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規劃對年輕人的服務
在美國印地安納州的一個市鎮，有一對屬門諾教派的視盲姐妹加入了少獅。她們找到新

朋友，發現服務的樂趣，並且整個擴展了她們的自我意識和她們成就人生的領域。同樣的道

理也可在獅友和年輕人的身上看到。不問在印地安納州、在印度、或在您們的社區，獅友引

導年輕人的活力和熱情走向服務和成功。

總會長本年度目標之一，就是牽引年輕人步上服務和友誼，並且協助培養他們成為獅友。

國際獅子會已經做了許多成功的措施。徵召獅友運動Lions Quest已經又擴展到四個新國家，不

久另有兩個國家會加入。國際青少年育樂營和交換計劃The Lions International Youth Camp and 

Exchange Program正蓬勃發展：40個國家的獅友舉辦了123個青少年育樂營。少獅工作還是跟過

去一樣地活躍：共有將近145,000名少獅；我們重新調整少獅工作，讓它更具吸引力 。 

年輕人喜歡競爭和考驗他們的天賦。因此我們創辦了全球青少年音樂比賽。獅友參加雪梨年

會，將可親眼看到參與決賽的年輕人，為爭奪最高獎項展現高水準技巧和高超程度，而振奮不已。

就一個國際組織而言，現在前途就維繫在年輕人身上。印度五億人口年齡都在25歲以下。

在中國和非洲年輕人所佔百分比也很高，它們是印度以外我們的獅友顯著成長的地方。我們必須

繼續在年輕人當中培養少獅和培養獅友。他們帶來新鮮的觀念、無限的活力和對他人充滿善意的

心。引用一位少獅的話說：我們比較年長的獅友必須〝邁向年輕化〞“MOVE TO GROW younger”。

我們知道早日結合年輕人，將建立牢不可破的緊密關係。一件又一件的研究報告顯示：

致力於社區服務的年輕人，將把那股熱誠繼續帶往長大成熟的階段。俗話說：教導一個人釣

魚，不要光給魚吃；確有異曲同工之妙。我們必須教導年輕人服務的價值，而不光是找門道

讓年輕人暫時快活。獅友經常對弱勢年輕人，和災變陷於危機的年輕人伸以援手。但是我們

也必須用心鼓舞年輕人的服務心態，才能夠對社區有所貢獻。

邁向成長Move to Grow可激勵各年齡層獅友在服務方面的進步。獅友將年輕人呵護在雙

翼下並指點正確方向，他們特別能向前邁進和成長。我們獅子會是一個偉大的組織，將在未

來數十年興隆發展。我們祇要現在開啟年輕人的潛力，就能夠獲得充分發展。

國際總會長埃貝哈‧魏爾夫斯

Move to Grow

攝影 / 莊文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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獅   子會（L ions  C lub）係由美國芝加哥保險業

者茂文瓊斯（Melv in  Jones，1879-1961）

於1917年創立於美國伊利諾州芝加哥，迄今已有

九十餘年之歷史，擁有會員130餘萬人，是世界上

最大的志願服務社團組織，國際總會設於美國伊利

諾州橡樹溪（Oak Brook）。加拿大於1920年加入

獅子會之後，獅子會成為國際性之服務社團，稱為

國際獅子會（Lions Clubs International）。

國際獅子會的英文名稱「LIONS」五個字母，分

別代表L iberty（自由）、Intel l igence（智慧）、

O u r （ 我 們 ） 、 N a t i o n ’ s （ 國 家 的 ） 、 S a f e t y
（安全），稱之為獅子會的標語（Slogan），中文

則譯成「尊重自由，運用智慧，增進我們的國家安全。」

獅子會的口號（Motto）是「我們服務」，英文是

「We Serve」。

我國是加入獅子會的第三個國家，早在1926年即

於天津成立第一個獅子會，會員55人分別來自地

主國、英國、德國、義大利、法國、日本、奧地

利、匈牙利及美國；1927年繼而於青島成立第二

個獅子會。兩地之獅友，頗為活躍，在天津組有男

童子軍並設置粥場，在青島則成立眼科診所。後因

戰亂，獅子會在大陸之運作陷入停頓狀態。直至

1953年，方由菲律賓馬尼拉獅子會我國僑領蔡顯

祖獅友，來台協助恢復我國獅子會之組織。

嗣經多年逐步成長茁壯，台灣於1959年成為臨時區

（provisional distr ict），1964年成為正式之300

單區（single d is t r ic t），1978年更發展成為300

複合區（multiple distr ict）。目前台灣300複合區

擁有300-A1、-A2、-A3、-B1、-B2、-C1、-C2、-
C3、-D1、-D2、-E1、-E2、-F、-G1及-G2等15個

副區（sub-district）。每一副區每年選出總監一人，

肩負發展區務及宣揚獅子主義（Lionism）之責任。

依據2010年4月之統計，本（300-A2）區現有88個

獅子會，會員人數2669人。              
張奉德 謹識

賴總監徵求年度參與感言

2009-2010年度賴總監，以〝真誠‧用心‧尊重‧

展望〞口號，帶領獅友攜手服務即將屆滿，行文公

開徵求參與感言，每篇以300～400字為度，附加

生活照片一張，並請於6月5日以前提供。

總監說，獅友一同〝邁向成長〞的一年，各位

熱情的參與光榮的服務做出寶貴的奉獻的實績，

有深刻的心得感想。獅誼月刊就是要將各位寶

貴的心得經驗紀錄保留傳承下去，共增光彩。

文稿請以電子郵件傳送至lions@ienet.com.tw或

lci300a2@ms22.hinet.net信箱。生活照片務請挑選

畫面品質優者為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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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獅子會300A2區創區25年，2700位獅友始終堅

持We Serve的精神，走正確的方向，做正確的事：獅友

把錢給需要的人，力氣花在需要的地方。去年8月8日

莫拉克颱風挾帶豪雨，瘋狂肆虐台灣，一夕間造成

嚴重水災、山崩、土石流造成嚴重災害，數百人

傷亡，台灣東、中、南部山區災情慘重是百年所

僅見。剛上任不久的賴阿溪總監，體認身為獅友

面對天災，社會賑災重建的需要。當時台灣

複合區總監議會開會通過：要求獅友每位捐

出1000元，募集約3500萬，以國際獅子

會名義參與全國賑災；國際總會瞭解台

灣災情嚴重，以LCIF名義一個副區撥款

1000美元參與救災，總共撥給台灣地區

15000美元。

賴總監身為A2區總監重職理當義不容辭為人道救援工作而責無旁貸，迅即邀集年度區

內閣員及11個專區主席，召開〝緊急救災行動會議〞，釐定工作計劃，共同呼籲本區全體獅

友發揮關懷疾苦、扶弱濟困、人溺己溺，熱心奉獻的獅子精神，付諸行動，由區內閣員、專

區主席、分區主席、會長等組成300A2區賑災籌備委員會。以最快速行動救援受創災區的兄

弟會及獅友家鄉，為優先賑災的對象，爾後再集中資源，更理性實地勘察受創災區的長遠需

求，做為重建的服務標的。

經過向各位前總監請教，特別是遭逢921大地震災變而有機會重建南投瑞田國小的王錫

淵前總監，賴總監獲悉救災重建程序，須先尋求本區適合的重建標的，再著手動員全區獅友

踴躍捐款。經數十天走訪各地災區，幾經評估，因受限符合本區愛心賑災原則，實不容易。

幸好透過多年好友300F區台東第一獅子會蔡國松前會長的推薦，賴總監儘速偕同李樹枝秘書

長、周吾軒資訊長三人拜訪台東大武國小謝慈珍校長；經過懇談和深度了解之後，感佩謝校

長對教育的熱愛與真誠奉獻的精神，深受感動。

總監的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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賴總監指出，大武國小建校逾百年，培育無數學子，校舍本就老舊失修，此次又遭逢八八莫

