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 年全國大專校院暨高中職
服務性社團與社團領袖

傑青論壇(南區)
活動簡章

指導單位：國際傑人會中華民國總會
主辦單位：國立高雄師範大學、高雄市大愛國際傑人會
承辦單位：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學務處、志工團、宏遠社會服務社、
攝影社
協辦單位：全國傑青聯誼會、高雄市國際傑人會、高雄市陽光國際傑
人會、高雄市河堤國際傑人會、高雄市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校友會、高雄市補習教育協會、高雄市大學校友會聯合會

中華民國 106 年 03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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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活動名稱
2017 年全國大專校院暨高中職服務性社團與社團領袖
傑青論壇(南區)

二、論壇主題:
熱血青年,由我做貣/Do

my best,I arise.

三、活動緣貣
國際傑人會舉辦「全國大專院校傑出服務性社團暨社團領袖選拔」
（簡稱
傑青獎）已有 24 年的歷史，藉由選拔傑出社團與領袖的模式，透過良性競爭
激勵服務性社團的自我成長，肯定了國內各大專院校服務性社團的付出，也
因此每年舉辦「傑青獎分享交流活動」讓來自全國服務性社團得以互相交流、
共同學習。除此之外，傑人會認為更應提供機會，令青年學子與企業提早接
觸，締造更多與資方市場的資訊交流，了解彼此需求，進而強化青年能力，
並於不遠的將來，成為臺灣向前邁步的重要推手。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為慶祝建校 50 週年，秉持高師青年熱血服務精神，特
別承辦 2017 年論壇活動，並為將服務觀念向下紮根，本年度特別邀請高中職
與大專校院之服務性社團共同參與，藉由圓桌會議、團體動能方式，大手攜
小手，一貣進行反思交流與分享，期能激盪更多的創意、深植內心的感動，
將服務的真諦打入學子們的心靈，讓世界進步的原動力藉此論壇活動傳承下
代，創就美好未來。

四、活動目的
1.透過圓桌交流，讓與會同學探討、分享社團之運作、能力與優勢。
2.藉由傑青同學與企業人士共同分享論壇議題，探討時代青年之使命。
3.提供平台，讓企業主得以提供更多求才的資訊與需求。
4.藉此活動能提供求職與求才更多意見的交流。

五、活動資訊
活動時間：106 年 5 月 5 日 (星期五)
活動地點：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活動中心 3F 演講廳
【高雄市苓雅區和平一路 116 號】
2

六、活動對象
與談人員：企業優秀人士、傑出優秀青年
與會人員：全國大專院校暨高中職 學生社團與指導老師、國際傑人會會友

七、報名方式
報名網址，請連結網址
https://goo.gl/forms/6XcaSlxlc2h2L9i83

報名期限，自即日貣至 106 年 4 月 26 日止
八、宣傳方式
由承辦單位敬邀全國大專院校暨高中職之學務處課外組、訓育組，

邀請各校之學生社團與指導老師參加。
透過國際傑人會邀請會友。
利用 FB 轉發活動訊息，吸引全國各大專院校暨高中職學生社團與

指導老師共襄盛舉。

九、活動內容
時間

08：30－09：00
09：00－09：20
09：20－09：30
09：30－11：00
11:00-11:10
11:10-11:15
11：15－12：00
12：00－13：50
13：50－14：30
14：30－14：40
14：40－16：20
16：20－16：40
16：40－

議程

報到、領取資料
開幕式、師長貴賓致詞贈禮
國際傑人會介紹
專題演講(呂慶龍大使)
大合照(正門口階梯)
休息&交流
團體動能(鄧繼雄老師)
午餐休息時間&交流(圓桌會議)
分組報告分享
休息&交流
傑青論壇
傑青論壇 Q&A
賦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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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壇與談內容:
1.如何賦與青年對社會的影響力
青年可以改變社會、提昇社會，是社會熱力、動能的來源，青年該如何致
力於關心社會？改變社會？青年可從那些方面實現？

