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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PRESIDENT’S MESSAGE

(譯：何桂明獅姐)
首先讓我向各位獅子會會員問好！
在我上任國際會長一職最初的幾個月裡，我經常被
問到作為第一位女性擔此重任將如何以不同的方式
領導。這個問題曾經困擾著我，因為我不想以女性身
份帶領；我目標很簡單–我只想領導國際獅子總會。
在冰島，女性長期掌管領導位置。我從小就覺得我
所得到的機會不會受到性別限制；當我接任國際獅
子總會會長一職準備帶領獅子會進入21世紀時，我
不想以女性來作定位。
雖然我個人的生活從來沒有受到性別歧視的阻礙，
但我也意識到其他女性卻未必有同樣的經歷。在世界
各地，性別歧視仍然是許多婦女必須面對的障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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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工作不會界別膚色、性別或宗教信仰。獅子會
這一個組織可以變得更加強，是因為我們擁有非常
多不同類的經驗，為獅子會帶來如此多元化的思維
和巨大的能量。
作為國際會長在我的任期內我看到支持其他女性的
機會–並且有希望激勵她們。 我以能夠展示女性
在這個偉大的組織中所做的工作感到很自豪，這樣
她們也可以激勵更多的人。我相信，我們越是看到
更多女性加入並參與有趣、有意義的工作，我們就
越會看到其他女性也這樣做。這就是我們為獅子會
建立更加強大的未來的方法。
成為獅子會會員不關乎是男性或女性，是關乎作為
人類的一份子。當更多有愛心的男男女女一起服
務，我們真正改變人類世界的機會就越大。

LPRESIDENT’S MESSAGE

2019年5月至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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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譯：何桂明獅姐)

想像一下，你的孩子在炎熱的太陽下徒步穿越大草
原，收集作飲用、烹飪、洗澡和耕種的用水。對一
個五歲的小女孩來說，這一次行程令人疲憊不堪，
使她細小的前額鋪滿了汗水，正正表現了生活在世
界中水的資源緊張地區所帶來的挑戰。對你而言，三
英里的旅程是艱苦的，但這是坦桑尼亞慣常的工作。

方！你知道她辛辛苦苦帶回家的水一定很髒。當你
從孩子的眼睛裡拂走蒼蠅時，你渴望她能夠留在學
校，學習閱讀和寫作，這樣她就可以為自己打造一
個更美好的未來，但是你需要她來幫助解決取水的
艱辛工作。取水後她可能會有一丁點時間和村民們
稍作休息，讓體力恢復才可以踏上歸途。

再想像一下，你的孩子抵達一條沙灘河岸，徒步旅
程已使她非常疲倦。她隨即把那個水壺深深地沉入
渾濁的水中，你知道那裏是母親們給孩子洗澡的地

試想，心中知道明天你還要從頭再做一遍。但是現
在，你只能專心解決今天的問題。今天，你需要
水！

有需要的地方便有獅子會會員！

的農業和養魚設備。該項目緩解了該地區近五千人
的水源短缺和農業產量增加的負擔，其漣漪效應將
惠及未來世世代代。

奧地利的獅子會了解到坦桑尼亞的清潔水資源短
缺，便與當地的獅子會聯繫。他們與18個坦桑尼
亞獅子屬會和非牟利機構SEI SO FREI一起，利用
LCIF撥款擴大了幾個農村社區的水源。這些社區
非常依賴農業，透過群策群力，現在都可以獲得他
們日常生活所需的清潔用水。
這個「生命之源」項目耗時約9個月，包括在整個
Mara地區挖掘三口井和建造六個儲水厙。當工作
人員專注於建築時，志願者們開始訓練居民使用新

單看數據很容易使人迷失而忘記重點：來自LCIF
的77,000美元，兩個國家的獅子會，5,000名受益
人，6輛坦克，3口井等等。但是這項撥款成功的真
正考驗在於其效益。瞭解這些效益最理想的方法是
從每天都能感受到它的人口中得到。
Matiku說：「在我的村莊里的一個『井』是一個救
世主。我曾經需要去很遠的地方，在動物在喝水的

上述小女孩的故事在15歲的瓦倫蒂娜·馬蒂庫
（Valentina Matiku）的一生中絕大部分時間毫
不間斷地重現，但是時至今日她無需再面對這種
情況。憑著獅子會國際基金會（LCIF）提供的
77,000美元撥款，再加上家鄉和鄰近富有同情心
和愛心的獅子會會員共同努力，Matiku和她村裡的
其他居民不再需要經歷艱苦長途跋涉的取水旅程。

大壩上取水。」由於LCIF捐贈者的慷慨，Matiku
和她的家人現在可以輕鬆獲得清潔食水。現在
Matiku可以專注於接受教育而不是她的家務。
Mwacha Mwita，13歲，她看到這個LCIF撥款項
目改善了她村莊的生活質量。她很感激她不需要長
途運水來澆灌樹木、煮粥或洗盤子。Mwita說：「我
喜歡留在學校，因為我可以從水箱裡喝水。」

為這項服務提供更多力量
不論您服務的原因何在，請踴躍捐輸。
請登入lcif.org/donate查詢一百美元捐輸服務計劃。每週2美元–可以為14人提供清潔用水！像
Valentina Matiku和Mwacha Mwita這樣的年輕女性都需要你。

8

May & June 2019

10

May & June 2019

2019年5月至6月

11

12

May & June 2019

2019年5月至6月

13

14

May & June 2019

2019年5月至6月

15

16

May & June 2019

2019年5月至6月

17

18

May & June 2019

2019年5月至6月

19

郭美華

總監2018-2019

總監的話

之(六)

各位親愛的獅友，今期獅聲的內容包含了2019年4

全城血糖關注日

月至6月的獅務，包括：

區會籌辦的「全城血糖關注日之中學生血糖知識
知多D」於2019年5月9日已經圓滿舉行，活動旨

區年會

在增強中學生預防糖尿病的意識，從而減弱社會

本年度區年會已於2019年5月5日圓滿舉行，當天

糖尿病年輕化趨勢，當天由醫生及營養師為到場

選出了303區下一年度的領導班子如下：

的中學生進行健康講座，講解糖尿病的健康知識

候任總監（2019-2020）：王恭浩獅兄

及飲食需知。希望區會今後有關健康及預防病患

候任第一副總監（2019-2020）：梁禮賢獅兄

的服務繼續獲得你們的支持，以達至全民提升防

候任第二副總監（2019-2020）：梁麗琴獅姐

病意識的目標。

在此恭賀候任總監、第一副總監及第二副總監成

大腸癌服務計劃

功當選，我深信他們定能帶領區會更上一層樓，

區會與香港中文大學消化疾病研究所合作的「大

亦期望各獅友今後繼續支持及參與區會各項活動及

腸癌服務計劃」，已於2019年5月28日舉行服務

服務，發揚獅子會「四出精神」，共創獅子盛世。

啟動禮。是次服務對象是未能受惠於香港特區政
府大腸癌篩查計劃的人士，為他們進行大便隱血
測試及大腸內窺鏡檢查。本人亦在此呼籲各位獅
友在下一個獅子年度可積極舉辦或參與「大腸癌
服務計劃」的相關活動。

行樂獅子會創會
香港行樂獅子會於2019年4月24日獲國際總會批
准創會，成為303區會第92個屬會，亦是今年度新
創立的第二個屬會。本人代表303區熱烈歡迎香港
行樂獅子會的獅友加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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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心同德 共創共嬴
區傑出獎項選舉

年6月23日開幕並正式投入使用，該中心位於深水

透過舉行傑出獎項選舉，我們藉此鼓勵及肯定各

埗區蘇屋邨，是本地少數的可在醫院以外為癌病兒

屬會及獅友在獅務上的貢獻。今年的選舉已於6月

童及家人提供專業支援的服務機構，其啟用對於病

17號舉行評審，結果如下：

童意義重大，感謝各位獅友的熱心捐贈，給予病童

• 優異區委員會主席獎 - 資訊科技委員會 – 羅柯

進一步專業支援。

淑慧主席
• 全年優異屬會服務計劃 – 香港深水埗獅子會（深
獅關愛中醫義診服務日）
• 全年優異屬會獎 – 中區獅子會
• 全年最傑出會長獎 – 陳彩雲會長（沙田獅子會）

衷心祝賀各得獎委員會、屬會及獅友，希望各位
繼續發揚「我們服務」精神，實現「同心同德 ·
共創共贏」的美好願景。
延續優良服務
兒童癌病基金獅子會社區服務中心開幕

區會希望今後能多做一些捐血服務及關注兒童糖

「兒童癌病基金獅子會社區服務中心」已於2019

尿病服務，因此今年度已預留服務金給屬會於下
年度起向區會申請，詳情可留意日後區會的通
告。

今個獅子年度快將結束，感謝各位會長、各位獅
友 對 區會會務支持，同心同德，共創共嬴成就了
這精彩豐盛的一年，希望各位來年繼續努力做好服
務，再創佳績！

2019年5月至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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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 糖 尿 病 、 腎 病 知 多 啲 」健 康 展 覽 及 研 討 會

今

年中心與香港和平獅子會合辦的2019年「糖
尿病、腎病知多啲」健康展覽及研討會於
2019年3月30日及3月31日（星期六及星期日）假
座香港基督教青年會（YMCA）圓滿舉行。3月30
日舉行了開幕典禮儀式，中心十分榮幸能邀請衞生
署衞生防護中心總監黃加慶醫生太平紳士及候任第
一副總監梁禮賢醫生百忙中蒞臨主禮，其他嘉賓包
括香港腎科學會主席鄭玉麟醫生、獅友及中心董事
局成員等，令整個健康展覽增添光彩。籌委會聯合
主席第二常務副主席暨上屆總監陳立德獅兄致詞時
指出，根據香港衞生署公佈的人口健康調查結果顯
示，本港約有五成年齡介乎15至84歲的人士屬於
超重及肥胖，其中近五成超重和肥胖，約28%患有
高血壓，逾8%患有糖尿病，糖尿病、高血壓及血
管疾病均會引致末期腎衰竭，呼籲市民做好預防工

主禮嘉賓與中心董事局成員及香港和平獅子會獅友一同合
照。（第一排嘉賓左起：何錦程獅兄、江昕主席、前總監
張新村醫生、香港和平獅子會會長張美婷獅姐、黃加慶醫
生,JP、上屆總監陳立德獅兄、候任第一副總監梁禮賢醫生、
鄭玉麟醫生及何璟穎醫生。）

於YMCA地下大堂為市民提供簡單的健康檢查服務；並設有
健康資訊展板，讓市民對糖尿病及腎病有更多的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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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開幕典禮完結後，由威爾斯親王醫院副顧問醫
生何璟穎醫生為我們主講「認識糖尿病，護目好方
法」，並即場解答觀眾的問題。
3月31日（星期日）「香港腎科學會」派出會董周
啓明醫生及侯佳禎醫生為我們主講「糖尿病、腎病
知多啲」，目前導致慢性腎病的最主要成因為糖尿
病，引致糖尿病及高血壓的主要原因是超重，缺乏
運動及不恰當的飲食習慣所致；至於預防糖尿病及
高血壓，最有效的方法是維持正常的體重；香港每
年約有1,400至1,500名末期腎衰竭新症病人，需
要接受透析或腎臟移植維持生命。一連兩天舉辦的
健康展覽及研討會，設置有關健康資訊展板供大眾
市民欣賞外，還有免費簡單的健康檢查，包括量血
壓、度高、磅重、量測脂肪比例等。

威爾斯親王醫院副顧問醫生何璟穎醫生為我們主講「認識糖尿
病，護目好方法」，答問環節時，現場觀眾踴躍發問，場面熱鬧

「香港腎科學會」派出會董周啓明醫生及侯佳禎醫生為我們主
講「糖尿病、腎病知多啲」，講座參加人數接近200人，觀眾反
應熱烈

致：各位獅友、各位嘉賓

2018-19年度獅子會高爾夫球小組
「香港青山獅子會–畢禹徵紀念盾」–賽果
日期：2019年5月2日（星期四）
地點：粉嶺高爾夫球場–OLD Course

港

澳303區本年度第四次的高爾夫球比賽–香港青山獅
子會畢禹徵紀念盾，已順利於5月2日在粉嶺香港高爾
夫球會舉行。當日參加比賽的獅友及嘉賓特別踴躍，是近年
少見的，且天氣比較好，一眾參賽球手均有超水準的表現。
賽事贊助人：香港青山獅子會全體獅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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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香港青山獅子會現屆會長陳韶軒獅兄帶領，及幾位前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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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家昌獅兄（香港城市）
總桿冠軍： 曾瑞祥獅兄（香港北區）
淨桿亞軍： 馬慶森獅兄（香港又一村）
淨桿季軍： 譚 國權獅兄（錦繡）
上九洞最佳成績：趙財龍獅兄（香港青山）
下九洞最佳成績：黃 穎信獅兄（香港快活谷）

BB獎：柳逸瓊獅兄（香港青山）
最遠距離獎 （第17洞） ：David Liu（嘉賓）
最近中線獎 （第13洞） ：庾慧莊（嘉賓）
最近洞獎

（第3洞） ：D avid Liu（嘉賓）
（第5洞） ：C han Wai Kwong（嘉賓）
（第7洞） ：李 澤光先生（嘉賓）
（第12洞） ：邱 國偉獅兄（香港南九龍）
（第16洞） ：D erik Leung（嘉賓）

盃賽主辦者及多位前總監，與冠、亞、季軍，及所有
得獎獅友合照留念

2019年5月至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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獅子會中學
2018-2019年度
第十九屆畢業禮、獎助學金頒獎禮
暨
「心獅電視台」啟播禮

獅

子會中學二零一八至二零一九年度畢業
禮、獎助學金頒獎禮暨「心獅電視台」啟

播禮已於本年五月二十五日（星期六）早上順利舉
行，在悠揚的琴韻伴奏下，校長陪同一眾主禮嘉賓
徐徐步入禮堂，正式揭開典禮的序幕。

接著由林日豐校長致校務報告，他同時勉勵畢業同
學在日後的人生路上，做一個有始有終、願意承
擔的人，並能在將來的人生路上繼續發展，有所成
就。隨後由主禮嘉賓郭美華總監致訓詞，她除了祝
願各畢業同學能實現理想，擁有美好而豐盛的人生
外，亦衷心祝賀本校「心獅電視台」的成立，同時
期待觀看由中區獅子會贊助本校進行的《跨媒體關
心社會經驗學習計劃》而製作的微電影，希望藉此
能加強社會人士對糖尿病的關注。
在各嘉賓頒發畢業證書、各項獎學金及獎項後，便
進行簡單而隆重的「心獅電視台」啟播儀式。其
後更有木箱鼓合奏、歌曲獻唱及英語話劇表演，而
林校長更在木箱鼓合奏及話劇中客串登場，獲得在
座各位的熱烈掌聲。隨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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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由何麗貞副校監致歡迎詞，她先感謝國際獅子總

頒發「優秀伙伴家長」感

會中國港澳三○三區郭美華總監，於百忙中撥冗蒞臨

謝狀，感謝多年來支持學

擔任主禮嘉賓，令典禮倍添光彩。何副校監讚揚本

校的中六畢業生家長，畢

校創校二十三年以來，秉承校訓，提供優質教育，

業禮便在這歡欣而溫馨的

為社會培育新一代的接班人。她衷心祝願各畢業同

氣氛下圓滿結束。最後，

學能在人生中展開新的一頁，並能繼續發揚「我們

一眾嘉賓前往「心獅電視

服務」的精神，在不同的崗位上，為社會服務。

台」進行揭幕儀式及參觀。

May & June 2019

躲避盤校隊屢獲殊榮

本

校躲避盤校隊雖然成立不久，但已勇奪學界各大獎項。
能進入躲避盤校隊和穿上躲避盤校隊的戰衣，是眾多獅

小同學的夢想。躲避盤成員每天勤力練習，風雨不改。同學以不
凡的身手換來第四屆全港小學生躲避盤錦標賽小學組盃賽冠軍、
香港四邑商工總會陳南昌紀念中學及香港躲避盤總會合辦第二屆
《陳南昌盃》躲避盤小學邀請賽2019盃賽冠軍、亞洲躲避盤聯合
會2019 ADF亞洲躲避盤錦標賽U13組別冠軍、台灣「扶輪盃」
全國躲避盤錦標賽U13組別殿軍及和富躒頎躲避盤錦標賽2019盃

同學取得冠軍，在台上高舉校旗和獎盃，面上
展露勝利的笑容

賽冠軍。在五月上旬，這隊夢幻組合更分為兩隊參加2019元朗
區青年節躲避盤錦標賽，一起晉級決賽，獅小元老與獅小新力軍
對壘，最後包攬盃賽冠軍和亞軍的獎項！剛剛，躲避盤校隊再度
報捷，榮獲2019羅桂祥盃躲避盤邀請賽冠軍。同學用毅力和汗水
換來獎盃與榮譽，更重要是訓練出獅小同學的團隊精神和積極態
度！

青年節的錦標賽，冠軍、亞軍都是由獅小奪得！

東京遊學團
本校老師帶領三十位同學遠赴東京，學習有關環保和科技方面的知識。同
學到ANA機體工場考察飛機維修運作和程序，讓他們親眼見識到波音客機
的結構，了解飛機維修的工作程序。同學到三菱未來技術館見識日本的科
技發展，在館內模擬駕駛飛機，學習不同的科學理論。同學更在橫濱市民
防災中心的災難模擬體驗中學習，提升災難自救意識和守望相助的精神。
除此，學生參觀設在商業大廈中的城市農場，見識到在商業單位內也可進
行溫室種植和畜養動物。是次東京之旅，同學還體驗到不同文化的禮儀和
差異，感受當地的風土人情，眼界大開。
我們學會使用滅火筒了

北京交流團
本校四十多名師生飛抵首都北京，走訪了歷史遺跡，如故宮、八達
嶺長城、天壇、鳥巢和水立方等。此外，北京交流團的重點活動是
到訪我們的姊妹學校–北京市豐台第五小學京鐵校區，與當地學生
交流。獅小同學與豐台五小的學生一同上課，語文、數學和美術課
堂都十分有趣。同學與北京學生交流學習心得，並以茶會友，參與
當地谷雨節的「無我茶會」，與當地學生一起學習「以茶學禮、以
茶修身」，分享與茶有關的詩詞，好讓師生一同感受中國傳統文化
的精髓。

齊來畫國畫，真不容易！

2019年5月至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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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3區屬會服務地標 (十一)

資料搜集整理：香港北區獅子會創會會長 馬祥發

香 港 青 山 獅 子 會 Castle Peak Lions Club
青山獅子亭烏溪沙青年堂側
Castle Peak Lions Club Pavilion Wu Kai Sha Youth Village
該獅子亭始建於1975年，方便當地居民及學生在惡劣天氣時，用作
躲風避雨，後在2004年全面翻新。
This Lion Pavilion was first built in 1975. Allowing local people and
students to take shelter during rainy or adverse days.
Renewal and renovation works was carried out and completed in 2004.

