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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務完成！

(譯：何桂明獅姐)

本年度正值國際獅子運動百年慶典，在
這一年即將結束的時候，讓我們回顧本
年度的工作。本年度我們一方面為過去
成就的偉大服務慶祝，亦為我們本年度
傑出服務的成就鼓掌。其中我們各個獅
子屬會有很多傑出服務的例子：舉辦步
行籌款支持兒童醫院，為孤苦伶仃的孩
子們設Buddy Benches，籌集食物解
決飢餓問題，騎自行車籌款提昇對糖尿
病的認知，建設學校，在珠穆朗瑪峰上
插起旗幟，回收電子產品，扎實地打造
橋樑 - 獅子會全做到了。作為這個全球
性組織的一份子，我怎能不感到自豪。
我們服務的數字驚人。自2014年7月以
來，我們為超過2.36億人提供服務，並
且每天都會繼續向更多的人伸出援手。
您已完成超過31,000個項目遺愛後世，
這些項目將在未來日子為您的社區帶來
裨益。在本年度，我們有紀錄為超過
1.5億人服務。請謹記把你的服務報告
總會，以確保紀錄完整。
我們不會停下來欣賞我們的桂冠，我們
還有很多問題要處理。我們將目光瞄準
了下一個世紀的LCI 前瞻服務。現在是
時候認識我們的五年作戰計劃，讓我們
在下次年會上與各屬會分享我們的長期
目標。
在這個特別有意義的年度成為您的國際
會長，我感到非常高興。雖然我不會再
撰文給你帶來每月的訊息，但我仍然永
遠是你的獅子服務夥伴。我在獅子總會
的名銜國際會長Naresh Aggarwal獅
兄，當中我最喜歡的名詞是“獅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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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譯：何桂明獅姐)

卡特中心在消滅河盲症方面取得成功
在快速流動的河流附近繁衍生息的盤尾絲蟲病又稱

哥倫比亞，厄瓜多爾，墨西哥和危地馬拉現在沒有

為河盲症，是一種令人備受煎熬的疾病，起因是由

河盲症。在非洲，蘇丹，烏干達和埃塞俄比亞的部

被感染的黑蠅叮咬遺下的寄生蟲引起強烈的痕癢、

分地區已經停止使用針對河盲症的丙二醛了。最後

皮疹、皮膚脫色和可能導致永久失明的眼部疾病；

剩下來要關注這疾病美洲的地區是巴西和委內瑞拉

在尼日利亞要消除這種疾病曾被認為是絕不可能

之間邊界的偏遠地區。

的。今天，尼日利亞兩個州 - 高原和納薩拉瓦州已
經完全防止了這種疾病的傳播，為世界上最多的河

今年3月，LCIF領導層訪問了位於美國佐治亞州亞

盲症流行國家帶來了更加光明的未來和希望。

特蘭大的卡特中心，慶祝和重新建立他們的伙伴關
係，以支持消除埃塞俄比亞的河盲症傳播，及消除

自1994年以來，獅子會國際基金會(LCIF)的合作

致盲性沙眼，後者是一種可預防的細菌感染。獅子

夥伴卡特中心一直與尼日利亞政府合作，共同為打

會領導層和卡特中心同聲表揚這服務項目，卡特中

擊河盲症合作超過25年。LCIF從1994年至2008

心首席執行官瑪麗安彼得斯大使(瑪麗安彼得斯)讚

年為卡特中心在尼日利亞的工作提供直接財政支

賞這一長期合作夥伴關係的重要性以及所做的一

持，由於這些努力得到成效。時至今日，在高原和

切。兩個組織簽署了一份新的協議備忘錄，其中包

Nasarawa州的大規模藥物供應計劃和伊維菌素(由

括LCIF承諾在2020年前為卡特中心的河盲症和沙

Merck＆Co.，Inc.，Kenilworth，NJ USA捐贈)的

眼計劃提供1600萬美元的資金支持。這些資金將

大規模藥物支援(MDA)將停止，這是有史以來最大

有助於卡特中心，獅子會和埃塞俄比亞政府推動向

規模停止截擊河盲症工作。卡特中心誚滅河盲症項

河盲症和致盲性沙眼。此外，支持將協助馬里和尼

目主任Frank Richards博士說：「我們在接下來的

日爾的國家計劃實現其對抗沙眼的目標。

幾年裡必須小心謹慎地監督，確保它不會回來。這
需要我們不斷的努力和關注。

尼日利亞的成功是一個例證，在非洲消除這疾病是
一個可實現的目標。工作雖然艱鉅，但必須繼續下

在合作期間，LCIF以5,900萬美元的資金資助了卡

去，因為這種疾病仍然會感染住在尼日利亞許多其

特中心，協助整個非洲和美洲的撲滅河盲症和沙眼

他省份和非洲許多其他地區的居民。河盲症引起的

計劃。總體而言，獅子會與卡特中心的合作關係已

疼痛，毀容和視力喪失是可以預防的，透過像卡特中

導致在11個國家或地區派發超過2.14億Mectizan®

心和LCIF之間的合作夥伴關係，以及默克公司的慷

藥物治療。因此，世界衛生組織(WHO)已經證實

慨捐贈，河盲症很可能會在步向全球消失的路途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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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監的話

之(六)

陳立德 總監 2017-2018
服務本為根

凝聚獅子心

在年度結束之際，我想為本年度做一個總結，也分享
一下我對303區的想法和感受。
本年度303區承傳了上屆總監和各位前總監歷年來努
力建立的穩健基礎，才能得以繼續茁壯成長。其中許
多區服務，例如青少年人生之旅、兒童發展基金友師
招募、十大優質社會服務選舉等，都是建基於歷年來
所累積的經驗。當然也有創新的元素，例如環保智慧
城市嘉年華，及百年慶除夕慈善跑，都為我們帶來驚

心參與服務，身體力行，也憑借着多年來合作的經驗

喜。

和默契，使服務效益最大化。
今年區內大小事務的發展，也有賴各位區職員和區委
員會主席的領導。我很榮幸能有這樣優秀的區職員團
隊，一起推動區務的發展。十分感謝他們的無私付
出！而各區委員會及區代表，是區內默默耕耘的一
群，區會很多恆常服務，例如姊妹學校計劃、青年交
流營、和平海報設計比賽等，都是依靠他們熱心籌
備。各個康樂小組，也為不同屬會的獅友在活動之

今年最令我引以為傲的，是各屬會、各獅友的群策群

餘，提供了聯誼的機會。

力。國際獅子總會在LCI前進計劃中定下要在5年內
將服務影響力提升三倍的目標，我們在一年內便達到

2017-2018年度順利結束，我希望能說一句「當跑

了。而本年度在myLCI報告的服務人數超過32萬人，

的路我已經跑盡了」，也感謝各位青獅一起「Run

超過800項服務及活動。單單是第一分區的派飯服

Together」，在各

務，就已進行了400多次（雖然只分為幾項報告），

項大小服務及活動上

服務了9萬3千人次，其餘的都是受惠於各屬會及區會

都投入參與。最後，

服務的數十、數百、數千甚至數以萬計服務人次所匯

我僅在此感謝各位獅

聚起來。在303區，我們天天都是服務日。

友以服務共同締造了
一個豐盛的獅子會百

獅子會最大的資源就是各位具有「四出精神」- 出

年慶，相信來屆在總

心、出力、出錢、出席的獅友。今年區會有很多服務

監郭美華獅姐領導

都是與其他機構合作，發揮各自的長處。其中獅子會

下，303區眾獅友必能

最大的長處，也是最令其他機構讚嘆的，就是獅友熱

共創共贏，更創輝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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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領導學院（RLLI）課程2018

2

018年5月19

樂年前總監三千元

到20日，20

的贊助。課堂上真

多位獅友學員起

是樂趣無窮，笑聲

早貪黑，從香港

不斷，學習氣氛無

來到深圳福朋喜

比熱烈。

來登酒店，參加
地 方 領 導 學 院

其次，這次課程內

（RLLI）課程。

容主要關乎「心

本 次 課 程 是 中

法」。作為全球最

國港澳303區自

大的服務機構，獅

2011年後，首次

友都強調必須有

舉行的訓練班。時隔七年再次舉行，旨在凝聚303

「五出精神—出心、出錢、出力、出席、出血」，

區精英，更有效地培訓一批有領袖心志的獅友，讓

而五出之首為「出心」。課程訓練大綱多元豐富，

他們從各方面裝備自己，更有效地為區會及屬會，

其中包括：瞭解獅子會的基本知識包括總會的宣

向社會做出更多的貢獻。本次課程特別邀請兩位

言、本地屬會的情況和機會，用個案分析學習如何

重量級講師，包括國際層面的資深獅友領導學院

激勵會員、完成個人任務宣言、用競賽挑戰公眾演

（ALLI）講師Dr. Ben Ng及講師發展學院（FDI）

講的技巧，及達成屬會目標、時間管理、團隊合作

的導師第二副總監王恭浩獅兄。

等。再引入著名的MASLOW五層金字塔式的人類
需求，讓學員們重新審視自己奮鬥的動機，也同時
更能認識其他合作的獅友及社會服務受眾的基本需
求。
此課程非常適合有志參與獅子會領導工作的資深獅
友。三人行必有我師，透過與其他屬會的精英交
流，取長補短，汲取同學們的經驗，在服務社區之
餘，同時幫助自己及其他獅友共同成長。時光飛
逝，兩天的課程學員們樂而忘返，其間學習了不少
實在的知識，為獅友在以後的領導崗位上，打下了

課程內容非常豐富，雖然時間十分緊湊，亦不減學

穩健的基礎。在此感謝學院校長沈樂年前總監及副

員的濃厚學習興趣，原因有二。首先，此課程採取

校長勞潔誼獅姐的悉心安排及指導。

了互動教學，導師透過遊戲、事例、話劇及小組討
論，透過不同形式的誘導，不斷提出啟發性的問題
和思想的突破，每一位獅友在課堂上各抒己見，時
而獨立思考及發言，時而參與分組討論，互相競賽
切磋，講師在不斷地拋磚引玉，引發學員一次又一
次的思想震盪。在項目策劃技巧的分組討論中，
有小組提出籌辦"RLLI同學會"的項目計畫，讓學員
們引頸以待，而另一小組計畫以 "Chicken Wing
Dance" 為RLLI同學會的聯誼活動籌款，生動鬼馬
的舞蹈讓全體學員為之沸騰，更獲得捧腹大笑的沈

2018年5月至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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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十大優質社會服務選舉2018

第

二屆舉辦的香港十大優質社會服務選舉
2018已順利選出9個得獎服務計劃，並於

2018年6月13日假香港洲際酒店舉行頒獎禮。是次
選舉的目的，是為了表揚各個本港的服務團體所舉
辦的優質社會服務，向香港社群發放正能量，可讓
他們互相學習，互相欣賞，互相分享有效的服務方
式，共同發掘本港有需要的弱勢社群和服務。

德勤中國分別於2018年4月接見47間參選機構代表，並與獅子
區會代表分享評審結果

本年度的選舉獲得傳媒廣泛報導。除了網台及多份
報章的報導外，新城電台將會於7月份播出9個得獎
機構的訪問，讓社會大眾透過大氣電波了解是次得
獎機構的優質服務計劃。
本會秉承「我們
服務」精神，為

第四分區主席陳中正獅兄於社聯活動積極宣傳是次選舉

社會上有需要的

今年，共有47個服務計劃參選，參選機構及團體之

人士提供服務！

多，亦打破了去年紀錄。於2018年4月，初選評審

我們期待各屬會

德勤中國於一周內個別會見所有參選機構，並有效

主動聯絡和跟進

率地選出進入總評審面試的15項服務計劃。機構代

各得獎服務機

表繼而於5月20日會見4位重量級總評審，分享參

構，互相學習，

選計劃內容及構思理念，最後順利選出9項在服務

並探討日後合作

持續性、計劃傳承、資源運用得宜、及高實行性各

機會，共同服務

方面均表現卓越的得獎服務計劃。

社會。

9個得獎服務計劃：
機構名稱
浸信會愛羣社會服務處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屯門青少年綜合服務中心
信望愛歷奇匡導中心有限公司
香港基督教服務處觀塘樂Teen會
香港路德會社會服務處
寰宇希望
音樂兒童基金會有限公司
香港戒毒會
鄰舍輔導會

服務計劃
「開飯」服務－童心飯堂
CARE小記者之童愛·綠·生命計劃
「天空工程」青年發展計劃
新公屋街頭支援計劃
「腦玩童俱樂部 －預防長者腦退化玩具圖書館」
長者防跌計劃
音樂兒童@深水埗計劃
「有戒無類」－全方位戒毒治療外展教育及治療服務
認知障礙症照顧策劃服務

總評審團包括 ：

初選評審：

· 前全國政協委員 陳鑑林 GBS SBS JP 太平紳士

德勤中國

·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 譚志源 GBS 太平紳士
· 嶺南大學副校長 莫家豪教授
· 世界傑青 甄韋喬博士 M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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終審評審委員(左起)：世界傑青－甄韋
喬博士MH、港區全國人大代表－譚志
源 GBS 太平紳士、前全國政協委員－
陳鑑林 GBS SBS JP 太平紳士、嶺南
大學副校長－莫家豪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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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獎機構分享得獎感受：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屯門青少年綜合服務中心

香港路德會社會服務處

「CARE」小記者之「童愛。綠。生命」計劃獲選

首先多謝青馬獅子會會長梁偉宣醫生提名本計劃，
及獅子會給予肯定，讓腦玩童俱樂部同工及義務
指導員得到很大鼓舞，亦讓更多社會人士認識此計
劃。我們期望繼續於更多地區建立長者玩具圖書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屯門青少年中心主辦的
為「2018十大優質社會服務」計劃之一，在頒獎
禮上得到主辦單位極正面評價並鼓勵繼往開來，關
懷身邊人與事，令團隊深受激勵，矢志燃亮社區，
服務社群，繼續發光發熱。

館，便利長者獲得服務。
長者由缺乏自信，退縮；到參與計劃後，變得像「頑
童」一樣快樂，就是我們最大的動力。

是次選舉獲得網台及多份報章的廣泛報導

寰宇希望
感謝國際獅子會舉辦『十大優質社會服務選舉』，
我們很榮幸『長者防跌計劃』被選為其中之一，
令大眾更認識社會老化所面對的問題及可有的解決
方案。感謝獅子會的肯定及眾多義工和捐款者的支
持，我們又向『長者零跌倒，人人做得到』的願景
往前邁了一大步。
信望愛歷奇匡導中心有限公司
非常感謝獅子會舉辦這個選舉活動，由參選到總決
賽，都係自己一人去面試，從來無諗過得獎，所
以都是以吸取經驗既心態去參選，是次得獎對於我
們這些小型社福機構來說，是得到一份認同及鼓勵
作用，讓我們更有動力為青年人服務，透過歷奇活
動，讓青年人認識自己能力，肯定自我，提升自
信，積極面對人生，尋找目標和方向。

頒獎禮於6月13日順利舉行，頒發獎項予得獎機構及提名人

鄰舍輔導會
十分感謝國際獅子總會中國港澳三O三區舉辦這個
具有意義及鼓勵性的計劃，我們會繼續努力關注認
知障礙症患者家庭的需要，盼大家一齊建立有效的
認知障礙症友善社區。
浸信會愛群社會服務處
謝謝獅子會舉辦此次選舉，讓童心飯堂這個服務能
得以受到關注並且同時讓我們的團隊得到鼓勵。

2018年5月至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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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行動團隊 (GAT)

2

017年是國際獅子總會一百周年，國際獅子總
會中國港澳303區本著以服務為本的精神，以
實際行動來慶祝獅子會百周年慶典。
本年度303區除了繼續致力於視力、青少年、救濟
飢餓、環保這四大服務範疇之外，還關注防止糖尿
病的情況，與全球獅友一同迎接百年慶服務挑戰的
圓滿結束。本年來至今服務受惠人數到四月份已經
達至20萬人，遠超過原定要把每年服務人數由10
萬人增至13萬人的目標，成績令人鼓舞和振奮。
服務的行動並沒有因此而停止，反而服務推展更順
利，服務人數比預期更高，到六月份已達LCI 訂定
在2020年要服務的目標30萬人數。
國際會長納雷什阿噶沃獅兄(Lion Naresh
Aggarwal) 於2018年6 月7日至8日蒞臨香港作親
善訪問，並與三○三區獅友交流獅務。區會於6月
7日晚上假尖沙咀洲際酒店舉行了盛大的晚宴以示
歡迎。國際會長在晚宴上感謝三○三區及全體獅友
對國際總會的支持及貢獻，而區會亦在國際會長的
見證下，向傑出獅友頒發獎項及證書以示嘉許，希
望獅友們能繼續努力。同時，國際會長也嘉許了熱
心捐款予獅子會國際基金會的獅友，並與今年度捐
款成為茂文鍾士院士的獅友拍照留念。國際獅子總
會於1917年6月7日在芝加哥正式成立，當日適逢
是國際獅子總會成立101周年的紀念日，大會為此
特別準備了慶祝活動，與國際會長及一眾三○三區
獅友共同為國際總會慶生，大家度過了一個十分愉
快的晚上。
國際獅子總會本年度設立全新的「全球行動團隊
（GAT）」進一步強化獅子運動。此GAT團隊協
調現存的「全球領導開發團隊（GLT）」及「全球
會員發展團隊（GMT）」並加入了新成立的「全
球服務團隊（GST）」，以整合的方案推展獅子會
上述三大核心領域，全力實現國際獅子總會及獅子
會國際基金會的願景。於全球每一個獅子區的每一
個獅子屬會都設有GAT的架構。每一個獅子屬會
都設有GAT的架構，GAT於2017年8月26日舉辦
會員發展簡介會介紹有關的資料，逾100位獅友出
席。GST 於2017年10月19日舉行GST分享會介紹
GST的目標和屬會如何配合參與。GLT於2018年
3月3日及4月14日分別舉辦場地經理工作坊及司儀
訓練班提昇獅友在舉辦獅子會活動的技巧。
在會員發展方面，本年度有四個屬會的創立包括香
港和平獅子會、香港浩峰獅子會、香港星光獅子
會、香港大灣區獅子會。創立新屬會是迅速及大

量增長會員人數的有效方法，過去九個月，303區
的屬會數目增至89個，會員總人數自年初的2,151
人不斷增加，並突破了2,200人關口，升上歷史新
高。截至2018年4月為止，會員人數達2,252人。
為進一步強化獅子會會籍的價值，今年特設「會籍
價值發展委員會」積極聯絡獅友經營的商戶提供購
物折扣及消費優惠給持有獅子會信用卡或會員卡的
獅友，獅友受惠的同時，亦可促進獅友商戶的業務
發展雙得益彰。目前已有70多個商戶參與，中國銀
行亦為獅子會信用卡的簽賬按比例回贈獅子會303
區作服務之用途。303區陳立德總監為獅友提供有
二維碼的獅子會會員證方便會員登記服務時數的同
時也可享受會員福利這個優點使會藉價值發展委員
會的工作得到更廣泛的認同。會員拓展委員會製作
全新宣傳單張及問卷，及有意參加獅子會人士，另
一份問卷給屬會收集資料，以便合適配對。
新會成立後，指導獅友仍擔任著十分重要的角色以
確保新屬會健康成長，需持續參加新會的會議與
服務以避免會員流失。有見及此，會員發展及新會
成長委員會陳敬德前總監於早於去年12月份推出
2017-2018年度指導獅友訓練班，進一步鞏固認證
指導師友工作，務使新會能健康發展。
國際獅子總會馬來西亞、星加坡、汶萊308區前總
監 Dr. Ben Ng 早前在12月9日親臨到港主導整個
認證 CEP Pro 工作坊及培訓了二十多位「分會傑
出程序協調員」，使303區屬會更熟悉這項可以優
化分會的質素，釐定及平衡分會內各會員目標，繼
而優化分會邁向更成功的工具。
全球行動團隊繼12月9日的培訓後，更繼續邀請到
Dr. Ben Ng在4月21-22日再臨香港為303區獅友
再作培訓。Dr. Ben Ng在國際獅子總會是資深導
師，曾經主理無數國際級培訓，經驗豐富。303
區非常榮幸能得到Dr. Ben為303區的人才培訓
作出貢獻，繼續親臨主導在4月21-22日在區會
舉行Certified Guiding Lion Program 和Lions
Mentoring Program與及在5月19-20日主持地方
獅子會領導學院在深圳成功舉辦訓練303區未來領
袖的課程。
會籍價值發展委員會在2018年繼續取得商戶支
持。為了方便獅友可隨時查閱最新商戶優惠及申請
獅子會信用卡盡享優惠，委員會已將最新商戶名單
及2018年的中銀獅子會信用卡申請表(備註一)上
載到國際獅子會港澳303區網頁(備註二)並定期更
新。請看以下最新商戶名單(備註三)。

備註：
1. 中銀獅子會信用卡申請表可在303區網頁下載，信用卡申請查詢可致電中銀信用卡24小時服務熱線: (852) 2853 8828
2. 獅友可在303區網頁下載區查看，路徑如下：
303區網頁 → 主頁 → 按入[會員價值發展委員會 會員福利] icon → 在下載區 → 按入[會員福利] → 選擇：商戶優惠名單** 或
信用卡申請表
**如未能打開pdf，請按“開啟”，選擇“Adobe Reader”再按開啟。
3. 商戶地址和優惠詳情在303區網頁下載區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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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優惠予中國港澳303區獅子會員之商戶
德福珠寶

理想點

SAVA Collection(HK)Limited

稻火鍋

Bee's Diamonds

潮薈

Farmers Choice

Casa Fina

匯天下茶葉

Casa Pennington

奇香村茶行

秋澗爐端燒

Costa Wine

2D.P Limited ( 2DP茶室)

Gorgeous Wine & Cicar

Number Fifteen

Peacock wine cellar

ClubOne 會所1號

Montrose Food & Wine HK Ltd

HeaTravel

Luxeloons Balloons Hong Kong

World Starway ( HK ) Travel Limited

LONC Limited

通順(香港)旅遊有限公司

LU'S WEDDING

「物業管理天下」雙月刊

Vis-à-vis Bridal

Ever Green Motors Club

I Photo Studio Production Limited

MMS Motor Limited 鴻業汽車服務有限公司

Sparkle Nail

曉熙國際有限公司

Gardenia

怡健(尖沙咀)診所

La Mod Hair Salon

Luxe Tuxedo Limited

Fifth Salon

孔夫子 (Club East 中菜廳)

吉田美容

Angel & Devil (Club East 西餐廳)

KPower Fitness

Labway Biotechnology Ltd 立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VO2 Fitness & Martial Arts Centre

東海薈．拉菲特 (THE ONE)

Baby Outlet

東海薈．拉菲特 (青衣城)

Bekekids Land

東海薈 (北京道一號）

PetChef 寵廚

東海薈 (中信大廈）

Twinkle Baker Decor

東海酒家 (鰂魚涌柏克大廈店)

My Home HK Property & Letting Management Ltd.

