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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全民終身學習論壇：學習型城市的遠見－ 

打造樂學、樂業、樂活的宜居城市」實施計畫 

 

一、緣起 

學習型城市是落實學習型社會的重要途徑，建設學習型城市已是一股

國際潮流與趨勢，目前世界各國都在積極建設學習型城市，目標為民眾提

供更好的學習環境、營造終身學習的氛圍及構建完善的學習服務體系。教

育部在 104 年結合 7 個直轄市、縣（市）試辦學習型城市計畫，在 105 年

更擴大至 10 個直轄市、縣市，經過產、官、學的努力，已初具成果。從

各國推動學習型城市與本土在地實踐案例可發現，學習型城市作為一個落

實城市發展目標之手段，可以有效引導現有公部門、私人機構、非營利組

織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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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城市的居民透過學習活動享受快樂終身學習的氛圍。 

本論壇以「學習型城市的遠見－打造樂學、樂業、樂活的宜居城市」為

議題主軸，分享國內外相關推動經驗、促進資訊交流，目的為激盪起更多有

關學習型城市發展的願景討論。會議中邀請國內外學者及參與學習型城市

計畫之中央及地方政府代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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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配合主題討論，由學

者與計畫團隊引導民眾討論相關議題，藉由雙向溝通的模式，激發與會人員

的創新概念及火花，使計畫團隊與社會大眾對學習型城市的推廣有更深一

層之瞭解，以達到學習型臺灣的實現。 

 

二、目標 

綜觀國內終身學習與學習型城市的發展的現況，並順應國內社會與國

際發展之趨勢，本論壇欲達到的目標有以下幾點： 

（一）思考國內學習型城市發展的問題： 

國內對學習型城市的推動相較於先進國家仍屬發展階段，對於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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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城市發展策略的運用與認知仍然有進步之空間，需要學者與實務代表

共同對話，找出問題點，並提出改善的方法。 

（二）培養民眾對學習型城市的認知深度與廣度： 

本論壇邀請實務執行單位及社會大眾共同參與對話討論，藉此機會分

享國內外學習型城市的發展經驗與理論，透過與會學者、專家的建議，提

升對學習型城市在理論與實務發展的認知。  

（三）提出學習型城市實踐的具體策略： 

本論壇邀請中央及地方政府代表、從事學習型城市研究之學者與實務

工作者針對目前學習型城市發展之重要議題進行討論，藉由產、官、學三

方的對話，共同思索面臨之問題，期能激發出問題解決與實踐之具體策略。 

 

三、進行方式 

會中將邀請國內終身學習領域的學者專家、學習型城市之政策專家、學

者與計畫團隊共同參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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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論壇舉辦日之下午挑選終身學習與人力資源發展領域的優秀

研究生論文進行壁報發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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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導單位：教育部 

（二）承辦單位：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教育部全國性學習型城市領航計畫辦公室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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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位學程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研究發展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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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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財團法人台北市陽昇教育基金會 

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 

 

五、辦理時間：2016年 10月 29日（星期六） 

 

六、辦理地點：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國際會議廳(紅廳) 

(地址：臺中市北區館前路 1號，會場靠近西屯路、立體劇場附近之出

入口，請參考附錄、交通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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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型城市計畫辦理縣市之計畫執行團隊（含政府機關、機構、學校、

組織團體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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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

實務工作者、教育訓練產業工作者、組織團體、社會大眾等。 

以上合計約 210 人。 

 

八、報名方式 

（一）網路報名：http://goo.gl/KwAlT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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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論壇自即日起至 105 年 10 月 14 日(星期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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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goo.gl/KwAlT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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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2016 全民終身學習論壇：學習型城市的遠見－打造樂學、樂業、樂活

