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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 際 總 會 訊 息 H e a d q u a r te rs Ne ws

再創新高

(譯：何桂明獅姐)

各位獅子會會員你好！ 今年成為你的國際會
長，我感到非常榮幸。我的主題是「我們服
務」。當我想到可以透過跟大家一同服務所能
實現的目標，着實覺得興奮。我們有很多工作
要做，而我亦準備好協助您走出您的舒適領
域！成為一位獅子會會員並不是祇按傳統年復
一年地做同樣的事情；我們要尋找最配合自己
的服務方式。有時，這需要別具創意的方法來
解決問題。如果您不能確定這意味着該怎樣
做，我會幫助您。
以下是我希望今年關注的一些事項。
會籍：這是每個人都關注的項目。我們怎樣才
能不僅限於招募新成員，更需要保留現有成
員，並培訓領導者冀能帶領我們進軍下一個世
紀的服務！要做到這一點的一個方法是平衡會
員資格，要包括兩個性別和各行各業的人，他
們的生活經驗有助改善我們的服務工作。
獅誼：志同道合一向是成為獅友經歷的一部
分。我們不能忽視通過服務建立友誼的重要
性。同心協力幫助他人的過程能夠建立更緊密
的聯繫。要實現我們一年內為2億人服務的目
標，我們有很多工作要完成。我們必須更好地
組織，對我們的工作更為負責，在解決問題方
面更具創意。但是，我們不要放棄保留幽默感
和服務的樂趣。
最後，我想重振失落的藝術。這就是講故事的
藝術。在您的屬會完成服務項目後，請花點時
間寫下您的工作故事。你幫助了甚麼人？為甚
麼？甚麼情況導致您選擇這項目？透過故事我
們增強聯繫和互相學習。如果我們與希望和有
意服務的其他人分享這些故事，我們改變這世
界的力量定必倍增。
各位獅子會會員，我很高興能成為你的新會
長。我準備在這一年把我們共同努力的服務再
創新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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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長生平

(譯：何桂明獅姐)

2018-19年度國際獅子總會長古德龍英格達德來自
冰島！冰島是北大西洋的一個小國，以天然美景為
榮，百分之百採用可再生能源，空氣清新；是全球
公認最和平、健康和幸福的國度！

對藝術的強烈興趣而進修美術史，投身持續教育，
從策劃進升為副院長，每年學生逾萬，工作計劃項
目達三百個，既需要創意，更需要堅持執行，古德
龍英格達德會長都能按步就班達成任務。

古德龍英格達德會長自小與兩名弟弟跟父親在郊野
探索，最懷念冰島的海洋和山脈。熱愛藝術的母親
Hanna Valdimarsdottir 教她園藝和縫紉，亦鼓勵
會長多作嘗試、創新！

工作可能使我們古德龍英格達德會長筋疲力盡，
但無礙與家人週末和假期相聚！古德龍英格達德
會長與夫婿自十七歲認識，育有一子一女，兒子
Thorsteinn Yngi Bjarnason 現職工程師，女兒
Hanna Bjarnadottir 現職設計師 並與母親服務同
一獅子屬會.，兩人為會長添了六名孫兒女！

古德龍英格達德會長在大學修讀生物醫學，其後因

獅路歷程
古德龍英格達德會長夫婿名 Dr. Jon Barni Thorsteinsson，
為國際獅子總會國際理事，與夫人策劃及參與無數
服務，在推動視覺第一計劃時令會長感受到獅子服
務可以惠及全球。古德龍英格達德會長於1992年
加入Eik成為獅子會員，二十多年來亦按步就班執
行不同職務，以冰島著名的活力、熱忱和關懷，服
務鄰里以及全世界，最後登上國際總會長一職！
國內每一千人有七名是獅子會員，是世界最高！冰
島有一個名句是「THETTA REDDAST」！意思是
憑着努力互信和同心協力，天大的難題都可以迎刃
而解！國際總會長號召各屬會一同為獅子服務創出
新領域。冰島憑着團結而生，獅子會亦憑着團結使
他所屬地區變得更強大、更健康、更安全！
成為獅子會會員是一種獨特的體驗，亦是不可多得
的榮譽。當一群志決服務的人聚在一起，回饋社
會，定能擦出新火花，能改善社區，改變別人和自
已的生命，改變現在與未來，跨越一切界限！
「我們服務」 是本年度世界會長的口號！我們能
懷着慈悲善良的心服務鄰里而至整個世界是值得驕
傲，但在某個角落還有待發掘新的願景，帶領我們
達到人道服務的一個新境界！因此國際總會長古德
龍英格達德將與我們一起計劃新航道，讓我們服務

踏出新里程！她許諾與一眾會員同心同德，攜手發
掘更有成效的服務。

國際總會長呼籲各位獅子會員把阻力化為
動力，並列出四個發展重點：
1.	提昇會籍：重視每一位會員，增加會員數字和保
留現有會員是強化服務的最佳方法，要充分發揮
潛力更需要邀請女性加入。
2.	發 展 領 導 才 能 訓 練 ： 每 一 位 獅 子 會 員 都 是 領 導
者；為會員提供領導才能訓練，為女會員提供成
為領導者的機會更有助發揮。
3.	增進獅誼：友誼是獅子會員間重要的一環，獅誼
永固是每個屬會強化服務的要訣。
4.	分享獅子經驗：說故事更容易滲透社區，讓四周
圍的人明白獅子會會員的成就如何改變人的生
活；多利用社交媒體和市場推廣工作把我們的故
事傳開去，吸引新人加入改變這世界。
要找到新方向談何容易，要好好的利用一百四十萬
獅子會會員的力量才可以超越現在，找到新資源新
動力和清晰的策略。國際獅子總會和獅子會國際基
金會已設計了不同的工具和發展計劃—例如世界性
支援架構、加強服務力量的撥款和新的全球服務對
象，將為屬會提供協助，更能聯繫各獅子會會員為
急切的人道服務需要共同努力，成就更多善行。

為發現號掌舵
以下的發展計劃將帶領我們成就更偉大的服務

全球服務方向
國際獅子總會本年度目標是從現在起至2021年每
年服務二百萬人！在定義第二個百年服務要針對新
出現的需要，除了視力、饑餓、環保、兒童癌症
外，還有糖尿病是我們新的服務對象。

獅子會國際基金會(LCIF)
過去五十年獅子會國際基金會撥款總額達十億美
元，全球受惠者數百萬計。現正值LCIF五十周
年，就全球服務需要不斷地改變，本年度LCIF推行
以三年為期的三億美元金額資助新計劃，有助各屬會
會員為這個世界帶來新希望，向更多的人伸出援手。

全球行動小組(Global Action Team)
全球行動小組把全球領導團隊(GLT)、全球會籍團
隊(GMT)及全球服務團隊(GST)結合起來，把這三
個最重要的範疇內一應資源和專門人才配合，希望

在2021年能把會員人數增至一百七十萬。更多的
會員將可以服務更多，使世界變得更美好！

平衡會籍
能夠平衡男女會籍才可以真正在服務界爭取領導地
位。我們要跟全球行動小組緊密合作，制定新的戰
略、計劃和夥伴關係，引進更多關心別人的男與
女，更加要增加女性會員和領袖。

讓我們啟航向新目標進發
我們是世界最龐大的服務團體，便要肩負重任，要
超越所有期望，突破自己，跨向未來！
我們要定下目標，把從前的障礙物除去，從新開
始；甚或找尋新目標向前邁進。試想想，每個屬會
每年增加一個新服務計劃代表四萬七千個新項目為
一千一百萬人服務！
各位獅子會員，抓緊時間向你的目標進發吧！
2018年7月至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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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和社區喜見學校修葺完工
作 者 ： Jamie Konigsfeld

颱風海燕（在菲律賓稱為超級颱風約蘭達）過

藍色調。除了就現有建築進行翻新外，該項目還資

後，Tagdon小學被摧毀。該學校位於菲律賓

助建造一座新建築，大樓內設有圖書館、電腦室、

Sorsogon省內的巴塞羅那市，建於30多年前，吸

診所和浴室。學校診所也將向公眾開放，為巴塞羅

引無數積極向學的學生。學校在颱風過後遭到蹂

那社區提供急需的服務。

躪，除了屋頂和結構損壞之外，整個區域也被淹
沒，裡裡外外垃圾堆積如山。當學生的學習環境不

Tagdon小學每年招收250名學生，他們現在都擁

乾淨和不安全會令專注力難以集中時，學生的學習

有一個安全學校環境，有利於學習。除了這些學生

熱情會迅速降低，因此德國的獅友計劃提供幫助。

之外，來自五所周邊小學的1,000多名學生將使用

他們為重建和擴展學校籌集資金，並獲得國際獅子

圖書館、電腦室和診所，每年還有超過4,750名社

會基金會（LCIF）的撥款。在菲律賓，鄰近的布

區成員亦能受益診所中的設施和服務。這個項目有

蘭獅子會（Bulan Lions Club）定期訪問學校，激

助於培養一個快樂健康的社區，進一步證明為善意

勵學校為重新開始倍加振奮。

義重大。Dr.  Marlene Ruth Hermo-Koslowsky是
獅子會會員和前Tagdon小學的學生，他說：「這

憑着德國獅子會，LCIF和布蘭獅子會的資金，三

是我們菲律賓人希望得到的幫助，因為我們知道，

所教學樓和九間教室進行了翻新工程。修理樑柱、

通過幫助他們獲得良好的教育，我們同時在幫助他

屋頂、天花板、窗戶、門、磚石和電氣部件，室內

們和他們的家人。實際上幫助了整個國家。」

和室外增添繪畫使學校煥發出溫馨的黃色和迷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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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監2018-2019

總監的話

之(一)

各位親愛的獅友，
國際獅子總會於2018/19年度踏入第101屆，展開獅
子服務第二個世紀，服務座右銘仍然是 We Serve，
中文「我們服務」。國際獅子總會五個服務項目指引
是：關注兒童癌症、視覺、飢餓、環境及糖尿病。
今年國際獅子總會新會長 Lion Gudrun Ygnvadottir
是獅子會一百年來第一位女性國際會長，她勉勵全球
超過四萬六千個屬會都可以在今年度各自創造一個「以
前從未有過的新服務項目」，或「以前曾計劃過，但
因為各種障礙或原因最終未有落實的服務項目」，挑
戰獅友們個人能力極限；務使當服務工作上遇到障礙
時，獅友可以將障礙轉化成為機會，完成服務，那麼
全球獅子會便可以增加服務多一千一百萬的受眾，把
服務做到「超越地平線（Beyond the Horizon)」。

同心同德 共創共嬴
303區第三分區「2018年低視力無障礙之“開心看得
見”幼兒驗眼服務」活動將於2018年9月9日在荃灣愉
景新城舉行啟動禮，屆時請全體屬會會長踴躍出席支
持。303區經已獲得國際總會撥款購買八部便攜式
「驗眼機」，歡迎屬會在啟動禮後以各自屬會身分加
入這項「幼兒驗眼服務」活動，進一步資料可以在啟
動禮後向第三分區主席周傑浩獅兄查詢。
第57屆東南亞獅子大會將在2018年11月15日至2018
年11月18日在中國海南海口舉行，報名獅友人數超
過二百。
本人在今年一定會聯同兩位副總監及今屆區職員團隊
全力配合國際總會之任務指引和方向，做好區務。請
各位獅友全力支持303區會工作，共同為303區創出
新世紀的服務新環境。

今年稍後時間我會邀請國際會長 Lion Gudrun
Yngvadottir 作訪303區，與獅友交流獅務。
國際獅子總會全球至今有1,453,200多位會員，包括
青獅；短期目標是上升到170萬。每年服務2億人次
及男女比例各佔一半，獅子會國際基金會今年推出一
個「由2018年7月開始，為期三年，目的是募款三億
美元用以服務全球的活動」，名叫「Campaign 100
LCIF Empowering Service」，中文叫「行動100」。
MyLion 是國際獅子總會新設的新社交平台軟件，供
屬會會員間通訊及交誼使用，請屬會會長及秘書盡快
熟習，然後介紹給會員分享。
303區會正籌備編印新一年度的「會員總名冊」，今
年會創新引入電子版，方便更環保。
303區會已經在本年8月更新了303區之網頁，大家
現在已經可以在手機上瀏覽資料，網址 http://www.
lionsclubs.org.hk。請獅友們瀏覽後不吝提供改善意
見，優化網頁，使能精益求精，更佳發揮網頁功能！

郭美華獅姐
303區2018-19總監
2018年7月至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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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篇

離

26

開英國，訪問團繼續前往意大利參觀。抵
埗之夜，就受到當地獅子會的熱情款待。

接著參觀的位於意大利西北部的Beigua 世界地質
公園，無論從科學、美學和教育方面來說，都具有

分別來自意大利四個獅子會的會員，設晚宴歡迎香

極其重要的作用。該公園對自然和歷史—文化遺產

港獅友。席間，訪問團介紹了自然教育基金在參與

綜合管理保護，令人印象深刻。Apuan Alps地質

香港世界地質公園發展、促進世界地質公園網絡所

公園以其美麗的大理石、幽深的峽谷和巨大的溶洞

做的工作。其後，大家亦分享了各自不同的服務計

吸引著團員們。Tuscan Mining地質公園則位於意大

劃。We Serve的共同理念，將彼此拉近，度過了

利最重要的礦區，同位於此區、建於中世紀的Massa

一個美好又充滿啟發的晚上。

Marittima小鎮，城牆、教堂、高塔都令人驚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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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間洗腎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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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命名揭幕儀式

國

際獅子會腎病教育中心及研究基金在深水
埗區成立已經歷過27 個成功及具挑戰性年

德義醫生太平紳士、國際獅子總會中國港澳303區
2017-2018年度總監陳立德獅兄、香港中文大學榮

頭。現時中心屬下有四間血液透析（洗腎）中心，

譽內科教授暨威爾斯親王醫院副行政總監李錦滔教

已成為香港最大慈善的血液透析（洗腎）中心，每

授、香港中文大學內科及藥物治療學系(腎科)教授

日共有 50 部血液透析機全面使用中，每年提供超

司徒卓俊教授、大埔區議會議員劉志成博士、香港

過20,000次的洗腎節數，使更多有需要幫助的末

左軚汽車商會永遠榮譽會長方子強先生、中心董事

期腎病患者得以受惠。

局主席呂有琪獅兄、義務執行總幹事前總監張新村

「國際獅子會腎病教育中心及研究基金香港左軚

醫生、中心上屆主席何錦程獅兄、中心永遠榮譽會
長戴天為獅兄等，董事局主席呂有琪獅兄致詞時非

汽車商會洗腎中心洗腎中心」已於6月21日（星期

常感謝香港左軚汽車商會不遺餘力及熱心捐獻，中

四）圓滿舉行簡單隆重的命名揭幕儀式，當日主禮

心繼續為更多的末期腎病患者服務。

左一：董事局主席呂有琪獅兄(中)及上屆主席何錦程獅兄(左一)
陪同主禮嘉賓徐德義醫生太平紳士為醒獅簪花掛紅

各主禮嘉賓為中心命名揭幕儀式進行切燒豬儀式。(左一：江
昕博士、司徒卓俊教授、何錦程獅兄、陳立德總監、呂有琪主
席、徐德義醫生、方子強先生、李錦滔教授、張新村醫生及戴
天為獅兄)

嘉 賓 包 括 香 港 特 別 行 政 區 食 物 及 衞生 局 副 局 長 徐

主禮嘉賓、中心董事局成員、獅友及嘉賓前來一同見證洗腎中心命名
揭幕儀式

各主禮嘉賓為大埔洗腎中心揭開序幕

2018年7月至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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獅子會中學

境外英語文化交流營

每

年獅子會中學均會安排學生參與境外英語
文化交流營，旨讓學生增廣見聞，擴闊眼

界，以及提升英語的溝通能力。過往能成功參與海
外交流的同學，均能在香港中學文憑考試(DSE)獲
取理想成績及進升大學/大專院校課程，可見學生
在此獲益良多。
本年度在得到獅子會教育基金、校董及前總監的資
助下，共有12位同學獲得境外參與英語文化交流營

的機會。
獅子會教育基金每年均會資助總額港幣3萬元予3位

際青年交流營」。另黃人航校董本年亦繼續資助多

同學，每人港幣1萬元在暑假期間參加「獅子會國

2位同學，每人港幣1萬元同樣有機會參加「獅子會
國際青年交流營」。故此，獅子會今年共有5位同
學分別遠赴法國、瑞士、芬蘭及澳洲等國家。
此外，有另外3位同學更獲得遠赴澳洲修讀「英語
沉浸式學習課程」的機會，課程費用由曾炳威校董
資助每人港幣2萬元，合共港幣6萬元；而每人機票
費用則由前校監吳國勝前總監及前校監冼姵璇前總
監資助，合共港幣3萬元。
在此僅代表全體師生再次多謝獅子會教育基金、校
董及前總監對本校學生的支持及眷顧。

廣西桂林交流考察團
獅子會中學獲香港廣西桂林市同鄉聯誼會的支持，

岩溶山水。各團員並能有機會於廣西桂林市公安局

在洪响堂獅兄的穿針引線下，首度與本校家長教師

人民警察訓練學校親身體驗各類裝備儀器，觀摩警

會合辦廣西桂林交流團，並於2018年6月25日至

察的演練項目，增加團員對警務知識的認識。

28日一行124位師生及家長，
出發「山水甲天下」美譽之稱
的廣西桂林。
五天四夜的考察時間，透過不
同活動讓本校同學、家長及老
師深入感受桂林的社會風貌，
實地欣賞桂林龍脊梯田的自然
地質奇景，遊覽灕江及陽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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獅子會何德心小學

2017-18年度才藝展及第十八屆畢業典禮

本

年度才藝展暨嘉年華會於2018年6月23日舉
行，為了這個歡欣的日子，各師生多月來均
用心進行各項籌備工作。當日節目內容豐富，包括
改編英語音樂劇、學科展覽、攤位遊戲、學生作品
展覽及幼稚園表演等。當天在陳慧萍校長進行簡單
而隆重的開幕儀式後，各精彩的節目便隨即展開。
師生們準備了多個有趣的攤位遊戲，參觀人士樂在
其中。各學科及活動的展覽令大家更了解獅小的辦
學特色，校園大使為一眾參觀人士落力介紹多姿多
采的校園生活。當日更有十多間幼稚園同學到校作
表演，令人驚嘆小小年紀的幼稚園生已有很高的表
演水平。當天雖然稍受風雨的影響，但參觀人數眾
多，場面熱鬧，各師生皆感到十分鼓舞。

式向獅小的師長及同學道別。最後全級合唱《畢業
歌》，場面感人。
羅詠逑校監致送記念品予郭美華總監

半山獅子會捐款3萬元予獅子會教育基金

校園大使在才藝展當天擔當小嚮導的重要角色

第十八屆畢業典禮於2018年7月7日假學校禮堂舉
行，荷蒙國際獅子會中國港澳303區郭美華總監蒞
臨主禮，羅詠逑校監、張松立主席、簡有山副校
監、各位校董、獅友等多位嘉賓撥冗蒞臨，令典禮
倍添光彩。

在才藝展及畢業禮中均上演了備受讚賞的改篇英語
音樂劇。由盧詠琛老師統籌及撰寫劇本，多位英
文科及音樂科老師輔助，以校本輔導主題「互相溝
通、彼此尊重」為題創作《New Mulan》一劇。音
樂劇以家傳戶曉的「花本蘭代父從軍」為藍本，結
合現代科技、中國傳統文化，穿梭古今，提倡孝道
及溝通之重要。由劇本構思、排練、檢討、修訂、
正式演出，整個為期近一年的預備，實在令人動
容。而小演員無論在英語的演繹、投入程度及演技
均比上年躍進了一大步，受到各方激讚。各觀眾的
熱烈掌聲，正是師生全年努力的最好回報。

畢業典禮開始，主禮嘉賓在悠揚的音樂中徐徐進
場。羅詠逑校監致歡迎辭，為典禮揭開序幕。之
後，由主禮嘉賓郭美華總監致訓辭，她鼓勵畢業生
要不斷學習，在未來成為對社會有貢獻的人。接著
進行支票移交儀式，半山獅子會捐款3萬元予獅子
會教育基金，由溫慧雯校董代表致送，張松立主席
代表接受。然後由郭美華總監頒授畢業證書，六年
級同學對畢業證書均珍而重之。一眾嘉賓移步到台
下就座後，畢業班同學隨即獻上精彩表演。四班畢
業生以話劇、樂器演奏、舞蹈及合唱等多元化的形
音樂劇情節穿梭古今

2018年7月至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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癌症兒童護眼服務先導計劃

為

響應國際總會服務「癌症兒童」之目標及同

眾獅友,當日義工,中文大學眼科及視覺科學學系醫
護人員及受眾合照

時貫徹獅子會人道服務精神，國際獅子總會

中國港澳303區首次與香港中文大學眼科及視覺科學
學系，合作展開的「癌症兒童護眼服務先導計劃」。
並於2018年6月7日(星期四) 由國際獅子總會長Lion

Dr. Naresh Aggarwal的見證下完成支票交接儀式，
正式展開這次有意義的先導計劃，整個計劃是透過
眼科專科醫生、專業人士合作，為香港80名癌症兒
童驗眼。
第一階段服務於2018年6月24日(星期日) 由聯合大
會主席暨2017-2018年度第四分區主席陳中正獅兄
及2017-2018年度第六分區主席梁麗琴獅姐帶領眾獅
友，在香港中文大學眼科中心首先為麥當勞叔叔之家
40名癌症兒童進行驗眼服務。

癌症兒童護眼服務先導計劃- 國際獅子總會中國港
澳303區及中文大學眼科簽署合作儀式

服務當日，一眾熱心獅友於清晨8:45分到達會場協助
醫務人員準備一切及接待那40位癌症兒童以及其家
人。服務開始時，癌症兒童由各獅友陪同下進行各種
不同的眼部檢測檢測過程中，醫護人員都很悉心地講
解檢測過程，令癌症兒童都很安心地接受測試，而且
每位接受完測試的兒童都獲得一個汽球的小禮品，令
由國際獅子總會長Lion Dr.Naresh Aggarwal的見證下完成支
票交接儀式

他們更覺得開心。當日由國際獅子總會中國港澳303
區總監陳立德獅兄及香港中文大學眼科中心簽署合作

因兒童的視覺障礙往往是難於察覺的，許多兒童眼疾

協議。最後眾獅友、醫護人員及眾癌症兒童及家人大

若不及時發現並進行適當治療，會發展成嚴重且不可

合照，在一個愉快氣氛下結束了這一次服務。

逆轉的後果，從而危害視力，甚至導致失明。癌症兒
童發生嚴重眼部併發症風險比普通人高出10倍，有
五成癌症兒童患有不同視力障礙，及早發現和適當的
治療可以挽救大多數眼疾患者的視力。腦癌患者和曾
接受放射治療更容易受到傷害，嚴重程度可以導致失
明而且癌症兒童承受著巨大的心理和生理健康壓力，
故希望透過這次服務可以大大地提升他們的生活質素
同日常社交活動，這是一個非常之有意義的「癌症兒
童」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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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獅子總會中國港澳三○三區
青年拓展及禁毒警覺委員會

