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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 大的未來建基於強大的基 礎
在建造房屋時，最重要的第一步是有一個堅固的地
基，屋內的房間、傢俱和一切活動都將依靠它作支
援。在服務中，同樣重要的是要有堅固的基礎來支
持我們所做的工作。國際獅子會基金會（LCIF）
就是這種支援，它使獅子會會員能夠成就堪稱遙不
可及的工作。但如果沒有獅友的貢獻，國際獅子會
基金會將無法壯大到足以支援所有需要做的工作。
它將無法提供資金為馬拉威安裝水管或在印度推動
年輕人的兩性平等方案。當毀滅性的大火撕破加州
的城鎮，摧毀了他們的一切時，國際獅子會基金會
將無法向他們提供緊急援助。
現在，這些地方似乎與你的城鎮和社區的需求遙不
可及。您可能會更關心當地無家可歸者收容所需要
的食物的或本區中學迫切需要新體育館，也許現在

(譯：何桂明獅姐)
你的獅子會只準備為這些目標籌集資金，但有一
天，您的社區可能需要LCIF的幫助。
若是LCIF將來有可能為您的社區服務，亦只是因
為全世界數以百萬計的獅友都認識到你的城鎮和他
們的城鎮一樣重要。他們說：「無論需要在哪裡，
我都會提供協助。」這就是我們互相支持的方式，
這就是我們如何使這個世界成為一個相互聯繫的社
區，一個獅子世界！
因此，現在更重要的是–當我們的全球社會面臨如
此多的挑戰–獅子會都能認可並為LCIF支援的工
作做出貢獻。
畢竟，接下需要它來支援可能是我們的社區！

2019年3月至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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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譯：何桂明獅姐)

馬達加斯加獅子會會員慶祝 視 覺 第 一 服 務 20周 年
據世界衛生組織統計，全世界約有13億人患有不同

有需要的人提供眼科護理。眼科中心致力於改善獲

類型的視力障礙，例如屈光不正、白內障還是其他

得全面眼科護理的機會，包括治療未矯正的屈光不

眼疾。然而，近80%的視力障礙是可以避免的。很

正，並在現場製作了價格合理的眼鏡。此外，該中

多時候，一副眼鏡就足夠改善視力。儘管如此，數

心還培訓醫生進行篩查和白內障手術，以恢復曾經

以百萬計的人還是活在模糊的世界裡。在馬達加斯

失明的人的視力。馬達加斯加在視覺第一服務20年

加，近80%的人口每天的生活費不足1.90美元，負

的歷史中，該中心在視覺障礙和失明方面取得了長

擔不起眼科檢查或眼鏡費用。因此，除了一個嚴重

足進步。計有：

的白內障問題，馬達加斯加有許多人未能矯正屈光
症狀。許多失去視力的父母不再能夠照顧家庭，他

•進行77, 794宗白內障手術

們不能工作，難以謀生。除了經濟狀況有問題外，

•分發101, 602對眼鏡

失明和視力障礙還導致其他健康問題和預期壽命縮

•診斷和治療602例糖尿病視網膜病變

短。

•培訓60多名醫生

鑑於白內障是失明的頭號原因，20多年前，馬達加

沒有LCIF和當地53個獅子屬會和青年獅子會的支

斯加的獅子會會員啟動了一個由獅子會國際基金會

持，上述成就堪稱天方夜譚。總體而言，LCIF向

（LCIF）支援的專案–視覺第一服務，採取行動

馬達加斯加視覺第一服務提供了7項撥款，總額為

為白內障患者解決可能喪失視力的問題。此後，獅

4,144,623 美元。為了慶祝他們的20周年紀念日，

子會會員繼續為白內障患者做得更多。

馬達加斯獅子會和青年獅子會組織了一次巡遊，並
舉行了大規模的眼科普查。當天晚上，馬達加斯加

馬達加斯加獅子會認識到問題非常艱巨，努力開設

視覺第一服務工作人員傑出貢獻而獲得馬達加斯加

了視覺第一眼科中心，該中心每週每天開放，為

政府頒發獎章。詳情請登入LCIF.org/BE100

2019年3月至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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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美華

總監2018-2019

總監的話

之(五)

區會在三月及四月份進行了很多有意義的服務，其中包括：
獅子會流動捐血車
303區自2015/16年度開始，連續四年都在四月份舉辦「獅子全

兒童癌病基金獅子會社區服務中心

城愛心捐血日」。因為根據統計數字顯示，每年在這個月份捐

「癌病兒童」是國際獅子總會五大服務

血的人數都是偏低的。血液沒有代替品，本人確信捐血救人實

項目之一，303區曾經為癌病兒童舉辦探

在是很有意義的善舉，希望303區會對這項活動的參與及支持

訪、嘉年華遊戲日等不同類型服務，過程

能夠一直承傳下去。前總監馮妙雲獅姐於2017年6月與香港紅

中認識到癌病兒童的實際需要，他們除了

十字會簽訂意向書承諾捐贈一部流動捐血車，經歷兩年努力籌

要在醫院接受常規治療外，也殷切需要住

辦，「獅子會流動捐血車」在2019年4月13日已經正式投入服

院以外的社區服務；病童在治療期間要接

務走遍全港各社區延續捐血救人的善舉。

受長期而複雜的療程，不能上學，個人與
友儕交往或參加各自喜愛的活動都要一一

這部由303區獅友合力籌募款項捐贈的「獅子會流動捐血車」

放棄，病童及家人的日常生活及精神情緒

除得到香港紅十字會輸血服務中心在它們的網頁上宣傳推廣

都會受到很大的壓力及影響。

外，亦獲得香港特區政府官方網頁報導，政務司司長張建宗
先生更在2019年4月17日親身登上新捐血車參觀以表支持，

本人深感到若303區能在這些困難上幫他

並在他的網誌上肯定303區獅子會的捐贈是回應服務社會及滿

們一把，在社區層面給癌症病患兒童提供

足人道需求，

持續性的支援服務，給康復中的小病人

獅友捐贈「獅

往後重投社會提供適切的輔導，會對香

子會流動捐血

港社會作出具深遠意義的貢獻，本人遂在

車」不但捐血

2019年2月18日與兒童癌病基金簽訂以

救人，更同時

303區名義為兒童癌病基金籌建其於蘇屋

提升了國際獅

邨的新社區服務中心意向書，落實展開一

子總會中國港

項長效服務的構思。

澳303區的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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譽，讓香港公

這所由303區冠名捐助的新「兒童癌病基

眾知道我們獅

金獅子會社區服務中心」預計於本年六月

友是竭誠為社

落成，新中心為病童及家人提供醫院治療

會服務、以濟

以外的專業輔導，和綜合服務，包括：專

弱扶危為己任

業輔導、常規教育、社交康樂活動、體能

的 人 道 服 務

鍛鍊等服務，讓他們得到適當支援，保持

者。

生活應有質素。

同心同德 共創共嬴
關注兒童癌病

姊妹學校計劃

第四分區在2019年4月24日中午於尖東帝苑酒店

姊妹學校計劃每年都安排了就讀弱智或弱能特殊學校的

舉辦「獅友齊關愛、生命更精彩」開心復活節同樂

中小學生，與主流學校學生一起參與不同藝術創作、遊

日，與一班生命小戰士及他們的家人一起度過一個

戲及表演項目。今年的姊妹學校計劃主題是「我的七彩

快樂的下午。活動除了給病童一個復活節愉快開心

白飯魚」，計劃是透過52間傷健學校的學生互相合作

時光，同時鼓勵他們更好地面對治療，也舒緩病童

在白色的帆布鞋（白飯魚）上把內心的彩虹畫出來，創

家人照顧病童的壓力。

造自己一雙獨一無二的「我的七彩白飯魚」，參與設計
比賽；此外創作學生們更被邀請穿上自己的「作品」出
席獅子會姊妹學校計劃於2019年4月27日舉行的閉幕
禮及特殊運動會嘉年華活動。

2019年3月至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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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trict 303 news update

「洗腎救人獅子行」慈善步行籌款

國

際獅子會腎病教育中心及研究基金主辦的

澳303區總監郭美華獅姐擔任主禮嘉賓，其他嘉賓

「洗腎救人獅子行」慈善步行籌款已於

還有中聯辦協調部副部長李文慎先生、中聯辦社工

2019年3月24日（星期日）假沙田城門河圓滿舉

部副部長張昭先生、前總監馮炳壽獅兄、第一副總

行，當日參加人數超過500人。起步儀式於上午10

監王恭浩獅兄及第二副總監梁禮賢醫生等。由籌委

時正假沙田源禾路體育館龍舟亭舉行，中心非常榮

會主席丘小燕女士、董事局主席江昕博士及義務執

幸 能 邀 請 食 物 及 衞生 局 副 局 長 徐 德 義 醫 生 太 平 紳

行總幹事張新村醫生陪同各主禮嘉賓及嘉賓主持起

士、中聯辦副主任何靖先生及國際獅子總會中國港

步儀式。

中心董事局成員與主禮嘉賓及各鑽石、金及銀贊助人合照

一眾主禮嘉賓及各贊助人主持起步儀式

是次步行路線於沙田「城門河」繞圈來回一周，由

活動得以成功舉行，實有賴籌委會成員悉心策劃及

龍舟亭起步，途經沙田公園、行人橋、獅子橋、瀝

贊助，各位善長、獅友、機構、團體及腎病患者鼎

源橋、翠榕橋，終點於龍舟亭，全程約4公里，需

力支持及捐款，軍事遺蹟保育團提供人流控制、交

時1小時；步行完畢後，參加者乘坐大會旅遊巴前

通指揮、旅遊巴車長及急救等支援，青獅的配合，

往元朗流浮山陶氏休閒生態農莊享用盆菜宴，筵開

參加者的參與，在此謹向支持活動的各贊助人及機

51席，餘慶節目包括幸運大抽獎，節目非常精彩及

構、參加者、義工致以衷心的感謝。

緊湊，活動於一片歡呼聲中圓滿結束。

當日盆菜宴筳開51席，場面非常熱鬧。腎友聯更多年來支持
及參加中心舉辦的步行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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盆菜宴時設幸運大抽獎，多謝籌委會成員贊助禮物及生果。籌
委會主席丘小燕女士（右四）及榮譽主席何錦程獅兄（左五）
正抽出得獎幸運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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獅子會與香港浸會大學中醫慈善基金有限公司

長者愛心診症卡派發及分清體質、養生防病講座

獅

子會與浸會大學中醫慈善基金聯同香港中
華基督教青年會於2019年3月2日上午在九

龍窩打老道青年會所合辦了「長者愛心診症卡派發
及分清體質、養生防病講座」。當日邀請了超過
200位的年齡超過65歲的長者出席。
主禮嘉賓為本基金的副主席林海涵博士前總監與中
華基督教青年會副總幹事李慶偉博士，出席儀式的
有本基金董事會成員馮妙雲前總監、謝炎培獅兄和
石家璐獅兄。
200多位氣氛高漲的公公婆婆

該日邀請了楊君軍博士為主講嘉賓，楊博士是浸會

會大學中醫學院高級講師。他以中醫傳統方式將人

大學賽馬會中醫疾病預防與健康管理中心主管兼浸

的體質分為9種：氣虛質、陽虛質、陰虛質、血瘀
質、氣鬱質、痰濕質、濕熱質、平和質和特稟質。
他用深入淺出的方式，用通俗的語言，為在座的公
公婆婆講解每種體質的特性，再配上一般香港人愛
用的「湯水」，為每一種體質提供養生防病的方
式。他的風趣和妙語，引起在座聽者的高漲迴響，
笑聲和掌聲連環不絕。
在講座結束後，由102歲的李金容婆婆代表參與的
長者接收「長者愛心診症卡」，每位長者並收到精
美的福袋一份，大家以興高采烈的氣氛下結束本次
的服務。

102歲的李金容婆婆代表接受「長者愛心診症卡」

迎新篇 New Member
香港新界獅子會 Lions Club of The New Territories, Hong Kong
姓  名 ： 楊 宋 永 獅 兄
     Lion Yeung Sung Wing
職  業 ： 投資
保薦 獅 友 ： 陳 東 春 獅 兄

2019年3月至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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獅子會中學

教師專業發展委員會

2

梁永勤助理校長

019年3月1日，獅子會中學全體老師參加了一

理念與策略」為主題的分享講座，從課程、教學、

年一度由「學校起動計劃(Project WeCan)」

評估，以至鼓勵學生多元發展等層面，探討如何提

與香港中文大學「優質學校改進計劃」合辦的「聯

升老師的教學效能。內容涵蓋不同學科及不同範

校教師專業發展日」。

疇，老師可按自己的興趣選擇所參與的講座。下午
部分安排了不同範疇的「健康•趣味•溝通講座」，

本活動的目的旨在推動老師專業交流及促進經驗共

讓教師開啟新視

享。活動內容非常豐富，上午部分以「有效教學的

野，豐富身心。
經過一天的專業
發展活動，老師
獲益良多，對教
學及學生全人發
展 有 很 大 的 幫
助，期待明年的
「聯校教師專業
發展日」。

新興教學法的應用與思考講座

老師參加韓國擴香石製作班的製成品

《夢想啟航》
中六最後上課日，生活教育組安排同學在學校放氫
氣球許願，祝福中六同學。
學校教育為同學打下終身學習的基礎，六年轉眼便
過，希望同學能感謝老師對自己的關愛，牢記師長
的教誨。同學在感謝老師的同時，也為自己訂立目
標，勇於面對未來的挑戰，向夢想進發。

當天承蒙莊碩校監、何麗貞副校監、林日豐校長及
家長代表到場為同學送上祝福，師生聚首一堂，除
了讓中六同學有機會和各師長拍照，表達感激之情
外，也讓中一至中五級的同學在旁見證，一同感受
中六同學的激情，引發初中學生對自己高中生涯的
期待，希能幫助同學建立「積極」、「關愛」的校
園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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獅子會何德心小學

二十周年校慶典禮

本

校於二零一九年三月一日
舉行二十周年校慶典禮，
當天承蒙眾多嘉賓出席，包括郭
美華總監、陳立德上屆總監、馮
妙雲前總監、張松立基金主席、
黃鎮南創校校監(BBS，JP)、吳
國勝前校監、冼姵璇前校監、田熾先前校監、馬鏡
澄前校監、梁麗貞上屆校監，以及一眾校董和嘉賓
出席，場面莊嚴且熱鬧。更難得的是邀得教育局副
局長蔡若蓮博士(JP)及郭美華總監擔任主禮嘉賓並
致訓詞，實在是獅小的榮幸。
典禮上先由羅詠逑校監致歡迎詞，她讚揚獅小創校
二十年，致力為社會培育優秀的人才，全方位拓
闊學生的視野及提升其自信心。在課程及教學上持
續革新，引入新元素，發展腦基礎教學、STEM課
程、資優教育及電子學習等。學校更特意讓學生發
揮體藝潛能，躲避盤在全港及國際比賽戰績彪炳。
及後主禮嘉賓教育局副局長蔡若蓮博士(JP)致訓
詞，蔡博士讚許學校在辦學團體帶領下默默耕耘，
推動全人教育不遺餘力，讚揚學校致力建立關愛校
園文化，連續九年取得「關愛校園獎項」。同時英
語音樂劇能促進學生自主學習，展現多元能力。最
後她鼓勵大家珍惜學習的機會，成為經得起困難、
挑戰和考驗的寶石，有一個閃亮的人生，為學校、
社會和國家展露光芒。接著由獅子會教育基金張松
立主席頒發20年服務獎。頒發各獎項後，由學校首
席贊助人何德心副校監(MH)致謝詞，何副校監讚
揚本校二十年間秉持獅子會教育基金堅定的信念，

作育英才，使學校質素不斷提升。二十周年校慶體
典禮得以成功舉辦，體現全體職員上下一心，群策
群力的團結精神。
典禮完成後便
是籌備已久的
校慶英語音樂
劇《六顆奇幻
寶 石 》， 該 劇
把正向教育理
念及學校特色
結合，傳達正
面積極的價值 蔡若蓮博士與本校躲避盤隊隊員合照
觀。此音樂劇
由本校老師原
創，主題曲由
校友創作、老
師填詞，本校
管弦樂團更配
合音樂劇演奏
主題曲，演出 小演員們在音樂劇中施展渾身解數演出
獲得高度評價。接著是萬眾期待的校慶巡遊表演，
讓同學展示各項課外活動成績。巡遊同學手持自製
樂器或穿著親子20周年原創服飾，加上不同科組，
如科學小博士、英語大使、校園電視台、國術組、
獅小精算師、獅小藝術家、躲避盤校隊、英語音樂
劇等，精彩紛呈。同學向眾嘉賓展示成果，大家臉
上都洋溢著自信與興奮。展現這二十年來獅小在不
斷向前邁進，繼往開來。

校慶開放日暨嘉年華
承接著三月一日的歡樂氣氛，本校於三月二日隨即
舉行校慶開放日嘉年華。當天同學除了有機會再
一次欣賞英語音樂劇《六顆奇幻寶石》外，更有本
校管樂小組合奏激昂樂曲，小提琴隊表演《龍的傳
人》等中外名曲；舞蹈組同學表演的舞蹈《踩茶》
得到第55屆
學校舞蹈節小
學高年級組群
舞甲級獎及屯
門區第三十三
屆舞蹈大賽東
方舞少年組金
獎；國術隊表
常識室進行虛擬實景體驗

演了中國拳術、舞龍等中華武術精髓，加上幼稚園
小朋友載歌載舞，精彩節目應有盡有，目不暇給。
在操場進行的校慶成果展覽內容豐富，包括各特色
課程、科目簡介及20年大事回顧，期間更有充氣彈
床、扭氣球，集娛樂與學習於一身。每一個表演、
每一項活動、
每一幅場景佈
置，都有賴老
師、家長和學
生的悉心設計
及全力付出，
才能得到如此
驕人的表現。
由外籍老師負責的英語室擠滿家長及小朋
友，活動相當受歡迎

2019年3月至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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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3區青年拓展及禁毒警覺委員會(YODAC)

濃情暖意賀新春
2019年2月16日 第1站探訪

於

大年初十二(2019年2月16日)，由委員余立
德Lawrence獅兄當領隊，連同YODAC主
席李和招Stephen獅兄、副主席關斯樂Sophia獅
姐、各委員與香港沙田獅子會會長陳彩雲Wendy
獅姐及6位獅友，結他高手李錦榮Jacky獅兄浩浩
蕩蕩探訪香港戒毒會沙田大圍成年婦女康復中心。
深感榮幸總監郭美華獅姐百忙抽空出席勉勵在接受
戒毒療程中的女院友們，為她們支持打氣！還表示
渴望明年農曆年能再到中心跟女院友們一起烹飪燒
菜！

享用美味盆菜後，一眾獅友參觀整個院舍，了解她
們生活作息。感恩得到院舍職員細心照顧和鼓勵，
讓院友於4至12個月戒毒康復過程中能夠像與家人
生活般，充滿信心，為更好未來做準備！
尾聲由三位院友運用YODAC贈送的鋼琴表演彈奏
輕快樂曲，雖然她們並沒有受過正統彈琴訓練，但
彈得非常好，令大家非常感動！
最後獅友與廿位姑娘勁歌熱舞，打成一片，又玩接
龍及勁跳Rock & Roll。YODAC順利完成一個充滿
熱情有愛的難忘探訪！

2019年2月23日 第2站探訪
於大年初十九(2019年2月23日)，由副主席黃佩
珊Aggie獅姐當領隊、連同YODAC主席李和招
Stephen獅兄、前總監林德銘Bill獅兄及委員獅友
們中午到達香港戒毒會上水區貴雅修女記念婦女康
復中心，探訪一班30歲以下的年青女院友。當日
YODAC 探訪隊伍一起與院友享用盆菜午膳，互相
交談以表關懷，其後院友更準備了跳舞表演，並積

極參與由YODAC安排的創意插花設計比賽。在比
賽過程中，見到她們的善悅，聽到她們的笑聲，看
到她們的創意，令到獅子服務之心也覺沾沾自喜，
更何況院友們還自發地跟獅友們進行心路歷程分
享。最後由結他高手李錦榮Jacky獅兄帶領下，獅
友與院友一齊載歌載舞，笑聲此起彼落，最後依依
不捨地結束了3個小時的探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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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3月2日 第3站探訪
於新春年廿九(2019年3月2日)，由副主席李錦堂
Ken獅兄當領隊，聯合領隊林家權Joe獅兄與尹樹
源Kenny獅兄，連同YODAC主席李和招Stephen
獅兄、前總監林德銘Bill獅兄、副主席羅運萍Pina
獅姐及委員獅友們中午到達香港戒毒會元朗凹頭
青少年中心。這
個中心主要為25
歲以下的年經男
性提供住院式的
戒毒治療。這次
探訪約14位年青
院友，其實他們
一點也不似吸毒

者，給我們的感
覺是陽光的「小
鮮肉」！當天我們
有一項新的挑戰，
就是他們喜歡唱什
麼歌，就陪他們
Jam什麼歌！最
後包括他們表演
唱了差不多一個
小時多的時間，這場「無菜單點唱」才告落幕！當
然不能不提的是美味的盤菜！祝年青院友們能面對
未來人生沒有遺憾，就算是輸也要輸得有專嚴！對
自己無悔！YODAC以後一定有機會再見！

YODAC嘗試第一次的訪問摘錄
「在凹頭度過14歲生日的他」
十三四歲時的你有什麼青春夢？最想做的事情是什
麼？玩手遊？為適應初中生活而努力？為艱辛的功
課而苦惱？為自己可以獨自上學而興奮？
阿偉(化名)從小學升上中學時，過着和其他青少年
差不多的生活。當時的他已因行為問題而受到法庭
的保護令監管，以確保他能專心繼續學業及保持良
好的生活習慣，但他並沒有任何改變的想法和動
機。他更在朋友的介紹下，認識了一些較年長的朋
友，在幾次接觸後，他們便引誘阿偉吸食可卡因。
阿偉當時既感到好奇，又期望和同齡的人不同，便
毅然嘗試吸毒。自此之後，他每次與朋友相聚，都
會與他們一起吸毒。有一次，監管其保護令的社工
察覺他神色有些不妥，遂要求阿偉進行尿液測試，
最後報告呈陽性反應。報告的結果令家人均感愕
然，而他們在與社工商量後，阿偉被再次帶上法
庭，並因其毒品問題而選擇入住香港戒毒會凹頭青
少年中心進行戒毒治療。
起初阿偉在中心期間，並未想過改變自己，對於一
年的住宿期並沒有方向及計劃。他曾想過完成一年
訓練後，便會回復以往的生活，找回以往的朋友。
但隨著他入住中心後，他的想法慢慢有所改變。起
初，他一遇到不如意的事，便會立刻發脾氣，曾多
次提出想離開院舍及放棄。他在中心社工、各職員
及院舍師兄(較成熟的學員)勸導及鼓勵下，他開始

認真面對自己的問題及性格，嘗試學習忍耐和堅
持，以成熟的方式去面對問題。他亦漸漸知道自己
需要改善的地方：懶惰貪玩的個性、缺乏刻苦、持
之以恆的決心，他在自己的興趣中，例如：結他及
咖啡，磨煉自己的性格及自我增值。
他亦於院舍中體會到家人的支持和愛心。以往有家
卻不歸，現在有家歸不得，卻令他更感受家的珍
貴，也從中見到家人的不離不棄和支持。每星期的
電話傾談、每月的探訪、每逢活動他們也例必出席
支持……讓他更有決心和動力去改變，回報他們的
關心和愛。他現在希望把握餘下的時間，繼續改變
自己，鞏固自己的性格及決心，讓自己更能抗拒不
良的誘惑，勇敢無悔地生活。
後記：並不是所有吸毒的青少年都是來自破碎家
庭，有部分更出身於小康之家，日常生活由外傭照
顧，長期生活在父母的呵護下。壞份子們往往利用
他們對事物的不認識、日常生活中為他們帶來的新
鮮感、更讓他們感覺得到朋輩間的認同和支持，誘
使他們嘗試吸毒或進行非法活動。
青年拓展及禁毒警局委員會(簡稱YODAC)探訪香
港戒毒會凹頭青少年中心的活動在2019年3月2日
順利完成，多謝出席支持的獅友，令院友們感受到
大家的關心和愛。

參觀警察警犬隊觀塘行動基地

警犬功能種類主要有巡邏、衝鋒、保安、追蹤、搜
証、緝毒及爆炸品搜索。由揀選、訓練、考試、服

役到退役，每
個步驟皆由專
人安排，一隻
警犬只會安排
從事單一類工
作以確保安全
性，例如巡邏
偵緝犬不會負責毒品搜索，爆炸品搜索犬亦會定期
安排對新爆炸品味道的訓練，以減少發生危險。據
警方負責人所述，人與犬的關係十分微妙，巡邏時
有警犬在旁，可大大提高效率。
2019年3月至4月

