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飢荒問題刻不容緩

(譯：何桂明獅姐)

感恩節是美國人慶祝他們一年來獲
得的恩典；在大多數國家，感謝上
天的恩賜也是文化的一部分。印度
教徒每一天早上會在他們家的神
殿裡用鮮花和prasadam（一種食
品）敬神。每個印度教節日都包括
祝福和感謝上帝。基於感恩作出奉
獻也是獅子文化的一部分。我們服
務，因為我們感激得到賜予。我們
認識到我們是幸福的一群，因此我
們希望能為貧困的人施以援手。
可悲的是環顧世界上許多人缺乏
足夠的食物；每晚有近8億人餓著
肚子就寢，每15秒就有一個人餓
死！飢餓是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
都同樣要面對的一個問題。令人震
驚的是，有1,600萬美國家庭營養
不足，而我的祖國印度有1.8億人
缺乏食物。在非洲情況更糟，數以
百萬計的人因乾旱、戰亂和高昂的
糧食價格而長期捱餓。
“綠色革命”增加農作物的生產
量，可以征服飢餓，讓我們可以有
足夠食物分發給有需要的人。作為
獅子會會員，我們不用假手於人，
我們有足夠志願工作團隊，樂意親
力親為戰勝飢餓。獅子會明白食物
的重要性，亦清楚理解獅子會的優
勢，國際獅子總會把挑戰飢餓列為
獅子會五大核心問題之一。希望各
位獅子會會員能支持你本土的食
物銀行。幫助餵養低收入在學兒
童。踴躍捐贈給LCIF，讓LCIF能
衡常地支持獅子會挑戰飢餓的高效
項目。
正如德蕾莎修女所說：「我們不是
每個人都可以做偉大的事情。但
是，我們可以用大愛來做瑣事。」
希望各位盡你所能，參與你的屬會
或區會挑戰飢餓服務。獅子會員一
定不負眾望，為有急切需要的人努
力。在這個感恩節，實際上在每一
個月，我都要向全體140萬獅友及
17.5萬青年獅子會會員表示感謝，
感謝他們挑戰飢餓和拯救及豐富生
命的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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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譯：何桂明獅姐)

獅子會保護印度尼西亞兒童免受麻疹和德國麻疹的侵害
議會主席Jono Koesmo宣布獅子會就保護印度尼

為了完成這個偉大的目標，這個運動分兩個階段進

西亞兒童免受麻疹和德國麻疹的努力取得成功。他

行。第一階段於八月和九月在爪哇島的六個省份進

充滿信心地說：「獅子會會員將使這個世界成為一

行。所有學校將在這段日子為6至15歲的兒童接種

個更安全的地方讓我們的孩子生活。」

疫苗，這項運動亦延伸到當地的診所、醫院和社區
中心，以便接觸尚未上學的9個月至6歲的兒童。該

印度尼西亞麻疹和德國麻疹病毒肆虐，每年錄得案

運動的第二階段將於2018年舉行，並將在爪哇島

例數以千計。麻疹是一種可能危及生命的病毒，可

以外的其餘28個省為兒童接種疫苗。Koesmo積極

以使其倖存者腦部受損、失聰和失明。德國麻疹會

參與MR的活動，他亦描述了當地獅友在提高防疫

導致流產或初生嬰兒的缺陷。每年都會有成千上萬

意識和鼓勵參與的時候遇到的一些挑戰。「到目前

的兒童被診斷出患有這些疾病，獅子會會員當然不

為止，有這麼多關於接種疫苗的迷信謠傳和錯誤信

能坐視不理。在獅子會國際基金會（LCIF）的資助

息傳遞至部份學校和家長，着實令我感到驚訝！」

下，印度尼西亞307區的獅子會加入了印度尼西亞政
府和疫苗聯盟（Gavi），推行麻疹和德國麻疹（MR）

印度尼西亞廣泛受到麻疹和德國麻疹影響，感染後

疫苗注射運動。

有可能可以致命或造成無可救藥的破壞。獅子會會
員努力不懈地拜訪學校、宗教領袖和地方政府，並

在這個為期兩年的運動中，希望達到不少於95％的

透過社交媒體、網站、廣播電台、研討會和其他類

免疫接種率的目標，為約7,000萬印度尼西亞兒童

型的廣告，向學校和家長提供資訊，積極宣傳有助

接種麻疹和德國麻疹疫苗。活動結束後，印度尼西

活命的MR疫苗，鼓勵兒童接種。LCIF和獅子會將

亞政府將在國家常規免疫系統中用MR聯合疫苗替

繼續共同努力，確保每個孩子都有機會接受MR疫

代麻疹疫苗。政府希望在2020年之前消滅印度尼

苗注射。

西亞的麻疹和德國麻疹。

2017年11月至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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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監的話

之(三)

陳立德 總監 2017-2018
服務本為根

凝聚獅子心

今年是國際

標，這方面

獅 子 總 會

是由GMT

一百周年的

的會員發展

慶典，我們

及新會成長

以一連串的

團隊負責；

服務來慶祝

而 屬 會 成

此盛事。國

功團隊，則

際會長和未

負責增強獅

來兩屆的國際會長的年度主題均為「我們服務」，與

友對屬會的歸屬感和滿意度，從而令獅友上下一心。

今年303區的口號「服務本為根 凝聚獅子心」互相呼
今年303區也舉辦了各式各樣的訓練，讓獅友在各方

應。

面的領導和統籌才能得到強化。上述訓練包括屬會職
衷心感謝各位區職

員訓練、指導獅友訓練及傑出屬會程序帶領員等。

員的努力、各屬會

此外， 303區已有6位區職員成功完成了本年度國際

及各獅友的支持。

總會在曼谷舉行的資深獅友領導學院 (ALLI) 課程；

今年所有活動的參

而明年五月亦將會舉行地區獅友領導學院 (RLLI) 課

與及出席人數等均

程。

遠超預期，屢創新
高。原定要把每年

服務、會員發展和領導發展，本來就是環環相扣。國

服務人數由10萬人

際總會今年設立的全球行動團隊(GAT)架構，已落實

增至13萬人的目

在303區展開工作。就讓我們一起努力，向LCI前進

標，單單第一分區

計劃中在5年後服務人數遞增三倍的目標邁進。

負責的派飯服務已
達八萬人，而第二分區負責的「視」事關心及第六
分區負責的環保智慧城市亦均以超過服務一萬人為目
標，此外也有不少屬會的項目服務超過一萬人，令服
務人數較實際的目標上調至20萬人。
要達到每年服務30萬人的目標，我們需要更多有心
有力的人士加入我們的行列，無論是加入原有或新創
的屬會，也能讓我們更容易地邁向這個令人振奮的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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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區區會訊息

全 球 行 動 團 隊（ G A T ）

會

員拓展委員會於9月13日第一分區的「群獅
獻愛心行動」的第一部分活動中收回30份問
卷；而在10月14日的家庭成員及女性會員發展委
員會舉辦的「柔情荼聚映獅心」講座成功收回25份
問卷。委員會繼續邀請這些有意了解獅子會的朋友
參與「群獅獻愛心行動」第二部分的「1017唔食
都得」服務啟動禮，成功邀請其中10位參與當晚活
動。再在11月12日的獅子服務日，當天雖然下著
雨要提早在中午1時半結束，委員會仍能收回8份問
卷；下次活動日子是12月31日的百年慶活動–除
夕慈善跑，希望各位獅友可以邀請家人朋友一起參
與。委員會不單出席獅子會活動，亦會出席其他會
外有意義的活動。如11月4至5日在零碳天地舉行
的環保活動中委員會也設攤位宣傳獅子會。如果獅
友有合適的活動也可聯繫委員會。
2017年10月19日舉行全球服務團隊（GST）分享
會，目的是與屬會GST主席和獅友再次分享國際獅
子會在2020年服務2億人次的願景及303區如何參
與。首先，屬會踴躍參加百年慶服務挑戰及在每次
服務之後在MyLCI報告自己屬會的服務內容，受惠
人數，出席獅友及義工人數及總服務時數以作統
計。當晚出席人數逾50人，場面熱鬧。全球行動
團隊（GAT）303區主席陳立德總監正籌備發出可
登記服務時數的會員卡幫助屬會更便捷登記服務
時數。另外，申請國際獅子總會的撥款做服務也
是同樣重要。有關LCIF撥款申請詳情可在 LCI 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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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頁查詢http://www.lcif.org/EN/apply-for-a-grant/
index.php。
創立新屬會是迅速及大量增長會員人數的有效方法，
香港浩峰獅子會於2017年10月25日獲批准創會，創
會會長為楊燕英獅姐，被納入第五分區第十三分域。
香港星光獅子會於2017年11月3日獲批准創會，創會
會長為張芷淇獅姐，被納入第六分區第十六分域。
新會成立後，指導獅友仍擔當著十分重要的角色以
確保新屬會健康成長，需持續參加新會的會議與服
務以避免會員流失。有見及此，會員發展及新會成
長委員會陳敬德前總監於12月份推出2017-2018
年度指導獅友訓練班，進一步鞏固認證指導師友工
作，務使新會能健康發展。參加者必需曾擔任過屬
會會長，課程完畢及滿足國際總會功課要求，區會
會為報讀成功獅友向國際總會匯報，拿取證書。
會藉價值發展委員會承蒙獅友及商戶的熱烈支持，
在推出零售業務推廣至今邀請到超過70個商戶提供
消費/購物折扣優惠予持有獅子會信用卡或會員證
之會員。為了方便獅友可隨時查閱最新商戶優惠及
申請獅子會信用卡盡享優惠，委員會已將最新名單
及信用卡申請表上載到國際獅子會港澳303區網頁
並定期更新。獅友可在303區網頁下載區查看。獅
友如果尚未收到2017-2018年度獅子會會員證，請
與貴會義務秘書聯絡。

提供優惠予中國港澳303區獅子會員之商戶
公司名稱
德福珠寶

電話
24989999

地址
尖東科學館道1號康宏廣場南座808室

網址
www.takfook.com

類別
珠寶首飾

SAVA Collection(HK)Limited

34682177

香港半島酒店閣樓商場MW1

www.savacollection.com.hk

珠寶首飾

Bee's Diamonds

90766178

www.beesdiamonds.com

Farmers Choice

23704881

www.farmers-choice.com

匯天下茶葉

21934535

奇香村茶行
Costa Wine
Gorgeous Wine & Cicar
Peacock wine cellar

28177649
23570039
24430123
67158786

Flat 1502, The Center, 99 Queen's Road, Central,
HK
Unit 15, 8/F , Elite Industrial Centre, 883 Cheung
Sha Wan Road, KLN
2/F, HKI Building.,56 Hung To Road, Kwun Tong
, Kowloon
香港西環卑路乍街30號A地下
觀塘鴻圖道43號鴻達工業大廈地下3室
元朗又新街41號地下
Shop 2, G/F, No. 41, Sai Kung Tai Street, Sai Kung

提供優惠內容
鑽石及翡翠產品3.5折優惠
意大利批絲工藝系列8折，鑽飾
系列9折

優惠期
直到另行通知止

鑽飾

指定產品95折

2018年6月30日

有機蔬果

購物滿$100享有9折優惠

直到另行通知止

www.thebarnhk.com

茶葉

www.costawineltd.com
www.montrose.com.hk
FB : Peacockwinecellar

茶葉
酒商
酒商
酒商

Montrose Food & Wine HK Ltd 25558877

Unit 811 , Eastern Harbour Centre , 28 Hoi Chak
Street , Quarry Bay

www.montrose.com.hk

酒商

Luxeloons Balloons Hong
Kong

98298981

Rm.1217, 12/F, Metro Ctr One , 32 Lam Hing St ,
Kln Bay , HK

www.luxeloonshk.com

氣球設計

LONC Limited

93352116
66850925

葵興葵昌路26-38號豪華工業大廈3樓B5室
(需預約)

https://lonc.co/

LU'S WEDDING

24785328

九龍荔枝角青山道608號榮吉工業大廈b座101室

FACECOOK :
LULUWEDDINGCLOSET

Vis-à-vis Bridal

28694881

21/F, CS Tower, 50 Wing Lot St , Sheung Wan

I Photo Studio Production
Limited

34811148

香港銅鑼灣謝斐道496號金利文大廈16樓1601室

info@iphotostudio.com.hk

有機護
膚品
婚紗晚
禮服

憑卡消費可享85折 ( 指定貨品
除外)
可享8折優惠
正價貨品85折，特價品除外
9折
所有酒類9折，12支以上8折
15% Discount with Typing "
Coupon code" : LIONSCLUBS
(Except "Binend" & "Special
Price" items **MIN free delivery
order $950
Luxeloonshk Signature and
Luxurious Balloons Packages
- 享有9折

2018年6月30日

直到另行通知止
直到另行通知止
直到另行通知止
2018年6月30日
2018年6月30日
2018年6月30日

2017年12月31日

9折

2017年12月31日

租貸晚禮服 85折; 訂造 9 折

直到另行通知止

婚紗晚
禮服

1.Wedding Dress Rental Package
20% Off；
2.Wedding Dress Purchase
2018年12月31日
10% Off；
3.Photography & Makeup
Services 10% Off

攝影

優惠詳細請致電 :34811148

Sparkle Nail

94979047

銅鑼灣怡和街22號19樓1902室

指甲

Gardenia

34682052

化妝

28811092

中環士丹利街22號登寶大廈501室
Basement, Bonaventure Building, 91 Leighton
Road, Causeway Bay, Hong Kong

FB : Gardenia Make Up

La Mod Hair Salon

http://lamodsalon.com/

頭髮髮型

Fifth Salon

28712121

中環皇后大道中20號太平行12樓

www.fifth.hk

頭髮髮型

修手$70，修腳$190，手Hard Gel
/Soak Off Gel $198，腳Hard Gel/
Soak Off Gel $288
Party Make Up 20% off discount
憑卡免費頭皮分析及免費體驗活氧
頭皮潔淨療程
All hair service 15% off and Nail
service
(By consultation) 15% Off，優惠
只適用於星期一至六 上午十時至
下午七時
**必須電話預約 (Fifth Salon保留
最終決策權)

直到另行通知止
2018年12月31日
2018年6月30日
2018年6月30日

2018年6月30日

2017年11月至12

月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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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835977

香港銅鑼灣謝斐道408-412號華斐商業大廈9樓901室

KPower Fitness

26341366

觀塘駿業里6號富利工業大廈8樓B室

VO2 Fitness & Martial Arts
Centre

28084831

香港銅鑼灣軒尼詩道458-468號金聯商業中心地
面及一樓

Baby Outlet

28904110

銅鑼灣軒尼詩道438號金鵝商業大廈22樓B室

Bekekids Land

93333402

觀塘成業街16號怡生工業中心A座1樓A02室

93352116
66850925
21140052
21140052
21140052

葵興葵昌路26-38號豪華工業大廈3樓B5室
(需預約)
尖沙咀麼地道63號好時中心2樓282號舖
銅鑼灣希慎道8號G02號舖
太古太古城道18號太古城中心1樓誠品生活
1402, Tower 2 , Admiralty Centre 18 Harcourt Road
, Admiralty, HK
旗艦店 : 尖沙咀彌敦道23號彩星中心3,4樓全層
鐘錶珠寶 Watches & Jewellery : 尖沙咀彌敦道23
號彩星中心4 樓
上水店 : 上水龍琛路39號上水廣場6樓612-623室
"香港仔店 : 香港仔鴨脷洲利榮街2號新海怡廣場17
樓1708-1717室
S088 & S089, G/F, Harbour View 2, East Wing,
Phase 2, Hong Kong Science Park, Pak Shek Kok
S087, G/F, Harbour View 2, East Wing, Phase 2,
Hong Kong Science Park, Pak Shek Kok

PetChef 寵廚
Twinkle Baker Decor

生活美容

FB : Kpowerfitness

健身

健身
www.mamabebe.com.hk/

玩具及母
嬰用品
玩具及母
嬰用品

8折優惠
1) Weight Training (1 on 1 / 1
on 2)
2) TRX Training (1 on 1 / group
class)
3) Kick Boxing (1 on 1 / Group
class)
4) Stretching (1 on 1)
5) Function Training (1 on 1 /
group class) : 可享8堂$988 (
group class) 及18堂$1989
( group class ) 及Personal
training 8折
首次3日試玩通行証及永久購買零
售產品9折優惠

直到另行通知止

85折優惠及每月會員優惠

2018年6月30日

8折優惠

2018年6月30日

2018年6月30日

2018年12月31日

www.petchef.co

寵物

9折

2017年12月31日

FB : Twinkle Baker Décor

餅店
CAFÉ

購物滿$500減$50

2018年6月30日

www.myhomehongkong.com

Real
Estate

All Service 8折

2018年6月30日

Online Shop:
http://www.pompei.com.hk
WeChat ID: hkpompei

手袋鐘錶

新貨再額外9折

2018年6月30日

https://tombargrill.com/

餐飲

憑卡可享85折優

2018年6月30日

憑卡可享85折優

2018年6月30日

My Home HK Property &
Letting Management Ltd.

97265611

Pompei 龐蓓

35792011

Tom Bar+Grill

22107071

盈海四季

22176899

FB : 盈海四季

餐飲

Beach Café

28127128

大埔汀角路大尾篤村63號地下

FB : Beach Café

餐飲

Bonheur
七重天

25446333
39983157
97830103
92152887

香港上環文咸東街22-26號柏廷坊6樓
香港銅鑼灣登龍街28號永光中心19樓

www.bonheur-resturant.com

餐飲
餐飲

出示卡可享全單8折(任何時段
適用)
95 折優惠
85折

尖沙咀厚福街8號H8 9樓

餐飲

晚市8折酒水買一送一

直到另行通知止

環保
護膚品
餐飲

所有產品7折優惠

直到另行通知止

餐飲

James Kitchen (旗袍餐廳)
Fasary

31074843

生記海鮮飯店

25752239

香港中環機利文街50號，標華豐集團大廈12樓1201
室，上環地鐵站E4出口右轉直行，中旅社隔離。
灣仔軒尼詩道107號-115號協生大廈 2-3 樓

OTTO Resturant

28938617

銅鑼灣駱克487-489號駱克駅16-17樓

稻火鍋

35800288
28577797
28577987

官塘巧明街119-121號年運工業大廈地下B號鋪
官塘鴻圖道83號東瀛遊廣場地下2號鋪
上環干諾道西70-72號金佑商業大廈地下A鋪

潮薈

31050798

銅鑼灣摩頓台13-15號灣景樓C座地下16-17&19號舖

Casa Fina

25042928

銅鑼灣恩平道42號亨利中心13樓

餐飲

Casa Pennington

28063311

銅鑼灣邊寧頓街13-15號隆堡柏寧頓酒店三樓

餐飲

秋澗爐端燒

25623121

2D.P Limited ( 2DP茶室)

37059590

Number Fifteen

27417127

銅鑼灣開平道1號cubus 27樓及28樓
Ground Floor, The Lamma Tower, 12-12A Hau
FACEBOOK : 2DP
Fook Street, Tsim Sha Tsui, KLN
青山道永明街壹號恆昌大廈15樓C座
九龍東：觀塘觀點中心2樓全層
九龍半山：農圃道18號UG層
銀灘：珀麗灣臨海廣場L2
郵輪堤岸：臨澤街8號傲騰廣場地下
德藝會：九龍灣德福花園平台P13-14號
博藝會：紅磡黃埔花園第八期螢幕圈4樓
大舞臺：香港德輔道中323號西港城二樓(上環地
鐵站C出口)
萬濤：沙田安平街1號香港沙田萬怡酒店商場1樓
www.clubone.com.hk
淺水灣：淺水灣海灘道16號
科學園：科學園科技大道西12號12W大樓地下
S061-S066舖
海濱長廊：東九龍海濱道83號CITI TOWER 1/F
太子東堤：太子道東698號寶光商業中心地下
愉花園：荃灣愉景新城商場3樓3005號舖
時尚康山：香港太古康山道2號康蘭居201號及301號
空中花園：九龍尖沙咀河內道18號K11購物中心
SKY樓層
尖東薈：尖沙咀麼地道65號安達中心地庫B/2

理想點

ClubOne 會所1號

FACEBOOK :
潮薈 Chiu Wui Restaurant

直到另行通知止
直到另行通知止

晚市送小食
直到另行通知止
1) 全日95折, 2) 免開瓶費(每枱
最多6支),
3) 免切蛋糕費一個, 4)晚餐送小
食一碟,
5) 活龍蝦石鍋濃湯7折(只限於星期
一至星期三), 6) 晚餐包場送小食乙
直到另行通知止
份,7) 下午茶時段 (3-5時) 6人已上
茶餐訂購9折(入坐計), 8) 下午茶時
段(3-5時)，茶餐無限添飲coffee &
Tea)*以上優惠同一時間最多可以
時享用兩個* 不得和其他優惠同時
使用* 本店有最終決定權或改動

餐飲

9折優惠

直到另行通知止

餐飲

直到另行通知止

餐飲

9折優惠
持卡人可享85折優惠 ( 不包括鮑蔘
翅花膠,海鮮及酒水)
午餐時段(中午12點至下午3點)
可享9折
午餐時段(中午12點至下午3點)
可享9折
88折

餐飲

消費每滿$100可享$10折扣

2018年6月30日

餐飲

9折優惠

直到另行通知止

餐飲

晚餐 - 星期一至五7折，
星期六，日及公眾假期8折

2018年6月30日

餐飲

A dv ertis eme nt

HeaTravel

36283880

火炭禾盛街11號中建電訊大廈806A室

旅遊

World Starway ( HK ) Travel
Limited

36283880

Flat 06, B, CCT Telecom Building, No.11, Wo
Shing Street, Fo Tan, N.T

旅遊

通順(香港)旅遊有限公司

28519595

香港上環蘇杭街99-101號嘉發商業中心18樓

旅遊

12 November & December 2017

2018年6月30日

持卡人訂購任何機票連酒店之套
票產品. 每筆訂單滿$4000，即可
減$200。
持卡人訂購任何機票連酒店之套
票產品. 每筆訂單滿$4000，即可
減$200。
優惠詳情請致電 : 28519595

2018年6月30日
2018年6月30日
2018年6月30日
2018年6月30日

2018年11月30日
2018年11月30日
直到另行通知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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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850139

6th Floor, Sea Bird House, 22-28 Wyndham Street,
Central, Hong Kong.

