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際青年永續領袖營招生簡章 

International Youth Sustainability Leadership Program 

 
一、活動名稱：國際青年永續領袖營 

二、活動簡介： 

『永續，從我們的土地開始…』 
2015年聯合國發布永續發展目標（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SDGs），揭開世界一

體，永續共生的序曲。2019年全球共同經歷 COVID-19襲捲全球帶來對產業、民生、教

育、旅遊等各層面的巨大衝擊，下一代的青年們可否準備好面對未來的風暴？ 

國立高雄大學、5% Design Action 與高雄市政府青年局共同推出「國際青年永續領袖

營」，是以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SDGs)為主軸所設計的國際工作坊，提供一套結合社會

創新、設計思考、地方創生的全英文課程模組。鼓勵青年參與在地、將 SDGs 轉為實踐

行動，培養青年們應具備的未來三觀－永續觀、國際觀、領袖觀。 

本活動匯聚產官學研界最具專業及權威性的講師陣容，並系統性以跨國團隊合作模式打

造 SDGs 實踐方案雛形。永續，從我們的土地開始…，也從你的報名行動開始，發掘自

己的永續潛質，發揮自身正向的影響力，轉風暴危機為未來的轉機！ 

三、活動主題： 

以高雄蚵仔寮及岡山眷村為基地，結合社會創新、設計思考、地方創生應用，於課程

中，參與者可實地參與在地社區，深入了解並探究社區現況與痛點，並學習如何定義與

解決問題。透過專業師資與實際案例的引導，以跨文化團隊互動和創新思維，提出落實

SDGs及當地需求之解決方案。 

四、辦理單位： 

（一） 主辦單位：國立高雄大學 

（二） 協辦單位： 5% Design Action、高雄市政府青年局 

五、活動資訊： 

（一） 培訓時間：109年 11月 20日(星期五) 至 11月 23日(星期一)，共四天三夜 

（二） 培訓地點：國立高雄大學、梓官社區、岡山眷村 

（三） 住宿地點： Goonnight Hostel 軍旅舍（地址：81342高雄市左營區建業新村 41號） 

（四） 參加對象：限 18-35歲在臺青年，不限國籍(出生日期為 1985年 10月 1日至 2002

年 10月 1日期間者)。 

（五） 語言能力：本活動以英語為主，國、台語為輔。 

（六） 培訓形式：結合課程與實作工作坊，透過小組團隊形式針對場域提案 SDGs 落實方

案。 

六、費用及報名資訊： 

（一） 活動費用：全程活動酌收 5,000 元報名費。(含材料費、膳食)  

（二） 報名時間：即日起至 109 年 11 月 6 日(星期五)中午 12:00 截止（若額滿則提早

關閉報名系統）。 

（三） 報名網址： https://www.accupass.com/go/IYSL2020 

（四） 錄取名單公告：109 年 11 月 9 日(星期一)，錄取人數：50 名，以 email通知。 

（五） 錄取後請於 109 年 11 月 11 日(星期三) 23:00 前匯款至主辦單位指定帳戶，臨櫃

匯款完成請回傳收據，逾期匯款者，視同放棄。 

 

 

https://www.booking.com/hotel/tw/goonnight-hostel-jun-lu-she.zh-tw.html?aid=318615&label=New_Chinese_Traditional_ZH-XT_24509418865-8gHVVMcbDWDHIx95ux6v2AS95439332905%3Apl%3Ata%3Ap1%3Ap2%3Aac%3Aap%3Aneg%3Afi%3Atidsa-64415224945%3Alp9040321%3Ali%3Adec%3Adm&sid=1f04a1c51fac3dad9facc452715a6110&dest_id=-2632378&dest_type=city&group_adults=2&group_children=0&hapos=1&hpos=1&no_rooms=1&sr_order=popularity&srepoch=1601879032&srpvid=3c922cfbe215004b&ucfs=1&from=searchresults;highlight_room=#hotelTmpl
https://www.accupass.com/go/IYSL2020


七、學員權利義務：全程參與培訓且完訓者，獲頒國際青年永續領袖營結訓證書。 

八、注意事項： 

（一） 培訓學員於活動中產出之計畫構想及成果，所有使用權及著作權歸主辦單位所

有。 

（二） 配合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防疫新生活運動」，活動期間請隨時配戴口罩及

保持手部清潔。 

（三） 主辦單位保有最終修改、變更、活動解釋及取消本活動之權利。最新相關活動

資訊，請以本校活動公告為準。 

九、聯絡人：國立高雄大學  李小姐 pwcaro7@nuk.edu.tw/ 07-5919290 

十、交通建議：（請提供高雄大學交通資訊或接駁車的方式） 

  

mailto:pwcaro7@nuk.edu.tw/


十一、活動預定日程表： 

活動時間 11/20 (五) 11/21(六) 11/22 (日) 11/23 (一) 

