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盧政治 前社⾧(26.11.01)P.P. Silk
邱建明 社友(42.11.01)Jia-Pin
羅國志 社友(70.11.09)Wine
王經祿 前社⾧(43.11.11)P.P. Terry
汪忠平 副社⾧夫人(11.06)Charles 夫人
林當隆 前社⾧夫人(11.10)P.P. Book 夫人
鄭俊彥 社友夫人(11.12)Art 夫人
黃永昌 前社⾧夫人(11.13)P.P. Bank 夫人

當天遊覽車時間：
早上 5:00 府中捷運站 1 號出口-馥都飯店集合
5:10 新埔捷運站 2 號出口-馥華飯店集合
※自行前往社友請於 6:00 前抵達華航第二航廈
團體櫃台。

♥ 詹智民 祕書(104.11.11)Service
鍾如盈 女士(結婚五週年紀念日)

♥ 陳文龍 前社⾧(56.11.11)P.P. Ocean
黃素英 女士(結婚五十二週年紀念日)

♥ 汪忠平 副社⾧(90.11.11)Charles
呂家華 女士(結婚十八週年紀念日)

時間：108 年 11 月 17 日(星期日) 上午 8：00
地點：中和烘爐地南山福德宮
(中和區興南路二段 399 巷 57 弄 20 號)
當天行程如下：
上午 08:00 集合(領取毛巾、礦泉水)
08:30 起點(登山口位於活動中心旁柏油道
路)—後山車道—福德宮正殿—福德
宮後山—終點—風爐塞山涼亭

時間：108 年 11 月 7 日(星期四)

09:30 1.團康活動 2.趣味競賽 3.摸彩活動

地點：公共電視台

中午 12:00 用餐

當天行程如下：

※原訂 11 月 21 日(星期四)中午之例會提前與之
合併舉行

下午 12:50 板橋國小後門土地公廟
13:00 新埔捷運站 2 號出口-馥華飯店
13:45 公共電視台
(台北市內湖區康寧路三段 75 巷 50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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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 呷尚鱻餐廳
(基隆市安樂區基金三路 67-1 號)
21:00 返回板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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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會花絮
專題演講摘錄

中鳥。

教育-人類邁向未來的希望

安全感和虛榮心難辭其咎。

國中還正值青春時期，卻這麼早就全盤否定自
己的人生，怎不讓人心驚？這㇐切，許多父母的不
盲點二：繼續膜拜不合時宜的升學主義
七○年代，台灣工業正待起飛，整體經濟環境
正由㇐個農業大國，逐步蛻變成生產基地、世界工
廠，需要大量人才投身工業生產。
因應時代需求，當時的學校教育具有強烈的現
實取向，為了分工和效率，把㇐天劃分成許多時段，
如同工廠生產線㇐樣，上工、休息，按表操課，把
知識㇐塊㇐塊往腦袋裡填塞，努力把人訓練成聽話
的機器，成為可以投入工業生產的「人才」
。

公益平臺文化基金會董事⾧ 嚴⾧壽 先生
我們今天討論教育問題，不能只關注在孩子身
上，容我說㇐句可能會冒犯的話，我覺得，家⾧本
身就得從觀念先進行再教育。
當我們不願正視自己的問題，覺悟自己擁有的

但是，當時序邁入二十㇐世紀，許多工作已經
被機器人取代，台灣必須向上提升、進入新的開創
時代，競爭力不能再只倚靠大量製造。
但在我們的環境中，只有科技產業㇐枝獨秀，
我們的教育遠遠落後於社會發展。

權利及影響力，事情便永遠無法改變。

這種體制，對於人力資源更是㇐種殘酷的浪費，

以抵擋的壓力？

當時代往前走，從大結構來看，我們應該從未

為什麼家⾧本身會成為教育改革最大的阻力？ 因為培養出的大量標準化人才，在二十㇐世紀的新
時代裡，變得愈來愈沒有價值。
到底哪些根深柢固的觀念，成為子女、老師們都難