拉克颱風侵襲，牆壁屋頂漏水更加嚴重，亟須整建。尤其活動中心是學童課外活動之處，也是大

武鄉社區民眾集會之場所，更是緊急救災避難之安置中心，是多功能使用的重要場地。幾經籌備

小組研討，數次與區內閣員、專區主席代表勘查商議，獲得全體共識，在本區九月份擴大區務

會議，經全體與會領導獅友無異議通過，確認集中全區獅友資源，共襄盛舉，為大武國小整建

工程籌募賑災款，目標1200萬；由於獅友熱情響應，捐款不斷累積，最後達到1600萬元。

台東縣黃健庭縣長坦白說，台東資源欠缺，學校沒錢整修，縣政府也無力撥經費。國際

獅子會300A2區用愛心和最好的材質，讓超過百年的大武國小重生。謝慈珍校長也說出她的

興奮和感動。大武國小有幸得到本區的認養活動中心及校舍整建。施工期間，賴總監與李秘

書長常常帶領獅友到場監工。由於獅友充沛的愛心，除了校舍整建，為了社區居民以後的需

要，特別貼心鑿了備用水井，購置發電機。為了美化環境，還廣植樹木蓋花園，增建獅子走

廊。獅友的善心善舉，讓學校遠離了風災陰霾。她和師生永懷感恩。

上年度布蘭德前國際總會長，期望獅友透過服務創造奇蹟，人人成為社會服務的每日

英雄Everyday Hero。賴總監說，300A2區的獅友都是服務社會的英雄，不輸給最近登上《時

代》雜誌百大影響人物英雄榜的台東是賣菜47年的陳樹菊女士。我們獅友將秉持We Serve精

神，繼續為社會服務，認真做下去。陳樹菊認為「錢是要給需要的人才有用」，國際獅子會

則是社會那裡有需要，我們獅友就介入，加以改善、做好。我們獅友但求熱情服務、勇於服

務、以及用心服務。《攝影：江哲和 / 林繁男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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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  論

服務的方向與標的

前總監 莊再發

國際獅子會是全世界最大的服務社團，獅友遍佈203個國家與地區，大家秉持We Serve的

座右銘，運用智慧，堅持自由的理想，為國家、社會的安全奉獻、服務。獅友們以樂觀、希望的

信念，關注社會的脈動，凝聚會員的力量，扮演兒童的保護者、社區的輔導員、弱勢團體的

人道關懷工作者、以及急難救助的發起人兼執行者，用愛心與服務，從事”復健”的工程，

以求整個社會更和諧、更健康、更美滿、更幸福。

國際獅子會300A2區的2,659位獅友在歷任總監的卓越領導下，樹立了良好的典範，確立

服務的方向，並隨機在各年度執行年度計劃，在各項社會服務的標的，都有很突出的優良表

現；就如防盲計劃Sight First 的執行和捐贈、南亞海嘯的國際救助、921大地震捐建南投縣

瑞田國小校舍、及最近的莫洛克颱風風災台東縣大武國小的整建工程等，如此深具意義，

萬古留芳的社會服務，就是本區歷任總監及未來的領航者，帶領全體獅友，奉獻社會服務，

造福人羣的一個方向。

這次，賴阿溪總監率領了500多位獅友，參與本區援建台東縣大武國小的教育服務工程落成

典禮，讓獅友們體會急難救助與人溺己溺的博愛情懷，見證並享受獅子會We Serve的榮耀。

第49屆遠東暨東南亞獅子年會即將在今年11月於高雄舉行，預計有近兩萬名國內、外

獅友前來參加，據年會主席林齊國前總監表示，此次大會決定在南台灣的高雄市舉行，是借

重高雄舉辦世界運動會的成功經驗，與南台灣獨特的風土人情、海洋風光；”服務的力量”

藉由熱情服務的心，推廣台灣之美，讓台灣在國際舞台上發光發熱，也讓國內、外獅友都

能感受到大會的主軸The Power of Service。

身為地球村的一份子，地球暖化帶給我們一個不知名的威脅與恐懼，呼籲全體獅友以埃貝

哈‧魏爾夫斯總會長今年的主題Move to Grow，來發揮我們的服務力量，擴大宣揚”節能減

碳”的理念，減少樹木的砍伐，停止山坡地的開發，創造優良、美好的生活環境，讓災難遠離

人間；也讓我們手牽手，心連心，在任何時刻、任何地方、任何人種的情況下，一起展現服務

的力量，期待提昇您與我的獅子形象，把”愛”佈滿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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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英語能力與國際觀

主筆   張奉德

4月18日聯合報報導，台鐵台中站出口處懸掛著十則英文交通標語，竟然每則的英文都有

錯誤，當地一位受訪的中學英文老師給了「不及格」的分數。筆者看了報上登出來的四則英文

標語，感慨萬千：第一，受訪指正的老師宅心仁厚，沒有嚴厲的批評，是位好老師；第二，龐

大的台鐵鬧出這樣的笑話，已經不是第一次，難道又把責任推給施工包商嗎？

去年7月15日，同報報導台鐵沙鹿車站設置雙語交通指南看板，英文譯文荒腔走板，匪夷

所思：靜宜大學譯為「quiet proper University」，梧棲台中港譯為「Wu to stay harbor」，童綜

合醫院譯為「a kid general Hospital」（英文字母大小寫照抄未改）...。據稱該看板已設置一年

多，方被識者發現。

近年行政院計畫推動「提升國人英語力」計畫，包括設置雙語標示等，但社會上仍不斷

發生上述怪誕事例，誠屬遺憾；想營造較佳的英語環境，以提升國際競爭力或國際觀，誠非易

事，昨天沒做，今天已經後悔，現在再不認真做，明天會更後悔。

翻譯是大學外文系一門必修或選修的課程，倘若認為翻譯工作只要手拿一本字典，逐字翻

譯即可，錯矣哉。公告或標語，報章雜誌的標題，即使中文也要有相當造詣，方能收畫龍點睛

的傳神之效，遑論據以譯成外國文字。十年來，為複合區選譯國際總會英文會刊的文章，雖有

四十多年的獅齡，二十餘年教學與將近五十年國際實務的經驗，運指電腦鍵盤，謹小慎微，字

斟句酌，唯恐誤導數萬獅友及其他讀者，此乃獅友八大信條（Lions Code of Ethics）中強調的

敬業精神，不敢或忘。

至於國際觀，眾多獅友從事企業與跨國貿易，早已具有相當的認知，但一般民眾未必。茲

謹舉報章一例供商榷：陸以正先生4月9日因車禍受傷住院就醫，4月11日報紙頭版頭條報導此

一新聞，文章與圖片的第一句話都寫：「前南非大使陸以正…」。依我的認知，所謂「前南非

大使」應該是南非籍的荷維（Alan M. Harvey）或維容（Johan L. Viljoen），兩位與我都很熟，

他們才是「前南非大使」；曾幾何時，陸以正先生竟然變成南非人，否則他怎麼能夠擔任「前

南非大使」？對陸先生的正確簡稱應該是「前駐南非大使…」或「我前駐南非大使…」。望有

識之士不吝指教，並藉此文，敬祝陸大使早日康復，北市交通安全有所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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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災無情，獅友有愛」    
 台東大武國小整建工程落成         