屯門青山獅子鐘塔
Tuen Mun Castle Peak Lion Bell Tower
1976年籌劃在青山屯門公路新墟球場側興建一座高二十餘尺鐘塔，
方便駕駛者和行人在路途中知悉時間，共耗資十餘萬元完成，於
1979年10月18日建成並舉行揭幕儀式。
This Castle Peak , Tuen Mun Lion Bell Tower was built nearby San
Hui Football ground, stand as high as 20 feet, was first planned in
1976. Whole project was completed on 18 October 1979. Drivers and
pedestrians thus able to learn the exact time when passing b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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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培正中學青山獅子廊
Pui Ching Middle School corridor

九龍何文田培正道20號
No. 20, Pui Ching Road, Ho Man Tin, Kowloon

由「青山獅子會」捐建的「獅子廊」，座落培正中學大操場側，最初以紙皮石裝飾，後經多次修葺。一
九八七年十一月廿八日下午，舉行落成啟用典禮。「獅子廊」落成以前，當時中學和小學之間，沒有有
蓋通道連接，同學在雨天穿梭其中，倍覺困難。建廊後，校園環境得以改善。今天「獅子廊」成為同學
集合地點及休憩處。
The building of this corridor, situated close to the school sports field, was completed on 28th November 1987.
Before, there was no rooftop to connect the primary and middle school. After the corrider was built, it is more
convenient for all the students to move between the two areas, especially during rainy days. Today, this
corridor became a sitting out area and an assembly location.

香港紅十字會甘迺迪中心
Hong Kong Red Cross John F Kennedy Centre

香港大口環,大口環道15-17號
No.15 Sandy Bay Road, Sandy Bay, Hong Kong

香港紅十字會甘迺迪中心為身體弱能及多重障礙的學童提供全面的教育及復康服務，服務涵蓋本港及外
地。香港青山獅子會於1988年9月，為該校宿舍的康樂室全面翻新及增添設備。
This recreation and sports hall had been renovated and reconditioned in September 1988. Services provided
by this Red Cross John F Kennedy Centre included various special education, youth development, training
program for physical handicapped students in Hong Kong or even some overseas cities.

2019年5月至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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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長
陳少平

資訊委員
蔡百泰

七代同堂聯合晚餐例會

由

香港半島獅子會直系衍生的(子)青山獅子
會、北九龍獅子會、九龍塘獅子會、明珠獅
子會、(孫)香港尖沙咀獅子會、西九龍獅子會、南
九龍獅子會、筆架山獅子會、新界東獅子會、香港
城市獅子會、香港特區中央獅子會、(曾孫)香港新
界獅子會、香港沙田獅子會、何文田獅子會、香港
北區獅子會、香港炮台山獅子會、摩利臣山獅子
會、(玄孫)元朗獅子會、尖東獅子會、(來孫)香港
新時代獅子會、錦繡獅子會、星光獅子會、(晜孫)
比華利山獅子會共二十四個屬會，於2019年4月16
日假九龍旺角帝京酒店六字樓宴會廳舉行香港半島

獅子會七堂同堂聯合例會。
大會邀請地產界翹楚葉景強獅兄蒞臨作專題演講；總
監郭美華獅姐、前國際理事文錦歡獅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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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賢獅兄蒞臨擔任主禮嘉賓、七代同堂創辦人香港半島
獅子會前會長蔡百泰獅兄、聯同七代同堂1988-89年
度香港青山獅子會前會長譚錦標獅兄、香港尖沙咀獅
子會前會長劉澤泉獅兄、西九龍獅子會會長陳立漢獅
兄以及十八位族會會長為主禮台上嘉賓。由風笛隊帶
領一眾主禮嘉賓台上進場，為大會揭開序幕。

聯誼活動

服務活動

本會前會
長嚴玉麟
獅 兄 於
2019年5
月13日晚
上6時30分
假座九龍
尖沙咀瑰
麗酒店舉
行『登陸
晚宴』，
本會一眾
獅兄前往
恭賀。

香港半島獅子會支持國
際獅子總會中國港澳303
區 贊助捐獻10萬元予紅
十字會購買一輛獅子會
流動捐血車。第一副會
長暨候任會長周健忠獅
兄和前會長洪响堂獅兄
代表香港半島獅子會於
2019年3月30日(星期六)
前往九龍京士柏道15號
香港紅十字會輸血服務
中心總部，出席『獅子
會流動捐血車展示暨感
謝狀頒授典禮』。

上圖：會長陳少平獅兄於七代同堂例會
下圖：致送登陸宴禮品給嚴玉麟前會長

接受紀念品和紀念狀

『獎助學金頒獎典禮』
第一副會長暨候任會長周健忠獅兄代表香港半島獅子會出席樹仁大學於2019年4月24日下午4時假香港樹
仁大學邵美珍堂舉行香港樹仁大學『2018-2019年度香港半島獅子會獎助學金』頒獎典禮嘉賓。

三○三區區年會之夜
303區訂於2019年5月5日下午２時正假九龍尖沙咀洲際酒店大禮堂舉行周年大會，順利選出王恭浩獅兄
為2019-2020年度總監和梁禮賢獅兄為第一副總監、梁麗琴獅姐為第二副總監。晚上７時30分舉行區年
會之夜聯歡晚會。

第二分域聯合晚餐例會
第二分域(香港半島獅子會、香島獅子會、南九龍
獅子會、金馬倫山獅子會和明珠獅子會)於2019年
5月31日(星期五)晚上7時30分假座中環上海總會
舉行第二分域5會聯合晚餐例會。當晚榮獲303區
總監郭美華獅姐蒞臨主禮外，更邀請到全國人大
代表暨強制性公積金計劃管理局主席黃友嘉博士
GBS,BBS,JP蒞臨為大家作主講嘉賓作專題演講，
各獅友們賓至如歸。
第二分域主席聯同五會會長致送禮物給總監郭美華獅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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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長
翁靖淇

遠赴台北參加姐妹盟會
「台北華僑國際獅子會授證55周年會慶」
——對獅子會的姐妹盟會組織有感

今

年是姊妹會台北市華僑國際獅子會（以下簡稱華僑獅子會）授證第55周年會慶 暨 55屆56屆會長
交接儀式，域多利獅子會55年如一日，每年均派遣代表團參加授證慶典，今年也不例外。5月17

日由第三副會長李炎輝獅姐代表翁靖淇會長帶領一行17人浩浩蕩蕩遠赴台北。台北姐妹會也安排了熱烈
的歡迎團，在機場迎接。
是晚，華僑獅子會在台北典華館舉行授證55周年慶典暨55/56屆會長交接典禮，300A區全體區領導與會
長到場，嚴肅與熱鬧兼而有之。李炎輝獅姐並代表域多利獅子會致贈服務金美金2000元給予華僑獅子
會，由華僑獅子會的蘇建欣會長代表接受贈款。
國際獅子會的姐妹盟會組織是一項超過地理區域的德
政，盟會的往來不僅是旅遊，它經過超越獅子會區域界
限的聯盟，在不同地區，將獅子會員聯合在一齊，共同
在獅子精神下、以獅子心，以獅子力，為有需要的人提
供協助，提供服務。與此同時，不同地區的盟會會員也
通過獅子服務的渠道，大家建立不平凡的兄弟姐妹友
誼，增加對獅子服務的認識和認同。域多利經過55年
與華僑獅子會的盟會關係往來，雙方在港台兩地域的人
文工作所累積成績，是不能用金錢去衡量的。

長者推拿愛心義診服務項目
由域多利獅子會與鄰舍輔導會合辦的「長者推拿愛心義診服
務」項目於5月26日在服務小組黃子瑜主席領導下假座鄰舍輔導
會觀塘白會督夫人康齡中心舉行，當日的服務由上午8點開始，
至下午1點半結束，為200位長者提供了推拿服務與脊醫檢查。
脊骨肌肉痛是長者常見的通病，給長者帶來長久的困擾，嚴重
者會影響自身的生活質素。域多利獅子會希望通過這次的服
務，能夠為脊椎病患的長者帶來短期的舒緩，更希望長者能夠
對脊骨問題多一些認識，可以讓他們迅速正面處理脊骨帶來的
長期困擾。

2019年5月至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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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訪姊妹會台北市西區獅子會

4

月15日是姊妹會台北市西區獅子會的授證60週年大日
子，本會在會長吳珊珊獅姐的帶領下，一行共13名獅友

出席授證週年慶典及回顧論壇。典禮中，台北市西區獅子會邀
請19位資深前會長上台，接受全場獅友及嘉賓致敬，場面令
人感動。本會在典禮中更獲頒贈紀念錦牌匾，以及現金捐助支
持本會的廣西防城港十萬山瑤族鄉醫院興建活動，更招待本會
參觀國立傳統藝術中心、噶瑪蘭麥芽威士忌酒廠等景點，又享
用當地海鮮美食，獅誼情濃，實在感激。自1968年與台北市
西區獅子會簽署結盟證書，至今已經五十一年光景，但願情誼
永固，兩會會務昌隆。今次除了參加西區獅子會的60週年慶
典外，並與台北市八德獅子會的獅友聚首，大家見面都很高
興，暢談彼此近況。

4月22日獅子會盃
春風得意馬蹄疾，雖然香港馬季無分春夏，但今年
四月份的賽馬，對於中國港澳303區獅子會就別具
意義。4月22日，獅子會盃賽就在沙田馬場舉行，
排第五場，本會由第二分域主席及前會長陳雅輝獅
姐的率領，共宴兩圍，與區會及其他屬會獅友及嘉
賓共饗大會安排的自助餐，全程投入現場氣氛，觥
籌交錯，部份獅友也難免小注怡情。終於，獅子會
盃頭馬由「遨遊戰士」贏得，即場賠率1.2倍，算
是大熱勝出吧。

香島獅子會仝人大會
本會四月份理事會及仝人大會於4月24日假上海總
會舉行，由上屆會長何潔芝獅姐主持會議，通過
2017-18年度的財務報告及本屆會長吳珊珊獅姐會
務報告。會中一致通過由現屆第二副會長鄧偉基
獅兄出任2019-2020年度會長，鄧獅兄在獲選後發
言，提出以「承傳文化，愛育幼苗」作為服務綱
領，旨在發揚傳統文化，加強大眾對華夏文明的認
識，與及增加青少年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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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長
陳韶軒

2

019年4月13日獅子會流動捐血車啟動暨感謝

4月16日「七代同堂」聯合晚餐例會共有28個屬

匾揭幕典

會假九龍旺角帝京酒店舉行，本會有12位獅兄

禮，本會捐

出席。當晚邀請到葉景強獅兄專題演講「樓市真

助港幣10萬

面目」，有關香港現時的樓市走勢，深入淺出，

元，陳韶軒會

圖文並茂，妙趣橫生。不時獲全體聽眾鼓掌。最

長與上屆會長

後，由香港青山陳韶軒會長致謝詞，多謝七代同

吳承海獅兄在

堂各屬會會長於過去兩個月的籌備工作，積極參

捐血車前合照

與，並得到各前總監及區職員的支持，使晚會順
利進行。

留念。
陳韶軒會長與上屆會長吳承海獅兄在捐血車
前合照留念

本會於2019年4月23日舉行之會員大會，順利產生2019-2020年度職員及理事：
會

長：林天意

義務秘書：鄭煒城

上 屆 會 長：陳韶軒

義務司庫：朱建榮

第一副會長：紀

偉

總

務：李澤光

第二副會長：陳家樑

糾

察：袁景森

第三副會長：施清咸

理

事：譚錦標、林炳勳、黃慶光、廖漢輝

4月27日，第38屆姊妹學校計劃2018-2019舉行支票致贈儀式，陳韶軒會長代表本會致送支票。

2019年5月2日，香港青山獅子會畢禹徵紀念盾高

2019年5月8-10日，香港青山獅子會會長率團

爾夫5球賽，本會有12位獅友和嘉賓參賽，結果

一行7人前往台參加台北西北姊妹會之55週年慶

成績十分理想，趙財龍獅兄獲得「上九洞最佳成

典，獲得非常熱情招待，並贊助US $1000作為姊

績獎」，李澤光獅兄獲得「最近洞獎」，柳逸瓊

妹會之服務金。

獅兄獲得「BB獎」。

本會全體參賽獅友於賽前合照

本會各獅友於姊妹會慶典現場來個合照

2019年5月至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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獅友同行－播兒親子樂悠遊

「獅

友同行－播兒親子樂悠遊」於5月1
日舉行，這是首次與中國基督教播
道會－播道兒童之家合作。能夠與不同機構舉辦活
動、服務不同需要的人士，也是我們太平山獅子會
的服務宗旨之一。
活動原定帶領孩子及他們的家人外出遊玩以及享用
海鮮午宴，活動十分受歡迎，報名人數有增無減，
我們當然樂意接受。但服務前數天適逢連日大雨，
我們為確保活動順利完成，唯有制定後備方案。

於這些住院社的孩子們來說，則是不可多得的體驗。
雖然依依不捨，亦要繼續行程，我們遊覽鯉魚門，
並在當地享用海鮮午宴，席間由孩子們自己安排了
表演項目，意想不到的是，孩子們藉着表演，表露
了對父母的敬意，愛意！這是他們平常不敢表露
的，很多父母都哭了，我們眼睛也紅了，這是我們
沒有預料的，也是服務的最高境界！

5月1日，一早起來，忐忑的心情頓時平靜了，因
為天公作美，風和日麗，清風送爽，是戶外活動的
好日子。我們早上在播道兒童之家集合出發，先坐
旅遊巴前往牛池灣公園，太平山青獅們已預備了多
項集體遊戲，原來這些小遊戲都可以玩得很緊張刺
激。跟着自由活動，孩子們都表現得十分興奮、開
心、快樂！別以為到公園遊玩是很普通的事情，對

獅友同行－膳有善報顯關愛
5月4日，我們舉辦了「獅友同行－膳有善報顯關愛」活
動，看着老友記們開心快樂地欣賞表演，津津有味地吃
着海鮮，收到福袋滿心歡喜的神情，這服務怎能停止，
我們會繼續努力，繼續為他們服務。

姊妹會訪港參加會慶
6月7日，我們的姊妹會台北北區獅子會與及星加
坡加東獅子會，大部份的獅友相約到達香港，準備
出席我們的會慶，我們包下旅遊巴為他們接機，怎
料回酒店的時候遇上交通意外，慶幸只有三人受輕

傷，全太平山獅友展現高度合作及無私的精神，處
理這突然而來的意外，令到事情順利完結，我們為
意外向姊妹會獅友們表示歉意，但他們表示，意外
令我們更加團結緊密！

太平山獅子會54周年會慶 暨 職員就職禮
6月8日是我們創會54周年會慶暨2019-2020年度
職員就職典禮的大日子，在總監郭美華獅姐與各位
前領導、區職員、姊妹會、友會會長、獅友及嘉賓
們蒞臨參加，用高朋滿座，衣香鬢影，興高采烈，
熱鬧非凡來形容當晚的場面，絕對適合。
每年這個時候，心情都有些特別有些獅友們在舊崗
位退下，變成接班獅友的堅強後盾。有些獅友們在
新崗位迎上，兢兢業業地接受新的挑戰！謹向303
區全體獅友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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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長
何紹安

第五位青獅區會長誕生

6

月9日，香港觀塘青獅創會會長馮泓㪫(Rio)，
成功當選2019-2020年度中國港澳303區青獅

區會長，亦為本會爭光，成為本會第五位青獅區
會長，恭喜恭喜！能見證一位熱誠年青人，做出努
力發揮獅子精神，實屬喜事。祝願Rio能夠帶領青
年獅子會再創佳績，亦同時與本會獅友，發揮獅子
心，大獅與青獅上下團結一心，做更多服務項目惠
澤社群。

四代同堂
6月11日(星期二)，在童軍總會中餐廳舉辦（四代

務計劃，支持及協助303區區會之服務計劃。因此

同堂）共聚聯歡晚宴，香港觀塘獅子會、香港西區

得到中國港澳303區總監郭美華獅姐、2019-20王

獅子會、香港東九龍獅子會以及九龍城獅子會，由

恭浩獅兄、一副梁禮賢獅兄及二副梁麗琴獅姐親臨

四位會長籌備，簡介交流會務、分享過往成功之服

現場，在百忙中一起同歡，郭美華獅姐及梁禮賢獅
兄，各自贊助是次活動的遊戲獎金一仟
元，令更晚宴豐富及熱鬧，獅友們玩得
更投入，獅兄及獅姐們又唱歌助慶。祝
願四會獅誼永固，繼續發光發熱，發揮
更多獅子精神及獅子愛心，創造不同之
服務計劃，更多的社群受惠。

第四分區主席及新會員加入
2019年6月17日，國際獅子總會中國港澳三○三
區「2018-19年度第三次聯合晚餐例會·向總監、
區職員、終生會員致敬」，並由2019-20總監王恭
浩獅兄，介紹下屆區職員新班子誕生——前任第五
分域主席鄭炳龍Dragon獅兄，被委任2019-20 之
第四分區主席，恭喜恭喜！祝賀2019-20總監王恭
浩獅兄，帶領全體區職員團隊，為港澳303區再創
高峯，屢創佳績。另一喜事，新會員Danny獅兄加
入，為香港觀塘獅子會新增一份正能量，共融獅子
心，延續發揮獅子精神。

2019年5月至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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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獅子會共融電競百人參與

澳

門獅子會於五月十一日下午二時至五時在澳
門科技大學電競館舉辦「護眼時刻」共融電
競比賽及VR動感生活體驗活動，吸引近百名學生
及市民出席，場面熱鬧。

產品，保護眼晴的意識要再加強；VR醫療應用，
希望讓更多人能了解VR的功能和感覺。給比賽選
手得到認可機會的同時，也顯示了一些社會關注的
眼部健康問題。

活動大會主席及澳門獅子會會長楊俊熹表示，電子
競技近年在全球興起，提供了一個公平競技的比賽
平台。

澳門特殊奧運會總
監蕭宇康表示，隨
着電子競技近年興
起，電競提供了一
個讓傷殘人士及健
全人士可以切磋較
量的平台。VR技術
亦能幫助社會各界
人士包括傷殘人士更好地體驗生活。應該正確面對
電子競技產業，以助其健康發展。