青

年拓展及禁毒警覺委員會Youth Outreach

監王恭浩獅兄擔任主禮。是次活動是關注受毒品問

and Drug Awareness Committee（簡稱

題影響家庭中成長的青少年，在面對家庭困難的情

YODAC）、香港戒毒會及香港培康聯會合辦的「第

況下，仍努力不懈學習，追求進步；故特設兩獎項

四屆國際獅子總會中國港澳303區青年拓展及禁毒

「表現優異獎」及「進步顯著獎」以兹鼓勵。經評

警覺委員會獎勵計劃」在2018年6月23日舉行，由

審後，這一屆共有 18名青少年獲主禮頒授獎勵金

委員會主席李和招獅兄、2017-2018年度總監陳立

及獎狀，並獲由香港太平洋獅子會贊助的書簿券。

德獅兄、香港戒毒會社會福利總監鄭妙娜女士、香

頒獎過後，大會邀請香港快活谷獅子會前會長姚君

港培康聯會中央委員會主席劉卓明先生和第二副總

偉獅兄分享成長勵志經歷，以鼓勵出席的青少年。

2018年7月至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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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各位獅友、各位嘉賓

2017-18年度獅子會高爾夫球小組
“陳立德總監盃-高爾夫球比賽”- 賽果
日期：2018年7月31日 (星期二)
地點：粉嶺高爾夫球場 - OLD Course

港

澳303區本年度第五次的高爾夫球比賽—陳立德總監盃，已順利於7月31日在粉嶺香港高爾夫球會
舉行。比賽當日的天氣雖然比較炎熱，但一眾參賽球手均有超水準的表現。

賽事贊助人：2017-2018年度總監陳立德獅兄，在賽事當晚於粉嶺香港高爾夫球會—會所，設宴招待各
位參賽的球手，以感謝大家的支持及參與，當晚亦有多位前總監也親臨出席晚宴，由2017-2018年度總
監陳立德獅兄帶領，聯同幾位前總監，分別為各得獎者頒發各項獎盃，場面甚為熱鬧。
當晚頒發各項獎盃給與各位得獎獅友，及嘉賓如下：
淨桿冠軍： 陳月明獅兄（金鐘）
總桿冠軍： Andy HO 獅兄（特區中央）
淨桿亞軍： 梁宏輝獅兄 (紅山）
淨桿季軍： 王偉粵獅兄（主會）
長青獎 ：梁樹賢獅兄 （南九龍）
上九洞最佳成績：曾 向得獅兄（香港北區）
下九洞最佳成績：鄭 雪美獅姐（壽臣山）
最遠距離獎（第13洞） ：Andy HO獅兄（特區中央）
最近中線獎 （第17洞） ：譚燦輝 獅兄（錦繡）
最近洞獎 （第3洞） ：T ony Yau先生（香港北區）
（第5洞） ：鄭 貴華獅兄（比華利山）
（第7洞） ： 梁 宏輝獅兄（紅山）
（第12洞） ：L AM HING NAM（又一村）
（第16洞） ：陳 月明獅兄（金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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盃賽主辦者2017-2018年度總監陳立德獅兄，及多位前總
監，與冠、亞、季軍，及所有得獎獅友合照留念

三○三區區會訊息

District 303 news update

各位獅友好，這是獅子會足球隊第一次在獅聲
和大家見面，祝大家身體健康，獅誼永固！

2

003年，由前第二分區主席盧民生獅兄聯同幾
位熱心獅友，成立獅子會足球隊至今，轉眼已
15個年頭，又由當時只得幾位隊友，經各人共同努
力，無私付出，令球隊茁壯成長，成為今日橫跨各
屬會，青獅，幼獅共七八十人的大型球隊，見證世
上無難事，只怕有心人！

世界盃決賽法國對克羅地亞，意想不到的是！很
多人捧弱旅克羅地亞場，是因為他們的鐵血精神！
7月29日，我們攻打少林寺，當然是大敗而回！那
天早上我們組隊上南華會與南華足球隊作賽，雖然
輸波，獲益良多！

獅子會足球隊，是獅子會303區屬下的康樂小組，
我們秉承成立康樂小組的職責，以令隊友健康，快
樂，享受足球樂趣為己任。但我們亦發現，康樂小
組還有其他作用，我們隊伍經常有青獅與我們一起
比賽，我們亦會和其他屬會作賽，這樣能夠聯繫各
屬會，增進獅誼。我們經常有父子兵同場比賽，足
球便成為獅友和幼獅的共同語言。我們招收不是獅
友的人士成為隊友，他們潛移默化，有部份便變成
獅友，我自己便是由隊友變成獅友的好例子。在香
港我們經常與外隊作賽，這樣可介紹我們獅子會，
給會外的人士認識，我們亦與深圳及海南島獅子會
的足球隊作賽，更與廣東獅子會足球隊舉辦粵港杯
賽事，作為與其他區會的聯繫聯誼，增進獅誼。

現在我們安排了一些正規的賽事，給隊友練習，因
為我們正計劃11月派遣遠征軍，前往海南島作賽，
這是中國大陸區會第一次舉辦亞洲地區年會，他們
為了鄭重其事，舉辦多項大型比賽，其中一項便是
獅子會亞洲公益足球盃賽，會有15至20隊亞洲區
獅子會足球隊參賽，這樣盛大的賽事，我們香港代
表又怎能錯過！
我亦借助獅聲這平台，向303區的獅友呼籲，如你
們出席今年11月中海南島海口市舉辦的東南亞獅
子大會，希望你們能夠到場，支持你們的足球隊，
多謝！

5月26日，我們舉辦了總監杯足球比賽，得到20172018年度總監陳立德師兄及各區職員蒞臨主禮，隊
友們熱烈響應，我們分成黃隊，藍隊對賽，賽事緊
張刺激，勇而不茅，充分體現友誼第一比賽第二！
7月15日是我們足球隊的大日子，獅子會盃及世界
盃決賽，便在當日舉行，當日早上連場大雨，把我
們心中火焰都淋熄了，幸得獅子會足球隊各兄弟上
下一心，天公亦作出特別安排，在我們比賽前後的
數小時，雨勢停止，風清氣爽，賽事順利進行，合
作的開心，入球的愉快，交織成一幅美妙的圖畫，
至今難忘。當晚我們舉行盛大的party，由總監郭
美華獅姐作主禮頒獎，呂潤棻前總監獲選最佳球
員，以讚揚他堅毅不拔的精神，繼而大家一同觀賞

中國港澳303區獅子會足球委員會敬約
2018年7月至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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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3區屬會服務地標 (九)

資料搜集整理: 香港北區獅子會創會會長 馬祥發

半島獅子會
Lions Club of Peninsula
半島獅子亭園
位於獅子山鄰近慈雲山沙田岰道頂，介於麥理浩徑第五段與衛奕信徑第四段交會處。
在1959年開始籌得四萬元，終在1963年逐步建成，包括亭身、草坪、長椅及梯級。在一九六六年移交政
府管理，在1966年11月19日由國際會長Curtis D. Lovill 揭幕。

Lions Pavilion and Garden
This pavilion was located at Sha Tin Pass Road, top of Tsz Wan Shan (Tsz Wan Hill) and by the side of Lion
Rock Mountain. Junction of the 5th section of MacLehose Trail and the 4th section of Wilson Trail. Some HKD
40,000 was raised to build this pavilion in 1959. The whole layout, includes an octagon pavilion, several
benches, lawn and staircases, was finally completed in 1963. Handed over to Hong Kong government in
1966. International President Lion Curtis D. Lovill initiated the opening ceremony on 19 November, 19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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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文獻 “我特別想提及在獅子山的獅子亭。為數以千計的青少年在那裡建造了一個公園和遊樂場地，童軍也曾
在此露營。”

Historical documents “Particular mention must be made of the Lions Pavilion at the Lion Rock Hill, where a park and
recreation ground were provided for thousands of youngsters including Boy Scouts camping
there.”
- 摘自“Pebbles”《獅子會石頭記》2017年雙語版本; 第62至64頁
  潘光迥前國際理事於1969年撰寫之英文原作

馬祥發謹案：
自2016年10月，我着手翻譯潘理事這篇文章。原文未明指此亭屬那一分會，祇說在獅子山，並無清晰地點。
因此，我委託香港北區獅子會孔國輝前會長，及數位相行山好友，黃振賢先生、黃順成先生、羅啟明先
生，分頭探查，此亭究竟在獅子山何處。歷數月，並無發現。
及至2018年5月，我編寫此亭文字圖片時，覆查地圖位置，發現原來此亭就是潘理事在1969年所提的獅
子山獅子亭。共實我與上述好友在2014年至2016年間因尋找衛奕信徑的獅子會段，從第一段找起，曾經
過此半島獅子亭，但沒有意識到身處獅子山而己。
世事奇妙，這段謎語，歷經半世紀，今天，終於真相大白。

半島獅子花園涼亭
Lions Pavilion

橋咀半島，西貢
Sharpe Island, Sai Kung

一九七四年捐建西貢橋咀半島獅子花園涼亭二座。
These two pavilions were built in 1974.

石碑刻字
Stone Engraving

半島獅子花園 一九七四
Peninsula Lions Garden 1974
2018年7月至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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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

獅 子會 主 會
Hong Kong (Host)

會長
李鎮基

A

ll the members of the Lions Club of Hong Kong
(Host) were quite busy these few months as a lot
of our sister clubs around the world are celebrating
their anniversaries. President Pitta, Lions Julia,
Patrick Chan, Robyn, Ken, Irene, Vincent, Christina,
David, Barry along with 3 other members from Lions
Club Central including PDG Judy, Lions Doris and
Sandra started off by visiting the Lions Club of Kobe
(Host) which is celebrating their 65th anniversary.

Right after we visited Kobe, Lions David, Ken, Patrick
Li, Irene and Chapmun visited the Lions Club of Taipei
(Host) for their 65th anniversary. The event was greatly
supported by the government of Taiwan as the Guest
of Honor of the ceremony was the former Mayor of
Taipei, Past President of Taiwan Mr. Ma Ying-jeou, and
the Mayor of Taipei, Mr. Ko Wen-je, also stayed and
had a photo taken with the members from Lions Club
of Hong Kong (Host), which was a real friendly gesture.
At the ceremony, we also met with Host Club from
other countries including Tokyo (Host), Kuala Lumpur
(Host), Kobe (Host) and Singapore (Host).

Besides being on the road, Lions Club of Hong (Host) also showed our support to our Zone 1 Service for
Ronald McDonald House on 23rd June. During the event, we took the kids to Pizza Express and made Pizzas
together for everyone.
We would like to specially
thank our ZC1 Lions Gary
for liaising this meaningful
project for our Zone so
that everyone would enjoy
the service while having a
good meal to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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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龍
獅子會
Kowloon

會長
張惠貞

T

he District’s 3rd Joint Dinner Meeting in honor
of District Governor, Cabinet Officers and Life

Members was held on Wednesday, June 13, 2018,
7:00 pm at Hotel InterContinental Hong Kong. We
used the opportunity to thank and honor them for
their great leadership and tremendous commitment
towards District 303.

On June 23, 2018 Lion Erica, Alan, and Amber
participated in the Zone 1 joint service project held for
the families of the Ronald McDonald House for Sick
Kid. The event was held at Pizza Express in Empire
Center, East Tsim Sha Tsui. It was heartwarming to
see the children and their families gather together in
excitement to create delicious pizzas.

On behalf of the club, President Lion Erica received
a HK $100,000 cheque from Lion Stephen as
sponsorship to the Lions Club of Kowloon 60th
anniversary celebration. Lion Stephen has always
been supportive towards the club and we thank him
for his generosity.

2018年7月至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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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半島
Peninsula

獅子會

會長
陳少平

資訊委員
蔡百泰

聯誼活動資訊

前

會長溫錦泰獅兄之子幼獅溫皓政（半島青年
獅 子 會 前 青 獅 ）， 於 2 0 1 8 年 8 月 5 日 新 婚 之
喜，假座九龍紅磡海韻軒海景酒店敬備薄酌，招待
親友和獅友。當天由會長陳少平獅兄帶領第一副會
長周健忠獅兄、總務邱偉強獅兄、糾察馮福昌獅
兄、前會長蔡百泰獅兄、前會長麥詠光獅兄、前會
長嚴玉麟獅兄、前會長張偉良獅兄、前會長陳瑞龍
獅兄、前會長甘耀成獅兄、前會長洪响堂獅兄、前
會長丘文興獅兄、前會長梁耀宗獅兄和獅嫂、董事
陳慶添獅兄出席參加，本會特備賀禮送予一對新
人，以示祝賀。

各位獅兄大合照

七月份例會
本會分別在2018年7月12日和7月26日舉行了兩次

7月12日開始舉行第一次例會，由上屆會長鄭嘉源

例會。

獅兄將會長帶移交給新任會長陳少平獅兄，陳少平
會長即執行會長主持例會，並在席上頒發職員襟章
予所有內閣成員。2018-2019年度職員名單如下：
會

長： 陳 少平獅兄

上 屆 會 長：鄭嘉源獅兄
第一副會長：周 健忠獅兄
第二副會長： 巫春華獅兄
上屆會長鄭嘉源獅兄將會長權槌轉交予新任會長陳少平獅兄

第三副會長： 張正平獅兄
義 務 秘 書：溫 錦泰獅兄
義 務 司 庫：殷 志權獅兄
總

務： 邱偉強獅兄

糾

察：馮福昌獅兄

7月26日第二次例會上陳少平會長頒發各小組主席委
左圖: 陳少平會長頒發委任狀予義務秘書溫錦泰獅兄
右圖：陳少平會長頒發董事襟章予陳慶添獅兄

任狀，並為周健忠第一副會長和甘耀成前會長慶祝
生日。

三○三區會2017-2018年區會
第三次聯合晚餐例會暨向終生會員致敬
2018年6月13日，本會獅兄出席參加國際獅子總會中國港澳三○三區假九龍尖沙咀洲際酒店宴會廳舉行
2017-2018年度第三次聯合晚餐例會。當晚出席終生會員有蔡百泰前會長，其他出席獅兄有2017-2018
年度會長鄭嘉源獅兄、鄭嘉源獅嫂、候任會長陳平獅兄以及梁耀宗前會長。

2018-2019年度屬會職員領導才能工作坊
會長陳少平獅兄和第一副會長周健忠獅兄出席了303區於2018年8月4日-5日假澳門喜來登酒店舉行20182019年度屬會職員領導才能工作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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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域多利
獅子會
Victoria Hong Kong

會長
翁靖淇

介紹域多利多年的社區服務合作伙伴：協康會

多

年來域多利獅子會從無間斷地支持協康會的服務，特別是針對患有「自閉症」的兒童，自5年前
捐助設施給予大埔協康會，接二連三地對協康會包括觀塘等其他地區給予了協助。今年初，域多

利獅子會出席了協康會一個數百小朋友的聚會。7月由翁靖淇會長及胡沛燊獅兄代表接受協康會的邀請，
出席了協康會以「55載情、結伴創將來」為主題的成立55周年慶祝大會。
協康會源於1963年，成立初期的目的是為康復中的小兒痲痺症兒童提供康樂活動，讓他們得到關愛，重
拾動力。因為他們深信，孩子們不論能力如何，均應有
愉快成長、發揮潛能的權利；而他們越早得到幫助，能
夠自立和回饋社會的機會就越大。現協康會已踏入第55
年，他們為不同發展障礙的兒童，青年及其家庭提供專
業的訓練和支援，協助他們釋放潛能、綻放光芒；受惠
的家庭每年逾10,000個。
域多利獅子會能夠參與協康會為有需要的兒童及他們的
家人提供協助，經過協康會發出獅子精神，深感榮焉。

新會員介紹

胡沛燊 （Wu Pui Sun Stanley）

胡獅兄於2018年4月由黃子瑜獅姐介紹，經過域多利理事會審核後，認為符合獅子會的入會條件，於7月
本年度第一次理事會批准及獲邀請入會。
胡獅兄自4月開始接觸獅子會以來，已經多次出席獅子會的集會，包括303區區會及域多利會的服務活
動，他於四月跟隨第三分域遠赴西藏，初次見證了獅子會服務精神，五月份跟隨域多利會前往台北參加
姐妹會的授證儀式，也體驗了獅子會的國際友誼。
胡獅兄在接受我們訪談間，強調了他對獅子服務精神的敬佩。他說，一直以來
他都有回饋社會的心願，但鑒於個人力量有限，未能達到自己的目標，現在能
夠參加獅子會，聯同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為社區服務，眾志成城，力量於效果
就比較大得多。他也經過服務社區，結交了如同兄弟姐妹般的朋友。
胡獅兄經營餐飲業，在香港和九龍區置有多間大型中式酒樓。已婚，獅嫂Camy
相夫教子，默默協助胡獅兄。胡獅兄育有一子，已經成年。
我們歡迎Stanley加入域多利獅子會。

2018年7月至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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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香島
Bayview

砥礪前行

6

獅子會

會長
吳珊珊

資訊委員
陳雅輝

更創輝煌

月21日是「香島獅子會創會55週年慈善餐舞

獅友由總監郭美華獅姐為他們主持入會儀式，勉勵

會暨2018-2019年度職員就職典禮」的大日

他們共同服務社群，同心同德，向有需要幫助人士

子，於北角海逸君綽酒店筵開31席，獅友與嘉賓們

加以關懷。

濟濟一堂，為香島獅子會的盛事熱烈慶祝。當晚由
2018-2019年度會長吳珊珊獅姐帶領一班內閣宣誓
就職，與本會獅友們一起齊心造福社會，實踐獅子
精神的理念。晚宴裡的豐富節目一浪接一浪，先後
由何嬋嬋獅姐、前會長吳秀治獅姐、前會長陳雅輝
獅姐、第三副會長姚雲龍獅兄及會長吳珊珊獅姐等
數位載歌載舞，為慈善籌款表演，務求給蒞臨的嘉
賓帶來美好的回憶。
2018-2019年度香島獅子會擬建「廣西防城港防城
區十萬山瑤族鄉香港香島獅子會55週年紀念醫院」，
目的是造福當地山區兩萬多位居民，解決醫療上的
困難，希望集腋成裘，共創善舉。感謝會長吳珊珊
獅姐把37位獅友的力量凝聚，以行動為社會作出有
意義的服務，令香島獅子會 - 砥礪前行 更創輝煌。

本會的終生會員已增至8位，包括創會會董張煊昌
博士、前總監梁欽榮獅兄、前會長許學之獅兄、前
會長李聖丞獅兄、前會長張勤獅兄、前會長黃世洪
獅兄、理事劉遜平獅兄及資深會員吳炳南獅兄，我
們對他們一直的默默付出加以致敬及表揚。6位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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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青山
獅子會
Castle Peak Hong Kong

會長
陳韶軒

香港青山獅子會第五十五屆職員就職典禮

本

會於六月十六日假尖沙咀東香格里拉酒店舉行
第五十五屆職員就職典禮，晚上七時半，大會
司儀趙財龍獅兄、袁景森獅兄及蘇慧恩小姐宣佈晚會
開始，由大會主席陳韶軒獅兄及會長吳承海獅兄帶領
眾主禮嘉賓進入會場。
各主禮嘉賓在主禮臺上就座，然後由大會主席陳韶軒
獅兄宣佈晚會開始，隨即介紹嘉賓，包括總監陳立
德獅兄，上屆總監馮妙雲獅姐，前國際理事范佐浩獅
兄，第一副總監郭美華獅姐、第二副總監王恭浩獅
兄、多位前總監、分區主席、分域主席及友會會長，
菲律賓宿霧市姊妹會代表，協作機構嘉賓等合共二百
多人，見證本會成立五十五周年慶典。
首先由大會主席陳韶軒獅兄介紹致詞，感謝各位出席
嘉賓蒞臨，今年適逢國際獅子總會創會101週年及本
會成立55週年，我們秉承各位前會長的青山獅子會的
精神，繼續為社會服務，更上一層樓，世代相傳，多
謝各位嘉賓的支持，與及為今晚就職禮籌備委員會的
獅友，貢獻不少時間和心血，使晚會得以順利舉行。
隨即由現任會長吳承海獅兄介紹過去一年來的年度報
告，本會自1964年創立至今，已有54年了，多謝各
位前會長默默耕耘，先後完成多項青山地標，如屯門
青山鐘樓，烏溪沙青山獅子亭，培正中學獅子廊，擴
建香港紅十字會甘迺迪中心一個會教室等，香港布廠
商會朱石麟中學「青山獅子會伴我成長獎勵計劃」，
旨在鼓勵各級同學參與有關活動，讓同學有機會向社
會成功人士學習。同時，培訓一群充滿朝氣的青山青
年獅子會會員，讓他們認識社會，培養領導才能。對
於青少年的視力和腦部健康，本會亦有作出適當的活
動，繼而擴展至區內的長者，進行「關腦護老延益
壽」之服務，與長者同慶中秋及春節聯歡晚會等。今
屆本會特別嚮應區會首次籌辦一部流動捐血車；最