報導： 林芳美
攝影：江哲和、莊文利

何美田、陳文忠
                                                                錄影：賴炆驞

4月30日一早，中正紀念堂大中至正門前，賴阿溪總監夫婦、

楊逸訓前任總監、謝震忠前國際理事夫婦、沈竹雄前議長、莊再發

前總監夫婦、蘇添發前總監、顏志發前總監夫婦、李枝盈前國際理

事夫人、邱文彬前總監夫婦、王光祥前總監夫婦、蕭法剛及陳阿美

兩位前總監夫婦、徐國勇前總監夫婦、邱木源第一副總監當選人夫

婦、現任秘書長亦即下屆第二副總監當選人李樹枝，內閣成員、幹

部等300A2區領導獅友，出席率幾乎是百分百，還有專分區主席、

各委委員會主席，各分會會長以及獅友，共五百多人在此搭乘十五

部遊覽車出發，開始2009-2010年度三天兩夜環島畢業旅行。

封面故事 >>

之所以陣容這麼龐

大，因為賴阿溪總監將

A2區2009-2010年度畢業

之旅，與「莫拉克風災國

際獅子會300A2區認養台

東大武國小校舍暨學生

活動中心整建工程落成

捐贈典禮」用心的結合

在一起，而且每一位參加

者都有賴阿溪總監1000元

以上不等的補助。

獅誼月刊 2010.04~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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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台北經雪隧到花蓮，沿途山海田園景色

秀麗，尤其花蓮到台東走沿海公路，右手邊望

出去是連綿的青色山脈，左手邊則視野遼闊、

海連天，一波波溫柔的輕拍沙灘，形成鮮明

的海岸線；當它遇到在海中嘻戲的岩石，便

禁不住盡情親吻，激起一朵朵大小不一的白

色浪花；偶爾車子轉個彎，向前望去，還出

現好幾處海角景觀。畢業之旅的頭一天，雖

然長途坐車，興奮的心情始終掛在獅友臉上。

先前的細雨早已不再，柔和的陽光、淡淡的藍

天、薄薄的白雲，沒有颱風肆虐時的台東好

美，晚上全體住宿在知本的高野飯店。88水

災洪水沖垮岸邊飯店大樓的經典代表場景，

就在高野飯店前面不到三十公尺的地方。

第二天清早，七點半即繼續搭乘遊覽

車沿台九線公路前進，路旁許多遭受莫拉克

風災淹水重創的地方尚未修護。九點未到，

十五部遊覽車已依序抵達大武國小附近停車

場。賴阿溪總監夫婦在前頭，帶領穿著獅衣

帽的長長隊伍穿過小鎮到學校。

大武國小全體學生在謝慈珍校長和老師

帶領下，穿著有獅子會Logo的金黃色運動服

（黃敏財務長所送）在校門口列隊吟唱鼓掌

迎接，同時為賴總監配戴代表原住民最高榮

譽與地位的頭飾和肩帶。「歡迎！歡迎！我

們歡迎你！滿心歡喜見到你-----」還有「我

們都是一家人」學生們一遍又一遍的唱著，

直到大家都進入學生活動中心落坐。

真誠‧用心‧尊重‧展望



獅誼月刊 2010.04~05�0

這時學校播放『有您真好』影片，那是

各界協助學校災後清除淤泥髒亂、贈書、電腦

及其他物資善款，最主要的是賴阿溪總監、李

樹枝秘書長等獅友的到達、考察、相關認養簽

約、賴總監與李秘書長多次親臨視察、丈量、

整建工程破土開工、施工指導等的記錄。同

時大武社區青年表演「迎賓舞」，代表大武

地區村落人士的歡迎與感謝的心意。

接著「認養校舍暨學生活動中心整建工

程落成捐贈儀式」和學生表演的嘉年華程序

陸續展開。首先介紹到場貴賓，有台東縣長

黃健庭、衛生局長、教育處長、主計處長、

縣議會議長、縣議會代表、還有當地鄉長、

台東縣第一及成功獅子會會長和前總監等。

當介紹300A2區時受到最熱烈的掌聲，五百

位獅友齊聲歡呼。

封面故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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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慈珍校長說：這麼多貴賓，大武國

小好久好久沒有這樣的場面了，讓她既興奮

又感動。大武國小有幸得到300A2區認養活

動中心及校舍整建，在九個月施工期間，賴

總監與李秘書長常常親自到現場監工。為了

學校的常治久安，和東西壞了要請人修不容

易的考量，以及給社區居民以後可能的需

要，賴總監特別貼心鑿了備用水井，購置發

電機；為了學生們能在美美的環境中受教，

又根據園藝學將校園美化成台東最美麗的花

園。在與A2區的互動中，深深體會獅友群

策群力、齊心齊力與盡心盡力，是一個被受

感佩的團體。尤其賴總監有著悲天憫人的情

懷，是很有魅力的領導者，認真、用心、積

極、不辭辛勞。A2區全體獅友的善心善舉、

協助與關懷，讓學校遠離了風災的陰霾，因

而有了重生的機會。最後，謝校長叫小朋友

們起立，鞠躬表達感謝。

當賴總監上台致詞時，第一句話就問：

「看到愛心成果高興嗎？」「高興！」獅友

們齊聲喊，充分表現大家的團結和諧。賴總

監說，當初活動中心屋頂漏水，牆壁像瀑布

一樣，經打掉過去的女兒牆、屋頂全部加

蓋，現在保證滴水不漏，以前破破爛爛不能

關的門都換了，而且有了「獅子走廊」，取

代過去藤架式走廊，老師學生經過，不用再

害怕蛇會掉到頭上。賴總監這次帶五百位獅

友親自到此見證愛心款的用途，每一分錢都

沒有浪費。

賴總監致詞之後，兩位學生上台述說

「風災無情，人間有愛」：莫拉克颱風後，

滿目瘡痍，當他們驚慌失措之際，300A2區的

愛心給他們帶來了希望，讓大武國小成了美麗

的大武山莊，讓他們免於漏水之苦，也成了社

區居民的避難所，他們要用功讀書，積極進

取，將來效法獅子會的典範，回饋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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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縣長接著說，台東資源欠

缺，國際獅子會300A2區用最好

的材質，讓超過百年的大武國

小重生，開啟歷史新的一頁。

他滿懷感謝，也勉勵學生要

開創更好的人生。教育處長也

說，台東資源不足，做不到的事

情獅子會幫他們做到了，希望未來

有更多合作，以改善教育環境。

謝前國際理事內舉不避親，

讚揚賴總監僕僕風塵，監督承

包商日夜趕工及施工品質，也

讚揚他的睿智，活動中心牌樓

上使用原住民的圖騰，而不是

敘述獅子會的功德。他說300A2

獅友繞了半個台灣到此，人倫的

關懷甚於金錢。並且勉勵學生及社區

居民要善加利用，深耕家鄉。

緊接著賴總監將整建後的校舍暨學生活動中心模型和

鳥瞰圖交給謝校長，完成捐贈儀式。校長隨後頒贈感謝獎牌

給相關獅友，以及捐贈「宣導跑馬燈」的第八專區獅友，由

游玲娟主席接受，獎牌內容是「熱心公益、關懷教育、 慷

慨解囊、義認本校因莫拉克風災受損之活動中心暨校舍整建

工程，協助地方建設，惠及偏遠地區學童及居民。」

封面故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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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以原住民最崇高

的儀式抬起賴總監歡呼後，大家始移駕

活動中心門口，在排灣族圖騰牌樓前觀看熱鬧的醒獅

團表演，緊接著，賴總監、前總監、和地方官員一起剪綵、揭碑、校

園植樹後，落成捐贈典禮才告一段落。開始自由參觀校園，購買當地農特產藝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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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故事 >>