The Story

Pompei 龐蓓

Lemongrass

Tom Bar+Grill

Mee...

盈海四季

九井水產

Beach Café

大邊爐

Bonheur

曉熙國際有限公司

七重天

故鄉茶園

James Kitchen (旗袍餐廳)

菲歷照明

Fasary

南北行參茸海味有限公司

生記海鮮飯店

ZENON CAFÉ LA COUPE CO LTD

* 優惠詳情請瀏覽區會網頁

Please present your Lions Club Membership card or Lions Club Credit
Card before billing to enjoy the offer 請於結帳付款前出示您的獅子會會員卡
或信用卡以享有優惠。
2018年5月至6月

A dv ertis eme nt

OTTO Restur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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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洲太平清醮飄色巡遊
服務本為根‧凝聚獅子心

國

際獅子總會中國港澳303區以「服務本為根·凝聚獅子
心」的精神。於2018年5月22日（佛誕日）第二屆參

與一年一度「長洲太平清醮飄色巡遊」，透過香港最大規模的
傳統活動，令大眾更加了解認識獅子會品牌。透過傳統慶典活
動注入獅子會品牌元素，是一個值得長期推廣的獅務 。
「長洲太平清醮飄色巡遊」已是享譽國際的旅遊節目，每年於
農曆四月初八佛誕日舉行，年年都吸引了很多香港市民及外國
遊客專程慕名到場觀賞。
這傳統慶典「醮」是道教的祭祀之意，「清醮」是為了感謝神
明庇佑，相傳清代長洲爆發瘟疫，居民打醮，奉北帝神像遊行
消除疫症，太平清醮便代代相傳下來，成為香港獨有的民間節

主禮嘉賓及小演員合照

慶，歡騰又富道地色彩。節慶期間島上居民全程參與，舞龍舞
獅鑼鼓喧天，飄色和搶包山是巡遊的亮點 。
雖然當日為本港有紀錄以來最熱的佛誕，但無損眾獅友到長洲
參與巡遊的熱情。一年一度的飄色巡遊由下午二時開始，我們
獅友穿著整齊劃一的橙色制服，伴隨獅子會花車在主席台前稍
作停留，方便遊客拍照。 兩位扮演獅友的小朋友站在支架上
帶領下穿梭大街小巷，引起現場一片哄動，掌聲、嘩聲響過不
停，途人紛紛舉機拍攝影像留念，不斷讚賞我們獅子會投入和

新聞採訪及報導

付出，很多觀眾大叫，獅子會的制服好醒神, 小朋友好精靈可
愛。

獅子會花車及眾獅友穿梭長洲大街小巷

透過這次活動更加深了社會上廣大群眾
對獅子會的認識，這次活動得以成功，
實在有賴各區職員、屬會會長的鼎力支
持。感謝各位獅友踴躍參與，讓我們繼
續以 「服務本為根·凝聚獅子心」的
信念，為獅子會努力再創佳績。
眾獅友及醒獅隊員在包山前合照

20 May & June 2018

三○三區區會訊息

D is tr ic t 30 3 ne w s up
da te

我們服務用愛延續 跨越2018邁向新世紀
妙思猛龍慈善跑 2018—獅子會18公里賽

國

際獅子總會中國港澳303區延續「我們服

2018年4月29日(星期日)賽事當天，1,500名健

務·愛慈善跑」的精神，全力協辦由傷健

兒，以及來自香港、澳門、深圳等地方的280名殘

共融網絡於2018年4月29日在北潭涌傷健樂園舉

障人士和180名中學生，沿途中看到很多由獅子會

行的「妙思猛龍慈善跑2018」的慈善長跑活動，

所贊助的殘障跑手，齊齊為香港傷健共融網絡籌募

並贊助280名殘障跑手(包括青少年) 透過訓練，增

經費兼宣揚共融訊息。在出色的領跑員帶領下傷健

強信心，傷健同路，跑出夢想。為表彰和感謝獅子

同路，完成賽事，享受跑步所帶來的樂趣。這次慈

會宣揚傷健共融文化的人道服務精神，大會特別將

善跑比賽我們獅子會有接近100位獅子跑手參加兼

今次賽事最重要的18公里慈善跑命為「獅子會18

奪得最踴躍參賽人數亞軍。

公里賽」，同時邀請了國際著名的肯亞跑手路加斯
Lukas Wambua Muteti 來港擔任特邀肯亞跑手。

在「獅子會18公里賽」男子組由伍啟宏以1:08:28
分鐘及女子組陳家儀以1:26:02分鐘奪得男女子組
冠軍，取得佳績。

成報報導

我們還支持青少年接受「猛龍學堂」一年的培訓，
成為領跑員，是一項很有意義的青少年服務。為加
深青少年認識博愛互助，服務社會，逆境自強的獅
子精神，特設「猛龍學堂—青少年領跑員培訓體驗
日」，令當日參加的青獅深深體會成為領跑員的重

獅友、青獅及導師合照

要性。

獅子會18公里賽 鳴槍起步

奪得最踴躍參賽人數亞軍大合照

2018年5月至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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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獅子會眼庫
「 香 港獅子會眼庫邱維 廉 精 準 脫 貧 光 明 行 」

香

港獅子會眼庫將於本年8月聯同雪梨獅子會
眼庫及澳大利亞夢想成真基金會在中國青海
為1,500位白內障患者進行手術，名為「香港獅子
會眼庫邱維廉精準脫貧光明行」，這次慈善服務計
劃，可令患者得以改善視力，免受失明之苦。

經過詳細的籌備及多次討論，香港獅子會眼庫終在
本年5月中與內地主辦單位簽訂正式合約。
啟動儀式定於2018年8月2日在西寧愛爾眼科醫院
舉行，香港獅子會眼庫很榮幸請來國際獅子總會前

作為前期籌備工作，香港獅子會眼庫主席高敏華前
總監及副主席鄭澤鈞醫生在4月初前往北京與內地
相關部門開會協商，視察醫院環境並討論手術細
節，包括內地主辦單位「中國僑聯」及「中國華僑
公益基金會」等。
隨後，高主席多次前往北京及青海實地考察，並與
白內障手術基地西寧愛爾眼科醫院相討細節。

主席高敏華前總監與內地主辦單位代表簽訂合約

國際會長譚榮根博士作為啟動儀式的主禮嘉賓。屆
時中國日報、鳳凰衛視及多個媒體將會採訪此啟動
儀式。
此次是香港獅子會眼庫首次在香港以外地區舉辦的
大型服務活動，所以眼庫特別重視這次活動，將會
為整個活動拍攝紀錄片，內容包括香港獅子會眼庫
的背景介紹、籌備過程、白內障患者的挑選和手術
前後的訪問等。

香 港 獅子會眼庫特別 會 議
香港獅子會眼庫於2018年5月15日舉行特別會議，
歡迎新會員，會議主要介紹眼庫的歷史和服務工
作，讓新加入的團體會員和個人會員加深對眼庫的
認識。

主席高敏華獅姐在會議宣佈本年8月份在青海啟動
的免費白內障手術，又匯報了前期的籌備工作，並
呼籲各團體會員有意可以報名成為協辦團體。

團體會員分別有太平洋獅子會、錦繡獅子會、新界
西獅子會、香港半山獅子會，香港香島獅子會及
香港中區獅子會。個人會員分別有何麗貞獅姐、謝
愛獅姐、蔡漢成獅兄、黃愛玲獅姐和陳立銓獅兄。
有了以上新力軍加入，香港獅子會眼庫又有更強大
的力量去幫助更多眼疾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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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尿病、腎病知多啲」健康展覽及研討會

今

年中心與國際獅子總會中國港澳303區合辦

即場解答觀眾的問題。

的2018年「糖尿病、腎病知多啲」健康展

覽及研討會於2018年4月28日及4月29日(星期六及

4月29日(星期日)「香港腎科學會」派出義務司庫

星期日)假座香港基督教青年會圓滿舉行。4月28日

鄧漢樂醫生及會董葉樸韶醫生為我們主講「糖尿

舉行了開幕典禮儀式，我們十分榮幸邀請立法會議

病、腎病知多啲」，目前導致慢性腎病的最主要成

員(醫學界)陳沛然醫生及總監陳立德獅兄百忙中蒞

因為糖尿病，超過一半末期腎衰竭患者都是由糖尿

臨主禮，其他嘉賓包括籌委會聯合主席暨第二副總

病引致，中心希望廣大市民透過今次的健康展覽及

監王恭浩獅兄、香港腎科學會主席鄧智偉教授、區

研討會，更加認識及重視「糖尿病」及「腎病」，

職員、屬會會長、獅友及中心董事局成員等，令整

提早預防。一連兩天舉辦的健康展覽及研討會，設

個健康展覽增添光彩。開幕典禮完結後，由香港中

置有關健康資訊展板供大眾市民欣賞外，還有免費

文大學內科及藥物治療學系內分泌及糖尿病科教授

簡單的健康檢查，包括量血壓、度高、磅重、量測

馬青雲教授為我們主講「糖尿病治療新方向」，並

脂肪比例等。

籌委會聯合主席江昕博士(右一)及第二副總監王恭浩獅兄(左一)
陪同陳立德總監(右二)致送紀念品予主禮嘉賓立法會議員(醫學界)
陳沛然醫生。

啲

香港中文大學內科及藥物治療學系內分泌及糖尿病科教授馬青
雲教授主講「糖尿病治療新方向」。

中心為廣大市民提供簡單的健康檢查包括測血糖、量血壓、度
高、磅重、量測脂肪比例等。

2018年5月至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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獅子會中學

2017-2018年度
第十八屆畢業禮、獎助學金頒獎禮暨
中區獅子會課室命名禮

獅

子會中學第十八屆畢業禮、獎
助學金頒獎禮暨中區獅子會課

室命名禮已於本年五月二十六日(星
期六)早上順利舉行，在悠揚的琴韻
伴奏下，莊碩校監、何麗貞副校監、
林校長、主禮嘉賓陳立德總監、眾嘉
賓步入禮堂，揭開了典禮的序幕。
翰·杜威的話 : 「教育不是為了生活作準備，教育
升旗禮過後，首先由莊碩校監致歡迎詞，他感謝國

就是生活」，勉勵同學必須要掌握新知識和技能，

際獅子總會中國港澳三O三區陳立德總監百忙中撥

以新的方法去學習，不斷充實和提升個人能力，以

冗蒞臨擔任主禮嘉賓，令典禮倍添光采。莊校監

迎接科技的突飛猛進，全球一體化的進程。這番的

讚揚陳總監以「服務本為根，凝聚獅子心」來響

訓勉，定能讓同學有所啟悟。

應總會的「我們服務」的精神，並希望同學們透過
「獅友童心結伴行計劃」，訂立和實踐個人的發展

在各嘉賓頒發畢業證書、各項獎助學金及獎項後，

計劃，為未來作好準備。此外，亦多謝各獅友為同

便進行中區獅子會課室命名禮揭幕儀式，以及青山

學設立了不同類型的獎助學金，除肯定同學的努力

獅子會音樂藝術獎助學金及電子琴捐贈儀式。儀式

外，更能藉此勉勵他們繼續努力，持續學習，以答

完成後，各嘉賓便到台下欣賞學生的歌唱、舞蹈及

謝各獅友的支持和厚愛。

英語話劇表演，而林校長更在話劇中粉墨登場，獲
得在座各位的熱烈掌聲。
最後，為了答謝中六級家長對學校多年來的支持，
再次邀請莊碩校監及何麗貞副校監陪同陳立德總監
頒發「優秀伙伴家長」證書予各得獎的中六家長。
畢業禮完結後，林校長引領各嘉賓分別往多用途活
動室及音樂室，再次進行簡單而隆重的揭幕禮及牌
匾裝置儀式。本校畢業禮便在這歡欣和溫馨的氣氛
下圓滿結束。

接著由林日豐校長進行校務報告，他以「太陽計
劃」的主題曲「當自強」來勉勵同學要自強不息，
更希望同學能本著關心、關愛、關懷的精神作為道
德基礎，並秉承獅子會「我們服務」的精神，服務
社羣。
隨後由主禮嘉賓陳立德總監致訓詞，陳總監衷心恭
賀各位畢業同學學有所成，踏入人生新階段。在
面對不同挑戰下，陳總監以美國哲學家、教育家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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獅子會何德心小學

躲避盤再創高峯

勇奪「陳南昌盃」冠軍，氣勢如虹

與何德心及簡有山兩位副校監分享得
獎喜悅!

交流活動拓眼界
參訪姊妹學校北京豐台五小銀地校區
3月26日至29日，本校師生45人浩浩蕩蕩前往北京參觀及交
流。到埗後，我們先回酒店用膳和休息。翌日一早，我們便到
豐台第五小學的銀地校區參觀，體驗該校的學習文化。期間，
我們與當地學生一同上課，就着課題深入交流，不但增進知
識，還認識了不少新知。其後數天，我們分別參觀了故宮博物
館、八達嶺長城和頤和園等名勝古跡，處處散發着濃厚的歷史
文化氣息。除此，我們也參觀了天安門廣場、奧林匹克公園和
鳥巢等著名景點，同學們均眼界大開。

兩地師生合照，為交流活動拉開序幕!

參訪姊妹學校杭州衣錦小學
同時間，本校另外45位師生前往杭州臨安市衣錦小學交流，
受到該校師生熱情款待，帶領我們參觀校園的展覽館。本校學
生積極、熱情地與當地學生交流，並以普通話及英語訪問衣錦
小學的師生，氣氛融洽，樂也融融。其後，我們還參觀了G20
峰會會址國際博覽中心，一同見證國家的發展。來到江南，當
然不能錯過西湖、蘇堤及靈隱飛來峰等聞名遐邇的景點。在杭
州，我們化身為才子才女泛舟湖上，見識水鄉的青山綠水。旅
程匆匆，但杭州之美已深深烙印在學生的腦海。

西湖岸邊擺出本校輔訓主題「相向溝通，彼此尊
重」的手勢，寓意尊重無分疆界!

2018年5月至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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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ONS NATURE EDUCATION FOUDATION
獅子會自然教育基金
歐洲世界地質公園之旅—英國篇

2

018年4月16日-25日，獅子會自然教育基金舉
辦「歐洲世界地質公園之旅」。主席陳蕙婷獅

姐、前國際理事范佐浩獅兄、文錦歡獅姐、前總
監梁家昌獅兄、譚鳳枝獅姐以及多位董事和親友共
二十多人，參加了活動。是次活動得到漁護署楊家
明博士及當地地質公園工作人員大力協助、細心安
排，參觀訪問了北愛爾蘭，英國西南部，以及意大
利西北部的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地質公園。
此次行程從北愛爾蘭貝爾法斯特的 Giant's
Causeway世界地質公園開始。這裡由火山不斷噴
發後，火山熔岩多次溢出結晶而成的石柱，不規則
的排列起來，綿延數公里，氣勢磅礡，蔚為壯觀。
接著參觀跨英國及愛爾蘭兩國國界的 Marble Arch
Caves世界地質公園，與香港亦頗有淵源，因為它
是與香港世界地質公園簽訂姊妹協議的公園，彼此

間建立起了更緊密聯繫。壯美的山形、神秘的地下
洞穴，令人流連忘返。
之後團員們來到英格蘭西南部的 English Riviera
世界地質公園。與 Torquay民選市長 Mr. Gordon
Oliver 及 English Riviera 世界地質公園主席
M r . Ni c k P o w e 共 晉 晚 餐 ， 交 流 了 彼 此 在 推 動 發
展世界地質公園方面的經驗。同時參觀了 Kents
Cavern、Torre Abby Museum、Paignton
Geoplay Park、Berry Head Light House和
Stonehenge等風景名勝。
透過參觀，團員們瞭解到，歐洲地質公園專家透過
實施可持續發展與自然景觀保護相結合的政策，提
供高質量的地質旅遊，已經取得巨大的成就。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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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會長納雷什阿噶沃獅兄到訪三〇三區

國

際獅子總會國際會長納雷什阿噶沃獅兄
Lion Naresh Aggarwal於2018年6月7日

至8日到訪三○三區，為此區會準備了一連串豐富
的歡迎活動。

活動日程：
6月7日
下午：
國際會長抵達後隨即出席由三○三區及香港中文大
學眼科及視覺科學學系聯合主辦的「癌症兒童護
眼服務先導計劃」，並見證服務的支票捐贈儀式。
晚上：
國際會長出席區會於尖沙咀洲際酒店舉行的盛大歡
迎晚宴，接受三○三區獅友們最熱烈的歡迎。
晚宴上，國際會長感謝三○三區及全體獅友對國際
總會一直以來的支持及貢獻，並鼓勵獅友們繼續努
力。區會亦安排國際會長作見證，向傑出獅友及屬
會頒發了如下獎項及證書以示嘉許：
- Presidential Awards
- Centennial Awards
- Club Excellence Awards
- 2016-2017 Top Ten Youth Camp and Exchange
Chairperson Award
- Guiding Lion Certificates
- 400% Melvin Jones Fellows
-“LCIF 50”Model Clubs
同時，國際會長也讚揚了熱心捐款予獅子會國際基
金會的獅友，並與今年度成為茂文鍾士院士的獅友
合影留念。
晚宴以中式為主題，除了安排傳統舞獅贈興外，也
設有中國鼓表演，
國際會長也參與其
中，感受濃厚的中
國氣氛。晚宴當日
也適逢是國際獅子
總會成立101週年
的記念日，區會為
此特別準備了慶祝
活動，與國際會長
及一眾三○三區獅
友共同為國際總會
慶生聯歡。

6月8日
早上：
國際會長參與了三○三區主辦的派飯盒行動，並親
自為弱勢受眾盛載飯盒，致以慰問，以第一身的角
度感受三○三區在港澳地區開展解除飢餓服務的情
況。
中午：
國際會長前往獅子會中學進行參觀，與學生進行交
流互動，了解他們日常的學習情況，鼓勵學生努力
學習，並寄望他們成為未來社會的棟樑。
下午：
國際會長繼續馬不停蹄地前往國際獅子會腎病教育
中心進行親善探訪，期間除了參觀中心的醫療設
施及了解日常運作外，亦親身探望了受惠的腎病患
者，向他們送上最親切的慰問及祝福。
國際會長一連兩天的訪問行程在此圓滿結束，並在
三○三區獅友們的歡送下於6月8日下午離開香港。
國際會長納雷什阿噶沃獅兄起程前對三○三區在港
澳開展的各項服務給予很高的評價，並期望獅友們
能再接再勵，
與國際獅子總
會同步前進，
一起攜手宏揚
「我們服務We
Serve」的獅子
精神。

2018年5月至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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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3月「濃情暖意賀新春」之
連還四炮探訪康復中心

由

國際獅子總會中國港澳303區轄下之青年拓

康復、重獲新生。石鼓洲現住有二百多名戒毒 (包

展及禁毒警覺委員會YODAC主辦的「濃情

括濫用精神科藥物) 人士。

暖意賀新春」已於2018年3月順利舉行。
謹此感謝以下13個獅子會的獅友出席支持，各屬
是次目的是讓參與者認識香港戒毒會的戒毒治療及

會包括有獅子山、沙田、百俊、葵青、荷李活、鑽

康復服務，宣傳禁毒訊息及 表達對住院戒毒人士

石、灣仔、銅鑼灣、太子、炮台山、南區、油尖旺

的關懷、鼓勵與同行。

及大灣區 (排名不分先後)。

第一炮

當天早上，我們乘坐專船由長洲往石鼓洲，到埗

2018年3月3日（星期六）

探訪香港戒毒會沙田大圍成年婦女康復中心

後，即由院友沿途介紹講解院內的環境及設施，包
括七個各有特色職業訓練的康復社；之後，我們和

第二炮

2018年3月10日（星期六）

探訪香港戒毒會元朗凹頭青少年中心

院友一起共晉午餐，包括院友特別為我們烹調的美
味蛇宴。瞬間數大煲蛇羹已被吃光。回味無窮。宴
後，院內有一隊由不同國籍院友組成的樂隊，為我

第三炮

2018年3月17日（星期六）

探訪香港戒毒會上水區貴雅修女紀念婦女康復中心

們表演。之後是獅友與院友之互動遊戲，隨即一起
jam 歌，現場情緒高漲、encore連聲。而最讓獅友
感動的，是一位成功戒毒人士的真情分享他經歷的

第四炮

2018年3月24日（星期六）

喜怒哀樂。

探訪香港戒毒會石鼓洲康復院
希望通過是次活動，讓獅友們進一步了解本委員會
石鼓洲康復院是為有志戒毒人士提供住院式脫癮治

YODAC的工作，認識香港戒毒會「有戒無類」的

療及康復服務。有優質醫療服務外、更安排透過群

戒毒治療及康復服務，同時，亦表達對住院戒毒人

體生活、心理輔導、教育及職業訓練、使他們身心

士的關懷、鼓勵與同行。

探訪大圍成婦女康復中心

探訪元朗凹頭青少年中心

28 May & June 2018

三○三區區會訊息

D is tr ic t 30 3 ne w s up
da te

20180421 YODAC
參觀香港賽馬會藥物資訊天地
青年拓展及禁毒警覺委員會(YODAC) 在2018年4

示有信心不會吸食毒品，並且領悟到面對抉擇的有

月21日早上率領閩僑小學14名學生到金鍾道香港

用方法。

賽馬會藥物資訊天地參觀。活動目的是向學生宣傳
毒品禍害，提高他們遠離毒品的意識，推動建設無

中午YODAC安排學生們到酒樓午餐，經歷了一個

毒社會。

早上的學習，學生又累又餓，眨眼間已把桌上的點
心都吃光呢。飯後是遊戲環節，幫助學生重溫上

到達資訊天地第一層展覽場館後，學生們表現非常

午學習的知識。結果獅友預備的問題沒有把他們難

雀躍投入，全神貫注地透過展覽文字、圖片、影音

倒，有關常被吸食的毒品，例如搖頭丸、氯胺酮、

等資訊認識到毒品問題涉及社會各階層，吸毒甚至

迷姦水、鎮靜劑、大麻、冰、海洛英、可卡因、咳

可危害生命，已不只是個人問題，還對身邊的人造

藥水及有機溶劑等，所引致傷害身體的問題，學生們

成嚴重影響。之後，接著到第二層影院觀看一齣有

都踴躍爭先作答，及後，各人帶著書包、曲奇餅、

關年青人面對毒品決擇的短片，觀看後學生們都表

文具等禮品，加上學習有關毒品的知識，滿載而歸。

探訪訪石鼓洲康復院
探訪上水區貴稚修女康復中心

A dv ertis eme nt

石鼓洲露天演唱會

探訪石鼓洲康復院並共晉蛇宴

2018年5月至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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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3區屬會服務地標 (八)

資料搜集整理： 香港北區獅子會創會會長 馬祥發

香港華都獅子會
Lions Club of Metropolitan Hong Kong
東華三院香港華都獅子會幼稚園
位於將軍澳調景嶺健明邨明宙樓地下
TWGHs Lions Club of Metropolitan Hong Kong Kindergarten
Situated at G/F, Ming Chau House, Kin Ming Estate, Tseung Kwan O, Hong Kong
該校建於2004年，在當年九月開學。2017年起參與了政府的「免費優質幼稚園教育計劃」。
This Kindergarten was first built and commenced in September 2004. Since 2017, among other Kindergarten
group, joined the "Free Quality Kindergarten Education Scheme", launched by the government.

