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光陰似箭、歲月如梭，上任總監至今轉眼

已過了半年，184天、400多個行程，在人生旅

程中不算長也不算多，但這段期間對我來說，

是最令人難忘與珍惜的。各項區務從原先擬定

的活動到各項新增的行程，將行事曆排得滿滿

的，區的會議活動、訓練活動、專分區及分會

的社服、典禮、委員會活動、捐血活動。

雖然忙碌但看到獅友們用心積極的參與活

動，內心充滿感動與感恩，感動獅友們就像家

人般的互相關懷，感恩獅友們發揮團隊精神的

努力付出。獅友們，有您們的關懷與付出才能

有美麗的新世界。感恩您們 !

總監之路、學習之旅，學習是為了服務。

二月初美麗到美國伊利諾聖查爾斯Q Center，

國際總會研習中心受訓，期間國際總會對明年

度全球的會員發展、服務規劃、領導才能培

訓、LCIF所支持的人道主義全球志業等，都設

定了年度目標，因此，美麗回國後接續出國

前，積極邀集許多獅友，繼續籌畫未來一年的

區務工作，期許獅友們共同努力達成目標。

從學習之旅到總監上任，美麗相信區務推

動及社會服務不只是量的問題，質的提升更是

重點。因此，希望加強推動委員會及分會辦理

優質的社會服務，有健全的分會及委員會，區

務才能順利推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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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疫情改變世界，2020年初全球爆發

新冠疫情，一夕之間，風聲鶴唳、草木皆兵。

而國內疫情也隨之升溫，所有大型活動幾乎停

擺，新加坡國際年會取消，全世界各國陷入鎖

國狀態至今。而台灣疫情控制得宜，因此在五

月份尚能有限度地舉行年度人事佈達、六月份

順利舉行總監交接，七月份國內疫情趨緩，各

項活動如期舉行。

區務推動始於溝通，首先登場的是，連續

三天的總監有約，各專分區主席、會長們，齊

聚一堂雙向溝通，同時也佈達國際總會年度目

標與區重點工作。接續進行的是為期二個月的

分區聯合例會暨總監訪問，透過聯合例會與全

體獅友互動，了解各分會狀況，這是總監年度

重點工作。這期間仍有各分會的社服活動及交

接授證、區年度網站更新研習、專分區主席及

司儀研習、專區座談會、分區顧問會議、YC

青少年領袖營、會職員及新獅友研習、金門三

會聯合授證交接、環保登山健行、首次單獨舉

辦的金門第21分區聯合例會暨總監訪問、高爾

夫球友誼賽、和平海報頒獎、視障朋友登山健

行社會服務及年度GST重頭戲五大志業社服活

動。從都會到偏鄉到離島，馬不停歇。

感恩所有前總監的支持，感謝所有獅友們

的付出與努力。回首，我們曾經一起努力過，

有目標就不怕路遠，36年來A2區在歷屆前總監

的用心耕耘、獅友們齊心齊力的奮鬥下，各項

成績傲人，見賢思齊展望未來，我們依然秉持

著獅子人的奉獻精神，一步一腳印，築夢踏實

向前邁進。期盼承先啟後再造A2區榮耀。時序

入冬、新的一年，祝福全體獅友平安快樂，

身體健康。

親愛的領導獅友：大家好！

美麗深信，生命的意義在於用心服

務，生活的價值在於堅持奉獻，將堅持

理想與團隊邁向共好，分享愛的力量讓

未來更美好...

剛與辦事處同仁夥伴們堅持到

17:00用心圓滿完成今(2020)年的所

有區務，也期待年假過後再繼續堅持

理想奮勇前行，與團隊夥伴們繼續攜

手精進，共創美好，再創榮耀，達成

「美麗人生•服務為先」的任務！

祝 大家 

新年快樂，萬事如意，心想事成...

黃美麗 感恩+祝福

2020. 12.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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獅誼 2020.11-124

感謝驚豔的2020
迎接美麗的2021

文：陳阿興

圖：古美英

迎接牛轉新機的一年，美麗總監向獅友們恭賀新禧，早日扭轉乾

坤，永保健康平安。在福臨世界的耶誕節前夕，美麗總監和羅賢俐秘

書長等內閣獅友，合力在300A2區辦公室佈置ㄧ棵耶誕樹，掛滿禮

盒，閃閃發光，祝福獅友平安喜樂，心想事成，美夢成真，幸福相

隨，出類拔萃，飛黃騰達。 

美麗總監喜氣洋洋發賴給獅友：時序歲末，也是感恩時

節，為感恩各位這年度對美麗的支持與肯定，美麗懷著珍貴的

心意與祝福，在A2區辦公室精心佈置ㄧ棵精緻聖誕樹，象徵

孕育與守護獅會而閃耀著愛的光輝，並且準備迎接2021年

的璀璨榮景。歡迎獅友蒞臨見證與分享此一充滿愛、付出

與夢想、關懷與感恩的時節。祈願獅運昌隆，造福國家

社會。

台灣防疫得宜，美麗總監和全體A2區獅友享受

183天的寧靜，全面啟動社會服務工程，尤其在

11、12兩個月達到高峰。可是253天的無境內確

診的記錄已經遭到破壞；感染力倍增的英國變種

病毒，似在擴散中。美麗總監憂心忡忡，她籲請

獅友百分之一百配合疫情指揮中心，出門戴口

罩、勤洗手、減少觸摸眼鼻口、量測體溫、保

持社交距離、盡量避免出入人多擁擠的公共場

所。進入「醫療照護、大眾運輸、生活消費、

教育學習、觀展觀賽、休閒娛樂、宗教祭祀、

洽公」等八大類場所應遵守防疫規範、佩戴口

罩。 我們獅子會辦活動，更要用心配合，才能

永保安康，服務社區。

總
監
的
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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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看見盛況，典華花田

盛事廳滿座A2區盛裝的獅友。

這是11月25日第三次擴大區務

會議，參與的獅友超過2百位，

場面熱絡。兩個月ㄧ次，如果

一次漏了感覺就隔很久，獅友

相見自然就會“好久不見”的聊上幾句，“友

誼”也就這麼隨著歲月延深。第四次區務會

議，則是10月28日下午在典華旗艦館三樓溫莎

堡廳舉行。3至4點一個小時有效完成宣達、佈

知、凝聚等會議目的。 

“感恩”已是獅子會的文化，總監領袖群

獅自為表率。黃美麗總監開心感謝大家！11月

是滿滿的愛心服務月，幾個專區的重要社服都

在這時舉辦，服務的暖流迴蕩在許多獅友、寶

眷胸臆，非常可貴。我們攝影藝文研習、歌唱

比賽、高爾夫球競賽都非常棒，特別這次歌唱

在燈光音效媲美專業，参賽選

手水準高，整個過程猶如一場

音樂饗宴，實在享受。

美麗總監指出，A2區現

有3千8百多位獅友，我們正

向4千的里程挑戰，大家凝聚向

心，來完成令人興奮的突破。日前參加長安家族

晚會，顏志發前總監宴請中把各會主體性凸顯，

“長安家族”是作為後盾的團結之手，旨在開枝

光大。胸懷寬大讓人敬配，很值得美麗學習。

張文深前任總監口才便給，多位委員會主

席是其班兵，對本屆鼓舞肯定有加。林子奕副

總監深深感受到多月來的“友誼、服務”，祝

福一路傳承下去。

邱文彬指定國際理事帶來一份溫馨訊息，

崔重烈國際總會長感念已故總監同學莊再發前

總
監
的
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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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監，特別委請黃廖全國際理事代頒“特殊興

趣褒揚狀”給莊夫人，將於新竹複合區會議中

舉行。

謝震忠前國際理事讚佩獅子會是具有愛心

不求回報的奧妙組織。提舉爵士舞黃銘毅主席

愛心獨創，到社會角落表演娛樂孤、老，得到

現場獅友熱烈掌聲。

聲光剪影，一幕幕近期精彩活動、溫馨社

服，在資訊組費心製作下躍入眼簾，跨海前進金

門、中北與桃園天使結盟、梨山醫護站捐設、植

樹環保、和平海報評審、視力檢查、區里服務、

高球揮桿英姿、繽紛多元，獅會真精彩。

LCIF、LCTF兩項獅子會品牌與資產，A2區

本次會議特別對捐獻獅友頒狀感謝，GAT區域領

導人林齊國前國際理事本年度捐獻100個，累計

1451個，全國最多，奉獻之大氣令人讚嘆！

糖尿病、視力、救濟肌餓、保護環境及兒

童癌症是國際總會揭櫫的五大志業，GST 柯季

宏協調長報告12月26日於凱達格蘭大道作整

合式的大型社服，期請大家全力相挺。會中有

區主席提出看法與反應分會意見與柯協調長溝

通，劉湘潮總顧問除補充說明外，自己也示範

性捐購2萬元園遊券。

總監再次感謝獅友，活動的最高準則是辦

好它，不同意見溝通整合後更有助於事情的圓

滿。開心、快樂最重要，抱持這樣的信念，總

監相信ㄧ切都會很美好。一段時日了，今天，

又見到A2區這麼多領導獅友開懷大合照！

10月28日下午在典華旗艦館三樓温莎堡 

廳舉行的第四次區務會議，下午3至4點一個

小時有效完成會議目的。溫馨安靜的柔和燈光

裡，會議準時開始。

總
監
的
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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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麗總監首先徵詢有否符合會議程序，掌

聲後總監接著感恩大家，前總監指導教誨、區

閣員團隊支持、各會長及全體獅友共同努力，

四個月下來，我們發揮最大的凝聚力，成功完

成許多社會服務與有意義的活動，其中如九月

的登山健行雖下大雨，仍澆不熄獅子家庭的熱

情，参與踴躍，活動圓滿，真的好棒。到各分區

訪問受到熱烈歡迎接待、達成宣導、交流任務，

令人窩心。感謝各會完成會費繳交。往後八個

月我們也都有完整規劃，一定要同心協力。

總監強調，捐獻LCIF、LCTF，愛無國界，

需要大家常年來發揮愛心。總監特別稱讚羅秘

書長台中課程還沒結束就以區務為重先行趕

回，值得肯定，給予鼓勵。

邱文彬國際理事讚許A2區多項指標都在複

合區名列前矛。台灣今年有一位國際理事，兩

位指派國際理事，分屬服務、行銷及憲章委員

會，六十年來最受國際總會重視，我們也成立

了國際理事聯合辦公室，期盼提供最好的橋樑

與服務。11月24日，崔國際總會長將透過網路

對台灣獅友演講。特殊興趣協調員姜禮義獅友

將籌組皇家騎士獅子會。

林子奕第二副總監提了語重心長的話，A2

區不到四千位獅友卻有110多個會，相形G、C

區平均每會會員人數偏低，有些弱會的確要

有鼓舞的作為。美麗總監有同感，她在今年

度沒計劃增設新會，全心全力推展會員發展

和保留。

獅誼雜誌社長陳欽賢前總監呼籲獅友走

過要留下痕跡，請多投稿“獅誼”。美麗總監

本次會議安排較多前總監講話。簡正彥、李仙

生、許焜海、黃秀榕等前總監，鄭錫沂榮譽副

總監，廖芳卿區榮譽顧問均致詞勉勵，展現A2

區的人和。

緊接著播放A2區近期活動剪影，動感聲

光，讓在場獅友再次如臨服務的感動、聯誼的

溫馨，是資訊組ㄧ項很好的安排。頒獎感謝獅

友奉獻服務，羅賢俐秘書長報告重要區務，財

務、稽核接續報告，然後高爾夫、歌唱、視障

登山等近期活動委員會熱烈參與並作報告，

年度壓軸12月26日GST國際獅子會五大志業社

服，柯季宏協調長已實際場勘多次，屆時務請

獅友大力支持，一定要讓活動成功圓滿。各項

重要區務工作並隨附書面報告。

司儀黃金蓮、邱金城兩位副秘書長宣唱總

監總結。總監感謝獅友忙於事業外願意獻力公

益，欣慰會議開得很有效率，祝福每一位獅友

健康快樂。起身離開主席台，美麗總監ㄧㄧ向

獅友問候、致意，幾乎就要走在最後了，散場

也見溫情！

總
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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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們都舉足輕重 
 YOU MAKE THE DIFFERENCE

敬愛的獅友：

我們經常談到獅友攜手從事社會服務的力量。

國際獅子會擁有4萬8千多個分會以及1百40多萬獅友，就有機會在世界上發揮巨大的影響。  

2019-20年度我們的分會已經推動82萬多個服務方案，幫助3億1千9百萬人。 我們就是攜手合作做

到的。  

不過，今天我要談談個人的力量。在今天世界面對的艱困時代，看到世界問題重重不是一個

人所能解決，容易感覺無足輕重。可能您們會感覺過於忙碌而沒有太多時間為一個理想奮鬥，或

是遭遇種種限制，不能夠照您們的理想方式做服務。

事實上，我們需要您們每一個人。一個人就可以舉足輕重。我們每一個人都是獨一無二，對

世界的貢獻，舉世無雙。我們是世界最大的服務組織，我們獅子會就是由許許多多的個人組成。

我們已經加快腳步，並強調：〝我將盡力去做。〞

如此一來，就全面舉足輕重了。

感謝您們將您們獨一無二的善行帶給世界、帶給獅子會。

崔重烈博士

國際獅子會總會長

總
會
長
的
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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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總會法律長 David Kingsbury 解釋有關增設 (設置) 第三副總監的問題，

原文附上給獅友參考 : 大意是第三副總監的設置，不被國際憲章及法律認同的。

第三副總監不可作為競選第二副總監的必備條件。各區不需增加不必要的新的要求，

以免和國際憲章條款不符。按國際憲章法條是不准許的。
From: Kingsbury, David 
Sent: Wednesday, November 4, 2020 11:25 PM
To: lci300a2@so-net.net.tw
Cc: Bae, Jinhee ; Luo, Apollo ; Romano, Amalia; Levy, Sarah 
Subject: RE: inquire about adding (setting up) the offie of 3rd Vice-District Governor from District 300-A2

Dear District Governor Mei-Li Huang,

Please accept my sincere apology for the delayed response to the questions posed.

With respect to a 3rd vice district governor position, there is  no provision in the International Constitution and By-Laws 
or Board Policy Manual that prohibits the creation of such a position. However, a title of “third vice district governor” is 
not recognized by Lions Clubs International.

The mandatory provision of the Standard District Constitution, Article VI, Section 1 provides

The officers of this district shall be the district governor, the immediate past district governor, the first and second 
vice district governors, the region chairpersons (if the position is utilized during the district governor’s term), the zone 
chairpersons and a cabinet secretary-treasurer or a cabinet secretary and a cabinet treasurer. Each such officer shall 
be a member in good standing of a Lions club in good standing in the district.

