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際獅子大學緣起 
國際獅子會國際總會長 Dr. Jung-Yul Choi

推動國際獅子大學，鼓勵全球獅友及其親友進

行終身學習，做更多的公益。 
 

任何人都可以在任何年齡，任何時間，任何地點快樂地學習任何東西。 

Anyone can happily learn anything, anytime, anywhere, at any age. 

地點:國立科學工藝博物館北館大廳 

時間:2020年 6月 9日(二) 10:00-12:00 

2020-2021 年度主題 

在慈善與多元中攜手共進 

承辦單位:國立科學工藝博物館公共服務組、國際獅子大學台灣辦事處、  

中華民國多媒體英語文教學學會、全球公益交易平台 

贊助單位:財團法人台灣獅子會基金會、國際獅子會 300 E1區、 

駱泰企業有限公司、高雄市網路獅子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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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  程 
日期:2020年 6月 9日(二) 
地點:國立科學工藝博物館北館大廳(高雄市三民區九如一路 720 號) 

時間 場次 

09:30-10:00 迎賓、媒體報到 

 

 

10:00-10:30 

國際學者視訊會議 
1. 非洲剛果: Trustee PID Alexis Vincent Gomes  

2. 印度: International Director Dr. Aruna Abhey Oswal 

3. 中國大陸: 張國筠國際理事 

4. 印度孟買大學: Professor Shivaji Sargar of University of Mumbai 

5. 中國大陸: 桂林電子科技大學 龍翔教授 

6. 國際獅子大學教育執行長 莊雅如博士 

7. 國際獅子大學基金會董事長 President Dan Viste of  

   International Lions University Foundation 
8. 新加坡萬代蘭（Vanda）國際教育公司 翁其明總裁 

9. 中國大陸山東臨沂國際中小學 莊漢進校長 

10:30-10:40 典禮開始 

10:40-10:50 貴賓介紹 

10:50-11:30 長官及貴賓致詞 

11:30-11:40 成立儀式啟動 

11:40-12:00 大合照 

12:00 午餐聯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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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獅子會國際總會長 

Dr. Jung-Yul Choi 賀詞 

 在我們 100多年的歷史中，來自世界各地的有成就人士領導著我們

的偉大協會。雖然每位國際總會長都將自己獨特的見解和專業知識帶給

國際獅子會，但有一個（並將永遠是）將所有的獅友團結在一起的要素：

服務。團結世界各地的分會和社區非常重要，因為只有我們團結成為一

體，才能實現更大的公益。 

    兩年前，我在伊利諾大學香檳分校愛麗絲校友中心提議成立國際獅

子大學。很高興它已於美國設立，希望我們來自 210 個會員國超過 140

萬位獅友，能夠經由深度教育提供更好的服務。 

    我們還提出了一些計劃和倡議，著重在對國際獅子會的服務使命至

關重要的四個關鍵要素：通過多樣性來增加會員人數、擴大全球服務影

響力、支持我們的全球基金會 LCIF, 並增強每位獅友的領導能力。我衷

心希望國立科學工藝博物館、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和國際獅子大學深度教

育聯盟，為獅友提供深度教育，以利他們能做更好的服務。 

    由於新冠狀病毒疫情嚴重，我無法參加國際獅子大學科工館學習中

心和深度教育聯盟成立大會。謹祝大會圓滿成功，與會者幸福美滿，希

望這次合作將有助於世界更加和平、繁榮和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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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ongratulatory Speech  

of International President 

Dr. Jung-Yul Choi   

Accomplished people from around the world have led our great association in its 

over 100-year history. While each international president brings their unique 

perspective and expertise to Lions Clubs International, there has (and always will 

be) a single constant that unites all Lions: service. It is of great importance to unite 

clubs and communities around the world because greater good can only be 

achieved when we join together as one.  

Two years ago, I proposed the founding of International Lions University at the 

Alice Alumni Center of the University of Illinois at Urbana-Champaign. It is great 

that it was founded in the United States in the hope that our more than 1.4 millions 

Lions from 210 member countries can do better service through deep education. 

Programs and initiatives were also proposed, which focus on four key elements of 

Lions Clubs International that are essential to our mission of service: Strengthening 

membership through diversity, Expanding service impact globally, Supporting our 

global foundation, LCIF and Empowering every Lion as a leader. Sincerely, I hope 

that International Lions University can integrate all the efforts and expertise from 

Lions and also from the Deep Education Network of Universities and Organization 

such as Nation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Museum and National Kaohsiung Normal 

University to offer deep education to Lions for them to do better service. 

Due to the pandemic of COVID-19, I cannot attend the Inauguration Ceremony for 

the founding of the Learning Center at Nation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Museum 

and the Deep Education Network of Universities and Organization. I would like to 

wish the Inauguration Ceremony and the attendees all the best, hoping that the 

collaboration will help make the world more peaceful, prosperous and blissfu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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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獅子會國際總會長年度主題 

 
 

2019-2020 International President 

DR. JUNG-YUL CHOI 

We Serve 
Accomplished people from around the world 

have led our great association in its over 
100-year history. While each international 
president brings their unique perspective and 

expertise to Lions Clubs International, there 
has (and always will be) a single constant that 

unites all Lions: service. With this as a guide, 
each president is committed to helping clubs 
increase their service, and as a result, their 

impact on our local and global communities. 

Our International President 
As a Lion for more than 40 years, International 

President Dr. Jung-Yul Choi leads by example. His 
career and life have been defined by a passionate work 

ethic, along with a dedication to bridging differences, 
connecting people and embracing diversity to create 

harmony for all. 

Greater Good Through Diversity 

Lions don’t just serve the world. We represent it. 
During President Choi’s year, we’ll unite clubs and 

communities around the world because greater good 

can only be achieved when we join together as one. 

