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 全民終身學習論壇
主題：邁向學習社會 2.0
一、 舉辦日期：109 年 10 月 30 日（星期五）
二、 舉辦地點：國立暨南國際大學圓形劇場（南投縣埔里鎮大學路 490 號教
育學院 1 樓）。
三、 辦理單位
（一）主辦單位：國立暨南國際大學諮商心理與人力資源發展學系
（二）指導單位：教育部
（三）協辦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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碩士在職專班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終身學習與人力資源發展研究所所友會
中華民國組織學習協會
財團法人臺北市陽昇教育基金會
四、 參與對象：終身學習與人力資源領域專家學者及實務人員、政府機關及學
習型城市人力資源發展部門人員、教育訓練產業工作者、社會大眾約 250
人。
五、 報名方式
（一） 網路報名：網址 https://202087.webnode.tw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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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 年 10 月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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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額滿即止，承辦單位
有決定最終出席名單之權利。
（四） 活動聯絡人：國立暨南國際大學諮商心理與人力資源發展學系王小姐
0979-3366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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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全民終身學習論壇-邁向學習社會 2.0」議程
時間
09:1009:30

09:3009:50

09:5010:40

議題
來賓報到

 主持人：
賴弘基主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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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蘇玉龍校長(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主持人：
吳明烈教授(國立暨南國際大學諮商心
理與人力資源發展學系)
 演講者：
賴弘基主任(國立暨南國際大學諮商心
《專題演講》
理與人力資源發展學系)
終身學習與人力資源
蔡怡君副教授(國立暨南國際大學諮商
發展的遇合
心理與人力資源發展學系)
蕭婉鎔副教授(國立暨南國際大學諮商
心理與人力資源發展學系)
夏榕文副教授(國立暨南國際大學諮商
心理與人力資源發展學系)
休

息
 主持人：
黃月麗司長（教育部終身教育司）
 與談人：
楊國賜名譽教授（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
立嘉義大學特約講座教授）
何青蓉教授（國立高雄師範大學成人教
育研究所）
楊國德教授（朝陽科技大學銀髮產業管
理學系）

《主題論壇一》
邁向學習社會 2.0

12:2013:20
13:2014:50

領取活動相關資料

《開幕式》

10:4010:50

10:5012:20

主持人／主講人／與談人

午
《主題論壇二》
高齡教育未來展望

餐
 主持人：
楊國賜名譽教授（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
立嘉義大學特約講座教授）
 與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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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議題

14:5015:10

15:1016:40

16:4017:00

17:00-17:30

主持人／主講人／與談人
胡夢鯨特聘教授(國立中正大學成人及
繼續教育學系)
黃富順講座教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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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茶敘暨論文壁報發表

 主持人：
黃富順講座教授(朝陽科技大學銀髮產
業管理學系)
 與談人：
《主題論壇三》
林如萍教授(國立臺灣師範大學人類發
企業攜手家庭教育
展與家庭學系、家庭研究與發展中心主
任)
吳銀玉總監(財團法人光寶文教基金會)
李枝桃執行長(財團法人仰望教育基金
會)
 主持人：
賴弘基主任(國立暨南國際大學諮商心
理與人力資源發展學系)
 與談人：
楊國賜名譽教授（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
立嘉義大學特約講座教授）
黃富順講座教授(朝陽科技大學銀髮產
《綜合座談暨閉幕式》
業管理學系)
林如萍教授(國立臺灣師範大學人類發
展與家庭學系、家庭研究與發展中心主
任)
吳明烈教授(國立暨南國際大學諮商心
理與人力資源發展學系)
吳銀玉總監(財團法人光寶文教基金會)
賦