A dv ertis eme nt

YODAC向警方申請了四個多月才安排到的「參觀
警犬隊觀塘行動基地」，終於在2019年4月13日進
行，雖然申請過程很漫長，但是很值得！因為現在
許多市民對警犬的工作未必充分了解，警犬及領犬
員背後默默的負出未必展現於群眾，所以是次活動
經過警方負責人鄧sir的幽默演說，一行三十人的獅
兄獅姐及家人獲益非淺。YODAC多謝是次活動負
責人鄭永浩Jay 獅兄促成是次有意義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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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各位獅友、各位嘉賓

2 0 1 9 年度獅子會與浸會大學中醫藥慈善基金
慈善高爾夫球比賽 - 賽果
日期：2019年3月28日(星期四)
地點：粉嶺高爾夫球場 - OLD Course

本

年度的「獅子會與浸會大學中醫藥慈善基金–慈善高爾夫球比賽」，已順利於3月28日在粉嶺香港
高爾夫球場舉行。當日天氣非常之好，各參賽球手都能順利完成賽事，是次慈善高爾夫球比賽主
席曾向得獅兄（第五分域主席）非常感謝各位善心獅友及嘉賓，鼎力支持及參與，讓籌款數目達到非常
理想的成績。
另外，當日大部分參賽球手均表現出色，包括多位參賽區職員，成績非常理想。
賽事贊助人：中醫藥慈善基金代表前總監林海涵獅兄，在賽
事當晚於粉嶺香港高爾夫球會–池伴餐廳設宴招待各位參賽
球手，以感謝大家的支持及參與，晚餐後由總監郭美華獅姐、
前總監林海涵獅兄、大會主席曾向得獅兄、前總監及多位區職
員，分別為各得獎者頒發各項獎盃，現場更有大抽獎遊戲，場
面甚為熱鬧及開心。
當晚頒發各項獎盃給予各位得獎獅友及嘉賓如下：
冠軍： 施新築獅 兄（南九龍）
亞軍： 陳柱桓獅 兄（香港西區）
季軍： 陳文鴻獅兄（香港淺水灣）
上九洞最佳成績：尹國根獅兄（香港北區）
下九洞最佳成績：Mr. Keung Leung（香港北區嘉賓）
BB獎 ：黎淑儀獅姐（香港西區）
最遠距離獎	（ 第17洞）：游雅翔獅兄（香港北區）
最近洞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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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洞）	 ：M s. Mariana Tong（香港北區嘉賓）
（第5洞） ：M r. Chris Chu（快活谷嘉賓）
（第7洞） ：M r. Chris Chu（快活谷嘉賓）
（第12洞） ：M r. Tam Tsz Lung（北九龍嘉賓）
（第16洞） ：劉 美琪獅姐（香港新時代）

March & April 2019

盃賽主辦者：中醫藥代表前總監林海涵獅兄、總監
郭美華獅姐、大會主席曾向得獅兄、幾位前總監、
多位區職員及所有得獎獅友合照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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獅子會訪談錄(二十七) - 濠江中央獅子會
澳門中央獅子會–成立於1991年10月2日 澳門濠江獅子會–成立於1993年3月8日
兩會在1999年6月20日合併成為濠江中央獅子會。而英文會名則仍來自中央獅子會的Lions Club of
Macau Central。
採訪人物：盧文輝、馮健富、李仲基 採 訪日期：2019年1月3日 地點：澳門南灣大馬路288號某酒樓

(一) 請問各位從事什麼工作行業？
盧：我任政府公務員多年。在2000年退休。後擔
任澳門大學行政總監和澳門國際研究所秘書
長。
馮：我多年來從事餐飲業至今。
李：我從事家庭電器及影印設備多年。曾在澳門大
學教授量子共振(Quantum Touch) 的自然能
量治療法。在國內及香港發展量子能量磁磚。
倡導與別不同的治療保健方式。
(二) 何時加入獅子會，由誰介紹？
盧：我是在1982年，得到澳門獅子會章明獅兄介
紹，成為會員。
馮：我是馮翠屏獅姐介紹，1996年加入中央獅子
會。
李：我在2010年由好友鄧健昌獅兄推薦，成為會
員。
(三) 何時成為會長，任內有何值得一談？
盧：我在1985年擔任澳門獅子會會長。後來區會
希望發展澳門獅子運動，我隨即響應。 在
1991年中，創立澳門中央獅子會。在1992年
春成立青獅會。當年舉行百萬行時，曾想過將
部分籌款所得，成立護眼中心，進行眼角膜和
有關手術。但由於法律問題及醫護條例，改而
捐款予鏡湖醫院。
馮：我在2001年任會長。想不到竟然連任三屆，
共四任。後來在2011/12年度，又再作馮婦，
前後共五屆。廖麗萍獅姐在1999-01年連做兩
屆會長，凌萬義獅兄在2005-08年一做三屆。
李：我是2015-16年度會長。在該年度，與馬來西
亞怡保中央獅子會，結為姊妹會。
(四) 除會長外，在會內，區內擔任過什麼職位？
盧：在1993-94年度，我成為分域主席。在會內我
做過多年理事和小組主席。
馮：我曾出任區會的港澳聯絡。責任是協調傳達兩
地相關事情。我在會內做過小組主席、理事和
副會長等職務。
李：我在2017-18年度擔任分域主席，在2016-17
年度出任和平海報聯合主席，姊妹學校及國際
交流計劃副主席，在會內擔任過3年副會長、
秘書和 小組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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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貴會自創會以來，有何特別事跡和社會服務？
盧：在1992年，輔導成立澳門半島獅子會。可惜
在1999年，因種種因素，無奈解散。本會獅
友歷年來參與贊助多項公益活動。涵蓋老年、
青少年、兒童等各階層人士。至今令人印象深
刻者是在2012-13年度，舉辦橫跨中台港澳四
地大型服務活動：
中國篇–「傷健共融目」在2012年12月8日在
佛山啟動。
台灣篇–「獅現夢想送溫情，祝福小天使家園
幸幸福福」在2013年3月30日，與台灣高雄大
眾獅子會合辦。
香港篇–「奪煲奇兵學業獎勵計劃」在2013
年4月20日在香港油麻地鮮魚行學校舉行。
澳門篇–「傷健共融，服務大同」之「希望之
泉及創藝坊」在2013年6月22日舉行。同日在
美高梅酒店舉行閉幕典禮。
另外，在2015年5月12-15日，聯同廣東省獅
子會的朝陽服務隊，岐江服務隊，馬來西亞怡
保中央等三個獅子會，在澳門參觀非物質文化
遺產「醉龍」，「花地瑪聖像巡遊」，並拜
訪澳門社會文化司，獲其介紹當地的教育、醫
療、社會福利、文創等。與此同時，本會青獅
會在本會帶領下，招待二百多位長者參加「紅
錦斜陽耀新濠之頌親恩」。憑這項目，本會榮
獲全區優異屬會服務計劃大獎。
馮：在2011年，部分會員對於本會的發展方向，
有不同意見，多人退會。留下的會員認為必
須維護本會歷史傳統的完整。各會員認為我
在此重要時刻，應出來帶領本會。在維穩、團
結各方面，發揮作用。為維持軍心，我再做會
長。大家對離開會員的態度是：「再見也是朋
友」。
李：在2016年，前往貴州山區扶貧，捐贈文具、
日用品予當地學生及人民。捐助款達20萬元。
另在2012-13年度本會新舊任會長交接典禮晚
會上，舉行唱歌和義賣籌募經費。當晚澳門「漁
人碼頭」，行政總裁周錦輝先生深受感動，當
眾宣佈：「今晚貴會籌得多少，我也如數樂
捐」，結果共籌得70多萬元，連同周先生的
70多萬元，共得150萬元。成為佳話。
(六) 貴會有哪些會員，令人難忘？
盧：本會成立以來，已經歷過許多來來去去的會
員。我要感謝今天仍然留在本會的獅友，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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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獅子會忠誠熱心、不離不棄，本會才得以持
續成長。這些可敬的會員，真令人難忘。特別
要提的是何建華獅姐。她和藹可親，為人爽
快，辦事利落。與老會員親，與新會員近。
馬：在1998-99年度，何獅姐是貴會會長，常出席
在香港舉行的活動，又擔任過區職員就職典禮
的司儀。我在2015-16年度，任區會終生會員
委員會聯合主席時，她也是委員。出謀獻策，
貢獻非淺。在2015年6月13日在九龍灣的「終
生會員終生成就獎」頒獎大會上，她也任司
儀。這次典禮是全球首次舉行。我和她應終生
不忘。近年，我搜集303區的區會和屬會服務
地標資料。一告訴何獅姐，數日後，即收到所
需澳門地區的圖片資料。貴會有此前會長，真
是幸事。
盧：廖麗萍獅姐是我們兩會在1999年合併後的首
任會長，為融合兩會文化，辦事方式，她一做
就是兩屆。無論本會遇到什麼難題，她不後
退。不解決，不罷休。葉玉梅獅姐是在199596年度的會長，在2010-11年度又擔任過分域
主席。在漫長歲月裏，她始終支撐維護本會。
這幾位可稱得上是頂天立地的「濠江中央門」
女將。
馮：崔慧雯和何建華兩位獅姐都是我們兩會合併前
的最後一任會長。是令兩會順利磨合，和諧無
間的關鍵人物。崔獅姐辦事認真，親力親為。
何獅姐和氣大方，有理有節。
李：創會會長是本會實質領軍元帥，也是全體會員
的精神領袖。「實質」是因為他最老資格，對
獅子會的理論、歷史都暸如指掌。也樂意教導
大家。「精神」是祇要他出席，大家都倍加認
真嚴肅，感到有信心和力量。另外葉榮發，廖
麗萍、崔慧雯、何建華、鄧建昌各位都是終生
會員，值得向他們致敬。
(七) 有哪些其他友會會員，令你們印象深刻？
盧：中區獅子會的何麗貞創會會長，她熱心303區
的工作，對自己的母會極負責任。曾經做過
和平海報的主席，任勞任怨。另外又竭力投入
「獅聲」的出版。這些工作看似容易，箇中辛
酸，有誰知道。她可稱久經考驗，始終如一的
優秀領袖。
馮： 澳 門 獅 子 會 的 何 蔣 棠 獅 兄 ， 在 2 0 0 1 / 0 2 、
02/03，連續兩年做會長。遇要出力的地方，
永不推卻。他很支持青年獅子會。認為這種教
育對年輕人有用。文錦歡獅姐雖然因為工作及
時間關係而轉入港區另一分會，但自1993/94
出任本會會長以來，在獅子會道路上沒有停下
休息。曾任過303區多屆區職員，在2002/03
年度更成為區總監。在2013/15年度，當選為
全球首位女性華人國際理事。在今天，她仍然
念茲在茲為303區的承傳發展，貢獻心力。如
非她有使命感，有一團火，萬萬做不到的。

李：我對文獅姐的看法也一樣，希望她一路引領我
們同行。
(八) 加入獅子會這麼多年，何以仍選擇留下？
盧：獅子會宗旨正大，我們很應該行有餘力，則以
助人。既然我創辦此會，又認識這麼多志同道
合的朋友，怎會離開？
馮：我加入本會的前段，難以消化吸收獅子會的優
點長處。但經過各種工作崗位，我漸有領悟。
在例會理事會，我學習到管理竅門，與不同意
見者相處。在服務中，明白到社會各階層的不
足境況。這種心靈上的報酬和安慰，令我樂意
留在這個大家庭。
李：多年來，除獅子會外，我參與近百社團。但獅
子會的國際領域廣度，組織架構深度，可說無
出其右。而在獅子會日子長了，目染耳濡，不
知不覺間成為有識見的人。獅子會文化和服務
活動，已成生活一部分。
(九) 對貴會現況有何建議？ 對新一輩獅友有何期待？
盧：本會前期和中期獅友，可算歷盡困難危機，感
謝他們對獅子運動和本會不離不棄。希望他們
將這種精神，教予新一輩獅友。希望新人肯學
肯做，成為接班人。
馮：我希望本會資深會員要盡量出席活動，以身作
則。以耐性善意引導新會員，告訴他們獅子會
的工作，如何可以使他們的人生路更精彩。希
望日後有更多會員加入，壯大力量。
李：首要是吸收多些新血。本會必須以老帶新，保
持優良質素和會風。
(十) 對港澳303區未來發展有何意見？
盧：香港和澳門雖同屬303區，但在文化上、制度
上總有差別。所以推動303區指派給澳門區的
工作，頗有難度。例如早數年的大腸癌檢查計
劃。香港方面得到香港醫管局同意和支持，所
以順利推行。但在澳門卻有許多官民之間要溝
通，需要時間較長。所以澳門的獅子會在大方
向上，必跟隨國際總會和303區指引。但在具體
工作上，仍應尊重本地傳統習慣和辦事方式。
馮：近年303區的領導班子，表現參差，他們或許
在獅子會的歲月不足，人生經驗未夠。而且現
在的獅子分會，已經不像從前般，可以透過有
程序的例會，理事會和不同職位，如會員、小
組主席、理事、內閣成員、三任副會長到會長
而最終至上屆會長。完成這條獅子路的訓練才
可以成為303區的區職員，最後成為總監？或
因時代已變，獅子會從前賴以成功的因素，現
在是否仍受重視？值得大家深思。
李：303區每屆總監都有雄心壯志，處理實踐方
法，難免因人而異，但所幸大家目標一致。祇
要區會，分會上下齊心，和諧包容，本區仍有
所作為。
2019年3月至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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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

獅 子會 主 會
Hong Kong (Host)

會長
李鎮基

We

would like to start this month by congratulating
our President-Elect (PE) Lion Barry Mak on his
successful election. Our PE will lead the Lions Club of
Hong Kong (Host) on her 65th birthday and we look
forward to the upcoming celebration and success
under our incoming
President.
In the month of
March, the Lions Club
of Hong Kong (Host)
has teamed up with
St. James Settlement

資訊委員
王卓文

at their Sheung
Wan Elderly Centre
to entertain over
50 Elderly persons
living in the area.
Our project “Sunset
Film Show” is an
afternoon filled
with entertainment for our participants. We
are very honored to have Ms. Alice Yeung, the
magician, performing her magic tricks for the
elderly that brought laughter and smile to the face
of every participant.

The evening ends with a Movie screening and Karaoke that went
on for the entire evening. They said sunset was beautiful and we
were glad that the sunset on that day was beautiful and judging
by all the smile on the elderly faces would leave them with good
memories indeed.

九龍
獅子會
Kowloon

T

he 2nd District Joint Dinner Meeting in Honor of
Club Presidents, Secretaries, and Treasurers cum

Chinese New Year Party was held on February 18,
2019 in HKCEC. During this festive event, we sent our
thanks to our Club President and officers as well as
District cabinet officers for their great leadership and
tremendous commitment towards D303.

President Lion Erica and Leo Advisor Lion Douglas
attended a sake appreciation fundraising event hosted
by Leo Club of Kowloon on January 20, 2019 in Kwun
Tong. It was a wonderful Sunday afternoon filled with
laughter and many different types of Japanese rice
wine.

30

March & April 2019

會長
張惠貞

香港半島
Peninsula

獅子會

會長
陳少平

資訊委員
蔡百泰

服務活動－何文田路德會香港半島獅子會
銀禧紀念長者中心慶賀團年

由

香港半島獅子會捐建之「何文田路德會香港
半島獅子會半島銀禧紀念長者中心」，2019
年1月31日晚上6時正假九龍窩打老道維京酒店宴
會廳舉行團年晚餐，本會贊助禮品助興。出席獅兄
包括會長陳少平獅兄和獅嫂、第一副會長周健忠獅
兄、義務秘書溫錦泰獅兄、義務司庫殷志權獅兄、
前會長陳瑞龍獅兄、前會長余文躍獅兄、前會長洪
响堂獅兄、前會長梁耀宗獅兄和獅嫂、董事陳慶添
獅兄出席祝賀。

聯誼活動

會長陳少平獅兄在路德會香港半島獅子會銀禧紀念長者中心[金豬
迎新歲團年夜]晚宴上致詞

2019年2月14日晚上7時30分，一年一度「金元寶」新春團拜假香港中環蘇浙滬同鄉會舉行。今年「金元
寶」得主是前會長甘耀成獅兄、「金生肖」得主是前會長梁耀宗獅嫂。
今次晚宴更特地慶祝嚴玉麟獅兄榮獲香
港特別行政區政府頒發「銅紫荊星章」，
以及賀嚴玉麟獅嫂榮獲香港特別行政區
頒發MH榮譽勳章、香港中小企聯合會
和新城財經台聯合舉辦之首屆「大灣區
傑出女企業家大獎」，「半島」可謂喜
事連連。
左圖:會長陳少平獅兄和第一副會長周健忠獅兄
分別頒發得獎禮物給金元寶得主甘耀成獅兄和
金生肖得主梁耀宗獅嫂

右圖:上屆會長鄭嘉源獅兄代表
香港半島獅子會致送紀念品予
前會長嚴玉麟獅兄

歡喜宴
「金元寶」得主是前會長甘耀成獅兄和「金生
肖」得主是前會長梁耀宗獅嫂，秉承半島獅子
會傳統，於2019年3月21日晚上7時30分假座
香港西灣河筲箕灣道39號麗灣大廈地下「合時
小廚」特設「歡喜宴」招待各位獅兄和獅嫂。

三○三區第二次聯合晚
餐例會向會長、秘書、
司庫致敬暨新春團拜
國際獅子總會中國港澳303區第二次聯合晚餐
例會暨向會長、秘書、司庫致敬暨新春團拜，
於2019年2月18日假香港灣仔會議展覽中心
舊翼會議廳舉行。

紅十字會
流動捐血車服務活動
半島獅子會於2017年
10月時捐獻出港幣10萬
元，贊助紅十字會訂購
一部全新流動捐血車，
協助更多捐血人士捐
血，從而幫到更多有需
要人士。紅十字會在3
月30日舉行了「獅子會
流動捐血車展示暨感謝
狀頒授典禮」，第一副
會長周健忠獅兄和前會
長 洪 响堂 獅 兄 代 表 半 島
獅子會前往授狀。

第一副會長周健忠獅兄和前會長洪
响堂獅兄代表半島獅子會接受紅十
字會和總監郭美華獅姐頒發「捐贈
獅子會流動捐血車」感謝狀

2019年3月至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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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域多利
獅子會
Victoria Hong Kong

會長
翁靖淇

新春團拜暨少獅日

域

多利獅子會行之有年的「新春團拜暨少獅日」今年於年初十二（2月16日）在香港鄉村俱樂部舉
行。按照域多利獅子會50年慣例，該活動由第三副

會長負責，招待本會獅友的兒女或孫輩，今年由李炎輝獅姐
負責組織。共有超過32位獅友及少獅參加，由翁靖淇獅姐
致詞歡迎各獅友及少獅。出席少獅中，年紀最大的，有勵偉
雄獅兄公子——將畢業於香港大學的Matthew，他已多次參
加；而年紀最小的，有陳凱豐獅兄的一對兒女、余天琪獅姐
的兒子、石家璐獅兄的一對孫仔孫女，當然不能忘記還有柯
灝泓獅兄的一對兒子、李炎輝獅姐的契孫仔。域多利除了準
備了豐富的午餐外，還有各種遊戲，大家盡慶而歸。

新春溫情日
由域多利獅子會與鄰舍輔導會合作並非始於今年，
數年來每年均有合作，今年合辦的「新春溫情日」
於3月2日假座城市大學舉行。招待70多位患有「過
度活躍症的兒童」。該服務項目主要是由本會的服
務小組負責，今年的小組主席是黃子瑜獅姐。活動
於該日午後開始，先舉行小組比賽，由2至3位小朋
友合成一個小組，人人投入，緊張非凡。各比賽皆
是人人有獎。比賽後以茶點接待他們。三小時的歡
樂只在霎眼之間就過去了。

參加台南盟會仁愛獅子會的授證40週年
本年為台南盟會仁愛獅子會授證40周年，本會於2月23
日至25日派出龐大團隊共13人遠赴台南參加他們的慶
典。翁會長臨時因為國外業務未能啟程，由黃子瑜獅姐
代行。本會並捐給仁愛獅子會服務金2000美元。除當
日出席授證慶祝外，仁愛獅子會於第二日盛情招待域多
利獅友前往高山地區旅遊，並以當地美食佐以午餐。四
十年獅誼點滴累積，獅情又跨進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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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香島
Bayview

獅子會

會長
吳珊珊

資訊委員
陳雅輝

第二次聯合晚餐例會
「群獅團聚福滿堂 金豬迎春聲威壯」

2

月18日為303區會盛事——「2018-2019年度第二次聯合晚餐例會向會長、秘書、司庫致敬暨新春
團拜」聯歡晚會。

會長吳珊珊獅姐、義務秘書林焯賢獅兄及義務司
庫關美明獅姐接受303區會頒發的獎牌。香島獅
子會當晚有26位獅友踴躍出席，其中2位新獅友
Richard Lee Kleir 及麥智宏參加了新會員宣誓入
會，成為香島獅子會的新力軍，共同參與服務社
會。義務秘書林焯賢獅兄被大會邀請扮演「財神」
，整晚忙碌於會場，不停與各獅友合照及分派手上
的朱古力金幣，事後他表示能夠與獅友們分享喜悅
感到很高興及這是一個難忘的美好回憶。

2018-2019年度
第八次理事會暨己亥年新春團拜晚宴
香島獅子會於2019年2月28日舉行「2018-2019年度第八次理事會暨己亥年新春團拜晚宴」。當晚筵開
5席，除了獅友及青獅外，會長吳珊珊獅姐特別邀請了多位前會長及嘉賓參加晚宴，新、舊獅友、嘉賓
濟濟一堂，非常熱鬧。國際
獅子總會第一副總監王恭浩
獅兄及第二副總監梁禮賢獅
兄親臨探會，與獅友們分
享303區會的活動及未來計
劃，令獅友獲益良多。

2018-2019年度第二分域(第三次)總監諮詢會議
3月5日舉行第二分域(第三次)總監諮詢會議，5位
屬會會長及代表皆出席會議，因為已是這年度的第
三次聚會，彼此更加熟悉，在分享及交流心德方面
更積極及踴躍。香島獅子會會長吳珊珊獅姐、第二
副會長鄧偉基獅兄、糾察梁慧玲獅姐及總務廖世龍
獅兄代表本會出席。會議中氣氛溫馨及愉快，並感
謝第二分域主席陳雅輝獅姐宴請豐富晚宴。
2019年3月至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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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青山
獅子會
Castle Peak Hong Kong

會長
陳韶軒

本會與上水天平長者鄰舍及頤康之家
聯合舉辦「金豬賀歲迎新春2019」

2

019年2月16日，在陳韶軒會長帶領下，一行十
多位獅兄獅嫂探訪上水天平長者宿舍，出席是
次活動包括303區總監、上屆總監、前總監和多位
屬會會長等，由中華基督教青年會天平頤康之家長
者宿舍執行幹事 文陳鴻輝先生及中心主任 冼壁琪
小姐親自介紹長者宿舍情況。
除探訪長者宿舍外，當晚本會在富臨皇宮為三百多
位長者及其親屬舉辦新春聯歡晚宴，筵開三十席，
本會除了贊助五萬元外，還有利是及抽獎禮物和福
袋禮物包送給長者。主禮嘉賓有中華基督教青年會
天平長者宿舍執行幹事陳鴻輝先
生，303區總監郭美華獅姐，上
屆總監陳立德獅兄，前總監馮妙
雲獅姐，及香港青山獅子會陳韶
軒會長。其他出席嘉賓有本會獅
兄獅嫂和多位友會會長合共廿多
人，濟濟一堂，見證這一個盛大
及溫馨的場面。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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訊

本會獅兄與長者一同參與競猜遊戲，大會安排盛愛
之家醒獅隊表演，另一組天平長者唱家班演唱流行
曲，悅耳動聽，活力十足，甚獲嘉賓們好評。前總
監馮妙雲獅姐難得開金口演唱粵曲助興，博得全場
熱烈的掌聲，給整個會場帶來歡樂及熱鬧的氣氛。
香 港 青 山 獅 子 會 每 年 為 天 平 邨長 者 舉 辦 春 節 聯 歡
會，不覺間已舉辦超過20年，讓長者們享受慶祝
新春的活動，增加與家人溝通的機會，難得歡聚一
堂，發揮敬老愛老精神。每位出席長者更可獲得一
份禮物包。出席今次活動的本會獅兄有陳韶軒、吳
承海、林天意、袁景森、廖漢輝以及柳逸瓊等。

