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 年基層婦女/性別團體培力 

「自主防災，社區永續」工作坊簡章 

當災害來臨的時候，你準備好了嗎？ 

逐漸惡化的氣候變遷使人類社會面臨巨大的危機，根據資料顯示，2017 年發生

的氣候災害破了有史以來的多項紀錄。聯合國發展署進一步指出，當災害來臨時，

個人遭受衝擊的程度受社會地位、經濟地位和其所擁有的權力與資源所影響。婦

女、原住民、老人、兒童、障礙者等，經常是較無力調適、易受氣候變遷衝擊的

弱勢群體。 

提高危機意識與充實防/救災知能，可以減少生命傷亡及財產損失。不僅如此，本

次工作坊將從性別視角探討災害衝擊與災後重建，研擬防災、減災、救災和重建

策略，更安排社區參訪及實作課程，只要熟悉課程中的方法和工具，即使不是專

家，你也可以運用科技傳遞災害資訊，瞭解即時的災損調查，以及做出防災地圖，

擬定災害應變計畫！ 

一、 招收對象 

工作坊各場次名額上限為 40 人，歡迎社區營造、環境與防/救災、性別議題之工

作者參與。每團體以 2 名代表為限，並請選擇團體所在地就近場次報名。 

二、 報名與行前通知 

即日起接受線上或傳真報名，各場次報名截止日期詳見附件報名表（額滿則提前

截止），主辦單位將於活動 3 日前寄發行前須知，內含第二天參訪的接駁車資訊。 

1. 線上報名： https://reurl.cc/o8naj 可掃描 QRcode 

2. 傳真報名：請填妥附件報名表回傳：(02)2321-2120，並來電(02)2321-

2100#118 周家瑤確認 

三、 其他說明 

1. 為響應環境永續，請參與者自備水杯及環保餐具，主辦單位不另行提供。 

2. 非活動地點所在縣市之全程參與者，提供大眾運輸交通費及住宿費補助（詳細

辦法於行前須知說明）。 

3. 本活動可提供公務人員學習時數及環境教育時數 

4. 第二天參訪行程將投保旅遊平安險（請於報名表中填寫身分證字號及生日）。 

四、 主辦單位：財團法人婦女權益促進發展基金會、財團法人賑災基金會 

五、 協辦單位：臺東縣政府社會處、臺南市政府社會局、臺南市婦女福利服務中心  

https://reurl.cc/o8naj


六、 議程 
（一）、北區場 

1.工作坊：5/8(三)台灣國家婦女館（台北市杭州南路一段 15 號 9 樓） 
2.社區參訪及實作：5/9(四)台北市明興里生態館、忠順區活動中心（地址詳下）  

時間 活動主題 主講人/與談人 
第一天，台灣國家婦女館 

09:30~10:00 報到 
10:00~10:30 開場 & 破冰互動 

10:30~11:20 氣候災難、社區營造與女性領導 
主講人： 
吳心萍/主婦聯盟環境保護基金會副執行長 

11:20~11:30 休息 

11:30~12:20 災難中的性別觀察 
主講人：黃盈豪/東華大學民族社會工作學

士學位學程助理教授 
12:20~13:20 午餐 

13:20~14:40 社區防災經驗談 

主持人：曾寧旖/台北市忠順里里長 
與談人： 
胡雅各/台東縣金峰鄉嘉蘭村總幹事 
林坤山/台中市烏日區前竹里自主防汛守護

隊執行長 

14:40~14:50 休息 

14:50~16:10 救災經驗談 

主持人：陳宗良/賑災基金會副執行長 
與談人： 
李忠信/台南市崑山里長 
張愛倩/亞安管理顧問有限公司執行長 

16:10~16:30 心得分享&本日總結 

第二天，台北市明興里與忠順里 

08:40~09:00 台灣國家婦女館門口集合（搭車詳情公告於行前通知） 
09:00~09:40 搭車至明興里生態館（台北市秀明路一段 19 巷 1 號） 
09:40~11:10 實地參訪 鄢健民/台北市明興里里長 