和在活動中心享用包括有原住民風味的聯誼餐，有石板烤野豬肉、麻薯、野

菜等；同時邊觀賞學生天真純樸逗趣環保又可愛的嘉年華，其中學校直笛團合

奏、原住民歌謠班的原住民歌謠組曲、旮亙樂團的打擊樂，表演者皆穿色彩豐

富又鮮艷的原住民服裝，使用手工製造的簡單樂器，演奏出好聽的原住民音

樂，大武國小對原住民文化的傳承用心可見。

『春暖大地、獅子會的恩情在大武山下深深種下。』

『如沐春風、大武國小的學生在這更好的教育環境下能更認真學習。』

最後，教導主任顏正一以以上兩行即席創作為落成典禮畫下句點。

揮別了大武國小，十五部遊覽車載獅友繼續南行，到六龜參觀文物，夜宿

義大天悅飯店。

參加「莫拉克風災國際獅子會300A2區認養台東大武國小校舍暨學生活動

中心整建工程落成捐贈典禮」如前所述見證了善款善用，獅友的愛心在大武

山下深深種下。是2009-2010年度畢業旅行，最有意義、最感性、最精彩的行

程，因此第三天，遊覽春秋閣及午餐後，獅友已經歸心似箭。此次畢業旅行

環島一周，五百人、十五部車同進同出，一起吃飯，住同一飯店，還能秩序井

然，全賴事前規劃巨細靡遺。領導人的魄力，執行者的用心，還有參加獅友的

表現，都應該給予最高的肯定。

獅誼月刊 2010.04~05��

是離愁，不是你醜
大武國小畢業之旅第三天，中午在龍珠灣餐廳，獅誼月刊主筆賴進維切著豬蹄膀說：

「剪不斷，理還亂。」邱玉華獅姐接著說：「還好，不是離愁。」賴主筆低著頭：

「我知道我醜，我從來沒有說我帥！」邱獅姐：「這跟醜有什麼關係？」哦！原來耳

不聰的賴主筆聽成『是你醜』啦！  (採訪組長  邱玉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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賴總監和全體獅友
用心血完成
大武國小整建工程
前國際理事 謝震忠

欣逢國際獅子會300A2區，整建大武國小活動中心及校舍落成典禮，謹代表國際

獅子會國際總會表示誠摰祝賀之意。祝福根基永固、屹立不搖。

1935年9月30日美國羅斯福總統，親臨胡佛水庫主持落成啟用典禮時，說了三句話：我

到、我看、我服。表示我到現場、看到這非凡成就、感到萬分佩服。我願套用這三句話，告訴

大家，今天我們五佰多位獅友暨眷屬，抱著興奮又期待的心，看到巍然矗立、美侖美奐的活動

中心及校舍，內心感到無比的欣慰。更由然對 賴總監不負大家的托付，善盡管理人責任，用

心血與熱情，完成了此非凡成就，感到無比的敬佩。

1925年美國一位集聾、盲、啞於一身社會運動家海倫凱勒女士，受邀國際獅子會年會演

講。她說：「我們渴求人們的關懷，遠勝金錢的需要。沒有同情心與愛心的禮物是空乏的。」

今天呈現眼前，就是賴總監秉持此理念的成果。在不到六個月賴總監及李祕書長兩人風塵僕僕

於台北台東間，關心工程品質及進度達廿次之多。921地震到八八水災，政府及民間團體認養

捐建學校、公共建築物達數百處，唯有此活動中心特備有緊急供水設備。當災害發生、斷水

斷電時，仍能供應水源，為在地人設想週到。樹立巨大牌坊不是敘述獅子會功勳，而是鏤刻族

人圖騰，使中心成為台東新地標，更凝聚族人向心力。學校環境一草一木都經賴總監精心規劃

種植。甚至於工人誤將鐵釘打入屋脊，硬被賴總監糾正全部重打不鏽鋼釘，以免鏽蝕。綜觀上

述，証明本中心及校舍不只是一幢建築物，它更蘊涵着賴總監的心血，區團隊成員的熱情以及

全體A2區獅友的愛心與關懷。

活動中心的落成，希望能拉近學校與社區的距離。社區人士能更深一層利用活動中心設施，

營造社區意識，深耕家鄉，多舉辦活動，豐富社區多彩多姿的生活內容，創造安和樂利的人生。

300A2區相中大武國小為服務對象，絕非偶然，而是「神」差遣它的使者賴阿溪總監在此

為大家播種、耕耘。今天我們看到它已在此開花。更希望從今以後，結果壘壘，綿綿不絕。

要達成此目標，希望學校未來作好下列三項工作：

一、管     好-  再好的公共場所，如果不善盡管理責任，很快會淪為大雜院。應速建立管理使

用規則，責成專人負責。

二、用     好-  應地盡其利、物盡其用，多辦活動、不要讓活動中心成為蚊子館。

三、維 護 好-  頂級車，不維修保養，也會跑不動。此活動中心為百年之計，如果維護不當，

三五年後恐將成為廢墟！希望不要辜負老天爺及獅友的愛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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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的力量

陳朝夫〈華興‧編輯委員〉
邱玉華〈慶華‧採訪組長〉
林繁男〈仁愛‧總  編 輯〉

賴阿溪總監(中原)：所有今年度88水災援建工程屬全部A2區獅友的功

勞，尤其每個專區、分區、分會會長都做得不計其數的好。

莊再發前總監：我們在大武國小看到服務的力量The Power of Service

〈第49屆高雄遠東年會主題〉，獅友都有成就感。

林齊國前總監：非常好！可以親自體驗災害無國界、愛心無國界，並給

自己警惕，要愛惜生命及萬物，獅子會的真正意義就是落實社會服務。

邱文彬前總監：獅友為整建大武國小，樂於出錢出力，光看這次落成

典禮湧進500人，創下前所未有的高數字，就可感受到獅友的關懷和感

動。謝慈珍校長和全校師生是由衷感恩：大禮堂舞台上寫著三句話：感

謝您、有您真好、感恩。主題音樂只有：感恩的心、感謝您的愛。如果

沒有A2區獅友及時伸出援手，全校師生恐怕還在滴水中上課。這次社

服做得很好，賴總監領導有方。

王光祥前總監：對於我們A2區此次社會服務很認同，事實上我們要做

社會需要的，就要大家共同響應，不是錦上添花，讓社會整個觀感發動

起來。這是我們獅子會應該做的。

蘇添發前總監：社會服務就是要用在刀口上。

邱木源第二副總監：此次社會服務很有意義，絕對擁護區中央。

吳英欽第五專區主席：賴總監和他領導的團隊，將在歷史上流下輝煌的一

頁；對大武國小師生的影響更為深遠，有機會他們都將以獅子會為榮。

何金龍秘書培育委員會主席〈信德‧09-10秘書聯誼會總召〉：賴阿溪

總監非常的有勇氣、有膽量，原來募款目標只有一千萬元就已經預算

獅友參加大武國小整建落成典禮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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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千六百萬元的工程，還好獅友感覺不錯，捐贈款項才得以節節升高不

