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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旨：懇請鈞部 惠予轉知全國各大專院校與高中職校園『國際教育交流暨雙園雙福』座談會訊息，
座談會將邀本聯盟顧問-聖文森柏安卓大使出席主講，並與學生對話，請查照！

說

明：

一、柏安卓大使與前客委會李永得主委等出席今年 1 月 16 日本聯盟成立大會，柏大使並接受出任顧問後，
陸續邀請該國總理（敬參 P.6-7）與該國駐聯合國大使等參與支持本聯盟辦理聯合國 60 國論壇。
二、柏大使與其母親皆長期任聖國第一女中（建校已 109 年）校長，深知台灣國際挑戰，期藉參與校園
座談會國際視訊在聯合國總部 60 國論壇等三項活動，協助促進國際教育交流、培育學生國際
「對話」技能、建立姊妹校、推薦國內外學生出席 60 國論壇、深耕邦誼、promote & protect Taiwan。
三、聯合國 60 國論壇因疫情延至明年 8 月 1-7 日，論壇主題-以台灣品牌餐桌文化五價值為主內涵之『雙
園雙福』，內含因應後疫情之新五四運動。
四、雙園（校園與家園）雙福（推展台灣品牌- T.A.B.L.E.五價值，促進雙福-祝福他人與造福國際）是 60 國論壇主題。
T.A.B.L.E.五價值培育下一代成為促進 Peace、Justice、Prosperity、Unity、Friendship 的未來領袖。
五、柏大使期藉出席全國 10 縣市 10 所大學與 10 所高中之『國際教育交流暨雙園雙福』座談會1.專講全球未來領袖必備特質（含 cross culture competence），與學生對話等，共襄培育未來世界領袖。
2.深入瞭解台灣學校與聖文森學校建立姊妹校細節，促成兩國學生攜手共同準備出席聯合國 60 國論壇。
3.鼓舞校園國際學生（他們深知台灣困境與亮點）報名出席聯合國 60 國論壇，擴大宣揚台灣教育制度與亮點。
4.已請柏大使爭取將校園巡迴座談與學生心得及國際視訊照片放在聖文森國駐聯合國大使館官方網站。
六、當蒙學校共襄辦理，煩請正式公文回覆，以利相關行政邀請作業，並請校長撥冗出席由多名跨黨立
委辦公室 9 月 8 日在立法院掛名共同辦理的全國校園『國際文化交流暨雙園雙福』座談會啟動儀式。
七、聯絡-0917-546-889 張坤池秘書長-Brandon Chang（台灣國際幸福家庭聯盟（HHWAI）/ 60 國論壇籌委會執行長）
正本：教育部
副本：本聯盟副理 事 長 :南 華 大 學 -林 聰 明 校 長 、本聯盟監事 : 輔 大 校 長 特 助 -鄭 穆 熙 神 父 、台 藝 大 -林 美 智 副 教 授

理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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滿思定