左圖：天平長者鄰舍中心代表接受本會
贊助支票合照留念。

右圖：本會全體獅兄及獅嫂在天平長者鄰
舍中心春節聯歡會分中與長者們合照留念

3月15日，本會與非某利表演組合-Judy and Joe
合辦，在禮頓山社區會堂舉行「輕歌漫舞樂齡日」，
為灣仔區300位長者舉辦綜合表演，第一副總監王
恭浩獅兄、上屆總監陳立德獅兄、GMT高敏華前
總監、第二分區主席凌玉駒獅兄、第六分域主席黃
達強獅兄以及多位灣仔區議會議員及嘉賓出席主
禮，並有多位友會會長出席支持，表演由中午十二
時至下午五時結束。大會安排多項歌唱及樂器表演
等綜合節目，最後每位長者獲贈一份禮物包，大家
盡興而歸。

3月16日，香港青山青年獅子會與灣仔區議會聯合
舉辦「閃擊樂薈在灣仔」之活動，在利東街、白沙
道及百德新街舉行表演，服務主要面向傷健及少數
族裔人士。出席活動的主禮嘉賓有灣仔區議會主席
吳錦津議員BBS JP，灣仔區議會屬下文康體育事
務委員會主席伍婉婷議員MH及多位區議會議員。
活動由篋敲擊樂團、聖雅閣福群會賽馬會啟藝學院
合唱隊及愛爾蘭舞蹈團學生表演，活動以鼓勵傷健
人士，並促進族群融洽而舉行。現場吸引眾多區內
人士、遊客及途人圍觀和欣賞，深受市民歡迎。

全體主禮嘉賓，獅友，表演嘉賓及義工們，在「輕歌漫舞樂齡日
綜合表演」中合照留念

全體主禮嘉賓，獅友及表演嘉賓在「閃擊樂薈在灣仔」中合照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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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山
Tai Ping Shan

獅子會

會長
陳慶携

資訊委員
莊楚生

「五會聯合膳有善報2019」

1

月5日我們由會長陳慶㩗獅兄帶領，並得到本會
前會長黃人航獅兄提供海鮮優惠，聯同其它四個
屬會，在沙田怡欣山莊舉辦2019年首個服務「五會
聯合膳有善報2019」，受眾是200多位有特殊需要照
顧的朋友。這個服務使五會的獅友、青獅及義工朋
友，可以凝聚在一起服務大眾，加深彼此的認識，增
進彼此的獅誼，改善大型活動的協調。

對於一般人來說，吃一頓海鮮沒什麼大不了，但對很
多受眾朋友來說，這一頓美味的海鮮宴，能夠令他們
回味無窮！在場看他們吃得津津有味，就覺得所付出
的汗水及辛勞是十分值得的。在我們五會的共同努力
之下，膳有善報服務完滿結束！

「活潑寶寶獅同行」
1月6日（星期日）三○三區一年一度的服務基金活動-獅子
行，假山頂道花園舉行，是次活動以步行及慈善嘉年華會方
式進行，主題為「活潑寶寶獅同行」，區會希望能提高獅友
及公眾對香港弱能兒童的關注。當天活動除邀得中西區民政
事務專員黃何詠詩太平紳士出席啟動儀式外，亦安排屯門育
智中心的過度活躍症兒童及家人參加，與獅友共度一個愉
快的星期天。我們懷着輕鬆愉快的心情，漫步山頂盧吉道，
沿途風景優美，金風送爽，十分寫意，這服務是一件賞心樂
事！

第六次午餐例會
緊接的1月10日是我們第六次午餐例會，今次邀請的主講嘉
賓 丁惠萍小姐，她的講題是：男士也要化妝嗎？引起我們太
平山的獅兄們高度關注，熱烈參與，經丁惠萍小姐的講解及
示範，解開了我們的心結，增廣了我們的見聞，以後可以不
讓獅姐及女士們專美了！

第二次全區聯合晚餐例會
本年度第二次全區聯合晚餐例會向會長、秘書、司庫致敬
暨新春團拜聯歡晚會，在2月18日（正月十四日）假座香港
灣仔會議展覽中心-會議廳 舉行，服飾一如既往以穿着中國
傳統服裝為主。這個在新春舉辦的晚會最是歡欣喜慶，開心
熱鬧，每年我們太平山的獅友都熱烈響應參與，在濃烈的新
春氣氛下，大家舉杯歡笑，開懷暢飲，談笑風生，是增進獅
誼，團結獅友的好時機。

慈善麻雀王大賽、
生日會暨新春團拜
2月23日(星期六)太平山獅子會每年一度
的慈善麻雀王大賽、生日會暨新春團拜，
在一片麻雀聲響中展開，期間進行了緊張
刺激的初賽，鬥智鬥力鬥運氣的決賽，最
終由我們的前會長周志強獅兄奪魁，對於
我們一眾獅兄來說，十分鼓舞，因為過去
很多屆，都是由獅嫂們奪得冠軍，我們一
班鬚眉男子全是她們的手下敗將！我們亦
將姐妹會送的禮物，公開拍賣，過程開心
好玩，抵死搞笑，兼而有之，是一個十分
美妙的聯誼籌款活動。

第四分域聯合
晚餐例會
2月25日，第四分域聯合晚餐例會在帝京
酒店舉行，身為第四分域的一份子，太平
山獅子會不甘後人，鼎力支持出席。由第
四分域主席黃嘉俊獅兄主持的例會，井然
有序，氣氛融洽，並得到眾多區職員的蒞
臨指導，是一次寶貴的學習機會！
太平山獅友已做好準備，接受新的一年新
的挑戰！
2019年3月至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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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活谷
Happy Valley

獅子會

會長
謝卓華

快活南區青少年人生實踐先導計劃

「青

少年人生之旅」「小願望大理想」

民政處主任、南區青年團等連同50位南區中學生

是香港快活谷獅子會對青少年正

代表，由踏足西九龍站開始，就感受到高鐵的快捷

確人生培育的原創之作，是我們對青少年服務的承

和便利，深圳在基建和文化建設上真的不能同日而

諾，這些計劃還在社會上擴散優化，我們是先行

語，同學對親眼目睹還是極興奮和雀躍。

者，同時亦在不斷地探索新的、能帶出正能量的青
少年活動，因一次的機緣巧合，撮合了我會與南區
民政事務處，南區青年活動委員會等成立了針對青
少年健康成長的一系列的探討，透過獅兄們在各行
各業上已搭建好的完善網絡為契機，給青少年在人
生的規劃上提供過來人的經驗，再通過親身的實
踐，建立起自己的理想人生，3月9日，「南區青
少年職場介紹及體驗博覽會」作為一系列活動的熱
身，正式拉開帷幕。對象是南區八間中學的400位

跟着參觀了一間香港上市企業在平湖的廠房，所謂

中三同學。通過獅兄的拉線，大會邀請了一些較特

百聞不如一見，學生對企業的自動化設備，廠房配

別，而青少年又感新鮮好奇的行業嘉賓，其中包括

套等都產生濃厚的興趣。無論對產品、管理、企業

有電視台導演Leo Ho，前香港女騎師蔣嘉琦，導

文化及產生過程都作出了深入提問。行程亦順道參

盲犬訓練員陳穎芝小姐等。他們分享了在事業上的

觀了「深圳改革開放展覽館」，透過展覽了解到中

喜樂和挫折，如何不屈不撓地刻服來自家庭和社會

國改革開放道路的種種變遷，香港在過程中都扮演

的壓力，而最終邁向了成功。大家都有不少的互
動，啟發了同學對規劃人生目標時，有了多方面多

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同學對行程中所見所聞都感到

陌生又親切，大家雖不是生活在同一制度下，但始

角度的思考。希望他們將來踏足社會時，能做出最

終是血濃於水的中華兒女，希望大家都能同進步同

正確的事業選擇。

繁榮！
先導計劃圓滿在南區成功實踐了，期望能在不久再
向大家匯報計劃的新動向。

緊接着在3月15日，「南區青年團大灣區交流團」
在晴朗的早上浩浩蕩蕩地出發。謝會長、眾獅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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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觀塘
獅子會
Kwun Tong Hong Kong

會長
何紹安

獅子會新流動捐血車

2

019年4月13曰(星期六)，是一個特別有意義的周末，
國際獅子總會中國港澳303區「新流動捐血車啟用儀式
暨 第四屆獅子全城愛心
捐血日」，何紹安會長
代表香港觀塘獅子會捐
贈十萬元，以資助購置
流動捐血車。當日活動
中，何會長接受區會頒
發獎狀及水晶捐血車模
型，獅友們亦積極參與
活動，因為捐一次血可
以救3個人，獅友們身體
力行，即場捐血。為有
需要的長期病患及急症
病人提供充足的血液。

澳門
Macau

獅 子會

會長
楊俊熹

資訊委員
吳啟華

「2019新春敬老」聯歡午宴

3

月16日，澳門獅子會、香港尖沙咀獅子會聯合
舉辦的「2019新春敬老聯歡午宴」，當日筵開
三十餘席，宴請三百多名長者，向長者們致敬，感
謝他們曾經對社會作出的貢獻。
宴會於中午十二時假萬豪軒酒家舉行，中聯辦協調部
高川處長、社工局長者服務處甘潔玲處長、教育暨青
年局駿菁活動中心梁永滿代主任、國際獅子總會中國
港澳303區第一副總監王恭浩獅兄、國際獅子總會前
國際理事文錦歡獅姐、第五分區主席鄒偉文獅兄、第
十四分域主席李秉鴻獅兄、澳門明愛總幹事潘志明、
澳門獅子會會楊俊熹獅兄、香港尖沙咀獅子會會長劉

志勇獅兄等嘉賓出席，並向現場長者拜年祝賀。
澳門獅子會第二副會長何磊磊獅兄表示，尊老愛老
是我國的傳統美德，值得傳承。長者們在壯年時為
社會作出貢獻，現已年邁的他們仍有不少數人缺乏
照顧。本澳有近萬名長者，希望藉是次活動加強社
會各界對長者的關注。香港尖沙咀獅子會第二副會
長范啟鏞獅兄表示，希望藉港澳獅子會合辦活動，
向更多有需要人士提供協助。
主辦單位於午宴上安排財神為長者派利是和福袋，
並準備多項表演助興，現場氣氛熱鬧。

2019年3月至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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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尖沙咀
獅子會
Tsim Sha Tsui, Hong Kong

會長
劉志勇

資訊委員
范啟鏞

舉辦本會新春聯歡晚會

2

月16日晚上7時，本會在九龍鯉魚門舉辦新春聯歡晚會，獅兄攜同獅嫂幼獅出席。席間，獅兄獅嫂談
笑風生，互相祝福，洋溢着深厚的獅子情誼。

出席區第二次聯合晚餐例會
在2月18日晚上，本會13位獅兄出席了303區在灣仔香港會議展覽中心舉辦之全區第二次聯合晚餐例會 暨
新春團拜晚會。會上，獅友們向會長、秘書、司庫致以崇高的敬意，以感謝他們於過去多月的辛勞工作
及為會務作出的貢獻。

本會與澳門獅子會聯合舉辦新春敬老活動
3月16日中午11時，本會與澳門
獅子會在澳門萬豪軒酒家聯合舉
辦「獅愛滿Fun新春敬老聯歡午
宴」活動。303區第一副總監王
恭浩獅兄等區職員、各友會會
長、獅友等出席了午宴；澳門政
府、中聯辦、社團等也派代表應
獅友們向長者送上利是和福袋

邀出席了活動。嘉賓、獅友與長者360多人進行新
春聯歡活動。會上有歌舞表演，兩會獅友向出席長
者送上利是和福袋，向長者送上獅子愛心。通過午
宴聯歡活動，表達獅友們對長者的尊敬和關懷，同
時也宣揚了「我們服務」的獅子精神！
澳門敬老聯歡午宴活動開幕儀式大合照

舉辦四會聯合晚餐例會
由香港快活谷獅子會、香港尖沙咀獅子會、港島獅
子會和香港新時代獅子會聯合舉辦之晚餐例會已於
3月22日晚上7:30在富豪九龍酒店舉行。303區總
監郭美華獅姐等區職員、友會會長蒞臨指導；大會
特別邀請了國際獅子總會中國深圳三八零區總監馬
敏獅姐為大會主講嘉賓，介紹深圳獅子服務隊服務
社會活動情況，與四會獅友交流會務。
嘉賓、獅友一百三十人歡聚一堂，共聚獅情！互相
交流，共同進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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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獅兄與嘉賓合照

鑪峯
The Peak

獅 子會

會長
楊雋永

資訊委員
李福謙

新春探訪

香

港鑪峯獅子會一年一度新春探訪已於2019

是，並與住院院友歡度新春。探訪完畢後更邀請各

年2月17日上午10時，假香港黃竹坑賽馬

位參加者一同前往珍寶海鮮舫共進午餐。

會復康中心舉行。當天在會長楊雋永獅兄帶領下，
一同出席獅友有第一副會長曾廣源獅兄、義務秘書
李仲文獅兄和獅嫂及幼獅、何錦華獅兄和朋友，蘇
傑開獅兄和獅嫂，李福謙獅兄和獅嫂、繆家濤獅
兄、凌玉駒獅兄和獅嫂及幼獅，林振坤獅兄和獅嫂
及幼獅、許天佑獅兄、杜正山獅兄和母親，還有7
位青獅出席參加。他們分別舞獅和扮財神大派利

「開心由齒起」服務活動
香港鑪峯獅子會於2月24日，會長楊雋永獅兄帶領
8位獅友：上屆會長胡志和獅兄、第一副會長曾廣
源獅兄、李仲文獅兄、余嘉輝獅兄、李福謙獅兄、
黃怡凌獅姐、凌玉駒獅兄，出席為沙田鄰舍輔導會
怡欣山莊內的智障院舍院友做牙齒護理檢查。

捐贈紅十字會
流動捐血車
2018年3月20日上午10時30
分，會長楊雋永獅兄和第一
副會長曾廣源獅兄代表香港

鑪峯獅子會，出席「獅子會
流動捐血車展示暨感謝狀頒
授典禮」。

303區聯合晚餐例會
2019年2月18日，國際獅子總會中國港澳303區假香港灣仔會議展覽中心舊翼會議廳，舉行第二次聯合晚
餐例會「群獅團聚福滿堂－金豬迎春聲威壯」向會長、秘書、司庫致敬暨新春團拜。當晚本會會長楊雋
永獅兄除了負責儀式部份的司儀工作外，更參與耍太極表演，當晚節目十分豐富多彩，各位參加獅友均
盡興而歸

2019年3月至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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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東九龍
獅子會
Kowloon East, Hong Kong
浪漫「情人節」齊聚 暨獅友團拜晚宴

按

照中國人的傳統習俗，每年新年都會互相拜
年及團拜、大家會互相說祝福語，希望全年
過得順順利利。今年的情人節碰巧在新年之始。本
會的會長陳國雄獅兄與大會主席方元翔獅兄安排了
一個既浪漫又熱鬧的聯歡暨團拜晚餐宴會，給本會
獅友與家人一起參與。當晚出席的人數有30多人，
獅兄獅姐們帶着自己的另一半甚至連同子女出席，
場面非常熱鬧。有兩位獅姐獅兄，他們為出席每位
的女士都送上一朵玫瑰花，當獅姐及獅嫂收到花
後，面上都露出一絲微笑。

晚餐開始後，大會準備了一輪的遊戲，得勝者們都
將得到大會的利是一封。這次的晚宴食品很豐富，
使得大家吃得很開懷，晚宴的氣氛充滿很多笑聲。
獅友們及他們的家人既享用美食之餘，又有遊戲帶
來的感觀刺激，
大家都很享受這
個很特別的晚餐
宴會，最後大會
還為每人送上一
份情人節禮物！

新春團拜素食聯歡午宴
佛教東林護老院每年新春都舉辦新春團拜素食聯歡
午宴。本會十分支持此項活動，也用本會名義為他
們今次活動捐助。
午宴於2019年2月16日在荃灣的東林護老院的庭
院 ， 宴 開 數 十 枱， 宴 請 所 有 的 護 老 院 的 院 友 及 家
人，還有本會會長陳國雄獅兄與一眾獅友一起出
席。中午12時，護老院的老友記們由護士們協助入
席。活動由醒獅的熱鬧氣氛開場，其後財神出場，
大家都很緊張並期待地想得到財神爺派出利是及祝

賀。護老院當日
亦安排了老友記
們喜愛的歌唱表
演，一眾歌手陸
續出場唱出他們
的拿手歌曲，期
間穿插着一些新
年歌曲，使新春氣氛濃厚。大會也邀請了本會鄧觀
容獅兄及沅鈴獅姐分別上台獻唱。唱歌之際，一道
道美味的素菜端出，大家品嘗美味享受其中。

「洗腎救人獅子行」慈善步行籌款日
2019年3月24日(星期日)，國際獅子會腎病教育中
心及研究基金舉行「洗腎救人獅子行」慈善步行籌
款活動，目的是為中心轄下的4間洗腎中心籌募經
費。今次有
意義的步行
籌款日得到
本會會長陳
國雄獅兄及
數十位獅兄
嚮應！大會

也安排幾部旅遊巴士在不同地區接送參與步行的獅
友及人士到步行起點。活動在上午10時，由沙田源
禾路體育館側龍舟亭出發繞圈來回一周到龍舟亭，
全程細4公里，需時約60分鐘。完成步行後，大會
也安排參與人士到新界元朗流浮山的休閒生態農莊
享用盆菜宴！本會在大家享用盆菜宴之際，準備了
一些抽獎遊戲，抽到的幸運兒將得到大會準備的禮
物一份，整個活動在下午3時順利完成，最後本會
獅友們也各自捐款給中心作慈善捐助，以支持今次
有意義的活動！

獅子會流動捐血車展示暨感謝狀頒授儀式禮
在三○三區各屬會的支持下，價值港幣550萬元的
「獅子會流動捐血車」，即在2019年4月13日正式
啟用，進一步實踐獅子會服務社群，同情貧苦和濟
弱扶危的精神。
今次總共籌得超過700萬元善款，全數用於添置
「獅子會流動捐血車」，以及購買3部支援流動捐
血服務的輔助車。本會得到「香港紅十字會」於
2019年3月30日在「香港紅十字會輸血服務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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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部頒授感謝狀，以感謝香港東九龍獅子會的善款
捐助，上屆會長葉惠敏獅姐及李任基獅兄代表本會
出席是次感謝狀
頒授儀式禮及領
授感謝狀，我會
亦在此感謝獅子
會各屬會獅友及
各界好友的善
助！

會長
陳國雄

資訊委員
林婉玲

香港東九龍獅子會-舉辦「獅子會兒童網球體驗日」
本會大部分獅友都熱愛運動尤其熱愛網球運動，本
着對老人、青少年及幼兒學子的不同服務，本會在
2017年4月舉辦了第一次的兒童網球活動體驗日，
還得家長及小朋友的熱烈響應。所以在本屆會長陳
國雄獅兄支持下，大會主席梁志堅獅兄的大力推動
下，還有本會各位獅友的熱烈支持，在2018/2019
年度，再度舉辦「兒童網球體驗活動日」。

際獅子總會中國港澳三○三區」的福袋贊助、以
及「香港網球總會」幫助安排網球場及借出兒童
運動用品、應急輔助機構「社區應急輔助隊」以
及3位專業全職網球教練義工分別為李浩然、徐
啟隆、Anthony Joseph Lee、1位業餘教練義工
Aaron Cheng，Alex Wang代表運動業餘組織
HKTC(Hong Kong Tennis Circle)捐出70個網球
鎖匙扣紀念品，最後是一班熱愛網球的義工朋友。

今次活動，動員本會多位獅友做事前準備及協助，
包括有會長陳國雄獅兄、大會主席梁志堅獅兄、前
會長Annie獅姐、Vincent獅兄及Tom獅兄組成籌
委會負責不同工作，他們用了很多寶貴的時間做聯
繫及安排的工作。

本會在各方的支持下成功於3月16日舉辦了「獅子
會兒童網球體驗日」。本會聽取了專業的網球教練
的意見，選定50位嘉諾撒聖家學校的6至12歲的小
學生們，作為今次網球活動體驗的對象。
目的是讓平日沒有機會接觸這項運動的兒童，得到
免費體驗網球這個有益身心健
康的運動，希望他們在課堂以
外，得到身體鍛煉，使身心發
展更加平衡。

活動於當日下午3:30在九龍城九龍仔公園網球場舉
行，大會預訂了4個網球場，在場的每位學生都被
安排分組在不同的網球場內，跟隨教練的指導，先
學基本的動作、握球拍。然後學習揮動球拍，在接
近差不多2小時的學習時間裡，學生們也掌握到一
些打網球的基本技巧，並體驗了這項運動帶來的樂
趣，他們也很有秩序地排隊，由教練指導下也掌握
了基本擊球技巧。全程學生們對打網球的體驗，從
他們開心的笑容得知他們挺喜歡這項運動！
最後本會大會主席梁志堅獅兄頒授感謝狀給協辦今
次的活動的機構及人士，活動順利圓滿結束！

A dv ertis eme nt

本會首先要感謝以下機構及
人士，包括合辦單位「嘉諾
撒 聖 家 學 校 校 友 會 」、「 國

2019年3月至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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獅子山
Lion Rock

獅子會

會長
區美珍

資訊委員
黎民

元 岡 幼 稚 園「 群 獅 元 岡 賀 新 春 」暨 二 月 份 理 事 會 及 例 會

每

年新春期間，本會都會到元岡幼稚園探訪學
童們。今年也不例外，2月21日，本會於元
岡幼稚園舉行「群獅元岡賀新春」活動。學童們準
備了連串新年歌舞為我們表演一番，還玩一些有關
中國新年之遊戲，讓不同國藉的學童也能從活動中
學習中國文化。獅友們大派麥當勞禮券及玩具給學
童們，大家都露出天真可愛喜悅之情，感受到中國
傳統農曆新年溫馨愉快的氣氛。晚上，我們舉行二
月份理事會及例會，有幸邀請了第二副總監梁禮賢
獅兄作官式探會，分享理念。本會也隨即通過捐款
為籌建「兒童癌病基金獅子會社區服務中心」幫助
病童及家人。

四會合辦「親子料理樂繽紛」
本會與九龍塘獅子會、百俊獅子會及香港和平獅子會 自一月份聯合舉辦驗眼服
務後，於3月2日再次聯手為「麥當勞叔叔之家」癌症兒童家庭舉辦親子料理。
本會深明病患者的家人或照顧者同樣需要我們服務，希望藉着今次活動，進行
親子DIY Pizza工作坊及大玩團體遊戲，令病童及家人也能放鬆心情，釋放內
心壓力，玩樂一番。當天還有不少獅友帶同幼獅一同參與其中，讓幼獅們體驗
服務之餘更能與病童交流，融合玩樂一番，上了寶貴一課。大家精心製作薄餅
後，還可以即場品嘗自家製的美味製成品，美味非常。活動尾聲時，我們大派
豐富禮物和氦氣球，當然還帶着各人的薄餅回家繼續與家人分享。無論係大朋
友、小朋友，或者獅友們、今日都玩得非常開心，樂而忘返！

六會聯合舉辦『第十屆獅展保齡「童」樂日』
2019年3月13日，本會與香港城巿、香港港南、
香港金馬倫山、香港鳳凰、 紅山獅子會聯合為各
會配對的姊妹學校舉辦『第十屆獅展保齡「童」樂
日』活動。我們已經聯合舉辦了10個年頭。今屆6
所學校共百多名學童參加，於荃灣奇樂保齡天地舉
行。學童們難得外出作活動伸展玩樂，他們都十分
雀躍，眾人都一展球技，玩得不亦樂乎！獅友們當
天專誠提早到場，幫忙打點及分配禮物包成一個個
的大福袋，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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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賴各屬會的熱心配合一同籌辦。

2019年「親子共融燒烤樂」
本會每年除了捐款贊助姊妹學校外，還會與姊妹學
校舉辦多個服務，例如一年一度的「親子共融燒烤
活動」。今年的活動在3月16日於新富泰燒烤場舉
行，共有80位學童、家長及十多位屯門官立中學師
生報名參加，活動鼓勵家長們應付忙碌工作與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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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也要增加及珍惜與學童之間的親子時光。獅
友、老師及屯門官立中學義工們於燒烤場上與學童
家庭打成一片，一邊玩樂，一邊燒烤，帶出社會傷
健共融訊息。獅友們更於活動期間時，大派豐富禮
物包給學童，為活動錦上添花，大家歡度一個下午。

