頁連結

城市商旅高雄真愛館：高雄市鹽埕區大義街1號
城市商旅高雄駁二館：高雄市鹽埕區公園二路83號

訂房: 蔡欣宜 Queena Tsai +886 2 2552 2181 #260

https://booking.taiwantravelmap.com/user/project_detail.aspx?m=935&p=11335&lg=ch


博覽會攤位配置平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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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WCAE
逆轉未來2021臺灣氣候行動博覽會開幕式

◼ 開幕式時間：2021年12月3日10:30-11:00

◼ 地點：高雄駁二蓬萊倉庫B3/B4

◼ 規劃：

1. 邀請總統、美國在台協會處長、英國在台辦事處

處長、陳其邁市長蒞臨開幕式致詞，及安排指導、

協辦單位及冠名贊助商蒞臨出席。

2. 邀請與會貴賓出席博覽會啟動儀式並合影，展現

「跨域合作量能」、「世代傳承」、「永續發

展」，為大會揭開序幕。

3. 邀請原住民團隊大滿舞團進行博覽會開幕表演，

團員由小林村居民所組成，透過舞蹈來呈現在氣

候衝擊下採取共同的氣候行動因應。

12/3
Fri

開幕式

時間 議程

10:30 - 10:35 開場

10:35 - 10:40 開幕表演：大滿舞團

10:40 - 10:45 歡迎致詞和與會貴賓介紹

10:45 - 10:55 貴賓致詞

10:55 - 11:00
頒贈教育部【氣候變遷創意實作競賽】

得獎團隊

11:00 - 11:05 開幕儀式宣布大會正式開始及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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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WCAE
逆轉未來2021 臺灣氣候行動高峰論壇

◼ 時間：2021年12月3日13:30-17:00

◼ 地點：高雄駁二蓬萊倉庫B3/B4

◼ 亮點：

1. 邀請地方縣市政府分享如何結合在

地特色落實淨零碳行動對策。

2. 邀請中央六大部門討論國家邁向淨

零碳排行動路徑圖。

3. 邀請駐臺代表、駐臺辦事處/商工辦

事處/貿易處參與，邀請國外廠商代

表。

4. 邀請電視台、平面媒體到場採訪，

針對公部門採取之氣候行動作為和

相關成果進行宣傳曝光

12/3
Fri 臺灣氣候行動高峰論壇

時間 議程 時間 議程

14:00 -

14:20

論壇活動開幕及主辦單位致詞/團體合

照

15:50 -
16:00 休息換場

14:20 -
15:40

【Session 1：建構零碳永續韌性城市】

分享地方政府如何結合在地特色落實

淨零碳行動對策

主持人: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蔡玲儀處長

講者:台北市政府環保局 劉銘龍局長

新北市政府環保局 朱益君副局長

桃園市政府環保局 呂理德局長

台中市政府環保局 陳宏益局長

台南市政府環保局 謝世傑局長

高雄市政府環保局 張瑞琿局長

16:00 -
17:00

【Session 2：邁向台灣淨零排碳第一哩路】

臺灣落實淨零碳行動政策與路徑對談

主持人:國際氣候發展智庫趙恭岳執行長

與談人:環境保護署 蔡玲儀處長

經濟部 曾文生次長

科技部 林敏聰次長

內政部 邱昌嶽次長

交通部運輸研究所 黃新薰副所長

農業委員會 莊老達執行長

國家發展委員會 吳明蕙處長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林羲聖副處長
15:40 -
15:50 Q&A

17:00 -
17:10 結語及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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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WCAE
逆轉未來2021臺灣氣候行動之夜-博覽會晚宴

◼時間：2021年12月3日18:00-21:00

◼晚宴地點：高雄香蕉碼頭海景宴會館

◼參與對象：

1. 邀請指導單位、共同主辦單位、

協辦單位和贊助單位參加，並安

排致詞。

2. 邀請駐台辦事處代表、歐洲商會、

國外廠商代表出席。

3. 邀請具高雄特色之文化團體表演，

並設計節目橋段。

圖片來源：香蕉碼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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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WCAE
逆轉未來2021 臺灣氣候行動