11:10~11:30 步行至忠順區活動中心（台北市忠順街 2 段 22 號 2 樓） 

11:30~12:30 實地參訪 曾寧旖/台北市忠順里里長 

12:30~13:30 午餐 

13:30~15:30 安居好幸福：啟動社區防災計畫 吳郁玶/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助理研究員 

15:30~15:40 休息 

15:40~17:10 科技防災 
莊國煜/究心公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執行長 
陳孟敏/究心公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營運長 

17:10~17:30 心得分享&本日總結 
17:30~18:10 回台灣國家婦女館 

 



（二）、南區場 
1.工作坊：5/23(四)臺南市婦女福利服務中心（台南市中華西路二段 315 號 7 樓） 

2.社區參訪及實作：5/24(五)台南市崑山里活動中心（台南市永康區崑山街 222 巷 11 號） 

時間 活動主題 主講人/與談人 
第一天，臺南市婦女福利服務中心 

09:30~10:00 報到 
10:00~10:30 開場 & 破冰互動 

10:30~11:20 氣候災難、社區營造與女性領導 
主講人： 
Tuhi Martukaw（洪簡廷卉）/LIMA 原住民

青年團團長 
11:20~11:30 休息 

11:30~12:20 災難中的性別觀察 
主講人： 
Apu’u Kaaviana (江梅惠)/行政院原住民族

委員會委員 
12:20~13:20 午餐 

13:20~14:40 社區防災經驗談 

主持人： 
劉怡君/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副研究員 
與談人： 
曾寧旖/台北市忠順里里長 
何應成/高雄新港里里長 

14:40~14:50 休息 

14:50~16:10 救災經驗談 

主持人： 
陳宗良/賑災基金會副執行長 
與談人： 
李忠信/台南市崑山里長 
張愛倩/亞安管理顧問有限公司執行長 

16:10~16:30 心得分享&本日總結 

第二天，台南市崑山里 

09:20~09:40 台南火車站後站集合（搭車詳情公告於行前通知） 
09:40~10:00 搭車至崑山里活動中心 

10:00~11:30 實地參訪 台南市崑山里 

11:30~12:30 午餐 

12:30~14:30 安居好幸福：啟動社區防災計畫 劉怡君/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副研究員 

14:30~14:40 休息 

14:40~16:10 科技防災 
莊國煜/究心公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執行長 
陳孟敏/究心公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營運長 

16:10~16:30 心得分享&本日總結 
16:30~16:50 回台南火車站後站 



（三）、東區場 
1.工作坊：6/19(三)臺東社會福利館（台東縣台東市桂林北路 201 號） 

2.社區參訪及實作: 6/20(四)台東縣嘉蘭活動中心（台東縣金峰鄉嘉蘭村 4 鄰 219 號） 

時間 活動主題 主講人/與談人 
第一天，臺東社會福利館 

09:30~10:00 報到 
10:00~10:30 開場 & 破冰互動 

10:30~11:20 氣候災難、社區營造與女性領導 
主講人：Tuhi Martukaw（洪簡廷卉）/ 
LIMA 原住民青年團團長 

11:20~11:30 休息 

11:30~12:20 災難中的性別觀察 
主講人：黃盈豪/東華大學民族社會工作學

士學位學程助理教授 
12:20~13:20 午餐 

13:20~14:40 社區防災經驗談 

主持人：曾敏惠/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助

理研究員 
與談人： 
張弘輝/卑南鄉溫泉村巡守隊長 
吳文龍/宜蘭縣梅州里自主防災隊指揮官 

14:40~14:50 休息 

14:50~16:10 救災經驗談 

主持人：陳宗良/賑災基金會副執行長 
與談人： 
李忠信/台南市崑山里長 
張愛倩/亞安管理顧問有限公司執行長 

16:10~16:30 心得分享&本日總結 

第二天，台東縣嘉蘭村 

08:45~09:05 台東火車站附近集合，09:05 出發（搭車詳情公告於行前通知） 

09:05~10:30 
09:55 停靠太麻里火車站，10:00 發車 
10:30 抵達嘉蘭村活動中心 

10:30~12:00 實地參訪 台東縣嘉蘭村 

12:00~13:00 午餐 

13:00~15:00 安居好幸福：啟動社區防災計畫 曾敏惠/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助理研究員 

