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撫 心自問我們如何服務， 然 後 清 楚 如 何 領 導

(譯：何桂明獅姐)

向各位獅子會會員問好！
西方諺語說：「您可以將一匹馬帶到水裡，但不能
迫使它低頭喝水。」意思是你希望說服別人做對他
們有益的事情，必然有局限性。但是我的看法是：
也許那匹馬不渴，也許那匹馬餓了，還是太累，也
許他的牙齒酸痛需要治療。通常，當我們假設我們
肯定知道甚麼事最適合甚麼人，我們就錯了。
好的領導者不僅會帶領人們喝水，他們會先問問人
們需要甚麼，然後為他們奉上！我稱之為僕人領導
方法。作為獅子會會員，我們都是領導者。我們有
責任傾聽我們所服務的對象，並竭盡所能為他們提
供所需的工具和渠道，以便他們有能力找到出路達
成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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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任的一年，我會不斷問那些我遇到的人，我如
何才能幫助他們成為更好的獅子會會員。我請你們
也照樣做。
如果您是區總監，請問問您屬下的獅子會會長，他
們需要甚麼來招募更多會員。 如果您是獅子會會
長，請問問您的會員有甚麼方法可以幫助他們在獅
子會內獲得最佳體驗。如果您是獅子會會員，請與
社區聯繫。問問他們需要什麼。然後為他們準備。
這樣，我們全體會員便可以成為世界變革的領導
者。

國 際 總 會 訊 息 He a dq u a rte rs News

2019年9月至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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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譯：何桂明獅姐)

兒童視力計劃擴展以期改變哥倫比亞的生活
許多孩子不知道自己有視力問題，由於未檢測到他

試，然後按照簡單的指示進行操作：直視前方，在

們所受到的損傷，這些孩子可能難以發展生活技能

機器螢光幕上找到小兔子。醫生發現Esteban患有

和在學校學習能力。此外，如果某些眼疾得不到治

斜視，這是一種眼睛錯位導致重視的情況，未經矯

療，可能會導致永久性喪失視力。

正，會導致弱視，即眼睛無法正常視力發展的疾
病，並可能導致永久性視力喪失。自從Esteban接

上述情况在哥倫比亞許多沒有眼睛護理的地區都

受治療後，他可以看得更清楚，不再有失去視力的

很普遍。但是獅子會員決心透過獅子會哥倫比

危險。Esteban的世界從此改變！

亞兒童視力計劃改變這種現實，獅子會兒童視
力計劃在美國獲得成功，被稱為Lions KidSight

校長Inmaculada Solano deHernández說：「能

USA，並且得到了Lions Clubs International

夠得到一隊不同背景的專業人士在我們學校服務，

Foundation（LCIF）的支持。該計劃對6個月至6

是一次美妙的經歷。 他們心地善良，對服務工作

歲的兒童進行篩查，但鼓勵獅子會盡可能篩查12年

全力以赴。我代表我們的社區表示最誠摯的感謝。」

級以下的在學兒童。獅子會做測試找出可能引致視
力問題的風險因素，然後在需要時將孩子轉介給眼

不出數星期，獅子會會員與哥倫比亞KidSight篩

科醫生進行進一步評估。

查了16,000多名兒童。超過1,600名患者被轉介
接受治療，費用由FundaciónOftalmológicadel

現在，獅子會正在整個哥倫比亞實施該項計劃，

Caribe（加勒比眼科基金會）和哥倫比亞的國家衛

目標是篩查600萬兒童的視力。獅子會從LCIF獲

生服務機構承擔。

得了69,022美元的贈款，用於購買10台視力篩查
設備。前國際理事愛德·科德斯博士（Ed Cordes

獅子會更希望在農村地區建立附屬診所–Cordes

博士）是退休的視光師，也是美國獅子會兒童視

博士確信他們可以應付這一巨大挑戰。 Cordes博

力計劃基金會的主席，他前往哥倫比亞幫助進行

士說：「有些獅子會員對該計劃非常熱心，因此它

培訓，行程包括參觀一所小學和一家日託所；在

亦變得具有感染力，影響到其他人也成為了強有力

接受篩查的118名兒童中，有20名轉介給眼科醫

的支持者。」

生。Esteban就是其中之一位兒童。
在LCIF的支持下，哥倫比亞的獅子會堅決對抗視
Esteban以前從未有接受視力檢查，他從未見過那

力障礙，他們的影響有會越來越大。要了解此類

些奇怪的裝置，但是帶着它們來的獅子會會員給

項目如何獲得LCIF資金以及您如何通過Campaign

他帶來安全感！他和他的同學們排隊進行視力測

100捐款，請登入lionsclubs.org/campaign100。

2019年9月至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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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NGE
THE
WORLD
One cOmmunit y at a time

8

September & October 2019

國 際 總 會 訊 息 He a dq u a rte rs News

TogeTher, We Can
Changing the world. It’s why you became a Lion. It’s
also why Lions Clubs International Foundation (LCIF)
– our foundation – is empowering your service through
its most ambitious fundraising campaign in history.

As we embark on our second century of service, we see a world in need and caring
Lions ready to change it. But the reality is this: comfort and compassion alone
can’t heal those suffering through disease, disaster, and other devastation. It takes
funding. It takes Campaign 100: LCIF Empowering Service.
It takes every Lion worldwide both doing and giving. Together, we’ll raise
$300 million to:

INCREASE

FIGHT

EXPAND

our service impact
in vision, youth,
disaster relief, and
humanitarian efforts

the global epidemic
of diabetes

our global causes to
childhood cancer,
hunger, and the
environment

Welcome to campaign 100
together, We’ll change the World

2019年9月至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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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our World in need, Your Foundation in action
253 million individuals are
blind or visually impaired.

lciF will reduce avoidable blindness
and visual impairment, and improve
quality of life for those impacted,
through SightFirst grants.

2/3 of children report being
victims of bullying.

lciF will provide access to education,
health services, and social programs,
and provide youth skills-building
programs, including lions Quest.
lciF will deeply engage in disaster
relief efforts, preparing for whenever
and wherever devastation strikes.

Our planet experiences a 15% rise
in natural disasters every year.

lciF will support programs
addressing the needs of at-risk
and vulnerable populations
disproportionately impacted by
social and economic factors.

245 people die every day
from measles.

lciF will respond to the
diabetes global epidemic through
multi-faceted, comprehensive
health initiatives.

425 million people live with
diabetes; this number may
approach 630 million by 2045.

lciF will strengthen medical and
social services, increasing global
life expectancy of children living
with cancer.

Every 2 minutes a child is
diagnosed with cancer.

lciF will expand resources and
infrastructure needed to address
food shortages worldwide.

820 million+ people go to bed
hungry each night.

lciF will protect environmental
health globally, generating positive
ecological and humanitarian impact.

By 2025, 50% of the
world’s population will live
in water-stressed areas.

YOuR uS$100 GIFT CAN FuND…
• Cataract surgery for 2 sight-impaired people

• Diabetes screenings for 18 at-risk people

• Immediate relief to 4 victims of natural disaster

• Access to food for 14 chronically hungry people

• Lions Quest curriculum to a classroom for 1 year
• Measles vaccination for 100 children

MAKE YOuR GIFT TODAY!
DONATE: India
lcifindia.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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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quipment serving 8 young cancer patients
• Access to clean water for 14 people

Donate online, or turn the page to make your impact now.

DONATE: Canada
lionsofcanadafundforlcif.ca

DONATE: All Other Countries
lionsclubs.org/donate

國 際 總 會 訊 息 He a dq u a rte rs News
GENEROuS GIvING DESERvES GENEROuS RECOGNITION
Earn a limited-edition Campaign 100 donor pin after giving just US$100! Continue your support and earn additional
recognition – and Melvin Jones Fellow (MJF) credit – along the way! Clubs earn recognition, too. Donations count toward
ongoing recognition like 100% MJF, 100% Progressive MJF, 100% Lions Share Participation, per-member-average banner
patches, and special campaign recognition.

YOu’RE MINuTES AWAY FROM CHANGING THE WORLD

YOuRS WITH
A GIFT OF…

Donate now online, OR detach this form and return it with your gift to the applicable address below. Thank you!

YES! I’M READY TO SuPPORT LCIF AND CAMPAIGN 100 WITH A GIFT OF:
___ US$50

___ US$100

___ US$200

___ US$1,000

other: US$___________________

o I’d like information about including LCIF in my estate. Please contact me at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o I’m donating online. o I’m mailing my gift with this form.
INDIA: Donate at lcifindia.org -OR- mail checks or demand drafts, payable to Lions Clubs International Foundation India
and including PAN number, to: Lions Clubs International Foundation India I C-604, Trade Star I Andheri Kurla Rd. I
Andheri E, Mumbai I Maharashtra, India 400059

✁ DETACH HERE

Choose Your Donation Method See applicable country information below.

US$50

US$100

US$200

CANADA: Donate at lionsofcanadafundforlcif.ca -OR- mail checks, payable to Lions of Canada Fund for LCIF, to:
Stan Durward I Box 38 I Sunderland, Ontario L0C 1H0 Canada
All OThEr COuNTrIEs: Donate at lionsclubs.org/donate -OR- mail checks, payable to LCIF, to:
Lions Clubs International Foundation I Department 4547 I Carol Stream, IL 60122-4547 USA
Name (print clearly)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Address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City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US$1,000

State/Province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ZIP/Postal Code _____________________ Country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mail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Phone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Member ID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Club Name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recognition for my donation.

AT YOuR SERvICE
LCIF is dedicated to serving you. Email donorassistance@lionsclubs.org or call +1.630.203.3836 with questions.

US$100
LCIF_C053_LCICon_EN 7/19

o Yes, I’d like recognition for my qualifying donation.
o Please keep my personal and donation information anonymous. I understand my club/district (if any) may receive

Receive this Campaign
100 donor pin after
your cumulative
campaign donations
reach $100. Additional
pins are available as
your giving increases!

✁ DETACH HERE
ONE LION CAN ACCOMPLISH MuCH; TOGETHER, WE CAN CHANGE THE WORLD
Natural disasters strike anywhere, any time. And when they do, victims of fires, floods, and other devastation often
benefit from funding from LCIF, facilitating rebuilding and healing one victim, one family, one community at a time.
When Mexico was, quite literally, rattled by the worst earthquake in a century, and punished just days later by another
angry quake, Lions took action, seeking support from our foundation. LCIF responded immediately with a US$100,000
grant, which Lions used to distribute life-sustaining relief kits with food, water, clothing, blankets, and household items.
Many say the world’s needs are too great. Lions step in and serve. Together with our foundation, we offer hope and
impact lives. Campaign 100 will enable us to serve hundreds of millions of people here at home and continents afar.
together, we can. together, we will.

2019年9月至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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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恭浩

總監2019-2020

總監的話

之(二)

踏入今個獅子年度的第三及第四個月，本人於年初制定的各項計劃都陸續開展，會員人數穩步增長，培
訓工作進入了新階段，大型服務都已進入密鑼緊鼓的籌備階段，在優秀的區職員團隊努力下，很多項目
都取得了佳績。

會員人數︰穩步增長
按國際總會的資料，區會會員的總人數由2019年7月份2226人至10月底已增加
至2251人。感謝各位屬會會長的努力邀請親友加入獅子會，使區會會員人數穩
步增長。另外，區會的家庭成員及女性會員委員會及獅子之友委員會將會分別製
作不同的宣傳單張，以方便各位獅友對外介紹獅子會，獅友可向區會取用這些宣
傳品派發給親友，並邀請他們出席新會員研討會，多多認識獅子會。

培訓系列︰司儀訓練工作坊
除於年初舉辦培訓給各屬會職員外，區會於9月28

訓更多獅友在區會、屬會眾多的典禮及活動中擔

日下午特別舉辦了「司儀訓練工作坊」，希望培

綱司儀的重要職務。培訓當天有超過90位獅友出
席，全場滿座。當天的講者陣容強勁，包括資深
歌手及節目主持人鄭瑞芬小姐，冼

璇前總監，

區秘書鄭嘉麒獅兄及FDI導師陳惠美獅姐。經過是
次培訓獅友們在交流與互動中增長知識、累積前
人經驗，對司儀的職務及技巧都有很好的認識，
希望他們今後都有機會靈活運用所學的知識參與
獅子會各個層面的司儀工作。

第一次全區聯合例會-向前總監致敬
區會每年舉行的第一個聯合例會皆率先以我們歷
屆前總監為主題，特別向他們致敬，毋忘他們在
過去數十年對港澳獅子運動的功績。今年度的第
一次聯合晚餐例會已於10月9日假座香港會議展覽

中心圓滿舉行，當晚有超過七百位獅友及嘉賓出
席，向我們歷屆前總監致以最崇高的敬意，並給
他們致送一座精美的獅子擺設紀念品，希望獅友
們的這份心意亦能夠成為前總監們的珍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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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TING THE BEST FOR LIONISM

凝聚精英 獅展奇才
第二屆兒童及青少年粵劇折子戲公開大賽
繼第一屆「兒童及青少年粵劇折子戲公開大賽」成功舉行後，區
會今年度再獲粵劇發展基金贊助舉辦第二屆比賽，希望透過比賽
提高年青一代對粵劇的興趣，傳承中國藝術文化。賽事分為兒童
組與青少年組，兩組參賽隊伍經過初賽甄選，分別有五隊晉級決
賽角逐冠、亞、季軍及優異獎殊榮，決賽於10月18日在TVB電視
城舉行，當晚邀請到民政事務局劉江華局長作為頒獎嘉賓，賽事
過程由TVB現場錄影，並於10月26日晚於J2播出。

全球五大服務︰資源簡介會
國際總會將糖尿病、視力、飢餓、環保、兒病癌

有很好的交流，各會長日後如對上述任何一項服

病定為全球五大重點服務，呼籲全球各屬會全力

務有興趣，皆可聯絡下列的專責主席尋求協助︰

參與。區會積極響應總會呼籲，成立了五個專責
委員會專門提供資源協助各屬會參與五大服務。

糖尿病服務委員會主席 區玉瑛獅姐

為使各屬會獅友瞭解及充份運用區會提供的資

視力服務委員會主席 招幸嬋獅姐

源，區會協調了五個專責委員會於10月23日舉

飢餓服務委員會主席 李燕芬獅姐

行聯合簡介會，介紹服務的內容及區會提供的資

環保服務委員會主席 張美娟獅姐

源，當晚各個委員會的主席與出席的會長及獅友

兒童癌病服務委員會主席 成爾斌獅兄

區會會議無紙化
保護環境是國際總會全球五大服務範疇之一，區會

給與會者瀏覽會議文件，節省了紙張資源及印製時

過往舉行的各項大大小小會議皆耗用大量的紙張及

間的同時，也加快了預備會議工作的效率。各屬會

時間印製會議文件，今年度區會全力響應環保，購

及區委員會於區會舉行會議時如有需要，亦可租用

置了數十部iPad上載會議文件，於會議時派發iPad

這些iPad，租用的手續及詳情可向區辦事處查詢。

很高興上述每一個項目的進程都有各位區職員、各位會長及獅友的全力支持及參與，各自在不同的崗位
發展所長，正好體現了區會今年度「凝聚精英，獅展奇才」主題，希望區會未來數月繼續得到各位的獅
友精英的支持，續創佳績。
2019年9月至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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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八周年紀念慈善餐舞會暨
第二十九屆董事局就職典禮

中

心「二十八周年紀念慈善餐舞會暨第二十九

52部最新型先進的

屆董事局就職典禮」於2019年8月24日(星

洗腎機，已成為全

期六)假座香港洲際酒店圓滿舉行，當晚有超過500

港最大的慈善洗腎

位嘉賓聚首一堂，場面溫馨熱鬧。籌委會主席前總監

中心，由於現時四

陳立德獅兄對各位出席嘉賓及獅友致以衷心感謝，

間洗腎中心的病人

中心十分榮幸邀請醫院管理局聯網服務總監楊諦岡

人數已達至飽和，

醫生及王恭浩總監擔任主禮嘉賓，其他嘉賓包括香

中心已購置物業，
籌建第五間洗腎中
心，需支付龐大的
開支，包括裝修工
程及購買醫療設備等。

籌委會主席前總監
陳立德獅兄致歡迎詞

二十八周年慈善餐舞會暨第二十九屆董事局就職典禮全體董事局

港腎科學會主席鄭玉麟醫生、2018年度香港小姐季
軍丁子田小姐、2018年度友誼小姐陳靜堯小姐、榮
譽顧問蔡冠誠醫生、榮譽顧問馮加信醫生及義務
核數師黃龍德教授,BBS,JP等。新任主席丘小燕獅
姐致詞時指出，中心現時已有四間洗腎中心，共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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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禮嘉賓為兩隻醒獅簪花掛紅。左起：江昕博士、丘小燕主
席、楊諦岡醫生、前總監張新村醫生、前總監陳立德獅兄、王
恭浩總監

三○三區區會訊息

District 303 news update

主禮嘉賓楊諦岡醫生主持宣誓儀式，董事局主席丘小燕獅姐及
一眾董事局成員宣讀誓詞

香港中華傳統文化獅子會會長暨中心總理蔣翠琼獅姐捐款港幣
三百萬元以命名位於九龍深水埗元州街132號大興大廈地下A舖
的洗腎中心

當晚致送支票儀式，繼有梁冠禧先生捐款港幣10

街132號大興大廈地下A舖的洗腎中心，合共籌得

萬元；香港東九龍獅子會黃月香獅姐、紀氏家族信

HK$4,100,000元。

託基金、利是清潔服務有限公司、必得利珠寶有限
公司各捐款港幣25萬元命名洗腎機一部；香港中

承蒙各位嘉賓摯友及獅友鼎力支持，籌委會成員的

華傳統文化獅子會會長暨中心總理蔣翠琼獅姐捐

精心策劃及周詳安排，當晚籌款活動非常成功，

款港幣三百萬元以命名中心位於九龍深水埗元州

節目豐富，包括有
醒獅點睛、支票移
交儀式、拍賣籌
款、鄧啓賢先生彈
奏Saxophone及
著名歌星安俊豪先
生唱歌表演及籌款
等，掀起全晚高
潮，節目安排緊湊
精彩。
鄧啓賢先生彈奏Saxophone表演，
演奏多首名曲包括我只在乎你、
Desperado、Carless Whisper等

2019年9月至10月

A dv ertis eme nt

主禮嘉賓楊諦岡醫生(右七)致送委任證書/紀念品予丘小燕主席(右
五)、籌委會主席陳立德前總監(左五)、義務執行總幹事前總監張
新村醫生(左七)、上屆主席江昕博士(左八)、籌委會副主席李任
基獅兄(右三)及蘇忠發獅兄(右二)、榮譽主席及永遠榮譽會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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獅子會中學

B r i s bane S t ud y To ur 2 0 1 9
Yau Ming Kit Albert

T

hank you Lions College for giving me the golden
opportunity to participate in the Australia trip
during the summer holiday. It was such a special and
unforgettable journey for me because it was the first
time that I went abroad. By joining the activity, I really
made a lot of foreign friends who were humorous
and amiable. Moreover, they came from different
countries like Japan, Colombia, Korea, France and
so on.
Personally, the pattern of foreign studying was totally
different from Hong Kong. For instance, I studied one
lesson in which the teacher gave us a paper with
questions and then led our group out of the school to
find the answers
in a park, museum
or other famous
places. I enjoyed
this creative and
interesting way
to learn English.
How fabulous it
was!

I derived lots of benefits from this overseas study
programme. Aside from enhancing my English
proficiency, I learned a range of social skills during
the 3 weeks. For example, I did not know how to cook
before going to Brisbane. However, I have learnt how
to make breakfast and dinner from my host family. I
am proud to tell my friends that I can cook well now.
In addition, I had to take the bus and train by myself,
which helped to foster more independence. I was
lucky to take part in the Australia study programme. It
not only improved my English proficiency, but it also
allowed me to meet people from all over the world
as well as seeing sights like the beautiful westernstyled buildings and sceneries. It absolutely helped
my English and I sincerely look forward to joining the
overseas study programme next year.
Thank you again to Incorporated Management
Committee, the Lions Education Foundation, Lions
Fellowship, Principal Lam and all the generous
sponsors. Without the sponsorship, it would not be
possible for me to go to Australia to widen the scope
of my horizon.

Lam Sze Yuk Eric
It is delightful to share my unforgettable experience
during the Brisbane study tour. I am glad to have
this rarely offered opportunity to visit another country
and learn more about other cultures. Besides the
breathtaking landscape and cultural diversity in
Australia, I gained a valuable chance to brush up
my English proficiency and learn various problemsolving skills.
English Language is more vital than you think. Without
English, it is hard to have proper communication with
your foreign friends and make your way back to your
host family’s home. From having a lunch to taking
part in local activities, English is required. Hence,
with those intensive training in English, my English
now is better than ever.
For people who have never gone
overseas, it is hard for them to deal
with their daily life problems in a
foreign country. From how to reach
your destination to ways to enhance
your relationship with other people,
you need fluent English and a clear
mind to encounter those difficulties.
If you overcome those barriers and
do not shy away from them, you wi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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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come more mature and develop your problemsolving skills.
Apart from my English proficiency and problemsolving skills, my 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 and
leadership skills have also shown improvement.
There is no room for doubt that the Brisbane study
tour has helped me in many different aspects. Finally,
I sincerely appreciate the Incorporated Management
Committee, the Lions Education Foundation, Lions
Fellowship, Principal Lam and all the generous
sponsors for all their assistance and sponsoring the
trip. On behalf of all the participants in the Brisbane
study tour, I would
like to express my
heartfelt gratitude to
all of them.