希望通過活動能帶出三個訊息給社會大眾：電子競
技可以結合不同群體參加，從而提升社會關注傷健
人士的競技精神；保護眼晴的需要，大眾市民也因
電子產品的普及，社會圈子的改變而演變依賴電子

同場還舉辦護眼講座，希望青年在電競訓練中能配
合有規律的作息時間，身心都有正面成長。出席活
動人士包括國際獅子總會前國際理事文錦歡、中聯
辦協調部副處長姜衛峰、澳門社工局康復服務處長
蘇志群、教青局學校體育暨課餘活動事務處長張子
軒、中國澳門電子競技運動大聯盟總會理事長黃家
豪等。

澳門青年獅子會三人籃球賽利瑪竇中學舉行
為響應奧運即將把三人籃球加入比賽項目，提升社會對三人籃球的
重視，澳門青年獅子會、澳門獅子會及特殊奧運會合辦的「澳門青
年獅子會五周年活動之3x3由我來－青年三人籃球賽暨共融賽」於
五月二十六日（星期日）下午二時至五時假澳門利瑪竇中學室內運
動場舉行，十隊參賽隊伍以抽籤形式分組競賽，同場設獅子會表演
賽及傷健共融邀請賽。
本次透過三人籃球賽鼓勵青少年參與體能運動，挑戰自己，為目標
而努力。同時，在社區中推廣籃球運動，強健體魄，及早預防糖尿
病等慢性病，並透過籃球表演賽喚起社會對殘疾兒童的關注及了
解，增加澳門青年獅子會澳門獅子會於社區的互動，讓更多市民瞭
解「我們服務」精神。

港澳獅子服務日 - 澳門站主題為「夢想飛行」電影觀賞日
本年度港澳獅子服務日 - 澳門站主題為「夢想飛行」電
影觀賞日，與澳門工會聯合總會合辦，邀請100名單親
家長和小孩及低收入家庭為主體，以親子電影活動的形
式於六月二日（星期日）早上十時至十二時假澳門大會
堂開展本次服務計劃。
由於單親家長平時跟孩子溝通的時間比較少，親子電影
活動將為家長們提供了與孩子交流的平台，製造了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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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話題，促進了相互的溝通瞭解。同時，減
低單親家長長期的生活壓力，擴寬他們和孩
子生活的圈子，建立健康的人際社交關係。
本次帶動了100名左右單親家庭及低收入家
庭參與本次具有意義的公益服務活動，促進
家長及其孩子相互的溝通瞭解，豐富他們的
精神文化生活。

會長
劉志勇

資訊委員
范啟鏞

全力支持王恭浩前會長参選303區總監

本

會獅兄全力支持前會長王恭浩獅兄參選
303區19/20年度總監，在4月25日晚上
七時於尖沙咀龍堡國際宴會廳舉辦參選晚會，
嘉賓獅友出席人數超過六百人。會場氣氛非常
熱烈，支持聲音此起彼落，充滿着獅情、激
情！

本會獅兄獅嫂全力支持王恭浩獅兄參選總監

出席區週年大會、區年會之夜及七代同堂聯合例會
本會獅兄出席5月5日303區週年同人大會及區年會之夜晚會。在區年大會上，本會代表向三位參選人投下
了信任之票。本會王恭浩前會長成功地當選為303區2019/20年度總監。

舉辦本會2019會員週年大會 ---方繼元獅兄膺選為2019/2020年度(第45屆)會長
4月26日晚上7時30分，本會於尖東富豪酒店宴會廳舉行一年一度全體會員大會。在會員大會上，獅兄們
以熱烈的掌聲選出了以方繼元獅兄為19/20年度會長的新一屆內閣。在會上，方繼元獅兄對獅兄們的支持
深表感謝！並表示要繼往開來，將會務做得更好。

支持獅子會姊妹學校計劃活動

本會劉志勇獅兄(右二)代表本會致贈支票

38年來，本會每年都捐款支持303區姊妹學校計劃活動。在今
年4月27日之獅子會姊妹學校計劃支票交換儀式上，會長劉志
勇獅兄代表本會向香港西區扶輪社匡智晨輝學校致贈5千元支
票。通過傷健學童合作互動，師生與獅友相互交流，為社會推
動傷健共融、關懷互助作出貢獻。

新流動捐血車啟用儀式及第四屆獅子全城愛心捐血日
本會獅兄在2017年10月4日為港澳303區「捐
贈紅十字會輸血服務中心一輛全新流動捐血
車」活動捐出了$118,000。2019年4月13日上
午派出了6位代表出席了新流動捐血車啟動儀
式，並參與了獅子全城愛心捐血日活動。為服
務社會、滿足人道需求和提升港澳303區在香
港捐血服務的領導地位作出貢獻！
捐款感謝狀及
全新流動捐血車

香港尖沙咀獅子會第45屆職員、理事名單：
會
長：方繼元
上 屆 會 長：劉志勇
第一副會長：范啟鏞
第二副會長：李國霖
第三副會長：潘卓群

義務秘書：黃明同
理
義務司庫：袁偉文
總
務：潘祥安
糾
察：劉紀酉
會藉理事：袁兆豐、伍于宏

事：方浩然、王劍鳴、
劉澤泉、蘇瑞榮、
王世聰、林文華、
楊 澤、陳卓麟、
鄧務威

2019年5月至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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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長
楊雋永

資訊委員
李福謙

2018-2019年度「鑪峯愛心慈善電影義演」電影義演

香

港鑪峯獅子會於2019年04月07日(星期日)
下午3時假座銅鑼灣時代廣場13樓UA Cine
Times House 4舉辦的2018-2019年度「鑪峯愛心
慈善電影義演」電影義演活動；片名為「我來自紐
約2：當我們同在一起」，這套電影是首次在本港
上映。

紅星 - 狄龍先生親臨分享；希望將珍惜親情的正面
訊息宣揚開去！

今次活動主要是招待來自非牟利團體及保良局的百
多位低收入家庭觀賞這部敘述不但是家人的感情，
鄰居之間其實也像家人一樣的故事，故事內容相當
發人深省；而今次我們亦有幸邀得主角之一的影視

「獅心獻關懷之血糖關注日」
本會於2019年05月11日(星期六)下午1時30分假座葵涌獅子會
中學禮堂舉辦「獅心獻關懷之血糖關注日」，今次活動主要是
招待來自50歲或以上人仕；由於他們往往長期缺乏運動、再加
上不健康的飲食習慣導致肥胖，所以這個年齡層的人仕患糖尿
病的機率也相對較多。因此希望透過這次活動，再次喚醒大眾
對糖尿病的認識及關注！
當天除了有醫生講座外更有血糖和總膽固醇檢測並有醫護人員為
各位受眾解答相關問題及指引，喚醒他們對三高方面的關注。

全城血糖關注日
國際獅子總會303區於2019年5月9日(星期四）假
座獅子會中學舉行「全城血糖關注日 - 中學生血糖
知識知多D」服務活動。向年青人普及超重或肥胖
的定義和引起的後遺症等相關知識。當天由本會前
會長黃怡凌獅姐負責講座演說工作。

獅子會大腸癌服務
2019年5月19日會長楊雋永獅兄和候任會長曾廣源獅兄代表香港鑪峯獅子會出席由國際獅子總會303區及
香港中文大學消化疾病研究所假座威爾斯親王醫院李嘉誠醫學大樓3樓（李嘉誠健康科學研究所）301室
合辦的「獅子會大腸癌服務儀式啟動禮」。

2018-2 019年 度 三 ○ 三 區 區 年 會 暨 區 年 會 之 夜 餐 舞 會
「國際獅子總會中國港澳303區2018 – 2019年度區年會」，於2019年5月5日假九龍尖沙咀洲際酒店大
禮堂舉行，本會2位正副代表代表香港鑪峯獅子會出席。當晚7時同場舉行2018-2019年度區年會之夜餐
舞會，本會有6位獅友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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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長
陳國雄

資訊委員
林婉玲

全新「獅子會流動捐血車」
啟用儀式暨獅子全城愛心捐血日

在

2019年4月13日，「獅子會流動捐血車」

兄及副主席鄧志浩獅兄統籌一個本會的籌款晚宴，

正式投入服務，啟用禮暨獅子全城愛心捐

令到大家能齊心協力的出心，出力，出時間及出

血日也在當天啟動。

錢，體驗獅子會四出服務精神！

捐一次血，救三個人。平時大家會去哪兒捐血呢？

當日啟用禮儀式，本會也得到三○三區會的邀請，

除了設於港九新界的捐血站之外，流動捐血車也為

由上屆會長葉惠敏獅姐，本屆會長陳國雄獅兄及候

香港市民提供不少方便。然而，現役捐血車已服務

任會長李任基獅兄出席為見證嘉賓及上台領授感謝

市民大眾超過16年，不但車身變得殘舊，而且一直

獎牌及水晶裝飾流動捐血車一部作為紀念。

需要借用外來電源才能使用車上的儀器，香港紅十
字會有見及此，而向獅子會提出捐贈流動捐血車的

捐血的小貼士：

建議。在「國際獅子總會中國港澳三○三區」(簡

香港紅十字會捐血中

稱三○三區)各屬會及獅友的大力支持下，籌得超

心提供在網站，社交

過港幣700萬善款，全數用於購置價值港幣550萬

平台及手機應用程式

元的流動捐血車，餘額用於購置3部支援流動捐血

「HKBlood」公佈新

隊服務的輔助車。

流動捐血車的服務時間
及地點。已服務的地點

「獅子會流動捐血車」已在今年4月13日，由香港

包括屯門區龍門居，紅

紅十字會高層及三○三區會的總監，副總監，區職

磡區黃埔花園及海逸豪

員，及一眾屬會會長，嘉賓們在簡單而隆重的啟用

園，油尖旺區俊發花園

禮儀式見證下，已正式在香港各區收集血液，為血

及深水埗區荔枝角公園。

庫增加血液的儲存量！
為響應捐血，筆者也在「獅子會流動捐血車」啟用
禮後，在流動捐血車上感受捐血的服務，全程在專
業的醫護人員的指導下填問卷、驗血、量血壓，
專業醫護的
檢測問卷，
成功抽血及
抽完血後休
息，以便恢
復身體。全
本會香港東九龍獅子會得到上屆會長葉惠敏獅姐及

程的時間只

全體獅友的大力支持，在2018年1月5日的籌款晚

用30至45

宴上，成功籌募捐款，而能夠很榮幸地能為三0三

分鐘，真是

區會的捐贈「獅子會流動捐血車」出一分綿力，也

很方便，也

要在此感謝一眾曾出錢支持本會籌款晚宴的總監，

可以捐血幫

前總監，副總監們，區職員，會長，獅友，嘉賓朋

到有需要的

友們，廣告讚助人及物資讚助人及機構。同時也要

人。

感謝當晚的大會主席李任基獅兄，副主席鄧觀容獅

2019年5月至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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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長
區美珍

資訊委員
黎民

獅子會流動捐血車啟用儀式

2

019年4月13日，本會會長區美珍獅姐帶領獅
友們，齊齊身體力行支持303區及第六分區籌

辦之「獅子會流動捐血車啟用儀式及第四屆獅子全
城愛心捐血日」，發揮出心、出錢、出力、出席及
出血的「五出精神」，值得讚揚。本會於上年度撥
款認捐十萬用作合力捐贈一輛獅子會流動捐血車，
相關醫療器材及三部醫療輔助車輛予紅十字會輸血
服務中心，今天喜見捐血車正式啟用，並開始每天
走訪各區，以方便更多市民踴躍捐血，幫助血庫維
持足夠血液供有需要之病人作輸血治療。

「群獅玩轉水晶宮」慈善化妝晚會
2019年4月27日，本會一年一度籌款化妝晚會——

奐，配以大量海洋造型氣球，Live Band駐場，另

「群獅玩轉水晶宮」慈善化妝晚會。今年大會選址

設兩條大型搖控飛魚進場，非常震撼而動感新穎！

喺座落水上既

當晚獅友及嘉賓們都非常投入，絞盡腦汁悉心打扮

場地舉行，秉

亮相，有的以水行俠上陣，有的打扮龜仙人，有的

承本會一向以

打造水母造型，還有配以水泡、泳鏡造型上陣，實

開心籌款之理

在令人嘆為觀止！

念，所以特訂
以「水晶宮」

當晚先有造型比賽，再有慈善金曲、美酒拍賣及大

為名，以海底

抽獎，場面非常熱鬧，成功為是次晚會籌得可觀金

服飾為晚會主

額，大會將扣除所有開支後，撥入下屆本會活動服

題。大會佈置

務費，本會來年定會繼續舉辦更多有意義服務，服

場 地 美 輪 美

務更多有需要人士，本會再次多謝各位！

區年會之夜餐舞會
2019年5月5日，區美珍獅姐帶領獅友們一同盛裝
出席區年會之夜餐舞會，區年會的圓滿舉行及祝賀
來屆區總監、第一副總監、第二副總監順利誕生，
場面喜慶熱鬧。本會將繼續支持及參與區會各項活
動及服務，繼續發揚獅子會團隊精神，令獅務得以
繼續推展。

獅友聯誼
2019年5月18日，本會前往鯉魚門港龍海鮮酒家獅友聯誼，柯兆均獅兄即席以其專業品酒知識，講解如
何以美酒配襯各項海鮮，來提升食物之鮮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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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長
鄭嘉財

香港南九龍獅子會2019-2020年度職員就職典禮第
四十二屆女賓夕慈善餐舞會

「香

港南九龍獅子會2019-2020年度職員
就職典禮 暨 第42屆女賓夕慈善餐舞
會」已於2019年5月19日假洲際酒店舉行，請由國
際獅子總會中國港澳303區總監郭美華獅姐、創會
會長楊受成獅兄主禮。與會嘉賓、區職員、友會會
長及獅友六百多人。
大會主席丘濠銘致歡迎詞，並致謝數月來獲得同寅
的支持和鼓勵，大會才能得到順利進行的成果。
現屆會長鄭嘉財致詞，報告一年來的會務工作，表
示在過去的一年裏，大家竭盡全力，為推動「我們
服務」的獅子精神而努力，先後在本港、國內推行
教育、敬老、醫療、扶貧及青少年各項不同類型的
活動，得到303區會、友會會長、本會前會長和獅
兄們鼎力支持，使所定下的服務，都能一一順利完
成，深表感謝。
郭美華總監繼主持監誓、移交權槌和會長帶儀式及
致詞。
楊受成創會會長致詞表示，自南九龍獅子會創立
後，見著本會茁壯成長，隨著社會進步和發展，服
務範圍不斷擴大，由香港延至內地及其他地區，深
表欣慰。今後他定會盡力致辭服務事宜。

郭美華總監(中)主持移交權槌及會長帶儀
式，鄭嘉財會長(右)、新任會長湯俊傑(左)

新任會長湯俊傑
致詞稱，本年度
的工作，主要是
以「凝聚力量，
攜手共創」為目
標，加緊與各獅
兄聯絡，竭盡
所能，拓展服
務。

本會2019-2020年度職員就職典禮暨第42屆女賓夕慈善餐舞會。
獅兄、獅嫂與嘉賓合照

姐妹會台北市陽明山獅子會會長楊紀為獅兄、國際
獅子會D385中國獅子聯會北京會員管理委員前主
席覃冰霜獅姐、北京光華服務隊隊長邢源高獅兄分
別致詞後，由後任總監王恭浩獅兄主持新會員入會
儀式、大會副主席尹荏球致謝詞。
禮成展開女賓夕慈善餐舞會，並舉行與台北市陽明
山還是最結盟40週年紀念切餅儀式，席間卡拉OK
慈善演唱及獎券大抽獎、氣氛洋溢。
2019-2020年度內閣成員：會長湯俊傑、上屆會長
鄭嘉財、第一副會長丘濠銘、第二副會長尹荏球、
第三副會長丁麒銘、義務秘書廖少輝、義務司庫俞
建喜、總務范志恒、糾察郭子敬。
董事：林建名、梁樹賢、周炳朝、羅志偉、許榮
勞、季德燐、施秋平、沈永林、施文誕、施必芳、
施新筑、鄭瑞欽、王志達、李栢祥、施金象、施永
游、鄧偉林、蔡再強。
會員：楊受成、楊永樹、施展望(Stephen)、馮元
光、許良達、馬創興、佘日炯、施純民、黃偉良、
陳德榮、黃忍權、施天賜、施展望(Tommy)、劉盛
賀、施聯炳、盧瑞權、陳紹光、魏沛豪、曾錦華、
王維勤、譚柏煒、施新平、施仲興、顧昌城。

兩岸三地聯合服務「繽紛色彩展關懷」
為了貫徹我們姊妹會服務社群的精神，香港南九龍獅子會
與台北市陽明山獅子會、中國獅子會聯會北京光華服務隊
及臻和學校合辦「繽紛色彩展關懷」。此項活動除可促進
兩岸三地的獅子服務精神外，更鼓勵在精神方面有特別問
題的學童認識綠化和環保的概念，由香港南九龍獅子會創
會會員林建名主禮，三會獅兄與學童一起創作綠化環保
袋，加強他們對環保的認識。
「繽紛色彩展關懷」服務，兩岸三地獅兄合照

2019年5月至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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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長
羅紹彬

資訊委員
陳金發

獅子會流動捐血車啟用儀式及第四屆獅子全城愛心捐血日

本

會會長羅紹彬獅兄及前會長溫少華獅兄於4月13日一同出席
「獅子會流動捐血車啟用儀式及第四屆獅子全城愛心捐血
日」。是日兩位獅友一同在醫院管理局大樓參與獅子會流動捐血車
啟用儀式及即場捐血。兩位獅兄亦是連續4年都有參與捐血活動及
即場捐血，帶出了獅子精神出席、出心及「出血」。

香港半島獅子會 七代同堂聯合晚餐例會
由本會母會香港半島獅子會主辦「七代同堂聯合晚餐例會」已於4月20日
舉行。七代直系共26個屬會包括、香港青山、北九龍、九龍塘、明珠、
香港尖沙咀、西九龍、南九龍、筆架山、新界東、香港城市、香港特區中
央、香港國金、新界、香港沙田、何文田、香港北區、香港環球、香港炮
台山、摩利臣山、元朗、尖東、香港新時代、錦繡、星光以及比華利山獅
子會。當晚七代獅友聚首一堂，增進獅誼，度過了一個歡樂的晚上。

2018-2019年度區年會之夜
餐舞會「獅子盛世、歌舞昇平」
區年會之夜餐舞會「獅子盛世、歌舞昇平」已於5月5日於洲際
酒店舉行。當晚主題是「獅子盛世、歌舞昇平」，當晚大家都
盛裝打扮出席。

