院長的話 Messages from President【教師節】
首先謝謝各位老師，您們的奉獻及委身於松年學院的精神令人
感動和佩服，在這兒我們記得台灣9月28日是教師節，特別從心裡感謝
您們的愛心貢獻使松年的家庭欣欣向榮，生活充滿了希望和喜樂。
美國的教師節其實追溯到1944年羅斯福總統以81屆參議院通過
教師節，直到1980年3月7日宣告為教師節，而真正定教師節是於1985年
訂立每年五月第一個星期二為教師節，假如您從 google 尋找世界有許多
國家以10月5日為教師節。
可能很多人不知道台灣教師節的歷史來源，1966年10月5日聯合
國教科文組織與國際勞工組織聯合主辦了關於教師地位的政府間特別會
議並通過了《關於教師地位的建議書》。台灣教師節訂在9月28日與國
際教師節不同日期。中華民國政府遷移台灣后，于1952年頒訂至聖先師
誕辰及教師節改為9月28日直至今日，該日又稱「孔子誕辰紀念日」。
每年各地孔廟都會舉行隆重的釋奠典禮。在教師節周間，全台各級教育
行政單位均會舉辦「慶祝教師節大會」表揚資深及優良教師及職員，每
年的「師鐸獎」、「教育奉獻獎」亦在此時頒發。
韓愈說的「師者，所以傳道、授業、解惑也」，事實上在現代
的科技進步的時代。為師之道泛指做人的道理卻很少傳給學生；我當然
接受某些做人的道理，但我不相信作為老師的責任是向學生灌輸這些道
理，理由很簡單，就是這些道理未必適合他們。「授業」的意思是「傳
授知識」，老師的責任是傳授知識。至於解惑，那要看學生有多少疑惑
、甚麼疑惑，老師沒有責任解開學生的所有疑惑，此外，有些學生根本
沒有疑惑，而老師也不一定要引起學生的疑惑才可以有效地教學而是指
點明津。老師有責任擴闊學生的視角（perspective），幫助他們認識不
同的視角，以及讓他們明白到每個視角都有其限制。我們若上過哲學導
論的課較容易明白有關擴張視角，使學生明白到需要反省自己的信念。
生活上可以有"critical self-reflection"，就是笛卡兒的「我思故我
在」的名言，最後回到"know thyself"。Self-reflection 要做到 critical，就
免不了要（暫時）跳出自己的信念圈，去認識和考慮不同的視角。有些
學生對這個 critical 的態度在開始時感到有點不安（uncomfortable），但
大多很快便適應，當我們有較廣闊的視野就會受到挑戰，新的知識觀點
就會跳躍正如我們松年學院是終身學習使我們的生活更加豐富。
教師節有一句成語「一日為師，終生為父」是一句古語出處
司馬遷‧史記‧仲尼弟子列傳：「孔子卒，子夏曰：『一日為師，終身
為父。』乃心喪廬于墓側三年而後返。」，它代表學生尊師重道，如同
尊敬父親一樣，這樣才能賦與於新的意義和傳承。松年家人更應該對這
些老師們的付出感謝和敬重，在教師節的時候表達對老師們的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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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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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viding with Abundance in Life Long Lear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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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alth and Wellness of the Spirit, Mind and Body.

愛與服務
社區消息：歡迎參加
Love; "To serve not to be Served"

1) Ikebana International in Dallas.. 。18th NCARC 2019 欲參加者請
向許院長報名。The Conference will take place Sunday,
October 27 – Thursday, October 31, 2019 at the
Sheraton Dallas Hotel
2) 10/5 (六) 10:00am 上午慶祝國慶升旗典禮，會後有表演活動。
3) 10/12 (六) 2:00pm 在台灣同鄉會有一個驚奇的聚會，歡迎參加!

