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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變心靈，改變思想，改變行動
(譯：何桂明獅姐)
熟識我的人都知道，我向來以家人為重。「家庭優先」是
我的座右銘。當有人告訴我因為有家事而不能參與活動
時，我必定鼓勵他們以家事為重。跟所愛的人一起帶來
的力量足以讓我們為其他人付出。如果我們自己的桶是
空的，我們就無法填滿別人的桶。
事實上，獅子會就是一個真正的大家庭，可以有無數長
輩跟我們分享生命的故事。成為這個獅子會大家庭的一
員使我感到自豪。我對獅子會會員就像我對兒孫一
樣——希望每個人都繼續保持健康。作為獅友，我們需
努力促進各個方面的健康：包括思想、身體、精神等，
責任殊不簡單。
我們可以透過支持當地學校，為兒童提供學習和成長所
需的設施、社交及情緒技巧來培養健康的思想。我們通
過教育我們的社區，祈能了解均衡飲食和鍛煉身體的重
要性來促進健康。我們通過一起服務來培養健康的精
神，因為服務是靈魂的真正食糧。通過幫助別人，我們
幫助自己。
在這家庭團聚的季節，請記住獅子會就是您的一個家。
當您與獅子會會員在一起時，您就是和家人在一起。
作為一名獅友，每年這個時候我最喜歡的服務項目之
一，就是為那些不足温飽的人提供食物。當我這樣做
時，我經常想到的一件事，就是發自內心地服務是多麼
重要。我可以自發去派送食物地點，站在一張桌子後
面，端著各種美味的食物，或者保持微笑站在那裡，由
心出發表達愛和善意。請謹記，各位臉上發自內心的微
笑，有一定的感染力。
這個世界需要援手已經不是甚麼秘密了。我成為獅友的
原因之一，是因為我看到了獅友們為社區工作帶來的正
面影響。獅友們不斷努力讓人們的生活變得更好。因此
我渴望成為其中的一員。時至今天，我以成為一名獅友
而感到無比自豪，每天可以跟獅友們一起服務，希望可
以滿足他人的需要。當然有時候問題看來這樣艱鉅，很
難知道從哪裡着手。我們如何成就改變世界所需的重大
任務？讓我們通過改變自己來做到這一點。我們首先改
變我們的心，然後改變我們的思想。新的行動將隨之而
來。我們將以身作則。這就是我們改變世界的方式。
在獅聲中，您將看到不同的故事，告訴我們面臨的許多
挑戰，在這些故事中，您還將看到我們每個人正在如何
改變，以應對這些挑戰。我們對即棄塑料說不，我們不
斷清理海灘，使我們的社區與我們的環境和我們的文化
之間建立更深層次的關係。我們等同建立燈塔，以成為
希望和導向的指標。
改變從來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然而，一旦我們認識到
需要改變我們的心，我們就可以改變我們的想法。隨之
造就我們的改變，繼而創造變化。
這就是我們改變世界的方式。
2021年10月至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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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 診糖尿病後的新使命

(譯：何桂明獅姐)

根據美國疾病控制與預防中心

Pat Ryan獅兄與糖尿病的鬥爭

這些活動還鼓勵確診糖尿病或

（CDC）的數據，10.5% 的成

讓他更加了解這種疾病在他的家

前期糖尿病的肯塔基州人，參

年人患有糖尿病。可是在肯塔

鄉肯塔基州的流行情況，但當地

加糖尿病自我管理教育和支持

基州，這個數字要高得多：大約

十分之七的人不知道他們患有這

（DSMES） 計畫或糖尿病預防

15% 的成年人確診斷糖尿病，

種疾病。當糖尿病在 2017 年正

計畫（DPP）。這兩個國家認證

另外35% 被確認為糖尿病前

式獲得國際獅子總會和獅子會國

的計畫為糖尿病患者或潛在糖尿

期。除此以外，肯塔基州的糖尿

際基金會（LCIF）的關注，Pat

病患者提供了自我管理、生活方

病死亡率在全國排名第四。

Ryan獅兄找到了自己的使命。

式策畫和活動的基本知識。證據
顕示，參加 DSMES 可改善糖

當Pat Ryan 年紀小時，祖母和

獅子會正式採納糖尿病作為全球

尿病癥狀並降低醫療保健成本，

他的家人同住，Pat Ryan很快

工作目標，提昇全球對預防該病

而參加DPP可將糖尿病前期患者

留意到祖母兩隻腳不同大小，右

的意識。為了擴大獅友在世界各

患2型糖尿病的風險減半。

邊是 10 號，左邊是 8 號。起

地的服務，LCIF擴大糖尿病撥

COVID-19 疫症蔓延，因肯德

因是糖尿病併發症，她左腳腳趾

款計畫，以協助針對提昇糖尿病

基州的社交距離要求，許多篩

全部需要截肢。這是Pat Ryan

認知、教育、護理、篩查和設施

查活動在2020年和2021年被取

第一次接觸這種疾病，但還有

改善等領域的大型項目。

消。鑑於糖尿病是可能導致嚴重
COVID-19併發症，Blue Grass

後續。
Ryan獅兄的帶領

獅子會知道他們需要更積極以確

2014 年，Pat Ryan獅兄開始與

下，Blue Grass獅子會制定了

保社區安全。此後，他們重新將

糖尿病2 型博鬥。他確診慢性腎

一項為期兩年的計畫，旨在降

工作重點放在提高社區意識上，

病 3 期，需要服用處方藥以控

低糖尿病的患病率並提高確診患

計畫在今年秋季舉辦更多篩查

制血糖、高血壓和高膽固醇，

者的生活質量。在 67,500 美

活動。

糖尿病引起的嚴重併發症陸續浮

元的LCIF 糖尿病撥款的幫助

現。他知道必需採取行動改變生

下，Blue Grass獅子會推行教

LCIF樂於發放糖尿病撥款，以

活模式，改善健康以控制他的糖

育和篩查活動，受惠的肯塔基人

支持獅子會同類服務計畫，為社

尿病。通過改變飲食、多運動、

數以千計，並計畫繼續推展。迄

區帶來正面影響，提高對糖尿病

接受糖尿病教育等主要生活方式

今該會已經舉辦了28場篩查活

的認識，擴大獲得護理的機會，

的改變，他的血糖降低，血壓正

動，其中包括 A1C 篩查和糖尿

並改善確診病人的生活質量。

常，膽固醇下降，慢性腎病降級

病視網膜病變的視網膜篩查。超

要了解更多，請登入 lcif.org/

為1期。他不需服用處方藥，並

過240名可能患有糖尿病或前期

diabetes。

重新掌控自己的生活。

糖尿病的人已被轉介給適當的專

在Pat

業醫療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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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ECUTIVE SUMMARY
INTERNATIONAL BOARD OF DIRECTORS MEETING
San Diego, California, USA
October 28-31, 2021
AUDIT COMMITTEE
• The committee received an update from Lions Clubs
International Internal Audit and will continue to follow up and
monitor action plans.
(No Resolutions)
CONSTITUTION & BY-LAWS COMMITTEE
• Denied a third vice president election complaint filed by Past
International Director Rosane Jahnke, and affirmed Fabricio
Oliveira as International Third Vice President for the 2021-2022
year.
• Reviewed the suspension of the district governor from 3233-E2
(India), removed Sudhir Kumar Goyal as district governor, and
declared a vacancy in the office of district governor. Instructed
the district to fill the district governor vacancy in accordance
with Article IX, Section 6(d) of the International By-Laws.
• Approved the “General Incorporated Foundation Nihon Lions”
as a foundation in Japan, in accordance with the Board Policy
Manual, Chapter XV, Paragraph A.6.d.3.
RESOLUTIONS:
1. BE IT RESOLVED, That the third vice president election complaint
filed by Past International Director Rosane Jahnke be denied and
the election of Third Vice President Fabricio Oliveira be affirmed
for the 2021-2022 fiscal year.
(Report Item A.1.(1))
2. BE IT RESOLVED, That Sudhir Kumar Goyal be removed as
district governor of District 3233-E2, and that there exists a
vacancy in the office of district governor for the 2021-2022
fiscal year.
BE IT FURTHER RESOLVED, That the vacancy for district governor
for the 2021-2022 fiscal year shall be filled in accordance with
Article IX, Section 6(d) of the International By-Laws.
(Report Item A.3.)
3. BE IT RESOLVED, That the “General Incorporated Foundation
Nihon Lions” be granted approval for use of the Lions name and
Emblem in accordance with the Board Policy Manual, Chapter
XV, Paragraph A.6.d.3.
(Report Item A.6.)
CONVENTION COMMITTEE
• Approved in-person registration rates for the 2021-2022 District
Governors and Council Chairs to be reduced to US$100 for the
upcoming 2022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 Approved the 2022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to include a virtual
convention component.
Approved international election procedures to permit use of
an electronic platform for voting in person at the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Approved per diem for convention appointees and staff for the
2022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 Approved update to Chapter VIII, Paragraph C.5. of the Board
Policy Manual, to include past and present trustees in the
memorial service at convention.
RESOLUTIONS:
1. BE IT RESOLVED, That the in-person registration rates for
the 2021-2022 District Governors and Council Chairpersons
be reduced to US$100 for the upcoming 2022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Report Item A.1)
2. BE IT RESOLVED, That the 2022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will
include a virtual convention component.
(Report Item A.3)
3. BE IT RESOLVED, That international elections will use an
electronic platform for voting at the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Report Item A.4.)
4. BE IT RESOLVED, That the following per diem allowances shall
apply to the 2022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in Montreal:
		 Appointed Credentials Committee members serving without
other reimbursement per diem shall be US$95 per day for
meals.
		 Headquarters staff meal per diem shall be US$95 per day, less
planned group meals.
(Report Item A.5.)
5. BE IT RESOLVED, That Chapter VIII, Paragraph C.5. of the Board
Policy Manual be amended by replacing the phrase “Only
present and past executive officers, and directors who have died
since the previous convention, shall be named in the memorial
service.” with “Only present and past executive officers,
directors, and trustees who have died since the previous
convention, shall be named in the memorial service.”
(Report Item B.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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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TRICT AND CLUB SERVICE COMMITTEE
• Recognized the United Arab Emirates as a provisional region
and appointed Zone Chairperson Amer Bitar to serve the area as
Region Chairperson.
• Appointed Past District Governor David Wilson to serve as the
District Governor for District 105-N (British Isles).
• Appointed Past International Director Geoffrey Leeder to serve as
Coordinating Lion for District 105-N (British Isles).
• Approved the redistricting proposal submitted by Multiple
District 325 (Nepal) to bifurcate the districts into Districts 325-C,
325-D, 325-E, 325-F, 325-G, 325-H, 325-I, 325-J, 325-K, 325L, 325-M, 325-N, 325-P, 325-R, and 325-S to take place at the
adjournment of the 2022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 Approved the redistricting proposal submitted by District 322-F
(India) to bifurcate into District 322-F and 322-H to take place at
the adjournment of the 2022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 Appointed Past District Governor Douglas Small to serve as the
District Governor for District N-1 (Canada) for the remainder of
the 2021-2022 year.
• Revised the Standard Form District By-Laws to no longer require
the submission of a visitation report following club visits.
• Revised the District Governor Reimbursement Policy to cover
the mailing of items to clubs when the club visit is conducted
virtually.

3. BE IT RESOLVED, That the Executive Officer Travel and Expense
Reimbursement Policy be amended as set forth in Exhibit A.,
attached hereto.

RESOLUTIONS:
1. BE IT RESOLVED, That the United Arab Emirates be recognized as
a provisional region.

(Report Item B.1.)

BE IT FURTHER RESOLVED, That Zone Chairperson Amer Bitar be
appointed to serve the area as Region Chairperson.
(Report Item A.2.a.)
2. BE IT RESOLVED, That Past District Governor David Wilson be
appointed to serve as the District Governor for District 105-N
(British Isles).
BE IT FURTHER RESOLVED, That Past International Director
Geoffrey Leeder be appointed to serve as Coordinating Lion for
District 105-N (British Isles).
(Report Item A.2.b.)
3. BE IT RESOLVED, That the proposal submitted by Multiple District
325 (Nepal) to bifurcate the districts listed below be approved
and take place at the adjournment of the 2022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District 325-A1 into Districts 325-C, 325-D, 325-E
		 District 325-A2 into Districts 325-F, 325-G, 325-H
		 District 325-B1 into 325-I, 325-J, 325-K, 325-L, 325-M
		 District 325-B2 into 325-N, 325-P, 325-R, 325-S
(Report Item A.3.a.)
4. BE IT RESOLVED, That the proposal submitted by District 322-F
(India) to bifurcate into District 322-F and 322-H be approved and
take place at the adjournment of the 2022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Report Item A.3.b.)
5. BE IT RESOLVED, That Past District Governor Douglas Small
be appointed to serve as the District Governor for District N-1
(Canada) for the remainder of the 2021-2022 year.
(Report Item A.7.)
6. BE IT RESOLVED, That Chapter VII, Exhibit A, Standard Form
District By-Laws, Article III, Section 1(f) of the Board Policy
Manual be amended by inserting “(virtually or in person)” after
the word “visited” and removing “and the visiting officer submit
a visitation report to the International Headquarters for each
visit” after the word “club.”
(Report Item B.1.)
7. BE IT RESOLVED, That Chapter IX, Section B.4.g.2 be amended
by replacing the words “for mailing of awards” with the words
“to the club.” 		
(Report Item B.1.)
FINANCE & HEADQUARTERS OPERATION COMMITTEE
• Approved the 2021-2022 fiscal year 1st Quarter Forecast,
reflecting a deficit.
• R e v i s e d t h e E x e c u t i v e O f f i c e r Tr a v e l a n d E x p e n s e
Reimbursement Policy.
• Revised the Procurement Policy of 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Lions Clubs.
• Approved the waiver of entrance and charter fees through June
30, 2022.
RESOLUTIONS:
1. BE IT RESOLVED, That all charter and entrance fees be waived
through June 30, 2022.
(Report Item A.2.)
2. BE IT RESOLVED, That the board approve the 2021-2022 fiscal
year 1st Quarter Forecast, reflecting a deficit.
(Report Item A.2.)

(Report Item B.1.)
4. BE IT RESOLVED, That the Procurement Policy of 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Lions Clubs be amended as set forth
below,
		 Page 10, Section G.1., replace the word, “Committee” with the
word, “Administrator.”
BE IT FURTHER RESOLVED, That the Procurement Policy of 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Lions Clubs be amended as set forth
below,
		 Page 15, Section R., bullet five, insert the word, “Individual”
before “Employee.”
BE IT FURTHER RESOLVED, That the Signature Authorization
Level Matrix provided for in the Procurement Policy of 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Lions Clubs be amended by
removing “General Counsel” in Level I.

LEADERSHIP DEVELOPMENT COMMITTEE
• Confirmed the alternative plan for a virtual 2022 First Vice
District Governor/District Governor-elect (FVDG/DGE) Seminar
Days 1-3 to replace the seminar content originally scheduled for
February 2022.
• Confirmed the addition of a second day for the FVDG/DGE
Seminar at the convention in Montréal, making it a two-day
seminar.
• Approved the addition of the Nepali group for the 2021-2022
FVDG/DGE Seminar and an exception of the LCIP requirement
for Nepali group leader for this year’s seminar.
• Approved Past International Director Sanjay Khetan as the 20212022 Nepali group leader.
• Approved an increase to the DGE Seminar gift budget by
$38,354 for the 2021-2022 FVDGs/DGEs.
RESOLUTIONS:
1. BE IT RESOLVED, That an exception to the Lions Certified
Instructor Program certification requirement, as outlined in
Chapter XIV, Paragraph D.10.a. of the Board Policy Manual, be
approved for the selection of the group leader for the Nepali
language group for the FVDG/DGE Seminar 2021-2022.
2. BE IT FURTHER RESOLVED, That the updated 2022 District
Governors-Elect Seminar group leader team as outlined in
Exhibit B., be approved.
(Report Item 1.a.)
LONG RANGE PLANNING (AUGUST 2021 MEETING REPORT)
• Received an update on the Lions International Strategic Plan.
• Received an update on the study of the role of the District
Governor and reviewed an analysis of the current methodology
for District Governor budget allocation.
• Reviewed International Director endorsement qualifications.
• Discussed the creation of a Marketing Think Tank, and the
approach to developing marketing skills, confidence, and
competence at the club level.
• Reviewed election procedures for positions of LCI International
Directors and 3rd Vice President.
(No Resolutions)
MARKETING COMMUNICATIONS COMMITTEE
• Reviewed the PR Grant program and recognized the growth
in the popularity of the initiative. This year, 32 PR Grants have
been approved for funding, which has effectively exhausted the
annual budget of US$400,000 for the program.
• Reviewed a request from Multiple District 318, Multiple District
3232, and Multiple District 3233 in India to utilize surplus funds
for the acquisition of office space to support Lions’ activities,
training, and other initiatives. The committee tabled a decision to
review the request in more detail and to refer the request to the
Finance Committee. The committee will review during the next
board meeting.
• Revised Board Policy Chapter XIX to remove discontinued titles
of New Voices Constitutional Area Chairperson and New Voices
Constitutional Area Speaker from international protocol.
• Revised Board Policy Manual Chapters II, XVI, and XIX to align the
name of the Marketing Committee with the previous decision.
RESOLUTIONS:
1. BE IT RESOLVED, That Chapter XIX, International Protocol of
the Board Policy Manual be amended as set forth in Exhibit B.,
attached hereto.
(Report Item B.2.)
2. BE IT RESOLVED, That in Chapter II, Section J, Chapter XVI,
Section B.13 and Chapter XIX, Section D of the Board Policy
Manual be amended by changing the name of the Marketing
Communications Committee to “Marketing Committee.”
(Report Item B.3.)

國 際 總 會 訊 息 He a dq u a rte rs News
MEMBERSHIP DEVELOPMENT COMMITTEE
• Requested the Finance Committee consider an extension of the
fee waiver.
• Reviewed progress updates on the Specialty Club Program.
• Reviewed progress updates on the Global Membership Approach
rollout and data showing success within pilot districts.
• Reviewed and approved Membership Development Grants.
• Reviewed and approved the 2022-2024 Leo Club Advisory
Panel.
• Reviewed membership investigation results for the Lions Club of
Mumbai Choice and recommends cancelling the club for reason
of fictitious membership.
• Reviewed and updated several sections of Board Policy Manual,
Chapter XXII to align with program updates and to support future
program growth.
• Updated Board Policy Manual, Chapter X to add Multiple District
300 D Taiwan.

3. BE IT RESOLVED, that Chapter XXII, Exhibit B, Article III of the
Board Policy Manual be amended by adding the language
provided below as a new paragraph C and by renumbering the
remaining parts accordingly:

RESOLUTIONS:
1. BE IT RESOLVED, That the following Lions and Leos shall serve
as members of the Leo Club Program Advisory Panel for the July
2022-June 2024 term:

1. Ensuring that every Leo Club within the district is notified
about the formation of the district.
2. Organizing a Leo district conference.
3. Developing a proposed constitution and by-laws to be
approved at the Leo district conference.
4. Providing notice at least sixty (60) days prior to the district
conference sharing the date, time, and location information
about the district conference and soliciting nominations for
Leo District Officers to be submitted to the District Leo Chair
at least thirty (30) days prior to the scheduled conference.

Name
Brandon Johnson
Timothy Beer
Veronica Perez
Caballero
Dorina Szalagyi
Timothy Chan
K H Lasantha
Gunawardana
Andrew RobertsThomson
Naphtali Chilenga
Name
Nichele SmithAbreu
Sophia Nguyen
Adriana Godoy
Patrik Stefan
Sandu
Rhea Maringal
Muhammad Arslan
John William
Candra
Djibrilla Yaye
Moussa

Title
Council
Chairperson
District Leo
Chairperson
MD Leo
Chairperson
Leo District
President
Leo District
President
Vice Council
Chairperson
District Leo
Chairperson
Council
Treasurer

D/MD
12N

Title
Leo District
President
Leo Club Vice
President
Leo District
President
Leo District
President
Leo MD
Secretary
Leo MD
President
Leo District Vice
President
Leo District
President

Wai Koong Lee
Manoj Seeralan
Chipo Green

Colombia

III

119

Hungary

IV

303

Hong Kong

V

BE IT FURTHER RESOLVED, that Chapter XXII, Exhibit C, Article III
of the Board Policy Manual be amended by adding the language
provided below as a new paragraph C and by renumbering the
remaining parts accordingly:

306 C2 Sri Lanka

VI

C. Formation

201N3

Australia

VII

412B

Malawi

VIII

D/MD
60B

CA
I

19H

Country
Sint
Maarten
Canada

D3

Guatemala

III

124

Romania

IV

308A2

Malaysia

V

305N1

Pakistan

VI

307A1

Indonesia

VII

403A1

Niger

VIII

Title
District Leo
Chairperson
District Leo
Chairperson
District Leo
Chairperson
District Leo
Chairperson
District Leo
Chairperson
District Leo
Chairperson

D/MD
60B

Country
Jamaica

CA
I

D4

Costa Rica

III

118Y

Turkey

IV

308B1

Malaysia

V

324L

India

VI

412A

Zimbabwe

VIII

Title
Leo MD
Secretary
Leo District
President
Leo Club
President
Leo MD
President
Leo District
President
District Leo
Chairperson

D/MD
H1

Country
Peru

CA
III

134

Ukraine

IV

308A2

Malaysia

V

306A1

Sri Lanka

VI

403A3

Burkina
Faso
Zimbabwe

VIII

ALTERNATE LEOS
Name
Kefin Francisco
Marroquin Rosales
Yevhen Kravchenko
Shyan Jong Ling
Charith Peiris
Issouf Zerbo
Chipo Green

412A

VIII

(Report Item A.4.)
2. BE IT RESOLVED, that the Lions Club of Mumbai Choice be
cancelled for fictitious membership.
(Report Item A.9)

7. BE IT RESOLVED, That Chapter XXII, Paragraph A.16 of the Board
Policy Manual be amended by deleting the existing language in
its entirety and substituting the existing language as set forth
below:

F2

ALTERNATE LIONS

Laura Fernandez
Salazar
Berk Burgurlu

(Report Item B.1.)

