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
師鐸營
邀請函

教育的根本是 用心陪伴
教育的目的是 讓人成為
誠摯邀請教育界先進
以愛與關懷
共同打造優質的學習環境
讓生命光輝，永存人性的榮耀中

人的使用手冊•學會如何使用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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圓桌之愛公益活動

全球師鐸營

活動辦法
課程目標

－ 讓更多教育先進瞭解「人的使用手冊」
過著全方位 健康 – 智慧 – 富足 平衡式生活
－ 結合更多願意為教育奉獻之教育界先進
共同為我們的校園與社會注入愛與生命力

邀請對象

－ 華人社會之各級學校現任校長
－ 大專院校之院長、教務長、學務長、所長、系主任、教授、副教授
－ 教育主管機關之局長、司長（含）以上主管

課程名額

－ 將依邀請對象及報名時間順序，遴選 120 位參加課程

用心的邀約 生命的盛宴
課程須知

－ 敬請研習者三天兩夜全程參與

舉辦單位

－ 本課程由「財團法人圓桌教育基金會」舉辦

報名須知

－ 報名遴選後，再與您聯繫上課時間、地點、食宿安排
－ 夫妻如有一人已參加過圓桌之愛公益課程，請容我們把機會讓出來
讓公益課程能迎接更多緣份

課程費用

－ 師鐸營屬公益性質，課程費用 NT$49,500 由基金會贊助

把生命力傳出去
敬愛的教育界先進：
感謝您對教育的奉獻與敬業，造育英才，足堪表率。誠摯邀請您，參加
圓桌教育基金會所舉辦的課程，親身經歷三天精彩的生命饗宴。
圓桌教育基金會，是由一群願意付出愛心的夥伴與遍及全球的志工，共同
組成的大家庭。我們不談政治、不是宗教團體，謹以歷經多年，對人類生命的
瞭解與印證，致力研發「人的使用手冊」。我們相信，透過學習，每個人都可以
把生命使用的更好，讓這個世界更真、更善、更美。
2003 年，SARS 肆虐，人心備受衝擊；圓桌亟思協助社會，安定人心，
因此毅然轉型為基金會。圓桌除了因應來自全球學員的需要，幾乎全年無間斷
的進行課程，更在積極助人的行動下，在台灣為育幼院童舉辦青少年營隊；
為大專院校青年學子舉辦「青年領袖營」，以培養國家未來之棟樑。為擴大
對社會的關懷，我們進一步為肩負生命教育使命的各級學校校長、大學
教授、以及承擔國家教育大計的決策者，舉辦「師鐸營」；為各大醫院的
院長、醫護主管開辦「杏林營」；為企業界、國軍將領、政府部門主管，
開辦「企業家營」；並為鄉鎮長，各級民意代表，開設「社區菁英班」。迄今，
超過上萬名充滿愛與智慧的教師、醫師、企業領袖，和社區精英，上完課程，
回到學校、醫院、企業、社區，重新燃起對生命的追求與付出的熱誠。
感謝多年來教育界的熱烈迴響與支持。為繼續散播愛與關懷的種子到
校園，圓桌將持續舉辦師鐸營。課程的內容，是圓桌教育經典之作「改變
的力量」。這個課程 20 多年來舉辦超過 1000 個梯次，誠摯邀請您前來共襄
盛舉，與任重道遠的教育先進們共度非凡的三天。
我們深信，您親身印證的生命智慧，透過您的努力，必將傳播到全球的
每個角落。讓您的家人、教育界及社會，都能因您的存在而更美好。
敬頌
教安

財團法人圓桌教育基金會 敬邀

圓桌之愛公益活動

全球師鐸營

學長課後心得
王其釗

以下分享依姓氏筆畫順序

蒲種漢民華文學校 校長

迢迢千里從馬來西亞飛到台灣圓桌教育中心參加〝改
變的力量〞課程。經歷了三天的學習，終於結業了。在
教育工作的道路上行走了三十九載，今天真正接觸了圓
桌，感覺很好，獲益良多。同時也覺得應該更早到來上
課。我將會推薦更多人，特別是馬來西亞的教育工作者
來參加課程，讓圓桌的精神在國家教育中發揚光大。

李玉春

陽明大學衛生福利研究所 教授

經歷圓桌，讓我接受真實、軟弱、不完美的自己；
拿掉層層的面具，讓我敝開心扉，愛自己、更珍惜、感
謝與身邊每個人相遇的緣分；去除內心塵封數十年的壓
力與恐懼，讓我重燃生命的熱情，再度勇敢承擔人生不
可能的任務。生命的長短不再重要，重要的是能否讓身
邊的人更幸福，讓生命活出更高的價值。感謝圓桌讓我
找到人生幸福美滿的鑰匙！

李春生

University of Maryland
Associate professor

參加和學習一階改變的力量課程是一個緣分，也是
一個契機。短短三天，讓我深深的體會，過去人生錯誤
的道路，在課後決定化為行動：繼續參加二階課程，學
習如何影響他人，擴大和分享圓桌的使命，將愛傳出；
以實際行動，展現新生的我，從家庭關係開始做起。雖
然我將從教職退休，但是給予我更多的空間和時間，實
際行動從家庭開始，盡我多才和最大的努力，將愛傳出
去，從鄰居到社區…感謝圓桌。

