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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自70多国的九百位新兴世界领
袖将齐聚一堂参与在泰国曼谷联合
国总部举行的第八届世界大学生领
袖研讨会 (USLS)。本届研讨会的主
题为 “建设生活，赋予希望”.

    本届世界大学生领袖“社会变革”
年度研讨会由英国人道主义事务机
构和亚洲人道主义事务机构联办。
第八届USLS经过精心设计，旨在唤
起新生代领袖对全球人道主义议题
的醒觉意识，灌输他们人道主义的
精神。 

    置身这个多灾多难的世界，笼罩
着贫穷、战争、不公、现代奴隶制
、贩卖人口、难民危机、恐怖主义
、种族主义、不平等、气候变化、
政治腐败等噩梦，这使得无数人活
在水深火热当中。每一天都有那么
多族群的基本人权遭践踏，房屋被
摧毁，美好家庭被拆散，教育权利
被剥夺甚至无辜丧命。 

    世道艰难，你却可以力挽狂澜来
拯救我们的世界。第八届USLS将激
励并增益新生代世界领袖，使他们
得以从不同角度来观察世界，胸怀
壮阔高瞻远瞩，并采取行动来改造
社会，从而为当今世界带来积极正
面的影响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寄语
唐虔博士
教育助理总干事

    作为青年领袖，你们是联合国专门教育机构这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所特别珍视的群体。过
去数年，我们眼见世界各地许多年轻人走上街头，要求政府组织考虑他们的意见和关切。许
多情况下，这些青年是他们家族中第一代有机会走进高等学府，或者完成学业，或者甚至开
始上学的成员。

    你们这一代是人类历史上拥有最高学历的世代。通过你们的聪明才智、充沛活力以及积极
行动，你们可以作出贡献去建立一个更平等而可持续的世界，全民都可接受良好教育以打造
更美好的生活来利人利己。简而言之，未来在你们手里。

    时至2030年，当今青年将开始承担责任去引导各自社区的决策。你们想要
一个怎样的世界？大声告诉政府你们正面临哪些重大的教育挑战，舍你其谁？
努力解释你们需要哪些知识、技艺和能力才能找到体面的工作并为本身社区作
出积极贡献，舍你其谁？协助教育工作者将学习历程导向你的需求和期望，舍
你其谁？

    这就是为何你们这群当今青年领袖必须投入这场“全球教育未来的辩论会”，
它是如此重要。我鼓励大家关注这些议题，思考你们如何有所作为才能带来显
著改变。身为大学生，你们已经属于获幸运之神眷顾的高学历份子。

    且让我们齐心协力，在全世界落实有教无类的宏愿。





人道主义事务机构

     该组织隶属于联合国全球契约、
世界非政府组织协会、 国际志愿者
协会和世界公民参与联盟。

    人道主义事务机构通过装备年轻领袖以正确的技能和工
具来创建一股动力和使命感，从而激发冲劲十足的个体世
代勇往直前，开创更广大的社会福祉。究极而言，该组织
矢志建立一个由充满抱负、能力全备而又具有前瞻性的青
年领袖所组成的国际网络，他们将是未来极具影响力的变
革者和决策者。

     人道主义事务机构的使命是增益
青年，并装备那些热衷于积极社会
变革的年轻人才。该组织成立的初
衷是为青年树立行动的楷模，他们
有志于为较自己更不幸的人群带来
正面改变。它旨在将青年的意图和
想法付诸行动，并为未来全才领袖
的发展提供全方位帮助。



人道主义事务机构



    在联合国2017 USLS大会，所有联合国成员国的新兴世
界领袖将齐聚一堂，互动交流并制定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
的行动计划。 

    透过2017 USLS ，900位新兴世界领袖将聚集在一起，
就扭转当今世界的政经颓势而集思广益，互相激励。代表们
将深刻感受到各国文化的多元魅力，以及富有感染力的正能
量传播。 

大师论道集思广益

可以肯定的是，参与世界大学生领袖研讨会是我大学生涯迄今为止最引以为豪的亮点
虽然长达一周的挑战确实很消耗体能和心力，但这种难得的机遇却解答了先前许多无法想象的疑问，