陳立德總監主持權槌交接儀式

會 訊

全體獅兄在總監陳立德獅兄監誓
下宣誓就職

近還舉行了一項大型服務「耆青樂容融」管弦樂團慈
善晚會，籌募經費給香港獅子會中學作音樂獎學金、
信義會沙田多元化金齡服務中心及天平長者鄰舍中心
等，幫助本港弱勢社群，及青少年和長者的服務。一
年很快過去，所作的服務，不勝枚舉，最後，多謝各
位前會長的領導及支持，帶領我們再創高峰。
隨即進行新舊會長交接儀式，由陳立德總監主持，
並為本會2018-2019年度職員及理事進行宣誓就職儀
式，為今屆本會獅子服務帶來新動力。
接着是總監陳立德獅兄致詞，祝賀香港青山獅子會過
去五十四年以來為獅子會進行了無數的高質素社會服
務，造福社群，並讚揚黃會長帶領全體獅兄在過去
一年對303區十分支持，積極參與獅子會各項服務活
動，完全貫徹今屆國際會長的口號，共四項範疇，即
視力，環保，飢餓，青少年，及新加入的糖尿病服務
等。當中加入許多協作機構，一同進行服務，迎合國
際獅子會的方向，最後，恭祝青山獅子會繼續發輝影
響力，獅運昌隆。
新任會長陳韶軒獅兄致詞，多謝各位獅兄的鼎力協
助，為今次晚會花了不少時間和精神，今後必定秉承
五十四位前會長的服務精神，更多謝黃達強上屆會長
於過去一年所作出良好典範，為來年度注入新動力，
並繼續實現獅子服務精神，以今年的口號「攜手同心
青山人」為承諾，對未來的服務將上下一心、更上一
層樓。多謝各位嘉賓出席支持，為晚會增添光彩。隨
即由大會主席陳韶軒獅兄及會長聯同本會全體獅兄向
所有嘉賓祝酒，希望大家好好享受今晚的宴會，最後
本會獅兄獅嫂們來一張大合照留念。隨即由新任會長
代表本會致送紀念品予各位主禮嘉賓。
最後由前會長黃達強獅兄致謝詞，他強調本會經過五
十多年漫長的歲月，從畢禹徵創會會長創立香港青山
獅子會以來，加上五十四位前會長先後秉承303區會
的口號「我們服務」為社區略盡綿力。多謝總監，副
總監及區職員於百忙中抽空光臨指導，使晚會得以順
利進行。更要多謝各位前總監及各屬會會長及獅友
的支持，為今次晚會，增添光彩。多謝海外姊妹會宿
霧獅子會遠道前來，深表感謝。最後多謝五十四週年
慶典籌備委員會的各位獅友，在陳韶軒大會主席帶領
下，安排節目等工作，使晚會辦得十分成功，讓各位
獅友及嘉賓，享受一個愉快的晚上。

1. 2018年6月29日，陳韶軒獅兄和黃
達強獅兄代表青山獅子會參加香港
紅十字會甘迺迪中心競技日。

4. 新 獅 兄 李 澤 江 加 入 香 港 青 山 獅 子
會，於7月17日例會第一副總監王
恭浩獅兄主持宣誓入會儀式。

2. 2 0 1 8 年 7 月 2 日 ， 本 會 陳 韶 軒 會 長
聯同上屆會長吳承海獅兄及黃達強
前會長出席下城區青少年活動中心
赴港交流團，支持機構為楠希愛樂
樂團。

5. 2018年7月26日，本會主辦「鼓
舞香港」鼓樂舞蹈音樂會表演，
在觀塘順利社區中心舉行，招待
300位長者及青少年欣賞，總監郭
美華獅姐、第一副總監王恭浩獅
兄、第二副總監梁禮賢獅兄、第
二分區主席凌玉駒獅兄、第六分
域主席黃達強獅兄、立法會議員
和觀塘區議員和民政事務處代表
均出席主禮。

3. 7月12日，第六分域主席黃達強獅
兄、陳韶軒會長和林天意第一副會
長出席香港紅十字會甘迺迪中心金
禧校慶典禮暨畢業典禮。

(上圖)李澤江獅兄入會儀式
(下圖)會長陳韶軒獅兄與各主禮
嘉賓和本會獅友及各表演團體來
個大合照。

2018年7月至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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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山
Tai Ping Shan

6

獅子會

會長
陳慶携

資訊委員
莊楚生

月16日是太平山獅子會，每年一度的大日
子，我們的會慶兼職員就職典禮及慈善籌款晚

會，就在今天舉行，得到台灣、星加坡以及韓國等
姊妹會的獅友蒞臨祝賀，加上總監，區職員及各屬
會的友好的支持及參與，我們在新任會長陳慶㩗獅
兄帶領下，全體獅友總動員，使得當晚星光熠熠，
高朋滿座，熱鬧非凡。

每年職員就職典禮之後，便是新一屆職員及獅友，

責 任 與 服 務 的 新 開 始 。 我 們 懷 着獅 子 會 「 四 出 精
神」，迎接這新的開始！

龍，鄧麗君，沈殿霞，汪明荃，梁醒波等等的相知
相惜，以及生活點滴。到後來進軍飲食業，成功建
立數個知名飲食品牌，創造自己的飲食王國，蔡先
生風趣幽默的演繹，超卓的創造能力及經營思維，
使我們獲益良多，贏得眾獅友熱烈掌聲，更排隊要
求簽名及拍照，午餐例會就在這開心、熱鬧的氣氛
下圓滿結束。
一個圓滿的結
束，亦代表另一
開始，我們太平
山獅子會各獅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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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9日是本年度首次午餐例會，我們聯同港南獅

已準備就緒，為

子會舉辦聯合午餐例會，更邀得重量級嘉賓蔡和

有需要人士提供

平先生，分享他的成功經驗，由他年輕時在無綫電

服務，這就是我

視，製作了「歡樂今宵」、「香港小姐」以及「亞

們聚首一堂的原

洲歌唱比賽」等無數金牌節目，與眾多藝員如李小

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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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觀塘
獅子會
Kwun Tong Hong Kong

5

會長
何紹安

月28日「愛心送暖大行動」在深水埗基隆街的大聯合車行舉行，
此次活動總共派發500個飯盒、500包愛心大米、500罐茄汁豬肉

豆、500個橙以及500包麵包，何紹安會長及林熙洲前會長，一早到場
打點，梁偉明前會長及羅寳華獅姐，放下工作齊來參與。未至下午五
點半，一班長者已大排長龍，此次活動得到黃國權先生的鼎力相助及
悉心安排，獅兄獅姐們及一班義工，令每位長者都開心滿載而歸。最
後還有一位長者得到全新輪椅借用，與我們笑逐顏開合照。

香港鳳凰
獅子會
Phoenix Hong Kong

會長
郭得瑩

參加國際獅子年會

梁

彩意獅姐及麥小碧獅姐於6月29日至7月3日前往拉斯維加斯參
加第101屆國際獅子年會。獅姐們除了出席年會開幕典禮及晚宴
外，更參加了大巡遊，在陽光充沛的上午與來自世界不同國度的獅友一
齊巡遊表演，增進獅誼。當地天氣高達40多度，但亦不減獅友們的熱
情，獅友們的開心歡呼聲感染了現場沿途觀眾，各地獅友巡遊表演項目
有民族服裝、民旅舞、龍獅表演及管樂樂團表演等等，非常精彩。

本會晚宴增進獅誼

歡迎新成員

7月21日，梁彩意上屆會長宴請感謝晚宴，答謝本會獅姐們全年的
支持，得以順利完成會長的職務。獅姐們藉此相聚增進獅誼的同
時，更回贈精美禮物及花束感謝梁彩意獅姐過去一年的領導，並
祝賀梁彩意獅姐獅務更上一層樓，榮任18-19年度第八分域主席。

非常高興，本會
增添了一位新成
員，熱烈歡迎鄺
慧獅姐。鄺獅姐
於8月11日屬會
聯合就職典禮晚
餐舞會的新會員
入會儀式正式宣
誓加入獅子會，成為香港鳳凰大家
庭的成員。
2018年7月至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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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
Macau

獅 子會

會長
楊俊熹

資訊委員
吳啟華

7月份第二次例會

本

會7月份第二次例會，邀請了澳門立法會議
員及澳門銀行公會主席 葉兆佳先生出席，

並對金融行業的近況作出精簡分析和分享意見，簡
單講解有關金融經濟方面的發展，也很高興檳城姊
妹會前會長C.C. Leong和澳門中小型餐飲業商會
理事長楊永成先生出席例會。

「健康成長伴我行 - 2018」
「健康成長伴我行」是澳門獅子會傳統的服務項目

疾的重要性，活動系列也包括了為有需要的人士檢

之一，計畫主要提供眼疾診斷、眼鏡及保護眼睛

驗眼疾及配給合適的眼鏡矯正。是次活動大會主席

的知識。今次活動很高興和澳門特殊奧運會一起舉

帶領一眾澳門獅子會成員一同來到路環毅進綜合活

辦。

動中心，與60多位朋友進行講座和示範護眼操。

本次活動由大會主席兼第三副會長蕭瓊彪獅兄籌

澳門獅子會會長楊俊熹獅兄表示，國際獅子總會和

備，藉着講座活動推廣保護眼睛知識，強調預防眼

特殊奧運會自2001年開始合作，為特殊奧會運動
員提供視力檢查，計劃至今已為全球超過370,050
位特奧會運動員提供免費視力檢查，為161,000位
運動員配鏡。
這次參加活動的獅兄獅姐包括：澳門特殊奧運會執
行總監 蕭宇康先生, 講座嘉賓及視光師 冼永恆先
生，指導會長兼大會副主席鄭耀祺獅兄，第二副會
長兼大會司儀何磊磊獅兄，義務秘書黃嘉豪獅兄，
糾察廖達光獅兄，前會長兼資訊委員會主席吳啟華
獅姐， 陳顯棠獅兄及歐栢超獅兄，場面熱鬧。
活動結束後，為他們送上由大會主席提供的紀念
品，整個下午大家都在愉快溫馨的氣氛中，度過了
一個充滿愛的下午。

8月份第二次例會
本會8月份第二次例會，邀請了澳門特殊奧運會執
行總監 簫宇康先生出席，為本會介紹澳門特殊奧
運會的會務及分享多年澳門服務經驗，本會會員獲
益良多，非常感謝！經過今次分享，兩會期望將來
舉辦更多合作服務，為澳門弱勢社群做出更多貢
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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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尖沙咀
獅子會
Tsim Sha Tsui, Hong Kong
出席台南成功姊妹會
就職典禮活動

6

會長
劉志勇

資訊委員
范啟鏞

參與「活力．愛 慶回歸」
嘉年華會活動

月23日上午11:15，本會代表團一行10人直飛

本會獅兄支持及參與7月1日油尖旺區各界攜手「活

台南，出席6月25日台南成功獅子會第55屆授

力．愛 慶回歸」嘉年華會活動，並在嘉年華會場

證典禮。代表團在台南期間受到台南成功獅子會獅

上設了「香港尖沙咀獅子會」遊戲攤位，與市民一

兄獅嫂的熱情接待，有賓至如歸的感覺。通過一起

起同慶回歸的同時也宣傳獅子會的活動。

活動，互相交流、學習，對兩會會務發展和增進國
際獅誼都有很好的促進作用。

台南成功姊妹會熱烈歡迎本會代表團到訪

獅友與市民同樂慶回歸

舉辦第44屆職員就職典禮
香港尖沙咀獅子會於7月6日晚上7時30分假座富豪
九龍酒店，舉行第44屆職員就職典禮晚會。大會特
別邀請303區總監郭美華獅姐為大會主禮嘉賓。出
席晚會嘉賓中有區職員、友會會長和獅友。本會姊
妹會——台南成功獅子會及中國獅子聯會浙江慈航
服務隊的獅友不遠千里來港出席典禮。嘉賓獅友百
多人歡聚一堂，場面非常熱鬧。

大會在雄壯的獅子歌聲中揭開了序幕。首先由大會
主席劉志勇獅兄致歡迎詞；接着由17/18年度會長
伍于宏獅兄作年度會務總結報告。在報告中，他回
顧過去一年本會會務進展和取得的成績，同時衷心
感謝本會獅兄獅嫂一年來對本會支持和參與。
會上，總監郭美華獅姐主持職員理事就職宣誓儀
式。宣誓儀式後，在郭總監的見證下，新任會長劉
志勇獅兄從上屆會長伍于宏獅兄手上接過權槌和戴
上會長佩帶後，新職員就職儀式便順利完成。
就職儀式後，第一副總監王恭浩獅兄為新會員潘卓
群、鄧務威舉行入會儀式。飲過獅子奶後，潘卓
群、鄧務威獅兄便正式成為本會會員。
總監郭美華獅姐在大會上致詞，她高度讚揚本會獅
兄對區會和社會的貢獻；新任會長劉志勇獅兄在會
上致詞中，感謝本會獅兄的支持，同時也談了未來
一年的大計。台南成功姊妹會會長和浙江慈航服務
隊隊長也分別在會上致賀詞；典禮在大會副主席方
繼元獅兄致謝詞後便圓滿結束。
在晚宴上，獅友嘉賓獅情洋溢,，共同度過了一個
愉快的晚上。

在郭美華總監的監誓和見證下順利完成就職儀式

2018年7月至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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鑪峯
The Peak

獅 子會

會長
楊雋永

探訪姊妹會一

結

資訊委員
李福謙

探訪姊妹會二

盟姊妹會台中光華獅子會於2018年6月6日假台灣台中

結盟姊妹會深圳龍華獅子會於2018

舉行42周年授證典禮，本會由會長胡志和獅兄帶領下包

年7月14日假深圳市聖堤灣酒店宴會

括: 第一副會長楊雋永獅兄、前會長蘇傑開獅兄、前會長何錦華

廳舉行2018-2019年度理事會暨會長

獅兄和2位朋友、許天佑獅兄和獅嫂一行七人，於6月6日早上乘

換屆典禮，本會由義務秘書李仲文獅

機前往台中，晚上出席姊妹會台中光華獅子會的42周年授證典

兄安排交通工具接載各位獅友們，

禮。6月7日早上台中獅友特別安排本會赴台獅友前往合歡山清

候任會長楊雋永獅兄連袂與候任第

境農場參觀，當日天朗氣清，一眾獅友皆盡興而返。

三副會長
莊鈞傑獅
兄、前會
長郭兆輝
獅兄、前
會長繆家
濤獅兄、
前會長黃
怡凌獅姐
行前往慶
賀。

喜訊
恭賀候任第三副會長莊鈞傑獅兄兒子百日宴，當天由本會上屆會長胡志和會長和候任會長楊雋永獅兄帶
領一眾獅友前往祝賀，莊獅兄更將各位到賀獅友的賀禮港幣五萬元正，全數捐回給香港鑪峯獅子會作服
務經費之用。

三○三區會第三次聯合晚餐例會
中國港澳303區於6月13日晚上7時30分假座九龍尖沙咀洲際酒店大禮堂舉行2017-2018年度第三次聯
合晚餐例會向總監及各區職員致敬外，更向已達35年獅齡，獲得終身成就獎的終生會員—周堅如獅兄致
敬。

三○三區屬會
職員領導才能工作坊
2018-2019年度三○三區屬會職員領導才能工作
坊，於2018年8月4-5日在澳門喜來登酒店舉行，
新任會長楊雋永聯同第一副會長曾廣源獅兄、義務
司庫何錦華獅兄和義務秘書李仲文獅兄代表本會出
席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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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東九龍
獅子會
Kowloon East, Hong Kong

會長
陳國雄

資訊委員
林婉玲

香港東九龍青獅
老友記同樂服務日「健康常識知多些」

香

港東九龍青年獅子會一年一度的深水埗長者
服務日又到啦！ 2018年5月26日當天早上
10時於深水埗街坊福利會長者鄰社中心舉辦「老友
記同樂服務日」活動。是日共有120多位長者、25
位青獅及義工出席。今次活動時間安排緊湊，青獅
們安排了精彩的活動，務求與一眾老友記度過一個
充實的早上。而香港東九龍獅子會作為母會，亦
有4位獅兄獅姐出席參與此次活動，以表支持，分
別是上屆青獅指
導鄧永聯獅兄、
今屆會長陳國雄
獅兄、上屆會長
葉惠敏獅姐以及
前會長張璇菲獅
姐。
今次活動，一班青獅聯義工和長者一齊玩遊戲，從
遊戲當中去分享，有關食物健康及安全知識，以及
探討有效的養生和長壽秘訣。當中包括配對遊戲去
學習食物配搭的禁
忌，以觸覺去猜食
物，從而再分享當
中營養價值的資
訊。除此之外，今
次亦是青獅活動
中，首次安排有魔
術表演環節。各位

老友記長者都很聚精會神地欣賞，深怕一眨眼就會
錯過精彩的表演。
今次活動有好多的第一次，例如當日出席的多位義
工都是第一次參與深水埗街坊福利會長者鄰舍中心
的探訪活動，新鮮感十足之餘，亦十分投入。而長
者們亦都主動跟青獅及一班義工討論，希望爭取時
間和青獅及義工探討長壽心得。
另外，今次活動的大會主席Terence青獅亦都是首次
擔任活動籌劃的角色。他認為今次的活動不但令到一
班老友記獲益良多，而青獅同獅友也發揮了互助互愛
的精神，體驗服務的同時也有得著自我的提升。
而另一位活動籌劃人兼主持Eric青獅亦有深刻的感
受。一班長者老友記在活動後的反應很好，長者和
青少年一起互動，達到活動的預期效果。還有幾
位義工青少年都有意繼續參與青年獅子會的活動。
期待新一年度會有
更多新會員加入香
港東九龍青年獅子
會，可以在會中及
服務中遁序漸進地
學習，然後擔當重
任，發揮LEO青年
獅子會的精神！

香港東九龍獅子會2018-2019年度職員及理事成員：
會
長：陳國雄獅兄
上 屆 會 長：葉惠敏獅姐
第一副會長：李任基獅兄
第二副會長：鄧志浩獅兄
第三副會長：劉惠芳獅姐
職員及小組委員名單：
考勤
：洪劍忠獅兄
資訊委員
：林婉玲獅姐
憲章及規程
：何錦程獅兄
年會
：葉惠敏獅姐
聯誼
：李任基獅兄
財務
：鄧觀容獅兄
接待
：鄧志浩獅兄
國際獅子會基金 ：簡有山獅兄

義 務 秘 書：方元翔獅兄
義 務 司 庫：張璇菲獅姐
總
務：黎慶輝獅兄
糾
察：何錦程獅兄
會籍組主席：司徒祿獅兄

青年獅子會指導
：鄧永聯獅兄 及 梁志堅獅兄
節目
：鄧志浩獅兄
公共關係
：鄧觀容獅兄
康樂
：梁志堅獅兄
會員名錄
：劉惠芳獅姐
服務計劃
：黃月香獅姐
視覺第一
：司徒祿獅兄
電訊資訊科技及網頁 ：鄧涇渭獅兄
2018年7月至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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獅子山
Lion Rock

獅子會

會長
區美珍

資訊委員
黎民

2018年5月11日 -「獅愛共融·鮮花傳意獻母親」

母

親節前夕，由本會主辦、保樂力加香港及
澳門協辦「獅愛共融·鮮花傳意獻母親」

活動，當天有二十多位獅友及義工前往本會位於屯
門之姊妹學校 - 香港基督教服務處培愛學校，以1
對1協助傷健學童親手製作一盆別出心裁之花藝及
心意咭，向長期辛勞地照顧特殊兒童的媽媽們致敬，
希望媽媽們能感受到一眾孩子藏於心裡的愛意。

2018年5月5日 與獅子山青年獅子會 聯合服務「傷親相愛老」
本會與青獅年度聯合服務，與路向四肢傷殘人士協
會及長者中心合作是次服務。獅友們帶領傷殘人士
一同帶歡樂給長者們，大唱懷舊金曲、玩小遊戲，
傷殘人士表演自行編排的輪椅舞，並大派褔袋，與
長者們歡度了整個下午。是次服務對象不止是院舍
長者，同時為傷殘人士提供了表演和服務的機會，
各有得著。

2018年5月19日 -「視事關心·視力教育計劃」
本會獅友前往基督教聖約教會堅樂第二小學為60名中、小學生及家長舉行視力講座，遊戲並派發模擬眼
鏡體驗各類視障影響，如青光眼、色盲、白內障等情況，達至推廣預防眼疾及視力教育目的。

2018年6月23日 - 第一分域聯合服務「親子料理樂繽紛」
繼3月份本分域前往探訪「麥當勞叔叔之家」舉行
兒童派對後，今次我們特意想出院舍以外地點舉行
活動，好讓小朋友外出走走並擴闊視野。
今次受眾主要是20組4至10歲癌症康復中之兒童家
庭，進行親子DIY Pizza工作坊及大玩團體遊戲，
最後仲大派豐富禮物和氦氣球。當日無論係大朋
友、小朋友或者獅友們，大部分也是第一次動手親
自製作薄餅，大家都大讚此體驗好玩又過癮，場內
充滿溫馨笑聲，令人樂而忘返！

2018年6月7日 - 獅子會百週年慶乒乓球同樂活動之公開賽
本會會長曾飛燕獅姐及第二副會長黎民獅兄在6月7日區會舉辦之獅子會百年乒乓球賽勇奪多個獎項，包
括男子雙打冠軍、女子單打亞軍及混雙殿軍，為獲獎最多之屬會。最後，很榮幸與其他獲獎獅友晚上出
席國際會長晚宴時，與國際會長於台上接受祝賀及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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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九龍
獅子會
South Kowloon

會長
鄭嘉財

本會贊助「禁毒舞蹈」大比拼2018

本

會為協助宣揚毒品的禍害、鼓勵青年及青
少年培養積極樂觀的人生態度，多年來均

贊助支持獅子會禁毒先鋒隊主辦之「禁毒舞蹈大比
拼」。
今年6月21日大會舉行決賽及頒獎典禮，本會鄭嘉
財候任會長與方雋偉獅兄聯袂抵達旺角麥花臣場館
出席典禮，鼎力支持禁毒活動，鼓勵青年人建立正
面思想，提升降逆能力。

本會獅兄出席「禁毒舞蹈大比拼2018」頒獎禮與大會首腦合照

獅兄出席東華三院南九龍幼兒園畢業禮
7月11日東華三院幼兒園聯合舉行畢業典禮，本會
東華三院南九龍獅子會幼兒園今年共有27位小朋
友完成了幼稚園的學業階段，參與畢業禮，會長鄭
嘉財獅兄、第一副會長湯俊傑獅兄、第三副會長尹
荏球獅兄，施必芳獅兄，黃忍權獅兄，魏沛豪獅兄
前往伊莉莎伯體育館出席典禮，藉此鼓勵小朋友完
成幼稚園培育里程後，踏入小學階段，繼續努力向
學，將來學有所成，為社群服務，造福社會，將獅
子精神邁向高峰。
獅兄們參與東華三院幼兒園聯合畢業典禮與東華三院
南九龍獅子會幼兒園楊校長合照

新年度第一次董事會會議商討今年服務大綱
本會於7月27日本年度第一次董事會會議，商討今
年服務大綱。會中獅兄們表示服務範圍都是秉承以
往一貫風格的服務宗旨，以教育、殘障、醫療、青
少年及長者等活動為主旨，除鼎力支持區會舉辦之
各項服務和南九龍青獅公益慈善項目外，本會繼續
捐助本港大學和國內中、小學獎助學金、籌辦敬老
宴、探訪幼兒和弱智兒童、舉行午餐例會等多元化
的活動，藉此積極推展「我們服務」獅子精神和促
進獅誼，為社群作出貢獻。

年度第一次董事會會議、商討今年度服務大綱

2018年7月至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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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城市
The City

