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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注意事項
Notices of Conference
為使議事順利進行，敬請配合下列事項，感謝您的合作。
1.
2.
3.
4.

所有會議場所室內均禁止吸煙。
請勿將飲料、食物攜帶進入會議場所。
請準時入場，出席會議及用餐期間請隨身佩戴識別證。
為確保會議品質，會議進行期間敬請保持安靜，並將您的手機關機或調至
震動。為尊重在場與會人士，請勿於會場內通話、大聲喧嘩，致干擾議事
進行。
5. 部分場次提供中英文同步口譯，如有需要之與會者，請至服務台借用翻譯
機，使用完畢後歸還服務台。
6. 會議期間如有任何問題，請隨時聯繫大會工作人員（配戴工作人員識別
證），我們將竭盡所能地為您服務。
In order to make the proceedings go smoothly, please cooperate with
the following matters.
1. Smoking is not allowed in Campus.
2. Do not bring any drinks and food into the meeting rooms.
3. Please enter the venue on time, and wear identification card with
you during whole forum.
4. During the meetings, please keep your voice down and turn off
your phone or turn phone to vibrate mode.
5. Simultaneous interpretation in both Chinese and English will be
provided in specific sessions. If necessary, participants could
borrow the translation machine from the service desk and return to
the service desk after using it.
6. If you have any questions during the forum, please feel free to ask
staff to get further assistance.

Thank you for your cooperation.

02/10/2019
18:00-21:00

Day 1 Agenda
迎賓晚會(全國飯店)

03/10/2019 Day 2 Agenda
8:10-9:00

報到 【112外行政區】

9:00-9:45

開幕式(台灣公民投票法案簡介) 【B1國際會議廳】

10:00-11:10

第一場次小組發表：台灣公投法的啟示 【112教室】

11:10-11:15

直接民主概念發想#1 全球社群與地區鏈結【112教室】

11:15-11:20

簡短介紹平行論壇【112教室】

11:20-11:40

休息

11:40-13:00

平行論壇#1
1.1 比較直接民主：全球創制複決制度(英)【218教室】
1.2 能源及其他公共領域中之民主、公眾參與及法律革新(英)【112教室】
1.3 亞洲各城市和地區如何發展與參與直接民主 (英)【204教室】
1.4 現代直接民主趨勢變化 - 來自世界的實例 (英)【217教室】
1.5 負數票：它將如何運作以及我們為什麼需要它 (中英)【216教室】
1.6 平等參與：那些沒有被代表的群體權利 (中)【111教室】
1.8 說書時間 (英)【戶外】

13:00-14:00

午餐

14:00-14:05

直接民主概念發想#2 世界公民倡議【112教室】

14:05-15:15

第二場次小組發表：直接民主給台灣的啟發 【112教室】

15:15-15:20

簡短介紹平行論壇【112教室】

15:20-16:40

平行論壇#2
2.1 東南亞直接民主政經分析 (英)【112教室】
2.2 直接民主與經濟成長之關係 (英)【204教室】
2.3 直接民主與自然保護 (英)【217教室】
2.4 直接民主法律：內涵與可能面對的問題 (英)【216教室】
2.5 右翼政治發展與民主化 (英)【213教室】
2.6 台灣公投與直接民主在亞洲 (英)【218教室】
2.7 大憲章：國際民主城市聯盟發展 (英)【111教室】
2.8 歐盟公民倡議：直接民主參與 (英)【104教室】
2.9 瑜珈 (英)【戶外】

提供翻譯機借用之場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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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10/2019 Day 2 Agenda
16:45-18:00

平行論壇 #3
3.1 全球公投制度之比較 (英)【218教室】
3.2 瑞士直接民主：記者觀點 (英)【213教室】
3.3 亞洲以外的世界各城市和地區如何發展與參與直接民主 (英)【104教室】
3.4 邁向聯合國世界公民倡議 (英)【112教室】
3.5 民主教育與治理(英)【111教室】
3.6 當民主回到日常生活座談會 (中)【204教室】
3.7 邁向2020年現代直接民主全球論壇 (英)【217教室】
3.8 直接民主圓桌會議-燭光大革命後的韓國(英)【216教室】
3.9 高等教育與直接民主(英)【戶外】

04/10/2019

Day 3 Agenda

8:50-9:30

報到【112外行政區】

9:30-9:35

直接民主概念發想#3 運用直接民主重塑經濟【112教室】

9:35-9:40

直接民主概念發想#4 民主啟發的先行者【112教室】

9:40-11:00

第三場次小組發表：
民權力量如何轉化為直接民主？以亞洲為例 【112教室】

11:00-11:05

直接民主概念發想#5 民主應用【112教室】

11:05-11:10

簡短介紹平行論壇【112教室】

11:10-11:35

休息

11:35-13:00

平行論壇#4
4.1 直接民主與教育改革 (英)【112教室】

4.2 台灣新公投法 (中)【104教室】
4.3 現代直接民主全球論壇宣言之探討(英)【111教室】
4.4 民主發展專業化 (英)【213教室】
4.5 直接民主之旅，從西方到東方(英)【218教室】
4.6 伊斯蘭世界與直接民主 (英)【204教室】
4.7 世界民主據點 (英)【103教室】
4.8 台灣及其他地區的民主內涵(英)【217教室】
4.9 說書時間 (英)【戶外】

13:00-14:15

午餐

13:15-18:15

臺中城市導覽(路線1-路線3)

14:15-15:45

平行論壇#5
5.1參與式領導在亞洲學校的實踐 (英)【112教室】
5.2 如何建立線上社群？(英)【111教室】
5.3 政治與藝術 (英)【104教室】
5.4 瑜珈(英)【戶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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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翻譯機借用之場次

04/10/2019

Day 3 Agenda

15:55-18:10

臺中城市導覽(路線4-路線6)

19:30-21:00

晚宴(全國飯店)

05/10/2019

Day 4 Agenda

8:10-9:00

報到【112外行政區】

9:00-9:10

臺中市長致詞 【B1國際會議廳】

9:10-9:20

大憲章簽署【B1國際會議廳】

9:20-10:00

會議總結【B1國際會議廳】

10:00-10:30

現代直接民主城市宣言【B1國際會議廳】

10:30-10:50

交接予「2020年現代直接民主全球論壇」主辦城市-伯恩
播放伯恩市長邀請與會者參加2020年全球論壇影片【B1國際會議廳】

10:50-10:55

閉幕式大合照【B1國際會議廳】

提供翻譯機借用之場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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