香港筆架山
獅子會
Beacon Hill

會長
洪鵬錐

資訊委員
吳璇樑

第九分域聯合服務「獅家宴」

2

019年5月18日星期六，中午12點至下午6時，
由香港筆架山獅子會會長洪鵬錐獅兄帶領獅友
們。聯同香港東九龍獅子會、香港港南獅子會、香
港千禧獅子會，於西環聖巴拿巴會之家進行第九分
域聯合服務「獅家宴」，為一百多位有需要人士服
務。是次活動為聖巴拿巴會的朋友準備一頓豐富的
菜餚，獅友們由買菜、洗菜、切菜、煮飯、上菜一

手包辦！活動除增進了第九分域獅友們之間的獅誼
外，更攜手服務一班社會上貧困人士，給予他們關
懷。
聖巴拿巴會之家服務的主要工作：日間中心及外展
探訪。以跟隨主耶穌基督的教導為目標，接觸並幫
助貧困人士、露宿者，鼓勵彼此相愛關懷，重建對
生命的盼望，更透過提供物質上的支援及屬靈輔
導，以協助他們重投社會。是次活動推動友會聯合
服務！取長補短，共同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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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長
張美娟

資訊委員
關美娟

青少年職場體驗計劃之「職場體驗」及「分享會」

隨

着3月16日以第一部分「行業探索」為主題

的座談會揭開了由香港港南獅子會、九龍

城獅子會和香港西貢獅子會首次聯合主辦，並由教

年輕創業的室內設計公司老板循序細心引導，更拓
寬了有意投身室內設計行業的同學們的視野，令他
們更有計劃和目標。

會關懷貧窮網絡協辦的「青少年職場體驗計劃」的
序幕。學生們期待的4月25日和26連續二天的職場
體驗更把整個計劃推上了高潮，二百多位學生分配
到三十多間不同的「熱心企業」。學生們雀躍地進

年輕有為的導演帶
着整個制作團隊的
現場拍攝過程，短

入不同職場崗位，大多數是獅友的「熱心企業」出

短的幾分鐘廣告片

動了公司的老闆、管理階層和不同崗位的同事熱誠

段，動用了導演、

地為學生們作介紹和體驗。

燈光師、拍攝師、
美術指導...和大半天

隨着拍攝師和由獅友們連續這兩天輪流組成的車隊

時間，真的讓同

踏遍了港九新界，拍下了學生們在不同企業的精彩

學們大開眼界。

對青少年成長有着強烈使命感的年
輕Fintech創辦人不斷地帶給同學
們創新的理念，發掘他們的潛能

花絮...
對青少年成長有着強烈使命感的年輕Fintech創辦人
不斷地帶給同學們創新的理念，發掘他們的潛能。
享譽城中的珠寶零售商開啟了他們的專業訓練團
隊，從珠寶設計、珠寶鑒定、市場推廣到銷售。有
些同學憑着他們無限的創作空間畫出的一幅幅滿有
特色的珠寶設計，有些同學學着滿有信心地向模擬
客人銷售產品，也有些同學十分好奇地學着如何透
過放大鏡分辨真假珠寶...
富有中國傳統特色的酒家，讓學生們感受到文化的
禮節，開始還是怕羞的男同學，第二天卻有板有眼

與其說5月11日的分享會為整個「青少年職場體驗

地招呼我們。

計劃」劃上圓滿的句號，不如說是為同學們燃起了
他們計劃未來目標的推動力。當天獅友們、「熱心

飛行學院創辦人的演說，讓二十多位學生聽得如癡

企業」們、學生們、老師們...坐滿整個學校禮堂。

如醉。怎樣從一位兒時讀書不成，卻奮發努力成為

看着同學們台上台下熱切的分享，整個計劃在三十

一位飛機師，繼而創辦飛行學院造就一批又一批的

多間「熱心企業」的鼎力無私支持，三個屬會組成

飛機師。聽着聽着，也像點燃了同學們心中燃燒的

的籌委會和獅友們半年來互相協助支持，彼此各

那團火。

盡其力...攜手繪出這美麗的圖畫，我們真心相信也
期待同學們在他們人生的路上畫出更精彩的人生。

剛踏入一家制作公司，老板助理滿臉笑容地期待我
們的到來，「這麼有意義的計劃，為何我們讀書的
年代沒有呢？」她還迫不及待地展示同學們寫下對
這計劃感人的感想，臨別時還鼓勵我們每年繼續這
計劃，表示極力支持。

2019年5月至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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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長
翁木林

資訊委員
余紫威

「香港新界獅子會汕尾梅隴鎮敬老院」落成揭幕禮

本

會捐款及集資近貮佰萬元在汕尾市海豐縣梅
隴鎮籌建一所「香港新界獅子會汕尾梅隴鎮
敬老院」，並於4月28日舉行落成揭幕典禮。該院
坐落於梅隴鎮花果山市郊，建佔地約2000㎡，建
築面積1400㎡，是一間集生活、健身、娛樂、醫
療於一體的高標準敬老院。全院有30個房間，可設
置80個床位。院內環境優美，設施先進，長者們足
不出院即可享受各種優質服務。
會長翁木林獅兄獅嫂聯同30餘位獅兄獅嫂在4月
27-28日組團前往梅隴鎮參加典禮，並請到郭美華
總監、馮妙雲前總監及黃嘉俊第四分域主席同行。
揭幕典禮由翁木林會長聯同郭美華總監、敬老院發
起人林世潛獅兄、原汕尾市政協主席莫英群、汕尾
市信訪局副局長郭立堅、海豐縣民政局局長李特
清、梅隴鎮黨委書記李廉清、梅隴鎮人民政府鎮長
林德森一起主禮，儀式莊重。當日蒙各方領導、政
商界知名人士、首長鄉親到來觀禮，氣氛熱鬧。席
上致詞者皆讚揚本會善行，並連聲致謝。院舍建成
的狀況十分理想，並已開始有長者相繼入住。

會

敬老院的建設還得到了當地各界熱心人士和熱心企
業的大力支持及慷慨解囊，據知現場即時籌到善
款$543,600元作為日後運作的經費。敬老院的落
成，被視為梅隴鎮社會保障事業進一步發展和完善
的重要體現，也是梅隴鎮五保供養工作走上規範化
管理的一件大喜事。

本會捐款近貮佰萬元贊助籌建『香港新界獅子會汕尾梅隴鎮敬老
院』落成揭幕時，獅兄們在院前合照留念

訊

本會於5月8日曾到訪於早年分別在沙田昂
堂山及大埔新娘潭籌建的兩個獅子亭，狀
況良好，仍然發揮方便遊人之效。及後便
由翁木林會長聯同林錦清獅兄、林世潛獅
兄在鯉魚門設宴招待各參加者。當日有超
過30位獅兄、獅嫂及幼獅參加。

暨獅子全城愛心捐血日2019」、4月22日在沙田馬場舉行
之「獅子會盃」賽、5月5日舉行的區年會及區年會之夜。

左圖：出席流動捐血車啟用儀式時翁木林會長(右)和余紫威義務秘書(左)與紅
十字會總監李卓廣醫生(中)合照留念。右圖：本會獅兄獅嫂出席七代同堂聯
合例會時合照留念

本會獅兄獅嫂造訪年前贊助籌建的大埔新娘潭獅子亭時
合照留念

本會除在4月16日參加了一年一度的七代同
堂25會聯合例會之外，亦曾分別參與下列
區會活動，以表支持：4月13日在醫管局
大樓舉行之「獅子會流動捐血車啟用儀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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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翁木林會長與獅嫂領導之下，本會20位獅兄、獅嫂、
幼獅在5月16日組團前往台灣參加台北敦化姊妹會之就職
典禮，計有：翁儒凱獅兄獅嫂、陳燁志獅兄獅嫂、鄭展強
獅兄獅嫂、余紫威獅兄獅嫂、陳東春獅兄、向華炎獅兄
獅嫂、黃慶強獅兄、湯長福獅兄、黃志輝獅兄、譚展明獅
兄、余展鵬獅兄、伍宜式獅兄獅嫂及幼獅，總共22人，在
台時受到姊妹會的熱情款待，待他們回訪時本會當盡地主
之誼，報以熱誠。獅兄嫂們又於5月30日組團前往韓國參
加首爾第一姊妹會之就職典禮，8人的團隊包括翁木林獅
兄獅嫂、翁儒凱獅兄獅嫂、辛啟華獅兄、鄺琼獅兄、黃志
輝獅兄、余展鵬獅兄，同樣受到禮待，盡顯彼此間的獅誼。

會長
李恒輝

資訊委員
曹永豪

參加獅子會流動捐血車
展示暨感謝狀頒授典禮

303

區於2019年3月30日假座「香港紅十
字會輸血服務中心」總部舉行獅子會
流動捐血車展示暨感謝狀頒授典禮，前會長李常盛
獅兄和前會長陳啟球獅兄出席當天典禮，紅十字會
頒授感謝狀及水晶捐血車紀念品予港東獅子會及前
會長李常盛獅兄，感謝本會全體獅兄嫂贊助港幣十
萬元，及前會長李常盛獅兄樂善好施，以個人名義
再贊助紅十字會十萬元港幣。

午餐例會
本會於四月一日舉行午餐例會，是日邀請到兩位重
量級嘉賓，三O三區2019-2020年度總監參選人王
恭浩獅兄及立法局議員、經民聯主席、立法會工務
小組主席盧偉國博士工程師 SBS,MH,JP。王恭浩
獅兄為我們展望獅子會將來服務和目標。盧偉國議
員介紹大灣區帶來的新機遇，香港佔有地利，可以
發揮在國際交通樞紐、科研實力、市場經驗、法律
仲裁、基建工程及檢測認證等專業領域的特有優勢。

五 會 聯 合 服 務「 天 生 我 才 」
第三分域聯合服務「天生我才」（域多利、城市、
港東、港島、大埔五會合辦）於4月14日假座將軍
澳IVE綜藝館舉行綜藝比賽，目的是鼓勵及幫助邊
緣青少年發揮他們的才能，給予他們支持和關懷，
加強他們與社會的聯繫，建立健康人生。港東獅子
會大力贊助是次活動，會長李恒輝獅兄親自出席服
務，為青年打氣。

港東獅子會第十九屆職員(2019至2020年度)
來屆本會增加副長職位，以加深彼此關係及獅子會服務的認識。
會
長：何心源
第一副會長：曹永豪
第二副會長：林樹華
第三副會長：陸炳鴻
義 務 秘 書：李海柏
副 秘 書：高達斌
義 務 司 庫：劉國平

副司庫：陳億華
糾 察：霍建康
副糾察：周富昌
總 務：李常盛
副總務：鄺能恩
康 樂：黃丁祥
副康樂：曾貴興

分會會員發展主席 ：陳啟球
國際年會代表
：盧應銘
分會LCIF協調員 ：陳國屏
分會服務主席
：李浩森
分會行銷溝通主席 ：陳浩波
分會指導員
：林銘森
分會指導員
：鄭存漢

副主席 ：楊啟宗
副代表 ：李浩祺
副協調員 ：劉永強
副主席 ：朱 正
副主席 ：林民盾
副指導 ：張瑞境
副指導 ：石賢德

2019年5月至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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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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 藝 中 國 古 典 詩 詞 朗 誦 比 賽 2 0 1 8 -2 0 1 9 年 度》

已

於2019年4月14日，假孔
聖堂中學順利舉行，本會
共有13位獅友出席是次活動。

在中國文學上，最早的詩是距今
三千年的《詩經》，收 集 了 西 周
初年至春秋中葉，繼《詩經》後

就踏入屈原《楚辭》，由四字句
發展為五言及七言句。到了唐代
更是古典詩詞的黃金時期。
在三千年歷史承傳今，本屆參賽
人數比去屆倍增至三百多人，的
確有賴整個團隊，包括主席、委
員、老師的支持！細心分析誦
材，讓參賽者得以拋開背讀太長
詩詞的壓力，發揮所長。

誠有增無減，這是對我們比賽大
會的一種認同和鼓勵！
我們會繼續努力，傳承中華傳統
文化！

更值得驕傲是參賽者對詩詞的熱

港島青年 獅 子 會《2018-2019》聯 會 服 務 – 台 灣 服 務 之 旅
是次活動是聯同太平山青年獅子會，共同辛苦籌備
了好幾個月，到台中和台北了解更多關於當地長者
同智障人士心靈及日常生活細節。我們參觀了當地
最大服務機構，當中參與了「小吃部販賣會」擔任
店員及體驗長者被捆綁或蒙眼的生活等活動。為令
長者有個難忘一天，我們特意提前學識扭波波氹得
大家好開心，他們又唱歌給我們聽。適逢五月份母

親節，我們更設計心意卡給台灣母親們。是次台灣
服務之旅令我們了解更多台灣文化智識！

獅 子會
元朗
Yuen Long

「商

界展關懷」計劃踏入第17個年頭，從最初200多家企
業，發展至今天擁有3,800多家企業、500多家社會服

務機構的民商官伙伴合作平台，「商界展關懷」計劃無疑是推動社
會共融、發展的重要力量。
元朗獅子會今年繼續熱心服務社會，連續第六年再度拿到社會的認
同和肯定本會的貢獻。
「商界展關懷」計劃並不單是一個嘉許活動或企業認證，而是一個
民商官平台，共同建立共融社會、推動社會發展。要成為「商界展
關懷」企業，必須與社會服務機構有實質的合作，這是計劃的核
心。只要開始了合作關係，接觸社會種種需要，定必愈來愈投入，
為有需要的人帶來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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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長
蘇籽翱

會長
陳振中

資訊委員
武陽

「如何增強抵禦能力 在您的工作場所茁壯成長」

4

月份晚餐例會於4月9日在銅鑼灣香港

外，劉博士表示人應有適量的壓力，並學會觀察及接受

遊艇會舉行。當晚我們邀請了香港心理

自己，這才能有進一步的成長。

學協會主席、亞洲正念心理學培訓創辦人及
導師–劉英健博士作為該月例會主講嘉賓，

最後由會長陳振中獅兄向劉英健博士致送紀念旗，並與各

主題為「如何增強抵禦能力 在您的工作場所

位獅友及嘉賓進行大合照作為晚餐例會的結束。

茁壯成長」。劉博士指出都市人生活節奏急
促，工作壓力龐大，容易引致便秘、食物敏
感、鼻敏感等徵狀，大多數人的工作壓力來
自於社交上、任務上、理想工作上及環境上
等。當天，劉博士帶領一眾獅友體驗了身體
掃描的減壓方法，這個簡單的療程可使人提
高注意力、增加判斷能力、減輕壓力及脫離
憂慮。獅友們都十分享受這個減壓體驗。另

「香港職業專才教育的未來發展趨勢」
5月份晚餐例會於5月14日在銅鑼灣香港遊艇會舉行。當晚，我

在5月25日(六)，本會舉辦了心肺

們與都會扶輪社合辦了聯合晚餐例會。同時，亦邀請了職業訓練

復甦培訓活動，並邀請了香港復甦

局主席–鍾志平博士作為該月例會的主講嘉賓，主題為「香港職

學會創辦人–曾智豪博士作為培訓

業專才教育的未來發展趨勢」。當天，鍾博士講述了香港職業專

員。基於人體缺氧約4分鐘腦部便

才教育的重要性及其發展走向。隨着香港經濟發展蓬勃，各行各

會開始受損，而救護車需在12分

業對專業人才的需求日漸龐大。現時，職業訓練局提供了各式各

鐘內才抵達，因此，若病者停止呼

樣的職業教育課程，以培養年輕人的專業知識、實用技能和應有

吸，必需對病者進行施救(利用CPR/

的態度。同時，亦提供了多元化的升學及就業機會，讓他們發揮

AED)以防止腦部缺氧，這才能為病

所長、人盡其才。因此，政府應加強推廣職業教育，探討更系統

者贏得最寶貴的時間。除了學習行

化的專業認可，並與各個行業緊密合作，推動職學相軌，鼓勵終

使CPR和使用AED的正確方法外，

身學習。演講主題有關於未來一代的發展，一眾獅友及扶輪社社

曾智豪博士亦教曉各位獅友治療窒

員都十分投入。

息的正確急救方法。當天，參加的
獅友都十分投入，積極地參與培
例會最後由

訓。活動結束後，一眾獅友共聚晚

會長陳振中

餐。

獅兄向香港
都會扶輪社
社長–梁晏
青女士以及
鍾志平博士致送紀念旗，並與各位獅友及嘉賓慶祝獅友生日和進
行大合照作為晚餐例會的結束。

2019年5月至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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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長
陳彩雲

資訊委員
曾献鋒

水泉澳邨訪老友 關愛健康體檢施
滑板減壓親父母 福袋眼鏡悅村民
國際獅子總會中國港澳303區–沙田水泉澳邨綜合服務日

2

019年3月30日，香港沙田獅子會在沙田水泉

富的節目表演，又送上千個福袋令到水泉澳村男女

澳邨綜合服務日共有三個服務。同一日有為老

老幼居民過了開心愉快的一天。

友記免費測試血糖、膽固醇、尿酸及糖尿病講座；
滑動人生健康教育活動，運用滑板車運動減壓引發
他們多運動少打機，並多和父母親子樂成為快樂小
領袖，為基層小朋友獻上關懷；第三個服務：聯同
五個友會的支持齊為小朋友驗眼和免費配眼鏡並於
5月4日把眼鏡送回水泉澳給小朋友。當天嘉年華豐

古法農耕環保現
洞悉天機恉自然
《環保原野親子遊》
香港沙田獅子會古洞學習環保農耕服務親子活動！
讓學生體驗了解農耕利用環保回收物料種菜，親
自摘菜、用木材生火煮菜、感受勞力工作。透過摘
菜、洗菜、煮午餐，又通過摘草餵山羊、兔仔、牛
牛……一天的原始生態，與動、植親密接觸學習和
抵抗飢餓後，再享受自己煮的午餐去理解粒粒皆辛
苦而珍惜幸福所得，可說活生生的教材！大家享受
有個開心學習的體力活動，並從中和體驗得來之不
易，珍惜一切！

五二傷健齊共創
白飯魚藝萬心田
姊妹學校計劃
姊妹學校計劃每年都安排了特殊學校的中小學生，
與主流學校學生一起參與不同藝術創作、遊戲及
表演項目。今年的姊妹學校計劃主題是「我的七彩
白飯魚」，計劃是透過52間傷健學校的學生互相合
作在白色的帆布鞋（白飯魚）上把內心的彩虹畫出
來，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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閉幕禮及特殊
運動會嘉年華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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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長
吳漢英