培訓地點 國立高雄大學 

分組場域 

Ａ組-蚵仔寮 

B組-岡山眷村 

分組場域 

Ａ組-蚵仔寮 

B組-岡山眷村 

國立高雄大學 

9:00-10:00 報到 
 

 

 

場域學習活動 I 

場域、社區關鍵人物

觀察與實際訪談 

（分組活動） 

 

(講者＋引導師) 

 

 

 

領導培訓課程 III 

創新發想與提案原型 

 

(講者＋引導師) 

 

 

 

設計方案原型 

製作調整 

 

(講者＋引導師) 

10:00-10:30 破冰活動 

10:30-11:10 
開幕致詞 

(講者) 

11:10-12:00 

世界正在翻轉！認識

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 

(講者) 

12:00-13:00 午餐 午餐 午餐 午餐 

培訓地點 國立高雄大學 國立高雄大學 

分組場域 

Ａ組-蚵仔寮 

B組-岡山眷村 

國立高雄大學 

13:00-17:00 

領導培訓課程 I 

 服務設計/社會設

計方法論 

 場域介紹與關鍵

人物簡介 

(講者＋引導師) 

 

領導培訓課程 II 

 訪談整理與聚焦

（尋找及定義問

題） 

 利益關係人網絡 

 服務設計/社會設

計方法基礎應用

（腦力激盪） 

(講者＋引導師) 

 

場域學習活動 II 

 觀察訪談與收斂 

 創新提案發想驗

證 

 

(講者＋引導師) 

成果發表 

閉幕致詞 

(講者) 

17:00-19:30 歡迎晚宴 晚餐 晚餐 賦歸 

19:30- 自由活動 自由活動 自由活動  

 



 

International Youth Sustainability Leadership 

Program 

 
Overview: The International Youth Sustainability Leadership Program empowers and 

inspires the youth to contribute to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Hosted by 

NUK, the program provides the diverse learning approaches, includes the design 

thinking, local immersion and SDGs workshop. Moreover as the program welcome 

the youth from different cultures background, it offers the opportunity to work 

transculturally during the global pandemic period.  

Date: 20th-23rd November 2020  

Location: National Kaohsiung University (Kaohsiung City, Taiwan) 

Eligibilities: Youth who stay in Taiwan (Birth date between 1st October 1985 and 1st 

October 2020) 

Maximum number of Enrollment: 50 persons 

Language: the program will be conducted in English, however the Local Immersion 

part might talk in Mandarin and Taiwanese. 

Delegate Registration Fee: NTD 5000 

the following cost will be covered : 

 Accommodation, 

 Daily transportation between the accommodation, local community and 

NUK,  

 Pickup service from Zuoying High Speed Rail station, 

 3 meals per day& snack. 

It will NOT include the transportation cost to Kaohsiung city. 

Application: important deadlines：6th Nov. 2020 (once the amount of enrollment 

reaches 50, it might close before the date) 

Notice:  

Due to the COVID19 pandemic situation, the period of program will follow the 

principles announced by Taiwan 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Please wear the 

mask, keep hands clean, and be mindful the health condition. 

The applicants who fully involve in 4-day will receive the certification. 

Please check your email, we will send you further information of remittances 

after your application is approved. 

The host reserves the right to modify and terminate this program at any time. 

Host: National Kaohsiung University 



Partnership organization: 5% Design Action, Kaohsiung City Government  

Registration：https://www.accupass.com/go/IYSL2020 

Contact. : Miss Lee 07-5919290/pwcaro7@nuk.edu.tw 

Agenda： 

Time 11/20 Fri 11/21 Sat 11/22 Sun 11/23 Mon 

9:00-

10:00 
Registration 

Local 

Immersion 

Leadership 

Development 

Training 

Protoytpying & 

testing 

10:00-

10:30 
Break the ice 

10:30-

11:10 

Opening Speech 

President, NUK 

Guest Remarks 

Rep. of Kaohsiung City 

Government,  

Rep. of American Institute 

in Taiwan,  

Rep. of Air Force 

Academy 

11:10-

12:00 

SDGs Keynote Speech 

Rich (Impact Hub) 

12:00-

13:00 
Lunch Lunch Lunch Lunch 

13:00-

17:00 

Leadership Development 

Training 

Leadership 

Development 

Training 

Local 

Immersion 

Final 

Presentation 

Closing 

Remarks 

Audrey Tang 

(Executive Yuan) 

17:00-

19:30 
Welcome Dinner Dinner Dinner Leave to THSR 

19:30-

20:00 

Travel to the 

Accommodations 
Free time Free time  

20:00-

21:00 

Accommodations   Check 

in 

https://www.accupass.com/go/IYSL2020


Time 11/20 Fri 11/21 Sat 11/22 Sun 11/23 Mon 

 

Venue 

NUK NUK 

&Immersion 

site 

Immersion site NU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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