南九龍
獅子會
South Kowloon

會長
鄭嘉財

香港南九龍獅子會探訪東華三院南九龍獅子會幼兒園慶元宵

每

年農曆新年元宵，本會獅兄都會前往馬鞍山
頌安邨頌和樓，探訪東華三院南九龍獅子會
幼兒園，與小朋友共慶元宵。
今年本會獅兄
鄭嘉財、鄭瑞
欽、湯俊傑、
丘濠銘、尹荏
球、丁麒銘、
許榮勞、黃偉
良、施必芳、
施展望、廖少
輝等獅兄於農
曆正月十五前

往幼兒園探訪，除了致送新年禮物予小朋友外，又
和他們齊齊跳舞賀新春、做曲奇餅和吃湯圓度佳
節。其後欣賞幼兒園形式表演及由學校老師和團隊
製作的「節能環保記錄大全」短片。
幼兒園創立以來，都是以關愛幼兒文化為主旨。近
年更落實政府幼稚園的教育計劃。在設施方面，實
踐環保概念，節省能源，積極綠化校內環境。提升
教育質素，為兒童終身學習及全人發展而奠定良好
的基礎，以提供優質的學前教育。今學年學生人數
為94名，但正輪候入學幼兒則有二百多人。
獅兄們在了解幼兒園的工作報告後，對校長、老師何
團隊的努力，推動幼兒園的進展，倍加讚揚。

探訪東華三院南九龍獅子會幼兒園，獅兄
與幼兒跳舞賀元宵

探訪國內中小學校頒發獎教、獎學和助學金
本會自成立以來，實踐「我們服務」的獅子精神，
竭盡全力。無論在香港和國內「教育」的服務，更
是我們主要服務之一項。

力向學，將來學有所成，為國家、為社會服務，作
出貢獻。

日前我們十多位獅兄分別前往福建探訪
寧化特殊學校和香港南九龍獅子會平和
縣崎嶺中學及南九龍獅子會沙溪小學頒
發2018年獎教、獎學和助學金，以表
揚教學成績而熱愛教育事業的老師和獎
勵品學兼優及貧困的同學。鼓勵他們努
左圖：本會獅兄探訪香港南九龍獅子會
福建省平和縣崎嶺中學

右圖：獅兄們探訪沙溪小學並與同學們
合照

己亥年新春團拜
為慶祝己亥年的來臨，本會於2月19日舉行新春團
拜，除獅兄、獅嫂攜同子女和青獅出席外，第一副
總監王恭浩獅兄、新民獅子會梁麗琴獅姐亦蒞臨參
與聯歡。
席間會長鄭嘉財獅兄致送紀念品予到會嘉賓及內閣
成員，感謝他們對會務的支持和協助。其後致賀年
詞，恭祝大家新一年事事順利、心想事成。
氣氛洋溢，同寅舉杯互賀年禧，並由抽獎助興，共
同歡度一個愉快的晚上。
己亥年新春團拜聯歡，獅兄與嘉賓合照

2019年3月至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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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龍塘
獅子會
Kowloon Tong

會長
羅紹彬

資訊委員
陳金發

第二次區聯合晚餐例會

「第

二次區聯合晚餐例會向會長、秘
書、司庫致敬 暨 新春團拜」已在2

月18日假香港灣仔香港會議展覽中心圓滿舉行。是
次聯合晚餐例會的主題為：向各屬會會長、秘書、
司庫致敬，以感謝各屬會的領導於過去多月的辛勞
工作及為會務作出的貢獻。本會多名獅友均有出
席，大家共同歡度一個熱鬧、愉快的晚上。

18獅聲喜氣洋洋生日會
本會年度服務計劃「18獅聲新春賀生辰」已於2月
26日於黃大仙百好名宴順利舉行，是次活動一如以
往與香港聖公會黃大仙長者綜合中心一同合辦。當
日中午有三百多位長者出席一同午膳，座無虛席，
獅友更即場大派利是及設抽獎環節，同時上屆總監
馮妙雲獅姐為大家獻唱兩首粵曲，長者們大飽耳福
之餘亦與獅友們玩得樂也融融，最後感謝各位嘉賓
及獅友參與支持，期待在下一年的新春活動中再與
各位長者歡聚。

四會聯合服務
「親子料理樂繽紛」
3月2日，麗華商場Pizza Express順利舉行「親子
料理樂繽紛」，是次受眾為麥當勞叔叔之家癌症
康復兒童家庭，本會第一副會長廖佩儀獅姐的兩位
女兒及前會長葉景強獅兄的女兒亦一同參加製作
Pizza。當天在一片歡笑聲中度過了一個難忘的下
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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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九龍
West Kowloon

獅子會

會長
陳立漢

資訊委員
黃麗玲

探訪台南中正獅子會授證典禮

春

回大地，處處逢生，桃花依舊，人面常新。
這正好形容西九龍獅子會與台南市中正獅子
會過去十數載的獅誼。
每年的二月廿八日，都是本會姊妹會——台南市中
正獅子會舉行授證典禮。風雨不改，本會會長陳立
漢獅兄帶着滿滿的祝福及獅情專程赴會。新歡舊友
濟濟一堂，共度了幾個朝夕，不亦樂乎。

獅子會流動捐血車展示暨感謝狀頒授典禮
3月30日，頒授典禮在香港紅十字會輸血服務中心舉行。當日，本會
會長陳立漢及前會長劉卓娃代表西九龍獅子會出席領取獎狀。是次陳
會長及劉前會長各以私人名義捐出十萬，加上以西九龍獅子會的名義
捐出十萬，共以三十萬元資助購入流動捐血車服務大眾。
捐一次血可幫助三人，有錢出錢，有心出心，有血出血，這不正是獅
子精神獅子心嗎？

港島
獅子會
Hong Kong Island

會長
吳志雄

資訊委員
趙世傑

《全港青年學藝比賽大會及港島獅子會合辦之
全港青年中文寫作比賽2018-2019年度》

於

2019年3月10日，本會共有19位獅友出席是次活動，並很榮
幸擔任「比賽委員」為仁濟醫院王華湘中學及孔聖堂中學監
考。今年天氣不佳，但仍影響不到當天參賽的青年朋友及同學的心
情，冒住風雨到場，他們的堅持及寫作熱情，實在讓獅友們感動，
同學們加油！努力！更值得慶幸的是今年青年學藝中文寫作比賽報
名人數再創新高！

《四會聯合例會晚宴》
由香港快活谷獅子會、香港尖沙咀獅子會、港島獅子會、香港
新時代獅子會於2019年3月22日在富豪酒店舉行，主講嘉賓：
國際獅子總會中國深圳380區總監馬敏獅姐，主講題目：中國
獅子聯會及深獅聯服務介紹。獅友從四會聯合例會中了解其他
屬會的文化！讓大家能繼續為獅子運動作出貢獻。

《獅子會流動捐血車展示暨感謝狀頒授典禮》
2019年3月30日（星期六）上午10時30分假「香港紅十字會輸血服務中
心」總部舉行感謝狀頒授典禮，本會有2名獅友出席。
得到國際獅子總會中國港澳303區各屬會及獅友們支持，再加上獅子會
國際基金會十萬美元撥款，籌到超過700萬元，這不單止足夠捐贈一部
價值550萬元的「獅子會流動捐血車」，餘額更全數捐贈購買三部支援
流動捐血隊服務輔助車，大大改善香港流動捐血服務。
2019年3月至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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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少年職場體驗計劃之行業探索

「超

越地平線(Beyond the Horizon)
」是今年國際會長

Gudrun

當天跟着的「行業探索」令學生們急不及待地進入

Yngvadottir 的口號。由香港港南獅子會、九龍城

不同的課室，由18位來自不同企業的專家，向學

獅子會和香港西貢獅子會首次聯合主辦，並由教會

生們介紹行業中不同的崗位、如何作裝備目標的崗

關懷貧窮網絡（下稱教關）協辦的「青少年職場

位、更分享他們在工作上的趣事。在九個不同的教

體驗計劃」，旨在（1）為香港的中學生對不同行

室學生們以迫切好奇探索的心提問，專家們循循誘

業的發展機會加深認識，在持續升學前瞭解如何在

導熱誠的分享，在那寧靜的星期六校園，奏出了美

有興趣的事業方向中脫穎而出（2）增強學生們開

妙互動的樂章。誰說這個社會冷漠沒有人情味，商

始踏入職場的需要，聯合商界及學校提升基層青少

界企業只顧利益？誰說弱勢家庭的孩子沒有出頭

年的就業能力，透過工作場所實地參觀體驗，增進

天，衝不出貧窮的框框？

中學生對各行各業的認知，引導他們認識工作世界
的要求（3）更透過認識教關的「青年向上流動嚮
導計劃」的多元出路，裝備未能繼續學業的中學生
們在畢業後進入職場。計劃除了實踐國際會長的呼
籲，也響應了香港政府鼓勵企業更多提供職場體驗
機會給弱勢青少年們，更令他們感受到社會的愛與

專家們的分享觸動了學生們對不同行業熱切探索的

關懷。

心，也期待着4月25日和26日連續兩天進入二十多
間「熱心企業」提供的職場體驗崗位。看着學生們

經過6個月時間的籌備，招募了二百多位來自不同

對講者有問不完的話題，更依依不捨地離開課室，

中學的高中學生，幾十間來自不同行業的「熱心企

獅友們深深地感覺到這次「青少年職場體驗計劃」

業」。3月16日一個風和日麗的星期六下午，第一

的意義對學生們來說是何等重大呢。

部分以「行業探索」為主題的座談會揭開了「青少
年職場體驗計劃」的序幕。兩位嘉賓講者十大傑出
青年鄺海翔獅兄，以及香港營造師學會副會長孟家
榮獅兄在台上帶出了他們生命轉折的成長故事…如
何從家住深水埗街市躲避垃圾上學的小孩成為今天
一位出色的企業家兼十大傑出青年…如何從上學老
是欠交功課上堂睡覺扮病不上學的曳學生成為今天
出色的建築工程界精英。兩位講者的經歷吸引著坐
滿禮堂的學生們，也燃起了他們努力奮鬥的心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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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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己亥年新春團拜、增添新血

本

會於2月16日(即農曆正月十二日)舉行己亥
年新春團拜暨二月份第一次例會及理事會，
共有近百位獅兄、獅嫂及幼獅參加。正規會議後，
隨即進入喜氣洋洋的團拜晚會。翁木林會長向眾人
恭喜道賀，獅兄獅嫂們互相祝頌並大派紅包，幼獅
們忙於收取利是，異常開心。聯歡晚宴未幾便開
席，當中又舉行了指定餘慶節目―幸運大抽獎，獎
金利是加了又添，添了又再加，大大提升了各人的
中獎機會，幸運兒都笑不攏嘴，情緒高漲，現場節
日氣氛濃烈。

兩日後又再參加303區舉行的聯合晚餐例會暨春節
聯歡晚會，又是另一番喜氣。席上本會增添一位新
會員楊宋永獅兄，
聯同其他新獅友在
303區第一副總監
王恭浩獅兄監誓
下加入這個獅子
大家庭。新獅兄之
個人資料請參閱迎
新篇。
新春團拜席上馮妙雲前總監(中)頒獎予
獲得頭獎的伍宜式獅嫂及幼獅(右、左)

總監到訪、第四分域聯合例會
303區總監郭美華獅姐於3月12日到訪本會，
講述區會活動及服務，並與獅兄們交流獅子
心得，彼此態度親切，氣氛融洽。本會聯同
第四分域屬下五個分會：太平山、西九龍、
北九龍以及新時代獅子會在2月25日舉行了聯
合例會，由第四分域主席黃嘉俊獅兄主持，
五會會長包括本會的翁木林會長任大會聯合
主席，又邀請精神科專科醫生林智良醫生主
講「關注抑鬱症患者」，正副總監及多位區
職員均應邀為座上客。

左圖：會長翁木林獅兄(右)頒發
紀念品予到訪的郭美華總監(左)

右圖：翁木林會長(右)頒發新會員資料
冊予新會員楊宋永獅兄(左)

參加獅子會流動捐血車
展示暨感謝狀頒授典禮
本會捐款$200,000贊助303區捐贈「流動捐血車」予紅十字會，在3
月30日舉行的「獅子會流動捐血車展示暨感謝狀頒授典禮」上，本會
獲頒感謝狀及紀念品，蒙303區總監郭美華獅姐聯同香港紅十字會輸
血服務中心行政及醫務總監李卓廣醫生頒發，由署理會長陳燁志獅兄
及義務秘書余紫威獅兄代表接受。
本會獲頒流動捐血車感謝狀及紀念品。
左起：李卓廣醫生、陳燁志署理會長、
余紫威義務秘書、美華總監

會員大會選出下屆會長、職員、理事
3月26日的會員大會上，本會全體會員一致通過2019-2020年度正、副會長、職員及理事的人選，名單詳情如下：
會
長：翁儒凱獅兄
上 屆 會 長：翁木林獅兄
第一副會長：陳燁志獅兄
第二副會長：鄭展強獅兄
第三副會長：余紫威獅兄

義 務 秘 書：余展鵬獅兄
義 務 司 庫：陳東春獅兄
總
務：林世潛獅兄
糾
察：譚展明獅兄

理




事：向華炎獅兄、林漢武獅兄、
黃錫齡獅兄、朱國基獅兄、
楊友仁獅兄、林克倫獅兄、
鄺 琼獅兄、朱鴻鈞獅兄、
陳 錦滿獅兄、楊世杰獅兄

2019年3月至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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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東
獅子會
Hong Kong East
獅子行2019

303

會長
李恒輝

資訊委員
曹永豪

「 群 獅 團 聚 福 滿 堂 •金 豬 迎 春 聲 威 壯」

區於2019年1月

303區會於2019年2月18日舉行第二次全區聯合晚餐例會「群獅團聚

6日假座山頂道

福滿堂·金豬迎春聲威壯」向會長、秘書、司庫致敬暨新春團拜聯

花園舉行一年一度之獅子行
2 0 1 9 ， 會 長 李 恒輝 獅 兄 腳 傷

歡晚會，本
會十八位獅

初愈，即聯同第二副會長曹永

兄嫂踴躍出

豪獅兄和第三副會長林樹華獅

席，當晚大

兄出席活動，全程支持。

會舉行入會
宣誓儀式，
本會兩位年輕
新會員：林亮
聲獅兄和陳億
華獅兄在大會
見證，成為港
東一家人。

「2019敬老慈善嘉年華」
2019年3月24日，本會與大埔獅子會於合辦

十多席，讓長者既享受美食，亦可欣賞表演，節目

『2019敬老慈善嘉年華』活動，是次服務我們十

內容有港東前會長陳浩波獅兄演奏二胡，陳浩波獅

分榮幸邀請到303區總監郭美華獅姐、大埔及北區

嫂、李浩森獅嫂唱歌，還有香港愛心魔法團表演魔

福利專員任滿河先生、第一副總監王恭浩獅兄、第

術，而大會更安排福袋及利是，由我們獅兄獅姐及

二副總監梁禮賢獅兄、GST區協調員前總監馮妙雲

獅嫂送上給長者。

獅姐、第一分區主席楊啟健獅兄和第三分域主席張
國強獅兄擔任主禮嘉賓。

港東獅子會前會長陳浩波獅兄寫下感言：「盈海和
風四季旺，丁祥食館顯光芒。敬老精心留佳話，連

今次服務對象為大埔區內二百多位長者，兩會合
辦主席為港東獅子會會
長李恒輝獅兄，副主席

為大埔獅子會會長羅素
平獅兄，籌備小組陣容
鼎盛，籌劃內容豐富，
有長者血糖檢查及心律
檢查，科技醫療公司提
供護老產品示範。同時
舉行豐富宴會，筵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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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會長創輝煌。」

香港筆架山
獅子會
Beacon Hill

會長
洪鵬錐

資訊委員
吳璇樑

歌聲敬老同樂日

2

019年3月16日，由本會主辦的「歌聲敬老同

上蓋工程終於排除萬難，正式動工，興建上蓋。新

樂日」於元朗盲人安老院舉行，是次活動有幸

大樓命名為「香港盲人輔導會賽馬會欣康樓」，樓

邀請到總監郭美華獅姐、GST區協調員前總監馮妙

高七層，日後提供80個宿位給現有之元朗院院友，

雲獅姐、第三分區主席周傑浩獅兄、第九分域主席

又增設40個自負盈虧長者宿位，以及40個多重殘

楊仲賢獅兄現場主禮及一眾區職員到場參與支持是

障或視障人士而設的輔助宿舍及訓練中心。

次活動！活動旨在關愛長者，宣揚敬老護老精神，
本會多位獅友出席參與，並送出約120個福袋致安
老院長者，活動中更邀請到演藝名人張國強先生出
席歌唱助慶，氣氛熱烈，樂也融融。

香港盲人輔導會元朗盲人安老院是全港第一間為視
障長者而設的院舍，於1971年啟用後，經歷了40
多年的風雨，大樓出現不能修補的破損，幸蒙香港
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於2009年撥款資助該院重建
計劃，大樓落成後，元朗院院友及需要院舍服務人
士將得到更適切的院舍照顧。

2019年3月至4月

49

寶馬山
Braemar Hill

獅子會

會長
陳振中

資訊委員
武陽

香港的院前急救服務–誰是任何仁？

2

月份晚餐例會於2月12日於銅鑼灣香港遊艇會
舉行。當晚我們邀請了香港復甦學會創辦人–
曾智豪博士作為該月例會的主講嘉賓，主題為「香
港的院前急救服務–誰是任何仁？」。曾博士先為
我們講解香港救護服務的優劣，並指出院前急救是
拯救生命的重要一環，惜普遍港人的現場急救技能
和知識不足，錯失挽救生命的時機。曾博士當即

為我們介紹心肺復甦(CPR)和自動體外心臟去顫器
(AED)的使用方法。最後以任何人都可以成為「任
何仁」，並發揮「任何仁」的精神作結。當晚，獅
友們都細心聆聽急救的方法和積極發問。
最後由會長陳振中獅兄向曾智豪博士致送紀念旗，以
及慶祝獅友生日，並與眾獅友及嘉賓進行大合照。

獅子會國際青年交流獎學金
徵文比賽–總決賽
在2月16日(六)，獅子會國際青年交流獎學金徵文比賽–總決
賽於獅子會中學順利舉行。會長陳振中獅兄及眾獅友都到場
觀看，給參賽同學一份支持和鼓勵。

獅子會中學義賣嘉年華
在2月24日(日)，義賣嘉年華於獅子會中學順利舉行，會長陳
振中獅兄及眾獅友亦到場支持，並關注全球暖化和污染等議
題。本次獅子會中學義賣嘉年華共籌得約HK$50,000。

匡智松嶺學校
團年午宴
在2月27日(三)，匡智松嶺學
校團年午宴於匡智松嶺學校順
利舉行。午宴當天，會長陳振
中獅兄及眾獅友亦到場與小朋
友玩小遊戲，開心迎接新一年
的開始。

匡智松嶺學校–第二十四屆校運會
在3月6日(三)，會長陳振中獅兄及眾獅友出席了匡智松嶺學校–第二
十四屆校運會，與學生參與競賽活動，並鼓勵學生多做運動。

2019己亥年新春敬老聯歡大會
在於3月 9日(六)，2019己亥年新春敬老聯歡大會於新馥酒樓順利舉
行。當日，會長
陳振中獅兄、前
國際理事范佐浩
獅兄及一眾獅友
都出席午宴，敬
祝長者們身體健
康，心想事成。

清邁，下一個移民潮熱點
3月份晚餐例會於3月12日於銅鑼灣香港遊艇會舉行。當晚我們邀請了Facebook 專頁「入贅清邁」的創辦
人–何志恒先生作為該月例會主講嘉賓，主題為「清邁，下一個移民潮熱點」。何先生為我們介紹了清邁的
氣候、文化、地理、獲得居留權的方法、機遇和危機等最新資訊，亦為我們分享了自身於清邁生活的經歷和
感受。對於現今香港的狀況，何先生相信移居清邁的港人將愈來愈多。
最後由會長陳振中獅兄向何志恒先生致送紀念旗，並與眾獅友及嘉賓進行大合照作為晚餐例會的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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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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群獅盛典歡悅夜 獅會善行四十五載
國界不分仁讚頌 鹿兒島上愛花香
鹿兒島城山獅子會45周年暨授證盛典

2

019年2月11日，下午4:30出席鹿兒島城山獅
子會45周年暨授證盛典非常成功圓滿。整個活

動莊嚴精彩，晚上7:00四會聯歡匯聚了香港沙田獅
子會、日本鹿兒島城山獅子會、東京目白獅子會和
熊本中央獅子會聯誼交流座，大家互相瞭解加深彼
此認識及發揮獅子會互愛的精神，凝聚了四會深厚
的友誼。

群獅團拜福滿紅

慈心帶來萬事通

向會長、秘書、司庫致敬暨新春團拜「群獅團聚福滿堂 」
2019年2月18日，國際獅子總會中國港澳303區第

春團拜「群獅團聚福滿堂 」。恭喜楊啟健大會主

二次聯合晚餐例會–向會長、秘書、司庫致敬暨新

席與郭美華總監大會很成功，獅友們度過了既熱鬧
又開心的晚上。感恩沙田資深前輩曾道平義務秘書
及賴偉聯義務司庫的付出，為慈善無私奉獻的賴獅
兄帶領入沙田獅子會與303區會各位獅兄獅姐一起
行善、服務社區！感謝所有獅友的支持、鼓勵和包
容，我們會好好學習全力以赴做好服務。同日下午
四時舉行第八次理事會例會暨生日會，雖然時間非
常緊湊，大家都爭取每分每秒的時間，全力以赴地
籌備「滑動人生、共創健力士」的世界記錄壯舉。

慈方絢麗照香江
群獅慈懷齊心頌

群策勇創健力士
春暉照暖癌病童

302「滑動人生、共創健力士」滑板車巡遊
2019年3月2日「滑動人生、共創健力士」，為香
港兒童癌病基金慈善服務及籌款活動，通過引發群
眾參與輕鬆減壓帶氧體能運動及減少青少年留在電
腦虛擬世界，目的是增加家庭的親子活動，觸動社
區對關愛教育的傳播及提高健康的運動文化，同時
鼓勵青少年參與籌款，體驗自己父母的艱苦，明白
幸福得之不易，珍惜眼前的一切！

2019年3月至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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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會服務「賀歲迎春贈雞送溫暖」

由

增煇藝廚主辦，本會協辦之「賀歲迎春贈

十分享受服務的樂趣，在現場幫忙包裝福袋及做派

雞送溫暖」社會服務已於2月4日(年卅晚)

送工作，氣氛熱烈，大家共度一個非常有意義的下

圓滿舉行。服務當日預備了超過五百多份熟雞及禮

午。

品派贈予低收入人士及家庭，希
望讓受惠人士於歲晚增添關懷。
是次活動非常成功，除很榮幸邀
請到總監郭美華獅姐、第二副
總監梁禮賢獅兄及多位區職員蒞
臨作主禮嘉賓外，更要特別感謝
當日出席的十幾位獅兄、獅嫂及
嘉賓獅友的積極參與。獅友們均

三月份晚餐例會
本會三月份例會已於3月21日假深水灣香港高爾夫

內辦復明服務的心得，以及邀請到城市盼望基金邱

球會舉行，當日邀請到第二副總監梁禮賢獅兄蒞臨

生龍先生，為本會獅友分享有關服務深水埗區青少

作親善訪問，除此之外，是次例會亦邀請到「獅心

年的心得。當晚嘉賓陣容鼎盛，節目豐富，眾嘉賓

行動」主席陳丰真小姐蒞臨作演講嘉賓，分享在國

與獅友們共度一個愉快的晚上。

青少年服務計劃《香港大學菲臘牙科醫院–夢之行》
本會聯同香港大學菲臘牙科醫院和城市盼望基金合
辦名為《Dream Big Campus Tour 香港大學菲臘
牙科醫院–夢之行》青少年服務計劃已於3月23日
順利完成。
活動當日分別帶領深水埗區及長沙灣區內的基層中
學生前往香港大學菲臘牙科醫院參觀，藉此難得的
機會讓學生們深入探討及了解。活動現場安排有專
業的醫生和護士為學生們細心講解及示範，又特意
邀請到施家殷獅兄為同學們淺談如何面對未來人生
規劃。學生們都非常感興趣，希望對他們將來踏入
社會工作有一定的幫助。參觀完畢後，為學生們在酒
店安排豐富美味的自助午餐，為活動劃上完美句號。
在此，除要感謝各位獅兄、獅嫂、青獅及多位義工
獅友積極參與服務，更要多謝第二副會長王淞霖獅
兄及何榮杰獅兄的悉心安排及策劃各項細節，使整
個活動十分順暢及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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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朗