迎新篇 New Members
香港青山獅子會
Lions Club of Castle Peak Hong Kong
姓名：李澤江獅兄
     Lion Sam Li
職   業 ： 印刷業
保薦獅友：陳韶軒獅兄

30 May & June 2018

鑽石獅子會
Lions Club of Diamond Hong Kong
姓 名：屈善莊獅姐
Lion Claudia Wat
職 業：Health Consultant
保薦獅友：鮑幗潔獅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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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華都獅子會演講廳
位於東華醫院，香港上環普仁街12號
Lions Club of Metropolitan Hong Kong Lecture Theatre
Situated at Tung Wah Hospital, 12 Po Yan St., Sheung Wan, Hong Kong
這個演講廳於2010年3月30日捐建完工。
This lecture theatre was completed on 30th March 2010.

2018年5月至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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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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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embers of our club gathered together to
attend the District Convention Night Ball on

May 1, 2018 at the Hotel InterContinental Hong
Kong. On this special occasion, members had the
opportunity to meet and congratulate the newly
elected District Governor.

The 溫 馨 歡 笑 同 樂 日 service project was

Community Hall. The project was organized with

successfully held on May 19, 2018 at the Lai Kok

the help of Sham Shui Po District Councils and is
our club’s second time collaborating and hosting
such service this year. 500 participants living in the
area showed up that afternoon enjoyed the singing
entertainment prepared for them. After the show,
each participant received a fortune bag filled with
plenty of food and useful necessities. Lions Club of
Kowloon would like to extend a very heartfelt thanks
to all the sponsors, volunteers, Leos, and performers
who helped to make this service project happen.

Lions Club of Kowloon was honoured to have District
Governor Lion Douglas make a club visit on May
15, 2018. We were delighted to hear Lion Douglas
report the many accomplishments Lions Club has
achieved this year. We also celebrate the birthday of
Lion Helmut Unkel and Lion Louisa Lam during the
month of May. We wish both members good health
and happiness fore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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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半島

獅子會

Peninsula

會長
鄭嘉源

資訊委員
蔡百泰

七代同堂聯合晚餐例會

由

香港半島獅子會直系衍生的(子)青山獅子
會、北九龍獅子會、九龍塘獅子會、明珠

獅子會、(孫)香港尖沙咀獅子會、西九龍獅子會、
南九龍獅子會、筆架山獅子會、新界東獅子會、香
港城市獅子會、香港特區中央獅子會、(曾孫)香港
新界獅子會、香港沙田獅子會、何文田獅子會、香
港北區獅子會、香港環球獅子會、香港炮台山獅子
會、摩利臣山獅子會、(玄孫)元朗獅子會、尖東獅
子會、(來孫)香港新時代獅子會、錦繡獅子會、香
港星光獅子會、(晜孫)香港比華利山獅子會共二十
五個屬會，於2018年4月20日假九龍旺角帝京酒店六

出席獅兄和獅嫂大合照

字樓宴會廳舉行香港半島獅子會七堂同堂聯合例會。

大會邀請資深營養師黃麗寶小姐蒞臨作專題演講；
總監陳立德獅兄、上屆總監馮妙雲獅姐、第一副總
監郭美華獅姐、第二副總監王恭浩獅兄蒞臨擔任主
禮嘉賓、六代同堂創辦人香港半島獅子會前會長蔡
百泰獅兄、青山獅子會譚錦標獅兄、西九龍獅子會
陳立漢獅兄、香港新界獅子會林漢武獅兄以及十九
位族會會長為主禮台上嘉賓。本會前會長張偉良獅
兄安排了八頭瑞獅助慶，台上嘉賓齊齊為瑞獅點睛
簪花掛紅。為大會揭開序幕，瑞獅的精彩表演，令

七代同堂主禮台相片

獅兄、獅嫂、獅姐們興高采烈。

303區區年會之夜

獎助學金頒獎典禮

303區訂於2017年5月1日下午２時正假九龍尖沙

香港樹仁大學『2017-2018年度香港半島獅子會

咀洲際酒店大禮堂舉行周年大會，順利選出郭美

獎助學金』頒獎典禮，於2018年4月26日下午4時

華獅姐為2018-2019年度總監和王恭浩獅兄為第

假樹仁大學邵美珍堂舉行，會長鄭嘉源獅兄代表

一副總監、梁禮賢獅兄為第二副總監。晚上７時

香港半島獅子會出席頒獎典禮。

30分舉行區年會之夜聯歡晚會。

服務活動
獅子全城愛心捐血日
本會參與國際獅子總會國港澳303區於2018年4月
21日早上九時假理工大學舉行『獅子全城愛心捐
血日』服務活動。

會長鄭嘉源獅兄頒發香港半島獅子會獎助學金

2018年5

月至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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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pril 11 – Our speaker, Vivian Lee of ActionHouse International,
shared with us her experience in sports and work in sports-

marketing and PR agency. Her can-do attitude has not only won her
the Asian Games Silver Medal in swimming but fostered long standing
relationships with clients. We all need to have Vivian’s can-do spirit when
we provide service to our communities.
1st VDG MiMi Kwok and President William So of Lions Club of Sham
Shui Po Hong Kong were also guests at the luncheon. 1st VDG Mimi
Kwok shared with us her intentions for the coming year. We look forward
to Lion Kwok’s guidance in 2018-2019.

Guest speaker Vivian Lee and
Lion Kenneth

April 14 – We sponsored Heep Hong Society’s movie
day and birthday party for their students and parents.
We were also invited to participate in their celebration.
Seeing how happy the children, parents and teachers
were helped us Lions to know we have sponsored a very
meaningful service. Good and happy memories do not
just happen; we have to take initiatives to make them
happen.

Lions and Heep Hong Society members

May – Lion Loretta, Zone 3 Chairperson, along with
other Zone 3 Lions, carried with them blankets,
medicine and other goods to Sichuan and Tibet for
children who lacks these basic necessities. The trip
took months to coordinate. Each Lion has put in a lot
of effort to make this trip possible. Because of their
dedication, the supplies were able to be delivered
by hand to the children in need. Though most of our
services are locally focused, sometimes it is good to
extend our helping hands furt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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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one 3 Chairperson Loretta and Lions

香港香島

獅子會
會長
何潔芝

Bayview

資訊委員
陳雅輝

愛心「人造」花朵

相

信大家未曾看過由獅友們排成的、用航拍在

人院派利是派物品，使老人們感受到關愛，緊湊的

上空拍攝出來的愛心花朵，是如此美麗！看

行程大家雖然疲累，但能為弱勢群體服務，相信大

到相片肯定驚訝！四月十三號至十五日為期三天，

家都毫無怨言！

由有大愛精神的前會長陳巧莉擔任大會主席，一行
二十二人包括會長何潔芝前往廣東英德石牯填香島
金禧醫院捐贈人民幣五萬六千元，作為「種善樹」
費用，陳巧莉前會長全程體貼細心、照顧周到。姐
妹會廣東金獅服務隊加入愛心隊伍，場面熱鬧壯
觀，并且派利是給每位醫生護士，對他們無私奉獻
送上嘉許！一眾獅友到每個病房探望病人送上毛巾
憵問與祝福！願所有病人笑着出院！完成後即到老

一個有意義的晚餐例會
由舊獅兄獅姐帶新獅兄獅姐，而新獅兄獅姐尊重舊

即使因某種原因離開香島的獅友也會以嘉賓身分出

獅兄獅姐一直是香島維持和諧關係的最佳方式！

席例會，4月26晚，香島獅子會于上海總會舉行例
會，當晚出席率非常高，場面溫馨感人，前會長楊
少初出席是次晚宴，分享以前香島獅子會點滴，他
曾經是擔任前立法局非官守議員，而且他本身是資
深律師，口才一流，風趣幽默，令全場笑聲連連！
前總監梁欽榮邀請到他的好朋友地產監管局梁永祥
局長到本會作演講嘉賓，分享有關地產方面買賣的
法律知識，獅友們受益匪淺！

場面震撼的電影首影
由當屆會長何潔芝精心策劃的，香島獅子會首次電影慈善籌
款在東區康怡戲院舉行，並且邀請到總監與區職員為主禮嘉
賓，全場爆滿，活動非常成功，受到好評，為香島獅子會以
後發展會務奠定基礎！香島獅友團結一致，眾志成城，對今
次電影籌款踴躍買票贊助，大會主席更是不辭勞苦，務必以
低成本高效率籌到最多款項，實在可喜可賀，為香島獅子會
的獅友們鼓掌歡呼！

2018年5

月至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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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青山獅子會主辦2018
「耆青樂容融」管弦樂團慈善晚會

2

018年5月5日香港青山獅子會主辦，香港獅子
會中學、香港文化產業聯合總會、香港中華基
督教青年會天平長者鄰舍中心、基督教香港信義會
沙田長者綜合服務及香港浸會大學協辦『2018「耆
青樂容融」管弦樂團慈善晚會』，在香港浸會大學
禮堂舉行，由青年指揮家李楠女士帶領的「楠希愛
樂」樂團演繹十餘首西方古典音樂、流行音樂及中

左圖：本會吳承海會長與嘉賓們一同致送支票予三個支持機構
右圖：本會獅友與出席嘉賓來個大合照

國音樂等。此外，「信義男爵」樂團、「信義會沙田
多元化金齡服務中心」口琴隊帶來精彩演出，另有
香港青山獅子會、上屆總監馮妙雲獅姐與樂團合作
演繹歌曲「上海灘」。
晚會籌得的款項，扣除開支後，將全數支持三個項
目，包括設立十萬元港幣的音樂獎學金，為香港獅
子會中學家境清貧並有志學習音樂和在校外音樂比
賽獲得優異成績的學生提供資助及獎勵；六萬元港
幣基督教信義會沙田多元化金齡服務中心「擁抱生
命」計劃，定期拜訪體弱或社區支援不足的長者，
通過引導長者分享人生故事，加深照顧者與被照顧
者的互相了解；以及五萬元港幣與香港中華基督教
青年會天平長者鄰舍中心「養生腦友記」認知障礙
症預防計劃，提供預防訊息並為早期患腦退化的長
者提供訓練。

會 訊
本會於2018年4月26日舉行之會員大會，順利產生
2018-2019年度職員及理事：
會 長：陳韶軒
上 屆 會 長：吳承海
第一副會長：林天意
第二副會長：施清咸
第三副會長：紀偉
義 務 秘 書：袁景森
義 務 司 庫：李鉅文
總務：鄭煒城
糾察：柳逸瓊
理事：施忠民、黃達強、馮彥、劉光琪
2018年4月20日「七代同堂」聯合晚餐例會共有
21個屬會假九龍旺角帝京酒店舉行，本會有12位
獅兄出席。當晚邀請到資深營養師黃麗寶小姐專題
演講，「越食越FIT」，講述了有關我們日常飲食的
習慣，深入淺出，圖文並茂，妙趣橫生，不時獲全
體聽眾鼓掌。最後，由吳承海會長致謝詞，多謝「七
代同堂」各屬會會長於過去兩個月的籌備工作，積
極參與，並得到各位前總監及區職員的支持，使晚
會順利進行。
2018年5月24日例會，邀請到香港警務處商業罪案調
查科總警司王英偉先生作主講嘉賓，主要介紹香港近
來常見的詐騙案手法，為方便市民向警方求助，特別
設立24小時電話諮詢熱線「防騙易18222」。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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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整體罪案數字下跌7.5%，惟獨電話騙案則上
升，其實最有效的方法是防範于未然，尤其要提醒
家中長者們及來自從內地來港升學的學生，對於這
類騙案應保持警覺。

香港商業罪案調查科總警司王英偉先生講解常見的詐騙案手法

2018年5月26日「獅子會中學第十八屆畢業典禮」
中，本會將十萬元港幣的音樂獎學金及一部電子琴
贈予獅子會中學，向家境清貧並有志學習音樂和在校
外音樂比賽獲得優異成績的學生提供資助及獎勵。

吳承海會長與本會獅兄一同送贈音樂獎學金十萬港元支票予獅子
會中學

太平山
Tai Ping Shan

獅子會

「膳

有善報」是甚麼服務？是由太平山
獅子會主導的服務。一個服務能夠
繼往開來，當然有它的意義。當我們看到長者、傷健
人士以及有需要人士等受眾，品嘗佳餚時的快樂，欣
賞表演時的開心，抽到獎品時的喜悅，收到福袋時
的滿足。我們便知道，「膳有善報」成功了！
今年的「膳有善報」在4月14日舉行，我們太平山
獅子會聯同鄰舍輔導會，在沙田怡欣山莊院舍服務
110位朋友，由蘇少屏獅姐擔任主席，她那份細心
周到，無微不至，令大家衷心佩服。我們下午兩點
時前便到達會場，開始佈置台上台下，廚房更是主

會長
崔少強

資訊委員
霍寶林

戰場，因人手有限要應付百餘位朋友的晚膳，幸得
蘇少屏的好友——義務大廚李錦聯及陳松輝先生的
鼎力協助下，一道道色香味俱全的美食陸續完成。
下午3:45受眾朋友魚貫進場後，我們便和大家開始
進行Bingo遊戲，那開心、熱鬧、緊張、歡欣的場
景，組織成一幅窩心的圖畫，深深印在腦海。
緊接Bingo圓滿結束，一群黃雪麗舞蹈學校的舞者
表演拉丁舞，那婀娜多姿的身段，矯若遊龍的舞
姿，贏得現場熱烈掌聲，而這麼高難度的舞蹈，怎
麼會是一群小女孩能辦到的！主席蘇少屏獅姐更邀
得好友歌手郭千瑜小姐及吳梓俊先生唱歌助興，我
們的義務大廚李錦聯先生廚藝了得之外，歌聲也是
聽出耳油。受眾朋友看到偶像現場表演，都表現得
十分興奮雀躍。
5時的典禮當然由主席聯同總監陳立德獅兄主持。
典禮後晚宴便正式開始，一道道佳餚美食陸續登
場，看着受眾食得滿意，我們也做得開心！2018
年度的「膳有善報」圓滿結束。

4日3夜的光明行白內障服務終於完成，5月6日「貴
州遵義光明行」為貴州遵義的貧困白內障患者做
白內障全免費手術！令貧困白內障患者重新得
到光明。在此要多謝貴州省人民政府駐廣州(深
圳)辦事處、全
國各省市人民
政府駐深圳辦
事處的全力協
助與支持、多
謝「獅心光明
行」醫療隊帶
頭人：愛爾眼
科醫院長司馬
晶教授、孫康
教授和各位醫
療隊以及所有
醫護人員配合。

本次由大會主席張浩威獅兄和會長崔少強獅兄帶
領各位獅友及青獅共同參與服務，幫助一百多位
貧困人士重見光明，白內障的治療極具意義，由
於受惠者多是山區貧困白內障患者，白內障的治
療不只解決受惠人士視力的問題，同時也減輕家
庭上因照顧而所需
的負擔。當白內障
人士重建光明，他
們因此有自理能
力，更可幫忙照顧
其他人，藉此讓他
們自力更生，減少
接濟，從而一步一
步地減少貧窮，這
是一個長遠的項
目，並不是一項單
純護眼的服務！

另外，當地醫院也因對白內障的治療技術有所提高。本次服務更全程採用超聲波術摘除及折疊人工晶體
植入術，患者手術完成後第二天摘下紗布即可重見光明，另外白內障的治療一般是一次性的，恢復光明
後不必擔心復發的問題。

2018年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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獅子會
塘
觀
港
香
Kong
Kwun Tong Hong

何

紹安會長、林熙洲前會長與一
眾獅友們，為明年本會創會50
周年，積極考察籌備服務計劃，是次
潮汕之旅得到陳彥同獅姐的支持，她
在百忙之中仍義不容辭，發揮獅子精
神，出動全家總動員熱情招待。創會
元老戚浩明前會長，特意由上海飛來
支持及指導，慈恩基金會顧問史敏小
姐，同行細心照顧團友。浩浩蕩蕩共
30人，享受美食之餘，視察當地民
生，希望未來做出多元化服務，更廣
闊觸及更多不同層面的受眾者。

會長
何紹安

由第八分域主席何家
亮獅兄主持，四會合
辦「視事關心」視力
教育計劃，何紹安會
長與眾獅友們，一早
到學校貼眼鏡，又為
學生們測驗視力，學
生們非常踴躍參加，
希望能盡早學習正確
用眼知識，及早保護
自己眼睛，令自己的
未來更光明。
鄰舍輔導會50周年誌慶「金禧誌慶啟動禮暨義工感謝日」，
嘉許香港觀塘獅子會一
直默默支持，為鄰舍輔
導會之院友作出奉獻，
在院舍內做過多元化的
服務項目。由何紹安會
長與獅兄嫂們，上台接
受頒發義工服務獎狀。

大埔
Tai Po

獅子會

大

埔獅子會於2018年4月12日舉行2017-18年度
第十次會議，今次會議很榮幸有嘉賓總監陳
立德師兄、第二副總監王恭浩師兄、幾位新獅友和
準獅友出
席，大家
都踴躍商
討舉辦不
同方面的
服務。

大埔獅子會於2018年5月3日舉行2017-18年度第十
一次會議，今次會議很榮幸有嘉賓青少年服務處黃滿
祥及嘉萍出席
並介紹他們的
服務，大家都
踴躍商討舉辦
不同方面的服
務。另為曾立
堅獅兄送上生
日蛋糕祝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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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長
張宏基

大埔獅子會於2018年4月21日在廣福社區會
堂參與了由廣福賢毅社主辦，大埔獅子會、
綠悠悠樂團、香港興寧婦協聯誼會協辦之「樂
韻獻知音綜合演唱會」。各協辦單位都預備
了不同節目帶給大埔的朋友、老友記，各
位參加者都非常開心，有一個愉快的週末！

獅子會
咀
沙
尖
港
香
ong Kong
Tsim Sha Tsui, H

會長
伍于宏

資訊委員
范啟鏞

舉辦「獅子愛心福米贈耆英」服務

2

018年4月15日下午2時，本會與香港佛教聯會
佛教傅黃合長者鄰舍中心在新界葵湧安蔭邨慈
幼葉漢小學禮堂聯合舉行「獅子愛心福米贈耆英」
服務計劃。
本會有36位獅兄、獅嫂及義工參與開幕
儀式及贈米活動。向1100位65歲及以上
長者每人贈送5公斤香米。會場氣氛相當
活躍，充分表現出「我們服務」的獅子精
神。通過贈福米活動，將獅子關懷和愛心

傳送給長者、傳送到社會中。
在籌備活動過程中，本會獅兄慷慨解囊，紛紛樂
捐，共籌得七萬多元「福米善款」。

左圖:「獅子愛心福米贈耆英」開幕儀式 右圖:福米贈送給長者

支持前會長王恭浩獅兄
参選第一副總監
本會獅兄全力支持前會長王恭浩獅兄參選303區
18/19年度第一副總監。在4月17日晚上七時於尖沙
咀龍堡國際宴會廳舉辦參選晚會。有580位獅友出席
晚會。會上氣氛熱烈，支持聲此起彼落，獅情洋溢！

出席區年會、區年會之夜、
七代同堂聯合例會及
三會聯合例會
本會獅兄出席5月1日區年會及區年會之夜晚
會。在區年會上，本會代表向三位參選人投下
了信任之票。本會王恭浩前會長成功地當選為
303區18/19年度第一副總監。
本會獅兄也參與了4月20日晚之「七代同堂聯
合例會」和5月11日由香港尖沙咀獅子會、港
島獅子會和香港新時代獅子會三會聯合例會，
與友會獅友加強聯絡、交流會務，共聚獅情！

本會獅兄獅嫂大力支持王恭浩獅兄參選

舉辦2018會員大會

支持獅子會姊妹學校計劃活動

劉志勇獅兄膺選為2018-2019年度(第
44屆)會長

本會每年都一如既往捐款支持303區姊妹學校計劃活動。
在5月20日之獅子會
姊妹學校計劃支票交
換儀式上，會長伍于
宏獅兄代表本會向香
港西區扶輪社匡智晨
輝學校致贈五千元支
票。為社會推動傷健
共融、關懷亙助作出
貢獻。

4月20日晚上6時30分，本會於九龍帝
京酒店宴會廳舉行一年一度全體會員大
會。在會員大會上，獅兄們以熱烈的
掌聲慶賀劉志勇獅兄成為18/19年度會
長。劉志勇獅兄在會上表示，感謝獅兄
的支持！我們將繼往開來，努力把會務
做得更好。

本會伍于宏獅兄(右二)代表本會致贈支票

香港尖沙咀獅子會第44屆職員、理事名單：
會長：劉志勇
上 屆 會 長：伍于宏
第一副會長：方繼元
第二副會長：范啟鏞
第三副會長：李國霖

義 務 秘 書：黃明同
義 務 司 庫：袁偉文
總務：潘祥安
糾察：劉紀酉
會 藉 理 事：王恭浩、黃明同

理事： 方浩然、王劍鳴、劉澤泉、
蘇瑞榮、袁兆豐、王世聰、
徐翰恩、林文華、楊澤、
王家强、陳卓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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鑪峯
The Peak

獅子會

會長
胡志和

資訊委員
李福謙

服務活動一

2

018年5月5日，鑪峯獅子會為「脊髓肌肉萎縮
症」慈善基金舉辦籌募經費活動——「鑪峯愛
心慈善嘉年華 2018」，目的希望藉此喚起公眾人
士對脊髓肌肉萎縮症患者所處困境的關注，同時伸
出援手。是次活動所有收益，不扣除成本全數捐贈
該慈善基金，以支持基金在援助病患及宣傳教育方
面的各種工作。
「鑪峯愛心慈善嘉年華 2018」安排了攤位遊戲、
精彩的集體活動、大抽獎、福袋派發及美食，並設
有攤位介紹脊髓肌肉萎縮症與病人分享，希望所有
參加者在做善事之餘，亦能認識脊髓肌肉萎縮症及
為有需要的患者出力。當天超過150位來自獅子會
的有心人士和脊髓肌肉萎縮症慈善基金會員及家屬
參與「鑪峯愛心慈善嘉年華 2018」籌款活動，善
款數字超過港幣8萬元。

別多謝各位獅子會獅友和親友參與籌款活動，獻出
愛心，為患者及親人加油打氣。』

脊髓肌肉萎縮症慈善基金創辦人及大會主席霍陳美
玲女士：『感謝香港鑪峯獅子會與慈善基金合辦「
鑪峯愛心慈善嘉年華 2018」籌款活動，讓會員及
家屬能享受一個愉快的下午，更多謝行政長官林鄭
月娥女士、今日大會主禮嘉賓陳肇始教授及各政府
官員為SMA患者引進新藥。慈善基金今年已經踏入
20周年，經過多年的努力及各界善長的慷慨捐助，
『脊髓肌肉萎縮症』已由一個鮮為人知的病症變成
廣泛認識，但我們仍會奮力不懈，期望社會有更多
如香港鑪峯獅子會一般的善心機構及人士，支持基
金在援助病患及宣傳教育方面的各種工作。』