Please note the officers listed in this section are the minimum officers required for a district cabinet. Should the district 
add additional officers, such as a third vice district governor, they may through amendment of this section.  

However, as the qualifications for the office of second vice district governor are provided in the International 
Constitution and By-Laws, and as the position of third vice district governor is not recognized by LCI, service as a third 
vice district governor cannot be considered a prerequisite to becoming a candidate for the office of second vice district 
governor. The International By-Laws, Article IX, Section 6(c) provides

A candidate for the office of second vice district governor shall:
(1) Be an Active Member in good standing of a chartered Lions club in good standing in his/her single or sub-district.
(2) Secure the endorsement of his/her club or a majority of the clubs in his/ her single or sub-district.
(3) Have served or will have served at the time he/she takes office as second vice district governor:

(a) As president of a Lions club for a full term or major portion thereof, and a member of the board of directors of a 
Lions club for no less than two (2) additional years; and

(b) As zone chairperson or region chairperson or cabinet secretary and/or treasurer for a full term or major portion 
thereof.

(c) With none of the above being accomplished concurrently.
For avoidance of doubt, any Lion who meets the above criteria for the office of second vice district governor must 
be permitted to contest for the office should they submit their intention to run for office to the district’s nominating 
committee.

A district cannot add the position of third vice district governor as a qualification for the office of second vice district 
governor. The International By-Laws, Article IX, Section 5 further provides

Except for procedures which concern the time and manner of announcing intention to run for any international offices 
and the vote required for candidacy endorsement, which may be determined by the respective single or multiple 
district constitution and by-laws, no qualifications in addition to those set forth in the constitution may be required of 
any candidate for any international office. Such procedures may not contain requirements which cannot be fully met in 
each association year.

As you can see, only those qualifications provided for in the International Constitution and By-Laws is permitted. 
Therefore, even if the district chooses to add the position of third vice district governor, it is not permissible to require a 
candidate for the office of second vice district governor to first serve as the district’s third vice district governor, as this 
would be an “additional requirement” explicitly prohibited by the International By-Laws.

I trust I have provided clarification in this matter, but if I can be of further assistance, please do not hesitate to contact 
the Legal Division at your convenience.

Kindest regards,
David Kingsbury

General Counsel // CIPP-E
Legal Division Manager

國
際
總
會
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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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質傳承奠基石 • 開創卓越新未來
文：第32屆總監黃秀榕

緣起1917年獅子會創始人茂文鍾士的一句

「開始為他人服務，才能成就大事」的名言，開

啟了獅子會公益服務之路，用「愛」來轉動世

界，以「服務」譜下獅會璀璨的歷史，立下了

We Serve的良善根基，也創造百年不墜的服務

成就，值得我們繼續發揚光大與傳承永續發展。

獅子會的宗旨即是以「服務」闡述人性之

「真善美」。真者，真誠待人；善者，行善服

務；美者，美善世界。「真」 就是追求真理，

啟發智慧；「善」則是實踐良善，德行天下；

「美」乃把真善光輝，發揚光大。真到極致力

無窮，善於真誠近於道，美雅蘊慈不虛偽。期

許各位領導獅友皆能成為：

【真】誠領導不攬功

【善】體人意功歸眾

【美】麗形象氣度大

【領】導群獅提形象

【導】入和諧齊奉獻

【人】人支持賢與能

 的獅子會「真善美」領導人。

我們共同目標就是服務，而服務的最高

境界就是奉獻。懂得快樂的人隨時找機會為人

服務，在服務中享受快樂；懂得付出的人隨時

找機會為人奉獻，在奉獻中擁有無限。願與獅

友共同成為愛的引路人，也默默地守護並發掘

更多的行善人，心存善念，時時做好事，說好

話，處處留溫情，創造社會共美好，讓好人不

寂寞，好事常發生。

彩虹之美，在於繽紛色彩共存共融；人生

之美，在於眾志成城榮辱與共。汗滴禾下鋤是

辛勤之美；富而有道又是滿溢之美。善用生命

的分秒，活出生命的價值。今日的成就與感動

緣於為善最樂。行善胸懷大志不僅可以成就自

己也能完善他人。

凝聚獅誼益發友情的珍貴，行善服務展

現人性的尊嚴，讓我們凝聚力量做好每一件小

事，進而匯聚一股強大的服務力量，不鳴則

已、一鳴驚人。雖然我們已獲有一點成就，但

絕對不能自滿，因為滿招損謙受益；雖然我們

已經創造了高峰，但絕對不能停頓，因為行百

里者半九十。越接近成功，愈需繼續努力堅持

不懈，唯有全體獅友齊心協力，展現堅持的力

量，才能百尺竿頭更進一步，朝向【美麗人

生•服務為先】的目標前進。

十數年來所見所聞所感召的就是服務、服

務再服務，永遠都是「服務」。謙卑自己，力

行服務雖不是什麼大事，但卻是偉大感動人心

的小事。身為獅友，服務再服務，與眾人共同

服務是「我們服務」的最佳註解。

獅友們，一起服務是我們的榮幸，回顧

過去展望未來，獅子主義「We Serve」的精神

期待大家能繼續努力去實現，也希望大家繼續

透過服務，擴大「我們服務」的崇高理念與行

動，傳承優良，繼續挑戰新高峰，繼續築夢踏

實，拓展人道服務，成就自己也造就別人，成

就獅會，也造福人群。共同發揮潛能、開發領

導力量，完成【傳承優質奠基石 • 開創卓越

新未來】的神聖使命。

社   

論

獅誼 2020.11-1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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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創和平文：何雀熙
圖：王繼學 林志聖

國際獅子會300A2區第33屆國際和平海報

比賽頒獎典禮，11月29日假典華旗艦館舉行，

當天與會的佳賓非常多，12：30得獎學生及

陪同的家長、老師陸續報到，大家走進會場都

為之驚艷，從會場佈置感到委員會的用心。典

禮由著名主播陳明華及謝博鈞獅友擔任司儀，

13：00由美麗總監及楊錦華主席首創帶領得獎

學生走星光大道進場，學生們靦腆又興奮，由

建成國中學生國樂演奏展開序幕。

今年國際和平海報比賽主題為服務創和平

(Peace Through Service)。國際獅子總會相當重

視，全球各地區都列為年度推動的重點服務項

目，各地區獅子會都會贊助學校和青少年團體

舉辦，藉此鼓勵全球青少年以藝術展現對和平

的願景。A2區今年由國際和平海報競賽委員

會楊錦華主席及團隊很認真的力推，8月起各

分會陸續展開，會長不遺餘力執行，找合作學

校、提供繪畫獎學金等。

區
務
活
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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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5日截止共收117件作品，11月17日

經初審、複審。小朋友的作品呈現幾乎張張精

彩，評審老師在評審過程中讚嘆不已，經過仔

細的評審後以構圖，色彩，內容，畫面結構等

終於選出前5名，特優20名，佳作20名，其餘

皆為優選，人人有獎金。

大會很貼心並在頒獎典禮現場，精心規

劃陳列展示本次得獎同學的作品，有如畫廊展

出，讓與會來賓及參賽同學都可以欣賞觀摩及

學習。經評選出第一至五名，獎學金分別為壹

萬元、捌仟元、柒仟元、陸仟元、伍仟元。特

優二十名獎學金每名貳仟元、佳作二十名獎學

金每名壹仟元、優選獲頒獎品。各校第一名及

推薦之參賽者均發給獎狀及感謝狀。

區
務
活
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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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平海報競賽委員主席楊錦華致詞，感謝

小朋友熱烈參與， 和平海報競賽活動是讓小朋

友從小感受到獅子會服務及公益的精神，把服

務、和平畫進圖畫，也是小朋友把自己的心情

畫出來、得獎，讓父母和指導老師感受榮耀，

進而認識獅子會，有助於他們的學習成長。

美麗總監致詞感謝楊主席和團隊用心策

劃整個活動，並且勉勵參賽的學生比賽結果不

重要，重點在與於從小紮根、培養對和平的重

視，有行動就有得。總監感謝家長和指導老

師，因為有您們的栽培才有那麼好的佳作。總

監指出，33年來台灣共有兩次得國際第一名，

2018-2019年度她參加國際總會的年會，第一

名的台灣學生受邀參加並上台領獎，接受全球

獅友的歡乎鼓掌，台灣獅友倍感驕傲。

張文深前任總監告訴在場師生家長：獅子

會以服務社會、造福人群為目的，國際獅子會

於1988年開始舉辦世界和平海報競賽，是全

球性的重要活動，每年有75個國家約35萬兒

童參加，小朋友透過比賽感受到和平的願景。

2018-19年度和2009-10年度台灣學生兩次贏

得過國際第一名，除了在國際年會公開表揚，

並播放到台灣採訪得獎小朋友的錄影訪問，作

非常詳細介紹，讓世界獅友看見台灣，令人感

動。大家要鼓勵小朋友多多參賽。

今年的參賽作品很踴躍，經過施令紅、李

寶龍、陳美份三位學有專精的教授評審出前五

名：他們是建國獅子會推薦士東國小蕭羽彤奪

冠、西區獅子會推薦天母國小任晨希第二名、

麥森獅子會推薦仁愛國小涂芝穎得第三名，榮

華獅子會推薦正義國小蕭佑伃得第四名，龍山

獅子會推薦東園國小蘇汶欣得第五名。得獎人

皆一致感謝獅子會會讓他們有機會表達對和平

的看法、感受有愛有和平的世界、世界處處都

散發和平的光芒。

典禮結束後，每個學生都攜帶裱褙精美

的得獎作品及獎金歡欣回家，楊主席叮嚀得獎

人：裱褙那麼精美是希望小朋友保留，有可能

是學生生涯最美的回憶，楊主席用心良苦相信

學生們定能體會的。第一名作品將參加台灣

300複合區級比賽，複合區再報送評選第一名

作品參加國際級比賽。台灣新生報、YAHOO新

聞等媒體都報導了這個國際獅子會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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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獅子盃高爾夫球友誼錦標賽

151位好手歡樂競技 
文：郭盈漢

圖：湯秀義、王銘修、何美田

國際獅子會300A2區2020-21獅子盃高爾

夫球友誼錦標賽，11月13日上午10時在林口台

北高爾夫球場隆重舉行，40個分會151位熱愛

高爾夫球獅友組隊參加，主辦單位準備了非常

豐富的獎品及獎金。雖然後半場下點小雨，賽

程仍在歡樂和諧的氛圍中圓滿完成。

上午八點鐘還沒到，所有工作人員都已

提早就位，為各項事務安排妥當。上午 8:30 報

到、9:30拍團體照、 10:00 準時開球。許多獅友

陸陸續續到來，開賽前人聲鼎沸，好不熱鬧。

開球時，由高爾夫球江家豪主席、美麗總

監、邱文彬指派國際理事、許焜海前總監、張

文深前任總監、游世一 第一副總監、 林子奕

第二副總監、羅賢俐秘書長， 一同於開賽台上

開球，比賽正式開始。開賽後天氣涼爽，大家

心情愉快，以球會友，開心擊球聊天。但是美

中不足，打到半場下了一鐘頭的雨，少部分獅

友沒辦法完成比賽，造成一些遺憾；多數人開

心完賽。

高爾夫球主席江家豪獅齡只有3年，剛開

始不敢承接重擔。不過在2019-20會長同學及

青山前會長的鼓勵下，開始放心籌備。經過三

次籌備會，與工作獅友無數的協調，這次的高

爾夫球賽能夠順利地圓滿完成。江家豪主席球

藝高超，不但個人以總桿77贏得冠軍，並帶

領青山、第十專區搶奪會際賽和專區賽的第一

名，確是高爾夫球的奇才。

美麗總監表示，因為江家豪主席、各位副

主席、贊助單位、協辦單位及所有的工作人員

的辛苦努力，出錢出力，獅友高高興興順利完

成打球。最重要的是健康聯誼；雖然下了一點

雨，大家都打得很開心。

區
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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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文彬國際理事指出，A2區最期待的聯誼

賽，高爾夫就是其中之一 。今天打球有吃有

喝有玩有獎拿，皆大歡喜。張文深前任總監表

示，打完一場球就多賺了健康和友誼，對所有

辛苦的工作夥伴致上最高的感謝。

游世一第一副總監感謝工作人員的辛勞，

他希望明年一桿進洞獎的獎品是一台賓士。今

年一桿進洞獎：美麗總監及區高爾夫委員會江

主席提供獎金各十萬元，第一副總監游世一及

第二副總監林子奕提供獎金各五萬元。獎金已

經很豐厚，但是一桿進洞談何容易。林子奕第

二副總監和羅賢俐秘書長也跟著致詞感謝所有

的工作人員。

區高爾夫委員會公告比賽成績如下：淨桿

冠軍，陳榮輝 (卓越國際)，總桿94；總監獎 

(第36名)，王傑生 (卓越國際)，總桿94，由36

屆美麗總監特別提供。

個人組：冠軍，江家豪 (青山)，總桿77；

亞軍，林茂竹 (自強)，總桿80；季軍，楊銘陽 

(老松)，總桿84；殿軍，陳福連 (祥弘) ，總桿

85；第5名，倪澄霖 (上贏)，總桿88。值得一

提的是倪澄霖獅友，曾接受換肝手術近十年，

竟然還有如此優異的表現，令人感佩。

會際賽：第1名青山，總桿341；第2名祥

弘，總桿341；第3名自強，總桿351；第4名

雙園，總桿369；第5名西區，總桿369。發送

團體獎盃、獎牌及獎金。  

專區賽：冠軍第十專區，總桿434；亞軍

第十二專區，總桿465；季軍第六專區，總桿

465。發送團體獎盃及獎金各七位。

長青獎：為鼓勵年滿(含)70 歲以上長青獅友

參賽運動，特別設置此獎項，參賽成績除併入敘

獎外，長青組特別再依照個人總桿成績最優者

三名頒發特別獎金。第1名謝志良，總桿80；

第2名李仙生，總桿81；第3名饒雲和，總桿

84。第26屆總監李仙生是唯一得獎的前總監。

本次比賽規則是依 U.S.G.A.及當地球場規

則為準。差點計算，採「新新貝利亞」差點計

算辦法。會際比賽，每會推派五名選手，擇最

優四位總桿成績為團體成績。參加團體比賽也 

計算個人成績。專區賽，每一專區指定七名選

手，以總桿成績擇最優五位計算為專區成績。

其他獎項還有淨桿獎，取二十名。近洞 

獎：洞洞有獎。參加紀念獎，由江家豪主席致

贈每位參加者紀念品。跳獎：從２５名開始，

逢五、逢十給獎。Eagle（老鷹）獎：不限洞，

不限人數獎金三 千元，由活動長林勝賢提供。

女獅友最佳成績獎：鼓勵女性獅友參賽運

動，依總桿成績取最優者一名頒發特別獎金。  

參賽女性獅友著名的有林婕麗（周遊）專區主

席、LCTF高玉蕊協調長。曾經拿過冠軍的陳國意

獅友（仁愛），這次顯然馬失前蹄。辦過區高爾

夫球比賽的姜禮義獅友（翔賀），也參加比賽。

比賽結束後，當天在球場餐廳即刻舉行頒

獎典禮暨聯誼餐宴。 

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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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障登山健行暨歌唱聯誼