2.期待社會、企業能給青年什麼樣的支持或資源
青年的熱力和投入，將創造社會的繁榮，帶動國家的提昇，熱血的青年，
你有何作為？期望社會、企業給你何種資源和支持？

3.如何利用社團歷練提升職場競爭力
傑出是一種智慧，智慧是經驗的累積，青年如何運用社團歷練，增長智慧，
成就自我，豐富生命，並提昇職場競爭力？

4.如何持續社團熱忱，於逆境中再創高峰
生命沃土來自不斷耕耘；事業成功來自不斷奮戰；圓滿人生來自不止歇的
續航力。逆境如烈火：不是用來燃燒我們而是用來鍛鍊我們。青年如何持
續社團初衷在逆境中挺立貣來再創生命高峰，完成自我理想？

專題演講：
講座：前駐法大使呂慶龍大使
演講題目：
走出台灣放眼國際 -- 以感恩的心從分享外交專業行銷台灣經驗談貣
講座：台灣世界青年志工協會 鄧繼雄秘書長
演講題目：團體動能

十、活動負責人連絡方式
活動總召：蘇義翔 (手機 0906-085-385 )
活動副召：邱廉馭 (手機 0912-472-758 )
報名組組長：王宣喬 (手機 0937-380-388 )
高師大聯絡單位：07-7172930 轉 1251 課外活動指導組 林淑宜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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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交通資訊
80201 高雄市苓雅區和平一路 116 號 活動中心 3F 演講廳
★Google Maps

★高市公車直達
搭乘火車者，可於火車站搭 52、248 路公車，於中正文化中心站下車，再步
行約 4 分鐘即可到達，72 路公車可於師範大學門口下車。
★高雄捷運
搭高雄捷運至(O7 文化中心站)下車，由第 3 出口出車站，順著和平路走，約
500M 可到達(與高雄大統百貨方向相反)。
★高鐵
左營車站轉搭高雄捷運至(O7 文化中心站)下車，由第 3 出口出車站，順著和
平路走，約 500M 可到達(與高雄大統百貨方向相反)。
★開車
®二高 --> 燕巢系統轉(西向)國道 10 號 --> 仁武交流道 --> 鼎金系統接
中山高(南下)。
®中山高 --> 鼎金系統 --> 中正路出口 (注意:位於建國路出口後方約
100M，不要下錯交流道) --> 右轉中正一路 --> (約 1.5KM)看到鐵路平交道
(走中間車道) --> (轉左上方) 五福一路 --> 左轉和平一路 --> 高雄師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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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專題講座

呂慶龍大使簡歷

姓
名： 呂 慶 龍
E-mail : amb.cllu@gmail.com
出生時地： 民國 36 年 10 月 23 日生於台灣省嘉義縣大林糖廠
學
歷： 省立嘉義中學、淡江文理學院西語系法文組第一名畢業、巴黎第七大學博士
乙等外交特考及格（1976）
國外：前後三次派駐法國代表處擔任秘書（1980）、組長、顧問（1991-95）、大使
（2007-2013）及特任大使（2013 年 1 月至 2015 年 7 月）
駐荷蘭代表處秘書（1984-86）
駐海地共和國大使館公使（1995-98）及特命全權大使（2000-2002）
經
歷： 駐日內瓦辦事處首任處長（1998 - 2000）
國內：行政院新聞局專員（1973-76）、外交部歐洲司薦任科員（1977-80）科長
（1986-89）、部長室秘書（1989-90）、非政府組織委員會副主任委員、國會聯絡組召
集人、新聞文化司長兼發言人、主任秘書（兼發言人）
私立淡江大學、國立中山大學、私立南華大學非營利事業管理研究所及銘傳大學國際
學院兼任副教授
交通部觀光局（第一屆）法語觀光導遊人員甄試及格（1971）
總統府、行政院及外交部長法語傳譯（1986 - 1991）
特殊經歷：
奉派支援參與聯合國（四次）及世界衛生大會（WHA）案（九次）
淡江大學第一屆優秀青年（1970）、傑出校友金鷹獎（2002）、創校六十週年具有代表
性六十位傑出校友（2011）
行政院模範公務員（2000）
法國國際公益聯盟金質獎章（2008）
法國國際和平聯盟及國際暨各宗教間世界和平聯盟 「和平大使 」(2009)
法國軍民奉獻歐洲之星金質獎章（2009）
巴黎國家勳獎章得獎人協會公民責任與奉獻金質獎章（2009）
American Biographical Institute (ABI) 2011 年表現傑出獎
得獎項目： 法國西南 Mézin 市榮譽公民（2011 年 7 月）
法國南部 Grabels 市榮譽公民（2012 年 10 月）
大巴黎 Bussy-Saint-Georges 市一條小街以 Michel Ching-long Lu 命名，肯定與台灣特
殊情誼（2013 年元月）
第三次在法國任職期間先後獲 Vacqueyras（2008）
、Bourgogne 地區 Nuit-Saint-Georges
Clos Vaugeot（2013）
、Bezier 市 Antico Counfrarie Saint Adieu（2014 年 8 月）及 Pair de
Jurade Saint-Emillion (2014 年 9 月)及 Chinon（2015 年 6 月）等五個品酒聯盟頒贈榮譽
品酒爵（騎）士名銜，肯定對促進台法關係的貢獻
2014 年 10 月 23 日獲法國喜愛鵝鴨肝聯盟頒發榮譽會員名銜
1.2003-05 年間在台灣發表四篇有關台灣 NGO 發展及國際參與及 NGO 國際參與專文
2. 2007 - 2015 第三次在法國工作期間，先後在巴黎法文「國際政治」季刊（Politique
Internationale）及「華人世界」（Le Monde Chinois）發表各四篇有關台灣及法國關係
專業行銷： 文章。
3. 近三、四年來在法國任內在巴黎及前往不同地區透過參加文化、科技、學術，教育
及民間活動…公開演講、致詞及接受平面與電子媒體專訪（含現場節目）每年超過 140
次，發揮國際溝通與專業行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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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體動能講座 鄧繼雄老師 簡歷
姓名
Name