斷擴增，找到大武國小也不簡單，感覺很溫馨，恭喜賴總監做了A2區

第二大的 社會服務〈第一大為王錫淵前總監的瑞田國小〉。

黃金龍龍山前會長：連校長都自比是海角八號如此貧瘠的地方，把它重

建得美侖美奐，非常成功。如果用在台北市就不希罕，也看不到成果。

賴榮昌講師團團長：佩服賴總監將高度困難的挑戰，化繁為簡，四兩撥

千金，無論整建工程、旅遊安排、小朋友表演、表揚流程，都頭頭是

道，井然有序。

李永基福爾摩薩會長：對大武國小來講就像一場及時雨，來得恰到好

處：迅速找到問題、解決問題，展現生機，讓小朋友有更好受教育的環

境，增加受教育的資源；以未來性來說，讓小朋友認識獅子會，拓展國

際視野。如果彼此多接觸、多聯絡關懷，A2區還可擴展未來的獅友。

李朝永事務長：整個活動非常窩心，精選用心投入的社會服務，獅友空

前大團結。

周遊分區主席：此次社會服務很有意義，參加獅子會要友誼，可是要少

大吃大喝，一定要社會服務第一。

石儀文愛華前會長：把資源用在下一代身上具有長遠意義，對孩子的教

育是正面的，讓他們體會『取之於社會、用之於社會』並且用同樣的心

情，將來回饋社會。社會服務是一個永續的工作，做比不做好。

蘇清東第六專區主席：在賴總監的領導下，展現團隊精神非常成功，並

且清楚表達 A2 區對災後重建的關心。

魏三郎日月光創辦人：賴總監的用心與規劃、李樹枝秘書長發揮專長辛

苦監工、黃敏財務長捐贈師生每人一件T衫、以及全體獅友踴躍捐獻，

將本區獅子精神發揮淋漓盡致，令人萬分感動。日月光獅友捐款全花在

刀口上，沒有浪費，做到極大效果，覺得慶幸與安慰。

陳永順友聲第一副會長：把資源用在需要幫助的地方，內心感覺很充

實、很驕傲，感覺得出賴總監很用心。

陳家松第七專區主席：社會服務資源有限，怎麼做都做不完，集中力量

做一個地方就對了！

周吾軒資訊長：整建大武國小具有多功效益，影響深遠，特別是學生活

動中心，也是鄉民活動中心，本區在中心多挖一個備用水井，將是最有

真誠‧用心‧尊重‧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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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義的貢獻。獅友的愛心全用到最需要的地方。

許焜海稽核：非常成功！今年總監發起88水災的社服很具正面意義，

A2區的社會服務參加人數從未如此熱絡響應，顯示獅友發揮人溺己溺

的獅子精神淋漓盡致。

莊金山會長聯誼會總召：社會服務是我們獅子會最大的倫理與功能，也

是我們的榮幸，一方面聯絡獅誼，一方面替弱勢團體或需幫忙的，盡一

份社會責任。會長聯誼會全力支持總監。

程文波仁愛前會長：人生本來就是有捨有得，我們施捨了金錢卻得到了快

樂；在做社會服務之餘還能享受美食佳餚，不亦快哉！如果還有機會，我

們仍然要幫助弱勢團體，以獅子精神去完成『我們服務』的獅子主義。

黃秀榕公關長：賴總監的傑出領導，花不多的經費具體實現We Serve的

理想。沿途欣賞台灣美麗風光，並重溫國小美夢，很值得。獅姐夫同

行，目睹如此壯觀的社會服務，受益良多，更支持她對獅子會的付出。

幫助人家就是幫助自己，給人快樂就是給自己快樂。

楊正宗總務長：今年跟隨賴總監，見到他做事細膩，尤其這次社服很不

容易，將大武國小弄得美輪美奐，很辛苦。

葉永松登山委員會主席：這錢花得很有意義，小朋友都覺得很開心很快

樂，整建後整個學校有台北市明星學校的水準。

許炳煌總監特顧：喜見社會服務輝煌成果，他本人為善不欲人知。

曾珠總監特顧(建華)： 很好！有歡喜心，集眾人之力，完成重大社會服務。

林秀粉第一專區主席：賴總監英明睿智，跟著總監做就對了！

獅友參加大武國小整建落成典禮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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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彩秋第十專區主席：多次陪總監考察工程，確實用心，成就斐然。

林廣進駐區總監特顧：社會服務能夠做盡量都做。

賴素真萬華會長：力梃總監就對了。如此龐大人員和車隊的調度，真不

容易，黃金龍創辦人一度下車指揮，舒解交通。

郭銘鈴萬華獅兄：該感謝的人很多，上台領取感謝狀的人太多，A2  區

只要一個代表，賴總監上台就可以了！

陳明華禮儀典禮委員會主席：看到小朋友發自內心的感謝，感覺錢用對

了地方。這一次除了賑災整建，又集體旅遊，一兼兩顧，蠻有意義的。

陳玉娟區辦事副處長：踏入學校，大武國小師生夾道歡迎，唱著迎賓

曲，雙手鼓掌，她有如觸電般的感動。這次做社會服務真有價值。

王佑文慶華前會長：獅子會本來就是一個做社會服務的社團，很棒！

張兆定圓山會長：做社會服務的附帶價值就是花$1500元可以玩三天，

多爽！〈總監補助之外，會長聯誼會再補助$1000元〉

張素華大同女子前會長：一個人絕對做不到的事，很多人就可以完成，

而且每個人只要花一點點的錢，這就是團結力量大！

林秀霞駐區總監特助：賴總監獨具慧眼，重建大武國小，獅友共襄盛

舉，繳出漂亮成績。500人旅館房間安排，秩序井然，第一次看到車上

分配妥善，未出差錯。

彭春梅中北獅姐：小朋友的節目規劃得很認真很用心，招待的餐飲以鄉

下來說已經很好了，看得出學校全體師生的真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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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玉蕊副公關長：賴總監無論校舍的整建以及畢業旅行，都在貫徹他的

年度主題：真誠、用心、尊重、展望。他是很會做事的總監：每個人的

名牌清楚載明車別、住房號碼，沒聽說出錯。人手一冊的手冊刊出參加

旅行的每一個人的名字。午餐晚餐的菜色也一五一十刊在上面。出發的

早餐、水果和花生餅干零食，都準備妥善，了不起。

俞梅華榮華創會人：整建大武國小非常有意義，學生表演具才華，值得

栽培。倒是秩序有點亂，一二餐不理想，有進步空間。

游玲娟第八專區主席：社會服務的部分沒話說，但失望的是既然是內閣

及會長的畢業旅行就應以專區為單位，這是獅子會的國際組織架構，剪

綵時因前總監及內閣人數過多而把專區主席排除在外是不妥的。

黃朝慶祥弘會長：大武國小整建工程、旅遊的安排，他都滿意；唯有中午

用餐邊欣賞小朋友的表演，獨不見總監、前總監、副總監，覺得怪怪的。

陳富雄仁德前會長：校長的用心可以感受到，只是離開時沒看到謝校長

總覺得有點失落！

吳清河八德前會長：有能力做得到者，盡量做，非常有意義。

翁義德總監特顧：此次大型社會服務有若嘉年華、懇親會，老朋友聚集

快樂又助人。

何金龍副事務長：賴總監凝聚人心，領導有方，成就非凡。

張淑華副事務長：此次大團體社服真是一鳴驚人，在賴總監帶領下，棒！

王寶春分區主席：盡心盡力去做，果然創造奇蹟。

廖苑伶副財務長：若是純粹只做社會服務，有些人覺得單調，應該跟旅
遊娛樂加在一起，就像這一次。

獅友參加大武國小整建落成典禮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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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勝華興會長：社會服務要創新，並做整體大型，匯集大家的力量來完

成，就如此次活動。

張金溪獅姐夫：社會服務貴在拋磚引玉，就像燈塔，照亮許多地方，一

起做社服。

楊水金獅姐夫：社會服務就是要以身作則，把自己心裡所想的就做出

來，讓別人覺得受到尊重，每一個人都會接受。

魏老師(東家樂團)：人生以服務為目的，助人為快樂之本，能參加獅子

會大家庭，真是人生最幸福最快樂的事。

真誠‧用心‧尊重‧展望

賴炆驞的免費Service
本區今年年會和大武國小整建完工揭幕典禮和活動，獅誼

月刊攝影記者賴炆驞(春暉前會長)背著大包小包忙著拍照，一

手拿著錄影攝影機，忙著為區務留下精彩的回憶。前往台東

的車途中，大家都在欣賞他製作的年會錄影錄音成果，非常用

心，真有職業水準。賴炆驞獅友採用的攝影機，三十多萬的高

檔機種，拍攝製作可能輕鬆一些，但是整個人被綁再活動中，

從早到晚，夠辛苦夠犧牲。他跟賴總監同期擔任會長，他的

Service全部免費，為本區省不少錢。(林繁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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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8日下著濛濛細雨，卻不減獅友參