Ever Green Motors Club

66337995
37033068

葵涌青山公路葵涌段403-407號滙成集團大廈一樓

MMS Motor Limited
鴻業汽車服務有限公司

21551535

荃灣沙咀道403號寶業大廈G7地鋪及1樓

曉熙國際有限公司

31880988

九龍觀塘成業街19-21號成業工業大廈3樓24室

怡健(尖沙咀)診所

21570526

尖沙咀加威中心7樓703室

https://www.facebook.com/
wellnesststclinic/

香港德輔道中10號東亞銀行大廈大堂2A號鋪(連接
置地廣場2樓)
香港灣仔港灣道23號鷹君中心地下G7號鋪
九龍尖沙咀金巴利道44號地下

www.luxetuxedo.com

62760707
Luxe Tuxedo Limited

Ivy Lo

孔夫子
(Club East 中菜廳)

訂座電話
31033833

觀塘駿業街五十八號三樓

Angel & Devil
(Club East 西餐廳)

訂座電話
31033803

觀塘駿業街五十八號四樓

Labway Biotechnology Ltd 立
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55106907

上環永樂街179-181 號地下

26980990

尖沙咀彌敦道100號The ONE L12 (港鐵尖沙咀站
B1出口)

23178889

青衣青敬路33號青衣城1樓117號舖

28772938

尖沙咀北京道1號11樓

28772211

中環添美道1號中信大廈5樓

28877112

鰂魚涌華蘭路25號栢克大廈2樓

東海滬 (美孚廣場)

23709618

九龍百老匯街69-119號美孚新邨4期美孚廣場3樓

The Story

23178889

青衣青敬路33號青衣城1樓117號舖

Lemongrass

23871777
31266838

東海薈．拉菲特
(THE ONE)
東海薈．拉菲特
(青衣城)
東海薈
(北京道一號）
東海薈 (中信大廈）
東海酒家
鰂魚涌柏克大廈店)

(

Mee...
九井水產
大邊爐

26022023
27186000

九龍大角咀海庭道18號奧海城二期1樓18B鋪
香港銅鑼灣軒尼詩道500號希慎廣場12樓1202鋪
香港銅鑼灣告士打道311號皇室堡地庫B11鋪
尖沙咀諾士佛臺1號
九龍城城南道10號1樓

曉熙國際有限公司

31880988

九龍觀塘成業街19-21號成業工業大廈3樓24室

故鄉茶園

21277928

菲歷照明

Eddie Li
64823108

南北行參茸海味有限公司

26328817
Gary
Leung

https://www.facebook.
com/egmotorsclub/
posts/1657018537935807

男士服裝
專門店

facebook: ClubEastHk

會所餐飲

https://www.labwaybio.com

健康食品

餐飲

www.eastocean.com.hk

餐飲

www.jomily.com.hk

香港灣仔茂蘿街七號「動漫基地」地下九號鋪

凡惠顧主餐牌, 點
心及飲品可享88折
1. 特別日子不適用
2. 不可與其他折扣,推廣優惠及
Club East 會員優惠同時使用
3. 如有任何爭議, Club East 保留
最終決定權
優惠1: SC-3(60 caps) 原價 $680,
優惠價: $480
優惠2: SC-3 Plus (120 caps) 原價
$1200, 優惠價: $840
優惠3:買任何一件(SC-3/ SC-3
Plus) 即可獲贈SC-3 Travel Pack
(10 caps) 1枝(一枝價值$120)
A. 全日惠顧主餐牌及 點心可
享有88折優惠(節日產品, 特
價產品, 及特別日子*除外.
B. 惠顧任何壽宴及百日宴
酒席, 可享席間任飲優惠8折
1. 農曆新年前夕, 農曆年初一至
三, 父親節,母親節正日及前夕, 中
秋節及前夕, 冬至及前夕不適用
2. 另收按原價加一服務費
3. 優惠不可與其他優惠同時使用,
如有任何爭議, 東海飲食集團保留
最終決定權
全日惠顧主餐牌及 點心可
享有88折優惠(節日產品, 特
價產品, 及特別日子*除外.
1. 農曆新年前夕, 農曆年初一至
三, 父親節,母親節正日及前夕, 中
秋節及前夕, 冬至及前夕不適用
2. 另收按原價加一服務費
3. 優惠不可與其他優惠同時使用,
如有任何爭議, 東海飲食集團保留
最終決定權

2017年12月31日
2017年12月31日

2017年12月31日

直到另行通知止
2017年12月31日

直到另行通知止

2017年12月31日

直到另行通知止

Monday, 31
December 18

Monday, 31
December 18

Monday, 31
December 18

餐飲

9折優惠

餐飲
餐飲
餐飲

9折優惠
9折優惠
9折優惠
1) 記事簿; 2) 音樂簿 (8段& 6段)
；3) 圖畫簿; 4) Meno Pad； 5) 紙
袋 **以上均有8折
正價貨品九折優惠(不包括寄賣貨
品及特價貨品)

31/12/18
31/12/18
直到另行通知止

燈飾零售

正價貨品八折優惠

2018年6月30日

參茸藥材

1. 憑獅子會中銀信用卡惠顧蔘之元
高麗蔘副產品,
可享75折優惠.
2. 出示獅子會會員證或獅子會中
2018年1月1日至
銀信用卡, 皆可享
"南北行普通
2018年12月31日
卡"會員購物折扣優惠 . (註: 低至
75折, 不同類別貨品, 不同折扣優
惠, 詳情可向店員查詢)

文具
紙制用品
茶葉

https://www.nampeihong.com

度身訂造 9 折; 租貸服務 9 折

直到另行通知止

直到另行通知止
直到另行通知止

Please present your Lions Club Membership card or Lions Club Credit
Card before billing to enjoy the offer 請於結帳付款前出示您的獅子會會員
卡或信用卡以享有優惠。
2017年11月至12

月

A dv ertis eme nt

九龍旺角快富街2-6號昌富大廈地下10號及一樓全層
九龍旺角旺角道33號凱途發展大廈一樓燈滙站
九龍旺角上海街643-645號家旺樓地下五號鋪
銅鑼灣門市
康怡廣場AEON專櫃
港威商場門市
Mikiki一田專櫃
中港城門市
九龍城廣場AEON專櫃
黃大仙中心北館門市
將軍澳東港城商場一田專櫃
元朗形點2期
屯門市廣場
將軍澳新都城
荃灣灣景廣場AEON專櫃
太和廣場門市
沙田廣場門市
馬鞍山新港城中心門市
上水中心門市

優惠(1)：訂閱優惠 － 國際獅子總
會303區會員直接訂閱，可享15%
折扣優惠 (折實 HK$34)。 同時，
本刊將捐贈 HK$4 至屬會及HK$2
至區會。
優惠(2)：廣告優惠 － 國際獅子
總會303區會員惠登廣告，可享
15% 折扣優惠。同時，本刊將捐
雜誌
贈 HK$1,000 至屬會及 HK$500
至區會。
優惠(3)：連續訂閱 － 連續6期
HK$216 (10% 折扣優惠)，連
續9期 HK$306 (15%折扣優惠)，連
續12期HK$384(20%折扣優惠)。
已包郵費。
會員可同時選擇優惠(1)及優惠(2),
或優惠(2)及優惠(3)。
汽車美容 原價$6,800.-; 現只需用$4,800.提供[氫氧引擎清洗技術]8折優
引擎清洗 惠，原價錢2200.-，現只需用
1,780.-(加送臭氧車箱消毒護理)
免費預檢，收送車服務，(先維修
後驗車)人工8折，保養換機油可
汽車維修 獲8折優惠並獲贈免費全車檢查
保養
報告，洗車吸塵及3M保養一次第
$680)各會友可獲取24小時免費拖
車服務(需在本公司進行維修項
月餅及曲奇(包裝可印公司Logo，
食品
自用送禮皆可)
物理治療 1) 物理治療 8折；
及全科家庭 2) 健康檢查 85折；
醫生服務
3) 產品9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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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中心與香港中文大學醫學院院會
合辦健康展覽2017「聞說」
心於與香港中文大學醫學院聯合舉辦之第

行委員葉永生律師、華懋集團執行董事兼市場部總

二十五屆健康展覽「聞說」已於2017年10

監龔中心小姐、標準病理檢驗所董事總經理王守謙

月14 日至 15 日、10月21至22日及10月28至30

先生、耳聽心言基金董事伍可怡女士、中心董事局

日一連3個星期六及星期日於荃灣愉景新城、粉嶺

主席呂有琪獅兄及義務執行總幹事張新村醫生等。

碧湖花園及深水埗西九龍中心順利舉行，開幕儀式
於10月14日（星期六）早上10時正假愉景新城舉
行，主禮嘉賓包括健康展覽主席何卓洋同學、食物
及衞生局副局長徐德義醫生、香港中文大學醫學院
助理院長（入學）莫仲棠教授、香港中文大學醫學
院耳鼻咽喉-頭頸外科學系名譽臨床助理教授周文威
醫生、香港中文大學醫學院外科副教授張源斌醫生、
何善衡慈善基金會董事何子樑醫生、松峰慈善基金執

健康展覽2017「聞說」開幕儀式

客 席 教 授 P r ofe sso r Ma re k Ba bjuk
蒞臨參觀洗腎中心
中心與香港中文大學聯合邀請的第十九屆客席教授
來自捷克共和國莫託大學醫院布拉格查理大學泌尿
科教授Professor Marek Babjuk已於2017年11月
3日（星期五）探訪本中心轄下三間洗腎中心，一眾
董事局成員接待，當晚於銅鑼灣世貿中心38樓設
宴款待教授，而Professor Marek為我們進行餐前
演講「治療泌尿系統腫瘤應達到哪些目標？」，教
董事局成員及嘉賓與客席教授Professor Marek Babjuk大合照；
主禮台前排嘉賓：周傑浩獅兄、呂有琪主席、張新村醫生、
Prof. Babjuk、吳志輝教授及張源津醫生

授非常讚賞中心的工作及使用最先進的醫療設備。

獅子服務日2017暨獅子會百年慶服務
對抗糖尿病啓動禮
中心於2017年11月12日(星期日)早上10時正假九
龍尖沙咀東部市政局百週年紀念花園參加由國際獅
子總會中國港澳303區舉辦的獅子服務日2017暨
獅子會百年慶服務–對抗糖尿病啓動禮，中心當日
主要為長者提供簡單的健康檢查，包括量度血壓及
脂肪比例，展示糖尿病的資料，並派發由衞生署印
刷的糖尿病刊物及器官捐贈推廣宣傳單張，讓長者
們透過是次活動，從而更了解糖尿病的相關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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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6屆東南亞獅子大會隨筆

第

56屆東南亞獅子大會於11月17日至11月20
日分別在台南市及高雄市舉行，今年總監委
派太平山獅子會的潘偉基獅兄及澳門獅子會的瞿偉
剛獅兄為新的聯合主席。今次大會有一個特色，就
是開幕典禮在高雄巨蛋，而閉幕典禮則在台南晶英
麗緻酒店舉行，兩地相距車程一個多小時。因此在
安排獅友酒店住宿時，便較為大費周章。為避免獅
友兩邊跑，只好在交通安排上多費工夫。
迎晚宴。今次晚宴亦由專人特別安排在「夏林海鮮
碳燒」的特色宴會廳舉行，當晚參加人數高達150
多人，座無虛席，可見第一副及第二副總監受歡迎
程度，果然非同凡響。藉著錦上添花，宴會席間兩
位大會聯合主席再派送「獅子鳳梨酥」，除二位主
席本人外，人人有份。再次希冀各團友「手下留
情」擇善而提。

因台灣與香港地區接近，民情相若，亦是香港人熱
衷旅遊之地，所以今年東南亞獅子大會，仍不減
303區代表團獅友們參加的熱誠。根據資料統計，
大會正式註冊及非正式註冊的代表團人數達到280
位，大會核心團友，即是用大會指定酒店及參與整
個行程的代表團獅友也超過一百多位，可謂創造了
一個紀錄。
11月17日潘偉基聯合主席在香港機場，帶領眾代表
團獅友分別乘搭303區指定航班班機到達高雄國際機
場，與瞿偉剛聯合主席會匯合，然後大隊分別乘搭
預早安排的三台旅遊巴士到達台南大會台糖長榮酒
店，稍事休息後，晚上合了集一百二十多名團友，
參加了一個非常有台南特色的總監歡迎晚宴。宴會
場地是由專人安排到當地的「青葉活海產飲食店」。

19日各代表團獅友帶著愉快的心情，在三位當地
導遊帶領下分別乘坐三部旅遊巴，輕輕鬆鬆的一齊
參觀幾個台南特色景點，除了參觀一兩個「佛相莊
嚴」的廟宇外，中午時還到一個樹堡古道，在市集
中自由午膳。午後大夥兒一齊坐觀光平底船，沿着
古水道參觀台南的濕地公園，觀看水鳥及候鳥的遷
徙踪跡。沿途「獅友同舟，楊柳披面、湖光山色、
水鳥翱翔、湖畔淺丘、美不勝收」，謀殺了攝影組
主席及各獅友不少菲林。回程後即赴今屆區職員的
歡迎晚宴。宴席設於甚有台南特色的「阿霞飯店」。
席間杯觥交錯，談笑風生，連台南市下任最高領導
也到筵席間為大家打氣。
20日早上代表團獅友穿著整齊的服裝，步行不到
十五分鐘的路程下，到台南晶英麗緻酒店參加大會
閉幕儀式。中午大隊乘旅遊巴士到台南市內購物觀
光，然後回程到高雄國際機場，晚上由大會聯合主
席潘偉基獅兄帶隨團獅友乘指定航班返港。
撰文：大會聯合主席潘偉基獅兄。

18日上午大隊浩浩蕩蕩由台南乘旅遊巴士到高雄巨
蛋，參加大會開幕儀式。為感謝 各代表團獅友的
支持，途中兩位大會主席一齊宴請了隨團獅友在台
南享負盛名的「三大牛肉火鍋店」，品嚐一頓台南獨
特火鍋風味的溫體牛肉火鍋，希望隨團獅友「嘴下
留情」，擇善而談。飽食一頓後便繼續赴往高雄參
加開幕典禮。代表團獅友於下午五時後分別乘旅遊
巴返台南，直接到現場參加第一及第二副總監的歡
2017年11月至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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獅子會中學

獅子會中學
第二十一屆周年運動會頒獎典禮

獅

子會中學第二十一屆周年運動會頒獎禮於
二零一七年九月二十七日(星期三)及九月

二十八日(星期四)假葵涌運動場舉行。
第一天運動會由林日豐校長帶領全校同學進行開步
禮，以及簡單而隆重的開幕禮。鳴槍聲一響，各
項比賽隨即開始。平日互助互愛的同學們，即時你
爭我奪，努力為各社爭取佳績。各運動員都施展渾
身解數，盡力為所屬的社別出一分力，爭取創出佳
績。台上各社的同學在社監及社長的帶領及指揮

為大會致歡迎辭。何校監引用達芬奇的名句「運動

下，萬眾一心為所屬社別的運動員打氣，鼓勵振奮

是一切生命的源泉」來鼓勵同學積極參與運動會，

的口號響徹全場。

讚揚獅子會中學的學生通過運動，在德性心靈上得
以發展，並勉勵未能得獎的學生汲取經驗，下年再
接再厲，取得佳績。接着由主禮嘉賓國際獅子總會
中國港澳三零三區總監陳立德獅兄致訓辭。陳總監
借曹星如的故事作例子，勉勵同學不要因為失敗而
氣餒，要學習「神奇小子」曹星如永不言敗的精
神，並把這種運動場上的態度體現在日常生活中，
勇於接受求學生涯中種種挑戰。

是次運動會的全場總冠軍由勤社奪得，而本屆運動
會亦在一片掌聲中結束。

而第二天下午，則進行了同學們引頸以待的重頭
戲：導師制接力賽、獅子會盃小學友校接力邀請
賽，以及校友盃接力賽，大家在看台上盡情歡呼，
忘我地投入這一場又一場的龍爭虎鬥。勝出的健兒
們固然值得讚賞，那些堅持完成比賽的同學，也搏
得全場的掌聲。
場場激烈比賽過後，便進行閉幕禮。首先，由本年
度啦啦隊比賽的優勝者-禮社，為全場獻上精彩的
啦啦隊表演。接著，由獅子會中學的何麗貞副校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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獅子會何德心小學

「2017年豐港中小學校四校交流團」
同 心 築 夢 ·共 贏 未 來

本

校聯同另外三間中小學應北京豐台教育局
的邀請，安排了10位六年級學生代表本校

參與是次既有意義、又具教育價值的「豐港中小學
校四校交流團」，藉以擴闊學生的視野，增加對祖
國首都北京的認識。
有賴當局的悉心安排，是次交流團的活動豐富緊
湊，師生皆有所得着。首先，本港師生與當地接待
學校進行了多次深度交流，無論在學與教、課外活
動和學生品德培養上都有新的領悟。我校的姊妹
學校–北京豐台第五小學的李磊校長、宋主任及各
師生為我們安排了既充實又精彩的學校體驗，包括

同學們參觀抗日戰爭紀念館及盧溝橋，認識歷史

「一對一小伙伴」計劃，安排小伙伴陪伴我校同學

色及感謝他們的款待。是次活動不但使學生增廣見

上了不同的課節，其中以機械人課、科創課及體

聞，兩地學生對彼此的認識也提高了，還認識了不

育課最教同學們難忘。我們還參與了場面壯觀的

少新朋友。

學校早會及升
旗禮，獅小的

一 輪靜態學習活動後，便來到了交流團的另一重點

學生代表6D班

活動–社會實踐課程，本校師生參觀了北京的著名

林鼎釗及蘇荻

景點，包括聞名遐邇的故宮和長城、中國人民抗日

文同學，更在

戰爭紀念館及見證着中國科技進步的航太博物館。

二千名師生面

是次交流團的活動豐富有趣，參加的同學都大開眼

前介紹我校特

界，也加深了對祖國的認識。

機械人課讓同學有很深刻的體會

第十八屆運動會
本校陸運會已於11月20日假天水圍運動場舉行，很榮幸邀得國際獅子總
會中國港澳303區吳國勝前總監擔任主禮嘉賓，另羅詠逑校監、簡有山副
校監、各位校董及獅友出席，令典禮生色不少。
是次活動可以讓學生發揮運動潛能，建立團隊精神。當天的活動相當豐
富，賽事一項接一項，包括六十米賽跑、一百米賽跑、接力賽、跳高、
跳遠、木球等等，非常緊湊，同學不但可以參與賽事，更可以透過啦啦隊
表演鼓勵參賽的同學，競賽氣氛濃厚。
另外，本校邀得十間中學參加接力賽，賽程非常緊湊。幼稚園親子競技
賽及彩虹傘競技賽進行時，氣氛也相當熱烈，各位小朋友和家長都樂而
忘返。此外，還安排了緊張刺激的師生接力賽，師生合力，全力以赴，
做到最好，將全場氣氛推至高峰。

同學們在賽場上使出渾身解數，發揮
實力。下圖：吳國勝前總監(右一)頒獎
予幼稚園競技賽優勝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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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3區屬會服務地標 (五)

資料搜集整理：香港北區獅子會創會會長 馬祥發

香港鳳凰獅子會 Lions club of Phoenix Hong Kong
繼1997年，多個屬會在大嶼山芝麻灣半島、石鼓洲及香港戒毒會的石鼓洲康復院內，建成獅子會「善獅
樓」牌坊後，香港鳳凰獅子會在2002年10月27日，在該中心建造了一座愛心鳳凰獅子亭，供戒毒者和探
訪者休憩之用。
After a Lions Club archway has been donated and constructed in 1997 by several Lions clubs, another
Lions club pavilion was built by Lions club of Phoenix, Hong Kong on 27 October 2002 in the SHEK KWU
CHAU Treatment and Rehabilitation Center of SARDA (Society of the AID and Rehabilitation of Drug
Abuses).

香港鑽石獅子會 Lions Club of Diamond Hong Kong
香港盲人輔導會，位於九龍深水埗南昌街248號
The Hong Kong Society for the Blind (HKSB) is situated at No.248 Nan Cheong Street, Sham Shui Po,
Kowloon, Hong Kong
香港盲人輔導會，自1956年成立，不斷為視障人士提供服務，並不斷創新及拓展，以增加服務之全面
性。服務範圍包括：眼科及低視能服務、復康及職業訓練、教育支援、就業輔導、輔助儀器諮詢服務、
資訊科技應用、多重殘疾視障人士復康及視障長者院舍服務等。
「視覺服務」是獅子會其中一項重要的社會服務，為支持這間全港最大規模的盲人中心，「香港鑽石獅
子會」全力支持捐助這非常有意義的社會服務。香港盲人輔導會，以五樓課室冠名鳴謝該會。
The Hong Kong Society for the Blind (HKSB), has been providing services to the blind and visually
impaired persons since its establishment in 1956.
"SIGHT FIRST" is one of the major social services of Lions Club of Hong
Kong Diamond. They always support HKSB (The largest blind center in
H.K.), and HKSB named one of its fifth-floor classrooms under this club
as a token of appreci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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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地標資料搜集整理: 香港北區獅子會前會長 王淞霖

九龍、北九龍、東九龍、南九龍、西九龍獅子會
Lions Clubs of Kowloon, North Kowloon, Kowloon East, South Kowloon, West Kowloon
妙法寺山門重建聯合服務項目
Miu Fat Buddist Monastery Main Gate Refurbishment Joint Project
妙法寺位於屯門藍地青山公路18號，始建於1950年，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初完成重修和擴建工程。當時由
1983/84年度第二分域，五間分會聯合捐建重修該寺山門。
Miu Fat Buddist Monastery is located at 18 Castle Peak Road, Lam Tei, Tuen Mun District. It was first built
in 1950, extension and refurbishment works were completed in the early Eighties last century.
The 5 Lions Club of Zone II of 1983/84 donated funds to refurbish the main gate of this Monastery.

