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亞洲教育論壇年會 

邀 請 函 

 
尊敬的與會貴賓： 

由中國高等教育學會、成都市人民政府、亞洲教育北京論壇組委會、四川師範

大學主辦，亞洲教育論壇培訓中心、中國遠端教育雜誌社、職業教育國際合作聯席

會承辦，成都市博覽局、成都市教育局特別支持的 2019亞洲教育論壇年會擬於 2019

年 11月 22-25日在中國成都舉行，會議主題是：“ 智創未來，共譜亞洲教育新篇”。 

亞洲教育論壇是由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博鼇亞洲論壇和中國教育部國家留學基

金管理委員會共同主辦，2003 年 12 月由博鼇亞洲論壇理事長、菲律賓前總統拉莫

斯等七位前政要和國際組織代表發起成立的國際教育組織，發起迄今，已成功舉辦

了包括發起者會議在內的十五屆年度國際盛會。日益成為亞洲區域內各國政要、專

家學者、院校、國際組織間交流與探討合作與發展的高層平臺，“架起亞洲教育合作

橋樑”的宗旨正在逐步實現 。 

本屆亞洲教育論壇年會除開幕式主論壇外，還下設高等教育論壇、亞太職業教

育國際合作論壇、國際教育論壇、互聯網+教育論壇、創意興中國論壇、青少年領

導力、藝術教育論壇、家庭教育論壇、AI教育、學前教育、中小學教育等分論壇。 

今年我們將繼續邀請國內外政要、諾獎得主、教育、科技、文化、創新創業創

意領域領軍人物、駐華使節、院校、國際組織、企業、媒體代表等就各項議題展開

深入的交流與探討。年會規模 1000人。 

同期舉辦的主要活動有：亞洲國際教育展、主題晚宴、亞洲教育貢獻獎、亞洲

教育影響力獎、亞洲留學獎學金、亞洲大學生攝影大賽頒獎禮；成都知名院校參觀

走訪等。希望通過本次會議的召開，推動並深化中西部地區與世界各國家之間在教



 

育領域的交流與合作，開拓在教育、科技、經濟、文化上互聯互通的新局面。 

臺灣和亞洲教育論壇一直都維持著緊密的合作關係。每年的年會，臺灣木鐸學

社理事長，臺北原教育局局長陳漢強先生都會率領臺灣的教育代表團參會，為促進

臺灣和大陸之間的教育合作和文化交流做出了很大的貢獻。請參閱附件相關附件瞭

解更多資訊。 

讓我們攜手，共同架起亞洲教育合作的橋樑！ 

附：1、組織結構 

2、會議日程 

3、邀請名單 

 

 

 

 

 

 

 

 

 

 

 

                                 

                                  博鼇亞洲論壇高級顧問 

                                   亞洲教育北京論壇秘書長 

 



 

組織結構（擬） 

主辦單位： 

中國高等教育學會 

成都市人民政府 

亞洲教育北京論壇組委會 

四川師範大學 

承辦單位： 

亞洲教育論壇培訓中心 

中國遠端教育雜誌社 

職業教育國際合作聯席會 

特別支援單位： 

成都市博覽局 

成都市教育局 

協辦單位： 

拉莫斯和平與發展基金會、哈薩克國際一體化基金會、澳門基金會、澳門教育暨青

年局、財團法人幼兒教育基金會、臺灣木鐸學社、臺灣愛迪生發明創意學院、臺灣

愛迪生創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印度中國經濟文化促進會、約翰霍金斯創意生態實

驗室、聯合國和平大學、中歐政治經濟研究所、華人跨文化協會、歐亞教育發展中

心、中國高校創新創業教育聯盟、中國民辦教育協會學前教育專業委員會、中國職

業教育對外合作聯盟、中國互聯網教育領軍會、加拿大博盛集團、中加教育發展協

會、四川省學校文化建設研究會、四川新聞網傳媒集團、孔裔國際教育集團、成都

許林文化教育諮詢有限公司、中國電信、金堂縣人民政府、中國青年報、重慶鄧鴻

吉創發教育科技有限公司、好望角商學院、中國陶行知研究會家庭教育專委會等。 

戰略合作媒體：搜狐網、新浪網、四川新聞網 

獨家合作資訊平臺：今日頭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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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日程（擬） 

