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傑出的領導正是存活之道
去年蘇倫伯格客機駕駛將一架噴射客機安全地降落到紐約哈德遜河，拯救機上155名旅客

的生命。在高度緊急狀況下他迅速採取斷然措施。他沒有時間規劃。他當然也沒有召開委員

會會議，來決定最佳行動路線。他是適時適地的最佳人選。他知道做什麼，而且做到了。他

準備周全，隨時採取行動。他就是那個終極領導人。

偉大的領導人有能力排除萬難。偉大的領導人有能力帶領同心協力的一群人，達成幾乎

任何目標。我們獅友擁有偉大的領導人，我們須要培育更多的人才。服務的熱情澎湃在我們

的胸膛。我們的領導人激勵我們採取新的步驟，達到更高層次，充分發揚我們的服務精神。

我們由一位總監和兩位副總監組成的區總監團隊，已建立掌理我們前程的架構。國際獅子

會還在為獅友擴充和提升領導人的培訓。因此我們擁有適當的架構，作育我們應得的領導人。

每一位獅友都可以幫忙培養領導人。獅友都可以挑選並鼓勵領導人選。我們須要運用

技巧不斷推選獅子會會長和內閣，盡力維持會務效率。我們透過我們的領導人的願景和引導

〝邁向成長〞。正如我們必須引進優秀的獅友，我們也必須挑選夠資格來領導的獅友。正如

你們清楚明白，唯有傑出的會長才能提升會務，活化獅子會。

優秀的領導人將為獅友點亮道路。他們的重要性，若說傑出的領導正是存活之道，絕非

言過其實。缺乏優秀的領導，輕易陷入分崩離析、盲目無的和呆滯無趣的崎嶇岩崖，最易崩

塌。擁有優秀的領導，我們可以繼續出色地投入計畫、攜手同心、以及確保我們的服務符合

民眾的需要和我們有能力做到。

我們在本獅子年度上半年，由於成功〝邁向成長〞，順利引進夠資格的新獅友，並創新

記錄，我們必將進一步〝邁向成長〞。儘管世界在萎縮，我們必將擴展我們的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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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之統計，本（300-A2）區現有88個

獅子會，會員人數2659人。              
張奉德 謹識

國際獅子會300A2區年會，4月18日

（星期日）假典華旗艦館舉行一天，

 選舉本區2010-2011年度第26屆

總監、第一副總監、第二副總監

        今年一大改變，正代表早餐                
會報取消，經費做為

大會摸彩之用

      敬請獅友 踴躍參加

      年 會 預 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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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獅子會300Ａ2區年會舉行在即，賴總監籲請各

會會長、分區主席、專區主席、區內閣、區委員會主

席、以及領導獅友踴躍註冊參與盛會，共享榮耀，

增進獅誼交流。4月18日在典華大直旗鑑館舉行一

年一度年會，將選出未來三位領導人，希望會長

們除了正代表推出外，要有相對的推出副代表及

觀察員代表參加，今年特別安排摸彩節目，獎品豐

富，鼓勵所有獅友特別是未曾參加過區年會獅友

來參加，促進對獅子會對A2區有親身感受了

解。三位候選人也將向大家報告他們未來領

導的方向理念。楊逸訓前任總監提醒說，

三位候選人的會一定要全員註冊。

賴總監感謝全體獅友為了八八水災賑災盡心盡力慷慨解囊，捐款達一千六百多萬，使得

在整建台東大武國小工程得以順利完成，即將於5月1日舉行揭幕典禮暨慶祝嘉年華會，4月30

日到5月2日舉行三天二夜活動，目前踴躍報名參與已經達到500人，將讓台東各界人士對獅子

會有更深入的瞭解與肯定。總監稱這次台東之旅為他擔任總監的畢業旅行，並創下多項紀錄：

一、首次在任內舉辦畢業旅行；二、首次在國內舉辦；三、人數突破500人，過去都是二三十

人參與；四、總監為感謝獅友慷慨解囊，大力贊助旅費，總金額恐達150萬左右；五、配合區

大型社會服務，共享榮耀。

這三天旅行，總監已經作完善安排，參與獅友安心享受服務成果：住五星級飯店、乘30人座

三排遊覽車、餐餐吃好喝好；酒是12年綠牌威士忌。單是每一位參與旅行獅友的掛牌都經過精心

設計，清楚地代表車次、座位、桌次、住宿飯店房號。賴總監以會做事聞名，果然名不虛傳。

整建大武國小工程已次第完工，不但一一修復八八水災破壞的部分，更由於捐款充份利

用，加強投入美化工程：大禮堂和教室已煥然一新，美輪美奐；從校門口開始，廣植各類樹木，

每一棵樹都掛有捐款獅友的名字，表彰本區獅友服務社會的愛心；更在大禮堂後面增闢一座兒童

樂園。依賴總監的理念，工程全部自行發包自行監工，成本降至最合理地步。由於本區的介入，

台東大武國小已被縣政府列為示範學校，真是大武國小和大武鄉的福氣。

總監的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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賴總監利用3月24日第三次擴大區務會

議的機會，感謝大家過去幾個月當中給予區

務活動大力支持協助，特別是今年度六十二

個區委員會，每一位主席努力真誠用心的付

出，出錢出力。首先感謝全民運動委員會林

子奕主席熱忱奉獻主持策劃3月13日獅子家庭

運動嘉年華會順利盛大舉辦，同時結合口腔保

健江承諺主席、防止藥物濫用簡長春主席、糖

尿病防治程國樑主席、游泳運動周啟成主席一

起舉辦；專區主席真誠用心帶動，鼎力支持參

加，雖然當天下著大雨，但大家發揮了高度獅

子會團隊勇氣邁進，九項活動皆照計劃順利進

行圓滿，感謝大家支持共襄盛舉。

12月24日戒毒宣導委員會王文三主席在

西門町舉辦宣導服務活動，感謝熱心策劃推

動主辦。愛心捐血推廣服務委員會許增培主

席，熱心推動捐血一袋救人一命社會公益服

務活動，表達感謝。器官捐贈推廣委員會王

祺元主席，熱心推動社會公益關懷生命服務

活動，表達感謝。關懷街友委員會黃順雄主

席，熱心推動社會服務活動，表達感謝。關

懷新住民委員會陳又堅主席，積極推動服務

活動，社會貢獻服務績效卓著，表達敬佩與

感謝。感謝區國粹聯誼委員會高炳義主席3月

20 日假錦華樓策劃舉辦年度國粹聯誼麻將比

賽活動，突破人數達184位獅友參加，提供

獅友益智聯誼機會。感謝區藝文活動江哲和

主席策劃3月11日攝影研習班正式開課，邀

請到多位攝影名家上課，出錢出力。

過去幾個月，舉辦的活動有：林鍶惠主

席推動策劃國際和平海報比賽活動1月8日

舉行隆重頒獎典禮晚會，出錢出力。區保齡

球委員會姚夢嵐主席1月23日假板橋高手庭

園，策劃舉辦比賽活動，提供獅友運動健身

及聯誼機會。獅友子女促進聯誼委員會王寶

春主席真誠用心策劃舉辦未婚獅友子女聯誼

交流活動。區女獅合唱團委員會解玉貞團長

偕獅姐夫楊水金大指揮家的熱忱付出。區歌

唱委員會簡永福主席推動策劃獅友歌唱比賽

活動於12月26日舉行決賽，提供獅友展現歌

唱才華機會，促進獅子家庭聯誼。

國際標準舞委員會簡麗傎主席、爵士舞蹈

委員會張瑞娟主席、瑜伽委員會方櫻如主席、

棒壘球運動委員會陳森鴻主席、男聲合唱團賴

榮昌團長、關懷獨居老人王譽霖主席等，感謝

所有委員會主席、副主席們大家真誠用心的奉

獻服務，出錢出力。今年度62個委員會主席發

揮的淋漓盡致。3月11日大同獅子會承辦國際

輪椅網球比賽，3月14日順利閉幕，這是一項

代表獅子會代表A2區的服務榮耀。

同時感謝今年1月14～18日-韓國釜山

姊妹區來訪，及3月2-3日本區創區25週年慶

典及日本青森縣姊妹區、菲律賓姊妹區代表

團來訪，區閣員通力合作犧牲奉獻時間金錢

心力，本區各位前總監不吝鼎力指導，專區

主席、分區主席及各會會長及所有參與人員

鼎力支持共襄盛舉，始克順利圓滿完成，特

別是區內閣全體正副職閣員鼎力相挺。李朝

永事務長精心策劃鄉土特色文化藝術表演節

目，多彩多姿，博得嘉賓好評。感謝區務活

動委員會朱昱銘主席；大會司儀：典禮陳明

華主席、禮賓張文深主席，站一整天，非常

辛勞。感謝獅誼月刊林繁男總編輯、及所有

攝影及採訪報導人員，團結出錢出力，共同

創造輝煌紀錄。

為了防止六月份退會潮，講師團MERL團

隊在賴榮昌團長帶領下，由會員發展劉湘潮

主席、會員保留高琅評主席、新會發展葉庭

林主席、家庭及女性會員發展方淑卿主席、

教育姚嘉偉主席、分會強化吳慶隆主席、新

校園分會推展蘇靖雯主席，聯合於4月9日

舉辦今年度第二次新獅友講習會，由會長、

副會長帶領新獅友參加，副會長更要和新獅

友緊密連繫，防止退會，維持A2區優良美

譽。這一段時間，感謝十一位專區主席用心

領導，主持舉辦專區聯合例會，辦得非常成

功，給予獅友們交流聯誼機會。(林繁男整理)

        2010.03~04 獅誼月刊 �



獅誼月刊 2010.03~04�

《 社 論 》

 

前總監 邱 文 彬

 

今年區年會4月18日在典華旗艦館舉行，已經召開多次籌備工作會議，感謝專區主席熱

忱參與，內閣鼎力協助，期望攜手服務將年會辦好，三位區候選人高票當選。接著五月起進

入各分會新舊會長交接的旺季，七月開始獅子會所有新領導人正式上任，就所見所聞跟大家

談談獅子會的領導藝術。

國際獅子會是世界最大的社會服務組織，高舉人道關懷，滿足社區的各種需要，因此不

斷吸引社會菁英，尤其滿懷愛心，回饋社會的企業負責人加入；如何讓這些獅友願意出力出

錢，投入社會服務，並且引以為榮，這是獅子會的領導人責任。

獅子會的組織架構是一個偉大、智慧的創意，歷經近百年而不衰；所有職務都是一年

一任，輪流出任：有能力、有意願的獅友，擔任會長之後，可以接任專分區主席、區內閣、

總監，甚至總會長。每一個階段領導人都有固定的角色、職責，所以獅子會非常重視培訓講

習。各階層的社會菁英，也因此在獅子會找到成就、友誼和榮譽。

獅子會的領導人，不是企業老板，不是一家之主，更不是工商團體的理事長；他的角

色、職責，獅子會典章制度明文規定：他必須虛心溝通、協調，取得全體獅友的共識，才能

貫徹We Serve的精神，實現社會服務的理想。

八八水災發生，剛上任的賴阿溪總監知道帶領2700名獅友投入救災重建的機會來了，

可是這個任務千頭萬緒，如何著手？他先請教所有前總監，取得支持。921大地震重建南投

瑞田國小有成的王錫淵前總監，要他先找到適當標的，獅友捐款自然進來。賴總監找到台東

大武國小，初估整建工程費1200萬；接著召集專區主席開會，分析三個標的和可能涉及的

工程，並帶領他們實地參觀，獲得一致意見後，提交區務會議討論通過，正式向各分會獅友

募款。初期捐款進度很慢，賴總監曾擔心募不到千萬，因為有不少的單位要自己做；他只有

四處奔走，加強溝通，捐款金額終獲突破，超過1600萬。賴總監聲望如日中天，高達500位

獅友要一塊去台東參加開幕儀式。這是獅子會成功領導的實例。

以70%高票當選的馬總統，魅力十足，同樣面對八八水災，可是反應遲緩，處理不當，

雖然勤跑災區，聲望摔破30%。接著美牛和ECFA問題，馬總統繼續犯錯：沒有做政策宣

導、沒有好好溝通、也沒有協調，以至於決策遭到強烈反對。賴總監和馬總統，一升一降，

態勢很明顯：得民心者昌，失民心者敗，謹與本區新領導人共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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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國際理事 謝震忠