让人豁然开朗，知晓自己如何才能为社会作出积极正面的贡献。
 

Ariane Cox,  澳洲纽卡斯尔大学



      USLS将为来自70多国有志一同的全球青年领袖提供一
个完美场合来搭建亲密友谊的桥梁，让他们了解多姿多彩的
全球文化，从而建立起珍贵的人脉网络。   

        在联合国亚洲总部点燃你的人道主义激情。走出你的安
乐窝，致力于超越自我去开创更宏伟的志业。USLS将挑战
你去改造命运，开启激情洋溢、不屈不挠、勇往直前、贯彻
始终的生命，重新点燃你内心深处的人道主义之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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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潜力，装备才能
   你们是否拥有改变世界的能力？在联
合国亚洲总部举办的第八届 USLS， 
全球学者将进一步找到本身在全球人
道主义问题中的定位，开发无限的自
我潜力。

   在USLS上，你会发掘到之前认为自
身欠缺的特质。你会获得增益和装备，
明白自己绝非渺小得无法改变世界。得
益于2017 USLS，你将能充分释放潜
力，发掘如何活出真正的自我，并为世
界带来积极正面的改变。

在这次盛大的研讨会上，我学到了很多东西，现在我愿意迈开我在人道主义旅程中的第一步
我明白这条道路绝不会轻松简单、一帆风顺，但令人欣慰的是

通过此次参加USLS的精彩体验，我已树立起了坚强信心。
我可以向你保证，对于有机会参加这一改变人生的盛会者，这一经历将使他们受益无穷。

  

Willie Brown，剑桥大学

透过USLS的学习之旅，我从中体会到别人只比我稍强一点儿，
这令我萌生成就感，带来更多情感上的富足感，
它比任何过眼云烟般的奖励更让人心满意足"。

 

Virginia De Leon，伦敦国王学院 



人们总认为自己是独立于其他人的个体。旅行有
可能令我们开阔视野，接触到无数人群、语言和
文化。然而，我们期盼学习到的最重要的阅历，
应该是将我们凝聚在一起的人类共性。当我们开
始探索周遭世界并发现彼此拥有共同的命运时，
我们还能期盼开始拥有勇气去相信我们能够改变
世界，并为人类建立可持续发展的未来吗？

作为新兴的世界领袖，你应具有能力去为那些生
活在赤贫中的人们带来积极正面的改变。你可以
开发潜力去推动本国的社会和经济发展，奠定世
界未来发展的基石。这项研讨会体现了联合国的
核心精神以及人道主义的重要性：为人们的生活
带来积极正面的改变。凭借2017 USLS 所宣扬
的知识和思想，你将获得更丰富宝贵的经验，欢
喜迎来积极正面的改变。

说到世界领袖，人们会问 “我能够成为一名领袖
吗？”这个问题的答案是 “能够，你们所有人都
能够成为领袖。”人们会问的另一个问题是: “要
成为领袖，应具备哪些条件？”领袖应具备落实
愿景的能力。这也是 USLS 捍卫的立场 — — 激
励个人，改造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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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范式，由此改变



小组讨论
参与USLS的经验，使我充满爱心要去为本身社区带来积
极正面的改变。自参与USLS后，我就当选了纽卡斯尔大
学法学院的学生会主席和澳洲法律学生协会的赞助官。一
刻都别犹豫，快把握机会申请参与这项盛会。除非亲身尝
试，否则你永远不知道自己将发掘到多么曼妙的新天地。

 

Andreena Kardamis ,  纽卡斯尔大学法学院学生会主席



    在第八届 USLS上，与会代表将举行两次小组讨论。一次是动脑筋去思
考重要事务的讨论，另一次是聚焦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讨论：

    小组讨论将遵循联合国会议程序，让我们的代表得以针对可能的解决方
案和行动计划而展开讨论，以支持联合国的可持续发展目标。当新兴世界
的领袖们齐心协力为共同的志业努力，正是我们的世界改变之时。 

目标 1 消除贫穷
              在世界各地终结一切形式的贫穷

目标 2 素质教育
              确保包容公平的素质教育，促进全人类享有终身学习的机会

目标 3 男女平等
              实现男女平等，增益所有老幼妇女

目标 4 清洁饮用水与卫生设施
              确保为全人类提供清洁饮用水和卫生设施及其可持续的管理

目标 5 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
              采取紧急行动，应对气候变化及其影响