If a District Governor authorizes the formation of a Leo district,
they should also authorize the formation of a District Organizing
Committee and appoint such Leo and Lions as necessary to
properly supervise the development of the district. Members of
the committee should include representatives from the District
Leo Advisory Committee, the Associate Leo Chair (if previously
appointed), Leo/Leo-Lion District Liaison (if appointed), District
Leo Chair, and a Leo representative from at least six Leo Clubs in
the district. The organizing committee should be responsible for
the following:

C2

BE IT FURTHER RESOLVED, That the following Leos and
Lions shall be appointed as alternates for their respective
constitutional area to the Leo Club Program Advisory Panel for
the July 2021-June 2023 term should a member of the panel for
the corresponding constitutional area be unable to complete his/
her term.
Name
Ava-Loi Forbes

C. Formation

Country
CA
Tennessee, I
USA
Canada
II

II

6. BE IT RESOLVED, That Chapter XXII, Paragraph A.8.e. of the
Board Policy Manual be amended by inserting the phrase “,
other than through the provision of approved grants” into the
first sentence following “Lions Clubs International.”

If a Council of Governors authorizes the formation of a Leo
multiple district, they should also authorize the formation of a
Multiple District Organizing Committee and appoint such Leo
and Lions as necessary to properly supervise the development
of the multiple district. Members of the committee should
include the Multiple District Leo chairperson, Leo/Leo-Lion
Multiple District Cabinet Liaison (if appointed), District Leo
Chairperson(s) and a representative from at least ten Leo Clubs
in the Multiple District. The organizing committee should be
responsible for the following:
1. Ensuring that every Leo Club within the multiple district and
District Leo Chairperson(s) is notified about the formation of
the district.
2. Organizing a Leo multiple district conference.
3. Developing a proposed constitution and by-laws to be
approved at the Leo multiple district conference.
4. Providing notice at least sixty (60) days prior to the multiple
district conference, sharing the date, time, and location
information about the multiple district conference and
soliciting nominations for Leo Multiple District Officers to be
submitted to the Multiple District Leo Chair at least thirty (30)
days prior to the scheduled conference.
(Report Item B.1.)
4. BE IT RESOLVED, That Chapter XXII, Exhibit B, Article III,
Paragraph C.1.a(2) of the Board Policy Manual be amended by
replacing the words “major portion” with “majority.”
BE IT FURTHER RESOLVED, That Chapter XXII, Exhibit C, Article III,
Paragraph C.1.a(2) of the Board Policy Manual be amended by
replacing the words “major portion” with “majority.”
(Report Item B.1.)
5. BE IT RESOLVED, that Chapter XXII, Exhibit B, Article III,
Paragraph C.5. of the Board Policy Manual be amended by
deleting the existing language in its entirety and substituting the
existing language as set forth below:
Other Leo District Officers, including the Leo district secretary
and Leo district treasurer, may be appointed or elected as
determined by the constitution and by-laws of the district. If
appointed, the Leo district president shall appoint, by the time
the office is taken, a Leo district treasurer and such other district
officers as may be desired by a Leo district conference or by the
Leo district council from time to time and as approved by the
Lions district cabinet. If elected, the procedure for nomination
and election thereto shall be the same as prescribed for the
office of Leo district president.
BE IT FURTHER RESOLVED, That Chapter XXII, Exhibit C, Article III,
Paragraph C.5. be amended by deleting the existing language
in its entirety and substituting the existing language as set
forth below:
Other Leo Multiple District Officers, including the Leo multiple
district secretary and Leo multiple district treasurer, may be
appointed or elected as determined by the constitution and
by-laws of the multiple district. If appointed, the Leo multiple
district president shall appoint, by the time office is taken, a Leo
multiple district secretary and a Leo multiple district treasurer
and such other multiple district officers as may be desired by
a Leo multiple district conference or by the Leo multiple district
council from time to time and as approved by the Lions multiple
district council of governors. If elected, the procedure for
nomination and election thereto shall be the same as prescribed
for the office of Leo multiple district president.

Important Leo Dates
a. April – Leo Club Awareness Month
b. October – Leo Membership Growth Month
c. December 5 – International Leo Day
(Report Item B.1.)
8. BE IT RESOLVED, That Chapter X, Paragraph F.3.c. of the Board
Policy manual be amended by inserting the phrase “Multiple
District 300 D Taiwan,” after “Multiple District 300 Taiwan,.”
(Report Item B.2.)
SERVICE ACTIVITIES COMMITTEE
• Resolved to update Chapter I of the Board Policy Manual to
reflect LCI’s new mission statement, and update language to
align with common use.
• Received a report on service reporting, including the number of
people served, the number of service activities, and the percent
of clubs reporting service.
• Received an update on advocacy events, including Lions Day
with the United Nations and Lions Day on Capitol Hill.
• Received an update on LCI’s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with the Association of Diabetes Care and Education Specialists.
• Selected winners of the Top Ten Youth Camps and Exchange
Chairperson Award.
• Discussed service programs, the development of LCI’s global
causes, and implementation of Lions International Strategic
Plan.
• Received an update on the Kindness Matters Service Award.
RESOLUTION:
1. BE IT RESOLVED, That Chapter I of the Board Policy Manual be
amended as set forth in Exhibit B., attached hereto.
(Report Item B.1.)
TECHNOLOGY COMMITTEE
• The committee discussed the 2021-2022 first quarter forecast
versus budget for the division and requested further explanation
for the approximately US$850,000 negative variance. The
committee was satisfied with the explanation provided by staff
on the factors contributing to the variance.
• The committee received updates on privacy initiatives and
ongoing steps being taken related to the General Data
Protection Regulation (GDPR). The committee reviewed an
update regarding the ongoing plans for adopting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Standardization (ISO) 27001. The committee
approves the security and privacy initiatives planned for the next
three to six months.
• Your committee received an update on infrastructure initiatives.
The committee was pleased to note progress had been made on
three fronts: compliance, network security, and infrastructure
improvements. The committee is cognizant of increasing
frequency of security threats and is pleased to know this
continues to be a top priority for the association.
• Staff presented a comprehensive update on the CRM project.
The committee agreed with the recommended approach
(Salesforce) and were excited that it offered a positive payback
by year six of the project. The committee was pleased that
staff will focus on delivering value quickly and look forward to
updates at the April 2022 board meeting.
• The committee discussed the status of the digital products. Staff
continues to explore new features and functionality requested
by members. Staff acknowledged that all planned product work
could/will be impacted by the Salesforce project and will keep
the committee updated on any priority changes.
• Your committee had a comprehensive discussion on the use of
our digital products and the importance of increasing adoption
and use of our products. This committee requests the support
of the International Directors in promoting the adoption of the
digital products.
• Staff presented data on Connect and highlighted recent usage
trends for the application. Given the significant investment to
support Connect (US$350,000) and minimal usage (~2,500
sessions in the last 12 months), the committee advised staff to
evaluate how to retire the application without causing significant
impact to members.
• The committee received an update from staff on the mobile
applications. There are concerns with the long-term viability of
the current mobile platforms, with immediate action required
for the Android application as it will lose vendor support after
December 2022. The committee recommends discontinuing
mobile application support until a mobile solution that works for
any device can be implemented with the Salesforce project.
• The committee received an update on supporting the 2022
international election. Staff was directed to continue evaluating
hardware needs for supporting digital ballots in-person.
• The committee met jointly with the Service Activities Committee
to receive updates on service reporting and the adoption of
technology products.
(No Resolutions)

(Report Item B.1.)

2021年10月至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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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麗琴

總監2021-2022

各位獅友，虎年大吉，獅運昌隆！！祝願各獅友、家人身體健康！！不經
不覺這個年度已過了一半時間，在此很感謝區職員團隊、各屬會及獅友的
支持和努力，不斷將獅子會 「我們服務」的精神發揚到香港社會各層面，
製造一個接一個的服務奇蹟，令市民都感受到我們獅子會的熱誠。
2021- 22年度區職員暨屬會職員聯合就職典禮及晚宴成功順利舉行

於2021年10月16日成功舉辦了一晚儀式 + 七個晚宴場
地，全場包了整個會展，由新翼連接到舊翼，感謝大家
當晚的參與。
「國際獅子總會中國港澳303區——2012-22年度區職
員暨屬會職員聯合就職典禮及晚宴」符合政府限聚令要
求，亦得到會展中心的信任，第一次採用最新又適合的
模式，舉辦一個接近1,200人參與的盛會，為香港疫情中
的社會做一個正面榜樣。
方法總是比困難多！大家的出席創造神奇的一晚，儀式莊嚴又隆重！晚宴開心愉快！

再次收到外界捐款
致力推動對外籌款是希望令更多的受眾得到幫助。區會在3個月內獲得電子交易集團捐款港幣20萬、由九
龍獅子會吳天安獅兄捐出港幣20萬的款項及「華懋基金」港幣20萬的捐款。連同早前獲「施永青慈善基
金」、「香港賽馬會慈善基金」和「包玉星基金」的捐款，區會在這半年時間已籌得超過港幣135萬捐款
及民政事務總署確認承擔「獅子會全港青少年三人籃球賽」及「獅子會全港五人足球賽」的物資及場地
等，支持區會的服務和活動。真的很感謝各界的善款以及各獅友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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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體力行‧服務社群
凝聚獅友‧提升獅譽
獲國際總會撥款
第三分區的青少年服務獲得獅子會國際基金會LCIF Promotional Grant——「獅子探索」，總會 1975年
至今，持續推動教師培訓課程，港澳303區第一次獲得撥款美金$1,500，恭喜303區。參與國際獅子總會
的活動及服務，是提昇我們港澳303區國際形象的方式之一。
另外303地方獅子會領導學院課程亦獲得撥款美金$1,800，真的可喜可賀。

持續舉行多元化大型活動——「獅子會全港學生三人籃球賽」
由第六分區籌辦的「獅子會全港學生三人籃球賽」決賽日於2021年11月14日圓滿舉行。當日氣氛熱血沸
騰，今年的參賽隊伍水準非常高，各隊員各出其謀、奮戰精神！令整場比賽的水準亦大幅提升。今屆超
過200隊學生隊，接近50隊獅子會盃和工商會盃隊伍參賽，總人數超過1000人的大型籃球賽，籃球總會
及康仁代表都不斷確認獅子會主辦的「全港學生三人籃球賽」已成為香港籃球其中一個主要聯賽，為推
動香港籃球運動出力！當日比賽亦得到香港眾多主流傳媒報道。

「青少年人生之旅」
由第三分區籌辦的「青少年人生之旅」——網絡版於2021年11月27日正式展
開服務，當日有17間學校超過300個中學生，加上老師、獅友義工、青獅義
工，接近500人參與，為成長中的同學努力，使同學們更快更好的計畫未來。
當日活動得到香港眾多主流傳媒報道。

2021年10月至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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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監的話 之(二)

梁麗琴

總監2021-2022
「獅子會對外推廣宣傳」——獲香港眾多主流傳媒報道各款活動

2021年10月27日「經濟日報」A27版 及 2021年11月10日 「明報」B9版，正面報道：「疫」境不停
步，無間地輸出優質服務。獅子會萬眾一心，服務基層，得到認同。以及獅子會的架構是「薪火相傳」，
大家無分彼此，繼續一齊努力 。

`

「突破」——獅子會Cable Car海洋公園
2021年 11 月 24 日是一個值得開心及記錄的日子：
獅子會「Lions Cable Car」正式於當日在香港海洋公園啟動
了。我們會不遺餘力對外推廣宣傳我們獅子會的品牌。大家
可以暢遊海洋公園時影相打卡放上FB、IG！特別在1月2日「
包玉星基金呈獻——獅子會2022愛心慈善跑」參與慈善同時
又可以打卡。

「生活獅集．獅子推廣活動週——中環街市」
2021年12月24日至30日，為了讓市民及獅友認識獅子會生活，所以在近來人氣急升的香港活化街
市——中環街市，舉行為期一週的「生活獅集」推廣活動，首推廣活動是於2022年1月2日舉行「包玉星
基金呈獻——獅子會2022愛
心慈善跑」，我們將香港海
洋公園的纜車搬到此處，讓
市民影相及打卡，同時已經
於12月28至30日在此派發
「獅子愛2022愛心慈善跑」
選手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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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體力行‧服務社群
凝聚獅友‧提升獅譽
吸納新會員 壯大服務
經過半年時間，會員人數增長了超過10%以及增加了5個新屬會。遠超過國際總會的會員增長目標。於
2021年12月5日的下午，完美舉辦 G.M.T. She Power女性及家庭成員小組活動——「心靈樽系列之送走
失眠」，以「送走失眠」為主體，吸引力非常到位，正正協助到女性朋友提昇生活品質！另外大會主席
GMT女性及家庭成員小組主席李淑儀獅姐分享了活動的四個目的：
1) 讓從來沒有了解或參與過獅子會服務的女士了解我的獅子會，從而加入「我們服務」團隊。
2) 讓了解或參與過獅子會活動、服務，但還沒有加入的女性朋友，進一步了解，從而加入「我們服務」。
3) 成功而優秀的女性了解統籌社會服務的可能，協助基層市民，為服務而加入我們。
4) 女性用自己的力量切實執行幫助基層市民，成為獅子會「She Power她的力量」一員。
大家都獲益匪淺。

本人再次向大家致衷心感謝！！所有成績源於我們區職員、會長團隊及獅
友們共同努力！
過往的六個月，我親自出席及見證了我們的各個屬會統籌舉辦了眾多突破
創新，又別樹一格的服務奇蹟！我好感動！更感驕傲！就讓我們繼續以「我
們服務」為宗旨，為港澳市民創造更多服務可能！
請大家繼續支持我們303區服務及活動。

2021年10月至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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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獅子總會中國港澳303區主辦

「包玉星基金呈獻：獅子會2022愛心慈善跑」

無

懼疫情肆虐，憑着一顆顆熱血的獅子心，
在安全及遵守各項防疫措施的情況下，於
2022年1月2日成功舉辦了本年度的大型活動「包
玉星基金呈獻：獅子會2022愛心慈善跑」。活動
大會主席第六分區主席沈顏獅兄帶領着四位大會聯
合副主席包括第十六分域主席黃淑貞獅姐、第十七
分域主席區鑑儀獅姐、第十八分域主席楊君宇獅
兄、第十九分域主席戴德祥獅兄及籌委成員，用了
數月的時間積極籌備，大家熱切期待的「慈善跑」
終於載譽歸來。是次慈善跑選擇在老少咸宜的香港
海洋公園舉行令活動更具特色，而包含有上落斜坡
的賽道更是很多專業跑手們期待的一項挑戰。
是次「慈善跑」
獲得各界人士支
持參與，包括眾
多長跑界資深運
動員，同時亦吸
引很多家庭扶老
攜幼一起出席參
與，參加人數達
1,475人，連同義工及傷健人士總數共2,000人，除
了打破我們歷年「慈善跑」的參與人數之外，相信
也是香港海洋公園有史以來最多人參與的體育活動。
賽事分別設有山上舉行的3公里及5公里男女子個
人／團體，3公里親子及二人孖咇，更設有山下1.5
公里慈善步行定向遊戲。當日天公造美，風和日
麗，每位參加者都享受整個比賽過程，活動氣氛非
常歡欣熱鬧。
是次慈善跑增設「1＋1」愛心門票捐贈計畫，200
位參賽跑手及獅子會會員捐出海洋公園門票予受惠
機構服務的聽障人士、失明人士、癌病兒童、特殊
學校學生及他們的家人，在新年伊始分享快樂。是
次慈善跑籌募所得善款將作為本會在本年度之服務
經費，繼續秉承「我們服務」的精神，讓社會上更
多有需要人士得到幫助。
各賽事獎項於活動當日頒獎典禮上一一頒發，主禮
及頒獎嘉賓包括有國際獅子總會中國港澳303區總
監梁麗琴獅姐、前國際理事文錦歡獅姐、上屆總
監梁禮賢獅兄、第一副總監冼健岷獅兄、第二副總
監陸嘉暉獅兄、中國香港業餘體育協會暨奧林匹克
委員會名譽副會長貝鈞奇先生SBS,MH、海洋公園
公司行政總裁黃嗣輝先生、冠名贊助包玉星基金董
事蘇慧敏女士、鑽石贊助電子交易集團陳立德前總
監、多位長跑及影視界活動大使。頒獎典禮嘉賓陣
容鼎盛，場面隆重而熱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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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屆賽事吸引一眾香港名列前茅的專業跑手出賽，

並且取得驕人成
績。男女子5公里
全場總冠軍分別由
長跑好手陳嘉豪以
16:27及香港馬拉
松冠軍姚潔貞以
18:34奪得；男女
子3公里全場總冠
軍分別由陳偉聰以8:15和曾曉彤以10:03奪得。
• 5公里獅子會盃
冠軍：香港港南快跑隊；亞軍：智地火箭隊；
季軍：太平山獅子會
• 5公里工商團體盃
冠軍：港南SME；亞軍：Convoy Runner；
季軍：香港北區獅子會之友
• 3公里獅子會盃
冠軍：新界東獅子會活力隊；
亞軍：實髀青馬隊；季軍：香港油尖旺獅子會
• 3公里工商團體盃
冠軍：香港北區獅子會會長之友；
亞軍：和平友愛 及 電子交易集團一義田徑會；
季軍：Happy Run
• 最踴躍支持屬會獎
冠軍：香港港南獅子會／10隊；亞軍：香港青馬
獅子會／7隊；雙季軍：九龍灣獅子會／香港中
華傳統文化獅子會／各4隊
• 最佳隊際造型獎
冠軍：米埔獅子會；亞軍：九龍城獅子會；
季軍：香港行樂獅子會
能夠成功舉辦這次「慈善跑」實在有賴各方面的大
力支持，包括冠名贊助機構「包玉星基金」及鑽石
贊助機構「電子交易集團」，還有眾多的獎盃、獎
牌、獎金、禮品及媒體等贊助機構。各籌委會成員
及義工包括區職員、屬會會長、獅友及青獅出心出
力的支持和協助，完全成功達致我們今次活動的目
標「We Serve We Love We Run」。期望「獅子
會愛心慈善跑」不斷延續，2023年再和大家一起
為服務，為慈善，為愛心而跑。

三○三區區會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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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港學生三人籃球賽2021

學

界籃球賽事停擺已久，
由國際獅子總會中國港

澳303區主辦，與民政事務總署
合辦，香港籃球總會及康仁體育
會共同協辦的第五屆「全港學生
三人籃球賽2021」正是首個重
開賽事，適逢今屆奧運會新增三
人籃球比賽項目，令賽事更具意
義。球賽設有四個組別（U10、
U12、U16、U18）共195 隊
（780名）學生參賽，成績十分
理想。

龍獅子會」更獲安排與明星隊對

獎禮上都紛紛展示滿足的笑容。

決，明星隊陣容鼎盛包括現役甲
一球員康仁福建籃球隊隊長鄭錦

我們五年來堅持舉辦青少年三人

興、活動大使陳偉成Avis、林慧

籃球賽，目的就是希望透過比賽

倩Giselle及葉泓聲Gordon。

推動青少年籃球運動，鼓勵更多
青少年參與體能運動挑戰自我，

同日頒發各組別的冠、亞、季軍

為目標而努力，藉着運動學習堅

及最有價值球員獎項。頒獎嘉賓

持、不放棄，並且積極向上。相

包括大會主席沈顏獅兄、民政

信活動必定會讓更多市民了解獅

事務總署署長謝小華女士 JP、

子會「我們服務」的精神。

總監梁麗琴獅姐、中國香港籃
球總會副會長貝鈞奇先生 SBS,
MH、香港籃球總會總幹事朱春
生先生、康仁體育會主席蔡啟新
先生、前國際理事文錦歡獅姐、
第一副總監冼健岷獅兄、第二副
初賽分別在2021年11月6日及7