The Many Ways We Serve 
President Choi’s programs and initiatives will focus on 

four key elements of Lions International that are 
essential to our mission of service. 

1. Strengthening membership through diversity 

2. Expanding service impact globally 
3. Supporting our global foundation, LCIF 

4. Empowering every Lion as a lea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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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都教育新沃土 
喜迎國際獅子大學科工館學習中心成立 

國立科學工藝博物館館長  陳訓祥  

國際獅子會歷史悠久，是世界上致力於公益、慈善及服務最重要且令

人熟知的民間發起的國際性組織。我國參加獅子會甚早，迄今已有 90餘

年的光陰，現在以「MD 300台灣」名稱積極参與國際獅子會活動。 

國際獅子會國際總會長 Dr. Jung-Yul Choi 推動國際獅子大學，鼓勵全

球獅友及其親友終身學習。時逢國際獅子會資深顧問，也是「國際獅子

會台灣總會 300 E2區」網路獅子會創會長的莊永山博士之號召，推動國

際獅子大學科工館學習中心暨深度教育聯盟，根植港都教育沃土，並提

供獅友及其親友進修的優質環境，期盼培育出樂觀、利他和博學多聞的

優良世界公民。 

國際獅子會「關懷疾苦，扶弱濟困，人溺己溺，樂於助人」信條與聯

合國推動「消除各地一切形式的貧窮」及「減少國內及國家間不平等」

永續發展目標，是 21世紀的普世價值。國立科學工藝博物館身為台灣科

技教育重鎮，欣然加入國際獅子大學深度教育聯盟行列，共同推展國際

獅子大學科工館學習中心，由本館提供教學場所，整合全世界的資源及

各領域的專業，以實體或網路方式，提供獅友暨親友優質學習環境，引

導學生主動積極、跨領域學習，並愛護社會及熱愛人群。 

    最後，預祝國際獅子大學科工館學習中心暨深度教育聯盟成立大會

活動順利成功! 

 



任何人都可以在任何年齡，任何時間，任何地點快樂地學習任何東西。 

Anyone can happily learn anything, anytime, anywhere, at any age. 
 

 
 
 
 
 
 
 
 
 

6 

 

期盼國際獅子大學深度教育 

讓世界更和平、繁榮、幸福 

國際獅子大學校長  莊永山  

現任國際總會長 Dr. Jung-Yul Choi 於 2017年 8月 12日在美國伊利諾大學榮

獲榮獲國際榮譽博士學位時，提出很有遠見且將影響深遠的國際獅子大學，希望

全球獅友都能持續不斷地進修研究。如此，即可與時精進，甚至可以創新，引領

世界，為社會做更多公益，給予及時的服務。 

國際獅子會前任國際總會長，也是現任國際獅子會基金會主席, Dr. Gudrun 

Yngvadottir 於 2019 年 8 月 14 日榮獲國際榮譽博士學位，論文題目是 Better 

Charity Through Deep Education of International Lions University. 她對於深度教育

甚為推崇。深度教育是由在教育領域已連續 18 年排名世界第一的美國威斯康辛

大學，利用美國教育部經費，花了四年時間所研發的成果，其系統與內涵為當今

的教育提出有效且可行的方法與步驟。 

很高興也很感恩國立科學工藝博物館和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加入國際獅子大學

深度教育聯盟，國際獅子大學學習中心在全國公立博物館面積最大的國立科學工

藝博物館成立，是劃時代的創舉。在美國、西班牙、韓國和台灣都已有公益和教

育機構加入本聯盟。 

國際獅子大學科工館學習中心和深度教育聯盟已規劃先推動三個重點項目：

第一、邀請領導獅友到科工館學習中心分享他們的奮鬥故事和成功經驗，讓獅友

及其親友學習效法和交流。第二、設立國際獅子公益廣場，提供更多公益單位展

示空間，為弱勢的朋友提供及時的優質服務。第三、推動全球公益交易平台，達

成我們前國際總會長 Joe Preston 啟動本平台的目的：Lions Help Lions Grow 

Business for Charity全球獅友互助繁榮經濟，創造更多公益款。 

最後，要祝福本次大會順利圓滿成功，也要感謝所有領導獅友的蒞臨指導及

支持和鼓勵，並也要祝福所有與會嘉賓身心健康、闔家幸福美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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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工館及科工平安燈 
國立科學工藝博物館(以下簡稱科工館)成立於民國 86年，為國