教 育 Ed ucation
獅子會何德心小學

2019-2020年度開學禮

本

年度開學禮於2019年9月2日於學校禮堂
舉行，承蒙國際獅子總會中國港澳303區
(2019-2020年度)王恭浩總監蒞臨主禮，獅子會教
育基金主席崔志仁獅兄、羅詠逑上屆校監、簡有山
校監、何德心副校監、冼姵璇前總監、馮炳壽前總
監，以及多位校董和獅友襄禮。
典禮開始，先由簡有山校監致歡迎辭，他衷心感謝
各位嘉賓撥冗蒞臨，同時亦歡迎各位師生回到獅
小大家庭。簡校監強調本校會致力培養學生的自主
學習能力，並繼續推行正向教育，望能把學生培育
成富愛心、信心、有堅毅精神和情理兼備的人才。
接着，由主禮嘉賓王恭浩總監致訓辭，王總監指獅
子會致力培育學生成為未來的社會領袖，並認為
本校在教學及學生培育的工作上，不但緊貼教育的
最新趨勢，更能促進學生的自主學習的精神。王總
監特別指出，本校著力為學生安排多元化的課外活
動，例如創科活動、境外交流團、資優課程、躲避
盤等，讓學生拓寬視野。
隨後，全體學生在嘉賓們的見證下，許下「感恩珍
惜、樂觀和積極投入學校生活」的承諾。宣誓後，
各嘉賓一起主持新學年開展儀式，寄望學生能透過

一連串的學習活
動，活出正向人
生。
其後，由何麗貞
前校董頒發傑出
校友獎學金予於
中學文憑試中取 何麗貞前校董頒發傑出校友獎學金予各
校友
得優異成績的校
友，包括入讀香
港大學的陳俊言
校友(6科5**,1
科5*,1科5)及入
讀香港理工大學
的郭慧雅校友
(由母親代領)(2
科 5 * * , 2 科 5 * , 1 王恭浩總監頒發赤薈躲避盤盃2019盃賽
亞軍予參賽學生
科5)。另外，曾
瑋琳校友、楊佩汶校友和許家欣校友亦獲得優秀獎
學金，他們分別入讀香港大學、香港中文大學和香
港浸會大學。
接着，由陳惠美獅姐頒發校內英文科奬學金，並由
崔志仁主席及王恭浩總監頒發校外比賽獎項，其
中4B班楊銘軒同學在第七屆新家園深港普通話朗
誦精英賽中榮獲銀獎，2B班顏紫璐同學和6B班陳
景洲同學則獲得銅獎；另本校躲避盤校隊亦再創佳
績，在赤薈躲避盤盃2019盃賽中勇奪亞軍。
最後，由簡有山校監致送主禮嘉賓紀念品予王恭浩
總監，陳慧萍校長致謝詞，本年度的開學禮圓滿結
束，莘莘學子隨即展開新的學習歷程。

一眾嘉賓主持新學年開展儀式

WSSA國際疊杯列車活動
本校關焯賢老師陪同四位學生於八月十四至十九日期間到
台灣參與世界競技疊杯聯會(WSSA)舉辦的首屆「WSSA國
際疊杯列車」活動。此活動邀請了台灣、香港及馬來西亞
等八十多名疊杯愛好者在台灣多處景點進行疊杯交流，本
校代表5B班沈佳怡、5D班韋珈、6C班徐立言及6D班吳駿
熹同學更於土地公文化館及三芝幸福灣莊園的對賽中奪得
優異成績。不同年齡及文化背景的選手在名勝古跡的襯托
下進行疊杯競技，刺激又新奇。疊杯遊戲有效促進手腦協
調的能力，是男女老幼都喜歡玩的新興活動。

「WSSA國際疊杯列車」活動圓滿，所有香港代表及
教練們合照留念

2019年9月至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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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各位獅友、各位嘉賓

2019-2020年度獅子會高爾夫球小組
「王恭浩總監盃」- 比賽結果
日期：2019年8月22日(星期四)
地點：粉嶺高爾夫球場 – Eden Course

港

澳303區本年度第一次的高爾夫球比賽–王恭浩總監
盃，已順利於8月22日在粉嶺香港高爾夫球會舉行。
當日天氣非常好，參加比賽的獅友及嘉賓亦非常踴躍，包括
有多位前總監也有參加此項比賽，且一眾球手均有非常出色
的表現。
賽事贊助人：王恭浩總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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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臨出席晚宴，大會亦安排了抽奬
禮品送給現場獅友作為助興，餐後分別為各得獎者頒發各項
獎盃，場面甚為熱鬧。

獅友及嘉賓於開球前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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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尹國根獅兄（香港北區）
總桿冠軍： 陳月明獅兄（香港金鐘）
女子組冠軍： 馮綺雲獅姐（摩星嶺）
淨桿亞軍： 黃志達獅兄（南九龍）
淨桿季軍： 謝卓華獅兄（香港快活谷）

三位前總監準備於出發前拍攝

上九洞最佳成績：袁 兆豐獅兄（香港尖沙咀）
下九洞最佳成績：陳 立銓獅兄（香港深水埗）
BB獎：周 家煒獅兄（香港快活谷）
最遠距離獎	（ 第7洞） ：林銘康先生（香港北區嘉賓）
最近中線獎（第11洞） ：陳權軍先生（香港北區嘉賓）
最近洞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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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洞） ：庄 學鴻先生（錦繡嘉賓）
（第5洞） ：陳 權軍先生（香港北區嘉賓）
（第9洞） ：庄 學鴻先生（錦繡嘉賓）
（第12洞） ：龍 吉祥先生（錦繡嘉賓）
（第15洞） ：盧 瑞權獅兄（南九龍）
（第17洞） ：尹 國根獅兄（香港北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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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恭浩總監宴請所有獅友，並於頒獎後大合照

特 稿

Special Articles

（成人笑話，石家璐）

甸馬田：Everybody love Somebody,
Sometimes.
歌演藝三棲表演者甸馬田在上世紀50年代至90年代
是國際灼手可熱、紅極一時的藝員，他的電視節目
『Dean Martin Show』在美國眾電視台連續10年
（1960年至1970年）是收視率最高的大型綜合電視
節目。他擅長說成人笑話，由於他在荷李活是位響噹
噹的風流人物，成人笑話由他說來，頗有“夫子自述”
之味，特別入味。下面是他的其中的一個。因為笑話
必須“原汁原味”，所以要用英文記載。
Hey, listen to this. The other day, when I was doing a
show in Vegas, some girl banged at the door of my
hotel suite, crying “Dean, open the door. Would you
open the door please?”
Well, a gentleman as I am, I just ignored her crying.
But she kept pounding at the door. I gave no attention,
and had no desire to open the door for her.
After a minute of banging, she cried, “Dean, for Christ
sake, open the door and let me go”.

你要做愛嗎？
門鈴響了，一個女人去開門。外面有一個男
人，男人說：太太，妳要做愛嗎？
門內的女人怒不可言，二話不說，大力把門關
上。
但是一分鐘後，門鈴又響了。女人開門，原來
又是那個男人，他還是那句話，“太太，妳要
做愛嗎？”女人怒極，大聲嚷道“不要”，把門
大力摔上。
如是者三次。
晚上，女人的丈夫回家，女人跟他的丈夫把今
天發生的事向他訴說，他丈夫決定明天留在家
不去上班。並教女人說“要”，看看那個男人有
什麼企圖。
第二天，門鈴又響了，丈夫馬上拿出他的長槍
躲在門後，並輕輕叫他的女人去開門。
果然是那個男人。那個男人問：“太太，妳要
做愛嗎？”
女人回答“要”。

法蘭仙納度拉：Money talk
法蘭仙納度拉是另一位紅透半邊天的歌演藝三棲藝
員，由上世紀40年代開始風靡歌壇。他又是一位出
名的豪賭客，每次去賭城拉斯維加斯都會賭個天昏地
暗，不知日之出和日之落。但是他也是個長輸客，連
賭場也“無面俾”不肯透支給他。他有一個笑話，又是
有“夫子自道”的味道。
You know, money talk. And in Vegas, money talk
louder and faster. They say “bye, bye”.

政客與妓女
在美國首都華盛頓市，盛傳政客與妓女是連體嬰，不
可分割，有一必有二。
一個凌晨在一間酒店客房內的床上，一個美國國會議
員與一個妓女在完成交易後，兩人各挑一隻香煙，回
味無窮地在交談。
Senator: “Honey, you know, I am a congressman
working with full dedication for people’s welfare”.
Prostitute: “Senator, I believe you. By the way, this is
my first time to be a call girl”.

男人：“那好極了，請妳跟妳的丈夫去做，並
請他不要跟我的老婆做”。

一江春水向西流
香港的鬼才黃霑已經去世多年，他那本《不文
集》在二十世紀80年代是最暢銷的書，曾增版
數十次。裡面有不少成人笑話，其中一個（經
過修改，把情境移延至2020年）：
有個名太在鴨店，小鮮肉上前搭訕，名太問
他“我好大食喔，你頂得順嗎？”
小鮮肉笑笑口說，“係咩？請妳過目”，說罷，
把拉鍊拉下，拿出他的本錢。
名太打量了一下，他的本錢實在並非特別大，
但卻紋有兩個字“一流”。
名太微笑一下，用嘴角啐道：“小傢伙短小精
幹，你卻大言不慚，夠膽自誇一流。”
小鮮肉對名太說，“唔好心急，請妳把握我的
小朋友”。
名太用她的手握住他的本錢，一霎眼，出現眼
前的是“一江春水向西流”。

2019年9月至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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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3區屬會服務地標 (十三)
資料搜集 屯門獅子會前會長 葉德豪
資料搜集整理 香港北區獅子會創會會長 馬祥發

屯 門 獅 子 會 Lions Club of Tuen Munh
屯門育智中心
Yuk Chi Resource Centre
屯門安定邨愛明樓地下 124-125 室；124-125 Oi Ming House, On Ting Estate, Tuen Mun
1991年，捐助成立「屯門育智
中 心 」， 為 智 障 兒 童 提 供 學 習
以及活動場所。
This Resource Centre was
established in 1991, providing
educational and various
activities for the mentally
retarded children.

屯門獅子亭 Tuen Mun Lions Pavilion
1997年捐助興建位於大欖郊野公園以西的屯門徑
獅子亭。
This Lion Pavilion was built in 1997. Situated along.
Tuen Mun Path, by the west side of Tai Lam Country
Park.

屯門醫院
Tuen Mun Hospital青松觀路
Tsing Chung Koon Road
2004及2006年先後捐獻巨款資助
有需要長者進行白內障手術
In 2004 and 2006, donated huge
sums to support those elderly
cataractous patients surge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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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再捐獻巨資，幫助屯門醫院修建「健康生活中心」，位於屯門醫院特別座4樓，中心內有特別的裝
修陳設，為病人營造一個溫暖舒適
的治療環境，以配合由醫護人員、
臨床心理學家及其他專職醫療人員
提供的輔導及治療服務予病人及家
屬。
In 2013, donated generous sums
for environmental improvement
and facilities upgrade on the 4th
floor of Tuen Mun Hospital.

2013年資助並支持屯門醫院外科部轄下一個病房的裝修及配置
儀器，以提升外科舒緩治療服務，幫助有需要的病人。
In 2013, made further donation to redecorate and install
some new apparatus and instruments in a special ward.

2014年為屯門醫院糖尿及內分泌中心添置醫療
設備，及資助位於屯門醫院特別座4樓的「健康
生活中心」部份裝修費用。
In 2014, donated and installed some new
apparatus for the diabetes and endocrine
centre in this hospital.

2016年屯門獅子會繼續慷慨捐款捐助屯
門醫院，分別用作購買洗腎機及資助心
願行動計劃，以改善醫療設施及提升病
人服務。2018年再捐助添置洗腎機。
In 2016 & 2018, donated dialysis
machines to this hospital.

2019年9月至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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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

獅 子會 主 會
Hong Kong (Host)

會長
麥宇陽

資訊委員
王玲玲

Soup Delivery Services 2019

T

he Mid-Autumn Festival is celebrated by the Chinese. It is a reunion time for families, just like Thanksgiving.
On this full moon day, families and communities traditionally gathered to celebrate the beautiful day.

On 7th September 2019, a day close to Mid-Autumn Festival, the Lions from the Lions Club of Hong Kong
(Host) started the day with a meaningful activity - the first Soup Delivery Service.
The objectives of the service are:
-	To express our love and care for the elderly singletons
-	To raise the awareness and to promote care for the elderly
-	To enhance team spirit through participation in social
welfare activities
On this day, the Lions Club of Hong Kong (Host) joined
hands with St. James Settlement to delivery soup to the
elderly singletons at Sheung Wan district. We were pleased
to have Zone 1 Chairperson Ng Shan Shan and more than 25
volunteers, included Lions, Leos and friends visiting 35 units of
elderly singletons.
We showed our love and care to the elderly singletons, as well
as shared our life experience. In return, we received a lot of
smiling faces and warm welcome. They appreciated our visit,
the delivery of chicken soup, moon cakes, fruits and many
other stuff. All of the elderly singletons and volunteers had a
great time!
We look forward to having the second Soup Delivery Service
on 7th December 2019.

The Leo Club of Hong Kong (Host)
Hospital Ward Visit
Tuen Mun Hospital Ward Visit has been a continuous practice since 2016. On
3rd August 2019, the Leos from The Leo Club of Hong Kong (Host) visited the
female adult ward and held DIY activities to make dogs out of a towel and
folded paper hearts for the patients. We showed our love and care to them. It
should be a great encouragement and blessings to them to get well soon.

Mooncake Delivery Service
On 24th August 2019, the Leos from The Leo Club of Hong Kong (Host)
joined the service from the LST Buddy Volunteer Program. We visited
elderly homes to deliver mooncakes and gifts. We also chit chatted with
them with just simple chatting, it made us feel like it was not only giving
up our time but learning from the elderly about the meaning of life. We
learned to treasure all we have and be happy always.

2019年9月至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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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島
Peninsula

獅 子會

會長
周健忠

資訊委員
蔡百泰

中秋探訪

香 於 9 月 7 日舉行
港半島獅子會

一年一度中秋探訪服
務活動。會長周健忠
獅兄在尖沙咀金域假
日酒店地庫「龍苑」設
席招待參加的獅兄、
獅嫂、幼獅。一行
二十人先往何文田路
德會香港半島獅子會 本會獅兄、獅嫂和幼獅齊攝於何文田忠路德會香港半島
會長周健忠獅兄連同林以律獅嫂、馮振榮獅兄
和邱偉強前會長一同與青衣仁濟醫院半島獅子
銀禧紀念長者中心探 獅子會銀禧長者中心門前
會老人院內長者一同玩遊戲
訪、欣賞精彩表演和
大派禮物，此次活動充滿歡樂和愉快。第二站是青衣仁濟醫
院香港半島獅子會安老院，一行人受到熱烈歡迎，院方安排
多項活動讓院友們和本會獅兄、獅嫂一同參與遊戲比賽，全
場氣氛熱鬧、開心又感動。院方以茶點熱情招待，今次活動
由會長周健忠獅兄帶領，參加者有：第一副會長林以律獅兄
和林以律獅嫂及幼獅、第二副會長張恒星獅兄、第三副會長
馮振榮獅兄、義務秘書梁耀宗獅兄和梁耀宗獅嫂、義務司庫
陳慶添獅兄、前會長麥詠光獅兄和兩位幼獅、前會長邱偉強
獅兄和邱偉強獅嫂、前會長楊志雄獅兄和楊志雄獅嫂、前會
長丘文興獅兄、前會長殷志權獅兄、伍智聰獅兄和幼獅參與 會長周健忠獅兄帶領獅兄、獅嫂、幼獅們派發福袋給場
內受眾
是次服務活動。

303 區屬會及各級
職員領導才能工作坊

會長參加 2019-2020 年度年度屬會及各級職員領導才能工作坊，完成後獲總監
王恭浩獅兄頒發畢業證書

國際獅子總會中國港澳 303 區 20192020 年度屬會及各級職員領導才能工作
坊於 2019 年 8 月 3 日（星期六）上午 11 時
和 2019 年 8 月 4 日（星期日）上午 9 時至
下午 5 時假座澳門喜來登金沙城中心大酒
店 (5 樓宴會廳 ) 開始授課，會長周健忠獅
兄出席參加此次工作坊，課程完畢後更獲
總監王恭浩獅兄頒發畢業證書。

三 0 三區會 2019-2020 年區會與
各屬會聯合就職典禮
國際獅子總會中國港澳三 0 三區 2019-2020 年度區會與各屬會聯合就職典禮於 2019 年 8 月 10 日假香港
灣仔會議展覽中心新翼舉行。本會 2019-2020 年度新職員在總監王恭浩獅兄監誓下陳少平上屆會長為新
任會長周健忠獅兄佩戴上會長配帶，完成了交接儀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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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域多利
獅子會
Victoria Hong Kong

會長
李炎輝

資訊委員
石家璐

第三分域主席黃欣欣獅姐親善訪問

王 安排在第三分域，由黃欣欣主席帶領，此乃域多利之福。

恭浩總監今年委任資深活躍的黃欣欣獅姐為第三分域主席，並將敝會繼續

黃欣欣主席是大埔獅子會的創會會長，入會雖只有短短數年，已經顯出其卓越
超群的領導才能，在區會表現不凡，實是區會的領導人才。黃獅姐在 303 區頗
得眾獅友的好感，王總監慧眼識人，點兵選將委任黃欣欣為閣員，協助領導
303 區屬會。
按照獅子會的規例，分域主席當每年最少探訪屬會一次。黃欣欣於 9 月 11 日親臨敝會，作親善探訪域多
利。黃主席在探訪期間向敝會作出了重要講話，黃主席先向我們簡單介紹今年總會的服務方向，並呼籲
我們支持總會的服務。同時，黃主席也代表了 303 區由王總監帶領的領導班子向我們問好，介紹今年
303 區的服務目標，她特別希望域多利支持 303 區出席今年在廣島舉辦的東南亞獅子大會，也再提醒了
域多利出席 10 月的區會晚宴。
在黃主席講話後，各會員熱烈提問題，由黃主席一一解答，令我們得益匪淺。
域多利獅子會答允於短期內再邀請第一分區主席曾獅兄親善訪問敝會，並請黃欣欣第三分域主席相陪。

香港青山
獅子會
Castle Peak Hong Kong

會長
林天意

制作月餅贈送長者慶中秋

於 域主席楊雋永獅兄及本會 6 位獅友，聯同廿多位
2019 年 9 月 6 日，上屆總監郭美華獅姐，第六分

中心義工，在基督教香港信義會沙田金齡服務中心合力
制作 1800 個健康月餅，送贈 800 位區內長者。本會前
左圖：出席嘉賓與本會獅兄和義工們合照於中心工場內。右
圖：本會獅兄與出席嘉賓十分滿意親自製作的月餅製成品。
年開始進行該項服務，覺得非常有意義，通過制作過
程，大家了解分工合作的重要性，懷着幫助別人的愛心，即時可以見到成果，送到長者手上，物輕情意
重，中心方面希望香港青山獅子會來年會繼續支持這項活動。

「 愛 心 膳 食 顯 關 懷 」派 飯 活 動
於 2019 年 9 月 3 日，第二副總監梁麗琴獅姐，第六分域主席楊雋永獅兄及本會
7 位獅友，出席本會與「藝恆愛心行動」合辦之「愛心膳食顯關懷」派愛心飯盒活
動，每星期一至五在觀塘彩德邨，每天派 100 個飯盒，預計派十二個星期，由
8 月中至 11 月中。

出席嘉賓與本會獅兄和義工們
協助派盒飯予獨居長者

贊助新來港學童解困

本會獅兄與出席嘉賓合攝於會場內。

9 月 21 日本會林天意會長、紀偉獅兄、袁景森前會長聯同 6 位本會青獅會
會員前往探訪保良局陳維周夫人紀念學校，由陳建雄校長親自介紹，了解
學校為新來港學童安排啟動課程，幫助解決他們面對種種困難及需要，青
獅會透過六項義工服務，落地幫助校內有需要的同學。
2019年9月至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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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山
Tai Ping Shan

獅子會

會長
張浩威

資訊委員
潘偉基

獅 子 會 中 學「 耆 康 互 動 慶 中 秋 」

榮

幸邀請到總監王恭浩獅兄帶領總監團隊和第五分域主席，一同到來支持太平山獅子會在 9 月 7 日獅
子會中學舉行的「耆康互動慶中秋」服務，本服務對象為 300 位由香港耆康福利會召集的長者。大

會服務除了有今年新穎的互動互樂體驗，包括了有十二隊由耆英自己組織的集體表演之外，亦有個人表
演，還有穿上特色的民
族服飾，各展其才，載
歌載舞。大會還加插了
環保袋回收的環保元
素，配合國際獅子總會
的環保要求，大會最後
派出了 320 個福袋回收
了 303 個環保袋，成績
斐然。

2019-2020 電影籌款晚會
本年 9 月 14 日在旺角 U A 戲院舉行「花椒之味」2019-2020
電影籌款晚會，當日中午約有一百多人出席。除了 303 區總
監、上屆總監、第一副總監、第二副總監及第五分域主席也
到場支持外，還招待了五十多位耆英及義工入場，體會了
「爆谷可樂饕餮，花椒之味助慶，促視聽舌尖之和調，長幼
富貧共冶一院」之盛况。
本月份在澳門馬車會「喜悦」舉行的第三次董事會及生日會，
其中本會之資深前會長，終生會員及前第三分區主席陳廷輝
獅兄及眾壽星一同慶祝生日，光輝燦爛。

「 惜 飲 識 食 」順 德 之 旅
9 月 28 日星期六，天晴。正值深秋旅行的好
時節，「惜飲識食」順德之旅在主席周志強獅
兄及會長張浩威獅兄的帶領下，一行二十多
人浩浩蕩蕩由中港城乘渡輪到順德，籍旅遊
觀光之名，準備大快朵頤為實，一意品嚐馳
名的順德道地美食。計有上岸即拜訪的猪肉
婆的順德宴，晚上竹園居的無米粥火鍋，翌
日的斗爺私房菜。順德雖是彈丸之地，卻有
不少名勝，開懷大吃之餘，太平山眾獅友們
只恨自已帶來的肚子容量有限，嘴不饒舌，
舌不饒嘴，嘴舌糾纏之間，竟然未能仔細品
嚐每一道美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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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九龍
獅子會
North Kowloon

會長
歐偉霆

資訊委員
蔣世昌

「粉嶺耆英長青社第十屆就職典禮暨
長者敬老千歲晚宴」
9 月 25 日參加了由粉嶺耆英長青社主辦的第十屆就
本 會於
職典禮暨長者敬老千歲晚宴，晚宴在粉嶺祥華邨商場內
舉行，當晚筵開十多席，場面熱鬧。晚宴其一用意是希望藉祖
國國慶 70 週年之前夕，與席中所有長者同樂，向長者致敬。

粉嶺耆英長青社是粉嶺區內一社福組織，由本會資深獅友葉曜
丞 Chris 為主席，已服務社區近三十年。本會會長歐偉霆 Jack
和獅友吳鑑倫 Raphael 更於當晚正式於該社就職，希望藉此可
以有更多機會服務社群。

「第一次全區聯合晚餐例會 - 向前總監致敬」
本年度第一次全區聯合晚餐例會已於 10 月 9 日在香港會議展覽中心舉行，北九龍獅子會亦佔一席。當晚
出席的獅友們都極其隆重、悉心打扮出席，為的是藉此機會代表屬會向三〇三區各前總監之歷年來作出
的貢獻，表達最崇高的敬意和謝意。
國際獅子總會中國港澳三〇三區能夠獲得社會人士認同及讚揚、政府部門重視，全賴各前總監領導有
方，這亦驅使了本會獅友們一直同心協力、團結一致，以熱心服務社會為目標。本會在此再次向各前總
監致敬。