加第二十五屆區年會的熱情，大會地點安排

在富麗堂皇的典華大直旗艦館舉行。8:30召

開首席代表會議，第一次沒準備早餐，經費

移作晚會模彩之用。首席代表會議審查年會

議案共計五案，其中僅300複合區提交之議

案異議多，決議擱置，維持原本一個複合區

的型態。據現場言論，此案建議將300複合

區拆分為二個複合區，不僅本區前總監不贊

成，15個副區總監也都反對；更有人耽心連

台灣總會的名稱都被取消。

接著9:49與會領導獅友在國旗與獅子旗

引導下進場：首先進場是年會籌備主席邱文彬

前總監，並接受與會全體獅友的熱烈掌聲歡

迎；其次年度稽核小組，各專區主席帶領分

區主席、各會會長，以及李仙先第一副總監

率領區內閣成員等分別進入會場，熱鬧場面不

減於金馬獎走秀現場。最後進場的是賴阿溪總

監賢伉儷歡喜走上舞台，台灣水牛真誠用心，

果真不同凡響，得到不間斷的掌聲。

第廿五屆區年會順利舉行

採訪組副組長 葉庭林
攝影:江哲和、莊文利
       陳文忠、王繼學、何美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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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會主席首先致歡迎詞，宣

佈大會在五佰多位獅友和金門

獅友代表的參與之下，順利

召開，並感謝十位專區主席

的全力支持，擔當年會籌備

會副主席，使得籌備工作更

加順利。

典禮開始，賴總監致詞

一再感謝與感恩十一位專區主

席，二十二位分區主席和八十八

位分會會長，在今年度的全力支持與

配合，尤其在88水災期間對台東縣大武國小

投入一千六佰萬元的捐款。他強調這是台東

縣地區最大最受贊美的一項有意義的服務。

賴總監同時也不忘記介紹三位總監副總監候

選人。他肯定他們的優秀特質與人格，足以

領導本區各類活動與事務，期盼獅友全力支

持，讓他們都能高票當選。

台北市社會局石局長代表郝市長到場致

意，對本區獅友88水災的愛心表現給與最高

度的肯定，同時對本市弱勢族群與新住民表

達的關懷協助，她特別的感謝。

台灣總會榮譽副議長顏志發獅友代表議

長致詞，他強調全省15個副區走透透，發現

本區在各項區務活動與能力，是

最優質高度水準的，他個人也

以身為A2區一員為榮。他代

表全國三萬五千多位獅友祝

賀年會成功。

謝震忠前國際理事致詞

時指出，本區每位獅友每年所

繳交給區的會費是新台幣2700

元，總計金頟也只有680萬元左

右，但是每年本區所支出的社會服

務費用都超出1800萬元，其不足額部

份都是由當屆總監努力籌措。今年賴總監的社

會服務金更是2200萬元，在全體獅友的支持和

認同與捐款之下達到目標，實屬不易，值得掌

聲！又說，賴總監帶領獅友對大武國小捐款整

建和規劃、用心經營，值得大家學習與肯定。

接著大會感念獅友們長期以來的無私奉

獻，今年安排表揚資深獅友和年齡高達80、

90歲的獅友，尤其是年屆95歲的簡永昌/西

區，李楚堯/大同，李枝盈/北區等三位獅友，

期勉他們能夠百尺竿頭，更進一步，並祝賀:

福壽康寧！

大會在賴總監宣佈準時閉會和敲擊閉幕

鐘之下，熱鬧、順利、圓滿、成功的完成。



獅誼月刊 2010.04~05��

區 務 報 導

下屆總監副總監順利產生

國際獅子會300A2區第25屆年會，4月

18日上午在佈置高雅的典華旗艦館隆重舉

行，由賴阿溪總監主持，各會代表五百多人

出席。本屆年會的主要任務是選舉下屆總

監、第一副、第二副總監。由於三位候選人

同額競選，氣氛和諧進行非常順利。

下午2點年會重頭戲，年會選舉暨會議

正式豋場。總監、副總監候選人資格審查委

員會召集人林齊國前總監，首先報告候選人

審查結果。三名候選人登記提名均經審核通

過，確定參與競選，每位贊助A2區競選經費

20萬元正。會議主席賴總監致詞，希望大家

給予三位優秀的候選人百分之百的支持，並

請三位候選人發表競選談話。

總監候選人李仙生獅友說，當你有一仟

個朋友，還是要多交一個，獅子主義真諦就

是要交朋友，為別人多做些事情。傳承是必

要的，創新也是必要的，帶給獅友快樂與歡

笑，就是他的目標。

第一副總監候選人邱木源獅友表示，感

謝大家去年對他的支持，追隨賴總監學習很

多，累積很多經驗，協助總監及接受國際總

會指派當“MERL”團隊的執行與工作推動，

第二副總監的任務已完成，他用謙卑態度進

階第一副總監，請用寶貴的一票來支持。

第二副總監候選人李樹枝獅友，則感謝

歷任前總監的肯定及全體獅友配合讓他順利

完成今年的區務工作，感謝總監和講師團的

栽培，順利拿到講師認證的資格，今後會全

力以赴來承擔更多的責任。

選務組長吳英欽專區主席報告選舉辦法

及注意事項後，宣佈選舉時間為PM14:40至

PM15:20分。投票場所設在5樓似錦廳，由

當然正代表、首席正代表、正代表行使選舉

權，大家依序排隊，井然有序並禮讓前總監

先投票。

年會閉幕後賴總監宣布選舉結果：選

舉人數253人、發票239人，總監候選人李

仙生獅友得票212張﹝空白票12張，廢票

15張﹞，得票率93.3%；第一副總監候選人

邱木源獅友得票229張﹝空白票10張，廢票

6張﹞，得票率97.4%；第二副總監候選人

李樹枝獅友得票232張﹝空白票3張、廢票

4張﹞，得票率98.3%。三位候選人高票當

選，皆大歡喜，賴總監再次表示祝賀，並請

參選人致感謝詞。

採訪副組長 俞梅華

攝影 : 江哲和、莊文利、陳文忠、王繼學、何美田
錄影 : 賴炆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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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副總監當選人李樹枝獅友說，感謝

