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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全民終身學習論壇計畫： 

學習型城市的未來展望與永續發展 

 

一、緣起 

為促進臺灣學習型城市的發展，教育部於 104 年結合 7 個直轄市、縣（市）

（以下簡稱縣市）試辦學習型城市計畫，逐年增加參與縣市，至 108 年共計 14

個縣市一同參與，希冀透過城市學習創造城市新價值。從各國推動學習型城市

與我國本土在地實踐案例中，可發現學習型城市作為一個落實城市發展目標之

手段，能引導現有公部門、私部門、非營利組織部門等，朝向建構學習型城市

的願景與目標同步發展，進而促成不同機構與組織活動的協作整合，以發揮資

源整合與提升參與民眾學習品質的運作綜效，讓在地居民透過學習活動享受快

樂終身學習的氛圍。 

為有效推動臺灣學習型城市發展，教育部委請國立暨南國際大學辦理「2019

全民終身學習論壇」。本次論壇以「學習型城市的未來展望與永續發展」為議題

主軸，分享相關理論、國際及國內相關推動經驗，促進資訊交流，並帶領民眾

認識學習型城市的發展趨勢，目的係為激盪起更多有關學習型城市的願景討論。

會議中將邀請學者專家及縣市實務團隊等進行專題演講與對談，藉以促進相關

承辦之公、私、非營利部門人員、學術界專家之經驗分享，並配合主題論壇，

由學者引導民眾討論相關議題，藉由雙向溝通的模式，使彼此相互觀摩學習，

激發與會者的創新概念，進而對學習型城市的推廣有更深層之瞭解，以達成學

習型臺灣之願景。 

 

二、目標 

為因應國內社會與學習型城市的發展現況，並順應國際學習型城市之發展

趨勢，本論壇期透過學者專家與縣市實務代表之分享，讓與會者認識臺灣學習

型城市的推動成果，並從對話與討論的過程當中，試圖引發與會者共同思索面

臨之問題，進而提出改善的方式。並透過學者專家、縣市政府實務代表以及與

會者的對談，就學習型城市之重要議題進行研討，期能激發出問題解決與實踐

之具體策略，作為研議相關政策之參據，進而促進臺灣學習型城市之永續發展。 

 

三、進行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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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中將邀請國內終身學習、成人教育、管理等各領域的學者專家、學習型

城市之政策專家、學者與縣市實務團隊共同參與，進行專題演講、座談，並與

參與者展開對話討論，希望藉此重新檢視臺灣目前學習型城市之規劃與實踐，

並透過與會專家與民眾之對話，共同探索促進學習型城市的具體實踐方式。 

此外，本論壇將擇終身學習、學習型城市與人力資源發展領域論文進行壁

報發表，透過發表可以讓在場學者、政府部門代表以及民眾，對終身學習、學

習型城市與人力資源發展的相關研究有更深層的瞭解。 

 

四、辦理單位 

（一）主辦單位：教育部 

（二）承辦單位：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三）合辦單位：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四）協辦單位：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諮商心理與人力資源發展學系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終身學習與人力資源發展碩士在職專班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研究發展處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成人與繼續教育研究所所友會 

中華民國組織學習協會 

財團法人臺北市陽昇教育基金會 

 

五、辦理時間：2019 年 10 月 18 日（星期五） 

 

六、辦理地點：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國際會議廳 

（地址：臺中市南區五權南路 100 號） 

 

七、參與對象： 

（一）各直轄市、縣（市）政府推動終身學習、社區教育業務之主管及承辦人

員。 

（二）各直轄市、縣（市）學習型城市計畫團隊：直轄市及縣（市）政府代表、

計畫主要執行推動團隊、協辦單位、策略聯盟夥伴、合作之大學院校、

地方諮詢輔導委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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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終身學習、成人教育與人力資源領域等相關系所之專家學者、實務工作

者、終身學習機構（含社區大學、樂齡學習中心、社區多功能學習中心、

公共圖書館等）、組織團體、社會大眾等。 

以上合計約 125 人。 

 