台灣家⾧最容易有的 4 點盲點

來的眼光審視現在，而不是用過去的經驗值框限未

盲點㇐：深怕孩子輸在起跑點，是沒有安全感？還

來。諷刺的是，設計今天教育制度的人，都是上個

是虛榮？即使教改進行了許多年，

世代的人，甚至很多是早已過時的人物，對未來社

對大多數家⾧來說，鼓勵孩子讀書、拚命擠進
明星高中，然後考進國立大學，仍然是最讓人安心
的㇐條道路。

會很難再有發言權，過去栽培他們的方法，又怎麼
能繼續硬套在我們的孩子身上？
李安的幸運是很多不幸累積出來的國際大導

很多人提到怕「孩子輸在起跑點」
，於是填滿很

演李安考大學時，落榜兩次，這種挫敗的感覺，總

多不必要的學習，這就好像㇐個人被不斷餵食，卻

令他覺得對不起父親，㇐輩子遺憾。直到他進了當

不讓他有消化反芻的機會。

年的國立藝專（現已改制為台灣藝術大學）念電影，

當我們看到各式補習班林立街頭，不過是反映

第㇐次登台演舞台劇，才電光火石般點亮內心，找

社會這種心理現象而已；某種角度來說，這也是家

到自己的天賦，經由多年不懈的努力，成為世界級

⾧與學生另㇐種虛榮與沒自信的表現。

大導演。他的幸運，或許是很多不幸累積出來的。

無數的考試和分數織成㇐張大網，讓㇐整個世

但是，除了大家熟知的李安，其他在眾人目光

代的年輕學子，囚困其中，成為永遠逃不出去的籠

不及之處，藏有多少才華遭埋沒、抑鬱以終的李安

身為家⾧的我們，難道還要繼續膜拜傳統升學主義，

過去幾年，則是因為經濟衰退等各種原因，許

扼殺孩子智育以外的天賦？

多父母的不安全感加重，要求孩子全力謀取公職，

盲點三：要孩子追逐速利、速成、齊㇐、從眾的人

不管合不合適，先捧到㇐個「鐵飯碗」再說。

生

曾幾何時，公務員變成新的安全標章、年輕人
許多家⾧將自己㇐生達不到的夢想，寄託在孩

逃避風險的避風港，甚至是金龜婿的必要條件？很

子身上，但大多數父母的夢想，都是依循「安穩的

多碩、博士生，也加入考公職的龐大陣容，因為擁

社會階梯」
，對於「成功人生」懷有㇐種既定看法，

有高學歷，對於職等升遷加分有幫助。

包括：坐擁高薪、在知名大公司工作、年終豐厚、

這樣，我們如何期待抱持這種觀念進入公職、

晉升快速......，總希望孩子在職業的選擇上，搶搭主

掌握國家資源的人，會有責任心和使命感，為國家

流或所謂的「趨勢」
，彷彿最多人走的路，就是最平
坦、最安全的路。
不只台灣，美國也是如此這樣的情形，不只出
現在台灣，美國也是如此。過去十幾年，許多美國
和台灣的菁英家族孩子，紛紛選擇念金融；畢業後，
都進入華爾街投資銀行界，學習購併、炒作、設計
金融商品。
這批美國各大名校培育出來的優秀菁英，最後
都被訓練成金融操盤手，比的都是如何投機、如何
在最年輕時大賺㇐筆，整個社會也鼓勵這樣的風氣，
紛紛報導年輕人第㇐年進入華爾街後，就能拿到多
少驚人報酬。
金融風暴就是體制下的悲劇二○○八年九月
爆發的金融風暴，不就是這樣發生的嗎？整個社會
價值觀，鼓勵最聰明的菁英變成貪婪的操盤手，而
且是用別人的錢下注。只憑聰明與取巧，而沒有倫
理與公義思維，並不足以成就㇐個真正有視野的未
來領袖。
難道身為父母，希望自己的孩子集所有才幹於
㇐身，卻只是協助跨國公司做假帳的貪婪員工？
盲點四：要孩子爭捧鐵飯碗
每隔㇐段時期，社會上就會交替出現㇐些熱門
職業，成為大眾目光的焦點、追逐的方向，例如：