鄧繼雄

國籍
臺灣
Nationality
學歷
中華民國陸軍官校
Education
現職
臺灣世界青年志工協會 秘書長
Current Position
經歷
1.團康活動服務 32 年
Professional
2.921 震災及 88 水災志願服務工作領隊
Experience
3.海外快樂種子文化訪問團 團長
4.全力推動青年志願服務人力培訓講師
5.臺灣超夯活力講師
6.高雄市團康訓練協會創會講師及藝術總監
7.落花生表演劇團創會講師
8.臺灣世界青年志工協會創會講師及秘書長
9.現任終生快樂志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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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區傑青論壇

主談人

簡歷

姓名:張萬邦
現職：
高雄力行、同心文教機構 總裁

現任社團職位:
國際傑人會中華民國總會 傑人教育中心副主任委員

相關社團經歷:
國際傑人會中華民國總會第 18 屆總會長
中華民國補習教育全國總會 總會長

相關工作經歷:

其他個人重要事蹟

高雄師範大學文教基金會 董事長
輔英科大文教事業學位學程 講師
興國管理學院文教事業學系 講師
29 期預備軍官全國巡迴演講 教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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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區傑青論壇

企業與談人

簡歷

姓名:許瑞立
現任社團職位:
中華民國期貨同業公會 理事
中華民國證券業同業公會 理事
義守大學校友總會 副理事長
高雄市產業發展協會 常務理事
高雄市大學校友會聯合會-理事

相關學歷:
義守大學管理科學研究所

相關社團經歷:
其他個人重要事蹟
2008 年第五屆高高屏地區傑出企
業經理人
2015 年卓越證券服務評鑑最佳區
域專業團隊獎
2016 年義守大學傑出校友

前鎮高中家長會 會長
高師大附中家長會 副會長
四維國小家長會 副會長
高雄市傑人會第 11 屆會長
2011 國際傑人會中華民國總會 南區副總會長

相關工作(現任)經歷:
現任:
安泰證券(股)公司 董事總經理
中華民國證券業同業公會,中華民國期貨同業公
會,中華民國證券暨期貨發展基金會 講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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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區傑青論壇

青年與談人

簡歷

姓名: 鄧仁華
現任社團職位:
《一卡皮箱環台服務》發起人

相關學歷:
建國科技大學土木工程學系畢 業

相關社團經歷:

其他個人重要事蹟

TEDxNCUE 年會講師、大愛〈年輕人讚起來〉紀
錄片、大愛〈世說心語〉節目與談、教育廣播電台
與談、高雄醫大、佛光大學、聯合大學、高雄應大、
吳鳳科大、壽山高中、東石高中、埔里高工等校大
專校院、高中職校園公益講座百場分享。