香港鑪峯獅子會第一副會長及大會主席楊雋永獅兄
表示：『香港鑪峯獅子會首次以慈善嘉年華為「脊
髓肌肉萎縮症慈善基金」籌款，支持基金在援助病
患及宣傳教育方面的的各種工作，別具意義。我特

獅子全城愛心捐血日
本會協助國際獅子總會中國港澳303區於4月21日早上九時假理工大學舉行「獅子全城愛心捐血日」服務
活動。捐血獅友可在當天分別前往紅十字會捐血站捐血，捐血者可獲得大會送贈襟章一個作為紀念，前
會長黃怡凌獅姐代表本會出席此項活動。

三○三區區年會2017-2018
本會3位正副代表代表香港鑪峯獅子會，出席國際
獅子總會中國港澳303區2017 – 2018年度區年
會，於2018年5月1日假九龍尖沙咀洲際酒店大禮
堂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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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2018年度區年會
之夜餐舞會
303區「區年會之夜」餐舞會於2018年5月1日晚上
7時假香港洲際酒店舉行，本會有12位獅友出席。

獅子山

獅子會

會長
曾飛燕

Lion Rock

活動一

「美

女與野獸」化裝籌款晚會已於4月
13日圓滿結束，當天嘉賓獅友們聚

首一堂，連開35席，佈置美輪美奐；由大會主席
與獅友伍錦永獅兄伴着音樂節拍帶領出埸，隨後前
總監陳敬德伉儷、曾飛燕會長及丈夫，當然少不
了今次的主題「美女與野獸」，由本會獅友Aggie
Wong及Roy Khoo扮演，生動又貼合今次主題，在
埸來賓們均悉心打扮，更邀請舞蹈家及小朋友表演
助慶，當然少不了本會青獅也努力演出；席間更有
拍賣、唱歌及頒發最受歡迎獎等，各環節表演令人
賞心悅目。本會榮幸地籌組這盛宴，給大家帶來愉
快的一個晚上，有不足的地方請大家多多包涵及指
導。是次活動扣除了必要開支出，所得籌款將全數
撥入本會服務經費，作為來年之用。

活動二
2018年5月17日，本年度周年會員大會已剛剛圓滿舉

會長：區美珍 第一副會長：黎民 第二副會長：歐

行，成功選出 2018-2019年度會長及屬會職位如下：

陽尚科 第三副會長：柯兆均義務秘書：林雪艷 義
務司庫：張儀珍 總務：謝蓓莉 糾察：黃佩珊
恭喜以上獅友將於7月1日正式接棒，下屆將由區美
珍獅姐帶領，繼續為獅子山獅子會舉辦更多有意義
服務，擴大受眾範圍，期待下屆會長能率領眾人，
再接再厲為獅子山獅子會服務打拼，做出更多有意
義活動。

活動三
4月21日香港基督教服務處培愛學校親子日，由第
二副會長Nagar獅兄率領準獅友們往屯門虎地燒烤
場燒烤，在戶外活動時，服務對象為19位分別來自
小二、小五、小六年級的傷健學童，是次活動令智
障的學生與家長對外界有更多的溝通交流，我們一
眾的新舊獅友，感受到人間有情，準獅友們更能體
會施比受更有益，發揮獅子會服務精神。

2018年5

月至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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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長
鄭瑞欽

資訊委員
高衍文

香港南九龍獅子會2018-2019年度
職員就職典禮暨第41屆女賓夕慈善餐舞會

香

港南九龍獅子會於2018年5月12日假洲際酒店
舉行，國際獅子總會中國港澳303區總監陳立
德獅兄、創會會長楊受
成獅兄主禮。與會有姊
妹會台北陽明山獅子會
和中國獅子聯會北京光
華服務隊獅兄、獅嫂及
區職員、友會會長、嘉
賓五百多人。

主禮嘉賓創會會長楊受成獅兄致詞稱：1976
年1月23日與熱心服務的獅兄創立香港南九龍
獅子會，本着以發揮國際獅子總會「我們服
務」的獅子精神為社群謀幸福。在這四十一年
裏看着南九龍獅子會服務範疇不斷擴大和改
進，深感欣慰，今後如有需要，他一定全力以
赴。

大會主席湯俊傑獅兄致歡迎詞時表示，今年大會是以
「團結互敬、再創輝煌」為主題，寓意南九龍獅子會
更加團結一致。

新任會長鄭嘉財獅兄相繼致詞表示，為了不負
大家的期望，定會竭盡所能，全力推行各項服
務，但願各前會長多予指導，各位獅兄鼎力支
持，使今年服務社群的計劃，能做到更完善、
更完美。

現屆會長鄭瑞欽繼致詞，報告一年來會務工作，各項
服務都能穩步發展和順利完成。同時在廣東省揭陽市
葵坑中學捐建一幢「南九龍獅子會教學樓」。

大會副主席邱濠銘獅兄致謝詞後禮成，並舉行
切餅及祝酒儀式，隨後晚宴，席間設慈善卡拉
OK、大抽獎及歌星表演，氣氛洋溢。

繼由303區總監陳立德獅兄主持監誓及監交會長佩帶
和權槌移交儀式及致詞。

女賓夕嘉賓、獅兄和獅嫂合照

主禮嘉賓和獅兄主持切餅及祝酒儀式

2018-2019年度職員成員
內閣成員
會長：鄭嘉財
上 屆 會 長：鄭瑞欽
第一副會長：湯俊傑
第二副會長：丘濠銘
第三副會長：尹荏球
義 務 秘 書：丁麒銘
義 務 司 庫：黃炳成
總務：方雋偉
糾察：郭子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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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 林建名、梁樹賢、周炳朝、
羅志偉、許榮勞、季德燐、
施秋平、沈永林、施文誕、
黃偉良、施必芳、王志達、
施展望(Tommy)、
施金象、譚柏煒、施永游、
蔡再強、廖紹輝。

會員： 楊受成、黃永樹、
施展望(Stephen)、馮元光、
許良達、馬創興、俞建喜、
佘日炯、施純民、施新築、
陳德榮、黃忍權、施天賜、
李栢相、劉勝賀、施聯炳、
盧瑞權、高衍文、陳紹光、
魏沛豪、曾錦華、王維勤、
鄧偉林、施新平、施仲興、
劉士凱、顏志華。

香港城市

獅子會

The City

四月份午餐例會
(2018年4月10日)

是

會長
李頌華

資訊委員
潘秉祺

五月份午餐例會
(2018年5月8日)

月的午餐例會很榮幸邀請到來年度總監候

是月的午餐例會是本會剛完成了音樂晚會後的第

選人郭美華獅姐蒞臨本會及分享參選理

二天，我們邀請了音樂晚會的音樂總監何兆昌和

念。郭獅姐對獅子運動抱有理想和熱忱，冀望郭

幾位樂師參與例會，與獅友們共同分享了籌備晚

獅姐能夠帶領303區繼續前進，造福社群。

會的苦與樂和演出成功的喜悅。

區年會及區年會之夜
今年度的區年會已於5月1日假洲際酒店圓滿舉
行，當天亦順利選出來屆的領導班子，包括候任
總監郭美華獅姐，候任第一副總監王恭浩獅兄及
候任第二副總監梁禮賢獅兄。
本會多位獅友出席了同日晚上的區年會之夜，與
大家一起分享了當選者的喜悅。

香港城市獅子會主辦之「慈善金曲樂韻獻關懷」音樂晚會
慈善音樂晚會已於2018年5月6日(星期日)晚上假
旺角麥花臣埸館圓滿舉行，當晚除了有數佰位獅友及
嘉賓出席外，亦招待了近600位長者免費入埸觀賞晚
會表演，晚會氣氛熱鬧，大家均渡過一個歡愉晚上。
感謝總監陳立德獅兄蒞臨並作為主禮嘉賓，感謝前
國際理事文錦歡獅姐及北九龍獅子會前會長林惠轉

獅姐幫忙獻唱，感謝Kellyjackie 作為晚會的愛心
大使，感謝眾多獅友幫忙負責埸地，接待，帶位及
派發福袋等工作，感謝城市各獅兄上下一心，努力籌
備及獻唱，大家的努力獲得一致評語為「由一群業餘
人士打做出一個專業」演唱晚會。最後要感謝每位參
與者，你們的慷慨從善幫助了很多有需要幫助人士。
晚會籌得善款將會捐助拾萬元正予「獅子會與浸會
大學中醫藥慈善基金」。

「姊妹學校計劃-支票致送儀式」
「姊妹學校計劃-支票致送儀式」已於5日20日假獅子會中學圓滿舉行，本會支持該項活動多年，當日亦
有數位獅兄出席活動。

2018年5

月至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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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你童遊–成長篇：
型男型女大作戰」

本

會長
王慶廷

資訊委員
孫懿明

關懷長者護眼講座
暨慈善茶聚

會與播道兒童之家合作的「伴你童遊–成

國際獅子會中國港澳303區第二分區第四分域在4

長篇：型男型女大作戰」，第三次服務

月28日的聯合活動，與一眾長者茶聚，講解護眼

已於4月7日圓滿舉行，今次服務的主題是模擬餐

知識。區會護眼行動委員會主席及九龍塘獅子會

廳——由眾獅友為兒童之家的小朋友準備簡單點

前會長邱健獅兄是本次活動講者，為老友記講解

心及下午茶，並教導他們餐桌禮儀，以提升其自

白內障和黃斑點病變的成因、病徵、治療及預防

我形象及社交技巧。

知識。現場邱醫生更與一眾老友記互動，用道具
眼鏡體驗患上不同眼疾的「視野」，讓大家更明
白講解內容。

「法」自內心嘉許禮
本會與中華基督教會全完中學、宏思慈善基金合辦的「法」
自內心活動圓滿結束，其活動嘉許禮於5月11日在全完中學禮
堂舉行。20位全完中學的同學運用他們在為期4堂的攝影指導
班、參觀法院和法律常識講座中學到的知識和技巧，親手拍攝
照片去表達他們對公民責任和守法精神的看法。他們的作品都
非常出色，除了拍攝得漂亮，還很有靈魂！他們的作品將會被
印製成1,500個八達通套，派發給青少年。

「Magic Hands」中學生環保創作比賽
本會與世界綠色組織合辦「Magic Hands」中學生環保創作比
賽，並獲得EF（Education First）教育機構全力支持，擔任贊
助商。比賽旨在提升中學生的環保意識，推廣廢物利用，以及
鼓勵中學生運用英語表達環保概念。經過第一輪甄選，10隊入
圍隊伍已於4月21日進行了作品演示，得獎名單已於5月12日
當天公佈，並假香港城市大學劉鳴偉教學樓6-207室舉行頒獎
禮。本會榮幸當天邀請了第一副總監郭美華獅姐為主禮嘉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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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九龍
West Kowloon

獅

獅子會

資訊委員
曾婉妮

會長
黃麗玲

子會過去100年都在四條船（即Membership / Leadership / Partnership / Friendship）推動下向
前推進，獅友服務弱勢社群之餘也可自我增值，增強人脈和增進友誼。

4月7日

4月20日

4月21日

會長黃麗玲獅姐宴請全

「七代同堂」由發起至今經歷三十寒暑，四位發

會長黃麗玲獅姐和西九

體西九龍獅友和家屬，

起人包括半島獅子會蔡百泰前會長、青山獅子會

獅友和家屬參加「獅子

借「會長上莊宴」之名

譚錦標前會長、西九龍獅子會陳立漢獅兄、新界

全 城 愛 心 捐 血 日 」， 不

答謝各位獅友出心出力

獅子會林漢武獅兄，由半島獅子會衍生的19個屬

單出席、出力並一同「出

做服務並鞏固獅誼。

會、超過200位獅友共聚一堂，別具意義。

血」。

4月28日

5月1日

第四分域四個屬會舉辦聯合服務「關懷

303區新一屆領導班子

長者護眼講座」，邀請獅子會「護眼行

順利選出，西九獅友熱

動」委員會主席邱健醫生向順天村200位

烈參與盛事。

長者講解護眼之道。會長黃麗玲獅姐和
西 九 獅 友 及 家 屬 一起 和 二 百 位 6 5 歲 以 上
長者，過了一個有意義及歡樂的下午。

西九龍獅友留影

5月5日

5月20日

西九龍獅子會全力支持第二分區「視事關心」視

黃麗玲會長

力教育計劃，會長邀請第二分區主席黃嗣輝獅兄

和西九獅友

擔任主講嘉賓，為基督教香港信義會深信堂的20位

及家屬一行

高年級小學生講解正確護眼常識，黃獅兄的風趣幽

九人，浩浩

默及深入淺出的講解方式，使小朋友積極參與問答

蕩蕩到台灣

比賽。西九龍獅友帶領小朋友體會四種眼疾所帶來

參加姊妹台

的種種不便，希望小朋友可以從小懂得保護眼睛。

北市中山獅
子會50週年
慶典暨51屆
就職典禮。
兩會結盟超
過30年，姊
妹會情誼不
變。

服務後大合照

5月26日

6月1日

西九全體獅友於Number Fifteen宴請指導會長王閩獅兄，感

第二分區「視事關心」視力教育計劃

謝指導會長王閩獅兄在2016-2017年度全力帶領西九龍獅友

閉幕典禮下午在洲際酒店舉行，會長

做服務和維繫獅誼。王會長不僅撥冗出席，還帶禮物贈給獅

黃麗玲獅姐代表西九龍出席接受證

友，盡顯濃情厚意。

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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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獅友伴同行」結業嘉許禮暨嘉年華

孩

子們畢業啦！香港港南獅子會與信義會合

闊了的視野以及多了一份愛心。更開心看見他們都

辦一年計劃的「獅友伴童行」終於順利完

長高了、強壯了的身段。在這結業典禮中，港南獅

成了。5月19日（星期六）在葵湧邨平臺進行結業

友和義工們都十分感恩，還有真切地感到依依不捨

嘉許禮，典禮中看着孩子們和義工們一起在台上舞

呢，更為收到孩子們的感謝咭及家長們的祝福感到

動着唱起那與音樂治療師jam的歌，生動的歌詞描

窩心。

述了孩子們在計劃中的點滴......
這天又何止是結業嘉許禮這麼簡單，是真正的嘉年
記得去年，20位SEN(Special Education Need)

華呢！典禮剛結束，在這寬敞的葵湧邨平臺，獅友

的孩子們還帶點害羞地在家長的陪同下參加這項計

們、孩子們和義工們立即投入這項社區服務。這邊

劃的開幕典禮。從不同的主題活動，生動活潑的課

廂前總監陳立志醫生向長者們進行座無虛席的「長

程，個人及團隊外展，接觸多元藝術和文化，探訪

者飲食健康」講座，隨即向邨內長者們派發100個

區內獨居長者......

福袋，公公婆婆們真是喜上眉梢呢。那邊廂孩子們
和義工們負責六個一起共同設計、製造的攤位玩遊
戲。其中一個「解難六步曲」的攤位遊戲更是讓孩
子們有所收穫。我們十分讚賞孩子們在設計和製作
各攤位遊戲過程中的無限創意和團隊合作精神。港
南獅友們更不放過任何服務機會，在第七個攤位更
引入第二分區的「視事關心」視力教育計劃中認識
眼疾病的遊戲。
天氣雖炎熱，但也阻止不了服務對象踴躍參與攤位
遊戲的熱情，也擋不了獅友們服務社會的心。期待

經歷了孩子們開心、努力、投入與積極。當中也陪

伴 着他 們 的 不 開 心 、 發 脾 氣 、 沮 喪 與 消 極 。 這 段
日子感受到孩子們正面的成長、知識上的進步、擴

我會這個具有深遠意義的「獅友伴童行」計劃能發
揚光大和傳承下去，也祝福孩子們健康快樂地成
長，有個豐盛的人生。

第一分區救濟飢餓計劃
港南獅友熱心參與303區服務活動，在5月9日（星
期三）下午，獅友們放下忙碌的工作，趕到長沙灣
的協和小學為區內有需要的長者派發250個飯盒，
服務中也不忘造就年輕新一代服務社群。在會長的

帶領下，獅友們與協和小學的同學們把250個福袋
及飯盒送給這些公公婆婆們。長者們感恩地收下飯
盒和福袋，獅友們也為同心合力地完成這滿有意義
的服務，綻放出燦爛的笑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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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長
譚溢鴻

The N

資訊委員
余錦坤

「 視 事 關 心 」 視 力 教 育 計 劃 、「 七 代 同 堂 」 聯 合 例 會

本

會聯同第六分域四個友會於4月20日(星期

計劃，合辦機構還有扶康會與香港盲人輔導會。透

五)在寶覺中學舉辦「視事關心」視力教育

過攤位活動，向校內三百多名學生、數十名長者、
智障人士及精神康復者普及教育護眼知識。
當日出席者甚眾，包括陳立德總監、郭美華候任總
監以及區職員都十分支持，友會會長們亦非常踴
躍，場面熱鬧。大會主席李燕芬獅姐一早便到會場
準備，本會獅兄亦很用心配合、積極參與，大家合
力使這項服務活動辦得相當成功。本會出席獅兄
有：翁木林署理會長、余錦坤義務秘書、黃錫齡前
會長、戴桂洪前會長、陳燁志候任副會長、余紫威
候任秘書。
服務圓滿結束後，本會獅兄又隨即趕往帝京酒店準
備同日舉行的兩個會議之工作：會慶的籌備會議以

上圖：本會獅兄參加「視事關心」視力教育計劃時合照留念。左
起：黃錫齡前會長、余紫威理事、戴桂洪前會長、黃嗣輝第二分區
主席、李燕芬第六分域主席、翁木林署理會長、陳燁志候任副會
長、余錦坤義務秘書。
下圖：本會獅兄獅嫂出席「七代同堂」聯合例會時合照留念。

及一年一度的「七代同堂」與二十四個友會聯合例
會。幸好接駁得宜，全都及時完成，度過了忙碌而
充實的一天。

會 訊
1、身兼303區足球委員會主席的前會長楊友

2、在譚溢鴻會長領導之下，本會獅兄、獅嫂、幼獅在5

仁獅兄及幼獅與理事鄭展強獅兄在5月26日曾

月17日組團前往台灣參加台北敦化姊妹會之就職典禮，

參與303區足球委員會在大埔廣福公園11人仿

計有：翁木林獅兄獅嫂、林世潛獅兄獅嫂、黃大勝獅

草足球場舉行的「足球總監盃賽」，他們代表

兄、向華炎獅兄獅嫂、黃錫齡獅兄獅嫂、戴桂洪獅兄獅

的隊伍勇奪冠軍，可喜可賀。賽事激烈，藍組

嫂、陳強獅兄獅嫂與幼獅、蘇國明獅兄獅嫂、黃志輝獅

最終技勝一籌，贏得比賽。

兄、陳燁志獅兄、余紫威獅兄、陳東春獅兄、伍宜式獅
兄獅嫂與幼獅、余展鵬獅兄總共26人，在台時受到姊妹

本會亦曾分別參與下列區會活動，以表支

會的熱情款待，待他們回訪時本會亦會盡地主之誼，動

持：4月2日在沙田馬場舉行之「獅子會盃」

員全體獅兄

賽及5月1日舉行的區年會及區年會之夜。

獅嫂接待，
以作回報。
獅兄們又於
5月31日組
團前往韓國
參加首爾第
一姊妹會之

「總監盃」足球比賽的開球禮

就職典禮。

由前會長麥羅武獅兄主持，會長譚溢鴻獅兄帶領的訪
台團授旗儀式。左起：余展鵬、陳東春、黃錫齡、
黃大勝、陳燁志、翁木林、麥羅武、譚溢鴻、陳強、
顧陵儒、黃志輝、向華炎、戴桂洪、余紫威。

2018年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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獅子會
東
港
Hong Kong East

本

會長
黃丁祥

資訊委員
劉劍雄

會於4月9日舉行四月份午餐例會，2017-2018年度總監陳立德獅兄專誠探會，特意感謝全體會
員，在任內一年全力支持服務；展望未來，期盼獅子精神更光更強。

本會於2018年4月18日舉行「港東善愛慶新春、蓬

嘉賓，方前會長及崔會長更捐出善款，大力支持善

瀛清齋增福壽」服務計劃。當天招待當地約二百位

舉，而本會義務司庫劉國平獅兄嫂分別派紅封包給

長者進行素菜午膳及派發福袋，福袋內容豐富，有

在座長者以表敬意，老友記忙於袋好利是之際，又

由劉國平獅兄贊助的藥酒、福米及福麵等，當天我

收到福袋，人人笑逐顏開，長者滿載而歸。

港東獅子會義務司庫劉國平獅兄獅嫂派利是

會長黃丁祥獅兄在此感謝港東全體獅兄嫂贊助及出
們獅兄嫂到達仙館，便立刻努力合作包裝福袋，本

力支持，再次感謝嘉賓蒞臨及出錢贊助，令服務精

會亦特備精彩節目——上屆總監馮妙雲獅姐和李浩

神傳揚下去。

森獅嫂清唱粵曲、前會長陳浩波獅兄二胡演奏，更
有流行歌曲節目助慶。
是午嘉賓邀請到——國際獅子總會中國港澳303區
2017-2018年度總監陳立德獅兄、上屆總監馮妙雲
獅姐、第一副總監郭美華獅姐以及第三分域主席黃
子瑜獅姐蒞臨粉嶺蓬瀛仙館主持儀式，更親手送上
利是，祝願每位長者健康快樂，我們亦邀請到太平
山獅子會前會長方鐵鋒獅兄及會長崔少強獅兄為

本會周年選舉大會已於2018年3月24日舉行。並已順利選出2018-2019年度新任會長暨職員董事，名單如下：
：李恒輝

糾察

：葉榮鉅

分會會員發展主席 ：張瑞境

第一副會長 ：何心源

總務

：李常盛

分會LCIF協調員 ：林樹華

第二副會長 ：曾貴興

會籍

：張瑞境

分會服務主席

第三副會長 ：曹永豪

康樂

：王榮義

分會行銷溝通主席 ：黃丁祥

義務秘書

：李海柏

國際年會代表 ：霍建康

義務司庫

：劉國平

會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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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永豪