國際獅子會，除了讓我們有機會服務社會、分享友誼、渡過愉快時刻外，更提供給

我們作人處事、修心養性的人生歷練平台。它教導我們如何與人相處、養成有包容心、

有風度、有氣質、有品味，而成為受到大家所尊敬、羨慕、學習的偶像。任何團體、

學校都無法提供如此學習機會給我們。這是獅子會回饋給獅友最珍貴的禮物。

日前為母校國立政治大學政治系畢業五十週年特刊撰寫 「學校沒教的潛規則」

一文，或許有助各位對以實力為後盾的國際政治、沿續五千年的中國官僚文化，能更深

入暸解，而予以轉刊如下。敬請惠予指正。

「潛規則」一書作者吳思說：潛規則這個詞，來自我對當代中國觀察和揣摩。我估

計每個中國人心裡都明白，明文規定的背後往往隱藏著一套不明說的規矩，一種可以說

是內部章程的東西。支配生活運行的經常是這套規矩，而不是冠冕堂皇的正式制度，不

明白這一點就難免要吃虧。等到釘子碰多了，感覺到潛規則的存在了，尊重這套不明說

的規矩了，人就算懂事了、成熟了、世故了。中國青年報亦報導：試問，當今的中國，

三百六十行，那行的人士不知道潛規則呢？可惜陳前總統就沒學到，才落此下場。

美國前國務卿萊絲(Condoleezza Rice 2005-2009) ，於2004年5月4日，擔任布希總統

國家安全顧問，在約翰霍蒲金斯大學演講，向學生表示：你們在課堂所學的大部分內

容，在實際的政策制定過程中並無實用。許多學術討論，諸如「價值標準」在外交政策

制定過程所扮演角色，只是使學術討論與課程生動活潑而已。但身為政策制定者，我可

以告訴你們，這種討論掩蔽現實。權力才是最重要的。聖哉斯言！

羅志淵老師在我們畢業時，特勉勵我們將來從事政治工作者，不但要有正確的理論

及科學方法，尤更需要高超器識、暨堅定不移的操守。老師的教誨不容懷疑他的苦心。

惟鑒諸上述潛規則及權力說，如就學校所学，食古不化運用到實際工作上，恐早已成為

誤入叢林小白兔矣！

學校沒教的潛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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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監及副總監
候選人簡介及政見

國際獅子會300Ａ2區提名資格審查委員會審核通過本區未來的三位領導人：總監候

選人李仙生獅友（自強）、第一副總監候選人邱木源獅友（新台北）、第二副總監候選

李樹枝獅友（中北）。由於都是同額競選，確定都能當選，但是三位候選人仍然積極奔

走各項活動，爭取曝光，衝高得票，以為將來施政的靠山。本區年會大會4月18日在典華

大直旗鑑館舉行，主要任務在投票選舉第26屆總監和兩位副總監。本屆區年會正代表共

計 ２５２ 位。如要拿到90%得票率，需要227票，相當辛苦。

賴阿溪總監大力推荐三位候選人，並在3月24日召開本區第三次擴大區務會議上安

排他們公開發表競選3分鐘談話。區年會投票選舉前夕第二次發表競選談話。根據候選人

母會推荐函和學經歷作簡單介紹，供獅友參考。三位候選人都是經營企業有成：李仙生

獅友的營業項目是工業皮帶、邱木源獅友是塑膠彎管、李樹枝獅友是建築業。三人都是

開新型賓士車，將來為區務出力出錢都沒問題。

李仙生總監候選人，38年出生，國立台灣藝術專科學校影劇科畢業，笙寶公司董

事長；獅歷包括會長、專分區主席、講師團團長、秘書長、國際和台灣總會所有研習訓

練。獲獎：優秀會員獎、會長權戒獎、國際總會長獎、台灣總會長獎、光明騎士獎、捐獻

18個 LCIF 本區第4名。

邱木源第一副總監候選人，40年出生，光華高商畢業，輔大財經班結業，信緯

塑膠公司董事長；獅歷包括會長、專分區主席、首席駐總監特別助理、區講師團團長、

事務長、財務長。獲獎：優秀會員獎、優秀會長獎、優秀秘書獎、專分區主席獎、講師

團團長獎、優秀內閣獎、台灣總會梅花獎、LCIF茂文鍾士獎。

李樹枝第二副總監候選人，41年出生，淡江大學國貿系畢業，國廷建設公司負責人；

獅歷包括會長、專區主席、環保、社區保健、活動三委員會主席、公關長、事務長、秘

書長。獲獎：優秀會員獎、優秀會長獎、專區主席、台灣總會梅花獎、LCIF茂文鍾士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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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三位候選人的政見和抱負，精彩而豐富，本區獅友慶幸得人。

李仙生總監候選人的抱負是：提昇獅子會的形象和素質，讓獅友快樂、歡笑。自

強獅子會在推荐函中指出，李仙生獅友對獅子會的理論和實務，有深入的瞭解，普獲讚

賞；為人隨和，具領導魅力、敢言敢說、說到做到、熱情洋溢、公正無私、乾淨俐落。

他在3分鐘談話中，讚揚賴總監任內成就，表示將繼續傳承發揚。但是他強調，獅子會

的代代傳承固然重要，創新變革更是必要；這是獅子會能維持近百年，不斷發展壯大的

主要因素。李仙生總監候選人還是國際獅子會創辦人茂文鍾士的忠實信徒。

邱木源第一副總監候選人，也是出身講師團，強調推動終身學習風潮，輔助總監加

強教育研習。推動符合時宜的社會服務，全力推展區務運作及活動。新台北獅子會在推

荐函中指出，邱木源獅友資歷完整，對推動社會服務及關心弱勢團體不遺餘力，盡心盡

力，出力出錢，熱心奉獻，實為一位優秀的領導獅友。他重申將用心落實獅子會賦予第

一副總監的職責。   

李樹枝第二副總監候選人，將發揮溝通和執行的長才，提昇獅子會形象，營造全區

和諧快樂，大力推動區務工作和有意義的社會服務。首次參選的李秘書長，顯得戒慎恐

懼，步步為營。他強調，將以〝勤勉、敬業、真誠、服務〞的座右銘，回饋獅友厚愛。

他的政見是：一、延續本區優良傳統，發揚優質獅誼文化；二、凝聚獅友情誼，促進區

務蓬勃發展；三、發揮委員會功能，落實社會服務；四、貫徹獅子精神，舉辦各種研討

（習）會，增進獅友新知識；五、行銷獅子會，鼓勵吸收社會菁英，加入服務陣容。李

秘書長本年度追隨賴總監投入忙碌的區務，學習受益良多，尤其在整建台東大武國小校

舍，適時發揮專業，倍加艱辛，有目共睹，獅友必將給予肯定。據說李秘書長的三兄弟

已集資千萬元支持他當總監。 

本區年會改選領導人，雖然都是同額競選，賴總監呼籲各會會長、區內閣、區委員會

主席、以及獅友，踴躍註冊，共同參與盛會，增進獅誼交流。尤其仁愛防癌委員會與衛

生署署立雙和醫院合作，推動大規模免費抽血驗便防癌活動，更有益獅友健康幸福，獅

友務必把握機會。（林繁男整理）

總監候選人 李仙生 第一副總監候選人 邱木源 第二副總監候選人 李樹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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獅子家庭嘉年華運動大會
雨中登場 快樂相隨

 
 採訪組長  邱玉華

攝 影  :  江哲和 
陳文忠 
王繼學 

三月十三日獅子家庭嘉年華運動大會熱

鬧登場，當天萬事具備只欠陽光。 清晨天空

灰濛濛；雲層厚厚的，根據氣象局資料顯示

當天下雨機率60%。上午八點半景興國中操

場，眾多獅友及獅子家庭抱著參加嘉年華會

的心情，穿著各式各色的運動服四處穿梭奔

波宛如七彩霓虹讓人眼睛為之一亮。

原以為「守得雲開見日明」，但老天爺

似乎考驗獅子精神；九點開幕典禮正式開始

時雨絲已慢慢飄下，迎賓樂儀隊是由享譽國

內外的北士商儀隊來揭開獅子家庭嘉年華運

動大會序幕。接著在大會會旗〈獅子旗〉前

導下，大會主席林子奕、賴阿溪總監伉儷、

副總監偕同全體區閣員、各專區主席帶領分

區主席偕同各會會長率領所屬參與運動會獅

子家庭成員陸續進場；第五專區桃紅色運動

服相當討喜，是女獅友的最愛；第九專區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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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的運動服，腳著布鞋，獅友戲稱他們是

『艋舺』團隊，展現堂口風範；最受矚目的

是第十專區，進場時宛如嘉年華遊行，有各

式造型的玩偶：菊色的老虎、綠色的青蛙、頑

皮豹、米老鼠、紅色的恐龍還有一條長長的尾

巴，再加上美麗的精彩啦啦隊伍喊著『Go go go 

第十專區得第一』，讓人耳目一新。

全民運動委員會主席林子奕致歡迎詞，

感謝所有獅友及獅子家庭熱情參與，並感謝

各專區主席熱心協助與推動，讓今天的參加

人數超出預期，林主席強調嘉年華運動大會

主要是讓大家了解，藉由運動來達到健康的

目的，並藉由競賽來增進團隊與親子間的和

諧，促進獅友的情誼。

賴總監致詞時雨勢愈下愈大，總監笑

著說應該是獅友的熱情感動天，讓老天流下

眼淚，但無論如何都要有堅定的信念，發揮

獅子精神競賽到底；他並且強調全民運動委

員會林子奕主席擔任會長時即表現突出，這

次的運動會不僅籌備工作完善，事前與各專

區主席溝通獲得認同，讓今年的參加人數近

1500人，是歷年來最多的一次，應該是被林

主席所感動。最後賴總監說：「大家都要堅持

到最後，不要離開好不好？」所有獅友都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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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賴總監說：「這是你們說的哦！」在

一片掌聲中，笑聲似乎淹沒了雨聲。

陳阿美前總監是獅子家庭運動會的首創

者，她非常感謝歷屆總監們堅持延續這個傳

統至今。謝前國際理事強調，下雨雖是美中

不足，但是愈能顯現獅友的可愛與團結。景

興國中池石吉校長說：「看到獅友進場時精

神抖擻，活力充沛令人感佩，但願今天是美

好的一天。」接著由李樹枝秘書長代表獅友

宣誓，鏗鏘有力的聲音展現熱情的活力。

開幕典禮結束，彩色的和平氣球冉冉升

起，為灰暗的天空增添繽紛色彩。景興國中

老師帶領同學表演的大會舞『NOBODY 』，

讓全體參加人員HIGH翻天，忍不住跟著比

畫，成功的引領大家一起來為這次運動會揭

開歡樂氣氛；接著是士林高商儀隊及樂隊表

演、跆拳道表演、防詐騙行動劇表演 。    

運動大會競賽率先由內閣團隊作乒乓

賽跑的表演賽，由賴阿溪總監帶領正職閣員

PK前任總監楊逸訓帶領的副職閣員，結果是

『正不敵副』，副職贏了。

趣味競賽由南海及蘇靜雯共同主持，不

時的給予各隊加油打氣，讓比賽進行的非常

順利熱鬧。跳躍青春就是四人一起跳繩，由

第十專區拿下第一；龍騰虎躍各隊派出20

人，雨下得很大，但大家仍然熱情不減奮力

比完全場；同舟共濟每隊24人，6人一組共

踩由兩塊木板合成的大拖鞋，腳步若不一致

很容易摔倒，再加上天雨路滑舉步維艱。

第六專區加油的人比選手還多，現場擠

爆，讓裁判不得不清場。第一專區派出的多

是小朋友及老弱婦孺，讓人有點勝之不武，

好玩嘛，志在參加，不在得獎。十一點半時

代巨輪開始，每隊12人推著輪胎跑，繞過折

返點返回將輪胎交給下一棒依序完成，此時

雨勢超大，參賽選手為求速度不能拿傘，幾

乎全身溼透；第六專區全部由獅兄上場，拿

到唯一的第一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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啤 酒 比 賽

純屬趣味不列入

比賽成績，在啤

酒 罐 底 鑽 一 小

洞，全部喝完不

准流出，這和平

日獅友的海飲乾杯不同；第五專區只喝了一

罐就已棄權，有些獅友看準天雨路濕，一罐

只喝了幾口就放在一旁任其流出再開另一

罐，但裁判的眼睛是雪亮的，最後由第七專

區蔡福城拿下第一，還有獎金3000元，堪稱

今天最大贏家。

午餐有滷豬腳、炸雞、青菜、炒米粉、

炒飯，跟往年冷冷的便當截然不同，獅友不

僅吃到熱炒、熱飯、熱湯，也感受到林主席

及小天景豐樓老闆邱志義獅友的熱情；第四

專區吳仁忠主席還提供每一專區二箱啤酒，

讓大夥“吃乎爽！喝乎爽！”