「校園 . 環保 . 水耕菜」
上年度區會為 19 間中小學校裝置了水耕菜機，本會有幸參與，配對一間已有水耕菜裝置設備的學校 - 深
井天主教小學。
此活動於最近 10 月 12 日上午在葵芳獅子會中學舉行啟動禮 / 工作坊，讓已配對的屬會的獅友和學校師生
出席；在當天儀式上，本會會長歐偉霆 J a c k 以大會副主席的身份就坐台上。透過當天活動，讓本會獅友
們和老師、同學了解整個水耕菜種植過程，更讓獅友們互相認識參
加的學校校長和師生。
在啟動禮後，學校師生們有連續六造的水耕菜種植，本會獅友的任
務是關懷、鼓勵、跟進種植日期，過程中會全力配合活動委員會向
學校提供水耕菜的技術支援。為了鼓勵同學努力耕耘，獲得好收
成，委員會計劃初步訂四月中旬舉行耕種成果分享會，選拔獎勵出
色的同學、學校和屬會。

「粉嶺耆英長青社敬老月餅賀中秋」
本會於今年中秋節前夕，一如以往地聯同粉嶺耆英長青社，舉行「敬老月餅賀中秋」服務活動。
活動在周六及周日一連兩天舉行，第一天由本會一
眾獅友們在粉嶺幾個不同地方如老人院和社區中心
等，送贈月餅、水果和福袋予區內長者和弱勢社
群；而活動第二天則由本會資深獅友葉曜丞 C h r i s
和兩位靈山邨居民合力在邨內再作人手速遞派送。
本會除了以北九龍獅子會名義贊助是次服務外，本
會獅友們更加是善心滿載，齊齊出錢出力出心以行
動支持，展望來年北九龍獅子會定必會延續此有意
義之服務。
2019年9月至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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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快活谷
Happy Valley

獅子會

會長
周家煒

「童飛智友營」
全面提昇學生多方面成長 發揮潛能

香

港快活谷獅子會與香港學生輔助會小學緊密合作，更舉辦了「童飛智友營」，以營會及小組形式提供
宿營活動和獎勵，讓他們在愉快輕鬆的氣氛中，學會訂立年度目標及自省等能力，使其能夠提昇競

爭力，發揮學業以外的潛能，進一步提升個人質素，以達致學生的多方面成長。
獅友們與第三分區主席當日一
同 出 席「 童 飛 智 友 營 」， 除 了
一同參與有趣的團隊活動外，
主席及獅友們更與一眾中小學
生，分享自己年少時的經驗，
希望學生聽後可以增加人生閱
歷，同時鼓勵他們可以正向思
考及積極面對新學年，為前路
好好打拼！

拜訪路德會失明人士中心棋會
見證執委就職 棋手勇奪獎項
路德會失明人士中心，多年來一直為視障人士提
供多種類型的社交、訓練、康樂、教育及文化等
多元化活動，希望可以協助視障人士發展潛能，
重回社會。同時讓社會人士對視障人士建立正確
的觀念，推動傷健共融的精神。
香港快活谷獅子會支持及贊助路德會失明人士中
心棋會已 12 餘年，當日獅友們見證新一屆棋會執
委就職，亦與失明棋手以棋藝切磋。不少人都好
奇失明人士如何下棋，其實，棋手使用的是獅子

會特製的盲人象棋，可以憑凹凸表面去分別棋
子，然後口述報棋子的位置，雖然看不清棋局，
但所謂「眼盲心不盲」，棋手會記住整個局勢，在
心中下棋。
棋手的棋藝非凡，經常代表香港赴內地參賽，更
是廣州、廣東、北京等地的全國盲人象棋大賽的
常客。本年的成績也是甚好，棋會的一名香港女
棋手更在天津盲人象棋全國比賽勇奪第 4 名，在云
云失明棋手之中突圍而出，實在非常厲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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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觀塘
獅子會
Kwun Tong Hong Kong

會長
羅寶華

資訊委員
周秀卿

珠海之行

2

019 年 9 月 28 日，由羅寶華會長、第四分區主席鄭
炳龍前會長、何紹安前會長，率領眾獅友參加姊妹
會廣東獅子會九洲服務隊 2019-2020 年度慈善感恩答
謝會暨年度服務啟動儀式，席間由司儀介紹過去的服務
佳績，服務亦趨向多元化，普及不同之受眾。今屆廣東
獅子會九洲服務隊隊長陳健女士是一位商界女強人，由
她帶領一眾獅友，會務更上一層樓，服務更多受眾。

出訪星馬姊妹會 50 週年晚宴
時光飛逝，本會之 50 週年晚宴 2019 年 11 月 18 日（星期一）之大
日子亦迫近，趁國慶幾天假期，羅寶華會長伉儷，第四分區主席
鄭炳龍前會長伉儷，何紹安前會長伉曬，及廖興邦前會長，一行
人等，穿上自訂藍及粉紅色獅子制服，出訪星馬姊妹會，新加坡
裕廊獅子會，及馬來西亞吉隆坡北區獅子會，獅兄們都熱烈接
機，及熱誠款待，首先，在星加坡品賞肉骨茶，再到馬來西亞品
賞當地美食，畢竟 50 年之人事變化很大，難得三會多年來，互
相拜訪及交流會務心得，全賴一班骨幹獅友，懷着一份獅子
心，同心同德，共建獅誼永固，發揚獅子精神，服務不同國家及國藉對象，將大愛及服務遍佈全球。

九龍塘
獅子會
Kowloon Tong

會長
廖佩儀

資訊委員
陳金發

九龍塘獅子會創會 43 周年慈善晚宴
2019 年 9 月 7 日假座帝京酒店 6 樓喜宴堂舉辦「九龍塘獅子會創
本 會於
會 43 周年慈善晩宴」，晚宴在一片歡樂聲中完滿舉行。當晚承蒙總
監王恭浩獅兄蒞臨主禮，並得到上屆總監郭美華獅姐、第一副總監梁禮賢
獅兄、第二副總監梁麗琴獅姐、眾區職員、屬會會長及各嘉賓一同見證，
為本會未來的發展，翻開了精彩燦爛的新一頁。
在此，我們衷心感謝各位嘉賓當晚在百忙中抽空出席與支持、慷慨贊助抽
獎禮物及認購慈善獎券，在此我們向各位嘉賓致以衷心的感謝。
九龍塘獅子會定必全力履行獅子會「W e S e r v e - 我們服務」的使命，繼續弘揚獅子精神，致力服務社
會，幫助有需要的弱勢社群。是次晚宴所籌得的款項，扣除所有必須的開支外，將會全數投入本會慈善
基金作服務用途。

姊妹會來港到訪
本會很榮幸在創會 43 周年慈善晚宴得到台
北市華興獅子會及檳城文華國際獅子會的獅
友來港慶賀。轉眼間本會已和台北市華興獅
子會結盟 42 周年，亦與檳城文華國際獅子
會結盟 10 周年。在台北市華興獅子會會長
梁瑞顯獅兄及檳城文華國際獅子會會長楊琼
娥獅姐帶領下，眾獅友來港到訪及一同慶賀。在慈善晚宴結束的第二天，三會獅友一同到澳門遊覽及聯
誼，度過了歡樂的一天。
2019年9月至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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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
Macau

獅 子會

會長
伍志平

2019-2020 年度區職員暨
屬會職員就職典禮及餐舞會

澳 加區會「2019-2020 年度區職員暨屬會職員就職典
門獅子會一行六位獅兄獅姐於 8 月 10 日前往香港參

禮及餐舞會」。本會與其他屬會新一屆職員一同進行宣誓
就職儀式，伍志平獅兄在接過佩帶後，便正式履任 20192020 年度會長。同時林麗騏獅姐在新會員入會儀式上正式宣誓，成為本會新獅姐。當晩其他出席成員包
括上屆會長楊俊熹獅兄、第一副會長何磊磊獅兄、第二副會長黃嘉豪獅兄、義務秘書吳啟華獅姐，一同
見證盛事。

澳門獅子會新閣就職
澳門獅子會於九月五日舉行 2019 至 2020 年度職
員就職典禮暨四十八周年慈善晚宴，並進行新職
員就職宣誓、移交會長佩帶和權槌及新會員入會
儀式，場面熱鬧。新任會長伍志平獅兄以「承先啟
後、服務社群」理念，展望未來繼續弘揚「我們服
務 」的 獅 子 精 神 ， 無 私 奉 獻 服 務 更 多 有 需 要 的 社
群，同時積極發掘及培育澳門青少年共同服務！

特殊奧運會執行總監蕭宇康先生等，以及一眾社
會賢達蒞臨支持見證盛事。

主禮嘉賓包括有大會主席何磊磊獅兄、國際獅子
總會中國港澳三〇三區總監王恭浩獅兄、澳門社
會工作局副局長許華寶女士、國際獅子總會前國
際理事文錦歡獅姐、中聯辦協調部副處長級助理
高川先生、澳門教育暨青年局青年廳廳長張敏輝
女士、國際獅子總會中國港澳三〇三區上屆總監
郭美華獅姐、第一副總監梁禮賢獅兄、第二副總
監梁麗琴獅姐、第五分區主席王慶堅獅兄、第
十四分域主席伍于宏獅兄、澳門獅子會 20182019 年度會長楊俊熹獅兄、2019-2020 年度會長
伍志平獅兄、大會副主席黃嘉豪獅兄。現場更邀
請到全國政協委員、澳門工會聯合總會會長陳錦
鳴先生，立法會議員葉兆佳先生，立法會議員李
靜儀女士，立法會議員梁孫旭先生、立法會議員
李振宇先生、澳門明愛總幹事潘志明先生、澳門

上屆會長楊俊
熹獅兄作會務
報告稱，過去
一年能成功舉
辦多項精凖到
位、創新的服
務計劃，由與
澳門明愛合作
的傳統服務「新春敬老」、到澳門特殊奧運會合作
的創新服務「護眼時刻」共融電競比賽及 V R 動感生
活體驗日，以至響應「全球禁毒⽇」所辦的「禁毒
一起走 “螢光漫跑 2019”」等服務計劃，全靠所有
獅兄獅姐參與，內閣們及⻘獅的合作，前會長的
經驗，政府部門、合作機構、303 區會及所有朋
友們的支持和付出。

大會主席何磊磊獅兄表示，在過去 48 年一直堅持
不懈地致力服務社會，全賴歷任前會長的努力耕
耘以及傳承，每位獅兄獅姐都有一顆感恩的心，
令這種精神得以一代接一代承傳下去。

新任會長伍志平獅兄致詞稱，未來一年將在「視覺
服務」、「對抗飢餓」、「環境保育」、「兒童癌症」、
「糖尿病」這國際獅子總會的五大服務方針，以及
本 年 度 中 國 港 澳 3 0 3 區 的 焦 點「 青 年 服 務 」基 礎
下，為澳門繼續開創更多創新傳承的服務計劃，
同時協助澳門青年獅子會發展會務，展望未來！
澳門獅子會亦會繼續共同努力及無私奉獻，定必
能「承先啟後」，以嶄新的形象繼續「服務社群」，
弘揚「我們服務 WE SERVE」獅子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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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尖沙咀
獅子會
Tsim Sha Tsui, Hong Kong

會長
方繼元

資訊委員
范啟鏞

出席區聯合就職典禮晚會

8

月 10 日晚上 7 時 30 分，本會 26 位獅兄出席 303 區區職員及屬會職員聯合就職典禮晚會，以表示對
以王恭浩獅兄總監對新一屆區職員的支持。

本會舉辦聯歡晚會
9 月 28 日晚上 7 時，本會方繼元會長及劉志勇指導會長在鯉魚門聯合舉辦聯誼晚會，以感謝獅兄獅嫂們
過去一年對本會會務支持和參與，並請在新的年度裡繼續給予支持，為本會會務作出更多貢獻！

聯 合 舉 辦「 千 家 歡 聚 慶 中 秋 」服 務 計 劃
香港尖沙咀獅子會、香港新時代獅子會和
油麻地街坊福利促進會聯合舉辦之「千家
歡聚慶中秋」活動已在 2019 年 8 月 31 日
下午 1 時至 5 時在油麻地東莞同鄉會方樹
泉學校禮堂順利地舉行及完滿結束。大會
由三個會聯合組成主席團，並邀請 303 區
總監王恭浩獅兄、中聯辦九龍工作部李文
彬署長為主禮嘉賓。303 區梁禮賢第一副
總監等區職員、政府部門、油尖旺區社團
等代表也應邀出席大會開幕儀式。嘉賓、

「千家歡聚慶中秋」服務活動開幕儀式

獅友、福利會義工與一千位長者歡聚一起同慶中秋。
活動中向長者送上福袋 ( 袋中有月餅、米、麵條、水果等食品 )，送上獅
子的愛心和關懷，以幫助改善基層貧困長者的生活質素。
通過活動向社會宣揚「我們服務」的獅子精神，通過活動向社會傳達要尊
獅友們向長者派贈福袋。

敬和關心長者的訊息，為促進社會和諧作出貢獻！

支 持 及 參 與「 2 0 1 9 台 南 成 功 獅 子 會 單 車
環島送愛心公益活動」
9 月 6 日，本會派出健兒支
持及參與台南成功獅子會以
單車環島遊方式為腦麻痺小
朋友籌集款項；本會除捐款
支持外，獅兄獅嫂並飛到台
南，為單車健兒打氣。兩會
獅友在單車籌款的同時，又
增加兩會之間的獅誼。

單車環島公益活動。左圖：單車健兒整裝出發；右圖：勝利歸來

2019年9月至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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鑪峯
The Peak

獅 子會

會長
曾廣源

活動事項
探訪姊妹會

本

會姊妹會台北市光華獅子會於 9 月 6-8 日假台北舉行 44 周年授
證禮。本會會長曾廣源獅兄聯同、第一副會長杜正山獅兄、第

三副會長許天佑獅兄和獅嫂、義務司庫何錦華獅兄和家人、蘇傑開獅
兄和獅嫂，一行 11 人於 9 月 6 早上乘機前往台北，扺台後獲得台北光
華姊妹會獅友們熱情接待，到達酒店後隨即作簡單整理後便前往會場
參加台北光華姊妹會的授證典禮。翌日更獲得台北姊妹會獅友們安排
景點給到台獅友們到處觀光和購物，令到一眾訪台獅友盡興而回。

香港鑪峯獅子會參加台北市光華獅子會，
會長曾廣源獅兄在會議上致詞

親善探訪
國際獅子總會中國港澳 303 區第六分域主席楊雋永獅兄在 9 月 27 日晚上 7 時 30 分蒞臨香港鑪峯獅子會作
2019-2020 年度親善探訪，席間除了將 303 區會 2019-2020 年度將會舉辦的服務項目告知本會獅友
外，還指導敝會獅友們如何使用 WhatsApp，達到能夠與區會加深資訊和將出席次數同時遞交區會，令到
獅友們又對 303 區會在電子化的工作方面加強了認識。

姊妹會探訪本會
本會姊妹會深圳龍華獅子會
在 9 月 27 日晚上由前會長鍾
巧慧獅姐帶領三位獅姐一同
於晚上 7 時 30 分出席本會
2019-2020 年度第三次晚餐
例會，為大家講解兩會將於
10 月 17-19 日前往中國昆明
東方醫院舉行「昆明光明行」
服務活動的詳情和細節，當

左圖：第六分域主席親善訪問 右圖：深圳龍華獅子會負責獅友為昆明光明行聯合服務作簡介

晚即時已有數位獅友報名出席參加這個本會與深圳龍華姊妹會的第二次合作服務活動。

慶祝活動
青獅聯合就職典禮在 2019 年 8 月 25 日舉行，當晚除了舉
行聯合就職典禮外，還頒發 2018-2019 年度多項獎項，而
香港鑪峯青年獅子會一眾青獅勇奪「2018-2019 年度服務
金獎」，此獎項不但提升眾青獅們的士氣繼續向前發展，更
是一個正能量，值得大獅們為他們鼓掌。香港鑪峯獅子會
一眾獅友，為表示支持和贊譽青獅們，更為他們在 9 月 20
日備下慶功宴，希望他們繼續努力。
青獅得獎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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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東九龍
獅子會
Kowloon East, Hong Kong

會長
李任基

資訊委員
林婉玲

中秋温情送暖到佛教東林安老院

農

曆八月十五日是中秋佳

中秋温情送暖服務日於 8 月 31

節，正是人月兩團圓的好

日中午 2 時開始，出席的獅友有

日子。每年這個時候民間上都

10 多位，還有獅嫂也來支持這

會有應節的月餅及豐收的水

次服務，本會會長李任基獅兄也

果。小朋友們在中秋節當天燃

到場為大家打氣呢，院方已安排

點起燈籠來追逐玩耍！香港東

好長者老友們在院舍的大堂坐

九龍獅子會會友，在每年的這

好，來迎接我們一眾獅友。

個時候也特別忙碌，也是很重
要的時刻，因為要準備中秋温
情送暖給佛教東林安老院的老友記院友。

當節目開始時，院方的司儀邀
請我會的獅友們一起唱獅子歌，然後由獅兄獅姐
個人獨唱及合唱表演，有些長者們也拍掌和唱，

今次的活動的籌委主席是鄧涇渭獅兄，他帶領一

氣氛非常熱鬧。歌唱完畢後，由本會的獅兄獅姐

眾獅兄獅姐及獅嫂們來服務長者老友記院友們，

們派送給在場的每位長者老友記們各人一個月餅

我們服務目的是希望在這家家團圓的日子，也帶

水果的愛心福袋，當他們接過福袋後，也感受到

來歡樂給長者老友記院友們。

我們的祝福。活動大約在下午 3 時半完滿結束！

東九龍獅情送關懷 - 送暖給深水埗獨居長者
今次的獅情送關懷行動，服務目的是希望能夠給
獨居長者一份熱情及關心，令到他們有感幸福和
快樂。
這次服務的籌備委員會主席是梁志堅獅兄，他的
籌備委員們很用心的選了很多適合長者老友記們
吃的食品及用品，用於今次派送的食物福袋。這
次的服務對象，主要是深水埗區的獨居長者。

上，大會安排的食物物資也在當天上午 11 時準時
送到現場。會長、獅兄獅姐及獅嫂們也很落力把

天公作美，活動順利於 9 月 28 日上 11 時半正式開

食品物資放在長者老友記們手持的福袋內，福袋

始，出席的獅友，獅嫂及義工朋友們共 10 數多

內食品有餐劵、蛋糕、餅乾、烏冬、水果、小方

位，地點在深水埗區一個大型公園外圍的街道

巾以及藥油等。本會準備的 200 份福袋物資，也
很快的分派給正在排隊
的長者老友記們。當老
友記們接過每一份食品
及物資的時候，看到他
們從心裡發出無限的喜
悅，最後也要感謝幾位
來幫助的義工朋友們，
他們也來體驗獅子服務
精神！

2019年9月至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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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獅子山
Lion Rock Hong Kong

獅子會

會長
柯兆均

資訊委員
馬永康

2019 年 9 月 2 日，中秋節探訪
- 馬鄭淑英安老院 及 扶康家舍

踏

入農曆八月，大家急不及待迎接一年一度家庭團聚、氣氛濃
厚的中國傳統節日 - 中秋節，每家每戶選購各種口味月餅、

水果禮盒、應節食品及懷舊或電子花燈等，準備與家人親友慶祝
一番。本會每年中秋佳節前，也會到訪馬鄭淑英安老院，住院長
者們未必每位也有子女前來探望或陪伴過節，避免節日倍添孤
獨，獅友們到訪時，也會盡力帶點歡悅及關心給予他們。一如既
往，我們準備了長者們最喜愛的八珍金華火腿五仁月餅，同時凖
備了梳打餅乾及新鮮水果派贈予各位。獅友們即席為老友記高歌
多曲，大家一齊伴唱，拍掌打拍子，聽出耳油，非常投入。我們還預備了燈謎，讓老友記動動腦筋贏取
小禮物，娛樂歡聚一番！獅友們與院內公公婆婆同樣滿足快樂！
離開安老院後，獅友們浩浩盪盪前往下一個服務地點 - 扶康家舍，進行下一個中秋探訪服務。我們帶同
數盒月餅及應節水果前往九龍邂逅軒的扶康會家舍，探訪留宿之智障人士及照顧者。為帶出中秋氣氛，
我們準備了小手工及桌上遊戲，協助共同製作 DIY 手工燈籠。然後，會長柯兆均獅兄宴請一眾獅友及扶康
會家舍的室友共同外出酒樓享用晚膳，輕鬆聯誼共慶佳節。

第二分域 ( 第一次 ) 總監諮詢會議 及
本會本年度 9 月份 ( 第三次 ) 理事會及例會
2019 年 9 月 4 日，會長柯兆均獅兄與義務秘書林雪艷獅姐先出席第二分域 ( 第一次 ) 總監諮詢會議，然後
再進行本會本年度 9 月份 ( 第三次 ) 理事會及例會
順利於假座帝苑酒店舉行，陸嘉暉獅兄贈送每位
獅友一個特別訂造名牌。會後本會與第一分域丶
第二分域及第三分域共同晚飯聯誼。總監王恭浩
獅兄、第二副總監梁麗琴獅姐及第一分區主席曾
建文獅兄也嘗面出席，共聚獅誼，非常熱鬧。感
謝第二副總監送上精美蛋糕，還有第一分區主席
送上的新鮮車厘子，大飽口福。

2019 年 9 月 24 日，獅子會
全港學生三人籃球比賽 拍攝日
本會全力支持第一分區負責籌辦之「獅子會全港學生三人
籃球比賽」贊助擔任為合辦屬會，現正招募親友、青獅們
組織三隊工商團隊盃參與出賽中。預祝大會舉辦成功，推
廣青少年籃球運動同時，提升獅子會形象及社會認受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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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九龍
獅子會
South Kowloon

會長
湯俊傑

香港南九龍獅子會探訪潮汕普寧市葵坑中學

本

會歷年來對教育的服務，除了在港辦有幼兒園、支持大
學、中學頒發獎學金外，對國內教育更不留餘力。鼓勵

同學往國內交流、在福建捐建一所「香港福建希望工程基金會
香港南九龍獅子會特殊教育學校」，多年協助改善南九龍獅子
會沙溪中心小學及乳源縣溪鎮柳坑中心小學內的教育設備、獅
兄們更經常千里迢迢前往探訪。
今年九月七日至九日，由湯俊傑會長、及鄭瑞欽、丁麒銘、尹
荏球、廖少輝、施必芳、施純民、許榮勞、鄧偉林、施永流十
多位獅兄前往潮汕普寧市高埔鎮探訪揭陽普寧葵坑中學香港南
九龍獅子會樓的同學。該校經過兩年的努力，同學們成績卓
越，為了表示對他們的鼓勵及老師的循循善誘，探訪期間將特
頒發獎學金和獎教金，為學生和老師們打氣。藉此能培訓勤奮
向學的青少年，將來學有所成，為社會做出貢獻。
在這次探訪中，獅兄們感受到教育對青少年的重要性，自少要
培養他們有良好的品德，將來才能造福社會，服務社群。