日期 會議安排 

11月 22號 
晚上： 

17:45-21:25    自台北松山抵達成都；四川航空 3U-8978 

11月 23號 

上午： 

08:40-09:00    省市領導接見與會貴賓 

09:00-11:30    開幕式暨全體大會 

下午： 

14:00-17:00    分論壇一：高等教育論壇 

14:00-17:00    分論壇二：亞太職業教育國際合作論壇 

14:00-17:00    分論壇三：互聯網+教育論壇 

14:00-17:00    分論壇四：青少年領導力論壇 

14:00-17:00    分論壇五：學前教育論壇（暫定） 

14:00-17:00    分論壇六：淮州新城國際職業教育城對接會 

晚上：18:30-20:30    歡迎晚宴 

11月 24號 

上午： 

09:00-11:50    分論壇七：國際教育合作論壇 

09:00-11:30    分論壇八：創意興中國 

09:00-11:30    分論壇九：中小學校論壇（暫定） 

09:00-11:30    分論壇十：家庭教育論壇（暫定） 

09:00-11:30    分論壇十一：人工智慧教育（暫定） 

09:00-11:30    分論壇十二：藝術教育（暫定） 

11:30-12:00    閉幕式暨成果發佈 

下午： 

13:00-15:00    成都熊貓基地旅遊 

15:00-21:00    成都觀光景點旅遊行程 

11月 25號 上午：13:35-16:45    成都返台北松山；四川航空 3U-8977 



 

擬邀請重要嘉賓 

  ■  國外政要及官員  

李壽成 韓國前總理、原首爾大學校長、亞洲教育論壇發起人之一 

珍妮·西普利 紐西蘭前總理、亞洲教育論壇發起人之一 

捷列先科 哈薩克前總理、亞洲教育論壇發起人之一 

納吉德瓦 歐洲議會對華友好小組主席 

  ■  港澳臺官員及代表  

吳志良 澳門基金會行政委員會主席、兼澳門教科文中心主任 

汪誕平 

臺灣“一帶一路”經貿促進協會理事長、臺灣地區“中央廣播電臺”前總台

長 

郭素春 兩岸和平發展基金會副執行長、臺灣立法院教育文化委員會前召集人 

老柏生 澳門教育暨青年局局長 

陳漢強 臺灣木鐸學社理事長，臺北原教育局局長 

洪  蘭 臺灣中央大學認知神經科學研究所所長、著名教育專家、心理學博士 

鄧鴻吉 

臺灣愛迪生創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臺灣愛迪生發明創意學院院

長 

  ■  國內領導  

劉新成 十三屆全國政協副主席、民進中央常務副主席 

杜玉波 中國高等教育學會會長、教育部原黨組副書記、副部長 

孫  堯 中國教育部黨組成員、副部長 

陶西平 

國家教育諮詢委員會委員、國家總督學顧問、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協會世

界聯合會副主席、亞太地區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協會聯合會名譽主席 



 

王佐書 中國民辦教育協會會長 

龍永圖 博鼇亞洲論壇諮詢委員會委員、國家外經貿部原副部長 

劉  錦 中國教育部國際合作與交流司司長 

姚  望 博鼇亞洲論壇研究院顧問、亞洲教育論壇秘書長 

康  凱 中國高等教育學會秘書長 

孫霄兵 中國教育發展戰略學會執行會長、教育部政策法規司原司長 

張  力 國家教育諮詢委員會秘書長   

杜柯偉 中國教育部中外人文交流中心主任 

湯  敏 國務院參事、國務院扶貧辦友成企業家扶貧基金會常務副理事長 

王輝耀 國務院參事、中國與全球化智庫主任 

   ■  知名科學家、科普專家  

馬丁·沙爾菲 2008年諾貝爾化學獎得主、哥倫比亞大學教授   

莫漢·穆納辛格 

聯合國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副主席、2007年諾貝爾和平獎共同獲

得者 

丹尼爾•劄夫曼 以色列魏茨曼科學研究所所長 

施一公 中國科學院院士、結構生物學家、清華大學教授、西湖大學負責人 

陳志剛 俄羅斯自然科學院院士、俄中商務園總裁 

張雙南 

中國科學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研究員、中國科學院粒子天體物理重點實驗

室主任 

曹  俊 中科院高能物理研究所實驗物理中心副主任,研究員 

鄭永春 中國科學院國家天文臺副研究員、中國科學院青年創新促進會理事 

徐  穎 科普中國形象大使、北斗導航系統科學家 

袁嵐峰 中國科學技術大學合肥微尺度物質科學國家實驗室副研究員，科普大 V 



 