內第一座應用科學博物館，亦為南臺灣第一所國立社教機構。

科工館座落高雄市九如一路，占地面積 18 萬 3,499 平方公尺，

樓地板面積達 11 萬 3,570 平方公尺，為全國科學博物館之最。

提供熱情服務及多樣化的展覽(18個常設展廳、5個特展廳、及

14項體驗設施)、大銀幕電影、科學課程、各式科學體驗，結合

生活中的科學原理，並導入藝術、人文等豐富元素，希望民眾

能闔家一起到科工館盡情玩樂，輕鬆終身學習，透過博物館教育，帶給大家充滿歡樂及富

涵教育意義的甜美回憶！ 

    本館在每年科學下鄉巡迴列車活動，發現許多經濟弱勢的孩

子非常嚮往到本館來，囿於經濟壓力無法成行，為了讓這些孩子

一圓科技體驗夢，自 101年 10月起，本館以扶弱、祈福、科技、

低碳的意念，推動 1 燈 1 萬元的社會公益基金，融合古希臘 

‘‘ Museum ’’神廟的意涵，一方面提供良好公信力的公益平台，

讓有愛心又必須專注於事業的企業家或個人回饋社會，一方面提

供經濟弱勢孩子免費的科學之旅，匯聚廣大社會愛心力量，讓孩

子一圓科技夢，縮短貧富差距，落實推展科學教育。累積至 108

年止，在各界愛心贊助下，接獲贊助款項累計 2,078萬 6,601元，完成接待 1,878校，共

提供 38,387位弱勢學生(含陪同老師)到館參觀學習、開眼界的機會。辦理方式如下： 

(一) 公益人士以一燈一萬元，贊助經濟弱勢學生到本館戶外教學，接觸更豐富的教育 資

源。成立專戶，專款專用，定期於本館網頁公佈經費執行情形，行政費用由本館支

出。(贊助收據可作為所得稅申報扣抵之憑證)。 

(二) 本活動全額補助經濟弱勢學生，針對全國(含離島)國中、國小學校及政府立案之公

私立兒童及少年社會福利團體與相關單位的經濟弱勢學生，給予來館門票、電影票、

科學動手做教材費、體驗設施、膳食、飲用水、交通費、住宿費及保險費等全額補

助(網頁公開贊助芳名錄及經費使用狀況，所支各筆帳目明細均經內部政風及主計

審查)。讓每一個孩子的未來，都有大大發光的機會。 

(三) 本活動為響應環保，使用科技點燈，贊助者到館於 1樓科工平安燈專區以感恩卡(全

年可享二人同行不限次數參觀常設展示廳)刷卡，即會浮現一盞自己點的科技燈。

而且，本活動回復學校申請時，公文一併副知贊助者，並邀請贊助者撥冗到館為學

生們加油勉勵、分享個人經驗，贊助者與被贊助者近距離互動，更讓彼此印象深刻，

別具意義。 

    敬邀 加入點燈傳愛活動，並致上萬分謝意。捐款帳戶如下： 

    帳戶:台灣中小企業銀行東高雄分行代碼:050 

    戶名:「國立科學工藝博物館作業基金 401專戶」 

    帳號:820-08-014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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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科學工藝博物館展廳 
建館宗旨 

本館為國立社會教育機構，以推廣社會科技教育為其主要功能，故其建館任務

為研究、設計、展示各項科技主題，引介重要科技之發展及其對人類生活的影響。 

本館設施：常設展示廳、大螢幕立體電影院、科工綠品店、附設餐廳與咖啡藝廊、

圖書館及各種規模會議室與教室。 

展覽廳介紹： 

壹、六樓：啟動創新實驗室、莫拉克風災重建展示館、航空與太空、臺灣工業史蹟館。 

一、啟動創新實驗室： 

「啟動創新實驗場」首創探索學習，讓課本立體化。為連結學校教育，精

心設計 150道以上結合國教課綱的科技題庫作為闖關任務，藉由觀察探索、

感官體驗、經驗累積、團隊遊戲、獎勵回饋等方式，互動學習印象最深刻。 

二、莫拉克風災重建展示館： 

2019年，莫拉克風災屆滿十週年，由行政院指導、教育部及本館更新此展

示廳為【希望‧未來 莫拉克風災紀念館】，強調風災後十年的前瞻與精進，

系統性展現近年各界防救災的新觀念及成果，藉以提升國人災害風險意識，

促進安全韌性的防災文化。 

三、航空與太空： 

從最早乘虛御風的想像，大氣飛行器具的發明，到載人飛行工具的改進，

動力飛行器的問世，乃至於太空探索飛行、無重力飛行、無人控制飛行載

具的不斷研發，人類飛行的夢想也在一步步的實現。 

四、臺灣工業史蹟館： 

致力於台灣工業發展史文物資料的蒐藏、保存、維護與研究，並以生動活

潑的展示與教育活動，呈現台灣工業發展的脈絡與展望，為台灣的工業發

展留下永恆的見證。 

貳、五樓：科學教室、團體用餐區。 

参、四樓：交通夢想館、衣技織長、健康探索廳、科學開門、科學桂冠、防疫戰鬥營。 

一、交通夢想館： 

交通夢想館由臺灣 14個與交通觀光相關聯的地方來「代言」交通歷史與交

通建設，有台北車站、坪林、桃園機場、新竹、埔里、阿里山、旗美、美

麗島、高雄港、佛光山、台東、蘭嶼、花蓮港、太魯閣…參觀交通夢想館，

像是悠遊全台灣的環島「微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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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衣技織長： 

展廳以臺灣百年來常民服飾演變為展示主軸，生活中「衣的科技」發展為

重點，期望民眾再回顧服飾變化萬千的風情，進一步認識臺灣的歷史背景，

以及體認何謂臺灣的「一技之長」。 

三、健康探索廳： 

以「愛麗絲夢遊仙境」故事隱喻轉化，營造有如夢境探險般場景，整體展

示藉由設計、科技、醫療等的跨域及整合，傳達健康的知識，促進健康行

為的影響。 

四、科學開門： 

本廳緣起 1.新課程的實施，學校有限的人力、經費與設備資源，學生與老

師同時需要外界的協助。2.在自然與生活科技領域課程中，更需要動手實驗，

學生才能有較深層的體驗。3.博物館可以提供設備、人力與教材教具，輔助

中小學校推展科學教育。 

五、科學桂冠： 

諾貝爾科學獎項的成果跟人類日常生活有什麼關聯？讓我們從諾貝爾獎的

角度出發，來看待〔科學研究〕這件事。 

六、防疫戰鬥營 2.0： 

疾管署與科工館共同合作推出「防疫戰鬥營 2.0」，

邀請大家化身防疫戰士，跟著三位來自黑歐斯王

國的虛擬使者，學習防治知識以消滅各種傳染

病。 

肆、二樓：動力與機械、電信＠臺灣、第 1、2、3特展廳、 

          我的未來在這裡~技職新樂園。 

一、動力與機械、「智慧智造體驗專區」： 

新智慧、新體驗-「智慧製造體驗專區」展示，將帶領您進入智慧製造世代。

其中「產業機器人」展示主要介紹產業機器人歷史與未來技術的發展趨勢，

並藉與機械手臂的互動，可實際體驗智慧化機器人的應用。 

二、電信＠臺灣： 

在教育部「國立社教機構服務升級第二期計畫」經費支持下，與中華電信

歷經 3年的規劃與研究，合作推出「電信@台灣」常設展示廳，呈現台灣

電信 130年來的發展歷程。 

三、烹調的科學： 

本常設展示廳以「烹調」為主題，藉由互動、活潑、有趣的展示手法，呈

現烹調的沿革、烹調的方法、工具與功用、以及烹調與生活的關係，引領

社會大眾認識與了解烹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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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第 1、2、3特展廳：接受各界租用規劃活動與展示。 