迎新篇 New Member
Lions Club of Tsim Sha Tsui, Hong Kong 香港尖沙咀獅子會
姓  名 ： 陳 卓 麟 獅 兄
    Lion Joshua C. L. Chan
職  業 ： 財富管理
保舉 獅 友 ： 王 恭 浩 獅 兄

2017年11月至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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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ons Clubs International Foundation
(LCIF)獅子會國際基金會

LCIF

設立於1968年為國際
獅子會官方慈善基金
會，為全球最大的獅子會基金。
獅子會透過LCIF 協助改善全球人們
的生活，從對抗視力問題，重大災
難應變，到提供寶貴青少年生活技
能等。LCIF 透過撥款活動，協助獅
子會進行大規模服務方案，更提高
了獅子會在當地和全球社區的影響
力，服務更多有需要人士。

LCIF四大核心服務
防盲治盲
LCIF透過改善眼科護理來協助恢復
視力及防止失明。
支持青少年
讓青少年享受發展與成功的機會。
提供災難援助
LCIF承諾提供立即與長遠的協助。
滿足人道需求
活動可改善健康，對抗麻疹以及為
殘疾與聽障人士提供協助。
獅子會國際基金會將籌募3千萬美元
並獲英國政府及比爾與美琳達蓋茲
基金會以同等金額配對作小兒麻疹
及德國麻疹疫苗，至今已籌得美元
2千5百多萬，希望透過獅友們的捐
獻，為麻疹配對項目的成功出一分
力。
過往事績
自1968年開始以來，基金會已經撥
出超過13,200多筆撥款，總金額超
過10億美元。2007年，更被英國金
融時報評審為全世界第一的非政府
組織。
LCIF明年慶祝成立五十周年，於網
頁LCIF50.org為獅友們提供更多慶
祝生日的資訊，其中包括怎樣獲得
五十周年限量版獎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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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受惠LCIF撥款項目及機構
在國內推行「視覺第一中國行動十年」
。籌募超過3千1百萬美元
。完成500萬宗白內障手術個案
。訓練4,000個醫護人員
。開設了1,000間診所
。建立一個眼科資料庫
。在蘇州成立了晶體廠
。於四川雲南省成立獅子村，安置汶川大地震受災民眾
在香港支持多方面的青少年服務
* 設立青年中心
* 推廣「獅子探索」活動
* 教導學生做負責任的決定
* 有效的溝通並遠離毒品
獅子會中學
獅子會何德心小學
國際獅子會腎病教育中心及研究基金
- 全港最大型的慈善洗腎中心
獅子會自然教育中心
- 佔地十六公頃，推保護大自然生態
請瀏覽我們的網頁以獲得更多資訊：www.lcif.org
茂文鍾士院士
MELVIN JONES FELLOW（MJF）
茂文鐘士院士建立於1973年，是LCIF表揚人道主義服務的最
高榮譽。
您 能 以 個 人 ( 獅 友 或 非 獅 友 )、 獅 子 會 或 區 的 身 份 捐 款 。 捐 款
1,000美元給LCIF的人士，便能獲授與MJF榮譽身份，並獲得
一個精美的領章、獎牌和恭賀信函。若往後再繼續捐獻同等
款項，將成為進階院士，獲贈不同類型的鑽石領章。
獅友們和LCIF攜手努力，才能將「我們服務」做得更好！獅
友們的捐款能讓LCIF在全球各地提供更多人道服務，幫助更
多千百萬人士，請慷慨解囊，立即填寫認捐表格捐款，亦可
透過我們的網頁進行捐款：
www.lcif.org/TC/support-our-work/donate-now.php
We Care. We Serve. We Accompli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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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CIF認捐表 2017-2018

捐獻人姓名：

(先生/小姐/女士)

電郵地址：
聯絡電話：
地址 ：
捐獻人是否獅子會成員

□是

□否

如是，請在下方提供所屬獅子會資料

分會名稱：

獅子會

分會編號：

此捐獻是由 (請選其一)

地區編號

303

個別

分會

其他

認捐茂文鐘士院士之數目 (美元$1,000/港元$7,800)
是否茂文鐘士院士進階捐獻者
已捐：

次

個

是，

否

本年度捐獻將全數支持預防兒童麻疹配對基金，如欲用於其它用途，請說明

支票枱頭請寫：
國際獅子總會中國港澳三Ｏ三區(LCIF)
支票及表格請送往：
國際獅子總會中國港澳三Ｏ三區
香港皇后大道東43-59號東美中心803-7室

如有任何查詢，歡迎與我們聯絡：
國際獅子總會中國港澳303區
電話：(852)25200316
傳真：(852)28651117
電郵：lions@lionsclubs.org.hk

(可先填妥表格，並請傳真至28651117)

獅子會國際基金會區域協調員
前國際理事范佐浩獅兄 電話：9495-3567

We Care. We Serve. We Accomplish

聯合主席
顧明仁獅兄
方鐵鋒獅兄
冼健岷獅兄
姚君偉獅兄

電話：9103-8484
電話：9037-2133
電話：9644-0647
電話：9452-9745
2017年11月至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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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

獅子會主會
)
Hong Kong (Host

O

n the 6th October the First Joint Dinner was
held at HKCEC.

會長
何健成

Editor
n
Roby Searl

Barry Mak who undertook his induction ceremony
that evening.

As this dinner was to honour past district governors
it was with pride we could congratulate our own
members PDG Hilton Cheong-Leen and PDG Lion
Albert Wong who were able to attend the dinner.
Twelve club members were able to attend the
evening, congratulation also to new member Lion

On the 17th October Lions Pitta Ho, Ken Yam, Patrick
Li, Leo Wu, Christina Chan and Barry Mak attended the
Region One event at Southorn Stadium for the “United
Nations International Day of Eradication of Poverty” .This
event served as a kick off event for the region project for
the distribution of 50000 food boxes.
Lions Christina Chan, Pitta
Ho, Barry Mak and Leo Wu
have been able to participate
in subsequent food box
distribution evenings
arranged up to this point.

On the 21st October the club held a fellowship
picnic day. Taking advantage of cooler weather
there was a walk through the Lions Nature
Education Centre and then a very enjoyable
seafood meal in Sai Kung. Ten club members,
family members and an observer were able to
join in what was a memorable day.

On the 11th November the club members
undertook a service project in conjunction
with St James settlement Sheung Wan to
deliver soup and visit the elderly of the area.
Eight lions with three guests and 19 Leos were
there on the day to provide great support. This
has been a long standing project for the club
and one which provides meaningful social
contact to the elderly visited.

The Lions Service Day was held on 12th November
in Tsim Sha Tsui and Lions Pitta Ho, Christina Chan,
Patrick Li, Barry Mak and Mehul Tanna and family
were there to support the booth. Although the weather
was less than favourable it proved to be a busy day.
Congratulations to President Pitta Ho and Lion Ire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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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 Yeung who received Centennial Membership
Awards during this period.
Lion Christina Chan has taken on the role of Lion
Tamer for the club and promises to bring in new
innovations from her time with the Lions Club in the
USA.

獅子會
龍
九
Kowloon

會長
張惠貞

資訊委員
馮寶欣

M

embers from our club attended the
District’s 1st Joint Dinner Meeting in
Honor of Past District Governors on October
6, 2017 at Convention Hall of the Hong Kong
Convention & Exhibition Centre. We show our
appreciation to all our Past District Governors
(including our club’s PDG Lion Lincoln and
PDG Lion Ng Yin Yam) who have committed
tremendously towards the District.

The Zone 1 service project to fight against hunger was held
on Sept. 13, 2017 at the Tsim Sha Tsui District Kai Fong
Welfare Association. President Lion Erica, Lion Thomas,
and Lion Amber helped out with the preparation of the meal
boxes in the afternoon and at night we gathered together to
enjoy the delicious seafood.

We celebrated the birthday of Lion Terence and Lion Amber
in October. The night was packed with delicious food, wine,
cake and laughter !
President Lion and Lion Amber volunteered at the Zone 1
service project to hand out hot meal boxes to those in need
in the Prince Edward district on October 23, 2017. The event
was an eye-opening experience to see many underprivileged
wait in line for a meal and very rewarding for us to have
participated in such a meaningful occa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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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半島

獅子會

Peninsula

會長
鄭嘉源

資訊委員
蔡百泰

服務活動一

9

月30日香港半島獅子會舉行一年一度中秋探訪服務
活動。由會長鄭嘉源獅兄在尖沙咀金域假日酒店地
庫「龍苑」設宴招待出席的獅兄、獅嫂以及幼獅。一行
二十三人先往何文田路德會香港半島獅子會銀禧紀念
長者中心探訪並參加精彩的表演活動，本會獅友與在場
的長者玩遊戲、派禮物。活動在歡樂、愉快的時光中度
過。
第二站前往青衣仁濟醫院香
港半島獅子會安老院。抵達
時，長者齊集會堂內歡迎，
院內社工特安排多項活動讓
院友們和本會獅兄、幼獅一
同參與遊戲比賽，全場氣氛
熱鬧、大家開心又感動。院
方更備茶點熱情招待。
會長鄭嘉源獅兄帶領幼獅們派
發福袋予住院院友

今次活動由會長鄭嘉源獅兄帶領，會長鄭嘉源
獅嫂和二位幼獅、上屆會長溫錦泰獅兄和獅
嫂、第一副會長陳平獅兄攜同獅嫂、幼獅和孫
兒；第三副會長周健忠獅兄、義務秘書洪响堂
獅兄、義務司庫梁耀宗獅兄和獅嫂、糾察陳
慶添獅兄和獅嫂、總務馮福昌獅兄和獅嫂及幼
獅、前會長邱偉強獅兄和朋友、前會長丘文興
獅兄和獅嫂等參與是次服務活動。

第二分域主席吳翰城獅兄親善訪問時由會長鄭嘉源獅兄代表
本會致送錦旗以作留念

服務活動二

例會資訊一

10月17日前會長陳瑞龍獅兄和前會長香明孝獅兄代表
本會出席『2017「聯合國清除貧窮日」- 1017唔食都
得』第一分區聯合服務活動。

9月28日舉行了第三次董事會和第六次例會，
當天晚上更得到第一副總監郭美華獅姐蒞臨作
親善訪問。

服務活動三

例會資訊二

11月12日，會長鄭嘉源獅兄和前會長陳瑞龍獅兄及義
務司庫梁耀宗獅兄代表香港半島獅子會，於早上10時
正出席由303區假九龍尖沙咀東部百週年紀念公園舉辦
的「港澳獅子服務日」。

11月9日舉行了第五次董事會和第九次例會，
當天晚上更得到第二分域主席吳翰城獅兄蒞臨
作親善訪問。

三○三區會2017-2018年第一次聯合晚餐例會
國際獅子總會中國港澳三0三區2017-2018年度第一次
聯合晚餐例會向前總監致敬於2017年10月6日假香港
灣仔會議展覽中心舊翼會議廳舉行。本會一眾獅兄在會
長鄭嘉源獅兄帶領下，出席獅兄有第三副會長周健忠獅

聯誼活動
本會於2017年11月25日舉行了2017-2018年度秋郊
遊，早上9時30分在東涌青衣站集合起步前往大嶼山大
澳，行程3小時30分。當日天公造美，天色晴朗、微風
吹拂，大家在山上觀賞大自然境色和欣賞港珠澳大橋的
宏偉建設。當天由領隊丘文興獅兄帶領，會長鄭嘉源獅
兄及獅嫂和兩位幼獅、上屆會長溫錦泰獅兄和獅嫂、義
務司庫梁耀宗獅兄和獅嫂、糾察陳慶添獅兄和獅嫂及兩
位朋友、總務馮福昌獅兄、丘文興獅嫂及幼獅和丘獅兄
的妹妹和兩位朋友出席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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兄、義務秘書洪响堂獅兄、義務司庫梁耀宗獅
兄、前會長蔡百泰獅兄、前會長陳瑞龍獅兄、前
會長甘耀成獅兄、前會長邱偉強獅兄、前會長丘
文興獅兄、前會長殷志權獅兄以及鄭嘉源獅嫂。

獅子會
利
多
域
港
香
ng
Victoria Hong Ko

會長
任正珊

O

ctober 11 – Our luncheon guest speaker was 脊骨
神經科汪家智醫生. Dr. Wong explained to us the
new practices in the field of chiropractor. Depending on
the degree of damage, especially in the spinal column,
there are now non-invasive methods to fixing old
problems. When the trend of Western medicine tends to
recommend surgery, it is comforting to know there are
new branches of non-invasive procedures. This shows
us that there are always ways to solve old issues without
tearing things apart ; it just takes some time to notice.

Lion Hah, Lion Lee, President Ying, Guest Speaker Dr. Ma,
Lion Wong, Lion Au

PDG Yun, Guest Speaker Dr. Wong, President Ying, Lion Wong

November 9 – 賢德醫療的腎病科專科顧問馬景榮醫
生 was our guest speaker. Dr. Ma spoke to us about
the functions of the kidney and how our modern
lifestyle affects it. He said that for many people,
because of their certain lifestyle, they are stressing
their kidney too much and need to take caution. He
suggests that though generic medicine is useful, it
is still better to go with authentic brands if one can
afford so. The culprit of diseases has always been
one’s own bad choices. We should all be aware and
take preventive measures.

Oct 20 – It was again time for our annual dinner. We celebrated our 56th year with visiting Lions from Taiwan
and from our own District. We are most thankful for our sister clubs in Taiwan to come all the way here to
celebrate with us and for our District friends for their continued support. President Ying invited his friends to
entertain our guests with their dances at this new location our Ball Chairman Ivan Au has chosen. Everyone
enjoyed the evening and we are glad it was a success.

Oct 21 – We took our sister
clubs to visit Cheung Chau
Island the next day. It was a day
tour our Ball Chairman Ivan Au
has arranged. He took the lead
and introduced the island to our
guests.

Left: Lions of Victoria Hong Kong and guests. Right: Lions of Victoria Hong Kong and Lions
from Taiwan sister club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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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香島

獅子會

Bayview

會長
何潔芝

資訊委員
陳雅輝

湖居復康中心服務

香

島獅子會獅友於10月2日探訪紅磡「湖居
復康中心」的70位院友，他們都是智障及

精神病康復人士。當天，會長何潔芝獅姐、何嬋嬋
獅姐、關美明獅姐、梁慧玲獅姐和義工送上生果、
月餅及食品，與他們預早歡度中秋佳節。為活躍氣
氛，特別邀請了獅友帶同小幼獅來為他們唱歌及遊
戲，使活動倍添歡樂喜氣。

「親親大自然—大埔慈山寺及三宮古廟參學團」
香島獅子會於10月27日舉辦「親親大自然－大埔
慈山寺及三宮古廟參學團」服務活動，並邀請姊妹
會金獅服務隊一起參加，共同關注社會上的老弱群
體。眾獅友帶領了一班湖居護老院的老弱及智障人
士，於午間享用過豐富的素盤菜午餐後，參觀了船
灣三宮古廟再前往大埔慈山寺參學，他們在院內參
觀、觀賞電影及禮佛淨化心靈，很多老人家信眾因
此行而還了多年心願而倍感高興。

「六福同堂－獅誼永固」聯合例會
11月4日香島獅子會與域多利獅子會、荷李活
獅子會、鑽石獅子會、青馬獅子會及灣仔獅子
會舉辦「六福同堂－獅誼永固」聯合例會，這
是繼2016-2017年度的第二次六會聯誼活動，
聚會意義深長，令獅友多認識彼此也可凝聚友
情及獅子情，是晚演講嘉賓是渠務署副署長麥
嘉為，演講的內容令我們獅友增廣見聞。當晚
的魔術表演、遊戲及抽獎環節為大會掀起高
潮，晚宴在一片歡笑聲中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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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善訪問茂名市孤兒院

2

017年11月3日至5日，本會十位獅兄獅嫂參加
茂名3日遊旅行籌款。主要是探訪茂名市電白
區社會福利院內六十名孤兒，並送上院內所需的電
冰箱、洗衣機及蒸爐等。院內有廿多名充滿愛心的
員工，負責照顧由兩個月大至十多歲的兒童，他們
大都是出生時因身體有殘缺或有先天性疾病，而遭
父母遺棄，然後經由市政府送來福利院照顧。原來
市政府只資助福利院內六十名孤兒，而眾員工則依
靠外面的慈善機構的捐助，加上充滿愛心的員工，
才能維持福利院的日常生活。
回程時，獅友們前往參觀高州水庫，欣賞水庫的自
然風光。順道參觀茂名市新開發的六韜珠寶創意產
業園。作為一個培訓來自國內各省市青年學習珠寶
的設計、生產、展示、銷售的多元化產業園區，亦

本會獅兄獅嫂與孤兒院院長合照留念

提供了一個平台，能夠降低企業成本，吸引有專業
技能的青年在一個優良的工作環境中發展創新的產
業。這亦是茂名市在粵西地區建立的首個大型規模
項目。
今次本會共籌得約二十六萬元，造福社群，包括已
舉行之自家製月餅派給信義會綜合服務之長者及捐
贈香港紅十字會甘迺迪中心之多元活動室，即將為
上水天平村長者舉行賀新春之聯歡會、為旺角陳慶
社會服務中心之長者送上禦寒衣物、與南區工商聯
合總會聯合舉辦中學文憑試中國歷史聯校模擬考試
起步禮暨監考人員培訓講座，及雲南昆明衛生院服
務等。

本會獅兄獅嫂關心孤兒小童的生活

會訊
1．2017年11月12日為世界獅子服務日暨糖尿病日，獅友們為香
港各區長者介紹認識有關糖尿病的訊息，通過多個攤位遊戲，讓長
者們直接獲得糖尿病的知識，本會會長吳承海獅兄出席大會，並安
排四位青獅為大會維持現場秩序。
2．2017年11月25日本會贊助旺角街坊會陳慶社會服務中心，為
區內200位獨居長者舉行「寒冬暖意顯關懷」服務計劃，指導長者
們如何在寒冬時候避免低溫症，以保持身體健康。每人可獲得一
張禦寒資訊咭和禮物包，本會有7位獅兄出席盛會，並親手送上禮
物包，至於不良於行的獨居長者，大會安排義工們將禮物送到其住
所。
3．2017年11月27日由南區工商聯合總會主辦、香港青山獅子會
協辦之「香港中學文憑試中國歷史聯校模擬考試起步禮暨監考人員
培訓」講座，在香港浸信會大學永隆商學大樓舉行，為香港1835
位參加中國歷史考試的中六學生進行模擬考試準備，本會有4位獅
兄出席，另有4位青獅協助大會進行監考人員培訓講座的活動。

上圖：本會獅友與眾長者合照留念
下圖：本會獅友與主禮嘉賓及各監考老師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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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6日，17-18年度第一次全區聯合晚餐
例會，向前總監致敬之「管弦樂巨人頌演

奏會」，在本會獅兄——第一分區主席黃人航獅兄
的精心策劃之下，會議在香港會展中心盛大舉行，
本會獅友熱烈參與，場面熱鬧，氣氛愉快。而美妙
的樂曲又令全場獅友陶醉其中，亦向各位前總監致
以無上敬意！

第一次全區聯合晚餐例會，向前總監致敬之「管弦樂巨人頌演奏會」

10月24日，本會聯同新時代獅子會舉辦聯合午餐
例會，承蒙黃翠霞老師光臨指導關於「食療與健
康」的知識，我們獲益良多。

太平山獅子會與新時代獅子會
舉行聯合午餐例會

11月，馬不停蹄分別前往日本
靜岡及台灣北區姊妹會，參與
他們的會慶，受他們熱情的招
待，感受濃情厚意，足見獅誼
永固。

左圖：會長崔少強獅兄和第一副會長陳慶携獅兄到達日本出席靜崗姊妹會60周年紀念，到達
機場。右圖：會長崔少強獅兄出席台北北區姊妹會授證典禮，代表太平山獅子會致送服務金

12月，執筆時，各獅友正忙於準備本月16日在天水圍樂善堂梁銶居小學舉辦的「健瞳樂滿紛」兒童驗眼
服務，亦同時抽空練習長跑，為什麼？當然為了大除夕的 [ 獅子會百周年，除夕慈善跑 ] ！有朋友問，又上
班，又服務，值得嗎？當然值得！愛在心中是浪費，釋放出來無限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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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屆兩岸四地盲人象棋殘健共融團體賽

2

017年10月19日、20日，由中國殘聯主辦，
中國盲人協會與香港快活谷獅子會協辦的「第

二屆兩岸四地盲人象棋殘健共融團體賽決賽」在京
舉行。本次大賽，有來自各省、市、自治區盲協以
及香港、台灣地區的18支代表隊共90餘人參賽。
每支代表隊都是由兩名盲人、兩名肢殘人、聾人或
健全人組成，充分體現了以棋同樂，殘健共融的和
諧氛圍。參加本次比賽的選手都是通過各省選拔賽
所挑選出的象棋高手，賽場競技水平之高前所未