本

獅子會

會長
俞翱飛

會於2018-2019年度第一個服務項目，

在香港城市獅子會本屆俞翱飛會長的帶領下，香

服務活動細節如下：

港城市獅子會與尖沙咀街坊福利會合辦慶祝香港

項目名稱：慶祝香港回歸21周年關愛長者盆菜宴

回歸21周年關愛長者盆菜宴，該活動於尖沙咀會

合辦機構：尖沙咀街坊福利會與香港城市獅子會

堂舉行。當日筵開50席，宴請超過600位長者聚

日期：2018年7月23日（星期一）

首一堂。

當天各位獅兄獅姐、尖沙咀街坊福利會及紫荊
音樂協會不遺餘力地服務長者。
當天長者一遍欣賞精彩的歌舞表演，一遍享用
美味的盆菜。本會更向在座的每一位長者送上
福袋，讓長者在歡樂洋溢的氣氛下慶祝回歸。
香港城市獅子會多謝各方好友支持！

Officer Bearers:2018-2019
President

: Barry Yu 俞翱飛

Imm. Past President : Jonathan Lee李頌華
1st Vice President

: Cheung Man Tim 張萬添

2nd Vice President : Joseph Wong 汪家智
3Rd Vice President : Albert Yu 余漢榮

香港商報於2018年7月26日的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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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n. Secretary

: Cheung Man Tim 張萬添

Hon. Treasurer

: Alec Ho 何逸雲

Lion Tamer

: Ho Tak Sum, MH何德心

Lion Twister

: Frank Law Sai Kit 羅世傑

九龍塘
獅子會
Kowloon Tong

會長
羅紹彬

資訊委員
陳金發

2018-2019年度內閣名單
會

長：羅紹彬

義 務 秘 書：陳金發

上 屆 會 長：王慶廷

義 務 司 庫：邱 健

第一副會長：廖佩儀

總

務：溫少華

理事：葉景強

第二副會長：陳自覺

糾

察：廖家寶

理事：張鳳秋

第三副會長：黃思敏

會 籍 理 事：張新村

在

此本會熱烈恭賀新一屆的會長及各位就任理事，在會長羅紹彬獅兄帶領下，本會定必團結一致，
全力以赴，使會務更上一層樓！

「伴你童遊–成長篇：
型男型女大作戰」
本會與播道兒童之家合作的「伴你童遊–成長
篇：型男型女大作戰」，最後一次服務已於2018
年6月16日假荃灣環宇海灣會所圓滿舉行，本次

第101屆國際獅子年會
本會前總監張新村獅兄榮幸獲總會委任為
Lions Clubs International Foundation (LCIF)
Campaign 100 Area Leader，在第101屆國際獅
子年會中張總監出席了就職典禮。

服務的主題是「型男型女畢業禮」- 由專業廚師
帶領兒童之家的小朋友體驗烹飪樂趣，並將在過
去三堂課教導他們從儀表到餐桌禮儀，與獅友們
共享簡餐實踐學習成果。

第一次新會員研討會
(2018-2019)
研討會於7月20日在303區辦事處舉行，本會兩名
新獅友在此了解到
獅子會的歷史，架
構，信條，傑出服
務及貢獻，從國際
層面，區會層面以
至屬會層面，及討
論作為獅子會會員
應具備的情操及可
預期的得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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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九龍
West Kowloon

獅子會

會長
陳立漢

資訊委員
黃麗玲

第四分域聯合服務
關懷長者護眼講座暨茶聚

4

月28日我們第四分域：西九龍獅子會、北九龍獅子會、九龍塘獅子會、東方之珠獅子會以及將軍澳
獅子會，聯合為192位長者舉辦茶聚及提供護眼講座，主要目的是希望長者通過活動，獲得愛護眼晴

的知識，互動氣氛非常良好，更加珍惜現在良好視力。

關注視力一浪接一浪
我們秉承第二分區「視事關心」視力教育

6月13日第三次全區聯合
晚餐例會，終生會員致敬

計劃，5月5日到深水埗基督教香港信義會

本會非常高興今年有四位獅友成為終生會員，包括陳立漢

深信堂，為20名小學生舉辦護眼講座，令
他們藉此遊戲活動，提升對眼睛的護理及
保養的認識。

獅兄、許享明獅兄、李玉霞獅姐及區麗華獅姐。當日差不
多是全體西
九龍獅子會
的獅友到場
慶賀，這令
我們感到非
常光榮，希
望更多獅友
向 他 們 學
習。

6月24日17-18年度會長生日會
因為今次是17-18年度會長最後一次生日聚會，聚

最高潮的莫過於抽獎環節，因為今次每位會長都可

會於又一村俱樂部舉辦，是日有很多人出席，總

以抽到獎品，真是人人有份，永不落空，令整晚的

監、區職員也來參加及贈送禮物。場面非常熱鬧，

歡樂氣氛，有增無減，我本人希望每年都可以繼續

高興之餘也特別難忘。

慶祝生日會，增進大家友誼。

6月9日10第18屆國際青年交流開幕禮
第18屆國際青年交流是一個來自世界各地的年青人
到香港及內地的交流活動，當日大約有20多名來自
海外的年輕人，他們大多都是大學生及專科生，場
面非常溫馨而隆重。
其實最重要是，他們此行能得到香港熱心的獅友接
待及到其家中居住，這份無私貢獻的精神值得我們
分享，希望更多獅友能仿效他們。我們就這樣溫馨
的氛圍下，度過這個非常有意義的中午聚會。

2018年7月至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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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港南
獅子會
Hong Kong South

會長
張美娟

資訊委員
關美娟

港南新力軍

港

南獅友喜氣洋洋地迎接新的
2018-19獅子年，開心的是

在6月底有三位年輕有為的新力軍
加入，加上兩位轉會的獅友，他們
為本會帶來了活潑朝氣，更期待與
新獅友們一起投入各項服務，建立
獅誼。

港南與太平山聯合午餐例會
在7月19日新的獅子年第一個月，香港港南獅子會與太平山獅子會展
開了在這獅子年的第一次聯合午餐例會。9年來，兩會從未間斷地共用
一年一度的聯合午餐例會，溫馨的「爺孫會」的合作彼此互建友好獅
誼。
7月19日的兩會聯合午餐例會，邀請了蔡和平先生講述他「由電視製作
至飲食業」的傳奇，成功經歷。 從蔡先生17歲展開他的豐富燦爛的電
視生涯，至十年前成功轉營飲食業。現正七十多歲的他也永不言休。
他的意志，創新，成功的經歷帶給我們在場的獅友和嘉賓大大的激勵
與學習。兩會新會長也戰戰兢兢地、喜悅地順利攜手完成第一次掛上
會長帶的例會。

青少年拍片工作坊
6月23及30日，特別安排幾位新獅友和轉會獅友參與了
2017-18獅子年度最後一個月三○三區會舉辦的「青少
年拍片工作坊」服務。 在這炎熱和下着大雨的夏天，
獅友和義工們熱誠地以小組的形式帶領幾百位基層的

隱 蔽 青 少 年 到 觀 塘 區 、 深 水 埗區 用 他 們 自 己 的 手 機 拍
YouTube短片，以「Online to Offline」（從在家中上網

拉出來接觸社會）模式讓他們認識舊的社區，瞭解貧窮
和有需要的長者的情況。拍出了的短片更可參加教會關
懷貧窮網絡舉辦的「1017唔食都得短片比賽」，為當天
參與的青少年更加添一重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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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新界

獅子會
The New Territories, Hong Kong

會長
翁木林

資訊委員
余紫威

第42屆職員就職典禮

本

會在6月9日假座帝京酒店舉行第42屆職員
就職典禮晚會，邀請303區總監陳立德獅兄
主禮。並廣邀前國際理事、上屆總監、副總監、區
職員、分會會長、官紳名流、社會賢達、新聞界友
好、母會尖沙咀獅子會以及韓台的姊妹會獅友等出
席，共同見證換屆盛典。由新任會長翁木林獅兄獅
嫂、上屆會長譚溢鴻獅兄獅嫂、三位副會長翁儒凱
獅兄獅嫂、陳燁志獅兄獅嫂、鄭展強獅兄獅嫂率領
全體獅友迎接嘉賓，氣氛甚為熱鬧。
第一副會長翁儒凱獅兄與上屆會長譚溢鴻獅兄先後
分別致詞，歡迎各嘉賓之蒞臨，以及報告一年內的服
務工作。年度內曾贊助及辦理多項不同的服務計劃，
以捐款形式繼續贊助 福幼基金會所舉辦的『藝術
助養計劃－馬嘴小學自然教育項目』及獎學金、捐
款贊助303區捐贈「流動捐血車」等較有代表及持
續性。其餘項目包括支持領養服務、家訪長者並為
其作出家居清潔服務、成為國際獅子總會「新世紀
大使」、以及贊助獅子會百年慶等服務項目均有兼
顧。總括而言，本會於今屆內投放於慈善服務的經
費超過柒拾萬元。
會員方面也略有增長，亦沒有流失，獅兄之間維繫
緊密。聯誼活動雖不算多，但也有持續舉行。與區
會仍是保持聯繫，關係牢不可破。
工作報告後，第42屆職員就職典禮隨即舉行。由
陳立德總監監誓，新任會長翁木林獅兄、第一副會
長翁儒凱獅兄、第二副會長陳燁志獅兄、第三副會
長鄭展強獅兄、義務秘書余紫威獅兄、義務司庫蘇
國明獅兄、總務陳東春獅兄、糾察林錦清獅兄、

理事：鄺瓊、朱鴻鈞、黃志輝、林世潛、陳錦滿、
譚展明、陳漢圃、黃永康、楊世傑、與余展鵬獅兄
等人，宣誓願意遵守國際獅子總會之守則，團結友
愛，服務社會，
發揚獅子精神。
接着，新任會長
翁木林獅兄在上
屆會長譚溢鴻獅
兄手中接過權鎚
佩帶後，新職員
就職典禮即告完
2017-2018年度會長譚溢鴻獅兄(右)於就
成 ， 儀 式 莊 嚴 隆 職典禮上移交權槌及佩帶予新任會長翁
木林獅兄(左)，中為主禮人陳立德總監
重。
新任會長翁木林獅兄於致詞時表示十分光榮能獲選
為會長，將竭盡所能，勤於會務，以補不足。任內
將仍會秉承本會一向的宗旨，首重於安老服務，將
會嘗試完成籌建一所安老院的計劃。其他社會公益
如醫療福利，社區建設、教育推廣、扶貧賑災等
等，都會全力以赴、盡心盡力地去推行以及捐助，
期能回饋社會。
陳立德總監讚揚本會對社會的貢獻，並相信在翁木
林新任會長的帶領下，定能為社區及有需要的人士
提供服務和協助，更進一步地發揚獅子精神。
為表揚2017-2018年度三位職員之功績，再由陳立
德總監頒發服務獎牌予會長譚溢鴻獅兄、義務秘書
余錦坤獅兄及義務司庫林世潛獅兄。
儀式尾聲則由第二副會長陳燁志獅兄致詞多謝嘉賓
之來臨及參與後，典禮方始正式完成。

會務訊息
本會在6至7月期間曾參與多項活動，計有：6月1
日曾出席「視事關心」視力教育計劃閉幕禮；6月
6日曾到汕尾市梅隴鎮視察場地，並同當地官員開
會，商討在當地籌建安老院一事；6月7日出席歡迎
國際會長晚宴，席上獲國際會長頒發百年慶獎項；6
月13日曾出席303區第3次聯合晚餐例會向總監、區
職員及終生會員致敬，席上獲總監頒發本年度各項嘉
許獎項；6月16日曾參加臺北300A3區就職典禮，恭

本會獅兄獅嫂歡迎到訪的臺北敦化姊妹會獅友

賀敦化姊妹會前會長林廷峯獅兄就任總監；7月6日
參加母會尖沙咀獅子會的新職員就職典禮；7月15
日有份參加獅子會盃足球賽，並且勝出賽事。
季度初開，本屆至今本會已舉行了兩次例會及一
次理事會，首先在七月份第一次例會上，召開小
組聯席會議，訂定本年度工作大綱以及活動，交
由各小組依
例執行。7
月24日的例
會對「第42
屆職員就職
典禮」作出
檢討，留待
下屆作為參
考。
本會獅兄歡迎到訪的韓國第一姊妹會獅友
2018年7月至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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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東
獅子會
Hong Kong East

本

會長
李恒輝

資訊委員
曹永豪

會於2018年7月3日假座美麗華酒店舉行新
一屆午餐例會。會議甫開始，由任滿會長

黃丁祥獅兄和接任會長李恒輝獅兄舉行簡單而莊嚴

的交接儀式。而新任會長李恒輝獅兄亦是當午主講
嘉賓，為大家闡述肝臟健康知識，應注意生活習
慣，多做有氧運動促進身體健康。是日特設下精美
蛋糕為七月份生日的獅兄嫂慶祝壽辰。

港東獅子會於2017-2018年度內舉辦「送暖迎冬敬
老嘉年華」，招待大埔區二百多位長者午宴，並派
送福袋及利是。上屆會長黃丁祥獅兄於任內發起籌
集港幣拾萬元捐助雅麗氏何妙齡那打素慈善基金。
雅麗氏何妙齡那打素及大埔醫院於2018年7月7
日，舉行服務社區20周年醫療服務籌款鳴謝禮，邀
請本會出席。並致送獎盃予本會，以感謝本會樂善
好施。

港東獅子會慶祝成立四十一周年紀念暨第四十二屆職員就職
典禮，於2018年7月13日舉行。是晚盛會廣邀嘉賓友好蒞
臨觀禮見證新舊會長交接典禮，並蒙總監郭美華獅姐主持監
誓，新任會長李恒輝獅兄致詞感謝在上屆會長黃丁祥獅兄及
前會長們的努力與熱心領導下，令會務興隆。再次銘謝全場
嘉賓蒞臨，定當堅守「服務」精神。
新一年度，我們迎來新力軍，是晚邀請到第一副總監王恭浩
獅兄主持新會員宣誓入會儀式，來自工程界的陸炳鴻準獅
友，由上屆會長黃丁祥獅兄保舉。陸獅兄宣誓後，佩戴獅子
章，飲獅子奶之後，正式成為港東大家庭的一份子。

喜事接踵而至
熱烈恭賀本會前會長葉榮鉅獅兄榮獲
「銅紫荊星章」勳銜。
熱烈恭賀本會前會長盧應銘獅兄榮獲
「行政長官社區服務獎狀」。
兩位前會長竭誠服務社區，貢獻良
多，港東模範，與有榮焉。
本會前會長陳浩波獅兄亦寫下賀詞，
以表達港東全體獅兄嫂喜悅如下：
恭喜盧應銘 葉榮鉅兩位前會長喜獲
特區政府頒授勳章 特賦盈聯祝賀
應得特首服務獎
銘傳社區八方揚
榮獲星章銅紫荊
鉅公善德百花香
陳浩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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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獻

香港金鐘

獅子會
Queensway, Hong Kong

會長
梁念卿

2018-2019 年度理事會名單如下
會

長：梁念卿獅姐	

會 籍 理 事：余慧芬獅姐

第一副會長：陳月明獅兄

理

事：劉燕珍獅姐

第二副會長：王耀森獅兄	

余柏岐獅兄

第三副會長：吳文裕獅兄	

陳鼎華獅兄

義 務 秘 書：賴景然獅兄

陳淑嬌獅姐

義 務 司 庫：梁維君獅兄	

成爾斌獅兄

總

務：曾子維獅兄

陳淑正獅兄

糾

察：黃 強輝獅兄

鄧榮林獅兄

羅麗君獅姐

區職員暨屬會職員聯合就職典禮

衷

心祝賀資深實幹的梁念卿獅姐再度榮膺本
會會長，而前會長成爾斌獅兄及余慧芬獅

姐亦分別獲郭美華總監委任為「第四分區主席」及
「終生會員委員會主席」。

金鐘獅友團結齊心，士氣高漲，在梁念卿會長領導下，順利開展新
年度服務計劃

有創意有衝勁的成爾斌獅兄曾於2013-2014年度任
第二分域主席一職，而本年度再度被委任為第四分
本會梁念卿會長及獅友，於新一屆職權宣誓就職儀式後，與第四分
區主席成爾斌獅兄和第十一分域主席林廣德獅兄合照

新會員加入

區主席，帶領其分區所隸屬的15個獅子分會擕手共
進，服務社群。

增添新動力

在此熱烈祝賀及歡迎曾子維獅兄加入金鐘獅子會，曾獅兄年青有為，才華洋
溢，日後必可發揮所長，加強本會服務能量。期望新舊獅友，彼此交流分
享，一同熱誠投入本會及303區會的服務活動，發揚獅子會精神。
保舉獅友賴景然獅兄準備為新
會員曾子維獅兄戴上獅子章

2018年7月至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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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筆架山
獅子會
Beacon Hill

會長
洪鵬錐

資訊委員
吳璇樑

筆架山獅子會2017-18服務活動

5

月26日，我們40多位筆架山獅友及青獅在賽

務活動將緊隨9月1日的本會就職典禮後，於9月2

馬會元朗盲人安老院探訪了80多位弱視及失

日在中國福建泉州舉行！屆時預計參與服務人數將

明的長者。更榮幸邀請到總監陳立德獅兄、上屆總

近100人！這晚例會，大獅青獅兩代同堂，在輕鬆

監馮妙雲獅姐、候任總監郭美華獅姐、第十分域主

的氣氛中，用美食與歌聲拉近了大家的情誼，為來

席陳鏡坤獅兄及影視明星黃韻才先生，參與服務活

屆社會服務工作更添力量！

動。一班來自深圳的深圳獅子會筆架山服務隊獅友
在前會長寧獅姐的帶領下一同上台獻唱，全情投入

6月22日至24日，我們一行46位獅友飛赴台南參加

我們的服務活動。一如既往，馮妙雲獅姐前總監更

台南博愛獅子會42周年授證典禮及新任會長就職儀

和黃文韻先生更獻唱粵曲，加上純熟的做手帶給全

式。當晚我們更聯同來自日本及台灣的其他獅子會

場歡樂！青獅的多首合唱亦為現場氣氛增添了年輕

的獅友獅共進晚宴，互相分享了各地區社會服務的

活力！我們一同為各長者送上水果和禮物包，傾聽

經驗，看到台南博愛獅子會獅友如何投入他們在台

他們生活上的點滴，每次見面都是溫馨的重聚。我

灣的社區服務，有很多方面值得借鑒及學習。緊隨

們送上的點點禮物與祝福算不上什麼，希望今后這

當晚授證儀式，我們一行近80人參觀了台南及台中

個近40年來

的名勝以及品嚐了美食。更在風雨中暢遊了著名的

的服務活動

日月潭，美境中卻不減歡笑聲。這份結盟三十多年

會在今後繼

的情誼歷久彌新。

續做下去，
令更多長者
受惠。
展望未來，新任會長洪鵬錐獅兄將帶領筆架山獅子
會眾獅友邁向40周年。當晚洪會長宣佈了第一個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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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島
獅子會
Hong Kong Island

會長
吳志雄

資訊委員
趙世傑

港島獅子會創會39周年慈善餐舞會暨
2018至2019年度職員就職典禮

本

會2018-2019年度創會39周年慈善餐舞會

國獅子會、菲律賓巴西獅子會、溫哥華國泰獅子會

暨職員就職典禮已於2018年7月21日(星

及浙江386區奉獻服務隊的獅友到賀。

期六)，假座尖沙咀洲際酒店圓滿舉行！
當晚筵開36席，多達430人出席，整晚表演節目精
當晚有國際獅子總會中國港澳303區總監郭美華獅

彩，首先有3位歌手悅耳動聽歌聲表演，到跳舞環

姐為會長吳志雄獅兄主持監誓、移交權槌、會長帶

節嘉賓及獅友都在音樂下翩翩起舞，婀娜多姿，最

及致詞。由第一副總監王恭浩獅兄為新會員進行入

後幸運大抽獎時帶出全晚節目高潮，多謝獅友及

會宣誓儀式，還有遠道而來的台北東門獅子會、韓

嘉賓贊助精美禮品及多份現金獎，使抽獎氣氛澎
湃高漲及熱鬧歡欣。

在此謹代表港島獅子會
2018-2019年度獅友，感
謝大家的蒞臨出席，更
感謝盟會及嘉賓的濃情厚
意。

2018-2019年度職員名單
會

長：吳志雄	義 務 秘 書：廖宇威

第一副會長：林世強	

義 務 司 庫：黎國棟

第二副會長：顏子豪	

總

務：陳錫元

第三副會長：趙世傑	

糾

察：徐珊雯

6月7日星期四 乒乓球比賽
獅子團隊精神特別在100周年紀念日舉行乒乓球比賽活動順利圓滿成功，恭喜
港島獅友表現出色，發揮合作精神及精湛技術，共奪取3個獎項。
李金鐘獅兄和趙世傑獅兄獲得雙 打亞軍
張國強獅兄和陳錫元獅兄獲得雙 打殿軍
張國強獅兄獲得單 打殿軍

2018年7月至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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寶馬山
Braemar Hill

獅子會

會長
陳振中

資訊委員
武陽

你希望子女接受怎樣的教育？

5

月份晚餐例會於5月8日於銅鑼灣香港遊艇會舉行。當晚我們
邀請了幼兒教育中心「小小學堂」LittleAcademy創辦人 Ms

Coco Wong作為該月例會主講嘉賓，主題為「你希望子女接受怎
樣的教育？」。當天，Ms Coco Wong 向眾獅友分享了對教育的
觀念及見解，她提倡平等教育及主動學習，認為不應以排名決定孩
子的能力。相比香港「贏在起跑線上」的教育理念，她更重視孩子
是否能愉快地學習，所以，她參考了芬蘭式教學法，舉辦跨學科學
習，禁止精英教學，課堂以提升孩子自主學習為理念，從而使孩子
在輕鬆的環境下學習，更能積極地學習新事物。演講主題與我們的
生活息息相關，一眾獅友都十分投入，紛紛分享對教育的見解。

例會最後由會長金冠忠獅兄向Miss Coco Wong
致送紀念旗，並與各位獅友一同共享豐富的晚
餐及進行大合照作為晚餐例會的結束

你有椎間盤突出症嗎？
6月份晚餐例會於6月19日於銅鑼灣香港遊艇會舉行。當晚我們
邀請了著名脊骨神經科醫生（註冊脊醫）汪家智醫生作為該月例
會主講嘉賓，主題為「你有椎間盤突出症嗎？」。當晚，汪醫生
向獅友們介紹了椎間盤突出症的形成、症狀以及治療方法。現代
人習慣久坐不動，加上坐姿及站姿不良，導致椎間盤突出，從而
出現腳麻痹、腰痛等症狀。除了微創手術外，按摩治療亦能有助
舒緩病情，病人可透過脊椎減壓床、衝擊波等消炎止痛，幫助椎
間盤縮回原來的位置，加上培養良好的姿勢習慣，亦可避免病痛
復發。演講雖然只有短短的20分鐘，眾獅友都聚精會神，十分投
最後由會長金冠忠獅兄向汪家智醫生致送紀念
旗，並與各位獅友及嘉賓進行大合照，以及慶
祝獅友生日作為晚餐例會的結束