全國 校園『國際教育交流 暨 雙園雙福』巡迴座談會暨國際視訊 企劃
-雙園（校園與家園）雙福（透過推展台灣品牌- T.A.B.L.E.五價值，促進雙福-祝福他人與造福國際）一、座談前言：2020 年 9 月-2021 年 6 月全國校園巡迴座談，2021 年 8 月 1-7 日於聯合國論壇分享心得。
期 藉「 雙園 雙福」教 育 工 程，體現台灣品牌餐桌文化「T 對話、A 接納、B 祝福、L 傾聽、E 共融」 五價
值，促進家園和睦、校園平安、社區安寧、族群和好、企業興盛、社會祥和、國家安定、世界和平等願景。
二、座談/視訊目的：促進國際教育交流、培育國際「對話」技能、推薦國內外學生出席 60 國論壇、深耕邦誼。
1.透過駐台大使出席校園參與國際教育交流，開拓學生視野，展現校園外交軟實力，促進公眾外交。
2.藉由於全國辦理旨揭活動，深耕與廣傳台灣品牌「餐桌文化」軟實力，創造台灣國際關係「新契機」。
3.建立和諧且溫暖的校園（規劃至 10 大學 10 高中）氛圍，共襄培育與國際領袖「對話」的未來領袖。
4.辦理學校家長出席座談，促成「家庭」、「學校」、「社會」三教合一，為下一代提供健康成長環境。
5.活動成果照片與學生心得爭取放在聖文森國駐聯合國大使館（聯盟辦理的 60 國論壇指導單位）之官方網站。
聖文森國為聯合國非常任理事國，其駐聯合國 Rhonda King 大使，曾任聯合國經濟及社會理事會主席。
6.旨揭活動主題為 2021/8/1-7 聯合國 60 國論壇主題，藉活動廣邀台灣學生領袖參與報名出席 60 國論壇。
7.校園國際教育交流，提供柏大使深入瞭解辦理學校及相關促成台灣學校與聖文森學校建立姊妹校細節。
8.邀校園國際學生出席座談（深知台灣困境與亮點），瞭解 U.N. 60 國論壇目的後報名參加，擴大宣揚台灣能量。
9.每月辦理國際視訊旨在做好論壇前置作業，為論壇奠下成功宣揚台灣的目的。
三、座談時間：2020 年 9 月-2021 年 6 月，時間 1-1.5 小時（含大使與同學對話互動時間）。
四、座談主題：全球未來領袖必備之特質。若希望 柏大使演講也涵蓋其他議題，歡迎建議。
五、座談主講：本聯盟顧問-聖文森駐台柏安卓大使，曾長期擔任聖國第一女子中學（建校已 109 年）校長。
柏大使將青年領袖特質，T.A.B.L.E.五價值，聯合國 60 國論壇重要性三者完美組合，為台灣
品牌（T.A.B.L.E.五價值）及台灣主辦（聯合國 60 國論壇）絕佳代言人。
六、座談方式：辦理學校簡介、柏大使專講、學生與大使對話、結語等。
1.當蒙學校慨允共辦，敬請校長出席，懇請學校提供日期、時間，活動後照片與 3-5 名學生英文心得。
2.本聯盟主責邀請柏大使出席，相關細節溝通與邀請台灣學生領袖參與報名出席 U.N. 60 國論壇。
七、國內外歷年來推展台灣品牌（2013 年原創）- T.A.B.L.E.五價值成果（若需任何如下哪項成果資料，敬請賜知）：
1.蔡總統於 2016/8/5 接見學生 Family T.A.B.L.E Delegate 及加拿大代表團時，曾說- The centrality of family
table unites us all. There is arguably no better topic to help countries connect and enrich one another.
2.推展台灣品牌「餐桌文化 T.A.B.L.E.五價值」，協助促成台灣番石榴銷美國。
3.全國六都議會以餐桌文化五價值「起厝」成家活動，合力體現「議會一家、城市一家、族群一家」願景。
4.徐國勇部長率先全球各界領袖簽署以餐桌文化五價值為主體的「力量、友誼與自由型塑和平」宣言。
5.辦理六屆國際青年領袖高峰會，德國在臺協會掛名共辦 5th，德國南非印度駐台代表與會參與並致詞。
6.高中生領袖訪美加，與校/議/市長國會議員卡特總統等各界領袖對話「餐桌文化五價值」，收穫豐盛。
7.學生代表團與美國第一大步兵學校 25 國軍官對話「Family TABLE 」，推展對話、共同致力世界和平。
8.美國電視台來台訪問農委/經濟/衛福部、中一中/南一中校園、原/新住民、客家莊、果農等行銷台灣。
9.促成六大洲各國在台神父與美、加領袖，在該國成立幸福家庭促進會（已 25 國），開創國際關係新契機。
10.美加義剛果等國之市長公告 Family TABLE Day 慶姊妹市週年，促進文化交流，孕育餐桌文化軟實力。
11.美國國會山莊升國旗向台灣推展餐桌文化五價值致敬，美國國會山莊升國旗祝賀 蔡總統生日快樂。
12.加拿大 HHWA、Mississaguga 市與台灣 7 縣市簽署 MOU 共推「餐桌文化五價值」，培育國際青年領袖。
13.台南一中連續多年全校班/週會推廣同儕/師生/親人/與社區間「餐桌文化 幸福對話」。
14.2018 年 10 月多名美國傅爾布萊特學者暨國際扶輪 3510 地區來自 12 個國家的學伴出席成果發表會。
15.全國校園辦理講座，宣導關係脈搏在對話，對話堅固關係，襄助各級學校學生奠定健康人際/兩性關係。
16.「餐桌文化五價值」運用在非洲改善家暴/重南輕女，美國促進族群共融，亞洲校園培育青年領袖等。
2