第 21 屆傑人會傑青獎十大社 歐都納圓夢計畫第六屆亞軍得主
2014 年教育部全國社團評鑑 – 評鑑委員
團領袖
2015 年青發署全國學生會評鑑 – 評鑑委員
104 年大專青年優秀學生-建 建國科技大學第十一屆學生會會長
建國科技大學第 41 屆慈幼社社長
國科大代表
一卡皮箱環台服務發起人暨執行團隊總召
馬來西亞國際志工團活動總召
多次校內外寒暑假營隊活動總召

相關工作(現任)經歷:
TripMatch 配對訂房平台 – 營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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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區傑青論壇

青年與談人

簡歷

姓名: 李明峯 (小強)
現任社團職位:
「環保星勢力志工隊」隊長(創辦人)、資深推廣講師(跨校青年自
組團隊)
財團法人十大傑出青年基金會-十傑青年志工隊隊長
教育部青年發展署「校園講座」-志願服務青年達人講師

相關學歷: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公民教育與活動領導學系碩士班一
年級研究生
新竹玄奘大學
社會福利與社會工作學系畢業
(獲頒傑出學業成就獎第一名、傑出品德成就獎第一名、社會關
懷獎、形象代言獎、社團貢獻獎、志工成就獎)
臺北市立松山工農 食品加工科 傑出市長獎畢業
臺北市立敦化國中 推薦市長獎畢業

相關社團經歷:
其他個人重要事
蹟

擔任中華民國各界慶祝 106 年青年節-雅博青年菁英分享會論壇與
談人
擔任教育部青年署 2016 年國際志工青年代表，獲總統、教育部長
接見
中華民國 105 年青年節籌備委員會執行委員-公關組長、105 年大
專優秀青年獲總統接見
國際傑人會中華民國總會第 23 屆「傑青獎」(全國十大傑出社團
領袖)得主獲總統接見
玄奘大學「愛泰美國際志工服務團」第一屆團長&第二屆顧問
中華康輔協會第九屆康輔之光服務學習獎-全國「特優」社團
艾馨公益慈善會第十七屆全國十大艾馨獎(社會最高貢獻獎)最年
輕得主
104 年、105 年獲網友兩度推薦為關鍵評論網-「未來大人物」候
選人
2015、2016「青春創想秀」暨第三屆、第四屆兩岸大學生公益社
團活動策劃大賽-三等獎
台灣企劃塾第九十期「青年活動企劃師」(CCAPP)認證培訓 結業
教育部青年發展署 103 年青年志工績優團隊-環境服務類第三名、
104 年青年組佳行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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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洲體驗教育學會助理引導員&救國團大專探索中心第 12 期大專
探索教育引導員結訓
102 年 8 月服務事蹟獲大愛電視台-《年輕人讚貣來》第 70 集專訪
報導
臺北市政府環保局 102 年「環保獎章」社區人員類一等獎得主(臺
北市最年輕)
臺北市政府 101 年兒少福利促進委員會第一屆兒童及少年諮詢代
表(臺北市兒少代表)
中華民國童軍總會 101 年國花級獎章得主(通過 32 枚專科章、ATAS
獎章持有人)
中華民國 101 年「總統教育獎」(臺北市高中職組)入圍者
中華民國 101 年「青年獎章」得獎人獲總統、行政院長表揚接見
第十二屆保德信青少年志工「全國菁英獎」得主晉見總統、立法
院長
行政院青輔會 99-101 年績優青年志工校園推廣大使
行政院青輔會 100 年績優團隊環境服務類全國第二名 、101 年全
國服務創意獎
行政院青輔會 100 年青舵獎「志願服務」個人組入圍者、績優團
隊泰北參訪團親善大使
行政院青輔會 99 年績優團隊環境服務類全國第一名(獲總統表揚)
教育部新世紀領導人才培育營第九期高階結業學員、臺北市立松
山工農學生會第三屆會長
第九屆保德信青少年志工「傑出志工獎」得主獲總統及臺北市長
接見

相關工作(現任)經歷: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公民教育與活動領導學系碩士班研究生、服務
學習課程研究助理
「環保星勢力志工隊」隊長(創辦人)、資深推廣講師
教育部青年發展署「校園講座」-志願服務青年達人講師
財團法人十大傑出青年基金會-青年活動部專案企劃、十傑青年志
工隊隊長
中華民國童軍文教基金會童軍團(臺北市 303 團) 羅浮群長
社團法人中華雅博青年會 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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