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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號通知 

第十七屆海峽兩岸水利科技交流研討會 

2013 年 11 月 14 - 15 日  苗栗市 

 

 

 

 

 

 

 

 

前   言 

 

水資源利用及水害防治為兩岸共同面臨之重要問題，六十多

年來，雙方各有許多重大水資源建設，亦各自應用各種科技解決許

多的困難，累積了很豐富的寶貴經驗。辦理兩岸水利科技交流活動

之目的主要為互相吸取寶貴的經驗，獲得實質之效果。臺灣大學工

學院與美國美華水利協會及大陸之中國水利水電科學研究院曾於

1994 年發起籌備兩岸水利科技交流研討會，第一屆研討會於 1995

年 3 月在北京舉行，第二至十六屆分別於臺北(1996.8)、北京

(1997.7)、臺北(1998.12)、都江堰(2000.10)、福州(2001.9)、臺南

(2002.11)、廣州(2004.12)、天津(2005.11)、中壢(2006.11)、長春

(2007.9)、北京 (2008.10)、臺中 (2009.11)、臺北 (2010.11)、武漢

(2011.10)、合肥(2012.10)舉行。 

第十七屆海峽兩岸水利科技交流研討會，預訂於 2013 年 11

月 14-15 日在臺灣苗栗市舉行，會議由聯合大學承辦。會議的議題

為洪水災害管理與減災策略，水資源調配與規劃管理，水土資源保

育，水利生態、水環境生態，氣候變遷之衝擊與調適策略，新興科

技於水利工程上應用等六項，會後並安排技術參觀活動。 

大會誠摯邀請兩岸及海外水利界華人同行前來參加會議，殷

切期望各位專家、學者、工程師和決策人員踴躍投稿並參會。 

盼望今年 11 月相聚在苗栗市。 

組織委員會 

2013 年 9 月 

2013 年 8 月 

組織單位: 臺灣大學    中國水利水電科學研究院 

協助單位: 美華水利協會 

承辦單位: 聯合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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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會議組織機構                                                     

（一）組委會：                          (按姓名筆劃順序) 

主 席：許銘熙、匡尚富。 

副主席：郭祺忠。 

顧 問：王書益、高季章、楊永斌、顏清連、顧 浩。 

委 員：田巧玲、丁留謙、戶作亮、王秋生、朱文生、

朱振家、江崇榮、吳天順、吳明竑、吳瑞賢、

宋大為、李 雲、李原園、李萬紅、李遠華、

李樹久、李鴻源、李贊堂、汪小剛、周剛炎、

尚宏琦、林澤新、林襟江、金 海、金問榮、

金紹興、金興平、柳文成、胡和平、徐衛亞、

時明立、郝 釗、張英奇、張家團、張敬昌、

張新玉、曹壽民、莊光明、陳吉宏、陳明忠、

游保杉、楊明風、虞國興、劉格非、盧光輝、

羅小雲、譚義績、顧 洪。 

秘書長：陳明仁、彭 靜 

 

（二）學委會：                          (按姓名筆劃順序) 

主 席：楊偉甫、陳厚群。 

副主席：蔡婉珊。 

顧 問：朱爾明、孟志敏、葉文工、董哲仁、蔡明華、

龐進武。 

委 員：王承德、朱黨生、江恩惠、何華松、佟祥明、

吳美瑩、李方中、李總集、周乃昉、林國峰、

林尉濤、林鵬智、姚長春、施志群、施國肱、

唐洪武、徐年盛、張倉榮、張家國、曹正偉、

梁文盛、連惠邦、陳 進、陳 鐵、陳永燦、

陳利明、陳福田、陳潔釗、彭世彰、景來紅、

黃金山、楊啟貴、萬 隆、詹錢登、鄔寶林、

廖清標、劉 恒、劉之平、蔡文豪、蔡長泰、

談廣鳴、鄧莉影、黎 明、龔誠山。 

秘書長：陳明仁、阮本清。 

 

二、會議地點                                                     

苗栗市，聯合大學八甲校區圖資大樓 

地 址：苗栗市南勢里聯大二號。 

 

三、會議時間                                                     

研 討 會：2013 年 11 月 14 日至 15 日 

技術參觀：2013 年 11 月 15 日至 17 日 

 

四、會議議題                                                    

Ａ：洪水災害管理與減災策略(治水策略、都市排水策略、水

旱災防救) 

Ｂ：水資源調配與規劃管理(水文、河川湖泊及集水區管理、

地下水、水庫運轉與調度、農田灌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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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水土資源保育(水土保持、水庫淤砂、土石流、土砂利用、

農業用水管理) 

Ｄ：水利生態、水環境生態(河川湖泊水環境保護、自然生態

生物多樣性、水質評估管理) 

Ｅ：氣候變遷之衝擊與調適策略(節能減碳、氣候變遷對水資

源之影響) 

Ｆ：新興科技於水利工程上應用 

 