17.餐桌文化聚寶盒，遠離手機/網路上癮，孕育幸福力量 9 元素，型塑「WE」are family not「ME」的文化。
八、『國際教育交流 暨 雙園雙福』系列：
1.20 場次 全國 大學/高中校園『國際教育交流 暨 雙園雙福』巡迴座談會
2.共將辦 14 場次國際視訊，其中 6 場次如下，出席論壇之台灣學生必須積極參與分享。
將邀南華大學共辦之校園「永續發展」為主題之國際視訊，邀國際各大學及 60 國論壇青年代表參加。
將邀輔仁大學共辦之校園「國際交流」為主題之國際視訊，邀國際各大學及 60 國論壇青年代表參加。
將邀宜蘭市等共辦之城市「教文經交流」為主題之國際視訊，邀姊妹市長及 60 國論壇青年代表參加。
紐約各界領袖以「Peace、Justice、Prosperity、Unity、Friendship」為主題之國際視訊，各國青年參加。
將邀與聖文森駐聯合國大使館共辦，邀各國前/現任駐聯合國大使參加之國際視訊，各國青年參加。
與柏大使，及各國幸福家庭促進會合作，邀各國教育與文化首長，與 60 國青年領袖進行國際視訊。
3.一場在聯合國紐約總部舉辦之 60 國論壇
九、聯合國 60 國論壇辦理單位：敬邀各界參與合辦與贊助 60 國論壇
1.指導：聖文森駐聯合國大使館（聯合國非常任理事國），其它國家之駐聯合國大使館邀請中。
2.主辦：社團法人台灣國際幸福家庭聯盟-官網:hhwai.org
3.合辦：南華大學
4.贊助：邀請中
十、預計邀請 10 名台灣學生領袖、20 名（20 國家）在台灣之外國學生/青年出席聯合國 60 國論壇：
6 月 27 日第一場 60 國論壇全球 Zoom meeting，主題：The Role of Family in Promoting National Cohesion During
Covid-19 Pandemic，兩名肯亞政府官員主講領袖與家庭功能議題。今年 6 月-明年 7 月，每月 1-2 次全球 Zoom meeting。

十一、校園『國際教育交流 暨 雙園雙福』座談會暨國際視訊效益：
1.辦理全球青年領袖視訊會議，邀各國領袖參與，台灣校長/學生分享「 雙園 雙福」 工 程 心 得 。
2.各校辦理「 雙園 雙福」 教 育 工 程 活 動 照 片 與 心 得 ， 爭 取 呈現在聖國駐聯合國及 U.N. DGC 官網。
3.校園國際教育交流，促成與各國彼此建立姊妹校關係，學生領袖一起投入準備 U.N. 60 國論壇。
4.孕育與國際領袖對話之學生領袖，促進校園安寧，學生家人關係平安。
5.聯結全球積極回應「新冠狀疫情」及「後疫情時代」的家園、社會重建與經濟復甦。
6.國際視訊提供多場世界各國各界領袖認識台灣亮點的機會，大大宣揚台灣。
十二、聯絡-0917-546-889 張坤池秘書長-Brandon Chang（台灣國際幸福家庭聯盟（HHWAI）/ 60 國論壇籌委會執行長）
十三、聖文森駐台柏安卓大使 2020/6/20，在中山女高座談會演講內容，請參見 P.4-5。
十四、官網 hhwai.org （德國哲學家康德說：「人類的天然使命，是為下一代營造更美好的生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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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bassador Bowman 柏安卓大使 of Saint Vincent and the Grenadines promotes
Happy Home World Alliance International(HHWAI) U. N. 60-Country Forum
-聖文森駐台柏安卓大使 2020/6/20 在中山女高座談會演講後，柏大使自己整理傳給媒體之內容On Saturday 20th June, 2020, Saint Vincent and the Grenadines's Ambassador in the R.O.C/Taiwan was the
guest of honour at The Taipei Municipal Zhongshan Girls' High School. The Ambassador was welcomed to
the 120 year old alma mater of President Tsai Ing weng by the school's principal, Ms Wu, Lee-Ching（中山女
高-吳麗卿校長）; Chief Inspector, Taipei City Government Education Bureau, Ms Liu Zijun(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劉姿君主任督學); the Founding President of The High School Higher Vocational President Fraternity, Mr