下午的比賽是球球快遞和神秘禮物，分

別由第三專區及第十專區拿下第一。雨勢仍

然沒有停止的跡象，水中競走因人數不足取

消，大隊接力賴總監及林主席考慮獅友及獅

子家庭的安全臨時喊卡。

一時四十五分林主席宣布閉幕，賴總監

第一句話就是：「大家辛苦了！雖然天公不

作美，但大家還是堅持到最後，奮戰的勇氣

和精神令人感佩，也希望大家帶

著無限的善意、林主席最大的誠意、

留下深刻的記憶，作為日後永恆的回

憶！」總監大方的送給每人四億。

這次的運動大會，景興國中不僅

提供場地、比賽用具，裁判也是由學校

老師擔任，林主席特別感謝景興國中池校

長、柳家長會長、訓導主任曾德民的全力協助

配合；文山區二分局呂春長局長在景興路口協

助作交通疏導，也再次感謝大家熱情參與，讓

運動大會圓滿成功。李仙生第一副總監保證今

年的運動會辦得如此用心，明年一定會續辦。

最後是頒獎典禮，在6個比賽項目中第十

專區就囊括3個第一、1個第二、1個第三，啦

啦隊也是第一名，讓『Go go go 第十專區得第

一』的口號得以落實，主席李彩秋頻頻上台領

獎，笑得合不攏嘴，總積分排名，第十專區蟬

連專區第一名，維持第一名的神話沒被打破。

第六專區歷年來從未拿過前三名，今年首次拿

到第三名，蘇清東主席已經心滿意足。第九專

區拿下第二名，施柳華主席的『艋舺』團隊，

總算沒有辜負『艋舺』的盛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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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四 屆

報導 林芳美據說麻將是漢朝大將韓信發明的，簡單易學，變化

多端。一副麻將、四個人、一張桌子、四張椅子就能成

局，是高官、上流人士、販夫走卒聚會時最方便也最受歡

迎的玩具，被暱稱為國粹，流傳至今不退流行，144顆麻將

子不知消磨了多少人的時光。

今年3月20日國粹聯誼委員會在錦華樓舉辦A2區第

四屆國粹錦標賽，共有45桌 180人與會競賽。開幕儀式

開始賴總監和所有內閣都到場，獅友也一一就位，貴賓

致詞時參賽者正與同桌對手寒暄情緒高昂，賴總監和高

柄義主席得三番兩次提醒大家【尊重】臺上講話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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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賽分三階段進行，第一階段同桌排友

由主辦單位安排，先分出

高下，第二和第三階段

的戰友是上一階段成

績相近者在一起。

有一位女獅友自

稱剛學會，只玩過

幾次，每抓一張牌都

要考慮一下，同桌三位

看起來經驗比較老到的

獅友很有風度的等她

慢 慢 出 牌 。 有 一

次放炮了，牌攤

開大家幫她分析，

應該打另外那張牌聽

對對比較安全，她說：

「因為人家都說憨人才聽對對不是嗎？」

好幾次，看她喬來喬去後慢慢的、自言自語

似的說：「麻將真好玩，不知道是誰發明

的，我好像又自摸了耶！」只見三位老手就

這樣慢慢的敗在她

的手下。

俗 話 說 「 打

麻將無師傅」，手

氣最重要，沒有人

百戰百勝，也沒有

人是永遠的輸家；

經驗老到的人有可

能失算而翻船，新

手有可能誤打誤撞而致勝。今年得獎的前五

名各得獎盃一座，另頒獎金：第五名蔡慶瑞

2000元，第四名林秀青3000元，第三名邱文

彬5000元，第二名邱凡8000元，第一名詹

益津10000元。最後一名還有安慰獎，沒得

獎的還可以摸彩，有冰箱、液晶電視等數十

個機會，還有兩個特別獎─三菱越野車及豐

田轎車各一部，

手筆夠大吧？別誤

會，是模型的啦。

打麻將不賭錢

就不是壞事，可以

和親朋好友聯誼，

也可以磨練腦力防

止老化。A2區成立

國粹聯誼委員會，

一年舉辦一次，有

專人籌備與服務，

今年是06-07高柄義

主席領導的服務團

隊，執行任務認真負責有效率。參加者每人

繳交一千元，集資同樂，有午餐、下午茶、

晚宴餐會和摸彩，獎勵優勝者，不以金錢論

輸贏，參加者可以在無負擔和壓力下，以牌

會友，度過輕鬆的一天。所以國粹錦標賽具

有將「麻將」導向娛樂遊戲化和休閒化的正

面意義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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獅友子女促進聯誼會

開心第三次歡聚
  

300A2區的第二

代 也 實 在 太 可 愛 了 ， 男

的俊、女的俏，參與獅友子

女促進聯誼會的雖然不是最多，

但各個是人才、學歷好、工作場上各

領風騷、多數青出於藍（等於說是勝過他們

老爸、老媽），於是，這群可愛第二代因為

王寶春主席的用心與美意，再度相聚了，選

定3月21日在上海鄉村、浪漫的再把第二代

圈在一起，希望滋長更多友「情」，這是賴

阿溪總監今年的創意，也是王寶春主席的處

女秀，直屬上司楊正宗總務長也是從頭到尾

「關心之至」。

總監特頒以總監旗給第二代小獅子，

他 們 相 互

間 已 熟 絡 ，

友 誼 正 在 彌 漫

中，今天還有新朋友

進 場 ， 華 興 陳 朝 夫 獅 友

的兩位兒子、一個女兒也報

到，依然高檔，是不可多得的第

二代。席間各自請小獅子各自表述，

不時有驚嘆號呼出：「啊！水仙的女兒如

此美麗？」哇！「張超賢的女兒也來？」

「陳朝夫兒子可真帥」……

王寶春主席前陣子身體違和，幾位小

獅子立刻關切萬分，大家把主席當個「小

媽媽」，每次聚會主席找好吃的給他們，

又送寶貴的小禮品，然後營造一些浪漫氣

氛，讓年青人的友情慢慢散發迴繞，那就

接近符合賴總監的理念了。

賴 慧 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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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屆攝影研習班開課了
                                                     副總編輯 林義傑(太平)

第二屆攝影研習班，由本區藝文活動推

廣委員會主辦，3月11日星期四下午2點於總

監辦事處舉行開課儀式。研習班講師群：有

郭炳東老師，連世仁老師，江哲和老師，張

照煥老師。班主任江哲和獅友，副主任莊文

利獅友，班長簡麗偵獅友。

開課儀式，李樹枝秘書長擔任司儀，

賴總監首先致詞：讚美第一屆攝影研習班的

成就，從獅誼月刊各種照片可以看出進步的

成績，特別再邀請江哲和班主任繼續開班，

希望更上一層樓，使藝文水準創造更美好的

境界。這次參加的學員爆滿超過30名，獅友

的熱情研習和師資有重大的關連，能有這種

盛況絕非偶然。

課程內容共有九節課，課程大綱：

1.   探討優秀相機應具備的機能

2.   攝影技術層面的養成

3.   戶外教學實習(一) 捕光捉影

4.   花卉寫真攝影術

5.   戶外教學實習(二) 地點：士林官邸

6.   慶典活動報導攝影入門

7.   戶外教學實習(三) 自由選定

8.   旅遊攝影的拍攝技巧

9.   戶外教學實習(四)，歡喜自在

第一節課授課老師張照煥，

         台北攝影協會常務理事。

購買相機應具備的知識，操作與保養

(1)   數位相機可分為二大類：

       消費型相機和單鏡反光式相機

(2)   鏡頭可分為定焦與變焦鏡頭

(3)   感光原件

(4)   濾色鏡頭

(5)   腳架

(6)   相機背包及攝影背心

(7)   附屬裝備

操作與使用，清潔與保養，詳細內容透

過投影機一一解說，配合講義讓大家有深入

的了解，學員興致高昂，必然在攝影的天地

締造藝術的人生，豐富了生活。感動人們的

感官與意境，探索攝影藝術的奧秘。

值得一提的是學員當中，都是本區精英

的領導獅友，尤其95-96總監陳實獅友，從第

一屆開始已經投入研習班而樂此不疲，學藝

更是驚人，拿著拐杖來上課風雨無阻，這種

毅力精神足為榜樣，也激發各位獅友學習的

熱情，無形中便成一種激勵。追求真善美是

我們人生的境界，天上最美是繁星，地上最

好是美景，讓我們共同追逐美麗的人生就從

攝影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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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屆獅子盃
國際輪椅網球台灣公開賽 

                                           

 報導及攝影：林芳美  

          進場                                         

第十二屆獅子盃國際輪椅網球台灣公開賽於3/11日在新莊體育

場舉行開幕典禮，當天下午3：00，三民高中儀隊和廷威醒獅團即

展開表演熱場並迎接與會貴賓進場，紅地毯走道兩旁新莊國小童

子軍列隊揮舞各國國旗，主辦者之一的台北縣政府由副縣長蔡

家福率領相關局處長首先通過前往主席台，也是主辦者之一

的國際獅子會300複合區台灣總會，總監議會議長張朱仁獅

友率領A1、A3、B1、B2、G2等區總監及相關內閣成員、

執行主辦者A2區賴阿溪總監率領全部內閣、還有第一副

總監李仙生、第二副總監邱木源、第八專區主席游玲

娟、第十五分區主席李進洋、第十六分區主席張豐德

等相繼進場，最後是選手在大同女獅友掌旗引導下進

場，分別是印尼、日本、韓國、馬來西亞、新加坡、

泰國和地主中華民國等七個國家選手，緊接著有輪椅

國標舞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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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幕致詞

4：00正式舉行第十二屆獅

子盃國際輪椅網球台灣公開賽開

幕典禮，大會會長總監議會議長

張朱仁獅友先向與會選手致上歡

迎之意，並對籌劃本次活動的所

有人員，尤其A2區賴總監與大

同獅子會獅友的努力，表達誠摯

的謝意。也感謝台北縣政府的支

持、及所有贊助之獅友和各界社

會人士。希望輪椅網球台灣公開

賽能繼續推展至全國，吸引更多

人的關注，進而將獅子主義之博

愛精神更發揚光大。

籌備會主任委員－大同獅子會會長黃江隆感謝300複合區台灣總會張朱仁議長、A2區賴阿溪

總監、及第八專區游玲娟主席等所有在經費籌劃與人力上支持的獅友，包括輪椅網球界的朋友

和企業界贊助廠商，還有台北縣政府提供完善的比賽場地及相關設施、交通、安全防護等服

務，讓第十二屆獅子盃國際輪椅網球台灣公開賽得以順利舉行。

大會副會長A2區賴阿溪總監對於獅子盃輪椅網球賽，經過大同獅

子會的發起與多年來的堅持和積極熱心推動，目前邁入第十二屆，一年

比一年成功熱絡，近來更獲得國際獅子會300複合區台灣總會肯定，

列為年度主辦重大的殘障社會服務項目，300A2區、第八專區暨所屬

各會更加熱忱踴躍參與聯合服務，是獅子會結合人群共同服務人群，發

揮「我為人人、人人為我」提昇生命意義最有價值的服務，與「真誠、

用心、尊重、展望」－邁向成長的年度主題相得益彰。

大會另一副會長第八專區游玲娟主席表示，在本國與來自世

界各國的選手們齊聚一堂，以球會友展現熱愛生命的毅力時，對

於所有參賽選手及義工朋友們對輪椅網球運動的熱忱與支持，

讓第八專區全體獅友有機會參與，真誠奉獻、用心服務非常

感謝。

另外台北縣政府副縣長蔡家福先生，以及前國際理事

謝震忠獅友以英語和國語分別致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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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贈、禮成

此次公開賽300複合區台灣總會捐贈社會服務金50萬、

A2區總共24萬、第八專區20萬07—08會長聯誼會5萬。

另外A2區第一副總監李仙生獅友和第二副總監邱木源獅友

各捐贈比賽用輪椅一部，給輪椅網球推廣協會。

在中華民國參賽者奚意忠代表選手宣誓後，蔡副縣、

張議長、沈前議長、謝國際理事、A1、A2、A3、B1、B2、G2

區總監、八專區游主席與籌備會黃主任委員同時擊鼓，隨即

禮成，同時宣佈比賽開始。

歡迎晚會

禮成之後主辦單位準備了台灣小吃讓參賽者、與會來賓與工作人員共享，同時還安排了

的歡迎晚會，女獅合唱團首先登場，她們的歌聲一出，立刻吸引現場的殘障選手與觀眾注目聆

聽，女獅團員高雅的裝扮、幽美的歌聲，有口皆碑。接下來還有精彩的獅友演出。

比賽與閉幕

主辦單位為第十二屆獅子盃國際輪椅網球台灣公開賽，把

所有各國選手的食宿、比賽場地，交通、安全防護等都做了最

妥善的安排，於開幕典禮及選手之夜完成之後，比賽的進行、

幾年以來幾乎由輪椅網球推廣協會黃慶鑽、陳國嘉、蘇慧玲等

義工協調處理，黃慶鑽與蘇慧玲本身也是以輪椅網球之一員，

尤其蘇慧玲任職華航，精通英、日、韓、泰國語言，與各國選

手之間的溝通無礙。比賽為期四天，於3/14日閉幕，閉幕典禮

主辦單位頒發獎金、獎牌之外，閉幕晚會完全由各國選手表

演，令人意外的是蘇慧玲收到一件匿名人士送來的蛋糕上面寫

着『輪網的天使』，讓她過了一個出乎意料的農曆生日，大家

也玩起蛋糕大戰，留下他們來台最難忘的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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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國因楊森嶺前會長辦捐血揚名
                                                                                      建國秘書  黃亦錫