永續未來設想呢？
重要的東西無法量化因為考試只容許「有強記
能力」的考生出頭，考試考不出熱忱、考不出責任
心、考不出使命感、考不出溝通力、考不出領導力，
考試當然也考不出有遠見、企圖心和決策能力的未
來領袖，考試更考不出㇐個人的品格、品味；至於
藝術、文化、教養內涵，更是統統考不出來。
芬蘭教育並不會公開分數曾⾧居芬蘭多年的
教育研究專家陳之華觀察，在芬蘭的學校，考試分
數是你和老師兩人之間的祕密，不能任意公開，否
則等於侵犯人權，製造彼此競爭，甚至是敵對的心
理。
而北歐的家⾧之間，也少有打聽別人孩子考第
幾名，甚至有些科目還會設計難易不同的考卷，因
為考試是評量學生自己學習消化的程度，而不是用
㇐把尺，比較誰高人㇐等。
台灣教育教出傑出卻道德淪喪的人才如果我
們今天質疑：為什麼會出現考試傑出的學生，㇐路
順遂成為政治領袖，最後卻在道德和品格素養上淪
喪，不如回頭來看，是否台灣的教育內涵，本身便
缺乏教導做人等其他更重要的元素。
找出孩子的天賦就能發光發熱我們的社會，也

之前火紅的「科技新貴」
，或台灣早期俗諺：
「要賺

不必每個人都是領袖人才，如果家⾧能夠認真協助

錢，第㇐賣冰、第二做醫生」
（現在醫生還是很熱門，

孩子，探索自己的潛能與天賦，其實每個學生都可

但很多醫學生不再選擇辛苦的、可能隨時挨告的外

以找到自信的泉源，在他天賦的領域為社會發光發

科）。

熱。

第㇐案：九月份收支報告表，提請通過。
㇐、出席報告
社友人數：88 名
補出席人數：27 名
出席人數：36 名
免 計出席：13 名
缺席人數：12 名
出 席 率：86%
二、本次例會我們想念您！
A Cheng,Art,Banker,Brain,Family,Frank,
Golf,Implant,Joe,Money,Skin,Trust
三、捐款報告

決 議：通過。
第二案：有關本社寶眷社友是否持續，提請討論。
決 議：通過並於 12 月 26 日常年大會中報告。
第三案：原訂十㇐月二十㇐日(星期四)中午之第二
七五○次例會，為第二分區八扶輪社聯合
登山活動變更例會時間於十㇐月十七日
(星期日)假中和烘爐地南山福德宮舉行，
提請通過。

444,000
6,250
4,250
6,250
4,250
6,250
27,250
NT$471,250

Lucky
Ocean
Gas
Lin
Stone

㇐般捐款(I.O.U.及應收款)
Brain
10/23
Lawyer
10/27
Boss
10/23
Wealth
10/26
Stone
10/29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NT$5,000

決 議：通過。

第 2747 例會
108 年 10 月 31 日
●主講人：亞東紀念醫院癌症防治中心主任
林世強 醫師
●講題：大腸癌：真的無聲無息嗎?
●節目介紹人：曾文淵 社友

第 2748 例會
108 年 11 月 07 日
●職業參訪-公共電視台

第 2749 例會
時間：108 年 10 月 17 日(星期四)
地點：台北新板希爾頓酒店
主席：林傳傑 社⾧

紀錄：詹智民 秘書

出席：林傳傑、陳瑤國、汪忠平、阮良雄、楊東卿、
林當隆、何溪泉、王經祿、陳福源、詹智民、
陳主義、賴宏榮、張泰西、陳錫文、程萬全
討論提案

108 年 11 月 14 日
●主講人：新北市衛生局照管中心三重分站
藍天褀 照顧管理督導
●講題：⾧照 2.0 的現況
●節目介紹人：曾金川 社友
●召開 10 月份理事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