五、我的未來在這裡~技職新樂園： 

從探索樂園的概念出發，將整體展示營造成主題樂園形式，並應用電腦、

影像、物件演示、情境模擬等展示技術，打造具有娛樂、知識的情境遊戲，

可在闖關遊戲中探索、發現及體驗技職教育的內涵，了解技職的未來發展，

也同時試探自己未來的可能性。 

六、智慧製造體驗專區-智慧穿戴&智慧農業： 

智慧化與創新性是現在與未來產業發展的重點，隨著物聯網、大數據、智

慧機器人等發展，許多產業能夠更精準的蒐集資訊、調整因應並提升產能

與品質。 

伍、一樓：售票處、多功能服務台、宇宙之星廣場、科工綠品店。 

陸、地下一樓：兒童科學園、氣候變遷、開放式典藏庫、第 4、5特展廳、 

              大螢幕電影院、農藝其境 智慧農機 技職體驗。 

一、兒童科學園： 

Fun城市展示廳，內容以生活中的科學、生活知識以及交通安全知識發展，

共分為兩大區域「Fun城市商店區」與「兒童交通公園」，是本館與交通部

道路交通安全督導委員會共同合作打造的一座小小的迷你城市。 

二、氣候變遷廳： 

透過情境塑造、動手操作及感官體驗等展示手法，內容融合科學性、國際觀及

本土人文，以深入淺出的引導方式讓觀眾走進一座環境教育的主題樂園。 

三、開放式典藏庫： 

博物館蒐藏庫多居於隱蔽狀態，未對外開放。為讓民眾了解博物館蒐藏研

究、文物維護與保存、檢視登錄與文物典藏管理…等相關之工作內容，開

放式典藏庫定時推出蒐藏研究幕後工作之旅及現場導覽供民眾參觀。 

四、第 4、5特展廳：接受各界租用規劃活動與展示。 

五、農藝其境 智慧農機 技職體驗： 

臺灣農業的故事展示廳暨農業新科技體驗植物工坊，以臺灣發展精緻農業

為展示理念，跨域集結國內近 30個產官學研單位農業推動成果，透過多樣

的展示手法，由生物的角度引述科技如何應用於日常生活的農業。 

※立體電影每半年更換一次，一次兩部片子整點輪播。 

109年因為疫情，暫停播出。配合主管機關公佈開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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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109年收費特展預告： 

一、 熱雪天堂探索樂園特展：滑雪圈，溜雪盆，堆雪人對身處亞熱帶台灣的小

朋友們，是難得體驗到的活動。透過獨家專利研發的"HotSnow"仿雪材質以

及滑道滑具的設計, 我們塑造了與雪地極為相似的常溫滑雪樂園, 在這裡

你可以體驗滑雪圈及雪盆的刺激快感，也可以在玩雪區滿足堆雪人的願望，

更有不定時的飄雪，讓你彷彿置身雪國之中。

https://www.nstm.gov.tw/Exhibition.aspx?KeyID=fb9226a6-7fb2-4d55-b0c5-c2

0244488d8b 

二、 名偵探柯南 科學搜查展：事的線索並不是零，腦力激盪解開謎題。什麼！

毛利叔叔竟然是嫌疑犯？要想辦法找出犯人幫助叔叔脫離嫌疑？破案線索

到底在哪裡？ 

展出日期：109/06/16~09/13(周一不休館) 

購票與相關資訊：https://www.facebook.com/conankagaku/ 

三、 「風箏@黃景楨的夢之翼」：本展展期自 109年 7月 18日(週六) 到 110年

3月 14日(週日)，展覽地點為本館 B1F第 4、5特展廳。 

 

 

 

 

 

 

 

 

 

 

 

 

任何人都可以在任何年齡，任何時間，任何地點快樂地學習任何東西。 

Anyone can happily learn anything, anytime, anywhere, at any age. 
 

 
 
 
 
 

 

https://www.nstm.gov.tw/Exhibition.aspx?KeyID=fb9226a6-7fb2-4d55-b0c5-c20244488d8b
https://www.nstm.gov.tw/Exhibition.aspx?KeyID=fb9226a6-7fb2-4d55-b0c5-c20244488d8b
https://www.facebook.com/conankagak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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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簡史 