在 楊 森 嶺

前會長及第一專

區主席林秀粉主

席的配合下，建

國獅子會夏照林會 長和台北市信義區松友

里何禮欽里長，98年每月共同舉辦「敦親睦

鄰捐血」活動。由於楊前會長居住在附近，

又係當地長期義工，故在每次捐血當天他與

獅嫂，約9點鐘便到松友里長家集合，並到

SOGO百貨公司後面公園捐血會場張羅佈置，

約10時多建國前會長、獅友前來幫忙。

夏夫婦每次在場服務，建華獅子會在

大歌星劉菊仙前會長的帶頭下亦前來共襄盛

舉。由於建華獅子會係建國輔導子會，攜手

從事敦親睦鄰社會服務，大家有錢出錢有力

出力，有吃有喝忙的不亦樂呼。但最大的功

勞者就是楊森嶺獅兄，他的辛苦大家有目

共睹。至99年3月止建國捐血排名均在前幾

名，熱心的楊森嶺前會長年年出任A2區捐血

委員會的副主席。98年建國獅子會獲台北捐

血中心表揚『團體績優』獎，楊前會長功不

可沒，使建國的捐血名氣越來越響亮。

建國和松友里長期從事捐血

活動，在300A2區相當有名；松

友里所舉辦的社會活動，建國均

樂於贊助並力挺到底，這都歸功於楊前會長

的辛勞，建國因此揚名信義區（101大樓附

近）的松友里，以及當地警察局、消防隊和

慈惠堂，甚至連松山火車站都讚賞有嘉。台

北市大同分局長湯明珠分局長，對建國熱心

關懷社區，相當肯定並下次活動必前來加油

共襄盛舉。

建國獅子會和建華女獅子會獅友常常

帶著眷屬，舉辦貼近社區民眾的服務，實是

對本土文化的發揚與傳承、對環保工作的熱

心，期望多介紹社會菁英加入獅子會的團

隊，共同來做社會服務的偉業。

建國獅子會走過30個年頭，已經枝繁葉

茂，先後與日本奈良西獅子會締盟姐妹會、

與高雄建國、新竹光輝和花蓮龍吟等獅子會

締結兄弟會，一直秉持「取之社會，用之社

會」的理念，期望實現一個物質和精神並重

的真善美社會，豐富美好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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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南獅子會捐贈救護車

             顧佑貴獅友遺愛人間
                                                           採訪組長  邱玉華 

                                                           攝影  汪世墨

去年的四月十五日東南獅子會假圓山大

飯店舉行授證四十五週年慶典，當天東南獅

子會與國際獅子會LCIF國際基金會共同捐贈

一輛價值170萬元的復康巴士予臺北市政府

由郝龍斌市長代表接受，郝市長非常肯定獅

子會對社會的貢獻，當天與會的300A2區獅

友及嘉賓都共同分享這份榮耀與驕傲！

今年的三月二十四日上午十時三十分台

北市政府消防局受贈救護車典禮於消防局舉

行，顧忠華教授以其父顧佑貴先生及其母蔣

桂英女士聯名及東南獅子會名義捐贈一輛價

值158萬元的救護車予臺北市政府消防局，

由局長熊光華代表接受並由台北市政府頒發

感謝狀。

這輛命名為東南號的救護車，將配置在

臺北市政府消防局景美分隊，車內設備有急

救包、燒傷包、生產的救護包、抽痰機器固

定式和攜帶式的氧氣筒各一組、最主要的擔

架床可自由上下拉出，擔架無法進出的地方

還有長背椅可應急；另外還有履帶搬運椅可

承重120公斤，讓消防隊員碰到公寓時可以

容易上下樓梯救出傷患，救護車最主要功能

是進行出事地點到醫院間的救護，延續病患

的生命；留一口氣到醫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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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光華局長指出自民國84年以後台北

市政府就不再編列預算，消防局的救護車都

是由民間熱心公益的團體或民眾捐贈，由於

這些幕後推手默默奉獻，讓消防局到院前緊

急救護成效屢創佳績，自88年6月起至今已

成功救回284名到院前心肺停止患者康復出

院，他誠懇的表示台北市政府一定會珍惜使

用這部救護車，也一定會提供給台北市民最

好的緊急救護品質，他非常感謝獅子會的熱

心公益將愛心推廣到台北市各角落。

顧忠華教授特別感謝東南鄭朝進會長及

獅兄，讓其父親的心願在過世後一年得以實

現，原本三月對他來說是感傷的日子，因他

的父親去年三月一日去世，本來還以為他可

以活到一百歲，父親顧佑貴是民國元年出生

由蕭法剛前總監介紹入會，一直拿全勤獎，

有很多時間和東南一起成長，更多的回憶和

東南一起，放在心裡成為永恆！他也慶幸父

親生前的事業可以做這次的捐贈，對社會有

所貢獻。

鄭朝進會長指出顧佑貴先生是非常資深

的獅友，非常熱心參與社會公益活動，希望

可以貢獻更多力量；造福更多人，生前一直

交待要捐贈救護車，顧忠華教授秉持這這個

理念完成父親的遺願，他在這裡鄭重宣布顧

忠華教授為東南獅子會永久的榮譽獅友。

蕭法剛前總監談到他與顧佑貴獅友在東

南的點點滴滴，一步一步一起走來，感傷人

生幾何！

受贈典禮後所有參與這次受贈儀式的東

南獅兄與熊光華局長、顧忠華教授就在車身

漆著台北市東南獅子會；顧佑貴 蔣桂英捐贈

的東南號救護車前合影留念，為這次的捐贈

做見證，並對顧佑貴獅兄的奉獻做最後的回

顧以及永遠永遠的懷念！



獅誼月刊 2010.03~04��

沈竹雄前議長率團到
臺東利吉國小捐贈電腦與樂器

賴 慧 燕

八．八水災帶來的百年來最嚴重水患，

重創東臺灣，沈竹雄前議長特委請顏志發前

總監，也是義勇大隊副大隊長親訪災區洽

詢，選定臺東富山國小利吉分校全力協助重

整，捐贈電腦設備及音樂器材。使學生有標

準專科教室，並幫助偏遠地區電腦與音樂之

教學。以善用有限資源，發展部落文化，提

昇居民素質，讓有限化為無限，是沈前議長

任內不斷追求的目標。

沈前議長一直在獅子界具有特殊領導風

格，從他3月2日新春團拜，郝龍斌市長以及

謝秀能局長親臨世貿33樓，參與230人的大

團拜，看得出他的人脈、人和與人氣，都是

我們學習的好榜樣。

這次組團的27人，帶著愛心滿滿成行，

其中大隊長沈竹雄前議長個人捐36萬、副大

隊長郭利男獅友捐10萬、副大隊長顏志發

前總監捐10萬、督導陳信州獅友5萬、蔡登

輝獅友3萬、林奇峰獅友2萬、陳崑生獅友2

萬、陳德明獅友2萬、陳正德獅友2萬、毛葆

慶獅友2萬、許炳煌獅友2萬、施西田獅友2

萬、邱木源副總監2萬、陳星豪獅友2萬、章

維新獅友2萬、徐明德獅友2萬、王光祥前總

監2萬、李榮昌獅友1萬、王婉蓁獅友1萬、

蔡天啟獅友1萬、陳王根獅友1萬、諶烱爐獅

友1萬、賴慧燕副資訊長1萬、吳發喜獅友1

萬、黃秀榕公關長1萬，集資後順利為利吉國

小修繕教室、增添電腦設備及音樂器材，這

些都是他們目前需要的。

校內張燈結彩，學生們以他們熟悉的樂

器奏出優美山地天籟之音來迎賓，沈前議長行

事風格沈穩內斂，很貼心實惠的照料著偏遠地

區學童。得知他們學校與社區結合，隨時可以

開放教室與設備供社區民眾使用，體現物盡其

用，發展部落文化，提昇居民水準；毅然帶動

副大隊長與督導們捐出百萬元，採購電腦設備

及音樂器材，造福利吉國小及附近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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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東縣議會饒慶鈴議長、卑南鄉鄉長吳

信義以及D2前總監（01～02）張豐顮等地方

人士以及全鄉民眾，端出他們的特產小吃美

食，更現場樁打麻糬請我們，又香又Q，真

的就是不一樣感受，為的是社區有福了；他

們可以提昇居民素質，改善社區品質，學習

電腦使用。尤其學生們自製海報簡訊，不斷

的叫著：「各位爺爺，謝謝你們！」讓人窩心

又感動，有的說以後可以不必與人共用一臺電

腦，可以更投入學習了，聽得也真高興。

　2天裡，臺灣繞玩一圈，開心卻又不

覺得累，因為有個議長夫人貼心照料我們，

回程又特別到高雄左營搭高鐵商務艙回家，

有些時候能跟隨如此有福氣的人參與社會服

務活動，也是挺快樂的呢！一行27人在臺東

2天，受張豐顮前總監不停照料、接待與致

贈禮品，雍雅坊農莊張英崇董事長的國宴款

待，都是很難承受的感恩，在此一併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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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行獅子會聯合日韓姊妹會

修繕屏東來義國小88水災受創餐廳
                                                                             採訪委員 林俊明(力行)

“一而再再而三”如果用在

負面行為，真不是一句好話，但

如果用來作公益行為，而且是因

為最需要救助時，能一而再再而

三的伸出援手，絕對是一件人人

稱讚的好事。

十餘年來，台灣經歷兩大天

災：921大地震重創了中台灣，

去年的88水災則重創南台灣，尤

其一些原住民部落或山地偏遠地

區為甚。A2區的獅友立即伸出援

手：921時重建南投瑞田國小，使其從一片

瓦礫中變成一所美輪美奐的學校，十年來獅

友們如到中部旅遊也都會再去參觀一下，甚

至詢問學校是否還需要其他支援。去年的88

水災，A2區則選擇了台東大武國小的整建，

半年多的努力也即將完工，以後獅友們到台

東旅遊又可多一處參觀地點。

雖說“團結力量大”，兩次天災A2區

均集中全力才能使受創嚴重的兩所學校獲得

重生，但尚有其他也是受創嚴重的學校或地

區，却沒有這麼幸運能獲得如此龐大的奧

援，力行獅子會有鑑於此，特地聯合兄弟、

姊妹會之力量，自行尋找一些較少受到關注

却急需救援的學校及原住民盡棉薄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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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年9月29日力行獅子會劉南梅會長率

數位獅友南下與兄弟會高雄長城獅子會獅兄

一起到受創嚴重的那瑪夏鄉民族國小作社會

服務，該校及學生們家園均被大水沖走，全

體受災戶寄住於燕巢兵工學校，學生則由縣

政府安排寄讀於高雄旗山國小，長城與力行

獅友發給全校學生每位兩千元助學金，並幫

助該校最需要的基本重建。

99年3月8日力行獅子會劉會長再度與十

餘位獅友南下，並由長城獅友開車前往屏東

來義村來義國小作社會服務，該校在88水災

中大門及操場被水沖掉，現只能由後門進出

(已有企業認養修護中)，但關係全校師生每

天生活的餐廳重創而無法使用，力行獅子會

聯合姊妹會日本吹田東、韓國東都獅子會共

同出力修繕完成，並頒助學金給全校學生。

陳校長為感謝獅友們的熱心贊助，除頒中、

日、韓三獅子會感謝狀外，並特別親自挑選

屏東最好吃的黑珍珠蓮霧回饋獅友。

獅子會雖然不是以救濟為主的社團，但

是當重大天災發生時最能幫助社會與國人的

就是即時能出錢出力，使受災同胞們獲得最

實惠的幫助。力行獅子會時時刻刻力行We 

Serve的精神。

    傑出發明家--田寶武 獅友   

                                                前議長 朱永寬   

中華民國傑出發明家交流協會與國際獅子會台灣總會，日昨共同舉辦傑出發明家表楊授證

大會，由總監議會議長張朱仁，發明家協會理事長田寶武共同主持，對發明家創造發明研究之

努力予以肯定，到會來賓計有立法院長王金平、

智慧局局長王美花、台北市長郝龍斌、前考試院

長邱創煥、總會執行長劉奕棋、前議長朱永寬、

前總監陳欽賢、公關長黃秀榕等。

理事長田寶武獅友指出，台灣受地理環境限

制，自然資源有限，但人類智力無窮，傑出發明

家默默貢獻，促進國內產業升級，其功不可沒，

中華民國傑出發明家交流協會結合全國發明精

英，激發國人創意，建構交流平台，並推廣產學

合作，發明再造教育提升我國整體競爭優勢。瑞

士的學術單位在估國家競爭時，非常注重「創新

能力」指標，是依據各國在美國申請核准的數量

為準，近年來台灣在此項目中表現亮眼，排名世

界第二，是創造台灣經濟奇蹟的關鍵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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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專區