企業論壇
◼ 時間：2021年12月4日 09:00-12:00

◼ 地點：高雄駁二蓬萊倉庫B3/B4

◼ 亮點：
1. 邀請氣候商機推動聯盟(BACC)、臺灣氣候服

務聯盟(TCSP)、國內產業廠商分享企業如何

因應氣候變遷影響，落實減碳和調適行動。

2. 邀請國內相關領域企業廠商、駐臺辦事處/商

工辦事處/貿易處參與，以及邀請國外廠商代

表。

3. 邀請電視台、平面媒體到場採訪，針對企業

採取之氣候行動作為和相關成果進行宣傳曝

光。

12/4
Sat 臺灣氣候行動企業論壇

時間 議程
08:50 - 09:00 報到及聯誼交流

09:00 - 09:10 論壇活動開幕，邀請企業永續發展協會施崇棠理事長致詞/團體合照

09:10 - 10:10

【企業論壇：永續企業及氣候變遷治理】

分享企業如何因應氣候變遷影響，強化氣候治理

主持人:安侯建業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黃正忠董事總經理

企業永續發展協會 莫冬立秘書長

與談人:國泰金融控股公司 廖昶超協理

歐萊德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周曉鳴副總經理

財團法人家樂福文教基金會 蘇小真執行長

10:10 - 10:30 Q&A
10:30 - 10:40 休息換場

10:40 - 11:40

【企業論壇：氣候行動與氣候服務應用】

分享企業如何開展氣候行動及服務應用

主持人:臺灣氣候服務聯盟 曾鴻陽秘書長

國際氣候發展智庫 趙恭岳執行長

與談人:英國在台辦事處經濟處 沃邁可處長

天氣風險管理公司 彭啟明總經理

台大先進公共運輸研究中心 張學孔主任

永智顧問有限公司 顏素絹營運長

11:40 - 12:00 Q&A
12:00 - 12:10 結語與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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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WCAE
逆轉未來

2021 臺灣氣候行動產業論壇
◼ 時間：2021年12月4日 14:00-17:00

◼ 地點：高雄駁二蓬萊倉庫B3/B4

◼ 亮點：

1. 邀請高雄市政府林欽榮副市長蒞臨致詞，並擔

任論壇上半場與談貴賓。

2. 邀請在地綠色重量級廠商分享減碳暨調適之具

體作為和成效。

3. 邀請高雄市副市長分享高雄市綠能產業領域相

關的推動成果。

4. 鏈結市府與潛力業者，為未來高雄綠電發展建

構平台、深化夥伴關係，並吸引國內外高科技

產業及人才進駐，創造優質就業機會。

12/4
Sat 高雄綠能產業論壇
時間 議程

14:00 - 14:05 報到及聯誼交流

14:05 - 14:15 論壇活動開幕，邀請林欽榮副市長致詞

14:15 - 14:20 團體合照

14:20 – 15:20

【綠色產業對談：公、私協力綠能產業發展與因應之道】

分享產業與政府公私協力成果，打造永續綠能產業生態系

主持人:國際氣候發展智庫 趙恭岳執行長

高雄市政府 林欽榮副市長

與談人:西門子股份有限公司 艾偉總裁

亞東工業氣體股份有限公司 莫瑞克資深協理

臺灣綠色能源產業聯盟 陳光雄理事長

國立中山大學 鄭英耀校長

15:20 - 15:30 Q&A

15:30 - 15:40 休息換場

15:40 - 16:40

【綠色產業對談：建構在地綠能產業鍊與發展契機】

分享在地綠能產業發展契機與在地產業規劃藍圖

主持人:國際氣候發展智庫 趙恭岳執行長

高雄市政府經發局 廖泰翔局長

與談人:達德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林世豪總監

維特斯離岸風電股份有限公司 Alex Robertson總經理

金屬工業研究發展中心 林秋豐執行長

俊鼎機械廠股份有限公司 趙國華資深經理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海事學院 連長華院長

16:40 - 16:50 Q&A

16:50 - 17:00 結語與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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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WCAE
逆轉未來