資訊委員
張松立

2018-2019年度周年選舉大會

本

年度周年選舉大會已於4月9日董事會前順利舉行；大會主席由上屆會長袁啟康獅兄出任，並順利
選出蔡小平獅兄為2019-2020年度會長及其內閣成員。

2 019-2020年度新職員就職典禮謹定於2019年7月26日假沙田馬場會所舉行。

四月份晚餐例會 暨 總監親善探訪
本會四月份例會已於4月26日假深水灣香港高爾夫

享「環球樓市焦點」之主題，與大家共度一個愉快

球會舉行。當晚非常榮幸，得到尊敬的中國港澳

的晚上。在此，多謝會長吳漢英獅兄之悉心安排。

303區總監郭美華獅姐親善探訪。在此，
感謝總監郭美華獅姐將區會最新之近況及
訊息帶予本會，並於致辭時多謝本會對區
會的支持並鼓勵獅友們繼續發揚獅子服務
精神。
當 晚除有重量級嘉賓到訪外，本會亦邀請
到廖贊天獅兄作演講嘉賓。為本會獅友分

首爾東都獅子會就職典禮
5 月23日至26日本會多位獅兄、獅嫂及嘉賓前往韓
國首爾出席姊妹會東都獅子會新一屆職員就職典
禮，今年是本會與東都獅子會結盟三十四周年。

如 往年探訪一樣，行程四天中本會獅友均受到東都
獅友們的熱情款待，今年更特別安排我們前往充滿
大海氣息的曾島觀光及遊玩，讓我們感受到當地的
風土人情及體會當地文化，度過一個愉快難忘的旅
程。

2019年5月至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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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長
郭得瑩

第八分域聯合晚餐例會

5

月9日，第八分域主席聯同第八分域屬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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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舉辦聯合晚餐例
會。本會獅姐當晚除負責接待工作外，還有協助
場地工作。
主講嘉賓香
港著名皮紋
分析師葉舒
然小姐精彩
的皮紋學講
座，使我們

認識皮紋的
關聯性格特
徵、天份及
溝通模式，
從而探討個
人 成 功 要
素。除此之
外，大會更
邀請有「香港舞王」之稱的麥德羅先生表演勁歌熱
舞，將當晚現場氣氛推向高點，令出席獅友嘉賓過
了一個愉快兼知識與娛樂並重的晚宴。

2019/2020年度會長及董事局成員
本會2019-2020年度的會長及董事局成員已在本年
度的同人大會順利選出。恭喜周秀娥獅姐候任會長
及各內閣成員，帶領本會來年會務蒸蒸日上。
2019-2020年度的會長及董事局成員名單：
會長周秀娥獅姐，上屆會長郭得瑩獅姐，第一副會

長李燕珍獅姐，第二副會長鄧敏婷獅姐，第三副會
長李玉君獅姐，義務秘書袁林娣獅姐，義務司庫余
梅芳獅姐，總務楊詠嫻獅姐，糾察丁乙寧獅姐，會
藉組主席袁林娣獅姐及6位理事: 區錦霞獅姐、岑
瑛媚獅姐、葉莊少芳獅姐、李立美獅姐、楊麗嫦獅
姐、梁彩意獅姐。

會長
劉成

2019年3月21日
香港百俊獅子會例會

本

2019年3月31日 關注兒童
癌症《樹屋田莊歷奇之旅》

會於尖沙嘴 I Square 的狀元樓內舉行例

本會十分支持第四分區兒童癌病關注服務。當日

會，當晚除了報告會務及活動安排外， 會

活動位於患病兒童及其家屬於山莊遊玩不同設

議內容主要討論獅

施，經歷了一天與大

子會流動捐血車

自然接觸，小朋友們

典禮安排及分工，

亦成功挑戰歷奇活

當晚順利安排好分

動，過程享受，十分

工，希望能做到盡

高興當日活動於充滿

善盡美！

歡笑聲中美滿完結。

2019年4月13日 獅子會流動捐血車
啟用儀式及第四屆獅子全城愛心捐血日
當日於醫院管理局大樓舉辦獅子會紅十字會流動捐血車啟動典禮！百
俊獅子會梁禮賢獅兄個人捐助二十萬五千元，另外百俊獅子會捐贈十
二萬五千元！百俊獅友除了熱心捐款支持外，更有多位獅友當日親身
以行動捐血支持活動，實現了獅子會四出精神！
讓流動捐血服務，隨着獅子會流動捐血車到達香港各區！當日活動更
被多個新聞媒體報道！一事成為佳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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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委員
陳紫荊

May & June 2019

會長
韓順英

4

月22日是每年一度在香港賽馬會沙田馬場舉行的錦標

2019/2020年度總監於5月5日順利選

賽事，角逐由國際獅子總會中國港澳303區送出的獅子

出。當晚在尖沙咀洲際酒店舉行區年會

會盃。今年這項盛事由我會的創會會長勞潔儀獅姐負責統

之夜，各位獅友盛裝出席，好不熱鬧。

籌，獅友們都踴躍參
加，當天座無虛席，
氣氛澎湃，不少獅友
都有心水馬匹。賽後
由勞獅姐伉儷頒發獎
盃予冠軍馬的馬主。

據衛生署的數據顯示，本港中學生的超重及肥胖比
率由2010/2011學年的18.7%增至現在的19.4%，
即每5名學生約有1人超重或肥胖。5月11日，國際
獅子總會中國港澳303區與荃灣聖方濟中學合辦全
城血糖關注日，目的是向中學生講解肥胖與血糖的
關係。我們邀請了醫生和營養師說出致肥的原因，
包括缺少運動和不良飲食習慣，尤其是從飲品中吸
收了很多糖份，也不自知。經過這次講座，學生在
選擇日常飲料上多了認識，更注意自己的體重。

6月1日，眾獅姐探訪位於西環的聖巴拿巴會之家，

歌唱節目，恭祝他們有一個愉快的端午節。孫淑貞

送上福袋和水果給80位獨居老人和露宿者，並獻上

獅姐的一曲帝女花香夭，更是繞樑三日，各人都聽
得陶醉，很有共鳴。中心負責人邀請我們中秋節期
間再往探訪。
聖巴拿巴會之家於一九八七年成立，是由兩名熱心
的基督徒探訪西區及堅尼地城一帶的露宿者和貧困
人士而開始的。他們一直致力提供日間中心、外展
探訪及膳食淋浴服務給有需要人士。除了照顧人在
生活上的需要，他們每星期還邀請牧師到中心講
道，帶領人信主。
獅姐齊心合力，不消半小時便完成100份福袋。

2019年5月至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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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長
劉小惠

資訊委員
薛滙文

4月14日 屯獅茶聚耆樂滿繽FUN

本

會於2019年4月14日於屯門良景商場尚館

令到在場長者興奮非常，紛紛邀請修哥一同合照。

金宴舉行「屯獅茶聚耆樂滿繽FUN」活

活動結束之時本會獅兄獅姐們一同向長者送上區會

動。活動與鄰舍輔導會合作，招待區內長者於周日

贊助之福袋，長者們盡皆笑容滿面，滿載而歸。

的下午共聚，二百多位長者主要來自鄰舍輔導會區
內服務之長者，另外區內多位議員亦為我們招募了
區內的獨居長者。當日本會獅友落力演出，除了不
停獻唱懷舊金曲外，亦邀請了一班小丑義工與長者
拍照及扭出不同形象之氣球，大搞氣氛使得場面非
常熱鬧。另外本會愛心大使藝人胡楓先生亦有到場
與老友記打招呼，身為影壇長青樹的修哥一出場便

5月5日 區年會之夜
一眾獅友踴躍出席區年會之夜，為303區選出新一
屆領導人而慶祝，亦都藉此機會與區會友會的獅友
相聚聯誼，當晚本會前會長葉德豪獅兄參與了最佳
衣著的選舉，悉心打扮的葉獅兄最後獲大會頒發為
最佳男士衣著獎。

5月23日 屯獅愛心樂韻演唱會
本會於2019年5月23日於屯門大會堂舉行「屯獅
愛心樂韻演唱會」，當晚活動共招待了一千三百多
名地區長者，我們透過仁愛堂、鄰舍輔導會、耆樂
警訊、基督教信義會等多個不同組織將我們的門票
派發給區內的長者，另外亦保留了約三百張的門票
用作於大會堂向公眾派發。本會近年多次舉行慈善
演唱會，深受區內長者喜愛，公開派發門票當日上
午便派完了三百多張的門票！當日活動結束時一眾
獅友青獅於門口派發由善心人士所贊助的福袋及福
米，喜見每一位老友記離開時都滿臉笑容，活動十
分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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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長
林修基

不忘初心 : 服務為本

對

於相對富足的香港社會，本會近年的服務
方針和資源傾向了以提高社會共融及推廣

健康意識為重點。本會於5、6月份舉辦的服務活
動有：
<1>.

銀綫灣獅子會「銀愛童心齊歡欣」

(2019.05.11)–目的是去鼓勵有學習障礙的兒童多

參加群體社交活動及關愛有學習障礙兒童的家庭。

<3>. 銀綫灣獅子會「健康我話事之糖尿病搖拒攻

當天我們服務了超過150個協康會家庭，一起慶祝

略」(2019.06.23)–活動內容包括由醫生和營養師

母親節，在豐富精彩的食物、禮物、遊戲、即影即

主講的健康講座、健康檢查、攤位遊戲、 健康食

有拍照和娛樂節目中，大家在互動的形式下過了一

品工作坊、 娛樂表演、幸運抽獎和褔袋禮物派發

個歡愉的週末。

等。「健康我話事」是本會的恆常服務，目的是去
提升社會大眾對自身健康的着重性，令香港人活得
更健康，生活更美好。是次活動受眾450人，我們
感謝謝寧小姐應邀作為活動大使並現場示範烹飪兩
款健康餸菜，加強宣揚健康飲食的重要性。

<2>. 銀綫灣獅子會「星亮計劃之青少年就業輔導
工作坊 」(2019.05.18)–星亮計劃為協康會推動
自閉症兒童及青年之服務，為他們進行工作配對，
提供就業跟進等，協助青年掌握工作技巧，提供職
前訓練計劃。銀綫灣獅子會對「星亮計劃」高度認
同，亦作出支持配合。於2019年5月18日我們舉辦
了「星亮計劃之青少年就業輔導工作坊」，邀請了
不同行業的領導者，對待業青年解釋行業的就職機
會和面試技巧。通過這服務，我們希望能協助青年
就業，使他們能夠發揮所長，為社會作出貢獻，創
建美好明天。

與時並進： D303網站及CQI培訓
國際總會推出的前進計劃CQI，銀綫灣全力支持！

用，及使用LCI網上對會員及屬會發展的資源。當

銀綫灣首個CQI培訓將於2019/2020新獅子年度的

天培訓除了CQI外，亦會講解及推廣會員對303區

7月7日舉行。是次培訓將着重於介紹CQI概念及功

網站的使用，包括服務時數登記。

2019年5月至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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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長
招幸嬋

資訊委員
宋寶瑞

七代同堂聯合晚餐例會

一

年一度的七代同堂聯合晚餐例會於四月六
日假帝京酒店宴會廳舉行。半島獅子會由

創立至今已繁衍至第七代，人才濟濟，實在可喜可
賀！明珠獅子會為半島的第一代直系子會，當然鼎
力支持參與籌備及接待工作。多位獅姐踴躍出席並
與其他子會獅友聚首一堂慶祝盛典。大會邀得葉景
強先生King Sir作主講嘉賓，分析樓市動向，為獅
友提供不少寶貴意見。當晚更為生日的獅友慶生，
由獅友客串表演，眾人無不盡慶而歸。

捐血車啟動暨感謝匾揭幕儀式
一直期待已久的獅子會流動捐血車終於正式投入服

梁禮賢獅兄、前國際理士文錦歡獅姐及醫管局行政

務。香港紅十字會輸血服務中心於四月十三日假醫

總裁梁栢賢等多位嘉賓一起主持揭幕儀式。感謝匾

管局大樓舉行流動捐血車啟動暨感謝匾揭幕儀式。

上刻有各捐贈屬會的名字，獅友於儀式完畢後紛紛

儀式簡單而隆重，由總監郭美華獅姐、第二副總監

在感謝匾前拍照留念。當天，流動捐血車停泊於醫
管局門外，讓預早登記的獅友
可搶先體驗捐血車的服務，即
場捐血助人。車內空間寬敞，
五臟俱全，設有等候區，面見
室及三張捐血椅。此外，還配
備發電機，令操作更方便、提
高流動性。

傷健共融服務支票轉贈儀式
獅子會每年舉辦的「傷健共融服務之獅子會姊妹計
劃」已先後為五十多間港澳特殊學校與普通學校成
功配對，為學童推行各項共融活動。有關經費得到
多個屬會支持，明珠獅子會亦是其中一分子。今年
大會以創新的「繽紛跳躍嘉年華暨特殊運動會」為
主題，於四月二十七日在民生書院招待七百多位學
生、家長和獅友。除支票轉贈儀式外，大會更安排了
嘉賓及學生上台表演。操場外設有多個遊戲攤位和
競技娛樂活動，讓參與的家庭一起共度愉快的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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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長
李輝榮

本

資訊委員
曾新華

會於2019年5月9日在九龍尖沙咀金域假日酒
店(龍苑中菜廳)舉行2018-2019年度第十次董

事會議，並舉行下屆內閣選舉，選舉結果如下：
會

長：林偉豪獅兄

秘書：張聖德獅兄

第一副會長：蘇啓宗獅兄

司庫：黃綺珊獅姐

第二副會長：梁琳宜獅姐

總務：鞠覺賢獅兄

第三副會長：蘇啓宗獅兄

糾察：趙立群獅兄

本會五月份生日之星，是前會長謝永富獅兄。

本會於2019年5月19日參加第十三分域
聯合服務，在尖沙咀海傍舉行之西班牙
節奔牛慈善行，感謝星光獅子會帶領第
十三分域各屬會做聯合服務，多謝各屬
會獅兄、獅姐努力的付出，使活動舉辦
非常成功，並將該項活動成功打入健力
士記錄大全。

本會青獅於2019年5月5日舉行第二次服務，舉辦失明人士畫畫服務活動。而第三次服務，將於6月1日早
上10:30-12:30舉辦失明人士做瑜伽服務活動。

六月份，我會舉辦最後一次服務活動，與徐展堂學
校學生中午食自助餐，地點是帝景酒店，日期是6
月9日。是次活動主題是「奇妙之旅再現」，受眾
是100位學生。
是次活動聯合主席是羅文祐獅兄和梁琳宜獅姐。

2019年5月至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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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長
陳玉芬

2019年4月–「精精靈靈百二歲系列」
系列三：「腦」當益壯

適

當的活動及認識更多生活上的輔助工具，

午分別兩組交替，中午時間，上下午組都聚在一起

對幫助預防及照顧長者必定有所彼益，中

飲茶午膳。

區獅子會與基督教香港信義會
沙田多元化金齡服務中心合
作，安排了一節音樂治療的課
程，邀請長者及其照顧者參觀
在將軍澳和油麻地的智能家居
導賞團，目的是讓有需要的受
眾，得到了合適的活動及了解
如何在家居安排，令生活更方
便。當日行程緊密，上午與下

中區獅子會多次被合作夥伴提名為「同心展關懷」
服務社團，並連續十二年獲香港社會服務聯會頒
發「同心展關懷」標誌（由2007/08至2018/19年
度），表揚我們多年來一直致力服務社群，並引證
中區獅子會的社會服務被大眾認同及在社會上的
貢獻被肯定。有關計劃的頒獎典禮已於2019年5月
20日假香港會議展覽中心完滿舉行。本會獅姐亦
出席當日之展覽，並與提名機構「伸手助人協會」
合照。

2018-2019年度第三次區聯合晚餐例會是中區獅子

家庭裡，繼續為社會添光、發熱、獻愛心、注入更

會最值得紀念的日子，在陳玉芬會長的帶領下，會

多正能量。

員群策群力，眾志成城，無論在獅子服務工作上和
會務上都締造了「超越地平線」的驕人成績，勇奪
「全年優異屬會獎」，獲獎絕對是實至名歸。本會
還得到社會福利署頒發團體嘉許金狀（全年服務超
過1,000小時），此外，本會還有八位會員分別獲
得個人義工嘉許狀的金狀、銀狀及銅狀。
當晚中區獲多個獎項，充分肯定了團隊的努力，更
是對會員的激勵，未來獅姐們在中區獅子會這個大
本會何麗貞創會會長提名「耆康會荃灣長者地區中心」之服務獲選為本年度的「香港十大優質社會服
務」之一，該活動名為「長者數碼外展計劃 – 耆影傳情數碼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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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長
羅顯榮

2

019年5月5日，會長羅顯榮獅兄帶領獅友們一

酒佳餚之中，共享歡樂，輕鬆聯誼並慶賀一番，圓

同盛裝出席區年會之夜餐舞會，區年會的圓滿

滿完結本年度之獅務。祝願下屆會長張秀恩獅姐帶

舉行及祝賀來屆區總監、第一副總監、第二副總監

領本會展開新里程，服務為本，獅運昌隆！

順利誕生，場面喜慶熱鬧。本會將繼續支持及參與
區會各項活動及服務，繼續發揚獅子會團隊精神，
令獅務得以繼續推展。
2019年6月6日，本會特意遷到尖沙咀雲來軒舉行
本年度第十二次（六月份）理事會及下年度理事會
預會。會後，會長羅顯榮獅兄及下屆會長張秀恩獅
姐聯合設宴兩席，答謝各位獅友這年來的熱心支
持，同時藉此表揚大家的團隊服務！這夜大家於美

「糖衣風暴10周年石鼓洲野外定向籌款」齊齊破

美自然環境。中

「冰」齊齊SAY「NO」活動，成功籌款港幣二十

心一直忙於馬不

二萬六千元，供島上建立太陽燈，方便島上人士晚

停蹄地進行各項

上照明及活動之用。由於香港早前被颶風「山竹」

首要的維修搶救

來襲，不但香港各區嚴重受毀，首當其衝，其實還

工作，所以無奈

有各個島嶼，「山竹」嚴重破壞了石鼓洲島上之優

把是次慈善太陽
燈之燈柱命名儀
式一直延遲完工
及舉行，石鼓洲
康復院現暫定將
燈柱命名儀式訂
於2019年秋季的盛大典禮上舉行。獅友們已急不
待及想盡快親見大家共同努力籌款後的成果，亮燈
下的石鼓洲，未知又是怎麼模樣的，會否另一景緻
呢？