研讨会会议



     想要拥有充实的人生，我们必须从事有意义的活动。
只有投入意义不凡而又宗旨明确的事务，我们才会感到
心满意足。每个人都有自己热衷付出的志业。你所关注
或为之振奋的议题可能与别人不同。重要的是，我们各
有本身愿意全力以赴去做出一番改变的关注事项。

     你关注和热衷的是什么？你最近有思考过它吗？你是
否为此采取了一些实际行动？遗憾的是，我们有时会因
为杂务缠身而无暇顾及那些至关重要的事情。对某些人
来说，我们内心深处的热忱之火或许已被日常琐事浇灭
。而另外一些人则是想要实现愿望付诸行动，但却不知
从何开始及该做些什么。

      USLS 2017 研讨会会议旨在为我们的与会代表提供
一个讨论“重要志业”的场合。研讨会结束时，我们希望
将“重要志业”化作具体的行动计划。希望一些代表能够
踏出第一步，鼓足勇气去开始行善积德。

研讨会会议



学习之旅
     俗话说 ：“施比受有福”，即是“赠人玫瑰，手留余香”的真意。所谓的
礼轻义重。特蕾莎修女说过，重点不在于我们付出了多少，而是我们在付
出当中注入了多少爱。一个简单的举动，如一句鼓励的话或一次耐心的倾
听，都能为那些需要朋友的人士带来无比的慰藉。表达关爱的一个简单动
作，可以令别人振作精神，为他带来黑暗中的光明。

     有鉴于此，人道主义事务机构才在USLS着重于培训学员的心灵和态度
。该机构 致力于在我们的新兴世界领袖当中灌输社会责任感，并培养无私
奉献的精神。这趟学习之旅通过向边缘化族群表达怜悯关爱和提供无条件
的服务，从而为我们的青年领袖开辟路径 去理解回馈社会的真谛。

      USLS 的核心意义在于改变弱势族群的生活。因此，本研讨会的学习计
划旨在为学员提供机会去和弱势族群交流。所有与会代表都将获得第一手
经验，认知到无数人由于贫穷、年老、社会阶层、不公等因素而面临的残
酷现实。通过接触边缘化族群，这类意义非凡的互动使我们的代表能对生
命有更深广的了解，并希望他们敢于接受挑战，勇往直前去发挥影响力并
带来积极正面的改变。

     事实上，这种体验式学习是一段难忘的历程，此前的USLS大会都为许
多代表带来生命的触动，并会年复一年继续投注相关的努力。







吸收新知
      你是否热切想要启动一项人道主义计划而又不
知从何着手？如果你确实考虑设立一个项目来造
福有这类需要的人群，请和我们预约时间来面洽
我们的人道主义专家，一对一来进行启迪心灵、
发人深省的会谈。 

      你将学到有助于你树立信心的新技能和新知识
，从而推动你实现梦想。如果你要晋身新世代领
袖的行列，而且你拥有人道主义的爱心和精神并
誓愿为世上的痛苦、煎熬、困难及贫穷现象尽一
份力，那么，你可透过 USLS来实现你的梦想。



演讲嘉宾
与人生导师
     USLS 上云集了众多享誉全球的人生导师和励志演说家，他们深信所有青年学者都拥有
智慧和能力去实现本身的人生目标。我们的励志演说家以其卓越的人道主义工作而获得国
际社会的广泛推崇和认可。 

     这些面对逆境却从不绝望的励志实例，展示了人类精神的非凡力量。这些人道主义者承
认事实，即世界一直存有未被我们的体制所眷顾的人群，我们应帮助和同情这些权利被剥
夺的弱势族群；人道主义者的工作和毅力激励了无数人。 

     亲身接触这些无名英雄，聆听他们娓娓道来当今世界的实况，以及你能为自己想要的未
来做些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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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国界医院创始人 
联合国青年领袖