另外為推動國內盲人中

有，現場氣氛緊張而激烈。經過兩天九輪300多盤

國象棋運動的發展，本

對戰，最終由北京盲協代表隊奪得冠軍。由本會吳

會還向中國盲協捐贈

期卓會長和林衛邦前會長帶領及全力支持的港隊雖

了200套特製的盲人象

然未能得到任何殊榮，但能與來自五湖四海的一眾

棋，希望有更多失明人

選手交流象棋心得，的確是千載難逢的機會。

士能從中找到樂趣。

盲人觀星傷健營2017
2017年度的盲人觀星傷健營在11月11日至12日

會在現場提供多款特別為視障及肢體傷殘人士而設

於上水馬草壟營地圓滿舉行。此活動創辦于2010

的觀星工具如觸感星座圖等等。在場亦會有專業的

年，今屆已經是第8屆了。多年來由本會大力支

口述影像義工向視障人事形容繁星點點的夜空，協

持，到了今天已經是全港首個及唯一的大型傷健共

助他們在腦海中構出漂亮的畫面。但當然這些只是

融的戶外活動。

一些比較實際的做法。這活動的真正精髓是希望每
位參加者除了可用肉眼去觀星外，同時也可用心去
感受觀星的過程， 領略和體會身邊的事物，感受
大家的存在和互相尊重。

當日的活動非常豐富，有多位來自不同機構的義工
以及傷健者分享生命故事，還有「失明體驗」和「導
盲犬全接觸」等遊戲項目。我相信很多人會問，什
麼是盲人觀星？失明人士如何能體驗這一片「看不
到的星空」？最實在的答案當然是在活動當日，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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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28日和29日乃是馬來西亞吉
隆坡北獅子會45週年誌慶、新
加坡裕廊獅子會50周年慶典的大日子。
在何紹安會長與鄭炳龍獅兄的帶領下，
觀塘獅子會一眾獅兄獅姐以及從美國遠
赴而來的元老戚浩明獅兄，浩浩蕩蕩十
二人與新加坡及馬來西亞獅友們共聚，
歡度開心時刻，增進彼此獅誼。

觀塘獅子會十一月貴州遵義行
十一月三號至六號，觀塘獅子會會長何紹安獅兄帶
領一眾獅友前往貴州遵義道真縣，參加觀塘獅子會
三江鎮衛生院的竣工開幕儀式。觀塘獅子會為援建
衛生院籌得30萬人民幣的善款，衛生院歷時一年完
工投入使用。
十一月四號開幕典禮上，特邀嘉賓國際獅子總會中國
港澳303區上屆總監馮妙雲獅姐發表致辭並送上國際
獅子會的美好祝願，同時介紹了獅子會的服務精神，
儀式上觀塘獅子會會長何紹安獅兄及前任會長鄭炳
龍獅兄均發表致辭並向醫院及醫護人員贈送禮品。
隨後獅友們參觀了新建的衛生院和看望住院病人。
觀塘獅子會此行除了參與竣工開幕式，他們還積極
為當地有需要的弱勢群體服務。他們親自探望和慰
問道真縣特殊教育學校的八十個殘疾學童，還送上
毛毯、保溫杯等禦寒物，購買了米、油、雞蛋和豬
肉改善學生的伙食。
參與貴州行的有觀塘獅子會會長何紹安獅兄夫婦、
戚浩明獅兄、廖興邦獅兄、余湛英獅兄、鄭炳龍獅
兄、李懿德獅姐、周秀卿獅姐、陳彥同獅姐及浙江
欣火獅子服務隊四位獅姐。

觀塘獅子會「獅心敬老聯歡午宴」活動
十一月二十五號觀塘獅子會籌辦了「獅心敬老聯歡
午宴」，為坐落於香港島黃竹坑的安貧姐妹會聖瑪
麗安老院的80位長者送上服務。
當日邀請到國際獅子總會中國港澳303區總監陳立
德獅兄、前總監馮妙雲獅姐、第一副總監郭美華獅
姐到場送上祝福，觀塘獅子會會長何紹安獅兄致辭
並贈送紀念品給參與是次活動的友好團體，大會司
儀則由梁偉明獅兄擔任。

30

November

& Decemb
er

2017

為了能圓滿完成這次服務，觀塘獅子會的獅友們已
經籌備了近兩個半月。當日活動為長者們送上豐盛
的午餐，實用的福袋及歌舞表演。特別感謝王久強
獅兄的籌劃和多方協調。
參加是日服務的有觀塘獅子會會長何紹安獅兄夫
婦、廖興邦獅兄、余湛英獅兄、林熙州獅兄夫婦、
鄭炳龍獅兄、彭錦輝獅兄、甄錫候獅兄、梁偉明獅
兄、李懿德獅姐、羅寶華獅姐、周秀卿獅姐以及其
他友好團體的眾多義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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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展聯誼活動

為

感謝本會獅兄、獅嫂過去一年來對本會活動的支持和積極參與，並希望在未來一年裏繼續支持本
會，現屆會長伍于宏獅兄與上屆會長王世聰獅兄於9月1日晚聯合舉辦聯誼晚會，邀請本會獅兄

獅嫂及青獅出席。在聚會上，獅兄獅嫂談笑風生，洋溢深厚的獅子情誼。

聯 合 舉 辦「 獅 子 愛 心 派 飯 送 暖 大 行 動 」服 務 計 劃
為響應國際獅子總會呼籲，我會開展百年慶「救助飢餓」服務計劃。在10月1日下午5時，本會與新時代
獅子會聯合舉辦「獅子愛心派飯送暖大行動」服務計劃。獅友與義工分兩組進行，一組由新時代獅子會
負責將200份飯盒送給屋邨長者；另一組由尖沙咀獅子會將200份飯盒送給露宿者。
本會有19位獅兄獅嫂出席
開幕儀式。活動中獅兄獅嫂
不辭勞苦，跨上行人天橋，
穿越橋底的「木屋區」，汗
流浹背，將飯盒、水果、
舉行派飯開幕儀式

將飯送給露宿者

月餅一一送到露宿者手裡。

支 持 港 澳 3 0 3 區 捐 贈 全 新「 流 動 捐 血 車 」計 劃

在

理事會上，本會一致通過港澳303區捐贈一輛全新「流動捐血車」的服務計劃，
並在會員中開展籌款活動。

本會獅兄對該服務計劃全力支持並且慷慨解
囊，短短一個月內籌款已超越了目標「十
萬」–共籌得款項$118,000。該善款已在
10月4日以「香港尖沙咀獅子會」的名義捐
給港澳獅子基金，用作支持港澳303區「捐
贈紅十字會輸血服務中心一輛全新流動捐血
車」之善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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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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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獅子服務日 2017 暨
獅子會百年慶對抗糖尿病啓動禮」
11月12日上午10:30，本會獅兄出席303區主辦的「獅子服
務日2017暨獅子會百年慶對抗糖尿病啓動禮」，並與500位
長者一起通過嘉年華會活動，參與對抗糖尿病，提高健康
意識。

獅兄們參與獅子服務日活動

舉 辦「 會 長 杯 高 爾 夫 球 友 誼 賽 」
11月22日上午10時，本會在
惠州棕櫚島球會舉辦「香港尖
沙咀獅子會2017/18年度會長
杯高爾夫球友誼賽」活動。
出席是次活動的獅兄和嘉賓總
數達五十餘位。通過友誼賽活
動，既增強了獅兄體質，又增
開賽時集體照

球賽頒獎禮

進了獅兄間之獅誼。

支持「香 港 肝 壽 基 金 25週 年 誌 慶 暨 慈 善 步 行 嘉 年 華 」
本會獅兄全力支持並積極參與「香港肝壽基金慈善
籌款」活動，並向基金捐出了高達HK$52,500(白
金贊助)的善款。

獅友參與肝壽基金慈善行嘉年華活動

同時組織一支二十人的愛心隊參與2017年11月26

公眾對肝臟、預防和對抗肝病的認識作出貢獻。
大會頒發白金贊助紀念品給本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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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的慈善步行嘉年華活動，大家出錢出力，為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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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訪台北光華姊妹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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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7年8月31日至9月2日，本會在會長胡志和獅兄帶領下，攜同上屆會長林振坤獅兄和獅嫂、楊雋永獅
兄、何錦華獅兄和朋友、蘇傑開獅兄以及黃怡凌獅姐前往台北，參加台北光華獅子會第42屆授證典禮。

服務活動一
2017年10月21日下午及10月22日，本會聯同開心
樹社會服務、香港基督徒牙醫團契以及東華三院等
機構於早上九時假東華三院賽馬會復康中心為400
位智障人士舉行『開心由齒喜』牙齒治療服務活
動。本會參與工作的獅友有會長胡志和獅兄、上屆
會長林振坤獅兄、前會長李福謙獅兄、前會長凌玉
駒獅兄、前會長鄧樹安獅兄、余嘉輝獅兄以及連貝
恩獅姐。

服務活動二
2017年10月29日香港鑪峯獅子會和香港鑪峯青年
獅子會假離島坪洲聯合舉辦「深知你心 與你護
心」長者活動，中午更設齋宴招待及家訪服務活
動。當天由會長胡志和獅兄帶領出席，上屆會長林
振坤獅兄獅嫂和2位幼獅、第一副會長楊雋永獅兄
及家人、黃怡凌獅姐、連貝恩獅姐、李仲文獅兄獅
嫂和幼獅。會長胡志和獅兄在席間給各位長者講解
護心常識，最後更大派福袋給各位參加者，祝願他
們身體健康、生活愉快。

服務活動三
2017年11月5日早上10時30分香港鑪峯獅子會與
離島家福會聯合主辦假大澳舉行「大澳長者千人盆
菜日」服務活動。當天獅友們先在東涌東薈城集合
乘車前往大澳，先欣賞水鄉人家舉辦出嫁儀式，繼
而享用午膳，下午4時盆菜宴正式開始，招待1000位

大澳長者，並送上開心福袋。由籌備小組主席李仲
文獅兄和獅嫂及幼獅、楊雋永獅兄、會長胡志和獅
兄和獅嫂、林振坤獅兄和獅嫂及2位幼獅、何錦華
獅兄和朋友等人出席參加。

三○三區會17-18年度第一次聯合晚餐例會
國際獅子總會中國港澳三○三區2017-2018年度第一次聯合晚餐例會向前總監致敬, 已於2017年10月6日
假香港灣仔會議展覽中心舊翼演講廳舉行。本會十一位獅友出席參加。

三○三區世界獅子服務日
2017年11月12日303區假尖東百周年紀念公園舉辦「港澳獅子服
務日」，本會獅友作為醫學常識顧問，在攤位上為參加者解答糖
尿病營養知識問題。當天由會長胡志和獅兄率領一眾獅友出席活
動並協助工作，出席獅友包括第一副會長楊雋永獅兄、李仲文獅
兄、蘇傑開獅兄、黃怡凌獅姐、連貝恩獅姐、胡尚勇獅兄和曾廣
源獅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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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獅子總會中國港澳303區
2 0 1 7 -2 018年 度 第 一 次 聯 合 晚 餐 例 會 — 向 前 總 監 致 敬

本

年度的聯合晚餐例會，於2017年10月6
日假香港灣仔會議展覽中心舊翼會議廳進

行。當晚香港東九龍獅子會會長葉惠敏獅姐帶領12
名獅友出席此次盛會。

佛教東林安老院—四十七周年院慶暨長者節聚餐
香港社會服務聯會自1979年開始，為推動敬愛長

今次由佛教東林安老院舉辦的47周年院慶暨長者

者文化及促進公眾關懷長者需要，發動各安老服

日，於2017年11月19日假荃灣一間酒樓舉辦。香

務機構於每年11月第3個星期日舉辦「老人節」活

港東九龍獅子會獅兄獅姐趁假日出席東林安老院一

動。至1993年，政府確認其重要性，重新定名為

年一度的盛會。現場每枱都坐滿了開心歡喜的護老

「長者日」，以宣傳長者對社會的貢獻，提倡「積

院寄居長者，大會也精心安排了專業的歌手為長者

極老年，老有所為」。

及嘉賓演唱歌曲。我會前會長鄧觀容獅兄唱了幾首
金曲，而前會長林婉玲獅姐亦唱
了中國戲曲的南音，令一班長者
開懷不已! 午餐也很美味豐富, 長
者們享受了一天的歡樂。

認識香港歷史風俗文化日及攝影比賽日
香港東九龍獅子會於2017年11月26日在元朗屏山的鄧氏宗祠延
開13圍九大簋盤菜宴。今次大會主席鄧志浩獅兄安排了約80位
3年級至6年級的學生參加是此活動，當日亦得到區會領導及本
會獅友出席支持，令活動生色不少，場面熱鬧。
當天，學生們上午10時先跟從導賞員及義工遊覽屏山文物徑，
一行約135人在導賞員的講解下認識當地歷史文化，他們同時
亦拿出手機拍攝文物參加攝影比賽，最後他們12時許回到鄧氏
宗祠品嘗九大簋名菜。

2017年1

1月至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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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齡歡聚在獅山

一

年一度的獅子山獅子會愛心盆
菜宴，於11月24日在尖沙咀社

區福利會會堂內舉行，這項活動已經連
續舉辦了五年，今次筵開50席，深受
一眾老友記喜愛。是次活動內容十分精
彩，不單有唱歌、舞蹈表演，更有來自
廣州的藍天大隊姊妹會，一行二十多人
為老友記高歌－曲，同場與老友記一起玩遊戲、估
歌仔以及派利是，台上台下打成一片，令每位長者
喜悅拍掌、每位長者都滿載而歸。最後更有派發福
袋的環節，以感謝獅友連月來出心出力為活動籌
備，場面十分熱鬧，為每位長者送上祝福和關懷。

中秋節將至，本會一年一度送月餅活動於二零一七年九月二十二日
舉行。我們的團隊當日中午到達深水埗「馬鄭淑英安老院」，他們
鼓掌歡迎我們的到來。快樂的時光過得很快，最後當然時派月餅環
節，和他們在一片歡笑中度過。

獅友們馬不停蹄地於九月二十九日晚前往窩打老道「扶康家舍」，
與智障人士交談及共進晚飯，與大家預祝中秋，我們義工團隊約定
大家明年再聚。

在此，衷心感謝各位獅友們的熱心參與和大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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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南九龍獅子會2017-2018年度
第二次午餐例會
馬來西亞拿督伍安琪博士講
「一帶一路馬來西亞發展機遇」

香

港南九龍獅子會2017-2018年度第二次午餐例會已於
2017年11月14日假洲際酒店舉行，邀請馬來西亞拿督
伍安琪博士專題演講「一帶一路馬來西亞投資機遇」。除本
會三十多位獅兄出席外，與會嘉賓有陳立德總監、前國際理
事范佐浩獅兄、上屆總監馮妙雲獅姐、第一副總監郭美華獅
姐、第二分區主席黃嗣輝獅兄、第五分域主席劉美琪獅姐及
區職員等五十多人。會長鄭瑞欽獅兄報告了最近會務工作及
將進行的服務事工。
伍安琪拿督演講中表示：在這三年來馬來西亞在經濟和金融
方面都是突飛猛進，變得非常先進，現仍有很多項目在發展
中。為何會發展這樣迅速，是因為馬來西亞第十一個發展轉
型計劃。同時馬來西亞天然資源豐富，一年四季都是十分涼
快，而吉隆坡是全球第五且稱霸亞洲的最佳購物目的地。

探訪福建學校
頒獎助學金
本會自成立以來，對教育服務工
作，四十年來都是不遺餘力，除推
廣本港各項教育事務外，對協助國
內籌建學校及改善校內的設施亦有
貢獻。又每年均前往探訪學校和頒
發獎助學金，鼓勵同學努力向學和
培養良好品德。
今年10月30日至11月1日，十五位
獅兄前往福建探訪寧化特殊學校和
漳州平和縣崎岭中學探望學童，頒
獎學金和助學金。為了向老師們對
學生的耐心教導和博愛精神表示感
謝，特致送2017年優秀老師獎教
金，以茲鼓勵及提振獅子正面的形
象。

聆聽演講後，獅兄們都認為值得前往馬來西亞一行，了解當
地情況。

鄭瑞欽會長與獅兄們頒發獎助學金予平和縣崎
岭中學的學童
第二次午餐例會主講嘉賓伍安琪拿督與師兄及嘉賓合照

獅兄們出席東南亞獅子大會
與陽明山獅子會合辦關懷弱勢慈善音樂會
為參與今年在台灣舉行的東南亞獅子大會，本會十
二位獅兄於11月17日乘航機前往台灣，出席開幕
典禮和參加大會各項活動。同時為了發揚「我們服
務」的獅子精神。11月18日與姊妹會台北陽明山獅
子會假高雄美麗島捷運站穹頂大樓合辦「獅子心、
仁愛情、關懷弱勢慈善音樂會」，籌募款項協助有
需要的人士。兩會獅兄均鼎力支持及協助推廣籌募
的工作，使此項服務能順利進行，圓滿完成。

南九龍獅子會與台北市陽明山獅子會合辦「關懷弱勢慈善音樂會」，
兩會會長致送籌募款項的支票與有關的機構服務代表接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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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席台北市華興獅子會創會45周年慶典及
檳城文華國際獅子會創會22週年慶典

張

新村前總監、王慶廷獅兄和獅嫂、溫少華獅兄和
獅嫂、黃思敏獅姐和獅姐夫，一行七7人於9月30

日往台北出席台北華興姊妹會的45周年會慶，受到熱情
的招待。而張新村前總監也出席了11月18日檳城文華國
際獅子會創會22周年慶典。

九龍塘獅子會11月份例會
本會於11月8日進行了11月份例會，今次例會有幸邀請到
網絡安全專家——陳政立博士，分享關於網絡安全的知識
和經驗。在陳博士的分享中，各獅友細心聆聽及踴躍發問
與網絡安全有關的問題。此次分享令各位獅友獲益良多，
也在使用網絡的過程中提高了警覺。

獅子服務日2017暨獅子會百年慶服務－對抗糖尿病啓動禮
活動在尖沙咀東部市政局百周年紀念花園舉行，當天和在埸的五百名長者一同參與了精彩的娛樂表演、
醫生講座以及糖尿病資訊安排，而當中攤位包括血糖、膽固醇、血壓及身體質素測試能即時幫助長者們
了解更多自己的身體狀況。

本會與龍安中心合辦的
「愛夢相」
本會今年繼續與路德會龍安展能中心合作，舉辦『愛夢
「 相 」 2 0 1 7 』 活 動 。 項 目 分 為 三 個 環 節 ：（ 1 ）用 心 傳 心 攝 影
班；（2）夢想造型拍攝；（3）相片展覽暨聖誕聯誼。希望透過
攝影活動，讓智障人士表達內心世界，同時為年老的智障人士
拍攝造型照片或家庭照片，留為紀念。本次活動有關拍攝成果
將在聖誕聯誼活動中展示、共同分享。本會將贈送5部相機予龍
安展能中心，作為學員學習之用。相中是11月25日第一次造型
拍攝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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獅友伴童行

香

港港南獅子會其中一個重點服務「獅友
伴童行」又再密鑼緊鼓地開始了。這次
與基督教香港信義會在葵興的樂聚軒合作，服
務對象是二十多位六至十一歲的SEN(Special
Educational Needs)小學生。他們當中有自
閉症特徵，表現為過度活躍症或專注力不足等
病征。雖然這些孩子們都是在主流學校上學，
但與他們剛開始接觸時，確實讓獅友和招募的
義工們面臨一大挑戰。
經過幾個月的籌備及招募義工後，簡介會與九月份
一連四個星期五晚的義工導師訓練已順利完成。特
別是如何與SEN孩子們的溝通、如何給予他們支援
以及「解難六步曲」。當中黃秀萍獅姐更為此設計
了簡單易記的順口溜和輕鬆舞步，好讓義工們面對
孩子們的問題上用得著，也能讓義工們輕輕鬆鬆地
傳授給孩子們。

「獅友伴童行」這項服務，是讓我們獅友和義工們
以朋友的角色伴著孩子們成長，陪伴著他們去解決
問題而不是為他們解決問題，目的是讓孩子們學習
解決問題的方法後懂得如何應用，希望有益於他們
的日後所面對的困難。
在10月7日舉行的啟動禮中，獅友們、義工們、孩
子們和他們的家長共聚一堂，也象徵着和孩子們同
行10個月的旅途正式開始。
與孩子們同行的十個月中，我們安排了一系列的攝
影創意藝術課程和戲劇課程。在這些課程當中，孩
子們會學習和經歷自己小組一起設計及籌備和製作
不同的項目。將會在最後結業禮的成果分享會中，
他們會演繹自己小組的作品。在此衷心感謝第3分
區主席蔡漢成獅兄、區攝影委員會主席陳仁獅兄及
專業攝影師麥宇陽獅兄在剛過去的10月至12月連
續六個星期六親身教授孩子一系列的攝影課程，看
見他們身兼多項獅子會服務仍鼎力相助，真心從他
們身上學習到獅子精神。每節拍攝堂也選出孩子們的
最佳作品加以獎勵，也啟發了孩子們對攝影的興趣。

獅耀關懷融樂日
一年一度的中秋節又燃起了香港港南獅子會獅友每
年服務耀能受眾的那份情意結。在會長方少樂獅兄
和前會長兼耀能董事彭準來獅兄的帶領下，我們來
到了耀能白普理黃大仙宿舍，與30多位缺乏自理能
力的成年受眾度過一個愉快溫馨的中秋佳節聯歡。
前會長趙潔儀獅姐帶領唱卡啦ok，難以想像他們
極開心興奮地唱完一首又一首，我們還一起做心意
咭，雖然他們因身體能力的限制，但在獅友們的幫
助下終於才完成。從他們手上收到了心意咭那份窩
心，真是難以形容。

2017年1

1月至12

月

39

香港新界

獅子會
ong Kong
ew Territories, H

The N

資訊委員
余錦坤

會長
譚溢鴻

敬老茶聚活動

本

會在2017年10月17日與蘇嘉雯議員辦事處
假座屯門建生邨稻香海鮮酒家，合辦一個名
為「屯門老友記Tea一Tea」的敬老服務計劃，招待
區內三百多名長者，為他們提供美食及娛樂節目。
活動以簡單的儀式作開始，隨即上菜及進行娛樂表
演，席間並穿插幸運大抽獎、敬獻愛心利是、派發
實用福袋等環節，節目緊湊，筵開29席，長者們無
不笑逐顏開。
為顧及不便前來參加茶聚之長者，慈善服務小組及
獅兄們在會前又舉行了家訪活動，為他們親自送
暖，彼能直接感受到愛意與關懷。

