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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會時間 / 每週四中午12:00-14:00
例會地點 / 大倉久和大飯店 The Okura Prestige Taipei
辦事處 / 105401台北市民權東路三段142號807室
電話 / 02-2713-5034 傳真 / 02-2713-4520
網址 / www.tienmou-ri3521.org.tw 電子信箱 / rtienmou@ms38.hinet.net

本週節目（第1978次例會）

上週出席報告（7/21）

月底例會：第二次社務行政會議

社員總數
71

補出席
7

出席率
78.26%

請假缺席17名
出國0名
免計出席25名
∼出席是服務的開始，缺席不會產生友誼∼

本週喜慶社友（7/28~8/3）
賴淑芬（Dean社友）夫人生日快樂

出席人數
29

8/2

八月份高球例賽通知
時 間：2022年8月10日（星期三）13:00開球
地 點：林口球場
費 用：NT$3,330 all in
餐 敘：球場餐廳
※ 敬請各位高球隊友踴躍參加月例賽！

第九屆天明萊德盃高球聯誼賽
上週喜慶社友PP Investor歡慶結婚18週年紀念日

七月份高球例賽成績表
總桿冠軍：Eric
淨桿冠軍：K.P.
淨桿亞軍：Patrick
淨桿季軍：Jalan
淨桿殿軍：Venus
Lucky 7：George
B.B.：TT
友誼獎：TT、Hank

跳獎第5名：Sam
跳獎第10名：P.J.
跳獎第15名：Hank
跳獎第20名：Andrew
N/P：K.P.、Vance、Jalan
2nd N/P：Vance、Tim
3rd N/P：Jalan、K.P.

上週來訪來賓暨友社社友（7/21）
劉定綱 先生－主講人
謝明健 先生（Ken）－P Brian來賓

時
地
賽
費

間：2022年9月6日（星期二）11:40開球
點：林口球場
制：新新貝利亞
用：NT$3,100 all in（35人以上優惠價）
餐敘暨頒獎：球場餐廳
※ 歡迎各位社友暨寶眷踴躍報名參賽！

下週節目預告（8/4）
主講人： 高安詠 先生（阿勇）
講 題： 台語的歷史和常見誤會
簡 介： 美國人，軟體工程師，Youtuber，創立「阿勇台
語」頻道，自編台語教材，致力於台語文化的保存
與推廣
邀請人：PP George

IMAGINE Rotary

想像扶輪

給青年世代的台語課本
主講人：劉定綱先生
謝謝S.R.的介紹，也謝謝社長和各位社友的支持！
我是劉定綱，老實說我是所謂的外省第三代，父親
是外省人，母親則是本省人，我的成長背景剛好是國語政
策正夯的時候，從小在學校講台語是要罰錢的，因為受到
這樣的影響，所以我的台語是現在才重新再學的。之所以
會想做台語課本，很核心的原因是我就讀的法律系其實是
非常台的一個系所，所以在裡面受到本土化相當的一個衝
擊，而畢業之後唸的社會學也是在關心台灣的本土文化和
本土社會的一些議題，也做了一些台灣電影和台灣漫畫相
關的研究，在這過程中我意識到在這個時間點，迫切地需
要一本台語課本。我現在是師大台文系的兼任助理教授，
我手上這本台語課本就是師大的師生共同完成的一件成
品。現正投入108課綱下的語文教育改革，出版了奇異果版
高中國文課本和奇異果版高中台語課本。
為何台語在教育部會被稱之為「閩南語」呢？這說
來有點複雜，但是由文化部管轄的公視台語台因為有比較
高的文化主體性，所以堅持台語還是可以叫「台語」。台
語在日治時代稱為「台灣話」，這樣的稱呼一直沿用到現
在，對台語是非常適切的。但是教育部因為會受到各種語
言相關的一個表達，認為台語不應該是一種特定的語言，
所以折衷的方式是將台語視為「台灣台語」的一個簡稱，
其他語言還包括「台灣客語」、「台灣原住民語」、「台
灣閩東語」、「台灣現代手語」等等。在此狀況下，我們
會發現目前台語和閩南語之間還是有所衝突與障壁。
教育一直是大家非常關心的主題，但近三年來有了一
個翻天覆地的改變。大家可能或多或少都在新聞中聽到過
一個關鍵字叫「108課綱」，它其實就是一個由政府推動
的大型教育改革，這個教改有什麼意義呢？像我從建中唸
到台大法律系，本身算是很會考試的，但是具備考試的能
力並不代表就具備該學科足夠的知識能力和素養，這其實
有點危險。像各位都是我人生的前輩，大家可能都會發現
到無論是各行各業，都需要一直在專業領域中學習新的事
物，學習新事物需要具備相當的能力，因此我們應該培養
的是一種終生學習的能力。教育部就依照終生學習的這種
概念擬定了108課綱，其中就有所謂的「素養導向」，素
養講的是內在能力，可以一路引領我們從內在到社會參與
的相關歷程。108課綱希望型塑一個現代的公民，有自主行
動、溝通互動和社會參與的能力。
108課綱讓大家意識到國語文能力有所不足，因為國
語文教學的內容與學生之間的連結力不夠強，甚至顯得疏
離，我們發現語文教育對學生投入的程度其實是很低的，
而如果現代社會要終生學習則需要語文能力的支持，顯然
學校教育養成的語文能力是不足的。現在學校的國文老師
大多以中文系為主，但中文系多側重文言文的訓練，而文
言文的語法、遣詞和現在我們一般使用的華語完全不同，
幾乎可以被視為第二外國語，因此學生很難在這樣的語文