___Lutfi Fadil Lokman博士，28岁，是马来西
亚卫生体系研究所的一名医生和卫生经济学研
究员。 

___2012年，他创办了跨国界医院（HBB），
现任该医院总裁。跨国界医院是一家非盈利机
构，在东南亚的贫困社区建立了多家诊所和医
院。跨国界医院的第一个诊所建于金边，为柬
埔寨3000多户边缘化占族家庭提供卫生设施。 

___该诊所作为社会企业由当地年轻人运营，这
些年轻人经培训并被聘用为社区卫生工作者，
与医生、护士和保健专业人员并肩工作。从创
建至今，跨国界医院已培训和提供了3000多名
年轻人。 

___最近，Lutfi博士的工作受到联合国认可，
被吸纳为可持续发展目标（SDG）支持者小
组成员。该小组共有17名成员，从186个国
家的18000名人员中选出。 

___Lutfi博士之前曾在瑞士世界卫生组织实习
，主要研究领域为卫生经济学，即向患者开
具药物与向贫困社区提供可持续卫生设施之
间的联系。



Ryan
Hreljac 
瑞恩的井基金会创始人 
加拿大 

___Ryan Hreljac还是一名六岁的一年级小
学生时就意识到人们没有安全的饮用水时会
产生多么严重的后果，并立志为此采取行动
。他决定提供帮助，并成功号召其所在社区
的居民帮他筹集资金，在非洲乌干达打一口
井。这口井改变了他的生活，也改变了非洲
许多人的生活。 

___虽然Ryan Hreljac年仅25岁，却是一名
忙碌的‘外交家’。他曾向查尔斯王子敬献过
花环，在白金汉宫与爱德华王子共同进餐，
与伊丽莎白女王一起参加教堂礼拜，多次上
欧普拉脱口秀，与珍•古道尔博士一起合作
，接受过已故若望•保禄二世教皇的圣餐仪
式。他创建的组织——瑞恩的井基金会已筹
集了几百万资金，为全世界十六个发展中国
家的85万多人提供了清洁用水。 

___Ryan因此获得无数荣誉，包括安大略总督
功勋奖、加拿大服务功勋奖、20名20岁以下
杰出青年及世界儿童创始人奖。Ryan的事迹
还被载入数十本教科书，被数百家杂志和报刊
——包括《时代杂志》、《人物周刊》《基
督教科学箴言报》和《读者文摘》专题报道。 

___他还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为全球青年领
袖，被CNN评为CNN年度英雄。瑞恩的井基
金会的工作已经成为世界各地无数反对冷漠的
人们（无论老幼）津津乐道的故事，他们由此
意识到任何人——即使一年级的孩子——也
可以有所作为。 

___瑞恩的井基金会是一个向发展中国家赤贫
地区的用水危机提供有效和可持续解决方案的
加拿大慈善组织。该基金会与当地合作伙伴一
道向这些地区提供清洁用水和卫生设施及卫生
教育。 

___用莱恩的话来说，“我们致力于教育和激发
人们富有激情，为改造世界贡献一己之力。”



Francis
Kong 
杰出演讲者兼作家
菲律宾

___Francis J. Kong在菲律宾是一名备受尊重的
演讲者，曾荣获“2014菲律宾杰出大奖”，该奖
项在菲律宾代表了至高荣誉。Francis是一名商
人、专栏作家、广播节目主持人兼作家，同时
也是一名鼓舞人心的演讲者。

___作为一名创业家，Francis精通制造业和零
售业。他曾一手创办了一家著名的成衣品牌，
并成功经营了17年。此外，他还尝试经营一家
意大利时尚品牌的零售，并多年负责该品牌的
市场营销和运营工作。Francis 还创办了
Funworks Inc.和Success Options Inc.，该公
司起初是一家出版社，如今也开始提供商业、
职业和生活方面的培训和咨询服务。Francis还
是领导力咨询公司Inspire的联合创始人。

___作为一名商务顾问，Francis 目前担任国内
几家顶尖商业集团的顾问。作为一名个人辅导
师，Francis曾为国内许多顶尖商业领袖提供指
导。作为一名广播主持人，Francis目前经营一
档名为“商务（Business Matters ）”的广播节
目，该节目在DZFE-FM 98.7播出。