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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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事項：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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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配合防疫政策，當日進入會場請務必配戴口罩。
（三）因應環保，活動當天請自備環保杯及環保筷。
（四）「個人資料同意說明書」（如附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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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本實施計畫主辦單位得視實際情形調整之。
六、 交通資訊
暨大校車資訊
自 108 年 2 月 1 日起每日有南投客運市區公車：1 路區間車，往來埔里<=>暨南大學，
為服務暨大師生，約每半小時雙向發車，以達交通便利並確保師生交通安全，相關資訊請
連結總務處校車資訊網。
暨南大學位址:(545) 南投縣埔里鎮大學路一號
No.1, Daxue Rd., Puli Township, Nantou County 545, Taiwan (R.O.C.)
校內停車
校內各建築附設停車場及路旁均可停車。
搭乘大眾運輸至埔里：
A:可搭乘高鐵至台中站後
1.於高鐵五號出口可搭乘台灣好行日月潭線(台中干城站->台中火車站->高鐵台中站 5 號出
入口->暨南大學->日月潭)，途中可在暨南大學站下車(建議訪客搭乘此路線)。
2.於高鐵五號出口可搭乘南投客運經國道 6 號(平日與假日時刻表)至埔里崎下站下車後，再
搭乘暨大校車。
B:另可搭乘巴士先抵達埔里後，於崎下站下車，再搭暨大校車約 5 分鐘抵達暨大。
1、由台北(台汽西站)、台中(台汽朝馬站)、或草屯搭乘台汽客運往埔里。
2、台北、高雄可搭乘台鐵火車至台中火車站，至台中干城車站轉搭乘南投客運、全航客運
至埔里。
3、台北、高雄可搭乘國光客運至台中，在台中干城車站轉搭乘南投客運、全航客運至埔
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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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道 6 號直達埔里
連接霧峰到埔里的國道 6 號已經自 98 年 3 月 21 日起全線通車了，您來暨南大學，行車更
方便了。從國道 3 號霧峰系統交流道(214km)轉國道 6 號的起點處，到愛蘭交流道(29km)下
高速公路，只要 20 分鐘。左轉再行經台 14 線中潭公路往日月潭方向，只要 10 分鐘的車
程，就可抵達國立暨南國際大學。國道 6 號全長 37.6 公里，全線有霧峰、東草屯、國姓(未
通車)、愛蘭、埔里、埔里端等六個交流道，到日月潭、清境農場、奧萬大、合歡山等南投
景點，均近在咫尺，歡迎您來到暨大！
開車方式

國道 1 號南下

國道 1 號南下

大雅（中清路）交流道（174 km）下，往台中方向，右轉上中彰
（74）快速道路，至快官交流道，往南轉國道 3 號，往南投方向，至
霧峰系統交流道（214km）右轉匝道往埔里，向東行至愛蘭交流道
（29 km）下，左轉接台 14 線中潭公路，往魚池日月潭方向，約 10 分
鐘即可抵達暨大。
台中（中港路）交流道（178 km）下，往台中方向，右轉上中彰
（74）快速道路，至快官交流道，往南轉國道 3 號，往南投方向，至
霧峰系統交流道（214 km）右轉匝道往埔里，向東行至愛蘭交流道
（29 km）下，左轉接台 14 線中潭公路，往魚池日月潭方向，約 10 分
鐘即可抵達暨大。

國道 1 號北上

王田交流道（189 km）下，過大肚橋，經彰興路約行 1km，右轉上快
官交流道，往南轉國道 3 號，往南投方向，至霧峰系統交流道（214
km）右轉匝道往埔里，向東行至愛蘭交流道（29 km）下，左轉接台
14 線中潭公路，往魚池日月潭方向，約 10 分鐘即可抵達暨大。

國道 3 號

南下北上均自霧峰系統交流道（214 km）處右轉匝道往埔里，向東行
至愛蘭交流道（29 km）下，左轉接台 14 線中潭公路，往魚池日月潭
方向，約 10 分鐘即可抵達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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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資料同意說明書

姓名

公務電話

單位

職稱

附件

□公務人員終身學習
時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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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師研習時數
□無須研習時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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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全民終身學習
論壇：邁向學習社會 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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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個人資料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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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供同意聲明 涉個人資料部分，將於活動結束後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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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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