教育中找到跟自己
的連結。因為在
108課綱中有文白
之爭，所以文言文
的授課比例有調降
到45%左右，但今
年學測中文言文的
考題佔比還是高達
70%。
此外，我們的
語文教育也相當缺乏對台灣文學及台灣文化一個系統性的
介紹。我們從小學習的國學常識教的都是中國歷代文學、
文體，完全沒有提及台灣文學和文化的認識。我們有所謂
的中華文化基本教材，四書五經大家可能背得滾瓜爛熟，
但對於台灣本土文化卻沒有系統性的認識。在語文教育裡
面幾乎沒有本土語文的空間，如果國語課本裡面要收錄各
種語言的話，為何不能收錄台語、客語或者原住民語？這
意味著國語文教育有著很大的問題。
我們在2019年，也就是108課綱的第一屆，就做了
國文課本，也獲得很多新聞媒體報導，說我們是最美的國
文課本，其實我們希望帶動的是國文課本甚至是整個國文
教材的改變。當時國文課本完成後，我感覺到仍有許多不
足，像是現在的國文老師多半是受文言文訓練出身，在教
授現代文學或是台灣文學時缺乏詮釋的能力，我們是否有
可能讓非文言文訓練的老師來參與語文教育？現代語文教
育需要的是培養學生現代閱讀、溝通和表達的能力，我們
每天都需要大量閱讀各種文章，在社會上經常需要與人溝
通並說清自己的立論，在公眾場合也需要用各種方式來表
達，這些能力都需要經過訓練。
文化部從2016年鄭麗君部長開始有了許多革新和進
步，包括文化基本法、國家語言發展法等，後者將幾種本
土語言稱為「國家語言」，讓本土語言可以應用在各種正
式場合，而不受限於民間使用。其實各種本土語言都在巨
幅衰退，以前離開台北，幾乎都只能用台語溝通，但現在
即便是在台南，學校內可以用流利台語溝通的人也不足
20%，這差不多與文化部統計現在可以流利使用台語的年
輕人比例相符。這件事很恐怖，因為它意味著我們的文化
被刨根，我們的母語能力在大幅度地流失。所以國家語言
發展法的一個用意是要保護這些瀕臨滅絕的語言，也規定
了國高中生必選修本土語言。以前在小學的鄉土教育裡面
可以自由選修本土語言，但國高中沒有接續下去，而且仔
細觀察國小的本土語言教育會發現大部分的時間都在唱歌
或是學習諺語，而這些都是長大之後不太會用到的東西。
國家語言發展法規定六年後，舉凡規模在24班以上的
學校都必須聘任一位本土語言的正職教師，因為現在學校
對教師員額的限制非常嚴格，很少人能擔任正職教師，大
多以代課、代理或支援教師為主，具備本土語言專長的教
師基本上根本不會被聘任，但有法律保障後將會變得不一
樣了。

