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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目

【 南 門2 018-1 9年度理事選舉】
【例會後-STAR會議 講題：南門新世代 主講人：劉柯成 Archi PP】

前週民國106年十二月十二
日第1206次例會，邀請品
學堂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黃國珍
執行長做「閱讀需要你理解」
專題演講。
Catia陳俊清社長報告，
歡迎今日講師品學堂黃國珍
先生及歡迎馬拉松扶輪社CP
Lobsang回娘家。
剛剛Lobsang說不習慣二
個星期一次的例會，我們歡迎
Lobsang有空常回來南門社參加
例會。
◎
◎

例會時間：每星期二下午06:30-08:00
Mail：rotary.club17@msa.hinet.net

Catia社長報告，很感謝社
友及夫人很踴躍參加馬拉松社創
社授證慶典，友社覺得我們南門
社很團結，都很稱讚我們。
Catia社長報告，今天鹿港
東區社授證慶典，Packing社當
帶領六位社友，總共八位前往
參加慶典，台中東南社也是今
天授證，請Onsen秘書代表參
加。今天的出席率算起來還不
錯，應該會超過60％，謝謝大
家。

Doctor劉銖淇代理秘書報
告，12月19日(星期二)例會休
會乙次，因變更12/22-23(五、
在長榮桂冠酒店3F牡丹廳

◎

www.south-gate.org.tw

◎

六) 秋季旅遊暨職業參訪。
12月26日舉行第24屆理事
選舉，當日例會後舉行STAR會
議，特別邀請Archi演講扶輪知
識。
Onsen秘書特別叮嚀大家，
下週二休會，希望大家能把握時
間，舉辦家庭懇會聯誼一下。
今日例會後舉辦十二月份理
事會，除了理事外，也歡迎社
友出席參加。

上週民國106年十二月十九
日第1207次例會，休會乙
次，因變更至12月22-23日（五
、六）秋季旅遊暨職業參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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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06次例會

黃國珍 先生
（品學堂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執行長）

閱讀需要你理解

▲黃國珍執行長演講「閱讀需要你理解」

前週民國106年十二月十二日
第1206次例會，邀請品學
堂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黃國珍執
行長做「閱讀需要你理解」專題
演講。

Surgeon介紹黃國珍講師，
黃講師從事美術設計工作，在觀
光、政治、國際的一些宣傳及創
意的指導工作都有些著墨，後來
到日本創河集團台灣分公司擔任
總經理，其父親是著名的鄉土文
學作家-黃春明先生，在品學堂
創立之前是在若水國際股份有限
公司做產業評估、專案統籌，後
來創辦品學堂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

黃國珍執行長說，我主要的
心力放在教育下一代的身上，所
以四年前創辦了品學堂，到目前
為止品學堂成為華人教育上最有
影響力的出版單位，今年總共演
講187場，所有的邀約來自於學
校，由此可以看出台灣在教育上
的改革跟老師積極主動要為我們
下一代努力付出多大的心力。
為什麼說閱讀需要理解，我
們每天睜開眼睛都會有閱讀的這
個動作，但我們對閱讀是不是有
真正的理解過？閱讀有一個很重
要的動作就是理解的能力有沒有
跟著閱讀的動作，伴隨著我們理
解我們讀過的內容。

當我們知道理解是如何發生
的，我們就能精進閱讀的理解及
品質，在工作上面或是生活上面
就能獲得更大的價值。
我們每天一睜開眼睛就能獲
得資料，從媒體、報章、雜誌、
手機、數位平台、投影片…等都
是，就像呼吸一樣，你看不到你
吸入的空氣，但卻是實在進行中
，從文字裡面去學習。不喜歡閱
讀需不需要閱讀？當然需要，而
我們在閱讀中讀到什麼？一篇文
章、一篇報導甚至一則廣告，可
能每個人讀到的結果是不一樣的
，誰對？誰錯？為什麼我跟別人
讀到的結果不一樣？這是一個非
常嚴重的問題，在調查中，2007
年台灣內政部作了一個臺灣人口
識字率調查，調查結果台灣人口
99.48%都能閱讀識字，告別文
盲時代，進入了一個文明的現代
化社會。
我覺得有識字能力不代表有
理解能力，舉一個例子做個小實
驗：一位男同學交給女同學一張
卡片，上面寫：「世界最遙遠的
距離是…我在妳面前，而妳卻不
知道我愛妳…」
第二天這位女同學將原卡片
送還給男孩子，但是卡片多了一
句話：「世界最遺憾的距離是…
你就在我面前，而我卻看不見你
…」
請問大家，這位女同學對
這男同學的態度為何？A.喜歡
B.不喜歡 C.有禮貌 D.看不起…
經過舉手結果表示，ABCD都有
人選，裡頭的文字敘述每個人看
到的都一樣，但結果卻與大家理
解不同的...。