五、會議代表事項                                                     

（一）台灣和海外華人代表： 

 臺灣代表直接於網站上申請並繳交費用，向主辦單位

(聯合大學)確認後始完成報名手續 

 海外華人代表向臺灣大學水工試驗所報名。 

 

（二）大陸代表： 

  大陸代表由中國水利水電科學研究院組團，中國水利水電

科學研究院彙整後，於 9 月 30 日以前將報名表寄達臺灣大學。

報名表見本通知最後頁。 
 

（三）會議註冊費： 

  會議註冊費為人民幣1,250元，會議代表享有參加會議期間

的學術討論、宴會、午餐、論文集及當地市區交通等，會議期

間的住宿費用自理。 

六、住宿                                                    

參會代表住宿在苗栗市西湖渡假村(或同等級)，由會務組統一

安排，費用自理。 

 

七、會議日程                                                     

會議地點：聯合大學八甲校區 圖資大樓 

11 月 13 日 參會代表報到 

11 月 14 日 上午：開幕式，專題報告 

      下午：分組研討 

      晚上：宴會 

11 月 15 日 上午：分組研討，閉幕式 

      下午：苗栗縣技術考察與參觀 

      晚上：宴會 

 

八、會後技術參觀                                                     

時間為 2013 年 11 月 15 日下午至 17 日， 

 如二人一室，考察費為每人 人民幣 4,400 元； 

 如一人一室，考察費為每人 人民幣 6,500 元。 

考察費用包含交通、住宿、餐食、門票與保險等。飯店之行李

員小費請自理。 

11月15日(五) 下午鯉魚潭水庫、木雕博物館、龍騰斷橋 

11月16日(六) 九二一地震博物館、明潭抽蓄發電廠、日月潭水庫 

11月17日(日) 台北市文化建設參訪(故宮博物院)、員山子分洪或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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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河高灘地現場管理觀摩 

11月18日(一) 與會代表返程 

 

全部行程： 

自2 0 1 3年11月 1 3日 

至2 0 1 3年11月 1 7日 
上 午 下 午 住 宿 

第一天 

11月13日(三) 
─ 

抵台 

(晚宴大會提供) 

苗栗西湖度假村 

(或同等級) 

第二天 

11月14日(四) 

研討會 

(午餐大會提供) 

研討會 

(晚宴大會提供) 

苗栗西湖度假村 

(或同等級) 

第三天 

11月15日(五) 

研討會 

(午餐大會提供) 

參觀鯉魚潭水庫、木

雕博物館、龍騰斷橋 

苗栗西湖度假村 

(或同等級) 

第四天 

11月16日(六) 

前往霧峰921地震博

物館 

參觀明潭抽蓄發電

廠、日月潭水庫 

台中兆品酒店 

(或同等級) 

第五天 

11月17日(日) 

台北市文化建設參

訪(故宮博物院)  

淡水河高灘地現場管

理觀摩 

台北首都大飯店 

(或同等級) 

第六天 

11月18日(一) 
離境 ─ ─ 

技術考察報名截止日期為 2013 年 9 月 30 日 

 

九、重要日期  

09 月 15 日    台灣和海外論文全文投稿截止 

10 月 15 日    臺灣代表和海外華人代表報名截止 

11 月 14-15 日 研討會召開 

11 月 15-17 日 會後技術參觀 

 

十、秘書處聯繫地址                                                     

（一）台灣和海外華人代表請洽： 

海外華人代表與臺灣大學連繫，臺灣代表與聯合大學連繫 

1. 陳明仁 

臺北市羅斯福路四段一號 

臺灣大學水工試驗所 

電話：886-2-33662606，886-937421780，傳真：886-2-33665866 

Email: mjchen8@ntu.edu.tw  Dr. Ming-jen Chen 

Hydrotech Research Laboratory, Taiwan University 

Address: No. 1, Sec. 4, Roosevelt Road, Taipei, 10617 Taiwan 

2. 涂芹嬌 

36003 苗栗市恭敬里聯大一號 

聯合大學災害防救科技研究中心 

電話：886-37-381666，傳真：886-37- 381317 

Email: celery@nuu.edu.tw  Ms. Celery Tu 

Hazard Mitigation and Reduction Research Center, United University 

Address: 1, Lien Da, Kung Ching Li, Miaoli, 36003 Taiwan 

3. 張傳恩 

36003 苗栗市恭敬里聯大一號 

聯合大學土木與防災工程學系 

電話：886-37-382372，傳真：886-37-382367 

Email: w933821@hotmail.com  Mr. Chuan-en Chang 

Department of Civil and Disaster Prevention Engineering, United University 

Address: 1, Lien Da, Kung Ching Li, Miaoli, 36003 Taiwan 

 

（二）大陸代表請洽： 

 游艷麗 

電話：010-68786350，傳真：010-68412316 

Email: youyl@iwhr.com 

北京市海澱區復興路甲 1 號 中國水科院 A 座 1028 室，郵編 100038 

mailto:mjchen8@ntu.edu.tw
mailto:celery@nuu.edu.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