用心看見大自然

       文：曾文星 / 圖：王繼學、湯秀義、王銘修、程賢治、傅木從

12月13日，是視障朋友們引頸企盼的日子，因為一年一度的視障登

山健行暨歌唱聯誼，就在典華旗艦館盛大舉行。視障登山歌唱委員會相當

慎重地，先行召開三次籌備會，包括午餐菜色都要試吃到滿意為止。當天一

早不但久違的陽光露臉，連氣溫都跟著回暖，所有與會者都感動這奇蹟。

在視障登山歌唱委員會各組工作人員、盲人有聲圖書館志工的協助下，順利

於8點半前完成報到手續。王清雲主席致詞時感謝蒼天不負苦心人：歷經人力物力的嚴謹規劃，

承蒙老天爺賜予好天氣，能讓活動順利進行，感謝各位領導獅友與19-20會長同學的相挺。起源自

1996年的視障登山歌唱聯誼，今年已邁入第25屆，除了一路合作相挺的盲人有聲圖館，今年更擴

大邀請啟明學校的學生共同參與。這次共有近200組的視障朋友

與志工參與健行，原則上我們都是採一對一的服務，讓視障

朋友安全享受與大自然親近。視障歌唱比賽初賽的20名，

全部都由視障朋友中海選過來，然後再選出進入決賽的

10位，王主席特別邀請好朋友葉蔻、侯麗芳來擔任

評審，也感謝大樹下廣播電台協助全程轉播。

區
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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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對一的

志工服務

美 麗 總 監 表 示 ： 風

和日麗的好日子，很適合歌

唱爬山，謝謝200多名志工一早就來。王主席

前ㄧ天還沙盤推衍三部曲（連雨衣都準備好

了）。美麗總監稍後接受媒體訪問時還指出：

視障朋友們不容易出來，這是一年中期待又期

盼的一個日子。

尤其我們是一對一

的志工，路程6公里，

看你的體力能夠爬到最

高的湧泉寺，或者是半路

我們都有中繼站，沿路都是可以折返的。總監

發現每一個人都會跑完路。視障朋友看不到，

但是聽絕很敏捷，對音樂很有感，每一個人都

非常會唱歌。

 2020.11-12 獅誼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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盲人有聲圖書館的黃茂松董事長，稱讚今

年團隊最用心的。今年一開放報名，當天早上就

額滿。盲人有聲圖書館共出動115名志工，早上

6:30就到達現場服務。盲人有聲圖書館並延請專

業人員選出20名到場參加初賽；視障朋友非常重

視比賽，都自帶衣物來更換，盛裝打扮登台。

爵士舞委員會帶來〈拍拍手〉開場表演，為

大家在出發前充分熱身。9點整，2020-2021視障

登山健行暨歌唱聯誼在王清雲主席、美麗總監、

張文深前任總監、沈竹雄前議長、陳欽賢前總

監、許焜海前總監、黃秀榕前總監、游世一第一

副總監、林子奕第二副總監、羅賢俐秘書長等

內閣團隊，與盲人有聲圖書館黃茂松董事長、

啟明學校蔡明蒼校長等人共同鳴槍後正式展開。

視障朋友征服劍南山

這次參與的視障朋友加上協助服務的志工

與同樂的獅友們，共有上千人一同登山健行，

盛況空前。視障朋友們，爬起山來身手矯健。

其中，還有帶著朝夕相處的導盲犬”家人”相

伴登山，握著導盲鞍前行的畫面溫馨動人。沿

途休息站的帳篷，是前一天王主席領著工作團

隊冒雨搭建；中繼站還有提供礦泉水，讓大家

可以休息補充體力。路燈上則有總監、副總

監、內閣團隊等『為你加油』標牌，讓大家能

留下趣味合照。

大約40分鐘後，首先抵達終點的張嘉慧小

姐，弱視的她已有登過玉山、雪山，還有騎單

車環島的經驗，都可以一人獨立完成。獅子會

這邊，則是由許焜海前總監一馬當先，不愧是

當初這條登山路線的開發者。游世一第一副總

監、林子奕第二副總監伉儷，則是悠閒地和丁

現昌資訊長與金學坪法律長談天說地。

到達劍南山頂的湧泉寺折返點，每人得到

一個手持小電風扇紀念禮，以及產地直送的新

鮮蘋果、香蕉、橘子水果組。除了到帳篷裡幫

視障朋友們服務。美麗總監偕同王主席、羅秘

書長，與許焜海前總監一同進入湧泉寺禮佛，

虔誠感恩天公作美。

視障朋友陸續在11點左右下山回到典華，

宣告完成千人登山挑戰。這一路享受大自然，

體驗健行樂趣，沿途鳳蝶翩翩，遇見『國寶

鳥』台灣藍鵲則是最大的驚喜。A2區此次登

山健行活動民視新聞的記者，全程扛著沉重的

攝影機相隨，記錄視障朋友們登山的毅力；聯

合報、中國時報、工商時報、台灣新生報等平

面媒體也有相關報導；王主席特別情商盲人有

聲圖書館，在志工背心貼上印有獅子會LOGO

的貼紙，羅賢俐秘書長並贊助參加者420頂帽

子，方便國際總會、民眾透過照片、影片就能

了解300A2區所舉辦的社會服務。緊接著，萬

眾期待的視障朋友歌唱比賽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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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障登山健行暨歌唱聯誼

聽見美麗的聲音
文/邱玉華

圖/古美英、王繼學、湯秀義、王銘修、程賢治、傅木從

12月13日嬌陽偶爾亮相，溫柔洒在劍南

山，也溫暖了大家的心，視障朋友及義工難捨

大自然的誘惑，大都堅持走完全程，因此，大

會餐暨歌唱比賽延遲至11時40分開始。

視障登山歌唱委員會主席王清雲依循美麗

總監『美麗人生，服務為先』的服務精神，偕

同第六專區及各分會用心籌備「視力第一」的

全球重點社會服務。今年除了傳承還有創新，

特別邀請台北市啟明學校師生前來參加，也讓

獅友納入摸彩；也因為獅友的熱心贊助，認桌

達到96桌，席開86桌打破歷年紀錄，感謝所有

獅友對活動的支持與奉獻，有錢出錢，有力出

力，用真誠、用愛心、用生命力來關懷，讓視

障朋友留下美麗的回憶。

美麗總監感謝老天爺賜給我們冬陽和煦、

雲淡風輕非常適合健行的好天氣以及團隊慎密

規劃路程的安排，承辦、協辦、合辦、贊助單

位〈共73個分會參與〉的鼎力支持，使得本次

活動在天時、地利、人和的完美契合下非常順

利圓滿成功，是一場溫馨、關懷、感人又難忘

的活動。

歌唱比賽正式開始，由海選出來的20位視

障朋友進行初賽，音準和音質40%、歌唱技巧

40%、台風儀容20%，再選出10名進入決賽。

今年和往年最大的不同，演唱者的照片及演唱

歌曲、歌詞都置入電視牆，給予演唱者最高的

尊重；不只獎金全面提高，只要入圍進入初賽

全部都有獎金和獎盃，除了第一至第五名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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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名次，第六至第十名都列

入特優獎，沒有進入決賽的

都列為優等獎，另外除了最

佳台風、最佳造型、還增設

最佳創意獎，就是要人人有

獎，獎不完；給視障朋友最

大的鼓勵和肯定。

最後結果出爐，由馮燕女士以「一樣的月

光」蕩氣迴腸，勇奪第一；曹長進先生以「月

娘請你想看覓」中氣十足，獲得第二名；黃靜

湄女士的「落雨聲」如泣如訴，拿到第三名。

第四名郭孟清先生「男人的汗」，第五名杜勇

傑先生「為你打拼」，劉懋瑩先生拿到最佳台

風獎及特優獎，徐雪琴女士拿到最佳造型獎，

孟令功先生拿到最佳創意獎及特優獎，張竹娟

女士、劉鍾如先生、曹麗清女士同獲特優獎，

看到視障朋友臉上燦爛的笑容和自信，讓獅友

體會了服務學習的成長與豐收的美好！

台北市啟明學校由蔡明蒼校長帶領首次參

加本活動，雖然沒有參加歌唱比賽，仍然由歌

藝出眾的胡玉璇同學演唱「心花開」；陳俊豪

同學演唱「浪子回頭」、簡聰宇同學演唱「石

頭心」，獲得現場很大迴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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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清雲主席是新北市演藝工

會理事長，由他重金禮聘好友藝人橫

跨廣播、節目主持與戲劇演出的巨星侯麗芳，

以演唱西洋歌曲聞名被稱為低音歌后的葉蔻，搭

配17-18年度歌唱委員會主席賴秀香擔任評審，

讓現場星光閃耀不停。侯麗芳年近70寶刀未老，

一首「到底愛我不愛」，如癡如狂。葉蔻的西

洋曲歌音低沉又有磁性讓人意猶未盡。賴秀香

的「愛在旋轉」搭配爵士舞群，20-21年度台

語獨唱冠軍陳麗玲的「斷腸詩」也不遑多讓。

活動中穿插摸彩，為了讓獅

友也有參與感，今年的摸彩箱分為

視障朋友和義工；啟明學校和獅友三部分，

並有總監獎$3000元和主席獎$2000元，達到

摸彩的最高潮。得獎的固然高興，沒有得獎的

也都有君城的美味蛋糕伴手禮、主辦單位的小

風扇和水果，還有美味的午餐和美妙的音樂饗

宴，每位視障朋友都是收穫滿滿、笑容滿滿，

難依難捨、開心快樂度過一個美好假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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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編輯委員俞梅華

圖：攝影記者 王繼學、傅木從、蔡沅勳  

11月22日風和日麗、秋高氣爽，國際獅

子會300A2區歌唱總決賽隆重登場。歌唱委員

會林怡伶主席和工作人員，一大早就到典華六

樓花田盛事廳，各司其職，展開一連串的佈置

和服務。林主席不惜重資聘請金曲獎等級的專

業廠商進駐，在燈光與背景務求盡善盡美，清

晨六點就到會場佈置音響、架設八個喇叭。舞

台提詞機和燈光都是演唱會水準，第一次燈光

用到大電設備，三機同時錄影，錄影帶致贈每

一位參賽者，讓選手們留下非常難忘的回憶。

會場外的攝影背板3D造型，照片拍出來是立體

的，還有我是歌王、我是歌后照相看板，提供

所有來賓拍照留念。

11點參賽者報到，練唱背歌詞，作最後的

衝刺。下午1點，沈朝賓執行長率領四位主持

人登場宣布大會正式開始，介紹貴賓後，林怡

伶主席上台就感謝美麗總監的支持，也感謝13

位專區主席舉辦初賽，出錢出力。

美麗總監致詞感謝林主席及13位專區主席

的認真努力，也希望選手們唱出最好的聲音。

接著美麗總監頒聘書給三位評審：張勇強老

師、蔡宏勳老師、王尚宏老師。三位老師在業

界都是資深唱片製作人及音樂總監，合作歌星

無數，有豐富的評審經驗。

現場燈光閃爍，把舞台點綴得五彩繽紛，

歌唱總決賽在令人驚艷和驚喜的倒數動畫計時

中展開序幕，立體的舞台設計，銀幕活潑機

動，主屏不但有歌手生活照，也不時播出現場

Live，副屏一邊是歌曲名稱，一邊是選手會名

和姓名。SNG現場實況，三機同時錄影，加上

千變萬化的舞台動畫效果，不但有視覺享受，

演唱者的資訊也非常清楚，這是一項創舉，令

人印象深刻，美麗總監也對此讚譽有加。

比賽開始，首先登場的是台語獨唱組，有13

位參賽者。接著是雙人對唱組，有12組24位選手

上場。中場休息15分鐘，大會提供美味下午茶。

下午3點25分，國語獨唱組比賽，共12位選手登

場。最後壓軸的是長青組，有13位選手參賽。

  用演唱會水準唱出最好的聲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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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語獨唱組
第一名 六專區愛國陳麗玲「斷腸詩」，

 歌聲甜美、珠圓玉潤、收放自如，由美麗總監頒獎。

第二名 十專區青山林利輝「酒杯情」。

第三名 十三專區菁誠張祐誠「尚水的伴」。

第四名 十一專區日月光李香儀「原來你不識愛過我」。

第五名 二專區翔順葉人魁「愛人醉落去」。

最佳台風獎 五專區京華李詩妮。

最佳造型獎 一專區銀河吳淑枝。

對唱組
第一名 九專區石麗英、王振榮「不甘你哭」，

 兩人對唱默契十足，表情自然生動，歌聲動聽，

 由美麗總監頒獎。

第二名 十三專陳佳立、蔡明芳「涼涼」。

第三名 十一專區吳秋玲、翁志明「多情蝴蝶」。

最佳台風獎 十專區秦鈴嫣、林清圳。

最佳造型獎 二專區林捷麗、顏裕人。

國語獨唱組
第一名 十一專區日月光陳文雅「默」，

 美妙歌聲宛如天籟，由楊逸訓前總監頒獎。

第二名 二專區明星李淑貞「償還」。

第三名 一專區尪公林信廷「一剪梅」。

第四名 九專區新台北陳煜熙「想你的夜」。

第五名 十二專區金站李美玲「三寸天堂」。

最佳台風獎 六專區台科大莊文宏。

最佳造型獎 十三專區至誠徐健麟。

長青組
第一名 六專區慶華柯明英「艷紅小曲」。

 台風穩健，小調唱功獨具風格，由林怡伶主席頒獎。

第二名 五專區仁愛柯憲宗「一夜情」。

第三名 七專區愛華鄭貴真「思念來借過」。

最佳台風獎 十二專區至善王進國。

最佳造型獎 九專區金國高湄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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獅誼 2020.11-1224