2021 臺灣氣候行動公民論壇
◼ 時間：2021年12月5日9:00-12:00

◼ 地點：高雄駁二蓬萊倉庫B3/B4

◼ 亮點：

1. 邀請公民團體、環境NGO、青年組織、

學研機構等代表。

2. 邀請駐台之NGO或基金會代表與會交流。

3. 邀請公、私部門與會出席，進行交流對話，

促進公、私部門與公民團體的協力關係。

4. 邀請電視台、平面媒體到場採訪，針對公

民和青年採取之氣候行動倡議和成果進行

宣傳曝光。

12/5
Sun

臺灣氣候行動公民論壇

時間 議程
09:00 - 09:05 報到及聯誼交流

09:05 - 09:10
論壇活動開幕
邀請美國在臺協會長官致詞

09:10 - 09:15 團體合照

09:15-10:15

【公民論壇：公民氣候行動與在地利害關係人參與】

分享如何與響應國際倡議，協力推動在地氣候調適行動

主持人:國際珍古德教育及保育協會 郭雪貞執行長

與談人:

財團法人國際合作發展基金會 項恬毅秘書長

環境品質文教基金會 謝英士董事長

長榮大學 李泳龍校長

10:15-10:25 Q&A 

10:25 - 10:35 休息換場

10:35 - 11:35

【公民論壇：公民氣候行動與在地利害關係人參與】

分享如何與鏈結台灣，推進全球氣候行動

主持人:美國在臺協會高雄分處 蔡南亭組長

與談人:地球公民基金會 李根政執行長

婦女權益促進發展基金會 黃鈴翔副執行長

荒野保護協會 劉月梅理事長

國立高雄大學 陳月端校長

11:35 - 11:50 Q&A 

11:50 - 12:00 結語與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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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WCAE
逆轉未來

2021臺灣氣候行動博覽會

國泰氣候變遷青年論壇

◼ 閉幕式時間：2021年12月5日13:00-16:00

◼ 地點：高雄駁二蓬萊倉庫B3/B4

◼ 規劃：

1. 青年論壇預計邀請以「2050 淨零碳排」

為核心，從金融本業出發，匯集產、學、

青探討金融的影響力，並藉由提供行動

指南、開放互動交流等方式，觸發青年

投入氣候行動。

12/5
Sun

國泰氣候變遷青年論壇

時間 議程

13:00-

13:05

主持人引言/開幕致詞

國泰金融控股公司 洪祝瑞副總經理

13:05 -

13:55

【議題認識：從選擇開始，創造淨零未來】

主持人：國際氣候發展智庫 趙恭岳執行長

與談人：

• 國泰金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花祺雅協理

• 350.org 亞洲區管理總監 張良伊

•行政院青年諮詢委員會 林孟慧委員

13:55-

14:45

【行動指南(上):跨領域氣候變遷調適的設計思考練習】

設計思考練習：跨領域氣候變遷調適

• 國立成功大學都市計劃學系教授兼系主任 趙子元

【行動指南(下):一起發起氣候政策倡議】

• 綠色和平RE10X10專案主任 鄭楚忻

14:45 -

14:55
中場休息

14:55 -

15:40

【激發靈感：淨零世界咖啡館】

與談人：花祺雅協理/張良伊總監/林孟慧委員/趙子元教

授/鄭楚忻專案主任

15:40 -

15:45
論壇總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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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WCAE
逆轉未來

2021臺灣氣候行動博覽會

閉幕式
◼ 閉幕式時間：2021年12月5日16:00-17:00

◼ 地點：高雄駁二蓬萊倉庫B3/B4

◼ 規劃：

1. 預計閉幕典禮時間為一小時，邀請珍古德博

士擔任Keynote。

2. 頒獎項目：

1) 氣候行動獎：氣候行動領袖、創新氣候

行動、最佳公部門行動、最佳公民行動、

最佳企業行動

2) 公民票選活動：最佳人氣展攤、最佳創

意展攤、最佳倡議團體

12/5
Sun

閉幕式

時間 議程

15:45-16:00 休息暨換場

16:00 - 16:05 閉幕式司儀引言

16:05 - 16:35 閉幕專題演講

16:35 - 16:45 博覽會花絮回顧

16:45 - 16:55 貴賓致詞

16:55 - 17:20 頒獎典禮

17:20 - 17:30 主辦單位致謝

17:30 - 17:40 閉幕及合影



2021 TWCAE
臺灣氣候行動博覽會

TWCAE
逆轉未來

業務 同仁 電話 E-mail

經理 張育誠 Michael 0935-932-865 YC@icdi.asia

展務 鄭綉慧 Echo (02)2700-1241 echo@icdi.asia

論壇 尤灦文 Vandon (02) 2700-2413 vandonyu@icdi.as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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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act us
博覽會策展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