本會獅兄探訪普寧市葵坑中學在香港南九龍獅子會樓
前合照

董事會會議釐定今年服務大綱
本會為了實踐今年的工作目標「宏揚傳統 · 共創輝煌」於八月二十三日及九月二十七日舉行了董事會會
議，商討及落實今年的工作大綱及服務範疇。
今年本會除鼎力支持國際獅子會總會中國港澳 303 區推展之服務外，決定舉辦敬老慈善齋宴、午餐例會
專題講座、頒發本港大學、中學獎學金及國內獎學金，並定期探訪國內中小學和其他慈善公益活動等。
以促進我們的教育、殘障、醫療、青少年及長者的服務範疇，達到「我們服務」的獅子精神。

獅兄們往普寧市葵坑中學頒獎學金及獎教金予三千多名同學
（後排）合照

本會舉行董事會會議，商討今年服務大綱

2019年9月至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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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九龍
West Kowloon

獅子會

會長
李惠玲

2019 年 9 月 11 日溫情妙韻慶中秋

藉

着今年中秋節的來
臨，西九龍獅子會

於 2019 年 9 月 11 日 ( 星期
三 ) 在灣仔伊利沙伯體育
館舉行了一個難忘的中秋
佳節活動，是專為長者而
設 的 演 唱 會 ——「 我 們 的
主 打 歌 」演 唱 會 。 當 晚 邀
請了約 30 名長者出席，場面熱鬧非常及溫馨，而

獅子會今次大膽的嘗試，也難能可貴。

西九龍的獅友亦群出支持，還有福袋贈送給他
們，月餅更是不能缺少的。

因為近期本港社會有較多不穩定因素，要長者們
夜間出來參加活動真是有點難度，因為也要顧及

其實很多人都覺得演唱會是年青人的活動，很少

他們的人身安全，現在證實了只要有服務精神便

機構會給予長者參加，當晚見到他們面上的笑

能成功，真是再給西九龍獅子會動力，以後更加

容，才知道我們的努力是沒有白費，因為西九龍

努力為社會服務。

9 月 5 日廣東獅子會光大服務隊
成立 10 周年慶典
廣東光大獅子會於西九龍獅子會的友誼已經很經過一段很長的日
子，所以會長李惠玲獅姐帶領各獅友參加是日慶典，陳立漢獅兄投
得三支茅台及和田玉作為善款，所以希望以後西九獅子會無論去到
任何的地方，也會付出四出精神。

9 月 21 日西九龍獅子會標準舞表演
西九龍獅子會為了籌備下年的慈善舞蹈籌款活動，本會
大部份獅友在三個月前跟跳舞老師練習，現在有少少成
績，當晚又是老師的生日，決定來一次熱身，積極表
演，務求訓練多些出場機會。當晚我們五對獅友，在表
演中得到在場觀眾的鼓勵，我們會更加努力，務求達到
更佳成績，希望在明年的慈善餐舞會籌款活動上，可以
籌得更多善款，為未來的服務可以幫到更多有需要
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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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港南
獅子會
Hong Kong South
香

會長
許錦發

港港南獅子會多年來一直與香港耀能協會保
持密切的關係，每年最少會聯合組織兩次或

以上的活動，而耀能協會主要服務中樞神經系統
創傷而致身體殘障的人士，服務涵蓋幼兒至老
人，可以讓獅友及義工們有機會近距離接觸不同
類別的受眾，參與並體會感受不同的服務。
九月正值農曆八月十五中
秋佳節，為了讓獅友義工
及小朋友們留下一個難忘
的回憶，所以準備了一次

吃，但親手親自制作，大家還是第一次，所以過

「中秋節冰皮月餅工作坊」

程中大家都十分投入及認真，我們共學習了很多

服務活動當天，由於耀能

不同的款式，例如：麵包超人、三眼仔、鬆弛

服務中心太多，以及位置

熊、壞蛋奬門人…大家各自制作自己喜好的卡片

比較偏遠，因此我們大家

人物，制作過程時間過得很快。最後，獅友義工

都預早起程出發去目的

及小朋友們都滿載而歸，大家除了制作的戰利品

地。首先，中心姑娘為我

非常豐富，各自心靈上的滿足，更是無法形容

們作簡單的匯報工作分配

的，義工們從中了解到他們的潛能及需要，而小

及要注意的事項，在分組

朋友亦藉此學習與人相處的技巧，最後大家開心

後，大家都興奮地期待分

喜悅之情，在臉上完全表露無遺，期待下次的服

配給自己的特殊小朋友到來，時間慢慢過去，小

務更精彩更豐富。

朋友們亦逐一到達，大家互相介紹一下自己叫什
麼名字，花名及喜好，獅友義工們都立即愉快地

另外，9 月份港南獅子會參與了一個非常特別的籌

投入當中，我們先做幾個集體熱身遊戲，瞬間大

款服務，名為：A T o u c h i n g N i g h t「 D i n i n g I n

家已經打成一片，氣氛融洽

T h e D a r k」當晚其實是一場

熱鬧。

晚宴，有些眼部護理及常識
的分享，還有受到眼部疾影

接下來，便開始今日的重頭

響的康復者分享，而最特別

戲「冰皮月餅制作」今次這位

之處參加者要蒙着眼去進

義務導師，令我印象最深刻

餐，大會希望讓大家體會一

的是她是一位自閉症兒童的

下視力受阻的情況下，體會

母親，但她並沒有對生活失

到日常自理方面都極為困

去希望，而選擇的是努力用

難，例如：日常行動、進食

自己的處境及情況，用自己

和接收外界的事物，全部都

的生命去感染其他人，以正

受到局限，正因為如此，港

面樂觀的心態去面對人生，

南獅子會每年都會堅持捐助

開心愉快地活下去，我們各

及親身前往國內的舉辦光明

位都為之而十分感動，感受

行服務，今年將計劃於 11 月

良多。首先，我們與小朋友

中旬，再次出發前往廣東封

們專心地看導師的制作教

開縣進行我們白內障及醫院

學，冰皮月餅我們就經常

建設的服務！
2019年9月至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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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新界

獅子會
The New Territories, Hong Kong

會長
翁儒凱

會務訊息

八 至九月份本會共舉行了四次例會，會上或邀請主講嘉賓演講或作內部會議，講者包括前會長顧陵儒
獅兄講述「輕描淡寫說遺囑」、以及蒞臨作親善訪問的 303 區第二分域主席沈顏獅兄，沈主席在會議
上介紹了國際獅子總會與 303 區會的重點青少年項目以及青年獅子會服務計劃。

此外，期間本會亦召開了兩次理事會，製定了年度內的財政預算，及訂定本屆服務的方針，並已首先通
過撥款壹萬元贊助第一分區聯合服務計劃「全港青少年三人籃球賽」，成為項目的金贊助人。

會長翁儒凱獅兄 ( 右 ) 致送紀念品予
到訪的 303 區第二分域主席沈顏獅
兄(左)

翁儒凱會長 ( 右二 )、陳燁志副會長 ( 左
二 )、陳東春副會長 ( 左一 )、余展鵬義
務秘書 ( 右一 )、參加 303 區屬會職員
領導才能工作坊

港島
獅子會
Hong Kong Island

本會獅兄出席 303 區聯合就職典禮。左起：楊宋永獅兄、
林世潛義務司庫、楊世杰理事、陳東春副會長、譚展明總
務、余展鵬義務秘書、翁儒凱會長、陳燁志副會長、鄺琼
前會長、馮卓能前會長、余錦坤前會長

會長
顏子豪

資訊委員
黎國棟

2019-2020 年度屬會職員領導
才能工作坊

會

長顏子豪獅兄（左二）、義務秘書徐珊雯獅姐（右三）及義務司
庫蔡耀德獅兄（右一）一同出席屬會職員領導才能工作坊，理

事袁樂芝（右二）及獅友林文俊（左一）亦一同出席。

國際獅子總會中國港澳三〇三區
2019-20 年度
區職員暨屬會職員聯合就職典禮
青年獅子區會 19-20 年度區職員暨
屬會職員就職典禮
恭喜港島青獅獲得最佳屬會銀獎、最佳服務計劃銅獎以及年度優秀屬會。

出 席 盟 會 菲 律 賓 巴 西 市（ 主 會 ）獅 子
會就職典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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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東
獅子會
Hong Kong East
本

會長
何心源

資訊委員
曹永豪

會會長何心源獅兄為宏揚中國文
化，傳承中華藝術精粹，啟發獅友

對我國歷史文化的興趣，特備節目：「清
明 上 河 圖 3 D 版（ 3 . 0 版 本 ）賞 析 團 」。 是
次活動於 2019 年 8 月 19 日機場亞洲國際
博覽館舉行，港東獅兄嫂均踴躍報名出
席，他們非常讚賞展品的繪畫手法與工
藝。

本會八月份午餐例會於八月二十七日舉行，是日邀請到風濕病科專科-吳善巍醫生為主講嘉賓，吳醫生年
青有為，為我們講解風濕關節痛的成因及治療，病因分為退化、勞損、創傷和免疫系統(風濕)等因素，治
療方法最好由專科醫生通過肌絡超聲波快速找出炎症，精準評估後可轉介骨科、物理治療跟進，同時請
大家注重飲食，不宜進食高嘌呤食物，引致痛風，如不盡快求診，亦會演變為急性痛風關節炎。

港東獅子會於2019年9月23日(星期一)舉行
『港東善愛喜迎冬·蓬瀛清齋添福壽』，協辦
機構為蓬瀛仙館，是次活動招待粉嶺及大埔
長者於蓬瀛仙館共進齋宴及送贈福袋、送上
關懷。當天服務得到國際獅子總會中國港澳
303區2019-2010年度總監王恭浩獅兄、上
屆總監郭美華獅姐及第二副總監梁麗琴獅姐
親臨會場致詞，蓬瀛仙館安老服務部主任朱
鈺齡司理致詞，感謝我們多年來於蓬瀛仙館
舉辦長者素宴。
第一分區主席曾建文獅兄、第三分域主席黃欣欣
獅姐、第十八分域主席吳彥霆獅兄更遠赴仙館為
大家打氣加油。本會特備精彩表演以娛長者，前
會長陳浩波獅兄之二胡演奏，悅耳動聽，並邀請
到GST前總監馮妙雲獅姐和千禧獅子會蕭愛珍獅
姐合唱粵曲，令長者「聽出耳油」，清齋滿桌，
福袋滿載。更有甘寧獅嫂送贈利是給全場二佰多
位長者。義務司庫劉國平獅兄贊助藥油，全場喜
氣洋洋。

2019年9月至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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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筆架山
獅子會
Beacon Hill
第

會長
林德宣

資訊委員
吳濱海

四十一屆筆架山獅子會慈善女賓餐舞會於

動物園，再到順德品嚐美食，入住全新五星級酒

2019 年 8 月 22 日假於旺角帝京酒店舉行就

店，再到中山參觀孫中山故居，尾站是珠海劇院

職典禮，當晚出席有港澳 303 區前總監郭美華獅

及市內觀光，餐後經港珠澳大橋回香港國際機

姐、前總監馮妙雲獅姐、總監王恭浩獅兄、第一

場，大家懷着依依不拾的心情，揮手向台南博愛

副總監梁禮賢獅兄、第二副總監梁麗琴獅姐、台

獅兄獅嫂說道別，又再期望下次再會。

南姊妹會博愛獅子會四十人代表團及等嘉賓，當
晚在本屆會長林德宣獅兄的帶領下共籌得善款
十三萬九千多元，其中每年特定的唱歌籌款籌得
最多善款，另多位嘉賓也慷慨解囊買抽獎券，今
年抽獎券全部沽清，並送出多份禮物，最後大獎
現金一萬元亦送出，恭喜冼慧詩獅姐抽到大獎，
接近晚上 11 時晚會亦都在歡樂的氣氛下結束。

2019 年 9 月 7 日，我會由楊榮新創會會長帶領之
下，到每年都會去探兩次之元朗盲人安老院做服
務，以連續第四十一年了，一種服務做四十一年
真的不容易，當日有前總監馮妙雲獅姐及歌影視
紅星張國強先生同大家唱歌助慶，張國強先生還
表演口琴和即席和老人跳舞，大家載歌載舞，熱
情高漲，我會各位獅兄獅嫂和獅姐夫向老人派禮
物，大家開開心心地過了一個周末下午。

2019 年 8 月 23 日至 25 日，姊妹會台南博愛獅子
會來香港參加筆架山獅子會第 41 屆就職典禮後翌
日，香港筆架山獅子會和台南博愛獅子會一行
九十多位有獅兄獅嫂獅姐夫一起到大灣區 3 日 2
夜，這次行程是先經深圳灣到番禺，遊玩長隆野

42

September & October 2019

寶馬山
Braemar Hill

獅子會

會長
廖寶儀

資訊委員
雷孟俊

如何利用社交媒體拓展商機

八

月份晚餐例會於 8
月 13 日於銅鑼灣香

港遊艇會舉行。當晚，我
們邀請了電視廣播有限公
司（T V B）廣告營業及市
務總監 – 廖婉儀小姐作
為該月例會的主講嘉賓，
主題為「如何利用社交媒
體 拓 展 商 機 」。 廖 小 姐 表
示現時社交媒體的力量十
分龐大，目前很多企業都會利用不同的社交媒體去提升公司產品或服務的知名度及增加曝光率。傳統的
宣傳手法例如電視廣告、報紙及雜誌等已不能滿足現今客戶使用習慣和需求，隨着社交媒體日漸發達，
更多地利用網上短片廣告製作、植入式廣告、K O L 市場策略、甚至購買關鍵字廣告，以吸引更多人轉發
和分享品牌資訊，從而拓展新商機的效果。演講主題引人入勝，一眾獅友都十分投入。
例會最後由會長廖寶儀獅姐向廖婉儀小姐致送紀念旗，並與各位獅友及嘉賓進行大合照作為晚餐例會的
結束。

房地產科技與物聯網的應用
九月份晚餐例會於 9 月 10 日於銅鑼灣香港遊艇會舉行。當晚，我們邀請了 E n - t r a k 的創始人兼首席執行
官 – 周光明博士作為該月例會的主講嘉賓，主題為「房地產科技與物聯網的應用」。周博士先為我們講述
亞太區房地產科技的最新發展趨勢，並舉例軟硬件的配合可令建築物擁有更高效能，例如在建築用的磚
頭上如何配合太陽能發電。在科技上，現時業界已利用人工智能及大數據去分析房地產的發展趨勢，以
無人飛機作 3D 模擬代替人手檢查樓宇的結構和老化情況，令檢驗樓宇的效率及準確性大幅提升，亦能為
企業提高可觀的成本效益。
當晚，第七分域主席費志
恩獅兄亦有出席，並詳盡
地說明未來幾個月第七分
域的服務內容，並與本會
討論各個服務細節以共同
積極參與區會活動。
最後由會長廖寶儀獅姐向
周光明博士及費志恩獅兄
致送紀念旗，並與各位獅
友及嘉賓進行大合照作為
晚餐例會的結束。

2019年9月至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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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沙田
獅子會
Shatin, Hong Kong

會長
莫永洪

資訊委員
葉朝鵬

萬人接機台灣桃園市平鎮獅子會難忘之旅
桃園名獅薈香江，萬人接機險象生，彼此關愛難關
渡，香江結義情誼長。

8

月初每年一度的授證典禮，香港沙田獅子會都
會邀請台灣桃園市平鎮獅子姊妹會派獅友參
加，悉逢他們到港當天有大量市民在機場接機，場
面震撼，台灣獅友們耳目一新。3 天的行程帶領他
們參加就職禮、西貢海岸公園及獅子會自然教育中
心。行程完畢後回到香港機場準備乘機返台灣，巧
遇當天下午機場關閉，香港沙田獅子會及台灣桃園
市平鎮獅子會共 17 獅友經歴了人生難忘的 3 小時。
因為萬人在機場大樓擠得水泄不通，何況各人手推

行李尋找交通工具離開機場確是難題，另一方面社
運人士的氣勢和聲威震耳欲聾，令台灣獅友膽戰心
驚，直至順利乘機場鐵路到達市中心始如釋重負。
額外濟留 2 天的台灣獅友依舊行程緊密，直到他們
在機場登機後，我們才安心。相信他們在回程的途
中必定百感交集、感受良多，無論發生甚麽事情都
不會影響兩會的友誼。

香港沙田獅子會中秋敬老日
沙獅同慶牧愛友，妙雲妙歌妙中秋
保羅長者更興致高，掌聲雷動慶月宵。
為使居住在長者之家的老友記感受到節日氣氛，香港沙田獅子會特别在中秋
節前安排探訪活動。8 月 31 日上午，由國際獅子總會中國港澳 303 區總監王
恭浩獅兄帶領探訪了牛頭角牧愛長者之家。出席的獅友及義工超過 20 人，在
馮妙雲 G S T 區協調員帶領下唱歌和玩遊戲，氣氛熱烈，老友記積極參與遊戲
節目，當贏取大會安排的禮物時分外高興，最後大會每名長者均有中秋節禮
品。我們離開時老友記都笑着向
大家再見。
同日下午在國際獅子總會中國港澳 303 區第十七分域主席
陳漢文獅兄帶領下探訪沙田保羅長者之家。原班義工保持著
上午服務的興奮狀態，很快將一班本來打算只看表演的長者
溶化了，他們在嘉賓表演時手舞足蹈。當陳漢文獅兄獻唱
時，長者們更掌聲如雷將歡樂的氣氛推至高潮。令長者們樂
而忘返，全賴今天參與的領導、獅友及義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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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北區
獅子會
Hong Kong North

會長
蔡小平

資訊委員
張松立

2019-2010 年度區職員暨屬會職員
聯合就職典禮及餐舞會

8

月 10 日舉行 2019-2020 年度區職員暨屬會職員聯合就職典禮及餐舞會。本會會長吳漢英聯同多位獅
兄及獅嫂出席參與，一同祝賀現屆總監及區職員上任，分享喜悅。非常高興本會在當晚增添一位新成
員，熱烈歡迎游雅翔獅兄加入我們香港北區的大家庭。

電影欣賞會
8 月 18 日在第三副會長游雅翔獅兄精心策劃下，在南昌 V w a l k 戲院包場舉辦了《獅子王》電影欣賞會。同
時，本會當日亦透過慈善機構 Hope Of The City 協助安排下，招待了三十多位深水埗低收入家庭及少數
族裔青年，與眾獅友一同欣賞這齣溫馨感人的歌舞電影，既可共聚天倫，又可增進獅子情誼，共度了一
個開心的星期天。

社會服務 - 伊中中暑期工作影子計劃
香港北區獅子會與伊利沙伯中學舊生會中學合辦暑期實習計劃已於 8 月 19 日至 8 月 30 日順利舉行，是項
活動計劃為期兩星期。
在前會長王淞霖獅兄與學校的悉心安排下，分別為有興趣參與實習的同
學安排到不同行業的公司進行實習體驗，在不同的工作崗位上嘗試參與
工作，從而在現實的工作環境中觀摩學習。
在此多謝參與此項目的獅兄以及所屬公司的鼎力支持。參與計劃的獅兄
包括有陳偉崇獅兄、莊碩獅兄、馬鏡澄獅兄、吳漢英獅兄、曾向得獅
兄、黃子懷獅兄及多位友會獅兄及前獅友等，為伊中中的中四及中五的
同學安排工作崗位及實習機會，對未來工作環境、情形及時間有所掌
握，擴闊視野，加深對各行各業的了解及體驗，使他們獲益良多。
在 9 月 21 日會長蔡小平獅兄聯同指導會長吳漢英獅兄、第三副會長游雅翔獅兄、前會長曾向得獅兄，及
幾位參與培訓的機構代表，出席實習分享會，會上參與計劃的同學各自分享在實習過程的喜樂及收穫。

八月份晚餐例會
本會八月份例會於 8 月 29 日在深水灣香港高爾夫球會舉行，當晚在會長蔡小平獅兄的
主持下，為新加入的會員余振宇獅兄進行宣誓入會儀式。余獅兄是由莊紹嘉獅兄推
薦。在此我們熱烈歡迎余獅兄成為獅子會的一份子，積極投入為社會服務。
此外，是次例會亦很高興邀請到周家照獅兄與獅兄們分享及討論有關醫療服務最新發
展與概念，與大家共度一個愉快的晚上。

聯誼活動 – 中秋聯歡晚會
2019 中秋聯歡晚會於 9 月 15 日在荃灣汀九帝景酒店舉行，好
高興有超過四十多位獅兄、獅嫂、幼獅及嘉賓參加，與眾獅
友們一起慶團圓，盡情玩樂，共度一個充滿歡笑聲的晚宴。
是次活動感謝第三副會長游雅翔獅兄精心策劃並安排豐富美
食、幸運大抽獎及遊戲環節等。除此之外，亦得到第二副會
長廖贊天獅兄安排設計了有一個精美的場景及提供專業攝影
師為獅友們拍照留念。晚會在一片熱鬧氣氛中完滿結束。
2019年9月至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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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鳳凰
獅子會
Phoenix Hong Kong
2019-2020
年度區職員暨屬
會職員聯合就職
典禮

8

月 10 日本會獅姐出席國際獅
子總會中國港澳三〇三區
「2019-2020 年度區職員暨屬會
職員聯合就職典禮及餐舞會」。

紫荊
Bauhinia

會長
周秀娥

台灣獅姐到訪
恭賀周秀娥獅姐榮任本會 20192020 年度會長及各位獅姐擔任內閣
職位。台灣桃園鳳凰獅子會凱雯獅姐
和琼娃獅姐遠道而來與本會獅姐相聚
增進兩會獅誼，周秀娥會長一盡地主
之誼宴請獅姐們到三聖村品嘗海鮮。

第八分域主席簡榮耀獅兄親善訪問
8 月 22 日，本會舉行 8 月份例會，當天第八分域主席簡榮耀獅兄到訪
本會作親善訪問，闡述區會今年活動及訊息。

獅 子會

會長
林嘉怡

2

017 年，國際獅子總會中國港澳三○三區慶祝總會成立 100 周年，主辦「第一屆兒童及青少年粵劇折
子戲公開大賽」，各界反應熱烈，成績美滿。今年適逢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七十周年及粵劇列入《人類
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作名錄》十周年，本會特邀請西九文化區戲曲中心攜手籌辦「第二屆兒童及青少年粵
劇折子戲公開大賽」，作為慶祝活動，並獲粵劇發展基金再度資助。
這項目的宗旨是期望透過比賽提高青少年對粵劇的興趣、發掘具潛質的粵劇人材、弘揚中國傳統藝術文
化、與及培養青少年積極和正面的人生態度及中國人的價值觀念。
初賽於 2019 年 9 月 14 日在西九戲曲中心排演室舉行，
當 天 比 賽 的 曲 目 十 分 豐 富 ， 有 耳 熟 能 詳 的「 大 閙 廣 昌
隆」、「蘇小妹三難新郎」及「白水灘」等。各參賽者都表
現出色，正所謂台上一分鐘，台下十年功，看來他們一
定下了很多的苦工才能達到這成績。决賽定於 2019 年
10 月 18 日於「電視廣播有限公司」TVB 電視城舉行。