大家給我這麼高票當選，我一定努力輔佐總

監做好區務工作。第一副總監當選人邱木源

十分感性的呼喚愛妻“太太，你還在嗎？你

滿意嗎？“他說：人在做，天在看，兩年前

就在學習如何做領導人。幸好那年選舉沒當

選，否則剩2個月就要下台。感謝獅子會這麼

多年給他的訓練和成長，是錢買不到的，感

恩大家。

總監當選人李仙生獅友的感謝詞很特

別，他感謝全體獅友給他的支持鼓勵，這27

張廢票不是表示他做人不成功，只是他比較

喜歡臭屁。感謝自強獅子會，36年來終於產

出一個總監；感謝他的女朋友，也是他的老

婆，對他十分放任，讓他花錢做公益，但明

年他就會回來做好老公。

李總監當選人對未來的施政，早已胸有

成竹，交接典禮訂於7月9日，在圓山大飯

店。同時宣佈內閣人事：秘書長李朝永，財

務長賴榮昌，事務長許焜海，講師團團長張

文琛，總務長林福定，督導長楊勝凱，公關

長黃美麗，顧問團團長楊吉宗，LCIF協調員

兼會員發展委員會主席黃秀榕，YE主席簡永

福，資訊科技委員會主席姚嘉偉。特別還宣

示六大政策﹝1﹞明年總監訪問，一會一會訪

問；﹝2﹞在會裏不熱心的人，不准入閣；

﹝3﹞總監上台乾乾淨淨，下台瀟瀟灑灑；

﹝4﹞分區主席人選一定當過會長，所屬分會

25人以上；﹝5﹞專區主席人選一定當過會

長及分區主席，所屬分會30人以上；﹝6﹞

以前會長要5年後才能接分區主席，分區主席

做完才能接接專區主席，正職閣員需當過專

區主席，違反國際獅子會精神，已通過修改

內規，前總監邱文彬說過：「有德有才者破

格錄用」但尊重專、分區主席的輪流制度。

本區未來的領導人，經由祥和的選舉，

高票當選，獅友神聖的一票，都代表對當選

人的肯定與祝福，也代表獅友對他們有高度

的期待，他們將把獅子會這塊金字招牌，擦

得更亮更耀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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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會熱鬧討論提案
今年年會的討論提案非常熱鬧，獅友紛紛提出意見及建言。

 

第一案為區總監交議案，審查本區本年

度區財務收支決算報告書及資產負債表，經

大會審查通過。

第二案為區總監交議案，審查本區第26

屆民國99年7月1日至民國100年6月30日全年

度經費收入與支出預算書，大會亦照案通過。

第三案為區第一副總監李仙生交議案，有

關區成員之聘任應回歸國際獅子會憲章，依據

規定之辦法辦理，相當條文規定「總監、第一

副總監、第二副總監」候選人之資格規定，並

規定總監當選人之組閣聘任區閣員及各成員必

須為正常分會之正會員，始得擔任。區第一副

總監李仙生當場說明「所謂正常分會係指正常

開會、正常繳費，每月將月報表繳區之分會；

正會員係指在總會、本區、各分會之會費均正

常繳納且正常出席之會員。」一說完西區獅子

會正代表宋豫漢隨即舉手發言：「有繳費，但

出席率不夠之會員是否也算？這些會員不常開

會卻擔任區幹部，讓人很難接受。」最後以舉

手表決通過區第一副總監李仙生之提案。

第四案為300複合區提交議案，依據複合

區第49屆會員代表大會之決議，將300複合區拆

分為二個複合區之辦法，提請議決，賴總監：

「本提案經預備會議已決定，不予通過。」

年會會議程序來到臨時動議，第三分區

周遊主席首先發言，她強調獅子會的形象及

素質一定要提升，不要急於吸收新會員；新

會員的加入，至少應審查真實身分經過會內

通過才能進來。賴總監：「這個問題，所有

的前總監都在努力，但世界總會又希望會員

大幅成長，造成素質無法提升，這議題就留

給下一屆討論。」

至於表揚與感謝方面，楊逸訓前任總監

提出他的看法。他說：「也許74歲的獅友

明年剛好可以領獎，如果取消，對期待那麼

久的獅友是否也不公平？好不容易活到94

歲，明年再一年就可領獎，廢掉好嗎？年會

就是要鼓勵大家出席。」蕭法剛前總監認

為：「既然是尊重，75歲以上的獅友，總監

就應派區成員去他家迎接。」年會主席邱文

彬前總監：「既然要表揚，真正達到尊重與

關懷，是否考慮表揚人員不要註冊？年會註

冊費$1500元也會捨不得，因為人愈老就愈

節儉。而各會會長也應主動詢問獅友出席之

狀況，否則會長頻頻上台代為領獎也蠻奇怪

的，表揚是優良的傳統，一定要繼續。」

金國獅子會正代表邱富芝：「獅子會都

到外面去關懷別人，卻沒有關懷獅子會裡面

的獨居老人，我自己就是獨居老人，在關懷

別人的同時也希望多多關懷自己的人。」賴

總監：「這一屆已無法做了，就留給下一屆

去關懷。」第八專區游玲娟主席：「區裡的

教育訓練非常重要，用在獅友身上的教育費

用是否應編列預算？就像國家的教育預算一

樣。」賴總監：「本屆的預算有限，就交給

下一屆總監了。」年會會議就在重重舉起、

輕輕放下、說說笑笑中快樂結束！

採訪組長 邱玉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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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 劉鈴金

攝影 王繼學 莊文利

把最好的成就，最熱忱的心奉獻出來，

自己打分數也好或是別人的評論也無妨，今

晚，300A2區所有的獅子成員，都豁出去啦！

震撼的音樂響起，伴隨燈光效果，舞台

兩側身穿銀色衣服搭上大羽毛翼的舞者，精

神抖擻、表情興奮走上來。宛如拉斯維加斯

般的排場，未演先轟動，為今晚的年會之夜

拉開序幕，每位舞者莫不卯足勁賣力演出，

一時熱力四射、場面沸騰，歡樂氣氛飆到最

高點。賴總監說獅子會可愛之處就是凡事都

會全力以赴，獅姐們為此次演出特別聘請專

家、老師設計編排，一個月來，每天排練，

所付出的精神心力以及金錢，為的就是展現

獅友的熱情與友誼，藉著舞蹈表現出來，芝

加哥舞、康康舞、歌劇魅影等，都令人大飽

眼福，哎！短時間的排練能有如此亮眼的成

績，真的不容易，若不是個個具有高智慧，

又怎能辦到呢？有智慧的女人，就是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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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著爵士三重唱獻唱三首耳熟能詳歌

曲，情人黃襯衫更是證明他們寶刀未老。燈

光美音響佳，加上紅衣女郎伴舞，真正是高

級夜總會般的享受。

Sorry  Sorry 表演的12位祥弘獅友，西裝

畢挺，帶一頂帽子，配上一副墨鏡，雖有些

年紀一大把了，手腳依然靈活，隨著音樂賣

力演出，博得職業級水準美譽。仕貿獅子會

的卡門舞蹈表演，也有高級夜總會的水準。

而許美珠、陳福連合唱歌曲：蝴蝶夢，其歌唱

技巧、神韻，令台下觀眾聽得如癡如醉，扣人

心弦，不知情的人還以為他們是情侶呢？！

嘉年華會的展演當中，讓人耳目一新、

笑到人仰馬翻的逗趣節目，就是由前總監楊

逸訓獅友以及現任總監賴阿溪獅友，還有邱

木源獅友、李樹枝獅友、李仙生獅友扮演的

舞蹈節目。這不在節目單上，因此當幾位帥

氣的成員上台表演時，台下鴉雀無聲，每人

拋出狐疑的眼神，就是猜不出這幾位帥氣男

到底是何方神聖？等到謎底揭曉才恍然大

悟，原來都是平日最用心服務、勇於付出的

獅子成員。他們台上台下一樣認真，一樣可

愛，充分發揮獨樂樂不如眾樂樂的博愛精

神。其中最顯眼、可愛又有點靦腆的少年

家，竟是現任總監賴阿溪獅友，他對獅子會

300A2區的用心，可圈可點，平日低調的他

在舞台上竟沒被認出來，獅友們要加加油，

這次被矇騙過關，下次可要睜大眼睛檢驗。

動感山寨版：內山姑娘要出嫁，由男

獅友反串女生，逗趣幽默。熱情你和我酷酷

男主角，由陳前總監欽賢獅友扮演再適當不

過，配上熱舞展現獅友生命與青春活力，因

為陳前總監專業就是熱情你和我。動感旋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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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誠‧用心‧尊重‧展望