2019年5月至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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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長
霍兆堅

《家，就是需要一份安心》

粉

嶺華明邨自1990年入伙以來，至今已近30
年 ， 邨內 設 施 出 現 老 化 情 況 。 於 2 0 1 9 年 開
始，相繼有住戶指，部分安放於單位內的廁所水供
水和去水公家喉管出現損耗情況，造成水管爆裂。
多個單位水浸遍地，嚴重者更是全屋充斥排泄物，
住戶除了忙於清理，更因屋內多處被水浸壞，要花
錢裝修全屋，損失慘重。
自2019年3月份開始，媒體相繼報導以上情況，有
見及此，香港荷李活獅子會立即於4月6日聯同以

禮助人協會、香港新界北義工隊及家居維修義工協
會，發動「緊急行動」為粉嶺華明邨居民檢查全屋
喉管情況，把不同損耗情況分類，並立即轉交相關
部門進行跟進。
由於是次服務真的非常緊急，我們籌備的時間非常
短，但也非常感恩每位即時伸出緩手的義工朋友及
獅友，是你們每一位的付出，令到一眾街坊能得到
巨大幫助，免受排泄物充斥全屋之苦。果然哪裡有
需要哪裡就有獅子會！

會長
黃宏達

第八分域五會聯合晚宴及例會

當

天由第八分域主席梁彩意獅姐聯合五個會，元朗獅子會、香港鳳凰獅
子會、香港鑽石獅子會、維港獅子會及香港東方之珠獅子會合辦的。

當晚在九龍帝京酒店舉行，合共有十多席，還有歌舞表演，當晚非常成功熱
鬧。
本會非常欣賞及感謝第八分域主席梁彩意獅姐送出的枕墊，圖左為創會會長
鮑幗潔獅姐，右為五個小孩的元岡幼稚園呂麗紅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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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分域五會

本會獅姐出席為學校裡面排隊

聯合為二百幾

等候的學生驗眼，圖為左一

位學生驗眼服

2019-20年度第一副會長吳兆

務！當天本會

文獅姐、本會2019-20年度會

多位獅友出席

長李淑娟獅姐及2019-20 年度

服務活動！

義務司庫黃煒陶獅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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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長
文肇偉

Luncheon Speakers Series

On

Apr 29, 2019, we invited Dr. George Lam,
Chairman of Cyberport as our guest speaker
of the luncheon at the Dynasty Club. Dr. Lam shared
his thoughts on the strategic role of Hong Kong
and the Digital Silk Road in building a world-class
international innovation and technology ecosystem
for the Guangdong-Hong Kong-Macau Greater Bay
Area.
Prior to this, Mr. Vincent Lo, GBM, GBS, JP,
Chairman of Hong Kong Trade Development Council
and Chairman of the Shui On Group joined us as our
guest speaker at the Grand Hyatt and shared his
insights on how to capture business opportunities
from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Legislative Councillor Mr. Michael Tien, BBS, JP
joined us at the Hong Kong Bankers Club and gave

us his views on current transportation, education
and social welfare issues such as the challenges on
implementing electronic road pricing and targeting
welfare beneficiaries.
Dr. Charles G. Sodini, LeBel Professor of Electrical
Engineering and Computer Science at MIT joined us
at the Regal HK Hotel and discussed opportunities
in the Hong Kong
start up space
specifically in the
Healthcare sector
and how Hong
Kong can leverage
Shenzhen’s vast
resources to
make innovation
work.

District Activities
The Lions Club of Metropolitan Hong Kong showed full support and attended the campaign functions of DG
candidate Lion Alexander Wong on Apr 25, 2019, 1st VDG candidate Lion John Leung on Apr 21, 2019 and
2nd VDG candidate Lion Amy Leung on Apr 11, 2019.

Club Activities
Annual Fund Raising Event
The Lions Club of Metropolitan Hong Kong held our annual fund raising
event - 華都情溢海洋慈善籌款晚宴 – at Neptune Restaurant in Ocean
Park. We would like to express our heartfelt gratitude to DG Lion Mimi
Kwok, IPDG Lion Douglas Chan, 1st VDG Lion Alexander Wong, 2nd
VDG Lion John Leung, PDG Lion Joseph Ng, PDG Lion Judy Sin, Lion
Kenneth Yam, fellow Lions and honourable guests for their overwhelming
support and the tremendous success as we raised $100,000 for Stand
TALL, which helps patients with an amputation from the Sichuan
Earthquake rehabilitate.

Manila and Shenzhen/Dongguan Trips
We held a fellowship tour - 菲奔之旅 - to Manilla and
were honoured to be hosted by former President
and House Speaker Gloria Macapagal Arroyo and
former President Arroyo Fidel V. Ramos. We also
met with a number of senior government officials
and business executives and finished with a tour at
the Walled City.

tour of one if Huawei’s P20 production line. The
second part of the trip was hosted by our own Lion
Victor Chang and WKK Chairman Mr. Senta Wong.
Chairman Wong gave us a guided tour of the various
facilities at the WKK Technology Park.

We held another trip – Road to Digital Transformation
- to Shenzhen and Dongguan. We started with a tour
at the Huawei Executive Briefing Centre in Shenzhen
and visited its new corporate campus, modeled after
European cities, in Dongguan. We finished with a

2019年5月至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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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宇軒

資訊委員
張美寶

探訪匡智獅子會晨崗學校

4

月16日，我們探訪了與本會配對多年的姊妹會

不如協助他們自力更新，為他們建立自信及自我存

學校–匡智獅子會晨崗學校，原來這校是香港

在價值。

首間智障兒童學校，多年來提供教育予有特殊需要
的學生，目的令他們能融入社會，過一般人的生活
及獲就業機會！我們很高興獲校長及老師們熱列歡
迎，更喜獲校方安排兩位同事為我們作導賞員，令
我們對學校認識更多。
從今天與學員的接觸，明白他們其實也有很多工作
能應付，在現今勞動人手不足的情況下，希望更多
老闆能安排給予他們就業機會。與其捐助給他們，

西潭小學探訪
2018-19年度最後一個服務
由活動主席李志強前會長及副主席梁智豪獅兄統
籌，現任會長何宇軒獅兄及候任會長周靄儀獅姐隨
團，率領一眾獅友到福建詔安，以校董身份，進行一
年一度以香港特區中央獅子會命名的西潭小學探訪。
經過校長和一眾老師多年的努力和用心教導，學生
的表現及成績不斷提升，更獲得省政府逐步投放
更多資源，擴充及提升教學器材！我們透過建校提
升這個農村地方的知識水平，改善當地人民生活質

素，弘揚了獅子會 「我們服務 」精神，實在令我
們鼓舞。
感謝 國際獅子總會中國港澳303區 區會批准借出
手提驗眼機 兩部，讓我們今次探訪能成功為超過
一百位學童即場驗眼，更發現多位近視不淺的學生
仍未配戴眼鏡！ 驗眼後我們更分為3小隊，與學童
們一同打籃球、跑步及練習詠春拳！純樸可愛的學
童們把我們看成明星一樣，幾百位學童圍著我們每
位獅友索取簽名及微信帳戶，而每位也向我們道
謝，場面真令人既感動又難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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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長
鍾鳳愛

西安市愛心護眼慈善活動2019

本

會獅友於4月4至7日聯同西安市政協部分港
澳委員以及澳門西安商會等人組成「西安祖
地尋源獻愛心之視覺護眼行動」團前往西安參與服
務並順道遊覽。
而是次活動是由創會會長馮翠屏獅姐擔任團長以及
會長鍾鳳愛獅姐、303區前總監馮妙雲獅姐等擔任
顧問，聯同西安市政港澳委員，澳門西安商會會員
等合共逾20人乘專車一個半小時到達周至縣南關小
學參加活動。周至縣政府、縣政協等亦都十分重視
是次活動並派出多名代表出席參與，而西安市政協
更特意安排了西安第一醫院眼科醫生王瑾為學生們
開展眼睛保健知識講座以及進行近視及散光等眼部
檢查。
活動得到全校師生的配合十分成功，各團友協助並
順利地為全部310位兒童完成視力檢測，而其中約
有40位兒童更需要跟進治療，所以活動是非常成

功，值得大家鼓舞！最後，各團友向全校每一名學
生都贈送書包及文具等，全校師生亦十分高興和感
動，對愛心團的善舉獻上了最熱烈的掌聲。
再次感謝各位獅
友的支持，其中
包括：團長馮翠
屏獅姐、會長鍾
鳳愛獅姐、前會
長李麗霞獅姐、
麥月愛獅姐、獅
友劉鴻福獅兄，
前總監馮妙雲獅
姐出席兼贊助大
會T-Shirt以及
本年度第八分域
主席梁彩意獅
姐。

2018-2019年度區年會之夜餐舞會
主題 : 獅子盛世、歌舞昇平
本年度區年會已於5月5日假香港洲際酒店召開並順
利選出新一屆領導班子，而為慶祝區年會圓滿舉行
及祝賀新一屆區領導的誕生，當晚亦同時舉行了區
年會之夜餐舞會並以華麗服飾為主題，本會各獅友
亦親身參與並配合大會穿上華麗的服裝參與晚宴。

出席的獅友包括：會長鍾鳳愛獅姐、指導會長何賢
忠獅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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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獅友余綺敏獅
姐、蔡雪亮獅姐、余華強獅兄、冼詠珍獅姐、楊淑
媜獅姐以及劉鴻福獅兄。

第八分域繽紛聯合聯歡會
本會本年度隸屬的第八分域各屬會已於2019年5月9日晚上假旺角帝京酒店喜酌堂
舉行聯合晚餐例會，而本會亦有二十多位獅友出席！
大會當晚並邀請了本港唯一的皮紋分析師到場為大家講解一下皮紋學，各出席的獅友
均得益不少，大開眼界，加上勁歌熱舞，場面熱鬧，大家歡度了一個愉快的晚上。
而當晚本會的余綺敏獅姐及余華強獅兄均協助擔任大會司儀工作，加上會長精心
細膩的會務報告亦令全場獅友對維港讚不絕口。

萬糉同心獻愛心2019
中國傳統重要的端午佳節來臨，本會將會再接再厲舉辦第五年的「萬糉同
心獻愛心」並聯同香港海珠各界聯誼會聯合舉辦這個有意義的服務，讓東
區區民能於佳節當前可以感受一下節日氣氛，藉此充份展現獅子會「我們
服務」的精神。
是次活動將邀請約180名東區及灣仔區地區的居民出席，大會當日除設宴
招待外；更有精彩表演、大合唱以及派發愛心糉，糉子雖小但充滿了維港
獅友的心意，希望能為地區社群獻上愛心關懷並度過愉快的一個下午。
2019年5月至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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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淑雲

獅心關愛共融日2019

首

先感謝我會推選我為這次活動的大會主席，
給我積極參與社會服務的學習機會。

一年前我們已開始籌備參觀T•PARK「源•區」，對
接、預約、安排、服務兩間學校–樂善堂劉德學校和
道慈佛社楊日霖紀念學校共有師生五十人左右。
參觀的日期要顧及不會影響小朋友們的學習，由於
「源•區」位於比較偏遠的屯門區，還沒有全面
開放參觀，接載車輛沒有預約登記也不准進入等等
細節。在籌備委員會的共同努力之下整個過程的點
點滴滴，讓我感受到開心共融的香港灣仔獅子會大
家庭溫暖有愛。在服務的同時也加強了獅友們的互
動和分工有序，各人發揮所長、踴躍提議、落實有
方、服務到位、合作無間，加強和增進了獅友情
誼。非常讚嘆！
！！
5月10日當天早
上9點半我們準
時到達「源•
區」安排佈置場
地及迎接，兩間

學校小朋友前後到達「源•區」。獅友們分隊配合
老師照顧小朋友們。由「源•區」導賞員帶領同學
們非常有序的進入參觀學習，導賞員沿途講解，同
學們好奇積極回應導賞員的提問，親臨現場的體驗
令小朋友開心且主動的和獅友們交流，同時我也受
益良多，深深體會到科技與生活息息相關，科學家
們偉大發明，設計師的無限創意，離不開學校老師
對幼童的悉心栽培，獅子精神我們服務一齊為大力
推動社會的進步作出貢獻。
通過參加「源•區」的活動，感慨萬千，香港有如
此宏偉工程以環保意識為主題的污泥處理廠，確實
有國際的先進水平，是香港人的驕傲！在參觀的同
時見到設施圍繞環保處處有特色，說不定讓參與這
次活動的小同學激發出無限創意而成為未來的科學
家。大家在輕鬆愉快的遊學玩樂中完成參觀。
最後我們在共晉午餐前舉行一個簡單的感謝儀式，
同時也預備了小禮品派送給每位出席活動的老師同
學們，獅友師生大家一起共度了難忘愉快的一天！
大會主席第二副會長兼秘書吳掌珠獅姐

香港灣仔獅子會和香港傷健協會於
5月18日中午聯合舉辦《獅心傷健同樂宴》
滿載歡喜籌備已久的盆菜宴活動邀請了八十位傷健
人士和家屬義工出席。灣仔獅兄獅姐齊心協力投入
做好今次服務活動。義務秘書Gabriel和香港傷健
協會幹事們同心同德積極認真安排落實好細節的活
動。
重溫當天，上午11時大家聚集一起參加遊戲，灣
仔獅兄獅姐全身心的投入今次和傷健人士的互動遊
戲，其過程讓我們感受着融洽活潑的快樂氣氛，令
我們倍感身心愉快、精神爽利。來到現場參與服務
的義工們都非常熱心的投入整個遊戲活動中。
感謝總監、區領導、同學仔抽出寶貴時間到來支
持，使今次的慈善活動更有活力加倍精彩。簡單且
隆重的儀式典禮，通過分享和宣傳，讓更多人關

注傷健人士
的問題，促
進社會互愛
互助和諧安
定繁榮！用
獅子會的口
號「我們服
務」大家一
起參與輕鬆
好玩的社區
活動，自己都會感受到身心愉快和幸福。
午餐盆菜用膳之時，傷健人士上台演出了精彩的非
洲鼓和手語表演供大家觀賞，與此同時香港灣仔青
獅會張鋕洭會長也上台讓我們欣賞到獨特神奇精湛
的魔術表演，掌聲雷動，人人讚嘆不絕！
順此感謝雖未能抽空前來參加活動的友會會長獅
友、區領導的慷慨解囊鼎力支持，襄助善舉！活動
才得以順利進行，圓滿成功！謝主恩典！
大會主席林珠妹會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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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健明

2018-2019年度慈善電影欣賞會

本

會於2019年4月21日成功舉辦了慈善電影

入讀大學及攝影夢想，離鄉別井來到香港當家務助

欣賞會，觀賞電影「淪落人」，是次活動的

理。二人互相支持，在患難中同舟共濟，終於走出

受惠機構為「路向四肢傷殘人士協會」及「新家園

了人生低谷。電影故事引起各位觀眾很多共鳴，反

協會」，受惠人數超過70人。「淪落人」是2019年

思自己所擁有的和失去的，亦體會到在患難中互相

一齣香港溫情片，由新晉導演陳小娟執導、陳果監

關愛扶持而傳播的愛。

製，由黃秋生和姫素．
孔尚治主演，講述男主
角因工傷意外致半身不
遂，要在輪椅上渡過餘
生，及後妻離子散，前
路灰暗；而女主角菲律
賓女生為了生活放棄了

「商界展關懷」標誌獎
本會於5月20日獲頒發「商界展關懷標誌獎 5
Years Plus Caring Organisation Logo」，表揚
過去五年本會的傑出表現，服務社會，創造共享價
值。我們的合作機構是「香港女青年會長青松柏中
心」，最近一次「暖Love Love糖不甩」活動於5月
11日順利舉行。當日舉辦大食會及大玩遊戲，與一
眾葵青區的長者和地區義工們一同預祝母親節，氣
氛比平日「上門探訪」更熱烈和高興。

「商界展關懷」計劃由香港社會服務聯會於2002
年策動，旨在促進商界與社福界之間的策略性夥伴
合作關係，共同推動企業社會責任，建設共融社
會。2018/19年度有3,876間「商界展關懷」企業
及「同心展關懷」機構獲嘉許，合共分別由492個
志願團體提名。

2019年5月至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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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adi n g A c t ion P r ogra m 之
「《 越 》讀 創 作 大 賽 」 及 「 香 港 體 驗 營 」

在

2013年，為響應國際總會長Mr. Madden推廣的
Reading Action Program「閱讀行動計劃」，本
會用心制訂了「悅書會」書包圖書館服務計劃，主動接觸
弱勢社群的家庭和兒童，透過特別構思的圖書架和一糸列
與閱讀有關的親子講座和活動，宣揚和倡議培養閱讀習慣
的優點和重要，為兒童的語文發展打下良好根基。不經不
覺，這個項目今年已踏入第六年，進入第四個階段–延展
國內服務突破閱讀，而整個計劃是本會2018-19年度的重
點項目。
由香港半山獅子會主辦及「閱讀夢飛翔文化關懷基金」協
辦，在湖南的七所學校舉辦了一個「《越》讀創作大賽」，
希望學生能夠「超越」閱讀的世界，用圖書去發揮及演繹
無限的創意及想像力。 初賽共有270位學生參加，共40位
學生進入決賽。當中能夠進入總決賽的16位學生，被邀於
5月17-19日到香港參加總決賽，而主要的目的是希望農村
的學生能夠增廣見聞，從而有更大的理想，是踏出農村以
外的世界的第一步。
我們非常榮幸總決賽得到總監郭美華獅姐、前國際理事文
錦歡獅姐、「閱讀夢飛翔文化關懷基金」創會主席梁偉明
先生、獅子會何德心小學陳惠萍校長、獅子會中學郭銳涵
副校長及香港半山獅子會創會高敏華前總監答允組成評判
團，每位學生也準備充足，演繹方法維肖維妙，水準非
凡。

維肖維妙的演繹

比賽大合照

比賽過後，就是三日兩夜的豐富行程，包括參觀香港中央
圖書館、參加海洋公園的導賞團、觀看尖沙咀海旁及到山
頂看美麗的維港景色、到香港公園遊玩及坐有百年歷史的
香港渡海小輪。在短短三天裏，學生不但可以認識香港，
也結識了來自湖南不同地方的新朋友，他們由不相識到最
後一天的依依不捨，互相交換通信號碼，對他們來說亦是
人生的一次難忘的經歷。
在學生回國後，收到一位校長的短訊，「三天的點點滴滴
如同電影鏡頭掠過。因為牽手「獅子會」，遇見「閱讀夢
飛翔」基金，孩子們的世界變得精彩！我相信：這三天的
遊學定會成為甜蜜的回憶！說句貼心話：對於這群山裡的
孩子來說，通過閱讀，讓孩子們走遠一點，看遠一點，這
次遊學有可能是他們第一次，也許是最後一次的見世面。
但是我相信這次遊學更多會給孩子帶來動力，總會喚醒內
心的渴求，帶來不可思議的觸動，期遇到意想不到的美
好。」這也正是本會獅姐們的心聲！
「閱讀項目」是香港半山獅子會重點服務之一，因為我們
深信學生可以憑「閱讀」增廣見聞，幫助他們成長，本會會
用多原化的形式繼續推廣「閱讀」，令更多的孩子們受惠。