1990年代後的母語運動一直在倡導文字標準化，標
準化才能讓語言更容易被學習，另外藉由《悲情城市》、
《無言的山丘》等電影置入的方式讓台語文藝化，其次是
讓台語介入公共領域，於是在2006年，教育部頒布了台
語文字標準化的系統。雖然這個系統尚未取得這個領域的
共識，但是隨著這樣的進步，至少能讓台語文化介入各領
域，達到文化平權，讓所有空間都能感受到母語的存在。
我們從2019年開始跟師大台文系合作，一起討論要做
什麼樣子的高中台語課本，很多人會覺得台語詞彙較少、
文字標準化還未定型，感覺上這個領域還有許多爭議，最
後我們達成的共識是要做出一本讓高中生不會瞧不起本土
語言的課本，裡面要搭配的是台語的現代化和生活化。我
們對課本的想像是要更符合青年世代，所以設計上採用更
多的現代思維、有更多的留白。這本課本在美術風格上，
希望做到的是去幼稚化，避免造成大家對台語學習的刻板
印象，認為學習的都還是小兒科的東西，而且能在生活的
各個領域上使用，就像貴社贊助出版的世界文學名著台譯
本一樣，我們也在課文中選擇了一篇《小王子》。另外，
台語可以講解物理學或者現代生活周遭各式各樣的議題，
像是媒體素養嗎？當我們將這個考量納入後，發現從面對
過去到面向未來就是我們的一個想法。
我們的課文選課由易到難，第一課就是前衛出版社翻
譯的世界名著《小王子》，從中帶到的議題就是知識的想
像，說明想像力對學習有多重要。第二課選的是台灣文學
家宋澤萊寫的《三百冬來台灣文學審美觀點的變化》，以
四季系統性地介紹台灣文學。第三課選的是兩首跟政治有
關的現代詩；第四課講的是慣性座標系統，這就是數理的
領域了；第五課講的是福島的核災；第六課是平埔族與阿
美族的介紹；第七課是新聞生產和媒體素養；第八課是一
首七字唸歌，說的是八八水災的故事；第九課是與海洋有
關的議題…。大家可以發現我們的課文裡面涵蓋了各種議
題，不像以往的台語課程都是先學習俗諺、節慶、地景這
些，我們希望台語能夠去描述我們全生活的世界。
最後要帶到我們教學的生態系，我們囊括了師大台
文系的專業團隊，像是許慧如主任、林巾力主任、劉承賢
副教授、呂美親助理教授等來編纂台語課本。同時，我們
也結合陳玉箴教授、方偉達所長、莊佳穎副教授及台語
記者兼主持人曾偉旻等人，編印了一本「台灣文化基本
教材」，內容包含飲食、民俗、語言、文學、流行文化、
新媒體。此外，我們想要創造出一個跟中文系不同的教學
典範，改以台灣文學、台灣文化和台灣語言作為學習的重
點，所以師大台文系有自己的師培體系，負責培育北部的
國高中台語教師；我們也有進修學分班，和現場老師有縱
向連結，希望能夠建立台語教學資料庫，隨時能做最新的
修正。
其實除了課本之外，教學現場還需要很多的配套才
能進行，三週的課程規劃需要有教案、活動設計與補充教
材，尤其因為疫情的緣故，很多學校改為線上授課，所以
我們製作了十二課共270分鐘的線上影音課程，由台語主
持人與教授群對談，內容包括課文朗讀、議題解說和造句
練習；除了生難字語音朗讀、教師教學工作坊外，我們還
開發了教具，例如台語桌遊。之前我們藉由集資獲得第一
筆資金，同時也讓社會大眾和媒體注意到我們在做這一件
事，但後續推廣還需要一些支持，我們也還在努力中。以
上就是我今天的演講，謝謝大家！

例會捐款報告（7/21）
甲、一般捐款（紅箱收入） 乙、社務費用
IOU
15,000
承上期
承上期
87,196
合 計
102,196
總 計：187,183
丙、高球捐款
承上期

3,000

丁、獎助金捐款
IOU
承上期
合 計

84,987

3,500
2,500
6,000

戊、美哉•福爾摩沙捐款
IOU
500
承上期
101,500
合 計
102,000
△ 熱烈歡迎劉定綱先生蒞社演講，必定精彩：Brian、Chris
、Gene、Investor、Jake、Oliver、P.J.、Porcelain、
Steve、TT
△ 恭喜本週喜慶社友PE Hank夫人生日快樂、PP Investor
結婚18週年紀念日快樂！Arch、Bruce T、K.C.、Lio、
Oliver、P.J.、Steve
△ 熱烈歡迎謝明健先生Ken第三次蒞會：Brian、Bruce T、
P.J.
△ 純歡喜：IF、Taro
△ 歡迎主講人劉總監蒞社，感謝PP S.R.邀請：Cory
△ 賀幸福巴士服務成功、順利：Cory
△ 感謝社友大家的祝福：Investor
△ 很高興看到Taro！有出席就會有出息：Jake
△ PP Michael、PP Investor幸福巴士預訪成功：Jake
△ 謝謝高球活動給我進步的舞台，恭喜IF擔任高球主委，期
待未來他的一桿進洞！天天開心！Jalan
△ 歡迎劉定綱博士蒞社演講，精彩可期，感謝PP S.R.推薦
主講人：Lio
△ 歡迎劉定綱博士蒞社推廣台語教學：Patrick
△ 社長人帥，敲鐘姿態也帥：Smart
△ 歡迎Ken兄，期待您的加入！TT
※
△
△
△
△