敬老午宴席上本會獅兄獅嫂與義工們合照留念

這次宴請屯門區內的長者參加茶聚，旨在表示關懷
及敬意，以回饋他們昔日對社會所作出的貢獻，讓
其覺得仍然被受到重視，感到溫暖，享受一個溫情
洋溢的下午。當日本會共有30多位獅兄獅嫂參與此
項服務。

參加港澳獅子服務日、聯合晚餐例會
本會共有40位獅兄、獅嫂、幼獅在11月12日參
加本年度的『獅子服務日2017暨獅子會百年慶服
務－對抗糖尿病啓動禮』。當日本會幾位獅兄還冒
雨在攤位當值，包括余紫威獅兄、陳燁志獅兄、陳
東春獅兄、以及余展鵬獅兄，精神可嘉。

獲獎獅兄在303區第一次聯合晚餐例會席上與其他獅兄獅嫂合照留念

此外12位獅兄獅嫂在10月6日又曾出席303區第一
次聯合晚餐例會向歷屆總監致敬。席上前會長陳向
凡獅兄獲頒「獅聲全年最佳文章獎」、理事鄭展強
獅兄獲頒足球『領隊盃』賽冠軍獎，兩位都是實至
名歸。

會務訊息
10至11月本會共舉行了四次例會，都分別邀請不
同主講嘉賓蒞臨演講。首先是10月10日例會，由
「帝皇鷄(品牌)國際有限公司」執行董事鄭展強獅
兄介紹癌症病人也可食用的健康安全鷄；10月24
日例會則蒙303區總監陳立德獅兄親善訪問；11月
14日例會由都會建築師有限公司
常務董事楊友仁獅兄介紹他的獲
獎項目—演化橫洲；11月28日
例會邀請資深堪輿學家梁啟榮先
生講述2018年的流年與未來。
本會亦已再舉行了兩次理事會，
先後通過捐款HK$10,000繼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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贊助本年度『獅子會姊妹學校計劃』之兩對學校、
捐款HK$2,000繼續贊助303區『第三十屆和平海
報設計比賽』、以及捐款$49,520予工業福音團繼
續贊助舉辦「愛鄰舍」家居清潔計劃』(年尾大掃
除)。

本會獅兄、獅嫂及幼獅參加港澳獅子服務日

會長譚溢鴻獅兄(右)致送紀念品予到
訪的303區總監陳立德獅兄(左)

獅子會
東
港
Hong Kong East

2

會長
黃丁祥

資訊委員
劉劍雄

017-2018年度第一分區服務計劃–「群獅獻

港澳303區向紅十字會輸血服務中心捐贈一輛全新

愛心飯盒行動」慈善籌款蝦蟹宴於9月13日假

「流動捐血車」目的，希望本會大力捐款，服務社

座尖沙咀街坊福利會舉行，港東獅子會會長黃丁祥

會。港東全體獅兄一致贊成捐款十萬元正，共襄善

獅兄一同參與籌劃，而本會亦認購慈善劵，以支持

舉。

大會「消除貧窮」之理念。
同晚本會亦於尖沙咀舉行九月份晚餐例會，會長黃
丁祥獅兄聯同義務秘書霍建康獅兄以及前會長游
走兩邊會場。先參加慈善籌款蝦蟹宴的開幕儀式，
繼而在酷熱的天氣下趕回假日酒店主持九月份董事
會議。是晚晚餐例會十分熱鬧，上屆總監馮妙雲獅
姐、第一副總監郭美華獅姐和第五分區主席梁禮賢
醫生前來探會，並向我們簡介國際獅子總會中國

本會十月份午餐例會邀請到資深手診手療師–黃翠霞小姐為
嘉賓，主講「養生之道」。她表示，受診者可透過食療改善
身體亞健康之狀況。食療方式既可預防疾病，亦可保持身體
健康。
「手診」原本是中醫望診一種，在中醫學上源遠流長。透過
觀察受診者手掌上的氣息形態便可判斷其臟腑的健康狀況，
從而配合營養食療方法，及早調理身體，以達到保健養生的
目的。黃翠霞小姐更指出，每人的體質有寒底及熱底之分，
基於「寓醫於食」、「醫食同源」之理念，食療一定要配合
個人體質，才能有效發揮防病治病的作用。

微風細雨的星期日，會長黃丁祥獅兄聯同第一副會
長李恒輝醫生，在百忙之中抽空參加國際獅子總會
中國港澳303區所舉辦之「獅子服務日2017暨獅子
會百年慶服務：對抗糖尿病啟動禮」。

2017年1

1月至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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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西區

獅子會

Hong Kong West

延續獅子精神 服務超越廿載

金

秋十月，當滿園秋意、習習涼風迎面撲來的時
刻，香港西區獅子會迎來了慶祝國際獅子會一百

周年的關於提供一份社區贈禮的重要活動–香港西區獅子
亭新標誌落成儀式。香港西區獅子亭位於香港中西區摩
星嶺西麓其中一個砲台遺址旁，是摩星嶺休憩處的一部
分，20多年前由中西區區議會和香港西區獅子會合建。
遊人從域多利道沿摩星嶺徑往上步行約20分鐘左右即可
到達，從此處亦可遠眺香港迪士尼主題公園等著名旅遊景
點，為遊客提供了駐足登高遠眺的良好休憩場所。10月
21日11時這一吉日吉時，香港西區獅子會聚集眾獅友於
此，共同慶祝新標誌落成這項永留會史的重要時刻。
服務的熱潮一浪接一浪，又一個超過20載的活動，一年一
度的大口環根德公爵夫人兒童醫院賣物會於11月11日圓
滿舉行。我們已經記不清楚香港西區獅子會支持此項活動
多少年，直至一位資深獅友拿出20年前的義賣照片，豁然
發現我們已經連續超過20年為這項義賣奉獻我們的綿薄之
力。
由上午十時活動開始，絡繹不絕的人流進入會場，到場人
士除了可以盡情購物外，更可參加攤位遊戲。而香港西區
獅子會在義賣中所得的善款，亦全部撥捐給香港弱能兒童
護助會，為改善大口環根德公爵夫人兒童醫院的醫療設施
獻上我們持之以恆的努力。與此同時，香港西區青年獅子
會亦特別為活動設立了攤位，共同為活動添光彩！
秉承「We Serve/我們服務」的精神參與一個活動並不
難，然而超過20載的服務精神卻是那樣的難能可貴，這
正是一代又一代的香港西區獅子會獅友的齊心協力，才令
「We Serve/我們服務」的精神不斷延續下去，使我們更
專注、堅持且突破。
20年時過境遷，20年萬物皆有變。然而，20年的「We
Serve/我們服務」服務精神卻一如既往地在廣袤的大地上
發揚光大。我們香港西區獅子會亦將踏入第二個20年，非
常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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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長
陳錦霞

資訊委員
樂真

獅子會
島
港
Hong Kong Island

資訊委員
黎月芬

會長
梁佩詩

三〇三區第一次聯合晚餐例會向前總監致敬

國

際獅子總會中國港澳303區第一次聯合晚餐例
會—向前總監致敬之「管弦樂巨人頌演奏會」於

2017年10月6日假香港灣仔香港會議展覽中心舊翼會議廳
舉行。

17-18年度服務「獅子送暖顯愛心」
「獅子送暖顯愛心派飯盒行動」於11月8日圓滿結束，大會主席林世強獅兄帶領着港島獅友們一起來到中
華基督教會協和小學派飯盒給獨居
老人，受惠人數有300人。當天有
很多嘉賓及獅友們出席，大會主席
林世強獅兄在活動結束後宴請出席
獅友們食飯，慰勞大家百忙抽空出
席是次派飯盒行動。

獅子會國際總會2017-2018第一副會長歡迎晚宴
國際獅子總會中國港澳303區特別為歡迎獅子會國際總會
第一副會長 Lion Gudrun Bjort Yngvadottir 舉行歡迎晚
宴，於香港康得思酒店 42 樓 星願亭舉行。港島獅友十分
踴躍參加是次活動，黎月芬獅姐及林靄嫻獅姐當晚穿着旗
袍表演扇舞，獅友們看得十分投入，大家一起度過了愉快
的晚上。

2017年1

1月至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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寶馬山
Braemar Hill

獅子會
會長
金冠忠

資訊委員
陳偉明

九月份晚餐例會

九

月份晚餐例會於9月
12日假銅鑼灣香港

遊艇會舉行，當晚邀請了賴
彥錡先生和第十五分域主席
徐嘉雯獅姐作為該月例會嘉
賓，主題為「創新科技的機
遇 」， 首 先 ， 第 十 五 分 域 主
席徐嘉雯獅姐為新獅友主持
入會儀式及宣誓，而賴彥錡先生則為獅友們講解如

息、買入和賣出。再者講解買優先股有什麼好處，

何創業才會成功和買那個股票比較便宜，其次講解

通常買優先股是有機構投資者，還有講解想做生意

平時有些人會看新聞的股價，如看這間公司值多少

需要注意的事項。總括而言，賴彥錡先生的分享令

錢，通常公司未上市之前和現在買股票有什麼分

獅友們對創新科技的機遇增長知識，獲益良多。最

別，平時人們會上匯豐或者恆生買騰訊，原來騰訊

後由會長金冠忠獅兄向陳翹標先生致送紀念旗，並

屬於普通股，普通股是沒有特別的權利只有收利

與各位獅友及嘉賓進行大合照。

跟年青人談情說愛
10月份晚餐例會於10月10日假銅鑼灣香港遊艇會
舉行。當晚我們邀請了獨立人力資源顧問—劉翠儀
小姐作為該月例會主講嘉賓，主題為「跟年青人談
情說愛」。劉翠儀小姐為各位獅友及嘉賓講說年青
人對於性的看法，並指出現時青少年對於性知識十
分薄弱。再者，介紹不同社會機構，例如：「兒童
之家」及「母親的抉擇」都致力幫助未婚懷孕少女
及舉辦性工作坊讓年青人加深對性知識的了解。還
有，劉小姐提出與青少年談論性知識時，應要互
相尊重及持開放態度，鼓勵其參與討論，幫助他們
學習保護自己的身心及情緒健康，並非說教。演講
途中眾獅友都十分投入，紛紛提出自己的疑問及見
解。
最後由會長金冠忠獅兄向劉翠儀小姐及第五分區主
席梁禮賢獅兄致送紀念旗，並與各位獅友及嘉賓進
行大合照，以及慶祝獅友生日作為晚餐例會的結
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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獅子會
田
沙
港
香
g
Shatin, Hong Kon

會長
簡啟樂

資訊委員
賴偉聯

2017-18年度區職員暨屬會職員就職典禮及餐舞會

本

會於2017年8月5日在會長簡啟樂獅兄的帶領下，全體獅友出席了2017-18年度國際獅子總會中國
港澳303區區職員暨屬會職員就職典禮及餐舞會，典禮位於灣仔會展中心新翼大禮堂隆重舉行。

台灣平鎮獅子會獅友探訪
本會與台灣桃園市平鎮獅子會結盟姊妹會二十多年，兩會獅友緊密交流，藉此屬會職員就職典禮的盛
事，8月4-6日本會眾獅友為台灣平鎮獅友及親友安排了3天緊湊的歡迎、觀光及交流活動，經過3天豐富
的活動，台灣獅友及親友均盡興而歸，我們亦期待來年的回訪活動。

齊心敬老賀中秋
金秋時節，藉此中秋來臨之際，9月23日本會會長簡啟樂獅兄帶領本
會眾獅友，出席探訪香港聖公會保羅長者之家和聖公會牧愛長者之家
的公公婆婆們，同時榮幸邀請總監陳立德獅兄、上屆總監馮妙雲獅
姐、第一副總監敦美華獅姐、第二副總監王恭浩獅兄、第三分區主席
蔡漢成獅兄、第九分域主席鄺彩英獅姐等到埸支持，為長者們慶祝中
秋佳節，表演唱歌、按摩，並送上福袋，令到在場長者都開開心心。

第 九 分 域 主 席 鄺 彩 英 獅 姐 親 善 探會
和主持新獅友入會儀式
本會於9月28日舉行理事會及例會會議，榮幸邀請到第九分域主
席鄺彩英獅姐蒞臨親善探會，並在第九分域主席鄺彩英獅姐的監
誓下本會新力軍吳玉蘭獅姐和梁海獅兄正式加入本會大家庭。

2017-18年度獅子會課後留校輔導計劃
10月7日由獅子會港澳青少年輔導基金會主辦的「課後留校輔導計劃啟動禮」在屯門何德心小學舉行，本
會會長簡啟樂獅兄、第三分區主席蔡漢成獅兄、第一副會長陳彩雲獅姐、第三副會長何應祥獅兄、陳仁
獅兄等一眾獅友參加了是次留校輔導計劃的成效見證啟動禮，透過服務計劃成效的簡介、相片展覽及學
童表演，讓更多留校的學生勇於面對困難，挑戰自我。啟動禮副主席曾道平獅兄藉此機會呼籲各位善長
共同向有需要幫助的人士伸出援手。

“ 香 港 明 天 更 美 好 ”畫 展
10月17日本會眾獅友和總監陳立德獅兄、上屆總監馮妙雲獅姐、303區各屬會會長、獅友一同出席沙田獅
子會會長簡啟樂獅兄在香港大會堂舉辦的「香港明天更美好」中國書畫名家作品展；一同出席還有商務及
經濟發展局副局長陳百里博士、中聯辦教育科技部部長李魯教授，令畫展會場生色不少，錦上添花。

恭喜陳德森獅兄榮升終身會員
10月23日本會第四次理事會及例會，在會長簡啟
樂獅兄新開畫廊舉行，榮幸邀請到第三分區主席蔡
漢成獅兄出席本會會
議，同時特邀請第三
分區主席蔡漢成獅兄
頒發“Life Member
Ship”證書予陳德森
獅兄。繼本會終生會
員賴偉聯獅兄之後，
本會又再添增一名終

生會員，實在感到很榮幸。希望在不久將來沙田獅
子會會有更多終生會員，一同站在前線服務社會，
致力推動「我們服務」的宗旨。
11月12日在尖東百週年紀念廣場，沙田獅子會一眾
獅友出席本年度「獅子服務日暨世界糖尿病日」。
11月18日第56屆遠東暨東南亞獅子年會，沙田獅
子會陳仁獅兄帶領本會各獅友參加在台灣高雄舉辦
的東南亞獅子年會活動。
2017年1

1月至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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獅子會

Mount Cameron

會長
李傑之

資訊委員
陳兆偉

出席馬來西亞檳城盟會的授證典禮

由

2017年8月4日至7日出席在檳城舉行的姊妹會檳州中央獅
子會的周年授證典禮。由會長李傑之獅兄及黎繼榮獅兄帶
領我們一行共五人參加這個盛會。全程包括接機，歡迎晚宴，
授證典禮晚宴，檳城一日遊，以至送機等，都受到貴賓式貼身招
待，大家更難忘榴槤放題的好滋味，感謝檳城盟會林振民會長及
歐漢森上屆會長的熱誠款待。之後檳城盟會林振民會長於10月尾
訪港，我們也盡地主之誼在沙田馬會會所及鯉魚門招呼訪客。

區領導親善探訪
第十五分域主席徐嘉雯獅姐於2017年9月25日親善探訪本
會。徐獅姐原是本會前會長，是次探訪除了宣揚今屆區服務
方向外，更可以回母會敘舊，真是一舉兩得。加上得到第一
副總監郭美華獅姐及第五分區主席梁禮賢獅兄親臨講解「捐
贈紅十字會捐血車」的項目，本會獅友對此有意義的長遠服
務，深表認同，贊成捐款十萬元支持。第一副總監更替本會
主持五位新會員的入會儀式，非常感謝。

第一次全區聯合晚餐例會
我們於2017年10月6日出席第一次全區聯合晚餐例會，主題是向前總監致敬之「管弦樂巨人頒演奏會」。
是次晚餐例會格調高尚幽雅，獅友們可靜靜享受管弦樂演奏。本會再有二位新會員在此盛大莊嚴典禮上
參加入會儀式，幸甚！

青獅出席遠東暨東南亞獅子年會的感想
由2017年11月17日至20日出席在高雄舉行的第56
屆遠東暨東南亞獅子年會，是我陳沛佩青獅首次參
加獅子會海外交流活動。原本只想藉機離港，到台
灣吃喝玩樂，但最終竟有意外收穫。
我們一行共九人由會長李傑之獅伯及黎繼榮獅伯帶
領。獅伯獅姐們全程對我們的呵護備至，讓我感
覺幸福滿瀉。出發前，他們已為我們安排好住宿及
豐富行程，包括入住華麗複式單位民宿；跟獅友共
膳，享用美酒佳餚，以及與台灣大仁科技大學生交
流並參觀其校舍等。旅程途中，大家無分彼此，全
程滿載歡笑聲。他們亦打趣容許我們中途離隊，跟
其他屬會青獅朋友歡聚，甚至夜歸也只會擔心，沒
有嘮叨。
青獅好朋友之間的真摯友誼教我學會珍惜。其
實我們這隊密友早有默契，半年前亦曾組團到
沖繩旅遊，對大家性格瞭如指掌。今次台灣之
行，Richard及Moon繼續擔任最稱職的導遊，有
他們的陪伴，為旅程增添不少歡樂與色彩！邊追趕
行程，邊談笑風生；疲憊時，大家靠眉來眼去，已
能心靈感應，令全程感覺自在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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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席OSEAL開幕禮仿似置身奧運開幕禮，果真大
開眼界。除了感受到獅子會聲勢浩大，與東南亞國
家青獅們的文化交流，也深深感覺到他們對服務的
熱誠。聽到大家一起嗌 I Love Lions 時，坦白說我
有點毛骨悚然，
但也驚喜大家對
獅子會身份的自
豪感。
在這四日三夜
裹，既多了美好
回憶，對獅子會
多了認識，青獅
友誼又再昇華，
與大獅感情亦更
深厚。有見台北
盟會會長，有此
得著，要感謝大
獅們贊助我們所
有旅費，給予機
會讓我們見識世
界！

獅子會
區
北
港
香
Hong Kong North

會長
袁啟康

資訊委員
馬祥發

第一次全區聯合例會-向前總監致敬

303

區第一次區聯合晚餐例會 － 向前總監致敬之「管弦樂巨人頌演奏會」已於10月6日圓滿舉
行。當晚本會有多位獅兄出席，場面熱鬧，致敬儀式莊嚴隆重，眾獅友都藉此機會重溫各前

總監過往對獅子會的重大貢獻。

十月份晚餐例會
本會十月份例會定於10月26日假深水灣香港高爾夫球會舉行，當晚很
榮幸邀請到科邁思有限公司創辦人陳敬文先生蒞臨作演講嘉賓。為本
會獅友分享「光與影的紀錄」之主題。
陳先生本身致力推廣攝影創作文化。故此在是次例會上與獅友們一同
探討及分享如何使用合適的攝影器材及認識現有的電玩產品。當晚出
席的獅兄、獅嫂、青獅及嘉賓均對此表示獲益良多。在此，多謝會長
袁啟康獅兄之悉心安排。

獅子服務日2017暨獅子會百年慶服務－對抗糖尿病啓動禮
獅子服務日2017暨獅子會百年慶服務－對抗糖尿
病啓動禮已於11月12日(星期日)在尖沙咀東部市政
局百週年紀念花園圓滿舉行。為支持區會舉辦之活
動，本會會長聯同多位獅兄、獅嫂一同出席。
當日在一個風和日麗的天氣下進行，大會為活動悉
心安排有多項精彩及豐富的節目，包括有娛樂表
演、醫生講座、糖尿病資訊，以及多個身體質素測
試的攤位。

社 會 服 務 - 賽 馬 會 匡 智 姊 妹 學 校《 迎 新 日 》
本會很高興得到賽馬會匡智姊妹學校何傲天校長邀

務及智障學生有基本的認識。藉此機會讓兩校的學

請 出 席 1 1 月 2 4 日 與 聖 保 祿 學 校 聯 合 舉 辦 之《 迎 新

生有初步的接觸及交往，提升學生們的社交能力。

日》。活動當日會長袁啟康獅兄聯
同前會長陳錦榮獅兄、前會長馬鏡
澄獅兄、前會長吳漢英獅兄、周栢
森獅兄及李梓松獅兄一同出席。活
動目的是希望透過講座、觀課以及
輕鬆的集體遊戲，讓聖保祿學校學
生及教師瞭解賽馬會匡智學校的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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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至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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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服務計劃活動
Take Care of Children, Elderly and People in need
with unconditional love in our Heart

本

會在11月2至5日由主席李燕
珍獅姐聯同會長梁彩意獅姐帶
領共11位獅姐們、獅姐夫及獅友，並
將我們籌得的所有善款及文具禮物親
自帶往泰國芭堤雅進行服務，這是本
會第四次與“Rotary Club Phoenix
Pattaya”- 芭堤雅扶輪社攜手合作在
當地進行服務。

院內義工前往貧民區實地參與派食物包活動，對所
見受惠者的居住環境及健康狀況深感同情。
特別鳴謝香港港南獅子會會長方少樂獅兄捐助港幣
20,000，並有兩位不願出名的善心人分別捐助港
幣10,000及美金1,000予本會支助以上服務項目。

兩 年 前 曾 服 務 過 的 幼 兒 院“ H a n d t o H a n d
Foundation”，是由一名善心澳洲藉幼兒老師，她
把祖母遺下的祖屋買掉，在芭堤雅設立該中心，她
專收容家境貧窮而且父母沒有能力照顧的幼兒，中
心都是由當地一些外藉自願人士幫助任教及照顧兒
童。