陳  經 人工智慧專家、亞洲視覺科技研發總監 

   ■  國內外大學院校負責人及教育專家 

宋永華 澳門大學校長 

薑貞愛 韓國淑明女子大學校長 

洪起玄 韓國首爾大學學術副校長 

安迪·史密斯 澳大利亞聯邦大學副校長 

C.拉吉·庫馬爾 印度金達爾全球大學副校長 

喬-安妮·貝爾德 哈佛大學教育學院院長 

威廉姆·呂克特 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教育學院董事會主席 

丹·施瓦茲 美國斯坦福大學教育學院院長 

林曉東 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教育學院耐挫創新教育研究中心主任、終身教授 

鮑勃·西格勒 美國著名認知心理學家，卡耐基梅隆大學教授 

古德溫·林 香港大學教育學院長 

葛籣·鐘斯 加拿大多倫多大學教育學院院長 

金熙白 韓國首爾大學教育學院院長 

默罕默德·薩特 馬來西亞馬來亞大學教育學院院長 

尤曾家麗 香港職業訓練局執行總監  

聖地牙哥.伍德 美國雙語教育協會執行總監 

約瑟·坎波斯 菲律賓伊密裡歐醫學院院長 

陳學志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學院院長 

李培根 中國工程院院士、華中科技大學原校長 

吳嶽良 中國科學院院士、中國科學院大學副校長 

鄭  強 浙江大學黨委副書記、貴州大學原校長 

https://ed.stanford.edu/faculty/danls


 

江  波 同濟大學副校長 

俞立中 上海紐約大學校長、華東師範大學原校長 

唐  波 山東師範大學校長 

汪明義 四川師範大學校長 

徐  飛 西南交通大學校長 

宣  勇 浙江外國語大學黨委書記  

朱旭東 北京師範大學教育學部部長  

袁振國 華東師範大學教育學部主任 

呂立傑 東北師範大學教育學部部長 

蔡  春 首都師範大學教育學院院長 

   ■  知名作家、藝術家 

理查·安德森 電影《獅子王》導演，奧斯卡金像獎獲得者 

索爾·辛格 《創業的國度:以色列經濟啟示錄》作者 

鬱鈞劍 中國著名歌唱家、成都大學中國-東盟藝術學院院長 

劉慈欣 著名科幻作家，國際科幻大獎“雨果獎”得主 

易中天 著名作家、學者、教育家 

陳  鐸 著名朗誦藝術家 

吳伯凡 著名學者、商業觀察家  

蔣  勳 臺灣知名畫家、詩人與作家 

馮  蘭 著名鋼琴教育家、油畫家、收藏家和哲學文化學者 

馬豔麗 著名時裝設計師 

陳愛蓮 著名舞蹈家，陳愛蓮舞蹈學校創辦人 

田培培 首都師範大學音樂學院舞蹈系主任、教授、博士生導師 



 

解海龍 著名攝影家、“希望工程”《大眼睛》作者 

靳  東 著名青年演員 

吳曉波 著名財經作家 

◼ 知名企業家  

王振輝 京東物流 CEO 

曾  鳴 阿裡巴巴商學院院長 

李丹陽 歌華文化發展集團總經理 

張一鳴 位元組跳動創始人、CEO 

劉慶峰 科大訊飛董事長 

李繼軍 中科招商集團聯席總裁 

吳林托 華為全球教育合作計畫總監 

李  想  車和家創始人、CEO 

易國棟  成都第七中學校長 

王淑芳  西安高新一中校長 

張萬瓊  重慶西南大學附屬中學校長 

唐宏宇 重慶市第一中學校長 

   ■  知名教育集團負責人、民辦院校董事長  

俞敏洪 新東方創始人兼 CEO 

張邦鑫 好未來創始人兼 CEO 

金國華 武昌首義學院理事長 

胡建波 西安歐亞學院董事長、院長 

吳文剛 文華學院校長董事長 

楊  文 山東英才學院董事長 



 

李書福 三亞學院董事長 

盛振文 山東協和學院董事長、院長 

■  境外教育代表團 

加拿大教育代表團 

美國雙語協會教育代表團 

日本教育代表團 

韓國教育代表團 

馬來西亞教育代表團 

菲律賓教育代表團 

越南教育代表團 

哈薩克教育代表團 

埃及教育代表團 

紐西蘭教育代表團 

澳門教育代表團 

臺灣教育代表團 

  ■ 駐華使領館代表 

■  國際組織代表（略） 

■  其他企業代表（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