 認真參與本區運動會和舉行聯合例會
採訪委員 林俊明

第一專區主席林秀粉獅友過年期間在

國外停留了一陣子，回國後立即投入專區工

作，首先於3月4日召開專區座談會，會中

通過了兩項決議：一、組團參加3月13日A2

區舉辦的獅子家庭運動大會；二、3月19日

舉行專區聯合例會。這可說是本年度重要的

兩項活動，林專區主席特別懇請各會配合，

各會會長在林專區主席誠心誠意的感召下，

均全力以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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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3日一大早數十位第一專區獅友冒

著風雨陸續抵達景興國中。雖然雨勢不斷，

但是A2區獅友們均踴躍參加。各項運動比賽

以趣味為前提，看照片中場地全是濕的，但

是參賽的每個獅友却是笑容滿面，可知這是一

項成功的獅子家庭運動會，主辦單位不但替每

位參賽者投保意外險，並準備豐盛的午餐，更

有獅友提供大量的冰淇淋招待大家。林專區主

席與兩位分區主席也贈運動服給參與獅友，在

風雨生信心中完成此次運動大會。

3月19日晚上於敘香園舉行第一專區聯

合例會，除太陽缺席外其他八個會均熱烈出

席，專區主席與分區主席分別發表感言，各

會亦將本年度已做過的各種活動詳列成冊，

密密麻麻、琳瑯滿目。賴總監率全體閣員蒞

臨，整個會場充滿歡樂的聯誼。謝前國際理事

一席〝加入獅子會好處多多〞的生動演講，獲

得掌聲如雷，最難能可貴的是已經三月份了，

却還有十餘位新獅友宣誓入會，在林專區主監

誓與全場獅友祝福中完成。晚會中各會輪流表

演合唱，猶如一場另類的團體歌唱比賽。

第一專區主席林秀粉、第二分區主席林

秀芬兩位獅友，不但名字上謹差一字，且讀

音類似，兩人還是98~99同期的會長同學，一

為建國獅友、一為建華獅友，屬同一分區，

而且是推荐會與子會的關係。今年兩人同時

擔任專區主席與分區主席，兩人的個性及待

人處事更是人人稱讚，就連站在一起也屬高

脁型的女性獅友，多項巧合真不可多得，為

第一專區憑添佳話。

今年度因專區所有基金均作為88水災

賑災之用，沒有其他的聯合社會服務，但林

專區主席不但親至各會訪問並致贈社會服務

金，同時對A2區要第一專區各會配合的各項

活動，均適時轉達與協助，可說稱職又令人

感佩的一位專區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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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專區聯合例會3月16日在福華飯店

舉行。第二專區陳翠英主席為此次聯合例會

細心規劃，2009年12月在敘香園、2010年2

月在錦華樓邀請第三分區周遊主席、第四分

區王惠民主席、九個分會會長召開了二次專

區顧問會議，籌備專區聯合例會工作編組，

九個分會會長團結一致，鼎力支持每個分會

均自動自發擔任各項籌備工作。

 賴阿溪總監六點不到就抵達會場，席開

20多桌的會場裡人氣超盛，溫馨熱鬧使人感

覺縱然在寒冷的冬天裡也有春暖。大會六點

準時開會，自強凌文嶔獅友、西區女林孟雪

主任秘書擔任司儀，進場式由陳主席帶領，

第三分區周主席帶領西區黃春成會長、西區

女郭素梅會長、翔順何坤濟會長、翔順女陳

淑芬會長，以及第四分區王主席帶領長安黃

明傳會長、自強張鈞翔會長、至善陳紘馳會

長、文山江秀玲會長、榮華蔣麟會長陸續進

場，接受獅友們熱烈的掌聲，感謝他們對獅

友們辛勤的付出。

陳主席致詞表示特別感謝兩位分區主席

熱情的領導參與及九位會長認真、用心、非

常卓越的領導，全體獅友也以"真誠的友誼"、

"用心"的奉獻、並"尊重"獅子會友誼和諧的倫

理、"展望"未來，達成"邁向成長”工作目標。

接著向歷屆第二專區主席致敬，在司儀唱名下

陳主席在台上向到場的前專區主席們一一致

贈一份禮物，台下鎂光燈閃爍不停，台上前

主席們想起當年服務專區的點點滴滴，台下

獅友們也回憶起前主席們對專區的付出及貢

獻，這溫馨的一刻使大家心靈相互的交流，

留下了歷史性珍貴的鏡頭和美好的回憶。

第二專區聯合例會溫馨熱鬧

文 : 俞金龍(榮華)    

攝影 : 王繼學

向歷屆第二專區主席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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賴總監特別褒獎陳主席領導有方，感謝第二專區所有

獅友們全心全力支持A2區的會務和活動，並且邀請所有

獅友們能在五月一起前往本區認養的台東縣大武國小，共

同見證八八水災後重建成果。緊接著兩位分區主席一致表

示感謝各分區會長和獅友的支持合作，各項會務和活動都

能順利圓滿達成。九位會長也都一致表示感謝獅友們的指

導、包容、支持、協助、提攜，能在各項會議和活動中學

習、成長同時又能認識許多好朋友，感受到獅友們真摯的

友誼，在各項社會服務活動中獅友們無私無我的付出，又

學習到We Servt的精神。

新獅友入會在陳主席主持下，全場兩百多位獅友見證

中莊嚴完成了入會儀式，第二專區又加入了許多新血，在

獅友的共同協助下必能生生不息。聯誼餐會由自強林登貴

獅友主持，陳主席和獅姐在台上表演歌舞組曲掀起了晚宴高

潮，大家在豐盛的美食和精采的歌舞中度過了美好的夜晚。

新獅友

自強蔡清標獅友表演精彩魔術

長安獅友來個大合唱翔順獅友歡唱助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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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輸人不輸陣，輸人臉面無」，郭秋鳳

會長，參加友會歲末年歡感受到熱鬧氣氛，

決定在喬芸舉行新春團拜時也要熱鬧，而

且必須與眾不同；與前會長討論後，安排了

「變裝秀」來迎接新的一年，以突顯喬芸的

「創意」與「多采多姿」。 

新春團拜於2月25日在台北市雙喜門餐

廳 舉 行 ， 每 位 獅 友 化 妝

成各種不同造型，有

代表各國的傳統服

裝，也有童話故事

人 物 ， 突 然 間 民

初 、 前 清 、 現 代

中國小姐、日本、

韓 國 、 印 度 、 白 雪

公主、小魔女、瑪麗蓮

夢露等齊聚會場，彷彿置身「魔幻世界」；

還有由張月華獅友及幹事母女裝扮成象徵虎

年「福虎生風」的大、小老虎；中場還請來

「財神爺」祝福大家「財源廣進」，令參加

的貴賓們，及09-10年會長同學稱讚不已。 

帶動跳健康操是喬

芸註冊商標，安排由

區瑜伽委員會方櫻如

主席，以健康小遊戲

揭開晚會序幕。團拜

節目個個精彩，而「財

神爺」出現，所有人都在桌

子及椅子底下「尋寶」，都希望財神爺能帶來

財運；另外還有緊張、刺激、及香豔的遊戲，

分別由郭會長與許麗雯前會

長和貴賓各組成10人一

隊，男、女穿插，以

口含牙籤玩橡皮筋接

力比賽，大家情緒

「High」到不行。 

依循往例，在晚會

前由會長頒發獎學金給成績優

異的小獅子，今年只有劉秋妹獅友女兒符合資

格。會長特別感謝當晚獅友贈送的酒、紅包與

禮品，提供給喬芸獅友摸彩；而當天「仁愛

獅子會」也在雙喜門舉行新春團拜，兩會也

藉機互相串場祝賀。今年是喬芸第一次舉辦

「變裝秀」，難免美中不足，本諸「檢討現

在，策勵將來」，希望明年會更好。

攝影：陳朝夫 王繼學

 採訪：張月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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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現不一樣的第四專區

吳仁忠專區主席

      有惜福、有感恩
賴慧燕

3月11日吳仁忠第四專區

主席帶領第七分區主席吳宏遠

所屬中區黃豐裕會長、西門

陳坤城會長、莊敬王長壽會

長、老松吳聰文會長，以及

第八分區主席王寶春所屬民

權陳志明會長、健康殷維雄

會長、菁英陳鳳櫻會長、福

隆王儷儒會長，由李慶郎主

任秘書策劃下，順利成功的

在典華旗艦館五樓似錦廳舉行

聯合例會。最重要在這麼隆重

高貴場合，第四專區全體獅友

向賴總監與前總監致敬，這種

傳承美德，讓獅友體會前總監

的勞苦功高與豐功偉業。

吳仁忠主席性情中人，

粗中有細，不管在A2區擔任

何職位，都是全力以赴，說

得到，做得到；他深以第七

吳宏遠、第八王寶春分區主

席輔導有功為感恩，因此營

造整個晚會氣氛，除了有八

位新獅友入會宣誓外，八個

分會業務報告都十分亮麗，

今年以八八水災整建大武國

小為主軸，加上YE、全民運

動、國粹、保齡球，第四專區

都全力效忠。吳仁忠主席開心

的啤酒無限量供應（通海），

互贈禮品也精彩萬分，特別的

是八個會長打造一座專區主席

大公仔，又新奇又可愛令全體

獅友左抱抱、右抱抱，享盡人

緣的吳專區主席。

每 個 會 都 絞 盡 腦 汁 弄

個節目亮亮相，今年專區主

席也有他們同學組合一桌，

相互觀摩與捧場，最出色與

令 現 場 眼 光 打 結 的 是 菁 英

獅友的NO BODY、SORRY 

SORRY，新潮流行加上獅姊

的超ㄅ一ㄤˋ閃亮裝扮，當

場炒熱「似錦」廳；吳仁忠

的第四專區，八個會因而發

光發亮，我們都看到了，也

感受到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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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愛  在第五專區                                

一個分會猶如一根筷子，

九個分會的集合，即能成為一把

團結、堅固、有力的棍子。專區

聯合例會除了扮演指導、協調、

聯誼及經驗傳承等重要功能外，

結合各分會的資源發揮聚沙成塔

的力量，如「筷子哲學」一樣，

更能擴大專區社會服務的層面，

嘉惠更多的社會需要。

第五專區參與300A2區八八水災重建-認養臺東縣大武

鄉大武國小整建工程之捐款達新臺幣貳佰多萬元，為本區

之冠，印證了專區「團結力量偉大」的事實，更展現獅友

們優越的素質與不落人後的愛心。

為了繼續推動09-10年度既定的社會服務，第五專區

主席吳英欽獅友，於99年3月9日〈二〉下午6：00假錦華

樓大飯店，召集第九分區主席王學賢獅友及所屬之北區獅

子會陳顯雄會長、仁德獅子會孫鴻明會長、京華獅子會李

麗玪會長、信德獅子會陳朝聰會長、永翔獅子會何俊輝會

長，第十分區主席吳豐年獅友及所屬之仁愛獅子會林易政

會長、東門獅子會陳長助會長、東成獅子會蔡伯翰會長、

松鶴獅子會吳明兒會長，以及全體獅友，舉行第五專區

聯合例會，商討下半年度專區、分區、分會社會服務與

配合區務活動等之落實，會中並邀請了賴阿溪總監及區

內閣成員蒞會指導。

在會議中，吳英欽專區主席感謝各分會在八八水災重

建-認養臺東縣大武鄉大武國小整建工程踴躍之捐款及對

捐血活動，認捐LCIF，配合A2區、專區、分區各項社會服

務之鼎力相助及各分會用心的各項社會服務，表達謝意。

採訪委員  溫小慧

攝      影  程賢治

歡迎新獅友入會

第九分區致贈紀念品給王學賢主席

第十分區致贈紀念品給吳豐年主席

致贈紀念品給吳英欽專區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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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結束後由杜文雄獅友與姚夢嵐獅友共同主持的「獅子之夜」，由獅友們擔綱演出的各