九月例會適逢是蘇惠珍獅姐生辰，我們一起為她慶
祝，恭賀蘇獅姐年年幸福快樂！
看見精神飽滿的朱秀英獅姐和各位獅姐的體貼熱
誠，大家都感覺溫馨安慰。朱獅姐是紫荊獅子會創
會會員之一，她多年來對獅子會的支持實在難能可
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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屯門
獅子會
Tuen Mun

會長
梁鳳華

8 月 29 日 屯門獅子會第三十一屆職員就職典禮 暨
「 屯 獅 濃 情 三 十 載 齊 創 未 來 更 精 彩 」慈 善 餐 舞 會

假 閙共筵開 43 席，大會主席暨就任會長梁鳳華獅姐與籌

座尖沙咀洲際酒店宴會廳完滿舉行。當晚場面非常熱

委會成員策劃數月而成。當晚非常榮幸邀請到總監王恭浩獅
兄、上屆總監郭美華獅姐、前國際理事文錦歡獅姐、民政事
務署屯門區專員馮雅慧太平紳士、中聯辦新界工作部副部長
楊小嬋女士、屯門區議會主席梁健文先生、屯門區撲滅罪行
委員會主席李洪森先生等蒞臨主禮。衷心感謝到臨之嘉賓及
眾前總監、區職員、友好會長及親友等出席支持，聚首一堂
令當晚衣香鬢影，為整個晚會生輝不少。當晚主題為「屯獅
濃情三十載 齊創未來更精彩」，獅友們落力演出，務求使各
嘉賓經歷愉快和難忘一夜。當晚亦有兩位新獅友加入屯門獅子會，分別為陳淦華獅兄和何健國獅兄，為
本會帶來更多的資源和力量。在眾嘉賓和好友的支持下，當晚共籌得善款約五十七萬多元，將撥歸本會
服務基金當中。

9 月 7 日屯獅惠愛
敬老賀中秋
大會主席溫建忠獅兄及梁鳳華會長帶領本會眾獅友到葵涌華
豐護老院探訪公公婆婆，衷心感謝一眾獅友在百忙之中抽空
出席，一眾獅友大展歌喉，與老友記一起合唱經典金曲，亦
與他們一起玩遊戲和跳舞，長者們愉快投入，場面溫馨熱
閙。完場前獅友們一起派發月餅及時令水果福袋，給予長者
們一個熱鬧的中秋佳節。

9 月 20 日 參觀香港浸會大
學 – 賽馬會中醫疾病預防與健
康管理中心
本會一直支持獅子會與香港浸會大學中醫藥慈善基金工作，多年
來持續為基金募捐籌款，希望能使基金有更多的資源幫忙社會上
有需要之人士。這次收到基金會林海涵前總監的邀請參觀中醫疾
病預防與健康管理中心，該中心為有需要之長者提供中醫健康評
估及調理之資助，以提升長者對健康管理的意識及生活質素。

9 月 23 日 屯門民政事務
專員午宴
本會與屯門民政事務專員馮雅慧太平紳士的午宴中，討論有關本會
本年度不同領域之服務計劃，希望能為屯門區的老人、青少年以及
有不同需要的人士服務，並且了解屯門區就有關服務之需要，專員
亦於會上就不同服務提供意見以及政府所能提供的資源。

2019年9月至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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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太平洋
Hong Kong (Pacific)

獅子會

2

019 年 8 月 10 日會長姚君澔獅兄帶領眾獅
兄獅姐們一行 12 人，參加 2019-2020 年
度區職員暨屬會職員聯合就職典禮暨餐舞
會。活動在灣仔會議展覽中心舉行，現場氣
氛澎湃。

會長
姚君

資訊委員
陳植森

2019 年 8 月 3–4 日會長姚
君澔獅兄、第三副會長梁
詠懷獅姐和會員吳美枝獅
姐一同前往澳門參加區會
舉辦的「屬會職員領導才能
工作坊」。
會長姚君㵆獅兄參加由區
會行山組舉辦第一次「獅子
環保樂健行」活動。
2019 年 9 月 28 日會長姚君
澔獅兄聯同吳美枝獅姐，
賴素琴獅姐和丘玉芯獅姐
參加區會舉辦的「司儀訓練
工作坊」。

明珠
獅子會
Pearl Island

會長
宋寶瑞

資訊委員
王小暉

宋寶瑞獅姐出任新一屆會長

2

019 至 2020 年度區職員暨屬會職員聯合就職典禮於 2019 年 8 月 10 日
（星期六）舉行，宋寶瑞獅姐榮任本會新一屆會長。過去兩年，在招
幸嬋獅姐帶領下，本會會務取得長足發展，相信在未來歲月中，宋寶瑞
獅姐定能領導本會更上一層樓。

會長
宋寶瑞
第一副會長 盧健茵
第二副會長 梁靜兒

義務秘書
義務司庫
總務

王小暉
宋錦汶
林淑芳

糾察
會籍理事

李美香
陳蕙婷

明珠耆英賀中秋
一年一度中秋佳節，也是明珠獅子會與一班長者一
起歡慶團圓的日子。9 月 7 日在銅鑼灣迎喜（稻香），
大家又度過了一個難忘的中秋聯歡。當日有近四百
位長者和嘉賓出席了活動。總監王恭浩獅兄、上屆
總監郭美華獅
姐、第一副總
監梁禮賢獅兄、第二副總監梁麗琴獅姐、第五分域主席冼兆龍獅兄
及第六分域主席楊雋永獅兄等撥冗出席了活動，令大會更添光彩。
活動當日除了有可口的美食，大會更安排了多個遊戲節目助興，令
長者們在歡快愉悅中，共享節日美好。為了將月餅等禮物準時送到
每位長者手中，一班義工和獅姐們早早來到會場包裝福袋。雖然汗
流浹背，但能給長者們送上溫暖和心意，所有辛苦都值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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銀綫灣
Silverstrand

獅子會

人生得意須盡歡 莫使金樽空對月

8

月 24 日銀綫灣獅子會圓滿舉行交職典
禮，大會主席張雅君獅兄與夫人邀請

我 們 於 9 月 1 4 日（ 追 月 夜 ）到 他 們 府 上 一
聚。出席者眾，連同 5 名活潑可愛、聰明
有禮的小朋友，一共二十多人。B B Q 香噴
噴，中秋會鬧盈盈。
我們置身於三兩束輕軟的斜陽、七八叢競
姸的花蕊，在那令人艷羨的優雅華麗花
園，仍心繫著銀綫灣獅子會會務。會籍小
組轄下的「關心小組」進行了一次親切的訪
問，聽「君」
（張雅君獅兄）一席話，好勵志
的，我心有所思。究竟是月華攀桂（出塵修煉成仙

無容置疑，哪一定是參加獅子會「我們服務」，身

佛）好呢？還是蟾宮折桂（入世經世致用）好呢？

心康泰，最棒啦！

雄心萬丈 蓄意待發
9 月 19 日銀綫灣獅子會舉行 9 月份例會，會長鄧欣

（第五屆）、下半年的「協康嘉年華會服務」，還有硏

琪會獅姐滙報她上月行程，本人非常佩服。雪無

究一下「姊妹學校計劃」、「聯校青少年服務計劃」、

形，情有影。她已參加及準備參加的活動達 24 項

「兒童多元化發展服務計劃」及「有地標性的服務計

之多。真是勤力、努力、盡力又無懈可擊。系出
名 門（ 有 上 屆 會 長 林 修 基 獅 兄 、 第
十三分域主席葉偉倫獅兄、謝香鶯
獅姐、蘇漢發獅兄及郭綠華獅姐的
指導），果是出類拔萃。
隨後眾獅兄獅姐都很熱烈討論本年
度一連串的服務與活動。不自負、
不攀比、不浪費。區會的服務及聯
歡晚會定必支持；普天同慶的聖誕
聯歡會不可少；正在籌備的新舊服
務有多項，包括：上半年的「探訪獨
居長者」、M e g a B o x「協康小朋友
半天遊」、好受歡迎的「健康我話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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劃」等。我們齊心向前邁進，讓每個夢想成真。

會長
鄧欣琪

資訊委員
鮑少群

盛世盛事連連 牡丹桃李芬芳
另一件高興的事，我們將有非常優秀新會員加
入，致令會員人數接近 30 人，正好迎來 2020 年
銀綫灣獅子會三十周年的大喜日子。

那邊廂，我們的銀綫灣青獅亦很努力。8 月 25 日
於 2019-2020 年度青獅聯合就職典禮，在第十三
分域主席葉偉倫獅兄、謝香鶯獅姐及母會銀綫灣獅
子會會長鄧欣琪會獅姐的見證下，我們的青獅很榮
幸獲頒去年（2018-2019 年度）六個項目：包括

4)	最佳區籌委：（區會服務計劃組）：Leo Yip Yin
5)	銀青獅服務獎：Leo Yip Yin

1)	2018-19 年度優秀屬會獎：SRSD Leo Club

6)	銀青獅服務獎：Leo Wong Ching Yan

2)	最佳青年獅子會會長（銀獎）：Leo Caesar Cho
3)	我最喜愛青年獅子會會長 " 獎：Leo Caesar Cho

他們衷心感謝去年三位青獅指導的愛護與諄諄教
誨：黎民碩獅兄、張雅君獅兄
和葉雅莉獅姐。

春風急著，先上小桃枝。希望
青年的一輩，雁落平沙，能夠
虛懷若谷、有容乃大，心善則
美，祝：他們終身美麗！！

A dv ertis eme nt

2019年9月至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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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淺水灣
獅子會
Repulse Bay Hong Kong

會長
林偉豪

獅子溫情慶中秋

本 水埗街坊會舉行，是次活動主要目的是希望趁中秋佳
屆淺水灣獅子會首個對外社區服務，於 8 月 31 號在深

節臨近，透過本會一連串精心安排的節目，預先將中秋佳節
的節日氣氛，以及團圓共聚的歡樂，帶給該區的老友記。
全程三個小時的活動絕無冷場，首先當然要多謝謝各位公公
婆婆婆熱烈參與，當日會堂座無虛席，我們自我介紹讓大家
認識及熱身之後，第一個互動項目，就是由屬會友好 E r i c
W o n g 帶領現場過百位長者做大笑瑜伽。「笑多啲開心啲，
心境開朗啲，自然病痛都少啲」，樂觀情緒絕對是防禦疾病
的最佳方法，另外再配合一些適合老友記做的伸展運動，大
家玩得開心之餘亦都藉機會做運動，看到在場各位公公婆婆
精神精力絕對不在我們後輩之下，希望未來日子各位都可以
健健康康，享受人生。在此感謝 Eric Wong 當日帶來歡樂及
有意義的運動。
歌唱環節之後由本會歌王 W i l l i a m 獅兄負責，帶來耳熟能詳
的經典歌曲，每一首歌都可能代表着公公婆婆年輕時候的回
憶，不知道這 30 分鐘的經典金曲時間，有沒有帶給各位的
思憶回到從前呢？
有獎問答環節，為當日聚會帶來高潮，禮物內容當然並非最重要，為老友記帶來少少刺激氣氛才是活動
精髓，可以見到在場各位積極及投入參與答問遊戲。負責主持的淺水灣青獅更是帶動氣氛的好手，亦讓
我們體驗到長幼共融。
去到尾聲送禮物環節，為是日聚會作一個完美的閉幕，見到各位長者快樂的笑容和期待我們下一年再來
聚會，就是給我們最大的動力和禮物。
每一個不同的服務
對象都是有意義
的，今次我們服務
對象是一批長者，
他們年輕時候都是
為推動香港努力及
付出，他們建設了
一個良好基礎給我
們，到現在退休的
年紀，平時活動的
確不及年輕一輩那樣多姿多彩，因為我們居住的地方為長者設立及開設的活動實在太少，但其實他們要
求可能好簡單，只是需要有人陪伴和傾訴，便可以樂上一天，感激獅子會這個團體給我們一個服務機
會，老生常談一句，施比受，施者心靈上面得益絕對比受者大。
最後本會密鑼緊鼓籌備更多活動，10 月下旬會有一個萬聖節籌款活動，詳情不日公佈，感謝支持！
如有查詢請致電 98213609 聯絡 Gen L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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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區
Central

獅 子會

九 我們中區獅子會和中區青年獅子會一起舉辦
月八日（星期日），距離中秋節不到一星期，

了「長青同歡慶中秋」敬老活動。當天有過百位長
者一同參與，場面非常熱鬧！
開始的時候我們進行了簡單而隆重的開幕禮，打
頭陣的是由提供場地的獅子會中學之同學演出的
糖尿健康微電影。微電影由獅子會中學的學生籌
備及製作，用短短的時間及有趣的故事，為長者
介紹糖尿病的病徵以及預防方法，令在座的長者
都看得開心，學得輕鬆。接著的是由香港理工大
學賽馬會活齡學院錢黃碧君女士帶來的演講，題
為「怎樣成為精靈開心長者」，她以精簡淺白的方
式向長者講述如何保持活力和記憶力，並和長者
進行了一個簡單而具有挑戰性的記憶力遊戲。
再接著是由活齡學院的義工導師教長者做坐式太
極。坐式太極不用長者站著也能完成，動作簡單
流暢，所有長者一同參與，一起互動。
然後，上午活動的流程由娛樂環節作結。首先是
由五位長者為大家表演的「舞動耆跡」，他們在台
上表演的舞蹈，令身在台下的長者也驚嘆連連。
長者完全沒想到，台上舞者與他們年紀相若，竟
然能表現得如此的精彩。在其後的遊戲環節，長
者們進行了「估領袖」遊戲。勝出的幾位長者均獲
得了應節之蓮花燈籠，由中區青年獅子會準備，
大家都喜出望外。整個早上，每個人臉上也充滿
了燦爛的笑容。

會長
鄭敏如

的音樂治
療師馬學
俊先生與
陳梓均小
姐主持。
兩位音樂
治療師帶
來大量樂
器例如非洲鼓和長者一同互動，利用音樂奏出一
段段美妙的旋律，並和長者一起用中秋節的食物
和會做的事製作一首歌曲。長者們個個非常興
奮，跟著音樂施展歌喉，舞動身體。
當日的最後一個活動是中區青年獅子會準備的燈
籠製作，透過指導和簡單的步驟，一個個美麗的
燈籠都由長者創造出來。放上電燈蠟燭後，燈籠
便完成了。完成了所有活動後，每位長者都獲得
福袋作為當日之禮物。
隨著長者滿載而歸的身影離去，本次中秋活動便
結束了。這個中秋活動不但為長者帶來快樂的一
天，別具意義的安排更達到糖尿教育、飢餓及環
境保護之三大目標，可謂十分完滿。

經過一個上午的熱身後，長者們都開始感到疲
累。我們為長者們準備了美味的午餐，讓他們補
充體力，再參與下午的活動。
下午的第一個活動是由「美樂心絃」音樂治療計劃

2019年9月至10月

53

香港中港
Hong Kong (Mainland)

獅子會

會長
張秀恩

資訊委員
張雪芬

2019 年 9 月 2 日 本年度 9 月份理事會及例會

本

年度第三次理事會及例會暨 9-10 月份生日會聯誼，
本會邀請了註冊臨床心理學家趙思雅小姐出席是次

例會並擔任演講嘉賓，為獅友舉辦了正向心理講座。香港
都市壓力沈重，獅友們都非常關注心理、情緒等健康及如
何正面處理壓力。講座時，大家都非常專心聆聽講者的分
享，而且認真投入發問問題。是次講座非常成功，大家都
吸收了不少心理健康資訊。祝以下 9-10 月份生日獅友：
許華達前會長、周芷淇獅姐、羅顯榮上屆會長、張雪芬獅
姐、張秀恩會長及區婉珊前會長生日快樂。

2019 年 9 月 10 日 香港戒毒會
– 石 鼓 洲 康 復 院《 中 秋 晚 會 》
本會獅友齊齊於中環碼頭乘搭渡輪前往石鼓洲，出席香港戒毒
會石鼓洲康復院一年一度舉辦之《中秋晚會》。獅友們在晚會上
燒烤，又到台前唱歌助興，與康復中的院友們於輕鬆氣氛下交
流並給予鼓勵及支持，大家一同熱熱鬧鬧賞月，共慶傳統節
日，歡度一個愉快的晚上。

《親子同行 – 藝術舒壓計劃》
此服務計劃由香港中港獅子會及基督教香港信義會新來港人士
樂聚合辦為期兩個月，為特殊學習需要兒童及其直屬家人舉辦
藝術工作坊及舒壓日營，計劃利用藝術創作協助學童減輕壓
力、提升集中力及創造力，透過靜觀體驗，家長照顧自己的身
心靈，並設計親子互動及集體藝術創作，引導家長與子女學習
互相欣賞鼓勵。工作坊由 9 月 27 日，逢星期五晚上於葵興政府
合署（基督教香港信義會新來港人士樂聚中心）上課。並將會於
11 月 16 日假座保良局賽馬會大棠渡假村舉辦舒壓日營。

2 0 1 9 - 2 0 2 0 年 度 電 影 籌 款《 黑 魔 女 2 》
本會將於 10 月 19 日舉辦年度籌款項目，在新開幕之 U A K11 A r t H o u s e 舉行電影籌款，善款扣除活動開
支後，會全數撥入本會服務基金，以支持我們將舉辦的各項服務，當中包括今屆新辦，為有特殊學習需
要兒童及其家庭提供的工作坊及舒壓日營，請各位慷慨解囊，多多支持。如善長認購戲票但未能出席電
影欣賞，本會將累計數量後轉送社會福利署 – 荃葵青區劏房戶中學生到場收看。本會誠邀 閣下多多支持
是次籌款活動，是次捐款可獲發正式收據以作扣稅之用。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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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荷李活
獅子會
Hollywood Hong Kong
8

月 3 日及 4 日，香港荷李活獅子會內閣團隊出
席於澳門喜來登金沙城中心大酒店舉辦的
「2019-2020 年度屬會職員領導才能工作坊」。出
席獅友包括：會長廖卓文獅兄、第十七分域主席
陳漢文獅兄、第一副會長余雅莉獅姐、第二副會
長周祖揚獅兄、司庫陳美倫獅姐和義務秘書潘朱
湄獅姐。新一屆領導班子聚首一堂，學習、交流
並互相認識。共同攜手為 303 區及社會服務作出
貢獻，發揮（We serve）精神。
國際獅子總會中國港澳 303 區於 8 月 10 日假座灣
仔香港會議展覽中心舉行「2019-2020年度區職

會長
廖卓文

資訊委員
余雅莉

員暨屬會
職員聯合
就職典禮
及 餐 舞
會 」–《 凝
聚精英、
獅 展 奇
才》。會長
廖卓文獅
兄率領一
班內閣團隊及嘉賓出席慶祝這盛典。當晚表演精
彩不絕，場面非常熱鬧。

劏房大變身 為受眾度身訂造床改善家居環境
這項劏房大改造計
劃，集合了香港荷
李活獅子會、香港
九龍城獅子會、香
港油尖旺獅子會和
香港淺水灣獅子會
的會長及代表、油
尖旺社會福利署、
油尖旺民政事務
署、設計匠裝修顧

問、供應商 – 西德板、家居維修義工協會、浸會
愛群社區服務等機構的代表，為基層劏房戶家
庭、改善收納空間。
義工們於 8 月 31 日在元朗大生圍文苑村貨倉進行
服務，為劏房家庭製作適合小傢俱。服務加入如
同造句的組合概念做櫃元素讓大家拓展更多元更
靈活的新體驗。透過改裝家居設計及傢俬等服務，
提供更舒適的家居環境給基層家庭。有受惠家庭
指家居環境比以前舒服了，身體較以往健康！

9 月 12 日例會 + 晚宴 + 中秋 – 獅子全城顯愛心
9 月 12 日是荷李活獅子會（2019-2020 年度）第二次例
會，邀請了青獅代表列席，學習大獅正規開會模式及商
討大獅與青獅未來攜手合作的活動，相信未來會合作得
更有默契及更有效率。
當晚還進行了新人宣誓儀式，由會長廖卓文獅兄（保薦獅
友）為新人李思齊獅姐作出宣誓及飲獅奶儀式。歡迎李思
齊獅姐加入荷李活獅子會大家庭。
會議及晚宴後，會長廖卓文獅兄帶領荷李活獅子會獅
友、青獅、第六分區主席鍾光耀獅兄、幾個屬會的獅友
代表及大小義工們，進行一項中秋有意義的服務 –《獅子
全城顯愛心》– 派月餅給露宿者服務。
感謝各界善心人士合共捐出了 100 盒月餅。當晚義工們
走進深水埗、尖沙咀、油麻地等地方派發月餅給露宿者。
在中秋佳節裡，一起做既特別又有意義和愛心的事，實
在賞心樂事。

2019年9月至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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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華都

獅子會
Metropolitan Hong Kong

會長
陳紹熾

Luncheon Speakers Series

On

September 17, 2019, Mr. Nguyen Duy
Kien, Deputy Consul General of Vietnam
in Hong Kong joined us as our guest speaker of the
luncheon at the Dynasty Club. Mr. Nguyen shared
his insights on the latest developments in Vietnam
and how Hong Kong could take advantage of the
attractive investment opportunities.
On September 23, 2019, the Club invited Ms. Loretta
Lee, Head of Mainland Business Development
of InvestHK, HKSAR Government as our guest

speaker of the luncheon at the Dynasty Club. Ms.
Lee explained how her team helped to promote
Hong Kong and attracted capital investments from
other countries to setup operations in Hong Kong.

Service Projects
華 都 獅 子 會 x 匡 智 會「 愛 有 明 天 」慈 善 活 動
The Club visited Hong Chi Society in Tai Po on
August 17, 2019. Club members and their families
along with our Leos divided into smaller groups and
spent the afternoon accompanying the students on
campus to experience normal daily routines such
as shopping for stationaries and daily supplies in
the nearby areas. On the way back, they were
tasked with a mission to locate lucky bags and bring

them back to
campus. We all
had a fulfilling
afternoon and
hope to return
to Hong Chi
to serve the
underprivileged groups in the near future.

Lions Club of Metropolitan Hong Kong Novices Cup 2019
The Club sponsored the
Lions Club of Metropolitan
Hong Kong Novices Cup
2019 organised by the Hong
Kong Chess Federation
(HKCFL). The event was
well attended by over 100
contestants aged 5-18 and we were honored
to have DG Lion Alexander Wong, Zone VI

Chairperson Edmund Yeung,
fellow Lions, distinguished
entrepreneurs and Principals
from eight primary schools
to join us in the prize giving
ceremony. We look forward
to collaborating with HKCFL
on other initiatives to promote chess activities on
a continuous and sustainable basis.