總監陸嘉暉獅兄、筲箕灣官立中

日於香港灣仔修頓室外球場舉

學校長殷見歡獅姐、大會榮譽顧

行。而複賽及決賽則於11月14日

問暨社區關係及服務委員會主席

在筲箕灣官立中學順利舉行。

陳毅生前總監、大會榮譽顧問王

決賽日更設有獅子會盃及工商團

恭浩前總監、四位活動大使及四

體盃賽事，今屆的參加隊伍非常

位大會聯合副主席。得獎球員經

踴躍，球場上展現一幕幕精彩的

過多時的訓練，終於可以憑精湛

球賽。獅子會盃冠軍隊伍「北九

球技榮獲獎項，球員和教練在頒

2021年10月至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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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22 年度長者齊齊做運動」
第一分區協助各屬會推廣長者毛巾操服務

「呼

吸有序 運動有趣 長者齊齊做運動」是本年
度第一分區長者服務的第一炮。首先，我

們在 2021 年 7-8 月期間，邀請三位前港隊運動員
作示範，製作三段毛巾操運動短片，鼓勵更多長者
做運動，藉以增強心肺功能及健康體魄。短片中有
五位著名電視藝人作簡介吸引長者，並由兩位專科
醫生認可短片內容及為長者作出提示。為配合服
務，我們設計了一款七彩繽紛的「彩虹」毛巾送給
長 者 ， 自 此 ， 這 個「 彩 虹 」成 為 了 我 們 的 服 務 標
記！

領 導 們 、 獅 友 們 和 長 者 們 手 持 我 們 設 計 七 彩 繽 紛 的「 彩 虹 」毛
巾，場面壯觀

令人驚喜的是，屬會的毛巾操服務很快已經超越當
初的估計！執筆之時，已經有超過 40 個屬會舉辦
服務，很多屬會更自費購買更多毛巾惠及長者，受
惠人數已經超過 8,000 人。保守估計，今個年度將
會有多達 10,000 名長者進行此項服務，成績驕人！
雖然疫情肆虐，我們的長者服務要堅持細水長流，
持之以恆。第一分區會繼續支持和協助各屬會的長
100 多位獅友參與「跨代共融除孤獨」啟動禮暨「長者服務溝
通技巧」工作坊

者服務，大家拭目以待！

接下來是由第一分區向各屬會簡介此項服務。為隆
重其事，我們在 2021 年 8 月 28 日舉辦了「跨代共
融除孤獨」啟動禮暨「長者服務溝通技巧」工作坊，
主力邀請兩個社福機構講解與長者溝通的技巧，亦
同時播放運動短片及派發服務錦囊。由於限制令的
規定，50 個屬會約 100 多位獅友參與現場接待，
其他的只好加入網上直播。大家都積極投入整個過
程，努力學習，離開時心情興奮，躊躇滿志地開展
各個屬會的毛巾操服務。
小小年記的義工們有板有眼地帶領着長者們做起毛巾操

撰文：第一分區主席梁偉宣獅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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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與香港中文大學學生會醫學院院會
合辦健康展覽2021「骨肉相連」

中 日、10 月 23 至 24 日及 11 月 6 至 7 日一連三個星期六及星期日於大埔超級城、馬鞍山新港城中心及將

心與香港中文大學學生會醫學院院會聯合舉辦之健康展覽 2021「 骨肉相連」，已於 2021 年 10 月 10

軍澳新都城中心三期舉行，開幕典禮原定於 10 月 9 日（星期六）舉行，由於當日懸掛 8 號風球，儀式順延至
10 月 10 日（星期日）上午 10 時 30 分假大埔超級城舉行，當日非常榮幸邀請到香港醫學會青年委員會聯席
主席冼建文醫生、香港中文大學醫學院副院長（學生事務）吳兆文教授及香港中文大學醫學院助理院長（校
友事務）容樹恒教授擔任開幕典禮的主禮嘉賓。今年主題是：肌肉骨骼系統。展覽提供免費健康檢查、肌
肉骨骼系統疾病資訊展板、醫生講座及嘉賓表演等，為市民免費提供多項健康檢查，檢查內容包括量度血
壓、量度血糖、血膽固醇檢測、體質指數及骨質密度等，在廣大市民鼎力支持下圓滿舉行，是次健康展覽
設置了骨質疏鬆風險評估和肌肉減少症（少肌症）風險評估，提醒市民千萬不能忽略肌肉骨骼系統的健康。

開幕典禮於 10 月 10 日假大埔超級城舉行剪綵儀式，為活動展開序幕

廣大市民非常踴躍支持是次健康展覽活動

探訪洗腎中心
獅子會六個屬會包括九龍塘獅子會、香港沙田獅子會、香港千禧獅子會、香港壽臣山獅子會、香港油尖旺
獅子會及香港一帶一路獅子會於 11 月 10 日參觀中心轄下位於深水埗的三間洗腎中心，向腎友們送上關懷及
慰問，義務執行總幹事前總監張新村醫生向獅友們講解中心的日常運作，洗腎中心病人人數超過 280 人，
每年提供超過 25,000 節血液透析洗腎服務。中心因應疫情的最新情況，為了減低社交接觸和採取預防感
染措施的前提下，中心於 2021 年 9 月開始實施有限度的探訪安排。

義務執行總幹事前總監張新村醫生（第二排左三）與各獅友於洗
腎中心門前拍照留念

義務執行總幹事張新村醫生向獅友們介紹洗腎機運作過程

2021年10月至12月

31

教 育 E du c a ti on
獅 子 會中 學

「港澳獅子服務日暨青少年人生之旅」
網上活動
黎建豪老師

11

月27日，本校共有三十一名學生參加由國際獅子總會中國港澳三O
三區所舉辦的「港澳獅子服務日暨青少年人生之旅」網上活動，透

過模擬人生遊戲學習「選擇路向」和「責任承擔」的關係，增加學生對自
己的了解，學習為自己的人生和未來作出明智的選擇。
透過網上遊戲，學生經歷人生的不同階段

中六級學習講座
莫迪明副校長及麥家宜助理校長
香港中學文憑考試快將到臨，中六同學要為考試作
好準備，爭取理想的成績。因此，本校邀請了吳國
榮獅兄及陳漢文獅兄於2021年12月13日（一）下
午到校分享其學習及應試心得。吳國榮獅兄綽號為
考試打樁機，因考試無數，故從中領略到考試成功
的竅門，並成功考取會計師及律師牌照。而陳漢文
獅兄則於2015年創辦了家居維修義工協會，致力
為社會服務。兩位的分享，使學生獲益良多。

美式閃避球比賽
凌仲生老師
本校閃避球隊於2021年
12月19、27、28日參加
了香港閃避球總會舉辦的
2021全港中小學閃避球錦
標賽，表現十分出色，分
別獲得混合高中組盃賽殿
軍、男子組碟賽亞軍及女
子組碟賽亞軍。
女子組奪得碟賽亞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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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男子組奪得碟賽亞軍

教 育 Ed ucation
獅子會何德心小學

無人機體驗課程

為

激發同學的科技及創科潛能，以及配合教

創意製作無人機，且踴躍嘗試多項飛行模式，為求

育局最新課程發展的聚焦項目——STEM，

掌握無人機的最佳性能；充分展現了同學無限的創

港東獅子會、香港FPV無人機協會及本校於2021年

科潛能並勇於嘗試的正向性格強項。香港港東獅子

10月23日在本校禮堂舉辦了「無人機體驗活動」

會會長林樹華獅兄、上屆會長曹永豪獅兄及幾位獅

。是次活動主要對象為本校四年級學生，同學們

友亦親臨本校參與活動，和同學一起進行無人機研

需了解無人機的操作方式及運作原理，並運用不同

究，打成一片，氣氛其樂融融。

的零件拼砌出無人機。同學們表現積極投入，發揮

獅兄、校長與同學合照留念

獅兄們親臨本校為同學打氣

亞洲機械人聯盟香港區挑戰賽蔡章閣盃
本校科學小博士成員在本校老師帶領之下，於

己製作的機械人進行任務，同學不單要對機械瞭如

2021年11月13日參加亞洲機械人聯盟香港區挑戰

指掌，範圍少至零件，大至運作模式也需融滙貫

賽蔡章閣盃，比賽於廠商會蔡章閣中學舉行。科學

通；面對不同參賽隊伍時，同學更表現機智，冷靜

小博士隊員表現十分出色，其中5B吳梓朗、何殷

沉穩。同學盡力發揮所能，最後贏得佳績。是次比

羽、5E金泓旭同學獲得銀獎；6B陳滔、楊征道、

賽中也培養了同學勇敢嘗試的精神，並發揮智慧之

黃子謙同學更榮獲金獎。本校於五十隊參賽隊伍中

性格強項；不但令同學對科研信心大增，同時亦為

名列第五位，成績斐然。比賽過程中，同學要以自

本校增添科學小博士獎牌，造就佳績。

同學在比賽中向評判講解機械人之設計

同學在比賽中獲得佳績

2021年10月至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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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trict 303 news update

獅子會與浸會大學中醫慈善基金

Lions & Hong Kong Baptist University Chinese Medicine Charity Foundation

有 心 人 捐 贈 善 款 三 萬 港元給予本基金

2

021 年 11 月 23 日，本基金會為籌備慶祝成立
15 周年作廣大宣傳，相約星島日報前往浸會大

學中醫學院作訪問並為基金董事會成員拍攝宣傳照
片。在進行期間，一位有心人霍靜心女士聽聞我中
醫慈善基金的美行，即場慨捐港幣三萬元。由霍和
平律師代捐，林主席代收，福有攸歸。

林海涵主席代表基金接受有心人捐贈慈善金

基 金 代 表 訪 問 保 良 局 陳小寶長者中心
並 介 紹 免 費 網 上 義 診 施藥
2021 年 11 月 3 日林海涵主席為了推廣本基金的免
費網上義診、並介紹本基金為了慶祝 15 周年的特
別服務項目，特別訪問了其中一個重點長者中心：
保良局陳小寶長者中心。
陪同林主席訪問中心有謝炎培董事、謝獅嫂及浸會
大學代表多人。訪問期間，林主席向中心的長者詳
盡介紹了本基金的網上義診，如何使用電腦在網上
看病及其優點。
保良局陳小寶長者中心歡迎林海涵主席、謝炎培董事等一行人

對長者而言，要學習使用電腦是一件心理障礙多於
實際困難的過程，其實，以網上看病並不是一件
「火箭科學」，只要花數分鐘便可以克服。
本基金為了進一步推廣網上義診，更與長者中心取
得合作，由中心職員代長者操作，方便長者。
林海涵主席向中心介紹網上義診的方法與贈醫施藥的內容

迎新篇 New Member
Lions Club of The New Territories, Hong Kong 香港新界獅子會
姓

名：高向農獅兄
Lion Gao Xiangnong
職
業：健康食品              
保薦獅友：黃志輝獅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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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trict 303 news update
致：各位獅友、各位嘉賓

2021-2022 年度獅子會高爾夫球小組
「馬清岳紀念盃——高爾夫球比賽」賽果
日期：2021年10月18日（星期一）
地點：粉嶺高爾夫球場——New Course

中

國港澳303區本年度第二次的高爾夫球比賽——香港北區
獅子會——馬清岳紀念盃，已順利於上述日子在粉嶺香港
高爾夫球場舉行。當日天氣非常好，參加比賽的獅友及嘉賓亦非
常踴躍，共有16隊參加比賽，當中亦有梁麗琴總監、多位前總監
及多位區職員參加比賽，且一眾球手均有非常出色的表現。

一眾獅友於比賽開始前合照

香港北區獅子會會長莊紹嘉獅兄帶領全體獅兄及獅
嫂，以及馬清岳獅嫂Joan M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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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晚晚宴亦安排了抽奬遊戲，供現
場獅友及嘉賓作為助興一同參與，餐後分別為各得獎
者頒發各項獎盃，場面甚為熱鬧。
當晚頒發各項獎盃給與各位得獎獅友，及嘉賓如下：
淨桿冠軍：林樹基獅兄（太平山）
總桿冠軍：陳月明獅兄（香港金鐘）

梁麗琴總監與香港北區馬清岳
獅嫂、北區獅兄及獅嫂於晚餐
後合照

香港北區會長莊紹嘉獅
兄頒發淨桿冠軍盃給太
平山獅子會林樹基獅兄

淨桿亞軍：謝卓華獅兄（香港快活谷）
淨桿季軍：馮綺雲獅姐（香港尖沙咀）
上九洞最佳成績：施家殷獅兄（香港北區）
下九洞最佳成績：袁兆豐獅兄（香港尖沙咀）
最遠距離獎 （第9洞） ：曾向得獅兄（香港北區）
最近中線獎 （第12洞） ：梁麗琴獅姐（香港新民）
最近洞獎
        
        
        
        

晚餐後全體獅友及嘉賓合照

（第2洞） ：謝卓華獅兄（香港快活谷）
（第4洞） ：施新築獅兄（南九龍）
（第8洞） ：鄭鎧賜獅兄（香港淺水灣）
（第13洞） ：沈顏獅兄（香港壽臣山）
（第17洞） ：林樹基獅兄（太平山）

2021年10月至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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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港澳303區區會服務地標(九)
資料搜集整理：香港北區獅子會創會會長馬祥發

摩星嶺獅子會
The Lions club of Mount Davis Centennial
摩星嶺獅子會徑
The Lions club of Mount Davis Centennial path
此獅子會步行徑及棧道在2017年前後，由該會沿原有路線，逐段修葺改善。提高沿途安全，變得較易行
走。全程約2.5公里。沿途程茂林綠蔭，群山拱衛。多處地方可遙望香港西區海域的風光美景。因此，近
年漸多本區及外區市民，在此徑晨昏散步健身。
Since and around 2017, this foot path and walk way has been taken care of by the Lions Club.
Section by section,the path has been carefully repaired and improved. It is now easier and safer.
The path measures about 2.5 kilometer. Through out the whole journey, one can enjoy trees,
bushes with hills or mountains guarding all around high and low. Further, one would never miss
the beautiful view of the Hong Kong western harbour. Recently more and more citizens from
local or outer regions can be seen using this pa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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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事無窮 做到老時學到老
人生有幾 得寬懷處且寬懷

以

上是北九龍獅子會創會會員兼第二任會長孫秉

童軍總會領導，或出任童軍總會總監、副總監、分團

樞獅兄的人生座右銘。

團長之職，這些獅友包括何榮高獅兄、李傑之獅兄等
數不勝數，由因是與孫秉樞前會長不能不雙提並論。

2021 年 11 月 28 日上午清晨傳來噩訊，在國際鐘錶行
業縱橫 70 年，人稱「鐘錶大王」的孫秉樞前獅兄離

孫秉樞獅兄於擔任北九龍獅子會會長之時，他留意到

世，積閏百齡。此時正值筆者受命於獅子會 303 區領

北九龍地區的童軍苦無會址訓練，孫獅兄於是與政府

導書寫一份提倡勵志、正能量、港人可以仰慕與學習

有關部門商討，得政府同意撥出土地給予童軍之用。

的長者人物故事，筆者懷悲痛之情、仰慕之心、紀念

孫會長得此土地後，振臂一呼，號召得北九龍獅子會

之意，與讀者分享一下這位對香港付出了無比奉獻的

多位獅友支持，包括由趙世曾獅兄免費提供畫則服

長者，借他的人生經歷、他的商場成就和社會服務，

務，其他獅友慷概或出資，或免費提供其他專業服

特別是他參與創立北九龍獅子會並透過北九龍獅子會

務，在香港童軍總監羅徵勤及馬基支持下，九龍塘童

以獅子精神為香港做出奉獻的經歷，作為我們學習的

軍總會會址在短短一年便建成，也帶動了以後獅子會

榜樣。

與香港童軍的合作為社區提供了無數的有意義服務。
香港域多利獅子會也於 1990 及 2020 年分別捐助巨資

孫秉樞獅兄由一位平凡鐘錶銷售員起步，以勤奮工

為香港童軍總部大潭中心建造了營火場。

作、充沛精神、精明經營逐步攀升，不平凡地打破傳
統被任命為香港四大英資洋行之一的大班。他長袖善

除了借助獅子會為香港市民提供服務外，孫秉樞前會

舞，樂善好施、身體力行。孫秉樞於 1966 年聯同張

長取之社會饋之社會，參加東華三院並於 1966 年出

楠昌（北九龍創會會長）、何榮高（前北九龍獅子會，

任主席，之後多年擔任東華三院顧問及主席會名譽會

後任 303 區區總監）、趙世曾（前北九龍會長）、馮惠

長。1968 年他仍在擔任北九龍獅子會會長時接受香

霖（前北九龍獅子會會長）等十數位熱心社會公益的

港總督戴麟趾爵士的指示，聯同數位商界領袖成立

好友共同成立北九龍獅子會，以獅子精神渠道為社會

「公益金」，經過兩年的籌備、香港立法局的立法，公

服務。他們邀請了另外一位好友即半島獅子會前會長

益金正式成立，成為香港最大的慈善機構，孫秉樞前

兼當年前總監劉天宏獅兄出任創立北九龍獅子會的指

會長也被任命為第一副會長及籌款委員會主席。念及

導獅兄。北九龍獅子會在這班社會賢達倡議之下，人

孫獅兄對香港的無私貢獻，香港港督授命他為太平紳

才濟濟，極一時之盛。因為當年孫秉樞獅兄正擔任東

士並代英王室向他頒發 MBE 勳銜。

華三院主席之職，無暇兼任創會會長，他只擔任第一
副會長，由何榮高獅兄擔任義務秘書，後於 1967 年

孫秉樞前會長生前以 90 高齡仍然日理萬機，永不言

繼任北九龍獅子會會長一職。孫獅兄等人是早年為國

休。他是香港鐘錶業總會永遠名譽會長、香港童軍總

際獅子總會中國港澳 303 區立下汗馬功勞的獅兄們。

會名譽會長、香港業餘田徑總會名譽會長、樂道中學
名譽永遠校董。為社會服務作出正能量的付出，為我

筆者多年來有注意到很多獅子會的社會服務是與香港

們作勵志的好榜樣。我們向孫秉樞前會長這位巨人敬

童軍組織聯手合作提供，很多資深獅友同時擔任香港

禮。
撰文：香港域多利獅子會石家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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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

獅 子會 主 會
Hong Kong (Host)

S

erving the community is proudly in the heart of
everything we do as a Lion especially at Lions
Club of Hong Kong (Host). To enable our Club to
perform more services to support the community,
our Club conducted a combined fundraising and
service event. The event was held on a public
holiday to bring families together to enjoy a private
viewing of a newly released movie and to share a
meal afterwards.
Since the outbreak of the COVID-19, schools had
been closed and many children were forced to stay
in cramped cubicles or subdivided rooms which they
called home. With the restricted resources to provide
a balanced lifestyle as low-income families, it would
possibly impact the children’s mental state. We
hoped that, through this service, we could send a
kind gesture and a little warmth during the epidemic
so that they can feel the love and care from the
community.
In order to facilitate this meaningful service, our
Club sought donations to sponsor not only for the
26 families consisting a total of 78 people to attend
this event, but also for future services to come. We
had limited time to prepare for our fundraising, but
our fellow Lions worked hard to not just meet our
donations target
but also to make
the service a
memorable day for
the children. Given
that Halloween
w a s a ro u n d t h e
Our President and fellow Lions also further
participated in several services organised by District
303 during this period to provide our support and
assistance to the broader community.
On 13th November, we helped to co-facilitate the
Zone One service providing Diabetes testing and
education to the community. As an estimated 10%
of the Hong Kong population might have been
suffering from diabetes, seminars were organised
to help increase awareness towards diabetes as a
health hazard and promote preventive measures
through healthy eating. Diabetes is particularly
common amongst the elderly community and is a
major cause of death. We hoped that, through free
testing and education, we could help reduce this
threat to public health.
In addition, our Club also participated in the
Joint Service of 40 Clubs in delivering Christmas
presents to children recovering from cancer.
During the ceremony, participants watched a video

會長
王玲玲

資訊委員
文燕君

corner, we picked a very fitting film for the occasion
– an animation film called Adamm’s Family 2.
On 14th October 2021, despite the early start to the
day, when we arrived at the cinemas in Tsuen Wan,
there was a buzz of excitement in the air amongst the
families. For some children, it had been a very long
time since they were last able to go to the cinema
due to their financial limitations or the pandemic
restrictions. With much anticipation, the children
and parents swiftly sat down to enjoy the private
screening of the film. Throughout the session, the
theatre was filled with sounds of laughter from
both children and
parents alike.
After the film,
the families were
gathered to share
a family lunch
at a nearby Thai
restaurant.
While it had been two years since the outbreak of
Covid-19 and the out-of-the-ordinary had been
almost normalised over time, the pandemic had
nevertheless become a source of stress and
frustration. So, as we witnessed the families chatting
over a hot meal and children giggling as they
recalled parts of the movie, we were once again
reminded how precious it would be to take a break
and have a good laugh together; how important it is
to nurture the bond among family members and the
community; and how grateful we should be for the
happy moments even during dark and stressful times.
from Lions Club International about a particular
family’s experience when their 3-year-old child was
diagnosed with cancer. The pain and heartbreak
could truly be felt if we were to imagine being placed
in such a difficult situation. While we were not able
to deliver the presents directly to the children due
to Covid-19 restrictions, our President helped to
pack each gift bag with passion and care on the day.
The bags were delivered by the participating Clubs
Presidents to four centres, Ronald McDonald House
Hong Kong, Children’s Cancer Foundation, Little
Life Warriors Society and Hong Kong Children’s
Hospital. We hoped that the small gifts and donation
cheque could
help and bring
a smile to each
child’s face and
would bring a bit
of joy to them
and their families
even during
rough times.
2021年10月至12月

39

九龍
獅子會
Kowloon

會長
馮寶欣

Ocean Park Marathon Nov 28

M

embers participated in the “Charity Relay Challenge
2021” launched by the Ocean Park Conservation

Foundation in the early morning of November 28, 2021.
President Lion Amber, IPP Lion Erica, Lion Thomas, Lion
Terence, and Lion Douglas took on the challenge through
swimming, cycling, and running. It was an incredible
experience to complete the race in the newly established
waterpark before opening hours. The event was exciting. It
was meaningful to help raise funds and raise awareness on
environmental issues.