獅 子會
Yuen Long

信

會長
蘇籽翱

義會天水圍中心於3月17日舉行童創新天學

中午大伙兒到香港壁球中心午膳，席間聽到小朋友

童英文定向遊活動，行程包括：

們興奮的談及早上與外籍人士對話的經歷，從徬徨
及緊張的心情轉變為主動及興奮的行動，他們就覺

早上前往中環遊覽香港摩天輪，並在中環海濱活動

得自己一下子成長了許多！

空間及中環渡輪碼頭一帶進行英文定向活動。小朋
友們最初都有點害羞，

午膳後再到香港公園繼續英文定向活動，有了早上

然而在我們的教導及鼓

的經驗，每個小朋友都變得非常主動了！活動於下

勵下，沒多久就有第一

午四時結束回程返回天水圍信義會中心。

個小朋友勇敢地向路過
的外籍途人打招呼問
好，當對方知道我們的
活動目的後也非常親切
地與小朋友們溝通，有
好的開始，沒多久每個
小朋友都非常踴躍主動
的嘗試用簡單英語向外
籍途人打招呼問好。
非常感謝香港西區獅子會奚培正會長撥冗到場支持小朋友

銀綫灣
Silverstrand

經

獅子會

過遴選委員會提名及
周年大會通過，銀綫

灣獅子會2019/20年度新一
屆會長為保險界專業人才鄧
欣琪獅姐(Lion Stephanie
Tang)。鄧獅姐年輕有為精
力充沛，她表示來年會多做
年輕受眾的服務及加強關注
會籍發展。我們一眾銀綫灣
會員自然全力支持，並熱
烈盼望
下屆會
長把銀
綫灣發
展更推
上一層
樓。

會長
林修基

我們服務
本年度我們銀綫灣獅子會最後3個
服務將於5月11日(銀愛同心齊歡
欣嘉年華2019)、5月18日(星亮計
劃)及6月23日(健康，我話事之糖
尿病遙“拒”攻略嘉年華會)舉行，
這幾個月來我們都在展開籌備工作
中，不亦樂乎！
其中星亮計劃是本會題材較新的服務活動。內容是向自閉症青年提供
就業前景分享及面試工作坊，讓他們了解不同行業發展趨勢及挑選人
才的要求，活動舉辦模擬面試工作坊、教授面試技巧及提供機會親身
體驗面試及練習。自閉症青年雖有先
天的不足，但透過後天的努力與培
訓，也可以發揮所長，並為社會作出
貢獻。透過此次活動，自閉症青年可
以對香港的就業前景有初步接觸，與
社會接軌，並學習到面試技巧，幫助
其將來應聘心儀工作，一展所長。
2019年3月至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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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鳳凰
獅子會
Phoenix Hong Kong

會長
郭得瑩

「凰凰晉明愛心盆菜宴」

3

月19日本會在元朗大會堂舉辦「鳳凰晉明愛心
盆菜宴」服務活動，今次服務得到晉明社社區
服務中心及廈村區居民協會協辦並聯絡場地和區內
三百多位的長者。當天邀請國際獅子總會中國港澳
303區郭美華總監、十八鄉鄉事委員會主席梁福元
議員、晉明社社區中心主席鄧宗偉先生擔任主禮嘉
賓及致以勉辭，另外，陳立德上屆總監、第三分區

主席周傑浩獅兄及第八分域主席梁彩意獅姐、元朗
大會堂候任主席鄧添福先生及副主席馮壽如先生、
元朗大會堂歷屆董事聯誼會主席梁崑璞先生、善緣
曲藝社會長蔡月榮先生、廈村區居民協會主席鄧坤
盛先生抽空出席擔任主禮嘉賓鼎力支持活動，為本
會對長者們的敬重和關懷服務給予認同和鼓勵。
當天表演節目由本會獅姐聯同梁福元議員合作獻唱
時代金曲展開序幕，緊接有粵曲表演及經典金曲源
源不斷一曲接一曲，在場長者們聽出耳油，當天更
特別安排精美的盆菜，大家真是食得開心、看得開
心。完結時出席的長者更可獲得本會送贈的福袋禮
物及利是一封，滿載而歸！

「姊妹學校競技遊戲日」
本會姊妹學校基督教中國佈道會聖道學校，於3月6
日舉辦了一年一度的競技遊戲日，本會不但額外贊
助遊戲日得獎者的教材禮品外，獅姐們更一早到場
為參賽同學打氣及擔任頒獎嘉賓。當天因場地在戶
外舉行，接近比賽尾聲天氣變壞下著豪雨，原定賽
事需要提早完成，音樂表演及頒獎禮需移師到學校
禮堂繼續舉行，雖然惡劣的天氣，但並沒有影響同
學們的情緒，表演節目依然精彩萬分。

「獅展保齡童樂日」
3月13日由香港港南獅子會、香港城市獅子會、金馬倫山獅子會、香港鳳凰獅子會、紅山獅子會及獅子山
獅子會等六個獅子會聯合主辦的「獅子保齡童樂日」，不經不覺又到了第十屆，每年同學們都會望穿秋
水地等待保齡球日的來臨，所以我們的姊妹學校–聖道學校的同學也不例外，無障礙設備的球道，增加
同學們打球時的信心，得到高分數。
十年真是一個不短的時光，六個屬會合作不斷，見證這個活動多年的成效，相信同學們的球技進步不
小，就藉著今天再施展你們的球技。同時，希望這個活動可以一直傳承下去，和各位見證更多個十年的
保齡球日活動。

「視力服務 開心歡樂見」
3月29日，第八分域屬會（元朗獅子會、香港鳳凰獅子會、鑽石獅子
會、維港獅子會及東方之珠獅子會）在博愛醫院陳國威小學舉辦聯合
服務「視力服務 開心歡樂見」，當天為校內近400位學生進行視力測
試，本會除了李玉君獅姐擔任大會司儀外，多位獅姐協助接待工作、
操作驗眼機為學童進行視力測試、派發福袋禮物給每位參加學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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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荊
Bauhinia

紫

獅 子會

荊獅子會創立於1988年，轉眼之間，我們
已經投入獅子服務有31年之久。今年三月

十日，本會聯同廣東獅子會中大華商服務隊探訪廣

會長
韓順英

我們於廣州白天鵝酒店舉行慶祝周年晚宴，大家共
敍獅誼，其樂融融。期望紫荊獅子會更加壯大，繼
續發光發熱，秉承獅子精神，幫助有需要的人士。

東省西樵福利中心，與院
舍的長者暢談生活點滴，
並送上食物和暖水壺給他
們，帶給長者絲絲溫暖。
這個聯合服務加深了我們
對內地老人院生活的瞭
解，並為我們的31周年
紀念添上意義。當晚，

香港植樹日從1998年開始，在每年3月的第四個
星 期 天 被 定 為 「 植 樹 日 」。 成 立 香 港 植 樹 日 的 目
的是通過植樹活動來綠化香港，並且向香港市民
宣傳環保信息、防止山火及保護山林的意識。
三月二十三日是植樹日，會長與其他屬會獅友代表
獅子會自然教育基金到西貢獅子會自然教育中心植
樹，推動綠化環保，不遺餘力。

兒童的視覺發展大概於八歲時完成發育。假如視力

鏡。我們希望藉著這個服務提醒大眾保護眼睛，透

在這發育期間出現異常，而未能矯正，視覺發展

過視覺檢查，及早矯正視力問題。

或會受損。在日常生活上，家長較難察覺孩子的視
力問題。透過視力普查，可及早發現視力異常的兒
童，以便安排轉介及治療，有助他們將來的視力及
視覺發展。
三月三十日，紫荊獅子會與五個中國港澳303區的
屬會聯合舉辦視覺服務，為沙田水泉澳村居民進行
視覺檢查。眾獅姐早上到達會場安排諮詢處工作，
中午在水泉澳村廣場平台舉行開幕議式，下午在頌
安幼稚園為居民檢查視力，並為有需要人士配置眼

2019年3月至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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屯門
獅子會
Tuen Mun

會長
劉小惠

資訊委員
薛滙文

1月21日
新民獅子會梁麗琴獅姐探會

本

會於2019年1月21日於尖沙咀東帝苑酒店進行第
七次理事會及例會，除了如常討論會中大小事務
外，是次會議更有幸請得新民獅子會梁麗琴獅姐來訪講
述對303區的看法和願景，會後一眾獅友與梁麗琴獅姐交
流了對獅務發展的想法，梁麗琴獅姐更為本會的壽星送
上生日蛋糕和祝福，場面溫馨愉快。

2月22日 新春團拜
2月22日晚上我們於金鐘力寶軒舉行了新春團拜活動，每
逢新春佳節獅友們總是忙於遊覽世界各國，於新春假期
後都會陸續返港，而新春團拜則是每年屯門獅友一同團
聚的重要日子，除了邀得第四分區主席成爾斌獅兄和第
十分域主席葉笑彤獅姐來臨一同慶祝外，各獅友亦帶同
獅嫂獅姐夫出席。會上大家載歌載舞，會長亦為每位獅
友青獅準備開工利是，在熱鬧歡騰的氣氛中寄願屯獅上
下在新一年能百尺竿頭，更進一步！

2月22日 303區領導人探會
於2月的理事會會議上，會長邀請了總監郭美華獅
姐、第一副總監王恭浩獅兄及第二副總監梁禮賢獅
兄探訪本會獅友，當晚三位303區的領導人向理事
會成員及獅友們一一詳述任內的工作情況，分享
了303區所面對的工作挑戰和獅子運動在香港澳門
區的機會與發展，獅友們亦對三位領導在任內一直
努力付出致以肯定和嘉許，期望在區領導的帶領下
303區和屯門獅子會可以一同進步。

3月30日 獅子會流動捐血車展示暨感謝狀頒授典禮
為支持和配合303區在香港向巿民大眾推動捐血活
動，在303區的呼籲下，屯門獅子會和本會何國材
獅兄分別各捐出了10萬元予獅子會流動捐血車購置
活動，合共20萬元的捐款以支持是項善舉。於感謝
狀頒授典禮上本會會長劉小惠獅姐、何國材獅兄及
兩位前會長葉慧芳獅姐和葉笑彤獅姐代表本會接受
了紅十字會的感謝狀，希望新添置的捐血車能為有
需要人士募集寶貴的血液，並借助流動捐血車向巿
民大眾推廣捐血救人服務社群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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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太平洋
Hong Kong (Pacific)

獅子會

會長
陳植森

資訊委員
顧明仁

「明德講理」活動圓滿結束

為

期四個月的第二屆「明德講理」青少年漫畫
及徵文演講比賽決賽及頒獎典禮於3月23日
下午於觀塘慕光英文書院禮堂順利舉行，承蒙前總
監馮妙雲獅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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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第七分域
主席金冠中獅兄出席主禮及其它友會獅友出席支
持。此活動由本會主辦及秀茂坪警區合辦，於去年
12月開始接受觀塘秀茂坪區學校中學同學投稿，主
題為「和而不同、求同存異」，參賽的同學必需通
過四格漫畫或1,000字的文章去表達主題對社會發
展的重要性。
今年一月初截稿時收到逾200篇參賽漫畫及文章，
參賽的同學經過不同組別評審團的精細評閱及面
試後，獲得晉身高
級組最後十強的同
學在當天現場使用
視聽器材去演譯自
己的文章。決賽的
評審團除了本會會
長陳植森博士，前
會長李業卿博士工
出席決賽的同學

程師外，亦包括了秀茂坪警區代表曾俊傑警司、香
港大學的陳綺珊教授及商報高級編輯董秀生女士。
高級組的冠、亞、季軍同學分別獲得港幣$2,000、
$1,500及$1,000的書券和獎座。初級漫畫組的冠、
亞、季軍分別獲港幣$1,500、$1,000及$500的書
券和獎座。所有優異獎的同學均可獲港幣$200書
券及嘉許狀。今年參加比賽的文章水準也很高，證
明中學同學的中國語文基礎頗高。
此活動目的為提醒本港的中學生要懂得瞭解明白中
國傳統的道德觀念及在日常的生活中展示出來。每
年本會都會有不同主題和不同的警區合辦，希望藉
此加強青少年人的社會道德觀念及推廣中國的傳統
美德。

全體獲獎同學、評審嘉賓及本會會員

「控糖適食，食營Ｄ」活動
跟 據政府的統計，近年本港的糖尿病患者人數不但
上升而且有年輕化的現象，很多基層市民對糖尿
病的成因與護理亦缺乏基本瞭解，容易引起相關的
併發症，對心血管也有嚴重的影響，不容輕視。有
見及此，本會與九龍醫院愛民邨社康護理中心於4
月6日下午在何文田愛民邨愛民廣場合辦「控糖適
食，食營Ｄ」的驗血活動，提高市民對糖尿病的認
識及日常生活飲食應該留意的地方。出席包括主禮
嘉賓九龍醫院關兆煜先生、活動聯合主席何國鳳女
士、303區第一副總監王恭浩獅兄、第三分區主席

本會獅友與主禮嘉賓及義工合照

周傑浩獅兄、第七分域主席金冠忠獅兄、香港新民
獅子會梁麗琴獅姐及本會十多位獅友。
當天活動會場設有多個不同內容的攤位，包括為市
民免費檢驗血糖、贈送給小朋友的得意扭扭波、中
醫師義診教育市民對糖尿病的保健常識及派發生活
健康資訊單張等。出席參與的市民非常踴躍，我們
在短短的兩個多小時替接近兩百位市民提供檢驗血
糖服務，增加他們對糖尿病的認識及護理常識，也改
變個人的不良飲食習慣，活動於下午四時圓滿結束。
本會獅友參與驗血活動

2019年3月至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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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俊
獅子會
The Centurion

會長
劉成

資訊委員
陳紫荊

2019年2月17日 渣打馬拉松「齊撐殘奧精英」

香

港百俊獅子會參與了由渣打銀行舉辦的香

驗，百俊獅友們都表示期待下年度繼續參與此項有

港馬拉松2019十公里賽事。感謝當日各位

義意又具自我挑戰的盛事！

獅友踴躍參加，亦代表一班殘奧運動員感謝獅友們
善心捐助。
本年度有幾位獅友首次參加是次十公里賽，他們都
能在限定時間內完成賽事到達終點，因而感到十分
興奮與激動，同時亦為殘奧運動員作出鼓勵，是次
活動令我們感到十分鼓舞！其次，我們獅友表示於
參與過程中感受到大眾力量，一群來自五湖四海的
參加者們互相鼓勵支持下跑到了終點，實屬難得經

2019年2月25日 香港百俊獅子會例會
本會於尖沙咀 I Square 的狀元樓舉行例會，當晚
除了報告會務及活動安排外，最主要討論了是否成
為YODAC其中一個獎學金贊助會，經過一輪了解
後知道獎學金以書券為發放形式及其背後義意，獅
友們一致通過成為其中一個獎學金的贊助會。
獅友們瞭解到原來YODAC設立了一個獎學金給予
這些父母為戒毒成員的家庭學生作為鼓勵，希望能
透過這類鼓勵形式，讓吸毒家庭能多注重學童的自
身成長發展，達到多一份家庭關愛的目的，減少再
誤入歧途風險。

2019年3月2日《親子料理樂繽紛》
本會聯合了香港獅子山獅子會、九龍塘獅子會及香港和
平獅子會一同主辦《親子料理樂繽紛》活動，受眾為麥
當勞叔叔之家癌症康復兒童家庭，於美麗華商場的Pizza
Express餐廳舉辦。
活動當天一眾癌症康復兒童以及他們家人一同親手製造薄
餅，小朋友們穿著了我們為其準備的圍裙和廚師帽，化身
成為小廚神，個個笑逐顏開，家長們不停用相機拍下小朋
友們愉快笑容，場面十分溫馨熱鬧，這份喜悅同時傳遞了
給我們，亦感染了在場的所有朋友，度過了愉快的下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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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珠
獅子會
Pearl Island

會長
招幸嬋

資訊委員
宋寶瑞

「新春迎金豬2019」– 關懷長者 、從心出發

明

珠獅子會於新春期間聯同香港青年領袖同盟
進行了多次老人探訪活動，把節日的熱鬧氣
氛帶到老人院舍，與過百位長者慶賀新春。活動更
讓一班高中學生跳出校園，學習策劃統籌活動，服
務社會，成為明日青年領袖。
我們的首站探訪對象位於沙田新圍邨的聖公會保羅
安老院。二月十六日，我們二十多位義工團隊中午
來到院舍門外集合，負責表演項目的學生義工已在
門外空地綵排，非常認真。院舍座落於屋邨內一個
寧靜的角落，雖然面積不大，但整潔有序。我們到
達現場後便馬上分配工作，預備佈置及物資分配。
院舍內的長者除少數能自由行動外，其餘都需由護
理人員逐一攙扶進入活動大堂，對於平日習慣節奏
急快的我們，正是鍛鍊耐性的好機會。活動開始
時，學生義工們先跟各長者進行簡單的熱身操，之
後便開始連串的遊戲節目，包括猜謎語及估歌仔，
還大派禮物……一班年輕人更施展渾身解數，載歌
載舞，逗得每位長者笑逐顏開。

我本能地以僅會的一句半鹹淡上海話回應，誰知婆
婆的眼晴突然發亮，彷彿他鄉遇故知，連忙以上海
話滔滔不絕地細訴她的經歷：如何來到香港定居、
為何與家人分隔、日常溝通遇到的問題等等……雖
然大部分聽不懂，還是禮貌地一一回應點頭，充當
最佳的聆聽者。婆婆一面說著，一面緊握我手，言
談間流露著渴望的眼神，說到激動時更眼泛淚光。
短短的數分鐘交談，雖然未能解開婆婆心中的鬱
結，但總算讓她暢所欲言。住在院舍的長者得到基
本的照顧，物質雖不缺，但心靈空虛孤寂，往往需
要更多的關懷和愛護。婆婆，我們會再來的！祝願
你們各人身體健康，下次再見啊！！
之後，我們於二月十七日還探訪了位於佐敦的善一
堂中心–藝慈康寧苑老人宿舍，繼而在廿三日探訪
亞洲婦女協進會之頤養之家，一間只容納40人的小
型而乏人關注的老人院舍。連串的探訪活動為各人
帶來不一樣的體驗，讓獅姐和學生們從中體會老人
的需要，更懂尊敬長者和愛錫家人。

除娛樂節目外，活動中段還加插了一
個互動環節，讓長者盡訴心中情。義
工輪流逐一與長者交談， 給予親切
慰問。當日編者便遇上一位來自上海
的婆婆，起初婆婆對我的問候充耳不
聞，心想她可能有聽障又或許我面目
可憎，正當準備轉移目標之際，她竟
然用上海話說自己不懂粵語。這刻，

三月六日例會，三喜臨門

流動捐血車展示暨頒獎典禮

明珠獅子會於三月六日在尖沙咀意大利餐廳舉行
例會，得到第二副總監梁禮賢獅兄及第二分域主
席陳雅輝獅姐先後前來探會及指導會務，獲益良
多。當晚同時為創會會長陳蕙婷獅姐慶祝生辰，
眾人為壽星女送上祝福，氣氛熱鬧。

籌劃多時的流動捐
血車終於誕生了！
作為其中一個參與
捐贈的屬會，當然
熱切期待見證這
個重要時刻。會長
招幸嬋獅姐應邀出
席於三月三十日
假紅十字會舉行
的感謝狀頒授典
禮，接過感謝狀
後於捐血車前拍
照留念，分享喜
悅的一刻。
2019年3月至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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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淺水灣
獅子會
Repulse Bay Hong Kong
本

會於2019年2月16日在旺角朗豪坊康得思
酒店舉行新春團拜！一眾獅兄、獅姐、青
獅、獅嫂及家庭成員聚守一堂，麻雀耍樂、撲
克、平版電腦遊戲，各適其適，大家歡度一個愉
快的晚上。

會長
李輝榮

資訊委員
曾新華

本會於2019年3月14日在尖沙咀假日酒店龍苑舉
行第九次董事會，承蒙第一副總監王恭浩獅兄、
第二副總監梁禮賢獅兄和第十三分域主席謝香鶯
獅姐進行親善訪問。分享他們過往一年的工作成
果及對來屆的抱負，使到一眾獅兄和獅姐清楚知
道他們是如何為獅子會作出貢獻，感恩他們帶領
獅子會茁壯成長，多謝他們努力的付出！

本會青獅於2019年2月24日舉行第一個活動是義工蒙眼模仿視障
人士食飯。多謝本會蘇啟宗獅兄借出餐廳和贊助食物。
同時亦於2019年3月17日舉行第二個活動是帶領視障人士在香港
大學起步，行上山頂，行程約1.5小時，參與人數約30人。
一月份，我會多了一位獅姐加入我們的大家庭，她是徐家瑛小姐
Julia，她從事物流工作。希望她可以很快及愉快地融入我會，大
家努力為社會作出貢獻。

香港中港
Hong Kong (Mainland)

獅子會

會長
羅顯榮

本

會於2019年3月2日假座筲箕灣麗宮酒樓舉行「視障視全人士協會–新春團拜2019」，為一眾視障
視全人士協會會員筵開八席舉辦新春午茶團拜，互相祝賀一番。大會主席張雪芬獅姐與會長羅顯榮
獅兄帶領獅友一同籌備是次服務。典禮儀式過後，全體獅友及會員合唱《歡樂年年》，帶動全場氣氛。受
眾們一邊享受精美菜餚，一邊接受獅友們大
派利是。隨後，獅友在台上主持並帶領台下
受眾猜燈謎，估歌仔等大玩遊戲，受眾們於
歡 樂 聲下 贏 取 禮 物 。 到 活 動 尾 聲 時 ， 我 們 更
送上福袋，寄喻福壽綿綿。祝願大家於新一
年都有個美好開始。
2019年3月4日，會長羅顯榮獅兄及
黃順愛獅姐一同出席香港戒毒會《喜
耀成長晚會2019》，會長代表本會
上台接受感謝狀。同晚，本會舉行三
月份理事會及例會，有幸邀請到第二
副總監梁禮賢獅兄前來官式探會，分
享其個人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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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4月1日，本會舉行2018-19年度會員大會，獅友們都盡
量放低工作特意出席，非常感謝指導總監張新村前總監到場為
我們監票。會上，我們全票通過張秀恩獅姐擔任2019-2020度
候任會長；黃雅麗獅姐候任第一會會長；徐敬良獅兄候任第二
會會長及周瑞興獅兄候任第三會會長。期望下屆會長張秀恩獅
姐繼續帶領本會獅
友上下一心，團結
籌辦一連串富意義
之服務，帶領本會
再創高峰。會議過
後，第一副總監王
恭浩獅兄前來官式
探會，分享其個人
理念，令當晚氣氛
非常熱鬧。

中區
Central

獅 子會

會長
陳玉芬

Club Quality Initiative Workshop
如何提昇及發掘新途徑引領屬會達致新境界

本

年度國際獅子總會將CEP更改為CQI，目的
以較易的方法協助屬會的發展。本會陳玉

芬會長在獅子年度初時，已向國際獅子總會查詢，
獲知將會有改變，隨即決定在轉變後為本會會員提
議舉行CQI工作坊。
何麗貞創會會長邀請潘偉基獅兄和楊應沁獅兄為本
會主持工作坊，於三月十九日的晚上假座喜來登酒

店舉行，當晚除了出門公幹的獅姐，所有在港的全
都出席，顯出獅姐們有決心提昇及發掘新途徑引領
本會達致新境界，期間導師與學員互有交流，一個
半小時的工作坊順利進行，最後的問卷及建議將會
在五月尾本會培訓日繼續完成。
最後，本會獅姐很高興潘偉基獅兄和楊應沁獅兄賞
面留下一齊晚餐，共話家常，增進獅誼。

A GREAT WAY TO START OFF THE YEAR OF THE PIG
Lions Club of Central has always been very
supportive to D303 functions. At the 2nd District
Joint Dinner in honour of Club Presidents, Honorary
Secretaries and Honorary Treasurers cum Chinese
New Year Celebration Party, our club had a total of
20 members plus their spouses attending this joyous
occasion.
The convention hall at the Hong Kong Convention
and Exhibition Centre was filled with laughter, you
could see happy faces all around. We grabbed
this opportunity to exchange good wishes and
lucky packets. The gods of fortune
became the most popular figure in the
function.

Lion Elisabeth Chow, who specializes in jewellery
design and retail; and Lion Rainbow Yip, who is a
professional financial advisor. We are sure that
their joining would contribute a lot to Lions Club of
Central, to District 303 and to the Spirit of Lionism.
Another delight of the evening was our Past
President Lion Iris Ho winning the runner-up in the
‘Best Dressed’ competition. To add icing to the cake,
our members had won 3 of the top prizes in the
evening’s lucky draw!! This is surely a great way to
start off the Year of the Pig.