李德彪

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UCLA）
醫學及生物工程 教授

很榮幸成為圓桌人。心靈受到極大震撼，渡過生命
中難忘的三天。學到用心而不是講道理；學到改變、認
錯、寬容、活在當下；學到要把愛傳出去，感謝圓桌，
我的生命從此不同。

何月蓉

英國皇家醫學院 院士

讓短暫的人生早日快樂。參加過無數次各式各樣的
培訓會議，圓桌教育基金會的課程，是我參加所有的課
程中，最衝擊我靈魂的電波。老師緩緩的語言中，讓我
從鏡子中看到了真實的我，人不能活成自我，必須改變
自己。身體的健康只是生命健康的一部份，只有身、
心、靈的健康生長，才是一位真正的健康生命。

沈保如

杭州娃哈哈雙語學校 執行校長

樸素的道理，常常從心底湧起，在圓桌找到了歸
屬，找到了心靈的家。回來審視自己，修正自身的缺
點，迎來一個更好我的自己。感謝推薦者，為我打開了
一扇門，找到了一個溫暖家。自己也要把愛傳遞出去，
讓世界更美好！

張心湜

陽明大學 榮譽教授

我參加過三個階段的圓桌教育課程，我的感想是課
程精彩、活動豐富，讓人有心靈被洗滌過的感覺，對從
事醫療工作者，有非常正面的意義。現代化的醫學教
育，講求的是身心的醫學教育，圓桌的教育課程，正好
彌補了醫學教育中人文方面的不足，我們要感謝圓桌教
育基金會所舉辦的課程，也希望能鼓勵更多的人來參加。

張清淵

台南藝術大學 教授

作為一個教育工作者，深切的為台灣當下的社會怪
象有著無法推諉的責任，學校教育逐漸失能，家庭教育
又沒有發揮應有的功能，非常欣慰來參加圓桌，更欽佩
圓桌的精神，期待自己也能為圓桌貢獻一份心力。

湯銘哲

成功大學生理學科暨研究所 教授

再怎麼有愛心的人，來到圓桌，都會學到，要把愛
心帶給別人。再怎麼有智慧的人，來到圓桌，都會學
到，要把智慧帶給別人。再怎麼有耐心的人，來到圓
桌，都會學到，還要更有耐心一點。再怎麼有行動力的
人，來到圓桌，都會學到，行動永遠不夠。身為生理學
的老師，生命的道理，從科學的的角度來說明並不難，
但是生活的道理，靈性的道理，非常難搞，很高興在圓
桌學到這些，使我對世界更增加了解與希望，對自己所
從事的教育工作更有信心與智慧。

賴小瓊

溫州商學院 院長

教了近 40 年的書，都在教育他人，今天在這成為被
教育者，三天的課程很震撼，很深入，很哲理，深入心
底，洗滌心靈！收穫頗豐！

高

韡

天津醫科大學 副教授

我的專業是數學，用數字描述比較準確。如果心情
用十分描述是全通的話，那我來時的分數是 3-5 分，通過
三天的學習，我現在的心情是 8-9 分，馬上將全通。今天
後，帶著真正的自己回家，帶著真正的自己重新出發；
爭取做到，有我在的地方就是天堂，有我在的地方就是
淨土。帶著愛再活一次，帶著愛重新出發。

圓桌教育
人的使用手冊
圓桌願景

大同世界
完成人的使用手冊 發展生命教育
培養圓桌生命教練 推動人文關懷
建立圓桌生活村 實現大同社會

圓桌信念

自助助人
我們相信 人需要有使用手冊
學會如何使用自己 幫助別人

圓桌精神

愛與卓越
做 我們所說的 說 我們所做的

圓桌使命

進化生命
讓人學會如何使用自己 活得更好
享有 健康－智慧－富足 的生活

圓桌創立

圓桌創立於 1992 年，多年來，透過一群擁有熾熱願景與堅定
目標的夥伴，從無到有，共同投注心力，以行動實現教育理想。
教育本質是愛的內化，愛帶給人們更充沛的動力，更多的關懷
及永不止息的付出；教育本質也是追求卓越，促使人們不斷的
超越、進步，圓滿生命的價值。透過「愛」與「卓越」，圓桌幫助
每個人獲得最滿意的生命成長，真正走向「健康－智慧－富足」
的全方位平衡式生活。
2001 年，圓桌走出台灣，在美國、馬來西亞、大陸、日本、韓國、
英國、菲律賓、澳洲、泰國、加拿大、荷蘭、香港及德國，開辦
課程，將「人的使用手冊」散播到全球各地，把愛傳遍全世界！
圓桌承諾在世界各地開課節餘留在當地，作為當地教育之用。
圓桌希望所有的圓桌人，都有機會成為志工，並將愛帶給身邊
的人，共同創造美好的未來

圓桌之愛

台 灣 / 325 桃園市龍潭區民治路 300 號
407 台中市西屯區玉門路 155 之 2 號
813 高雄市左營區重信路 250 號
TEL: 886-3-4339199 FAX : 886-3-4334199
洛杉磯 / 900 Canada Court, City of Industry, CA 91748, USA
TEL: 1-626-2810168 FAX: 1-626-3080166
吉隆坡 / TEL: 60-3-92242252
北 京 / 北京市朝陽區左家庄中街 6 號豪成大廈 2210 室郵編 100028
TEL: 86-571-89891399；86-10-64476838
香 港 / 香港九龍灣宏開道 20 號楊耀松第八工業大廈 10 字樓 E 室
TEL: 852-26969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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