的宜居城市」議程 

時間 議題 主持人／主講人／與談人 

09:10-09:30 來賓報到 領取活動相關資料 

09:30-09:50 《開幕式》 

 主持人： 

吳明烈特聘教授（教育部全國性學習型城市計

畫主持人、國立暨南國際大學諮商心理與人力

資源發展學系） 

 貴賓致詞：  

教育部代表 

蘇玉龍校長（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蕭婉鎔副教授兼執行長（國立暨南國際大學諮

商心理與人力資源發展學系、終身學習與人力

資源發展碩士學位學程） 

09:50-11:20 
《主題論壇》 

學習型城市的遠見 

 主持人： 

吳明烈特聘教授（教育部全國性學習型城市計

畫主持人、國立暨南國際大學諮商心理與人力

資源發展學系） 

 與談人： 

林依瑩副市長（臺中市政府） 

陳善報副縣長（彰化縣政府） 

陳正昇副縣長（南投縣政府） 

11:20-11:30 休                   息 

11:30-12:20 

《專題演講》 

打造樂學、樂業、樂活

的學習型城市 

 主持人:  

蔡怡君副教授兼館長（教育部全國性學習型城

市計畫協同主持人、國立暨南國際大學諮商心

理與人力資源發展學系、圖書館館長） 

 主講人： 

張聲雄所長（上海明德學習型組織研究所） 

12:20-13:20 午                   餐 

13:20-13:30 終身學習的樂章 

 主持人： 

張玉茹副教授兼系主任（國立暨南國際大學諮

商心理與人力資源發展學系） 

 發表團體 

臺灣學習型城市之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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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議題 主持人／主講人／與談人 

13:30-14:40 

《主題論壇》 

學習型城市推動經驗： 

從理念到實踐 

 主持人： 

楊國賜講座教授（亞洲大學經營管理學系） 

 與談人： 

何雅娟副局長（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黃盟惠主任秘書（高雄市政府教育局） 

劉鎮寧處長（臺東縣教育處） 

14:40-15:00 茶敘暨論文壁報發表 

15:00-16:10 

《主題論壇》 

學習型城市實踐分享： 

終身學習打造宜居家園 

 主持人：  

黃月麗司長（教育部終身教育司） 

 發表人：  

基隆市學習型城市團隊 

宜蘭縣學習型城市團隊 

新竹縣學習型城市團隊 

嘉義縣學習型城市團隊 

16:10-17:00 

《綜合座談暨閉幕式》 

從學習型城市到學習型

臺灣 

 主持人： 

吳明烈特聘教授(教育部全國性學習型城市計

畫主持人、國立暨南國際大學諮商心理與人力

資源發展學系) 

 貴賓致詞： 

黃月麗司長（教育部終身教育司） 

楊國賜講座教授（亞洲大學經營管理學系） 

周燦德校長（醒吾科技大學） 

黃富順講座教授（朝陽科技大學銀髮產業管理

學系） 

王政彥副校長（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楊國德教授兼系主任（朝陽科技大學銀髮產業

管理學系） 

蔡秀美副教授（國立中正大學成人及繼續教育

學系） 

陳姿伶教授（國立中興大學生物產業管理研究

所） 

蔡怡君副教授兼館長（教育部全國性學習型城

市計畫協同主持人、國立暨南國際大學諮商心

理與人力資源發展學系、圖書館館長） 

備註：本會議流程暫訂，以當日公布為主。 

 

  



 6 

十、預期效益 

本論壇的預期成效可分為以下幾個層次： 

（一）在學術研究上：充實國內對學習型城市發展議題之暸解，論壇討論之

結果除了補充國內對學習型城市之瞭解外，並期待引起更多成人教

育機構、社區大學、高齡教育單位等對學習型城市之推動策略進行探

究。 

（二）在國家發展上：本論壇討論之結果可作為國內公部門與企業、非營利

組織對推動學習型城市發展之參考，尤其在強化地方政府對執行面

的瞭解，有助於學員學習成效的提升。 

（三）在終身學習革新上：本論壇針對國內外學習型城市發展的情況進行探

討，並瞭解實務推動設計的問題與改進策略，論壇之討論結果有助國

內終身學習機構發展終身學習方案，所提之具體建議，對於學習型城

市的落實亦有所助益。 

（四）促進學習型臺灣的實現：終身學習社會的發展乃是漫長的過程，需要

有系統化的策略性規劃以及完善的配套措施。透過本論壇之舉辦與

對話成果，有助於積極提升民眾的終身學習參與量以及參與品質，進

而弭平學習落差，實現學習型臺灣的理想。 

 