本校設於民國 43年。民國 56年，配合實施九年國民教育政策，培養中等學校

健全的師資，設立「省立高雄師範學院」，初設國文、英語、數學三個學系；民國

69 年，改制為「國立高雄師範學院」，民國 78 年升格為「國立高雄師範大學」，組

織規模擴大為教育學院、科學教育學院(82 年改為理學院)與人文教育學院(86 年改

為文學院)，同時於高雄燕巢開闢第二校區。至民國 92年創設科技學院與藝術學院，

成為具有五個學院規模的大學。另外設有進修學院，提供完整的成人及繼續教育的

進修管道，在南台灣著有口碑。108 學年度計有大學部 22 學系，碩士班 34 所，博

士班 12所;109學年度新增華語文教學博士學位學程。 

師培與非師培的雙核心定位 

從女子師範學校、師範學院到師範大學的全公費，以迄民國 88 年的半公費、91

年起全自費時期，期間最重要的轉折點為民國 83 年師培教育法通過後，全面開放師

培市場自由化。本校自彼時，即依教育部政策開始進行師資生減量，並將員額轉為非

師資科系。歷經 20 餘年的雙軌發展，本校已轉型為培育最優質師資與社會多元人才

的雙核心精緻大學(如圖 1)。 

圖 1：全公費師培學校到綜合大學演變示意圖 

全校師生人數 

108 學年度，本校正式學位生含日間學制(學士班、碩士班、博士班)學生 5,359

人、進修學制(碩士在職專班)1,338人、馬來西亞境外專班學生 14人，以上合計 6,711

人。 

近年來，因應國際化趨勢，於原有僑生、陸生、外籍生等入學管道之外，積極

拓展國際學生交流及境外學生招募，108 學年度馬來西亞境外專班學分班上課人數

143 人、學位班 14 人、非學位交換研修生(大陸及國際交換生、短期研修生等)105

人以及語言教學中心研修生 301 人，合計非學位生達 563 人。108 學年度總計全校

研修學生數達 7,274人。計入各種推廣教育班隊非學位生約 2000人，全校學生總數

近萬餘人。 

本校目前聘有教師 312 人(97%擁有博士學位)、兼任教師 351 人、行政職員及

同仁 278人，教學與研究陣容堅強，是高屏地區歷史最悠久、聲譽最卓著的知名大

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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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發展方向 

在各學院教學研究資源基礎之上，規劃符合產業界需求之專業化學習課程，成

為產業界的最佳夥伴。一方面發展多元化的生涯進路，成為各領域之專業人士加強

國際競爭力之最佳學習管道；另一方面結合產業、學術、研究、教學網絡資源，聚

焦四大核心產業(如圖 2)：高齡服務與社區健康諮詢、光電綠能與人工智慧、美學與

數位文創，及新農業與生化科技，培育全方位未來產業界人才，已轉型為師培與非

師培並重的雙核心精緻大學。 

 

 

 

 

 

 

 

 

 

 

 

圖 2：四大領域亮點產學發展策略圖 

 

 

 

 

 

任何人都可以在任何年齡，任何時間，任何地點快樂地學習任何東西。 

Anyone can happily learn anything, anytime, anywhere, at any age. 
 

 
 
 
 
 

 



 

任何人都可以在任何年齡，任何時間，任何地點快樂地學習任何東西。 

Anyone can happily learn anything, anytime, anywhere, at any 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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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獅子會 

 
國際獅子會（Lions Clubs International）

於 1917 年由梅爾文•瓊斯於美國芝

加哥創立，是世界最大的服務組織，

總部位於美國橡溪市(Oak Brook)，擁

有 47,000 多分會，超過 142萬獅友，

分布在 210個會員國。 

 

 

 

國際獅子會的中心思想就是 “We Serve”, 新世紀的全球服務包括糖尿病、

環境、飢餓、兒童癌症和視力等五大領域。 

 

 

 

 

 

 

 
 

 

 

台灣獅友超過 48000位，會員大多是各行各業成功的企業界人士，樂於積極參

與公益活動。台灣獅友捐款世界第一，而國際獅子會台灣總會也向國際獅子會

基金會申請重要補助款，進行多次的重大救災，例如八八風災逾億元、高雄氣

爆 6300萬元，台南地震 6600萬元。 

糖尿病 

Diabetes 
環境 

Environment 

飢餓 

Hunger 

兒童癌症 

Child Cancer 
視力 

Vision 



任何人都可以在任何年齡，任何時間，任何地點快樂地學習任何東西。 

Anyone can happily learn anything, anytime, anywhere, at any 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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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獅子大學 

 
 

 

 

 

 

 

 

 

 
 

 
 

 
 
 

 

Admission Requirements 入學須知 

http://ilu.allbest.org/admission 
1. 免費入學：任何人都可以上網學習。 

2. 證書班：繳交證書課程學習費。 

3. 學士班：繳交高中成績單和畢業證書，或工作三年經歷。 

4. 碩士班：繳交推薦函三份、履歷表、大學成績單和畢業證書。 

5. 博士班：繳交推薦函三份、履歷表、碩士成績單和畢業證書。 

6. 博士後研究：提出研究計畫，繳交推薦函三份、履歷表、博士班成績單和畢業證書。 

Global Partnership 全球夥伴 
We collaborate with deep universities and institutes to form the Deep 
Education Network for achieving our education goal. 

Origin 緣起 

國際獅子會國際總會長 Dr. Jung-Yul Choi 推動國際獅子大學，鼓勵全球獅友及其親友

進行終身學習，做更多的公益。 

Characteristics 特色 

國際獅子大學採用美國德普大學深度教學法  (The Deep Approach of Deep 

University),邀請各領域傑出教授教導學生創新、深度思考和多元智慧。 

國際獅子會國際總會長 Dr. 

Jung-Yul Choi 於 2019 年 11 月

19 日在台北君悅大飯店頒發國

際獅子大學諮詢委員聘書。 

國際獅子會前任總會長，現任基金

會主席 Dr. Gudrun Yngvadottir 於

2019 年 8 月 9 日在國際獅子大學校

地植樹。 

國際獅子會基金會捐款世界第一

名的 Trustee PID Dr. Aruna Abhey 

Oswal 於 2018 年 8 月 12 月在國

際獅子大學校地植樹。 

Education Goal教育目標 
國際獅子大學教育目標在培育樂觀 (optimistic)、利他 (altruistic)及博學多聞的 

(knowledgeable)優良世界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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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 度 教 育 

