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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川台中等(高中)教育交流合作論壇 
 

    高中階段在教育歷程中，承擔著承先啟後的重大任務與意義，新型態教育體制的改

革與變化浪潮來襲，世界各國無不在中等教育的創新改革上，作長期的發展與改革，更

不斷積極的發展合作與開拓。外在環境改變讓辦學者面對了全新的挑戰，諸多的外在環

境變數讓海峽兩岸的教育工作者共同面臨許多相同、類似或前所未遇的困境。 

    為促進兩岸間中等學校教育工作者的深度交流，創造互相學習、經驗分享並共謀辦

學與合作之道，並為兩岸高中生未來的升學與就業選擇，提供前瞻建設的規劃，特此舉

辦首屆 “2017 川台中等教育交流合作論壇”活動，期盼兩岸中等學校的相互交流與合

作，更讓臺灣高中青年認識地方特色文化，體驗中華文化的美。 

 

一、預期成效 

1. 共同探索川台中等教育的發展與改革 

2. 建立川台中等教育的辦學理念與成果分享平臺 

3. 加強川台中等教育在辦學經驗、校務管理、課程改革等方面的交流 

4. 促進川台中等學校際間的各項合作契機 

5. 川台灣青年交流互動，體驗地方特色文化 

 

二、論壇活動特色 

1. 川台中等教育交流合作論壇 

2. 四川省內高校交流參訪 

3. 四川省內特色中等學校交流參訪 

4. 四川文化體驗 

5. 大熊貓志願者體驗活動 

 

三、論壇議程 

1. 論壇主題：兩岸中等學校教育的長期交流與合作發展契機 

1) 兩岸高中青年的升學與就業選擇 

2) 兩岸青年社會公益與服務實踐的推動與發展 

3) 兩岸素質教育的發展與契機 

2. 論壇時間：2017年7月12日(星期三)~7月19日(星期三) 

3. 論壇地點：成都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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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主辦單位：四川省教育廳、四川省港澳臺辦公室、中國文化大學（臺灣） 

5. 台灣邀請對象：教育專家學者 4名、中等學校(高中)校長 15名、中等學校學

生家長 15名、青年高中生 25名 

6. 論壇議程： 

2017年7月14日(星期五) 

時間 議程 

09∶00 - 09∶30 貴賓簽到 

09∶30 - 10∶00 

貴賓致辭（兩岸代表團領導） 

1、四川省教育廳領導致辭 

2、四川省台灣事務辦公室導致辭 

3、台灣中等學校教育交流訪問團團長致辭 

10∶00 - 11∶00 

專題報告（一） 

四川中等學校教育發展概述 / 大陸與會代表 (30mins) 

臺灣中等學校教育發展概述 / 臺灣校長訪問團代表 (30mins) 

11∶00 - 11∶20 合影留念及茶歇 

11∶20 - 12∶00 

圓桌座談 

兩岸中等學校教育的長期交流與合作發展契機 

兩岸專家學者、校長代表發言 

12∶00 - 13∶30 午宴 / 茶歇及休息 

13∶30 - 14∶30 

專題報告（二） 

臺灣高中生的升學與就業選擇 / 臺灣校長、專家(30mins) 

四川中等學校素質教育的發展與推動 / 大陸校長、專家(30mins) 

14∶30 - 14∶50 茶歇及休息 

14∶50 - 16∶20 

分組交流座談 

1、 兩岸高中生的升學及就業選擇 

2、 兩岸青年社會公益與服務實踐的推動與發展 

3、 兩岸素質教育的發展模式與契機 

16∶20 - 16∶40 茶歇及休息 

16∶40 - 17∶10 分組交流座談-小組分享匯報 

17∶10 - 17∶30 論壇閉幕與致辭 

17∶30 之後 晚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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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論壇與會貴賓：四川教育專家學者、四川中等學校校長、臺灣教育專家學者、

臺灣中等學校校長 

 

三、活動行程 

日期 時段 活動內容 住宿 

7月 12 日 

星期三 
全日 

接機安排 (臺北 -> 成都) 