分會指導員

：黃丁祥

分會指導員

：李海柏

獅子會
島
港
Hong Kong Island

會長
梁佩詩

資訊委員
黎月芬

全港青年學藝中國詩詞朗誦比賽

由

港島獅子會主辦於2018年4月22日(星期

年學藝比賽大會主席陳毅生先生，一同主持簡單而

日)，假香港銅鑼灣「孔聖堂中學」順利進

隆重的開賽典禮，進入決賽的參賽者表現出色，各

行，參賽者首先進行初賽，再由評判甄選優異者進

具風格，他們都全情投入於詩詞朗誦之中，發揮出

入決賽。其後由比賽主任委員顏子豪獅兄及全港青

最佳成果，令在座人士均深感獲益良多。

環保生活講座
本會於4月27日(星期五)，在沙田「慈航小學」舉

衡，是次活動希望年輕新一代能注入正確的愛護地

辦了環保意識教育講座，透過講座向350名學生介

球行動。

紹製作和推廣手工皂及派發福袋等
活動。有賴獅友們的積極參與，
令同學們透過活動學會感恩與惜
物、培養正確的價值觀，尊重環境
並感受世上萬物相依並存，身體力
行推動環境和社會的發展中取得平

糖尿病講座暨敬雙親茶敘
是次活動適逢在5月份母親節過後，於5月20日(星

鵝區街坊福利會協辦，透過本會前總監呂潤棻獅兄

期日)在銅鑼灣皇室1號酒樓舉行，由本會主辦與跑

用輕鬆說法，分析糖尿病的成因，讓大家了解其中
的微妙關係。長者普遍都有視力下降問題，原來與
糖尿病有相當關係，而本會亦榮幸邀請到眼科專科
醫生湯文傑獅兄為大家分享資料，最後還一起唱卡
拉OK和派發福袋，場面十分熱鬧和溫馨。當天出
席獅友及嘉賓眾多，此次服務由大會主席陳錫元獅
兄帶領下順利進行。

西藏千里長征送棉被
感謝第三分域主席黃子瑜獅姐的帶領下出發，港島
代表黎國棟獅兄，踏上8日險峻、崎嶇、舟車勞頓
到達4,500米海拔的偏遠山區，派發共600多張棉
被及5,000多份中西藥品。當見到小朋友的笑容和
期待的眼神，獅友們都急不及待送上棉被和福袋，
他們都表現出開心和燦爛的笑容。感謝獅友們為這
次艱辛旅程努力，亦謝謝村民最後熱情地用粗糙的
手握著獅友們說出祝福和感謝。

2018年5

月至6月

49

寶馬山
Braemar Hill

「獅

獅子會
會長
金冠忠

資訊委員
陳偉明

子會中學義賣嘉年華慶功暨新春團

年都參與該校運動會外，每逢農曆新年前後都會到

拜」於2018年3月3日中午在獅子會

學校探訪，欣賞小朋友為獅友們準備的精彩表演。

中學—香港寶馬山獅子會會議室舉行，當天與學校
師生和家長教室會義工共晉午餐，慶祝義賣嘉年華

港灣婦女會主辦、香港寶馬山獅子會協辦「2018

成功舉辦及慶賀新春。

戊戍年新春敬老聯歡大會」於2018年3月10日中午
舉行，當日出席的獅友有前國際理事范佐浩獅兄、

「匡智松嶺學校探訪」於2018年3月9日中午舉

會長金冠忠獅兄、前會長楊錦祥獅兄伉儷、前會長

行，本會一直在匡智松嶺學校服務多年，除了每

孫錫錦獅兄伉儷、前會長黃金安獅兄、前會長郭賢
杰獅兄、彭可茵獅姐、陳偉明獅兄以及陳正芹獅
兄，與數百位長者一同玩遊戲，欣賞表演，歡度了
一個愉快的下午。
「第二次全區聯合晚餐例會—向會長、秘書及司庫
致敬暨新春團拜聯歡晚會」於2018年3月11日舉
行，當晚筵開百席，盛況空前。會長金冠忠獅兄亦
有為區會出一分力，參與晚宴，與其他友會獅友度
過了一個愉快的晚上。

三月份聯合晚餐例會
三月份聯合晚餐例會，3月11日於銅鑼灣香港遊艇會
舉行，第十五分域四個屬會三代同堂，攜手舉辦第十
五分域聯合晚餐例會，當晚筵開百席，盛況空前，當
晚出席四個屬會包括有香港寶馬山獅子會，香港金馬
倫山獅子會，香港壽臣山獅子會及香港西貢獅子會，
氣氛非常熱鬧，同時也邀請了麥潤壽先生作為該月分
享嘉賓，麥潤壽先生為獅友們分享他的人生和工作經
驗，再者，他也分享了如何教導子女的減壓方法。最
後由大會主席徐嘉雯獅姐致送紀念品給四個屬會，並
慶祝獅友生日，與四個屬會獅友及嘉賓進行大合照。

四月份聯合晚餐例會
四月份聯合晚餐例會，4月10日於銅鑼灣香港遊艇

手舉辦聯合晚餐例會，當晚氣氛非常熱鬧，同時也

會舉行，由香港寶馬山獅子會及香港都會扶輪社攜

邀請了王明鑫先生作為該月例會嘉賓，王明鑫先生
講解了很多關於應用科技發展知識給獅友們
認識，再者他對發展創新科技和服務社會十
分熱衷，令獅友們對創新科技的知識獲益良
多。最後，由香港寶馬山獅子會會長金冠忠
獅兄及香港都會扶輪社社長黃光楫先生致送
紀念旗給嘉賓，並慶祝獅友生日及與嘉賓進
行大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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獅子會
田
沙
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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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Shatin, Hong Kon

會長
簡啟樂

資訊委員
賴偉聯

「獅子會百年慶」
環保創作活動

2

018年5月23日香港沙田獅子會由第一副會長
陳彩雲獅姐帶領本會獅兄、獅姐出席「獅子

會百年慶」環保創作活動，支票致贈儀式給「獅子
會姊妹學校計劃2017-2018」。多謝各位老師學生
及獅友百忙中抽空支持和打氣，令活動生息不少。

心光視藝繽紛展2018
2018年5月30日香港沙田獅子會會長簡啟樂獅兄
帶領本會眾獅兄、獅姐來訪心光盲人院暨學校視藝
展之「看不到的悸動」，將會在11月20日-23日在
香港大會堂7樓展覽館展出。沙田獅子會會長和各
位獅友策劃了九次視藝課程，每次都可以完成十多
幅作品作為義賣籌款，而籌得款項會捐給心光盲人
院暨學校用作幫助視障同學之用。在這次活動，獅
兄、獅姐們度過了既開心又有意義一天。

探索找尋「獅子林」足跡
2018年06月03日在沙田獅子會會長簡啟樂獅兄、
上屆會長關斯樂獅姐、第一副會長陳彩雲獅姐、吳
玉孄獅姐和陳仁獅兄的呼籲策劃和組織了沙田獅友
探索找尋「獅子林」的足跡，秉承總監陳立德獅兄
的呼籲，認識自1981年10月由國際獅子總會捐助
種植的「獅子林」傳承獅子四出精神，希望藉此讓
更多的朋友認識獅子會的精神和歷史。由第一副會
長陳彩雲獅姐帶領一眾獅友，此外還邀請了行山老
友Gary一起同行，同時可以感召到更多朋友加入
獅子會大家庭。更推動各獅友對行山運動心身健康
的好處，沿途欣賞大潭篤水塘美景。

2018年5

月至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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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馬倫山

獅子會

Mount Cameron

資訊委員
陳兆偉

會長
李傑之

第 九 屆 「 獅 展 保 齡“ 童 ”樂 日 」 服 務
緣起

這

一切始於2009年的，當時港南獅子會黃秀

獅友們應與這班有特殊需要的學童接觸，以加深了

萍會長認為除了捐款給姊妹學校計劃外，

解及關懷。此信念得到當時第八分域主席宋樹鴻
獅兄領導下的4個屬會的支持，並選
擇了一個既安全又容易理解規則的
活動—打保齡球。結果，所有學生
都非常雀躍及享受。自此這個有意
義的服務活動就發展至6個獅子會的
恆常年度聯合服務了，至今已經是
第九屆。

籌備活動
我們—香港港南獅子會、香港獅子山獅子會、香港
城市獅子會、香港金馬倫山獅子會、香港鳳凰獅子
會及紅山獅子會，6會聯合為各會配對的姊妹學校
舉辦「獅展保齡“童”樂日」活動。籌備工作，每
年由不同屬會輪流擔當籌委會的主席。今年由港南
獅子會主理籌備工作，更特別委任當年構思這別出
心裁服務的原創者港南前會長黃秀萍獅姐出任籌委
會的執行主席，在眾志成城，選賢以能的情況分工
得宜，籌備工作順利，開了二次會議便落實所有工
作。謹向籌委會全體獅友致敬。

當天服務
2018年3月21日星期三早上，獅友一早到場佈置

心聲，衷心感恩之言令我們都動容，使獅友們更有

場地及各司其職。接者6校師生魚貫進場。簡單而

動力將這個服務延續下去。接着的有開幕剪綵及開

隆重的儀式隨即展開，在總監陳立德獅兄勉勵之

球禮，六校展開開心打保齡球，今屆6所學校共百

後，更特別邀請其中一間學校的領隊講述受惠者的

多名學童參加，難得外出作活動伸展玩樂，他們都
十分雀躍，眾人都一展筋骨，玩得不亦樂乎！雖然
球技欠奉，但歡樂滿瀉。大會更設球道給捧場獅友
一顯身手，傷健同樂。另一方面，獅友們幫忙打點
及分配禮物包成一個個的大福袋，在每位學童於活
動完結時，都獲派一個放滿豐富禮物的福袋返回學
校。是次活動，舉辦得非常成功，實有賴各屬會的
熱心配合去一同籌辦，亦感謝303區各領導的贊助
及出席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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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委員
馬祥發

會長
袁啟康

2017-2018年度周年選舉大會

本

年度周年選舉大會定於4月3日董事會前舉行，大會主席由上屆會長曾向得獅兄出任，並順利選出
2018-2019年度會長及內閣職員：

會長：吳漢英

第一副會長：陳俊民

義務秘書：蔡小平

糾察：周家謙

上屆會長：袁啟康

第二副會長：王淞霖

義務司庫：馬鏡澄

總務：周栢森

第三副會長：李曉健
2 018-2019年度新職員就職典禮謹定於2018年7月27日假沙田馬場會所舉行。

四月份晚餐例會
本會四月份例會定於4月24日假深水灣香港高爾夫

並擔任攝影導師。故此在

球會舉行，當晚很榮幸邀請到張偉強先生蒞臨作演

是次例會上與獅友們一同

講嘉賓。為本會獅友分享「畫意風光攝影」之主題。

探討及分享有關攝影的認
知。當晚出席的獅兄、獅

張偉強先生跟隨香港攝影界前輩陳紹文老師學習攝

嫂、青獅及嘉賓均表示獲

影，長期擔任攝影會理事。自2015年開始與幾位

益良多。在此，多謝會長

志同道合的朋友合辦一間以旅遊攝影為主的機構，

袁啟康獅兄之悉心安排。

慈善遠足步行籌款
本會一年一度慈善步行籌款活動「獅籌之路烏蛟

第一副會長蔡小平獅兄及第三副會長王淞霖獅兄帶

行」已於5月6日圓滿舉行。今年的步行路線是由大

領下，聯同總監陳立德獅兄、第二副總監王恭浩獅

埔烏蛟騰至沙頭角三椏村。

兄、獅嫂及嘉賓，共約三十多人，一同在大埔烏蛟
騰起步至三椏村大休，午膳後返回烏蛟騰作終結，
當日上午

全程約4.5 小時，大部分為石砌古道，末段有上坡

十時由會

路但坡度不大，景色優美大家興致高。

長袁啟康

社會服務

聯同上屆

活動當日總監陳立德獅兄，第一副總監郭美華獅姐

會長曾向

及第二副總監王恭浩獅兄為我們主持開步禮。在

得獅兄，

此，感謝各人出錢、出力及出席支持。

- 伊中中餐桌禮儀實習

5月30日本會與伊利沙伯中學舊生會中學合辦之

莉媛小姐蒞臨，於現場示範餐桌禮儀、用餐的正確

2017-2018成長課—事業教育活動，是項服務是為

禮儀，同時亦指導學生們一般儀態和見工時的技

伊中中的中五學生安排一個餐桌禮儀的實習機會。

巧。相信學生們經過實踐後，必能對其所學的知識

在此，感謝是項服務小組主席王淞霖獅兄為超過三

有更深刻的領會。

十多名伊中中的學生安排在"
紀利華木球會"的西式餐廳
用餐。
當日很榮幸邀請到國際商務
社交禮儀導師及形象顧問黃
2018年5

月至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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姊妹會—桃園縣鳳凰獅子會交接典禮

6

月9至12日，本會獅姐聯同獅姐
夫及嘉賓前往台灣出席桃園鳳凰

獅子會第30、31屆授證交接典禮。兩
會結盟31年，情同姊妹感情深厚，交
接典禮完成獅姐們與台灣獅姐一同共
遊九份老街及到十分放天燈。行程豐
富。感謝台灣獅姐熱情招待，期待8月
台灣獅姐到港，再度歡聚增進獅誼。

303區第三分區主席親善訪問及第七分域服務
第三分區主席蔡漢成獅兄到本會親善訪問，闡報區務訊息及感謝本會參與支持第三分區的青少年人生之
旅服務。

本會獅姐出席第七分域在堅尼
地城社區綜合大樓舉行的第七
分域服務「糖尿病知多少！」。
當天獅姐們協助檢驗流程，為
受眾長者進行糖尿病檢測。

三○三區區年會
5月1日，本會獅姐出席國際獅子總會中國港澳三○
三區2017-2018年度區年會暨區年會之夜餐舞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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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荊
Bauhinia

於

獅子會

會長
梁寶璇

今年四月，
紫荊獅子會

四位獅姐隨同獅子
會自然教育基金及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
前往參觀英國、北
愛爾蘭和意大利的
地質公園。此行令
人嘆為觀止，盡
覽大自然的鬼斧神
功，讓獅姐對地球
知識和文化交流有
更豐富的經歷。

香港特區中央

獅子會

.S.A.R.
Center Point H.K

四

月二十日香港特區中央獅子
會於旺角帝京酒店會議室召
開會議。首先由會長李垣錦獅兄鳴
鐘開會，上屆會長王浩然獅兄報
告2016-17年度財政匯報。總結了
2016-17年探訪石鼓洲戒毒中心，
把溫暖及關懷送給石鼓洲的朋友、
並舉行金曲夜籌款活動，更進行
了獅情長意活動，送溫暖及探訪長
者。

會長
李垣錦

資訊委員
陳翠琼

本會也在五月十一及十二日到訪韶安西潭小學，西潭小學是香
港特區中央獅子會的冠名小學。每年均有捐助並有探訪一班可
愛活潑的小朋友。

然後是舉行每
年重大的選
舉，選出下一
屆會長。恭喜
何宇軒獅兄順
利全票當選
2018-2019年
新一屆會長，
實至名歸！
2018年5

月至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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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4日 千人心電圖檢測創健力士世界紀錄活動 暨
「送暖獻關懷 之 萬歲耆英共聚樂融融 2018」

本

會連續舉辦第十六屆「萬歲耆英共聚樂融融
2018」假座荃灣如心海景酒店宴會廳圓滿
結束。一如以往，此活動目的是敬老護老，於新春
佳節期間為長者送上關懷，當日筵開98席，招待全

港多個區域團體之長者出席，送上關懷之餘，共度
佳節，當日大會為長者提供精美午宴、送贈禮包、
派發福米及獻上娛樂表演。表演嘉賓包括本會愛心
大使胡楓先生、羅蘭小姐、薛家燕小姐、李麗霞小
姐、譚炳文先生及朱咪咪小姐等，一眾藝人與在場
長者共慶新春佳節，一眾獅兄獅姐載歌載舞，場面
溫馨熱鬧。另外，在本年度的活動中本會更聯同香
港心臟專科學院舉辦千人心電圖檢測的活動，為在
場長者作心房顫動的篩查，最後活動更在健力士世
界紀錄的工作人員監督下成功創下「八小時內為最
多人進行心電圖篩查」的世界紀錄！典禮中非常感
謝總監陳立德獅兄、屯門民政事務專員馮雅慧太平
紳士、眾區職員及友會會長等出席並與眾同樂。

2月11日
胡楓86破晒紀錄演唱會2018
本會愛心大使胡楓先生於紅磡舉辦「胡楓86破晒紀錄演唱
會2018」，本會得到主辦單位及胡楓先生的支持，將當晚
演出的部分演唱會門票撥歸本會作慈善籌款，最後本會透過
是次活動共籌得善款十六多萬，已全數撥捐屯門醫院作為添
置醫療器材之用。

3月28日 屯獅愛心樂韻演唱會
本會「屯獅愛心樂韻演唱會」假座屯門大會堂圓滿舉行，當日大會主席葉笑彤獅姐聯同一眾獅友與藝人
名星落力演出，勁歌熱舞，與長者一起重溫多年來的金曲，活動結束後為每位老友記準備了福袋及福
米，為超過一千三百名屯門區長者帶來充滿歡樂的夜晚。

4月28日探訪鄰舍輔導會獨居雙老長者
本會一眾人獅友探訪屯門寶田邨鄰舍輔導會之獨居雙老長者，透過親身到訪獨居及雙老長者的家居，為
長者獻上關懷愛心及送贈生活用品，關心長者生活環境狀況之餘亦深入了解長者的不同想法，藉此讓本
會的服務能貼近長者的情況和需要。

5月20日屯獅關懷冇傷肝2018
為提高香港市民對乙型肝炎與肝癌的認知，提升巿
民對香港第2位癌症殺手的防範意識，由屯門獅子
會屬下「何談惠貞慈善基金」撥款之屯獅關懷冇傷
肝2018已於屯門青松觀圓滿結束。當天大會安排
了專業醫生為市民講解有關預防肝癌的知識，並有
護士即時為三百多名屯門區長者驗血作乙型肝炎病
毒表面抗原測試，助他們及早發現病患。現場一眾
獅友和藝人更向長者獻唱經典金曲使老友記樂而忘
返。檢驗與娛樂節目後，大會為長者安排了精美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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宴，更在離場時向長者派發福袋，讓長者們將歡樂
及福氣帶回家中。

香港太平洋

獅子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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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ng Kong (Pacif

會長
吳杏楨

資訊委員
顧明仁

環保吊飾比賽頒獎禮

5

月5日本會的明愛香港太平洋獅子會幼兒學校
假座柴灣明愛馬登紀念中學舉辦20周年校慶親
子日及環保吊飾設計比賽的頒獎禮。當天早上十時
左右我們十多位獅友到達時，百多位學童及他們
的家長已經齊集學校的禮堂，氣氛非常熱烈的預備
參與不同的遊戲。在儀式後老師們帶領出席的學
童、家長及嘉賓一同做簡單的健身操作熱身。健身

操看來容易，但對於平日缺少運動的獅友還是有挑
戰！為了響應國際總會的環保活動，我們與幼兒學
校舉辦了一個環保掛飾設計比賽。同學的反應非常
熱烈，而且也很費心意去設計。很多設計都是很吸
引，但鑑於篇幅限制，我們抱歉不能在此和各位獅
友分享精彩作品。活動在中午12時結束，同學們還
是依依不捨。

視事關心護眼講座
為 了響應區會的視事關心視力活動，我們於5同19
回家給其它小朋友體會這些眼疾所帶來的影響，所
日早上9:30在明愛香港太平洋獅子會幼兒學校舉辦
以從年幼便要小心保護眼睛。
了一個護眼講座。承蒙第二分區主席黃 𠻸
輝獅兄答允主持，圖文並茂向出席的學童
及家長講解各種眼疾例如沙眼，白內障等
可能引致的生活上的影響，並且以特殊的
眼鏡模擬實際情況令學童親身體會。兩小
時的活動於歡欣的氣氛下成功結束，有些
視事關心學童戴上特別眼鏡體驗不同眼疾的情況
家長還拿了些和眼疾相關資料及模擬眼鏡 會長吳杏楨獅姐頒發環

幼兒年度牙齒檢查

保吊飾比賽獎牌

幼兒牙齒問題在香港長遠不受到重視，家長認為幼
兒還年幼而忽略了教導他們護理牙齒的常識，政府
的兒童牙科保健也沒有把幼兒包括在內，學童都了
上小學才發現牙齒出了問題才處理可能太遲。本會
有見及此，特別在三年前開始於我們的明愛香港太
平洋獅子會幼兒學校
展開年度的幼兒牙齒
檢驗。每年的五月我
們都會選擇一個星期
六的早上由本會獅兄黃
文昌牙醫為全校學童做
簡單的牙齒檢查，發現
有問題可以讓家長找
牙醫作更詳盡跟進。

5日19日上午10:30，幼兒學校齊集50多位學童及
他們的家長。黃文昌牙醫及他的助手護士姐姐已經
預備好檢驗牙齒的工具，本會的多位出席獅友也協
助安排程序。高年級的同學都很合作依照指示讓牙
醫替他們檢查牙齒，有同學每天疏忽擦牙或喜歡吃
甜糖果而令牙齒出現問題，黃獅友都詳細的向家長
及學童解釋。每位學童都獲得一份書面的檢查報
告，方便他們尋求進一步醫療時作參考。低年級的
學童由於年紀還細，對牙醫都存有恐懼心，往往要
家長從旁安慰及護士姐姐的幫助，在哭哭啼啼情況
下完成檢驗。但接到美麗的貼紙後又破啼為笑，開
心回家。
整個活動於中午十二時圓滿結束。

本會黃文昌獅兄為幼童牙齒檢查

姊妹學校計劃
2017-2018獅子年度姊妹學校計劃由本會吳杏楨會長擔任主
席，支票遞交儀式於5月20日中午於獅子會中學舉行。出席的
參與學校都由他們的代表在范佐浩前國際理事見證下把支票遞
交給區會。本會亦由下屆會長陳植森博士代表致送。本會獅友
包括創會會長顧明仁獅兄、前會長張昌揚獅兄、下屆第二副會
長鄭長榮獅兄及第三副會長鍾敬國獅兄亦協助擔任義工，為大
會處理大量需要蒸熟的魚蛋、蝦餃及鉢仔糕等美食。

本會候任會長陳植森博士(中)代表致送支票

2018年5

月至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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淺灣獅子會數月來馬不停蹄和抖擻精神積
極舉辦各類社福及籌款活動。4月28日銀

淺灣獅子會為協康會在尖沙咀The One 東海薈主
辦「同心協力樂親心」，招待協康會學童和家庭，
並提供午膳及嘉年華會活動 。由大會主席蕭美心
獅姐率領下，並國際獅子總會中國港澳303區總監
陳立德獅兄 、第一和第二副總監 郭美華獅姐和王
恭浩獅兄，一同揭開序幕。當天 節目精彩豐富琳
瑯滿目，協康長沙灣中心和富昌中心活力小子和
Baby Shark La La演出拍案叫絕；席間更設有創
意萬千的遊戲和攝影攤位，還加插HeMan魔術、
扭 氣 球 ……另 ， 廖 令 軒 獅 兄 大 笑 瑜 伽 表 演 引 得 台
下觀眾哄堂大笑、氣氛歡愉；感恩各家庭、小孩和
受眾共度了一個欣喜若狂和興高采烈的難忘周末。