明星獅子會、台科大獅子會和長虹獅子會

所組成的超級啦啦隊，幫選手們加油打氣，花

俏又熱鬧，加分不少。大會主持人共有四位，

吳晶崴、楊軒廷主持上半場，呂佳真、林彥合

主持下半場，劉家琪、李鴻儀兩位晚會主持

人。全部都是素人團隊，給現場帶來許多歡笑

和逗趣，服裝穿著也令人驚艷。

晚會開始林怡伶主席致歡迎詞，節目非

常豐富，精彩可期。美麗總監非常開心，整天

享受美妙的音樂饗宴。張文深前任總監表示，

這是充滿緊張、刺激、驚奇、壓力和快樂的日

子，感謝大家的付出。隨即播出「明天會更

好」歌曲和錄影帶，由張文深賢伉儷和林主

席，歌唱委員會團隊、19-20年會長同心協力

演出，感動人心，博得滿堂彩。

節目開始，由19-20年專、分區主席所組

成八仙女舞群，在50年代悅耳動聽的夜上海音

樂襯托下，梳著包頭，手持小鳳仙羽毛扇，穿

復古旗袍，魚貫進場，隨著音樂舞動。個個美

艷動人，雍容華貴，風靡全場。

由美麗總監及羅賢俐秘書長領導的內閣團

隊，穿著青春洋溢的花襯衫，演出歌舞劇「玫

瑰玫瑰我愛你」，獲得熱烈掌聲。現場百朵紅

玫瑰花大放送，處處飄香。穿著水藍色禮服，

戴小禮帽，年青亮麗的林怡伶主席獻唱「望春

風、雨夜花」組曲，好聽的懷舊老歌。

林齊國前國際理事獻唱60-70年代「奉

獻」，改變歌詞，鼓勵獅友多付出愛心。徐彩

霞、廖錦秀會長演出60年代「為著十萬元」短

劇，幽默風趣。許焜海前總監在八仙女舞群加持

伴舞，獻唱70年代「一支小雨傘」。沈朝賓執行

長和陳妙禎副執行長，獻唱「無言的結局」。

再來是重頭戲， 前總監徐國勇部長和夫

人深情合唱「今生最愛的人」，大家為之動

容。接著是百老匯音樂欣賞，帶來八首音樂組

曲，大家利用這個時間敬酒。19-20年度歌唱

委員會賴美霞主席和徐健麟獅友合唱90年代

「香水」，歌聲迷人。明明老師指導，演出

80年代「失戀陣線聯盟」「寶貝對不起」二

首舞曲，由張文深前總監帶領游世一第一副總

監、林子奕第二副總監，穿著感性復古的白色

短褲、短襪皮鞋、亮片西裝帽打扮，在台上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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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熱舞賣力演

出，台下獅友

跟著音樂節奏

扭動，尖叫連

連，讓晚會high

到最高點。

19-20年歌唱委員會謝耀德執行長，獻唱

九十年代「寄情」，真情流露。A2區榮譽副總監

鄭錫沂獻唱「永遠醉置你身邊」，悅耳動聽。最

後由20-21年會長F4+1合唱100年代歌曲「癡情玫

瑰花」，狂野熱情。壓軸戲是美麗總監、怡伶

主席、內閣團隊、副主席和歌唱服務團隊大合

唱「明天會更好」，青春歡樂充滿希望。大家

依依不捨道別離，在歌聲中劃下完美的Ending。

晚會主題從50年代通過時光隧道到100年

現代風華再現，穿插音樂、歌、舞、短劇，好

聽又好看。榮譽副總監鄭錫沂認桌，邀請A1區

20-21年歌唱委員會張嘉芳主席及團隊，到總

決賽現場實況觀摩，作為明年辦活動的參考。

這次歌唱委員會有幾個特色，一是獨唱組

分開成國語組和台語組，每一組都有最佳台風

獎和最佳造型獎，增加得獎機會。其二是聘請

專業化妝師，幫所有選手梳妝打扮。其三是不

惜砸大錢，把燈光音響和設備，都提升到演唱

會等級。其四是10月24日和11月3日下午在88

樂章婚宴會館，

請樂隊和選手對

KEY試音，並請

專業造型攝影。

其五是來認桌的

獅友，每一位都可

以拿到高檔伴唱麥克風

一支，價值600元。堪稱大手筆，席開62桌爆

滿，史無前例。

這次歌唱委員會把總決賽辦得如此成功，

歸功超強工作團隊做後盾，辦事認真要求完美

的沈朝賓執行長統籌全局。陳妙禎副執行長掌

控選手預備區。林彥合負責影片剪輯，評分表

總計分用程式處理，用心盡責。鄒宏銘執掌影

片播放，熬夜將PPT影片編製完美。江俞瑩帶

領報到組，十分專業。梁瑞顯門禁、巡邏、場

控，也認真到位。餐飲組殷維雄負責桌次安排，

午餐、下午茶，豐盛好吃。所有的工作人員和副

主席們出錢出力，在大氣又大方的林主席領導

下，大家挹注力量，同心協力，成就歌唱總決賽

圓滿成功。讓參賽者能夠在這樣一個盡善盡美演

唱會水準的場地盡情發揮，唱出最好的成績。

結伴唱歌不但可以使人快樂健康，還可以

增進彼此的友誼，讓我們有生之年，在美麗人

生中，能夠經常怡情歡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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獅誼 2020.11-1226

推動獅子探索

六校會「獅」社子島做環保淨灘
文：編輯委員鍾寶玲、獅子探索主席唐廷俊 

國際獅子會300A2區獅子探

索委員會主席唐廷俊獅友，為推動獅子探索，

11 月 6 日(五)下午 13:30，號召北投國中、

東湖國中、格致國中、新民國中、關渡國中、

福安國中六個學校， 在福安國中、也是社子

島島頭公園舉辦六校環保海洋校際聯合教育

活動，參與獅友、師生300多人，平均年齡15

歲，一邊飽覽美景一邊完成環保淨灘工作，具

有深遠的教育意義。

美麗總監致詞說，國際獅子會藉由獅子探

索活動、豐富的議題，陪著學童培養正確的生

活態度，邁向人生坦途，進而造就國家棟樑。

菁鐸獅子會、社子島美學會參與協辦本次的獅

子探索活動。黃秀榕前總監、羅賢俐秘書長先

後在儀式中講話。參與獅子探索活動的六所國

中校長都是菁鐸獅友，北投國中陳澤民校長是

現任會長。     

唐廷俊主席，也是 福安國中校長，他指

出， 島頭公園淨灘一直是福安國中校慶的一項

傳統活動，邀請其他學校共襄盛舉，是在擴大

教育意義。獅子探索活動是一套完整又健康的

青少年發展活動，也是國際獅子會基金LCIF支

持的方案：需要家庭、學校、社區一起參與，

透過生活技巧、個性教育、公民價值、學習服

務等，以塑造青少年成為肯負責任、身心健康

及個性堅定的國家主人翁。

唐主席，在菁鐸例會時提出構想，獲得與

會獅友、黃秀榕前總監及林濱、劉湘潮兩位導

師的支持，獅子探索與跨校淨灘交流活動就此

成案；美麗總監、羅賢俐秘書長及游璨如GMT

協調長得知消息後，立即給予經費及行政工作

上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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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當天關渡國中由陳建廷校長帶領，

騎單車從基隆河的對岸來到社子島，健康又環

保；北投國中帶來了滿滿的淨灘工具；東湖國

中童軍團遠道而來共襄盛舉；新民國中柔道隊

在施俞旭校長帶領柔道表演；北市雙語課程實

驗學校格致國中由陳校長帶領演出英語環保話

劇；關渡國中兩位同學則上台以單口相聲分享

了職涯選擇。地主福安國中的同學則秀了兩場

表演：陽剛的藝陣社戰鼓及嫵媚的流行舞蹈。

近年環保意識抬頭，環境教育已成為學

校內重要教育課程，六校會『獅』，帶領學生

參與盛事，正為強化學生環保理念，且力行實

踐。這次活動包含體驗與展演活動、環保動力

船下水、整理河岸垃圾，以身體力行方式帶領

學生共同學習環境保護以及生態保育的活動，

更共同見證製作者在環保動力船隻上之設計巧

思，同時為福安國中學生熱切參與船隻設計表

達支持與鼓勵。

除了環保活動，各校學生進行分組，由社

區組織社子島美學會進行專業導覽活動，介紹

基隆河、淡水河的發源，以及濕地生態、島頭

公園獨特的樣貌與內容，透過本活動，更進一

步瞭解當地文史多元面貌，並藉此培育學生增

進地理風情之認識與培養鄉土情懷，全體參與

學生不僅是參觀遊覽當地文化，也共同撿拾島

頭公園旁與紅樹林溼地週邊的垃圾，教育孩子

們，每個人的行動與改變，都可以為我們的環

境貢獻一份心力。  

15:30淨灘活動開始：為激發學生環保行動

力，六校再集結於社子島島頭公園，見證花費

數月時間所製作的環保動力船，船身以竹節、

廢棄保特瓶輔以童軍繩結加裝馬達組裝而成。

環保動力船由河畔駛至基隆河、淡水河交會河

口，六校師生一同見證學生創意巧思。最後在

福安2號環保防災船回港後，畫下完美的句點。

期待明年再相逢於美麗的社子島島頭公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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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服務委員會  

與伯大尼院童共度耶誕烤肉趴

文：採訪記者林宜勳

圖：攝影記者湯秀義

國際獅子會300A2區兒童服務委員會主席

高月珠獅友帶領副主席、獅友，12月12日下午

3點到臺北市文山區伯大尼兒少家園，與院童

提早歡度耶誕節。美麗總監、張文深前任總監  

、羅賢俐秘書長 、劉雲芳事務長、第十專區蔡

清邵主席、爵士舞委員會主席黃銘毅獅友、捐

血主席何明輝獅友等貴賓到場共襄盛舉。

兒童服務委員會高月珠主席 及副主席、

獅友捐贈伯大尼兒少家園的廚具設備，並帶來

八組烤肉組BBQ/buffet，內容有飲料、水果、

炒米粉、炒飯、甜湯、蔬菜、點心等，與院童

舉辦耶誕烤肉趴，兒童服務委員會準備周全、

豐富、贏得得嘉許。爵士舞委員會黃銘毅主席

率領林美惠等舞群表演熱門精彩爵士舞，掌聲

熱烈，安可聲不斷。接著伯大尼孩童一起大合

唱二首曲子：雲上太陽和有你的地方就是家。

兒童服務委員會主席高月珠致詞讚揚副主

席、獅友熱心關心兒童、為兒童服務，共襄盛

舉。伯大尼兒少家園採用家庭式教養兒少，我

們惜福與感恩為社會服務盡心與努力的核心價

值，回歸正常家園生活，造福弱勢兒少，發揮

大愛精神，讓獅友深刻感動，兒童服務委員會

因此來此表達關懷，並捐贈廚具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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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麗總監致詞:院童為未來的主人

翁，在伯大尼歌唱學習，以院當家。

祝院童耶誕平安快樂。總監感謝高月

珠主席及獅友們的熱情，為社會服務

盡心盡力。 

江秀圈院長歡迎並感謝獅友的

支持，使需要的孩子得到祝福，結

合社會資源，推動「共榮共享、關懷

弱勢」的觀念，使伯大尼在主裡走的

更遠。她跟著頒發感謝狀給高月珠主

席，一起合照團康。王志明培訓部主

任報告:伯大尼兒少家園院童，沒有得

到雙親或家人的關愛和支持，加上不

當管教，疏忽等狀況發生，使得孩子

們在心靈傷痕累累；伯大尼家園聘請專業的諮

商心理師，提供長期且穩定的心理諮商輔導服

務，對孩子的心理復原和情緒穩定有極大的幫

助，讓家庭發揮功能，院童在安心無虞的環境

中成長，發揮潛能優勢。

前任總監張文深和羅賢俐秘書長先後致詞: 

我們的愛心不僅止於捐贈給與，獅子會推動社

會服務，家園關懷孩童的不幸，更引導孩子正

向發展，意義相當重大，健全兒童及少年身心

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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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門護目助盲聯合義診 
文：東南副秘書 陳清益

圖：攝影組長 古美英 

國際獅子會300A2區護目助盲委員會、台

北市東南獅子會、第十一專區第21分區金門、

木蘭、金龍3分會及中華民國愛盲學協會，10

月31日在金門金城鎮公所七樓會議廳共同舉

辦一場「護目助盲金門聯合社會服務義診」活

動，充分發揮關懷疾苦、扶弱濟困「We Serve 

」的獅子精神，也達成了今年A2區美麗總監”

美麗人生．服務為先”的目標，吸引金門鄉親

踴躍熱烈前來參加，更有遠至離島烈嶼居民。

充分地展現了「有需要的地方，就有我們獅友

的服務」的真諦。

這項活動是在2017-18年度首次由蕭法剛

前總監發起，東南歷屆會長及獅友積極支持，

連續舉辦三次。東南獅子會為辦好金門護目助

盲活動，桂子市 會長多次邀請蕭法剛前總監、

陳阿美前總監、林子奕第二副總監、第十一專

區張瑞娟主席、金門第21分區王志願主席及多

位工作人員，到林副總監的邸第開籌備會議，

由活動執行長南海前會長主持；東南第ㄧ副會長

楊英俊及双眼明醫院總院長何一淊醫師及李世泓

副總經理則討論儀器運送、現場佈設等事宜。

護目助盲金門聯合社會服務義診活動，邀

請台灣多個醫療團體及由第21分區主席王志願

召集金門陳坤祥會長、木蘭楊雅惠會長、金龍

蔡登江會長及獅友參與；A2區駐金門總監代表

楊素卿獅友協助台、金兩方做溝通與協調，共

同決定10月31日舉辦大型護目助盲聯合社會服

務，金門多個企業團體也獲邀參與；桂會長還

邀請華興張曉秋會長、慶華徐彩霞會長及A3區

第三專區江宗文主席、東驛王名君會長、聯友

簡瑞村會長、被推薦會城中陳武宏會長、中正

陳麗秋會長、友會光華林耀隆會長共襄盛舉。

護目助盲金門聯合社會服務義診活動，

上午九點三十分在瑞獅迎賓的鑼鼓聲中熱鬧登

場，金門四大新聞報社爭相報導，大會由A2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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駐金門總監特別助理繆華芬主持，美麗總監、