另一項服務是本會與扶輪社延續資助的預防及愛
滋病診所，本會是次捐贈泰幣400,000，而芭堤
雅扶輪社也捐出泰幣200,000，合共泰幣600,000
予該診所作購買藥物用途，診所由一位法國醫生
Dr.Phillip Seur創辦多年，他贈醫施藥，日夜工作
勞心勞力，救活了很多需要醫治的人。
今次行程非常充實，獅姐獅友們進行服務之餘外亦
有時間購物觀光，更可增進獅誼，放眼世界認識更
多朋友，共襄善舉！

當得悉該幼兒院需要支援時，本會即進行籌備，在
是次的服務上捐贈共泰幣220,000給予該院擴建及
買食物包之用，並送贈文具包及毛公仔予院內幼
童，在探訪時我們看見小孩子們得到院舍的悉心照
顧，課堂中每個同學都歡天喜地地學習及唱歌，他
們收到禮物時臉上流露那滿足愉快的樣子，令我們
十分感動。該院除照顧幼兒外，更會每週贈送食物
包給貧困獨居老人及病患者，今次服務中獅友們隨

出席56屆東南亞獅子年會及
303區2017-2018年度聯合晚餐及獅子服務日
梁彩意會長帶領本會獅姐們前往台灣台南出席第56屆東南亞獅子大會，獅姐們對國際獅子會加深認識。
另外，於10月6日及11月12日，本會獅姐出席303區第一次聯合晚餐例會暨向前總監致敬晚宴及303區獅
子服務日暨獅子會百年慶服務–對抗糖尿病啟動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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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荊
Bauhinia

2

獅子會

會長
梁寶璇

017年11月12日星期日，那天在百週年紀念花園。

當日天陰陰，天色昏暗。在雨中，獅姐
們，明亮照人，抱着一顆熱誠的心，介
紹長者認識糖尿病所需的營養。
讓長者認識預防糖尿病的知識，注意飲
食，那些食物含糖份較高，不適合多
食；那些食物適合食，攝取營養，讓長
者知道預防勝於治療。
2017年11月29日當晚獅姐們齊齊
出席 歡迎 國際 獅子 總會 副會 長，
本會 引以 為榮 。本 會榮 獲茂 文鍾
士獎 百分 之三 百， 打破 記錄 ，國
際獅 子總 會副 會長 親自 頒獎 予本
會代表。

獅子會
石
鑽
港
香
ong
Diamond Hong K

本

會長
鮑幗潔

資訊委員
吳兆文

會鮑幗潔創會會長，出席台灣Oseal Forum 2017年56屆遠東暨
東南亞獅子年會。

香港鑽石獅子會會員捐款合共20萬，捐贈支持D303區會的香港紅
十字會輸血車這項非常有意義的服務計劃。
在參與台灣第56屆Oseal期間，鮑幗潔創會會長在台北市巧遇台北
市太平獅子會獅所捐出的捐血車，台灣獅友給我的更幫忙拍照。

本會獅友出席303區11月12日的獅子服務日，當天本會負責招待工作，左邊起鮑幗潔會長、第三區主席
蔡漢成獅兄、李淑娟第二副會長、義務秘
書梁子豪獅兄工作時合照。
本會本年度的「六福同堂」聯歡晚會，本
會會員合照。

2017年1

1月至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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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日 屯獅敬老賀中秋

大

會主席郭芳獅姐帶領本會眾獅友於中
秋佳節前到土瓜灣美景護老院探訪公

公婆婆。當天邀請到第三分區主席蔡漢成獅
兄及第九分域主席鄺彩英獅姐到場，而何國
材獅兄、林長泉獅兄、鄭樹勝獅兄更大展歌
喉，獅友們與院友一起玩遊戲、跳健康舞，
場面溫馨熱鬧，及後更送贈月餅福袋，令長
者們倍添高興。

屯門獅子會 - 緊急救援基金
屯門獅子會緊急救援基金於2016年成立，目標是為交通意外或
突發死亡的受害者或家庭提供緊急援助。於10月份，本會已動
用基金援助兩宗意外之死者家屬。第一宗的受害者為將軍澳一
地盤發生之工業意外受難者嚴先生，本會透過工業傷亡權益會
聯絡其家人及提供適切援助，由葉慧芳獅姐代表本會於10月11
日慰問其家屬及送上捐款。第二宗意外為心臟病發的羅先生，
其後不幸證實腦幹死亡。籌委成員於新聞發現此意外後，由獅
友主動透過醫院聯絡其家人，由徐斌會長、鄭樹勝獅兄及陳瑞
群獅兄代表於10月23日到靈實醫院探望傷者及家人，並帶上捐
款，希望幫助他們共渡難關。

10月27日 屯門醫院及育智中心參觀活動
當日徐斌會長帶領獅友參觀屯門醫院之屯門獅
子會所贊助的設施，包括：綜合腎科中心之九
部洗腎機及與屯獅心願行動合作之日間療養中
心。其後，會長亦帶領獅友參觀育智中心，參
觀幼兒遊戲小組、專業治療服務 - 感覺統合(職
業治療)個別訓練及中心設施，藉此讓獅友更進
一步了解屯門獅子會於區內的服務成果及其精
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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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長
吳杏楨

資訊委員
顧明仁

親子營養講座

本

會響應國際獅子總會今年關懷兒童癌症的服
務主題，於11月11日在九龍塘牛津道中華
基督教會基華小學《九龍塘》舉辦了一個親子營養
講座。講座目的是通過了解食物的不同營養價值，
增加家長和兒童對飲食健康的認知，從小培養良好
的飲食習慣，從而避免大量進食容易致癌的食物，
強健身體，減少患病的機會。
當日早上十時我們十多位獅友分別到學校佈置會
場，協助掛上講座橫額及安排坐位，青獅們也協助
安排中午自助餐的檯面。在大會開始前，出席的獅
友都爭相和穿著軍裝的李雅麗指揮官拍照，好不熱
鬧，她也有求必應。十時半左右大會開始，司儀李
業卿獅姐及黃文昌獅兄邀請主禮嘉賓包括大會主席
姚君澔獅兄、總監陳立德獅兄、上屆總監馮妙雲獅
姐、第一副總監郭美華獅姐、第二副總監王恭浩獅
兄、第三分區主席蔡漢成獅兄、第七分域主席馮綺
雲獅姐、九龍城警區指揮官李雅麗總警司、基華小
學校長鄭雪英女士、本會吳杏楨會長及顧明仁創會
會長等上主
禮台。在唱
獅子歌後，
大會主席、
總監、兩位
副總監、小
學校長、指
揮 官 及 本
獲獎小學生和本會會長吳杏楨獅姐

親子營養講座主禮嘉賓與本會獅友及青獅

會會長都分別作了簡短講話。經過簡單而隆重的開
幕儀式後，註冊營養師陳育明先生通過幻燈片圖文
並茂，風趣生動的向在座百多位家長及小學生講解
食物的不同營養價值及父母應該怎樣培養子女的良
好飲食習慣；不少父母也分享他們對子女的飲食安
排，盡量避開不健康及容易致癌的食物。一個多小
時的講座在歡樂的氣氛中完結，緊接的是由青獅主
持的有獎問答遊戲，學生們都踴躍搶答問題，證明
了他們認真的聽營養師講解。
活動高潮是豐富的自助午餐，學生和家長在青獅們
的安排下秩序井然排隊領取心愛食物。小學生最喜
愛的美味煎雞翼在很短的時間內被消化了兩大盆，
其它如蝦餃、燒賣、不同蔬菜、水果、沙律、咖哩
豬牛肉、炒飯及焗意粉等也不乏捧場客。各人津津
有味的享用十多種美食，他們對食物的質量都感到
滿意。每位出席學生在離開時都各獲贈一件玩具，
圓滿結束這次活動。

訪問廣東順德順愛獅子服務隊
本會為了廣結獅緣，於11日25日由前會長蔡漢成
機會互訪，增進獅誼。
獅兄組織本會多位前會長及獅友訪問廣東順德順愛
獅子服務隊。當天訪問團早上乘坐由香港至順德的
訪問團員們在回港後的回顧討論都對這次交流活動
渡輪於十時左右到達順德港口，受到該會隊長及獅
予以極高評價，認為有不少地方值得學習和借鏡，
友的熱烈歡迎。訪問團參觀了由順愛獅友們開辦的
而且由於對方也可以用廣東話溝通，更減少本港獅
科技公司及滿載獅子會訊息的書局，嘆為觀止。午
友在語言上的隔膜和誤會。明年初春順愛服務隊與
餐後並且互相交流加入獅子會服務的經驗與心得，
新加坡姊妹會將會在中國山區貧困兒童舉辦服務也
也檢討彼此服務受眾的種類，發覺大家都是以青少
邀請本會參與，我們也在積極考慮，但首要還是顧
年為主要服務對象，更加深了兩會以後合作舉辦服
及香港的各項服務。
務的機會。順愛服務隊雖然是一個成立
不足十年的獅子會，但四十多位隊員齊
心合力推動服務，成績是有目共睹，但
他們也謙稱要向我們這個有27年歷史的
老大哥學習。在獅子會服務的路程，彼
此學習，才會令會務與時俱進。可借基
於時間短絀，訪問團於當天下午六時結 左圖：順德順愛服務隊在順德碼頭歡迎本會訪問團。右圖：本會訪問團出席順愛服
束交流活動回程香港，希望今後有更多 務隊的交流活動
2017年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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綫灣獅子會繼10月18日在東區醫院舉行兒童病房壁畫重活計劃之揭幕禮後，我們獅友義工一行12
人全數穿上聖誕服飾在12月

16日携聖誕禮物往東區醫院兒童病
房探望留院病童。我們逐一在病床旁
為小朋友送精美玩具、文具禮物包和
扭氣球公仔；也和小朋友及他們在訪
的家人親切談天說地，為留院的病童
送上搵馨的聖誕節日歡樂。

我們現在亦正積極籌辦本會將在1月6日舉行的長壽活

說到薪火相傳，不得不提及本會資深獅友廖

動 - 西貢聖心堂長者服務。今年的活動來得特別有意

令軒獅兄及郭綠華獅姐為將來能更有效地服

義，因為這是不久前從本會青獅轉入的葉雅莉獅姐成

務303區，特參加了12月初由區會為培育健

為銀綫灣會員後首次擔當活動主席的服務。不論是從

康獅子會的CEP導師培訓。事後兩位獅兄獅

薪火相傳，又或者以新舊互補的額外得益外，我們在

姐都表示在課程上有很大的得著，希望能做

「舊帶新」的籌委分工安排下，都配合得非常起勁。

到學有所用。

除了本會籌備的活動外，對區會的活動我們銀綫
灣獅子會亦不留餘力。由第六分區負責的「Smart
City填色設計比賽暨環保聖誕嘉年華會」和「大埔
科學園獅子會百周年除夕慈善跑」，我們銀綫灣獅
子會都出人出力出心參與。而第二副國際會長歡迎
晚宴和茂文鍾士答謝宴我們亦有派員參加去支持大
會。

為增獅誼，本會是年的聖誕聯歡和壽臣山獅子會聯
合舉行。聯歡派對已於12月16日在葉偉倫主席的
高效率安排下，近100名獅友親朋於一遍遍的歡笑
聲中，在互相問候、美食、遊戲、幸運抽獎和交換
聖誕禮物下渡過了一個愉美的晚上。

52

November

& Decemb
er

2017

獅子會
珠
明
Pearl Island

會長
招幸嬋

資訊委員
宋寶瑞

明珠耆英賀中秋

每

年中秋節，明珠獅姐都會為長者帶來歡

及義工們更派發月餅福袋，讓每位長者滿載而歸。

樂，共渡佳節。今年也不例外，本會聯同

活動得以順利完成，有賴多位義工鼎力協助，在此

耆英協進會於富臨酒家筵開41席，招待數百位長

衷心感謝！

者同賀中秋。當日大會除安排了豐富美食
外，還邀得多位影視藝人出力演出助興。
大會更預備遊戲環節及豐富獎品，讓長者
於飯前來個熱身，增添熱鬧氣氛。總監陳
立德獅兄、第一副總監郭美華獅姐、第二
副總監王恭浩獅兄及第一分區主席黃人航
獅兄於百忙中撥冗出席支持，十分感謝！
活動在一片歡笑聲中結束。離場前，獅姐

贊助捐血車籌款活動
10月18日，本會於尖沙咀假日酒店意大利餐
廳舉行例會。當晚第一副總監郭美華獅姐及第
五分區主席梁禮賢獅兄前來講解捐血車籌款活
動，讓獅姐們對該活動細節有更深入認識。活
動得到眾獅姐大力支持，當晚隨即進行表決，
並一至通過捐出十萬元響應購置捐血車活動。
當晚同時為陳豐真獅姐慶生，為她送上祝福！

桂林光明行，明珠顯愛心
明珠獅子會早前贊助了「獅心光明行」的復明行

只要儉下一頓豐裕的晚餐，便足以改寫另一個人的

動，為100位中國廣西省桂林市居民提供免費白內

命運，為別人生命添上光彩。短短四天，一個不一

障手術。當中大部份患者都是居於偏遠地區的貧困

樣的旅程，讓各人親身體驗「施比受更有福」的真

農民，他們因經濟原因，遲遲未能接受相關手術，

義，可謂不枉此行！

以至影響日常生活及需家人長期照顧。明珠獅姐善
心滿溢，除贊助是次行動，更出心出力，於10月2
日一連4天，隨會長招幸嬋獅姐乘坐高鐵前往桂林
愛爾眼科醫院，親身體驗和見證為病人重拾光明。
由於行程緊湊，抵埠後，獅姐們隨即加入義工行
列，負責不同崗位：替病人登記、配對晶片、戴上
消毒裝備...好不忙碌。連日來，看着每位病人由家
人陪同到來，各人臉上憂心忡忡；到手術順利完
畢，拆除紗布後重拾光明，臉上即時展露笑容的一
刻，都是令人難以忘懷，十分感動！其實，都市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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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雅麗珊同學的約會

每

年暑假前，紅山的獅友都知道本會和雅麗

宿舍樓層，把不行動不太方便的學生接到禮堂，卡

珊學校的學生有一個約會–卡拉OK午間茶

拉OK正式開始。

叙。有時是在外面的卡拉OK 唱歌，地點一般是在
觀塘的APM。在訂到車的時候，我們用車接同學，

我去年因事未能出席這個活動，今年我到達學校禮

訂不到車，獅友便推着輪椅送同學到APM。

堂和學生打招呼，有位學生對我說，你去年沒有來
啊！原來同學是記得我們的！一直以來，我們和

有些時候是聚會是在學校的禮堂舉行，我們帶樂

雅麗珊的同學叙會，我們都不拍照，今年有一個

器，先由義工表演，吃些茶點，玩遊戲，高潮是學

學生對獅友們說，我今年畢業了，要離開學校，

生表演，一個接一個，學生們都很享受。

再也見不到你們了！你們能和我拍張照嗎？獅友
們當然欣然答應了！我們還請他上網去看紅山的

今年我們的約會是7月1日在學校的禮堂舉行卡拉

Facebook，那裡有紅山的資料。說獅友請學生明

OK午間茶叙，我們訂了食物、飲品、小吃和一些

年回來學校做義工，大家便可以見面了！

抽獎的小禮物，將禮堂變身為一個寬敞的小餐廳，
利用螢幕來唱卡拉OK，雖然音響效果不及外間店

活動要結束了，同學還爭取最後的機會大展歌喉，

鋪，但空間大，同學覺得自由。佈置好後，獅友到

整個時段完全沒有冷場，同學都唱得非常高興！

日本愛心拉麵
11月18日下午3:00紅山獅友齊集大埔墟一鳴拉麵
店，我們的工作是做待應，為前來吃麵的哥哥姐姐
捧餐！我們穿上獅子背心，捧着熱氣騰騰的前菜和
拉麵，送到等待中的客人面前。麵店不太大，我們
穿梭於客人中間，忙得不亦樂乎。哥哥姐姐們對前
菜和拉麵讚口不絕，有些還查詢麵店的營業時間，
說要再來！有些哥哥姐姐說從來未吃過日本拉麵，
吃慣了中餐換換口味真的不錯啊！哥哥姐姐們說了
很多感謝和客氣的話，這樣的客氣，使我們都有些
面紅呢！
感謝一鳴拉麵店的兩位店東和同事，在他們應該休
息的時間，為大埔墟的獨居長者煮麵，全部免費！
再說聲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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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本屆董事局順利組成後，本會隨即馬上展開服務項目第一炮 - 「獅子溫情慶中秋2017」的統籌工
作。該項活動是本會每年新年度開始時的首個大型服務，已舉辦多年，本年比以往的規模更大，
我們都特別重視。

「獅子溫情慶中秋2017」
是項服務受惠機構為基督復臨安息日會馬鞍山恆安
老人中心。每年臨近中秋的時候，淺水灣獅子會都
會安排豐富節目與上述機構的「老友記」們共度開
心的一天！因安排時間實在有限，所以今年本會負
責服務統籌的第二副會長繆雲龍獅兄，上任後馬上
組織活動籌委會進行工作。
在大會主席和第二副會長繆雲龍獅兄的努力下，今
年服務地點移師恆安老人中心附近，地方更的青
年會書院禮堂，所以今年比以往容納及服務更多長
者！此外幸得一班龐大義工表演團體的相助，今年
演出了很多精彩節目，義工人數也是歷屆之冠。

是次活動招待了約180位長者，節目於中午在馬鞍
山青年會書院禮堂開始。大會司儀由鐘光耀獅兄
及李展隆獅兄擔任，這對鬼馬有趣的組合，為活動
增添很多歡樂笑聲。今年得到的贊助亦非常豐富，
有御名軒海鮮酒家代表張梅鴻先生贊助月
餅、善心贊助人提供的藥油禮品、鄭海泉
先生及獅友們的現金捐贈等等。在整理好
福袋禮物和場地佈置後，院方協助安排老
友記們就座，而節目亦隨之開始。是日節
目豐富，在大會主席繆雲龍獅兄、會長錢
嘉瑋獅兄、303區第五分區主席梁禮賢獅

兄、恆安區
議員鄭則文
先生及恆安
中心代表譚
姑娘等一眾
主禮嘉賓致
辭後，先由
司儀之一、
有「淺水灣獅子會歌王」之稱的李展隆獅兄高歌一
曲，帶起全場氣氛！緊接由警務署新界南總區防止
罪案辦公室提供名為「常見騙案知多少」講座，由
賴偉華警長主講，教導長者如何注意及避免受騙，
對老友記非常有幫助。之後是由林琳老師義工隊、
香港社區網絡婦女部等義工表演團體的精彩演出，
表演內容有唱歌、肚皮舞、瑜伽古典舞、兒童合唱
團及高貴旗袍騷等等，應有盡有，目不暇給！當然
少不了由淺水灣青獅們主理的遊戲節目，青獅們安
排了很多歌曲給老友記們猜猜歌名，派派禮物，老
友記非常踴躍。最後當然是送贈一些福袋小禮物和
利是給老友記們，以及一起大合照來作結尾。
再一次感謝顏培意前獅兄每年贊助的新鮮生果，梁
志成獅兄及客席義工易頌怡小姐任大會攝影師，與
及其他參與和支持該項活動的303區區職員、活動
籌委成員、淺水灣獅子會獅友們，及各個贊助商和
義工單位，活動的成功全賴有各位的努力和協助。
謹代表大會主席繆雲龍獅兄衷心向各位致謝！

「 萬 聖 節 慈 善 籌 款 派 對 之 S u p e r H e ro 勇 闖 猛 鬼 夜 」
我們淺水灣獅子會每年的重頭戲「萬聖節慈善籌款派對之Super Hero勇闖猛鬼夜」已於2017年10月20日
圓滿舉行，有關是次活動精彩詳情，將於下期為大家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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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訪麥當勞叔叔之家兒童癌病中心 感恩節下午茶小敘

世

事無常，幸福不是必然的，時刻珍惜眼前
人，感恩我們擁有的一切，珍惜才能擁有，
感恩才會天長地久。
11月24日星期五本會一共有八位獅姐一起出席了
沙田麥當勞叔叔之家兒童癌病中心，舉行的感恩節
下午茶小敘。香港「麥當勞叔叔之家」是全亞洲第
一間「麥當勞叔叔之家」，面積約二千平方米，座
落於沙田，步行到威爾斯親王醫院只需四分鐘。是
為患病兒童及其家人提供一個「臨時家園」，一處
充滿溫暖的地方。在這裡家長能全心全意照顧自
己的孩子，孩子們在得到家人的陪伴下，病情更
容易康復。迅速
的醫療是非常重
要的，癌症的兒
童有很多突發的
事情會令父母束
手無策，只需4
分鐘就能去到醫
院，能夠減輕父
母壓力和負擔。
當日我們抵達後，我感覺那裡像一個空氣清新、舒
適寧靜的會所，家長坐在一起談天說地，而小朋友
開心地聚在一起玩遊戲。感覺每一位家長面上都不
會掛着愁容，反而是滿載希望和信心，相信自己的
兒女一定會有康復痊愈的一天。
院舍副經理許小姐帶我們參觀麥當勞之家的環境設
施，這個「以愛心所建」的家設有二十三間睡房，
設備完善，房間有空調及浴室，可容納四人入住；
另外還有一應俱全的廚房、洗衣房、閱讀室、遊戲
間和花園，有足夠的空間提供入住的家庭作活動、
娛樂及休憩之用, 讓病童可以在衛生而寧靜的環境
中休息及康復。
這裏的父母都充滿笑容，小朋友天真活潑，完全感
覺不到他們是兒童癌症和重症的病人。其中我看見
有一位很可愛的小朋友坐在輪椅上手腳不能動,鼻
子插着喉，不能飲食也不能說話。最後得知他不是
癌症病人，他是和其他小朋友玩耍時撞到腦部引致
意外的，這位不幸小孩子的媽媽是一位非常堅強、

