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ICLEI 城市與地區館 UNFCCC 藍色管制區  地區級政府特別會議 巴黎市政府 城市展位輪值

日期 主辦單位 11:00 12:00 13:00 14:00 15:00 16:00 17:00 18:00

ICLEI 城市與地區館

UNFCCC 藍色管制區

ICLEI 城市與地區館
開幕歡迎會(11:00-

11:45)

布里斯托市: 我們的下

一步 (11:45-13:00)

UNFCCC 藍色管制區

ICLEI 城市與地區館

布里斯托市: 從綠色城

市到韌性城市 (11:00 -

11:45)

亞洲城市韌性與災害風

險管理:  經濟合作暨發

展組織 OCED 與 德國技

術合作公司 (11:45 -

12:45)

街道照明 TAP 計畫

(12:45-14:00)

法國 TAP 計畫發表

(14:00 - 14:45)

世界資源研究所(16:45-

17:45)
南特市 (17:45-18:45)

UNFCCC 藍色管制區

ICLEI 城市與地區館
UNEP 氣候和清潔空氣

聯盟(11:00-12:00)

創新性交通解決方案:

挪威地方政府與奧斯陸

市 (12:00-13:15)

斯德哥爾摩 - 如何在

2040年前成為無化石燃

料的城市 (13:15-14:00)

TAP對談與傑佛瑞．薩

克斯(Jeffrey Sachs) - 著

名經濟學家，為聯合國

秘書長潘基文的特別顧

問 (14:00 - 14:30)

墨西哥TAP計畫發表

(14:30-15:00)

巴西 TAP 計畫發表

(16:00 - 17:00)

綠色債券與永續城市發

展：經驗與展望

城市與地方政府聯盟
(UCLG)

 UNEP 城市中的區域能

源(18:00-18:45)

UNFCCC 藍色管制區

 地區級政府特別會議

韌性 (11:00-13:30)

交通 (11:00-13:30)

歐洲綠色首都 (布里斯托、哥本哈根、埃森、南

特、盧布里雅納、斯德哥爾摩) (17:15 - 18:45)

口蹄疫病毒大會 (閉門會議) / 能源城市討論會 / C40 指導委員會(閉門會議) / C40 2015 城市頒獎大會 (限受邀者)

12/3

(周四)

建物(15:00-18:15)

12/2

(周三)

韌性 (15:00-18:15)

農業 (15:00-18:15)

12/1

(周二)

歐洲 TAP 計畫發表 (13:00-14:30)

TAP 對談時間(14:30-15:00)

TAP對談與傑瑞米．里夫金 (Jeremy Rifkin)

(15:00-15:30) - 著名經濟學家和未來學家，「第

三次工業革命」概念創立者，現任歐盟執委會

與歐洲議會的顧問

第三次工業革命：北加萊海岸案例 (14:45-

16:45)

森林 (11:00-13:30)

歐洲TAP計畫發表(15:00-17:00)

「聯合國氣候變遷綱要公約」第２１次締約方大會（UNFCCC COP21） 相關活動列表  (11/23更新)

製表: ICLEI KCC

11/30

(周一)
國家領導人大會 : 100位以上的國家政府領導人確定與會

因維安之故，閉館一天



日期 主辦單位 11:00 12:00 13:00 14:00 15:00 16:00 17:00 18:00

ICLEI 城市與地區館
北美洲 TAP 計畫發表

(11:00 - 12:00)

氣候認知與教育 (15:30

- 16:30)
R20 (16:30-17:30)

拉丁美洲 TAP 計畫發

表:

收回街道使用權

(17:30-18:15)

重建生態系統 (18:15-

18:45)

UNFCCC 藍色管制區

巴黎市政府

 地區級政府特別會議

ICLEI 城市與地區館

歐洲城市聯盟

(Eurocities)  (10:30 -

11:30)

C40 / Realdania 丹麥建

築業公會 (12:00 -

13:00)

ICLEI - 地方行動，全球

成果 (13:00 - 14:00)

哥本哈根2025年碳中和

計畫

市長對發展生態交通城

市的承諾: 約翰尼斯堡

市 (15:00-16:00)

UNEP 與 KEITI 之 永續

公共採購十年綱領

(17:30 - 18:45)

UNFCCC 藍色管制區

 地區級政府特別會議

ICLEI 城市與地區館

UNFCCC 藍色管制區

 地區級政府特別會議

ICLEI 城市與地區館

德國另類選擇黨 (AFD) -

開發銀行與地方財政機

構如何為地方政府推動

氣候財政 (11:00 -

12:30)

非洲 TAP 計畫發表

(R20, AIMF, ICLEI)

(12:00-15:00)

南非 TAP 計畫發表

(14:15-15:00)

採取氣候行動的城市:

COP21的城市聯盟

(15:00-16:30)

100% 再生能源城市與

區域 (16:30 - 17:30)