撰寫：大會主席羅柯淑慧獅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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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圖書館及維港景色

會長
陳祖旋

何文田青獅與大獅定期長者家居探訪
日期：2019年4月6日（星期六）
時間：下午2時至下午4時
地點：深水埗嗇色園可健耆英地區中心
令長者服務得到受眾歡迎，其中一個關鍵就是持續
性，很多獨居長者，最渴望就是家人的探訪，我們希
望透過持續不斷地探訪，讓獨居長者們除家人以外，可以交
到一個感覺像遠方親戚般的朋友，能夠定期傾下偈，向他們
問候一下，在他們日復日的生活裡，增加一點期望。

要

深水埗嗇色園可健耆英地區中心是何文田獅子會長期合作機
構，我們每兩個月就會進行家居探訪，既是探下老朋友，同
時減輕社工的工作。

保護環境，何文田青年獅子會沙灘清潔
日期：2019年5月5日（星期日）
時間：下午2時至下午5時
地點：下白泥鴨仔坑
香港和內地以深圳河分隔，並共享后海灣和大鵬灣的
水體。后海灣的水域生態系統獨一無二，野生生物種
類繁多。都市化和禽畜飼養活動，使后海灣的水體日
益受到生活污水和禽畜廢物污染。下白泥處於后海灣
區域，見證住這個生態變化。
下白泥以日落景著名，是不少情侶的拍拖勝地及攝影
發燒友的拍攝勝地，更加是可接近的紅樹林，由於上
述情況，形成大量垃圾堆積，為了令大眾可以有美好
環境，何文田青年獅子會向環保署申請資源，自發地
進行沙灘清潔。
看到清潔前後的相片，除了給青獅們一個讚，更令到
我們必須要徹底執行源頭減廢。

何文田青獅與大獅定期麥當勞叔叔之家服務
日期：2019年5月25日（星期六）
時間：下午2時至4時
地點：麥當奴叔叔之家
現時全球30個國家共有超過300間麥當勞叔叔之家，而亞洲第一間麥
當勞叔叔之家於1996年在香港成立啟用，並選址沙田多石村，鄰近
威爾斯親王醫院，這所「臨時家園」為病童提供一個距離醫院只有5
分鐘路程的愛心房舍，免卻病童及家人舟車勞頓之苦。
麥當勞叔叔之家同樣是何文田獅子會長期合作機構，我們每兩個月就
會為院童舉行慶祝會或遊戲工作坊，為院童及家長們添上一點歡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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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5月至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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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7日，香港新民獅子會會長何銳祺獅兄與前
會長梁麗琴獅姐參加了由摩星嶺獅子會舉辦的

香港軍事遺跡定向比賽，跑遍港九不同的軍事遺跡
景點。活動由摩星嶺芝加哥大學出發，行經九龍西
二號砲台、前三軍司令官邸、舊赤柱警署、前西旅
指揮站、柏架山戰時爐灶，最後回到摩星嶺芝加哥
大學，兩位有幸得到團體賽季軍。是次活動籌款所
得經費，用於支援一輛設備齊全之流動醫療車，服
務於青海省的偏遠山區，為青海貧困山區的醫療服
務出一份力！

5 月5日區年會，當日順利選出來屆區會領導，本
會前會長梁麗琴獅姐成功當選2019-2020 年度第
二副總監一職，梁麗琴獅姐及香港新民獅子會仝人
衷心感謝全體會長及獅友們的支持，我們將會全力
以赴。期待在未來的日子，與全體獅友一起攜手前
行，為獅子會做更多有意義的服務，為社會出一分
力。

《新民音樂會2019》
5月19日，我們舉辦了新民音樂會，支援青少年，

姐、第六分區主席陸嘉暉獅兄、第十七分域主席顧

藉著學習音樂，建立自信，此次音樂會主要為一眾

家彥獅兄蒞臨《新民音樂會2019》主禮，並頒發

不同階層、不同背景的青少年提供一個平台，有機

感謝狀予12個演出單位，我們會繼續透過音樂活

會透過自身的努力、學習音樂，在舞台上將動人的

動，服務青少年，給他們一個透過音樂學習的途

樂章獻給大家，舞台演出對他們來說是一個很好的

徑。

成長和學習經驗。活動讓超過
370位青少年獲得一次難得的演
出機會，同時在香港演藝學院
累積了寶貴的演出經驗。
本會衷心感謝前國際理事范佐
浩獅兄、前國際理事文錦歡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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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獅親子田園樂滿FUN

「深

獅親子田園樂滿FUN」為一整天

舉行，更有賴各獅兄獅姐，以及各義工用心幫忙。

的正向家庭活動旅行，於四月二

希望是次活動帶予各受眾家庭一天愉快的家庭日。

十七日舉行，活動希望可以讓不同年齡層的家庭學
習正確處理問題方法，推廣正向家庭的訊息，強化
家庭的抗逆力！活動舉行地點為沙頭角農莊，是全
港最大的有機生態農莊。農莊設有紅樹林生態區、
有機種植場及水耕作、珍貴沉香園、羅漢松園、動
物園、魚塘及小朋友遊樂場，還有自製客家茶果等
等包羅萬有的不同設施。當天天公造美，活動順利

深獅服務日 關愛顯光明
「深獅服務日 關愛顯光明」屬於本年度深獅活動
計劃中較特別的服務，服務對象為視障長者。是次
活動希望可以藉此活動為一群年紀老邁，已同社會
脫節的老婆婆們獻出一點光明。她們本身是嚴重低
視能人士，有些甚至是全失明。她們都等待社會各
階層或界別的交流以及關懷。當天感謝各獅友及義
工朋友踴躍支持及出席這個有意義的服務，令各視
障長者感受到人間溫暖。

深獅溫情糉愛心
天氣開始炎熱，快到端午佳節，香港深水埗獅子會
一年服務計劃中「探訪及關懷低下階層」服務，亦
正在端午節日前舉辦 。受惠人士為深水埗區低收
入人士或基層家庭，他們長期需要接受食物援助，
這是貼地助人的服務，亦相當配合本年度區會第五
分區以飢餓為主題的服務。是次服務以派送糭、食
物及日常用品為主的福袋，讓受眾感受我們的獅子
溫情！當天天氣炎熱，辛苦各獅友準備福袋等物資
進行探訪，希望可以盡一點綿力與受眾一起度過一
個愉快的端午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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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長
謝志輝

資訊委員
黃世傑

關注社區精神健康活動–閉幕典禮暨分享會
關注社區精神健康活動計劃已持續了接近九個月，

的參與及支持，令活動順利完成，幫助了不少受眾

經過多項活動及服務，計劃已收到相當的成效。

家庭。

故於五月十八日舉行了閉幕典禮暨分享會，為活動
進行一個圓滿的結束。當天除了有活動回顧外，亦
邀請了臨床心理學博士協會會長蕭柱石博士作快樂
七式之分享，亦有部分受眾參與活動後進行個人分
享。整個活動計劃目標在於讓基層婦女增加自己對
精神健康的認識及關注，從而協助她們及其家人及
早辨識問題或壓力，尋求適切的支援！有賴各獅兄
獅姐、獅嫂、義工朋友及各支持機構等於這半年內

深獅YMCA兒童課後計之參觀懲教警衞犬訓練活動
五月二十五日當天是深水埗獅子會每年舉辦的恆常
活動，今年獅友帶同YMCA課後計劃之家長及小朋
友到赤柱懲教署進行參觀活動及到太空館看電影。
當天YMCA小朋友及家長分前先進行數個熱身遊
戲，然後更可穿著區域應變隊制服影相留念。最後
參觀警衛犬隊總部，由職員介紹警衛犬隊，參觀犬
舍：犬隻護理室及警衛犬服從訓練及步操示範。於
懲教署活動完結後就帶各小朋友及家長到太空館看
電影。小朋友玩得不亦樂乎，亦十分感謝各獅友，
獅嫂及義工們的帶領。

第十三分域聯合服務「奔牛慈善體驗行」
2018-2019年度第十三分域五會聯合服務「奔牛慈
善體驗行」，已於五月十九日在尖沙咀星光大道舉
行。今次舉辦這個活動主要目的為提供給弱勢社群
的年輕人外出活動的機會，藉此可以感受一下西班
牙異國風情的節日氣氛，感受社會對他們的關愛。
A dv ertis eme nt

當天由星光大道海濱長廊共行了兩公里路程，更有
眾多受惠機構參與。

2019年5月至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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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長
姚瑞添

「2018/2019年度第10分域聯合晚餐例會」

已

成功在5月20日於尖沙咀帝苑酒店宴會廳舉行，由大會主席葉笑彤獅姐主持，國際獅子總會中國港
澳303區全體領導亦列席支持，當晚場面熱鬧、溫馨。儀式開始時，首先由第10分域各會長輪流報
告今年各會會務，簡單而清晰。後亦邀請到主講嘉
賓註冊教育心理學家彭智華先生作「九型人格認識
如何用人才」專題演講，給出席的150位獅兄獅姐
們加深了解如何善用人才，非常實用，獲益良多。
隨着大家輕鬆享用豐富晚餐，更有卡拉OK表演助
興，帶給各位一個愉快及難忘晚上。

「3、4月份生日之星」
每 2 月 一 次 的 生 日 之 星 ， 在 深 水 埗街 坊 福 利 會 與 1 0 0 位 長 者
共同慶祝。當天除了本會會長及眾會員外，更有第十分域主
席葉笑彤獅姐、各友會會長及一眾善心的義工們一同載歌載
舞、玩遊戲、派禮物，出心出力為100位長者帶來愉快開心
的下午。

「姚瑞添生日慈善籌款晚宴2019」
今年姚會長的慈善生日宴設於美麗華酒店宴會廳，出席嘉賓有
303區領導、各商界夥伴、一眾獅兄獅姐及親朋好友，連同工作
人員共筵開31席。姚會長每年的生日也不忘慈善，將所得賀金
全數捐入又一村獅子會慈善基金作慈善用途，而當晚賀金連同
即晚捐款共籌得約80萬港幣；當晚更有演藝界的藝人唱歌跳舞
表演助興，全場氣氛激昂，各賓客都樂而忘返。

會長
江錦宏

本

會於2019-5-11舉辦盆菜聯歡會，招待約400位長者，得到16
個團體出席表演，更得到303區候任總監王恭浩獅兄、候任第
二副總監梁麗琴獅姐、第十一分域主席林廣德獅兄、主禮嘉賓中聯
辦工作部副處長、屯門區議會主席、社會福利署專員、民政事務處
助理專員、撲滅罪行委員會主席、屯門商會會長、警區聯絡主任總
督察及屯門婦聯副主席出席典禮，本會獅友包括江錦宏、李星強、
張笑河、陳鑑光、梁炳華、劉學強、區偉銓、朱家聰、黃嘉俊、陳
沛堅及義工等，在此銘謝各獅友出錢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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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界西獅子會連續兩年成為
社聯商界展關懷伙伴，第一
副會長劉學強獅兄代表接受
證書。

會長
謝瑞深

連續三年榮獲「同心展關懷」獎項
炮台山獅子會成立五周年，而連續三年榮獲「同心展關懷」獎項！此殊榮為本會注上一支強心針，令各
獅友更積極為社會貢獻，貫徹「We Serve」的精神。

一點點貢獻，為260位受眾展歡顏
炮台山獅子會為深水埔街坊福利會小學製造了兩個驚
喜，令基層家庭共260人開開心心享受可貴的歡愉。
(一)親子電影會
於4月12日晚上，大夥兒家長及其子女吃過晚飯
後，齊齊返回學校去，不是面見班主任，而是開開
心心地吃着爆谷、喝着汽水，安坐禮堂齊齊欣賞卡
通電影。

基層家庭要付出百多二百塊錢到戲院看電影，可謂
是奢侈之舉。一個創意的建議，讓奢侈轉化成實
踐。有稚子問：幾時再有得睇電影？答案是：你再
乖點就有㗎嘞！（笑）
(二)學科進步獎
成績稍遜的學生很難得到學科獎項，炮台山獅子會
為了鼓勵在學科有進步的學生，特設一個學科進步
獎，鼓勵在學科成績總平均進步了3-9分的學生，
令他們更有信心前進，努力向更高的目標出發。
5月11日大清早，獲獎學生在獅子會蕉坑自然教育
中心，度過一個極具紀念性的一天。天曉得，他們
的將來可能是因為今天的獎勵而有正面的大改變！

感謝老友記們
4月27日，8位獅友聯袂到保良局劉陳小寶長者地
區中心服務，本會除安排派送禮物包與中心長者，
也在午膳中贊助生果、甜品等食物，更與數十位長
者互動合唱歌曲，活動取得圓滿成功。
獅友們在長者身上學到寶貴的人生道理。他們退休
後，並不是天天坐在公園日出等日落，而是積極地
面對人生，參與活動，仍然努力幫助家人，貢獻社
會。就是因為他們有這種心態，所以他們仍活得開
心。加上長者中心提供的設施和活動，他們的生活
質素因而提高。
在獅友表演歌唱或玩遊戲中，其中的長者們主動得

很，活力躍動臉上。
有長者主動走上台拿
咪唱歌，歌技也不賴
哩！打活力球？旋轉
反手轉個圈來接球，
獅友們也看得心驚膽
跳，生怕這老頑童會扭傷。與長者傾談中，他們的
隨心隨性，讓我們大嘆不如！還有，其中有長者自
發作了兩首打油詩，送給我會作為紀念，感恩！
看來，長者們是在為獅友們服務！離開長者中心
後，各獅友均被長者的正能量感染，都想參與中心
做會員！（笑）

炮台山獅子會五周年會慶
輕歌妙韻籌款夜

本

會今年五歲了，在獅友的努力下，做過不同
類型的服務，惠澤社群。為了紀念會慶及延
續初衷，本會特於八月二十五日在黃埔博藝會舉辦
籌款晚會，當晚將
有善長以輕歌妙韻
娛賓，也有義賣項
目，流程現正密鑼
緊鼓籌備中。

有人忽發奇想，提議本會會員自組樂隊，於當晚作
處女登場。創意一出，全體和議，坐言起行，隨即
組隊，租用band 房夾起歌來。Super Jacky 更為
本會譜出一首新詞，並擔任教練。我們上了兩課，
已見成績，繼續練習，效果必見卓越。
慈善席券現已備好，每位$800，各方友好，如蒙
支持，本會倍添榮寵，也是社群之福。
2019年5月至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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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長
許登明

資訊委員
馬汶靖

錦繡獅子會5周年維港懷舊汽車渡輪服務日
《孝心敬母合家歡》

2

019年5月12日一年一度的母親節正好遇上錦
繡獅子會成立5周年紀念日，我會決定舉辦一

個懷舊汽車渡輪駕車上船活動一齊慶祝，在船上
不但可享用懷舊美食如公仔麵、魚蛋、燒賣等美
食，更有懷舊樽裝可樂及維他奶，一邊欣賞維港的
景色，一邊享用美食與家人共度母親節及成立紀念
日。當日非常榮幸可以邀請到國際獅子總會中國
藝術錦標賽冠軍黃偉文先生為我們表演中國的國粹
之一四川變臉，整個表演緊張又刺激，還十分難得
可以近距離欣賞中國的國粹。黃先生不但為我們帶
來難得一見的變臉表演更為我們帶來精彩的魔術表
演，將氣氛推到高峰，又邀請小朋友上台與其一齊
表演魔術當一個小小魔術師。

在是次活動中，我們有幸得到不少侯任會長一齊到
場參與及參加人士的熱心贊助，我們將贊助得來的
物品變成一個個包羅萬有的福袋分發給各位母親及
參與車主，感謝他們的參與及支持。除了福袋外，
我們更將贊助捐贈的豆漿及鮮蝦即場與參加者分
享，壓軸遊戲是大抽獎，每位嘉賓都滿足而歸，得
港澳303區總監郭美華獅姐、第一副總監王恭浩獅
兄、第二副總監梁禮賢獅兄、第十分域主席葉笑彤
獅姐及侯任第二副總監梁麗琴獅姐到場主持活動典
禮，有幸邀請到贊助商國際女企業家到賀支持，又
有舞獅助興，場面十分熱鬧。

整個活動精彩不斷，期間本會還有幸邀請到歌星郭
丞匡、梁焯滿、鄧觀容獅兄為大家義務演出，獻上
動聽的歌曲，更邀請到香港魔術師協會會長、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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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大家的一致好評。

會長
黃慧貞

資訊委員
李淑芳

龍獅愛意獻千叟

5

月19日「龍獅愛意獻千叟」是我們九龍灣獅子
會主辦，宏施慈善基金社會服務處協辦的一個

大型社區活動。服務在當天下午於觀塘坪石村的富
港酒樓舉辦。本次活動主要是希望能夠回饋區內約
180位曾經為社會貢獻良多的長者，為他們送上一
份關懷和愛護。
我們非常榮幸邀請到國際獅子總會中國港澳三○三

間，主禮就座後，先由大會主席致歡迎辭，接著由

區第二副總監梁禮賢獅兄、觀塘民政處高級聯絡主

觀塘民政處高級聯絡主任甘遠青女士、觀塘坪石區

任甘遠青女士、觀塘坪石區議員陳俊傑議員、國際

議員陳俊傑議員及第二副總監梁禮賢獅兄致辭，感

獅子總會中國港澳三○三區上屆總監陳立德獅兄、

激以及鼓勵我們九龍灣獅子會繼續四出精神，為區

國際獅子總會中國港澳三○三區全球服務團隊區協

內有需要的人士服務！

調員馮妙雲前總監、國際獅子總會中國港澳三○三
典禮結束後，我們安排了當天的重頭戲–粵曲表
演，由我們九龍灣獅子會義務秘書林淑燕小姐和她
的朋友李碧儀小姐演出！當長者們一邊欣賞演出的
同時，酒樓的同事們都陸陸續續把豐富的美食送
上，讓他們可以邊吃邊享受節目。除了粵曲表演，
我們接著還安排了緊張刺激的抽獎環節，以及由九
龍灣獅子會上屆會長區鑑儀獅姐獻唱一系列的經典
金曲！
完場時我們更送上福袋，長者開開心心，滿載而
歸，我們的服務也圓滿結束。九龍灣獅子會必定會
區第四分區主席成爾斌獅兄、國際獅子總會中國港