入，表現出對專題演講濃厚的興趣。

七月份香港寶馬山獅子會就職典禮
七月份香港寶馬山獅子會就職典禮，於7月9日在

兄向主禮嘉賓致送紀念品，寶馬山獅子會各獅友致

金鐘力寶軒舉行2018-2019年度的就職典禮。當晚

送枱獎給出席貴賓。當晚也有切蛋糕環節，由全體

邀請的主禮嘉賓分別有現屆總監郭美華獅姐、第一

獅友到台前一起切蛋糕及祝酒儀式，最後有全體獅

副總監王恭浩獅兄、第二副總監梁禮賢獅兄、台北

友及嘉賓影大合照作為當晚就職典禮的結束。

市士林國際獅子會會長廖于清獅姐都有出席，並由
廖寶儀獅姐擔任大會主席，唐德傑獅兄及陳正芹獅
兄為聯合主席。當晚氣氛非常熱鬧，以及整個流程
非常的順暢。當晚就職由總監郭美華獅姐為20182019 年度會長及內閣宣誓就職；上屆會長金冠忠
獅兄交接權槌及會長佩帶給新任會長陳振中獅兄，
然後會長陳振中獅兄新任致詞，台北市士林國際獅
子會會長廖于清獅姐致詞，寶馬山獅子會及會長與
台北市士林獅子會及會長交換禮物；會長陳振中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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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沙田
獅子會
Shatin, Hong Kong

會長
陳彩雲

資訊委員
曾献鋒

台灣姊妹會平鎮獅子會授證典禮

2

018年6月20日香港沙田獅子會會長簡啟樂獅兄帶領第一副
會長Wendy獅姐、第二副會長Samson獅兄、第三副會長

David獅兄、司庫賴偉聯獅兄合共12位獅友出席台灣姊妹會平鎮
獅子會授證典禮，從大家互相交流、互相支持，增進獅誼。

第101屆獅子會國際年會—
國際獅子總會美國拉斯維加斯國際年會
2018年6月29日至7月3日香港沙田獅子會Wendy
會長帶領沙田獅友共九位，一起飛去美國出席第
101屆國際獅子總會美國拉斯維加斯國際年會。

全球的服務人數已達1億9千5百萬人，獅友人數已
超145萬，獅友加青獅人數已達170萬非常厲害的增
長，是全球最大的服務團隊。

我們出席年會的巡遊，大約15,000人參加，路線
一公里，當日氣溫四十多度，烈日當空，但不減
獅友參與的熱情興高采烈地投入巡遊，Henry獅兄
揸大 旗 、 C a r o n 獅 兄 拉 橫 額 、 W e n d y 會 長 、 M a y
獅姐、Doris獅姐打鼓，陳仁獅兄、Anny獅
姐、Jacky和Rocky為大家影相，大家齊心為中國
港澳303區巡遊出力，我們行足全程，雖然辛苦，
但也好開心 。

香港人的驕傲，全世界第一個華人世界會長譚榮
根博士隆重介紹第三國際會長候選人Mr. BrianE.
Sheehan。

出席龍之夜晚宴，全球華人獅友聯誼，今年是香港
主辦國際獅子會的華人共聚一起唱歌跳舞，歡聚
一堂增進友誼又認識了很多新朋友。出席國際年會
開幕禮，全世界獅友代表出席儀式，人山人海，
非常壯觀，大
家同慶祝國際
獅 子 會 新 的
里 程 碑 ， 令
獅友們驚喜的
是17/18年度

今年和平設計比賽的冠軍來自中國13歲的女生
Zhuoqi Wong！
新一屆世界會長在熱烈的掌聲下誕生，全世界
第一個女性世界總會長來自冰島的 Ms. Gudrun
Yngavdottlr 成為國際總會長！
國際獅子總會閉幕禮見證郭美華候任總監正式榮任
國際獅子總會港澳三○三區總監恭喜郭總監領導群
倫同振獅聲。非常感謝總監郭美華獅姐、第一副總
監王恭浩獅兄、第二副總監梁禮賢獅兄、18/19年
度區職員，分別請眾獅友食晚飯，獅友們在美國過
了一個開心愉快的年會！
恭喜Wendy成為18/19年度會長

韓國成人特殊學校聯辦
「1+1慈善服務」-「你手拖我手」活動
2018年07月07日香港沙田獅子會陳彩雲會長和沙田獅友共七
位獅友在韓國首爾出席由「香港太平山獅子會」的韓國姊妹會
「江南獅子會」聯會舉辦的：「1+1慈善服務」你手拖我手活
動。香港18個不同屬會獅友們與韓國獅友齊齊與特殊學校的受
惠者作友善交流，香港獅友帶同禮物送給他們並與他們手牽手
步行環山步行，讓他們感受國際獅誼及友愛。這所特殊學校已
有50多年歷史，受到當地知名企業者及專業人士尊重，也經常
抽空探望，交流指導！這次參與也令香港獅友大開眼界，是一
次非常有意義的服務。
*** 沙田全體成員熱烈祝賀陳彩雲Wendy榮升18/19年度沙田會長。頒望帶領沙田會更上一層樓。
2018年7月至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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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北區
獅子會
Hong Kong North

會長
吳漢英

資訊委員
張松立

香港北區三十五周年誌慶聯誼活動

香

港北區三十五周年暨第三副會長外遊小組

場享用乳鴿及地道美食。在此多謝35周年籌委主席

聯合舉辦之外遊活動於6月2至3日圓滿舉

莊碩獅兄及第三副會長王淞霖獅兄悉心為我們安排

行。是次旅程名為東莞虎門兩天遊，節目行程非常

了一個美好愉快的旅程。

豐富。第一天，參觀虎門海戰
博物館、威遠炮台等名勝；午
餐後，由本會莊碩獅兄帶領我
們參觀其位於虎門設置有先進
的裁剪及生產設備的工廠，使
我們大開眼界。晚上安排在東
莞聚隆軒會館享用豐富美味晚
餐，並於館內觀賞古董及化石
文物。第二天前往遊覽公明農

2017-2018年度周年同人大會
6月28日舉行2017-2018年度周年同人大會，當晚大會主席袁啟康獅兄感謝各位內閣成員及全體獅兄的共
同努力並熱心參與社會服務，令本年度的會務順利運作。於會上通過了會長及內閣職員匯報的年度工作
報告。會後按本會之傳統與獅嫂們共晉晚宴。

2018-2019年度新職員就職典禮
本會一年一度的盛事第三十七屆新職員就職典禮於

兄，各位籌委會員及小組負責獅兄之周詳策劃，以

7月27日假座香港賽馬會沙田會所圓滿舉行。是次

及兩位大會司儀陳錦榮前會長及尹國根獅兄的出色

典禮很榮幸邀請到總監郭美華獅姐蒞臨主禮，以及

表現，使整晚節目流暢。

多位前總監、友會會長、多位前獅兄及嘉賓於百忙
中抽空蒞臨見證本會新一屆職員之誕生。

於 席上，各獅友熱情投入，為莊嚴的典禮增添熱鬧
的氣氛，加上美酒佳餚，大家都非常盡興。而在節

當 晚 ， 本 會

目的尾聲，大會更安排全場出席的貴賓與本會全體獅

亦很榮幸邀

友來一張大合照，使晚宴畫上了一個完美的句號。

請到第二副
總監梁禮賢
獅兄為廖贊
天準獅兄及
曾瑞祥準獅
兄主持宣誓入會儀式，並一同見證兩位獅兄正式成
為我們香港北區大家庭的一份子。
是 次 盛 事 得 以 圓 滿 舉 行 ， 全 賴 大 會 主 席 陳 俊 民 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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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荊
Bauhinia

獅 子會

會長
韓順英

2

018年7月27日，會長與孫獅姐參與周獅姐（周
愛華博士）在城市大學舉行的故事劇場暨研究
發佈會，主題為「生命智慧的重新發掘」，與一班
志同道合的朋友，包括長者及青年人齊齊參與這個
服務項目。
周博士首先分享應用「生命
樹」作隱喻，用敍事治療手
法去重新搜集長者的生活智
慧的成效，並傳授這套工作
手法給各地區的前線社會福
利界同工。
述說「生命樹」的八個部
分，包括：樹根、地面、樹幹、樹枝、樹葉、花
朵、果實、種子等整合個別人生。把長者當年的經
歷整理，盡情分享，使青年人瞭解長者在困境中所
衍生的生活信念、人生價值觀等。

百俊
獅子會
The Centurion

大會亦即場邀請長者分享其生活重要插曲，由五位
社工同學用「一人一」互動劇場演出，呈現及重拾
生命智慧的訊息，
以作回饋，彼此尊
重。
當日有二百多位朋
友出席，氣氛和
諧，回應良好，達
至跨代共融的目
的。

會長
劉成

資訊委員
陳紫荊

2018年6月29日-7月1日 國際獅子年會

一

年一度的國際獅子年會，今年於美國拉斯維
加斯舉行，隨全球各區新任總監們就職的時
刻，本會梁禮賢獅兄亦同時正式就任為303區第二
副總監！本會各獅友一同熱烈祝賀之餘，步入獅子
會新世紀的歷史時刻，大家亦熱切期待攜手一起，
為303區的獅子服務，打開新的一頁！

2018年6月29日 新獅友 陳紫荊獅姐
踏入2018-19年度，香港百俊獅子會迎接新獅友的加入。陳紫荊獅姐年紀雖然
輕輕，但參與服務的熱誠不淺。相信陳獅姐的加入，將會為本會的服務，增
加一份新動力，再次祝賀陳獅姐的加入！

2018年7月20日
香港百俊獅子會 第一次例會
本會第一次例會假座西環尚品薈舉行，由新任會長劉栢成獅兄主持，報
告會務及來年的展望，至於本會這個年度，將會積極參與分域及分區的
獅子服務，並全力展開為癌病兒童及家庭的服務！
2018年7月至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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屯門
獅子會
Tuen Mun

會長
劉小惠

資訊委員
薛滙文

6 月 1 3 日 榮 獲 得 3 0 3 區 全 年 優 異 屬 會 獎｣

本

會於二月份在荃灣如心海景酒店舉辦的

科學院舉辦千人心電圖檢測的活動，為在場長者作

「千人心電圖檢測創健力士世界紀錄活動

心房顫動的篩查，最後活動更在健力士世界紀錄的

暨【送暖獻關懷 之 萬歲耆英共聚樂融融 2018】」

工作人員監督下成功創下「八小時內為最多人進行

在第三次全區聯合晚餐例會中獲頒發2017-18年度

心電圖篩查」的世界紀錄！有此卓越成績，因而令

「303區全年優異屬會服務獎」，憑著有四位聯合

本會成功奪得「303區全年優異屬會服務獎」，本

大會主席何國材獅兄、鄭樹勝獅兄、陳瑞群獅兄及

會獅友定必繼續努力，舉辦更多優質服務惠澤社

林長泉獅兄的努力，以及本會各位獅友、獅嫂及青

群！

獅們的熱心參與和支持，是次活動除了
如以往般在新春佳節期間為上千名長者
送上關懷、透過一眾藝人如愛心大使胡
楓先生、羅蘭小姐、薜家燕小姐、李麗
霞小姐、譚炳文先生及朱咪咪小姐等表
演助興外，本年度更聯同香港心臟專

6月13日創會委員謝炎培獅兄榮獲
303區頒發2018年終生成就獎
本會創會委員謝炎培獅兄自加入獅子會後多年來
一直盡心盡力服務303區，努力推動獅子服務惠及
社會不同階層，熱心服務社區之餘亦不忘傳承獅子
精神，在屯門獅子會創立以來一直用心輔助歷屆每
一位屯門獅子會會長，指導著屯門獅子會的發展方
向，至今超過三十多年從不間斷。屯門獅子會能夠
一直發展至今二十九年來茁壯成長，謝炎培獅兄所
付出的努力實在是為本會打下了堅實的基礎。謝炎
培獅兄獲頒303區終生成就獎，是303區對他的成
績予以肯定，本會獅友在未來的日子必會繼續學習
謝謝炎培獅兄的服務精神，為社區貢獻！

7月9日「送謝17-18 喜迎18-19」送舊迎新派對
七月是新一年度的開始，本年度很高興有三位新獅
兄的加入，分別為葉嘉威獅兄，溫建忠獅兄及楊偉
定獅兄。為慶祝新年度的來臨，感謝過去一個年度
屬會各職員的努力以及恭賀新一屆的職員上任，屯
門獅子會新任會長劉小惠獅姐聯同指導會長徐斌獅
兄，在七月九日本年度第一次例會後，於中環馬車
會所舉辦了送舊迎新派對。當晚各位屯門獅兄、獅
姐、獅嫂、獅姐夫、青獅及一眾親朋好友都聚首一
堂，享用豐富的自助晚餐，各獅友亦即場表演獻唱
助興，藉是次活動增進獅誼，放下工作的壓力，享
受派對的歡欣，樂而忘返。盡興過後，相信一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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屯門獅友在新一年度會繼續「屯」結力量，盡心盡
力，實踐我們服務的精神！

香港太平洋
Hong Kong (Pacific)

獅子會

會長
陳植森

獅愛顯關懷

本

會今個獅子年度第一個服務活動「獅愛顯關
懷」於7月21日展開。當天早上十時本會的
獅友在會長陳植森獅兄及活動主席鄭長榮獅兄領導
下，於九龍大坑東救世軍中心佈置場地預備招待一
百多位老友記。活動承蒙總監郭美華獅姐、上屆總
監陳立德獅兄、第一副總監王恭浩獅兄、第三分區
主席周傑浩獅兄及第七分域主席金冠忠獅兄在百忙
中抽空出席主禮，無限感激。亦非常感謝第一分區
主席楊啟健獅兄出席參與。
一百多位老友記於十一點在社工帶領下魚貫進入
禮堂，他們平均年歲都超過七十，但個個精神飽
滿，滿載笑容的參與遊戲領取小禮物；其中一位

九十多歲的婆婆還答中兩條問題，腦筋非常清醒！
獅友們亦以歌曲和老友記分享喜樂，區會領導們合
唱一首獅子山下更為大家帶回很多美好回憶。會長
壓軸的一曲「萬惡淫為首」更像新馬師曾翻生，聽
出耳油，各位老友記還
是意猶未盡，奈何時間
所限，他們在領取福袋
後也踏上回家路上。部
份獅友在中心職員帶領
下，攜帶福袋到老人中
心分發予不方便行動的
老友記，三個多小時的
服務活動也順利完結。
獅愛顯關懷有獎問答遊戲

訪問導盲犬中心

參觀導盲犬中心與幼犬合照

為了更為了解導盲犬的培育及訓練，本會多位獅友在7月20日
下午五時訪問了香港導盲犬協會在觀塘的新會所。協會幹事為
我們詳細介紹導盲犬的培育及訓練過程，我們亦有機會實地觀
察幼犬的訓練，獲益不少。我們更討論將來怎樣贊助培育幼犬
的問題。獅友的小朋友對幼犬愛不釋手，爭相和他們拍照，由
於犬隻需按時接受其它訓練，我們亦就結束了這次訪問。

區會就職典禮

上屆會長吳杏楨獅姐為新任會長
陳植森配戴會長配帶

3 03區於8月11日於會展的大會堂舉行本年度的區職員暨屬會職員聯
合就職典禮，邀請食物與衛生局長陳肇始太平紳士及懲教署署長林
國良太平紳士主禮。本會18位獅友出席參與就職。會長陳植森獅兄
在總監郭美華獅姐及林署長見證下，從上屆會長吳杏楨獅姐手中接
過會長配帶後便正式接任為本會第二十八屆會長。

優秀屬會培訓
為了提升會員對獅子會服務的質素和效率以及會務持續發展和會員
保留，本會於8日25日假鰂魚涌北角海逸酒店舉行為期一天的優秀
屬會培訓研討會。早上九時獅友們都準時到達會場。大會在上屆會
長吳杏楨獅姐及創會會長兩位獲CEP Pro訓練受證的獅友主持，亦
承蒙上屆GMT成功屬會主席潘偉基獅兄抽空出席參與討論，在氣氛
融洽的環境下各獅友都踴躍發言，熱烈發表他們對會務發展方向及
期望，創會會員也說出參與創會的初心，令大家更明白會的核心服
務價值和方向。我們也討論了獅子會的禮規和出席參與服務的重要
性。研討會於下午五時順利結束。經過這一天的互動交談，新舊獅
友更進一步互相認識，增添獅誼及對會的歸屬感。不少獅友更希望
今後每年都有一次這樣的研討會，溫故知新，增加會員的凝聚力。

優秀屬會研討會

2018年7月至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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銀綫灣
Silverstrand

獅子會

會長
林修基

社區服務與服務學習

推

動社會服務是獅子會長期以來的優良傳統

互惠和更高層次的，因服務不再僅只有服務，內裡

文化，透過鼓勵不同地區的獅子屬會會員

亦強調了學習及承傳。「服務學習」提供服務和學

從事社會服務，令地區受眾得益。然而「授人以

習的機會，是一種經驗教育的模式，透過有良好計

魚，不如授人以漁」，社會服務下一步必須發展到

劃的服務活動與有結構及能複製的籌辦過程，既能

服務學習，從以服務為主的社會服務轉化到強調融

完成既定受眾的需求，同時亦促進服務者（包括獅

入學習活動的服務學習，培育人才舉辦更多有效率

子會員及活動義工）的學習和發展，創造更多有利

的服務活動，呈現誠意愛心去感化更多有志服務社

社會的服務。承傳及培訓正正是我們銀綫灣獅子會

會的人士去學習、愛上服務。「服務學習」顯然是

持續多年的方針。
銀綫灣獅子會於6月23日至6月24日在尖沙咀麗豪
酒店舉行了一年一度的CEP，針對會務管理、服務
理念及強化會籍發展作出了有意義的討論及後續的
跟進計劃。我們銀綫灣獅子會對學習及承傳非常重
視，不單是因為現在年資淺的會員數目不少，其他
年資長一輩的獅友亦熱心扶助新會長，其樂見「長
江後浪推前浪」的優良態度也促成我們銀綫灣獅子
會內獅齡淺的會員有能表現的機會。我們在此再次
感謝廖令軒獅兄年復年，無私又無怨地為銀綫灣獅
子會的培訓工作作出貢獻！

我們的第二個家 - 銀綫灣獅子會
實至名歸剛獲「最佳獅友」獎的新屆會長林修基獅

義務司庫蕭美心、服務主席林婉雯及會籍發展組的

兄今年的服務計劃內也強調年輕受眾，教育/協助

郭綠華、吳慕德、何唐梓嫦皆為女性，巾幗不讓鬚

他們未來更容易投入工作及融入社會。林修基會長

眉，同撐半邊天。

對本會會議之管理、副會長們的職責實務執行、會
員出勤紀錄等等方面在他任期內也追求作出更優化
之改變，令銀綫灣獅子會與時並進。而一直深得所
有人心的前會長謝香鶯獅姐亦接受了年度第十三分
域主席一職，展開她獅子會歷程的新一頁。本會仝
人在恭賀林修基會長及謝香鶯分域主席榮任之同時，
也交出對他們之全力支持承諾，期待他倆出色之表
現，為銀綫灣獅子會的印記下畫出多幾筆漂亮色彩。
近年推廣的女性會員發展在銀綫灣獅子會得到了體
現。本屆的第一副會長陳德慧、義務秘書李淑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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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珠
獅子會
Pearl Island

會長
招幸嬋

17-18年度最後一次例會

17

-18年度最後一次例會於6月
27日假尖沙咀潮庭舉行。第
一分區主席黃人航獅兄前來探會，分
享過去一年的經驗和寶貴意見，加深
彼此認識。當晚同時為會長招幸嬋獅
姐慶生，現場一片喜氣洋洋。

資訊委員
宋寶瑞

18-19年度
內閣委員名單
明珠新一屆委員已順利誕生。
感謝17-18年度會長招幸嬋獅
姐過去一年的領導，為本會
作出不少貢獻。今屆將繼續連

國際旅遊展—聯合國教科文組織
世界地質公園網絡展位

任，帶領明珠更上一層！

第32屆國際旅遊展首次於香港舉行並於6月14日假灣仔會議展覽
中心舉行開幕典禮。獅子會自然教育基金贊助聯合國教科文組織
世界地質公園首次參與展出，藉此向公眾宣傳可持續發展理念、
體會地質公園的人文風情和歷史文化。如此有意義及難得的展覽
活動豈能錯過！多位獅姐
在基金主席陳蕙婷獅姐的
帶領下一同出席開幕活動
及參觀展覽，加深對世界
地質公園的認識。

第一副會長：宋寶瑞

香港鑽石
獅子會
Diamond Hong Kong
服務活動 - 視事關心

本

會到基督教香港信義會葵恩堂，為該
校學生講解如何保護眼睛，及視力對
人體的重要性，當天與導師及學生們分享
視力的遊戲，在2017-2018年度第二分區
主席黃嗣輝獅兄帶領下，服務非常成功。

會長：招幸嬋
第二副會長：盧健茵
第三副會長：梁靜兒
義務秘書：王小暉
義務司庫：宋錦汶
總務：李美香
會藉理事：陳蕙婷
糾察：陳豐真

會長
黃宏達

服務活動 - 急救比賽
本會捐助支持香港註冊急救導師學會主辦的全港第八屆港
保安及物業管理急救比賽，當日很多機構參與，由20172018年度總監陳立德獅兄主禮及第四分域主席黃輝成獅
兄主理，當天由中華電力公司—保安部贏得了全場冠軍，
並獲本會捐贈的總冠軍「香港鑽石獅子會急救學士盃」，
圖為創會會長鮑幗潔獅姐頒發及與全體出席獅友合照。

服務活動 - 糖尿病知多少
本會聯同第七分域快活谷獅子會、香港
鳳凰獅子會、香港太平洋獅子會及摩星
領獅子會，五個屬會聯合主辦「糖尿病
知多少？」服務，主要是為二百幾位長
者測驗糖尿病的風險，及贈送每位長者
豐富的福袋用品，服務非常成功。
2018年7月至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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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淺水灣
獅子會
Repulse Bay Hong Kong
新

會長
李輝榮

資訊委員
曾新華

年度又開始了，在此感謝2017-2018年度會長錢嘉瑋獅兄及各位職員的努力，令淺水灣獅子會越來越
強大及團結。同時，為了令來年會務及社會服務能有更充足時間作好準備，來年2018-2019年度會長

及其職員班子亦於四月份的選舉大會中順利誕生，恭喜新一屆會長李輝榮獅兄及職員們當選！在此小編僅代
表淺水灣獅子會各會員，祝李輝榮獅兄獅運亨通，秉承淺水灣獅子會優良傳統，令本會更上一層樓！

