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1 學年度全國高級中等學校及特殊教育學校校長會議(北區)行前通知 

各位長官、校長、貴賓您好： 

感謝大家對本次活動的支持，竭誠歡迎您參加『111學年度全國高級中等學校及特殊教育學

校校長會議』，希望這次會議能帶給您愉快而充實的體驗!在您出發前，請詳讀以下注意事項： 

 

一、活動時間：111年 8月 9日(星期二)至 10日(星期三) 

二、活動地點：國立基隆高級中學 學生活動中心 

三、活動流程： 

第1天：111年8月9日(星期二) 

時間 會議程序 主持人/主講人 

09:00-09:25 
(25分鐘 ) 

報到 基隆高中服務團隊 

09:25-09:30 
(5分鐘) 

預備時間 基隆高中服務團隊 

09:30-10:00 
(30分鐘 ) 

開幕式 

貴賓致詞 

介紹新轉任校長 

主持人：教育部部長 

10:00-10:10 
(10分鐘 ) 

重大政策說明 

重大政策說明、學校實務經驗分享之引言及頒發感謝狀 

主持人：教育部部長 

10:10-10:35 
(25分鐘 ) 

主題一：2030雙語教育政策 

主持人：教育部長官 

主講人：國立彰化師範大學英語學系 趙玉芝教授 

10:35-11:00 
(25分鐘 ) 

主題二：班班有網路 生生用平板─推動中小學數位學習精進方案 

主持人：教育部長官 

主講人：教育部資訊及科技教育司 邱仁杰副司長 

11:00-11:15 
(15分鐘 ) 

茶敘 基隆高中服務團隊 

11:15-11:40 
(25分鐘 ) 

學校實務 

經驗分享 

主題一：推動數位應用建置實務分享 

主持人：教育部長官 

主講人：國立中興大學附屬高級中學 陳勇延校長 

11:40-12:05 
(25分鐘 ) 

主題二：學生權益相關實務分享 

主持人：教育部長官 

主講人：高雄市私立義大國際高級中學 李健維校長 

12:05-13:30 
(85分鐘 ) 

午餐 基隆高中服務團隊 

13：30-15：10 

(100分鐘 ) 
分組專題研討一 

主持人：教育部長官 

議題一：CRC國家報告對高級中等學校未來經營之影響 

主講人：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兼任研究員張茂桂教授 

議題二：混成學習─未來學習的新面貌 

主講人：國立臺灣大學數位學習中心 詹魁元教授 

議題三：產學攜手2.0-精進技職教育產學合作育才 

主講人：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機電工程學系 鄭慶民教授 

議題四：學校融合教育環境之建立 

主講人：國立東華大學特殊教育學系 林坤燦教授 

說明： 

1.議題主題包

含：共同性、高中

組、高職組或特教

組4組。 

2.每位校長可從4

組議題中，參與1

場議題。 



第1天：111年8月9日(星期二) 

15：10-15：30 

(20分鐘 ) 
茶敘 基隆高中服務團隊 

15：30-17：10 

(100分鐘 ) 
分組專題研討二 

主持人：教育部長官 

議題一：CRC國家報告對高級中等學校未來經營之影響 

主講人：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兼任研究員張茂桂教授 

議題二：混成學習─未來學習的新面貌 

主講人：國立臺灣大學數位學習中心 詹魁元教授 

議題三：產學攜手2.0-精進技職教育產學合作育才 

主講人：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機電工程學系 鄭慶民教授 

議題四：學校融合教育環境之建立 

主講人：國立東華大學特殊教育學系 林坤燦教授 

說明： 

1.議題主題包

含：共同性、高中

組、高職組或特教

組4組。 

2.每位校長可從4

組議題中，參與1

場議題。 

17：10-18：10 

(60分鐘 ) 
前往住宿飯店 基隆高中服務團隊 

18：10-20：00 

(110分鐘) 
晚宴 教育部長官 

 
 

第 2天：111年 8月 10日(星期三) 
 
 

時 間 會 議 程 序 主 持 人 /主 講 人 

08：00-09：00 

( 6 0 分鐘 ) 
報 到 基隆高中服務團隊 

9：00-10：30 

(90 分鐘 )  
專題演講 

主題：走路．回家─SDGs與環境永續發展的自我實現 

主持人：教育部長官 

主講人：台灣千里步道發起人作家李遠(小野)先生 

10：30-10：50 

(20 分鐘 )  
茶 敘 基隆高中服務團隊 

10：50-11：50 

(60 分鐘 )  
綜合座談 

主持人：教育部長官 

(本部、司、處、署代表出席) 

11：50-12：00 

(10 分鐘 )  