八、報名方式 

（一）網路報名：請至 https://bit.ly/2Z6CnwZ 或至國立暨南國際大學諮商

心理與人力資源發展學系首頁連結報名網址。 

（二）網路報名完成後，請將「個人資料同意說明書」（附件）填寫完畢後，

於活動現場報到時繳交，每位報名者均需填寫一份。 

（三）本次論壇自即日起至 108 年 9 月 30 日（星期一）止受理報名，免費參

加，受限場地座位有限，以報名先後順序為原則，承辦單位有決定最終

出席名單之權利。 

 

九、論壇聯絡人 

論壇主席：國立暨南國際大學諮商心理與人力資源發展學系吳明烈特聘教授 

論壇聯絡資訊：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諮商心理與人力資源發展學系 鄭雅倫小姐 

049-2910960 轉 2592（諮人系辦公室）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諮商心理與人力資源發展學系助理 董映伶小姐 

049-2910960 轉 2531 

 

十、預期效益 

    本論壇將就臺灣學習型城市發展的情況進行探討，瞭解實務推動問題與改

進策略，並就學習型城市之未來展望與永續發展提出具體建議，希就論壇之討

論有助國內發展終身學習方案，所提之具體建議，能對學習型城市的發展發揮

具體助益。 

 

https://bit.ly/2Z6Cnw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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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2019 全民終身學習論壇：學習型城市的未來展望與永續發展」議程 

時間 議題 主持人／主講人／與談人 

9:00-9:30 報                   到 

9:30-9:45 《開幕式》 

⚫ 主持人： 

吳明烈特聘教授（國立暨南國際大學終
身學習與人力資源發展研究所） 

⚫ 貴賓致詞： 

教育部代表 

蘇玉龍校長（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9:45-10:30 

《專題演講》 

全球終身學習脈絡中
的學習型城市新發展 

⚫ 主持人： 

教育部代表 

⚫ 演講者： 

吳明烈特聘教授（國立暨南國際大學終
身學習與人力資源發展研究所） 

10:30-10:40               休                   息 

10:40-12:00 

《主題論壇一》 

在地學習型城市的 

推動現況與展望 

⚫ 主持人： 

黃月麗司長（教育部終身教育司） 
⚫ 與談人： 

陳淑貞代理處長（基隆市政府教育處） 

陸正威處長（南投縣政府教育處） 

12:00-13:00 午                   餐 

13:00-14:00 

《主題論壇二》 

在地學習型城市的 

特色凝聚與深化發展 

⚫ 主持人： 

江綺雯監察委員（監察院） 

⚫ 與談人： 

張力亞助理教授（國立暨南國際大學通
識教育中心） 
林嫻如副教授（崇右影藝科技大學視覺
傳達設計系） 

14:00-14:10 休息與換場 

14:10-15:30 

分組研討：臺灣學習型城市之發展與永續 

A 場次 

⚫ 主題：臺灣學習型

城市指標的運用

與落實 

⚫ 主持人： 

楊國賜名譽教授

B場次 

⚫ 主題：如何催生

臺灣第一個學習

型城市 

⚫ 主持人： 

周燦德講座教授

C場次 

⚫ 主題：學習型城市

的深化與永續發

展 

⚫ 主持人： 

江綺雯監察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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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師範

大學） 

⚫ 引言人： 

楊國德教授（朝陽

科技大學銀髮產

業管理學系） 

（ 正修 科技 大

學） 

⚫ 引言人： 

謝馥蔓教授（文

藻外語大學國際

企業管理系） 

（監察院） 

⚫ 引言人： 

蔡秀美副教授（國

立中正大學成人

及繼續教育學系） 

15:30-15:50 論 文 海 報 發 表（含茶敘） 

15:50-17:00 

《成果報告暨綜合座談》 

1.分組研討各場次主持

人進行成果報告 

2.交流討論 

3.總結及閉幕式 

⚫ 主持人： 

教育部代表 

吳明烈特聘教授（國立暨南國際大學終

身學習與人力資源發展研究所） 

⚫ 與談人： 

江綺雯監察委員（監察院） 

周燦德講座教授（正修科技大學） 

楊國賜名譽教授（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賴弘基教授兼系主任（國立暨南國際大

學諮商心理與人力資源發展學系） 

蔡怡君副教授（國立暨南國際大學終身

學習與人力資源發展研究所） 

17:00-17:30 賦                   歸 

備註： 

1. 本會議流程暫訂，以當日公布為主。 

2. 《成果報告暨綜合座談》將由《分組研討》各分組主持人先進行該分組之

整體報告，每人報告 6-8分鐘。 

 