「2018-2019年度303區區職員」
除了本會有新一屆會長及職員選舉外，當然我們中國港澳303區也同樣有新任總監及區職員來領導區內的
分會。本會仝人祝賀總監郭美華獅姐、第一副總監王恭浩獅兄及第二副總監梁禮賢獅兄成為新一屆區會
領導班子，領導303區為社區做更多服務，惠澤社群。

「2018 獅子愛‧歡‧聚母親節同樂日」
社區服務一向是淺水灣獅子會最重視的工作！雖然
本年度已差不多完結，我們依然把握時間，運用
餘下的資源，為深水埔街坊福利會長者鄰舍中心提
供了服務。是次服務由活動大會主席繆雲龍獅兄帶
領，於2018年5月12日舉行。當日為100位長者準
備了幾項別具心思的節目，每一項都是為老友記們
而設的。
由棟篤笑表演者吳婷婷小姐表演棟篤笑。歡樂時光
首先是備受長者關注的日常醫學常識講座，很高興

總是過得特別快，到節目尾聲的時候，當然要和一

邀請了外科專科醫生李偉倫先生分享和講解長者

眾嘉賓、工作人員、受眾長者等大合照，全日節目

常見腸胃、大腸瘜肉和營養等資訊，長者們對李醫

於送上福袋禮物後圓滿結束。

生的講解都很有興趣，在講座後的答問環節顯得十
分雀躍。之後和長者們玩有獎答問遊戲，問題分兩

當日服務成功，有賴大會主席繆雲龍獅兄精心策

部份，一是

劃、淺水灣各獅友們和義務人員協助，出心出力！

與講座有關

特別鳴謝國際獅子總會中國港澳303區2018年度總

的，另一部

監陳立德獅兄、第一副總監郭美華獅姐、第二副總監

份是日常食

王恭浩獅兄、第五分區主席梁禮賢獅兄及第十三分域

物對健康的

主席鄒偉文獅兄，身體力行到場支持活動。此外，

影響。緊接

亦要再一次感謝外科專科醫生李偉倫先生、棟篤笑表

的是當日活

演者吳婷婷小姐、玫瑰崗學校舊生會義工隊及深水埔

動重頭戲，

街坊福利會長者鄰舍中心理事長梁鉅海先生的參與。

「台灣姊妹會 新竹光華獅子會就職典禮」
本會一行15人於29/6-1/7/2018參加台灣姊妹會—新竹光華
獅子會就職典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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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區
Central

中

獅 子會

會長
陳玉芬

區獅子會在2018-2019年度首個社會服務
計劃，已於7月14日（星期六）與黃大仙

民政事務處及黃大仙青年發展網絡攜手合作，舉辦
了名為「關愛小先鋒」的社會服務。今次，本會的
10多名獅姐及親友們，與20多名由黃大仙青年發
展網絡召集的青
年人，早上在黃
大仙東頭社區中
心一齊學習制作
皮革匙扣，下午
將制成品帶往長

與他們共聚了一個下午，玩玩遊戲，唱唱歌曲，亦

者中心，在九龍

分別與在場的長者們傾談了一些日常生活的事情，

城浸信會長者鄰

給予長者們多一點的關心及慰問，大家都十分享受

舍中心的協助之

這個熱鬧及歡愉的週末。而本會的兩名準獅姐在這

下順利完成一整

次服務之後，也親身體會到本會的服務理念，在8

天的服務。

月份的區會聯合就職典禮，正式加入了中區獅子會
的大家庭。

是次以「關愛小先鋒」為名的服務，即使在活動當
天下着傾盆大雨，30多位青年先鋒及剛完成美國拉
斯維加斯國際年會回港的獅姐們，仍然充滿活力，
懷着滿腔熱誠及獅子服務心，上午，在皮革導師細
心的指導下，1位青年人和1位獅姐組成一組合作，
從如何在皮革上釘孔，以至學習串針線的方法及技
巧，再跟著到用手一針一線把皮匙扣縫好，在花了
整整兩個多小時的時間，各自縫製了皮革匙扣，終
於把100多個匙扣做好，於下午探訪了浸信會長者
鄰舍中心的老友記，並送上精心製作的皮革匙扣，

2018年7月至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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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中港
Hong Kong (Mainland)

2

獅子會

會長
羅顯榮

018年5月3日，香港中港獅子會一年一度重大日子—周年會員大會。由香港中港獅子會會長王煒立獅
兄與遴選委員會主席張家驥獅兄共同主持，並邀請了本會的指導總監張新村獅兄為我們大會嘉賓。

恭喜以下獅友成為來屆2018-2019年度候任會長及第一、二、三副會長。會長：羅顯榮獅兄、第一副會
長：張秀恩獅姐、第二副會長：黃雅麗獅姐、第三副會長：周芷淇獅姐。期望大家於來年度，同心同
力，繼續秉承「我們服務」的宗旨，舉辦更多富意義之服務，讓更多有需要人士得到受惠。

糖衣風暴10周年「毒」與「獨」ALL CLEAR
這年度，香港中港獅子會繼續與香港戒毒會合辦「

還在學校巡禮上，迎合青少年之潮流，以禁「毒」

糖衣風暴」服務，轉眼已推行禁毒預防教育第10

微電影創作比賽和禁「獨」舞林比賽的形式宣傳禁

年，我們每年都會有新穎的宣傳形式去詮釋，而今

毒，讓更加多的人可以認知毒品帶來的危害。學生

年主題是「毒」與「獨」ALL CLEAR。回顧這一

們都非常認真投入，更加多謝各位出心、出力、出

年度，本會藉著一連串活動計劃，讓青少年加深

席支持，每人付出一點，讓生命影響生命，每一天

對毒害的警惕性，在參與活動當中透過朋輩好友

都充滿陽光及希望。

感染，抗拒濫藥及毒品的引誘，從而杜絕毒品禍
根。2018年5月11日為本年度最後一次學校巡禮，

本年度之糖衣風暴服務計劃暫告一段落後，本會以

於香港嘉諾撒學校為該校小學三年級至五年級同學

是次「糖衣風暴 No Drugs 10周年」服務參選303

們舉行禁毒預防教育講座。

區全年優異屬會服務計劃獎。於2018年6月2日，
由糖衣風暴10周年大會主席黃順愛獅姐及香港中港
獅子會2017-18年度會長王煒立獅兄帶領一眾獅友
齊齊前往區會進行面試。無論比賽結果如何，籌辦
全年度服務計劃後，眾獅友也希望趁機會好好整理
資料回顧一下眾人之努力，以及服務之成效，互相
鼓勵，再不斷改進。

由糖衣風暴10周年大會主席黃順愛獅姐，香港中
港獅子會2017-18年度會長王煒立獅兄帶領一眾獅
友參與支持，並邀請香港戒毒會石鼓洲康復院黃
達輝院長分享經驗個案。再通過馬大狀講解專業知
識，院友分享毒品帶來危害，讓青少年有所警惕及
認知，就是我們這個活動的宗旨和意義所在。我們

2018-19年度
第一次理事會及例會暨
7月份生日會聯誼
非常榮幸成功邀請北區獅子會創會會長—馬祥發獅
兄擔任是次例會嘉賓，為獅友們講解獅子會歷程及
獅子會文化。並祝賀一眾7月之星生日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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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特區中央
Center Point H.K.S.A.R.

香

獅子會

會長
何宇軒

資訊委員
張美寶

港特區中央獅子會會長換屆儀式及「2018/2019年度第

新一屆的內閣架構成立：

一次理事會議」於7月10日星期二在Holiday Inn 龍苑

第一副會長：周靄儀獅姐

舉行，先感謝李垣錦前會長在過去一屆的努力和無私的付出，

第二副會長：魏佩華獅姐

令香港特區中央獅子會在慈善及籌款的工作都取得卓越成績。

第三副會長：郭文軒獅兄
義 務 秘 書：梁仁富獅兄

之後，新任會長何宇軒獅兄從上屆會長李垣錦獅兄手上接過會

義 務 司 庫：劉兆麟獅兄

長佩帶，正式帶領香港特區中央獅子會與眾獅友們為社會做出

總

務：梁兆年獅兄

更多的服務與貢獻，攜手弘揚WE SERVE 的獅子精神。

糾

察：陳妙香獅姐

青 獅 指 導：鄭淦元獅兄
公 關 小 組：張衛前會長
款 接 小 組：張麗華前會長
培 訓 小 組：林瑞隆前會長
會 籍 小 組：區惠萍前會長及李志強前會長
聯 誼 小 組：江俊傑獅兄
資 訊 委 員：張美寶獅姐及梁潔玲獅姐
今年在新屆何宇軒會長帶領下，陣容鼎盛，有11位新獅友加入，為香港特區中央獅子會注入更多新動
力，創造更優質、更廣泛的服務。

第一次新會員研討會（2018-2019）
隨著11位新獅友的加入，香港特區中央獅子會一行13
人在林瑞隆前會長、李志強前會長、第一副會長周靄
儀獅姐及第二副會長魏佩華獅姐的帶領下，參加了7
月20日於303區辦事處舉辦的新會員研討會。
透過研討會，讓新獅友們進一步了解獅子會的歷史，
認識國際層面、區會層面以至屬會層面的架構、信
條、傑出服務及貢獻，體會獅子會「我們服務」 的獅
子精神。

2018年7-9月份「耆樂融融壽星會」
「開生日會」不單是小朋友的專利，其實長者們都

香港特區中央獅子會與聖公會聖匠堂長者地區中

很渴望有人陪伴及關懷，分享生日的喜悅。

心合辦了「耆樂融融壽星會」，每三個月舉辦一
次, 為該月份生日的長者慶祝。在7月21日，我們
為7-9月份生日的長者慶祝，希望透過活動喚醒各
界關愛長者和家人，並期望各界盡力解決長者貧窮
問題。
當天，獅友們為一眾壽星預備生日蛋糕、小遊戲和
表演、與生日壽星拍照留念及派發禮物，場面溫馨
歡樂。
2018年7月至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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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港
獅子會
Harbour View

會長
鍾鳳愛

國際會長歡迎晚宴

國

際總會長納雷什阿噶沃獅兄﹝Lion Naresh
Aggarwal﹞於2018年6月頭蒞臨303區作親

善訪問，並由區會於6月7日晚上假香港洲際酒店大
禮堂設宴歡迎，當天亦為國際獅子會101周年的誕辰
日。本會會長何賢忠獅姐出席支持並上台代表我會
全體獅友(屬會贊助)接受茂文鍾士院士紀念牌及拍照
留念，以肯定對基金的貢獻。

第三次全區聯合晚餐例會：
向總監、區職員、終生會員致敬
獅愛承傳一百年•港澳躍進新世紀
本年度第三次全區聯合晚餐例會已於2018年6月13

而另一方面，本會亦有多名獅友當晚得到表揚以及

日晚上假香港洲際酒店順利舉行，是次聯合例會的

頒授感謝狀，其中包括：網球小組主席—余華強獅

主題為：向總監、區職員及終生會員致敬，本會本

兄以及羽毛球小組主席—麥月愛獅姐，可見本會人

年度由創會會長馮翠屏獅姐榮獲終生會員的名銜並

才濟濟，於區內亦舉足輕重。

上台得到全區獅友的表揚。
當晚出席的獅友，包括：會長何賢忠獅、第六分域
主席李燕芬獅姐、創會會長馮翠屏獅姐、前會長梁
錦明獅兄、冼慧詩獅姐、陸詠儀獅姐、俞忠妹獅
姐、麥月愛獅姐、及獅友鍾鳳愛獅姐、余綺敏獅
姐、林秀甜獅姐、余華強獅兄、冼詠珍獅姐、劉鴻
福獅兄以及姜小榮獅姐等。

2017-18年度第十二次例會既頒獎禮
時光飛逝，2017-18年度亦已告終，本會會長何賢

計劃獎狀與每一位獅友，為2017-18年度作一個美

忠獅姐亦順利完成歷史性任務，帶領本會全體獅友

好的終結。

歡度了一個充實又愉快又有意義的一年。經過過去
一年的時間，何會長除了感觸良多，亦獲益不少，
特別要感謝各位獅友的支持，亦對自己作為獅子會
員感到光榮，而於本年度最後一次例會上，何會長
悉心安排了多個個人感謝狀送贈予維港獅友，另一
方面，亦同時於會上頒發由民政事務署領航的義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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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亞洲
獅子會
Hong Kong Asia

會長
張寬年

『頒贈香港亞洲獅子會獎學金』 『 七 月 份 晚 餐 例 會 』

天

水圍宣道會葉紹蔭小學於2018年7月13日舉行結業
禮暨年度優
異生頒獎禮；本
會會長張寬年獅
兄出席頒獎禮，
以頒發亞洲獅子
會獎學金及致送
禮物，給與獲得
操行獎及全年進
步獎的學生。

本會於2018年7月20 日，假座鯉魚門
海天宴會廳舉行七月份董事會暨晚餐例
會，當晚慶祝本會馮小玲獅姐生日快樂。

『2018-2019年度區職員暨
屬會職員就職典禮及餐舞會』
2018年8月11日，本會張寬年會長與獅友及青獅出席了總會在會展舉行的
2018-2019年度職員暨屬會職員就職典禮及餐舞會，當晚由郭美華總監主持
會長及職員交接儀式，還有精彩表演及幸運大抽獎，共同度過了一個愉快的
晚上。

香港太子
獅子會
Hong Kong Prince Edward

會長
歐家樂

資訊委員
吳彥霆

服務

本

會於6月2日到明愛東涌探訪老友記，地點

是大嶼山東涌富東邨東盛樓地下，獅友們

顯愛心與長者相聚一起，順利完成探訪服務。

龍舟賽
今年本會再次籌辦大埔龍舟賽，名為
「香港太子獅子會盃中龍混合邀請賽」，
在端午節正日新曆 6月18日舉行，共
有八隊參賽，包括國際獅子總會中國
港澳303區隊及由16-17年度會長組

總會區隊賽前留影

16-17大獅龍舟隊領獎情況(第5名)

成的「16-17大獅龍舟隊」，當日場面非常熱鬧，比賽順利完
成，八隊龍舟上獅友、青獅及義工朋友共接近二百人，齊齊化
身健兒向著終點奮力邁進，最後冠軍由水管家排長龍隊奪得，
賽後總監與本會獅友共進午餐留影

大家留下深刻難忘的開心回憶，水管家排長龍隊獅誼永固。
2018年7月至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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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灣仔
Wan Chai, Hong Kong

獅子會

會長
林珠妹

資訊委員
何淑雲

「香港灣仔」2018-2019年度服務承傳之換屆儀式

灣

仔獅子會已於2018年7月4日順利舉行換屆
儀式。感謝獅友們的信任和支持，任期內

本人定將循本會的一貫宗旨方針繼續更好的服務社
群。為讓能力有限的我把工作做好，誠望前輩多多
指教傳授經驗。任期內願大家攜手合作共同努力把
服務活動推向另一個高潮。從上屆會長獅兄手中接
過權鎚及佩帶，就職儀式在既隆重又輕鬆的氣氛下
順利完成。
過程中亦不乏
喜樂歡笑聲，
充分顯現本會
獅友凝聚共識

需要的社群人士服務時，在我微不足道的付出中，

齊軀並進的獅

看見大家流露出興奮快樂的笑容，內心有說不出的

子精神。加入

滿足和快樂，過程之中讓我受益良多。新的一年裡

灣仔獅子會多

祝願灣仔獅子會更加人強馬壯，獅運亨通，為社會

年，每次與獅

作出更多貢獻。本人願與全體獅友們為有需要的社

友們一齊為有

群人士盡心盡力帶出更多的歡樂。

國際獅子總會100周年三○三區乒乓球錦標賽
打乒乓球是全面性鍛練身體的一種運動，可以磨練

入的球技交流聯誼活動。一個成功的活動除了事前

思維更加靈活敏銳，動作快捷準確，促進勇敢頑強

精心策劃，更需要有專人安排和組織。特別感謝各

平衡協調心理質素，機智果斷的處事作風。

位籌委的細心籌劃周詳專業性高的安排。恭喜獅子
總會今年乒乓球比賽活動圓滿成功！小小圓球拍出

三○三區總會今年6月7日舉辦的「獅子總會100周

獅心同歡樂，龍馬精神，齊為社會獻關愛！有健康

年乒乓球比賽」。本會會長林珠妹獅姐伙同李曉莉

的人生，更有效率有魄力地服務社群。

獅姐有緣參加這次乒乓球比賽活動，重溫少年時代
打乒乓球的樂趣。 速度快變成化多的乒乓球特點
對中老年人來說，可以使全身的肌肉和關節組織得
到活動，保持青春活力，強身健體。
從訓練到比賽，參加的獅友們都全情投入，感受獅
友們活潑正面輕鬆快樂的生活品質，這次比賽體現
的是一場獅友間群策群力、互動互助和積極認真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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銅鑼灣
獅子會
Causeway Bay

會長
黃健明

「暖Love Love 糖不甩」探訪獨居長者活動

本

年7月28日，銅鑼灣獅子會多名獅友，聯
同香港基督教女青年會長青松柏中心二十

探訪：黃健明會長、松柏中心負責人高姑娘與長者
義工及獨居長者合照

多名義工，舉辦「暖Love Love 糖不甩」探訪獨
居長者活動，實行「糖痴豆」式探訪長青邨內多戶
獨居長者。
經長青松柏中心悉心安排及當區長者義工的帶領
下，義工多能再探望上次的獨居長者，跟進及更進
一步了解獨居長者的需求，使彼此關係能更為深
化，讓愛更容易傳達！

銅鑼灣義工與松柏中心社工合照

獅友和義工們在探訪過程中了解到獨居長者的生活
需要，記錄及整理後匯報給松柏中心的負責社工跟
進。活動不單止令長者義工和獨居長者建立更深厚
的關係，也能讓獅友義工和長青松柏中心社工能跟
進獨居長者的實際需要，讓獨居長者能及時得到實
簡介會：銅鑼灣義工與松柏中心長者義工正聆聽松柏中心負責人高
姑娘介紹探訪流程

際需要及讓他們感受到濃濃的愛。

激烈爭霸·世界盃決賽夜聯誼活動
四年一度世界盃足球盛事怎可以錯過？
本會十多位獅友和親朋在帝京酒店相聚，一同觀賞了
一場萬分精采的決賽，共同見證足球皇者的誕生！
當晚場裏戰況激烈，兩隊決賽隊伍攻守交替節奏明
快，角球跳頂，禁區勁射，將會場內觀眾情緒推至
高峰，每次入球均響起如雷的歡呼聲，一家老少都
萬分興奮，全場尖叫吶喊聲不絕於耳。
最終法國以4比2擊敗克羅地亞贏得冠軍，獅友親朋
們共同度過了一個愉快的晚上！

2018年7月至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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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半山

獅子會
Mid-Levels, Hong Kong

會長
袁杜錦鸞

資訊委員
田愛平

「303 區國際青年交流營」感想

去

年我接受被委任為國際獅子總會中港澳303區青少年交流營（YE），項目分為兩部份，第一部份為
徵文比賽已於本年三月份完成，第二部份是青少年交流營，我們已安排了共18位青獅及徵文比賽
的得獎者參加國外的青少年交流營，亦接待了16位來自世界不同地方的青少年參加303區舉辦的交流營，
除了香港及澳門外，亦得到香港桂林市同鄉聯誼會的贊助及安排桂林的行程。
這個項目非常有意義亦極具挑戰性，需要大量人力物力及獅友家庭的支持，本人非常幸運得到本會獅
姐，2015-2016與2016-2017年度的會長們及獅友鼎力支持，項目得以順利完成，我想借此機會多謝所
有支持本年YE的獅友。
青年交流營的行程包括兩部份，第一部份是旅遊，安排
行程要顧及多方面的元素，有文化及教育性，也要從青
少年的喜好及安全中找到平衡，希望他們能夠感受到香
港、澳門及中國的文化、特性及風土人情，所以很多細
節也要悉心安排。最後從學生口中得知他們非常享受行
程及膳食的安排，令我感到非常開心及滿足。
第二部份是安排青少年入住獅友的接待家庭，讓他們體驗到真正香港的生活，因居住環境的因素，安排
這部份比較困難，但我深深體驗到參加接待家庭的獅友及其家庭都非常享受這個活動，在此我希望呼籲
各位獅友，積極支持這個極有意義的環節。
由於我們要顧及青年人的安全及崇尚自由的心態，又要技巧地令他們感到受尊重；所以不希望他們進行
沒有獅友參與的活動及飲酒。在這方面亦從一個比較反叛的學生口中得知他除了享受整個行程外亦覺得
自己非常受到尊重，令我感到很高興。
一年前，我亦和很多獅友一樣對 YE 認識不深，我希望各位獅友多去認識及支持這個非常有意義的項目。
撰稿：2015-2017年度會長羅柯淑慧獅姐

第一分域聯合服務「親子料理樂繽紛」
本會羅潔嫻會長參與6月23日第一分域舉行的親
子製作薄餅服務，受眾是麥當勞叔叔之家的癌症
康復中之兒童及家長，還有303區國際青年交流
營的青少年一起參加呢！他們製作薄餅後還一起
享用，跟著玩了多個遊戲，各人都非常享受。

撰寫：郭珍妮獅姐

第一分區「惜食堂」長者服務
本會會長羅潔嫻、蘇彩雲獅姐於6月8日參加第一分區
舉辦「惜食堂」服務，適逢國際獅子總會長納雷什阿
噶博士官式訪問303區。當天范佐浩獅兄、文錦歡獅
姐、2017-2018年度總監及區職員亦有參與。我們能夠
與國際總會長一起服務實在是機會難逢，深感榮幸。
撰寫：郭珍妮獅姐

6月29日至7月4日 國際獅子年會在美國拉斯維加斯舉行
本會創會會長高敏華獅姐及羅潔嫻會長也有參加第101屆國際獅子年會盛事，見證新一屆總監郭美華及區
職員就任，新舊兩屆區職員交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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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文田
獅子會
Ho Man Tin

會長
陳祖旋

天使行動，暑假歡欣看電影
日期：2018年7月21日 (星期六)
時間：早上10時50分至下午1時
地點：觀塘APM Palace 戲院

換

屆以後，何文田獅子會第一個
服務，夥同「天使行動」負責
人 – 黃老師，在暑假期間為低收入家
庭送上歡樂。黃老師熱心社會工作，
曾是學校體育老師並服務於不同學

校，利用工餘時間接觸多個低收入家庭，發起「天使行動」旨
在向低收入家庭提供協助。
是次活動，由黃老師發起，何文田獅子會全力贊助及協助，讓
150名來自低收入家庭、單親、綜合援助戶的孩子及家長，一
同欣賞暑期合家歡電影《超人特工隊2》。縱使早場門票有優
惠，對於低收入家庭，一張戲票是奢侈娛樂，很多小孩是首次
進入戲院，這個光與影的體驗，除了為他們送上快樂，更希望
帶給這些家庭一個難忘回憶。