項熱歌勁舞，活力四射，高潮迭起，博得滿堂喝彩，也為此次聯合例會畫下完美的句點。

綜觀第五專區在參與八八水災重建工作上，有著傲人的成果，九個分會仍依照年度工作

計劃執行各項社會服務工作，其內容如下：    

1、 北區獅子會贊助香園教養院經費、寒冬送暖活動贊助20個弱勢家庭、舉辦陽明山花季第14屆

寫生比賽、繼續認養陽明山公園第二停車場水濂洞區2年、維修水濂洞區、櫻花區經費等。

2、 仁德獅子會長期協助八里安養院認養、宜蘭懷哲復康之家、宜蘭神愛兒童之家贊助經費等。

3、 京華獅子會資助並參與現代婦女基金會、視障音樂文教基金會、香園紀念教養院、忠義育

幼院、懷德風箏育幼、院殘障人士劉子瑜子女獎學金、基督教思友中心及舉辦臺北市京華

盃身心障礙者桌球錦標賽等社會服務。

4、 信德獅子會宜蘭縣偏聖嘉民啟智中心、其他偏遠地區等社會服務。

5、 永翔獅子會完成宜蘭南澳弘道仁愛之家第一期、第二期、第三期房舍整修工程、新竹縣尖

石鄉石磊國小、桃園復興鄉長興部落國小暑期校外教學活動、屏東縣來義鄉原住民學童臺

北暑期校外教學活動、募集社會資源協助屏東縣來義鄉及臺東太麻里居民生活物資發放、

宜蘭南澳弘道仁愛之家偏遠地區國中、小課後課業輔導設備增建等

6、 仁愛獅子會捐贈國際獅子會臺灣總會小秀才學堂經費〈前會長林奇峰捐贈〉、「雪卿防癌

基金」癌症篩檢健診社服二次受惠500餘人、捐贈臺北市陽明養護中心、八里天主教養老

院，急難救助項秀枝女士、玉泰鏈先生、蕭子龍先生、捐贈後車站商圈、日新國小清寒獎

學金、普濟寺第一梯次、第二梯次「關懷街友、盒餐送暖」、捐贈屏東縣政府消防局橡皮

救生艇乙艘、捐贈舊眼鏡給寮國等。

7、 東門獅子會之捐贈臺北捐血中心血袋、臺中縣霧峰鄉「愛心滿點-海洋生物探索之旅」、

臺中縣霧峰鄉谷國小營養午餐、屏東縣社會救助金、南投縣草屯國小、虎山國小貧困兒童

學雜費、臺中縣霧峰鄉北柳社區發展協會、寒冬送暖霧峰鄉公所等社服工作。

8、 東成獅子會每年定期捐助孤兒就讀大專院校學生獎學金、藉以激勵孤兒奮發上進；設立急

難救助機制如遇社會發生重大災害時，立即起動賑災救助計劃；不定期支援社會慈善機構

募款捐助等社服。

9、 松鶴獅子會延續每年關懷天母聖安娜殘障之家社會服務、捐贈撫遠街清寒之家、桃園縣八

德市景仁殘障院、臺東縣大武國中受災學生及五代同系捐贈臺東縣5個受災部落發電機、

無線電通訊設備等社會服務。

上述各分會的社會服務內容無法一一詳細報導，他們的「愛」與服務無法用金額的多寡及

數字的大小來衡量，卻突顯第五專區全體獅友「急公好義、樂於助人」之精神；這股「第五專

區的愛」會持續在社會每一角落發光、發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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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專區盛大舉行聯合例會

採訪委員： 鍾武村 

攝影 : 汪世墨

秉持獅子會優良的傳統，加上與300 A2

區的良好互動關係，第六專區聯合例會每

年皆盛大舉行。本屆聯合例會在豪園飯店舉

行，場地寬廣氣派、設備新穎，憑添典禮的

歡慶隆重。

3月10日正逢寒流來襲，會場外溫度在

十度左右，但會場內寒喧問候人氣不斷，像

是室內出了大太陽把整個會場活絡起來，時

間接近，獅友嘉賓陸續就坐，聯合例會開

始，蘇清東專區主席就位，大會司儀楊明廣

主秘以渾亮的聲音揭開會議序幕。

 蘇清東主席致詞中特別感謝第六專區所

屬11分區李福來、12分區蔡俊仁倆位分區主

席，以及東南鄭會長、景美黃會長、愛國曾

會長、慶華林會長、東北謝會長、八德劉會

長、美德王會長、崇德胡會長全力相挺，才

能在A2區的各項活動中表現優異，其他各項

社會服務亦不落人後，這次第六專區並有九

位新獅友在全體獅友見證之下宣誓入會。

八位會長陸續上台做社會服務報

告，東南鄭會長談到東南有健全的

財務，累積基金達到300萬，可

隨時做各項社會服務；景美黃會

長強調會內每年都會編列大約

30-50萬元的社會服務款，今年

已做了南投仁愛鄉春陽國小以及

坪林鄉低收入戶補助款，五月將捐

贈宜蘭老人院社會服務金；慶華林會

長今年舉辦四場捐血活動，已獲九百袋的優

良成果；東北謝會長在工作報告中邀請會場

所有貴賓與獅友於5月28日前來參加東北45

周年授證慶典活動。第六專區各會的

社會服務，印證了獅友落實八大

信條【關懷疾苦、扶弱濟困、人

溺己溺、樂於助人】的精神。

晚會由美麗大方的邱玉華

前分區主席主持，展現幽默風

趣，比專業還專業，讓整個會場

有如小巨蛋的大型晚會。

人安基金會致贈感謝狀

賴總監與東南新獅兄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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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A2區全民運動大會

       No.1的第十專區

比賽開始，老天爺在考驗大家的耐力，

雨下個不停，各位獅兄、獅姐不畏風雨、團

結一致，即時滑倒也再接再厲，想得到亮眼

的成績，午後，雨越下越大，怕大家因地滑

受傷，不得已取消了一些比賽。

這次運動會，第十專區獅友踴躍參與展

現了團隊精神，不負李主席的要求，得到團

體、啦啦隊------等各獎項，更拿到總冠軍獎

盃，這份榮耀是屬於第十專區的每位獅友。

大家也達成專區主席要求的三連霸！

閉幕時只見李專區主席一個個獎項領不

停，長官們開玩笑的說：「主席的脖子掛這麼

多的獎牌，會不會抬不起頭來！」。第十專區

真是太精彩！太棒了！加油！大家明年見！

鄧景云會長﹝菁彩﹞

300A2區一年一度全民運動大會於3月13

日在景興國中展開，各專區獅友熱烈支持，

熱忱參與，而此次第十專區在李彩秋專區主

席事前精心的籌劃下，當天更亮麗的演出、

充份表現團隊精神。

一出場團隊制服就吸引了眾人的眼光，

用心設計製作，不論剪裁、色澤均深受大家

喜愛，緊接著進場儀式又是一個大驚喜，在

六位可愛的大型玩偶帶領下贏得眾人會心一

笑；而菁彩獅姐們青春洋溢的啦啦隊伍跟著

隨後進場，更讓大會增添熱鬧的氣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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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遠走在最前端的西區女~~~加油
-----向前總監致敬暨新春聯歡有感-----

                           西區女 林孟雪

每逢新春，各地獅子會為感念歷屆總監

的辛苦奉獻，紛紛於元宵節天官賜福之前，

舉辦聯歡活動向前總監致敬。沒有昨日的辛

勤播種，那裡有今日歡喜的收割。臺灣獅子

會能在國際上發光發熱，寫下豐功偉業，不

都是前總監們帶領全體獅友共同為服務社

會，造福人群努力而得來的結果。

今年西區女獅子會於元宵節前兩天，假

福容飯店舉辦向歷屆總監致敬，並邀請西區

母會黃春成會長暨獅友以及翔順獅子會何坤

濟會長暨獅友，一起聯歡。席開六桌，藉以

感謝母會、友會及前總監們對西區女的照顧

及提攜，場面溫馨，令人感懷。

例會當天，前總監們出席踴躍，共來15

位，給足面子，西區母會三位前總監全數到

齊，令人欣欣悅。謝震忠前國際理事帶來韓

國前國際理事，2011年第二國際副總會長候

選人崔重烈獅友及釜山世界年會準備委員會

儀典室長李泰奎獅友前來參加，國際獅友在

此交流，使例會倍增光彩。

值此良辰吉日，忝為司儀，就個人所

知歷任前總監對獅子會的特殊貢獻，一一道

來；使得在場每位前總監到與有榮焉，倍覺

溫馨。首先介紹A2區大家長賴阿溪總監，

舉辦25周年慶典及整建台東大武國小校舍禮

堂，成果豐碩，有目共睹。

接著請西區女所有獅友全體站起來，熱

烈鼓掌歡迎最尊敬的導獅，陳冰榮前總監，

也是創區首屆總監，擘畫本區典章制度，裝

潢區辦事處，`嚴選人才，卸任後成立松年老

人大學，擔任校長近20年，關懷老人福利；

尤其34年來對西區女諄諄教誨，不可聘請顧

問，不可接納轉會獅友，讓西區女永遠走在

時代前端，感謝導獅。接下來歡迎大A區時

的李枝盈前總監，也是前國際理事，偕同夫

人一起參加。

謝前國際理事，也是A2區的第二屆總

監、第28屆遠東年會執行長，因表現優異獲

得國際總會長頒發特優傑出貢獻獎。朱永寬

前議長，也是A2區的第四屆總監。沈竹雄前

議長，是A2區的第五屆總監，也是結合愛盲

協會到斯里蘭卡做白內障及沙眼防疫，將獅

子會的Sight First社服，發揮得淋漓盡致的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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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總監。他也是台北市義警大隊長。莊再發

前總監，首位以專區主席資歷榮任總監，熱

衷高爾夫球運動，只要有獅子會活動，一定

親自參加，也是一位認真付出的前總監。

西區簡正彥前總監，也是一位對西區

女最多關心，協調獅姐爭議，付出最多，尤

其是每年春節，尾牙一定會宴請西區女獅友

聚餐。陳實前總監，任內成立第十專區，功

不可沒。邱基祥前總監，任內與泰國曼谷

310-D區結盟，也是最年輕的總監。蕭法剛

前總監，A2區唯一的五顆星總監，又稱五星

級總監，任內所舉辦的反毒大遊行，場面大

回憶多。蘇添發前總監，有歐納西斯美稱，

任內舉辦獅友歌唱比賽，印製2千本歌本，讓

獅友娛樂身心，出錢出力。

王錫淵前總監，牽線西區女與日本青森

縣真秀之地獅子會結盟，任內921震災重建

瑞田國小；也是A2區20週年柬埔寨希望中學

建校的執行長，有建校總監的美譽。顏志發

千禧年總監，不畏當屆會長聯誼會的抵制，

並揚言卸任後，極力挺聯誼會活動，是位有

為有肩膀的總監，表現出崇高的智慧，冷靜

沈穩的魄力，更讓全國獅友大開眼界，看到

A2區的大團結，也因此今年在複合區獲邀担

任榮譽副議長，對張朱仁議長協助良多，獲

得極佳好評的國王總監。

陳阿美前總監，是A2區唯一的女總監，

任內推動獅子家庭運動會，成效顯著，至今

屆屆風行。陳欽賢前總監，致詞永遠都像穿

迷你裙般簡短動人，競選副總監時，婉拒任

正代表，心胸寬闊，令人敬仰。范成連前總

監，以記憶力著稱，A2區2千多位獅友的名字

幾乎都叫得出來，把會員通訊錄都翻破了，

真不簡單。林齊國前總監，首位以PowerPoint

主播方式報告區務，獲得好評，首創每個月

的專題演講及為當月生日獅友慶生，當選第

49屆遠東年會籌委會主席，自認企業學習長

的難民總監。徐國勇前總監，處事果斷，扼

要有魄力，人緣特佳，首位以立法委員的身

份担任總監。

邱文彬前總監，以推土機自居，讓A2區

成為快樂的大家庭，是A2區的幽默大師。王

光祥前總監，以最高得票率當選總監，是位

成功的企業家。楊逸訓前任總監，任內在福

德坑興建獅子公園，贊助高爾夫球比賽，卸

任後風評極佳，是位無與倫比的前任總監。

逐一介紹歷屆總監後，由郭素梅會長代

表致詞，向前總監致敬並致贈禮品。典禮完

成後，由陳碧玉前會長主持餘興節目：獅姐

大合唱『因為我愛你』，韓國及本區獅友們

踴躍獻唱，很有過年氣氛。西區女這一年在

郭會長帶領下，舉辦多項有意義的社會服務

和活動；明年度即將接任的黃惠娜會長盼能

繼續下去，深盼西區女獅子會在新的一年，

人人都能幸福美滿富貴常在，歲歲年年永如

意，永遠走在最前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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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去做，就會成功
                                                                                     

只有向自己提出偉大的目標，並以自己的全部力量為之，

奮鬥的人，才是幸福的人。   加里寧

                                               前總監  蕭法剛

1997－1998年擔任國際獅子會300A2區總監時，常常對全體獅友們共勉

「今天不做，明天就後悔了。」

英國學者克蒂爾說：「過去的已經過去了，是靜止的，我們沒法變更它。而未來的是活動

的，我們的任何行為都會影響它。只要我們能認識它，未來會給我們的家庭和事業帶來新的境

界，在人類各種努力的領域內，我們仍處在進步的開始。」

人生百年雖短，卻超過許多生物多生多動的總和，人生百年雖長卻不及日月的剎那之間，

所以，在時間概念中，我們最珍惜的是「現在」。沒有現在，過去無法延續，沒有現在，未來

無以開頭。

"現在"這個詞對成功有著無窮的妙用。昨天、下星期、以後、將來某一天，這些詞或短語

的意思和「永遠做不到」的意思並沒有太大差別，有許多方案被擱淺，計劃被撤消，時間被耽

誤，往往都是在該說「我現在就去做，立即動身」時，卻在舌頭上拐了個彎，說成「讓我考

慮、考慮，有一天我會去做。」這句話，使成功的機率大大減小，而失敗的機率大大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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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現在做什麼事，只要積極主動去做，沒有達不到的目的。