Visit Lion Louisa’s Elderly Day Care Centre Dec 14

On December 14, President Lion Amber, IPP Lion
Erica, Lion Louisa, Lion May, and Lion Alan visited
Lion Louisa’s day care centre for the elderly. Mr
and Mrs Lam Sum Wan Day Care Centre for the
Elderly, located in Tuen Mun, was named after Lion
Louisa’s parents. During the visit, we led the elderly
to practise simple exercises prepared by Region 1.
We played games, and distributed ‘fortune bags’ to
them.

Christmas Party Dec. 18

Lion Club of Kowloon’s annual Christmas party was

live video call during the party. Surrounded by

held on December 18 at the Hong Kong Football

family and friends, the night was filled with laughter,

Club. The Christmas party was honoured by District

complimented with delicious food and drinks.

Governor Lion Amy, 1st Vice District Governor Lion
Henry, 2nd Vice District Governor Lion Gary, Region
Chairperson Lion Albert, and Zone 1 Chairperson
Lion Peggy. During the opening ceremony, District
Governor Lion Amy presented an award to Lion
Stephen as a token of appreciation for his generous
donation of HKD 200,000 to the District. Although
Lion Stephen could not attend, we conducted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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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半島
Peninsula

獅子會

會長
馮振榮

資訊委員
蔡百泰

每月例會一

香

港半島獅子會於 2021 年 10 月 28 日晚上 6 時 30 分假座九龍城廣場一樓的「城寨風味」，舉行十月份
董事會和晚餐例會。

每月例會二
香港半島獅子會於 2021 年 11 月 11 日晚上 6 時 30 分和 11 月 25 日晚上 7 時 30 分別假座九龍尖沙咀金域假日
酒店地庫一樓的「龍苑」，舉行十一月份董事會和晚餐例會。

每月例會三
香港半島獅子會於 2021 年 12 月 9 日假座九龍城廣場一樓「城寨風味」，舉行十二月份董事會和晚餐例會。

秋冬聯誼同樂日
因疫情關係獅兄們均未能出外旅遊，會長馮振榮獅

氏漁排賞魚及前往米埔自然景色觀賞風景；下午 4

兄有見及此，特於 2021 年 11 月 13 日舉辦了一個聯

時假第一副會長張恒星獅兄家中聚餐。當天有二十

誼同樂日。首先安排在早上 10 時 30 分舉辦一個

多位獅兄、獅嫂出席參加，大家在歡樂的時光中度

「中國文化研究會議」；下午 1 時 30 分假全港最大楊

過一個愉快的週末。

服務活動一
為響應國際獅子總會中國港澳 303 區第一分區舉辦
的「『跨代共融長者服務日』服務活動」，香港半島
獅子會獅兄們特於 2021 年 11 月 3 日假馬鞍山富寶
花園，分別舉行健康毛巾操服務活動和派發福袋。

馮福昌獅兄派發福袋給參加受眾

當天，在會長馮振榮獅兄和第二分域主席周健忠獅
兄帶領下，分別有糾察馮福昌獅兄、前會長洪响堂
毛巾操服務活動，參加者有第二分域主席周健忠獅兄、會長馮振榮
獅兄、糾察馮福昌獅兄、前會長洪响堂獅兄和前會長溫錦泰獅兄

獅兄和前會長溫錦泰獅兄（疫情關係，祇容許四位
獅兄參與）出席參加。

服務活動二
香港半島獅子會聯同香港華人會計師公會於 2021
年 1 2 月 5 日 一 同 舉 辦「 齊 心 ・ 潔 淨 ・ 同 行 服 務
日」，目標是清潔香港海岸線。於早上 10 時正，
一行十多人假西貢新公眾碼頭集合前往半月灣，
大家一起進行清潔。在回程途中，前往橋咀島
「半島獅子花園」讓大家認識島上「半島獅子花園」
的來源歷史。拍照留念後，便乘船返回西貢市碼
頭，整個服務活動正式畫上完美句號。

一眾參加者齊攝於橋咀島半島獅子花園內

齊心・潔淨・同行服務日

2021年10月至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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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域多利
獅子會
Victoria Hong Kong

會長
柯灝泓

謹守不渝、此誓
3 0 3 區 舉 辦 的「 社 區 少 年 網 球 比 賽 」

「謹

守 不 渝 、 此 誓 」是
每一個加入國際獅

子總會中國港澳 303 區成為
獅子會會員時宣誓入會的最
後一句誓詞。藉此句誓詞，
向 303 區宣告在加入獅子會
後，必將會堅定不移地支持
自己的屬會、國際獅子總會
中國港澳 303 區區會及國際

域多利獅子會到場支持網球比賽的獅友在
柯灝泓會長贏得單打冠軍後合影

總會所領導的社區服務。

把時間隧道拉回 20 年，至 2000 年，當年 303 區有一班網球愛好者言
及如何將網球作為社區服務的渠道，在一番磋商後，建議由國際獅子
總會中國港澳 303 區主辦少年網球比賽。此群網球愛好者坐言起行，
透過與香港網球總會聯繫，商議初步細節，在取得網球總會的支持
後，再與區職員商議，他們也同意以區會名義舉辦，水到渠成，試辦
一屆。豈料，第一屆成績超乎理想，各界人士均認為獅子會應該繼續
主辦，一年復一年，至今主辦了近 20 年之久。
與此同時，域多利獅子會在聽取了當年會長林耀堅獅兄的陳述後，亦
認為這是一項非常有意義的活動，一致決定支持林會長作為其中一名
中堅份子繼續投身此事。自此 20 年如一日，雖經過 20 位不同的會
長，但域多利獅子會從未間斷過對此項比賽的支持，並每年派員身體
力行前往參觀少年網球比賽。
梁麗琴總監頒發獎盃給雙打冠軍柯灝泓會長

2019 及 2020 年因為疫情而停辦，今年 2021 年復辦，經過初賽、複賽兩個階段後在 12 月 19 日舉行決
賽 。 域 多 利 獅 子 會 作 為「 原 始 支 持 會 」亦 不 敢
怠慢，當然繼續熱烈支持此項比賽，並踴躍地
派出近 20 人代表前往維園中央網球比賽場捧
場。適逢其會，當日也是國際獅子總會中國港
澳 303 區會員網球決賽日。事也湊巧，域多利
的代表——柯灝泓會長當日贏得男子單打冠軍
與男子雙打冠軍，是日域多利滿載而歸。
域多利獅子會藉此再一次向國際獅子總會中國
港 澳 3 0 3 區 宣 讀 誓 詞 ， 對 一 切 服 務「 必 定 支
持，謹守不渝，此誓」。
柯灝泓會長於域多利獅子會大力支持的「社區少年網球比賽」海報前留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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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香島
Bayview Hong Kong

一

獅子會

會長
廖世龍

向少接觸及參與的籃球，可是適逢區會每年
一度的大型活動，我們決定咬緊牙關，鼓起

「破蛋」，算是有交代了。勝敗其次，重要是支持區
會，支持香港學生運動，獅友們又樂在其中！

勇氣，召集香島上下，組織了一隊初階的籃球隊去
參加區會今年度的三人籃球賽。轉眼間原來已離比
賽日子不遠了，匆匆忙忙地找個地方作賽前練習，
更好笑的是我們還要去張羅一個「籃球」。練習的第
一晚，大家感覺奇妙，彷彿一起回到少年時在校園
的日子，球場上又碰上其他年青人練習，確是有時
光倒流的感覺。經過幾次的練習，算是尋回一些當
年的記憶，最後只有硬着頭皮出發作賽吧。比賽當
天，提早到達現場，當日氣氛熱鬧，天氣一流，第
一場因對方缺陣，牽強算是過關；第二場要應對壽
臣山獅子會，當然亦已預知結局，最後僥倖可以

踏入秋季，又是要準備聖誕節目的時候。
今年秋季的香港，疫症算是受控，所以理
事決定復辦聖誕晚會，希望藉此令大家輕
鬆歡聚一下，又讓大家有一個合作機會團

結獅友的感情及力量。首先，我們選定何嬋嬋獅姐為活動的
大會主席，之後邀請多位獅友加入籌委會，經過多次視察
後，最後選定三軍會為活動地點，邀請嘉賓、佈置地方、選
購禮物、設定遊戲節目、大會司儀、表演節目、食物飲品，
林林總總的事務，幸好香島上下出錢出力更付出時間，最後
才能把各事項一一完成。當日晩宴高潮一定是黑池舞蹈高手
拉丁獻舞、國家級歌唱家獻唱及大會司儀余斯鴻獅兄合唱的
時候，還有今屆會長有趣的魔術表演，全晚會場充滿節日氣
氛，嘉賓、獅友各人開心歡笑，實在是一個難忘的晚上，最
後各人都帶着愉快心情及一些小禮物回家！

2021年10月至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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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青山
獅子會
Castle Peak Hong Kong
「 輕 歌 曼 舞 樂 慈 齡 日 」暨「 呼 吸 有 序 ， 運 動 有 趣 」毛 巾 操

時 10 月 7 日在北角社區會堂，本會舉辦了「輕歌
入菊月，日過秋分。

曼舞樂慈齡日」活動，率先舞動起 300 位長者齊齊
共 舉 之「 呼 吸 有 序 ， 運 動 有 趣 」毛 巾 操 ， 一 鼓 作
氣，再而興，三更盛，滿場為之非常振奮，笑聲響
徹雲霄。在疫情中坐困愁城的兩年來，鮮見熱烚烚
的場景，令人激動得熱淚盈眶。

所謂老有所為，復有當年勇，所有的義工皆為退休
警察。以老助老，攜手同行去服務 300 位的老友
記，每人獲分派一份厚實的獅子福袋，使他們盡
興，且滿載而歸。

在「輕歌曼舞樂齡日」的節目中，位位年長的演出
者都英姿颯爽，歌聲悠揚，繞樑三日，舞藝精彩，
聲樂絕倫，上至粵曲，下至時歌，南北民謠，東舞
西蹈，琳琅滿目，目不暇給。

「 愛 心 膳 食 顯 關 懷 」派 飯 活 動
相隔一週（10 月 15 日），我們又在九龍灣啟業邨，本着關懷長者
之心，為 100 名長者推薦毛巾操之法。在疫情之下，大家長期受
困於斗室之內而缺乏運動，藉此活動可鼓勵他們以呼吸有序，運
動有趣的活動去保持身體健康。
運 動 後 進 行 了「 愛 心 膳 食 顯 關 懷 」派 飯 活 動 。 1 1 月 2 5 日 在 南 山
邨，本會也同樣舉行「愛心膳食顯關懷」派飯及手巾操活動，每位
都獲配以特大鮮橙一個。

送贈 STEM 教材及
砌圖給荃灣浸信會聯會小學
日入良月，月到初冬。
步入 11 月，在第 9 日，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我們來到荃灣浸
信會聯會小學做服務，送贈 STEM 教材及拼圖 700 盒。未來社會
的主流都以科技為重，希望透過這次活動增進各級小學生對科技
知識的興趣，能盡作育英才之意。

百年胰島素之糖尿人生單車行
隨即，在 11 月 14 日的世界糖尿病日，適逢是胰島
素發明一百周年的重要大日子，本會舉辦「百年胰
島素之糖尿人生單車行」，關懷弱小馬蹄疾。鑑於
香港的糖尿病患者有 70 多萬人，我會肆以大力宣
傳，希望引起港人廣泛注意健康，防患於未然。是
次活動聚焦於多關心患有一型糖尿病兒童身心之苦
困，以及冀望社會各界加深認識兒童糖尿協會的角
色與功能。
一則以喜者，給一眾一型糖尿病兒童能有一個難得
的機會共同一起單車樂郊遊，風光明媚，景色如
畫，一樂也；二則再喜者，有一個場合能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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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百三十多
位的糖尿病
兒童及其家
人 濟 濟 一
堂，齊歡共
聚，享受一
個愉快的午
餐，久未相
逢，難忍互相傾訴在疫情中所困所愁之苦，以紓解
心中鬱結；三則更喜者，由施維展獅兄任籌款委員
會主席，大力籌得 30 萬餘元善款，冀能為有經濟
壓力的糖尿病兒童家庭紓緩困境。

會長
蘇振華

香港青山獅子會年度的旅遊籌款
踏入葭月，已是仲冬。
在 12 月 7 日，是我們闊別了兩年的青山獅子會年度的旅遊籌款。
疫困我者，去年之日多煩憂；悠我心者，今日之日樂郊遊，長空萬
里帶煙雲，一行扁舟大澳遊，青山隱隱水迢迢，海豚時有弄波影。
晚上，由會長宴請一眾獅兄獅嫂於五星酒店扒房餐廳，所謂醉酒
當歌，人生幾何？烹羊宰牛且為樂，會須一飲三百杯。海鮮、巨
霸斧頭扒應有盡有，酌美酒，齊同慶，獅誼永，友共榮，宴者不
嗇數萬錢。

中小學生步操及升旗訓練
因應教育局的規定及指引，各大中小學及幼稚園必須有步操及升
旗隊伍。於 12 月 8 日上午，本會會長安排 60 位中小學學生，於
九龍灣啟業邨香港青少年軍總會接受國家級專業的中式步操及升
旗訓練。

「 耆 樂 餐 聚 ， 運 動 有 趣 」中 午 自 助 餐
在 12 月 10 日，我們繼續扶助老弱，服務社群，舉
辦「耆樂餐聚，運動有趣」活動，招待 140 位 65 至
80 歲的基層獨居或雙居長者於紫荊號維港遊船上
享用中午自助餐。餐前先行做「呼吸有序，運動有
趣」毛巾操，全場老友記熱烈投入練習，大家非常
高興。意料之外的是一部份老友記機靈敏捷，動作
俐落。隨之，各街坊好友結伴同枱，豐富美食當
前，自然喋喋不休，各訴心裏疫中愁事，以紓鬱
結，繼而各個老友記盡展歡顏，笑聲迭起，興盡而
歸。

織愛圍巾暖人心
在 12 月 13 日上午於油塘街坊福利會，由本會主辦
「織愛圍巾暖人心」活動，向 500 位 65-85 歲基層

的獨居及雙居長者，當中特別關顧行動不便的長者
分派優質頸巾添衣保暖。

雖然只是一條簡簡單單的頸巾，但它代表着噓寒問
暖，刻骨銘心的關懷，熱情地連繫着孤冷交迫且煎
熬的老弱殘軀，更能溫暖其心，感受社會的關愛。
2021年10月至12月

A dv ertis eme nt

年近歲晚，日至冬深；寒風時至，刺骨如針；憐憐
老耆，陀螺一生；老來無助，孑然一身；斗室坐
困；呆呆默言，前塵往事，過眼雲煙，哀哀老者日
則瑟縮難熬，夜則輾轉難眠，彷彿兮若濃霧之蔽
日，飄泊兮如人情冷漠之回絕。路茫茫於憂思兮，
苦兮悲兮住無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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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山
Tai Ping Shan

獅子會

會長
朱晨

資訊委員
潘偉基

山不在高，服務則成，耆不在廣，有心則鳴
太平山中秋伴耆心

中

秋前後正值秋風秋雨，本會上下一眾獅友、

三百五十個時間籌，派給區內老友記，讓受眾可以

青獅和義工，一早已為本次服務而磨拳擦

按時間分批到物資站領取中秋禮品。

掌，全力準備。在服務主席叢林獅姐和會長朱晨獅
兄的帶領下，大家

時間一到，只見各位哥哥姐姐各自有自己職責，有

忽視服務前吃早餐

的兩手空空但身上圍滿手挽袋，有的按預先呼籲帶

的習慣，比預定集

自己的買餸車前來，有的手持拐杖舉步維艱，亦有

合時間更早到達大

的坐在輪椅施施然而來。 一眾長者分批來到耆康會

窩口，立刻集結物

中心禮堂，沿着預先安排的物資鏈流水式前行，袋

資和分配各物資站

袋而其平安。太平山獅子會的獅友及義工們亦與他

中物流供應鏈的工

們談笑風生，一時又高唱祝福，哄得各位哥哥姐姐

作。為避免於疫情

笑顏逐開，老友記們即時生氣勃勃，紅光滿面，並

下現場人流過多，

多次追問及期待我們的再度光臨。透過此次服務機

今次預先由合辦單

會，各位獅友義工們再一次體驗「施」與「受」的互

位大窩口耆康福利

相感染，實踐獅子會「我們服務」，享受互相補給支

會 預 先 安 排 了

援，一呼百應的團隊精神。

探訪露宿者
2021 年 12 月 4 日在會長帶領下，幾位獅友和青獅一起到香港跑
馬地黃泥涌道隧道和九龍油麻地梁顯利油麻地社區服務中心附
近，探訪各露宿者，送上物資及福袋，同時透過太平山獅子會
的關懷，表示社會上並沒有忘記他們這一群人的存在。服務後
會長發現露宿者比往年多了不少，亦有不同國籍露宿者聚居。
有見及此，會長期望在今年聖誕前進行多一次較深層次的探訪
和服務。

303 區聯合就職晚宴
今年度國際獅子總會 303 區的聯合就職典禮，在會議展覽中心舉
行。因為疫情而取消或延期了多次的獅子會活動，這實在是個難
得的機會讓大家共聚一堂，聲勢浩大。

2021 年度聖誕聯歡
今年太平山的聖誕聯歡會，在萬邦行的馬車會以自助餐形式舉
行。活動上亦同時舉行了獅友的生日例會，以表示本會對各位獅
友及家眷的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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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九龍
獅子會
North Kowloon

會長
任恒輝

2021 獅子會全港學生三人籃球賽
「三人籃球賽」因今年疫情緩和，而得以
獅 子會一年一度之
復辦。一如既往，此活動邀得民政事務總署、香港籃球

總會和康仁體育會合辦，為全港學生提供一個大型三人籃球比
賽，同時亦設立「獅子會盃」讓獅友們一顯身手，共建獅誼。
北九龍獅子會在本屆亦有參賽，由會長任恒輝獅兄領軍，聯手
何俊鏗獅兄、何鈞浩獅兄和譚鈞鴻獅兄在賽事中過關斬將，最
後僥倖獲勝嬴得冠軍！任會長除了感謝獅友們當天前來觀戰及
支持外，亦表示非常榮幸能為本會添上榮譽，可喜可賀。

任恒輝會長(左三)、何俊鏗獅兄(左二)、
何鈞浩獅兄(右三)和譚鈞鴻獅兄(右四)

北九龍獅子會第六次例會暨聖誕聯歡會
北九龍獅子會剛於 12 月 16 日晚在灣仔紅花會舉行
了本年度第六次會議，因疫情緩和關係，本會亦借
機復辦了會內多年傳統活動「聖誕聯歡會」，好讓獅
友們能邀請獅嫂親朋等前來一同參與，感受獅子會
這個大家庭的佳節氣氛。

當晚在完成理事會及例會後，派對正式開始。除了
有美酒佳餚外，部分獅友更即席獻唱金曲，場面熱
鬧。而壓軸環節當然是聖誕禮物大抽獎，保證人人
有份，永不落空，最後每位獅友及賓客皆滿載而
歸，盡興而回！

北九龍獅子會贊助活動——聖誕童樂運動會
於 12 月 21 日下午，本會參與了由亞太女企業家協會主辦之活動「聖誕童樂
運動會」，北九龍獅子會除了冠名贊助外，任恒輝會長更和一眾獅友組成義
工隊到場協助活動進行，實行出心出力出錢，體現我們服務精神。

任恒輝會長(中)、何家威指導會長
(右二)、吳鑑倫第一副會長(左二)、
陳曦第二副會長(左一)、和
張昌揚獅兄(右一)

當日活動主題為「運動抗疫，童你籌款」，而籌款目的是為了支援受惠機
構香港社區組織協會向基層兒童提供服務，以及補貼劏房或單親家庭的日
常開支等。我們希望透過同場安排的活動，為受惠兒童送上實際的支持、
援助及祝福。另外，本會榮譽顧問蕭旭成獅兄更私人贊助數十盒口罩送贈
給有需要家庭，善心滿載！