四川航空 3U8978  

臺北松山機場 17:45 => 成都雙流機場 21:00 

成都 

7月 13 日 

星期四 

上午 【四川高等院校參訪交流】 
成都 

下午 【四川特色文化參訪體驗】 

7月 14 日 

星期五 

全日 
【2017川台中等教育交流合作論壇】 

台灣教育專家學者、中等學校校長 

成都 上午 
【論壇主辦學校參訪、交流】 

台灣中等學校教長代表、學生 

下午 
【四川特色文化參訪體驗】 

台灣中等學校教長代表、學生 

7月 15 日 

星期六 

上午 【中國大熊貓研究中心–都江堰基地 參訪交流】 

都江堰 

下午 【2017兩岸大學生大熊貓志願者 成果發表會】 

7月 16 日 

星期日 

上午 
【中國大熊貓研究中心–都江堰基地】 

大熊貓愛心飼養志願者半日體驗活動 成都 

下午 【都江堰文化體驗】都江堰水利工程、青城山 

7月 17 日 

星期一 

上午 【四川省特色中等學校參訪交流】 
成都 

下午 【四川特色文化參訪體驗】 

7月 18 日 

星期二 
全日 

【四川特色文化參訪體驗】 

寬窄巷、杜甫草堂、武侯祠…等 
成都 

7月 19 日 

星期三 
全日 

送機安排 (成都 -> 臺北) 

四川航空 3U8977  

成都雙流機場 13:45 => 臺北松山機場 16:45 

 

 主辦單位元保留活動部分異動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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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論壇參會須知： 

1. 本論壇活動由主辦單位承擔論壇期間在四川的落地接待費用(包含：會議、住

宿、團體接送機、團體餐食及考察活動等)。與會嘉賓自行承擔往返成都機

票、證件費用、海外保險及團體活動外之個人消費。 

2. 此次論壇為團體活動，與會嘉賓機票統一由中國文化大學委託之華鵬旅行社代

購團體機票及代辦旅行證件，若有需代辦證件請於報名表填寫時註記，相關收

據由華鵬旅行社開立旅行社代收轉付收據。 

3. 前往大陸應準備之旅行證件 

(1)、 個人護照 (護照有效期需超過六個月) 

(2)、 臺胞證 (2015年7月起，入境中國大陸僅需攜帶有效期內之臺胞證，無   

        須申請簽證) 

4. 住宿安排：以兩人一間為原則 

 

六、報名時間與方式： 

1. 報名即日起至2017年6月16日止。 

2. 報名方式採通訊報名，請將報名表e-mail至 mtlin@sce.pccu.edu.tw (中國文

化大學推廣教育部華東合作中心 林民宗先生)報名。 

3. 論壇名額有限，若報名踴躍超過名額，將採取優先報名者參加。 

 

七、聯絡事項： 

邀請單位：中國文化大學 

     聯 絡 人：中國文化大學推廣教育部華東合作中心  林民宗先生 

     聯繫電話：(02)27005858 分機 8242 

     聯繫手機：0986716627 

     E - mail：mtlin@sce.pcc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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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川台中等教育交流合作論壇  報名表 

中文姓名  護照姓名英文拼音  

出生日期  台胞證姓名英文拼音  

所屬學校  身分證字號  

身分 □ 校長 □ 家長 □ 學生 聯繫電話  

通訊地址 □□□ 

E-mail  

餐飲需求 □素   □葷    □其他：               <請自填> 

論壇費用說明 :  (詳閱後，請勾選確認費用明細) 

 論壇費用: 16,000 新台幣 ， 內含「台北成都 往返機票」及「海外旅遊保險」 

□ 自費費用確認 16,000 新台幣 

是否需代辦新護照  □是 (需自費 1,500元) □否 

新護照申辦委託華鵬旅行社代辦，須準備以下資料 

◎身分證正本 

◎三個月內彩色 2吋照片 2張(正面脫帽、露耳，白底、頭頂至下巴介於 3.2-3.6公分) 

◎若有更改姓名，請附 3個月內戶謄正本 1份 

◎未滿 20歲，需附父或母的身分證正本或監護人身分證正本+戶謄正本「需有記載監護人事由」 

◎舊護照繳回 

是否需代辦新臺胞證(卡式)  □是 (需自費 1,800元)   □否 

新臺胞證申辦委託華鵬旅行社代辦，須準備以下資料 

◎身分證影本 (1:1原尺寸) 

◎護照影本 (1:1原尺寸) 

◎若有更改姓名，請附 3個月內戶謄正本 1份 

◎三個月內彩色 2吋照片 1張(正面脫帽、露耳，白底、頭頂至下巴介於 3.2-3.6公分) 

          (不可穿白色衣服拍照、不露牙齒、不可粗框眼鏡、不可配戴任何首飾、不可泛油光) 

說明: 

1.本報名表所填寫個人資料僅作 2017川台中等教育交流合作論壇使用 

2.本報名表各項資料請詳實填寫，報名後將有專員與報名者聯繫繳交費用與證件資料等事宜 

3.7月份成都市為夏季季節，室外均溫在 25℃~33℃，室內開設冷氣均在 22℃~26℃，建議採用洋

蔥式穿著法，攜帶夏季輕薄外套方便室內室外使用，論壇當日請穿著正裝出席 

4.請將此報名表 e-mail至 mtlin@sce.pccu.edu.tw，完成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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