Club Activities
Lions Club of Metropolitan Hong Kong
Installation Ceremony
On Sep 25, 2019, we held our Installation Ceremony for 2019/20 Club Officers at the Hong Kong Country
Club. We were honored to have DG Lion Alexander Wong, IPDG Lion Mimi Kwok, First VDG Lion John Leung,
Second VDG Lion Amy Leung, Zone VI Chairperson Lion Edmund Yeung and eight Presidents from other
Lions Clubs to join us as officiating guests. Six new Lions were inducted during the ceremony which brought
our membership to 35. President Lawrence Chan was optimistic about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the Club
and shared upcoming luncheon speakers list and club activities with fellow L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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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鑽石
獅子會
Diamond Hong Kong

會長
李淑娟

8 月 1 0 日「 2 0 1 9 - 2 0 年 度 區 職 員 暨 屬 會 職 員 聯 合
就職典禮及餐舞會」

當2020 年度區職員暨屬會職員聯合就職典禮
晚是國際獅子總會中國港澳 303 區 2019-

及餐舞會，本會新一屆職員亦在當天就職。當晚
典禮及晚宴在香港會議展覽中心舉行，場面盛
大。本會創會鮑幗潔獅姐及新一屆會長李淑娟獅
姐連同本會眾獅友及嘉賓一同出席。
典禮中，由創會鮑幗潔獅姐將會長帶移交給新一
屆會長李淑娟獅姐，代表李淑娟獅姐成為本會
2019-20 年度之會長。

當晚除了就職典禮外，還有很多不同的表演節
目，當然不可缺少的就是抽獎環節。本會獅友及
嘉賓都抽中不同的禮物，滿載而歸。

8 月 1 6 日「 2 0 1 9 - 2 0 年 度 第 二 次 理 事 會 及 例 會 」
當天由 2019-20 年度會長李淑娟獅姐帶領本會一眾獅友，包括本
會創會會長、兩位副會長、秘書及司庫等，召開 2019-20 年度第
二次理事會及例會。
在會中李淑娟會長詳盡講解了本會今年度的各項服務及概念，差
不多每個月都有服務給獅友參與，當中亦討論到籌備在 2010 年 1
月在海洋公園舉辦一項大型的聯會服務。本會眾獅友對李淑娟會
長都表示十分支持及積極參與。
會議後李淑娟會長及鮑幗潔創會更頒發感謝狀給蘇忠發第二副會
長以港幣 15,000 投得一幅水墨畫，用作捐助本會作服務基金。

9 月 1 6 日「 2 0 1 9 - 2 0 年 度
第三次理事會及例會」
當天由 2019-20 年度會長李淑娟獅姐帶領本會一眾獅
友，包括本會創會會長、兩位副會長、秘書及司庫等，
召開 2019-20 年度第三次理事會及例會。
當天第八分域主席簡榮耀獅兄亦到來探會及講解今屆第
八分域的服務概念及活動詳情。
本會支持其中一項服務 – 校園水耕菜種植活動，此活動
為屬會配對一間學校，負責資助學校所需物資、指導、
輔助和鼓勵學生，在水耕菜種植中努力耕耘，獲得豐富
的收成。
會議後簡獅兄亦與本會眾獅友一同享用晚宴。本會亦鳴
謝第八分域主席簡榮耀獅兄送給本會一箱日本梨子。

前排左一起為鮑幗潔創會會長、第八分域主席簡榮耀獅兄、
2019-20 年會長李淑娟獅姐、第一副會長吳兆文獅姐、司庫
黃煒陶獅姐。後排左一起為糾察何艷蘭獅姐、GST 梁子豪獅
兄、秘書黃以諾獅兄、第二副會長蘇忠發獅兄、總務陳藝海
獅兄、第三副會長林立志獅兄。

2019年9月至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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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青馬
Tsing Ma Hong Kong

獅子會

會長
何國亮

電腦轉贈計劃

義 工隊過往曾多次在北區粉嶺的基層社區探訪，發現基層家庭因物質條件不佳，家
中缺乏電腦及電子辭典等令兒童學習進度受影響，因此青馬獅子會號召了獅友們
支持「電子產品贈基層 – 電腦回收轉贈」計劃。會長何國亮獅兄及義務秘書陳中正獅兄
更冒雨親身走訪粉嶺祥華村，跟進部份電腦回收轉贈服務工作，及與有關負責人商討
之後家訪安排。此次活動除了希望能幫助更多有需要的基層兒童，更希望藉著電子產
品轉贈計劃為環保方面出一分力。

中秋獻關懷 2019 探訪獨居長者
2019 年 9 月 7 日（星期六）青馬獅子會與香港聖公會黃大仙長者綜合服務
中 心 合 辦「 中 秋 獻 關 懷 2 0 1 9 探 訪 獨 居 長 者 」， 青 馬 獅 兄 獅 嫂 聯 同 青 獅
們，一起把福袋及月餅，親手送到黄大仙獨居長者家中。他們喜歡講，
我們喜歡聽，各得其所。一樂共融，溫暖在人間。感激 303 區撥款贊助
部份物資，還特快制備精美環保福袋，共襄善舉！

第二副總監親善訪問青馬獅子會

2019 年 9 月 3 日（星期二）梁麗琴獅姐到青馬獅子會以第二副總監的
身份親善探訪，除了闡述她的三大工作重點，更達到互相溝通的目
標。梁獅姐更親自邀請所有獅兄一同參加「港澳獅子服務日嘉年華會
暨全港關注糖尿病大行動啟動禮」及「獅子會新春大運慈善跑」。另
外，第二副總監也負責 303 區今年度 I T 發展工作，開始階段主力推
廣獅友採用 D303 官方手機應用程式。短短兩個月內，通過不同活
動和獎賞計劃，下載獅友數目已躍升三倍，成績有目共睹。

香港千禧
獅子會
Hong Kong Millennium

會長
吳英兒

2019-20 香港千禧獅子會 20 周年職
員就職典禮晚會
1999 年成立，是一個已取得非牟利認證之社會服務團
香 港千禧獅子會於
體，以凝聚有志人士在工餘時為社會提供服務，自創會以來，舉辦及參
與過之境內外社會服務達數百項，受惠群體覆蓋各階層，包括天災受難者、
老弱傷殘、青年、學生等，人數逾萬人以上。
轉眼間，香港千禧獅子會已踏入 20 年，於 8 月 28 日在沙田麗豪酒店舉行
2019-2020 年度的就職典禮。當晚主禮嘉賓分別有總監王恭浩獅兄、立法會
議員鄭泳舜 MH, JP、前國際理事文錦歡獅姐、上屆總監郭美華獅姐、第一副
總監梁禮賢獅兄、第二副總監梁麗琴獅姐、第二分區主席黃偉良獅兄及第五
分域主席冼兆龍獅兄。
當天晚上非常熱鬧，除了總監、前國理事和前總監外，更邀請到一衆區職
員的蒞臨，實在令本會增光不少！同時在應屆屬會會長、各前會長及各屬
會獅友支持下，使到香港千禧獅子會當晚典禮更加成功 ! 非常之感謝他們。
在此再一次感謝鄭泳舜議員百忙中抽空蒞本會就
職典禮！當晚鄭議員透露了他第一份工，是加入
了香港千禧青年獅子會，成其中一位成員。因此
他十分鼓勵年青人多些參與社會服務。
是晚的娛樂節目，精彩的舞蹈表演，更添加不少氣氛。而且本會獅兄兼萬能（國
際）舞蹈主席許偉堅獅兄的美妙舞姿下，實在令人目不暇給 !
撰稿：洪永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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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特區中央
Center Point H.K.S.A.R.

香

獅子會

會長
周靄儀

資訊委員
利昶儒

港特區中央獅子會本年度將會籌辦一次大型籌款活
動，名為「關愛共融慈善演唱會晚宴」，以作來年服務

之用。而服務方面將有兩大服務 –「十大傑出關愛學生選舉」
及「獅情長意」。籌款活動及各服務皆在八、九月內進行了籌
委會會議，以下是各工作項目之簡介。

關愛共融慈善演唱會晚宴
籌委會成員已進行了兩次籌委會會議，商議如何有效地籌得
足夠款項，以支持來年服務所需。籌委會成員參考過往本會
經驗及其他屬會之經驗，再發揮創意，務求盡善盡美。

十大傑出關愛學生選舉
是次服務是為了令大眾，包括各大、中小型企業更了解輕度智障學生的能力其實也可以很高，足以完成
一定的工作，能夠服務他人、貢獻社會，在社會擔任一定的角色。
籌委會成員至今，已進行了三次籌委會會議，更多次諮詢相關專業人士及機構，例如社工、協康會等。
更不斷聽取各方意見，對服務名稱、服務內容及細節作出調整，精益求精，務求將最優質之服務帶給相
關之服務對象 – 輕度智障學生。

獅情長意
本會之旗艦服務獅情長意，今年將繼續舉辦，繼續服務有需
要的長者。本會會員聯同合作機構東華三院及聖公會的職
員，組成籌委會，並於九月九日進行了首次籌委會會議。雖
然本會舉辦獅情長意已有多年經驗，但本會依然積極與合作
機構合作及收集意見，除了改良以往的不足之處，亦嘗試加
入新元素，以服務更多有需要的人及將服務質素提高。例如
本年度將會安排十大傑出關愛學生選舉中之得獎學生一同參
與獅情長意服務，讓得獎學生能夠服務他人的同時，自己亦
能有所得著，施者與受者皆有得著，一舉兩得。

2019年9月至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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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港
獅子會
Harbour View

會長
余綺敏

2019-2020 年度屬會
職員領導才能工作坊

2

019-2020 年度 303 區屬會職員領導才能工作坊已於 2019 年 8 月
3 日至 4 日假澳門喜來登金沙城中心大酒店順利完成，本會出席的
獅友包括：會長余綺敏獅姐、前會長兼本年度第八分域主席簡榮耀獅
兄、第一副會長蔡雪亮獅姐及第二副會長冼詠珍獅姐。
而各獅友經過上述培訓後均有得著並了解更多關於獅子會的禮規、憲章、活動籌備等等，獲益良多，收
穫滿滿！

維 港 獅 子 會 2 0 1 9 - 2 0 年 度「 第 十 八 屆 職 員 就 職 典
禮暨傾情十八載慈善餐舞會」
本會兩年一度的就職典禮已於 2019 年 8 月 23 日（星期五）晚上假旺角上海街 555 號康德思酒店宴會廳成
功圓滿舉行，當日筵開 25 席，出席的嘉賓人數逾 300 人，場面熱鬧，氣氛高漲，各賓客均度過了一個難
忘及歡樂的晚上。
當晚首先由大會主席蔡雪亮獅姐鳴鐘開會為整晚的活動敲響序幕，而當晚本會有幸邀得國際獅子總會中
國港澳 303 區總監王恭浩獅兄、上屆總監郭美華獅姐、第一副總監梁禮賢獅兄、第二副總監梁麗琴獅
姐、第三分區主席冼健岷獅兄以及第八分域主席簡榮耀獅兄出席擔任大會主禮嘉賓，帶領一眾獅友進行
莊嚴而隆重的儀式，其中包括：全體獅友的宣誓就職以及兩名新獅友（張霆邦獅兄及熊繼周獅姐）的入會
儀式，就職儀式順利完成亦再一次展視維港獅友的熱誠以及團結一致的服務心，希望能藉此感染身邊的
親朋好友，了解及參與獅子服務。
儀式過後，在全體獅友積極推動，空群而出售賣當晚的慈善抽獎劵，令當晚的慈善獎劵成績十分嬌人，
加上由會長余綺敏獅姐親自設計及私人捐出的蜂蜜獅子襟章作義賣收入，兩項收入十分可觀，成績令人
十分滿意。而當晚最為津津樂道的表演必定為會長三名子女的鋼琴和小提琴合奏以及眾獅友嘉賓的大合
唱，兩個項目將當晚的氣氛推至
最高峰，各出席的嘉賓與獅友均
津津樂道，回味無窮。
最後，再次感謝每一位出席的嘉
賓以及每一位維港獅友的四出精
神（出席、出錢、出力、出心），
使是次晚會得以超額完成。

國際獅子總會第一副總監梁禮賢獅兄親善拜訪
本會第二次例會中有幸邀得本年度第一副總監梁禮賢獅兄作親善拜訪並
與我會獅友暢談區內外的服務理念，並與本會獅友作交流，拜訪完結後
特留下晚宴並帶來靚紅酒與各維港獅友品嘗！
而會長余綺敏獅姐更特意送上感謝狀及茶葉禮盒以作答謝！整晚氣氛融
洽，一眾獅友除了享受豐富的美食外亦與梁副總監談笑風生，共度了一
個愉快的晚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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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東方之珠
Hong Kong Pearl of the Orient

獅子會

會長
劉少銘

資訊委員
陳訓典

活動日期：9 月 12 日
活動名稱：關愛萬家慶中秋
活動地點：觀塘樂華社區中心

香 中心舉辦「關愛萬家慶中秋」，難得樂華邨奐華樓互助
港東方之珠獅子會於 9 月 12 日在觀塘樂華邨樂華社區

委員會為我們租得此場地。
活動於早上 11 時至下午 1 時 30 分舉行，是日適逢農暦 8 月
14 日（迎月），雖然在日間舉行派月餅（福袋），都有 250 名
老友記參加活動，實屬難得，觀塘康樂之友恊會跳舞組由殷
歡蘭女士帶領為大會表演了數隻舞蹈，過程相當精彩。
接著由會長劉少銘獅姐和上屆會長吳香倫獅姐分別為大會表演唱歌，歌聲美妙動聽，尤其獅歌班一班獅
兄獅姐合唱團表演更難能可貴。
更難得我要推薦專攪笑及講爛 g a g 的前總監馮炳壽獅兄，除了講爛 g a g 外還唱了多首歌，見到一眾老友
記歡樂場面，我自己由心笑出來，直至尾聲，由前總監馮炳壽獅兄及吳敏而獅嫂、第八分域主席簡榮耀
獅兄、會長劉少銘獅姐、東方之珠獅子會獅歌班一眾獅兄及獅姐幫忙派福袋，十分多謝他們的熱誠，在
此更加要多謝上屆會長聯絡得董信康先生贊助數百個月餅，使活動能夠得到完滿成功，多謝！福有攸歸！

新界東

獅子會
Hong Kong New Territories East

九

會長
陳綺雯

資訊委員
曾明亮

月十三日新界東獅子會在天水圍博愛醫院戴均護理安老院舉
辦「新界東與眾同樂迎中秋」與長者們歡度佳節。

感謝第二副總監梁麗琴獅姐和第九分域主席黃禹恒獅兄百忙中抽
空出席。會長陳綺雯獅姐和今次服務活動大會主席劉彥翹獅姐及
籌委的獅兄獅姐們安排活動場地、福袋和物資。感謝獅兄獅姐們
贊助禮物、月餅和給長者們的利是。出席的新界東獅兄獅姐們和
青獅等與長者一起玩遊戲、唱歌、健
身操。看到長者面上歡樂愉快、身體
晃動、非常開心，令我們都同樣感受
到歡愉。
大家歡度中秋佳節同時，我們親自送
福袋禮物給行動不便的長者床邊。更能啟發更多獅友繼續積極參與這些有意
義服務，給有需要的社群。一再發揮「我們服務」獅子精神。

2019年9月至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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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半山

獅子會
Mid-Levels, Hong Kong

會長
黃陳德芬

資訊委員
蘇翠珊

探訪基督教勵行會 – 課後託管及補
習 班（ S E N 學 童 ）

半 蹈治療、做小手工等等不同的活動，感受到他們都樂在其中，但這次
山獅子會一向對 S E N 學童十分關注，過往我們曾經為同學們舉辦過舞

參觀，卻只是看到他們安靜的坐著做功課，起初的確沒什麼特別感受。
安靜的坐著做功課。

後來，我們開始跟其中兩位 S E N 小朋友談起來，再跟兩位家長交流了一
下，才發現，課後託管才是真實確切地對同學及其家庭起了具大的幫助。
先是學習上的進步，一年前數學剛合格的 61 分，到一年後的 95 分；英文
由只得 9 分到 48 分，當稱讚他的時候，看到他發自內心的笑容說「一啲都
唔叻」，這個時候我們一班獅姐都感到心滿意足。而且並不是個別同學，
是所有受惠同學的所有科目（中英數常）也一致性地提升了，這也令我們
十分驚訝，可見導師們是非常用心教導的。
跟兩位家長交流。

其中一位小孩的家長，也是這項目義工，曾經有半年時間個人原因沒帶小朋友來，成績完全追不到了，
認為這裡第一是學習氛圍，第二是導師們非常專業用心，也確認了我們資助的一位全職 S E N 導師是值得
的。而她自己也因為來這裡做義工，性情也變了，面對著那麼多別人的孩子，自己的忟忟憎憎，也改變
起來，實在是一份很大的禮物。
另一位爸爸抱著 7 個月 B B 來到，是專門來見我們的，感恩有這個課後託管，不單單是幫助了小孩，也改
善了親子的關係及家庭的和諧，原來，以前為了要孩子完成功課，父母只能打，每天都打，在這裡 2-3
小時完成的功課，以前要整個晚上，整個晚上都在吵鬧中渡過。在這位爸爸無數的多謝聲中，我們也深
深感受到這一群組，確實需要社會更多的資源。

『 悅 書 會 書 包 圖 書 館 』第 三 階 段 服 務
悅書會第三階段「英語戲劇訓練班」是一個延續培養青少年和
小孩閲讀興趣，透過英語話劇，提升英語溝通能力。
自 2018 年暑假開始，這個計劃於今年 8 月 30 日，完滿結束。
我們將仍夥拍之前四間香港明愛家庭服務部，建議每個中心招
收不多於 12 位學生，年齡介乎 6-11 歲。由我們提供英語老師
指導，每星期五上課，合共六課；最後一課後半部份，以表演
戲劇為畢業禮。

英語戲劇「瞎子摸象」。

今年 8 月 30 日，明愛香港仔綜合家庭服務中心 – 最後一個參
加此階段的中心，在最後一課，邀請同學們的家長及我們觀看
畢業秀「瞎子摸象」，同學們只用了短短六課訓練，結果順利地
完成，孩子雀躍，家長們也很感動及開心。

之後我們搜集到的意見，同學們很滿意這次的活動，也很享受學習英語、認識朋友及一齊玩耍！期望他
們也會鼓勵其他朋友或兄弟姊妹一起養成閲讀的習慣。
撰文：項目負責人郭珍妮獅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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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新民
Hong Kong Citizens

2

獅子會

會長
江瑩瑩

資訊委員
陳嘉聰

019-2020 年度屬會職員領導才能工作坊，於 8
月 3 日至 4 日在澳門喜來登金沙城中心大酒店舉

行。當日在江瑩瑩會長帶領下，共有六位新民獅友一
同參加。會上第二副總監梁麗琴獅姐，特別安排了一
節時間，為各屬會職員詳細講解今年度的工作重點。
今年為響應國際獅子總會全力發揮獅子精神的要求，
總會製定了五大服務範疇：包括服務糖尿病患者、招
待市民參觀獅子會自然教育中心、推廣獅子會眼庫、
服務患癌病兒童與及對付飢餓問題。為使更多受眾受
惠，梁獅姐的工作計劃主要包括三方面：其一是會於
今年 11 月，舉辦港澳獅子服務日，透過健康檢查及講座、娛樂表演、攤位服務及遊戲等，把五大範疇服
務主題帶出，預計受眾會超過 5,000 人。其二是會於明年初舉辦獅子會新春慈善長跑，服務對象是長
者、傷健人士、器官移植康復者與及低入息家庭人士，以幫助建立獅子會健康及活力的形象。而在第三
方面，梁獅姐亦鼓勵各屬會職員善用現今的資訊科技，更恭請何銳祺獅兄任本年度創新及科技委員會主
席，冀能幫助各屬會職員優化綱絡及手機 apps 的應用，進一步提升至開會無紙化。

8 月 10 日為國際獅子總會中國港澳 303 區 2019-2020
年度區職員暨屬會職員聯合就職典禮的大好日子，是晚
盛會於會展中心新翼大會堂舉行。新民獅子會一行十四
人，在新任會長江瑩瑩獅姐帶領下，一同參加了此次盛
會。眾獅友懷著熱切的心情，見證江獅姐從上屆會長何
銳祺獅兄手中，接過會長佩帶，正式接任新民會長。江
會長多才多藝，當晚更第一次擔任大會娛樂司儀，令眾
獅友都樂也融融，盡興而歸。新民在江會長帶領下，會
務定必更上層樓。

8 月 24 日晚獅子會腎病教育中心及研究基金，於
尖沙咀洲際酒店舉行 28 周年紀念慈善餐舞會暨
第 29 屆董事局就職典禮。新民獅友丘小燕獅姐
榮任 2019-2020 年度董事局主席，並邀請眾新
民獅友一同參加當晚盛會。丘獅姐致辭時指出，
獅子會腎病中心自 1991 年成立後，現已發展為
全港最大的慈善洗腎中心，目前已有四間中心投
入服務，分佈不同地區，每年為超過 2 萬人次的
腎病患友提供服務。中心病友多為年老體弱者，
是最有需要的一群受眾。當晚亦有安排腎病患友上台講述心聲，有腎友提到患病之初，情緒十分低落，
幸得中心醫護人員的專業護理，悉心照顧，才能慢慢重建信心，可見中心的服務，不止是一夥獅子心，
對腎友來說，還是一份獅子情。

2019年9月至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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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壽臣山
獅子會
Hong Kong Shouson Hill

會長
鄺國威

「愛心送膳樂社群」

香

港壽臣山獅子會分別於 2019 年 8 月 19 日（星期
一）和 9 月 16 日（星期一）在旺角基隆街順利舉

辦了兩次「愛心送膳樂社群」的服務，總共服務了該
區近 1,000 位受眾。本會其中一個宗旨是關懷弱勢社
群，所以每年我們都會舉辦不同型式的弱勢社群服
務。大會主席李文偉獅兄已經服務該區多年，因此
本會今年繼續在該區舉辦送膳服務，本年度已經是
第五個年度在該區舉辦愛心送膳服務。當日亦非常榮幸邀請到第一分區主席曾建文獅兄和第二分域主席
沈顏獅兄到場參與整個服務，他們稱親力親為派發各樣物資，雖則大汗淋漓，但看到受眾歡笑的面容，
令他們感到非常欣慰。服務當日，除了派發飯盒外，亦送贈不同物資，包括：一公斤白米、杯麵、麵
包、果汁、新鮮生果、月餅、薯片、朱古力等，所有受眾都滿載而歸。