【Institute

News 學院消息】

1)下週10/7-10是學院的秋假 students’ holiday，學院沒有上課。請
氣道書法班，國畫，油畫，手工藝班同學預備學期末成果展出，
謝謝合作。On October 7-10 is the fall holiday, we don’t have classes,
please prepare for the fall semester learning exhibition: Chinese’s
Calligraphy , Chinese painting, Oil painting and handcrafts classes.
2)上週三9/(25) 9:00am ，許院長前往主持前學員許光雄兄的骨灰
安葬儀式於 Memorial Oak Funeral Home。
３）西班牙語課 El Senor Montalvo 乃在 Ecuador 治本學期末才能回
來，學院希望學習不要中斷請學員按照課程進度進行，Senorita
Celeste Arriaga 因為下大雨汽車被水淹這學期不能來教我們。謝謝
林美絢，游雲真老師負責督導
４) 18th NCARC 2019插花班的同學(10人以上) 特別優待$125.00
可以參加10/30星期三全天的不同流派示範表演，池坊流派校長示
範，午餐及星期四 Ms. La Sage 教授的工作仿 workshop 這些報名是
由松年學院集體報名，請向許院長報名(盡可能在9月30日以前報
名繳費)。請看公告詳細內容。
５) 為環保及節省學院開支希望大家帶自己的馬克杯，餐具在午
餐時用。使用學院免洗餐具請自動捐0.50先令，講員使用免費。
6) 週一 3:00-4:00pm 學習氣道書法課的學員，謝謝阮德如編輯一本
書法入學課本贈送給學員學習。
7) 希望各班學員能組成組群彼此聯絡學習或請益老師謝謝合作!
8) 星期一9/30慶祝王貞慧副董事長先生李克溫博士9月28日生日，
子女為其父生日加菜 。
9) 9月11日松年學院舉行高爾夫球募款賽感謝各位贊助者的熱心幫
忙支持募款收入總計$50,100.00 (目標$50,000.00) 支出 $6,859.28。
再次感謝贊助者的愛心與支持我們終身學習的學院 。
**學院的網站更新: www.htisc.org email: htisc@htisc.org 謝謝黃詩
婷博士規劃，義工 Virginia 陳品璇的總管理維護。您若有學院的照片
文章等可以寄 email:Virginia.chen96@gmail.com，她會放在網上。
10)一日遊: 10/11(五)9:30am-5:30pm 前往 Alvin 參觀歷史博物館和農
場及周邊旅遊，費用$30.00(門票，午餐，小費等)請您壹定參加。

【本週上課專題演講】
*週一(9/30)9:30 -11:00pm 合唱課，指揮詹硯文。11;10am-12:00
noon Health Consultation 健康諮詢「」:李伯榮醫師。
*週二(10/01) Horticultures 11;10am-12:00 noon 「」俞希彥 老師
*週三(10/02﹚11;10am-12:00 noon 「 科技部?」李君浩博士 。
*週四﹙10/03﹚ 11;10am-12:00 noon Music Appreciation 「」黃詩
婷博士。【＊Donation Column 為學院愛心捐款專欄】
﹙耶穌說﹕施比受更為有福﹗ Jesus said, "It is more blessed to give
than to receive." 捐得樂意的人﹐是上主所喜悅的 For God loves a
cheerful giver.捐款抬頭:HTISC 學院是教育非營利機構501C3，可
以免稅。假如您有特別的感恩(生日，結婚紀念日，病癒，旅遊平
安，遷居，脫離危險，家中添孫兒等等) 。出於感謝的心來支持
學院的經營嘉惠長輩終身學習的行列，謝謝您的愛心及功德永續
長存。捐款抬頭:HTISC
為學院
生日奉獻:
為15屆松年杯高爾夫球募款:$200.00林以文。$500.00黃泰山慈
濟執行長。(捐款繼續歡迎)

【10月及本週壽星】
願他們如鷹展翅飛翔﹑走不厭﹑行不倦﹑永保健康平安。人生道
路幸福快樂蒙上主祝福。祝生日快樂。
。(若生日的老師學員名字不在上面請向張文雄更正謝謝)
10/3何麗燕。10/7阮德如。10/8陳丹蓉。10/12駱麗敏。
10/14孟達博。10/15李和美 10/17陳秋喜。10/21林衍秀
10/23林周淑惠。10/25李元平10/28潘淑明。10/29彭紹葩。
10/30王秀珍。【關心學院、學員消息】
**身體康健代禱關心: 有事請通知學聯會長陳祇盛713-594-4987
護理長美枝281-980-1787。
**外出平安:。**王明哲潘如鈺回台灣省親日本旅遊。。**早日康
復祈禱:蔣莉莉，蘇大森，
** 出城旅遊: （9/23-10/12）吳明慧
**省親：(9/25-10/3) 何麗卿前往女兒家訪視一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