平安樂聚聖誕日
由北九龍獅子會和新界北區文娛康樂促進會合辦，香港粉嶺耆英長青社協
辦之服務「平安樂聚聖誕日」，剛於 12 月 24 日平安夜早上在粉嶺祥華邨祥
華社區會堂舉行。當日參與活動之受眾主要是北區長者們約 80 人，首先
和老友記玩遊戲送禮物讓他們感受一下聖誕氣氛，然後在獅友們和義工協
助下派送福袋共 150 份。
福袋內物資雖然只是口罩、水果乾糧等日常用品，但對長者受眾來說卻是
一種關懷和溫暖，北九龍獅子會全體獅友定必全力支持會內每個服務！

獅 子 與 您「 飯 飯 掂 」服 務 計 畫

任恒輝會長(左三)、吳鑑倫第一副會長
(左二)、陳曦第二副會長(左一)、
葉曜丞榮譽顧問(右三)、張昌揚獅兄
(右二)及何鈞浩獅兄（右一）

在今年疫情持續的情況下，第四分區延續去年區會舉辦的社區派
飯服務「飯飯掂」，希望可以支援基層家庭手停口停、經濟拮据的
情況，提供及時援助。
北九龍獅子會今年亦繼續大力支持和參與，在 12 月 28 日下午於藍
田德田邨循理會德田耆樂會所進行派飯活動，主要受眾為一些長
者、劏房戶及低收入家庭，並準備了共 200 個飯盒作派發。當天
本會大量動員，有些獅友更帶同孩子出席，希望讓下一代學懂「施
比受更有福」及珍惜食物的道理，非常有意義！
2021年10月至12月

47

香港快活谷
Happy Valley

本

獅子會

會長
朱丹

會於二〇二一年十月二日（星期六）在香港仔

下午是分享時段，由前總監馮炳壽獅兄，終生會員

深灣遊艇會舉行了一次很難得的會務研討

劉海東獅兄及劉達邦獅兄，回顧做獅子會會員的心

會。這一兩年間，本會增添了好幾位新會員，他們

路歷程，以及本會現時的一些規條和傳統的由來。

除了參加了區會的新會員研討會外，也希望多了解

尾段是分享及檢討會務，並由朱丹會長發表對未來

本會各方面事務。

的展望，整個研討會，不乏新舊會員對會章及其他
事項之詢問，其間也擦出火花，而最終大家均得到

非常感謝前總監吳國勝獅兄及廖健昇獅兄兩位利用

滿意答案，加深了對會務的認識和認同。會議結束

了很多私人時間預備今次的研討會，為會議奠定框

後，也是聯誼的好時機，我們一眾到香港仔酒家食

架，以便獅兄在會上討論。

海鮮，這一天既有嚴肅討論會務的一面，復有大快朵
頤地於海鮮餐聯誼，真是過了一個非常充實的週末！

會議當天由早上九時開始，直至下午五時結束，共
有二十多位獅兄出席，佔本會會員總數逾百分之
八十，定必是會長朱丹獅兄之魅力及眾快活谷獅友
對會務的重視和愛護，方能得到這麼高的出席率！
研討會由吳國勝前總監聯同廖健昇獅兄作促導者，
對本會憲章及規程作重點討論，介紹例會與董事會
之分別，董事會之成員、職責及權力之闡述，行政
和服務基金之區別等等，是一個綜合及全面檢討。
無論新舊會員，均獲益良多。

本會創會 54 周年紀念暨女賓夕餐舞會於二〇二一
年十月廿三日在君悅酒店舉行。疫情下，舉辦餐舞
會真是得來不易。籌備過程充滿挑戰及波折，會場
座位要求多次修改，安排上因為政府限制急速變化
而顯得倉猝，尤幸有會長帶領和獅兄的團結和支
持，晚會順利進行，當晚座無虛席，相信賓客都度
過了一個歡愉的晚上。

二〇二一年十一月七日真是本會一個特別日子，當
晚我們邀請到前國際會長譚榮根博士獅兄到來作演
講嘉賓，講題是「成為獅子會會員之我見」。平時接
觸譚會長都是在獅子會大型項目講台上，這次近距
離交流，聽他道出作國際會長時之苦與樂、跑馬養
馬之趣事及接受本會會員之提問等等，均顯露出譚
會長平易近人一面。十分榮幸譚榮根前國際會長的
光臨，更希望他對國際獅子總會中國港澳 303 區多
提寶貴意見，使獅務倡隆。

48

October - December 2021

香港觀塘
獅子會
Kwun Tong Hong Kong

2

會長
甄錫侯

資訊委員
周秀卿

021 年 12 月 4 日（星期六）
「獅心關懷
遍安泰」第六次派米活動順利完成，

由 鄭炳龍前會長帶領獅友及青獅們，余湛
英前會長及麥華池前會長也前來參與，余
湛英前會長更贊助了午餐肉罐頭。由於物
資太豐富，有些長者搬不動，一班獅友們
貼心地送長者回家，100 位受眾都滿載愛
心歸家。
於 2021 年 12 月 27 日（星期一）我會舉辦了「伴您啟

陳定幫獅兄細心逐一解答，大家在一片歡樂氣氛下

航青少年活動」，會長甄錫侯獅兄、星級大師陳定

度過一個聖誕下午假期。

幫獅兄、青獅會長 Maggie 無懼風雨及寒流吹襲，
發揚獅子服務精神。由陳定幫獅兄悉心指導，啟發
青少年們創新思維，如何學習利用科學與統計學結
合，為自己將來學業及前途，早作準備計畫，勇敢
努力向前，成為社會的精英份子。講解期間，一眾
年青人非常踴躍及互動，發問很多有建設性問題，

香港城市
The City

獅子會

會長
林泳釧

2021 年 10 月 10 日

「城市夜星光 逆水
本 會與星光獅子會在旺角麥花臣場館聯合舉辦了
行舟」音樂劇。本活動因為疫情緣故多次延誤，最後圓滿舉辦成
功。此活動能成功舉辦，除了主辦方的努力以外，也有賴得到專業導演
高子桉先生、音樂總監林寶智先生、專業演員胡溢軒先生、楊昕小姐、
快活路德會樂隊、失明歌手賴建華先生、莊嬋鳳小姐、蔡桃芳小姐，還
有眾多友會的區職員、獅友的熱心參與。音樂劇的演出水平得到在場接
近 1,000 名觀眾的一致肯定。舉辦本活動之目的是替失明人士龍舟隊籌
款應付參加比賽的經費，幫助打破失明人士融入社會的壁壘。

2021 年 12 月 17 日

2021 年 12 月 31 日

本會參加了我們姊妹學校屯門匡智晨暉學校的聖誕聯歡會。
這學校是我們多年的合作夥伴，現在有超過 260 名智障學生
就讀。當天我們欣賞了學生們精彩的原創聖誕舞蹈演出，出
席的獅友也跟他們一起演練第一分區今年推廣的健體毛巾
操。聯歡會後，源
校長向本會獅友介
紹最近我們商討的
設施捐贈項目細
節。最後，本會向
每一位學生贈送一
個聖誕禮物包。

本會於港麗酒店舉辦了除夕聯歡聯誼
活動。本次聯歡會我們邀請了本會的
獅友和其親友參加。聚餐期間，我們
安排了遊戲節目，各參與者都樂在其
中，融洽度過一個歡欣的下午。

2021年10月至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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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
Macau

獅 子會

由及青年發展局作支持單位的「第卅四屆和平海
澳門獅子會及濠江中央獅子會聯合主辦，教育

報設計比賽——澳門區」頒獎典禮於 11 月 22 日舉行。

會長
何磊磊

資訊委員
瞿偉剛

是次比賽收到來自二十間學校，合共近一百五十幅
作品，經過多輪評審選出冠、亞、季軍、第四名、
第五名及二十名優異獎作品。本年度澳門區冠亞季
軍作品分別由濠江中學林鈺翔同學、濠江中學附屬
英才小學賈焯男同學及濠江中學附屬小學陳靖希同
學獲得。
今年和平海報設計比賽主題是「我們相互聯繫」，既
表達世界和平的意念，同時表達聯繫團結一心的精
神，頒獎典禮同場展出優秀作品。展覽結束後，合
資格作品送往香港競逐港澳區比賽。

由澳門獅子會主辦、澳門特殊奧運會協辦的「健康
成長伴我行——睛彩人生視力滿分」驗眼服務，於
12 月 12 日圓滿舉行。當日由專業眼科醫生初歌今
進行護眼講座，並由專業視光師為澳門特奧學員及
家長們提供視力檢查。活動為接近一百名特奧運動
員、學員及家長進行視力檢測，並為他們配製專業
運動防藍光眼鏡。

當日到場出席服務之嘉賓還包括澳門獅子會第三副
會長歐栢超獅兄，何蔣棠前會長和柯桃蘭前會長，以
及一眾到場協助進行服務的澳門青年獅子會青獅們。

大會主席蕭琼彪獅兄表示，今年是「健康成長伴我
行」驗眼服務 20 周年，首屆驗眼服務由澳門獅子會
前會長何蔣棠獅兄於 2001 年開始舉行，20 年來從
未間斷為社會上有需要人士提供視力檢測並配製眼
鏡。蕭琼彪獅兄期望透過活動讓大眾注意眼睛健康
的重要性！

澳門獅子會於 11 月 23 日晚上七時假四季酒店宴會
廳舉行「2021-2022 年度職員就職典禮」，當晚進
行會長移交佩帶和權槌及職員就職宣誓儀式，場面
簡單而隆重。
大會主席黃嘉豪獅兄表示，澳門獅子會踏入金禧之
年，過往歷屆會長緊守着「出心、出力、出錢、出
席」的四出精神，帶領着一眾獅兄獅姐完成了無數
個服務，為社會有需要的，作出無私奉獻。

上屆會長伍志平獅兄稱過去兩年在「承先啟後 服務
社群」的理念下延續舉辦第 32、33 屆和平海報設
計比賽（澳門區）及健康成長伴我行，在配合澳門
特區政府防疫措施前提下，澳門獅子會於澳門及內
地完成多項抗疫支援及社區服務工作。兩年合共完
成十九個服務計畫。
新任會長何磊磊獅兄感謝歷屆所有會長，以及一眾
獅兄獅姐們對社會服務的付出和努力，同時宣布今
年口號：「澳獅五十載，服務更精彩」，展望將來繼
續為社會服務，與時並進，在服務注入更多新元
素，務求令服務更貼近社會需要。
典禮由前區秘書吳啟華前會長主持 2021-2022 年
度職員就職宣誓儀式，眾職員一同宣誓，隨後繼續
由前區秘書吳啟華前會長見證會長移交佩帶和權
槌。最後由前第五分區主席柯桃蘭前會長主持新會
員入會儀式，當晚新增兩名新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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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尖沙咀
獅子會
Tsim Sha Tsui, Hong Kong
2

021 年 11 月 7 日（星期日，立冬）香港尖沙咀獅
子會與香港深灣獅子會一眾獅友一同於西貢碼
頭坐遊艇出發，清理西貢海上及島嶼一帶之垃圾。特
別感謝大會主席林文華獅兄贊助遊艇，支持本服務。

會長
潘卓群

資訊委員
容祖導

尤其是妥善處理使用過的清潔及防護用品，包括口
罩。一人行多步，「自己垃圾 自己帶走」，不要遺
留廢物讓清潔工人和大自然承受，愛護環境，保持
郊野及海岸清潔。

經過兩會獅友們幾小時之努力，成功清理了幾十袋
垃圾，還有各種各樣電子產品，情況令人驚嘆。大
部分到訪的沙灘及海岸，既清潔又漂亮，這是因為
政府部門每天都有大量人手進行清潔。然而，本港
有很多沙灘並非刊憲泳灘，加上位置與水流等因
素，這些海岸地區往往滿布垃圾，除了有礙觀瞻，
亦會影響海洋生態。垃圾會隨潮汐漂回大海，尤其
飄浮的膠袋和發泡膠，最易令海洋生物誤認是食
物，吞食後令其窒息，導致各地都有動物死於廢
膠。污染問題不容忽視，必須緊記減少製造垃圾，

由國際獅子總會中國港澳 303 區主辦，民政事務總署合辦，香港籃球總
會及康仁體育會協辦之「第五屆全港青少年三人籃球賽」，疫情後重見近
千名青少年學生同場比拼球技。一連兩個星期的比賽分別於灣仔修頓球
場及筲箕灣官立中學舉行，球賽設有男女子學生組 （U10, U12, U16,
U18）、獅子會盃、工商盃及明星友誼賽等組別。香港甲一隊員也在工商
盃參賽大展身手，各參賽者的球技水準都非常高，令賽事非常熱鬧刺激。
香港尖沙咀獅子會為是次活動之協辦屬會，會長潘卓群獅兄、王恭浩前
總監、第十四分域主席袁兆豐獅兄、方繼元獅兄、伍于宏獅兄、徐浩峰
獅兄及廖偉豪獅兄等人於 11 月 14 日出席筲箕灣官立中學舉行之總決賽及
頒獎禮，獅兄們不但在場觀賞激烈球賽，王恭浩前總監更率領幾位獅兄
落場比拼，於頒獎禮接受感謝水晶座。

2021 月 11 月 20 日（星期六）天朗氣清，香港尖沙咀獅子會一眾獅
兄繼續出動舉辦服務。今次感謝大會主席羅翰榮獅兄及大會副主席
徐浩峰獅兄統籌並設計行程配套，成功舉行「服務 x 秋季一天遊」。
早上，獅兄及親友一同乘搭旅遊巴前往大埔海濱公園遊覽本地綠色
景點，再於蓬瀛仙館享用齋菜，午飯後便前往大埔仁濟醫院地區支
援中心探訪中心傷健人士。幼獅與受眾們一同大玩遊戲，獅兄們於
結他伴奏下高歌帶動場內氣氛，獅兄與幼獅們於離開前，更為傷健
人士逐一送上福袋，布滿祝福。
服務過後，大家繼續秋遊活動，前往嘉道理農場參觀，再於旦王花
享用晚餐，愉快地與家人及親友完成服務之餘，又能玩樂，一起度
過這個充實的週末。

2021年10月至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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鑪峯
The Peak

獅 子會

會長
莊鈞傑

資訊委員
李福謙

每月會議一

於

2021 年 11 月 26 日晚上 7 時 15 分，本會假座
九龍尖沙咀彌敦道 63 號 I Square 國際廣場

30-31 樓「南海一號」，舉行 2021-2022 年度第四
次晚餐例會。當晚邀請到 303 區第六分域主席曹永
豪獅兄蒞臨作親善探訪，多謝第六分域主席曹永豪
獅兄將 303 區會未來之活動事項詳述予香港鑪峯獅
子會獅友們，讓獅友們能夠預留時間參與 303 區的
服務和活動項目。
會長莊鈞傑獅兄致送感謝狀及會旗予第六分域主席曹永豪獅兄

本會活動
本會於 2021 年 12 月 18 日晚上 7 時正假座香港皇后大道中 33 號四字樓「馬車會」，舉行 2021-2022 年度
聖誕聯歡暨香港鑪峯獅子會 46 周年紀念。當晚邀請到總監梁麗琴獅姐、第一副總監冼健岷獅兄、第二副
總監陸嘉暉獅兄、第六分區主席沈顏獅兄和香港西區獅子會余秋熊會長出席參加，當晚場面熱鬧，獅友
們和嘉賓們都盡情玩樂。

服務活動一
探訪東華三院鑪峯幼稚園
香港鑪峯獅子會會長莊鈞傑獅兄帶領一眾獅友和
幼獅出席參加探訪「東華三院鑪峯幼稚園」服務活
動，出席獅友有上屆會長杜正山獅兄、義務秘書
李仲文獅兄、糾察鄧樹安獅兄、總務蘇傑開獅
香港鑪峯獅子會獅友和幼獅探訪
香港鑪峯幼兒園時攝

小聖誕老人派發聖誕禮物
給鑪峯幼兒園學生時攝

聯合就職
國際獅子會總會中國港澳 303 區 2021-2022 年度
區職員及各屬會職員聯合就職典禮定於 10 月 16 日
晚上 6 時 30 分，假座香港灣仔會議展覽中心舉
行。香港鑪峯獅子會由新會長莊鈞傑獅兄帶領下有
10 位獅友（上屆會長杜正山獅兄、第二副會長余嘉
輝獅兄、義務秘書李仲文獅兄、糾察鄧樹安獅兄、
繆家濤獅兄、凌玉駒獅兄、胡志和獅兄、楊雋永獅
兄、曾廣源獅兄）出席參加。在佩帶轉交儀式上，
由上屆會長杜正山獅兄將會長佩帶和權槌移交給新
任會長莊鈞傑獅兄。
在就職典禮上上屆會長杜正山獅兄將
會長佩帶移交給新任會長莊鈞傑獅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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兄、前會長繆家濤獅兄和楊雋永獅兄、和 4 位活
潑可愛的幼獅一同出席服務活動。

香港東九龍
獅子會
Kowloon East, Hong Kong

會長
鄧志浩

資訊委員
林婉玲

香 港 東 九 龍 獅 子 會 — — 獅 子 與 您「 飯 飯 掂 」

南

山邨是香港一個傳統及有特色的公共屋邨，

鄧志浩獅兄先後上台致辭，然後，由嘉賓第四分區

位於石硤尾及又一村中間，樓齡已有 46 年，

主席吳秀嫻獅姐致辭。致辭完畢後，服務正式展

由 8 幢樓宇組成的建築群，回字形建築中包圍着一

開。獅友一邊給長者們送上熱飯盒，一邊送上愛心

座廣場，兩側設了兒童遊樂場。建築群中的大廈外

福袋，福袋內容很豐富，包括 1KG 白米、罐頭豆豉

有不同層次的綠色，例如青草綠、蘋果綠、薄荷

魚、午餐肉、米粉、蛋卷、餅乾等。長者們接過飯

綠……感覺既清新又有一種傳統文化氣息，是不少

盒及福袋後，都展現出燦爛的笑容，他們也很熱情

現代文青及攝影朋友的好去處呢！

地和獅友們拍照留念，200 個飯盒及愛心福袋一下
子在一個半小時內已派發完畢。出席服務的十多位

由國際獅子總會中國港澳 303 區統籌 2021-2022

獅友，都認為今次的服務很難忘，有幸來到這裏，

年度抗疫饑餓服務，延續過去的服務，派送愛心熱

不單是一個既傳統又很有濃厚人情味的地方，也是

飯給低收入戶及獨居長者們。香港東九龍獅子會對

一個現代唯美的新鮮打卡地點。最後，服務也圓滿

區會的這項服務非常支持，本會為配合長者得到更

完成。

多關懷及照顧，每次出動服務也特別加送愛心福袋。

為了服務南山邨的低收入戶及獨居長者，本會也特
別組成一支 3 人籌備小組，由梁志堅獅兄負責帶領
小組工作，包括福袋內的食物、聯絡及安排。
今次也得到當區居民互助社的引領，由一班婦女會
的義工協助今次派送愛心飯盒及福袋服務，並協助
揀選合適的低收入戶及獨居長者。
服務日原定於 2021 年 10 月初，後因天雨關係，延
期到 10 月 30 日。
30 日當天，早上 10 時許，天清氣朗，新鮮的熱飯
盒放在密封的箱子裏，一袋一袋載滿食物的福袋排

香港東九龍獅子會

在一張長枱上。飯餸的香氣吸引了很多居民駐足觀

資訊委員

看。11 時正式開始，由小組主席梁志堅獅兄及會長

沅鈴 獅姐

2021年10月至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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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獅子山
Lion Rock Hong Kong

獅子會

會長
黃鉦錩

資訊委員
杜燕玲

「 獅 山 元 岡 親 子 陶 藝 樂 」工 作 坊

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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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獅友預先到酉星工作坊出席 2 堂課，跟酉
星老師學習製作陶瓷技巧，然後於 2021 年 10
月 23 日到訪元岡幼稚園。酉星老師與擔任義工導
師的獅友們分組教授 30 個學童家庭，以親子方式
學習陶藝，家長及小朋友們都對親手製作獨一無二
的陶藝大感興趣。感謝總監梁麗琴獅姐、第二副總
監陸嘉暉獅兄及第四分域主席許智政獅兄遠赴元朗
八鄉，參與是次活動之簡單典禮。2009 年，元岡
幼稚園僅餘 5 名學生，面臨倒閉，呂麗紅校長甘願
接受 $4,500 月薪成為此幼稚園的校長，以挽救此
幼稚園。多年來盡心盡力為學童們付出，呂校長已
成功把這所瀕臨倒閉的村校打造成一所富口碑的學
校。前會長林雪艷獅姐親手製作了「神奇呂俠」牌
匾，並於典禮上致送給呂麗紅校長，表揚其努力奮
鬥的事蹟。典禮後，大家一同移步至學校旁邊的村
公村，開始分組學習用陶泥搓形，有的學習製作樹
葉，有的學習製作金魚，有的學習製作花貓。大家

已經完成雛形，
需擺放 2 星期讓
陶泥乾透後，再
於 2021 年 11 月
6 日第二次工作
坊填上繽紛顏
色，完成後酉星
老師會把所有作
品帶回工作室，
逐一燒瓷，下次
帶回給學童們。
活動結束時，我們送上扶康會手作曲奇，還有