值得敬佩的媽媽，從這件事情讓我感覺有些事情是
我們不能預測和控制的，只能做的是預防和遇到問
題時怎樣積極面對和處理。
這一天我們準備了一些兒童手錶、燜燒鍋、護髮產
品等送給每個小朋友和家庭，派完禮物後,我們一
起享用了一個非常豐富美味的下午茶，茶敘時我們
也一起談天了解他們的需要。
最後就是玩有獎搶答遊戲時間，小朋友都非常雀躍
地回答問題，玩得非常興奮，整個麥當勞叔叔之家
都充滿了笑聲和喜悅。我們跟活潑可愛的小朋友度
過了開心愉快難忘的一個下午。
兒童是地球上的禮物，但每兩分鐘，就有一個兒童
被診斷為癌症。全世界只有不到一半的兒童可以獲
得有效的保健治療。社會上有很多有需要幫助的一
群，故是次活動希望能夠為小童及其家長帶來歡
欣，以行動發放正能量。

2017-2018獅子會和青獅會支援五個全球服務領域
中其中一個領域是兒童癌症。就讓我們在現屆總
監、上屆總監、前總監、創會會長、會長的帶領及
獅姐們的共同合作下攜手一起達成目標，只要有需
要，獅友就會伸出援手！我們服務「We Serve」！
撰文：鄭敏如獅姐

56

November

& Decemb
er

2017

獅子會
活
李
荷
港
香
Kong
Hollywood Hong

會長
陳漢文

資訊委員
陳美倫

《惜食堂》–停止浪費、解決飢餓、以愛連心

本

會 由 陳 漢 文 會 長 領 導 下 ， 定 期 協 助 及 支 援《 惜 食 堂 》
。2017年10月12日在《惜食堂》位於深水埗的食物製作
工場再次進行愛心行動，我們把已回收仍安全食用之剩餘食物，
經烹調後，再以流水作業式的分工把食物放進飯盒，在短短兩小
時製作出接近5,000個營養均衡的熱飯盒，然後由《惜食堂》的物
流團隊免費派發給社會上需要食物援助的人士。大會主席王玲玲
獅姐說：「加入荷李活獅子會短短的日子便有機會擔任今次活動
的大會主席，多謝會長及獅友們信任及支持，荷李活獅子會溫暖
在我心。而今次活動在製作過程中，現場士氣高昂，大家樂在其
中，已忘記其實已倦透了，反之愈做愈起勁。」

《荷李活家居維修》–不停為你服務
我們與家居維修義工協會在2017年10月21日繼續
進行一連串家居維修服務，其中一位患有癌症的父

親，正在接受化療，他是家中的經濟支柱，由於患
病失去工作能力，餘下的儲蓄僅足夠供養妻子及年
幼兒女一段時間，他居住唐6樓，因天台滲水導致
家中天花板水泥剝落露出鋼根，情況極為危險，我
們為他們進行家居維修服務，改善及提供安全的家
居環境。當日香港電台製作部來拍攝，宣揚我們荷
李活獅子會維修服務的義舉，多謝社會各界支持及
認同，實屬難能可貴！

獅子愛心捐血日
由於捐血者捐出的血液只能儲存半年，導致血庫
存量不足，本會希望推動更多人去捐血助人，繼
2017年3月份首次舉辦了《獅子同心捐血日》，
我們在2017年10月22日再次舉辦《獅子愛心捐血
日》，當日陳立德總監及油尖旺區議員鄧銘心小姐
為今次活動擔任主禮嘉賓，我們提供了三個健康講
座，包括：陳志宏醫生講解糖尿眼知識、紅十字會
講解捐血知識及氣功大師謝耀立先生教大家運用氣
功來舒緩癌症和重症，緊接著是新鮮出爐的荷李活
巨星金銀銅獎得主為我們唱歌表演，非常精彩，令
全場氣氛升溫，打成一片，最後，我們所有獅友們
青獅們站立於會場門口歡送，當然，不少得我們滿

腔熱誠的福袋。活動結束後，我們雖然已經很累，
但服務熱情仍未減退，繼續到區內派發福袋給老友
記們至晚上。大會主席李
致昌獅兄說：「今次活動
是我首次擔任大會主席，
捐血人數相當不錯，成功
為血庫增量，而當我看到
老友記們接過福袋，臉上
流露歡笑中帶點感激之情
連連道謝，開開心心的離
去，已蓋過了我們籌備多
時的辛勞。」

總監陳立 德 獅 兄 及 第 三 分 區 主 席 蔡 漢 成 獅 兄 親 善 探 會
2017年11月1日本會熱烈歡迎2017-2018年度總監陳立德獅兄及第三分區主席蔡漢成獅兄探訪及參加我
們11月份例會，兩位先後講述「獅子會百年慶」服務計劃的四大範疇，包括：視力、救濟飢餓、環保、
青少年，荷李活獅子會在陳立德總監領導下，並在蔡獅兄帶領的第三分區裡，全力配合及實踐今年主題
「服務本為根，凝聚獅子心」。

探訪‘共建《深》《情》在蘇屋’項目首批入伙獨居長者
我們與家居維修義工協會在2017年11月11日探訪蘇屋村一期已入伙的獨居長者，並協助明愛中心長者支
援服務，為長者們做問卷，了解他們對新環境的睇法及意見，還有沒有其他需要幫助，我們離開時送上
福袋、送上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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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司機-『風』險管理計劃」義工服務

香

港青馬獅子會與香港路德會合辦「職業司

於10月11日及11月10日，本會獅嫂鄧太繼續為此

機 - 『風』險管理計劃」，計劃自8月推出

計劃到戶檢測服務的擔任義工，為參與的司機團體

以來反應熱烈，登記的熱線電話響過不停，更獲多

專誠提供上門檢測服務。三次服務成功為合共89名

份報章及電台報導。於2017年9月21日，本會會

職業司機完成檢測，中風風險指數高的職業司機更

長梁偉宣獅兄、第三副會長梁馮肇基獅兄、新加入

已經獲安排跟進身體檢查，所得數據的分析結果將

的何國亮獅兄，以及獅嫂鄧太在路德會安排下，到

在12月舉行的發佈會上公佈。

汽車交通運輸業總工會油麻地分會為此計劃擔任義
工。
他們為職業司機講解檢測時所需注意事項，並協調
安排檢測次序。他們又與司機分享健康生活方式，
鼓勵他們關注健康、預防中風。義工的解說令每位
參與司機了解預防中風的重要性，大大加強此計劃
的影響力。
多位青馬獅兄為職業司機-『風』險管理計劃」擔任義工

青馬盛德老爺車同樂日
青馬獅子會與盛德學校一直保持聯繫。今個學年為

准離開校舍，到中環的遮打道行人專用區參觀香港

雙方第二年合作，一同服務有特殊需要的學童。

老爺車展，並進行攝影比賽。會長梁偉宣獅兄、第
一副會長呂慕選獅兄、何偉民獅兄及黃志光獅兄一

於2017年10月29日，適逢香港老爺車展在中環舉

邊指導學童拍攝，一邊為學童導賞。獅兄們並與學

行，本會藉此舉行青馬盛德老爺車同樂日。在青馬

童傾談，關注他們的生活近況。當日天朗氣清，學

獅子會理事何偉民獅兄安排下，多位學童獲特別批

童在獅兄陪伴下拍攝了不少精彩照片，樂也融融。

青馬盛德老爺車同樂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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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21日早上11點，在張新村前總監帶領
下，香港特區中央獅子會聯同太平山青年
商會一同探訪位於九龍深水埗元州街132號大興大
廈地下B舖的香港獅子會腎病基金及洗腎中心。
香港國際獅子會腎病教育中心及研究基金會是一個
由國際獅子總會中國港澳303區創辦的香港註冊慈
善機構，致力於教育市民如何預防日益嚴重
的腎病及各有關護理常識，為有經濟困難的
末期腎病患者提供低廉收費而高質素的血液
透析洗腎服務，構思於1987至1988年開始，
籌備期間得到各大機構及善心人士的捐贈及
專業人士義務幫助，是個真正救急扶危的慈
善服務中心。中心的使用率接近100%，全天
候為全港一共1,700多位作為家庭經濟支柱的
腎病患者延續生命！每年開支高達4,000萬元

會長
李垣錦

資訊委員
陳翠琼

但仍不勝負荷社會上的需求，需要社會各方關注及
大力支持！
腎病病患者如果在兩星期內沒有把體內的毒素洗
掉，病人便會走向死亡，所以洗腎中心每日都拯救
無數病患者的生命及家庭。希望社會善心人士可以
伸出援手，多多支持！

11月11日是香港特區中央獅子會的喜慶大日
子。303區獅子會的總監及眾獅兄獅姐齊齊到賀，
共同見證一對金童玉女有情人終成眷屬的喜悅！大
家恭賀香港特區中央獅子會會長李垣錦與獅姐廖詩
寧共結連理，但願他們永遠幸福甜蜜！永浴愛河！
永結同心！白頭偕老！早生貴子！
婚禮在尖沙咀金域假日酒店舉行，筵開50席，親
友嘉賓齊齊到賀。一對新人台上的致詞更是感人肺
腑，令人不禁喜極而泣！一對新人在眾親友賓客的
祝福之下展開人生的另一幸福序章！

11月22日晚上6時30分，香港特區中央獅子會在旺
角帝京酒店由會長李垣錦主持順利完成2017/2018
年度第五次理事會議。李垣錦會長率領第一副會長
何宇軒獅兄、第二副會長周靄儀獅姐、第三副會長
梁仁富獅兄以及眾獅兄獅姐們，積極籌備2018年1
月28日舉行的《獅情長意》活動，並做好是次活動
的工作細節安排。

獅兄獅姐積極討論並安排分配每一個細節，樂善好
施的精神此時此刻呈現在每人的身上。

另外一個慈善籌款活動也是在當晚討論分配完成，
本會已經交由《好廚房》製作蘿蔔糕馬蹄糕，還有
韓國原裝入口薑茶，製作500套賀年禮盒，並推出
慈善券，每一張券售價$680元，希望籌得善款可
以幫助一些年老無依的長者或是偏遠山區學校的經
費，以宏揚獅子心的服務之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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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港獅子會二O一七至二O一八年度
「第十六屆職員就職典禮暨萬紫千紅星輝夜」

本

會兩年一度的重頭節目–維港獅子會第十
六屆職員就職典禮暨萬紫千紅星輝夜已於

2017年8月25日假尖東THE ICON HOTEL圓滿結
束。而本會十分榮幸能邀得區內外多名嘉賓出席其
中包括：大會主席鍾鳳愛獅姐、國際獅子總會中國
港澳303區總監陳立德獅兄、東區民政事務助理專
員魏麗盈女士、上屆總監馮妙雲獅姐、第一副總監
郭美華獅姐、前總監周振基教授,GBS,太平紳士、
指導會長簡榮耀獅兄、會長何賢忠獅姐、第二分區
主席黃嗣輝獅兄、第六分域主席李燕芬獅姐、華都
獅子會會長李賢德獅兄、創會會長馮翠屏獅姐,MH

會服務，福澤社群。而大會主席鍾鳳愛獅姐除了在

及大會副主席陳達人獅兄；其他出席的嘉賓包括：

致辭中感謝多個政府部門的提攜，為我們建立了良

國際獅子總會中國港澳303區前總監張新村前總

好的發展基礎及合作機遇，並感謝獅友們撥出寶貴

監、殷國榮前總監、呂潤棻前總監、馮炳壽前總監

的個人時間，熱心積極參與會務，無私地為「維港
獅子會」付出心血和努力，並承諾將會繼承這一份
努力和精神，用心為地區和社會大眾服務，將我們
的理念發揚光大。另外，兩名新獅友林靜詩獅姐及
姜小榮獅姐於當晚完成了入會儀式，飲下獅子奶，
扣上獅子章宣誓承諾為社區服務。
儀式完成後，全體維港獅子會獅友為眾來賓安排了
多項娛樂節目，其中包括：眾獅友排練多時以上海
灘為題的大型舞蹈，表演氣勢磅礡，眾嘉賓目不暇
給，將大會氣氛推至最高峰。本會本年度的職員就

及夫人、陳敬德前總監；夫人、羅少雄前總監以及

職典禮晚會十分成功，除了出席嘉賓眾多，晚會氣

本年度各區職員及友會會長等，為配合大會主禮，

氛熾熱高漲，而本年度籌得的善款數字亦十分令人

各位出席的嘉賓紛紛以旗袍或唐裝亮相，令場面生

滿意，並更屢破記錄，在此再次感謝各位獅友的支

色不少。

持，籌委會的出心出力出時間，亦同時感謝每一位

*出席的嘉賓眾多未能一一盡錄

出席參與的獅友、嘉賓及好友。

晚宴以莊嚴而隆重的就職典禮拉開序
幕，維港獅子會2017-2018年度的新任
職員鄭重宣誓並就職，承諾為獅子會於
不同領域貢獻力量。當新任會長何賢忠
獅姐從上屆會長簡榮耀獅兄手中接過會
長帶，順利完成交接儀式後，維港獅子
會新一屆的會長隨即誕生。新一屆會長
何賢忠獅姐於致辭稱，將會一如既往繼
承 歷屆會長熾熱的獅子心，努力做好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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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屆亞洲慈善千人宴2017

本

會每年舉辦的大型籌款活動「第
十四屆亞洲慈善千人宴」，已於

2017年12月2日晚假座香港中文大學新
亞書院圓形廣場圓滿舉行。今屆出席嘉賓
包括總監陳立德獅兄、第一副總監郭美
華獅姐、第二副總監王恭浩獅兄、第一分
區主席黃人航獅兄、第二分域主席吳翰
城獅兄、一眾區職員、各友會會長、獅
友及嘉賓等，並免費招待六個慈善團體的
700位長者，每位長者均獲大會派發利是
一封，其中最年長的3位長者，更獲派發

亞書院同學中樂表演；還有麥德羅先生及林韋辰先
生獻唱金曲等；宴會完結前，本會全體獅友及各來
賓一併上台大合唱一曲「紅日」，令宴會於一片歡樂
氣氛中圓滿結束。今年千人宴為本會轄下亞洲慈善
基金會籌得約二十多萬元善款，部份善款將捐贈予
「香港中文大學新亞書院–亞洲獅子會獎學金」，
餘款則作其他慈善用途。

500元大利事，以茲祝賀。宴會筵開共98席，人數
近1,200人。在享用豐盛盆菜以外，每位來賓及長
者均獲贈精美福袋及檯獎一份，及欣賞多項精彩表
演，如優閒金曲研習社獻唱懷舊金曲；中文大學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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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迎黃珮芝獅姐加入銅鑼灣獅子會

補

薦獅友羅運萍獅姐（上屆會長）分享
經過半年的觀察，黃珮芝獅姐最後在本年度第一次區聯合晚餐例會上宣誓入會。黃獅姐熱愛音

樂，學習豎琴已有六年，之前亦有組織推廣音樂/豎琴的服務活動，例如：安排中小學生認識不同的樂
器，舉行豎琴演奏會推廣給市民，亦有協助低收入家庭的兒童學習音樂。歡迎黃珮芝獅姐正式加入銅鑼
灣的大家庭！

新獅友黃珮芝獅姐(GiGi)分享
大家好，好開心成為銅鑼灣獅子會的一份子！我從事銀行保險行業。作為一位職
業女性，工作以外亦活躍於音樂、旅行、藝術，與人分享美好的事，並熱愛自然
的生活。作為一個全球性的慈善組織，獅子會關心社區服務，期望我這個新人也
可以為有需要的人作出貢獻。

銅鑼灣獅子會2017-2018傳統九砵慈善宴
銅鑼灣獅子會於11月4日於屏山舉行2017-2018傳
統九砵慈善宴！九砵慈善宴假座屏山傳統盆菜舉
行，筵開9席，全場座無虛設！傳統風味的九砵宴
得到獅友們和長者讚賞，許多出席者均是首次品
嘗。

九砵宴開始前，感謝嶺南大學服務研習處的8名導
賞義工，帶領50名香港基督教女青
年會長青松柏中心的長者到鄧氏宗
祠和覲廷書室進行文化導賞活動，
讓老友們了解新界獨特的圍村文
化，樂也融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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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半山

獅子會
evels, Hong Kong

會長
羅潔嫻

Mid-L

資訊委員
袁杜錦鸞

一個新服務項目的誕生

辦

事審慎和認真是香港半山獅子會一向的作風，尤其對「我們服務」的目標及對象，對捐獻者的一分
一毫，及遇上有義意的項目或被社會遺忘的弱勢社群，我們會筆記在案，待適合時推介給服務小組。

踏入新的獅子年度，服務小組先檢討項目的期限，延續或是取代，及時推介新服務對象或項目，檢討服
務經費及籌款的目標，從而訂定服務項目的名單及預計的經費。那麼新的服務項目又是如何誕生？
今年董事會有兩個新服務項目推介，服務小組的成員分成兩隊，在過去兩個多月與兩個非政府組織的負
責人溝通，解答問題及親身探訪服務機構和受惠對象，了解受惠者實際需要、項目目的、資金運用、
人力資源分配、成效準則等等。在十月中，本地服務組親身探訪勵智協進會『至「叻」腦健』項目，了
解一班腦智障人士及其家人日常生活的情況及需要；而環保小組在兩個月內四次探訪麥理浩夫人中心的
「互惠銀行計劃」，在葵涌及青衣地區舉辦的四個不同種類的互惠及環保活動，幫助區內新移民、低收
入家庭、長者、單親家庭及少數族裔等等。雖然在短短幾個月內小組組員已付出不少時間，但項目還未
定案，仍需要將提案交董事會討論及審
批。不是每一個提案都可以通過，但在
了解的過程中我們認識很多社會上不為
人知的背景故事和需要，同時亦對社會
上的弱勢社群有進一步的了解，有助提
升「我們服務」的方向和會務發展，實
在獲益良多。今年我們期待迎接兩個新
服務項目的誕生，大家拭目以待！

左圖：探討勵智協進會『至「叻」腦健』。右圖：探訪「互惠銀行計劃」

會訊
第一分區活動–愛心飯盒行動

繼第一分區的慈善籌款蝦蟹宴後，本會獅姐們全力支持接下來的活動，出席2017 「聯合國際消除貧窮日
1017唔食都得愛心飯盒大行動」啟動儀式及參與接下來的飯盒製作及定期派飯盒。

2017乳健同行
在10月20日一個風和日麗的早上，九位半山獅姐步行環繞山頂一周參與 D303區會組織Lions In Action，
為香港乳癌基金會籌款活動出一分力，支持推廣乳健教育及乳癌研究 。

2 0 1 7 -2 0 1 8 年 度 港 澳 獅 子 服 務日
暨世界糖尿病日
第一分區負責「愛心的糧食」攤位，派發餅乾及生日蛋糕給
受眾的長者 ， 六位半山獅姐及一位獅子會青年營的舊交換生
一起出席支持是次活動。
「愛心的糧食」攤位

香港獅子 會 眼 庫 55周 年 晚 會
在11月21號香港獅子會眼庫55周年晚會上，本會在主席高敏
華獅姐手中接受證書正式成為團體會員，可以幫助眼疾病人重
見光明出一分綿力。
香港獅子會眼庫主席高
獅姐帶領香港半山獅子
會獅姐們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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獅子會
田
文
何
Ho Man Tin

會長
黃禹恒

探訪獨居長者服務
日期：2017年10月21日 (星期六)
時間：下午2時至5時
地點：深水埗嗇色園可健耆英地區中心
何文田青年獅子會統籌，夥同何文田獅子會，在10月21日去
到深水埗嗇色園可健耆英地區中心，經中心社工–Jessica講
解下，各獅友明白到自行探訪獨居長者的操守，在探訪期間應注意什
麼及作出什麼樣的提問，以便社工們日後跟進，一位青獅加上一位大
獅編為一組，在沒有社工帶領的情況下去探訪，過程上了解到獨居長
者的需要，更明白到社工之日常工作，這是一個非常有意義的服務。

由

廣福邨長者健康活動日
日期：2017年11月5日 (星期日)
時間：下午2時至4時
地點：大埔廣宏街廣福邨社區會堂
多謝「香港聖公會救主堂社會服務中心賽馬會家庭幹線」何
頌華中心主任促成這次廣福邨長者健康活動日，是日出席長
者多達80位，我們邀得朱澤生中醫師為大家講解中醫食療
方法，很多長者雖然有多年入廚經驗，在當日始得知過去的
煲湯方法竟沒有食療功效。除講座外，再有非洲鼓表演及有
獎問答遊戲，在一片歡笑聲下渡過了一個週日下午。

天使行動之養生運動推廣日
日期：2017年11月8日 (星期三)
時間：下午3時30分至5時30分
地點：金漢宮宴會廳
何文田獅子會創會會長兼前總監許世光獅兄及指導會長林廣德獅兄贊助10席，讓一群獨居長者及60歲或
以上的哥哥姐姐歡度了一個開心的下午，當天除了宣揚健康養生信息，一路飲茶吃點心之餘，更有表演
及抽獎環節，能夠為一班曾經為香港付出的哥哥姐姐添上歡樂是我們的榮幸。

長者手機拍攝班
日期：2017年11月11日 (星期六)
時間：上午10時至中午12時
地點：柴灣循道愛華村服務中心
一人一手機已經是大勢所趨，今天的老友記已懂用手
機拍照，然後發上Whatsapps、Wechat或Facebook
等社交媒體與親友分享生活。如果能夠發一張精彩細
緻的相片給親友，相信可以令老友記樂上半天。
何文田獅子會邀請到建築師兼手機攝影師與各位老友
記上手機攝影班，依老師所講，還相片一個公道，除
了教他們攝影小技巧，更教他們執相小知識，不只老友記，一眾獅友及義工們也獲益不少。
施比受更有褔！義工服務，不一定是單向，不介意付出的往往可能受惠得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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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新民
ens
Hong Kong Citiz