蕭法剛前總監、陳阿美前總監、游世一第一副

總監、林子奕第二副總監、榮譽副總監鄭鍚

沂、羅賢俐秘書長帶領的內閣團隊、張瑞娟專

區主席、王志願分區主席、中華民國愛盲協會

理事長、A2區護目助盲委員會主席何一滔醫

師、區駐金門總監代表楊素卿、區駐金門總監

特別顧問李惠齡、馬志亮，區駐金門總監特別

助理沈建宏，金門文化推廣委員會主席 許金

玉、金門獅子會創會長顏達人、金龍獅子會前

會長許峻岷，前專區主席李光杏以及主辦、協

辦單位獅友與貴賓蒞臨。現場吸引來自各鄉鎮

的鄉親及家長帶著小孩到場參與。

義診活動現場，由台北双眼明眼科集團總

院長何一滔醫師、中壢分院院長黃雯莉及其集

團副總經理李世泓所率領的12名優秀醫療團

隊、金門鑫美光眼科診所江尚宜院長、紫陽復

健科診所陳至淳院長、天成醫院腎臟科權威林

書誼醫師等進行，協助民眾視力檢測、身體健

康諮詢、骨骼健康診測等服務；艾美集團的義

剪及按摩則深受好評。多元義診服務項目，符

合金門在地居民需求，受到鄉親普遍讚譽。

金門縣政府社會處、警察局、消防局、

觀光處，也在現場進行相關宣導活動。金門三

會獅友的公司企業也鼎力配合提供贈品吸引人

潮，如金門宏玻陶瓷廠、香蜂一條根、陳金福

貢糖、馬家麵線及名城有線電視、公勝保經金

門通訊處、名牌食品股份有限公司、愛美集團

美容美儀會館等企業，熱情贊助贈品。整場活

動充分發揮獅子精神，在溫馨和諧的氣氛中成

功圓滿結束。

國際獅子會300A2區金門、木蘭、金龍獅

子會三會成立27年，每年在金門地區舉辦許多

場公益社會服務。今年由第21分區主席王志願

召集金門獅子會陳坤祥會長、木蘭獅子會楊雅

惠會長、金龍獅子會蔡登江會長研議在109年

底，舉辦一項大型的聯合社會服務。後經區護

目助盲委員會及中華民國愛盲協會共同討論，

決議在金門舉辦護目助盲義診活動，並邀集台

灣與金門多個團體、單位與企業共襄盛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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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創獨辦金門總監訪問
文：區榮譽顧問 林 濱

圖：攝影組長  古美英

專
分
區
活
動

美麗總監上任後，非常重視與金門地區獅

會的互動，除了尋求加強交流外，也積極傾聽

領導獅友的心聲，達成了特地單獨舉辦金門地

區分區聯合例會暨總監訪問的深度共識，經過

兩個多月的縝密規劃及精心安排，美麗總監於

10月30日在子奕第二副總監的陪同下，率領全

體內閣成員跨海訪問金門兩天。

此次21分區聯合例會暨總監訪問，在金門

歷史悠久、頗負盛名的葡京餐廳舉行，由第21

分區主席王志願獅友主持，金門陳坤祥會長、

木蘭楊雅惠會長及金龍蔡登江會長，率領獅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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踴躍出席，氣氛熱絡溫馨又隆重。美麗總

監在致詞時特別指出，金門特區雖地處離島，但

與A2區關係密切，是本區重要的一份子，幾乎每

年都會前來拜訪，尤其是2015-16年度以LCIF區

協調長身份陪同許焜海總監訪問金門，受到領

導獅友的溫馨與熱情擁抱，非常感恩。今年8月

28日首度以總監身份前來參加金門三分會會長

聯合交接典禮，更感受到金門獅友們的熱烈的

支持與鼓勵，像是回家的感覺一樣。

在總監訪問時，美麗總監除當面感謝王志

願分區主席暨金門三會會長對區務推動的支持

與奉獻外，也特別讚賞他們的領導成就，創造

了金門地區獅子會的榮耀，同時也鄭重地表揚

駐金門代表楊素卿獅友、駐金門總監特別顧問

李惠齡獅友與馬志亮獅友、駐金門總監特別助

理沈建宏獅友與繆華芬獅友以及金門文化推廣

委員會許金玉主席對區務推展的溝通協調與

用心，並且對專區主席張瑞娟獅友的領導能

力表示肯定，也對前駐金門代表顏達仁獅友

及前專區主席李光杏獅友長期對獅子會的付

出表示敬佩。

美麗總監並於次日率領全體閣員參加了

第21分區擴大舉辦的「護目防盲社會服務活

動」，對金門地區獅友熱烈參與，充

分發揮「We Serve」的獅子主義精神並展現

「Where there’s a need, there’s a Lion有需要

的地方，就有獅友服務」的暖實力，表示肯定

與讚佩。

金門面積約150平方公里，人口約6萬5千

人，目前僅有三個分會及八十多位獅友，僅佔

總人口數之千分之一強，意即會員成長還有很

大的空間。希望金門地區領導獅友能秉持【美

麗人生•服務為先】的理念，並發揮國際總會

長崔重烈【在慈善和多元中攜手共進】精神，

深耕播種生根萌芽茁壯成長，金門特區加油! 

A2區加油! 

此次是美麗總監首次以總監身份到訪，抱持

著「用心」與「堅持」的態度並以「美麗人生•

服務為先」理念努力推動區務，責任非常重大，

不但見證了金門獅友的奉獻軌跡，與分享了金

門三會成長的喜悅，也成就了金門地區獅友多

年來的期望，引起很大的良性共鳴，紛紛表示

受到重視的榮耀與心聲，深具正面意義，希望

能藉此拋磚引玉提升獅子會素質與帶動會員成

長，展現獅子會優質公益力量與把握永續傳承

發展契機，為獅子會創造永續經營之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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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分區聯合例會暨總監訪問

圖文 / 採訪委員 黃明智

會議主題 A2區第1專區（第1、2分區）聯合例會暨總監訪問

會議時間 2020年10月16日 PM 16:00  星靚點花園飯店

會議主席 1分區主席：王志雲   2分區主席：林淑芳

參與分會
1分區：長春、百齡、銀河、菁麗景

2分區：力行、建國、建華、太陽、尪公

主席致詞

重點

＊ 王志雲主席：透過分會訪問了解各分會文化與發展，也結交了許多朋友。

＊ 林淑芳主席：秉持美麗總監精神，為社會弱勢盡心力。

會長致詞

重點

＊長春巫俊良會長：捐助樂山療養院、蘭博館、國風國中跆拳道隊、花蓮縣溫王慈

善會。

＊百齡傅宣穎會長：LCIF 1個基數、TEACH FOR TAIWAN為台灣而教、身心障礙卡拉

OK比賽、和平海報、捐血、富安國小歲末寒冬送暖、北投區低收入戶寒冬送暖。

＊銀河吳淑枝會長：捐助中和復興國小、一專身心障礙卡拉OK歌唱比賽、花蓮聯合

社服、反毒工作坊、和平海報。

＊菁麗景羅芳會長：一專聯合社服、身心障礙歌唱比賽、花蓮社服、捐血、重陽敬

老、板橋榮民之家為輪椅殘障者走秀圓夢計畫、疫情心靈能量公益演講。LCIF1個

基數、LCTF2個基數。

＊力行陳宇恆會長：積極參與多項教育、環保社會服務。

＊建國王娟會長：尪公盃身心障礙卡拉OK比賽、11次捐血、和平海報、復興高中籃

球隊、少年監所矯正學校生命教育營隊，桃園觀音淨灘活動、寒冬送暖活動、與

東北獅子會聯合物資捐贈。

＊建華郭家榛會長：LCIF1個基數、LCTF9個基數、捐助八里樂山教養院基金及物

資、捐血。

＊太陽謝德祥會長：LCIF、LCTF、和平海報、捐血、專區身障歌唱比賽、花蓮社

服、脊髓損傷愛心園遊會。

＊尪公張凱鈞會長：發放米及民生物資等物資、龍山寺發放50個便當、龍山寺捐贈

100萬片口罩、身心障礙歌唱比賽、有聲圖書館捐贈100萬片口罩、捐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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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4分區聯合例會暨總監訪問

圖文 / 採訪委員 許聖楷

會議主題 A2區第二專區（第三、四分區）聯合例會暨總監訪問

會議時間 2020年10月8日 PM18:00  鉅星匯國際宴會廳

會議主席 3分區主席：陳政樺   4分區主席：欒慎寰

參與分會
3分區：西區、西區女、翔順、周遊

4分區：長安、翔賀、明星、麥森、翔贊

主席致詞

重點

＊第三分區主席陳政樺：感謝優秀會長用心社會服務及會員成長，全力配合A2區社

   會服務及區務推展。

＊第四分區主席欒慎寰：感謝五位會長的支持，全力配合A2區社會服務。

會長致詞

重點

＊西區獅子會蔡孟哲會長：捐清寒助學金、保安宮秋季、春季義診、大同區寒冬送暖、

南投竹山高中傳統工藝傳承及捐血勸募等，捐款LCIF2個基數、LCTF 7個基數。

＊西區女獅子會陳美淑會長：永和重陽敬老義剪義燙、台北市生命線慈善義演、專

區寒冬送暖、捐血勸募、芥菜種會愛心育幼院等，捐款LCIF 2個基數。

＊翔順獅子會梁志揚會長：捐贈三芝國小壹拾貳萬元、專區聯合社服及捐血勸募

等。與魚池兄弟會聯合社服。

＊周遊獅子會朱婕瑀會長：專區聯合社服、捐血勸募、中正蹟木王親子公益活動及

圓山Maji館義賣等。捐贈新北市消防局越野急難勘查車。捐款LCIF3個基數、LCTF 

4個基數。

＊長安獅子會張書瑋會長：國立臺灣藝術大學戲劇系學生關懷計畫暨公益影片拍攝、

龍山寺贈送街友食物及冰品，捐贈至誠、一交、麥森3子會各貳萬元。專區聯合社服、

捐血勸募、長安家族尖石鄉聯合社服、捐贈和平海報獎學金、捐款LCIF 2個基數。

＊翔賀獅子會謝秉峻會長：專區聯合社服、捐血勸募、捐贈新竹縣五所國中、國小

10萬元獎學金。

＊明星獅子會李麗莎會長：專區聯合社服、八里愛心教養院社服、尖石鄉尖石國小

偏鄉學童獎助金、深坑關懷高齡長者聯誼共餐及捐血勸募。捐款LCIF 4個基數、

LCTF 8個基數。

＊麥森獅子會施美均會長：專區聯合社服、捐助義光育幼院、長安家族尖石鄉國小社

服、和平海報獎金、流浪動物之家社服等。捐款L C I F 2個基數、LCTF 2個基數。

＊翔贊獅子會廖朝基會長：捐血勸募、專區聯合社服、捐贈元培醫事科技大學護目

巡迴車、捐款LCIF 5個基數



獅誼 2020.11-1236

文：採訪委員郭盈漢 ˙圖/攝影記者 何美田

會議主題 A2區第三專區（第5、6分區）聯合例會暨總監訪問

會議時間 2020年11月3日 17:00  88樂章

會議主席 5分區主席：陳永華     6分區主席：陳奕宏

參與分會
5分區：東區、博愛、千禧、萬華

6分區：建成、雙園、春暉、崇愛

主席致詞

重點

第5分區主席陳永華： 請假

第6分區主席陳奕宏： 感謝美麗總監，會全力配合區務活動。

會長致詞

重點

＊東區王李榮會長：參加A2區YCE育樂營活動、中正區光復里敬老尊賢活動、和平

海報。

＊博愛吳建龍會長：參加A2區YCE育樂營活動、承辦區委員會活動 『親子樂高日』

活動、高雄博愛聯合社服：高雄市杉林區霖園弱勢兒童獎助學金、和平海報。

＊千禧黃桂芳會長：YCE育樂營活動、捐血、捐贈混障綜藝社服金、衛生福利部臺

北醫院純氧活水機設備、和平海報、千禧梨山偏鄉醫療復健站設備器材。

＊萬華楊秀霞會長：YCE育樂營、健行活動、捐血。

＊建成黃如吉會長：捐獻臺北大學數字標準鐘塔維護基金、烏來國小幼稚園畢業學

童教材禮品、烏來忠治部落物資、敬老慰問津貼、災戶基金。配合中正「蹟」木

王親子公益活動基金，捐血、和平海報。捐贈烏來區2020年城市盃國際龍舟錦標

賽活動比賽經費基金。

＊雙園洪金生會長：參加和平海報、「蹟」木王親子公益活動，雙園國小心輔老師

聘請。

＊春暉黃世和會長：捐血、獅子家庭聯誼登山環保健行活動。

＊崇愛翁祥傑會長：辦公室會員發展研討。

第5、6分區聯合例會暨總監訪問 第22分區聯合例會暨總監訪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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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文 / 採訪委員 劉麗卿

會議主題 A2區第十一專區第22分區聯合例會暨總監訪問

會議時間 2020年10月14日 PM18:00  八八號樂章

會議主席 22分區主席： 江建宏 主席 

參與分會 22分區：日月光，吉翔，世界商務、丰勝

主席致詞

重點

謝謝優秀會長用心於社會服務及會員成長，鼓勵配合A2區的社會服務及區務推展，

達成美麗人生，服務為先。有您們真好！

會長致詞

重點

＊日月光江佳娟會長：

   會員60位，預計成長5位。已完成捐血活動、老人關懷活動，捐贈L C I F五個基數。

＊吉翔黃昱誠會長：

  會員26位，預計成長4位。已完成社服：南榮公墓無名氏法會物資捐贈，南港老人養

護所物資捐贈及寒冬送暖，和吉達母會宜蘭家扶中心做聯合社服。已捐贈L C I F兩

個基數，L C T F四個基數。

＊世界商務鄭良蕙會長：

  會員成長4位，預計達到40位。己完成捐血、文山關愛之家物資捐贈。捐贈LClF兩

個基數、L C T F兩個基數。

＊丰勝陳思沁會長：

  會員32名，預計成長3位。2020-21年度社服金額達63萬元，捐贈L C I F兩個基 

數、L C T F三個基數。

第22分區聯合例會暨總監訪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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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3、24分區聯合例會暨總監訪問

文：採訪委員 翁嬿陵 

會議主題 A2區第十二專區（第23、24分區）聯合例會暨總監訪問

會議時間 2020年10月23日 PM18:00  星靚點會館(木柵店)