十二、備註事項 

（一）本次出席人員請各所屬機關(單位)核予公(差)假出席，如具教師身分，

請地方政府教育局(處)協助課務排代。 

（二）學習型城市計畫辦理之直轄市、縣（市）政府，請轉知並邀請本計畫第

7 點第 2 款所列學習型城市計畫團隊出席，出席人員交通費得由 108 年

學習型城市計畫相關補助經費項下支應。 

（三）全程參與者，由國立暨南國際大學登錄公務人員終身學習時數或核發教

師研習時數 6 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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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因應環保，活動當天請自備環保杯及環保筷。 

（五）本實施計畫主辦單位得視實際情形調整之。 

 

十三、交通資訊 

（一）當日搭乘活動接駁車： 

1.高鐵臺中站：搭乘地點高鐵臺中站 1 樓客運轉運站 6 號出口集合，8:45

準時發車，逾時請自行前往。 

2.接駁車採預先登記方式，欲搭乘者請於報名系統內勾選登記，以利統

計人數及安排車輛，因接駁車名額有限，以報名先後順序為原則，原

則上不開放現場臨時搭乘接駁車。 

（二）搭乘大眾交通工具自行前往 

1.自高鐵臺中站自行前往 

（1）轉乘計程車：計程車約 25 分鐘。 

（2）接駁公車：搭乘臺中客運 82、101 號、中臺灣客運 125 號公車至臺

中高等法院站下車；巨業客運 166 號公車至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復

興路）站下車。 

2.市內公車 

（1）站名：公共資訊圖書館（復興路） 

A.臺中客運：60、82、101、102。 

B.巨業客運：166。 

C.豐榮客運：89。 

D.仁友客運：105。 

E.中臺灣客運：125、281。 

（2）站名：公共資訊圖書館（五權南路） 

A.統聯客運：23。 

B.中臺灣客運：281。 

（3）站名-公共資訊圖書館（建成路） 

臺中客運：9、35、41。 

3.步行自行前往 

搭乘火車至臺中站下車，徒步左轉建國路左轉臺中路，右轉復興路，

沿復興路 3 段左轉復興園路到本館，約 25 分鐘。 

（三）開車自行前往：國道 1 號中山高速公路 

1.南下：南下至南屯交流道下（181km），走五權西路右轉五權路，接五權

南路至臺中高等法院對面即可到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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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北上：北上至南屯交流道下（181km），走五權西路右轉五權路，接五權

南路至臺中高等法院對面即可到達。 

3.導航資訊：24°07'37.9"N、120°40'14.5"E。 

4.停車資訊： 

（1）汽車 NT.10 元/半小時（未滿半小時以半小時計費）；機車 10 元/

次（每日 24 時後另計一天）；自行車免費停放。 

（2）身心障礙者車輛，自停車時起，2 小時內免費，停車第 3 小時起依

10 元/半小時開始收費。 

（3）停車場位置平面圖：  

（四）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臺中市南區五權南路 100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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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19 全民終身學習論壇：學習型城市的未來展望與永續發展 

個人資料同意說明書 

姓名  公務電話  

單位  職稱  

身分證字號 

 

 

蒐集目的為登錄公務人員終身學
習時數或教師研習時數使用，無
須研習時數者無須填本欄位。 

研習時數 

□公務人員終身學習
時數 

□教師研習時數 

□無須研習時數 

個人資料提

供同意聲明 

本人已瞭解參與本次論壇於報名網站及本同意聲明書所列相

關個人資料係國立暨南國際大學為承辦「2019 全民終身學習

論壇：學習型城市的未來展望與永續發展」聯繫、登錄研習時

數等事務工作所用，除本活動使用外，不作其他目的之利用，

亦不會揭露給與本活動事務無關之人。本活動於報名網站及

本同意聲明書所涉個人資料部分，將於活動結束後 1 個月內

將由國立暨南國際大學予以銷毀及刪除，以落實善盡個人資

料保護之責。 

 

 

□同意  □不同意   簽名：                

 

備註：報名後請填寫「個人資料同意說明書」，並請於活動當日於活動現場報到

時繳交，每位報名者均需填寫一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