Our club was especially delighted
to welcome 3 new members who
were inducted at the Joint Dinner Lion Elsa Chau who is an expert in
marketing and event management;
2019年3月至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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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荷李活
獅子會
Hollywood Hong Kong

會長
霍兆堅

人生中的美麗一刻

現

今女性在社會擔當的角色非常重要，例如

設計界代表余嫿女士及慈善界代表郭美華總監，成

本年度國際獅子總會的國際總會長古德龍

為我們的「美麗人生」大使，和大家分享一下她們在

英格達德獅姐、中國港澳303區總監郭美華獅姐以

兼顧眾多身份但同時在社會都取得巨大成功的心得。

及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女士，以上在
社會上重要的角色都是由女性擔任。在2018年，

當晚活動非常成功，全賴各位獅友及朋友的支持！

中國女性對國內生產總值(GDP)的貢獻率大約是百

除了由成功女性分享心得外，當晚的主題是一個跳

分之四十一，可想而知女性對經濟發展的重要性，

舞晚會，各位來賓都非常熱情，盡興而歸。

但顧及工作上的崗位之外，現代女性亦要照顧家
庭，以至顧及社會服務上的付出，要同時兼顧眾多
身份所需，確實一點也不容易，絕對值得得到大家
的嘉許及支持。
香港荷李活獅子會在3月14號舉辦了「美麗人生」
慈善晚會，鼓勵大家欣賞女性由心而發的美麗，表
揚她們在現今家庭及社會上持續的付出。當晚我們
好榮幸邀請了幾位不同界別的女性代表，包括演藝
界代表惠英紅BBS、粵劇界代表鄧美玲女士、時裝

荷李活金牌服務再度歸來！
香港荷李活獅子會於3月23號再度舉辦金牌服務「敬老
顯愛心」。當天有接近100名老友記出席活動，載歌載
舞，一起感受荷李活獅子會對他們十數年來持續的愛
心。我們邀請了荷李活獅子會資深獅友何文超獅兄為老
友記們表演經典金典，也邀請了一眾小朋友表演跆拳
道。另外，今年我們加入了新元素，邀請了專業律師吳
國榮獅兄，及殯儀業界代表楊志雄先生，為一眾老友記
講解立遺囑及殯儀要注意的事項，每位公公婆婆都聚精
會神去聽專業分享，同時也非常積極發問，令他們更明
白如何才確保能遺愛人間。下年再見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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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鑽石
獅子會
Diamond Hong Kong

會長
黃宏達

新會員入會儀式

2

月18日，國際獅子總會中國港澳303區舉辦「第

經濟及心理學學士、一位專業導師及行政總監。本

二次全區聯合例會–向屬會會長、秘書、司庫

會非常歡迎一些有心為社會貢獻的朋友加入本會。

致敬暨新年聯歡聚會」，當天，本會有兩位獅友接
受入會儀式正式加入本會，圖為合照，左起創會會
長鮑幗潔獅姐、陳煒陶獅姐、黃宏達會長、陳藝海
獅兄、李淑娟獅姐。
陳藝海獅兄由李淑娟獅姐介紹，陳獅兄是一位保險
業界精英。黃煒陶獅姐由創會 會長鮑幗潔獅姐介
紹，黃獅姐是一位非常成功人士，是香港嶺南大學

3月29日驗身服務
當天為第八分域聯合服務日「視力服務–開心歡樂」，本會聯
同元朗獅子會、香港鳳凰獅子會、維港獅子會及香港東方之珠
獅子會，五個會由第八分域主席梁彩意獅姐帶領，聯同江志榮
視光學博士為學校的學生進行驗眼服務。當天服務非常成功，
是十分有意義的活動。本會當日共有8位會員出席協助工作，
支持第八分域主席梁彩意獅姐。

捐款十萬元
本會捐款港幣十萬元，協助303區為「香港紅十字會輸血服
務中心」籌款服務計劃，成功捐贈一部全新的「獅子會流
動捐血車」，這籌款是一項非常有意義的服務計劃，令香
港增加多一部流動捐血車，帶着獅子會的獅子章捐贈的流
動捐血車，令人感受到獅子會有不同類型的貢獻為香港市
民的社會服務！
在3月30日，由創會會長鮑幗潔獅姐代表本會出席儀式接受
感謝狀，由「香港紅十字會輸血服務中心」的李卓廣醫生
及303區總監郭美華獅姐聯合頒發。

2019年3月至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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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青馬
Tsing Ma

獅子會

會長
呂慕選

3

月24日(星期日)由國際獅子會腎病教育中心及
研究基金舉辦的「洗腎救人獅子行」慈善步行
籌款活動，於沙田城門河舉行。青馬獅兄與一眾
「腎友聯」和其他 國際獅子會腎病教育中心及研
究基金支持者，參加一年一度之慈善步行籌款活
動，其後中心總理兼青馬指導會長梁偉宣醫生款
待獅兄和家人
參加假元朗流
浮山陶氏休憩
生態農莊舉行
之盆菜宴，筵
開50席，濟濟
一堂，與眾同
樂！

3月9日(星期六)是一年一度香港青馬獅子會新春
團拜，大部分獅兄都抽空出席活動，而身在異國
的前會長雖然未能親身出席，也支持活動贊助抽
獎禮物。再次證明青馬獅子會獅兄們的團結精
神，從不會因為時間或地域而改變兄弟情。今年
的新春團拜活動，由這兩年新加入的獅兄們策劃
全晚所有精彩遊戲
及節目，整晚氣氛
高潮迭起，笑聲不
斷，更有財神爺大
派利是，令所有在
場的獅兄、青獅、
家人和來賓們流連
忘返。

2019年3月30日(星期六)「獅子會流動捐血車展示暨感謝狀頒授典
禮」假「香港紅十字會輸血服務中心」總部舉行。2016年獅子會應
紅十字會建議捐贈流動捐血車，於本年度四月十三日正式啟用，由於
紅十字會捐血車車齡已久，機件及設備未能全力發揮，為了進一步優
化，全新的獅子會流動捐血車會取代現役服務了超過16年的流動捐血
車。香港青馬獅子會一如既往支持區會響應，眾志成城，大力支持紅
十字會捐血服務，本會一眾獅兄共籌集善款10萬元，為是次籌款購買
新車及設備，以表對捐血服務的支持！

香港特區中央
Center Point H.K.S.A.R.

獅子會

香

港特區中央獅子會於2019年3月17日，假元
朗龍田村之溱柏(The Green Atrium)舉行籌
款活動，名為「獅友童行 由內而外 傳揚獅愛」。在
大會主席周靄儀獅姐及一眾獅子會領導帶領下，是
次籌款活動有接近100名獅友及家屬好友扶老攜幼
出席。大家一同欣賞表演及參觀農莊，既可享受天
倫之樂，亦學習到健康及環保知識。是次籌款活動
對個人、家人、社會及環境都有裨益。

本會謹在此鳴謝國
際獅子總會港澳三
○三區總監郭美華
獅姐及第一副總監
王恭浩獅兄、第二
副總監梁禮賢獅
兄、全球會員發展
團隊區協調員高敏
華前總監、第五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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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長
何宇軒

資訊委員
張美寶

區主席鄒偉文獅兄，
以及第十三分域主席
謝香鶯獅姐出席支持
及指導。
同時，感激活動大
使姚亦禮、邱芷微
及陳志忠，香港花式
跳繩會及Inspiration
Dance Center
Dancers為籌款活動
的精彩演出。
我們希望透過遊戲及學習體驗，讓大家了解可持續
發展、環境保護及有機耕作的概念，把環保的題材
變得生動有趣，而且讓家庭透過農耕體驗，學習耕
種、生態及環保知識，教育孩子尊重食物。藉此活
動由內而外，傳揚「獅」愛：
愛自己–遠離繁囂城市，體驗環保生態之旅
愛家人–鼓勵獅友多攜同家人出席活動
愛社會–贊助低收入單親家庭母親節活動
愛地球–從食物鏈體驗環保
最後，家長向小朋友解釋是次活動籌款的目的，讓
小朋友也學習關心社會，幫助有需要的人，薪火相
傳，令世界變得更美好。

維港
獅子會
Harbour View

會長
鍾鳳愛

維港一年一度殘疾人士活動–歡樂繽紛賀新禧

藉

著新一年的來臨，維港獅子會於2019年2月
24日(星期日)假北角富港酒家舉行了「歡樂
繽紛賀新禧」，希望能於新春佳節繼續回饋社會，
當日邀請了約120名傷健人士及東區居民參與，其中
包括：肌肉萎縮症病患者及家人，場面熱鬧而溫馨，
而維港獅友亦空群出動擔任義工為活動出一份力！
大會當日亦邀請了多名主禮嘉賓出席，其中包括：
大會主席周炳信獅兄、國際獅子總會中國港澳303
區總監郭美華獅姐、社會福利署(東區及灣仔區)助
理福利專員馮慶琛女士、第二副總監梁禮賢獅兄、
前總監馮妙雲獅姐、東區區議會羅榮焜議員、第八
分域主席梁彩意獅姐、會長鍾鳳愛獅姐、創會會長
馮翠屏獅姐以及活動副主席楊淑媜獅姐等，令活動

更添意義並為活動帶
來更多的支持與鼓
勵。
在活動開始前，本會
獅友均提早到達會場
擔任義工，一同包裝
福袋及綵排，在活動當中亦有多名獅友大展歌喉，
使得活動生色不少！同時大會亦安排了多個有趣的
遊戲，場面熱鬧、開心，就好似一年一度的歡樂聚
會，受眾者亦表示十分高興可以參與我們的活動，
加上二位司儀冼詠珍獅姐以及吳建豪獅兄出色兼合
拍的表現，令整個活動氣氛都十分高漲，讓大家愉
快地度過了一個非常有意義的下午。

維港春遊花東之旅
本會獅友期待已久的「維港春遊花東之旅」已於3月15至19日順利完
成，出席的獅友與親友共27人，玩盡台北台東花蓮等地。感謝會長及
獅姐夫悉心安排了今次台灣花東之旅，好天氣、好心情、好食物、好環
境、好開心的五天行程令每一位團友都非常滿足！而最後一晚會長及獅姐
夫宴請團友的特色御籠宴更令大家驚嘆不已，共度了一個開心愉快旅程！

「我要健康之兒童視力檢測2019」
本會本年度的「我要健康之兒童視力檢測2019」
的服務已於上星期日2019年3月24日假佛教中華康
山學校舉行，得到大會主席麥月愛獅姐及副主席姜
小榮獅姐的細心統籌、嚴慎安排以及各位獅友的積
極參與，使活動得以順利完成。
是次活動得到香港東區婦女聯會、香港東區青年交
流促進會以及睛彩慈善基金擔任合辦單位，更邀得
佛教中華康山學校為協辦單位，各單位全力支持，
使活動顯得更實力非凡。
大會當日邀得18位嘉賓出席擔任主禮，其中包括：
國際獅子總會中國港澳303區總監郭美華獅姐、社
會福利署東區及灣仔區策劃及統籌小組社會工作主
任楊志雄先生、東區民政事務處筲箕灣聯絡組主管
張美祺女士、第一副總監王恭浩獅兄、第二副總監
梁禮賢獅兄、前總監馮妙雲獅姐、第三分區主席周
傑浩獅兄、睛彩慈善基金會主席甘定洸醫生及創會
會長周伯展醫生、會長鍾鳳愛獅姐、東區康城分區
委員會主席馮翠屏獅姐、佛教中華康山學校馬中駿

校長、學校家教會主席許頴之女士、傳藝教育慈善
基金會行政總裁吳子文博士等。
活動先由簡單的儀式開始，儀式完結後各出席的學
童由老師及家長義工帶領分批進行驗眼，而等候驗
眼的學生則會被安排前往參與攤位遊戲，第二部份
則由周伯展醫生講解各項兒童眼疾以及保健方法，
當日出席的學生連同家長逾150名，坐無虛設，十
分熱鬧。本會多名獅友亦擔任義工協助各個檢測，
包括：視力、色覺及立體感。最後，每位出席的學
童均得到由傅藝教育慈善基金會及第八分域主席梁
彩意獅姐贊助全場的禮品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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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八分域聯合活動–護眼行動–開心歡樂見
本年度第八分域各屬會於3月29日上午舉行了一個聯合服務名為「護眼行
動–開心歡樂見」，為將軍澳陳國威小學390名學生作免費眼科檢查，本
會有逾10名獅友抽空出席到場協助各項驗眼工作，與各友會獅友齊心合力
為學童提供適切的眼科檢查及護眼知識，場面熱鬧，各項安排順利完成，
出席的獅友均愛心滿盈。
2019年3月至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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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亞洲
獅子會
Hong Kong Asia

會長
張寬年

我和情人有個約會

本

會於2019年2月14日情人節當日，與樂暉

照，及送上玫瑰花及福袋禮物。活動在一片歡樂的

長者地區中心合辦一項名為「我和情人有

氣氛中，於5時圓滿結束。

個約會」的活動，以招待40對70歲以上的體弱或
長期病患夫婦，前往一所裝潢懷舊的食肆享用下午
茶，好讓他們在一個傳統節日的浪漫氣氛下一起聚
餐，懷緬昔日共同度過的美好時光。當天下午張寬
年會長偕同多位獅友及青獅，以旅遊巴士及輪椅的
士接載一眾長者，到達目的地尖沙咀山林道金鳳
餐廳。活動於下午3時開始，長者們一邊享用下午
茶，一邊跟大家分享夫婦相處點滴，風趣幽默之餘
更極盡溫馨浪漫，而獅友們亦替眾長者夫婦拍攝合

兒童驗眼服務及眼睛健康講座
本會於2019年3月28日（四）到荃灣思博幼稚園，
為150位2-6歲小朋友進行驗眼服務。當天會長張
寬年獅兄與本會獅友譚孟堃眼科醫生，偕同荃灣眼
科及白內障中心兩位李熾禮醫生、黃國棟醫生，及
多位護士與視光師，一起在幼稚園為小朋友檢查眼
睛，讓視力有偏差的小朋友得以及早知悉，而情況
嚴重者，醫生們即時撰寫轉介信，讓有關小朋友前

往專科醫院或診所求醫。3月30日（六）， 三位
眼科醫生為兒童家長舉行眼睛健康講座， 講題為
「孩子為何頻繁眨眼–常見的視力問題及近視的控
制」，講座亦附有問答環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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銅鑼灣
獅子會
Causeway Bay

本

會長
黃健明

會 於 3 月 2 9 日 參 與 了 香 港 心 理 衞生 會 臻 和

學校每年一度的全方位學習活動–「水

果日2019」，跟老師學生們一起製作新鮮水果食
品，亦在品嘗多樣鮮果的同時瞭解不同水果的益
處。
當天一早，同學們已精神奕奕地聚集在學校大禮
堂，急不及待地要進行當天的活動。老師和獅友們
事先預備了各種新鮮的蔬菜、水果和廚具，其後各
人分為數個小組，興致勃勃地進行不同的主題活
動，包括製作牛油果沙律、香蕉蛋糕、水果拼盤、
冷壓果汁等，更一起合力製作水果花盆。活動中，
參與者在一邊進食水果，一邊分享最近的學校生
活，氣氛樂也融融，不亦樂乎。最後各人一起包裝

「水果紀念品」帶回家和家人分享，向家人傳遞「每
日吃水果」的概念，保持身心健康。
臻和學校特別把自家製作的花茶和茶葉送給銅鑼灣
獅子會，多謝我們一直以來的參與和支持，獅友們
更有幸品嘗新鮮採摘的栗米和蝶豆花花瓣，令獅友
們在進行富有意義的服務時又能與參加者分享快
樂。

連續五年以上獲得「同心展關懷」標誌
銅鑼灣獅子會很榮幸於2018/19年度獲得香港社會

逆能力，為社區添上濃濃的人情味。

服務聯會舉辦的「商界展關懷」計劃5 Years Plus
Caring Organisation Logo獎項。是次為本會第

「商界展關懷」社區伙伴合作展2019將於2019年5

五年獲得此獎項，表揚我們過去多年一直對社區的

月20日假香港灣仔香港會議展覽中心展覽廳舉行。

關懷。我們的合作機構是香港女青年會長青松柏中
心，服務對象主要為葵青區的長者和地區居民。我
們合作的「暖Love Love‧糖不甩」計劃，每年均
組織多次義工探訪活動，集結和推動一班熱心的年
輕長者化為助人者，探訪同邨的獨居和雙老長者家
庭，讓他們以切身的角度互相幫助，建立良好鄰里
關係，貢獻社區，從而提升他們良好的自我感和抗

2019年3月至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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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半山

獅子會
Mid-Levels, Hong Kong

關注弱勢學童

香

港半山獅子會一向致力提供學童教育的支援服務，由其關注 SEN (Special Education Needs/有特
殊教育需要) 學童包括嚴重或多重殘疾、唐氏綜合症、自閉症等。去年本會與不同的機構舉辦或資
助各項服務計劃，希望給予弱勢學童多點關注及幫助。

活出真我
最近在前上司慫恿之下，跟他一起去學非洲鼓，雖然自己喜
愛音樂，但之前從未接觸過非洲鼓，而且是導師班。導師
Pamela 有十多年經驗 ，主要是用非洲鼓作音樂治療，對象
是SEN小朋友。課堂中，她講述了一些很感人的經歷，讓我對
SEN小朋友更加了解，應該是消除了一些「誤解」。這些小朋
友其實是很有潛能，他們只是活在自己的世界裏，有着他們的
學習規律。Pamela老師常常嘴裏說一句話，「他們就是我們
的老師。教我們甚麼是堅持、忍耐、謙卑。」
參加了香港半山獅子會之後，其中一群服務對象也是 SEN 小
朋友，讓我多了機會接觸他們。去年年尾我參與由本會受助機
構「基督教勵行會」舉辦的聖誕聯歡會，25位受惠的小朋友當
中不乏 SEN 學童。 一輪熱身的遊戲後，小朋友對獅姐們減少
了芥蒂，大家跟着導師齊齊制作DIY潤唇膏，還吃了他們期待
的麥當勞食品，接過了聖誕禮物後，大家在熱鬧氣氛下度過了
一個歡樂的上午。
SEN 小朋友活在自己的世界裏，只懂活出真我。對他們來
說，自己就是一個正常的小朋友。但往往他們得到的都是責
罵、反對，甚至是指控、評擊。一直在這種負面環境中長大，
又怎會得到認同、 認可，而自我價值、自信心又從何而來呢？
很尊敬為SEN小朋友服務的老師、社工、導師、音樂治療師
們，他們不只是在做一份工作，而確實需要使命感和愛心。香港半山獅子會會用心用力支持SEN社群，
繼續為家長及社會團體作出支援。
撰文：蘇翠珊獅姐

不一樣的校慶，為你們驕傲
在3月1號我有幸代表本會出席獅子會何德心小學二十周年校慶典禮，典禮中頒發本會贊助「非同非響」
電影欣賞活動徵文比賽的各獎項。
當天令我嘆為觀止是一齣長達二十多分鐘的英語音樂劇，四十位小學生用英語現場演譯及唱出故事，水
準非常高。其中一幕是主角向台下的觀眾提問，觀眾亦熱烈地跟着表演者的指示用手勢去回答，大家打
成一片的場面令我非常感動！ 能夠在一所採用中文教學
的學校欣賞由一班小小年紀的學生帶動全場觀眾情緒的
英語音樂劇，為你們及背後的制作團隊鼓掌。
典禮後我才得知學校關注校內SEN學童的需要，給予
他們均等機會融入主流學校，而比賽季軍正是一位表表
者。能夠在同一個平台上學習，同一個平台比賽，他們
完全沒有給比下去。為學童的成績，為學校及老師的栽
培而鼓舞！
撰文：會長袁杜錦鸞獅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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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長
袁杜錦鸞

資訊委員
田愛平

一年一度盆菜宴
二月二十三日是香港半山獅子會第五年舉辦「樂聚盆菜賀豐年」盆菜宴，今年在黃大仙鳳鳴樓會堂舉
行。大會當日筵開二十九席，宴請了二百四十位黃大仙附屬七個院社的長者一同共晉盆菜宴，藉此機會
回饋眾長者對社會的深厚貢獻，更為他們在新一年送上的祝福。
盆菜宴由香港半山獅子會主辦，黃大仙嗇色園協辨，今次活動則藉着新春佳節與各位長者聚首一堂慶祝
豬年的蒞臨。當日大會安排了嗇色園的可富醒獅隊舞獅助興，為娛樂部分揭開序幕。
帶領着十八位平均年齡七十歲的長者上台正是醒獅
隊的靈魂人物蘇師傅，當司儀介紹他已是九十四歲
高齡，還未待台下掌聲停止，蘇師傅已紮穩腳步，
提起有力的手臂，棍起棍落，每一下鼓聲強而有
力，與鑼聲配合得天衣無縫，大家都提起相機拍下
精彩的表演。緊接着是可富醒獅隊的醒獅及採青表
演，他們的表演一點都不比年輕人遜色，看得大家
都讚嘆不已，掌聲不停。每年農曆新年正是他們最
忙碌的時候，最難得是他們不收分文義務演出，敬
業樂群，回饋社會，真是難能可貴！
大家品嚐過美味的盆菜後，接着的娛樂節目由演藝界前輩Fanny出場載歌載舞，她唱着耳熟能詳懷舊的
歌曲，大家也跟着一起唱。她帶領長者們玩遊戲還送禮物，她幽默風趣的對白令在場每一位觀眾捧腹大
笑，令台上及台下打成一片，現場的氣氛亦推至高峰。接着下來還有本會黃陳德芬獅姐唱出多首新春的
名曲。兩位財神的出現更是長者們期待的時刻，接過財神的禮物更為來年添上好運。獅姐們更親自為
每台的長者送上福袋及祝福，長者們開心地接過福袋，面上的笑容，還不停地多謝我們，至今還歷歷在
目！活動亦在一片歡樂聲中圓滿結束。

黃大仙嗇色園馬澤華主席、李耀輝監院及董事出席，令活動增添不少光彩。
撰寫：大會主席郭美蓮獅姐

2019年3月至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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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會感謝主禮嘉賓303區總監郭美華獅姐、前國際理事文錦歡獅姐、區職員、各位前總監、會長、獅友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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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文田
獅子會
Ho Man Tin

會長
陳祖旋

何文田獅子會大獅與青獅團拜
日期：2019年2月9日(星期六)
時間：中午12時至下午3時
地點：何文田獅子會創會會長府第
謝創會會長前總監許世光獅兄在其府上邀
請何文田獅子會及青年獅子會會員一起團
拜，大家除了慶祝新年，亦得到一個聯誼好機會。
雖然大獅們可能在社會經驗上佔優，但是於服務大
眾，好多時需要新思維，能夠跟青年獅子會成員多
相處，彼此可以互相欣賞及學習，更重要增加大家
對獅子會的向心力。如果整個家庭都可以參與獅子
生活，無論對總會增員，甚至社會服務都有莫大裨

益，所以何文田獅子會不時以多種形式，將獅子精神
帶到不同年齡層的會員，更把他們的家庭融入一起。

多

護老敬老，獅子愛心茶聚
日期：2019年3月2日(星期六)
時間：下午2時至下午4時30分
地點：柴灣福臨皇宮酒樓
社會上對長者服務有不同程度的關注，但是一班在
家中照顧耆老的護老者，社會可有關心呢？柴灣愛
華耆樂中心希望透過不同服務，將關心護老者這個
訊息傳揚開去，何文田獅子會跟中心
合辦新春茶聚，希望為這班護老者
打氣。

其實一個簡單飲茶活動，是社工陸姑娘的悉心安
排，目的是將區內一些深居簡出的長者請出來，跟
他們做朋友，同時利用鄰里，廣佈線眼，增強彼此
關心，希望減少悲劇個案發生的機會。散席時，獲
得新認識老友記稱讚活動，還表示會因此多去中
心，非常滿足。

朋友是要不時見面的，今天除了舊相
識，還有一些新的朋友到來，大家一
同傾偈、玩遊戲、飲茶、抽獎，開心
度過了一個下午。

何文田獅子會例會暨總監候選人拜訪及
音樂專家分享音樂服務
日期：2019年3月19日(星期二)
時間：晚上7時至10時
地點：尖沙咀帝苑酒店中餐廳
多謝總監候選人–王恭浩獅兄到臨本會分享其參選
政綱，同時闡述來年其服務核心工作，王獅兄來年
會著眼更多在青年服務上，這一方面跟國際總會服

務理念相呼應，同時本會亦希望在青年服務上可以
投入更多，來屆設定服務計劃時，本會定必參考總
會的方向。
是晚我們邀請到SAM音樂學校校長–Jenny Lee為
主講嘉賓，李校長音樂造詣非凡，同時熱心教學工
作，尤其對於特殊教學需要學童有獨到心得，何文
田獅子會聽過李校長的分享，便產生合作念頭，期
待在往後的服務中，可以結合李校長的專長，為更
多兒童及青少年提供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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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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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新民
Hong Kong Citizens