十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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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國性學習型城市領航計畫辦公室  陳莉君小姐 

049-2910960 轉 2534 (全國性學習型城市領航計畫辦公室) 

 

十二、其他 

（一）本次出席人員請各所屬機關(單位)核予公(差)假出席。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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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小時。 

（三）本實施計畫主辦機關得實際情形調整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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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交通資訊 

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國際會議廳(紅廳)，靠近西屯路、立體劇場附近之出入

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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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當日接駁車 

（一）臺中高鐵站：搭乘地點臺中高鐵站 1 樓客運轉運站 6 號出口集合，

8:20準時發車，逾時請自行前往。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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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則上不開放現場臨時搭乘接駁車。 

二、大眾交通工具自行前往 

（一）高鐵臺中站 

高鐵快捷公車 159號（高鐵臺中站－中國醫藥大學－臺中公園）：於

科學博物館—植物園站下車。 

（二）臺中火車站周圍轉乘公車 

1.臺中客運：11綠能街車、35、70、71、304、307、323、324、325 

2.仁友客運：45 

3.統聯客運：125、301、303、308、326 

4.巨業交通：300、305、306 

5.豐榮客運：48 

6.中臺灣客運：37 、302 

三、自行開車前往： 

（一）高速公路來車 

1.國道一號 (中山高速公路) 

（1）臺中交流道(178台中)下，往臺中市方向順臺灣大道至本館。 

（2）大雅交流道(174大雅)下，往臺中市方向順中清路，右轉健行路

至本館。 

2.國道三號 (福爾摩沙高速公路) 

（1）快官交流道(202快官)轉中彰快速道路，五權西路閘口下，順五

權西路，左轉文心路或忠明南路，右轉臺灣大道至本館。 

（2）快官交流道(202快官)轉中彰快速道路，市政路閘口下，順市政

路左轉文心路，右轉臺灣大道至本館。  

（3）龍井交流道(182龍井)下，往臺中市方向順臺灣大道至本館。 

（二）快速道路來車 

1.中投快速道路 (台 63線) 

由五權南路出口，左轉忠明南路，右轉臺灣大道至本館。 

2.中彰快速道路 (台 74線) 

http://www.tcbus.com.tw/
http://www.rybus.com.tw/
http://www.ubus.com.tw/
http://www.g-bus.com.tw/
http://www.gbus.com.tw/
http://www.ubus.com.tw/html/bus/bus.php?num=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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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由五權西路閘口下，順五權西路，左轉文心路或忠明南路，右

轉臺灣大道至本館。 

（2）由市政路閘口下，順市政路左轉文心路，右轉臺灣大道至本

館。 

（三）省道來車 

1.彰化方向出發，經烏日，由復興路轉忠明南路，再轉臺灣大道至本

館。 

2.豐原方向出發，經潭子，由北屯路轉健行路至本館。 

3.南投方向出發，經大里，由國光路、林森路、英才路轉臺灣大道至

本館。 

四、停車資訊 

（一）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於植物園及博館路設置二處收費停車場，可容

納小客車 268車位，大客車 30車位，並有 7個無障礙專用車位(植

物園停車場 2個、博館路停車場 2個及西屯停車場 3個)，惟停車

位置有限，建議搭乘大眾交通工具前往。 

（二）停車場：植物園停車場（臨西屯路，含大客車停車場）、博館路三

中停車場（限小客車）。 

（三）營業時間：24小時營業收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