國際獅子總會中國港澳三 0 三區
第二副總監親善探訪
香港壽臣山獅子會本年度第三次例
會，有幸邀請到第二副總監梁麗琴獅
姐作親善探訪。梁麗琴獅姐詳細介紹
今年度區會其中兩個大型服務，包括
2019 年 11 月 23 日的港澳獅子服務日
嘉年華會暨全港關注糖尿病大行動啟
動禮及 2020 年 2 月 2 日的獅子會新
春開運慈善跑，讓一眾獅友深入了解
兩大服務背後的意義。獅子服務日除了服務之外，亦希望提高市民對糖尿病的關注。當日亦會設有不同
的攤位介紹獅子會五大服務範疇：環境保育、兒童癌症、糖尿病、對抗飢餓及視覺服務。而新春開運慈
善跑會服務以下五大受眾：長者、傷殘人士、器官移植康復者、低入息家庭學生及糖尿病患者。兩項大
型服務合共服務數以千計受眾，本會獅友將會全力協助區會將兩項服務做得盡善盡美，服務更多受眾。

「 新 聲 音 」啟 動 禮 暨
多媒體短片制作工作坊
新聲音倡議推動性別平等和多元化，增加女性、
年輕人及少數族裔群加入獅子會的大家庭服務社
會。前國際理事文錦歡獅姐從去年度被委任為
「新聲音」憲章區主席後，致力推動性別平等和多
元化。透過不同講座及服務，讓更多不同群體了
解及加入獅子會。本會創會會長嚴偉貞獅姐、前會長鄧麗兒獅姐、前會長關美儀獅姐和尹瑞琴獅姐參與
啟動禮過後，更深入了解到今年度推動「新聲音」的宗旨及活動大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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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太子
獅子會
Hong Kong Prince Edward
國

會長
張少華

資訊委員
黃淑貞

際獅子總會中國港澳 303 區於 2019 年 8 月 10 日舉行

「2019-2020 年度區職員暨屬會職員聯合就職典禮及

餐舞會」，當天有 3 位新獅友加入香港太子獅子會，現場完
全可以感受到各獅友們的熱情並充滿了使命感，大家一定會
竭盡所能去履行獅子會「We Serve」的精神！

「竹園區神召會 – 屯門康樂
庇護工埸探訪日」
中秋節快到了，本會今年的首次服務於 2019 年 8 月 16 日正式開
始，本會每年也會探訪屯門康樂庇護工場及送上應節食品與福袋共
度佳節，所以與一眾的工作人員及工友也有一定的認識。
庇護工場是給予一些智障人士也可以有工作能力的機會，工場分別
有幾個不同的生産線像流水作業式的運作，雖然只是一些很簡單的
工作，但是他們均很認真地做好每個工序。我們更參觀了他們的宿
舍，約有五十位院友在此寄宿，他們的房間地方寛敞整齊，每人也
有自己的個人空間，他們在此生活樂也融融！雖然只是短短數小時
的探訪，卻可以從他們身上深深感受到他們的純真和愛！人與人之
間相處其實可以很簡單！

聯 誼 活 動「 夜 遊 維 港 」
完成服務之後，當晚本會各獅友們也進行了第一次的聯誼活動「夜遊香江睇激光自助晚餐及 8 月之星生日
會」，大家於尖沙咀登船出海遊覽「東方之珠」之名的香港景色！在美麗的夜色下，美酒佳餚，開懷暢飲，
高談闊論令我們每人也度過了一個愉快的星期五晚上！

「明愛富東苑中秋聯歡會」
我們第二次的服務就是在中秋佳節前，在 2019 年 9 月 6 日探訪位於東涌的明愛富東苑安老服務中心，當
日一班公公婆婆們集合在中心的禮堂跟我們眾獅友一起玩健身操、撕紙比賽遊戲、問答遊戲環節等。我們
更有獅友表演獻唱粵曲及
懷舊金曲，令有些公公婆
婆也一起唱起來！我們更
準備了應節的心意福袋，
預祝他們中秋節快樂！在
這次的探訪可以看到人總
會有老的一天，當人老了
其實他們也很需要人的關
愛！只要我們可以百忙中
仍抽些時間去給予愛和關
懷是一個很好的福德。

2019年9月至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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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深水埗
Sham Shui Po Hong Kong

獅子會

會長
陳振文

高爾夫球獎

深獅關懷日

恭

賀本會陳立銓獅

中秋過後，長者活動漸減。於中秋節後，本會於九月二十一日在深水埔街坊會

兄於二零一九年

舉辦了一次「深獅關懷日」，接待一百二十名深水埗區長者。這次活動由第二

八 月 二 十 二 日「 一 年 一

副會長駱健宇獅兄領導及由一眾獅兄、獅嫂及義工們共同籌備，更得到懲教愛

度總監盃高爾夫球賽」

群義工團小欖分隊支持。我們準備了日常用品作福袋，更準備了每人兩張飯

榮獲下九淨桿最佳分數

券。當然不可缺少表演及互動活動，如由懲教愛群義工團領導與長者們齊齊耍

獎。這次比賽在粉嶺球

太極，長者問答遊戲及獅兄獅嫂表演與長者一起卡拉 O K。每次長者活動後，

場舉行，約有三十多位

最感動的是他們笑逐顏開地離開及對我們說的一聲多謝！

參賽者。

荃灣

獅 子會
Tsuen Wan Hong Kong

2019-2020 年度
荃灣獅子會
就職晚宴

荃

灣獅子會新一屆理事會就職晚宴於
9 月 25 日 假 銅 鑼 灣 富 臨 飯 店 阿 一

鮑魚順利舉行，承蒙王恭浩總監、陳毅生
前總監、第十一分域主席徐玲玲獅姐親臨
到賀，見證新一屆理事會成立，實為本會
之光。
荃灣獅子會一眾獅友與
王恭浩總監合照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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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長
潘俊彥

香港新時代
獅子會
Hong Kong New Era

會長
余家偉

結盟會交流

本

會於 2019 年 8 月 4 日進行了與結盟會交流的活動，一行共
11 名獅友一同出席了深圳獅子會新安服務隊 2018-19 年度

致敬會暨 2019-20 年度就職典禮活動。透過兩會交流，互相認
識彼此的會員，加深了解兩會的不同背景和文化，不但促進了
兩會友誼，更擴闊了會員的視野和網絡，期待兩會日後能夠有
更緊密的聯繫，更多的合作，一同服務社會，共建獅誼。

長者福袋派發慶中秋
另外，本會與香港尖沙咀獅子會及油麻地街坊福利事務促
進會於 2019 年 8 月 31 日合辦舉行「千家歡聚慶中秋 2019」
活動，包裝有香米、月餅、生果等的福袋，並派發予有需
要的長者，服務受眾多達 1,000 人。透過活動會員可以身
體力行服務社會，更將節日的關懷及祝福送到千家萬戶。

創會周年晚宴及就職典禮
一年一度「新時代」的盛事，「新時代，新希望」創會 9 周年慈善晚宴暨第 10 屆就職典禮於 2019 年 9 月 6 日
假香港洲際酒店圓滿舉行，感謝多位前總監、一眾獅友及結盟會深圳獅子會新安服務隊的參與，當日除
了進行了新一屆會長交接儀式、理事會成員就職，更進行了 4 位新會員的入會儀式。除此之外，當日亦舉
行了慈善拍賣、抽獎、唱歌表演等籌款環節，
為明年的服務計劃合共籌得超過十萬元正的經
費，在此再一次多謝各位獅友及朋友的鼎力支
持。活動能夠順利舉行，有賴大會主席許志傑
獅兄、會長余家偉獅兄及一眾籌委會成員的悉
心安排，亦要讚賞香港新時代青年獅子會的會
員落力幫忙，協助擔任不同的角色，使各項程
序能暢順運作。

青獅年度優秀屬會及
我最喜愛會長獎項
本會創立青年獅子會 5 年以來，一直支持青年
獅子會的運作及發展，重視與青年獅子會成員
的關係，對於青年獅子會成員多年的努力及成
果予以肯定。同時，祝賀本會青年獅子會於青
年獅子區會中榮獲年度優秀屬會及我最喜愛會
長的獎項，勉勵年青會員繼續發揮獅子會「我們
服務」的精神，能夠發揮自我，服務社群，在獅
子會的群體中一同茁壯成長。

2019年9月至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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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又一村
獅子會
Hong Kong Yau Yat Chuen

會長
姚瑞添

「屯獅濃情三十載 齊創未來更精彩」

8

月 29 日又一村
獅子會共 18 位

獅兄獅姐，出席了屯
門獅子會在尖沙咀洲
際酒店大禮堂舉辦的
第三十一屆職員就職
典禮暨三十周年慈善
餐舞會，並恭賀梁鳳
華獅姐榮任 20192020 年度屯門獅子
會會長。當晚全體 303 區領導亦有到場祝賀，是次就職典禮隆重非凡，各屬會會長及獅兄獅姐們濟濟一
堂，交流慈善心德，交談甚歡，增進獅誼。慈善餐舞會場面熱鬧非常，慈善籌款亦超標完成，各出席嘉
賓們都歡度了一個非常開心及難忘的晚上。

「兩港同心護幼苗 2019」
由明歌知欽慈善基金主辦，又一村獅子會協辦的親善探訪。
「廣西省防城市山同中鎮八小學」團隊共 50 位善心人士於 9 月 1 日至 3 日由明歌知欽、姚瑞添會長親自率
領乘高鐵抵達南寧市，將小學生們所需的物資，包括大型熱水爐兩套、防水透氣絲綿外套 620 件、乒乓
球枱、文具等送到 600 位小學生學校裏。這些小學生大部分都是「留守兒童」，父母在外地打工的，所以
逼於現實要選擇在設施簡陋學校留宿，環境很一般，例如 ︰連日常沖涼也是自行用柴火燒水再自行運到沐
浴間，學生年紀小，滾水高溫，這是一件很危險的事，但每日也要重複經歷，而今次探訪送贈的這些物
資都是他們目前最急需的。是次之行香港善心人士亦帶給學生們關愛及支持，讓他們可以更用心學習及
將來回饋社會。
探訪活動結束後，在
乘高鐵回港期間，各
善長都認同雖然這三
天是艱苦旅程，睡木
板床，但這是一次好
好的親身體驗，亦都
非常有意義！讓善長
們可以更了解山區小
學生的實況，可以給
予更貼心及迫切的幫
助。姚會長說助人為
快樂之本，希望將來
有機會可繼續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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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炮台山
Hong Kong Fortress Hill

獅子會

會長
婁國芳

資訊委員
伍鳳瓊

本會的緣份：多了一位獅姐新成員
以下是她的自我簡介：
「大家好！我是梁少霞。
我已從事教育工作數十載，目標是培養有質素的新一代，透過高效能的領導及管
理，把愛的抱負及使命發揮更臻完善！當我於本年 8 月 10 日舉起右手宣誓加入成
為獅子會會員的時候，其中誓詞內『……為服務人群，發揮獅子精神……信守不
渝。 』已深刻地烙印在我的腦海內，這正是我入會的主要目的。發揮獅子會『w e
s e r v e』的精神，實現更多元、更多彩的美好願景，是需要有坐言起行的信念，我
相信我把多年來工作上的心思意念及正能量化為行動，積極參與『服務』這個沒有
終點的旅程，在炮台山獅子會仝人的帶領下，學習，再學習……」

與「 耆 」運 動 – 中 秋 樂 融 融
9 月 7 日（星期六）趁着中秋節前本會安排了往深水埗探訪
一間約有 50 位長者的小型護老院「康寧之家」。由於護老
院禮堂場地狹窄，長者人數也不太多，因此是次小型服務
由本屆會長婁國芳獅姐、龍惠均獅兄、周燦強獅兄及伍鳳
瓊獅姐一行四人出席！
探訪活動在中午開始，獅友們先和長者們閒聊，長者們都
很願意分享自己的生活片段，並表示非常高興我們來探
訪。跟着我們安排了體適能導師講解和教授一些伸展運
動，隨着獅友從旁不斷鼓勵下，長者們都很快投入一齊做
簡單的伸展動作。最後長者們歡歡喜喜地接受本會預備好的福袋：低糖月餅、餅乾、毛巾、紙巾等。他
們更表示希望我們能再去探訪！出席獅友們都有同樣感受，原來簡單的一個送暖行動，長者們已經感受
到被關懷的快樂！

中秋關懷行動 2019–YODAC
9 月 19 日（星期四）本會與國際獅子總會中國港澳 303 區「青年拓展及警覺禁毒委員會 – Y O D A C」一起合
辦，在灣仔修頓中心「香港戒毒會」舉行中秋關懷行動 2019 晚會！
是晚本會創會會長譚洪輝獅兄、本屆會長婁國芳獅姐及本會六位獅友、聯同 YODAC 主席李和昭獅兄及幾
位其他屬會的獅友一同出席。在簡單儀式後，大家與康復者一起享用由屬會贊助的自助晚餐，跟着有遊
戲節目「Bingo」，參加者在過程中非常投入，中獎者高高興興領取小禮物！
當然少不了應節的月餅！大家一邊品嘗着月餅，一邊欣
賞本會李錦榮獅兄精彩的結他演唱，在場人士有拍手和
唱的，更有忘我地聞歌起舞。康復者與獅友們打成一
片，載歌載舞，全場充滿歡樂氣氛！
Y O D A C 的恆常每月服務已持續多年、本會創會會長譚
洪輝獅兄及歷屆會長們都十分支持這個有意義的服務！
今次藉中秋佳節晚會，康復者能接收更多的正面訊息、
關懷和鼓勵，感受到人間有情，自己不是孤單的，前面
的路仍是充滿希望的！

2019年9月至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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錦繡
獅子會
Hong Kong Fairview

會長
馬汶靖

2019 錦繡獅子會喜迎中秋頌耆年

2

019 年 9 月 8 日，在一年一度傳統中秋佳節來臨之際，錦繡獅子會聯同元
朗大會堂今年攜手合作舉辦錦繡獅子會喜迎中秋頌耆年的活動，與 250 位
老人家歡聚一堂，共慶中秋。今年元朗大會堂用全新面貌的綜合大樓禮堂與老
友記共度中秋，為老友記帶來全新的體驗及感受。
今年我們十分榮幸邀請到 303 區總監王恭浩獅兄、上總郭美華獅姐、第一
副總監梁禮賢獅兄、第二副總監梁麗琴獅姐、G S T 協調員馮妙雲獅姐和第
十分域主席徐斌獅兄為活動主禮嘉賓。
G S T 協調員馮妙雲獅姐為老友記大展歌
喉，獻唱不少金曲，令活動精彩不斷，
驚喜連連，不只有馮妙雲獅姐為老友記帶來精彩的節目，之後更有我會
邀請的不同屬會 2019-2020 年度會長連同魔術師一齊為老友記表演
魔術。
在歌聲中，義工們有序地為眾老人家送上月餅、福袋及小禮物等，讓老人中心的老人家感受到節日的歡
樂及溫馨，亦感受到我們的溫暖和關愛，活動在一片溫馨的氣氛中圓滿結束，但願經過我們努力，明年
類似的活動能惠及多一些需要關愛的人。

香港油尖旺
獅子會
Hong Kong Yau Tsim Mong

會長
張瑞芳

「 劏 房 大 變 身 」義 工 服 務 計 劃 啟 典 動 禮

本 港劏房一直為人詬病的問題，為改善劏房戶家庭的居住環境，由家
居维修義工協會聯同設計匠裝修顧問及西德板公司合辦，浸信會愛

羣社會服務處浸信會愛群服務中心及香港荷李活獅子會協辦，舉行一項名
為「劏房大變身」義工服務計劃，受惠家庭數目達 30 至 50 人。活動由本
會會長張瑞芳獅兄帶領獅友們參加由第十七區分域主席陳漢文獅兄主辦的
「劏房大變身」義工服務計劃。另外，9 月 28 日他們更實地探訪及裝嵌計
劃，當天義工到訪了一個位於深水埗區
五口劏房之家。
為隆重其事，2019 年 9 月 14 日於九龍
旺角道 33 號凱途發展大廈 1403-1404 室浸信會愛羣社會服務處舉行
「劏房大變身」義工服務計劃啟典動禮。出席的協辦機構包括：浸信會
愛羣社會服務處、香港荷李活獅子會、九龍城獅子會、淺水灣獅子會、
油尖旺獅子會。
獅子會與家居维修義工協會為香港註冊非牟利團體，一向關注基層市民
居住環境並致力提供義務協助。劏房受惠家庭讚揚是次活動大大改善了
他們的居住環境，希望他們可以幫助更受惠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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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龍灣
Kowloon Bay

獅子會

會長
盧子安

資訊委員
列學明

星星運動會

九

龍灣獅子會在 2019 年 9 月新學期的一開始，
舉辦了一個為星兒家庭的室內小小運動會。

星星運動會今年已經是第三屆了，三年來共服務了
120 個星兒家庭，每一次的星星運動會後，獅友、
義工及受衆們皆能感受到滿滿的感動。
誰是星兒？在這個地球上，有些孩子在人生一開
局，就注定較別人走得艱難！星兒的家長所承受的
壓力及痛苦為什麼不足對外人道？
星兒的外表看起來和常人一樣。他們的視覺沒有損壞，但
無法跟人有眼神接觸！他們的聽覺沒有障礙，卻聽不懂指
令！更甚者無法理解語意。他們的嘴巴會出聲音，會吃東
西，但是卻因為語言障礙無法正常與人溝通！
這些孩子就好像住在地球的外星人，是這麼的與我們格格
不入，所以外界稱他們為星星的孩子！
就因為星兒的外表與常人無異，但是由於有社交、語言的
障礙，性格非常的固執，行動上亦有古怪的行為。所以星
兒的父母們，常常被外界誤解，世人常責備星兒家長們
「唔識得教仔」，香港地少人多，所以星兒家長非常懼怕帶
孩子上街，害怕被外人歧視，害怕被外界責罵，星兒家庭
承擔的壓力之大，非外人可以理解。
所以九龍灣獅子會希望能夠藉由星星運動會這個服務，除
了與星兒家庭一起玩運動遊戲同樂之外，中午更準備了午
餐與他們共享。由於星兒的能力特殊，平常在學校很少能夠領獎，大會特別準備每一個孩子都受頒一個
金牌，孩子們雖然表達有困難，拿到金牌後都看得出他們很開心的樣子。
除了與星孩兒玩運動遊戲之外，我們也與他們一起唱歌，而且
很幸運三 O 三區總監也到來大力支持九龍灣的服務，更與星孩
兒們一起歌唱跳舞，讓他們非常開心不亦樂乎。
希望九龍灣獅子會的服務可以拋磚引玉，讓獅友們及多一些社
會大眾了解星星家庭的困難及需要，使生命影響生命，世界更
美好！
2019年9月至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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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新界西

獅子會
Hong Kong New Territories West

會長
劉學強

香 禮」，承蒙各位獅友及嘉賓朋友蒞臨出席，已於 2019 年 9 月 16
港新界西獅子會「2019-2020 年度慈善晚宴暨青獅成立就職典

日（星期一）假帝京酒店圓滿舉行。當日超過二百多人獅友及嘉賓朋
友到場，場面非常熱鬧。我們由衷感謝各位師友及嘉賓朋友鼎力支持
及贊助，令晚宴生色不少。此盛會全賴總監、前國際理事、上屆總
監、第一副總監、第二副總監，前總監、區職員、母會會長，友會會
長的支持及親臨指導，讓本次晚宴更加光彩榮耀。香港新界西獅子會劉學強會長及全體獅友今後定當繼
續努力，我們將本著『我們服務』的獅子精神，與大家一起投入貢獻更多力量，攜手為社會上有需要的人
士服務！籌辦不同的慈善工作，盡顯對社會的關懷，讓更多弱勢社群受惠，建設和諧社區。
香港新界西獅子會創會會長李星強師兄、黃嘉俊師兄與陳沛堅獅兄，
出席 2019 年 8 月 31 日「第五屆屯門傑出小學生嘉許計劃嘉許禮」。
香港新界西獅子會黃嘉俊獅兄和
劉挺仲師兄出席 2019 年 9 月 11 日
中秋關懷活動，向有需要的長者及弱勢社群捐贈月餅送上中秋關
懷。另外本會亦贊助 2019 年 9 月 12 日屯門區居民服務社「和諧社區
關愛賀中秋」。

摩星嶺

獅子會
Mt Davis Centennial

高 興會 本長 年張 度海

燕獅姐帶領我
們服務社會，
履 行 本 會 理
念 ：「 維 護 自
然生態、保育
歴史遺跡」。

會長
張海燕

資訊委員
吳基華

本會的一個重要宗旨就是要為維持這個平衡生態環境系統免受干擾出一分力。
在社會高速發展的世代，軍事遺跡的保育尤為艱巨。有云「前事不忘，後事之師」，藉
着對戰爭歷史的認識，喚醒大家和平的可貴。盡力避免發生戰事，免除炮火對地球環境
的無情傷害。愛護我們的家園，愛護我們的地球村。
我們全體會員承諾上下一心，秉承「我們服
務」的獅子精神，朝著本會的宗旨而奮進！
8 月 11 日，我們浩浩蕩蕩前往海下進行海岸
義工保育活動。

8 月 24 日本會
呂有琪獅兄出
任國際獅子會
腎病教育中心
及研究基金永
遠榮譽會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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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為非牟利機構，所有會員均為義工，至今為止我們仍未有受薪員工，如認同本會宗
旨及贊助活動經費，請捐助我們活動，善款多少不拘，任何人士捐款港幣一百元或以上
可獲發免稅收據，支票請寄至我們辦事處地址，支票抬頭請寫「摩星嶺獅子會有限公
司」或英文名「Lions Club of Mount Davis Centennial Limited」或將有關款項存入
以下銀行賬戶：
ORGANIZATION NAME 機構名稱：Lions Club of Mount Davis Centennial Limited 摩
星嶺獅子會有限公司
BANK NAME 銀行名稱：Bank of China 中國銀行
ACCOUNT NO. 賬戶號碼：012-891-0-009245-8
並將銀行收條及資料電郵至 sinniedga@gmail.com 我們收到後將會發出收據。
我們的宗旨及抱負
獅子精神 服務社群
保護環境 捍衛歷史
我們服務 我們關懷

September & October 2019
www.lionsclubmdc.org

香港中華傳統文化
獅子會
Hong Kong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會長
蔣翠琼