深度教育聯盟指導方針 

深度教育是先進且精細的方法論，可以培養自決的終身學習者，這些學

習者可以發展高質量的樂觀、利他和知識，以及智慧、內心寧靜和可持

續的幸福。深度教育方法論基於動機研究，支持深度學習。深度的理念

針對每個學習者的需求來規劃課程內容、以專案為基礎而且是超學科

的。 

深度教育需要老師方面的專業知識和專業精神。老師必須學習如何共創

有利於深度學習的環境。在接受認證中心、學院或大學的深度教師培訓，

獲得了深度教育證書，簽署了教師協議並在實踐中發展深度教育之前，

老師不得宣稱在使用深度教育。 

希望發展深度教育的中心、研究所、學院或大學應為其教職員進行相關

培訓，並簽署商標協議。深度教育需要行政上的靈活性，以允許自由的

教學和開放的學習環境。系所的規則必須調整，以允許在實務學分的徽

章系統中自由學習。 

深度教育是受保密協議保護的商標。商標保護的目的是確保體驗的質量

並促進達到最高的教育水準。 

為了確保深度教育在全球公平地傳播，商標的國際使用費已降至最低為 8

％；教師以及地方中心和機構都可獲得很好的回報，並為教師發展和進

修教育提供資源。 

 

深度教育大學要點 

深度教育大學學生的學習成果處於兩個軸的交匯處：它的機構價值，即

樂觀、利他、知識（OAK）；及其核心承諾，即深度、多樣性和行動（請

參見下圖）。核心承諾是從我們機構價值的角度，來進行整合和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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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普大學 (威斯康辛州，2018) 

深度教育成果 

深度教育大學的課程需支持學生使用他們發展的技能和知識，以利他

們： 

1. 重視個人能力、天賦、才能、夢想和熱情，並培養自我表達、自我價

值、智慧、耐心、想像力和平和。 

2. 培養同理心、同情心、創造力、文化素養，並對語言、文化、民族、

種族、宗教和社會多樣性有深刻的理解和尊重。 

3. 確定人類成長的深層標準，並從智慧和超學科知識的角度，來評估情

況、專案和成果，以帶來創造性、連接性和整體性的改善。 

4. 將學習加以區分、客製化和個性化，以達到激勵創意生活專案和有趣

角色扮演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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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通過自我和團隊發起的服務，來創建與教育、文化、語言、健康和人

類多樣性有關的解決方案和資源。在這種服務中，慈善志業可以從自

我表達和代理中產生。 

6. 從事超學科知識的動態共建，將藝術、人文科學、健康和科學融為一

體，並讓能量流向歡樂活動、審美嚐試、生活專案和創造性活動中。 

7. 利用因地制宜的知識，為人道服務，計劃和實施協作專案，以促進創

新且可持續的人類和自然生態系統的發展。 

8. 使用基於興趣的問題解決方案，來確認和實施需改進之處，以組織和

評估為實現人道目的之社會正義和人權的專案。 

9. 通過針對本地和全球生態、文化、藝術、科學和人文科學的教育和行

動，探索、綜合和傳播能開展思想和心靈的知識，為行動專案創造在

文化方面的特定解決方案和資源。 

 德普大學 (威斯康辛州，2018) 

 

 

 

 

 

 

 

 

任何人都可以在任何年齡，任何時間，任何地點快樂地學習任何東西。 

Anyone can happily learn anything, anytime, anywhere, at any 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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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ep Education 

Guidelines for the Deep Education Network 

Deep Education is the most advanced and sophisticated methodology to create 

self-determined life-long learners who develop high qualities of optimism, 

altruism and knowledge, as well as wisdom, inner peace and sustainable bliss. 

Deep Education methodologies support deeper learning, based on motivation 

research. The deep approach is customized to each learner, project-based and 

transdisciplinary. 

Deep Education requires expertise and professionalism on the part of the 

teacher. The teacher has to learn how to co-create environments conducive to 

deeper learning. No claim can be made for the use of Deep Education until the 

teacher has had deep teacher training through a certified center, institute, or 

university, received a certificate in Deep Education, has signed the teacher 

agreement and is developing Deep Education in practice. 

Centers, Institutes, Colleges or universities who would like to develop Deep 

Education should get relevant training for their staff and sign the trademark 

agreement. Deep Education requires administrative flexibility to allow for 

teaching and learning freedom and open learning environments. Department 

rules have to be adapted to allow freedom to learn within a badge system of 

experiential credits. 

Deep Education is a trademark protected by a confidentiality agreement. The 

purpose of the trademark protection is to ensure the quality of experiences and 

promote the highest education standards. 

To make sure deep education is spread worldwide in an equitable way, 

international royalties for the trademark are kept to the minimum of 8%; 

teachers are well paid, as well as local centers and institutes, and there is a 

provision for teacher development and continuous education. 

 

Deep Institute Fundamentals 

The learning outcomes of Deep Institute are at the intersection of two axes: its 

institutional values, which are OPTIMISM, ALTRUISM, KNOWLEDGE 

(OAK); and its Core Commitments, which are DEPTH, DIVERSITY and 

ACTION (see the figure below). The Core Commitments are integrated and 

assessed through the lens of our institutional valu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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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ep University, Wisconsin (2018)   

Outcomes of Institutional Learning Measures 

Students in all Deep Institute programs will be supported to use the skills and 

knowledge they develop to: 

1. Value one’s personal abilities, gifts, talents, dreams and passions and 

cultivate self-expression, self-worth, wisdom, patience, imagination, and 

peace. 

2. Develop empathy, compassion, creativity, cultural literacy and a deep 

understanding and respect for linguistic, cultural, ethnic, racial, religious, 

and social diversity. 

3. Identify deep criteria for human growth and evaluate situations, projects 

and outcom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wisdom and transdisciplinary 

knowledge to bring creative, connective and holistic improve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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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Differentiate, customize and personalize learning to reach goals that 

stimulate creative life projects and playful identity engagement. 

5. Create solutions and resources related to education, culture, language, 

health and human diversity through self- and team-initiated service in which 

philanthropy emerges from self-expression and agency. 