如果你一直在想而不去做，根本成不了任何事情。世界上每一件東西，大到人造衛星、

摩天大樓，小到嬰兒食品、彩色軟皮，都是由一個個想法，付諸實施所得的結果。

成功人士和平庸之輩，是兩種截然不同類型的人。成功人士凡事都主動，我們不妨稱他

為「積極主動的人」；那些庸庸碌碌的普通人，凡事都被動，我們不妨稱他為「消極被動的

人」。你只要仔細研究這兩種人的行為，可以找到一個成功原理：積極主動的人都是不斷做事

的人，他凡事現在就去做，直到完成為止；消極被動的人都是懶惰散漫的人，他們找藉口偷

懶，直到最後他證明這件事不應該做，沒有能力去做，或已經來不及了為止。

積極主動的人和消極被動的人之間的差異，從很小的地方就能看得出來。前者計劃好一

個假期，就真的會去度假，後者也許計劃好一個假期卻拖延到明年再打算。前者認為應該定期

聽成功講座，結果他真的做到了；後者也認為應該定期聽成功講座，但他會找出各種辦法來拖

延。前者認為應該發一封e-mail給某個人去恭賀他的成就，他真的敲起了電腦鍵盤；後者卻找

了一個理由來延後，結果一直不去行動。

積極主動的人和消極被動的人之間的差異，也會在大事上表現出來。前者想要自己創業，

結果他說做就做，後者也想創業，但他總在最後關頭發現「為什麼不該去做」的好理由。前者

已經四十歲了，他很想換一個新工作，結果他真的去做，後者也一樣，但他一直猶豫不決，結

果什麼事也沒有做成。

積極主動的人會成就許多事情，消極被動的人很想做事但不會真的去做。如果你要成功，

下面的方法可以幫助你。

(1)盡力改善，做改革的領導人

當你看到什麼事情不如意時，要積極主動地去做好。你是否覺得你的公司應該製造一種新

產品？如果要就趕快想辦法儘量改善吧。你孩子學校裡要不要增添一些新教材？如果要，就立刻

發動募捐，以便你的小孩可以使用。你相信，即使開始時是一個人孤單奮鬥，只要這個構想真的

很好，對眾人都有利，很快就會贏得支持和支援，你一定要使自己成為主動盡力改善的改革者。

(2)主動地參加義務工作

你一定有想參加某些活動卻又不敢去的經驗，為什麼呢？因為你害怕。你不是怕能力不足

就是怕別人的批評與破壞。你害怕被人嘲笑，被人說成巴結奉承，被人指為貪功躁進，因此你

裹足不前，不敢向前邁動一步。

那些能幹又肯做的人，都是主動的人，而那些站在場外袖手旁觀的人，永遠只能是個看

客。大家都信任腳踏實地的人，人們相信，這個人敢說敢做，絕對知道怎麼做最好。我們還沒聽

過有人因為「沒有打擾別人」、「沒有採取行動」、「要等別人下令才做事」而受到稱讚的。

難道你做事不想成功嗎？如果你想成功，請你現在就去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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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賴  慧  燕
          精 彩‧菁 彩

　運動場邊許多可愛的吉祥物，大家爭相去拍照，小老虎在虎年最吃香，

拍到最後，採訪一下可愛動物是誰裝扮的，原來都是菁彩獅姊，可真服了

她們的敬業心，平時美麗動人的獅姊，悶在大頭套裏，可真敬業啊，所以

說菁彩真精彩。

 爽　腳
  獅子家庭運動會有個可愛鏡頭，值得一書。

　菁英下屆會長朱伶獅姊，暖

身不斷，因為旗袍界、婦女

會，以及扶輪社數不清的社團

都有他當領導人的風光面，聽

到她要接會長，排隊要加入菁

英的已到110人。創會時113已接

近回籠，一不小心可能破表。

　朱伶獅友開心不已，運動會什麼

節目都參加，與姊妹吃飯時腳那

麼一抬，仍不失優雅，大家取名

「爽腳」，真正的爽！

夯

人 事

  賴  慧  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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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實前總監樂在攝影

攝影  莊文利

陳實前總監奔走商場數十年成就斐然，但是多年前在

機場發生的車禍，幾乎要他的命，經過十多次的大小

手術，總算恢復正常。柱著拐杖他已經可以獨立四處

來回。由藝文委員會江哲和主席主辦的攝影班，陳前

總監已經連上兩期，津津有味。他說，除了室內學習

理論，陪同其他獅友外出實地攝影，收獲很多。多年

被迫沉`潛，陳前總監顯得穩健、安祥、知足。

                                                          
(林繁男)

邱文彬前總監的近況

一、古董車

蒙邱文彬前總監搭便車，他說，我現在的車比

你的還古老。請教何年代？答曰：1969。真的

很古董 ! 4月9日開會，得以欣賞盧山真面目。

清亮的深綠色，明艷照人，280S手排，保養花費不貲。

停在典華地下室，右後方被那個冒失鬼撞凹了，他很心疼。

二、上天堂

本區本年度第二次新人講習，邱前總監應邀講話，時值午休時間，新獅友恐怕會打瞌睡。

他一方面讚揚講師團出錢出力，一方面講一個佛門師父多年念經禮佛卻無法上天堂的笑話，

提振上課情緒。這位師父升天接受審判，結果被判重回人間修行，因為每次念經，信徒幾乎都

睡著了。同時接受審判的客機駕駛反而被判往天國，師父當場表示抗議。判官解釋：駕駛起飛

動作很猛，乘客都大喊：阿彌陀佛。 

三、年會晨會不再用早點

邱前總監本年度擔任區年會主席，跟專區主席舉行四五次會議，明快有力。他說，專區主

席提議變革最好要有創意。有人大膽建議，年會正代表晨會，循例大會準備早餐，每客250

元，一半以上沒人動過，殊為遺憾，可否取消。在場專區主席都有同感，迅速決議取消早

餐，所節省近6萬元改撥作模彩之用。(林繁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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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  2090  4  200  2  166  439(22%)  440(22%)  215(10%)  

A2 2672  3 150  3  404  547(21%)  564(22%)  254(10%)  

A3  1859  2  100 　   192  408(22%)  346(19%)  194(11%)  

B1  2614  3  240  2  278  272(11%)  381(16%)  283(12%)  

B2  2018  1   85 　   103  242(12%)  316(16%)  154(7%)  

C1  2809  1  778 　   587  589(24%)  755(30%)  453(18%)  

C2  3437  1  100 　   321  530(16%)  536(16%)  337(10%)  

C3  3119      20  156 339(12%)  464(16%)  26(0.8%)  

D1  2678  1  100 　    61  421(16%)  437(17%)  147(5%)  

D2  1700  1  161 　   178  374(23%)  387(24%)  234(15%)  

E1  1819  1  50  2  118  353(22%)  387(25%)  121(7%)  

E2  1525  3  300  2  194  241(20%)  421(35%)  69(5%)  

F  2267  1  100  1  130  332(15%)  399(18%)  245(11%)  

G1  2454     100 　   245  390(17%)  410(17%)  244(11%)  

G2  2505  2  100 　   250  389(16%)  375(15%)  248(10%)  

總計  35566  24  2584  12  3383  5866(17.6%)  6618(19.8%)  3224(10%) 

300A2區獅友成長世界排名第29名
 

國際獅子會300A2區賴阿溪總監，4月9日在典華旗鑑館舉行的第二次新獅友研習會宣佈好消息，

本區自去年7月1日至今年3月31日止獅友成長404位，在台灣15個區排名第2名，在全世界780個區排名

第29名。賴總監還不滿意地說，A2區本年度最好成績曾經第25名。賴總監未雨綢繆，要求區講師團舉

辦第二次新獅友研習會，防範去年6月底退會潮達254人(10%)的歷史重演。

陳丕仁前國際理事提供的統計，台灣總會至3月31日止 有6個區被列入全世界會員成長區之前50名： 

第12名 300C1區 淨增 587、第29名 300A2區 淨增 404、第42名 300C2區 淨增 321、第45名 300B1區 

淨增 278、第48名 300G2區 淨增 250、第50名 300G1區 淨增 245。陳前國際理事呼籲台灣各區總監，

把握最後三個月繼續衝刺，達成並超過各區之年度目標。       

陳前國際理事指出，台灣複合區會員成長3383位，算是不錯的數字台灣總會但是去年6月份會員流

失了3224位。為了達成各區總監年初的會員成長、新會發展之承諾，最後三個月必須加強會員保留工

作，讓6月份之流失減到最低；如此我們努力的成果才能夠 獲得保障。如果最後三個月繼續會員成長以

及成立新會(尚欠12個新會)，更能夠保証年度的會員成長目標之達成或者是超過。3月份各區會員仍在成

長，尤其E2區淨增41位，C3區淨增 31位，,B1區淨增29位。

本區3月份會員人數為2659人，沒有計入金門金菁獅子會，比2月份增加14人。據說金門金菁獅子會

可能解散；除此之外未達20人的會仍有7會。本區會員人數最多的會為新成立的日月光，3月份再增加

2人，達80人。

 District   現有會員           目標(Goals)        2009年7-2010.3月成績                   參考數據(Dropped Data)  

  區     (12/31/2009)  新會成立      會員成長        新會成立       會員成長          07-08年退會數        08-09年退會數       6月退會潮(09年)  

台灣15個區會員消長狀況 ：



        2010.03~04 獅誼月刊 ��

法律小常識

 －前總監陳欽賢律師－

使用土地具有合法原因才非無權占有
 

以前，土地不值錢，土地共有人間對土地的使用，也馬馬虎虎，但是現在土地

值錢了，使用糾紛也多了。

如果共有土地的共有人中，有人在共有土地上建築房屋，房屋出售與第三人，

這位第三人承買房屋後，對於房屋基地是否有使用權？如果有使用權，其他共同人

就不能主張該第三人是無權占有，不能請求他拆屋地，否則，就得拆屋還地。

在上開情形下，應視建屋當時有無約定，如果原建屋時是基於向其他共有人承

租土地，或土地其他共有人已出具土地使用同意書，同意使用共有土地建築房屋，

在未經合法終止契約前，房屋所有人即有繼續使用土地的權利，土地所有人不能要回

土地；如果沒有約定，房屋所有人就是無權占用土地，土地所有人可請求拆屋還地。

方便獅友法律諮詢服務
本區法律諮詢組1月25日下午19時召開第三次座談會，就法律服務成果及缺失進行

檢討。賴阿溪總監、邱基祥、陳欽賢兩位前總監列席指導。鄭庭壽法律諮詢長和林重宏、

楊明廣、黃忠三位副法律諮詢長，秉持服務有檢討才有進步，才有成果的原則，檢討

駐區服務六個月以來的成果及缺失，作成決議如下：

1、獅友遇有問題，為隱密性，直接打電話詢問輪值律師；有必要進一步攜帶資料詢問

者，輪值律師約見獅友服務，如此可節省律師時間，也方便獅友諮詢。

2、免費服務僅限於法律諮詢，如進一步繕寫文件、存證信函，或訴訟案件等，仍需按

照委任收費。

3、元月開始至6月30日止各分會如有法律問題可邀請輪值律師至分會例會中諮詢或演講。

                 歡迎獅友多加利用

��        2010.03~04 獅誼月刊 ��



資料來源：國際獅子會總會網站

                              (註釋：林繁男取材自總會網站)

註釋：

Students used to crowd(2) into a science lab(3) to watch a 
chemistry(4) lesson and wait for their turn on the computer.  
The school’s ability to take on more students was limited by its 
lack of classroom space.

Lions Step In
With the help of a Lions Club International Foundation grant 
and community support, Lions adopted(5) the Sri Ramakrishna 
MHS and helped add an impressive(7) three-story addition(8). 
Lions provided 16 spacious(9) classrooms, a modern science 
lab and a fully equipped(10) computer lab. “The Lions club 
paved the way(11), providing help for all developments,” said H. 
Jubaitha, a parent and vice president of the PTA. “They believe 
good education stands the test of time.”  

Lions are active(12) at the school they adopted, which serves 
about 1,200 students from kindergarten(13) through high 
school. Most of the school board(14) members are Lions, 
as well as the school’s principal(15). Lions have made an 
investment(16) in their community’s future by keeping school 
fees low for students and their families.  

Students Reap(17) Benefits
By helping to fund(18) this new addition, Lions gave the school 
the capacity to accommodate(19) 300 more students, many 
from poor families.  “After seeing this school many parents 
have come forward to admit their children,” said Venkateswara 
Rao of the Tambaram West Lions Club.