兒童近視了，看東西就會模糊不清，在不佩戴眼睛
的情況下，兒童無可避免會眯着眼睛或者近距離看
東西，這樣容易導致眼部肌肉勞損，視力也會繼續
下降，加
深近視。
因此，眼
科醫生建
議兒童近
視需要配
眼鏡，這
樣既可起

到護眼作用，也可避免近視越來越嚴重。由香港獅
子山獅子會及香港浩峰獅子會合辦，華人護眼善行
會及香港母嬰護理學會協辦的「群獅驗眼樂繽紛」，
於 2021 年 11 月 20 日兩會獅友為香港母嬰護理學會
低收入家庭會員進行視力檢測，包括視力篩查、色
弱及立體三部分，再由眼科專科醫生及視光師提供
專業建議。當天檢測大約 60 位 5-12 歲兒童過後，
發現當中 11 位兒童需要配戴或更換眼鏡，早前亦完
成 11 位兒童的配眼鏡程序，讓有需要的學童及時配
上合適之眼鏡，減慢近視及散光變嚴重，散光度數
大了，容易頭疼，比單純近視更難矯正。

2021 年 12 月 18 日，本會招待 200 個庭恩兒童中心
的家庭，舉辦「聖誕港島聯歡一天遊」，早上我們先
到達中環海濱長廊中環段，於摩天輪下拍攝團體
相，並將早前 10 月 31 日出發坪洲為庭恩兒童中心
步行籌款舉行的「愛心步行籌款活動」所籌得善款
$21,700 進行大支票移交儀式。乘坐完摩天輪遊覽
中環一帶海濱景色過後，我們前往北角碼頭，登上
洋紫荊號，於遊輪上享用自助午餐。用膳後，我們
再出發到香港動植物公園，觀賞園內植物以及逾
五十多種雀鳥及哺乳類動物外，公園更引入了舉止
可愛爆萌的水獺。除了動物外，還遊覽全新的「古
樹名木徑」，方便遊人加深對古樹木資源的認識及興

趣。於聖誕佳節前夕，有幸與語言障礙的小朋友家庭
外出享受香港名勝，放鬆心情及紓緩照顧者的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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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yce 義工親手準備的禮物包，小朋友非常開心。
2021 年 12 月 8 日，前會長林雪艷獅姐代表本會再
次前往元岡幼稚園，帶上學童們期待已久的陶藝到
學校，並把作品交回學童手上，小朋友一收到自己
親手搓形及填色的作品都非常雀躍。

南九龍
獅子會
South Kowloon

會長
尹荏球

2021-2022 年度職員就職典禮暨
第 44 屆女賓夕慈善晚宴

近

這年裏由於新冠肺炎疫情影響，本會歷年

港島萬豪酒店舉行，敦請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商務及

傳統舉辦之各項活動，都延期或停辦。但

經濟局副局長陳百里博士、國際獅子總會中國港澳

服務社區的工作，仍是繼續進行，如上年度成立

303 區總監梁麗琴獅姐、副總監冼健岷獅兄、陸嘉暉

了「香港南九龍獅子會殯葬援助基金」、在港九

獅兄、香港南九龍獅子會創會會長楊受成博士主禮。

多區派發福袋予弱勢社群達二千餘份及參與 303
2020-2021 年度會長丘濠銘獅兄致辭，報告一年來

區多項的社區服務等。

的會務工作，2021-2022 年度會長尹荏球獅兄詳述
本年度 2021-2022 年度職員就職典禮暨第 44

新 年 度 服 務 大 綱 ， 並 表 示 今 年 的 服 務 是 以「 載 夢 遠

屆女賓夕慈善晚宴已於 2021 年 10 月 29 日，假

航，獅聲遠播」為宗旨。

2021-2022 年度內閣職員
長：尹荏球

義 務 秘 書：周偉民

上 屆 會 長：丘濠銘

義 務 司 庫：吳冠葳

第一副會長：丁麒銘

總

務：廖俊棠

第二副會長：黃忍權

糾

察：蕭志強

會

第三副會長：范志恒

本年度第一次午餐例會

2021-2022年度職員就職典
禮會長丘濠銘獅兄(右)交會長
帶予新任會長尹荏球獅兄(左)

新年度職員就職典禮主禮嘉賓與
獅兄獅嫂合照

本年度第一次午餐例會已於十二月十四日舉行，是

題 NFT」及「非同質化代幣 NFT」區塊鏈結合藝術和

次邀請主講嘉賓是 Coinllteetibles 收藏鏈有限公司

收藏品。出席有 303 區總監、前總監、區職員、友

集團行政總裁蘇漢明，主講的題目是「全球最熱話

會會長及獅兄等六十多人。
蘇漢明總裁演講中詳細講解 Fusion NFT 技術，將
儲存在區塊鏈上的智能合約，與實體藝術和收藏品
結合起來，將可在交易平台上自由買賣，吸引更多
人參與，出席的嘉賓和獅兄們對這新的知識有更清
楚的了解和認識。

新年度第一次午餐例會主講嘉賓蘇漢明與獅兄們合照

探訪臻和學校與小朋友慶祝聖誕
一年一度的聖誕節又來臨了！在過去一年裏因疫情關係，獅兄們
未有到校探訪香港心理衞生會臻和學校的學生，但對校內智障學
童甚為關注。最近疫情稍為緩和，12 月 16 日尹荏球會長聯同獅
兄季德燐、施必芳、周偉民、鄧偉林前往該校探訪，出席「聖誕
聯歡亮燈儀式」。
為了配合疫情限聚令，獅兄們親自攜同聖誕禮物探望每班同學，
又和小朋友齊唱聖誕歌曲，歡度愉快的聖誕節。
尹荏球會長探望小朋友了解學童生活情況

2021年10月至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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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龍塘
獅子會
Kowloon Tong
本

會長
陳金發

會自 2002 年起，已開始贊助及支持路德會

區服務，融入社群。本年度本會贊助兩個動態及靜

龍安展能中心。路德會龍安展能中心為區內

態的課程外，更贊助舉辦聖誕聯歡會。為配合防疫

有需要的智障人士提供不同類型訓練和服務，如培

措施，今年只可於中心以到會及直播形式舉行，望

養學員獨立能力、發展學員潛能及鼓勵學員參與社

為學員感受聖誕歡樂氣氛。

「 跆 拳 」L e t ’s G o !
於 9 月至 10 月期間進行，共 8 節，每節 1 小時，6 位學員
可免費參與。跆拳道是一種富趣味及有益身心的運動，學
員透過基礎訓練（套拳、基本馬步、手腳協調訓練等），
從中培養自信心，強身健體，發展潛能。於 10 月 19 日，
會長陳金發獅兄、義務秘書羅紹彬獅兄及義務司庫溫少華
獅兄一同前往中心探望及鼓勵學員參與跆拳道課程。
學員於聖誕聯歡會表演跆拳道

「 園 」途 有 你
於 10 月至 11 月期間進行，共有 6 節，每節 1 小時，
8 位學員可免費參與。透過園藝治療師特意設計的
活動（如：蔬果種植、花藝、手工藝活動），為學員
提供感觀刺激及認知訓練，身體放鬆，心靈平靜，
讓身心靈得到療癒。會長陳金發獅兄、第三副會長
吳梓騫獅姐及王德祥獅兄於 11 月 1 日一同前往中心
與學員一同製作艾草香包。
會長陳金發獅兄(左一)、吳梓騫獅姐(右一)及王德祥獅兄(左二)與
學員一同製作艾草香包

獅龍展藝賀聖誕
普天同慶，一年一度的聖誕聯歡會已
於 12 月 17 日（星期五）㘣滿舉行，受
聚是中心 50 位學員，讓學員開心歡
聚，享受到會美食。當日節目非常緊
湊，繼有遊戲、跆拳表演、園藝治療
分享、到會及幸運大抽獎外，還有前
會長葉景強獅兄的女兒葉靖喬小朋友
為 學 員 演 唱「 學 貓 叫 」， 載 歌 載 舞 ，
聽出耳油。是次聖誕聯歡會於一片歡
樂的氣氛下㘣滿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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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靖喬小朋友為學員表演
「學貓叫」

本會獅友走訪多個課室與學員大合照

西九龍
West Kowloon

獅子會

西九龍獅子會 45 周年——有心獅聖誕聯歡慈善派對

本 會感謝各界的鼎力支持！成功為本會下半年度服務基金籌得款項！

另外，此節慶派對亦是本會 CQI 分會蛻變工作坊中跟進工作進度理想的首
個慶祝活動！同時亦是本會今屆繼中秋節義賣月餅籌款後的第二個籌款活
動。特別鳴謝萬希泉捐出西九龍獅子會 45 周年有心獅紀念版陀飛輪手錶
以供現場拍賣，此陀飛輪手錶由本會莊毅強會長親自設計。另也感謝商務
及經濟發展局副局長陳百里太平紳士、總監梁麗琴獅姐、第一副總監冼健
岷獅兄、第二副總監陸嘉暉獅兄蒞臨支持。來自 50 個不同屬會的過百位
獅友聯同其他各界人士一起慷慨解囊，支持本會的籌款。感謝各位義務表
演嘉賓精彩絕倫的演出：Luna+、全民造星：Brianna SO、Spirit（ Live
Band）。大會主席李惠玲獅姐感謝各位來賓充份配合活動的防疫措施。

有心獅服務 家暴防治中心
獅子會全球會員發展團隊——She Power 女性及家
庭成員小組活動，由三個屬會聯合主辦：西九龍獅
子會、香港中
港獅子會、香
港壽臣山獅子
會，受惠機構
為和諧之家賽
馬會和諧一心
家暴防治中
心。活動的服
務對象是受家

暴影響的家庭，以及那些已離開了婦女及兒童庇護
中心後能獨立生活的單親家庭。
媽媽們細心聆聽心理專家的分享，學習減低獨自照
顧小朋友的壓力，一起做呼吸練習，跟社工李姑娘
了解社會上育幼的資源，最後由獅友們教她們製作
心靈樽。
另一面，西九龍有心獅氣球小組莊獅嫂、黎雅麗獅
姐、李惠欣獅姐教小朋友們歡樂學習扭氣球，也能
讓媽媽們更專心學習減壓技巧。

關注兒童癌症 40 獅子屬會聯合服務
40 個獅子屬會——兒童癌症聯合服務 「獅童共度
歡恩聖誕 2021-2022」
活動收到超過 12 萬元的物資及捐款，送至四個兒
童癌病服務機構，包括：香港麥當勞叔叔之家、兒
童癌病基金、生命小戰士會、香港兒童醫院。
在普天同慶的聖誕節，為兒童癌病患者送上一絲關
懷。更希望藉此喚醒社會大眾對兒童癌病患者的關
注，幫助患者及其家人度過艱苦的療程及漫長的康
復之路。
大會主席莊毅強會長衷心感謝各聯合主辦屬會及各
位大會聯合副主席，包括香港獅子會（主會）、香港
香島獅子會、香港尖沙咀獅子會、南九龍獅子會、
西九龍獅子會、香港港南獅子會、香港新界獅子
會、港東獅子會、香港金鐘獅子會、香港西區獅子
會、香港北區獅子會、香港鳳凰獅子會、屯門獅子

會、香港太平洋獅子會、香港中港獅子會、香港千
禧獅子會、香港特區中央獅子會、維港獅子會、銅
鑼灣獅子會、何文田獅子會、香港新民獅子會、新
界東獅子會、香港太陽獅子會、香港太子獅子會、
香港新時代獅子會、荃灣獅子會、九龍灣獅子會、
香港油尖旺獅子會、香港中華傳統文化獅子會、九
龍城獅子會、香港國金獅子會、香港和平獅子會、
香港浩峰獅子會、香港星光獅子會、香港行樂獅子
會、香港一帶一
路獅子會、香港
深灣獅子會、九
肚山獅子會、香
港 渣 甸 山 獅 子
會 、 米 埔 獅 子
會。另也感謝西
九龍獅子會劉卓
娃獅姐的鼎力支
持！

西九龍獅友獲義務工作發展局頒發獎狀
恭喜西九龍獅子會的 17 位獅友及 4 位青獅在民政事務局局長的見證下，
在 2021 國際義工日嘉許禮中，獲「義務工作發展局」頒發義務工作嘉許
狀。西九龍梁籍文獅姐、沈量臨青獅應邀出席領取獎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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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長
莊毅強

資訊委員
梁籍文

血庫持續告急！捐一次血，救三個人！
受疫情影響，血庫持續告急！紅十字會呼籲：捐一次
血，救三個人！
為需要以血液維持生
命的病患者帶來康復
的曙光！
西九龍獅子會會長於
捐血現場接受網媒訪
問，於網上直播呼籲
市民踴躍捐血！三次
捐血日共有超過三百
位有心人到場捐血！

西九龍獅子會支持「熱血拯救地球捐血
日」，擔任贊助機構、協辦機構

活動日期：2021 年 10 月 14 日、12 月 5 日、12 月 26 日
（三次捐血日）
主辦機構：香港關懷力量
場地贊助：西九龍獅子會
活動贊助：施永青先生、西九龍獅子會、扶輪社及多
個慈善組織
協辦機構：香港復康力量、西九龍獅子會、願景基金
會及多個慈善組織

捐血服務由香港紅十字會輸血服務中心提供。
本會的負責獅友 謝健強獅兄（已投入紅十字會的
義務工作超過八年）及李細蘭獅姐更藉此向大家
談及定期捐血對自身健康的好處，包括：
一、 捐血讓血液流動更順暢，減少血管內膜的損
害，並可降低動脈堵塞的機會。
二、 捐血是一個小型的健康檢查
（在捐血之前，必須先量你的體溫、脈搏、
血壓以及血紅素的量，再來會把採集的血液
拿去進行多項不同傳染病的檢驗測試。）
三、 捐血能促進新陳代謝，年輕的血球流動速度
較快，較少覆在血管壁上，細胞壁較健康。
捐血後，不僅可降低鐵蛋白含量，同時會刺
激胰島素的敏感度和分泌速度，加強細胞對
葡萄糖的使用度，進而降低罹患糖尿病的風
險。
四、 捐血讓體內鐵質保持平衡，因為身體中若含
有過多的鐵可能增加心血管病變機率，所以
時常捐血可以讓身體的鐵質保持一定的平衡。

西九龍有心獅視力篩檢服務
11 月 28 日，大會主席兼眼科醫生邱健獅兄、專業視光師兼香港光
學會會董梁浩華先生、獅子會眼庫會董張健業獅兄、西九龍視力
篩檢小組（受過培訓）共 23 位獅友 / 獅眷 / 青獅出席，為現場超過
300 位市民提供視力篩檢服務，協助找出視力障礙的危險群，早
期發現以及時轉診、專業治療和改善或恢復視力。
莊會長衷心感謝食衛局防控非傳染病督導委員會成員雷兆輝醫生
BBS MH JP、前醫管局聯網總監（兼前瑪麗醫院院長）陸志聰醫生
JP、香港精英運動員李振豪先生到場探班，為西九獅友們打氣！

有心獅長青共融聖誕烘焙樂
大會主席陳美恩獅姐樂見青少年和長者參加者一起以創新的「有心
獅食譜」烘焙有心獅聖誕曲奇餅，而有心獅烘焙坊導師莊獅嫂更從
旁鼓勵他們多交流合作，兩代人從飲食文化的交流中，學懂互相
欣賞與包容。

西九龍獅子會
香港健球青少年聯賽 2021

2021年10月至12月

A dv ertis eme nt

香港健球總會史上首個青少年聯賽！有鑒於疫情期間，青少年缺乏
機會參與運動項目，透過具規模形式的聯賽，讓球員有更多機會參
與，提升球隊技術水平。西九龍獅子會希望藉此向青少年推廣新興
運動，鍛煉體魄，訓練團隊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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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心獅環保自然教育服務日
支持香港世界地質公園十周年暨吉澳社區同樂日
西九龍獅子會——五環綜合服務計畫（環保）
活動內容：出席香港世界地質公國社區同樂日啟動
禮、遊吉澳廟、故事館、大街、清潔沙灘 *（註一）

*（註一）清潔沙灘及垃圾分類：
- 將回收物歸類，以透明袋收集塑膠、金屬、 紙、
玻璃；垃圾則以黑色垃圾袋收集。
- 記錄各類回收物、垃圾的數量和總重量。
- 將大型垃圾運送至垃圾站，另外，收拾及將袋裝
垃圾運送至垃圾站，袋裝回收物（金屬、紙、玻
璃、塑膠）分類後投入回收箱 。
大會主席馬達文獅兄表示，吉澳彎曲的海岸線可作
為天然避風港，被漁民視為吉祥的海灣，因而命名
吉澳。

有心獅舞步為基層籌集電費津貼
西九龍獅子會 x 中電社區跳舞班（11 月 21 日）
獅 友 成 功 為 基 層 家 庭 籌 集 C L P 電 費 津 貼（ 中 電 按 獅 友 的 跳 舞 節
數，透過中電全心傳電計畫，為有需要人士提供電費資助）
大會主席李惠欣獅姐表示，活動旨在疫情下鼓勵大家跳舞做運
動，為香港注入正能量；透過此活動幫助有需要人士及推廣節能
環保，使香港成為充滿活力的綠色都市。

29 位西九龍獅友榮獲
社會福利署署長簽發感謝狀 / 獎狀
此外，西九龍獅子會共有九位獅友獲政府部門委任義務公職，在
不同範疇貢獻社會，包括安老服務、教育事務、醫療相關、青年
活動、地區建設、撲滅罪行、文化藝術、廣播通訊、社區體育、
大廈管理、上訴審裁、社區健康推廣等等。
委任獅友的部門有民政事務局、發展局、教育局、通訊事務管理
局、民政總署、社會福利署、民政地區辦事處。多位獅友更因表
現出色而獲特區政府及政府部門嘉許、授勳。各位西九龍獅友身
體力行服務社群！貫徹我們服務的精神！

有心獅學堂：智齡科技居家安老
如何善用智齡科技以實踐居家安老
參觀理工大學「賽馬會
智齡匯」體驗中心，探
討如何以樂齡科技應
用在未來獅子會的長
者服務中。

A dv ertis eme 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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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會主席張健業獅兄表
示，本港人口正急劇高
齡化，結合老年學及科技的樂齡科技，是一個橫跨
多個專業的界別，通過運用科技、設計及開發與長
者相關的產品或服務，被廣泛視為應對人口高齡化
這挑戰和把握當中機會的關鍵。樂齡科技產品及服
務往往亦適用於康復服務及應對殘疾人士的需要。

October - December 2021

日期：2021 年 10 月 18 日（星期一）
地點：香港理工大學
於理工大學校內興建「賽馬會智齡匯」體驗中心設
有「 智 」趣 互 動 體 驗 區 及 智 能 家 居 示 範 單 位（ 比 例
1：1）及智齡科技產品庫
-「智」專推介：設有長者 / 殘疾人士常見的疾病專
題並分享相關之智齡科技
- 「智」趣互動體驗區：用作嶄新智齡科技示範及
體驗的場地
- 智能家居示範單位（比例 1：1）：展示如何於家
中善用智齡科技以實踐居家安老
- 智齡科技產品庫：展示不同的智齡科技產品，讓
參觀者能親身體驗產品

會長
莊毅強

資訊委員
梁籍文

全城認知無障礙大行動
10 月 2 日，西九龍獅子會作為社會福利署抗逆聯盟
的 成 員 ， 響 應 社 會 福 利 署「 全 城 認 知 無 障 礙 大 行
動」，舉辦有心獅「認知友善好友」簡介會（由認可
合資格的認知友善大使主講）。
是次活動旨在傳遞五個重要訊息：
1. 認知障礙症並非正常老化
2. 認知障礙症是大腦疾病，令功能衰退
3. 認知障礙症不僅是令人失去記憶
4. 認知障礙症患者也可以如常生活
5. 大家應從患者角度出發思考
恭喜各位獅友成功登記成為「認知友善好友」！為獅
子會未來的長者服務增值，並為社會福利署的「全
城認知無障礙大行動」出一分力！

獅 友 完 成 分 享 會 後 ， 即 時 登 記 成 為「 認 知 友 善 好
友」，獲派發官方手帶（矽膠造），將來出席長者服
務時可以佩戴以便識別。
活動主持包括：醫管局港島東聯網總監陸志聰醫生
太平紳士、認知障礙症協會教育及發展部經理 梁
湘靈女士、認可認
知友善大使馮鈺湞
女 士（ 西 九 龍 獅 子
會 獅 嫂 ）、 香 港 精
英運動員李振豪先
生（ 西 九 龍 青 獅 顧
問 ）、 西 九 龍 獅 子
會會長莊毅強獅兄
（社署委任委員）

有心獅為長者舉辦認知障礙症講座
活動目的：希望能延緩患者的衰退速度和提升生活質素，亦幫助增進護
老者和患者之間的感情，改善彼此關係，減輕護老者的壓力。
認知障礙症（前稱老年癡呆症），是一種腦部退化疾病，成因是大腦神經
細胞病變，患者的記憶、理解、語言、學習、計算和判斷能力都會受影
響。在香港，一般人對認知障礙症都存有誤解，很多人會因為家中的患
者而感到羞恥、尷尬，也容易將患者與精神錯亂連繫一起。