6. Engage in a dynamic co-construction of transdisciplinary knowledge that 

integrates the arts, humanities, health and the sciences and moves the 

energy flow toward joyful activities, aesthetic endeavors, life projects, and 

creative events. 

7. Plan and implement collaborative projects in service for humanity using 

context specific knowledge to contribute to creative, sustainable human and 

natural ecosystems. 

8. Organize and evaluate projects that achieve humanitarian purposes for 

social justice and human rights using interest-based problem solving to 

identify and implement improvements. 

9. Explore, synthesize and disseminate mind- and heart-opening knowledge 

through education and action focused on local and global ecologies, 

cultures, arts, sciences, and humanities to create culturally specific solutions 

and resources for action projects.  

  Deep University, Wisconsin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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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獅子大學科工館學習中心 

    

    國立科學工藝博物館為國立

社會教育機構，以推廣社會科技

教育為其主要功能，故其建館任

務為研究、設計、展示各項科技

主題，引介重要科技之發展及其

對人類生活的影響。本館設施包

括：常設展示廳、大螢幕立體電

影院、科工綠品店、附設餐廳與

咖啡藝廊、圖書館及各種規模會

議室與教室。國立科學工藝博物

館有十八個優良展覽廳，每個展

覽廳都有獨特的教材，讓市民朋友、大朋友小朋友了解日常生活隨手可

得的如何從無到有，生活周遭的稀鬆平常事務是如何產生的等，十八個

展覽廳是為大自然教室。 

國際獅子大學科工館學習中心的設立主要希望藉由國際獅子大學推動，

全球獅友可以到科工館學習與交流。並希望經由國際獅子大學的資源，

強化國際獅子大學科工館學習中心的各項軟硬體設備及教育推廣工作，

例如教育部甄選研發 網路全民英檢 NETPAW 教學與檢測中心設備的充實，

員工雙語人才的培育，科工館與國際社會的連結等。 

未來也可先透過國際獅子大學、國立科學工藝博物館、國立高雄師範

大學、國立屏東大學和美國德普大學、佛羅里達國際大學、印度孟買大

學等國際大學合作，為國際獅子會全球獅友，開發英語和華語學習教材

為起始點，進而為全球獅友和他們的親友提供網路學習和實體教學。 



任何人都可以在任何年齡，任何時間，任何地點快樂地學習任何東西。 

Anyone can happily learn anything, anytime, anywhere, at any 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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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獅子公益廣場 
 呼應國際獅子會信條「關懷疾苦，扶弱濟困，人

溺己溺，樂於助人」與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消除各

地一切形式的貧窮」及「減少國內及國家間不平等」，

國際獅子大學認養國立科學工藝博物館(以下簡稱科

工館)劇院前廣場為「國際獅子公益廣場」。科工館與

國際獅子大學合作推動各項社會關懷公益活動及活化

政府場地資源運用，投入社會關懷服務。結合既有之

場域及公益資源，藉此活動平台深化為民服務範疇，

與社會團體合作，推動社會關懷服務。 

壹、合作目標 

一、 乙方以認養甲方劇院前廣場及周邊植栽，共同推動各項社會關懷公益活動，   

並命名為「國際獅子公益廣場」。 

二、 活化政府場地資源運用，投入社會關懷服務。 

貳、合作特色 

一、 結合甲方既有之場域及公益資源，藉此活動平台深化為民服務範疇。 

二、 與社會團體共同合作，推動社會關懷服務。 

参、預期成果 

一、 藉此平台，落實社會關懷服務，共同促進國際獅子會信條及聯合國永續發展   

目標。 

二、 透過公益活動，提升民眾休憩品質。 

三、 活化科工館場地運用及提升服務人次。 

  國際獅子大學教育基金捐款辦法: 

1. 將捐款匯至國際獅子大學基金會 Chase Bank 帳戶。 

Account Name: International Lions University Foundation 
SWIFT CODE: CHASUS33XXX 
ROUTING/ABA/TRANSIT NUMBER: 075000019 
ACCOUNT NUMBER: 615281703 
BANK ADDRESS: CHASE BANK N.A. 22 E. MIFFLIN ST. MADISON, WI 53703 
               UNITED STATES 

2. 捐款也可匯至中華民國多媒體英語文教學學會帳戶 

國泰世華商業銀行 東高雄分行，銀行代碼 013，帳號 014 035 003 291 

3. 捐款者姓名將登錄在科工館公益牆，捐款 10萬元以上者，除姓名登錄在公益牆、

並為捐款者設置 QR Code電腦碼和標示牌，表彰認養人奮鬥過程和感人故事。 



 

任何人都可以在任何年齡，任何時間，任何地點快樂地學習任何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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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獅子會世界盃高爾夫球賽 (高雄 2016年 2月 22日) 

Lions Golf World Championship (Kaohsiung  February 22, 2016) 

全球公益交易平台之目的 
全球獅友互助繁榮經濟創造公益款! 

Lions Help Lions Grow Business for Charity! 

全球公益交易平台 

Global E-Trading for Charity 

公益產品上線申請辦法  

國際獅子會總會長 Joe Preston 啓動全球公益交易平台 

一、請將下列資料寄至: getforcharity@gmail.com 

1. 製造廠商政府立案資料。  2. 產品特色和效能證明 。 

3. 公私利專利和認證文件。  4. 產品保險證書影本。 

5. 本推廣專案代表人資料。如為總代理，請提供總代理授權書。 

6. 本產品介紹與相關資料。 

二、審查通過後簽約 

三、產品網頁製作上線 



與會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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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學術單位 

        國立科學工藝博物館 陳訓祥 館長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吳連賞 校長 

        國際獅子大學 莊永山 校長 

        國立屏東大學 古源光 校長 

        國立屏東大學 曾耀霆 國際長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陸元平 教授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黃世鈺 教授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Prof. Stephen Ohlander 
        義守大學 孫志彬 博士 