繼續在區內發揮四出精神，為更多有需要幫助的社

澳三○三區第十一分域主席林廣德獅兄蒞臨主禮及

群服務！

為贊助商、義工頒發嘉許狀。同時亦感謝第十一分
域主席林廣德獅兄慷慨贊助禮品，令到眾多長者受
惠！
中午十二時，眾獅友及十多位義工集合社區中心，
大會主席蕭志偉獅兄簡介工作後，大家便開始分工
合作–佈置場地、包裝福袋及安排座椅，獅友及義
工非常齊心，預備工作瞬間便完成。
中午二時十五分，獅友及義工們逐一帶領長者進入
場地，按編號就坐。到了二時三十分正是典禮時

2019年5月至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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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長
羅素平

大

埔獅子會於2019年4月9日舉行2018-19年度第十次會議。

2019年4月14日我們和香港青少年服務處帶領一班青少年參觀政府飛行
服務隊。
2019年4月14日第二次參與Hong Kong Got Talent，看到一班年青人出
色的表演。

2019年4月27日，我們過了一個好有意義的下午，我們大埔獅子會出席
及贊助了一個食物攤位予2018-19年度第38屆姊妹學校計劃的繽紛跳躍
嘉年華暨特殊運動會，幸好天公造美完成整個活動之後才下雨，我們一
班大埔獅友出心出力為300多位受眾小朋友免費提供小食，看到小朋友
好開心拿食物吃，我們便感到非常滿足！

2019年5月4日大埔獅子會和香港青少年服務處第
二次合辦帶領一班青少年參觀香港飛機工程有限
公司（HAECO），給予青少年體驗香港飛機工程
工作的機會。當日參加的青少年都非常興奮，在
赤鱲角機場停機坪上及飛機底下行走的機會實在
難得！即時想起–天氣不似預期~ 幸好又是天公造
美，參觀完後才下雨。

2019年5月5日大埔獅子會出席2018-2019區年會

幫助有需要的人！ Loving can heal~ Loving can

晚宴。

mend your soul！

大埔獅子會於2019年5月9日舉行2018-19年度第
十一次會議。有嘉賓糖尿病預測公司CEO–Mr.
Reny Ng及Chief Medical Advisor–Dr. Jeffrey
Pong跟我們講解有關知識。
我們大埔獅子會在2019年5月25日於曼谷探訪孤
兒院花絮，我們過了一個非常有意義的一天，探訪
了兩個當地孤兒院，帶給他們一些禮物和日常必需
品。世界上縱使沒有完美，但我們將盡我們所能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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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長
吳基華

資訊委員
鄭錦嬋

今

年4月7日，本會舉辦了一項全港軍事遺蹟定
向比賽為流動醫療車籌款，使參加者於比賽之
餘，既可做善事，又可認識軍事遺蹟、認識歷史、
認識香港。此次活動，得到中西區政務專員的嘉
許，又得到芝加哥大學（香港分校）主動要求以後
由該大學贊助場地，更得到所有參加者及沒空到來
參加市民擊節讚賞。上述服務取得良好效果，本會
更積極籌備在今年9月「購買一輛獅子會流動醫療車」
送往青海省以縮減偏遠山區居民往來醫病之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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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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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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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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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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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長
方貫威

「獅子會慈善廚『臣』爭霸戰」

本

會於5月4日(星期六)假銅鑼灣煤氣烹飪中

在廚「臣」

心順利舉辦第二屆「獅子會慈善廚『臣』

們激烈地決

爭霸戰」烹飪比賽。當日參與的獅友眾多，更有超

戰之時，本

過十多隊來自不同界別的參賽隊伍，使我們成功為

會獅友則在

來年的旗艦服務「全港血糖大普查」籌募超過港幣

場地的角落

四萬元經費。

埋頭苦幹。
他們並非在

本會於過去三來以來，多次在港九各區舉辦旗艦服

參與比賽，

務「全港血糖大普查」，為全港數千名市民及長者

而是在製作

檢測血糖水平，以提高各界對預防糖尿病的意識，

精美的愛心

順道推廣健康飲食文化。

飯盒，並在
比賽完結後
送往位於銅
鑼灣勵德邨的長者中心，實行把愛心和健康延續到
社區。有別於比賽指定的材料，愛心飯盒內有三道
高纖低脂的健康菜式，為長者中心的老友記帶來耳
目一新的感覺。

本年度的比賽與去年一樣，以蝦為大會指定材料。
參賽者須於指定時間內，完成一道以蝦製作的菜
式。然而，有別於一般的烹飪比賽，色香味俱全並
非致勝的關鍵，我們反而更著重健康。在本會的評
審準則上，健康、少油、少鹽和少糖比色香味美更
重要。我們相信除了定期檢查外，預防糖尿病最有
效的方法，是從飲食習慣上著手，而這亦與我們「全
港血糖大普查」的宗旨同出一轍。

2018至19年度周年大會
本會於4月15日召開周年會員大會，會上選出第一

除了成功統籌及舉辦本會的「獅子會慈善廚『臣』

副會長姚金偉獅兄接替方貫威獅兄為下屆會長。

爭霸戰」外，更曾參與獅子會足球隊，代表區會到
外地遠征。姚獅兄將會在來年繼承方獅兄的努力，

姚獅兄於過去一年來積極參與本會及區會的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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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續把本會發揚光大。

獅子龍舟，端午同樂
身體力行，獅誼萬歲

6

國金獅會全力支持區會
香港十大優質社會服務

月7日乃農歷五月初五，為慶賀端午
佳節，本會會長鍾家輝與一眾本屆區

職員及會長，組成1819獅子會會長龍舟
隊，在大埔與這眾同樂。在充滿節日氣氛
底下，並在汗水與歡呼聲之中，共度端午
佳節良辰。
比賽其次，獅誼第一！

由「國際獅子總會中國港澳三○三
區」主辦的「香港十大優質社會服
務計劃選舉2019」，於6月17日假
香港洲際酒店大禮堂舉行，並完滿
結束。此選舉為第三屆，其宗旨是
希望透過公開公平的選舉，以肯定
該服務對社會的貢獻，為社會樹立
服務典範，發揮楷模作用。
十大優質社會服務計劃順利誕生如下：（排名不分先後）
- 賽馬會酷鄰居齊節能計劃（香港地球之友）
- 躍動成長路全方位專注力失調/過度活躍症支援服務
（協康會）
- 「樂得耆所」居家安老計劃（香港房屋協會）
- 發現號社區菜園（香港藝土民間有限公司）
- 親子 Online 共融電視臺（傳恩惠妳有限公司）
- 殘疾人士潛水體驗訓練（國際傷健潛水協會）
- GoGoldPlan（澳門復康會）
- Healthy Pregnancy and Happy baby（融幼社）
- 長者數碼外展計畫 - 耆影傳情數碼體驗（耆康會荃灣
長者地區中心）
- 極地同行傷健共融推廣計劃（極地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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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長
鍾家輝

資訊委員
葉仕偉

香港國金獅子會全力支持區會，獅友除了籌得贊助

總選面試的大會評審團莫屬。初選評審包括：德勤

款項八萬元港幣之外，亦贊助場地作為初選及總選

會計師樓、香港華人會計師公會、數碼港生態圈及

之用。為確保十大優質社會服務選舉之代表性及獨

夥伴合作、香港理工大學可持續經濟及創業金融中

立性，本年更找來多個專業團體及學術界的知名人

心和國際內部審計師協會的鼎力協助。而總選面試

士作評審團。

評審都是重量級嘉賓，包括香港護士管理局主席及
香港醫管局羅鳳儀教授、香港華人會計師公會前會
長羅君美榮譽勳章太平紳士、國際內部審計師協會
李深女士、香港精英運動員協會執委湯振傑先生、
數碼港生態圈及夥伴合作主管陳麗雯女士，以及物
流及供應鏈多元技術研發中心黃廣揚先生。另外，
大會贊助商包括：聯企融資集團和資本財經印刷，
感激支持。

打從今年4月初開始，由初選面試、總選面試，直

所有參選團體，無論得

至公佈結果及頒獎典禮，有賴獅子會區會領導及職

獎與否，服務皆十分出

員，各獅子分會會長及成員等無私協助和支持，是

色，無私服務社會的精

今年選舉大成功的關鍵。今年我們亦有幸邀請聯合

神都很值得我們尊敬。

國亞洲及太平洋經濟及社會公署 ESBN 執行委員會

獅子會與各大團體攜手

主席林家禮博士蒞臨作主禮嘉賓，令當日的活動生

服務社會，盡心盡力，

色不少。當然，此選舉最「勞苦功高」的非初選及

同德同心，共創共贏！

國金慈善福袋日，
愛心訪獨居老人
香港國金獅子會聯同國金青年獅子會於6月期間舉

小心意，並做了30戶家訪，了解他們生活狀況，為

辦「國金慈善福袋日」，超過20多個會員參與出

獨居老人們帶來熱情、溫暖、歡笑和正能量的一天。

席，到石硤尾南山邨送出200份禮物福袋，作為小

國金獅子會已在18-19年度完成了超過20多個服務
項目。六月份是本年度最後的一個月，
我們堅持獅子會的四出精神，一如以往
保持高數量及高質量的服務，大獅與青
獅攜手服務社會，為香港發放正能量，

Together, We Serve!

2019年5月至6月

A dv ertis eme nt

彰顯獅子會「我們服務」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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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長
張美婷

資訊委員
黃立仁

2400人共度端午節

一

年一度重頭大型服務之一「糉香情緣 2019」
又到喇！多謝各位一直支持，之前兩年活

動獲得好評如潮，今年和平再接再厲聯絡十七個善
心團體舉辦是次活動，服務點遍佈新界九龍不同區
域，動用三百多位義工一同行動，希望與更多受眾
們一同共慶節日。活動於5月25日荃灣梁省德中學
舉行，邀請了不少知名嘉賓出席活動開動儀式，娛
樂環節後觀眾們除了帶著愛心福袋外，還流露著感
謝和開心笑容回家。

特別專訪
和平獅子會不經不覺來到第二屆尾聲了。本人今年

增加，不減少，不可讓受眾失望。服務別人同時需

有幸以編輯身份為大家服務，多謝各位支持和信

要服務自己，主動積極參與活動，身體力行就是服

任，並藉著機會邀請兩位嘉賓訪問，讓大家了解香

務自己。』

和平獅子會更多。創會是一件不容易的事，事前功
夫煩多之後，創會後如何製造和平獅子會的文化也

我們知道創業難，守業更難，處理會務相信道理也

是一大學問，和平可以短短兩年間有超額完成服務的

是相同。過去一年，「您」帶領我們秉承創會會長

成績，多謝一位重要人物常常提點我們，有「您」作

邦主信念和理念繼續向社會服務，創造佳績！多謝

為我們的創會是榮幸和緣份。

「您」！

本人大膽邀請第一位嘉賓是本會非常重要人物 –

本人大膽邀請第二位嘉賓是本會當屆會長 – 張美

創會陳延邦獅兄。

婷獅姐。
『我愛我母會港島獅子會，

『時間過得很快，轉眼間

七年前已經有創會念頭，希

快完成一年會長任務，過

望將服務理念創新，服務更

去一年說實話，真的忙不

多市民。但一直未遇到合適

停，回頭一望，原來完成

時機，擱置念頭，到了兩年

33個服務活動，當中活動

前認為是時候，立刻主動申

包括：糖尿病、環保、對

請創會，並在創會半年後同

抗飢餓、兒童癌症、視覺

步創立和平青獅。

及培訓青少年等。受眾超
過三萬人有長者、癌病兒童、自閉症、特殊智障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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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平短短兩年，在區會有少少名氣，不是因為我本

士、青少年及關愛人士等。獅子會宗旨是「我們服

人，是大家默默努力的成果，「獎」是少少意思，

務」，以我們和平一眾獅友們，獅齡只得一兩年，

尊重合作伙伴、目標認真、實幹、感動受眾、服務

他們也做到了，出心、出力、出錢、出席。我很感

是應該的。講好事、做好事這就是和平。鼓勵大家

恩！感恩獅友們！感恩香港和平獅子會！期望日後

將自己開心和愛分享給身邊朋友，希望服務可穩步

香港和平獅子會，獅務昌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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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長
張芷淇

5月5日

星

光黑武士失明龍舟隊，今年度首次比賽，出戰赤柱龍舟熱身賽，分別比賽中龍混合組及小龍混合組
兩項組別。由失明人士及義工組成的中龍混合組 獲得佳績，成功挑戰健視隊伍，勇奪殿軍獎盃，
如此成績給了我們無限的鼓勵。

5月17-19日
香港星光獅子會聯同西班牙商會，於尖沙咀文化中
心露天廣場，舉辦了一連三天的大型籌款項目，名
為LaFeria 西班牙文化交流節，向香港市民推廣西班
牙文化及為本會「星動力量」復康體育計劃籌款。
活動包括西班牙美食佳餚嘉年華，一共有四十多個
不同的西班牙特色美食及遊戲攤位提供市民，享受
美食及玩樂之餘還可以為弱勢社群出一分力。
在第二天的「佛蘭明高舞創健力士紀錄」我們挑戰
全球最多人共同參與的佛蘭明高舞堂。當日天氣
酷熱，在兩次挑戰失敗後，我們並沒有輕易言敗，
在不放棄的精神下，我們再三挑戰世界紀錄，由原
定45分鐘的課堂，最終在7小時的第三次挑戰下，
感謝與我們並肩的參加者，終於由健力士監察官宣
讀，我們以
268人成功
挑戰世界紀
錄。
全港首創的
奔牛跑在活
動的第三天
舉行，首先

一大清早，由第十三分域聯合服務「奔牛慈善體驗
行」先打響頭炮，超過300名來自不同機構的視障、
智障及肢體傷殘的「星動力量」服務使用者，一起
在星光大道步行為「星動力量」復康體育計劃籌
款。在區職員、獅友、童軍、大型充氣狂牛、100
名義工小丑陪同下，一行500人浩浩蕩蕩的走畢2
公里沿岸海濱長廊，及後更安排受眾免費參加嘉年
華及享用小食，一起度過了開心的明媚早上。
活動重頭戲於下午舉行，分別是奔牛跑親子盃、獅
子會盃、企業盃及邀請盃。多謝各友會的支持，
一共超過100名獅友參加奔牛跑比賽，在尖沙咀區
以城市定向形式，完成多個與西班牙文化有關的關
卡，恭喜「浩峰復仇者」以最佳成績獲得第一屆冠
軍殊榮。最後，活動在創意的西班牙舞獅及專業佛
蘭明高舞蹈
的閉幕禮後
圓滿結束。
再次感謝各
位區職員及
獅友的踴躍
支持，令本
會活動如此
空前成功。

5月24日
出席香港盲人輔導會2019義工、捐贈者暨企業伙伴嘉許禮。多謝香港盲人輔導會的嘉許，表揚香港星光
獅子會過往兩年對視障服務的付出。

5月31至6月3日
獅子會星光黑武士失明龍舟隊首次出征，今次遠
赴星加坡參加星展銀行濱海龍舟賽（DBS Marina
Regatta）
，在堅韌不
拔精英組公
開賽以59
秒佳績，獲
得該賽事第
一名及總成
績第二名，
各隊員及籌

委都為此成績感到無比驕傲，黑武士再次成功挑
戰不可能！今次星加坡交流團除了參加比賽外，
我們亦不忘一星期後的端午龍舟賽事，在星洲的
國土上繼續密集體能訓練，還有與當地殘障協
會 The Singapore Association of the Visually
Handicapped 進行服務交流。

恭喜周柏康獅兄，獲理事會全票通過，成為來屆香
港星光獅子會會長，期待周獅兄領導之下，會務再
創高峰。

2019年5月至6月

79

會長
鄭發丁

香港華夏獅子會港珠澳大橋珠海及澳門考察團
(四月十三至十四日)

本

會於早前已舉辦了珠海一天考察團，並已
經於上期獅聲與各位獅友分享當中精彩行
程及花絮，但各位參加的獅兄、獅嫂及家人都意猶
未盡。
鄭發丁會長逐順應獅兄、獅嫂的要求，於四月十三
至十四日再接再厲舉辦珠海及澳門考察團。除了小
朋友可以去看看海洋生物之外，晚上還可以在外邊
的橫琴島劇院看馬戲表演，始終在香港好少有這些
機會可以看馬戲表演。
幢葡萄牙式住宅為主的博物館。該博物館於1999
年12月5日正式對外開放。五幢葡萄牙式住宅分別
為：土生葡人之家、海島之家、葡萄牙地區之家、
展覽館、迎賓館。 是澳門重要的文物建築與文化
遺產，也是澳門極富代表性的景點之一。

今次的珠海及澳門考察團，獅兄、獅嫂反應熱烈，
共有六十多名獅兄、獅嫂及家人報名，再次承蒙第
二副總監梁禮賢獅兄參與支持。今次的行程偏重在
親子方面，我們到訪位於<http://www.runhotel.
hk/Chimelong-Ocean-Kingdom>珠海橫琴的長隆
海洋王國，是全世界最大的海洋主題樂園之一，內
裏有八大主題區，整合珍稀的海洋動物、新型的遊
樂設備與及大型演藝建設，參與的獅兄、獅嫂，特
別是幼獅，各人都玩得很開心，一整天的精彩節目
陸續有來，晚上我們還到橫琴島劇院看馬戲表演，
不管是大人還是小孩都是非常充實又有趣的一天。

「龍環」是氹仔舊稱，「葡韻」是指這裡葡萄牙的
建築風格。此五幢葡萄牙式建築落成於1921年。
原為澳門離島高級官員的官邸及一些土生葡人家庭
住宅。1992年澳葡政府對該建築群進行修復和改
建為博物館。參觀完博物館之後，我們到官也街食
午飯，之後再遊玩一下，就結束兩日港珠澳大橋珠
海及澳門之遊，兩天下來真的是收穫滿滿！！

到了星期日，我們一行人經拱北口岸前往澳門，先
到龍環葡韻參觀，龍環葡韻位於澳門氹仔，是以五

香港華夏青年獅子會正式成立
香港華夏青年獅子會已於四月二十六日正式成立，創會典禮訂於六月六於香港演藝學院舉行，並敦請總
監郭美華獅姐蒞臨主禮。下期獅聲再同大家分享一下創會典禮的精彩內容及花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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