馬拉松創社長與會感謝
馬拉松社創社長Lobsang感
謝社友及夫人12月9日(星期六)
踴躍參與馬拉松社的創社授證慶
典，也特別感謝南門社社友給了
一大筆的創社基金（46萬元），
我們會好好運用。
文字有客觀的訊息和主觀的
投射，這世界在許多面向，都在
經歷一場典範移轉，教育也不例
外。當我們還在爭論考試的內容
，國際教育思潮已經改變。老師
的角色從一位知識的解惑者，進
一步成為一位思想的引導者。透
過老師的提問，學生展開閱讀歷
程，閱讀是有歷程的，必須透過
分析文本、擷取知識、重新整理
後，再提出自己的看法與省思。
「理解型的提問沒有標準答
案？」這樣的想法並不完全正確
。理解型的提問應該老師在先知
道問題的答案後，重新設計提問
，透過提問與學生的回答，了解
學生的思考過程，才能真正知道
學生遇到的閱讀障礙，從而跨越
障礙、理解閱讀。
如果沒有明確的理解，我們
反思面對的是什麼？
未來學大師艾爾文‧托夫勒
(Alvin Toffler)說過：21世紀的
文盲，將不是不會寫字和閱讀的
人，而是那些無法學習、不願學
習和不重新學習的人。艾爾文‧
托夫勒這段話想傳達什麼訊息？
．21世紀學習很重要。
．21世紀需要終生學習。
．21世紀文盲的定義與過去不同。
這三個答案沒有對、錯的問
題，而是理解層次的差別。「21
世紀的文盲，將不是那些沒有知
識的人，而是那些不會學習的人
。」面對問題、解決問題的能力
，是未來人才的重要條件，而構
成這項條件的能力基礎就是閱讀
素養。
閱讀永遠是主觀，但是客觀
永遠有存在的必要。我們不要認

為我們對問題的認知是正確的，
一樣要用同樣的方式來檢視，我
到底是不是問對了問題，這樣才
會有正確的答案。
將來學校推動閱讀教育，正
是台灣教育正在進行史無前例的
大改變，從孩子的學習到到將來
孩子升學，閱讀的能力都佔了決
定性的重要性。我在閱讀獲得的
學習，不是讀一本書或是一篇文
章的能力，而是在閱讀的過程裡
面，能夠學習如何學習，能夠學
習如何反省，最重要的是我在閱
讀的過程裡面，讓我成為一個有
能力發現也願意接受我可能是錯
的原因，如果我在閱讀的學習過
程裡面，沒有那一層我可能是錯
的條件，那我就會覺得我永遠是
對的，而別人永遠是錯的，那我
就不需要學習了，因為我永遠是
對的。
礙於時間限制，分享到此，
謝謝大家。

目前馬拉松社共有25位成員
，只有我一個是扶輪人，肩負的
責任重大，馬拉松社是兩個星期
才舉行一次例會，不太習慣。二
十年來受到南門社友的照顧，也
得到豐富的扶輪知識及經歷，再
次誠摯的感謝大家。

出席率報告
代理出席Casa報告前週出席
率，社友人數66人，請假3人，
免計出席8人，出席人數39人，
出席率67%，達到抽獎門檻，恭
喜Archi、E-Style、Catia社長、
Lawyer獲得鯖魚生鮮。

糾察時間

點滴
何志修報告自行車活動
Sugar總幹事報告本星期舉
辦奧萬大自車旅遊
，分為兩組，一組
是腳踏車組、一組
是旅遊組，約四十
多位報名，謝謝大
家踴躍參加。
元月14日（星
期日）舉行自行車
隊尾牙，歡迎大家
共襄盛舉。

Sugar主持糾察時間，感
謝馬拉松社CP Lobsang及社
友Runner歡喜捐1000元、感謝
Surgeon社友及Catia社長分享一
筆。

第1207次例會

秋季旅遊 暨 職業參觀
職業參觀 翰頂生物科技公司
阿信巧克力農場 龍坑生態保護園區

上週民國106年十二月十九日第1207次例會，休會乙次，因變更至
12月22-23日（五、六）秋季旅遊暨職業參訪。
上午10點多抵達瀚頂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進行職業參訪，第二天行
程參觀阿信巧克力農場及到墾丁龍坑生態保護園區遊憩。

下週 例會

107年1月2日(星期二) 【元月份慶生會暨歡迎新社友宣誓入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