15:00~15:10 休息 

15:10~16:40 科技防災 
莊國煜/究心公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執行長 
陳孟敏/究心公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營運長 

16:40~17:00 心得分享&本日總結 
17:00~18:20 搭車回集合地點：17:20 抵達台東太麻里火車站，18:20 抵達台東火車站 

 

 



（四）、中區場： 

1.工作坊：7/4(四)南投婦幼館（南投縣南投市南崗二路 85 號） 

2.社區參訪及實作：7/5(五)台中市前竹里社區活動中心（台中市烏日區光德路 97 號對面） 

時間 活動主題 主講人/與談人 

第一天，南投婦幼館 

09:30~10:00 報到 

10:00~10:30 開場 & 破冰互動 

10:30~11:20 氣候災難、社區營造與女性領導 主講人：馬麗芬/壹號糧倉商號負責人 

11:20~11:30 休息 

11:30~12:20 災難中的性別觀察 
主講人：謝臥龍/高雄師範大學性別教育研

究所副教授 

12:20~13:20 午餐 

13:20~14:40 社區防災經驗談 

主持人： 
劉怡君/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副研究員 
與談人： 
曾寧旖/台北市忠順里里長 
吳麗芳/南投縣營南社區發展協會總幹事 

14:40~14:50 休息 

14:50~16:10 救災經驗談 

主持人：陳宗良/賑災基金會副執行長 
與談人： 
李忠信/台南市崑山里長 
張愛倩/亞安管理顧問有限公司執行長 

16:10~16:30 心得分享&本日總結 

第二天，台中市前竹里 

09:00~09:20 南投客運站附近集合，09:20 出發（搭車詳情公告於行前通知） 

09:20~10:30 
10:00 停靠台中火車站附近，10:05 出發 
10:30 抵達前竹里社區活動中心 

10:30~12:00 實地參訪 林東潭/台中市前竹里里長 

12:00~13:00 午餐 

13:00~15:00 安居好幸福：啟動社區防災計畫 劉怡君/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副研究員 

15:00~15:10 休息 

15:10~16:40 科技防災 
莊國煜/究心公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執行長 
陳孟敏/究心公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營運長 

16:40~17:00 心得分享&本日總結 

17:00~18:00 搭車回集合地點：17:20 抵達台中火車站，18:00 抵達南投客運站 

  



2019 年基層婦女/性別團體培力 

「自主防災，社區永續」工作坊報名表 

姓名*  性別  

身分證字號 

 （保險用） 
 

生日 

（保險用） 
 

單位與職稱*  所在縣市*  

電子郵件*  聯絡電話*  

餐點* □葷  □素    □特殊需求，__________________ 

無障礙需求 □無  □輪椅席  □手譯 □其他，_________________ 

學習時數 □無申請需求 □公務人員學習時數 □環境教育時數  

 場次 搭車地點 

欲參加場次* 

及搭車地點 

（單選） 

□北區場 （5 月 1 日截止報名） □台灣國家婦女館 □自行前往 

□南區場 （5 月 10 日截止報名） □台南火車站後站 □自行前往 

□東區場 （6 月 6 日截止報名） □台東火車站 □太麻里火車站□自行前往 

□中區場 （6 月 21 日截止報名） □南投市客運站□台中火車站□自行前往 

請問您是否曾有參與救災或災後重建的經驗？ □有 □無 

請問在您目前從事的弱勢服務、社區工作或其他業務裏，是否曾融入防災的元素呢？ 
□有的，我們單位有完善的防災計畫  □有的，但是我們期待可以強化防災的工作 
□我不確定是否有融入防災的元素   □目前尚未有 
□其他： 
請問您對防災社區認識的程度為？ 
□非常了解，並實際操作過           □了解，但沒有操作過 
□聽過防災社區這個名詞，但是不大了解實際的內容□從來沒有聽過防災社區這個名詞 
□其他： 
請問您對於此次防災社區工作坊有什麼期待呢？請與我們分享 
 
 
 

*號題目為必填，填完請回傳至(02)2321-2120並來電 (02)2321-2100 #118周家瑤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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