「每

獅子會
會長
葉致欣

資訊委員
莫穎傑

個人都會有心情起伏高潮，包括
我自己也想過無數次的放棄，但

是放棄了就是衰仔！背負很多人的家庭，因此不能
放棄。」-王維基

新民獅子會於2017年11月14日舉行了「創夢馬拉
松」慈善籌款講座，而我們也有幸請到香港電視網
絡主席–王維基先生和我們分享很多有關對創業的
看法，以分享自己的創

是次活動和王維基先生預祝生日

業路。當然整場也有一

如果我KO了TVB，我應該會成為一個狂魔。」

番唇槍舌劍，引發連場

-王維基

笑聲。
王維基先生更史無前例地和在坐每一位聽者講述自

青年人向王維基先生發問

「我其實好感激梁振英

已的家庭和私生活，寄語給各位為事業打拼的每一

先生，如果他當年給了

位，也要抽時間陪伴家人。雖然這段說話很老生常

我電視牌照，我相信我

談，但是又有多少人可以洞察到「常談者見不談」

三年內可以KO TVB。

之事？

台南，台灣美食之鄉
高雄，台灣港口之門
國際獅子會第56屆遠東暨東南亞獅子大會就在這兩

著獅子心，繼續貢獻自己，服務他人。

個美麗的城市聯辦下舉行。
同時，也要感謝總監、第一副總監、第二副總監、
新民獅子會暨第六分區主席梁麗琴獅姐、袁秀齡獅

各位區職員及領導的請客，讓我們品嘗了多款台南

姐、徐玲玲獅姐、郭芃獅姐及何銳祺獅兄有幸出席

的美食，加深了各獅友之間的獅誼。

本次大會，與一眾友會獅友們共同
參與這次盛事。

本次大會充分體現了台南人的熱情
與好客，他們熱情的舞蹈，雄渾的
槌鼓，深深的感動了每一位獅友，
提醒我們作為獅子會會員，時刻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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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長
張愛瑜

資訊委員
譚綺華

2017世界骨質疏鬆日護骨防跌保安康醫生講座暨嘉年華會

本

會於二○一七年四月九日在尖沙咀街坊福利會
社區會堂舉辦了一個疾病預防服務–「骨質疏
鬆檢查同樂日暨醫生講座」，當日服務了500多位長
者，包括為他們檢測骨質疏鬆及量度血壓服務及醫生
講座等。此次服務非常成功，成績有目共睹，亦得到
傳媒的報導，最後獲得獅子會三○三區會2016-2017
年度最佳服務優異獎。
是次服務又得到香港中文大學賽馬會骨質疏鬆疾病及
預防中心醫生認同，特別應函本會邀請合辦「世界骨質疏鬆日護骨
防跌保安康醫生講座」暨嘉年華會之合辦機構。本會深感榮幸，隨
即展開籌備工作。本會委任了李文偉獅兄與香港中文大學賽馬會骨
質疏鬆預防及治療中心做大會聯合主席。
今次活動非常榮幸邀請到香港特別行政區署理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陳
肇始教授太平紳士作主禮嘉賓。中文大學疾病預防中心特別注重這
次聯合服務，所有總監及教授、醫生都出席支持及主禮有：
香港骨質疏鬆基金會主席羅尚尉醫生
中文大學賽馬會骨質疏鬆預防及治療中心總監郭志銳教授
中文大學醫學院矯形外科創傷系終身講座教授梁秉中教授
香港骨質疏鬆基金會創會主席劉明珠醫生
香港骨質疏鬆防防及治療中心蔡德基醫生
香港骨質疏鬆基金會副會長郭豐良博士
香港骨質疏鬆基金會名譽會長梁秉中教授等同人出席主禮。
這項有意義的服務於11月5日在沙田威爾斯親王醫院繼昌堂舉行，本會邀請到400多位長者來參加，活動
內容包括：醫生講座、活動儀式、娛樂表演、健康檢測
內容有：1)骨質密度篩查、2)肌力及平衡測試、3)高鈣
飲食評估、4)防跌小測驗等。除上述外還有攤位遊戲，
禮物豐富，亦有幸運大抽獎，得獎者得到一份價值四百
元的家庭用品。娛興節目有中樂古箏表演等。中午有茶
點招待，最後派發福袋，禮物非常豐富。各位來參加的
長者，都滿載而歸。帶著愉快心情回家。
是次活動由李文偉主席帶領下獅友們群策群力、發揮服
務精神，使到這個服務圓滿結束。

香港壽臣山獅子會與基督教香港信義會新來港人士樂聚軒合辦
「童心悅讀計劃」簽服務協議書
本會已贊助陳慶社區服務中心合辦兒童「悅讀計
劃」及繪本送贈活動已兩年了。讓中心可以將繪本
借出給有需要的家庭。本會覺得這項目活動非常有
意義，在今年度與基督教香港信義會新來港人士樂
聚軒舉辦「童心悅讀計劃」。面對知識為本的社
會，必須終身學習，以迎接未來的種種挑戰。兒童
是未來社會的棟樑，幫助兒童自小培養樂於學習的

66

November

& Decemb
er

2017

一個有效途徑，就是培養他們的「閱讀興趣」。本
計劃期望能夠透過「親子故事會、繪本話劇、繪本
輔助學習」的介入手法，多方面協助基層家庭及學
童。幫助學童建立愛閱讀習慣及提升家庭的親子關
係。十一月三十日，上屆會長沈顏聯同唐海偉獅兄
及創會會長嚴偉貞獅姐和黃素瑩老師到信義會中心
簽服務協議書。這項活動將在2018年推行。

香港深水埗
ong
Sham Shui Po H

Kong

獅子會
會長
蘇忠發

資訊委員
馮景祥

豐收的十月

本

會創會會長李漢雄獅兄正式被行政長官
林鄭月娥頒授銅柴荊星章，這是政府對
他在工作上的肯定。而今屆蘇忠發會長也成為
獅子會禁毒先鋒榮譽長官，並表示吸毒問題趨
勢年輕化，鼓勵大家參加此活動。

東南亞獅子大會
本年度東南亞獅子大會於11月17-20日於台灣高雄舉
行，活動本會獅友都有參加，今年破了參加出席人
數。

積極參與區會活動
聯合國國際消除貧困日
1017唔食都得，由郭美華第一副總監和蘇會長帶領我會獅友餓著肚皮支持這項非常有意義的活動。

乳健同行2017
10月22日由蘇會長贊助十人參加步行，我們大獅，新加入的陸獅兄獅嫂及青獅支持我們第五分區主席的
活動。最重要是第一副總監郭美華獅姐後來加入我們隊伍內， 所以深水埗獅子會共十一人支持第五分區
主席慈善步行活動。步行得非常開心，希望明年再行！

全港學生籃球賽比賽
11月5由會長資助兩隊獅友出賽獅子會百年慶全港
學生三人籃球賽比賽，有團體盃及百年慶盃。本來
是抱著友誼第一互相切磋的心情參加，有幸一隊奪
得獎牌，為服務增添光彩。

港澳獅子服務日
11月12日獅子會百年慶對抗糖尿病在尖沙咀百週年紀念花園啓動禮，我們幾位獅友非常支持總監及第五
分區主席對抗糖尿病的計劃。

香港獅子會眼庫成立
11月21日為第二副會長楊廣成獅兄及兩位獅友代表出席以示支持及慶祝香港獅子會眼庫成立55周年及新
一屆職員就職。其中一位獅兄還立刻加入眼庫成為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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獅子會
Tsuen Wan

會長
陳承邦

資訊委員
鄭堅楚

「荃灣獅子會2017-2018年度職員就職典禮暨
荃灣獅子會慈善基金籌款晚宴」

荃灣獅子會獅友與台上嘉賓拍照留念

為

慶祝荃灣獅子會新一屆理
事會就職，本會於2017

年9月15日(星期五)假香港喜來登
酒店舉行「荃灣獅子會2017-2018
年度職員就職典禮暨荃灣獅子會
慈善基金籌款晚宴」，並邀得署理

左圖：陳承邦會長與一眾獅友於台上合唱「朋友」一曲，令全場氣
氛升溫。右圖：當晚邀得朱凱婷小姐及丁子朗先生擔任晚宴司儀

荃灣民政事務專員莊港生先生及國際獅子總會中
國港澳303總監陳立德獅兄擔任主禮嘉賓並主持儀
式。

當晚亦邀請到逸傑國際慈善基金會主席彭志宏醫生
及香港青年協會副總幹事馮丹媚女士分享與本會來
年的合作計劃，藉以讓各位更了解荃灣獅子會的慈
感謝各位善長人翁慷慨解囊，支持荃灣獅子會繼續推動善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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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淑芳

九龍灣獅子會 敬老護老在中秋

常

言道：「家有一老，如有一寶。」住在護
老院的長者，加起來就是很多個「寶」

了。臨近中秋，是中國傳統的大日子，聚首一堂
的，豈止九龍灣獅子會的一眾獅友，還有得寶護老
中心的寶貝們。在「秋龍關愛耀得寶」服務的大日
子，雖然沒有秋月，也沒有花燈，但在一片歌聲和笑
聲裡，大家都過了一個比月圓之夜更甜蜜的中秋節。
在仍然炎熱的九月星期天，九龍灣獅子會的獅友們
準時來到得寶護老中心，想不到一眾長者們已經

兄及第十八分域主席何家輝獅兄到來主持儀式，實

在等候，一見獅友，如見故友，紛紛上前擁抱。看

在是九龍灣獅子會之光榮。事實上，是次服務的大

到長者們的笑容，獅友的心都溶化了，還得準備佈

會主席及兩位主持，都是第一次擔當這個職務，而

置橫額及入福袋等，憑著一顆充滿四出精神的心，

且獅齡只有一年和一個月。在戰戰競競的心情下，

獅友們忙得愉快。縱使福袋內的月餅、食品及日用

得到總監們和一眾獅友的大力支持，賓在為這些獅

品並非昂貴東西，但這些都是獅友們付出的心意。

子會的新血打下了一支強心針。

很快到了儀式的開始，想不到簡單的一個服務，

話說回頭，雖然服務在護老院舉行，空間不算廣

卻得到國際獅子總會中國港澳303區總監陳立德獅

闊，但獅友們為長者準備的健腦操，簡單又醒神，

兄、第一副總監郭美華獅姐、第二副總監王恭浩獅

很快就令大家打成一片，之後的燈謎和「有口難
言」遊戲更令各人玩得捧腹大笑。長者們都非常聰
明，不消一會就把獅友帶來的禮物全部掃清光了。
有如此歡樂的良辰美景當然要有繞樑三日的歌聲，
九龍灣獅子會會長一出金口，令全場都聽出耳油。
愉快的時刻過得特別快，在服務完結之時，獅友們
都懷著依依不捨的心情向長者們道別，但願人長
久，千里共嬋娟。

金風送爽 喜訊頻傳
九龍灣獅子會今年增添“獅”口了，在11月6日的
例會中，由國際獅子總會中國港澳303區第十八分
域主席何家輝獅兄為許淑貞、李貝詩及列學明三位
新獅友主持簡單而隆重的入會儀式。喝過獅子奶後
他們就是我們家中的人了。
高興的事總是接踵而來的，原來在11月18日是李
貝詩獅姐及列學明獅兄的新婚好日子。我們衷心祝
賀他倆攜手踏上人生另一階段– 早日開枝散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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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份例會適逄當天江錦宏第一副會長生日，
會長與各獅友及副會長太太兒女一同祝賀副

會長身體健康、萬事勝意，生意興隆。

會長李星強獅兄、第一副會長江錦宏獅兄、第12分域
主域李易明獅兄、獅姐Verda & Michelle 於11月12
日支持區會舉辦獅子會百年慶服務–對抗糖尿病啟動
禮。

11月21日晚新界西獅子會第二副會長劉學強獅兄
與前副會長Charles、本會指導Kenny Chan、
獅兄張笑河、Tony Tai 、Karry、Tom Chu &
Vanis、Verda、Jeff等，出席支持獅子會眼庫成立
55周年暨職員就職典禮。

11月30日晚會長、會長太太、第一副會長江
錦宏獅兄、第二副會長Diamyo及朋友、獅
友有Karry、Verda、Isabella、Wallace、
Tony、Jeff、Calvin、Jackson、Alvin及朋
友、Jimmy、梁炳華、張笑河、Crystal朋
友、Terrace、Wilson、Michelle、Perkin出席祝賀
麥家榮獅兄榮任香港中國西部發展促進會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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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秋送暖顯愛心

中

秋節象徵團圓，是中國人十分重視的
一個大日子。有見及此，本會於9月30

日舉辦「中秋送暖顯愛心–長者探訪活動」，與
灣仔區內100多名獨居及隱蔽長者分享節日的喜
悅。是次活動得到循道衛理灣仔長者服務中心、
浸信會愛群社會服務處、利東街管理有限公司、
大同老餅家等各社福及商業機構支持，使場面鼎
盛之餘，長者的福袋更極為豐富。

全港血糖大普查服務計劃
–東區站
繼灣仔區和南區後，本會的旗艦活動–全港血糖大普查服務
計劃正式登陸東區！服務於10月28日下午在太古城舉行，並
為近300位居民檢測血糖。由於本會此前已舉辦了兩次同類活
動，因此獅友們對血糖檢測程序都已駕輕就熟，整個服務過
程都十分流暢。本會謹此鳴謝東區趙家賢議員所提供的協助
和支持。

九月份及十月份例會
本會分別在九月及十月的例會邀請了功夫藝人陳

例會，向獅友講解第六分區的服務及為葉冠洲獅兄

志忠先生（Wilson）及Ms Innez Wong作分享嘉

主持入會儀式。

賓。Wilson自小熱衷武術，致力將中國功夫發揚光
大。他曾主持香港電台的《功夫傳奇》及《修行》，
近年醉心詠春及南螳螂第，亦學習泰拳及跆拳，他
於例會中與獅友分享運動與健康的心得。Innez則
是資深的英語老師及餐桌禮儀導師，在例會分享之
餘亦不忘在聚餐時教授獅友們一些實用的禮規，可
謂寓學習於娛樂。除此以外，本會亦在此特別感謝
第六分區主席梁麗琴獅姐連續出席了九月及十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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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企白武士

香

港國金獅子會–社企白武士計劃，為社企

2. 贊助“社會創新早期幼兒教育(Social Innovation

及非牟利機構建立平台，提供免費及專業

in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活動，該機構利

的諮詢，加強社企董事局內部的管理，並連繫金融

用科技及嶄新策略，改善兒童教育環境及教學質

機構及各大型企業，令社企籌募經費迅速，及董事

素。

局運作高效暢順。
在過去數月，我們已在香港國際金融中心舉辦了兩
項活動：
1. 贊助 Asian Charity Services 舉辦午餐工作室，
為不同社企的董事局及其他金融機構的義工，提供
探討有關強化社企董事局的運作的平台。

探望香港匡智會
香港國金獅子會探訪大埔匡智會，並親手派發月餅給該會
學員，表達心意及祝賀。本會會員從活動中了解匡智會的
日常運作，如照顧學員，日常需要等。
探訪當日早上本來雷電交加，但服務一開始，馬上放晴！
感謝天公造美，感謝獅友出心出力，與學員共度佳節，享
受共融！

冠名贊助 香 港 劍 擊 代 表 隊 (元 老 組 )參 加 曼 谷 國 際 賽 事
香港國金獅子會冠名贊助香港劍擊代表隊（元老組）於曼谷舉行的 2017
Thailand Open Fencing Championship。三天賽事，港隊榮獲多個獎項，受到
多個傳媒廣泛報道。

香港劍擊代表隊（元老組）隊員大部份屬退役運動員或現職教練，過去多年努力
為劍擊界服務，並培育了眾多在國際體壇上屢獲殊榮的青年新秀。元老組劍手，
是培育青年的好典範，他們為香港青年，香港體壇作出的努力，很值得我們支持
和嘉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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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商會合辦師友計劃
本會與加拿大商會於十一月份期間先後舉辦了兩次

我們亦深感榮幸與多個知名國際企業及贊助商合

師友活動（Mentorship Program），旨在協助海

作，其中包括長江、置地、加拿大航空、Ascent

外回流的莘莘學子在港就職，通過本會與商界的

Partners、RBC、CIBC及多個跨國金融企業。本

良好社會網絡平台，解決年青人就職及工作上的疑

次活動的主講嘉賓有Blackrock 及宏利金融的資深

問，為其更有效地投身及貢獻香港社會。

管理層，師友反應積極，獲益良多。

感謝加拿大商會〈Canadian Chamber of
Commerce〉及本會理事Derrick Lee邀請
香港國金獅子會作為支持夥伴，本會獅友作
為導師，與年青人分享資深的專業經驗。

國金獅子大使 - 環球任務
國金獅子大使計劃，是向香港以外的獅子會建立國際獅誼，表
揚當地獅子會對社會服務的貢獻。希望藉此計劃互相學習、溝
通了解，並發揚303區的國際視野及服務精神。
本會會長Albert Yip 出訪的第一站是澳洲悉尼眼庫，該處是澳
洲最歷史悠久的醫院，被列入世界古蹟。接受訪問的是眼庫負
責人Raj Devas，亦是一位科學家，已服務眼庫30年，十分值
得表揚及尊敬。

過去數月，香港國金獅子會的探訪足跡已遍及澳洲、日本、意大利、台灣、英國、阿爾巴尼亞等國。我
們努力到世界不同的角落，尋找獅子會的無名英雄及其無私的
服務故事，本會從中自我學習及感染其他獅友。
本會理事Jacky Tsoi到訪馬其頓國，與132區前總監 PDG
Nebojsha Davidovski會面，現任Coordinator Lion – Central
Eastern Europe Initiative / Ambassador of Good Will.

Forum 2018. 過去多年一直努力不懈，除服務區會，將獅子會的四出精神，擴展到整個歐洲領域。我們
國金獅子會將學習此態度，服務擴展到無國界，貫徹執行國際獅子總會的宗旨和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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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DG Nebojsha Davidovski將會成為 President of Euro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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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四）香港和平獅子會與香港東方之珠獅子會聯合協辦：中秋追月樂滿華，受惠長者多達200
人。

6/10（五）香港和平獅子會參加第一次聯合
晚餐例會–向前總監致敬之管弦樂巨人頌演奏
會，出席人數多達兩桌。

7/10（六）出席灣仔傅麗儀護理安老院協辦，康頤長者中心與聖約翰馬爾他爵士基金（遠東總會）有限
公司合辦–開開心心齊追月。
21/10（六）由香港和平獅子會主辦及贊助，並聯

為活動中心會場，舉辦「愛心福袋萬家歡2017」

同黃大仙區多個地區團體，於彩雲二邨，作為是次

啟動禮，為居住於黃大仙區彩雲1及2邨、彩輝邨、
彩虹邨、鳳凰新邨、竹園南邨及橫頭磡邨3,000位
65歲以上長者派贈愛心福袋。大會非常榮幸邀請
到行政及立法會議員黃國健太平紳士及黃大仙區議
會主席李德康議員太平紳士為啟動儀式主禮嘉賓。
今年內，香港和平獅子會將繼續分別於觀塘/九龍
城/油尖旺/深水埗/荃灣及葵青區舉行「愛心福袋萬
家歡2017」活動，將有1萬位長者受惠。

6/11（一）香港和平獅子會9位獅兄獅姐被邀請參觀城市大學並作交流。

12/11（日）獅子服務日暨獅子會百年慶服務–對抗
糖尿病啓動禮。
香港和平獅子會負責問答遊戲及派送禮品環節、遊
戲在微雨中提早結束。

25/11（六）由香港和平獅子會主辦及贊助「愛心

友、李鄭屋居民協會、海麗之友社、馬坑涌居民網

福袋萬家歡2017」（延續篇）。

絡、宋皇台居民協會、油旺之友及樂華家園。

協辦團體：公屋聯會、深水埗婦女聯合會、閃亮家

大會儀式及中心場地設於 深水埗長沙灣社區會

族、深水埗南昌區居民商戶聯會、深水埗居民聯

堂，今次受惠長者多達4,000人。

會寶麗地區服務處、澤安邨居民服務中心、麗怡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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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7年11月11日，我們帶同小孩一起探訪16
位獨居長者，與他們聊天，並帶上點點心意和

慰問，同時也教育孩子要尊敬長者，過了一個有意
義的愉快早上。

香港星光獅子會成立後，第一次理事會及第一次例

子會的文化背景歷史，也分享了獅子會禮規和傳統。

會。多謝兩位指導獅友，陳敬德前總監及宋樹鴻獅
兄親臨指導，給予我們很多經驗分享及新會需要注

榮幸地，於剛成立一刻就得到區領導的支持，感謝

意的事項。

總監陳立德獅兄、第六分區主席梁麗琴獅姐及第十
六分域主席吳秀嫻獅姐親善探訪，與我們分享今年

第一次例會邀請了資深終生會員馬祥發獅兄作演講嘉

度303區的各項大小服務計劃，使我們對區會更有

賓。馬獅兄深入淺出的，為我們一班新獅友，帶來獅

歸屬感，讓我們更感受到成為獅友的榮耀。

感恩社會各界的支持，香港星光獅子會於11月4

星光獅子義工隊於10月22日參與盲人體育會的接

日，把大家捐獻的文具用品、書包及兒童英文讀

力賽。秋風正涼，加上一班星光小小啦啦隊的打

本，親自送到湖南郴洲偏遠地區的學童手中。能

氣下，我們與2位視障人士，合力完成了16,000

夠教育下一代之餘，亦能幫助有需要的兒童，賦

米的賽事，並得到了第4名。亦為盲人體育會籌得

予他們平等的學習權利。

$3,900善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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