獎助金捐款：
歡迎好久不見的Taro參加例會：Chris（NT$1,000）
歡迎Taro社友重現江湖：Gene（NT$1,000）
歡迎劉定綱先生主講：Porcelain（NT$1,000）
PE Hank夫人生日快樂、PP Investor喜慶Happy：S.R.
（NT$500）

※ 美哉•福爾摩沙捐款：
△ 歡迎劉定綱總監/博士蒞社演講：S.R.（NT$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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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月份理事會會議記錄
時
地
出

間：2022年7月14日（星期四）14:10
點：大倉久和飯店•3F久和廳
席：陳柏良 賴香光 王國添 魏道佐 張丁山 鄭藝懷
陳志瑤 楊文宗 曹敦堯 陳益盛
請假缺席：林寶德 彭民雄
列
席：詹惟任 陳敦弘 張榮輝 詹炳鎔 黃三榮 林添貴
王冠敦
主
席：陳柏良
記錄：陳穆君
甲、確認上次會議記錄
乙、通過本次會議議程
丙、報告事項：
1. 第41屆社長暨職員理事就職典禮已於2022年7月7
日（週四）假大倉久和飯店三樓久和廳圓滿舉行。
2. 2022年地區訓練講習會（DTA）已於2022年7月9
日（週六）假美福飯店二樓宴會廳舉行，本社共有
七位社友報名參加。
3. 今年度地區總監公式訪問暨公訪會前會訂於2022年
9月8日（週四）假大倉久和飯店三樓久和廳舉行。
丁、提案及決議：
1. 第四十一屆理事會於2022年7月1日前舉行之第一
次至第四次預備會議之各項提案及決議，提請追認
通過案。
決議：通過。
2. 第四十屆（2021.7.1~2022.6.30）財務決算表，提
請審核案。
決議：通過。
3. 侯舒文（Philip）社友擬自2022年6月30日起申請退

社，提請討論案。
決議：通過。
4. 承上案，出缺理事一名之遞補人選，提請討論案。
決議：由王冠敦（Terry）社友遞補。
5. 承第3案，扶輪知識委員會暨扶輪行動特別訓練委員
會之新任主委人選，提請討論案。
決議：委由楊文宗（Bruce）社友兼任。
6. 本社歷年啤酒盃均由前後兩任社長擔任主人，平攤
球賽暨晚宴之所有相關費用，但IPP Philip已明確表
示不願意參與合辦，其原應負擔之分攤款項應如何
處理，提請討論案。
決議：上述費用NT$72,810自40屆餘絀中沖銷，之後
其個人如有RI半年會費等7月1日之後衍生的費
用也一併比照辦理。
7. 地 區 來 函 邀 請 各 社 參 加 地 區 扶 輪 青 年 領 袖 營
（RYLA）活動，提請討論案。
決議：本社不參與主辦，開放社友自由報名參加。
8. 地區來函邀請各社踴躍贊助2022-23年度「生命橋樑
助學計畫」，提請討論案。
決議：予以婉拒，因本社獎助金特別委員會已有類似
工作計畫。
9. 劉啟清（C.C.）社友、陳定宇（Dean）社友、蔡清
標（Neuro）社友、林志華（Michael Lin）社友暨陳
泰良（Taro）社友均擬自2022年7月1日起請長假三
個月，提請通過案。
決議：通過。
戊、臨時動議：無

3521地區2022-23年度RYLA扶輪青年領袖營
活動主題：Lead To Future引領未來
活動說明：
1. 扶輪青年領袖營（RYLA）是扶輪為青年所成立的建構
性計畫，鼓勵青年瞭解自己、勇於改變自己、激勵領
導才能，培養成為優質的世界公民及增進人格發展，
進而做為將來的領導人才。
2. 青年是世界未來20年的社會中堅份子，透過現在社會
中的中堅份子，瞭解未來可能面對的社會及需要知道
的能力，進而發展成為未來的中堅力量。本次活動將
經由未來科技瞭解未來所需的知識、能力及領導力。
活動時間：2022年9月24日∼25日（星期六∼日）
08:30~17:00
活動地點：台北捷運北投會館＞台北市北投區大業路527巷
88號
住宿地點：北投輕行旅＞台北市北投區中央北路三段53巷1號

報名費用：學員每位NT$300（限20∼35歲）
行程安排：
活動內容
認識未來的夥伴
未來世界年輕人所應該擁有
9/24 的概念與能力
（六）
未來科技在企業中的運用及
機會
團隊合作及企業主題設定
晚會及星空夜談
創業發表
9/25
創業發表
（日）
創業甘苦座談會

活動組
政治大學
曲建仲 教授
IBM
吳建宏 總經理
外聘講師
小隊輔
小隊輔
創業社友
創業社友

※歡迎社友鼓勵有興趣的青年子弟踴躍報名參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