會議主席 23分區主席： 莊玉如   24分區主席： 楊薇樺

參與分會
23分區：自強、金站、卓越、南區、造夢者

24分區：至善、一交、黃埔、雙子星

主席致詞

重點

＊第23分區主席莊玉如：Alone we can do so little;together we can do so much團體力量大。

＊第24分區主席楊薇樺:感謝分會充分落實〝哪裡有需要就有獅友的服務，讓人生因 

   為付出與關懷增添更多的精彩。

會長致詞

重點

＊自強陳振文會長：捐贈豐珠中學捐美容器材、台東義診醫療器材、日韓姐妹會口

罩，聯合淨灘和捐血、捐 LCIF20個基數、LCTF2個基數。

＊金站江秀萱會長：捐助關懷罕見疾病、玉里國中清寒獎學金、聯合淨灘和捐血活動。

＊卓越黃柏誠會長：捐贈龜山島國小營養午餐、烏來忠治部落物資，捐助腦麻協會、

蒲公英聽語協會、唐氏症基金會，義賣捐贈創世基金會社、聯合淨灘和捐血活動。

＊南區葉欲德會長：龍山寺寒冬送暖、舊鞋救命、宜蘭淨灘，家扶中心 親子同樂與

捐血。

＊至善劉怡甫會長 : 捐贈幸夫愛兒園物資、雲林偏鄉醫療、拉拉山聯合社服、宜蘭

淨灘、捐血。

＊一交楊永健會長：捐助疤痕協會、雲林偏鄉醫療、兒癌家庭關懷、遠距長照、偏

鄉音樂推廣、提升弱勢學生競爭力、捐血活動。

＊黃埔余秀蓁會長：捐贈欽賢國中弱勢家庭課後餐會、福和國中藍球弱勢家庭球

衣、大溪長長教養院白米、土城瑞坤宮弱勢家庭白米。

＊雙子星吳文銘會長 : 捐贈林口土地公廟物資關懷老人、台北市華江里物資、捐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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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採訪委員林惠蓮˙圖/攝影記者 傅木從

會議主題 A2區第13專區（第25、26分區）聯合例會暨總監訪問

會議時間 2020年10月15日 1730 星靚點花園飯店

會議主席 25分區主席：林玲美   26分區主席：葉信志

參與分會
25分區：老松、菁典、永安、菁誠

26分區：至誠、長虹、萬馨、菁宏

主席致詞

重點

＊第25分區主席林玲美：大力推動會務發展。結合獅友完成獅子會的崇高任務及

   核心價值：扶弱濟貧、雪中送炭、幫助需要的人。

＊第26分區主席葉信志：配合五大志業，完成年度各項社服。

會長致詞

重點

＊老松林榮進會長：捐LCIF基金15個基數、LCTF基金17個基數。古坑華國小、華南

國小獎助學金、捐血、YCE等社會服務，計760,500元。

＊菁典傅蕊蕊會長：捐LCIF基金2個基數、LCTF基金2個基數。土城區日新里陪伴老

人共餐、世界腦麻日健走、宜蘭淨灘等社會服務，計116,000元。

＊永安邱豫甄會長：捐LCIF基金4個基數、LCTF基金3個基數。新北市土城區日新里

陪伴老人共餐、康乃馨偏鄉醫療、台東永安國小、宜蘭縣高中足球隊獎助學金等

社會服務，計289,000元。

＊菁誠江錦晟會長：捐LCTF基金1個基數。新竹縣尖石新光國小、新竹市建功國小

校園周邊建設、康乃馨偏鄉醫療等社會服務，計248,000元。

＊至誠李德用會長：捐LCIF基金12個基數、LCTF基金28個基數。核二廠淨灘活動、

捐血、萬華區華中里老人關懷、尖石鄉新樂國小社服、康乃馨偏鄉醫療等社服，

計623,000元。

＊長虹楊淙竣會長：捐LCTF基金2個基數。南投新樂國小壁扇更新、長江五代重陽

敬老、基隆市義診、大光兒小之家歲末送暖、北市東門里社服、捐血、康乃馨偏

鄉醫療等社會服務，計149,000元。

＊萬馨陳幸雯會長：補書面報告。

＊菁宏鐘俊霖會長：捐LCIF基金2個基數、LCTF基金4個基數。台灣優質生命協會、

台北市喜樂家族、勵馨基金會、台南私立天主教瑞復益智中心等社會服務，

計222,000元。

第25、26分區聯合例會暨總監訪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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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專區聯合社會服務

捐助花蓮國風國中跆拳隊
文/圖 : 黃明智

國際獅子會300 A2區第一專區獅友及寶眷

101人，由蔡佩龍專區主席、 第一分區王志雲

主席、第二分區林淑芳主席率領，分搭長春巫

俊良會長贊助的三輛遊覽車， 11月7日前往前

往國風國中做聯合社會服務。 蔡主席代表第一

專區捐贈35萬元給國風國中，贊助跆拳道隊改

善練習環境及出賽經費。 巫會長代表長春獅子

會捐贈33萬元，資助兩位教練長期接納受幫助

孩童的生活經費。  

 2020-21〝美麗人生，服務為先〞年度開

始，蔡佩龍主席針對專區聯合社會服務計畫召

開會議，經各分會會長提案討論，決議年度兩

項社會服務：第一項與尪公獅子會合辦身心障

礙歌唱比賽，贊助五萬元，已於9月12日圓滿

完成；第二項11月7日與長春獅子會合辦花蓮

縣立國風國中跆拳道隊捐助與訪視。

 獅友服務的力量 翻轉弱勢人生  

花蓮偏鄉長久缺乏社會資源，過去十二年

長春歷屆會長、獅友樂於承擔這有延續性的社

會服務，更能看到偏鄉孩童的成長及發展。第

一專區聯合社會服務參與會長，除了 長春巫俊

良會長，還有百齡傅宣穎會長、銀河吳淑枝會

長、菁麗景羅芳會長、建國王娟會長、建華郭

家榛會長、太陽謝德祥會長、尪公張凱鈞會長

等。中午抵達花蓮，由蔡專分區主席宴請當地

風味餐後轉往國風國中。

抵達學校，受到學生、教練及校長熱烈歡

迎，學生突然間看到這麼多獅友，非常興奮。

大家簇擁合拍團體照，一年一次的見面，仿彿

是一種無須言喻的約定。長春獅子會到花蓮社

會服務已經12個年頭，目前愛心重點在照顧國

風國中跆拳道隊。這些小朋友都是A2區獅友長

期幫助，變得更好。

花蓮縣教育處饒忠處長及國風國中劉文彥

校長分別致詞，感恩第一專區蔡佩龍主席率分

區主席及分會會長，尤其是長春獅子會，從未

間斷協助花蓮偏鄉小孩，為偏鄉的教育資源投

入最恰當的資助，小孩得以健全成長。

▲在國風國中跆拳道的學生熱情簇擁下，全體獅友、寶眷一起留下美好回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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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資源的匱乏加上比例偏高的家庭功能

失調，如雙親酗酒、離異、隔代教養、經濟能

力低落等原因，陳廖霞及任鳳儀兩位教練為了

讓小孩能有專心學習成長的環境，義不容辭扛

起經濟重擔，自行購置房屋，接納多位急需關

愛收留的小孩，長久下來房子塞滿了學生，也

塞滿了滿滿的愛心關懷。

兩位教練身兼小孩成長中家庭教育及學校

教育的角色，透過生活點滴的簡報，任教練表

示長春獅子會與花蓮偏鄉孩童結緣後，獅子會

大愛的力量12年來翻轉了好幾位孩童的人生，

例如自新城國小二年級就長期接受長春獅子會

資助的雨真同學，榮獲2019年亞洲青少年國

手、108年全國運動會第三名及109年全國總

統盃第三名；還有芷蝶同學獲得108年全國總

統盃第一名及109年全國大專院校運動會第一

名。獅子會長期資助與鼓勵，花蓮孩童奮發上

進的例子不勝枚舉，令在座獅友寶眷們既敬佩

又感動。

 感動人心 獅誼永固   

第一專區捐贈國風國中跆拳隊，由劉文彥

校長代表受贈。長春獅子會的捐贈，則由跆拳

道家長後援會劉淑緣會長接受。捐贈儀式結束

後，小朋友在教練的指揮下賣力表演練習已久

的跆拳道招式，嘶吼的喊叫聲搭配此起彼落的

踢板聲，將小朋友滿滿的熱情激化出來。活動

結束後，晚上由專、分區主席贊助10桌，一起

宴請跆拳道教練及參與的獅友寶眷，美酒佳餚

開心渡過獅子之夜。

第二天一行人浩浩蕩蕩前往花蓮景點牛山

呼庭，一個藝術家化漂流木為神奇木雕的自然

秘境，取景合照喝咖啡，欣賞花蓮大山大水的

景色，獅友間彼此交流，獅誼永固。歸途上除

了手上提著由蔡 專區主席、第一分區王志雲

主席及第二分區林淑芳主席所準備的花蓮伴手

禮，心裡也裝滿了社會服務後的成就感。銀河

吳淑枝會長邀請兩位友人參與社會服務之旅，

經過兩天一夜的體會及獅誼活動後，二話不說

即刻加入獅子會大家庭。有意義的社會服務，

不是捐款而已，更能感動人心，擴大愛心的。

▲第一專區蔡佩龍主席代表第一專區，
捐贈專區聯合社服金35萬，給國風國中

雨真
是長春獅子會
從國小二年級就
幫助的小孩。
現在已是跆拳道
亞洲青少年國手了。

▲

小孩子在教練的教導下，品勢
表演不容馬虎。在課業壓力下 
這也是小孩子情緒的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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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專區社會服務

文：群愛許世沂

圖：傅木從、白雪莉

國際獅子會300A2區第4專區10個分會與

亞太旗袍文化聯合會 ，11月28日在台北市國

軍文藝活動中心舉辦「愛在炫寬、有您真好」

慈善公演，全場近千人響應，席間有敦煌舞、

大河流日本舞踊，及展現東方女性身型之美的

旗袍風華舞蹈，烏來國小、九份國小也特地帶

來音樂表演，還有北投國中獅鼓表演等，藝術

規格直逼國家劇院的演出，為的就是讓觀眾們

擁有豐富的周末午后，捐款收入80萬捐助財團

法人南投縣私立炫寬愛心教養家園。 

年度開始，第四專區丁祺倫主席就與10位

分會會長就四專社會服務相互討論。太極獅子

會朱媗鴻會長提出利用藝術治療，讓生命有無

限可能的想法，立即吸引大家的注意。

經過多次研商，四專的會長們一致通過藉

由藝術慈善公演，將愛心傳遞至炫寬教養院，

並邀請16-17年度「優質服務、超越巔峰」黃

秀榕總監擔任慈善公演的大會主席。位於南投

埔里的炫寬教養院，收容中重度身心、智能、

自閉等障礙弱勢，創辦人賴錦鏡為了讓情牽一

甲子的女兒有更好的照顧，因而創辦。創院近

24個年頭，不分晝夜照護百餘位大小院生。

藉由黃秀榕前總監的號召、第四專區丁主

席、所屬各分會會長們的努力宣傳、及承辦單

位、協辦單位、贊助單位、指導單位等等許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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熱心團體的支持，善款迅速募集超過百萬元，

扣除必要活動支出，募集NT80萬元捐贈至炫寬

愛心教養院。

慈善公演當日，由菁鐸獅子會陳澤民校長

率領北投國中以祥獅獻瑞作為開場；太極朱媗

鴻會長率領獅友表演大慶之舞等日本舞踊、太

極拳、旗袍風華等；鳳凰陳月裡會長帶領獅友

表演傣家女兒、天邊等動感舞蹈；第四專區對

唱組第一名之勝輝獅兄與玟錡獅姊帶來精采絕

倫歌唱組曲表演；飛天舞集的演出等。最後壓

軸由大會主席黃前總監、第四專區丁主席、林

志聖、楊秀蘭兩位分區主席與10為會長們及A2

區會長同學們大合唱「明天會更好」等曲目，

感動在場嘉賓。

美麗總監、張文深前任總監、游世一、林

子奕兩位副總監、林齊國前國際理事、許焜海

前總監、以及羅賢俐秘書長率領的內閣團隊，

都到場贊助和欣賞。在演出中，黃秀榕前總監

致詞時說：生活之所以美麗，在於及時行善；

藉由愛的傳遞，打開生命的力量。丁祺倫專區

主席也說：你我前世今日相遇的諾言，許下對

炫寬不放手的將來。朱媗鴻會長說：藉由藝術

讓慢飛天使也有一片自己的天空，是太極創會

的宗旨。一場「愛在炫寬、有您真好」慈善公

演在安可聲久久無法停止，令人難以忘懷的精

采表演中畫下完美句點。

專
分
區
活
動

 2020.11-12 獅誼 43



獅誼 2020.11-1244

分
會
活
動

第五專區聯合社會服務

捐贈920平安箱  造福新北市偏鄉弱勢

文：五專黃瑞祥主任秘書 

圖：王繼學、湯秀義、傅木從      

 國際獅子會300A2區第五

專區獅友，响應温小慧專區主

席號召，11月18日下午前往新

北市市政府，捐贈「新北市好

日子愛心大平台實物銀行」平

安箱920箱，由社會局長張錦麗代

表接受，將各種日常所需糧食提供

給偏鄉地區弱勢民眾及家庭遭受變故有立

即性急難需求的民眾。 每箱物品內容有：罐

頭、泡麵、沙拉油、醬油、麵條、調理包和沖

泡飲品，價值約500元；總市值46萬元。 

温小慧主席表示，第五專區

今年做了很多社會服務，除了

辦理攝影展、歌唱比賽，在

社會公益活動上，希望讓

獅友們能有意義的一年，

因此響應新北市好日子

愛心大平台，將獅友的愛

心造福新北市偏區弱勢民

眾，讓有困難的市民朋友都

能得到協助。  

美麗總監說，社會公益服務工作，需要

愛心和耐心，而且要積極付諸行動。又說，社

會局長張錦麗擔任過京華獅子會會長，獅齡超

過30年，因為她的關係，這幾年300A2區社會

服務的觸角，逐步擴大到新北市。今年10月千

禧獅子會到三芝捐贈物資運送車給新生活促

進會，還有春暉獅子會捐贈全家福鞋子兌換

券給弱勢家庭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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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次第五專區聯合社會服務出席獅友，除