The addition boasts(20) 20 computers and a science lab with 
all the modern tools a teacher could want. “Earlier there would 
be a crowd, and children they used to take turns(21). Now at 
present there are altogether 20 computers where the teacher 
also finds it very easy to transact(22) her lesson,” said teacher 
Parvatha Vardhini. The Lions Quest(23) Program is part of the 
curriculum(24) at the school, teaching the students life skills.

“I feel proud to be a teacher as well as a Lion,” said S. 
Jegathambal, Tambaram West Lions Club.

Fast Facts
The school has received the Gold Standard Mark from the 
government for its upgrades(25). The new addition allowed the 
school to take on 300 more students, many from poor families. 
Of the 20 school board members, 18 are Lions.

(1) height   高度,頂點;極致；名詞

(2) crowd   擠,擁擠；動詞

(3) lab   laboratory  實驗室；名詞

(4) chemistry   化學；名詞

(5) adopt  認養,收養；動詞

(7) impressive   予人深刻印象的；形容詞

(8) addition   增加的人(或物);(房屋的)增建部分；名詞

(9) spacious   寬敞的；形容詞

(10) equip   裝備,配備；動詞

(11) pave the way   鋪路；動詞片語

(12) active   活躍的;活潑的；形容詞

(13) kindergarten   幼稚園 ；名詞

(14) board   理事會;董事會；名詞

(15) principal   校長;社長；名詞

(16) investment   投資；名詞

(17) reap   獲得,得到；動詞

獅風獅語
Lions Clubs International

過去學生都擠在科學實驗室上化學課，排隊等待輪流使用電腦。
受限於教室空間的不足，學校無法招收較多的學生。

獅友介入

得到國際獅子會基金會(LCIF)一筆贊助款的幫助以及社區的支
持，獅友認養Sri Ramakrishna MHS學校，協助增建一棟三層漂
亮樓房。獅友在樓房內設立16間寬敞的教室、1間現代科學實驗
室、和1間設備完善的電腦實驗室。一位家長也是PTA副總裁朱拜
薩說：〝獅子會鋪了路，提供所有開發的協助。他們相信，優良
的教育經得起時間的考驗。〞

獅友在他們認養的學校相當活躍。學校董事多數是獅友，連校長也
是獅友。這所學校大約有1200名學生，從幼稚園到高中。獅友對他
們社區的未來做投資，向學生和家長收取的學費一直保持很便宜

學生獲益多

獅友協助籌募這棟新增樓房的基金，使得學校有能力多收容300
名學生，許多來自貧困的家庭。譚巴蘭西區獅子會拉奧獅友說：
〝許多家長看過學校之後，紛紛把小孩送來上課。〞

這棟新蓋的校舍，自豪裝置20部電腦和1間科學實驗室，老師要
求的所有現代工具，應有盡有。華迪尼教師說："過去學生擠成一
堆，要輪流排隊。目前總共有20部電腦，老師也感到授課輕鬆愉
快。"The Lions Quest Program獅友探索計畫，已列入課程之中，
教導學生謀生技巧。 

譚巴蘭西區獅子會賈嘉薩巴獅友說："我深以身為教師又為獅友為榮。"

重要事實

這所學校因為它的升級已經獲得政府頒給金牌標準獎章。這棟新
蓋的校舍，容許學校增收300名學生，許多來自貧困的家庭。20
位學校董事當中，18位是獅友。

印度的獅子學校

提升教育到新的高峰
Lions School in India 
Raising Education to New Heights(�)

Location: Chennai, India 
地  點：印度成奈

(18) fund   提供(事業,活動等的)資金；動詞

(19) accommodate   能容納;能提供...膳宿；動詞

(20) boast   (指物)以有...而自豪；動詞

(21) take turns   輪流；動詞片語

(22) transact   辦理,處理；動詞

(23) quest   尋求,探求；名詞

(24) curriculum  學校的全部課程 ；名詞

(25) upgrade   升級;提高品級(或標準)；名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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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心您系列廿六

指正電話：  仁愛獅子會會長林易政　　0932-676628

            防癌委員會主席林繁男　　0933-895858

            防 癌 志 工 林 奇 峰　   0932-235799

誠 懇 邀 約   感 謝 各 方 的 捐 款

癌症是可以預防的
林虹汝獲選為台灣癌症基金會第三屆抗癌天使，她在2001年以

20歲花樣年華罹患罕見的何杰金氏淋巴癌，歷經開刀、化療、復發、

幹細胞移植等一連串艱辛抗癌過程，仍然完成大學學業，甚至出國深

造。林虹汝認為，與其哀嘆自己的不幸，不如拿出精神對抗病魔，進而

自己的經歷和意志幫助其他的人。她寫了一本新書〝癌症學校教我的事〞，

分享她奮鬥的心得，幫助癌症病患走正確的路，不是癌症患者也可作為防癌的

參考。這位勇敢的鬥士是誰？竟然是敬愛的林晉章前總監的千金。

國際抗癌聯盟提出「預防致癌感染病」報告，說明高達2成的癌症是由病毒或細菌感染引發，提

醒全球注意9種可能引發癌症的感染病。這9種感染病包括B肝病毒及C肝病毒引起的肝癌、人類乳突病

毒（HPV）引起的子宮頸癌、人類泡疹病毒第 四型（EBV）引起的伯基特氏淋巴瘤、人類免疫缺陷病毒

（HIV）引起的卡波西氏肉瘤、幽門桿菌引起的胃癌、肝吸蟲引起的膽管癌、血吸蟲引起的膀胱癌、及 

第一型人類T細胞白血病病毒所引起的成人T細胞白血病。

台灣癌症基金會說，這些感染病都可以透過接種疫苗、改變生活方式、採取安全性行為措施加以
預防，事實上，大約有40%的癌症是可以被預防的，例如常保精神愉快和正面思考、戒菸及避免吸

入二手菸、控制飲酒、避免過度日曬和維持理想體重，也應保持適量運動及均衡飲食等健康行為。

現代醫學進步，給了癌症可以被預防的肯定答案：研究病毒如何誘發癌症的過程，不但成為癌症治

療的關鍵所在，也為與病毒相關的癌症預防帶來新的契機。子宮頸癌、肝癌、胃癌等因慢性感染造成，

透過疫苗、抗生素、先進醫學檢查而避免感染，進而預防癌症的發生。癌症預防之道，在維持健康飲食

和良好生活方式，每天攝取7至9份蔬菜水果。預防癌症才是最為方便可行的方式。

本區稽核林奇峰獅友，有鑒於獅嫂罹患腸癌，疏於警覺遽然仙逝，遂發願將收受近百萬奠儀捐作防

癌基金，委託仁愛獅子會經營管理。這筆有限基金將用來喚起人們對癌症的警覺和重視，全力防止生命

的殞逝。這一點點錢恐無法長期支應癌症篩檢等防癌運動的需求，林奇峰獅友除了有生之年自許為防癌

志工之外，並誠懇邀約有志獅友或獅子會共同為防癌志業攜手努力。

我們非常感謝各方的捐款：第五專區許翁寶鳳前主席 10,000元；仁愛傑士三重唱 10,000元；第九分區

劉來儀前主席 10,000元；黃秀榕公關長10,000元；西區女獅子會：黃豔珠前總編輯20,000元、陳雪芳前

會長10,000元、曾瑞珠前會長10,000元、鄭美鳳前會長10,000元、林孟雪前會長5,000元；蘇添發前總監

10,000元；陳冰榮首屆總監5,000元；沈竹雄前議長20,000元；簡正彥前總監10,000元；西區黃春成會長

10,000元；羅金蓮駐區總監特別顧問10,000元；楊逸訓前任總監30,000元；詹鈴權前秘書長20,000元；

松鶴姚夢嵐前會長10,000元+10,000元；仁愛程賢治前會長10,000元；徐正泰前副總監50,000元；

信德獅子會20,000元；大同女獅子會35,000元；松鶴獅子會10,000元；菁彩獅子會10,000元；菁英獅子會

20,000元；京華獅子會40,000元；南京獅子會20,000元。

本基金會已在2009年5/1, 7/17, 進行2次大規模抽血驗癌服務，受驗330人，約10%癌症嫌疑，立即追蹤，提早預防，

效果顯著。除此在獅誼月刊刊登20多期廣告，宣揚防癌勝於治癌觀念，廣受好評。也曾對兒癌、癌患表示關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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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乍暖還寒，又綿綿細雨，外出活動，感覺不便。但是大家知道，春暖花開時節已不遠矣。本區年會

都在四月間舉行，主要任務在推選下屆區領導人，七月間總監交接。由於區領導人培養漸漸成形，

除了偶而出現狀況，大多遵循一定的軌道行進。依據國際獅子會章程，總監和第一副總監雖然須經

由選舉產生，實際上只是個形式，因為都是同額選舉，穩當選上，得票率不要太難堪就好。因此只

有第二副總監選情顯得比較激烈緊張。多年來副總監或第二副總監都由秘書長捷足先登，因為秘書

長通常是總監認為最能幫忙做好任內工作的伙伴，因而事事託付，隨身同行。對秘書長而言，跟隨

總監出席七八百場活動，甚至參與上千場活動，一方面見識並學習總監的角色、任務和為人處世方

法，一方面增廣見聞，建立人脈。等到選舉的時候，沒有人打得過秘書長。有人自信滿滿，以為大

家都支持，可以贏得過半選票。真正開票結果，勉強拿到四分之一選票而已。取得總監的信任，經

歷區內閣和秘書長的培訓，終能擔當總監大任。這是本區總監產生的過程，少則五六年，多則十多

年，所以本區每一位總監多能勝任愉快。不像其他部份副區，財大氣粗、或暴力要脅當道，難免區

務停滯不前或烏煙瘴氣一事無成。期盼我獅友能珍惜得來不易的已有體制。

二、五月份起本區88個分會也將分別舉行新舊會長交接和授證周年慶典。獅子會所有的職務都只有一

年，各階段領導人的訓練長年不斷，期望新的領導人能夠在最短的時間內瞭解自身的職責，立即

扮演好應有的角色。各分會會長和內閣理應虛心接受講師團安排的課程。正如 邱文彬前總監在

社論中指出的，獅子會領導人不是企業的老板，不是學校的校長，更不是一家之主；他只是服務

社會組織的代表，凝聚獅友成員的共識，關心獅友去向心態，是領導成敗的關鍵。前會長和獅友

只要尊重，出錢出力，絕不落人後。獅子會無論是獅友或領導人，都要終身學習。唯有傑出的領

導，團結的內部，獅子會才能做好社會服務，會務越來越興旺。

三、本區獅友八八水災之後，慷慨解囊，捐款一千六百多萬，整建台東大武國小校舍，今工程次第完

成，即將於5月1日舉行揭幕典禮。賴總監提供種種優惠包括津貼旅費，號召愛心獅友組團前往

見證這項偉大的社會服務，目前報名獅友已接近500人，將創下新紀錄。大武國小大禮堂和教室

整建之後，煥然一新；本區捐款充足，還在校園廣植花木，設置兒童樂園，樹立紀念碑，美輪美

奐，值得期待。

四、獅子家庭嘉年華運動大會在林子奕主席和副主席精心規劃下，3月13日熱鬧登場，雖然老天不作美，

獅友和獅子家庭都玩得很盡興，採訪組邱玉華組長有精彩的報導。第十專區在李彩秋主席領導下，

用心規劃，洋洋得意連續第二年贏得團體第一名。第四屆國粹錦標賽，3月20日在錦華樓舉行，共開

45桌 180人與會競賽。前五名各得獎盃和獎金，沒得獎的獅友還可以摸彩，有冰箱、液晶電視等數

十個機會。試手氣又聯誼，今年限獅友參加，還是有那麼多人參加，可見國粹活動多受歡迎。

五、A2區和大同獅子會承辦的第十二屆獅子盃國際輪椅網球台灣公開賽，於3/11日在新莊體育場舉行

四天，來自印尼、日本、韓國、馬來西亞、新加坡、泰國和地主中華民國等七個國家選手參與競賽。

這是關心弱勢族群非常有意義的跨國性大型社會服務。

六、本刊推廣簡易報導，一圖若干文字說明，精簡有勁，請多加利用。

七、獅誼月刊廣告業務，優惠很大，歡迎刊載或介紹親友刊登。

獅誼月刊，是獅子會所屬會員必讀之刊物，而獅
友皆為工商界之中堅領導人物，其相關及影響之
總閱讀率達數萬人以上，是您產品廣告促銷撒網
捕魚之最佳媒體工具，本刊願竭誠為您服務。

刊登廣告價目如下：

封 面 裡：18,000元
封     底：20,000元
封 底 裡：15,000元

一般內頁：12,000元
註 : 刊登期數愈多，折扣愈大。

刊登廣告請洽：

財  務  長 黃   敏 、 副財務長 林文彬
副財務 長 廖苑伶 、 副財務長 謝   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