豬

獅子會

會長
何銳祺

資訊委員
梁智賢

年伊始，在此農曆新春之際，香港新民獅

娃娃，祝願大家在豬年身體健康、獅運昌隆、諸事

子會前會長梁麗琴獅姐邀約各位會長、指

順利、諸事吉祥、珠圓玉潤、金豬報喜、豬年行大

導會長及第一副會長在年初九(2月13日)一起出席

運！

團拜晚宴，同賀新年。
當晚，我們非常榮幸一共邀請到50多位會長、70
多位指導會長及第一副會長等獅友出席是次團拜晚
宴，大家一起玩遊戲，包括：新春大風吹及雀神挑
戰賽，大家濟濟一堂，非常愉快！財神同時派送幸
運金幣巧克力，迎春接福。梁麗琴獅姐亦準備了豐
富禮物大抽獎，多位幸運獅友都滿載而歸。我們亦
為每位出席獅友都準備了一隻新春祝福語的小豬毛

3月17日，香港新民獅子會創會會長李敏兒獅

香港新民獅子會前會長梁麗琴獅姐冠名贊助「獅

姐、香港新民獅子會前會長梁麗琴獅姐參與了由

子會與浸會大學中醫藥慈善基金–慈善高爾夫球

智行基金會主辦，在赤柱廣場的智行香港「智善

賽」在3月28日(星期四)順利於香港高爾夫球會

同行」嘉年華2019，我們非常榮幸可以成為贊助

舉行，是次高爾夫球賽為中醫藥慈善基金籌得之

機構之一。智行基金會由2002年起為「愛滋遺

善款，將聯同浸會大學為幫助有需要的長者和長

孤」提供教育和支援，在中國為超過26,000名學

期病患者接受中醫藥診斷和治療，並在遍佈於港

生提供助學及心理發展等服務，服務受眾以受愛

島、九龍和新界的浸大中醫診所全面推展和延續

滋病影響家庭的學生為主，亦包括受貧窮、疾病

「長者愛心診症咭計劃」。

和歧視影響的學生。

2019年3月至4月

71

香港壽臣山
獅子會
HK Shouson Hill

會長
關美儀

資訊委員
陳麗雯

「樂齡薈萃迎金豬」

香

港壽臣山獅子會一年一度敬老活動「樂齡薈
萃迎金豬」於今年二月二十三日於梨木樹商
場百利好酒家舉行，有250位老友記參與活動。主
要目的是為長者們提供新春聯誼茶敍、服務社群及
繼續讓更多市民瞭解獅子會「我們服務」精神。當
天表演節目豐富，一眾嘉賓及演出團體也為大家落
力表演，載歌載舞，氣氛熱烈又溫馨。表演包括古
箏、印尼合唱團、梨木樹歌唱班、小朋友粵曲及流
行歌曲，我們邀請到本活動主席李家興獅兄和會長
關美儀獅姐及獅友們齊齊為當天長者們獻唱金曲。
本會對長者們及支持者的踴躍參與表示謝意，亦感
謝協辦機構林顯輝社區服務處及所有獅兄獅姐、義

工和表演團體的投入，使今年長者下午茶敍圓滿成
功。本會更為每位出席的長者派送「福」米一包、
長者利是和福袋，務求大家能盡興而歸。今次活動
得到各位長者
們的讚賞，人
人樂而忘返。
我們日後會繼
續為長者們
舉辦此類活
動。祝願各
位長者健康
快樂！

新聲音女性座談會
香港壽臣山獅子會於2019年3月23日舉辦「新聲音
女性座談會」。New Voices是國際獅子總會的一
個新理念，目的是積極倡議着重增加獅子會的女性
會員人數，作為女性積極參與，勇敢發聲的平台，
進而拉近男女在領導職位上的差距，促進性別平等。
這次座談會
是香港壽臣
山獅子會首次
舉辦，大會主
席是創會會長
嚴偉貞獅姐，
她和籌委會
成員在去年
2018年10月
開始，悉心籌
備這活動長達
六個月。今次
活動非常榮幸
邀請到三位非
常有份量的演講嘉賓，第一位是新聲音東南亞憲章
區主席文錦歡前國際理事，她演講「女性如何透過
獅子會回饋社會和她在獅子會的心路歷程」；第二
位是張瑪莉市場推廣（國際）有限公司執行董事及
創辦人張瑪莉小姐，她演講「女性的美麗、優雅、
儀態、衣著應注意的禮儀」；第三位是帝鋒金融集
團董事總經理李俊亨先生，他演講「新女性理財與
投資策略」。三位嘉賓的演講令到場的朋友都熱烈
鼓掌讚賞獲益良多，確實三位嘉賓的演講非常精
彩，尤以文理事在獅子會的心路歷程，非常有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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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深信未認識獅子會的朋友能在心裡面埋下一粒
良好的種子，有些朋友還想立刻參加獅子會這大家
庭！這次的座談會已達到我們的目的。
今次的座談會能順利完成，感恩有七個婦女團體
認同和支持，支持機構有：最傑出女企業家協
會、國際婦女會、金紫荊女企業家協會、香港中
西區女企業家協會、全港各區工商聯女企業家協
會、灣仔中西區工商業聯合會女企業家協會及
Femalentrepreneus Worldwide等等……各婦女
團體踴躍帶同朋友參加，和我會的獅友都熱情邀請
好朋友參與，所以今次的座談會出席的嘉賓超過
100人，座無虛席。
會後有豐富茶點招待，主禮嘉賓、演講嘉賓和參加
朋友藉茶點相聚，互相認識交流，詢問怎樣透過獅
子會回饋社會和幫助社會有需要的弱勢社群。
新聲音女性座談會已圓滿結束，我們深信這次活動
已達到國際獅子總會國際總會長的要求和目的。
新時代、新女性、新思維、新創意、新聲音！

香港太子
獅子會
Hong Kong Prince Edward
2

會長
歐家樂

資訊委員
吳彥霆

019年本會第一次服務活動「春臨大地贈福

2019年3月13日例會，本會很榮幸邀請了趙慧施

袋」，已順利在3月2號舉行，此服務是與浸

獅姐作分享嘉賓，分享他的新書「信慧並施」。

信會愛群社會服務處合辦，受惠者是年齡介乎10

本會青獅亦有派代表出席，場面熱鬧，會後獅友

至16歲就讀小四至中四的兒童及青少年。施比受

們都感覺得着不少，施比受更為有福，感謝趙師

更為有福，獅友們派送完福袋後，都有同感上述

姐的來臨。

活動很有意義。

春臨大地贈福袋服務後留影

香港深水埗
Sham Shui Po Hong Kong

趙慧施獅姐分享書籍

獅子會

會長
謝志輝

資訊委員
黃世傑

關注社區精神健康 活動計劃之第二部分–深獅溫馨送暖分享會

分

享茶聚活動能順利及效果令人滿意，實在有
賴大家的努力成果，亦要多謝上屆總監陳立
德獅兄、香港星光獅子會會長張芷淇獅姐、宏施慈
善基金總幹事习廣浩先生、深水埗獅子會總務陳振
文獅兄與各位分享自己故事經歷。香港星光獅子會
第二副會長周柏康獅兄更向各位分享減壓方法–大
笑瑜伽，各位受眾於活動中均十分投入和踴躍參
與，亦感謝各位獅友和義工們努力籌劃安排和參
與。在活動最後的小組分享，受眾們都有正能量之
回饋，使所有獅友義工們喜悅有驚人的成果。希望

大家繼續支持這個活動，將這個計劃由關注，進而
協助，去到提升公眾對精神健康的關注，亦十分期
待這個活動計劃最後獲得美好的收成！

獅子會流動捐血車展示暨感謝狀頒授典禮
獅子會流動捐血車是獅子會的捐贈活動，二零一九
年三月三十日是獅子會流動捐血車展示暨感謝狀
頒授典禮，深水埗獅子會委派了代表出席典禮。紅
十字會特別安排屬會及獅友於早上十時在京士柏道
紅十字會總
部舉行感謝
儀式，並讓
獅友優先到
「全新流動
捐血車」參
觀。因為這

項捐款活動甚具意義，故深水埗獅子會的獅友們均
十分踴躍參與捐款，共捐款三十二萬，有幸成為捐
款屬會中的首
位。希望各位
獅友們能夠繼
續參與這麼有
意義的活動，
並於四月十三
日到場出心出
力，為捐血盡
一分力！
2019年3月至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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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新時代
獅子會
Hong Kong New Era

踏

會長
陳紹聰

資訊委員
梁安琪

入豬年香港新時代獅子會所有會員恭祝大
家豬事順利！豬獅和諧！

豬年開始我們和多個屬會帶來了一個特別有意義的
健康訊息活動，就是2018-2019年度第四分域聯合
晚餐例會，是次盛會的大會主席：第四分域主席黃
嘉俊獅兄、大會聯合副主席：太平山獅子會陳慶携
會長、北九龍獅子會盧松柏會長、西九龍獅子會陳
立漢會長、香港新界獅子會翁木林會長及本會陳紹
聰會長。

當晚參與者踴躍，有10席共約120人出席晚餐例
會，多謝上屆和現屆總監、第一和第二副總監及區
職員支持，場面熱鬧。
本資訊委員梁安琪獅姐問到大會主席黃嘉俊獅兄為
什麼會安排「關注抑鬱症患者」做主題？
黃獅兄表示因為發覺到香港人好多都會患上抑鬱
症，但很多患上症狀又不去面對和正視，以至情況
惡化，所以他覺得整件事情值得關注，而他更想帶
出一個重點：就是如果真的患上抑鬱症需要積極面
對，不要灰心，總有出路！所以身邊的人都需要加
以扶持和伸出幫助之手予以關懷。
由於香港的生活壓力比起很多其他地方大，忙碌的
生活導致很多香港人壓力爆煲，於是可能感染了負
能量，所以希望藉著專家主講和分享，帶出正確知
識，讓大家繼續維繫，加油和散發愛心！

上述活動主題是「關注抑鬱症患者」，主講嘉賓是
林智良精神科專科醫生，他亦是香港執業精神科醫
生協會主席。林醫生在例會上分享了幾個案例，就
是小朋友、懷孕婦女或老人家都有可能有抑鬱症，
作為家人朋友要多些照顧抑鬱症病患者，因為病患
者很需要別人的關懷。他帶出主要訊息是抑鬱症這
個病是沒有分年齡的，有可能小朋友、少年和中年
人都有機會患上，最大機會是產後和懷孕中的婦女，
甚至老人家更為顯著，所以家庭成員要盡量溝通。
撰文 : 梁安琪獅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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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又一村
獅子會
Hong Kong Yau Yat Chuen

會長
姚瑞添

北區醫院已亥年如意勝燈競投

2

月10日（正月初六日）香港又一村獅子會共10位獅兄和獅姐
出席由北區醫院主辦在蓬瀛仙館舉行的「如意勝燈競投」，

當天場面熱鬧、愛心滿溢、各善長們熱烈出高價競投26盞勝燈，
本會有幸投得「從心所欲」勝燈，祈求大家豬年身體健康、風調
雨順、心想事成。
當天活動為北區醫院慈善信托基金共籌得善款超過
HK$1,500,000，協助醫院添置新醫療器材等等設施。各善長們
亦非常樂意支持此有意義活動。

春茗不忘初心服務弱勢社群
又一村獅子會送出40萬支票
香港又一村獅子會在2019年2月28日在又一村鄉村

國際獅子總會中國港澳303區郭美華總監接受；又

俱樂部舉行豬年春茗暨台灣400公里慈善單騎慶功

一村單車隊另頒贈10萬支票贊助榕光社照顧獨居長

宴，席上並將兩張合共40萬元的支票，分別致送給

者的服務，由創會會長姚瑞添及慈善單車活動大會

國際獅子會中國港澳303區及榕光社。又一村獅子

主席李維恩致送，並由榕光社聶主席接受。大會並

會慈善單車隊及Isaratti捐贈的30萬支票，贊助建

頒發致謝獎狀給各捐款單位及參與今次單車善舉的

設兒童癌病基金獅子會社區服務中心服務房間，由

14位單車隊成員。
香港又一村獅子會在春茗席
上，創會會長姚瑞添頒發感
謝狀給九位會員，表揚各獅
兄獅姐過去一年積極支持各
項活動，惠及社群。

智善同行嘉年華2019
連續第五年，香港又一村獅子會由姚會長帶領下，共
12位獅兄和獅姐出席由「智行基金會」於2019年3月
17日星期日上午十時至下午三時在赤柱天幕廣場及馬
坑公園舉行的「智善同行嘉年華2019」，今年天氣
良好，共有1,200位為善最樂人士參加步行二公里，
沿途風景優美，空氣清新，是每年一度的星期日合家
歡慈善及健康的好活動，各參加者及小朋友們都精神
奕奕，輕鬆步行後齊共享受歡樂嘉年華氣氛及精彩娛
樂節目，至下午後仍依依不捨到表演完畢後才回家。

2019年3月至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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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炮台山
Hong Kong Fortress Hill

獅子會

會長
謝瑞深

葵涌安老探訪 到長者家探訪

3

月23日上午，天色灰濛濛，有絲絲細雨，但

有長者均雀躍於有人到來

仍阻止不到炮台山獅子會七位獅友的善心和堅

關心他們，也願意作出分

持，他們聯袂參加了葵涌邨保良局劉漢宣紀念長幼

享。中國人上門拜訪，當

天地主辦的地區安老探訪義工服務。

然要帶備手信，所以我們
也帶了福袋送贈長者，內

當日，獅友聯同其他義工們，分組探訪了28戶長

有白米及餅乾等食物。在

者，家庭人數有30多位，他們有些是單老，或者

探訪中，我們發現長者的

雙老。在長幼天地義工的帶領下，逐一到長者的家

各類需要，則交長幼天地

中探訪，了解他們起居飲食的現況及身體狀況，所

的有關社工及義工跟進及
協助。
由於探訪服務的規定，我
們不可在長者家內拍照，
所以只可將長者的笑容
藏於心中。Loretta獅姐完成服務後有感：「唔辛
苦！有中心義工探訪隊帶住，他們好有經驗，對於
我來說，又是一次有意義的學習和體驗！」

南區
獅子會
South
中

國人賭性甚深！由於很多賭徒未能知悉自己
賭癮已到不能自制的地步。在2016年，政府
就在抽樣調查各不同的年齡層有否定期性參與不回
的賭博活動，結果令人咋舌！官方資料人數接近一
萬，還未包括非官方的病態賭徒，香港的賭博問題
已經遺害頗深。
一系列的賭術電影卻往
往將此問題夢幻化。不
斷有賭神、俠、聖的出
現，給坊間一個幻像，
賭能夠令人名成利就，
不需努力就能夠把光環
戴上。
一群有理想，有衝勁的
電影人由賀鋒導演領
還有在三月三十日，本會也有幸參與一個於水泉澳
村服務的「六會驗眼聯合服務」。當天也為了不少
適齡學童驗眼，為他們早點找出視覺的毛病並及時
矯正！在這社區上盡點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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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長
黎雅麗
航，以正面角度去探討戒除賭博的重要性！南區獅
子會也希望邀請各位獅友與受眾一起以正能量抗衡
賭博這洪水猛獸！
本年度二月二十四日由南區獅子會第一副會長尹
樹源獅兄與一眾籌委會籌備的本年度電影籌款項
目：「青春戰記 2–來得及再愛你」，不但可以發
放戒賭的正面信息，籌得的全數款項，將全撥為本
會本年度服
務計劃作資
金。另一方
面更能幫助
新一代香港
本土電影的
發展，一舉
三得，何樂
而不為？

九龍灣
Kowloon Bay

獅子會

會長
黃慧貞

資訊委員
李淑芳

龍獅親子同樂日

住

在繁囂大城市裏
的都市人，家家
戶戶每天都忙於工作
和上學。為了讓更多
的小朋友有機會認識
大自然生態環境，在3
月17日，九龍灣獅子
會聯同香港遊樂場協會彩德青少年綜合服務中心舉
辦親子生態農莊一日遊。
當天早上九時，由會長黃慧貞獅姐，大會主席彭禮
清獅兄和大會副主
席許淑貞獅姐及眾
獅友，陪同參加活
動的家庭，參觀熊
館生態園和富琴火
龍果農莊。

第一站，小朋友和家長在導師的指導下，親手製作
鳥結糖，在製作過程中可以感受到親子的樂趣，完
成後更可品嘗自己親手做的成果。這款簡單易做的
小食，小朋友學會後也可以在家輕鬆製作。完成鳥
結糖製作後，小朋友和家長一起認識小蜜蜂的成長

香港新界西

獅子會
Hong Kong New Territories West

香

和生態環境，而小朋友更踴躍回答講解員的問題，
吸收了不少課堂外的新知識。
我們更為參與家庭準備豐富的午餐，聚餐的時候，
各家庭互相了解並加深對大家的認識，而大家對這
次活動的安排也十分滿意。
第二站，在吃過午飯後，一行人到達火龍果農莊，
農莊負責人先安排參觀蔬菜水果種植，然後安排各
家庭親手製作茶果，從而讓小朋友認識這種傳統小
食的製作方法。
最後，活動大概在黃昏時候結束，我們便踏上歸
程 ， 小 朋 友 在 旅 遊 巴 上 都 睡 着了 ， 相 信 大 小 朋 友
也玩得不亦樂乎，這次是九龍灣獅子會第三年跟
遊樂場協
會合作，
希望下年
再有機會
合作，合
辦這麼有
意義的服
務。

會長
江錦宏

港公益金50周年百萬行–日期：2019-1-6(星期日)。新界西獅子會江錦宏會長、李星強創會會
長、張笑河獅兄、區偉銓獅兄及家屬3人、

劉挻仲獅兄及家屬4人、Charles獅兄、Margaret獅
姐、Isabelle獅姐、陳沛堅及10位朋友完成5.3公里
中環及灣仔繞道，其後會長與各獅友、好友一同飲
下午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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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期：2019年2月18日(星期一)。出席有20位獅
友，包括江錦宏、李星強、張笑河、陳鑑光、梁
炳華、劉學強x2、張雅晶x2、區偉銓、朱家聰、
黃顯舜、蔡麗嫻、
曾麗華、陳珮麗、
麥家榮、林瑞懿、
王海翔、謝展鵬、
黃淑珍、嚴建邦及
陳沛堅。

麥家榮獅兄邀請
江錦宏會長、李
星強創會會長伉
儷、張笑河獅兄、
劉學強第一副會
長、Terence獅
兄及Ah Man參觀其寫字樓及商界助更生春茗。
出席有江錦宏會長、李星強創會會長、張笑河獅
兄、劉學強第一副會長、陳沛堅獅兄、王海翔獅
兄、嘉賓Kam Choi、Reina、OnOn、Elaine和
Chaelotte Hui。
2019年3月至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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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中華傳統文化
獅子會
Hong Kong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會長
戴德祥

服務：溫情暖意團年宴
標題：老友歡聚迎「豚」年

孝

道是中國古代社會的基本道德，香港中華傳
統文化獅子會向來重視敬老護老的工作。當
農曆新年將至，家家戶戶喜氣洋洋之際，獅友們分
外關懷清貧及獨居長者–2019年1月28日為保良局方
譚遠良健樂中心的長者舉行「溫情暖意團年宴」，宴
請百多位家住秀茂坪的長者共享茶聚，欣賞曲藝表
演、派發禮物及利是。感謝總監郭美華獅姐、第一

副總監王恭浩獅兄、GST區協調員馮妙雲獅姐、第
七分域主席金冠忠獅兄、第十七分域主席顧家彥獅
兄、眾多友會會長和第一副會長當天的支持，與長
者聯歡聚首，透過社交及康樂活動，協助長者積極
過晚年生活，致使
「精神保健，身心
康泰」。

服務：獅子新春嘉年華
標 題 ： 各「獅」所長，與老友記賀新春
農曆新年是中國人非常重視的節日，故此香港中華
傳統文化獅子會在會長戴德祥獅兄帶領下特意於
2019年2月23日(星期六)假香港堅尼地城卑路乍灣
公園舉行《獅子新春嘉年華》，與250多位中西區
長者在春節期間聚首一堂，歡慶傳統佳節。
獅友們上下一心、群策群力為長者送上賀年節目：
創會會長吳翰城獅兄表演玄方21式養生功內家拳；
曾娣容獅姐、江圖獅兄及黃夏蕙獅姐載歌載舞表
演；創會理事游向前醫生分享健康講座......老友記
先欣賞醒獅舞，再體驗茶道、然後品嘗傳統小食，
最後在攤位遊戲中贏得歡樂及禮物，場面熱熱鬧
鬧，洋溢著濃濃的喜慶氣氛。

大會聯合主席蔣翠
琼獅姐及龍國輝獅
兄感謝一眾獅友好
友鼎力支持，與服
務對象喜迎新年。
主禮嘉賓包括：總
監郭美華獅姐、中西區民政事務專員黃何詠詩太平
紳士及葉永成區議會主席，貴賓包括：上屆總監陳
立德獅兄、第一副總監王恭浩獅兄、第二副總監
梁禮賢獅兄、國際獅子總會前國際理事范佐浩獅
兄、GST 區協調員馮妙雲獅姐、第七分域主席金
冠忠獅兄、寶石事務促進會陳向陽主席及西環街坊
福利促進會羅清平理事長。

活動：分甘「童」味–貧富宴
標題：大獅青獅一齊分甘「童」味

雖然全球糧食生產足以讓每一個人吃得飽，可是全
球卻有超過10億人長期捱餓；每四個兒童中，就有
一個體重過輕；每
五秒，就有一個兒
童死於飢餓......
香港中華傳統文化
獅子會及香港中華
傳統文化青年獅子會自2016年起支持浸信會愛群
社會服務處「童心飯堂」計劃，一直定期為荃灣飯
堂的基層兒童及其家庭提供支援服務。
可是，飯堂恆常贊助基金經已屆滿，日後的服務發
展及受助家庭或受影響。故此，2019年3月31日(星
期日)舉辦《分甘「童」味–貧富宴》為飯堂能持

續營運籌款，提供營養飯餐予基層兒童，扶助弱勢
社群。
當晚貧富宴讓參加者加深了解香港貧富懸殊的現象
及帶來的問題，並透過受助者分享體會貧窮家庭的
生活實況及需要。是次活動所籌得的所有善款，將
不扣除成本，全數捐贈支持浸信會愛羣社會服務「童
心飯堂」計劃。感謝一眾區職員、友會會長及第一
副會長和青獅的善款支持！
「童心飯堂」詳情
https://hotmeal.bokss.org.hk/zh-hant/
「童心飯堂」新聞
https://www.hk01.com/親子/295331/童心飯堂-為
基層提供10元晚膳-小朋友捐出利是望持續營運

服務：新春敬老獻愛心千人盆菜宴 2019

香港中華傳統文化獅子會致力推動及承傳傳統文
化，故協辦由摩星嶺街坊福利會所主辦的《新春敬
老獻愛心千人盆菜宴 2019》。
「盆菜」現已納入「香港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作名
錄」，是重要的傳統文化，由七百多年前宋帝趙昺
流傳至今，乃新界圍村的傳統飲食菜式。「盆菜」
象徵「團結」–富裕和清貧者都共同進食，當中沒
有繁複的禮儀，無分彼此，成為一個整體，團結和
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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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春敬老獻愛心千人盆菜宴 2019》於2019年3
月2日(星期六)舉行，盆菜食材擺得滿滿，祝福所
有服務對象「盆滿缽滿」，興旺繁榮。當日，盆
菜宴筳開220席，
政務司司長張建宗
與2,000多人圍坐一
起，寓意社會團圓，
同心同德，這實在比
珍饈百味來得更彌足
珍貴！

更多服務回顧，歡迎瀏覽 www.facebook.com/ctclions/

大埔
Tai Po

獅 子會

會長
羅素平

國

際獅子總會中國港澳303區於2019年2月18日
舉行了第二次聯合晚餐例會–向會長、秘書、
司庫致敬暨新春團
拜。我們大埔獅子會
會長、秘書、司庫及
第二副會長亦一同參
與。喜慶洋洋！
港東獅子會與大埔獅子會合辦
2019敬老慈善嘉年華於2019
年3月24日舉行。雖然天氣不
似預期，不過一班老友記與獅
兄、獅姐沒有被影響，玩得好
開心！

大埔獅子會參與
2019年3月30日
獅子會流動捐血
車展暨感謝狀頒
授典禮。立即捐
血，恆常捐血！

大埔獅子會於2019年2月21日舉行2018-19
年度第八次會議。很榮幸有2018-19年度第一
副總監王恭浩獅兄探會，並分享他在獅子會
的服務理念。
大埔獅子會於2019年3月5日舉行2018-19年
度第九次會議。很榮幸有2018-19年度第二副
總監梁禮賢獅兄探會，並分享他在獅子會的
服務理念。
大埔獅子會
於2019年3月
23日參加了
預防青少年
自殺工作計
畫2018-19閉
幕禮。意義
非常！