了美麗總監，還有指派國際理事邱文彬、前國

際理事謝震忠、第二副總監林子奕、秘書長羅

賢俐、區榮譽顧問廖芳卿、A2區內閣團隊、前

榮譽副總監楊崇明、前任五專主席吳文昭、五

專所屬的第九分區主席林金坤、第十分區主席

包秀蘭，以及北區葉紀達、仁德林儒平、京華

常如玉、信德林志堅、永新陳建維、仁愛鄭源

興、東門陳國山、榮華鄒春妮、松鶴蕭秀英等

各會長及熱心獅友們。

社會局張錦麗局長表示，感謝第五專區

獅友辦理這次非常有意義的社會服務，再次加

碼捐贈了920箱區里平安箱，讓弱勢民眾於春

節期間也可以透過里長，第一時間受到照顧。

300A2區今年5月28日才在張文深前任總監

領導下，捐贈600份平安箱給新北市政府

好日子愛心大平台，市值30萬元。  

這 次 第 五 專 區

聯合社會服務獲得

媒體爭相報導，

著名的有經濟日

報、中國時報、

民眾日報、台灣英

文新聞、中華日報、

大成報、自立晚報、大

紀元、勁報、〝報〞新聞、YouTube、Hinet生

活誌、PChome新聞。國際總會鼓勵獅友從事

社會服務活動，一定要透過媒體廣為宣傳，讓

社會認識獅子會的服務精神，讓社會服務的效

應無限擴散，更能吸收民眾加入獅子會。 第

五專區聯合社會服務做了成功的示範。  

專
分
區
活
動



獅誼 2020.11-1246

專
分
區
活
動

第七專區聯合社服

贊助建立內湖安全健康社區

文：林欣誼

圖：周淑慧主席

國際獅子會300A2區第七專區獅友200多

人，由周淑慧專區主席、13分區吳文讀主席和

14分區謝靜惠主席率領，12月5日到內湖網球

中心廣場贊助〝大手牽小手～安全向前走～社

區安全，糖尿病防治，視力保健〞社會服務。 

第七專區獅友捐贈5萬元、200份伴手禮、

1000頂遮陽帽；A2區也提供600瓶礦泉水，提

昇獅子會形象。 

〝大手牽小手～安全向前走～社區安全，

糖尿病防治，視力保健〞社會服務，由內湖區

安全與健康協進會、內湖區公所及健康服務中

心聯合主辦， 第七專區全力協辦共同完成；當

日總參與人數達1600人。由廖理事長帶領的內

湖區安全與健康協進會，長期致力於社區安全

健康服務，2005年榮獲世界衛生組織認證為全

球排名第94個、亞洲第8個安全社區；目前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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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用心打造成為三高三安的健全優質社區，希

望能再次認證成功。

活動在中午1點半正式開場，雖然下著細

雨，但是大家依舊非常興奮熱情，美麗總監特

別到場關心、鼓勵。她看到獅友們不畏寒雨的

服務熱誠，相當感動。糖尿病防治宣導方面，

周主席希望大家重視健康，不僅親自帶頭操作

輔助檢測儀器，更特別聘請6位專業護理師幫

忙檢測，並且提供6種獎品，透過遊戲作有獎

問答，讓民眾踴躍參與，成效非常好。

另外獅友愛心捐贈普仁基金會的物資在現

場義賣，展現獅友愛環境愛地球，意義非凡，

分享愛心傳承溫情。義賣所得將全數捐贈偏鄉

弱勢孩童營養午餐經費。最後舉辦愛心摸彩，

七專獅友抱走10個獎項，吳文讀主席還抽到頭

獎，真是幸運又興奮。



獅誼 2020.11-1248

國際獅子會300A2區第九專區獅友，由鄒

玉露主席和第17分區張庭禎主席、第18分區林

建聰主席帶領，11月27日前往花蓮縣吉安鄉化

仁國中，捐贈10萬元教育基金，提供化仁國中

才藝舞蹈班，由梁仲志校長代表接受。

梁校長及校務主任帶領化仁師生，花了

將近3個小時，安排不同年級學生表演各項才

藝，並介紹學校培育偏鄉窮困單親家庭孩子的

用心，讓化仁學生看到自己的未來，著

實令人感動。第九專區獅友原訂捐贈十

萬元教育基金，當下決定擇日再加碼六萬元捐

款。預定2021年3月份專區聯合例會時，邀請

化仁舞蹈才藝班團員到場參加捐

贈儀式，九專全體獅友的愛心再

獲加分。

第九專區聯合社會服務

為化仁國中才藝班築夢起舞                                   

文：採訪委員：游婧靈

圖：九專獅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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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專區獅友透過媒體報導得知：化仁

國中，長年致力於藝術教育之深耕推廣，在音

樂、美術、舞蹈等各項才藝表現皆非常優異傑

出。梁校長成立才藝舞蹈班，並以『靜能讀

書，動能跳舞』為宗旨，期許偏鄉孩子個個成

為能文能武的現代青年。

鄒專區主席邀約兩位分區主席、九專所

屬華山、新台北、喬芸、同心、龍山、南京、

鳳德及金國等八位分會會長，籌辦聯合社會服

務。希望捐贈化仁才藝舞蹈教育基金，讓具有

才藝天分的花蓮弱勢青少年『擁抱夢想，實現

抱負』，並期許藉此帶動花蓮地區的民眾們的

藝術涵養美。

獅友們於13:30抵達化仁國中。梁校長率

領舞蹈老師及舞蹈才藝班同學於體育館列隊歡

迎獅友。隨即安排由舞蹈才藝班學生進行迎賓

舞蹈表演，並由舞蹈老師教導全體獅友基本步

伐，讓獅友與學生們ㄧ起跳原住民團體舞蹈，

熱鬧無比。接著安排各個才藝班學生輪流表演

精彩舞曲，由校長及老師在旁親自帶領解說每

支舞蹈的精髓與美麗的故事。獅友們在校區與

舞團們錄影及拍照留念，耗時將近三小時，實

在是讓獅友們回味無窮，留下雋永回憶。  

今年度九專聯合社服，由鄒專區主席的精

心策畫，不僅希望本次聯合社服感動獅友，更

期待藉由花蓮一日社服參訪活動，促進九專獅

友情感升溫。感謝出發集合時，羅賢俐 秘書長  

特別前來加油打氣，並贊助橘子一箱及每人一

份豐盛早餐。楊崇銘前秘書長也贊助社服金1

萬元。鄒主席則提供一箱香蕉、 人人一份伴手

禮。林建聰分區主席贊助多盒鳳梨酥。九專獅

友興高彩烈完成社服旅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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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區等13分會壯圍聯合淨灘服務
圖/文：分區主席莊玉如     Alone we can do so little, together we can do so much.---Helen Keller
                                                                         (團結力量大，海倫凱勒)

國際獅子會300A2區南

區、自強、金站、卓越國

際、淡江造夢者、至善、鳳

德、菁典、新台北、銀河、

千禧、金國、聖迪(A1)等

13分會獅友及眷屬60多位，

由南區號召主辦，分搭兩部巴

士，10月17日晴天到壯圍海岸一起

淨灘，聯合做社會服務，圓滿成功，感受到非

常大的成就感。淨灘社服是我們五大志業社服

的環保，愛護地球及海洋生命。

一開始怕無法淨灘，因為氣象報告預計會

下局部大雨。天公保佑都是晴天。參與成員從

嬰兒到長青，愛地球，快樂做社服。淨灘時，

看到一群年輕小獅子在挖一個大魚網，真的很

感動。海洋生物如果被魚網困住，會很慘，這

些年輕人有心保育。 其他獅友也努力把瓶瓶

罐罐丟進垃圾袋，12個垃圾袋

都裝滿，自備垃圾袋也塞得

滿滿。愛心做淨灘，我們的

下一代可以有個綠油油的環

境、藍藍的海天。

Dream Big!

這個活動很有意義，不只可以運動、

愛護地球，也是聯誼。結束之後，大家還去參

觀玉兔鉛筆工廠，DIY做 鉛筆。第九專區鄒玉

露主席表示：這次淨灘經驗讓我們了解與自然

界關係的惡化，應該隨手將垃圾分類做處理，

為地球盡一份心力。莊玉如分區主席感謝獅友

及眷屬的熱心參與，也感謝美麗總監、羅賢俐

秘書長及楊崇銘執行長的贊助，更感謝專區主

席賴景維、鄒玉露、鄧文焌、分區主席林玲美

等領導獅友的配合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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菁麗景獅子會 

舉辦兩場社區敬老活動
文：何雀熙   圖：鍾寶玲

第一專區第一分區菁麗景獅子會，是由一同居住在麗景社

區的獅友們組成，對於社區的環境和居民福祉特別關懷。菁麗

景獅友利用休閒假日幫助整理環境、美化社區，更曾捐贈「社

區地標型地圖製作」。菁麗景獅友今年發揮We Serve服務社區

精神，將服務範圍擴大到大安區，利用重陽節在古莊里和新龍

里舉辦兩場重陽節敬老活動。

10月18日古莊里、23日新龍里，分別舉辦九九重陽節敬

老活動，致贈保暖物資500份，溫暖人心、佳惠65歲以上長

輩。在古莊里的活動，結合多個團體單位，有義剪、美食品

嘗、健診，歡唱等，羅賢俐秘書長到場為阿公、阿嬤祝福，並

親自頒保暖物資給予99歲的人瑞。

在新龍里，菁麗景獅友結合教會，為長輩們按摩、歡唱表

演，羅芳會長還在會中宣揚敬老尊賢精神，鼓勵銀髮族多參與

健康娛樂休閒活動，增進彼此間互動及情感交流，塑造健康安

全與愛心樂活的老年生活。

菁麗景獅友社會服務不落人後，除了兩場敬老活動外，上

半年也辦了三場捐血勸募，並參與第一專區捐贈35萬元給花蓮

國風國中跆拳道隊及視障登山健行活動。熱心公益不遺餘力，

菁麗景獅友都是全員出動完成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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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禧獅子會

用愛啟動原鄉活力   
文：郭盈漢  

圖：何美田

國際獅子會300A2區千禧獅子會獅友，由

黃桂芳會長率領，11月2日捐贈復健設備給台

中市和平區梨山衛生所，成立台中市政府所

宣布「全台最高海拔復健站」，全部費用高

達300萬元，提供原鄉居民完善的復健治療服

務。 主持啟用儀式的盧秀燕市長指出，這次復

健站順利開幕，特別感謝國際獅子會300A2區

暨台北市千禧獅子會慷慨解囊，在得知復健站

的需要時，第一時間就主動捐贈復健儀器，未

來復健站將善用這些設備，提升梨山地區居民

的健康和醫療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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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健康保險署說， 梨山民眾從此不用

再忍受腰酸背痛之苦，或遠赴市區舟車勞頓長

途奔波，就可以接受在地專業的物理治療緩解

身體的不適，對外交通困難的梨山地區終於也

享有健保「復健送上山」的服務，造福偏鄉居

民。梨山地區民眾過去有復健治療需求，只能

長途跋涉至市區或宜蘭縣就醫，光是交通往返

時間就需要3至6小時，十分不便。 

黃桂芳會長之外，千禧副會長 黃永寶 、 

A2區羅賢俐秘書長 、捐血委員會何明輝主席

都出席揭牌儀式。千禧獅友秉持國際獅子會宗

旨，我們就是來為有需要的梨山鄉親服務。黃

桂芳會長感謝千禧的各位家人，大家出錢出力

一同完成這個重要的社會服務，把需要的服務

做給最需要的人。

聯合報記者引用梨山衛生所主任姜明凱的

話說，復健站規劃電療、熱療、懸吊系統、腰

椎牽引機及跑步機等器材，其中，跑步機位置

正對梨山第一排山景，民眾可邊復健、邊欣賞

美景。盧秀燕市長稱讚這是「和平區獨有的復

健體驗」。在梨山衛生所舊址設置復健站，結

合千禧獅友設置的復健儀器，並有專業的物理

治療師及復健科醫師進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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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稻埕獅子會

招待宜蘭國小學童台北一日遊

圖/文：大稻埕 張寶惠前會長

國際獅子會300A2

區 台 北 市 大 稻 埕 獅 子

會，11月17日招待宜

蘭圓山鄉深溝國小師生

到台北一遊，並精心安

排了大稻埕巡禮，並和

六六長春基金會共同捐

贈9萬元清寒獎學金給

學校，A2區羅賢俐秘書

長及老松獅子會共襄盛

舉，分別捐贈清寒獎學

金2萬元和1萬元，讓弱

勢學童倍感溫暖，深溝

國小校長洪秀芬頒感謝

狀表揚。  

10多年來，大稻埕

獅子會與六六長春基金會每年攜手關懷深溝國

小學童。大稻埕01-02會長諶炯爐獅友及十四

分區主席謝靜惠伉儷，是深溝國小傑出校友，

感念回饋母校而發起善行，並由大稻埕全體獅

友及六六長春基金會共同策劃舉辦。 今年，謝

分區主席與大稻埕李淑雯會長、六六會長林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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隆，別出心裁，與校方多次研議討論，決定幫

助學童圓夢，改變方式。導覽沿途，孩子們個

個聚精會神、欣喜萬分、專心聆聽，豐富了校

外教學的意義；多數學童是第一次到台北，體

會到偏鄉孩童在資源不足下的期待。

中午安排到大稻埕李宗波前會長所開設

的吉祥樓用餐，美麗總監、羅祕書長及內閣

成員歡喜參與，看到學童吃飽飽滿足的天真

笑容，感受到他們的幸福與快樂。午後，在

風和日麗的大稻埕碼頭漫步觀景，並井然有

序搭乘遊船；藍色公路串接了大稻埕、淡水

老街、漁人碼頭、八里、關渡，每個碼頭都

有不一樣的特色景點，讓學童感受不一樣的

河道風光，欣賞白天到夜晚的美景，享受從

未有過的奇幻旅行。 謝主席用心準備了【微

笑日作】手工點心，加上李淑雯會長贈送的

淡水許義魚酥，人手一袋精緻美味，學童開

心答謝，依依不捨回去。  

宜蘭圓山鄉偏鄉弱勢有隔代教養、外配、

父母離異、更有經商失敗移居，深溝國小師長

引領學童自食其力，耕種有機稻米義賣;透過教

育幫助他們改變環境，獎助學金專款專用，讓

孩子看到希望，安心就學。深溝小學成立樂團

之初，透過大稻埕多次籌措經費，協助校方從

無到有，每年逐步增加一些樂器，現在已具規

模，多次外出參賽，屢創佳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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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林欣誼

圖：王繼學 

一年一度的長江系列五

代同堂長江、莊敬、中北、

松江、長虹、松鶴九九重陽

弘揚孝道敬老大會，10月24

日在典華旗艦館舉行。五代

同堂創始人長江獅子會簡政

信前會長發起到今天，已邁

入第二十七屆了。五代同堂

全體獅友陪著一百多名長輩，一起

參加盛會；並且首度加入了陪扶長輩星光大道走秀，讓長輩們

也能體驗鎂光燈走秀的經歷。更有創新想法，設計拍照牆，請專

業攝影師替長者獨照和全家福美美照。

今年由五代之首長江獅子會承辦：陳芷賢會長8月11日召開第一

次籌備會，決定依循優良傳統外，增加長輩星光大道走秀項目。9月30

日召開第二次籌備會，全體會長踴躍討論。中北江新財會長贊助盲胞為與

會長輩按摩服務。長江陳芷賢會長也贊助非洲鼓暨國際舞蹈表演節目。會中

還一致決議捐贈啟明基金會聯合社會服務二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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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江系列五代同堂九九重陽弘揚孝道敬老大會期間，五代