___作为一名演讲者和培训师，Francis每年在
菲律宾本地和国外举办的研讨会和大会上平
均发表300场演说。作为一名作家，他已创
作出版了18本书。

___Francis曾凭借John Maxwell博士系列研
讨会上的演说荣获 “卓越砧奖（ Anvil Award 
for Excellence ）”，此外，他还荣获了国际
企业传播者协会颁发的“金鹅毛笔奖最佳公众
演说类大奖”。

___同时，Francis还完成了牛津大学的“辩护
学与哲学”课程以及哈弗大学继续教育项目的
“自我管理与领导他人”研讨课程。 



Simerjeet
Singh 
国际励志演说家&绩效导师 
印度 

___Simerjeet Singh是一个广受追捧的国际励
志演说家，致力于指导青年和学生在各种外界
纷扰中找寻和发掘内心的自我。过去十年来，
他与世界各地的200多家组织合作，帮助他们
更上一层楼。 。 

___他的任务是帮助年轻人定义自己对成功的理
解和发掘内心的自我。他的会谈和互动演讲为
生命的意义提供了全新的视角，这种视角源于
过去十多年来与全球商业、教育机构及非盈利
组织的合作。  

___Simerjeet的背景是非传统的，一如他的
指导方法。他相信非传统智慧对年轻人最为
有效。为了追寻梦想，他选择放弃酒店业令
人艳羡的工作。在分享他对自身经历的感悟
时，他鼓励学生和青年通过自己的努力追寻
梦想。

___对他来说，归根结底为一个核心理念：为
了天下苍生，我们的内心比我们所知的更强
大。Simerjeet的目标是帮助他的受众发现自
身力量及点燃他们的激情，让他们能利用这
些力量获得成功。



Grace
Li 
关爱在行动CEO和创始人 
美国 

___观看2008年四川汶川大地震令人触目惊心
的视频后，当时正就读小学年仅12岁的Grace
决定为灾民出一分力。她开始印发简报，挨家
挨户为灾民募集捐款。Grace还获当地红十字
会批准将捐款箱放在红十字会管理的三所学校
内。为了募集更多捐款，Grace甚至在在社区
中心“安营扎寨”。通过几个月的努力，她为灾
民募得6000美元的捐款。 

___2008年夏末，她的家人为她安排了一趟四
川之旅，她见到了一些与她同龄的灾民。在四
川的经历给她带来了深刻的影响，她相信她应
提供更多的帮助。因此，返回美国后，Grace
建立了一个名为“关爱在行动”的组织，为地震
灾民提供支持。  

___数年间，Grace募集了240000万美元，为
17个自然灾害区的40000多名受害者提供了
帮助。为此，Grace被美国青年服务组织评
为全世界25名最有影响力的青年，并被授予
美国总统义工服务奖。她曾应邀在美国公民
外交峰会及青年服务机构年度会议上发表演
讲，并为白宫网站的特邀博客撰写人。 

___Grace现为杜克大学的大四学生，主攻生
物。此后，她将在纽约市美国支教工作两年
，然后将前往医学院。她热衷于教育、灾难
救援及青年投身积极变革。



Rachel
Sumekh 
消除饥饿项目创始人 
美国 

___还在洛杉矶就读加利福利亚大学时，年仅
18岁的Rachel Sumekh就注意到街上有许多无
家可归的人。出于对他们忍饥挨饿和生活窘况
的担忧，Rachel和两名大学校友碰头商讨帮助
减轻内社区内无家可归人群生活窘况的想法。 

___其中一个想法是鼓励有多余食物（否则这些
食品也会当作垃圾扔掉）的学生在每学期末将
这些食物捐给无家可归的人。Rachel和她的朋
友则将这些食物收集起来捐给收容所的收容人
员和大街上的无家可归者。同时，开始针对住
宿区食堂、大学校园快餐馆及社区商业餐馆的
食物浪费实施食物救济计划，以对日常生活拮
据的人提供帮助。   