John Lin（臺北市高中高職會長聯誼會-林瑞彬創會長）; Taipei City Distinguished Citizen Association,
Chairman Lin Hsiu Chung（臺北市傑出市民協會-林秀宗理事長）; the Chairman of the National Alliance of
Presidents of Parents Associations, Mr Peter Pin-Rui Pan（全國家長會長聯盟-潘品睿理事長）and Jingmei
Communications Service of Cathy Life Insurance, Liao Rui wen Section Manager & Kung Kao Chang Project
Leader (國泰人壽景美通訊處, 廖瑞文課長與龔高強主任) among other officials. Ambassador Bowman was
accompanied by Happy Home World Alliance International (HHWAI) executive members, Chairman Fr.
Abdon Mansurdi（台灣國際幸福聯盟-滿思定理事長）; Secretary General, Mr Brandon Chang（台灣國際幸
福聯盟-張坤池秘書長）and his wife, Professor Lidia Lin（台藝大-林美智副教授）. The Ambassador serves as
an advisor to HHWAI and during her address to the school's faculty and members of the school's Maple
Ambassadors Club, she focussed on HHWAI's goal of hosting a U.N. 60-Country Forum in August, 2021.
The Ambassador, a former Principal, who has been an educator for close to forty (40) years, began by
speaking of the role of schooling and its importance in moulding young persons into effective leaders. She
said, "when I speak of schooling, I am specifically referring to the transmission of education which takes
place within the walls of classrooms; the education which takes place as a result of these teaching spaces.
A great deal of human education takes place outside of the classroom, but the schooling to which I am
here referring is classroom based or dependent." This type of schooling she said does not just teach us
WHAT to think, it teaches us HOW to think, and it is the HOW of thinking, the means of developing from
the literal to the abstract levels of thought, which ensures an ability to become a life-long learner. She feels
that, "schooling endows the schooled with a tool for achieving growth, self-fulfilment, self-knowledge and
a sense of one's place in the global environment."
According to the Ambassador, school plays a crucial role in moulding young persons for their roles in their
families, their communities, their countries and their roles on the global stage. This reality, this concept, she
says, aligns with one of the important objectives of HHWAI, whose tenets rest on the strengthening and
protection of the family, so that young persons would in turn be empowered by the family's love and
security. HHWAI's focal objective at this stage is to have young persons, who have been moulded into
confident, effective leaders, take its vision of global peace and harmony, which would be informed by
knowledge of and respect for one another to the United Nations. HHWAI hopes to host a U.N. 60-Country
forum designed to place the voices of young persons on the table for meaningful engagement and
interaction in August,2021. These young persons from at least 60 different countries, schooled in disciplines
which teach respect for and the value of diversity, must be able to make a positive difference to the global
discourse on social justice and equity. The Ambassador pointed out that the pandemic caused by COVID-19
poignantly demonstrated to us the artificiality of our geographical borders. The pandemic she said allowed
us to recognize the necessity of a global perspective which values our shared humanity above vainglorio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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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cio-economic and geopolitical structures. This is a perspective she says which will be advanced once our
young persons are given the opportunity to speak with one, yet diverse voice to a global audience.
Ambassador Bowman concluded her address by reiterating her embassy's support for HHWAI's "ambitious
2021 objective." Her final words were, "let us be brave enough to work towards the realization of this
objective. The goodwill which drives this objective is simple but it is strong. Let us make it even stronger by
having faith in the ultimate strength of small forces working together to accomplish big outcomes. Youths
comprise a country's vitality. Let us resolve to harness this vitality to enhance our world."
Andrea Bowman, Ambassador 柏安卓大使, Embassy of Saint Vincent and the Grenadines in the ROC/Taiwan.

2020/1/16 客委會李永得主委與柏安卓大使等出席簽署 60 國論壇「合作備忘錄」（左上照片）
客委會已派兩名學生出席論壇，南華大學掛名參與辦理 60 國論壇
柏大使並與出席簽署典禮的景文科大學生合影（右上照片）

內政部陳次長與教育部朱主秘出席 2019 年 7 月 16 日之第 6 屆 24 國青年領袖 Family T.A.B.L.E 高峰會
鼓舞與致贈禮物予準備出席 2020 年 8 月聯合國 60 國論壇報告的 15 國青年。
6 月 27 日台灣時間 10PM，辦理第一場 60 國論壇全球 Zoom meeting
主題：The Role of Family in Promoting National Cohesion During Covid-19 Pandem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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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文森總理簽署支持辦理 60 國論壇-全球第一位總理簽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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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福國際 -「全球急難救助聯盟」報告一（2020/5/18）
聯盟張坤池秘書長，陪同聯盟林美智監事與顧問聖文森駐台柏大使，5 月 18 日訪問國家地震工程研
究中心黃世建主任與鍾立來副主任。
黃世建主任與鍾立來副主任兩人專業分享及盛情款待，大大幫忙柏大使在協助該國災害防治上規劃。

今日拜會具體成果1.柏大使傳來會後心得-I left this morning's meeting with such a sense of excitement and optimism about
what had been accomplished and what could be accomplished.
2.國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將提供聖國國家災害防救主政者與技術人員來台培訓與對話（食宿免費）。
3.國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提供「制定國家地震計劃與協助學校建立應急和災難管理準備和能力」教材。
4.促成 5 月 25 日上午 10 點拜會 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 李維森主任秘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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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福國際 -「全球急難救助聯盟」報告二（2020/5/25）
聯盟張坤池秘書長，陪同聯盟林美智監事與顧問聖文森駐台柏大使與威爾森公使，5 月 25 日訪問國
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李維森主任秘書。

今日拜會具體成果1.「聖文森駐台大使館」正式展開相關與「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簽訂 MOC 的流程。
2.「聖文森駐台大使館」開始協邀 AIT 美國在台協會加入「全球急難救助聯盟」行列。

感謝大家關心與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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柬普寨教育總監 Dr. Chey Sarin 簽署支持辦理 聯合國 60 國論壇

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