西 九 龍「 飯 飯 掂 」 農 村 及 山 區 學 校
抗 疫 抗 飢 餓 服 務 「 公 益 書 屋 」聯 合 服 務
服務對象是深水埗區基層長者，派發
300 個飯盒、300 個抗疫福袋。
大會主席傅馨儀獅姐表示，今次活
動組織了基層家庭成員一起參與義
務派飯活動，藉以擴闊自身的社交
圈子，於義務工作中體會同舟共濟
的獅子山下
精神。 計畫
亦包括提供
抗疫物資，
以支援基層
家庭持續抗
疫。

南區獅子會、西九龍獅子會、何文田
獅子會、香港浩峰獅子會與騰訊公益
等多家慈善機構成為支持機構，支持
上海市第一太平洋公益基金會及富樂
醫療集團主辦的「公益書屋計畫」。
四個香港的獅子屬會聯手捐款以購置九成新或全新的書籍包括：
少兒益智讀物、經典名著、科普圖書、人物傳記、故事類、教輔
書籍等等。
讓農村及山區學童得到知識共享！
服務計畫時間表：
九月下旬——四川阿垻州若爾蓋縣祟爾鄉中心小學，落成「公益書屋」
十月中旬——湖北京山縣坪垻鎮中學，落成「公益書屋」
2021年10月至12月

A dv ertis eme nt

服 務 結 束
後，我們邀
請受眾填寫
問卷，深入了解基層長者的現況及
需要，以作進一步跟進及提升，讓
日後的基層長者社區服務工作至更
精準到位。

關注農村及山區學校圖書室面對的困境：
1. 藏書陳舊，破損嚴重
2. 圖書類別和質量，嚴重單一
3. 圖書室經費投入嚴重不足
4. 圖書管理不完善，圖書室開放率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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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港南
獅子會
Hong Kong South

會長
孟家榮

年

近歲末，除了各大婚慶嫁娶活動步入旺季之
外，最令人期待的當然是聖誕節和新年了。
穿新衣、換髮型不只是小朋友的過節專利，大朋友
也不例外！港南獅子會舉辦了一項名為「跨代共融
除孤獨」的活動，這個活動是繼上次獅人影院之後
的第二彈——「獅人髮型屋」，。「獅人」系列活動除
了名字霸氣之外，最重要的是它屬於獨家定製、專
屬的服務。
2021 年 12 月 8 日，港南獅友們聯同 10 名專業髮型
師和「堂兄妹」長者義工合作，幫助大約 50 名長者
免費理髮。上午九時三十分，獅友、髮型師、還有
新界青衣長青邨的長者齊齊相聚在長青社區會堂。
髮型師們戴着口罩，幫長者扣好圍布，拿起剪刀，
純熟又細心地開始幫長者們理髮，剪刀的顏色和銀
髮的顏色融合得剛好，一縷一縷的銀髮在剪刀的
「 咔 嚓 」聲 中 徐 徐 落 地 。 長 者 們 和 藹 可 親 ， 面 帶 微

笑，期待着鏡子裏煥然一新的自己。每位長者理髮
後，獅友們立刻清潔地面的碎髮，免得地滑，影響
長者安全。獅友們很貼心，考慮事情總比別人多一
步。儘管長青邨有部分長者行動不便，但這不能成
為就此錯過「獅人髮型
屋」的理由，他們和髮
型師登門拜訪，一視
同仁，令每位長者也
能理髮過節，感受到
獅友以及髮型師、義
工團體的關懷。在等
候理髮期間，第三分
域主席張美娟獅姐身
體力行，帶領一眾獅
嫂教導老友記們製作
新年掛飾，一起度過
了樂也融融的上午！

年輕時，長者為城市建設流下了不少的汗水，做出

人活動第三炮——「獅人曲奇」開焗！2021 年 12 月

了相當大的貢獻。摩天大樓平地起，我們盡己所

11 日，上午 10 點，在九龍富來多新邨 1 期商場，由

能，為這班曾經的城市建設者給予晚年的關懷，感

大會主席陳添恩獅兄帶領，與城市睦福團契合作舉

謝他們年

辦，和多個來自本地以及南亞裔低收入的家庭一起

輕時為社

製作曲奇餅，共慶聖誕節。這次活動除了讓他們感

會 的 付

受 聖 誕 的 氣 氛 和 歡 樂 之 外 ， 也 帶 出 了「 同 一 藍 天

出。

下，歡樂無國界」的理念。這個世界本應沒有種族
歧視的，不同族裔和平相處。曲奇餅的形狀除了薑

聖誕節當

餅人，還有心形、蝴蝶、鮮花、聖誕老人的鬍鬚

然少不了

等，皆是令人歡喜的圖案。我手繪我心，也從側面

薑餅人！

看到參加活動的家庭他們的喜悅之情，和對美好事

沒錯，獅

物的嚮往。

另外，在日前（11 月 20 日），港南獅子會連同其他
6 個有關聯的獅子會舉辦了聯合晚餐例會，很多會
務工作在用餐時得以交流和決策。平時大家工作都
比較忙，這種晚餐例會的效率也得以彰顯。
同舟共濟，港南獅子會一直與您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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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新界

獅子會
The New Territories, Hong Kong

會長
余紫威

聖誕新年聯歡晚會 2021

本

會在 12 月 28 日舉行 12 月份第二次例會、慈
善基金會周年大會暨聖誕新年聯歡晚會，此

為疫情後再次復辦的聯歡聚會，共有近 50 位獅
兄、獅嫂、幼獅及嘉賓一起歡度佳節。
召開例會和周年大會後，隨即進入晚宴及聯歡晚會
的各項節目，如集體遊戲以及皆大歡喜之幸運大抽
獎等。規模雖然比往年的小，但更能拉近彼此距
離，而且節日氣氛濃烈，玩遊戲時全神投入，抽獎
時十分雀躍，全晚都喜氣洋洋，非常熱鬧。
聖誕新年聯歡晚會席上，會長余紫威獅兄(左)頒獎予獲得頭獎的
前會長林漢武獅兄(右)

會務訊息
本會在 10 至 12 月期間曾參與及出席多項活動，計

4) 本會在 11 月 23 日舉行之例會，蒙 303 區第二分

有：

域主席周健忠獅兄到訪，介紹區會本年度的服務

1) 會長余紫威獅兄在 10 月 16 日聯同下列獅兄獅嫂

計畫，並與本會獅友交流獅務心得。

出席 303 區聯合就職典禮：陳燁志獅兄、黃永康
獅兄、戴桂洪獅兄獅嫂、林世潛獅兄、余錦坤獅

會長余紫威獅兄(右)致送紀念品予到訪的303
區第二分域主席周健忠獅兄(左)

兄、鄺琼獅兄、黃志輝獅兄、李浩新獅兄獅嫂、
以及高向農獅兄。席上，高向農獅兄宣誓加入本
會，余會長擔任分區宴會的司儀，而上屆會長陳
燁志獅兄抽到大會的頭奬。

303區聯合就職典禮席上，獅兄們合照留念

2) 本會已於上次理事會中通過撥款贊助 303 區獅子
會全港學生 3 人籃球賽，並由前會長翁木林獅兄
的幼獅負責組隊參賽。11 月 14 日由余紫威會長
代表出席有關的頒獎禮。
3) 本 會 又 通 過 撥 款 贊 助 由 4 0 個 獅 子 屬 會 主 辦 的
「獅童共渡歡恩聖誕」——兒童癌症聯合服務，余
紫威會長在 11 月 13 日出席參與此活動。

會長余紫威獅兄(右)頒發新會員資料冊予高向
農獅兄(左)

2021年10月至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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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東
獅子會
Hong Kong East

會長
林樹華

資訊委員
李恒輝

港 東「 中 秋 月 餅 顯 關 懷 」

中

秋佳節，會長林樹華獅兄專誠向中華總商會
及恒香月餅訂購共 240 盒月餅。

於九月份送贈 120 盒月餅和防疫物資到循道愛華村
服務中心社會福利部。
另外，把 120 盒月餅和防疫物資送到石硤尾街坊福
利會，而會長林樹華獅兄深明弱勢大眾需要水果滋
潤，自掏腰包購入一批黃金梨，為街坊送上一點心意。

港 東「 獅 子 夢 飛 行 — — 無 人 機 初 體 驗 」
十月份，本會於獅子會何德心小學舉辦了四日課程，教導無人機的基本知識
和技術，活動有三十位小學學生參與，讓他們有一個飛行的夢想。
此外，本會十一月初於元朗錦綉花園的港澳信義會黃陳淑英紀念學校舉行了
兩日課程，一個小時理論、一個小時砌機，學生在校內練習及比賽，歡呼聲
滿佈整個校園。

港 東「 愛 心 蘋 果 顯 關 懷 」
會長林樹華獅兄獨資購買 24,000 個蘋果，以「港東獅子會」名義送到各大
社福機構。由於蘋果的保鮮期不長，幸好得到總監梁麗琴獅姐及第四分區
主席吳秀嫻獅姐的協助，極快速地與各屬會和社福機構聯絡，將新鮮蘋果
分配給有需要人士。林會長出錢出力，善心善行，本會全體獅兄獅嫂一致
稱讚。

港 東「 抗 疫 走 進 e 世 代 I I I 」
本會將五台平板電腦和抗疫物資於 11 月 22 日送到香港四邑商工總會陳南
昌紀念學校，幫助智障學童提高學習興趣。

港 東「 獅 子 與 您 飯 飯 掂 」
由區會推展的抗疫飢餓服務中，本會申請到
100 個免費飯盒，並於 10 月 28 日在沙田下徑口
村派發。我們亦預備 100 個精美福袋，內有壽
桃麵、麥片和口罩等，送給區內基層家庭及長
者。
10 月份午餐例會，我們邀請到 Dr Sea Health
and Nutrition Center 總監兼香港中文大學糖
尿病及肥胖症研究所客座副教授——史曼媚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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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為主講嘉賓。今次重點討論腸道健康及益生菌，在
座獅兄獅嫂紛紛發問，獲益良多。
港東聯同大埔獅子會組成 U18 隊，並派出精英，參賽
「全港學生三人籃球賽 2021」，經過連番激戰，U18 隊
勇奪三人籃球賽冠軍。
本會大力支持「香港盲人體育總會」協辦的電影《一路
瞳行》，贊助電影門票壹萬元正。

香港金鐘

獅子會
Queensway, Hong Kong

會長
丁榮光

資訊委員
曾雪敏

2 0 2 1 年 1 1 月 2 1 日（ 星 期 天 ）

香 辦一個小廚神盆菜大比拼活動。這個活動是
港金鐘獅子會與新家園協會九龍東服務處合

為了從國內新來港家庭和少數族裔家庭，可以更加
積極融入社會！
當日有七個家庭參與，家長與孩子一大清早便到市
場買食材，整個製作過程超過 4 小時。在這 4 個小
時中，我們看見孩子和爸爸媽媽一起合作的喜悅，
也就創造了無限溫馨的場面。

使命
提供專業及優質服務，協助新來港、少數族裔和其
他弱勢社群融入社區及作出貢獻，推動他們建立互
助互愛、多元包容的社會。
核心價值
平等、關愛、尊重、團結、卓越
疫情下很多服務都幾經波折。我們揀選日子派飯
時，第四分區主席和第十分域主席也在擔心 11 月的
派飯名額會空空如也之際，本會會長丁榮光獅兄二
話不說就前往報名，於 11 月 30 日出席參與！
抗疫飢餓服務——「獅子與你飯飯掂」到藍田循理會
德田耆樂會所，派出二百盒營養飯盒。每名老友記
接過熱騰騰的飯盒後，心裏也感受到一份溫暖，大
家都趕緊回家享受這份愛心晚餐。

介紹一下新家園協會這個 NGO 機構給獅友認識！
新家園協會成立於 2010 年 6 月，服務覆蓋香港與
內地，是一間致力於服務新來港、少數族裔及其他弱
勢社群的慈善機構。他們提供優質及專業的一站式社
會服務，推動他們積極投入和參與香港的建設，促進
社區參與，推動社會共融，創建平等關愛的社會。
願景
以四海一家、和諧共融、互惠互助的精神，促進新
來港、少數族裔及其他弱勢社群融入社會，共同創
建平等關愛的社會。

感謝「獅子與你飯飯掂」的所有前台及後勤工作人
員！在第四分區主席和第十分域主席安排之下，飯
盒保溫程度
真的做得非
常優秀，在
此我會極力
推薦大家一
起參與，因
為你們必定
會 讚 不 絕
口！

2021 年 12 月 10 日
我們在會友 Walter 獅兄於北角的竜王日本餐廳舉行了金鐘獅子會
44 周年會慶聯歡，當日我們上下一心，總動員出席支持會慶！
除了有生日慶祝環節之外，還有聖誕禮物抽獎！見到每位獅友的
歡樂和喜悅，簡直為 2021 年畫上了一個完美的句號。

2021 年 12 月 19 日星期日早上
香港金鐘獅子會與樂信兒童慈善遊戲治療中心合辦
之「聖誕家庭同樂日」，於香港遊樂場協會旺角青少
年綜合服務中心順利舉行，陪大家砌出愛。
我們屬會在會長丁榮光獅兄帶領下，當天服務了超
過 100 個 SEN 小孩的家庭，還送出了 2,000 口罩和
Lego 玩具作聖誕禮物！小朋友和家長收到聖誕禮
物後，也從心感受到這一份獅子之愛。
2021年10月至12月

65

香港筆架山
獅子會
Beacon Hill

會長
張鈺麟

資訊委員
范清淵

2021-2022 年第 43 屆內閣名單 ︰
長：張玉麟獅兄

第一副會長：范清淵獅兄

司庫：陳慧雄獅兄

糾察：陸偉強獅兄

創 會 會 長：楊榮新獅兄

第二副會長：吳鴻棍獅兄

秘書：吳國榮獅兄

顧問：吳為贊獅兄

指 導 會 長：吳立輝獅兄

第三副會長：楊駿軒獅兄

總務：林德宣獅兄

會

揚帆起航，清潔海灘

2

021 年 10 月 27 日聯同浩海公民為第二分區專
項 環 保 舉 辨「 揚 帆 起 航 ， 清 潔 海 灘 」環 保 活

動。是次活動旨於清潔沙頭角區鴨洲島海灘及海底
垃圾。獅友們無懼烈日當空，身體力行清潔整個鴨
洲島海灘，合共收集 108 袋垃圾。透過此活動，希望
發動獅友清潔海岸，以實際行動保護環境，明瞭清潔
行動對保育海岸的重要性。當天得到梁麗琴總監、第
五分域主席及第十一分域主席親身支持外，亦有一眾
獅子會屬會出席支持，服務人數合共約 90 人。

獅子會家點樂．家居維修服務
2021 年 11 月 23 日在國際獅子總會中國港澳 303 區
總監梁麗琴獅姐及第一副總監冼健岷獅兄見證下，
由香港筆架山獅子會與路德會石硤尾失明者中心合
作的「獅子會家點樂．家居維修服務」正式啟動。

延展下去，令更多視障人士受惠。

本會更成立「筆架山助失明人士服務隊」，定期組織
一群熱心而又有專業才能的獅友，為有需要及經濟
條件一般的視障人士，作家居安全檢查及維修服
務。在啟動典禮上，會長張玉麟獅兄亦期望服務能

紅樹林植樹日及生態講座保育
於 2021 年 11 月 28 日，由本會筆架山獅子會主辦，
香港新民獅子會及浩海公民協辦，香港日照同鄉聯
誼會為支持機構聯合舉行「紅樹林植樹日及生態講
座保育」活動。本次活動主要目的是希望加深公眾
對海洋環保意識，增加對海洋及紅樹林的了解。同
時，希望大家能從種植紅樹林活動開始，讓海洋環
保的理念融入到我們日常生活當中，保護屬於大家
以及下一代的海洋！同一個世界，同一個健康！

聖誕節魔幻水晶
在 2021 年 12 月 18 日，筆架山青年獅子會舉辨聖誕
節魔幻水晶球工作坊。我們希望藉此活動聯繫各區
青年獅友及大獅。透過製作水晶球，一同感受聖誕
節日氣氛。
除此之外，亦為本會一年一度小腳板活動籌款，向油麻地低收入家庭提供義工服務，實行「We serve」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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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西區
Hong Kong West

獅子會

10 月 16 日
參與聯合就職典禮

為

恭賀余秋熊獅兄出任香港西區獅子會會長，一眾獅兄獅姐出席
2021-22 年度區職員暨屬會職員聯合就職典禮，見證珍貴時

刻。相信在會長的領導下，獅友團結和諧，發揮智慧，定能開展一個
精彩非凡的年度，實踐「我們服務」的精神。

10 月 28 日
香港西區獅子會與
元朗獅子會聯合晚餐例會
由余秋熊會長和余嘉豪會長聯合主持的聯合晚餐例
會，於 2021 年 10 月 28 日假富豪九龍酒店圓滿舉

自 2014 年起，兩會開始與基督教香港信義會攜手

行。很榮幸邀得講座嘉賓中原工商舖營運總監潘志

合作，為天水圍的兒童推行「童創新天」兒童英文

明先生，為我們探討香港房地產的走勢。蒙總監梁

能力獎勵計畫直至現在。我們一直以獅子會的四出

麗琴獅姐、第五分域主席許志傑獅兄、第七分域主

精神，齊心為有需要的人服務，克盡己任。該晚彼

席姚君偉獅兄、財經界翹楚梁帥聰先生和莫惠芬女

此交流會務，互敬互仰，共聚歡誼。

士蒞臨，不勝榮幸。

10 月 30 日
仁濟醫院安老院牆壁翻新活動
聯合香港西區獅子會、九龍城獅子會、 新時代獅子會及愛承傳
四個單位的力量，幫助仁濟醫院荔景安老院翻新，迎接新一
年。余秋熊會長、黃慧貞獅姐、莫倩瑩獅姐、鄭瑞庭獅兄、王
維新獅兄、許岩獅姐、周梓霖獅兄及多位青獅身體力行，拿起
油掃，掃上一筆又一筆的愛意。

11 月 5 日、12 月 10 日
與 NGO 建立長期合作伙伴關係
年末將至，與本會多年合作的鄰舍輔導
會和基督教信義會，先後邀請本會出席
茶座，表揚本會長期支持。余秋熊會
長、霍俊文獅兄及黎淑儀獅姐代表接受
心意，並了解機構更多的發展，探求更
多的服務機會，為社區帶來更多正面的
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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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秋熊

11 月 14 日
香港西區青年獅子會創會五周年慈善午宴
本會青獅在 2016 年 2 月 2 日獲國際獅子總會認

讓我們聚首一堂，慶祝青獅茁壯成長的時刻。祝願

證，茁壯成長至今已有五年。於 11 月 14 日於紫荊

西區青獅越做越好，迎接下一個五年、十年。

號揚帆出海，舉行別開生面的創會五周年慈善午
宴。榮幸邀得第一副總監冼健岷獅兄、第二副總監
陸嘉暉獅兄、余秋熊會長、永遠榮譽青獅指導曾炳
威獅伯、霍俊文獅兄、區青獅委員會主席林以律獅
兄、區會長蘇家俊青獅、第一分組主席楊曉南青獅
任主禮嘉賓。
感謝西區獅友、青獅指導的多年努力，感謝大會主
席趙朗喬青獅和羅依琪會長帶領籌辦會慶的盛事，

12 月 5 日
余秋熊會長擔任 G.M.T.
心靈樽系列之送走失眠司儀
獅子會 Global Membership Team (GMT) 之「She power
女性及家庭成員小組活動」旨在推動性別平等和多元化，建
立平台分享新想法和相互學習，鼓勵更多女性及小眾參與獅
子運動。

12 月 11 日
「 童 創 新 天 」計 畫 — — 聖 誕 歡 聚 樂 滿 F U N
香港西區獅子會與元朗獅子會聯手為天水圍兒童送
上溫暖，與 45 位參與提升英語計畫的學童，共迎
佳節。獅友親自扮演 Minions 登場，為小朋友帶來
驚喜及無限歡笑，小朋友紛紛簇擁上前合照，依依
不捨，想必活動為他們留下美好回憶。余秋熊會
長、上屆會長陳柱桓獅兄和許岩獅姐贈送禮物，倍
A dv ertis eme nt

添歡樂氣氛。

2021年10月至12月

69

寶馬山
Braemar Hi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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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長
陳正芹