___于是，在洛杉矶加利福利亚大学内开展了
一项志愿者项目——消除饥饿。该项目不仅
旨在为无价可归者提供食物，还教育在校大
学生关注洛杉矶的无家可归及饥饿问题并提
供帮助。 

___消除饥饿——其雏形是大学志愿者项目，
该项目已向无家可归者发放了120万顿餐饭
，而该组织创始人Rachel被白宫授予变革领
军人称号。消除饥饿曾被《纽约时报》、《
福布斯》等多家杂志报刊报道，当时Rachel
还不到25岁。 

___全职参与消除饥饿项目前，Rachel受其改
变世界的强烈而美好的愿望所驱动，作为芝
加哥个案管理员为贫困人口提供服务。她毕
业于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是一个理想主义
的变革推动者。



    参加第七届世界大学生领袖研讨会的所有申请人都必须通过严谨筛选。 此外,成功入围的申
请者都必须支付注册费, 已确保为入围者预留位置。

     成功入围的申请者和教职员工在可在以下三款不同的行程安排计划中选择最适合你们的注册
套餐。

注册费

 

 
 

  

   
      

  
  

   

 
    

     

 
  

     

     

 
    

 
    

 
    

    

 

研讨会全额注册费 
（个人）

研讨会全额注册费 
（5人及以上）

大会与网络交际访问 
（正餐，不含早餐）

950美元 

990美元 

890美元 

950美元 

650美元 

700美元 

提早注册 
（由2016 年 11 月 1 日至 2017 年 3 月 31 日）

延迟注册 
（由2017年 4 月 1 日 至 2017 年 7月 22 日）

6晚住宿
以二人或三人间为准

参与 
学习之旅

正餐包括 
6次早餐，5次午餐 及6次茶点

一份纪念品 
T恤

入场参 
与所有客座讲座及全会

入场参 
与所有活动 网 络会议

本地交通 
官方活动期间

与会证件



       
应该参加
研讨会？

谁   人道主义事务机构邀请18至30岁具备以下
素质的所有优秀青年领袖参加第八届世界大学
生领袖研讨会 ：

   如果你认为你符合第七届世界大学生领导
者研讨会的参与标准, 請将申请发送给我们：
UN@humanitarianaffairs.org

· 具优秀领导能力, 并立志不断学习提升自己的青年领袖。

· 具备开放思想并愿意欣赏不同的观点以及拥有不同背景、
   兴趣和理想的人士。

· 为他人着想, 并拥让社会变得更好的青年领袖



佛罗里达大西洋大学

    在搭乘最后一班机返回美国之前，我在机场航站楼休憩。坐在休息室内
，我忍不住回想上周那不可思议又改变自己人生的历程。坦白说，在前往
河内参于 USLS之前，对于这次会议将有什么状况，我心里可是一片懵懂。
由于曾参加过几次会议，我当时就疑虑这回会有什么不同吗？ 

    一踏足越南，我就感受到强大的文化冲击；观看书上的图片或纪录片只
能让你对发展中国家有粗浅的认知而已。抵达酒店后，我结识了第一个国
际朋友 : 来自中国的孟凡。随着时间一天天过去，我逐渐体会到，并非身在
越南就会改变我的人生，重点在于透过这次研讨会而能够结识到一些最睿
智又最具爱心的年轻人。

    我与澳洲人举杯畅饮，与阿富汗人翩翩起舞，与来自非洲大陆的人们开
怀大笑，与加拿大人在独木舟上同游，与中国朋友同桌吃饭，张开双臂拥
抱墨西哥人....以及其他更多的友谊见证；但最重要的是，我向世界各地所
有结缘的新朋友敞开了心扉，而作为回报，我收获了一个家庭成员如今已
遍布全球的可爱大家庭。我的这番经历已远超自己当初的期许，它彻头彻
尾地改造了我。 

    相信每位与会代表都深有同感，那就是我们都对各个国家有先入为主的
看法，但这些看法往往与实际情况大相径庭。我们一致认为，不只在美国
，全球范围的媒体的偏见都达到了不可思议的程度，这些媒体呈现的全是
社会阴暗面，怂恿我们彼此攻击而非传达普世之爱。 

    请勿积怨成恨，因为施爱有时会更容易。相信我，因为爱，你的人生以
及我们世界的明天都会更美好。且让我们心手相连来 “激励个人，改造社会





W W W .U N I V E R S I T YS C H O L A R S .O R G .U K

将有需要的人与社会有能力帮助的人连接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