六會會長共同致贈敬老金給長輩。長江獅子會許天飛前會長加

碼致贈每一位長輩敬老禮物，每個長者都開心萬分，充分的展

現老吾老，以及人之老的理想。本次大會更有102歲人瑞長輩

出席，黃美麗總監、羅賢俐祕書長額外頒贈敬老金。

除豐盛佳餚外，五代六會各提供一項表演節目供長輩

欣賞，載歌載舞熱鬧溫馨。主持人長江張旭東前會長，風

趣生動，力邀長輩踴躍上台演唱獻藝並發送紅包。

第二十七屆長江系列五代同堂九九重陽弘揚孝道敬老大

會，在一片歡樂中圓滿完成。大會約定明年重陽節敬老活動

將由莊敬獅子會承辦。長江系列五代同堂九九重陽弘揚孝道

敬老傳統，將淵遠流長，永續傳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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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市中北獅子會

三十而立向前行

 文：林欣誼  / 圖：古美英、王繼學

中北獅子會獅友，由江新財會長率領，11

月10日在大直河畔的美福飯店，歡慶

授證30周年紀念暨300G2區桃園市

天使獅子會締結兄弟會簽約儀

式，席開36桌，賀客盈門，熱

鬧非凡。

在美福飯店挑高七公尺

的無柱氣派宴會廳，林辰彥

創會長首先報告周年慶籌備經

過。林創會長是台大高材生，

並且是旅美法學博士，擔任法官多

年，提早退休後擔任律師至今。1990年

時任台北市台中同鄉會理事長暨長江獅子會

前會長，在導獅長江前會長黃榮發獅友催生

下，帶領幾位長江獅友、台中同鄉以及志同道

合獅友創立中北獅子會。他還將多年收藏的骨

董設樓展示，並經常邀請獅友前往喝咖啡聊

天。林獅友以創會長身分每年宴請中北獅友。

接著江會長致詞，歡迎美麗總監、邱文

彬指派國際理事、兩位前國際理事、張文深前

任總監、歷屆總監、他的會長同學、關心中北

的獅友和好朋友，感謝大家的蒞臨。他是中北

第八屆會長，也是第一位身負重任回鍋的

會長。他開玩笑說，30年後獅友還支

持，他願意第三次出任會長。

中北獅子會和300G2區桃園市

天使獅子會跟著舉行締結兄弟會

簽約儀式，由江會長和天使游美

環會長代表簽字締盟，美麗總監

和G2區魏淑蓮總監證盟，兩會各推

一位資深獅友擔任介紹人，中北由創

始會員陳石林擔任，別著鮮花，喜氣洋

洋。一如邱國際理是說的，中北和天使友好會

往來28年，到今天才正式聯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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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麗總監和魏總監

先後致賀詞。美麗總監

是中北第13屆會長，

自 稱 在 中 北 學 習 成

長，更感謝同屬中北李

樹枝前總監的指導和提

攜；長江五代六會對她的

助益又深又遠。她以中北一

員為榮。魏總監帶領G2區內閣出

席盛會，她以總監旗總監章、領帶和紀

念品致贈中北獅友，顯得很興奮。魏總

監還透露，天使獅子會新年度將有獅友

競選區總監。台灣獅子會締盟姐妹會、

兄弟會已不多見，在場獅友感覺新鮮又與

有榮焉。

受疫情影響，中北的兩個國

外姊妹會：泰國301D區曼谷市

宗通獅子會和韓國355A區自

由獅子會，無法派代表出席中

北授證30周年慶，都寄來錄影

帶由會長錄影祝賀詞，宗通

五位現任和前總監

輪流簡單祝賀。

中北與宗通、

自由兩姐妹

會，本年度

剛巧都有獅

友出任區總

監 ， 互 動 非

常親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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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台講話祝賀的，除了邱國際理事之外，

還有GAT區域領導人林齊國前國際理事、長江

母會陳芷賢會長、兄弟會新北市瑞芳獅子會黃

進勝會長、台南市友聯獅子會潘妮妮會長、桃

園市天使獅子會游美環會長。張瑞泰前國際理

事專程趕來致贈表揚卡給多位獅友。

應林創會長的提議，中北還在30周年慶典

上，致贈紀念金戒給歷屆會長，感謝他們對中

北成長發展的卓越貢獻。國際金價節節攀升，

這筆經費按四份負擔，會本部負擔兩份，林辰

彥創會長和江新財會長各承擔一份。成立30周

年表揚歷屆會長，意義深遠。江會長不忌諱談

論他的出身：家境清寒、無緣接受高等教育、

騎摩托車送貨、推銷產品；有幸踏入機械生產

研發，他的財順機械公司有不少碩博士研發人

員，因此擁有很高的印刷包裝機械的市占率。

中北致贈貴賓的筆台座，是向16屆陳高明

會長購買的，市價250元，預算只有100元，江

會長看上了，陳前會長只好認捐其餘的價差。

今年初武漢疫期正鬧得風聲鶴唳，23屆廖文騰

會長替每一位獅友弄一盒50裝的醫用口罩，中

北獅友都珍惜感動。興建大樓無數的李樹枝前

總監，也曾經撥出一間空屋當作中北獅友的活

動中心。這就是江會長所說的，中北會內喜事

多，獅友間和和氣氣，獅運昌盛。

中北之夜，美麗總監和羅賢俐秘書長帶領

內閣獻唱〝玫瑰玫瑰我愛你〞、20-21會長們、

魏總監帶領G2區內閣，先後獻唱招牌歌。中北

獅友則為貴賓獻唱由年輕獅友精選的台語暢銷

歌〝向前行〞，似乎道盡中北創會會員，不畏

艱難成立獅子會，用心為社會服務的初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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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安獅子會

幫助唐氏症自閉兒義賣募款
文/圖：曾文星 

長安
獅子會10月31日在所謂的萬聖夜，

參與由至聖里里長辦公室、大台北

商圈產業協進會、台灣夜市商圈產業工會、台

北寧夏業環保夜市，共同主辦的關懷唐氏症與

自閉兒的『搗蛋美食饗宴』義賣。

A2區前總監顏

志發總統府資政

上台致詞表示：

行善不能等，

疫情隔離了我

們 的 距 離 ， 但

隔離不了我們的

愛心。顏前總監幫

自閉症天使義賣畫作，

長安獅子會張書瑋會長在激烈的競價中，勢在

必得地以18000元標下了色彩豐富、構圖奇幻

的自閉症天使畫作。黃秀榕前總監即使無法親

臨現場，也展現獅子精神慷慨地捐款贊助。  

由於新冠病毒重創經濟活動，今年各慈

善團體的收入都銳減，自閉兒福利基金會的善

款較預期少了四成，唐氏症基金會的餅乾品牌

「愛不囉嗦」，銷售業績更是一口氣掉了七

成。東區和牛名店上吉燒肉林佑勳創辦人於是

決定結合寧夏夜市名店，下午兩點在圓山捷運

站一號出口舉辦聯合義賣活動。由長安獅子會

獅友、同時也是大台北商圈產業協進會總會長

林定國獅友擔任節目主持人。

立法委員何志偉、同時也是百齡獅子會

獅友，風塵僕僕地趕來壓酬義賣，還誠意十

足地提供親送到府並加贈專業手沖咖啡服務，

此福利一出，業績果然強強滾。

林定國獅友說，我們不只會做生意，我們

更會做公益。他再度重申本次活動的宗旨，並

強調夜市是台灣的寶，我們會努力讓世界看見

台灣的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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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安家族四會聯合社會服務
捐贈尖石鄉新樂國小器材設備

文：邱玉華

圖：王繼學  

長安家族長安、至誠、一交、麥森四會獅

友，11月24日上午搭乘遊覽車前往新竹尖石鄉

新樂國小，捐贈價值24萬的投影機、電子防潮

箱、雷射雕刻機、150件傳統的泰雅族服裝等

器材物資。隨團參與的還有美麗總監、劉雲芳

事務長、方淑卿講師團團長、高炳義區榮譽顧

問、第四分區欒慎寰主席、麥森獅子會鄭清文

創會人以及獅誼攝影組王繼學副組長。

上午十點鐘抵達新樂國小，兩旁穿著原民服

裝的高文良校長以及全校師生列隊鼓掌歡迎。新

樂國小學生以「射日」舞蹈迎賓，這也是11月5

日他們參加新竹的民族舞蹈比賽甲組拿到特優，

明年將代表新竹參加全國比賽的舞蹈，充滿力

與美；接下來「泰雅族的子民」，由五、六年

級學生全員參與，呈現和諧歡樂的氣氛。

高文良校長表演口簧琴，代表全校師生對

獅友的感恩與祝福，他覺得今天小朋友第一次

穿上獅子會捐贈的原民服，不僅代表著自信同

時也顯示對族群的認同和榮耀。今年起新樂國

小就是實驗教育學校，將把原民文化帶到課程

中，同時透過資訊設備的提升幫助孩子的課程

從而化作學生成長的力量，最後全校師生以原

住民語言一起歡呼『特別感謝大家』。

美麗總監用泰雅族語言向大家問候，問小

朋友說的對不對？學生搖搖頭，惹來全場一陣

笑聲。美麗總監接著說：今天我們來做服務，

有這麼好的天氣和陽光，從進門口就感受到你

們的熱情、活力和精力。希望你們感受到獅子

會分享資源，好好運用，好好保養。尖石鄉唯

一的議員劉建民，十幾年來見證A2區獅子會在

尖石鄉的付出和關心，也來關懷和講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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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安張書瑋會長代表長安家族致詞，對這

次學生精彩的表演，看得出學校非常用心在培

育教養。他強調，獅子會長期服務社會，其實

也在幫助自己，總有一天你們也會得到更多的

力量來回饋社會。最後在小朋友一起喊『美麗

人生， 服務為先』的年度總監口號聲中結束。

長安家族價值24萬元的物資贈予新樂國

小，由長安張書瑋會長、至誠李德用會長、一

交高炳義創會長、麥森施美均會長共同代表捐

贈，每會出資6萬元，包括 :

一、投影機4台，分四間教室使用，即使白天

也可以看得很清楚。

二、電子防潮箱2台，因新樂國小氣候潮濕，

全校只有2台30台相機不夠放。

三、雷射雕刻機1台，可連接手機和電腦，有

助原民文化創作。

四、傳統的泰雅族服裝150件（含頭飾和披

肩），新樂國小130名學生，每個禮拜的

原住民日穿著，提升榮譽感。

高校長本身就是原住民，親自為美麗總監

戴頭飾和披肩，舉起弓來射箭，氣勢果然不同

凡響。教室走廊展示攝影作品的美好、原住民

穀倉、原住民圖騰的彩虹橋、用木頭製成的木

琴、竹管製成的樂器、置放投影機的教室、小

朋友笑咪咪的用餐，新樂國小真是一個充滿原

始美麗的學校。

尖石鄉長、高校長、劉議員陪著獅友在盡

是山中野味的紅磚美食坊共進午餐。隨後獅友

前往青蛙石天空步道、內灣車站、吊橋留下美

麗足跡。晚上國王總監顏志發在福容飯店宴請

大家。顏前總監說，行善不能等，看到獅友做

社會服務回來，相聚一起最快樂。美麗總監讚

許長安家族在顏前總監帶領下凝聚力非常強，

今天捐贈的物資都是新樂國小師生最需要的，

落實“哪裡有需要，那裡就有獅友的服務”，

她非常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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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安獅子會 幫助台東永安國小
文：採訪委員 林惠蓮

圖：攝影組長 古美英

永安獅子會的17位獅友，由邱豫甄會長率

領，12月11日搭了8小時的遊覽車，來到台東

縣鹿野鄉的永安國小做社會服務。永安國小學

區遼闊，學區內共有閩南、客家、外省、阿美

及布農等族群；學生家長以種茶、製茶等茶產

業為主，鳳梨、香蕉等農產品亦是大宗。校方

表示，家長對學校事務參與度高，但單親家庭

及隔代教養比例亦稍高，學生成長背景不佳，

文化刺激不足，亟待透過補救教育加以改善學

習成就。 

永安獅子會為此不惜長途奔波，為學生們

的運算思維課程送來5萬經費支持。永安國小

的學生們精心準備了精彩的直笛演出迎賓。在

大樹下、涼風中、校園角落、社區一隅，都能

聽見笛不離手的學生們，吹奏出的悠揚笛聲。

家長志工團則是協助製作鹿窯的美味窯烤pizza

饗宴貴賓。

永安國小雖然位於偏鄉，但教職員工素質優

良整齊，教學能力強，行政效率高。校園以自然

生態、美化綠化為特色，積極達成「學校社區

化、社區學校化」的目標，非常需要各界的資

源挹注。校方特地在用心建構的網站上，感謝

永安獅子會的獅友好朋友、家長志工團和辛苦

的師長們，一同為孩子們的學習盡心付出。



編者的話

服務的力量
區委員會、專區、分會各色各類的社會服務，已經全面啟動；獅友的愛心無限在發

揮。社會有需要的地方，就有獅友的服務。爵士舞委員會10多人舞群到各地老人院慰問孤

獨無依的老人，目標100場。梨山原鄉居民復建治療，都須長途跋涉，千禧獅友得知情況，

集資300萬捐助復健儀器。長安家族四會尖石原鄉國小教學器材設備，價值24萬。四專10

會獅友舉辦千人慈善公演募款80萬捐助炫寬老人院。五專獅友响應新北市政府捐必需物資

給困苦家庭，價值42萬。

視障登山歌唱委員會動員千人，陪同視障朋友登山歌唱。一專和長春獅友捐款68萬，

幫助花蓮原鄉國中跆拳隊。九專獅友捐贈10萬元給花蓮原鄉國中才藝舞蹈班培育專才。護

目助盲委員會、東南獅子會、和金門、木蘭、金龍3分會在金門舉辦護目助盲聯合義診，嘉

惠離島鄉親。

獅友經年累月推動社會服務，潛移默化，已對國家社會產生深遠的貢獻。美麗總監對6

個月來獅友的社會服務感到驚豔，表示感謝，期盼2021續創美麗佳績。

謝前國際理事的讚賞  

謝震忠前國際理事11月25日在第三次擴大區務

會議中，讚佩獅子會是一個奧妙組織。他說，認

真的女人最美麗或是認真的男人最帥、具有愛

心不求回報最偉大、無人驅策自行服務最難能

可貴。300A2區這三類獅友都有，他特別表示敬

佩。無論YCE、登山健行、歌唱總決賽、國際和

平海報比賽、視障朋友登山歌唱比賽，井然有序，

一一圓滿完成。

謝前國際理事還邀請爵士舞委員會黃銘毅主席到台前接受獅友的鼓掌表揚。

黃主席愛心獨創，帶領十多位舞群到社會角落表演娛樂孤、老，已經表演20

多場，目標100場，不求聞問，令人敬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