        高雄市立高雄女子中學 林香吟 校長 

        高雄市立文山高級中學 王明政 校長 

        國立屏東高級中學 陳國祥 校長 

貳、政府單位  
        外交部南區辦事處 莊恒盛 處長 

        許錦玉女士 (莊恒盛處長夫人) 

參、國際獅子會 
        黃廖全 國際理事 

        李清利 國際理事 (2002-2004) 

        陳丕仁 國際理事 (2006-2008) 

        張瑞泰 國際理事 (2012-2014) 

        方百祥 國際理事候選人 

        陳麗鳳 議長 (2020-2021) 

        邱文彬 議長 (2017-2018) 

        黃明聰 議長 (2014-2015) 

        王家龍 名譽議長 (2015-2016) 

        周榮家 LCIF地區領導人 

        B2區 梁金生 總監 (2020-2021) 

        C3區 莊進慶 教育長 

              台灣獅子大學 學士專班 

              黃馨儀 班長 

              陳鐿心 副班長 

              楊秀香 同學 

        D2區 孫樹評 總監 

              周淑惠 秘書長 

              李啟宏 財務長 

              周麗華 前總監 

 
         
 
 
 
 
 

 
        
        E1區 邱良進 總監 

              馮貞芬 總監夫人 

              羅守蓁 副總監 

              鄭文浩 副總監 

              劉玉齡 秘書長 

              翁月敏 財務長 

              林小萍 辦室處主任 

        E2區 劉瀞蔚 總監 (2014-2015) 

              王坤義 總監 (2016-2017) 

              蔡照鴻 副總監當選人 

              羅美玲 財務長 

              維護視力委員會 林俊銘 主委 

              陳冠華 視力第一委員會主席 

       創會長聯誼會 陳雲英 主席 

                    張素鑾 副主席 

                    林  問 前任主席 

                    李宗義 前主席 

                    黃榮發 前主席 

                    施茂隆 資深會長 

       會長聯誼會 14-15翁文重 主席 

                  15-16葉國洲 主席 

                  15-16呂榮富 秘書長 

       台灣獅子大學 施蔡國瑛 秘書長 

       國際獅子大學台灣辦事處 

       高秀香 行政執行長 

       許世英博士、陳士瑤 博士 

       李思賢 博士、康玉瑞 研究員 

       李宜融 研究員、陳政煌 秘書長、 

       楊政義 攝影長 

       高雄市網路獅子會 

       黃琡惠 會長(2020-2021) 

       鄭振宗 理事長、許素禎 秘書長 

       陳伯宇 總裁、陳彥至總經理 

       童年綠地 

       陳佳旭 經理 

       梁秋郁 老師 

 工作人員 

壹、 國立科學工藝博物館公共服務組： 

 王兩全主任、蔡咏霖、戴裕欽、鄭春翔、凃美芳、陳相仲、郭乃綺 

貳、 國際獅子大學台灣辦事處： 

      高秀香行政執行長、許世英博士、陳士瑤博士、李思賢博士、康玉瑞、 

      李宜融、陳政煌、楊政義 

參、 高雄市網路獅子會： 

    黃琡惠副會長、鄭振宗、許素禎、陳伯宇、陳彥至 
 



 

 

 

 

 

 

 

 

 

 

 

 

 

 

 

 

 

 

 

 

 

 

 

 

 

 

 

 

 

 

 

 

 

 

 

 

   
國際肯定 Recognition 

中華民國多媒體英語文教學學會 ROCMEL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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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爾格瑪大學 

 教育部納入本英檢作為「大專院校」獎補助的參考英檢 
 行政院人事行政局將本英檢納入公務人員英語陞任評分的檢測種類 
 中央研究院邀請本會規劃該院國際學生入學英檢 

NETPAW—The Key to Your Bright Future 

台灣、美國、澳洲、韓國、香港皆有大學採用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參加檢測 

網路全民英檢 NETPAW 檢測資訊 www.test.org.tw  

香港城市大學 

 

參加檢測 

韓國同德女子大學 

 

參加檢測 

公益教育 

敬請張貼 

  本英檢特色 
 試題多元，以多媒體題型呈現，全程使用電腦作答，不用紙張，具有環保觀念。 

 檢測方便，時間彈性，成績公佈快速，專案檢測前可上網練習，熟悉作答方式。 

 可激勵學生英語學習，作為教學輔助，並能進行後續研究分析，促進教學卓越。 
 

義守大學學生與職員超過32000人參加｢網路全民英檢 NETPAW｣，已節省 516棟臺北 101高度的

A4紙張 = 66座玉山高度的 A4紙張，非常環保。=> 歡迎加入環保的行列 

CEF NETPAW 

A1-1級 A1-1入門級(500字) 

A1  級 A1 基礎級(1000字) 

A2  級 A2 初  級(2400字) 

B1  級 B1 中  級(5100字) 

B2  級 B2 中高級(8000字) 

C1 級、C2級 C1 高 級、C2 專業級 

 

報名方式：團體專案報名及個人網路報名 

檢測地點：貴單位或本會安排的網路電腦教室 

檢測對象：小學（含）以上各級學校及社會大眾， 

            低收入戶 5折優惠。 

合格證書：通過者皆可申請合格證書 

採用單位：已超過千所各級學校教職員、學生及 

公私立機構員工參加本英檢。 

美國、澳洲、韓國、香港皆有大學採用。 

配合行政院「2030 雙語國家政策」及教育部「加強宣導使用 網路全民英檢」政策， 

貴單位可依需求辦理「專案英檢」，並享優惠 

1. 美國大學採認NETPAW作為入學英語能力證明 2.加拿大國立大學合作 3.美國佛羅里達國際大學 
與本會簽署獎學金方案 

 

特萊恩大學 卡密諾學院 德普大學 國際獅子大學 佛羅里達國際大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