銀淺灣獅子會為善不甘後人，我會在林修基獅兄引領下群策群力眾志成城，於4月29日在尖沙咀 I Square
UA戲院 舉辦了《復仇者聯盟3：無限之戰》慈善電影籌款。當天戲院內摩肩接踵，嘉賓們說說笑笑、興
奮萬分；在輕
鬆歡愉的星期
天魚貫入場，
真可謂推己及
人、為善最樂
福有攸歸！

另，銀淺灣獅子會會友善心無限，會友合力捐贈十萬贊助紅十字會流動捐血車，並慷慨解囊參與邱子田
中學及小童群益會學童小提琴助學金計劃，盼以推己及人精神多作公益慈善；另更會延續健康我話事
2018 之耆愛樂穿梭服務，積極參與健康講座及派送日用物資與九龍區低收入老人院，盼望造福社群。
此外，銀淺灣獅子會為持續服務社群，恩澤全城和求變更新，將於6月前往深圳接受兩天培訓，以薪火相
傳互相砥礪之心，作交流和互動學習；另更多絡繹不絕會務和發展，詳情容後分享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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獅子行2018 -「獅子愛心童 樂結伴行」

今

年2月25日舉辦的獅子行活動以「獅子愛心
童樂結伴行」為主題，目的為提高獅友及公
眾對兒童癌症的關注。活動除邀請已康復中的兒童
癌症病人及家人參加外，亦邀請了幼稚園、中、小
學生及家長參與， 藉此給予病童及其家人精神上

的支持和鼓勵。本會獅姐陳蕙婷、王小暉、王彩美
及家人聯袂出席，於起步儀式舉行後，由山頂道花
園出發，沿盧吉道環繞山頂步行，沿途飽覽香港明
媚風光，與病童及家人一起共度了一個既愉快又有
意義的星期天。

3月7日明珠例會及新春團拜
明珠3月份例會及新春團拜於中環華商會
舉行， 各獅姐均踴躍抽空出席，互相祝
賀。 當晚得到總監陳立德獅兄及第五分
區主席梁柏賢獅兄先後前來探會指導，令
獅姐們增益不少。當晚壓軸抽獎由會長招
幸嬋獅姐送出金元寶， 最終由梁靜兒獅
姐幸運獨得，真是鴻運當頭！

自然教育基金 -「歐洲世界地質公園之旅」
4月16至25日，多位獅姐參加了獅子會自然教育基金舉辦的「歐洲世
界地質公園之旅」。此次行程內容豐富，團員們有幸領略了從北愛爾
蘭Belfast的 Giant's Causeway、Marble Arch Caves，到英格蘭西
南部的English Riviera以及意大利北部的Beigua、Apuan Alps世界
地質公園的壯美風光。更有機會瞭解歐洲地質公園的歷史和發展現
狀，與地質公園專家學習、交流，品嘗當地美食，實是一次豐盛之
旅。對愛護大自然、宣傳推廣可持續性發展的理念，有了更加深入
的認知。

七代同堂聯合晚餐例會
半島獅子會由開創至今已繁衍至第七代了，實在可
喜可賀! 明珠獅姐們當然不會錯過與獅友聚首一堂
慶祝這個大日子的好機會，一同出席於4月20日假
帝京酒店舉行的聯合晚餐例會。當晚大會安排了8

隻獅子引領眾會長及嘉賓進場，之後進行點睛儀式
和醒獅表演。大會更邀得營養師黃麗寶小姐作主講
嘉賓，教授飲食健康秘訣。此外，還有舞蹈及魔術表
演，為晚會增添不少熱鬧氣氛，賓客無不盡興而歸。

獅子全城愛心捐血日
明珠會長招幸嬋獅姐及宋寶瑞獅姐於4月21日響應「獅子全
城愛心捐血日」的呼籲，一同參與捐血及義務工作。開幕
儀式於理工大學西九龍校舍舉行，並邀得食物及衛生局副
局長徐德義醫生作主禮嘉賓。除理工校舍外，全港9個不同
地點亦設立捐血站，方便不同地區人士參與。今次活動為
血庫增添補充，令全港有需要的市民受惠。

獅子會百年慶環保創作活動暨支票致贈儀式
獅子會每年籌辦的「姊妹學校計畫」已舉行了37
屆。今年成功為50間港澳特殊學校與普通學校配
對，為學童推行各項共融活動。有關經費得到多個
屬會支持，而明珠獅子會亦參與捐贈五千元予香港

耀能協會羅怡基紀念學校。支票致贈儀式於5月20
日假獅子會中學禮堂舉行。當日於校內操場同時舉
行環保活動，設置多個遊戲攤位，讓親子闔家樂也
融融！

2018年5

月至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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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區
Central

獅子會

台北市大同女子獅子會授證四十一周年

每

年一度的姊妹會互訪都在5月份開始，中
區獅子會的獅姐在5月7日出發前往台北

參加台北市大同女子獅子會授證四十一周年暨第四
十一、四十二屆會長交接典禮，莊嚴而隆重的晚會
教我領略到雖然文化背景不同，但對獅子會的承諾
都是一樣的。精心炮製的表演節目往往令人意想不
到，獅姐們的付出是由心而發，令人尊敬。每次到

台灣，除了可以欣賞台灣的宜人景色，也必品嘗到
時令的水果，美味的土產。而兩地的獅姐都藉著這
一個機會聚首一堂，互相關心及彼此問候。結盟十
七年，兩會的獅姐就像一家人一樣，多年的獅誼與
姊妹情實非筆墨所能形容。那種前人種下相知相交
的友誼又豈是一朝一夕的緣分！我代表中區獅姐們
再次多謝您們熱情的招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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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區獅子會與洛陽市政府聯合舉辦「特殊教育交流研討會」
轉載自 - 洛陽市新聞報導

圓滿、有序、精彩、溫情 - 記香港中區獅子會與新安縣政府特殊教育學術交流研討會
3月30日香港中區獅子會新安縣特殊教育學校舉行了2018年學術交流研討會會議的成功給人們留下深刻的
印象：領導高度重視，內容專業多彩，安排緊湊有序，效果出色感人。
一，準備充分
新安特校在校委會班子成員帶領下，全體教師齊心協力，改善學校操場等硬件設施，佈置寢室文化，精心
佈置會場，迎接香港中區獅子會愛心人士何麗貞女士及陳玉芬女士等一行的到來。
二，活動安排精彩
研討會從早上9點持續至下午17時30分，首先香港中區獅子會愛心人士何麗貞女士講解舉辦研討會的成因
，主要程序有三部分：香港培智教育的發展，來自香港的特教專家蔡磊燕校長及張月媚校長總結了近年來
香港培智教育的開展情況及培智教育理念。
10:30至12:00，由香港心光恩望學校三位位培智教育專家講解培智教育的經驗和技術。討論下午交流14:00
至17:20，來自洛陽九縣二區的特教同仁們與香港的特教專家針對培智教育的困惑進行了細緻全面的交流
0.17：30前何麗貞女士作會議總結研討會照預定程序，準時開始，按時結束。
亮點一：領導重視增強了特校教師的幸福感
研討會開始前，新安縣政協主席樊棟樑，省殘聯專職理事劉崢偉，洛陽市
殘聯副理事長張國美，新安縣殘聯理事長張曉紅，縣教育局副局長張俊峰
，分別在研討會上發言，向香港中區獅子會的愛心人士表示感謝，並表達
了對特殊教育的重視和敬意，讓所有在場的老師為之深深感動，增強了特
校老師的職業幸福感，提升了實現自我價值的信心。
亮點二：學術財富灑耀四方
此次由香港高水平的特教專家主講的研討交流會，新安特校不是獨自笑納，而是邀請洛陽全市的特教老師
與會共同分享，共同提高。這份熱情，這份無私，流淌在洛陽九縣二區老師們的心裡，把知識和經驗播撒
四方。

看，來自洛陽九縣二區的特教同仁們好認真呢！對先進經驗的嚮往如飢似渴！

亮點三：港陸一家親
香港心光恩望學校榮休張月媚校長，萬麗好副校長，鄭惠珍主任，潘海容
主任，香港臻和學校蔡磊燕校長傾其所有，把香港最先進，最前沿的培智
教育經驗和技術毫無保留地講給大家。這份真心相助如同兄弟姐妹，更展
現了洛陽和香港是相親相愛的一家人！
香港中區獅子會愛心人士和
洛陽特教全體教師合影留念

本屆研討會時間不長，效果卻很實用，惠及一線教師，會後不少老師仍感到意猶未盡，紛紛暢留了香港培
智專家的聯繫郵箱，並為以後的資源共享提了建議研討會。達到了預期目標，既展示了當今國際上先進的
培智教育理念和技術，又將對今後洛陽的培智教學課改實踐產生輻射性的影響，鼓勵了廣大老師勇於實踐
勇於創新，使洛陽的培智學校辦學水平步步上升。
2017年7

月至8月

A dv ertis eme nt

香港中區獅子會愛心人士既是新安特校的大恩人又是息息相通的親人！十
多年來，他們常年關注，關愛著新安特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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恭喜陳漢文會長榮獲2017-2018年度最佳會長

荷

李活在陳漢文會長領導下獲得「2016-2017全年優異屬會服務計劃獎」後，連任2017-2018年度會
長，亦被全區90個屬會推舉為2017-2018年度班長，繼續他個人做事作風「沒有最好的，只有更
好的」，在任內他積極參與獅子會各樣活動，已出席服務活動及會議超過300個以上，出席率達90%，廣
納賢才，為本會增加一倍會員，並提攜新獅友擔任不同類型服務活動的大會主席，給予獅友們發揮領導
才能的機會，在2017-2018年度，我們已完成多項服務，這包括以下﹕
2017年 7月 遠赴美國紐約探訪Visions盲人和視障人士生活訓練營
8月 家居維修服務
9月 荷李活巨聲慈善歌唱夜
10月 惜食堂製作愛心飯盒、家居維修服務、獅子同心捐血日及大角咀區派發福袋
11月 探訪「共建 《深》《情》在蘇屋」項目首批入伙獨居長者
12月 荷李活敬老顯愛心
2018年 1月 荷李活、千禧、何文田、新時代及九龍城聯合舉辦「獅子維修顯愛心」
2月 中港交流生惜飲惜食樂融融
3月 葵涌松柏賀靈犬 獅子濃情千歲宴
除此之外，陳漢文會長不時舉行聯誼活動，既增
進獅宜，亦令獅友們在籌組及進行服務活動時默
契倍增，達致本會團結一致，上下一心的效果。
陳漢文會長經過2016-2017年度競選最佳會長落
敗，憑著不屈不撓的精神，再接再厲努力付出，
一步一步履行及實踐服務承諾，最終獲得區會認
同，授予2017-2018年度最佳會長。陳漢文會長
格言：「只要不放棄，凡事可成真」。

義工服務時數嘉許狀
國際獅子總會中國港澳303區，一如以往，一直幫助社會上不同需要的人士，本會很高興能夠參與其中，
為社會出一分力，2017年整整全年，本會獅友們積極參與獅子會各類型服務活動，很榮幸！繼今年3月份
獲區會頒發《百年慶服務獎章》，我們在2018年6月13日舉行的第三次全區聯合晚餐例會上再次獲區會
頒發由社會福利署發出的義務工作嘉許狀，本會獲獎名單如下﹕
金狀義務工作嘉許狀
金狀義務工作嘉許狀
銀狀義務工作嘉許狀
銅狀義務工作嘉許狀

(小組)： 香港荷李活獅子會
(個人)： 陳漢文會長
(個人)： 霍兆堅獅兄、李致昌獅兄及鍾家豪獅兄
(個人)： 曾雪敏獅姐、陳靄華獅姐、何文超獅兄
吳國榮獅兄、陳美倫獅姐及高文開獅兄

荷李活全體獅友在2018-2019年度會繼續熱心投入服務，發揚「四出精神」﹕出心、出力、出錢、出
席，造福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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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鑽石獅子會二十周年綜合晚會
鑽心獻愛廿載情 石耀金輝創高峰

香

港鑽石獅子會創會二十周年，三月五日在

小提琴合奏

香港大會堂舉行綜合演唱會，當天晚上由

的「海闊天

大會主席鮑幗潔創會會長，並榮幸得到陳立德總監

空、真的愛

主禮，更有第一副總監郭美華獅姐，第二副總監王

你」，本會

恭浩獅兄、第三分區主席蔡漢成獅兄、第三分域主

還即時送上

席黃子瑜獅姐、第七分域主席馮綺雲獅姐、香港鑽

新鮮愛心玫

石獅子會上屆會長聯合出席主禮，齊唱獅子歌 It's

瑰花給全場

a great thing to be a Lion 就開始我們的開幕儀

每一位坐上

式。當天本會全體會員出動協助活動，分工合作，

來賓；上屆

負責節目表演，司儀，接待，佈置前後台的所有工

總監馮妙雲

作，真是值得讚揚，連開場舞獅慶賀都是由獅子會

獅姐與何艶

中學的同學們負責，舞獅吐出兩句本會的廿年情對

蘭獅姐合唱

聯「鑽石獻愛廿載情、石耀金輝創高峰」，寓意本

「香夭」；

會的獅友大家對獅子會精神，情濃貢獻志向更高

黃顯倫獅兄

峰，再要發揮另一個廿年服務的開始。本會當日全

的自述感想

場放滿毛坐墊，愛心送給全場到賀的來賓。

「誰能明白我」；廣州獅子會鑽石隊的創會楊禮霞
獅姐，特地帶領廿幾位獅友親身來到香港，為慶賀

當晚香港鑽

本會二十周年演出「禪舞」及演唱「朋友、光輝歲

石獅子會全

月」；本會更榮幸得到2017-2018年度的會長們，

體獅友，出

特別為慶祝本會而排練一場「非洲鼓舞慶新春」令

動負責表演

當晚本會生色不少，熱鬧喜慶的氣氛，使全晚的嘉

多項節目，

賓有一個難忘的二十周年綜合晚會。即晚全體獅

首先由梁子

友，演出嘉賓及工作人員，幾十人一同宵夜慶功，

豪獅兄、曾

度過歡樂難忘的時光。

志強獅兄、
何柏良先生

本會已經完成了本年度的全球行動中的各大服務，

合唱，吳兆文獅姐朗誦，大海呀故鄉，少女舞蹈組

目標如愛心扶貧派飯盒、糖尿病知多少的服務、護

表演跳K Pop，凌元風及甄麗華小姐合演粵劇折子

眼的視事關心、本會有

戲「狄青闖三關之猜心事」。

多位獅友參加了青少年
的三年友獅服務計劃。

前會長黃星軒獅兄的「健康哈哈笑運動篇」；王恭

本會全力實踐獅子會的

浩第二副總監的愛兒王贊熙同學的小提琴獨奏「龍

服務精神，還繼續配合

的傳人」；第二副會長李淑娟獅姐與麥錦𤌴先生的

3月5日二十周年晚會

「輕歌妙舞Rumba Dance」；黃銘斌獅兄演唱的

的口號「鑽石獻出愛心

「藍雨」；陳櫻之獅姐演唱的「美麗的姑娘」；鮑

已經廿載情懷，就像鑽

幗潔會長演唱的英文歌；本會更邀請到一位神秘嘉

石閃耀的金輝閃閃繼續

賓，是名歌星許冠傑的契仔 Mr. Justin Lam，為

不停地再創高峰的理

本會演出多首名曲；朱濟諾先生及郭子琳小姐結他

念」。

2018年5

月至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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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sing Ma

資訊委員
許樹棠

3-4月青少年職場體驗計劃

自

3月24日青少年職場體驗計劃啟動禮之

理、製造業、公關、殯儀、寵物美容、社企、汽車

後，4月3至6日青少年職場體驗計劃，實

地職場體驗，共316位學生參與，體驗各行各業的

行 業 和 室 內 設 計 等 等 ……此 計 劃 能 順 利 舉 行 ， 全

賴303區其中29個屬會的支持及參與，而青馬獅子

發展，了解更多自己喜愛的行業，體驗將來的發展

會更是其中一個提供最多職位的屬會。4月22日青

潛能。此計劃包括60家熱心企業，為300多位來自

少年職場體驗學生分享會，聽到學生體驗期間的心

基層的中學生提供實地職場體驗機會。行業分佈飲

聲，更收到不少熱心企業的建議及評論，成就這個

食、零售、金融、物流、多媒體、戲院、物業管

計劃順利進行。

4月29日盛德中學服務計劃
青馬獅子會除了每年贊助盛德中學獎學金計劃之外，
也會籌辦一些課外活動，與他們一同參與。是次舉辦
之射擊活動，除了與學生們共同分享課外活動經驗之
餘，也可以訓練他們的敏捷的體格及合作精神。

5月5日廣東獅子會
珠江服務隊邀請番禺行
獅子會珠江服務隊邀請香港青馬獅子會到廣東到番禺
一同交流心得，更一同訪問當地番禺新造鎮谷圍新村
敬老探訪及派發福袋給老人做服務，同時也捐贈三千
元給當地老人院。

5月27日北區健康人生快速大檢測 暨
「視事關心」視力教育計劃
今次所舉辦的活動，目的是透過香港青馬獅子會、

一個愉快的下午！是次活動除了青馬獅子會的精心

路德會社會服務處及心滙心臟及腦血管中心的義工

安排之外，更得到總監，多位區職員及其他屬會會

團隊，為100戶低收入家庭成員進行一系列簡單又

長到場支持。

快速的健康檢測，包括眼底血管知中風、以眼觀眼
知眼疾、手指傳電知你心、口水冇嘥知糖尿。各人
的檢測結果會由醫護同工解釋並加建議。同場亦會
安排由營養師提供講座給大家留意飲食習慣，以收
疾病預防之效。同時，亦照顧家庭的小朋友齊來參
加視力教育講座及遊戲，好讓小朋友盡早保護視
力。透過此項活動，可讓家庭成員認知健康狀況之
餘，亦可與義工們同享茶點，互有交流，一齊歡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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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永如

香港千禧獅子會致千禧青年獅子會十五周年贈言

香

港千禧獅子會成立了香港千
禧青年獅子會，宗旨是將

青年的一輩培育成為可為社會服務
外，更是要培養他們敬長愛父母，
關懷導平輩，提攜年輕的一輩。香
港千禧青年獅子會已歷程了十五
載，會長接會長的道路上，一直都
站穩了方向，對大獅尊敬有加，對
區會活動不遺餘力，對弱勢社群幫
助關懷，悉心引導，令千禧大獅引
以為傲。

獅會一起參與，促進青獅友會的獅誼，使千禧青獅
的活動和服務更多元化，邁向青獅一體化的目標。
有光便會發熱，今屆參與千禧的新會員及準會員增
加至30多位，千禧青獅的上屆會長蕭舜鴻青獅更有
幸成功當選青獅區副會長，許多前會長更被委任為
區小組或籌委之主席及副主席，於區會層面為青獅
出一分力。千禧獅子會能培育到青獅的這個團隊是
我們的榮耀，更難是千禧青獅能自我努力、自我自

十五年來的服務計劃包括不同服務對象，都是很艱

律、自我爭取「我們服務」此等光輝，誰可爭鋒！

辛的工作，但如抱著獅子會宗旨「我們服務」，不
由而然地會產生動力。過程中必是群策群力，在討

本人謹代表香港千禧獅子會全體獅友祝賀香港千禧

論中有爭辯而致歸納，這就是「萬法歸宗」，聚合

青年獅子會百尺竿頭，更進一步。願各位向香港千

各人的計劃而成的「謀略」。在進行中，千禧青年

禧青獅創會會長鄭泳舜學習，爭取做立法會議員，

獅子會的青獅是目標一致的，這就是千禧獅子會的

真正為全港市民服務，冀盼你們努力於將來，豪邁

團結之處，更可高呼「我們有傳承了」！

豁達，薪火相傳。
陳 德興 撰稿

千禧青年獅子會能實踐議事的規程，總可將決議的
事項排難解紛去完成目標，使青年獅友感受到「我
們服務」的真諦，故在今屆千禧青年獅子會的招募
聯誼及拓展活動裡均有超乎理想的成績。
千禧青年獅子會除了自己活動外，更與自閉症譜系
人士合作，籌劃長者服務，帶領他們融入社群。
更首辦了「飛盤爭奪賽」並邀請到303區的其他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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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長
何賢忠

國際獅子總會中國港澳303區
第二次聯合晚餐例會：向會長、秘書、司庫致敬暨新春團拜

本

年度第二次全區聯合晚餐例會向會長、秘

黃馨儀獅姐以及袁向弘獅姐亦順利完成了新會員入

書、司庫致敬暨新春團拜聯歡晚會已於

會儀式。

2018年3月11日 (星期日) 舉行。本會各獅友亦悉
心打扮穿上傳統的中國服以配合大會主題，本會會
長何賢忠獅姐更擔任大會司儀以及前會長陸詠儀獅
姐扮演財神為全體獅友獻上第一次。
而本會會長何賢忠獅姐、義務秘書蔡雪亮獅姐及義
務司庫余華強獅兄亦一一上台，接受全體獅友的肯
定並感謝其過去多月的辛勞工作及為會務作出的貢
獻，且得到高度的讚揚，另外，本會2名新獅友：

「我要健康之兒童視力檢測2018」
維港獅子會原訂於2018年2月11日舉行的「我要健
康之兒童視力檢測2018」，因流感高峰期，故活
動延期至4月8日假佛教中華康山學校順利完成。是
此活動得到東區婦女聯會以及東區青年交流促進會
擔任合辦單位，並邀得睛彩慈善基金以及佛教中華
康山學校全力支持，實力非凡。

活動的大會主席是由蔡雪亮獅姐，副主席則由余華
強獅兄擔任，大會當日邀得國際獅子總會中國港澳
303區總監陳立德獅兄、第一副總監郭美華獅姐、
第二副總監王恭浩獅兄、第六分域主席李燕芬獅
姐、睛彩基金會副主席邱健醫生、東區區議會丁江
浩議員、睛彩基金會創會會長周伯展醫生以及佛教
中華康山學校吳永雄校長擔任主禮嘉賓，並由邱健
醫生到場為學生提供眼科專題講座，而場內亦設有
幾個遊戲攤位及提供免費眼科檢測與學生參與。
義工協助各個檢測，包括：視力、色覺及立體感。
最後，每位出席的學童亦得到由傅藝教育慈善基金
會贊助全場的禮品包，為學童帶來無限歡樂。
十分感謝各位獅友提前到場為活動作出準備以及擔
任義工協助驗眼工作。而是此活動十分成功，出席
學童人數亦逾如期，成績令人十分鼓舞。

「視事關心」視力教育計劃
本會本年度隸屬第六分域於2018年4月20日下午
舉行五會聯合驗眼服務，其中包括：青山獅子會、
鑪峯獅子會、新界獅子會、紫荊獅子會及維港獅子
會，當日約有40名長者參加，並由各獅友協助寶覺
中學學生進行各項遊戲，場面熱鬧，而本會亦有多
名獅友出席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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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長
溫思聰