2019 年 9 月 17 日
2019-2020 年度第三次理事
會及例會暨第七分域主席費志
恩獅兄親善探會

第

三次理事會及例會於銅鑼灣星海薈順利舉行，感謝本會
指導獅兄伍志剛獅兄抽空出席，第七分域主席費志恩獅

兄非常有心，送贈本會獅友每位一份鮮果禮盒慶中秋。會後筵
開兩席，獅友們一同晚飯聯誼。

2019 年 9 月 20 日
《開心共聚中秋節》
本會會長蔣翠琼獅姐、指導會長戴德祥獅兄、創會會長吳翰城獅
兄一同帶領十多位獅友及嘉賓前往保良局方譚遠良健樂中心，探
訪 100 位長者老友記。
好高興香港半山獅子會會長黃陳德芬獅姐也賞面出席參與今次服
務，更與本會創會會長夫人曹瑪莉獅姐共唱一曲《帝女花》，長者
們紛紛聽出耳油。創會會長吳翰城獅兄則與關曾娣容獅姐（蝦嫂）
合唱《分飛燕》丶譚子盈獅姐與好友玲寶真小姐唱出《俏潘安之洞
房》丶而黃惠蓮獅姐唱出《蟬院鐘聲》等等。
除了長者們最喜歡的粵曲丶懷舊曲表演外，我們還安排了 B i n g o
跟長者們互動遊戲一下，派送小禮物，大家開心，氣氛熱鬧。活
動尾聲時，院舍準備了感謝狀鳴謝一眾義工們，我們亦逐一親手
送上福袋禮物予長者們，除了粉麵丶餅乾等禮物，我們還特意預
備了心意湯包。此外，還需同時鳴謝香港浩峰獅子會指導會長劉
星谷獅兄特意送上有機哈蜜瓜予長者們一同享用。今次活動節目
緊湊而精彩，大家都樂在其中！本會希望於這個中國傳統節日 –
中秋節，送上本會的關愛及心意。
後記：適逢當天是本會會長蔣翠琼獅姐的生日，我們特意奉上生
日蛋糕，炮製了一個生日驚喜，共同祝賀一番！

創會五周年紀念 暨 2019-2020 年度
職員就職典禮
本 會 將 於 2 0 1 9 年 1 2 月 6 日（ 星 期 五 ）晚 上 假 座 旺 角 帝 京 酒 店 宴 會 廳 舉 行 ， 希 望 各 位 獅 友 丶 嘉 賓 多 多
支持！

2019年9月至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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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摩利臣山
獅子會
Hong Kong Morrison Hill

會長
姚金偉

香港摩利臣山獅子會 x 利東街 中秋敬老樂融融
2019 年 8 月 31 日，香港摩利臣山獅子會聯同利東街合辦了一次中秋長者愛心
探訪服務。
服務當天的早上，香港摩利臣山獅子會的獅友及義工，連同利東街公開招募的
義工，當中有大朋友也有小義工，一大清早已經雲集勵德邨莊重文敬老中心，
為 200 位長者準備愛心福袋，迎接這次充滿歡樂及愛心的中秋派對。
早上十點，在大會主席莊瑋玲獅姐的帶領下，派對正式開始。
首先由兩位主持人，吳詠詩獅姐及她的 6 歲兒子一起
上台，這一大一小的司儀組合已為在場所有老友記帶
來一片歡樂氣氛。
接著，在本屆會長姚金偉獅兄的致詞後，各位獅友及一眾義工，跟勵德邨的老
友記共聚兩個小時，一起玩遊戲、拿獎品、唱唱歌，共享一個愉快的早上，為
中秋佳節送上愛心。
今次服務，香港摩利臣山獅子會跟超過 120 位勵德邨的長者一起提前慶中秋，共
送出超過 200 個愛心福袋，為社區出一點力，加一點正能量，為香港打打氣。

香港黃金海岸
Hong Kong Gold Coast

獅子會

會長
梁麗貞

資訊委員
耿灝

膳有善報 – 獅愛關懷賀中秋
2019 年 9 月 9
為 了讓長者可以享受一個歡樂的中秋節，本會眾獅友在創會會長梁麗貞獅姐的帶領下，於
日在僑港伍氏宗親會伍時暢紀念學校舉辦了「膳有善報 – 獅愛關懷賀中秋」活動。本次活動邀請了國

際獅子總會中國港澳 303 區上屆總監郭美華獅姐、國際獅子總會中國港澳 303 區第二副總監梁麗琴獅姐、
國際獅子總會中國港澳 303 區第六分域主席楊雋永獅兄擔任主禮嘉賓，同時亦邀請了多位嘉賓及獅友一同
參與活動，當中包括：本會指導潘偉基獅兄、本會永遠名譽會長王桂芬女士、林伊薇小姐及余飛先生。
當天有 200 位長者受惠，本會獅友及義工共 80 人參與。本次活動使用了 200 多個手作燈籠為吊飾圍繞著
佈置院舍會場，增添了歡快的節日氣氛。此外，本會也贈送了 200 份中秋福袋予長者，當中包括月餅兩
個、水果（香蕉及雪梨）、壽麵、餅乾、祝福語及特製美味飯盒一個。長者臉上都展現出喜悅的笑容，對
燈籠愛不釋手，有長者稱：「能夠在中秋佳節收到獅子會的祝福，感到十分開心。 」活動中獅友們還高歌
助興，眾人在一片歡笑聲中共度了一個難忘的中秋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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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比華利山
Hong Kong Beverly Hills

獅子會

會長
何偉略

九月份活動

適

逢中秋節，香港比華利山獅子會於 2019 年 9 月 1
日應邀出席於觀塘海濱長廊舉辦之慈善龍舟賽，

當日有逾二千四百名人士參與活動，當中不乏眾多工商
界及政府部門人員出席，實為盛況空前！是次比賽除了
為「匡智會」
（本港一所專為智障人士服務的非牟利機構）
籌得善款外，亦為各獅友提供了一次有益身心之交流聯
誼活動。本會於個多月前已精挑細選數名體魄強健的獅
友及青獅為比賽加緊操練，望能與各界人士一較雌雄。
當日幸得天公造美，讓比賽能於一號風球情況下順利舉
行。本會獅友及各青獅亦施展渾身解數，於芸芸強手中
勇奪小組第四名，可謂不負眾望。
有鑑於本會 2019-2020 年度服務宗旨之一 – 積極參與
總會及區會活動，故有幸於 2019 年 9 月 20 日本會第三
次例會會議中，由本會會長何偉略獅兄邀請到 20192020 年度第二副總監梁麗琴獅姐及何銳祺指導會長出
席探會，並為區會最新資訊應用程式 – D303 作講解、
宣傳港澳獅子服務日及新春開運跑資訊，在此致以感
謝。同時感謝 2019 -2020 年度第四分域主席陳紹聰獅兄一同出席探會，為本會獅友帶來最新分域會務
資訊及目標導向，幫助各獅友更了解各屬會架構及運作，亦便於本會制定本年度服務方針時，能一併考
慮區會服務內容及時間，實現本會積極參與及協助之宗旨。
當晚適逢國際獅子總會中國港澳 303 區前總監馮妙雲獅姐、2013 - 2014 年度會長及各區職員於同一場
地聚餐，故有幸在會後得各位一起前來為本會獅友作指導及交流，實在是蓬蓽生輝，在此感謝各方單位
支持及鼓勵。

2019年9月至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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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國金
獅子會
Hong Kong IFC
國金獅子會第二屆潛水清潔海床
傷健潛水•保護海洋
2019 年國際海岸清潔日，香港國金獅子會於 9 月
為 支持
15 日主辦第二屆潛水清潔海床的環保活動，攜同超過

30 名志願傷健潛水員完成一項清潔西貢海床及海岸的服務。
這項可持續性環保活動由香港國金獅子會（Lions IFC）主辦
及全額資助，旨在營造一個更清潔的海洋環境、提高港人
對塑膠廢物污染海洋的關注。主辦單位更希望藉此活動推
廣傷健共融，促進平等參與及社區融合。
國金獅子會指導會長鍾家輝表示：「我們有責任為後代保育環境。環境保育是
國際獅子總會五個服務項目指引之一。在過去短短的四年來，國際獅子總會
已為六千四百萬人提供環境保育的服務。
我們非常高興及榮幸可以邀請到國際傷健潛水協會成為這項服務的支持機
構。通過國際傷健潛水協會與，我們希望可以宣揚『傷健共融』的信息，讓健
全和殘障潛水員可以一同攜手合作清潔海床。此外，我們也感謝安盛保險公
司為此次活動提供免費的公共責任保險。」
在環保方面，我們會鼓勵做很多『小』事情：減少使用即棄塑膠水瓶、在購買凍飲時要求『走管』不使用塑
膠吸管，也減少使用即棄餐具。當塑膠被掉進海洋後，它們不會自然分解並會進入食物鏈；如果我們不
停止『塑膠海洋』，便是間接向我們的子孫餵食塑膠！因此，我們要通過回收、再用和減少使用來防止海
洋污染。
在這服務中潛水員從海床清理出 200 公斤的垃圾遠比預期為高；其中塑料佔超過百份之五十，其次是玻
璃和金屬。無獨有偶，去年 9 月 16 日大自然之母提醒了我們 “塑料海洋” 有多近和嚴重。如果大眾對海洋
中的塑膠垃圾數量表示懷疑，請回顧香港杏花邨在「山竹」超級颱風後所留下的 “禮物”。
我們感到非常幸運，國金獅子會能於今年國際海岸清潔日舉辦傷健共融攜手推動環保活動，為地球村盡
一分力量！

Lions Dive Against Debris - Embrace Challenge Together
and Protect Our Ocean
Lions Club of Hong Kong IFC organized “ The 2nd Lions Dive Against Debris” to support
2019 International Coastal Cleanup in September, and led over 30 volunteer divers
including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 cleaned the seabed and coastal in Sai Kung, Hong
Kong for this environmental service on 15 September.
The above sustainable event was led and fully funded by Lions Club of Hong Kong IFC.
The aims are not only to have a cleaner underwater environment for Hong Kong, but
also to promote a sense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nd raise the awareness on plastic
waste pollution in the ocean. In addition, the group would also like to enhance public
awareness of the disabled community’s equal participation and their integral contribution
in the event, and our wider society.
Lion Franki Chung, Immediate Past President of Lions Club of Hong Kong IFC, remarks, “The Environment is
one of the five global causes of Lions Club International, one by which Lions have served 64 million people in
the past four years alone. We have a responsibility to conserve a better environment for our future generations.
We are extremely delighted and honored to have 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Hand-In-Hand Divers (IAHD)
being our supporting organization in this cleanup service. Through the participation of IAHD, we would like to
bring out the message that both able-bodied and disabled divers can work hand-in-hand together, to clean
up our seabed and beaches. Moreover, we are grateful for AXA to provide the public liability insurance on this
event for fr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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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en it comes to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there is a long list of “small” things that we “SHOULD NOT DO”:
Avoid using plastic water bottles or plastic straws, when we order cold drinks and use less plastic disposable
cutlery. Plastic is non-biodegradable. Unfortunately, when these “small” plastics are disposed to the ocean,
they are not biodegradable and will go into the food chain and eventually into the body of human beings. If we
are to take no action to stop "Plastic ocean", we will indirectly feed these plastics to our future generations!
Therefore, act now and stop plastic pollution by Recycle, Reuse and Reduce.”
During the service, divers collected 200kg of litter, which was more than expected. The majority of these
were plastic litter (over 50%), followed by glass & metal debris. Last year 16th September, exactly a year after
coincidentally, mother nature reminded us how true and serious
the “plastic ocean” issue is. If there is anyone dubious about how
plastic wastes has impacted our ocean, please be reminded about
the "gifts” left ashore Heng Fa Chuen in Hong Kong by the super
typhoon "Manghkut".
We are very delighted that Lions Club of Hong Kong IFC had the
opportunity to embrace disabled community members for our
service whilst promoting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marking our
combined efforts to Earth Village on International Coastal Cleanup
Day annually!

贊助發行冠軍作品，海洋朋友提倡環保
桌上遊戲設計比賽，推動環保智慧城市
「香港 GG: 一齊玩 Green Game」是一項推動轉廢為能，提倡綠色文化，以環保智慧城市作主題的桌上遊
戲設計比賽。
國金獅子會以策略夥伴身份，贊助太平山青年商會舉辦此極有意義的比賽活動，鼓勵青年人暫時放下手
機遊戲，把握時候抬高頭看一看香港，嘗試轉廢為能，以創意設計環保城市
桌上遊戲，加強年青人對人際關係及團隊精神的價值觀。我們從 60 多份優
秀的作品中挑選了 5 份最好的作品進行決賽，最後由提倡環保解決方案的
「海洋朋友」奪得冠軍。
2019 年第三季度，我們為冠軍作品「海洋朋友」進行大量生產。感謝國金獅
子會 Brian Lui 獅兄的公司 Capital Financial Press，予以慷慨支持，全數
贊助冠軍桌上遊戲「海洋朋友」大量發行面世，免費派發給有關團體及機構，
提倡年青人發揮創意及團體精神，推動環保城市，轉廢為能。

Sponsoring the Board Game Winner The Ocean Firend Promoting Green Culture and Foster
Smart-City Initiatives
“GG Hong Kong: Good Game. Go Green” is a board game competition for smart-city initiative, aiming to
promote energy-recycling and green culture in Hong Kong.
Lions IFC played a role as strategic partner and sponsored JCI Tai Ping Shan for this meaningful board game
competition. With a goal to encourage the youth put aside their cell phone and spare more time on community
physically, this competition intends to further explore the creativity of young people and to strengthen their
value over team works through design of environmental board games. Out of the 60 excellent designs, we
selected the top 5 for the semi-final. Eventually, the champion went to the board game “The Ocean Friend”.

2019年9月至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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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uring the 3rd quarter of 2019, we fully sponsored the winner for the mass production of the “The Ocean
Friend”. Thanks to the generous support and sponsorship to Capital Financial Press, which owned by Lions
Brain Liu of Lions IFC, we were able to produce and launch the board game “The Ocean Friend” to the
public. The products of this board game will be freely distributed and offered to NGOs and other charitable
organizations, fostering the creativity and team-spirits among young generation as well as supporting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nd energy-recyc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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熱非常的九月份，全港市民迎來合家歡聚的中秋節，中秋節仍中國人三大節日之一，人月團圓，亦
喻為一個最溫馨、最有人情味的一個節日。這麼重要的節日，當然少不了和平獅子會愛心天使的出

動，為香港帶來喜洋洋的正能量。高效率的和平天使們的行程經常非常緊湊，一天走兩三個活動，真是
活力全開。9 月的 7、8 號兩天和平獅子會出動了，一行 20 多位獅友提前派發月餅賀中秋。
9 月 7 日早上，香港和平獅子與多個社區團體，康頣慈
善基金會、康頤長者中心、聖約翰馬爾他爵士基金（遠
東總會）有限公司、香港灣仔區各界義工團和跑馬地鵝
頸橋區街坊福利會，在灣仔東園酒家宴請 360 名港島
區 65 歲以上長者飲早茶，提前派發月餅及福袋與他們
慶祝「秋月頌親團圓聚」，當日還有歌唱表演助興，樂
也融融。
晚上香港和平獅子會與跑鵝街坊福利會合辦「跑鵝粤曲賞月唱聚」，除派發月餅及福袋予 160 名長者外，
還有粤曲欣賞，與他們共度一個開心的晚上。那天所有月餅、福袋全是聖約翰馬爾他爵士基金（遠東總
會）有限公司陳延邦爵士，即我們創會會長及會藉理事林靄嫻獅姐全力贊助，感謝萬分！
9 月 8 日為元朗東海愛
兒之家和培澤弱智協進
會 300 名弱能人士送關
懷，黃立仁獅兄贊助全
日愛心月餅。第一站是
東海愛兒之家，全是由
10 多歲至 40 多歲的弱
智院友，這兩年已去了
數次，當我們來到院舍時，很多院友像踫到老朋友，非常興奮，還說記得我們，非常感動！大家一起玩
遊戲、唱歌跳舞，活動氣氛非常好，但因還要去另一家院舍，唯有逗留一會，便匆匆離開，真有點捨不
得。第二站是培澤弱智協進會，這院舍是第一次探訪，也是派月餅及福袋，玩遊戲及唱歌，原來不少院
友喜歡唱歌，就這樣便玩到黃昏日落，還約定下次呢！
9 月 29 日乘搭早上 8:40 的船到坪洲。坪洲人口 5,300 人，65 歲以上的老友
記約 600 人，佔坪洲 10% 以上，香港和平獅子會和坪洲協進會合辦，派發福
袋予島上 600 名 65 歲以上的長者，全島最高齡的 102 歲的婆婆也出來領取褔
袋，活動後衆獅友遊了坪洲鄉間古道，還品嘗了島上馳名的紅豆冰和蝦多
士，午餐於地道的小菜館品嘗美味海鮮和坪洲特色菜，太美味太豐富，讓獅
友又頻頻打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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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例會
2019 年 8 月 9 日 又一村花園俱樂部
本年度第二次例會，邀請到羅鳳菁女士作嘉賓分享，曾策劃毅行者、極地馬拉松等大型活動的 Y v o n n e，
為獅友們分享了很多非牟利機構籌劃活動的寶貴經驗，如何突出項目吸引大眾參與，讓獅友們獲益良
多，亦對星光日後的對外籌款有莫大幫助。

水上共融體驗日
2019 年 8 月 11 日 西貢白沙灣譚華正海上活動中心
過了端午節還可以爬龍舟？由城市獅子會主辦，香港星光獅子會協辦的「水上共融體驗日」，加上醫療輔
助隊龍舟隊義工們的協助，讓田景、安定、朗屏單位的中度智障學員初次體驗龍舟樂趣。首先聽義工們
講解，於龍舟上 1 對 1 從旁指導，學員們玩得投入又開心，加上星光黑武士龍舟隊，一同體驗龍舟樂趣，
度過一個快樂和難忘的海上旅程；其後更有美食及歌唱遊戲，每位義工及學員都相當投入，真正體驗傷
健共融！

星光黑武士跑步及體能訓練隊
2019 年 8 月 21 日 斧山道運動場
星光獅子會除了有失明龍舟隊外，還有一隊跑步體能隊，希望讓一班失明人多點戶外活動，做多些運
動，而義工們亦可以學習領跑，一舉兩得，恆常每兩星期一次（隔星期三晚）。由於服務成功，會員推介
了很多新成員加入，他們都是平日缺乏運動機會的視障人士，渴望能動動筋骨。我們的目的不是要培訓
精英運動員，志在可以讓失明人多一個運動及社交的機會，真正做到傷健共融！由於參加的視障人士急
增，我們需要大量義工協助，如果獅友或你的朋友有興趣成為一位領跑員，請與星光獅子會聯絡，或直
接加入我們的領跑 Whatsapp 群組：https://chat.whatsapp.com/GzOahKKWkrOJfibYxa2oUK

第三次例會
2019 年 9 月 6 日 九龍塘又一村俱樂部舉行
本會第三次例會邀請了指紋分析師林子揚先生作為主講嘉賓，為
獅友們以現代科學方式，揭開隱藏在指紋裏的秘密，原來可以顯
示出自我性格，包括優勢、劣勢、偏好甚至是潛能。各人都唧唧
稀奇，專心學習了解。

星光伴月賀田景
2019 年 9 月 7 日，天公造美的晚上，香港星
光獅子會第三年的中秋服務，今年別具意
義，我們夥拍基督教懷智服務就田景中心一
起服務，在屯門田景露天休憩公園，為中度
至嚴重智障學員、家長及義工們，送上盆菜、表演、月餅福袋及禮物。
「有田景的地方就有星光」，每次見到學員及家長們歡笑的面容，便覺得服
務非常有價值，我們希望能與田景繼續合作，真正做到貼地到位的服務！

新聲音啟動禮暨多媒體短片製作工作坊
2019 年 9 月 21 日
由前國際理事文錦歡獅姐帶領，本會創會會長張芷淇獅姐擔任為服務協調員的新聲音正式啟動，以工作
坊形式為 303 區獅友介紹國際總會新聲音的內容，同時本會周柏康會長以專業導演身份，在工作坊中分
享用手機制作短片的基本知識，讓獅友可以更生動的方式紀錄服務，增強網絡宣傳的效益。

2019年9月至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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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國際獅子總會中國港澳 303 區領導
親臨本會指導

我 屬於「小弟弟」，對於獅子會的會務要求、規
們香港一帶一路獅子會在獅子會這個大家庭

章條例以及會議流程，實不相瞞，我們是一張白
紙。但是，十分幸運的是，各位前輩獅兄獅姐並
不嫌棄我們，相反，循循善誘，悉心指導，令我
們感到這個大家庭的溫暖。
在 9 月 26 日舉行的本會例會，總監王恭浩獅兄、
第十四分域主席伍于宏獅兄親善訪問本會，前國
際理事范佐浩獅兄和文錦歡獅姐、前總監殷國榮
獅兄亦撥冗光臨，與我們分享獅子會「We Serve」
精神，並指導本會的會務發展。
王恭浩總監講話指出，獅子會是一個很好的平
台，為有志服務社會的獅友提供機會，去做有意
義的事，這是大家的信念。
他又說，我們港澳區獅子會今年主要做青少年工作，
因為青少年是社會未來的主人翁，青年強，國則強。
希望我們的工作真真正正能夠對他們有所幫助。
王恭浩總監又分享他參加獅子會的感受就是開
心：「因為大家清楚地知道，可以付出，就是一種
恩賜。而我們獅子會不求回報的付出，就是最好
的恩賜。希望大家抱着這個助人的初心，服務社
會的精神，一齊推動獅子會的工作。」
王恭浩總監相信，一個人做事能力有限，但是如
果 一 批 人 合 力 做 事 ， 力 量 就 很 大 了 。「 我 們 有 資
源，同時有大家的腦袋和智慧，又有眾多的人
脈，我們做的事就可以無可限量，可以輻射式擴
散，感染到我們身邊的人。 」所以，他說，大家加
入獅子會是一件非常開心和榮幸的事。

前國際理事范佐浩獅兄、前國際理事文錦歡獅姐、前總監殷國榮
獅兄與本會理事合照。

范佐浩前國際理事講話介紹他最近參訪一帶一路
國家的經歷，對大家很有裨益。同時，他告誡獅
子會工作要注
意三點，首先
要做好服務工
作，其次不要
分幫派，第三
是 財 務 要 清
楚。這些都是
金石良言，十
分 有 益 有 建 設 杜文瀚獅兄（左）和林少南獅兄宣誓加入獅
子會。
性。
殷國榮前總監特別帶來國際獅子會憲章和 303 區
憲章等十分珍貴的資料，讓本會今後制訂憲章有
所遵循。同時，殷獅兄還提點我們開會時要注意
的事項。
最後，王恭浩總監為
本會兩名新獅兄林少
南和杜文瀚主持莊嚴
的入會儀式。

王恭浩總監向殷國榮前總監致送指導獅兄證書和指
導獅兄獅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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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恭浩總監與本會理事分享獅子精神。

香港一帶一路獅子會
今次例會補選了徐沛
雄獅兄為第一副會長
及改選侯振研獅兄為
新任司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