還在腦海中盤旋，舞台另一端熱熱鬧鬧的音

樂響起，新嫁娘坐在轎內，隨著音樂步上舞

台。正版內山姑娘要出嫁來囉！新郎模樣俊

俏由邱前總監扮演，新娘呢？當媒人婆把新

娘頭巾掀起，會場一陣譁然，原來是彩秋獅

姊。主婚人賴總監阿溪獅友慎重宣布：「今

日，A2區辦喜事，3子5孫許多事。」吐一

氣「萬年富貴」邱前總監說：吐第二氣「相

相對對」賴總監接著說三氣：「祖媽漏氣」

(一氣二氣三氣用漢語發音)引起會場轟然大

笑，將晚會的歡樂氣氛推向高峰。

陳家松獅友一首：往事就是我的安慰，

以及第三杯酒，道盡總監對獅子會付出的心

聲及對全體獅友的祝福。吳一萍的Around The 

World 有夜總會級的享受。最後由張兆定獅友

獻唱「背叛」身為國際獅子會的獅友，彼此

間友誼長長久久，永遠存在，不會背叛。

「年會之夜」獅友們再一次肯定自我、發

揮個人才華，也是賴總監的心願：真誠用心相

對待，尊重彼此展望未來，共同邁向成長的大

道。全體獅友在這一夜，拋開他人的眼光，盡

情參與所有的表演，是獅子精神的最佳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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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 務 報 導

內山姑娘要出嫁
 

今年第十專區主席李彩秋獅友，負責

年會晚會節目策劃，事先全部封鎖保密；

神秘果然帶來空前轟動，節目豪華、節奏

緊湊，舞台上下全體皆打成一片，場面不

輸百老匯大型歌舞，到了節目終了幾乎沒

有人離開。

其中「內山姑娘要出嫁」舞臺劇，取材自台語流行歌曲，名主持人張月華獅友擔任媒婆，

搖曳生姿、喜感十足；李彩秋主席自己扮演那位害羞的新娘，始終遮掩臉龐，故做神秘；

邱文彬前總監扮演迎娶的傻新郎，左顧右盼，一副洋洋得意狀，很傳神。

鼓號花轎、媒婆、新郎、陪嫁一行十餘名熱鬧入場，在全體獅友歡呼驚叫聲中，緩緩進場步

入舞臺，並由媒婆敦請總監擔任主婚人，一對新人先行古禮，一拜天地、二拜高堂、夫妻對拜。

媒婆先說吉祥話：說新娘水噹噹、褲底破一空（全場對白皆以台語發音）。又說：雄雄聽

到新娘褲底響一聲，原來新娘放一粒屁。新郎曰：新娘放這頭一屁，祝在座各位萬年富貴。講

完媒婆又說：新娘又放第二屁。新郎回曰：第二屁祝咱雙人「雙雙對對」。接著媒婆又曰：新

娘又再放連環屁。阿溪總監（主婚人）等不及說：新娘放這連環屁，莫非尬你爸漏氣？全場轟

然大笑。

媒婆問新娘快樂嗎？接著新娘說：老娘嫁這麼久終於嫁出去，本來想要嫁一位少年仔，現

在嫁老的也好，有咖贏無。輪到傻新郎講話：草民總監已卸任，景氣又不好，肖想著娶得有錢

某，省得每日拼經濟；請問媒人新娘帶來什麼嫁妝？媒婆用手指比三跟五。新郎高興的說：柑是

「三棟厝、五甲田」。媒婆說：不是啦，是三個兒子又五個孫子。新郎聽完差點當場昏倒在地。

這台語的戲劇對白，句句精彩，皆是表演者臨場即興演出，贏得全場歡笑。（林繁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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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會籌備委員會主席

   邱文彬 前總監

向全體有功人員致謝
 

國際獅子會300A2區第25屆年會，4月

18日在典華大直旗艦館舉行，530位獅友

代表參加，順利選舉下屆總監和兩位副總

監、通過提案，圓滿完成傳承使命。本次

區領導人選舉均為同額競選，平靜無波，

照例全程參與獅友會少兩成，但是到了晚

上實際人數，仍有500位。邱文彬前總監以

年會籌備主席身份，感到十分滿意，向全

體有功人員表達由衷感謝。

邱文彬前總監指出，今年年會順利圓滿，有幾點特色：

一、年會籌備委員會召開四次籌備會議，專區主席幾乎全部出席，用心建言；

二、年會各組任務，開放各專區主席就專長，自行挑選，不採用過去照順序派任方式，大家

都能盡力做好本身工作；

三、邱前總監唯一指派第十專區李彩秋主席全權策劃晚間節目，果然出錢出力，精彩盡出，

佳評如湧；

四、今年年會大膽取消首席正代表早會的早餐6萬多，賴總監自區內閣經費撥款湊足十萬，

購買晚會摸彩禮品；

五、錦華樓老板娘第一專區林秀粉負責餐飲，認真試吃，堅持好菜，典華的桌菜，大獲好

評；夏照林大老板親自安排席次，人人有位置，絕無空席；

六、倡導正確觀念，三位候選人都高票當選。

今年年會本區獅友準時、高水準、有效率、有秩序的表現，是最好的一次。邱前總監聽

到多位前總監、領導獅友的讚揚。他期望這種分工合作、眾志成城的氣氛可以維持下去。適

當的人擔任適當的工作，盡責稱職，以有限的經費，發揮最大的效果。林齊國前總監有超水

準的會議場地，全力配合，場租免費，邱前總監再次表達感謝。

恭賀新當選的李仙生總監，邱前總監為A2區慶幸得人。李仙生總監歷經台灣複合區及總會

所有各種講師和領導人訓練，確實難能可貴。李總監熟悉國際獅子會的典章制度，正式上任，

必能相得益彰，得心應手，真是全體獅友之福。但是邱前總監也提醒李總監須情理法兼顧運

用，傳承與革新，也要尊重本區因地制宜而發展的地方特色，才不會辜負2700獅友的託付。             

                                                                                                 
       (林繁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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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會活動

農曆新年還沒過完，第49屆遠東暨東南

亞獅子年會的籌備早已啟動，為了替第49屆遠

東年會暖身，並且聆聽各個國家及地區領導獅

友對於第49屆遠東年會的建議，第49屆遠東年

會第一次指導委員會議選在3月1日召開。

2月27日，大部分的國外獅友們陸續抵

達，負責接待的台灣獅友分組在桃園機場、

高雄機場及高鐵站迎接，從上午接到第一組

貴賓開始，服務獅友們仔細的為貴賓安排交

通接駁，讓國外獅友都能夠順利抵達總部飯

店；直到深夜十一點，國外貴賓們全數入住

並且安排妥當後，大家隨即開始確認2月28

日的行程。

2月28日，獅友們都起了個大早，準備迎

接整天豐富的行程；這一天，我們「獅」分多

路，展開第49屆遠東暨東南亞年會的推廣。

最早動身的一組人，在早晨七點就出發

前往信誼高爾夫球場，除了球敘以外，也順

道勘查第49屆遠東年會國際總會長盃高爾夫

球賽的場地，而第二組則是隨後啟程進行高

雄市區觀光的行程，因為時間相當緊湊，無

法遍覽大高雄的風光，於是在地獅友事前精

挑細選，讓貴賓們造訪佛光山、英國領事館

等高雄最代表性的景點，也在這趟旅途中增

進彼此的情誼。

七年才在台灣舉辦一次的遠東年會，對

台灣獅友來說，是重要的盛會，也是台灣站

在國際舞台的大好機會，所以希望全方面推

展，把獅子會的活動擴大為全民共同參與的

盛會，因此，在第一次指導會議前夕召開記

者會，首度讓第49屆東年會的宣傳活動提前

開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