閉幕式 

頒發承辦學校感謝狀 

會旗交接 

主持人：教育部長官 

12：00-12：30 

( 3 0 分鐘 ) 
午 餐 基隆高中服務團隊 

12：30- 賦 歸 基隆高中服務團隊 

111學年度全國高級中等學校及特殊教育學校校長會議資訊網如下： 

https://ssur.cc/k12eaprincipal 

可先行下載會議相關資料（檔案密碼：111principal）。 

 

 

 

https://ssur.cc/k12eaprincipal


四、乘車接駁時間地點： 

(1) 南港高鐵接駁車乘車說明：抵達後，車站大廳會有工作人員舉牌引導至手扶梯往上一層，

找到南 2出口後再搭手扶梯到車站一樓，前往南 2B出口忠孝東路門口外廣場，會有工作

人員舉牌引導至遊覽車上車。 

   

 

(2) 臺鐵七堵站接駁車乘車說明：抵達後請往前站[西出口]出站，會有工作人員舉牌引導至遊

覽車上車。 

 

(3) 國立基隆高級中學【特約停車場】資訊，請自行開車者多加利用： 

和雲基隆七堵停車場(基隆市七堵區光明路 122號)，取車時出示優惠停車券，1日(含夜間)收

費 100元。(停車優惠卷隨當天會議資料附上) 

《接駁車地點》 

(4) 活動期間乘車接駁起迄站資訊： 

日期 時間 接駁車停放地點 接駁起迄地點 

8月 9日 

08:40 南 2B出口(興中路) 南港高鐵站→國立基隆高級中學 

08:40 西出口(光明路) 臺鐵七堵站→國立基隆高級中學 

17:40 活動中心前 國立基隆高級中學→南港高鐵站 

17:40 活動中心前 國立基隆高級中學→臺鐵七堵站 

17:40 活動中心前 國立基隆高級中學→薆悅飯店 

21:00 飯店門口 薆悅飯店→台鐵七堵站 



日期 時間 接駁車停放地點 接駁起迄地點 

8月 10日 

08:00 南 2B出口(興中路) 南港高鐵站→國立基隆高級中學 

08:30 西出口(光明路) 臺鐵七堵站→國立基隆高級中學 

08:10 飯店門口 薆悅飯店→國立基隆高級中學 

12:30 活動中心前 國立基隆高級中學→南港高鐵站 

12:30 活動中心前 國立基隆高級中學→臺鐵七堵站 

 

五、注意事項： 

❀配合 COVID-19 疫情，若有發燒、咳嗽、呼吸困難等症狀或其他任何身體不適，請勿參與

本次活動；另為防範傳染，除飲食外請全程配戴口罩。自備個人藥品：如暈車藥...等。 

❀自備個人用品：如遮陽帽、防曬乳、雨具 (備用)。 

❀若自費住宿單人房之校長，屆時收取金額 1500元。 

    飯店資訊：薆悅酒店野柳渡假館 INHOUSE HOTEL YEHLIU 

 

 

 

 

 

 

 

(1) 交通位置：新北市萬里區野柳里港東路 162號之 2 

(2) 聯絡電話：02-7703-5777 

(3) 服務設施： 

i.  GYM健身房：06：00~23：00，位於 1館 RF樓。 

ii. Ocean Bar美食閱讀區：舒適的閱讀空間，提供約 500多本的書籍，位於 2館 1樓。 

(4) 8/09（二）晚宴：預計於 18：30開席，位置在 1館 B1薆悅廳。 

(5) 8/10（三）早餐時間：6：30開始，位置在 1館 2樓漁人廚房。 

(6) 8/10（三）預計 8：10發車返回基中。請於 8：00前，完成退房及拿行李上接駁車，為免耽誤發車時間，

建議翌日先收拾好行李，將房卡退給櫃檯、行李寄放後，再去用早餐。 

(7) 飯店外有一間 7-11便利商店可利用。若有緊急就醫需求，最近為台大醫院金山分院，地址在新北市金

山區玉爐路 7號，飯店有公務車，可以協助就診。 

(8) 喜歡早起的夥伴們，散步建議路線：從飯店出發，約走 6分鐘可達萬里駱駝峰，再走約 6分鐘可達龜吼

日出亭，再走約 7分鐘可達龜吼漁港，沿途可欣賞海岸風光。 

六、活動聯絡人:如有任何問題，可逕洽工作人員。 

   (1)活動組：莊妍君主任/0918360503  

   (2)接待組：陳淑懿主任/0938398391 (交通接駁) 

   (3)服務組：王文婷主任/0918547057 (晚宴及住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