美食樂聚麥當勞叔叔之家
日期：2018年7月29日 (星期日)
時間：中午12時至4時30分
地點：麥當勞叔叔之家

童，何交田青年獅子會是麥當勞叔叔之家長期義工服務合作
單位，透過大家的努力，讓社會各界人士了解到長期病患的需
要。

近年很多人知道麥當勞叔叔之家的服
務，是幫助有需要而長期患病的兒

「每一次去到麥當勞叔叔之家當義工，我和我的家人都會感觸
良多，但我們的臉上總會掛著比平日多的笑容。原因是，每當
我看見病童的父母無微不至地照顧孩子，互相幫忙和勉勵、善
長們無私的捐獻、孩子們在遊樂區開心地玩樂，令我相信只要
有愛，人生路上無論遇到什麼問題，都能笑著面對！」這是義
工的話。
是次服務，我們為院內的病童及家長籌備大食會，多謝第二副
總監梁禮賢獅兄出席並一同參與。

獅心靚湯暖愛華
日期：2018年8月11日 (星期六)
時間：上午11時至下午3時30分
地點：柴灣循道衛理愛華村長者服務中心
中國人對湯水有一份情誼結，是滋補
養生，維繫家庭的一道良方，可惜香
港現實環境關係，居住地方狹窄，製
造 了 很 多 小 家 庭 ， 舊 型 屋 邨留 下 了 很
多獨居長者，他們三餐簡樸，飲用湯
水是鮮有的。

何文田獅子會決定為區內50位獨居長者送上清補竹桂湯，再
由本會獅友—朱澤生中醫師向各位長者講解食療的好處及煲湯
的正確方法。為了促成今次服務，我們的獅友花了三小時去準
備，最後看到各位哥哥姐姐開開心心共聚於愛華村長者服務中
心，此刻無價。
施比受更有褔！義工服務，不一定是單向，不介意付出的往往
可能受惠得更多！
2018年7月至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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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新民
Hong Kong Citizens

獅子會

會長
何銳祺

資訊委員
梁智賢

2017-18年度第六分區服務感謝宴

6

月15日，香港新民獅子會獅友參加了第六分區服務感謝宴，過
去一年，新民獅友在第六分區主席梁麗琴獅姐的帶領下，完成

了第六分區的五大服務，包括：
《獅子會百年慶全港學生三人籃球賽 2017 》
《全港小學環保智慧城市Smart City填色&設計比賽暨聖誕環保嘉年華》
《獅子會百週年．除夕慈善跑》
《猛龍慈善跑2018—獅子會18公里慈善賽》
《服務本為根． 凝聚獅子心．太 平 清 醮 飄 色 巡 遊》
為社會服務和獅子會籌款活動貢獻良多，發揮獅子精神！團結獅子力量！感謝各獅友幫忙出心出力出時
間！

第16分域聯合晚餐例會
6月1日，在第十六分域主席吳秀嫻獅姐的主持下，

兄，上屆總監馮妙雲獅姐，第一副總監郭美華獅

順利召開了第十六分域聯合晚餐例會，2017-2018

姐，第二副總監王恭浩獅兄，第六分區主席梁麗琴

年度國際獅子總會中國港澳303區總監陳立德獅

獅姐，香港新民獅子會會長葉致欣獅姐，第十六分
域友會會長及眾多獅友出席。
晚餐例會上，各屬會會長報告了第十六分域六個屬
會過去一年的服務回顧，並邀請阿里巴巴集團支付
寶梁先生到場演講，加深各獅友對無現金支付的認
識，還有十分精彩的啤酒大賽及大抽獎！讓各獅友
增進獅誼！

香港新民獅子會例會
6月26日，香港新民獅子會舉行2017-2018年度6
月份例會，新民獅友們分享了過去一年舉辦的服務
和活動經驗，並感謝會長葉致欣獅姐的付出，期望
各新民獅友繼續秉承獅子會四出精神，懷著「我們
服務」的獅子心，為獅子會為社會作出更多貢獻！
新民獅子會兄弟姊妹們遮風擋雨，風雨同路！並祝
賀會長 葉致欣獅姐邁進精彩及豐盛的新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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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壽臣山
獅子會
HK Shouson Hill

會長
關美儀

資訊委員
陳麗雯

慈善粵劇籌款夜 -「黃飛虎反五關」

香

港壽臣山獅子會於5月10日在高山劇場主辦

款將會全數撥去服務基金惠澤社群。

的慈善粵劇籌款夜，由大會主席關美儀獅

姐、兩位聯合副主席羅愛珠獅姐、呂美琪獅姐及眾

多謝善長們慷慨解囊及壽臣山慈善粵劇籌款籌委會

籌委策劃。當日很榮幸邀請到2017-2018年度總監

成員及全體獅友幾個月來任勞任怨，群策群力，令

陳立德獅兄、前國際理事文錦歡獅姐、會長張愛瑜

到粵劇籌款得以成功，順利完成。

獅姐蒞臨主禮、更得到前總監，區職員、友會
會長、獅友出席支持，場面洋溢愛心！
有感於粵劇文化藝術於中國源遠流長，今次有
幸邀請到藍天藝術工作室兩位文武雙全、演藝
精湛的紅伶—藍天佑先生及鄭雅琪小姐擔綱演
出精彩劇目「黃飛虎反五關」作為籌款節目。
而是次粵劇籌款活動扣除必需開支後，所有善

親子伴讀推廣活動
香港壽臣山獅子會的伴讀推廣活動不

事長老帶領下自行運作，繼續以繪本陪伴小朋友每個週末；而

知不覺已經踏入了第5年，而之前播下

去年開始合作的「基督教香港信義會新來港人士樂聚軒 (伴讀

培養小朋友閱讀的種子也漸漸發芽。早

姨姨)」，亦連續數月舉辦「童心童行故事會」。除了有伴讀

期合作的陳慶社區會堂的《故事天地》

姨姨講故事，每一個故事會都會因節日題材或故事內容做小手

活動，每個星期已經在種子故事人和故

工，令家長和小朋友對故事情節可以有更深刻的記憶，好像8
月11日的故事會由粉紅色姨姨講述繪本「我和我家附近的野
狗們」，而小朋友都用小狗主題製作了精美的書籤，每次故事
會都歡樂滿載。
另外，由本會贊助的「童心悅讀書庫」150本繪本至今已經有
超過二百次的借閱紀錄。看到大家對繪本的支持，對閱讀充滿
興趣，亦加強本會繼續推廣伴讀活動的熱情和信心，期望日後
可以有更多機構/家長小朋友加入推廣閱讀的行列。

香港壽臣山青年獅子會 -「看不見的晚餐」籌款活動
香港壽臣山青年獅子會每年暑假都會進行秀青計
劃，作領袖培 訓及招募。在 8月18日由一 眾準青獅

嚴偉貞獅姐、 青指李文偉獅 兄和李煥霞獅 姐都出席
參與了是次活 動，得到深刻 的體驗。

和青獅合力舉辦「看不見的晚餐」籌款
活動，籌款之餘帶入服務元素，讓參加
者體驗如何在黑暗中吃一頓有前菜、主
菜、甜品的西餐，如何在黑暗中摸出所
需金錢等等，更有視障人士的分享，甚
有意義。作為母會當然大力支持是次活
動，DLCC沈 顏獅兄及其家 人、創會會長
2018年7月至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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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深水埗
Sham Shui Po Hong Kong

獅子會

會長
謝志輝

資訊委員
黃世傑

全港青少年繪畫日 2018 - 深水埗區

深

水 埗獅 子 會 於 7 月 7 日 舉 辦 「 全 港 青 少 年 繪
畫日2018」，在深水埗區，希望透過寫生
活動，繪出深水埗歷史建築群的景緻和特色。除了
讓青少年可以接觸繪畫藝術，並且通過畫筆，將藝
術融入社區，同時，希望透過繪畫不同歷史時代的
建築物和地區特色，使參加的學生能認識到香港舊
時著名的地標，提高保育意識，增加愛港情操，深
入了解香港歷史文化。此外，加深與社區的聯繫和
歸屬感。
當日有過百
位參加者，
他們均來自
不 同 的 學
校，可見活
動非常受歡
迎。同學們
利用水彩畫

筆等工具作畫，用不同的色彩和技巧，繪畫出一幅
幅精彩畫作。同學遍佈在歷史建築群不同的地方，
用不一樣的角度都能找到繪畫靈感，繪出獨特的畫
作。在各位同學的筆下，深水埗歷史建築群的都能
精采重現，猶如攝影作品。雖然當日天氣不佳，但
仍無阻各位舉筆暢畫，沉醉在畫海世界之中。
是次活動感謝香
港深水埗民政事
務署、深水埗文娛
協會和深水埗學校
聯絡委員會大力支
持，提供物資和義
工到場維持秩序，
使活動得以順利進
行，期望下一年再
度舉辦這項有意義
的活動。

香港深水埗獅子會 -「第十屆職員就職典禮暨慈善籌款晚宴」
香港深水埗獅子會於2018年8月7
日 在 太 子 帝 京 酒 店舉行「第十屆職
員就職典禮暨慈善籌款晚宴」，當晚
榮幸邀請到香港保安局局長李家超
SBS PDSM PMSM 太平紳士及 中
央人民政府駐香港特別行政區聯絡
辦公室九龍工作部郭亨斌副部長到
場擔任主禮嘉賓。
除了進行會長佩戴交接儀式、新內
閣就職儀式和新會員入會儀式等程
序外，今年更特別加設創會會長致
詞，講述當年創辦組織時的點點滴
滴，此外又特別鳴謝當年曾協助成
立本會的母會屯門獅子會及各界人
士，場面令人感動，十年來的成果
真是得來不易。
當日場面星光熠熠，除了港特區政
府各部門各地區的官員、社會賢
達、各界組織到場道賀外、還有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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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理事、前總監、總監、當屆區職員、及各獅子會的會長獅友
們等代表到場見證深水埗獅子會踏入新的一年。
典禮能順利完成當然不少得創會會長、本屆會長、準獅兄及就職
典禮籌備委員會主席日夜努力和堅持，和小組成員的合作和團
結，成功舉辦一場圓滿的就職晚宴，製作出一本屬於香港深水埗
獅子會獨一無二的十周年紀念特刊。此外，還要特別鳴謝各位師
獅兄、獅姐、各獅嫂及義工們在典禮中的付出和支持，當然不少
得場務經理蘇漢發獅兄的指導和協助。
最後感謝各位出席當日晚宴的嘉賓、屬會會長、獅友們，你們的
來臨令本會就職典禮留下美好的回憶和歷史，期望社會各界組織
繼續支持本會慈善義工服務，建立一個更和諧的社會。期待下一
年的典禮可以再次與各嘉賓和獅友同度歡樂的晚上。

香港新時代
獅子會
Hong Kong New Era
2

會長
陳紹聰

018年7月香港新時代獅子會又換上新裝了，在上屆會
長Nelson徐歷遜獅兄手中接過棒，Ukio陳紹聰獅兄正

式成為2018-2019年度香港新時代獅子會新一屆會長。與此
同時，本會熱烈恭賀Jacky黃嘉俊獅兄受總監委任為20182019年度第四分域主席，在黃嘉俊獅兄同陳紹聰獅兄帶領
下，本會來年定必全力支持區會服務。
新舊會長交接

本屆職員陣容如下：
會

長：陳紹聰獅兄

上 屆 會 長：徐歷遜獅兄
第一副會長：余家偉獅兄

義 務 秘 書：周家而獅姐

總

務：胡德海獅兄

第二副會長：許志傑獅兄

義 務 司 庫：劉美琪獅姐

糾

察：楊情怡獅姐

第三副會長：楊珀宇獅兄

會 藉 理 事：歐智豪獅兄

資 訊 委 員：梁安琪獅姐
正所謂新人事新作風一同來看看新一屆會長有
什麼抱負？
陳會長表示：(1) 希望會員人數有顯著增加，增
強服務的力量 (2) 參加“優異獅子會選舉”(3)
和一個東南亞獅子會結盟為姊妹會，在香港以
外發揮影響力 (4) 籌備一個和青少年有關的服
務，發揮他們的才藝能力，培育未來社會主人

足球委員會主辦獅子會盃

翁…等等。

新一屆首次理事會順利舉行
一如既往，2018-2019年度香港新時代獅子會繼續透過和區
會、各屬會、以及其他專業服務團體的通力合作，加上自己
本身會員群策群力繼續將我們「WE SERVE」的服務精神發
揚光大，現在和大家分享一些近期的活動花絮：
本屆新時代獅子會第一個服務「伸手助人協會老友記生日
會」於7月21日西貢樟木頭北華路—樟木頭老人度假中心圓
滿舉行！感謝一眾獅友、青獅和義工們的支持，和一班老友
記歡度了一個開心的下午，有遊戲玩、吃蛋糕、派禮物…大
家都十分高興，原本的唱歌環節更變了全場KTV！

2018年7月至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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荃灣

獅 子會
Tsuen Wan

會長
李浩然

陳承邦會長答謝宴

本

會於2018年6月22日舉辦答謝宴，答謝陳
承邦會長過去一年對荃灣獅子會的努力及支
持，並送上答謝禮物。當日，2017-2018年度總監
陳立德獅兄更親臨到訪，勉勵本會繼續支持公益活
動，及祝願新一屆會長李浩然獅兄帶領荃灣獅子會
發展善業。

一眾獅友與2017-2018年度總監陳立德獅兄拍照留念

「重新出發」青年嘉許計劃2018頒獎典禮
關顧青少年成長為本會的服務宗旨之一，因此本會
再度與香港青年協會合辦「重新出發．青年嘉許計
劃」，以獎勵的形式嘉許努力改進的犯罪違規青少
年。頒獎禮於2018年6月23日於香港青年協會大廈
25樓舉行，並邀得保安局副局長區志光先生擔任主
禮嘉賓。希望透過活動能引起社會人士對邊緣青少
年的關心，給予機會讓他們重新出發。
保安局副局長區志光先生(左六)、陳承邦會長(左五)、香港青年協
會總幹事何永昌先生(右五)與8位得獎者拍照留念

香港炮台山
Hong Kong Fortress Hill

獅子會

喜迎新獅友

炮

台山獅子會於六月份又有喜訊—有新獅友加入，不是一位，而是兩位！他們是龍惠均獅兄及陳孝
銘獅兄！本會會員素來陰多陽少，今次有兩位獅兄加入，頓時令本會陽氣十足！可喜可賀！

本會向來秉承獅子會的座右銘—We Serve「我們服務」，努力為社會作
出貢獻，也努力壯大會員數目、吸納有質素的新力軍及擴大資源網絡，
務求作出佳績。我們22位會員在新一屆會長帶領下，已開展今年的服務
項目，會員間同心同德，共同攜手，一定能締造好成績！

骨質疏鬆量度及金曲表演同樂日
骨質疏鬆症是一種骨骼新陳代謝的病症，患者的骨
質密度減少，令骨骼結構變得脆弱，容易導致骨
折；更會造成痛楚及引發其他併發症，減低患者的
自我照顧能力。香港炮台山獅子會與香港百盛獅子
會為了讓長者們更清楚自己的健康狀況，於6月2
日（星期六）假長洲體育館合辦了一項名為「骨質

84

龍惠均獅兄

陳孝銘獅兄

疏鬆量度及金曲表演同樂日」的服務活動。當日活
動，除了為區內約200位長者提供骨質疏鬆量度服
務及專題健康講座外，更提供精采的歌唱節目，長
者有機會認識自己的骨質情況，也吸收健康資訊之
餘，更可輕輕鬆鬆與老友記共度一個溫馨的週日！
活動得以圓滿結束，有賴國際獅子會骨質疏鬆教育
及研究基金支持；長洲體育館借出場地；還有甘詠
潮歌班同學會的一呼百應，學員踴躍參與表演；獅
友在百忙之中，撥冗出席，不畏炎熱天氣遠赴長
洲，支持及參與這個有意義的活動，體現獅子會的
四出精神！各位的隆情厚意，本會由衷感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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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又一村
獅子會
Hong Kong Yau Yat Chuen

會長
姚瑞添

【一畝心田．梵音慈善音樂會2018】

由

香港又一村獅子會贊助及創會會長姚瑞添

創作和演唱，勵志、善導人心的歌曲帶給現場澎湃

獅兄榮任「一畝心田．梵音慈善音樂會

氣氛，結合了視聽感官享受及有意義的音樂會。當

2018」的籌款委員會主席，已成功於5月22日在香

晚籌得善款，亦超標完成！為善最樂，福有攸歸。

港理工大學賽馬會綜藝館舉行，前
國際理事文錦歡獅姐亦有到場作主
禮嘉賓，與30多位獅兄姐及八百多
位善心人士，共同一起欣賞來自四
間學校共300多位青少年學生同台表
演精彩歌曲，配合其他知名藝人的

由【明歌知欽慈善基金】主辦，香港又一村獅子會

百樂門宴會廳成功舉行。這天共邀請600位來自港

協辦的「明歌端陽會知欽」在6月9日中午在九龍灣

九新界18區的老友記一起預祝端陽佳節。當天首先
享用豐富午膳，隨後欣賞精彩悅耳及獨特的樂器、
舞蹈、傳統山歌及現代歌舞等專業表演，真是目不
暇給，精彩非凡；現場澎湃氣氛帶到高峰。每位老
友記亦獲節日大禮包及現金利是一封，開開心心滿
載而歸。本會為社會推進向長者老友記關懷互助作
出貢獻。

【廖榮祖獅兄與鄭國庭獅兄
10公里慈善長跑籌款競跑迎端陽】
香港又一村獅子會為善不甘後人，在6月9日星期六
下午四時在粉嶺運動場作10公里慈善競跑，有20
多位獅兄及親友到場支持打氣，場面熱鬧、溫馨。
兩位獅兄本着友誼第一、比賽第二的精神，但仍然
全力以赴在一小時內跑完十公里，出心出力地替本
會慈善基金共籌得善款$42,500，精神可嘉。

2018年7月至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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錦繡
獅子會
Hong Kong Fairview

會長
許登明

資訊委員
馬汶靖

本會與第九分域屬會為
長者送關懷聯合服務活動

2

018年6月23日(星期六)，本會與第九分域屬會聯合
舉辦敬老服務，陳美珍會長及李建新獅兄大家各司

所長大展身手，本會負責煲湯為90位長者準備了一餐豐
富合宜的晚餐，藉此錦繡獅子會對向長者們表達關懷。

贊助陽山縣城優秀教師獎教金哥爾夫
慈善籌款比賽圓滿完結
2018年8月17日，星期五，對於錦繡獅子會是一個

是次比賽，本會除一眾參賽者及本會獅友到場，還

眾人期待的重要日子，因為籌備已久的「香港錦繡

有幸邀請到國際獅子總會中國港澳303區第一副總

獅子會贊助陽山縣城優秀獎教金高爾夫慈善籌款比

監王恭浩先生到場打氣，現場嘉賓還有陽山縣政協
黨組副書記副主席熊雄先生、陽山縣教育局局長唐
長遠先生、陽山縣政協組織聯絡委員會主任周志高
先生、加上大會主席許登明先生，本會創會會長譚
燦輝先生及本會一眾獅友，贊助商等到場，可謂人
才濟濟，共聚一堂，熱鬧非凡！
高爾夫球比賽順利在激烈競爭結束後，大會還舉辦
晚宴，為得獎者頒發獎品獎杯，及舉行抽獎活動以

賽」當天在東莞鳳凰山高爾夫俱樂部舉辦。適逢七

及小遊戲令今次比賽再掀高潮，在完成支票交接儀

夕大吉之日，早前天氣預報顯示會有大風大雨竟然

式後，今次比賽於一片掌聲和歡呼聲中結束。

天高氣爽，風和日麗，真是多謝
天公成人之美。
比賽於中午舉行，但由早上開
始，由球會推廣部及本會有關人
員安排的迎接參賽者並派發紀念
禮物，及進行賽前準備等有關事
項一早井井有條進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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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龍灣
Kowloon Bay

獅子會

會長
黃慧貞

資訊委員
李淑芳

有一群孩子
“ 他 們 有 眼 睛 ，清澈明亮，卻不會看 人；
他 們 有 嘴 巴 ， 能吃能叫，卻無法與人 溝通；
他 們 有 耳 朵 ， 能聽八方，卻聽不懂指 令。”
面 對 人 們 的 誤 解，多麼無奈及無助啊 ！
幸 好 父 母 對 他 們不離不棄，悉心照顧 ，但卻心力交瘁！！

九

龍灣獅子會在18/19獅子年度一開始的服務就
多得有大愛的將軍澳培智學校—李文傑校長

的大力幫忙，借出不懼風雨不怕酷暑的禮堂，舉辦
這一場與來自全港各地，家有星兒的家庭，與獅友
及義工們互動共融的第二屆的星星運動會。活動亦
同時響應九龍灣獅子會今屆會長黃慧貞獅姐的口號
「敬老護幼，凝聚獅子心」。希望在暑假期間，星
兒們可以與父母開心的參與活動，在一個無不同眼
光，無阻礙，無分彼此的情況下，大家打成一片，
度過開開心心的一日。
九龍灣獅子會想借此活動讓社會大眾知道，原來世界上有一群孩子，
他們的外表看起來同常人一樣，視覺沒有損壞，但是、他們跟人沒有
眼神接觸！聽覺沒有障礙，卻聽不懂指令！他們的嘴巴會出聲音，會
吃東西，但是卻有語言障礙無法與人溝通！就好像住在外太空的星球
人，所以稱他們為星星的孩子，就因為星兒的外表與常人無異，所以
星兒的父母們，常常被外界誤解，常責備星兒家長們「唔識得教仔」，
當別人的小朋友在比才藝，比上名校的時候，他們只能有卑微的小小
願望…希望小孩可以正常與人相處，融入社會。
7月15日早上，雖然有狂風驟雨，但是我們的總監郭美華獅姐很早就到達現場，啟動禮未開始時更親切的
與小朋友一起踢球同樂，顯示出總監童真隨和的一面，到中場的團體遊戲，獅友、義工隊、家長、小朋
友全部打成一片，個個都笑逐顏
開的玩遊戲。結尾在上屆會長區
鑑儀獅姐的一曲“陪著你走”的
甜美歌聲中，有很多家長們互擁
而泣，這條路雖然難走，但有我
們獅友們無懼風雨同路行，各位
家長，加油呀！

2018年7月至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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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油尖旺
獅子會
Hong Kong Yau Tsim Mong

會長
林建忠

資訊委員
譚綺雯

香港油尖旺獅子會2018-2019年度職員及各組別主席芳名
上 屆 會 長：顧家彥獅兄(2018-19年度第十七分域主席)