香港黃金海岸
Hong Kong Gold Coast

獅子會

會長
梁麗貞

資訊委員
耿灝

董事例會暨新春團拜

本

會邀得國際獅子總會中國港澳303區第一
副總監王恭浩獅兄、國際獅子總會中國港
澳303區第二副總監梁禮賢獅兄、本會顧問吳克
儉,GBS,MH,JP、國際獅子總會中國港澳303區第
六分域主席黃達強獅兄、新民獅子會梁麗琴獅姐以
及潘偉基指導獅兄蒞臨探會。
本會衷心感
謝王恭浩第
一副總監分
享來年在區
層面上的青
少年服務，
暫有四大項
目，分別為
「生之旅」、「職場計劃」、「特殊奧運會」及「升
呢大行動」。同時，王恭浩第一副總監亦提出希望
從區的層面上協助各屬會的宣傳活動，讓政府及廣
大市民知道獅子會的地區工作，因為活動中大多的
資源分配至人力、手續、地方及其他資源上，在宣
傳方面尚有進步空間。
除此以外，吳克儉顧問分享了「To serve and

to learn」精
神、寶貴意見
和指導，亦感
謝程偉業獅友
分享中山航天
農業事宜。梁
創會對第六分
域主席黃達
強獅兄的認同及讚賞表達謝意。本次活動得到第六
分域主席黃達強獅兄及吳茂蘭女士慷慨贊助活動費
用，合共8,000元。
「財神到！財神到！」本會於例會後舉行新春團
拜，有獅友裝扮成財神向大家派發利是、吉祥語、
金幣朱古力、六合彩獎券，各獅友共晉晚飯時，一
同看該期的攪珠結果，實在是既刺激又緊張！除此
以外，抽獎、Bingo
遊戲、卡啦OK當然
也不缺，各獅友在新
年氣氛濃厚的環境
下，共度了一個歡樂
的聚餐時間，各獅友
均盡興而歸。
2019年3月至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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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百盛
獅子會
Hong Kong Centennial Passion
國際獅子會無國界獻愛心

得

到馬來西亞檳城皇城獅子會及檳城壟尾區

及後轉化成肺癌、淋巴癌及肝臟管癌，全身皮膚潰

州議員楊順興的協助下，本會在去年底開

爛導致不能行走，口腔潰瘍則導致她無法正常進

始策劃一個越洋跨國的服務計劃，經過三個多月的

食，全賴丈夫及其養父母的長時間照顧、清洗傷口

籌備，在三月二十一日，本會林潔聲會長及陳笑容

及頻密地載送出入醫院，同時，龐大的醫療開支令

創會會長率領一行十七人前往馬來西亞檳城作服務

這個小家庭舉步維艱。

之旅。
目睹這個比我們想像中更不堪的病情，創會會長在
現場即時加大我們對柯女士的現金捐助，眾獅友更
承諾將會持續跟進此個案，如果還有需要，日後會
再到訪檳城，繼續提供給柯女士所需的援助。

隨後，眾獅友又會見了一名印尼裔單親媽媽 蘇斯拉
瓦蒂女士，她丈夫在大約兩年前因心臟病逝世，遺
下五名現年九至十六歲兒女，這位單親媽媽只能靠
檳城光明日報的報道

非常低的收入維持一家人生計與子女的教育費用，

在三月二十二日，在檳城皇城獅子會及當地議員

她極需要社會團體能夠伸出援手，幫助他們一家走

的服務隊引薦下，一眾香港百盛獅友首先探訪柯

出困境，本會知悉這位單親媽媽的家庭情況之後，

美風女士一

聯同檳城皇城獅子會為蘇斯拉瓦蒂女士提供了現金

家，30來歲

援助。

的柯女士和
她丈夫黃先
生育有兩位
女兒(7歲及
8歲)，黃先
生是煮炒小
販，早前，
柯女士患上
罕見的自身
免疫疾病尋
上圖：探訪柯美風女士
下圖：創會會長陳笑容獅姐接受當地媒體採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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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天疱瘡，

探訪單親媽媽 蘇斯拉瓦蒂女士

會長
林潔聲

三月二十三日早上，眾獅友及義工抵達檳城光大室

該是無需憂慮及

內遊樂場，參與「國際獅子會無國界獻愛心」活

煩惱生活，但有

動。我們接待了七十多位孤兒，包括馬拉裔、華

部分孩童仍需社

裔、印裔。由集體熱身遊戲開始、觀看表演、然後

會關懷，為此我

分組參觀科技互動館、短片欣賞、登上檳城最高大

們需特別感謝有

樓頂層觀看檳城全景、再踏上極高的玻璃底彩虹

機會與檳城皇城

橋、繼而直闖恐龍世界。驚嚇完畢便在大樓內酒家

獅子會合作，與

安頓一下，聆聽一個關於「愛」的分享，最後，兒

兒童之家的兒童

童們享用一個豐富午餐，各人都帶著歡愉的笑容向

互動，共度愉快

我們道別。

的一天。”本會
會長林潔聲亦表

本會梁頌聲獅兄在接受當地報紙《光明日報》訪問

示，我們希望透

時指出：“童年是人生中最重要的一個階段，應

過此次跨國的服

馬來西亞 308 B2區總監、第一及第二副
總監出席「國際獅子會無國界獻愛心」
活動支持

務活動，能為兒童的童年注入歡樂的回憶，讓他們
感受到人間的溫暖。
本會林潔聲會長及眾獅友對馬來西亞檳城皇城獅子
會全體獅友在這四天的服務旅程所提供的一切，包
括策劃、聯絡服務受惠人士、安排、接待、導遊等
等，表示最衷心感謝和敬意。
獅友與孤兒的合照

學校起動計劃 PROJECT WECAN
「趁墟做老闆」2019展銷會
本會獅友在第一副會長勞智昌獅兄帶領下，在
2019年3月22日出席了在九龍鑽石山荷里活廣場一
樓明星廣場舉行的上述活動，以示對我們夥伴學校
佛教慧因法師紀念中學師生們的支持和鼓勵。
本會在2018-2019年度開始了參與由九龍倉集團籌
劃及資助的「學校起動計劃 PROJECT WECAN」，
而「趁墟做老闆」展銷會是這項計劃一年一度聯校
神，體驗由零開始，籌備自己的零售生意，透過展
銷會，和其他 60 多個參與學校一較高下。

獅友和校長、老師、同學在參展攤位前合照

2019年3月至4月

A dv ertis eme nt

活動，目的是為學生提供一個好的機會一展創業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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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星嶺

獅子會
Mt Davis Centennial

本

會長
吳基華

資訊委員
鄭錦嬋

會主辦的香港軍事遺蹟慈善定向比賽於4月
7日（星期日）圓滿舉行！

感謝主禮嘉賓：上屆總監陳立德獅兄、前總監譚鳳
枝獅姐、第十六分域主席盧少心獅姐、香港新民獅
子會梁麗琴獅姐百忙中抽空出席支持，令活動生色
不少。
主禮嘉賓連同大會主席張海燕獅姐、本會會長、香
港沙田獅子會會長、香港荷李活獅子會會長和香港
新民獅子會會長等，準時於域多利道168號的芝加

錢出力支持是次活動，本會成功籌募經費，為青海

哥大學布思商學院香港分校啟動比賽。

省貧瘠山區購買一部設備完善的醫療車，造福人
群！青海省急救流動醫療車主要用於高原旅遊人
士，突發患者如高原反應、心臟病和夏季旅遊旺季
交通事故的急救、轉運到上級醫院及支援突發災
難，以及日常急診患者的搶救，平常用作偏遠牧民
地區的義診、健康宣傳，有時間並作中草藥物採集
任務等。
大會高度讚揚擔任軍事遺蹟據點的各位獅友、青獅
及義工們，各位謙恭有禮、盡心盡力，十分專業！
期待我們往後繼續一同籌辦各項活動，服務大眾！

參賽者對此項定向活動充滿好奇，形容活動富挑戰

最後，藉此恭賀荷李活獅子會霍兆堅會長及新民獅

性及超新鮮，從活動中學習到香港軍事遺蹟及多

子會何銳祺會長勇奪團體組亞軍及季軍！而全場總

個歷史故事，十分難得！大家經過整整六個小時的

冠軍則由兩位分別67歲及71歲的長者奪魁！恭喜

激烈比賽，有坐巴士的、有坐地鐵的、有連行帶跑

恭喜！

的、甚至有小孩帶領著家長，
跑遍香港島及九龍半島，尋找
五個軍事遺蹟，大家鬥智鬥力
鬥快完成。活動在一片喜悅、
歡呼聲中卓越完成。
再次感謝各位參賽者及嘉賓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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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摩利臣山
獅子會
Hong Kong Morrison Hill

會長
方貫威

長者婚紗攝影服務

在

半個世紀前，拍攝一張婚紗照，也許是一

但從照片上那些甜蜜的眼神裏，又或是熱淚盈眶之

件奢侈的事。因此，我們早前為葵青區的

中，我們似乎略知一二。

十多對長者夫婦，舉辦了一場長者婚紗攝
影服務，希望為他們填補昔日的空白。
「幾多對，持續愛到幾多歲？」流行歌
曲如此唱道。在這十多對長者受眾的背
後，也許有不少像《天梯》般可歌可泣的
故事。我們並沒有仔細詢問他們的經歷，

全港血糖大普查服務計劃(葵青站)
本會的旗艦活動終於越過界限街，與新界的居民見

隆議員合作，於3月10日上午舉行了一場血糖檢測

面了！這一次我們來到葵青區，並與石蔭邨的李世

服務。
雖說獅友們的抽血和檢測技巧已非常純熟，但當日
的時間有限，起初獅友們都憂慮能否在限時內完
成服務。然而，獅友們本著「我們服務」的精神，
咬緊牙關、全力衝刺，最終成功於短短三小時內為
三百餘位受眾提供專業的檢測服務。同時，我們發
現該區受眾的健康指數有不少進步的空間，故此我
們打算到該區舉辦跟進服務，為社區健康多盡一分
力。

三月份例會
春回大地，春天帶來一片新景象，亦為本會帶來一
位新成員！我們在三月份的例會上，為張穎獅姐舉
行了簡單而隆重的入會儀式：儀式由第一副總監王
恭浩獅兄主持，張獅姐在保舉獅友，即本會第三副
會長曾耀祖獅兄陪同下正式宣誓入會，加入我們的
大家庭。

2019年3月至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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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國金
獅子會
Hong Kong IFC

會長
鍾家輝

資訊委員
葉仕偉

兩會合辦 兒童繪畫冊支援計劃
幫助孩子 過渡摯親離世的哀傷

「好

好 說 再 見…」 繪 畫 冊 ， 由 香 港 國 金

簡單的繪畫、

獅子會與九龍塘獅子會合辦。經歷

剪貼、書寫、

差不多兩年時間，並由團隊付出極大努力而最終完

音樂及其他藝

成。還記得第一次的籌備會議中，談到某些兒童和

術體驗活動，

親人分離的個案，因為一些遺傳病，兒童們不但要

讓孩子有機會

面對父母的離世，還要承受其他至親，甚至自己也

去表達面對身

可能面臨同樣的命運時，團隊即時黯然落淚。那時

邊人患病甚至

候，大家二話不說，一致答應完成此繪畫冊，決意

將會離世的經

協助及陪伴這些孩子和家庭共渡困境，讓他們從哀

驗、感受及想

傷路上，為生命重新填上色彩。此情此景，歷歷在

法，由好好說

目。

再見，到慢慢走出哀傷。家人、親友與及相關的兒
童工作者，亦同時可透過這繪畫冊中的信息，認識

每年類似的個案，全港大約有10,000多宗。主編

兒童哀傷，協助孩子明白及體驗到，改變是生命的

表示，此繪畫冊是為了幫助孩子面對因摰親患病

一部份，由認識、面對、接受患病和生離死別，到

或將會離世，而過度哀傷而設的。我們希望透過

生死兩相安。這繪畫冊是繼「我心愛的…離開了這
個世界」繪畫冊，另一關注兒童哀傷的計劃，致力
推廣應用表達藝術於兒童哀傷輔導。
香港國金獅子會，藉此感謝九龍塘獅子會、資本財
經印刷有限公司、編輯及製作團隊，其他贊助及支
持機構。他們無論在財力、資源及感情上的投入，
都是令人尊敬的無私奉獻。孩子是我們最珍貴的未
來，一個也不能忽略。在此祝願每一位小朋友，讓
我們一起與你好好的繼續生活，畫出生命的色彩！

獅子會捐 血 新 車 十 八 區 救 急 扶 危
會員響應 捐 血 日 一 次 捐 血 救 三 人
香港國金獅子會全力支持「獅子會紅十字會流動捐血車」，更
以屬會身份率先贊助十萬港元。我們很高興見證新車在「獅子
捐血日」正式投入服務。新車內置發電機，提供全日服務所需
電量，由於毋須依靠外置發電機，流動性較大，可到全港十八
區各屋苑、學校，和社區中心等提供捐血服務。捐血車亦配備
電動升降台，有三張捐血床，預計出勤七小時，可接受四十名
市民捐血。
獅子會會員貼地的服務，無私奉獻，貫徹獅子會「五出精
神」–出心、出力、出錢，出席、出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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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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長者探訪技巧訓練工作坊」

香

港和平獅子會希望讓大眾擁有更好方法與長者溝通，所以支持香港城市大學於2月16日舉辦「長者
探訪技巧訓練工作坊」。本會獅友們和青獅們都一同出席活動，增進探訪長者技巧。

探訪中山小欖智障小孩及敬老院

探訪中山小欖智障小孩及敬老院

2月27-28日充滿新年氣氛的兩天，本會一班獅友相約一起到中山小欖
為智障小孩和長者做服務。獅友們分別帶着不同的新年禮物分兩日到
學校和敬老院探訪受眾們，希望一同感受新一年來臨的喜悅！

癌病兒童「親子料理樂繽紛」
3月2日四會合辦的癌病兒童「親子料理樂繽紛」，活動是與麥當勞之
家的癌病兒童親子一起做Pizza，是次有意義服務讓參加家庭有得玩
樂的同時更有禮物帶回家，大家面上均露出最美麗的笑容。出席獅友
包括：張美婷獅姐、杜淑儀獅姐、金秋獅姐、梁沛賢獅兄和張俊琴獅
姐，而張慧欣獅姐更與家人一同出席活動，服務同時享受親子時光。
癌病兒童「親子料理樂繽紛」

協康良景中心
「眼科義診服務」
3月16日香港和平獅子會於協康會良景早期教育
及訓練中心舉辦了眼科義診活動，獅友們為30名
小童進行眼睛檢查，包括：斜視、色弱、懶眼、
立體感和視力，最
後由兩位眼科醫生
把關（其中一名眼
科醫生為本會獅友
譚秀雯醫生），當
中有需要配眼鏡的
小朋友，我們的創
會會長陳延邦獅兄
贊助他們配眼鏡一
副，希望他們擁有
良好視力，望見美
好將來。
香港和平獅子會獅友譚秀雯醫生

「腎病救人獅子行」
3月24日國際獅子會腎病教育中心及研究基金「腎
病救人獅子行」慈善步行籌款。我們派了五大美
麗獅姐代表香港和平獅子會出席活動，包括林靄
嫻獅姐、吳靜薇獅姐、金秋獅姐、高可庭獅姐和
朱珮嘉獅姐。

「糖尿病、腎病知多D
健康研討會 2019」
3月30-31日香港和平獅子會與國際獅子會腎病
教育中心及研究基金合辦「糖尿病、腎病知多
D 健康展覽及研討會 2019」，活動地點設於尖
沙咀香港基督教青年會，首日主要是活動開幕典
禮，活動重點是次日的「糖尿病、腎病知多D 健
康研討會」和免費為市民提供健康檢查。大會邀
請了周啟明醫生、侯佳禎醫生和何璟穎醫生作健
康講座嘉賓，市民們非常專心聆聽內容，問題環
節中更踴躍發問，醫生們耐心解答大家提問，相
信大家獲益良多！健康講座後，市民們立即到大
堂的攤位參加健康檢查，包括：度高、磅重、測
脂肪比例、量血壓、驗尿糖及尿蛋白。多謝香港
和平獅子會青獅們出席幫忙健康檢查攤位工作，
他們分工
清晰且合
作無間，
加上悉心
為市民們
服務，氣
氛熱鬧，
令兩日活
動圓滿完
成！

2019年3月至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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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星光
獅子會
Hong Kong Stars

會長
張芷淇

2 0 1 9 . 2 . 1 0 非 視 覺 山 藝 攝 影

本

會「星動力量」計劃又一新作！豬年第一服務，非視覺山藝攝影。今次連同黑武士體育會，一起在
大年初六，陪同視障人士出戶外行大運。為了是此服務，星光獅友特別參加口述影像培訓班，為
視障學員作嚮導，並請來非視覺攝影導師，與大家一起「用心」拍攝。 究竟什麼是非視覺攝影？請密切
留意我們專頁，下星期再告知大家！「星動力量」的宗旨，透過跨團體、跨專業的協作，推展以體育活
動，讓弱勢社群認識健康生活態度。

2 0 1 9 . 2 . 1 6 B e m y e y e s 手 機 轉 贈 計 劃
你願意為失明的朋友送上一雙眼睛嗎？只需要捐出被藏在一角的
舊iPhone，你就能給視障人士帶來新的一片天。我們會將捐贈的
iPhone，分配給有需要的失明人士，安排義工教授使用，透過科技讓
失明人復明！星光獅子會及黑武士失明人體育會以非牟利形式為失明群
體服務，我們以失明人的視角，共同開創不同服務和活動，務求增進視
障群體的福址，現時服務領域劃分運動復康和社會共融兩大方向，組織
希望將復康訓練與科技連結，開辦智能手機班，以科技協助失明人士接
觸社會，重投社區。

2019.2.17星光新春古蹟遊踪盆菜宴
又到一年一度星光的盆菜宴！今年有幸能在元朗屏
山法定古蹟，鄧氏宗祠及愈喬二公祠筵開42席。
一如往年，我們獅友先充當口述影像員，帶視障人
士在屏山文物徑遊
覽，參觀古井、上
障圍及聚星樓，以
聲音描述文物外貌
及歷史背景。500
多位來自盲人輔導
會、基督教懷智服
務處及培愛學校宿

舍的義工及服務使用者坐滿了兩個祠堂，享受屏山
盆菜美食外，當然還有精彩節目。首先由東九龍獅
子會鄧永聯獅兄以鄧氏傳人身份，為大家細述鄧族
歷史；盲人輔導會朝陽中心代表口琴演唱；懷智之
聲以結他伴奏大唱新年歌；星光黑武士也上陣獻唱
金曲。當各單位都為表演出心出力時，星光獅友也
不敢怠慢，除了以歌會友外，還派出星二代舞獅助
興、財神派利是，當然還有賀年禮物及福袋送給各
位出席朋友，會長派紅包給10位最年長長者。從每
位來賓的笑容就知道，當日現場的高興熱鬧氣氛，
大家都樂而忘返。

2019.2.19星動力量-非視覺攝影展(公眾教育篇)
今天星光獅友連同攝影導師Oswald及視障攝影師Clayton，一同前往墨爾文國際學校，舉行「星動力
量」第一次的非視覺攝影師展。展覽由視障攝影師所拍攝的作品，連同觸感相片，讓同學親身體驗不同
類型的作品。另外，為了讓同學了解視障人士如何拍攝，我們特別請Oswald教同學有關口述影像的技
巧，由Clayton現場展示視障人士的拍攝方法，最後同學們由老師口述影像，各自畫上所描述表達的圖
案。希望同學們能透過活動，明白不同類型的藝術、如何更準確的描述事物，及協助視障人士的方法。

2 0 1 9 . 2 . 2 0 童 心 護 眼 看 星 光
響應國際獅子總會中國港澳303區今年的服務方向，星光獅子會於今年
度將會舉辦多個兒童護眼講座及視力檢測服務，今天於西班牙國際小學
舉辦，由陳柏亨獅兄教授護眼知識，再設計小遊戲讓學生體驗失明，除
了使他們知道要保護眼睛外，亦教導學生如何協助失明人士；另外星光
請了專業視光師，利用區會借出的設備，為全校幼兒園及小學生檢測視
力，當中找出了六位學生，視力需要接受進一步跟進。

2019.3. 10 雷 特 女 孩 二 人 三 足 嘉 年 華
香港星光獅子會贊助，於觀塘海濱公園發現號，透過富挑戰的體驗任
務，讓參加者了解「雷特女孩」退化症，另外有攤位及充氣遊戲、面部
彩繪，讓大家享受休閒愉悅的親子時光。
當日參加比賽隊伍超過120隊，比賽過程非常好玩刺激。出席嘉賓藝人
令活動增色不少，我們派出五隊獅友星二代出賽，大家也玩得樂而忘
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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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華夏
Huaxia Hong Kong

獅子會

會長
鄭發丁

3月份午餐例會

3

月份午餐例會已
於3月19日於灣
仔皇朝會舉行，榮幸
地邀請到教育局局長
楊潤雄太平紳士為主
講嘉賓，楊局長的演
講題目是：香港教育
的發展方向。
楊局長表示教育政策
的目標，是培養年青
人成為有質素的新一
代，對社會有承擔、具國家觀念、香港情懷和國際
視野。政府應為我們的學生、老師、家長和校長，
創造一個穩定、關懷、具啟發性及富滿足感的教與
學環境。而教育的成功，則有賴所有關心下一代的
人共同努力。
而政府預計於2019-2020年度投放在教育的總開支
將達$1,240億(佔政府總開支20.4%)，在2010-11
年度至2019-20年度的十年間增幅達104%

中、小學及特殊教育
• 於公營中小學全面推行教師職位學位化(全年
額外開支14億9,900萬元)
• 根據推展「火柴盒式校舍改善工程」的經驗，
預留10億元，為600多所按昔日建校標準興建
的學校，分階段進行簡單的小型內部改裝工
程，使學校能更靈活運用現有校舍空間
• 向公營學校發放「全方位學習津貼」，以加強
推展全方位學習(全年開支9億400萬元)
• 加強融合教育政策及支援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生
措施的效能，包括進一步擴展「優化校本教育
心理服務」，以及分三年在公營普通中、小學
開設校本言語治療師職位(全年額外開支8億元)
• 推行「一校一行政」，加強對公營和直資學
校，以及其學校管理委員會的行政支援(全年
額外開支5億6,900萬元)
• 繼續與業界商討如何增加公營小學中層管理人
手，及理順公營小學校長和副校長的薪酬，以
提升小學管理的質素及挽留和吸引人才，進一
步改善教育質素。政府會根據商討結果，在資
源上作出適當的配合。

以下是2019-20年度新措施 :
專上及職業專才教育
• 向「研究基金」注資200億元
• 預留160億元專款，供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
資助的大學增建或翻新校舍設施(如實驗室)之
用，包括添置必需的科研設備
• 預留30億元推出「研究配對補助金計劃」
• 由2019/20學年起，在未來三年繼續向就讀職
訓局指定兼讀制專業課程的人士提供學費資助
(總承擔額增加2億3,400萬元至4億3,400萬元)
• 透過「指定專業╱界別課程資助計劃」，資助
每屆約2,000名學生修讀指定的自資副學位課
程(全年額外開支1億2,400萬元)
• 恆常化「職業教育和就業支援先導計劃」，
並增加學額至每年1,200個及加強對職訓局有
特殊教育需要學生的支援(全年額外開支1億
1,000萬元)

感謝當日總監郭美華獅姐、上屆總監陳立德獅兄、
第一副總監王恭浩獅兄、第二副總監梁禮賢獅兄及
眾區會領導出席支持，在場的獅友亦積極提問，爭
取與局長交流的機會，局長亦一一詳細解答各位獅
友的問題。

籌備成立華夏青年獅子會
成立青年獅子會的目的是讓年青人有機會參與社會服務工作，發揮領導
才能，發展個人潛能和責任。青年獅子會本著「我們服務」We Serve
的宗旨，服務社會及有需要之人士，讓會員能從服務中認識自我，並對
社會作出貢獻。
本會現正積極籌備成立華夏青年獅子會，鄭發丁會長及幾位青獅指導已
與各位準青獅緊密聯繫，並召開了幾次籌組會議，又邀請數名準青獅列
席本會的理事會及出席午餐例會，以便他們更快融入獅子會的大家庭，
並更清楚明白獅子會的運作及架構，能有效地執行籌組工作。
2019年3月至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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