ICLEI 與 UNEP 備忘錄簽

約儀式 (17:30 - 18:00)

印尼與菲律賓TAP計畫

發表 (18:00-18:30)

C40/Yale - 財務 (11:30–

13:00)

「地方政府領導人氣候高峰會」

C40 論壇 (閉門會議) / UCLG 議會 (閉門會議) / 歐洲市政與地區理事會 (CEMR) 大會 (閉門會議)  / Platforma 大會 (閉門會議)

聯合國高層會議，主題：「氣候行動日」 (限取得 UNFCCC 認證參與者，並利馬 - 巴黎行動綱領的夥伴組織)

UCLG 議會 (限受邀者)

關閉

民間金融 (11:00-13:30)

12/6

(周日)
關閉

UCLG 議會 (限受邀者) / 世界氣候高峰會 / 交通日 (交通與氣候巴黎進程, PPMC)

UNFCCC 藍色管制區

12/7

(周一)
策略氣候夥伴關係 (13:15 - 14:45 / Room 6) 能源效率與路徑 (15:00-18:15)

全球市長聯盟: 全球最大的氣候行動城市結盟

(13:15-14:45/Room 3)

市長公約: 邁向碳中和與兼容性的城市 (15:00-

16:30/Room 3)

氣候組織 / 地方政府永續發展網路 (NRG4SD) -

區域政府聯盟- 次國家全球氣候領導者備忘錄

(U2MoU)  (16:45-18:15/Room 3)

非洲 TAP 計畫發表  (12:30-14:15)

再生能源 (11:00-13:30)

12/5

(周六)

永續公共採購－全球領導城市網絡 (16:00 -

17:30)

12/4

(周五)

巴西 TAP 計畫發表  (12:00 - 13:30)
cCR: 2020年前城市目標－溫室氣體減量十億噸

(13:30 - 15:30)

短期氣候汙染物 (15:00-18:15)



日期 主辦單位 11:00 12:00 13:00 14:00 15:00 16:00 17:00 18:00

ICLEI 城市與地區館

透過城市與企業合作，

加速新興城市的低碳發

展 (11:00-12:30)

C40 與 Arup (12:30-

13:30)

南亞 TAP 計畫發表

(13:30-14:00)

奈及利亞奧貢州- 森林

景觀重建計畫(14:00-

15:00)

城市與地方政府聯盟
(UCLG)

全球環境基金(GEF) 對

建置韌性城市的貢獻

南亞TAP計畫發表

(17:00-17:30)

歐洲城市綠色數位憲章

(17:30-18:30)

聯合國周邊活動 (One

UN Side Event) (18:30 –

20:00)

啟動永續韌性基礎設施

認證標準 (17:30 -

18:45)

UNFCCC 藍色管制區

麻六甲溫室氣體盤查

(11:00 - 12:00)
WWF:地球一小時競賽

歐洲氣候創新倡

(Climate Kic) (15:00-

16:30)

社區能源 (16:30 -

17:30)

UNFCCC 藍色管制區

ICLEI 城市與地區館

UNFCCC 藍色管制區

綜合會議簡報

ICLEI 城市與地區館

展位輪值：桃園
(16:30-18:20)

布里斯托: 邁向未來 (13:00 - 14:30) 彼此連結: 告別會  (15:00 - 17:00)

創新 (15:00-18:15)

大洋洲 TAP計畫發表 (13:00-14:30)

UNFCCC COP21/ CMP11在Le Bourget第二周活動，包括管制區內地方政府和市政當局參與的各項正式議程

UNFCCC COP21/ CMP11在Le Bourget第二周活動，包括管制區內地方政府和市政當局參與的各項正式議程

12/11

(周五)

12/10

(周四)

*台灣城市

展位

UNFCCC COP21/ CMP11在Le Bourget第二周活動，包括管制區內地方政府和市政當局參與的各項正式議程

UNFCCC COP21/ CMP11在Le Bourget第二周活動，包括管制區內地方政府和市政當局參與的各項正式議程

中華台北城市 (Cities in Chinese Taipei) (17:30-

18:30)

展位輪值：屏東
(11:00-12:50)

展位輪值：高雄
(12:50-14:40)

展位輪值：台中
(14:40-16:30)

12/9

(周三)

*台灣城市

展位

全球環境基金(GEF)與世界銀行- 永續城市整合

方法先行計畫 (11:00-13:00)

為低碳和氣候變遷韌性的城市計畫融資：

COP21的城市聯盟 (16:00-17:30)

東亞 TAP 計畫發表 (13:00 - 16:00)

台中、屏東、高雄(14:50-16:00)
ICLEI 城市與地區館

展位輪值：桃園
(11:00-12:50)

展位輪值：台中
(12:50-14:40)

展位輪值：高雄
(14:40-16:30)

展位輪值：屏東
(16:30-18:20)

12/8

(周二)

UNFCCC 藍色管制區

商業(13:30-15:00)城市與次國家 (11:00-13: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