總

務：劉日明獅兄

會

糾

察：劉化青獅兄 (兼)

長：林建忠獅兄

第一副會長：張瑞芳獅兄 Sherman

會 籍 組 主 席：陳安安獅姐

第二副會長：譚綺雯獅姐Tammy

青 獅 組 主 席：陳秀金Shirley (兼)

第三副會長：陳基英獅兄

青獅組副主席：歐穎桐

義 務 秘 書：劉化青獅兄

服 務 組 主 席：譚綺雯Tammy (兼)

義 務 司 庫：陳秀金獅姐Shirley

獅聲編輯主席：譚綺雯Tammy (兼)

香

港油尖旺獅子會會長林建忠獅兄/獅嫂，及

香港油尖旺獅子會於7月15日出席姊妹會深圳獅

上屆會長顧家彥獅兄(2018-19年度十七分

子會大自然服務隊換屆典禮活動，出席獅友包

域主席)/獅嫂於2018年6月28日至7月3日出席在

括：會長林建忠獅兄，第一副會長張瑞芳獅兄，

美國拉斯維加斯舉行的第101屆獅子會國際年會

第二副會長譚綺雯獅姐，義務秘書劉化青獅兄，

活動。圖片攝於由國際獅子總會中國港澳303區

義務司庫陳秀金獅姐。

統籌的“龍之夜”晚宴，與總監郭美華獅姐和其
他屬會會長、獅兄/姐合照。

香港油尖旺獅子會主辦，香港清遠石角同鄉會、九

長張瑞芳、第三副會長譚綺雯、司庫陳安安、創會

龍城區街坊福利會協辦的“送饍關愛行動”活動，

會長賴國昭、陳秀金獅姐、劉化青獅兄、黃麗琴獅

在九龍城打鼓嶺道休憩公園旁，給九龍城區內坊眾

友、青獅及義工們。

及小數族裔派發飯盒、生果及頸巾，藉以表示本會
對社區的一點關愛。
是次活動，由籌委會主席譚綺雯獅姐邀請出席的嘉
賓有：國際獅子總會中國港澳303區總監郭美華獅
姐、九龍城區議會主席潘國華議員JP、九龍城民政
處劉美儀高級聯絡主任、社會福利署助理專員陳創
麗女士及九龍城區議員吳寶強先生。當日出席獅友
包括：顧家彥會長、第一副會長林建忠、第二副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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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百盛
獅子會
Hong Kong Centennial Passion

會長
林潔聲

新年度，團隊續發展；新服務，服務心依舊

新

年度的第一次報告，當然要向大家介紹，香港百盛獅子會於2018至2019年度的理事會名單：
長：林潔聲獅兄

義 務 秘 書：梁嘉讚獅兄

理

事：陳建文獅兄

上 屆 會 長：陳笑容獅姐

義 務 司 庫：于鴻福獅兄

理

事：李家富獅兄

第一副會長：勞智昌獅兄

糾

察：陳麗英獅姐

理

事：潘兆良獅兄

第二副會長：鍾炳光獅兄

會 籍 主 席：梁頌聲獅兄

理

事：田慧儀獅姐

會

第三副會長：黃志林獅兄
本會2018-2019年度的第一個活動，並
不是新年度就職典禮，而是急不及待的
開第一次的理事會…準備於新年度繼續
實踐「我們服務」的精神。
開會地點亦有別於一般，轉移到位於長
洲的佛教慧因法師紀念中學。亦借此機
會，讓本會的獅兄、獅姐到此中學實地
考察、瞭解此學校的設施。
原因是本會得到上屆總監陳立德獅兄引
薦本會參與一個名為「學校起動」計
劃“Project WeCan”。

會長林潔聲獅兄出席了「學校起動」計劃 第三期開展禮

在此計劃中，本會與佛教慧因法師紀念中學成為

有責任感。當天佛教慧因法師紀念中學的李卓興校

了「合作伙伴」，一起為該校學生提供多項適切

長及負責的林主任詳細地介紹了中學的情況給本會

的活動，為日

的獅兄、獅姐，亦簡單地介紹了於緊接的學年中，

後升學及就業

為各學生準備的各項活動。非常期待與佛教慧因法

作好準備，更

師紀念中學合作的開展，把「我們服務」的獅子精

希望藉設計中

神繼續作適當的發揮。

的平台，互相
的交流意見及
經驗，促進學
生成長，拓展
同學的人際網
絡，擴闊生活
圈子，讓同學
能發掘潛能，
會長率領本會獅友到長洲探訪我們在「學
校起動」計劃的合作夥伴—長洲佛教慧因
法師紀念中學

對自己和社會

會長林潔聲獅兄在長洲佛教慧因法師紀念中學與「學校起動」的
主辦九龍倉集團要員、「學校起動」計劃秘書長、合作夥伴李校長
及主任們開展策劃會議

2018年7月至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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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黃金海岸
Hong Kong Gold Coast

獅子會

會長
梁麗貞

資訊委員
耿灝

中山航天科技培植農場悠閒遊

2

018年6月9日至10日，承蒙前教育局局長吳克

育種和轉基

儉太平紳士厚愛，本會獅友及親友很榮幸獲邀

因的本質區

請參觀中山航天科技培植農場“天宇夢幻田園”。

別，實在是

在前局長吳克儉太平紳士親自帶領，前博愛醫院蕭

一項造福人

成財主席的贊助，讓眾獅友及親友有機會更深入地

類的偉大事

了解祖國在航天科技方面突飛猛進的發展，明白了

業和宏偉的

太空育種是集航天技術、生物技術和農業育種技術

工程！

於一體的農業育種新途徑，是當今世界農業領域中
最尖端的科學技術課題之一，也讓我們明白了太空

透過兩天的學習遊玩和交流，本會獅友也藉此機
會向親朋好友介紹了“獅子會”這個服務社會的組
織，在梁麗貞創會及第三副會長鍾嫻英獅姐的推介
下，很榮幸邀請了“中山寰宇航天生態農業產業有
限公司”執行董事程偉業先生加入了香港黃金海岸
獅子會，梁麗貞創會代表本會即場贈送了本會的會
章及活動背心予準獅友，並邀請程總參加本會於
2018年7月5日(星期四)舉辦的2018-19年度第一次
董事會議，歡迎他的加入！

友師友員“迪士尼探索之旅”
本年度，在梁麗貞創會的帶領下，友師劉秀清獅

機會增進了彼此的溝通，大家共同渡過了一個愉快

姐、耿灝獅姐及義工張鳳彩女士一同參與了由國際

的旅程。本年度友師友員目標活動全部完成，感謝

獅子總會中國港澳303區第三分區負責籌辦的“兒

獅友們的付出！

童發展基金—獅友童心結伴行”
目標活動，本年度最後一項活動
於6月30日由獅子會何德心小學
主辦的“迪士尼探索之旅”，本會
獅友負責照顧三年的六位小學生
及家長全部參與了此活動，藉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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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和平
Hong Kong Peace

獅子會

會長
張美婷

資訊委員
黃立仁

香港和平獅子會
第二屆職員就職典禮暨慈善晚宴

本

會在7月29日假座尖沙咀The One
煌府舉行第二屆職員就職典禮暨慈

善晚宴，邀請303區總監郭美華獅姐主禮。
當晚出席有各前國際理事、上屆總監、第二
副總監、前總監、區職員、分會會長、獅
友、各方好友，以及專程由台北訪港獅友，
共500多人見證換屆典禮。
繼由303總監郭美華獅姐主持，創會會長陳
延邦獅兄移交權槌及會長帶予新任會長張美
婷獅姐。

香港和平獅友及青獅大合照

會長張美婷獅姐致詞，祈望在未來一年着重兒童服

禮成展開慈善晚宴，由本會全體獅友聯合全體青獅

務工作，其次是青少年及長者服務，預計做過萬個

做手語大合唱，歌曲內容表達和平友愛心中載，現

人服務。並承國際獅子會左右銘「我們服務」及和

場感動溫馨。還有17-18年度會長打非州鼓、旗袍

平宗旨，和平共處，服務為先！最後感謝各獅友對

會表演扇舞、區職員與歷屆會長卡拉OK表演籌款、

她支持和信任。

青獅熱舞及幸運大抽獎，衣香鬢影，氣氛洋溢。

本會2018-2019年度職員就職典禮宣誓就職

新會員入會飲奶儀式

總監郭美華獅姐主持，創會會長陳延邦獅兄
移交權槌予新任會長張美婷獅姐

2018-2019年度理事會名單如下：
會

長：張美婷獅姐

義 務 秘 書：杜淑儀獅姐

理

事：林靄嫻獅姐、李曉燕獅姐、

創 會 會 長：陳延邦獅兄

義 務 司 庫：吳靜薇獅姐

林偉正獅兄、胡凡獅姐、

第一副會長：廖麗心獅姐

總

務：朱珮嘉獅姐

梁沛賢獅兄、伍納德獅兄、

第二副會長：田嘉麗獅姐

糾

察：李倩敏獅姐

黃家怡獅姐

第三副會長：黃立仁獅兄

和平共處

服務為先
2018年7月至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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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國金
獅子會
Hong Kong IFC
國金獅子銀行家計劃，全力支持香港獅子會眼庫

香

港國金獅子會贊助及參與「精準扶
貧光明行」項目，此公益活動由香

港獅子會眼庫主辦，由 2018 年8月至年底，
在青海為當地1,500 位貧困白內障病人施行
免費白內障手術。由於青海位於海拔較高的
地區，紫外光較強烈，所以患病者甚多。
為配合「國金獅子銀行家」計劃，香港國金
獅子會另贊助多名青年獅子會會員，前往青
海參加此義工團隊，協助獅子會眼庫進行此項目，並體驗
患者進行手術及復明過程。
「精準扶貧光明行」啟動禮於青海當地眼科醫院舉行，由
香港獅子會眼庫主席高敏華前總監所帶領，並得到303區
總監郭美華及前總監馮妙雲親臨青海支持。整個活動得到
當地政府及傳媒極度關注，並於啟動禮當日，馬上被刊登
於中央政府網上。
能夠為國家和人民服務，我們為香港獅子會眼庫感到萬分
光榮！

會員人數及服務大幅增長，獲國際會長及區總監表揚
2018年6月7日國際獅子會101周年的誕辰日，國際會長納雷什阿
噶沃獅兄Lion Naresh Aggarwal蒞臨303區作親善訪問。國際會長
於當晚歡迎宴期間，從上屆總監陳立德得悉香港國金獅子會於一年
間有15名新會員加入，對其全球會員人數增長的計劃作出積極的貢
獻，十為歡欣，便馬上向國金獅子會創會會長葉仕偉致賀及讚揚。
此外，本會於2016至2017期間，成功完成超過20個優質的社會服
務。為讚揚本會的服務承諾及精神，我們得到上屆總監所表揚，於
國際獅子總會中國港澳303區2017-2018年度第三次全區聯合晚餐
例會，榮獲特別服務勳章！
我們貫徹獅子會四出精神，積極支持國際總會及303區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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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長
鍾家輝

對抗兒童癌症，孩子一個也不能少！
本會與歐洲地拉那獅子會及當地青獅，攜手在本年七月份開始，在歐洲地拉那
舉行為期一年的對抗兒童癌症服務，活動包括兒童癌症的教育展覽、義賣、演
唱會等等，為當地癌症兒童籌款。
國際獅子總會，近年大力提倡環球對抗兒童癌症。本會積極支持此舉，刻不容
遲，熱誠無分地域，服務無分國界！

守望貧困無家者，鼓勵青年走進社區
香港國金獅子會、香港國金青年獅子會贊助及支持與太平山青年商會「守望者」項目，了解快餐店夜宿
者問題，進行研究。
我們派出了義工，包括國金青年獅子會會員，經培訓後，在數月內到訪116多間24小時的快餐店，於深夜
及凌晨成功訪問夜宿者並完成問卷調查。
「守望者」新聞發佈會於8月4日舉行，超過100多個傳媒包括TVB、iCable、NOW、RTHK、SCMP、文滙
報、明報、東方、星島等各大電台報章及傳媒所廣泛報道！
快餐店夜宿者調查研究資料數據，將與各大學、政府機構 、傳媒及
其他有關機構分享，希望能制定措施，幫助了解夜宿者問題。隨社
會經濟的發展，不少報告都反映露宿者人數正在上升、貧窮問題愈
來愈嚴重。香港並不是24小時快餐店夜宿者現象的孤例，在美國、
日本、南韓、上海及北京亦有出現「麥難民」現象。
可惜，香港暫時未有全港116家24小時快餐店夜宿者比較全面的質
性資料及數據，政府亦未有相關的資料作參考。故此，考察「麥難
民」有其迫切性。本計劃希望藉透過考察麥當勞官網所列的116間
24小時分店，了解「麥難民」的屬性、其夜宿的原因及與店員互
動的情況，從而令社會大眾知悉他們的社會需要，向政府相關部門
提供參考資料、提出政策倡議。相關資料亦有助日後的深入調查研
究。

A dv ertis eme nt

同時，提供發展機會以促進青年人創造積極正面的改變是本會的使
命，本項目透過青年獅子會、學界、商界及社福界的協助招募大批
青年義工的參與考察，是次活動提供機會予青年親身走進社區了解
「麥難民」的情況，考察部分令他們有不少體會和反思，從而令他
們成為具行動力關注「麥難民」的積極公民。

2018年7月至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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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華夏
Huaxia Hong Kong

香

獅子會

會長
鄭發丁

港華夏獅子會創會授證儀式暨職員就職晚
宴已於今7月18日於灣仔皇朝會舉行，當

晚在主禮嘉賓及百多位在場獅友及來賓見證下，由
總監郭美華獅姐主持授證及會員入會儀式。
國際獅子總會一向的宗旨是鼓勵志同道合的獅友們
創立新會，服務社區，以滿足人道需求，鼓勵和
平並促進國際間之理解。本會得以成功創立，成為
國際獅子總會中國港澳303區第91個分會，實有賴

和發達文化的地方。本會取名「華夏」，正正是因

創會會長鄭發丁博士的努力經營，前總監周振基

為希望吸納志同道合的專業人士、社會精英加入這
個大家庭，發揮獅子精神，服務社會。
本會以「維護理念，毋忘初心」為綱領，亦是本會
服務原則的基礎。本會注重教育培訓，致力培育青
少年人成為社會的未來棟樑。本年度將計劃與本地
大學合辦就業論壇。本會亦會積極行善，回饋社
會，支持區會的活動，幫助社會上有需要的人士。
香港華夏獅子會在創會會長鄭發丁博士的領導下，

教授GBS,SBS,BBS,太平紳士、前總監楊偉誠博士

以本會的綱領「維護理念，毋忘初心」帶領本會服

BBS,MH,太平紳士和資深獅友鄒燦林獅兄MH的鼎

務社區；令本會茁壯成長，與各華夏一起攜手揭開

力支持和專業的意見。除此之外，還要感激母會中

香港華夏獅子會的新一頁。

區獅子會，指導獅友梁樹賢前總監及冼姵璇前總監
的支持和配合，在創會過程中所給予的寶貴意見及
本會的籌備委員會和理事會各成員的努力和付出。
香港華夏獅子會共有32名創會獅友，當中不乏在社
會上具有卓越成就的專業人士、企業管理層等。「華
夏」是漢族及作為中國的代稱。所謂「華」，意指
文明程度高的人或族，而「夏」則指文化高的地
區，把「華夏」合起來就代表了一個擁有高度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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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I ON Ma g a zi n e A d ve r t i s ing Agreement 港 澳 獅 聲 廣 告 合 約
L I O N S
C L U B S
I N T E R N A T I O N A L
D I S T R I C T
3 0 3
803-7 Dominion Centre, 43-59 Queen’s Road East, W anchai, Hong Kong
Tel: 2528 9689
Fax: 2865 1117
Email: thelionhk@lionsclubs.org.hk
W eb Site: http://www.lionsclubs.org.hk
Enquiry: Ms Connie Lai 黎 小 姐

I/W e her eby author ize LIO N Magazine to ins er t the f ollowing adver tis em ent( s ) I/W e agr ee to
pay the pr es c r ibed f ee( s ) as f ollows 茲 委 託 國 際 獅 子 總 會 會 刊「 港 澳 獅 聲 」刊 登 下 列 廣 告 並 承 擔 廣
告費如下：

2018 – 2019

ADVERTISING RATE

廣 告 收 費

COLOR ADVERTISEMENT 彩 色 廣 告
T ype 廣 告 種 類

Size 尺 寸

F ee Per Ins er tion 每 期 收 費

 1.

Back Cover 封 底

11¼" x 8¼"

HK$5,000

 2.

Inside Front Cover 封 面 內 頁

11¼" x 8¼"

HK$3,800

 3.

Inside Back Cover 封 底 內 頁

11¼" x 8¼"

HK$3,800

 4.

Inside Page-First Page 內 頁 首 頁

11¼" x 8¼"

HK$3,500

 5.

Inside Page-Back Page 內 頁 底 頁

11¼" x 8¼"

HK$3,000

 6.

Inside Full Page 內 頁 全 頁

11¼" x 8¼"

HK$2,000

 7.

Envelope 信 封

12" x 8½"

HK$40,000 ( 6 is s ues )

 8.

Others 其 他

另 議

另議

T otal value

HK$

BI-MONTHLY EDITION
刊登月份

Issue
期數

Month
月份

ADVERTISEMENT CONTENT
廣告內容

Closing Date
最後截止日期

 1.

2018 Aug / 八月

1-9-2018

 2.

2018 Oct / 十月

3-10-2018

 3.

2018 Dec / 十二月

1-12-2018

 4.

2019 Feb / 二月

25-1-2019

 5.

2019 Apr / 四月

1-4-2019

 6.

2019 Jun / 六月

1-6-2019

惠登廣告者姓名或行名
Name of Advertiser (s) (Please Print)
客戶聯絡人
Name of Contact Person
簽名
Authorized Signature
地址

Address of Advertiser (s)
電話
Advertiser’s Tel
傳真號碼
Fax
獅子會經手人
Solicited by
屬會
Club
業務經理
Business Manager
日期
Date

廣 告 尺 寸 ： 210 ( W ) x 285 ( H) m m ， 每 邊 預 留 3m m 出 血 位
檔 案 格 式 ： AI / PDF / J PG



解 像 度 ： 300dpi 或 以 上

Kindly return your crossed cheque payable to “Lions Clubs International District 303 Hong Kong &
Macao, China”. Output File(s) as well as the Advertising Agreement to the District Office.
請將劃線支票抬頭寫「國際獅子總會中國港澳 303 區」連同製作檔案以及此廣告合約送交區會辦事處。



LION Magazine reserves the right to reject any advertisement inappropriate to be published. Prepaid fee
will be refunded to concerned party in accordance. 本 刊 保 留 刊 登 權 ， 如 不 刊 登 則 退 回 已 收 費 用 。

港澳獅聲 - 郵寄地區
中國
中華人民共和國衛生部
中共北京市委統戰部
中國殘疾人聯合會
國際獅子總會中國深圳380區

國際獅子總會中國廣東381區
國際獅子總會中國大連382區
國際獅子總會中國青島383區
國際獅子總會中國北京385區

國際獅子總會中國浙江386區
國際獅子總會中國瀋陽387區
國際獅子總會中國陜西388區
國際獅子總會中國哈爾濱389區

香港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政務司司長辦公室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財政司司長辦公室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律政司司長辦公室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運輸及房屋局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民政事務局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勞工及福利局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財經事務及庫務局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商務及經濟發展局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政制及內地事務局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保安局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教育局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公務員事務局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食物及衞生局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環境局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發展局
漁農自然護理署
中央人民政府駐香港特別行政區聯絡辦公室
香港旅遊發展局執行幹事
香港旅遊發展局經理
澳洲駐港領事館
英國駐港領事館
加拿大駐港領事館
法國駐港領事館
德國駐港領事館
日本駐港領事館
新加坡駐港領事館
東區區議會

離島區議會
九龍城區議會
葵青區議會
觀塘區議會
荃灣區議會
北區區議會
西貢區議會
沙田區議會
深水 區議會
南區區議會
大埔區議會
灣仔區議會
黃大仙區議會
油尖旺區議會
元朗區議會
中西區區議會
屯門區議會
香港女童軍總會
義務工作發展局
仁愛堂
九龍樂善堂
保良局
聖雅各福群會
扶輪社
國際青年商會香港總會
香港盲人輔導會
公益少年團執行委員會主席

視覺第一中國行動
香港童軍總會東九龍地域
香港戒毒會專項目總監
國際獅子會腎病教育中心及研究基金
香港獅子會眼庫
仁濟醫院
東華三院
博愛醫院
香港中文大學
香港浸會大學
香港大學
香港理工大學
嶺南大學
香港城市大學
香港科技大學
香港教育學院
香港公開大學
香港樹仁大學
獅子會中學
獅子會何德心小學
中銀信用卡(國際)有限公司
成報報刊有限公司
明報雜誌有限公司
香港電視廣播(國際)有限公司
大公報(香港)有限公司
亞洲電視
香港有線電視有限公司

中華總商會
中華總商會青年委員會
澳門同善堂值理會
澳門童軍總會
澳門工會聯合總會
澳門青年商會總會
澳門街坊會聯合總會
澳門大學
澳門理工學院
正報

澳門日報
現代澳門日報
市民日報
大眾報
澳門日報讀者公益基金會
星報
華僑報
澳廣視新聞部
澳門電台中文新聞及公共事務部
機場管理有限公司

澳門
澳門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辦公室
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社會文化司司長辦公室
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社會工作局
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教育暨青年局
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旅遊局
臨時市政局執行委員會
中央人民政府駐澳門特別行政區聯絡辦公室
澳門旅遊娛樂有限公司
澳門明愛
鏡湖醫院慈善會

海外
國際總會長
國際總會
獅聲編輯-泰國版
獅聲編輯-韓國版
獅聲編輯-複合區300台灣版
國際總會-公關及通訊
獅聲編輯-澳洲版
獅聲編輯-紐西蘭版
獅聲編輯-希臘及塞浦路斯版

獅聲編輯-LA、LB、LD 複合區的巴西版，
葡萄牙文版本多倫多香港獅子會
獅聲編輯-德國版
獅聲編輯-挪威版
獅聲編輯-法國版
獅聲編輯-複合區 A 加拿大版
獅聲編輯-芬蘭版
獅聲編輯-葡萄牙版
獅聲編輯-瑞典版

獅聲編輯-英國與愛爾蘭版
獅聲編輯-瑞士版
獅聲編輯-日本版
獅聲編輯-冰島版
獅聲編輯-土耳其版
獅聲編輯-義大利版
獅聲編輯-荷蘭版
獅聲編輯-LC 複合區的巴西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