資訊委員
何淑雲

良獅益友生涯規劃畢業禮 暨 愛心魔法服務日

長

達 一 年

支持服務日的第

的香港灣

一副總監郭美華

仔獅子會「良獅

獅姐，第四分區

益友生涯規劃計

主席陳中正獅兄

畫」終於順利圓

和幾位友會的現

滿結束，謝謝各

屆會長出席支持

位香港灣仔獅子

和參與服務。當

會的兄弟姐妹這一年的支持和努力，我們於2018

然也感謝一眾香港灣仔青年獅子會的青獅支持協調

年5月12日終於完成我們這一個里程碑，意味着雖

活動和服務，感謝一直以來默默支持我們的獅友和

然本會今個年度的服務計畫完成，但我們抱着獅子

我們的合作夥伴官立嘉道理爵士中學（西九龍）的

會服務承傳的精神，期待明年可以服務更多有需要

支持和配合，令我們能夠變出這個魔法！

的人！除了再一次恭喜獲得「香港灣仔獅子會良獅
益友友生涯規劃獎」的各得獎同學之外；更感謝當
天出席畢業禮的嘉賓。特別感謝總監陳立德獅兄、
第二副總監王恭浩獅兄、第六分區主席梁麗琴獅姐
和第十七分域主席蔡澤明獅兄出席畢業禮並為我們
頒發以計畫命名之獎項給優秀的同學鼓勵他們的投
入參與。
畢業禮完成後，我們進行了一項愛心魔法服務計
畫，教授超過120位的小學生一些愛心魔法，待日

「我們服務」是不分彼此地由心出發，還記得六年

後大家做社會服務時可以把關愛精神和正能量透過

前我長女出生當日是我加入香港灣仔獅子會的同一

魔術表演分享承傳下去。借此機會也感謝當天出席

日（我的爸爸在同年也回到天家），但這也啟發了
我，使我體會到服務是一種精神的承傳，服務的真
諦是生活的支柱（無論在家中、在工作上或在社會
上）。但社會服務不能單靠個人力量，關愛的精神
要靠人與人之間的互相交流、扶持和溝通才能建立
和變得堅固。還有一個月我就要把這魔術棒移交給
候任會長林珠妹獅姐，讓我們繼續把這些魔法的種
子承傳並開花結果吧！
撰稿人：Wilson溫思聰 (香港灣仔獅子會2017/18年會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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鑼灣獅子會與香港基督教女青年會合作的服
務計劃獲社區投資共享基金資助。該計劃名
為「暖 LOVE LOVE 糖不甩」，旨在集結一班有

會長
譚潔儀

資訊委員
黃健明

心人在青衣區為長者編織支援網，透過不同服務，
讓社區的長者更多互相認識，建立更佳鄰里關係。
計劃由2016年開始，為期三年，其間合作進行不
同活動。2018年5月19日，本會多位義工好友，到
長青松柏中心，再次進行長者探訪服務「糖兄妹關
懷行動」。當日松柏中心安排同區長者義工，與獅
友義工探訪長青邨內多戶獨居長者。獨居長者們都
很高興地接待到訪的義工們，也分享他們的近況。
義工們也會記下長者們的家居需要，再匯報給松柏
中心的負責社工。活動不單讓長者義工和獨居長者
建立友誼，也讓獅友義工和松柏中心社工了解獨居
長者的需要，建立長遠合作關係，服務獨居長者。

2018年4月19日是第二年舉辦的「獅子全城愛心捐血日」，銅鑼灣獅子會負責駐
守西九龍捐血站，當日共有84人登記、35人(全血)+33人(成份血) 成功捐血！本會
共有8位獅友登記捐
血，其中4位成功捐
血！為鼓勵大家培養
定期捐血的習慣，出
力、出心、出席、出
錢、更加「出血」！

香港新民
ens
Hong Kong Citiz

獅子會
會長
葉致欣

資訊委員
莫穎傑

香 港 新 民 獅 子 會 - Cit iz e n s C o n c e r t 2 0 1 8

獨

樂樂不如眾樂樂。

5月12日，香港新民獅子會邀請了超過500位年青
人一起在香港演藝學院演出。在管弦樂團的伴奏
下，年青人齊聲高唱Why We Sing，他們用美麗的
歌聲告訴大家，唱歌是快樂的！

我們感謝來自不同學校和機構的年青人，參加香港
新民獅子會第一次的Citizens Concert 2018 音樂
會。感謝主禮嘉賓陳永華教授的鼓勵、楊立門先生
領唱及演出、娉婷二重奏美
妙的鋼琴聲、各位校長、音
樂老師的熱心支持，以及同
學年青人的熱情參與！
最後，多謝藝術總監莫彥璁
老師帶領我們走過今次難忘
的音樂旅程！
期望2019年1月10日尖沙咀
文化中心音樂廳再見面。

《關愛基層幼兒家庭❤16分域愛心滿地球》
4月21日，第六分區主席梁麗琴獅姐，香港新民獅子
會第一副會長何銳祺獅兄出席由第十六分域主席吳
秀嫻獅姐主辦的《關愛基層幼兒家庭❤16分域愛心
滿地球》奶粉派送活動，演講嘉賓為深水埗超過300
個低收入家庭講解護眼及眼疾常識、如何平衡嬰幼
兒營養攝取，並即場派送300罐奶粉，為他們帶來溫
暖、知識與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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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一 八 年 四 月 十 四 日「 悅 讀 智 多 F U N 嘉 年 華 」完 結 篇

「悅

書會書包圖書館」由2016年投入第二階段服務，「悅讀智多 FUN 嘉年華」延展家長和子女
一起閱讀圖書的習慣，提升孩子們對閱讀的興趣。

時間飛逝，第二階段亦到了一個圓滿結束的時候。當天項目主席羅詠逑獅
姐、羅潔嫻會長帶領半山獅子會眾獅姐出席明愛筲箕灣綜合家庭服務中心聯
合舉辦最後一個「悅讀智多 FUN 嘉年華」。我們還邀請在第二階段合作夥
伴一起參加，包括：明愛屯門良景綜合家庭服務中心、及明愛。
當天節目除了有悅書會獎勵計劃頒獎禮、攤位遊戲、三隻小豬的劇場，還
加插一個 「親子小蛋糕製作」，吸引很多小孩子與家長一起學習怎樣設計
小蛋糕圖案。看到他們很專注地製作的模樣、完成後那種滿足及喜樂，感染
有份參與在當中的家長及獅姐，令整個嘉年華在一片快樂氣氛下圓滿結束。
對我而言，能有份參與覺得很欣慰。正正就是藉著不同的活動，讓小朋友撇開平常上課及應付不同的學
習；讓他們能與家長一起享受製作過程，是多麼的溫馨！
有見及此，第三階段 「英語戲劇訓練班」在 2018年暑假展開，期待看到活潑小朋友的表演。
撰寫： 郭珍妮獅姐

「樂聚盆菜賀豐年」暨
「藝動延希望」籌款活動慶功宴
為感謝各位獅姐努力籌得佳績，活動主席黃陳德芬獅姐設下慶功
宴，為各位獅姐提供麻雀耍樂，卡拉OK及豐富的晚餐。 本會獅
姐們最喜歡就是聚在一起服務，今次難得大家聚在一起談笑玩樂
增進獅誼，盡情地玩了一整個晚上。

三○三區競選活動
每年三、四月正是競選活動進行得如火如荼之際，競選者努力不懈地探會及舉行競選宴會，為選舉爭取
更多支持票。今年三位候選人都以高票當選， 恭喜候任總監郭美華獅姐，候任第一副總監王恭浩獅兄及
候任第二副總監梁禮賢獅兄， 明年領導三○三區更上一層樓。

四月二十一日
「獅子全城愛心捐血日2018」
本會會長羅潔嫻獅姐，袁杜錦鸞獅姐，余慧初獅姐，梁文靄獅姐及田愛
平獅姐，出席在銅鑼灣及西九龍捐血站支持當天捐血及協助在場捐血的
獅友們。各捐血者必須填寫一份詳細的問卷，經過抽血檢查，量度血壓
及一輪面談，合格者才有資格捐血，整個過程都十分嚴緊，大家亦耐心
等候。為有需要的病人而設下準密的捐血防線是可以諒解 。

2018年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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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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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會十周年慶典之「華夏之夜」

香

港壽臣山獅子會自2009年5月21日，在W
Hotel 舉辦創會授證之夜，從前特首梁振英

及前國際會長譚榮根獅兄手中接過創會證書及權槌
後，轉瞬間已十個年頭了，回顧這十年內得到每屆
的會長及全體獅友支持，同心協力舉辦了大大小小
出色及有意義的服務，在此要衷心感謝所有前會長
及全體獅友的付出和努力。尤其是近期舉辦的骨質
疏鬆—檢查同樂日暨醫生講座，在大會主席李文偉
獅兄帶領下這項服務得到世界骨質疏鬆基金會長、

要籌辦一個富有中國文化特色而別開生面的晚宴，

主席及醫生的認同與讚賞，並邀請本會與世界骨質

殊不簡單，大會主席李文偉獅兄委任三位副主席，

疏鬆基金會合辦「護骨防跌保安康、醫生講座暨嘉

包括前會長吳麗娜獅姐、前會長鄧麗兒獅姐及前會

年華」，在2017年11月5日在威爾斯親王醫院舉

長沈顏獅兄協助，並邀請創會會長嚴偉貞獅姐負責

行，實屬我會榮幸。

十周年紀念場刊及邀請廣告祝賀。
華夏之夜，服裝是當晚的主題，相當重要，主席李
文偉獅兄花了三個月時間去搜集全體獅友、青獅及
表演嘉七十多套華夏朝代的服裝，獅友們分批試
穿。還聘請了一位專業服裝師負責為每位獅友選擇
的服式和頭飾，並協助聘請十多位化裝師、髮型設
計師在十周年當晚為獅友化妝梳頭及戴頭飾。
經過六個月的籌備，我們等待的四月十四日終於來

踏入2018是壽臣山獅子會十周年的大日子，經過

臨了，我們獅友於十二時已到達 I Corn 酒店分批

董事通過後決定要舉辦一個盛大而難忘的十周年慶

化妝、梳頭、戴頭套、假髮、戴頭飾等，最後穿上

典，並一致推薦李文偉獅兄為大會主席，李獅兄一

古裝。大會主席李文偉獅兄扮秦始皇、創會會長扮

向做事認真、嚴謹、要求完美，他絕對勝任負責這

皇后、前國際理事文錦歡獅姐扮武則天、前會長沈

個大型的慶典。

顏扮楊採利書生、兩位副主席吳麗娜獅姐和鄧麗兒
獅姐扮清朝皇后，到傍晚六時所有獅友、青獅全部

李獅兄接受委任後，隨即展開工作，
設立籌委會，全體獅友分工合作，上
下一心，大會主席李獅兄決定舉辦一
別開生面的「華夏之夜」，全體獅友
要裝扮成華夏朝代人物，並加插有華
夏人物比賽項目，歡迎嘉賓參加，比
賽設有男子組、女子組，如獲冠軍，
可奪得陀飛輪手錶一隻。

70

J u ly & A u
gust 2017

會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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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委員
譚綺華

完成化妝，準備迎接嘉賓到場，拍照留念，
來臨的嘉賓亦可免費取一份古代頭飾助興，
在接待嘉賓區，有古代涼茶店，寫大字、在
這時刻已進入時光到流二千年「華夏朝代」
擠滿了古代人物：皇后，帝后，楊貴妃，大
將軍，包青天，古代美人，侍婢等……
到場的嘉賓個個讚賞不絕，壽臣山獅子會搞
活動十分認真。
輪手錶一隻（男、女各一），各參賽者表演精彩，
到七時全體主禮嘉賓，獅友進場，開始晚宴典禮，

嘉賓們都走到台前觀看及支持。將比賽推至高潮。

主禮嘉賓有大會主席李文偉獅兄、金銀業貿易場主
席張德熙博士、前東華三院主席李鋈麟太平紳士，

再另一個高潮，豐富禮物大抽獎，頭獎由大會主席

及三○三區總監陳立德獅兄，前國際理事文錦歡獅

贊助陀飛輪手錶一隻，吳麗娜獅姐贊助珍珠頸鍊，
鄧麗兒獅姐贊助玉石擺件，還有很多名貴禮物，非
常開心。頭獎由母會前會長抽中，二、三獎由本會
獅姐抽中，皆大歡喜，抽獎完畢，大會圓滿結束，
各位嘉賓懷著難忘和依依不捨的心情離開。這晚十
周年「華夏之夜」好評如潮，讚賞不絕、還說這樣
盛大的宴會扮相，實在難逢。
壽臣山獅子會能舉辦工程浩大的十周年慶典，要多
謝大會主席李文偉獅兄贊助全體獅友的服裝、化

姐，在典禮尾聲，創會會長嚴偉貞獅姐感謝創會會

妝、梳頭及大會佈置，燈光、舞台佈置，及禮物贊

員送給他們一份很有紀念價值的水晶座，印有十年

助，多謝會長和創會會長禮物贊助，特別嗚謝文理

前創會晚宴的相片，並送全體獅友每人一份禮物以

事跳「絲帶舞」和嘉賓贊助文理事跳舞。

作紀念。儀式完畢後，娛興節目開始，首先由大會
主席帶領演湊中樂「男兒當自強」，由何國材獅兄

要多謝各位獅友及籌委會全體成員的出錢，出力，

伴唱。跟著重頭節目，非常榮幸邀請到前國際理事

和母會蘇漢發獅的支持和贊助今次的十周年慶典得

文錦歡獅姐跳絲帶舞，舞姿曼妙、姿態優雅，獲

已順利圓滿成功，令出席獅友留下難忘美麗的回憶。

得全場掌聲如雷。跟著由創會會
長高歌一曲「少女慈嬉」、隨後
人人期待的華夏人物比賽項目出
場了，參賽者非常踴躍，共有男
A dv ertis eme nt

子組十五隊、女子組十五隊，由
六位外界專業人士做評判，主席
評判有名伶謝曉瑩小姐及名伶藍
天佑先生。獲得冠軍者可得陀飛

2017年7

月至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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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8日- 明愛醫院 - 愛心續「集」

四

月二十八日，有幸獲得明愛醫院邀請，出
席愛心續「集」—義工同樂日暨醫院義工

服務溝通平台。是次活動主要是為了鼓勵義工為社
會作出的貢獻，並藉此機會，建立一個良好的溝通
平台，有助日後的義工發展活動。當日活動除促進
各組織的溝通，同時，亦提出了一個更明確和方便
的溝通方法，有助日後的義務工作發展。

5月26日 海洋公園
深獅服務共聚海洋公園
五 月二十六日，你在那裏？那天的太陽像個火盆，

古 人云：「讀萬卷書不如行萬里路」，為深化本會

發狂地灼熱燃燒，很多人可能選擇獨留在家，但

已舉辦多年的基督教青年會留校服務，今年度本會

是我們卻懷着一顆熾熱的愛心帶給那些兒童幸福。

再接再厲，繼上年度的赤柱監獄探訪，今年決定與
一眾小朋友結伴遊海洋公園，讓小朋友大開眼界、
放眼世界。當日的服務非常成功，雖然天氣火熱、
人聲處處，但無阻小朋友暢遊海洋公園，認識來自
國家的大熊貓、欣賞不同品種的魚類、了解到不同
地域的動物有其各自的習性。

活 動的成功有賴各位獅友及義工朋友無私付出，期
望以後不同形式的活動有更多有善心朋友加入。

深獅端午樂融融
本會為響應歷史悠久的端午節和有回饋服務大眾社

群 的 愛 心 ， 在 六 月 二 日 在 深 水 埗街 坊 福 利 會 連 續
九年再度舉辦節日慈善敬老活
動。當日活動超過一百二十位
長者參與，大家一起參與問答
遊戲環節、觀看本會精心準備
的魔術、跳舞、唱歌表演，活
動中台上台下打成一片、樂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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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融。最後本會準備了愛心福袋及健康糉子給所有
老友記回家應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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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ng Kong New

撰

會長
徐歷遜

資訊委員
余家偉

文：余家偉獅兄

不經不覺又到了本屆2017-18年度的尾聲，亦是本人擔任香港新時代獅子會資訊委員身份為大家寫的最後
一期獅聲。很榮幸任內能得到徐歷遜會長的信任和包容，讓筆者可以盡心盡力為大家回顧服務活動花絮
和分享本會的近況。

恭喜陳紹聰獅兄成功當選為
香港新時代獅子會2018-2019年度會長
2018年4月6日是一個特別的日子，當天既是香港
新時代獅子會四月份理事會及例會，很榮幸能邀請
第一副總監郭美華獅姐及第五分區主席梁禮賢獅兄
親善探會；當日亦是本會的仝人大會，陳紹聰獅兄
成功全票當選為香港新時代獅子會2018-2019年度
會長，恭喜陳獅兄！

長均具備了獅子精神“4 SHIPS”中的“LeaderSHIP”。2018-19年度將至，新時代獅子會將會繼
承和發揚徐歷遜獅兄的精神，期待來年在陳紹聰獅兄
的帶領下，香港新時代獅子會會務和服務蒸蒸日上！

藉此機會，感謝徐歷遜獅兄過往一年的努力。在
2017-2018年度會長徐歷遜獅兄的帶領下，本會完
成了多個優質服務，獲得廣泛受惠群體一致高度
的評價。這正好反映出我們香港新時代獅子會的會

新時代老友記生日會
2018年4月14日，香港新時代獅子會的獅兄獅姐們來到畢尚華
神父護老頤養院參加了一個特別有份量的生日會，各位壽星年
齡加起來超過了一千歲了！我們與一眾老友記唱歌、玩遊戲、
派生日禮物和切蛋糕，場面窩心又溫馨。感激一班熱心的獅友
和義工們無私奉獻地出席出心出力，希望一班老友記們每天都
能開開心心，健健康康！

獅子全城愛心捐血日2018
講起健康，大家知不知原來我們每次捐贈一包全
血，就可救治3個或以上病人！為響應「救助病
危、大愛無畏」的精神，在2018年4月21日，香
港新時代獅子會的獅兄獅姐們全力支持由區會第五
分區主辦的「獅子全城愛心捐血日2018」。當天

我們負責駐守香港紅十字會沙田捐血站，一方面協
助紅十字會的職員接待前來捐血的市民；另方面為
各捐血人士送上一枚由獅子會贊助的紀念襟章，以
答謝大家捐血救人的善心。萬一錯過了當天活動的
朋友亦不要猶疑啊，快些加入捐血救人的行列吧！

大獅青獅BBQ同樂日
2018年4月28日晚上，我們香港新時代獅子會的青獅與大獅濟濟
一堂，齊集大埔巴希雅海灣重慶燒烤樂園，聯合舉辦了一個燒烤
聯誼活動。當天同樂日活動非常成功，總共有20多位獅兄獅嫂和
30多位青獅及青獅友好出席，更有幸邀請到上屆總監馮妙雲獅姐
蒞臨與眾同樂。全賴青獅會長Tindoe 石善銘青獅把這個同樂日
攪得有聲有色，令大家度過了一個愉快盡興的晚上。感謝青獅們
一直以來對我們香港新時代獅子會大獅的支持，大獅們亦因為香
港新時代Circle Family擁有你們青獅而自豪。慶幸香港新時代獅
子會的大家庭一直非常有愛，盼望這份愛能一直延續下去。
2018年5

月至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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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荃區好惜食」義工活動

會

長陳承邦獅兄、副會長凌以徽獅兄、梁明遠獅兄及陳釗然獅
兄出席於深水埗惜食堂舉行的「荃區好惜食」義工活動，4

人除了準備飯餐外，更與長者大玩賀年遊戲，一同共慶新春。

逸傑國際慈善基金會
2018周年慈善晚宴
會長陳承邦獅兄與多位獅友出席支持逸傑國際慈善基金會2018慈
善晚宴，場面熱鬧。晚宴所籌得的善款將用作未來醫療活動，讓
基金會為國內兒童提供免費唇齶裂修復手術。

荃灣獅子會會員大會暨4月份例會
荃 灣獅子會會員大會已於4月17日舉行，會長陳承邦獅兄於會議上進
行工作匯報。
本年度荃灣獅子會合共推行了8項慈善活動，超過2萬人次受惠。另
外，下屆會長亦於會員大會中順利誕生，李浩然獅兄在眾獅友一致通過下成為本會新任會長。

獅子會
村
一
又
港
香
at Chuen
Hong Kong Yau Y

會長
姚瑞添

慈善單騎 榕光行動

又

一村獅子會單車隊由第一副會長
李維恩獅兄率領共12位獅兄及
好友在1月5日至7日共三天完成320公
里深圳恩平單車長途籌款，共籌得善
款共港幣20萬元正。全數交榕光社為
無依獨居長者籌建一個理想安老之家。

智行香港「智善同行」嘉年華2018
香港又一村獅子會在5月20日由姚瑞添
創會會長及大會主席 Lorna 領導各獅
兄獅姐義工隊等出席在科學園舉辦的
慈善步行活動，共籌得善款港幣10萬
元，全數交智行香港。
在風光明媚的天氣，優美的環境下與
2,000多位熱心公益人士一起完成此項有意義，溫馨及健康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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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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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賣畫作 獻 愛 心

本

會天才橫溢的Jacky獅兄於一
年多前被塑膠彩畫的亮麗特質
深深吸引着，毅然執起畫筆，展開其
獨特的精彩演譯，憑着他的藝術天
賦，極速完成38幅創作，將清風、落
霞、海浪、孤雁及馬兒躍然紙上，獅
友們的讚賞及認同絡繹不絕。

今年他步向七十歲了，決定盡量使用上天給他的才華貢獻社會，
於5月15日在機場富豪酒店舉辦個人義賣畫展，Jacky獅兄並為畫
作灌錄不同的音樂，善心與才華並存。是次義賣善款的50% 將捐
助炮台山獅子會，用作慈善用途。

香港新界西

獅子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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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長
李星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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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副會長江錦宏、第二副會長劉學強、李

新界西獅子會4月16日例會及3月17日『新春敬老

易明獅叔及獅友們出席2018-4-22青少年

獻關懷』慶功宴，會長多謝各獅友出錢出力。

職場體驗計劃。

會長多謝李易明、張笑河、譚慧茵獅友出席303
區2017-2018區年會之夜。

新界西獅子會5月15日例會商討新一屆財政開
支、宣傳本會宗旨、服務方向、新會長就職典禮
等。
2018年5

月至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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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龍灣
Kowloon Bay

獅子會
會長
區鑑儀

資訊委員
李淑芳

老友記開心體檢服務日

5

月20日「老友記開心體檢服務日」是我們九龍
灣獅子會與香港耆康老人福利會，第二次在觀
塘啟業社區會堂，為啟業邨長者合辦的體檢日。這
次服務包括中醫師「耳穴保健」及「血壓、血管硬
度檢測」，受惠長者共一百七十九人。
我們非常榮幸邀請到觀塘民政事務助理專員趙廣堅
先生、國際獅子總會中國港澳三○三區第一副總監
郭美華獅姐、第十八分域主席何家輝獅兄蒞臨主禮
及為贊助商、義工頒發嘉許狀。同時亦感謝第六分
區主席梁麗琴獅姐、第十八分域主席何家輝獅兄慷
慨贊助禮品，令到更多的長者受惠！

早上九時半，眾獅友及三十多位義工集合會堂，大
會主席黃慧貞獅姐簡介工作後，大家便開始佈置會
堂、包裝福袋及安排座椅，獅友及義工非常齊心，
預備工作瞬間便完成。

個人血壓及血管硬度狀況，作為參考或諮詢專業人
士意見，作出適切的跟進。
二時正是典禮時間，主禮嘉賓就座後，先由大會主
席致歡迎辭；接著由觀塘民政事務助理專員趙廣堅
先生及第一副總監郭美華獅姐致辭，勉勵我們繼續
上下一心，為區內長者提供服務。
在體檢進行的期間，我們邀請了表演嘉賓，表演金
曲、粵曲、中國舞、魔術及抽獎，長者非常享受。
完場時我們更送上福袋，長者開開心心，滿載而
歸，我們的服務也圓滿結束。九龍灣獅子會必定會
繼續在區內發揮四出精神，為更多有需要幫助的社
群服務！

中午一時十五分，義工們逐一帶領長者進入會場，
按編號就坐。體檢服務首先由張雅菁獅姐、劉建邦
獅兄(註冊中醫師) 在台上為長者講解「耳穴保健」
的好處，內容清楚易明。其後大會主席簡介「血
壓、血管硬度檢測儀」的檢測數據，可讓長者了解

承先啟後，18/19再闖高峰
我會在歷屆會長英明領導下與眾獅友同心協力，為區內有需要的受眾提供適切服務，轉眼間又過了三
年。今年我會的主題為「屬會為本，服務為先，敬老護幼，凝聚獅子心」。
本年度新職員名單為：
會長：黃慧貞獅姐	 義務司庫：陳彩鳳獅姐
上 屆 會 長：區鑑儀獅姐	 糾察：李淑芳獅姐
第一副會長：盧子安獅兄	 總務：李貝詩獅姐
第二副會長：蕭志偉獅兄	 理事：陳惠儀獅姐
第三副會長：張文迪獅兄	 理事：張雅菁獅姐
義 務 秘 書：陳綺文獅姐	 理事：列學明獅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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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組主席：
會籍小組：陳惠儀獅姐
培訓小組：盧子安獅兄
源美棠獅姐
服務小組：蕭志偉獅兄
出版小組：李淑芳獅姐
列學明獅兄

會員：梁幸兒獅姐
黃偉文獅兄
李家堅獅兄
許淑貞獅姐
劉建邦獅兄
源美棠獅姐
彭禮清獅兄
李艷芳獅姐(休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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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長
林潔聲

月 二 十 八 日 ， 本 會 在 位 於 深 水 埗西 九 龍 中

詠民先生、深水埗警區警民關係組主任李偉雄警長

心一酒家舉辦了「百盛情意獻關懷」長者

等；全場歡樂聲不絕，掌聲此起彼落，參與長者及

下午茶聚，招待了約 300 位該區的基層長者，享

嘉賓無不盡興而回，令本會獅友心中享受著滿足的

用精美點心、健康菜式、美味甜品之餘，更有精彩

回報。

表演助興。當天得到總監陳立德獅兄、前總
監羅少雄獅兄、第六分區主席梁麗琴獅姐、
第十六分域主席吳秀嫻獅姐、第十八分域主
席何家輝獅兄、一眾屬會會長及母會香港獅
子山獅子會眾獅友出席支持鼓勵。
當天出席政府官員及社區領袖包括有深水埗
民政事務署文嘉穎助理專員、深水埗區社會
褔利署黎愃林助理專員、深水埗區議會主席
張永森議員 BBS,MH,JP、深水埗區議員李
四月二十八日的「百盛情意獻關懷」長者下午茶聚，得到總監陳立德獅兄、第
六分區主席梁麗琴獅姐、第十六分域主席吳秀嫻獅姐一早蒞臨為本會獅友打氣

五月二十二日，總監陳立德獅兄率領三十多位區職員及屬會
會長，在本會林潔聲會長引薦下，再次到長洲參與本年度長
洲太平清醮飄色大巡遊，303區更贊助了一台以獅子服務為
主題的飄色，藉此機會，把獅子會「我們服務」的宗旨，在
這個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盛事中作宣傳及推廣。

五月二十二日總監陳立德獅兄率領三十多位區職員及屬會會長到長洲參與本年
度太平清醮飄色大巡遊，更贊助了一台飄色，一眾區領導在巡遊大隊啟步前拍照

獅子總會303區飄色隊在總監陳立德獅兄擔大旗領導
下，到達主禮台前，向觀看大巡遊的嘉賓打招呼並受
到熱烈掌聲和歡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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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碧儀

第一屆獅子會慈善廚「臣」爭霸戰

在

某次會議上，一眾理事費煞思量：究竟應

的獅友則在一旁炮製愛心飯盒，為比賽後的長者送

怎樣為來年的服務基金籌募經費呢？忽然

暖活動做好準備。愛心飯盒餸菜豐富，包括梅菜蒸

大家靈機一觸，提出舉辦烹飪比賽，開創獅子會的

肉餅、香煎蛋角及節瓜炒魚崧，並配上熱騰騰的絲

先河，可謂貫徹本會的創新精神。

苗白飯，以供50多個獨居長者享用。單是看看活動
的圖片，已叫人垂涎欲滴！

比賽於4月28日在北角電燈中
心舉行，當日一共有8隊參加
者爭奪廚神寶座。他們除了
要比拼色香味外，更需在菜
式的健康程度上一較高下，
並要於一小時內完成一道指
定菜式和一道自選菜式。在
參加者龍爭虎鬥之際，本會

全港血糖大普查服務計劃
(中西區站)
本會的旗艦服務繼續拓展版圖！5月6日，一眾獅友
及義工來到西環的摩星嶺街坊福利會，為300多名
市民量度血糖及尿酸水平，並由義務醫護人員提供
改善健康的專業意見。這次活動的圓滿成功，亦代
表著此服務計劃已走遍港島四區。接下來本會將會
橫渡維港，進軍九龍和新界。

周年大會暨五月份例會
多姿多彩的2017至18年度快將完結，本會因此於
5月21日晚上舉行週年會員大會暨五月份例會，並
在會上以全票通過由現屆第一副會長方貫威獅兄接
替李碧儀獅姐，出任本會下屆會長。第十八分域主
席、本會創會會長暨大會主席何家輝獅兄除了祝賀
新任會長當選外，更寄望來年本會在方貫威獅兄的
領導下再創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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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黃金海岸

獅子會
會長
梁麗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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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黃金海岸獅子會董事例會及生日會

本

會自成立以

會」更加是我們正確

來，非常感

的選擇！

謝總會及區會各領導
於百忙之中光臨探會

17-18年度即將過

指導！分別有：國際

去，梁創會感謝眾獅

獅子總會中國港澳

友在過去的一年裡大

303區總監陳立德獅

家同心同步同行，共

兄、上屆總監馮妙雲

同完成了多項服務社

獅姐、前國際理事文錦歡獅姐、前總監陳敬德獅

群的活動，新的一年，希望眾獅友可以攜手共進，

兄、第一副總監郭美華獅姐、第二副總監王恭浩獅

繼續服務社群！獅誼永固！

兄、第一分區主席黃人航獅兄、第四分區主席陳中
正獅兄、第五分區主席梁禮賢獅兄、第十分域主席

4、5月份梁麗貞創會放下繁忙的工作，親自帶領眾

陳鏡坤獅兄及本會指導潘偉基獅兄等等。

獅友積極參與區會的各項活動，以提升獅友各方面
的能力。

在本會2018-2019年度4月12日的會員大會中，探
會領導鑒於本會新一年度的領導班子選舉給予了寶
貴的意見和肯定的評價！會後在梁麗貞創會的精心
安排下，眾獅友非常榮幸的與前教育局局長吳克儉
先生共進海鮮晚宴及為生日的獅友舉行生日會！

感謝梁麗貞創會為4、5月份獅友準備的Birthday
Party！本會自2017年2月7日創會以來，每逢獅友
生日、添丁或者其他喜事，梁創會都會精心為獅友
們準備別開生面的慶祝活動，讓獅友們可以放下繁
忙的工作、學習，輕鬆愉快的一起談天說地、享受
美食，令我們深深體會到加入獅子會可以服務社群
是一件非常榮幸的事情！加入「香港黃金海岸獅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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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既重質又重量，積極擴展受眾領域
獅子獎學金及導師計劃

香

港國金獅子會於四
月頒發「獅子獎學

金」及圓滿結束七日的導
師計劃 2018 Mentorship
Program (JLSA)。是次參
與的中學生和導師人數約二
百人。
參與是次導師計劃的中學生
們來自多間的不同聯校，他
們表現出色，非常積極及投
入其中。一連七日的導師計
劃，包括了三日的實習生機
會。中學生們分別安排到律師樓、會計師樓、銀行

出席導師包括八名香港國金獅子會會員，均為律師

等金融機構實習，由城中最頂級的專業人士指導。

公會、會計師公會、財務策劃師公會等主席及理
事。
我們藉此讚揚香港聯校法律學會委員會及其會員，
雖然全是中五或中四的學生，小小年紀，卻表現十
分出色，受到導師們的高度讚揚。 我們十分感謝
前中大校長沈祖堯教授與中學生交流及分享經驗，
並感謝各位義務導師、獅友、青獅及同學們的支持
及付出，令整個七日導師計劃能夠成功舉辦和圓滿
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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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三項社會服務、盡心盡力回饋社會
香港國金獅子會於4月15日共舉辦了三項社會服

「守望者」為兩會2018年度首個合作項目，項目

務，盡心盡力回饋社會！

調查目的為關注快餐店夜宿者問題。本年4月15日
該項目開幕禮「守望者：快餐店夜宿者調查研究」

1 .「 極 地 同 行 、 城 市 定 向 」：

於香港理工大學舉行，並請來數間大學講師、義工

「極地同行、城

團體及傳媒參與。此外，今年「守望者」將提供小

市定向」此服務

額津貼透過實地考察、訪問、搜集、了解快餐店夜

由 香港國金獅

宿者的故事，撰寫考察報告及調研感受，為免小眾

子會與極地同行

群體被社會遺忘！工作坊還會教授訪問錄音檔轉成

合辦，鼓勵年青

文字的方法以便撰寫考察報告及活動感想。

人、群策群力、
共建共融！活動

該次研究所得的資料數據，將與各大學、政府機構 、

融入城市定向及感官元素，亦為2018年底的「大

傳媒及其他相關機構分享，希望各界能據此了解問

專聯校定向挑戰日」活動作準備。

題、制定措施方案、解決夜宿者問題。

當日共有八隊參與比賽，隊員齊齊遊走九龍灣，運

3 .「 親 子 雅 敘 - 讚 出 美 好 人 生 」：

用視聽觸嗅味覺完成任務，並試玩我們9月將出戰

國際獅子總會303區第十三分域屬會 合舉 「親子

戈壁的特製輪椅。該日各參賽者非常積極投入，得

雅敘-讚出美好人生」。最近社會虐兒個案有上升

獎隊伍為：

的趨勢，我們希望藉此機會舉辦一個親子的活動，

冠軍：銀綫灣 青年獅子會

並透過講座，分享「讚賞文化」家長及小朋友有個

亞軍：香島 青年獅子會

正面的人生觀。

季軍：國金 青年獅子會
服務人數約100家庭，主要來自低收入息家庭家長
本年8月將會頒獎給以上得獎隊伍。該日亦會準備

及小朋友。十三分域屬會為每位小朋友送上禮物袋

記者招待會，發佈本年度香港國金獅子會所舉辦的

及文具，並免費邀請各家庭於酒店享用豐富自助

社會服務，推動香港「傷健一家」的精神！我們藉

餐，共度了一個歡樂的親子聚會。

此感謝各夥伴、獅友及青獅們的熱情和鼎力支持。

2 .「 守 望 者 」快 餐 店 夜 宿 者 調 查 研 究 ：
香港國金獅子會以
贊助及策略夥伴之
身份與太平山青年
商會合作。香港國
金青獅會亦為協辦
A dv ertis eme nt

機構，參與並協助
多項有關社會活
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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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獅 維 聯 手 ， 再 創 思 維 」： 創 科 大 灣 區 之 旅 Inno T r i p
香港國金獅子會 及 香港國金青年獅子會 聯同 維多利亞青年商
會，合辦「創科大灣區之旅InnoTrip 2018」。我們帶領六大院
校超過100名學生到大灣區參觀多間主要創科巨企，與時並進，
為香港年青人了解未來發展機會。
經香港國金獅子會的連繫及贊助，成功參觀了國家主要創科巨
企— 騰訊(Tencent)、華為(Huawei)、金蝶(Kingdee)、華大基
因(BGI)及青年夢工場(EHub)等成功科技機構。此外，香港大學
商學會、香港城市大學學生會第六屆商學院及學部聯會以及香港
中文大學學生會工商管理學院院會協辦。該活動得於3月30日順
利及成功舉行，為經濟日報(HKET)之報道。

獅子世界銀行家計劃 ，鼓勵青年服務一帶一路
感謝TVB 電視台於

募經費等等。去年的第一站是位於歐洲的阿爾巴尼

五月份，播出香港

亞，國金獅子會全費贊助當地獅子會Lions Club of

國金獅子會在阿爾巴

Tirana 在古堡Castle of Illumibatum 為失明人士

尼亞Albania所舉辦

舉行籌款晚宴外，還額外贊助了國金青獅會員參與

的「獅子世界銀行家

此海外活動，協助推廣環境保育及古蹟文化，並在

計劃」(Lions World

此歐洲城市籌備設立獅子會的第一個地標。

Bankers) 部份活動片
段。

國金青年獅子會，在成立不足兩星期時，便馬上實
踐「 獅子世界銀行家計劃 」—是一項推動年青人

香港國金獅子會推出「獅子世界銀行家計劃」，鼓

參與一帶一路(Belt & Road)的社會服務。第一站

勵香港青年積極參與海外服務及交流，推廣香港青

是位於歐洲的Albania，由公元前到第二次世界大

年在國際間的發展，並配合一帶一路為版圖，為各

戰，受盡戰火洗禮，是提倡和平、青年發展及環境

地獅子會及受眾提供專業協助及社會服務，例如籌

文化保育的良好大平台。

《 尋 找 快 樂 的 盲 點 》慈 善 電 影 及《 視 障 職 場 人 生 》 座 談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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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國金獅子會為主辦機構，並全力贊助極地同行

香港國金獅子會與不同的團體合作，發揚獅子會「我

籌辦《尋找快樂的盲點》慈善電影，電影故事關於
一個幾乎盲的人實現夢想的真實旅程。

們服務」的精神。

該活動於 5月18日於油麻地百老匯影院舉行。感謝
一眾義工的辛勤工作，讓一群傷健人士可以欣賞電
影，並鼓勵他們追求自己的夢想。
電影放映會暨映後座談會，邀請視障人士，分享他
們就業的情況。我們免費邀請約90位受眾及其家
庭、義工及TVB藝人參與此電影活動攜手推動社會共
融。傷健同行，平等人生！夢想面前，人人平等！

J u ly & A u
gust 2017

會長
葉仕偉

獅子會六出精神，出血出汗新元素
救助病危，大愛無畏！香港國金獅子會支持「獅子全城愛心捐血日2018」, 實踐獅子會六出精神，出心出
錢出力出席外，加入了出血出汗新元素，盡心盡力
為社會服務 。香港國金獅子會及其會員和青獅，分
別在香港理工大學 及中區捐血站捐血並擔任義工。
同日捐血服務後，馬上參加香港西區獅子會慈善保
齡球賽。國金獅子會的隊友和小朋友們共度了美好
時光。感謝香港西區獅子會Cathy會長，給予我們
國金獅子會參與並且獲得以下保齡球比賽獎項：
· 隊際賽最高總分 亞軍
· 男子一局個人最高總分 季軍

《全球對抗糖尿病》贊助澳洲悉尼夢想成真獅子會籌款演出
香港國金獅子會，有幸贊助澳洲悉尼夢想成真獅子會 籌款演出，積極推動《全球對抗糖尿病》！此次戲曲
慈善會知音活動的籌款，用作捐助澳大利亞新南威爾士州糖尿病基金會。
此粵劇義演在澳洲悉尼The Concourse
Theatre Chatswood 舉行，入場人數約500
人。表演當日，得到TVB 的拍攝 及當地傳
媒的廣泛報道。
感謝IPDG Grace Fung的精彩演出、PDG
Christine Ko的親臨支持、President
Margaret 及 Pearl Lin JP 獅姐的殷勤招待
和照顧！還有Sydney DG 及 PDG 一同到
A dv ertis eme nt

來支持。Lions 是全球最大的服務團體，友
誼和服務無分國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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獅子會

/4/18：香港和平獅子會每月例會，第二

庭、婦女、小朋友及長者之服務分配不足，主要缺

副總監王恭浩獅兄與第五分區主席梁禮賢

乏人事登記網絡之聯繫。另外，保良局方面希望有

獅兄探會並講解競選宣言。

定時定診，在婦科及專科之醫療亦希望得到協助一
次性或多次性之服務。和平獅子會將會聯絡醫生，

17/4/18：由陳會長帶領獅兄及獅姐參加在尖沙咀

期望能與保良局提供合作空間協助服務。

龍堡國際賓館王恭浩獅兄競選第一副總監的晚宴。
17/5/18：中午12時香港和平獅子會參加了在九龍
22/4/18：參加葉湛溪獅兄的復康力量盆菜宴，地

尖沙咀彌敦道金域假日酒店龍苑中菜廳舉行的記者

點在深水埗石硤尾村23座球場。當晚各獅兄獅姐都

招待會，LKEC第四間洗腎中心揭幕儀式。第四間

好投入，大家盡興而歸！

洗腎中心以「國際獅子會腎病教育中心及研究基金
香港左軚汽車商會洗腎中心」作命名。

28/4/18：第二副會長廖麗心獅姐、第三副會長黃

22/5：陳延邦會長帶領各獅兄獅姐參加長洲太平清

冠雄獅兄及黃家怡獅姐一起出席由城市大學舉辦的

醮飄色巡遊活動。

「快樂嘉年華2018」。
29/5/28：於跑馬地禮頓山社區會堂舉行「獅愛和
29/4/18：下午12:00至14:00於洲際酒店進行「競

平慶端陽粵曲欣賞會」。參加人數約 300 人，時

選午宴」，和平獅友支持第五分區主席梁禮賢獅兄

間由早上 11 時至下午 5 時，和平獅子會負責幫手

競選。此次活動由第二副會長廖麗心獅姐帶領其他

包裝禮物及派發。

獅友代表和平獅子會出席是次活動。
29/4/18：晚上 6:30 至 7:30 於洲際酒店進行郭美
華獅姐競選總監之晚宴，本會有 6 位席位，當晚由
第二副會長廖麗心獅姐代表會長帶領其他獅友出席
是次活動以支持郭美華獅姐。
4/5/18：由黃立仁獅兄協助聯絡下，到保良局並與
管理階層商討，得知深水涉區較為窮困，分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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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長
陳延邦

資訊委員
黃冠雄

15/4/18：香港和平獅子會青獅就職典禮於尖沙咀

隨團獅友踴躍捐出人民幣 15,000。

幸福中心2樓。

¥3,000 陳延邦
¥2,000 張美婷

青獅現有成員 45 人，37 位出席是次就職禮。當天

¥1,000 林靄嫻 學生

全包場地筵開15席，就職典禮圓滿順利進行。

¥2,000 林靄嫻 老人家
¥2,000 覃秀媚

26-29/4/18：「和平獅子會邵武市親善訪問團」

¥1,000 杜淑儀

今次外訪獅友及親屬共 18 位參加。是次訪問團

¥1,000 張俊琴

到部武市大埠崗中學頒發資助獎學金予成績優異

¥1,000 黎珊儀

之 21 位學生。獎學金分配為人民幣 1,200、800

¥1,000 朱佩嘉

和 500，共派發人民幣 16,100 元。另外親善拜訪

¥1,000 劉一瑩

老人並贈予現金人民幣 2,000，合共支出人民幣
18,100。

今次活動香港和平獅子會只需付出人民幣3,100 元。
另外，到邵武當地與「志工隊」作交流，「志工」
即立志為人服務等同我們義工之服務工作。藉著此
次造訪目的希望了解他們服務規模及理念。
4 月29 日在邵武進行了「和平共處研討會」，會中
討論了服務的強弱勢和優點。來年目標會多些為兒
童服務，老人服務仍持續。期望護眼服務能有跟
進，希望著重服務的質素為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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獅子會
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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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ng Kong Stars

會長
張芷淇

童心老幼傳安康

響

應國際總會的五大服務項目，星光獅子會連同西班牙小學
師生，於2018年4月19日，探訪大埔東華三院伍蔣惠芳護

理安老院，向長者宣傳預防糖尿病的健康訊息。學生事前親手準
備手繪愛心紙扇，讓公公婆婆有一個舒適的夏天。除了動手做手
工禮物，還努力排練精彩表演節目，帶領老友記們一起做做健身
操，獅友們跟大家玩遊戲、唱歌仔、演奏懷舊經典金曲，眾人渡
過了充滿意義又開心的一天。

星相傳遞愛
你和我是一位媽媽，或是家裏有一位媽媽，每天圍

5月12日母親節星光獅子會先到達屯田景門基督教

繞著孩子的各項事情，從早到晚不辭勞苦。在另一

懷智服務處，與中度至嚴重智障學員，一起製作愛

邊廂，也有一群弱勢社群的媽媽，每時每刻，負著

心相架，準備母親節禮物。

重擔照顧智障的孩子。讓我們在母親節，這個溫馨的
節日，送上星光的關愛，為智障家庭的母親打打氣。

中午學員家人前往中心時，星光獅友為家庭拍照，
馬上打印出照片，放到愛人相
架裏。
然後與學員及家人，一起到荃
灣圓玄學院食齋，星光二代打
扮成小獅子唱歌跳舞。最後，
學員及獅友給母親們送上特制
相架和鮮花，表達愛意。

紐西蘭聯誼之旅
我們除了專注服務以外，也不忘聯誼獅友之間的感情。2018
年5月，星光獅子會舉行第一次聯誼旅遊，一行16人到紐西
蘭十天自駕走遍南北島，皇個鎮、羅托魯瓦及奧克蘭。
紐西蘭以美麗湖泊和壯麗風景聞名，景點為大自然居多，少
有都市規模的城鎮，很適合喜好大自然的獅友來此旅遊，欣
賞美麗的雪山、火山區等。旅行除了沿途美麗的風景，另一
個讓我們印象深刻的是每晚的晚飯，十天行程中，我們大部
份晚飯都由自己準備，從選料、烹煮、收拾到洗碗……藉此
我們增加了不少默契及合作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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