資訊委員
談俊緯

香港寶馬山獅子會 / 香港都會扶輪社 11 月份聯合晚餐例會

於

2021 年 11 月 3 日，我們很高興與香港都會扶

晚宴最後由會長陳正芹獅兄及香港都會扶輪社社長

輪社於銅鑼灣香港遊艇會舉行聯合晚餐例

蕭國煒先生向楊德強先生致送紀念旗，並與一眾獅

會。當晚榮幸邀請到體育專員楊德強先生作為主講

友嘉賓進行大合照，為是日晚餐例會作完美句號。

嘉賓，主題為「體育政策及發展近況」。
楊德強先生於 2016 年獲政府委任為體育專員，負
責制定和推行政府的體育政策。演講談及政府過去
多年就體育普及化、精英化、盛事化政策取得良好
進展。今年的奧運和殘奧亦引起更多市民關注，未
來將會致力推動更多康體規畫，如興建啟德體育
園，進一步推動體育發展。演講讓我們感受到楊德
強先生對體育的熱愛，以及體育的確有改變世界的
力量。

獅子會 2022 愛心慈善跑
——賽前熱身
活動於 2021 年 11 月 28 日在海洋公園水上樂園舉
行，屬聯誼性質，主要為準備獅子會 2022 愛心慈
善跑作賽前熱身。

香港寶馬山獅子會 12 月份晚餐例會
在 2021 年 12 月 14 日，我們於銅鑼灣香港遊艇會舉

春不再是夢想。另外，演講談及 BLA 亞太女企業

行 12 月份晚餐例會。當晚很高興邀請到 BLA 亞太

家協會的活動，致力匯聚女企業家力量，助人自

女企業家協會會長陳宛沁小姐作為主講嘉賓，主題

助，以生命影響生命，繼續將愛能量發揚光大。

為「再生醫學——讓自己和家人再一次重生」。
最後，由會長陳正芹獅兄向陳宛沁小姐致送紀念
陳宛沁小姐於功能營養學已有 13 年經驗，致力將

旗，並與一眾獅友嘉賓進行大合照，為是日晚餐例

功能醫學、能量醫學、再生醫學之自體脂肪幹細胞

會作完美句號。

業務拓展至大中華巿場。
陳小姐在演講中為我們解
釋青春、亞健康和衰老的
關 係 ， 隨 後 亦 介 紹「 世 界
十 大 科 學 成 就 之 首 」——
幹細胞和幹細胞生物工
程，讓我們了解到自體幹
細胞科技的貢獻，重獲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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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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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委員
歐偉妙

全城認知無障礙大行動

於

十 月 二 日 ， 西 九 龍 獅 子 會 舉 辦 了「 全 城 認 知

友、在社

無障礙大行動，認知有善好友分享會」，沙田

交平台分

獅子會的獅兄獅姐們出席表示支持。相信大家對

享正確的

「認知障礙」這個名稱並不陌生，但對「認知友善好

認知障礙

友」，你又會否成為一份子呢？

症資訊均
可。每個

香港認知障礙症協會於 2017 年 4 月加入運動，鼓

行動對營

勵市民成為「認知友善好友」，希望大家了解有關認

造認知無

知障礙症的正確知識後，糾正對認知障礙症的錯誤

障礙的香

觀念，消除對病症的負面標籤，繼而自發地在社區

港都有重

內以不同的認知友善行為感染其他人。

大意義！

認知友善行為無分大小，即使簡單如協助迷路患

資料來源：https://www.dementiafriends.hk/

者、鼓勵患者家人、介紹親友加入成為認知友善好

zh-hant/register/

「 生 命 小 戰 士 」的 聖 誕 禮 物
於十二月十一日，第九分域五個屬會聯合服務在區

兄、葉明恩獅姐出席，服務對象為「生命小戰士」。

會禮堂順利完成。我會有黃文青獅姐、葉朝鵬獅

與十位癌病康復兒童及家長一起參加「迷你聖誕樹
工作坊」，我們一起動手砌聖誕樹，完成後作為聖
誕禮物送給他們。由於這些小朋友抵抗力比較弱，
基於安全考慮，這次聖誕樹及裝飾品全由荷蘭空運
過來，是純天然有生命的植物。當一件件作品相繼
完成，眼前呈現的每一棵聖誕樹都非常漂亮，耀眼
奪目，大家非常開心，情不自禁由衷地讚嘆，仿佛
置身於聖誕氣息濃濃氛圍中。能為小朋友們做一點
事，獅兄獅姐們非常開心，祝福小朋友們健康快樂
成長！

「 呼 吸 有 序 、 運 動 有 趣 」延 續 篇
自八月二十八日「跨代共融除孤獨」之「呼吸有序．

繼續練。希望藉着毛巾操的練習，令長者們都健健

運動有趣」啟動禮後，本會在九月六號由活動主席

康康！

葉朝鵬帶領，開始了第一場的毛巾操。直至十二月
份，本會已經與超過五個不同機構合辦了二十八
場，服務人次有 1,079 個，其中兩場更送出合共
260 個福袋。福袋由本會上屆會長何應祥獅兄及今
屆會長葉容靜獅姐贊助。每當色彩繽紛的毛巾飄揚
在半空時，畫面都非常美麗，見到長者們滿臉笑
容，我們的喜悅也從心發出。做完毛巾操後，長者
們都十分感謝獅子會，並表示毛巾操真好，回家會

2021年10月至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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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北區
獅子會
Hong Kong North
1.2021-2022 年度區職員暨屬會職員就職典禮晚餐舞會

本

年度區職員暨屬會職員就職典禮晚餐舞會在

任，分享喜悅。當晚大會安排了很多精彩豐富節

10 月 16 日順利舉行。本會莊紹嘉會長聯同

目，眾獅友均全情投入，情緒高漲，晚宴在一片歡

多位獅兄出席參與，一同祝賀現屆總監及區職員上

樂熱鬧的氣氛下圓滿結束。

2 . 社 會 服 務「 揚 帆 起 航 清 潔 海 灘 」
本會與香港筆架山獅子會合辦的「揚帆起航 清潔海
灘」聯合服務於 10 月 27 日順利舉行。是次環保活
動旨在清潔鴨洲沙灘，以及清理鴨洲附近海底的垃
圾和鬼網等等。當日在總監梁麗琴獅姐主持啟動儀
式後，活動便正式開始。本會會長莊紹嘉獅兄聯同

第二副會長廖金漢獅兄及多位獅兄與其他一眾參與
服務的獅友揚帆起航，乘坐私人遊艇，朝着鴨洲出
發，出海清潔海上和沙灘的垃圾。活動完畢後，大
會更悉心準備豐富午餐惠勞大家。

3.2021-2022 年度新職員就職典禮
本會一年一度的盛事——第四十屆新職員就職典禮

表現，使整晚節目流暢。於席上，各獅友熱情投

於 11 月 6 日圓滿舉行。是次出席典禮的嘉賓陣容鼎

入，為莊嚴的典禮增添熱鬧的氣氛，加上美酒佳

盛，除了邀請到總監梁麗琴獅姐蒞臨主禮，以及多

餚，大家都非常盡興。而在節目的尾聲，大會更安

位前總監、區職員、友會會長及嘉賓蒞臨見證本會

排全場出席的貴賓與本會全體獅友來一張大合照，

新一屆職員之誕生外，亦非常榮幸得到香港特別行

使晚宴畫上了一個完美的句號。

政區食物及衞生局局長陳肇始教授答允莊紹嘉會長
之邀請，於百忙中賞光蒞臨酒會到賀。
大會當晚安排有多個特備節目，包括為總監梁麗琴
獅姐預備驚喜生日蛋糕慶生、播放因疫情關係未能
出席的首爾東都姊妹會金鍾昶會長聯同國際獅子協
會 354（韓國）複合地區總裁協議會金泰玉議長的恭
賀影片。香港特別行政區財政司司長陳茂波先生雖
公務繁忙，但亦為本會親自錄製的影片，致辭恭賀本
會莊紹嘉獅兄就任會長一職，並表謝本會為社會基層
作出的貢獻及肯定，濃情厚意，本會全體同感榮寵。
是次盛事得以圓滿舉行，全賴大會主席周家照獅
兄、各位籌委會員及小組負責獅兄之周詳策畫，以
及兩位大會司儀蔡小平前會長及劉子能獅兄的出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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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長
莊紹嘉

4 . 社 會 服 務「 分 享 酷 行 動 」
本會聯同大埔獅子會和錦繡獅子會兩位會長，以及救世軍新界東綜合服務
及大埔青少年綜合服務合辦——「分享酷行動服務計畫」。計畫目的旨在
給予基層青少年參加培訓，為他們提供專項的技能訓練，以協助成為區內
SEN 學童的才藝小組助理導師，藉此機會互相交流及分享，以提升社區
共融。是項服務本會有四位獅兄代表擔任「生命導師」，分別有指導會長
廖贊天獅兄、第一副會長周家照獅兄、前會長周家謙獅兄及劉子能獅兄。
每位生命導師會於 2021 年 11 月至 2022 年 2 月期間與成功被配對的青少
年會面兩至三次，互相認識，打好關係基礎，並跟進他們的成長需要，以
助往後推展培育服務。此計畫已於 11 月 19 日舉辦了第一次西式點心班。

5 . 社 會 服 務「 大 埔 及 北 區 獅 子 會 — —
街坊戶戶餸祝福 2.0」
在疫情下，不少基層家庭均受疫情影響，家庭收入不穩，面對經濟壓
力，加上學童以半日制上課，家長需要預留更多時間照顧家庭，照顧壓
力倍增。有見及此，本會聯同大埔獅子會與大埔基督教香港信義會北區
青少年綜合服務中心於 11 月 20 日聯會舉辦「大埔及北區獅子會——街坊
戶戶餸祝福 2.0」社區服務。活動當日會長莊紹嘉獅兄聯同第三副會長馮
偉舜獅兄及多位獅兄參與服務。在獅友及義工安排下，派送約三餐份量的新鮮有營食物餸菜包，以減輕
經濟及照顧壓力。同時，大會精心預備了多個小遊戲，從中教授他們有關營養的知識。此外，亦安排獅
友和義工們分組前往居住在鐵皮屋的基層家庭上門進行家居探訪，聆聽他們日常生活的點滴，從而讓他
們感到溫暖及關懷。

6 . 第 九 分 域 聯 合 服 務「 親 子 迷 你 聖 誕 樹 工 作 坊 」
長莊紹嘉獅兄聯同第二副會長廖金漢獅兄出席參與 12 月 11 日第九分域舉辦的聯合服務「親子迷你聖誕樹
工作坊」。是項活動主要是服務生命小戰士會的癌症兒童安排和他們的家庭一起親手製作聖誕樹。希望透
過活動讓癌病小朋友及和他們飽受擔憂的家庭成員能夠感受片刻的聖誕歡樂氣氛，紓緩他們內心的壓力。

7 . 社 會 服 務「 願 望 快 車 有 機 農 莊 計 畫 」
12 月 12 日本會和大埔及北區社會福利署合辦大埔及北區關懷行動「願
望快車有機農莊計畫」農莊體驗日。此計畫目的是為了加強對弱勢家庭
的幫助。支援受疫情影響下的低收入人士、弱勢家庭及低收入家庭，以
紓緩他們的生活及經濟壓力。
活動當日會會長莊紹嘉獅兄聯同第三副會長馮偉舜獅兄，以及多位獅兄
以「一車一家庭」的形式配對，接載受惠家庭前往參觀青協有機農莊，
並安排為受惠家庭的兒童提供有機蔬果，大家共度一個愉快的週日。

8.2021-2022 兒童癌症屬會聯合服務「獅童共度歡恩聖誕」
A dv ertis eme nt

會長莊紹嘉獅兄出席 12 月 13 日 40 個獅子會屬會聯合舉辦的「獅童
共度歡恩聖誕」童癌症聯合服務，希望藉此提高社會大衆對兒童癌
病的意識，從而幫助兒童和家庭，增加對受兒童癌病影響的家庭和
兒童的支持行動。是次服務由獅友扮演聖誕老人，然後將聖誕禮物
包運送到四個不同的癌病兒童機構，包括新開設在觀塘的「兒童醫
院」等，希望讓正在接受嚴峻癌病醫療程序的小朋友們感受到聖誕
的歡樂，增添節日氣氛。
2021年10月至12月

73

元朗

獅 子會
Yuen Long

會長
余嘉豪

元朗獅子會 ‧ 香港西區獅子會聯合晚餐

於

10 月 28 日，本會與香港西區獅子會的聯合晚
餐例會順利舉行。當晚出席晚餐例會的兩會
獅兄獅姐濟濟一堂，共進獅誼。特別鳴謝總監梁麗
琴獅姐、第五分域主席許志傑獅兄及第七分域主席
姚君偉獅兄百忙之中抽空出席因颱風改期的聯合晚
餐例會。亦衷心感謝中原工商舖總監潘志明先生為
我們一眾獅友分析香港及大灣區的樓市去向及尋找
投資機會。

幫助及服務更多天水圍弱勢家庭中長大的小三至小
六小朋友，兩會獅友將攜手合作，身體力行，服務
社群。

本會與香港西區獅子會的聯合服務——2021-22
「童創新天」兒童英文能力提升獎勵計畫，今年繼續

「 童 創 新 天 」兒 童 英 文 能 力 提 升 獎 勵 計 畫
在 11 月 12 日，元朗獅子會與香港西區獅子會參加了與信義會
天水圍青少年服務中心聯合舉辦的 2021-22 年「童創新天」兒
童英文能力提升獎勵計畫的啟動禮暨聖誕聯歡會。這計畫是兩
會第 8 年聯合舉辦的活動。在一眾獅友的見證下，40 多名參
加計畫的學童立誓願意投入參與計畫全年的所有活動，並為自
己訂下目標努力完成。特別鳴謝本會指導會長陳斯維獅兄
（Victor）及其嘉賓扮演的 Minion 於立誓儀式後與學童玩遊戲
及派送聖誕禮物，為學童及嘉賓們帶來驚喜及無限歡樂。感激
出席活動的兩會獅兄獅姐及嘉賓，2021-22 年的「童創新天」
將因你們而更上一層樓，創造更多的可能性。

「『 燒 』灑 伴 我 行 」長 者 探 訪 活 動
於 12 月 16 日上午，元朗獅子會聯同信義會古洞靈
合長者健康中心一起進行了「『燒』灑伴我行」隱蔽
長者探訪活動。活動分為三部份——首先，本會獅
友聯同健康中心的社工、義工們及各長者一同進行
彈力帶熱身運動。之後，義工們分成三小組，帶上
早上新鮮的燒味以及「惜食堂」贊助的飯盒，一同
出發探訪幾位行動不便，或不願意到中心活動的長
者。由於古洞地區的房屋較分散，其
中兩小隊的義工需要開車才能到達探
訪長者的居所。探訪活動因疫情關
係，自 2020 年初起暫停了近兩年，
感恩這次探訪的一眾曾探訪及新拜訪
的隱蔽長者都精神奕奕，笑容滿面。
雖然部份長者的家人已離逝或重病治
療中，但在信義會的社工關顧下仍然
堅強面對重重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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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訪活動結束後，我們回到健康中心與一眾社工、
義工及在場幫忙的老友記共進午膳。這個午餐十分
有意義，因為這是靈合長者健康中心的一個新項
目，致力協助及資助一些古洞當區或上水的拾荒長
者「職場轉型」，由環保回收工作變身成廚師，讓那
些長者們不用再進行操勞且對身體傷害甚深的拾荒
工作。

香港鳳凰
獅子會
Phoenix Hong Kong

會長
江歐杏林

服務活動：鳳凰愛心送暖迎聖誕

本 衣及福袋予香港戒毒會院舍轄下院友。是次

會「鳳凰愛心送暖迎聖誕」服務活動，送贈寒

服務源於本會年前送贈寒衣予戒毒會復康院友，恩
惠當年接受寒衣的院友已經成功康復離院。適逢香
港於聖誕期間天氣急轉寒冷，香港戒毒會聯繫本會希
望我們能再次籌辦寒衣送暖予現有新入往的院友。有
見及此，歐杏林會長隨即聯絡廠商朋友籌募 250 件
寒衣，獅姐們積極四出購買及籌募物資，包括沐浴
露、即食麵、牙膏、餅乾、毛巾、保暖頸巾等。
是次服務得以成功，實在感謝多方友好的捐贈贊
助，以及本會獅姐們的出心出力出席。多謝敏興集
團有限公司捐贈 250 件寒衣及錦繡獅子會贊助 250
條保暖頸巾、第十二分域主席李任基獅兄贊助現金
1,000 元、晉宇國際貨
運（香港）有限公司義務
協助暫存及運送物資到
香港戒毒會灣仔辦事
處，另外多謝朱惠芬獅
姐及岑瑛媚獅姐贊助沐
浴露作為福袋禮物。
在 12 月 22 日早上，本

會獅姐齊集於香港戒毒會灣仔辦事處，將預備好的
250 件寒衣及 250 份福袋禮物進行包裝工作，當天
得到國際獅子總會中國港澳 303 區總監梁麗琴獅
姐、第四分區主席吳秀嫻獅姐及第十二分域主席李
任基獅兄的支持，除了親臨到場支持打氣外，同時
參與福袋包裝工作，令現場士氣大增，群策群力下
250 份寒衣福袋瞬間完成。另外，感謝青年拓展及
禁毒警覺（YODAC）區委員會委員到場支持。
雖然是次服務仍然受到
疫情規範下未能一一前
往每間院舍探訪，但經
院舍安排及依循相關守
則，活動籌委主席鄧敏
婷獅姐聯同活動籌委副
主席李玉君獅姐及袁林
娣獅姐代表本會將 20
份寒衣福袋運送到沙田
新翠邨成年婦女復康中心，親自交予中心院友以示
關懷。餘下的寒衣及禮物福袋交由香港戒毒會辦事
處安排運送到石鼓洲院所男性院友及其他中心女性
院友，令是次服務圓滿完成。祈願院友們在寒冬下
感受本會關懷之心，歡度一個温暖聖誕。

屬會聯合服務：
兒 童 癌 症 聯 合 服 務「 獅 童 共 度 歡 恩 聖 誕 」
12 月 13 日，歐杏林會長聯同周秀娥獅姐，出席在尖沙咀街坊福利會禮堂
舉行的獅子會 2021-2022 兒童癌症聯合服務「獅童共度歡恩聖誕」發布會
及送贈服務。本會非常開心可以參與這個由 40 個屬會共同參與的聯合服
務，服務把獅友捐贈價值超過 6 萬元的玩具及籌集 4 萬元捐款，合共 10 萬
多元的物資及款項全數捐予四間受惠機構，包括麥當勞叔叔之家、CCF12
歲或以上青少年、生命小戰士及兒童醫院。活動當天，歐杏林會長與周秀
娥獅姐早上已到達會場，並協助會場及物資準備工作。發布會儀式完結
後，隨即前往受惠機構送贈禮物，願受眾提早收到聖誕禮物歡度聖誕節。

送贈鮮果活動及
2021-2022 年度區職員暨屬會職員就職典禮及晚宴
11 月 10 日，本會歐杏林會長親自到青衣貨場提取 5 箱新鮮優質內地産富士蘋果後，聯同周秀娥獅姐直接
送往沙田婦女會，以凰凰獅子會名義送贈予區內低收入人士，聊表心意。是次送贈鮮果活動是響應港東
獅子會林樹華會長捐贈大批優質內地產富士蘋果，呼籲各方友好協助捐贈予各大社福機構，回饋社會。
10 月 16 日，本會 12 位獅姐及獅姐夫出席 303 區 2021-2022 年度區職員暨屬會職員就職典禮及晚宴，在
嚴謹的防疫措施下，莊嚴的屬會就職禮及晚宴順利舉行。
2021年10月至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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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荊
Bauhinia

獅 子會

會長
陳少瑩

吉澳地質公園

11

月 20 日是香港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地質
公園在吉澳舉行社區同樂日的啟動禮。眾獅

姐與獅子會自然教育基金地質公園交流團一同前往
參觀。
吉澳位於大鵬灣以西、沙頭角以東，因為島形彎
曲，故英文名稱為 Crooked Island。其彎曲的海
岸線可作為天然避風港，被漁民視為吉祥的海灣，
因而得名「吉澳」。
吉澳曾是水陸居民聚居的熱鬧島嶼，50 年代人口
約 6,000 人，是大鵬灣的漁業和商業中心，享有
「大鵬明珠」的美譽。後來很多居民移民海外，但每

逢重大節慶，島上都會舉行慶祝活動，不少旅居海
外的吉澳人紛紛回鄉參與盛事，為寧靜漁村平添熱
鬧。
同樂日當天有傳統文化藝術表演、參觀故事館、導
賞、寫生、遊戲節目等。讓我們深刻體驗到香港地
質公園的地質、生態及文化特色。

十二月例會
於十二月十日，我們在朱秀英獅姐家中舉行月會並為朱獅姐慶祝生晨，祝賀朱獅姐福如東海、壽比南
山。為感謝朱獅姐對紫荊獅子會多年的支持，我們特地設計一杖紫荊領針送贈給她作為紀念。

露宿者
眾獅姐和家人於日月居聚餐歡度聖誕佳節。歡樂之

人，其中包括女性的露宿者。獅姐們準備到深水埗

餘，我們亦顧念不少無家可歸的露宿者。

及油麻地區派發飯券和超市禮券給有需要人士，解
決他們的燃眉之急。露宿者始終是一個長期的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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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經濟受疫情影響，不少市民因為失業，無力負

問題，但卻經常是政府政策有意無意的犧牲品。因

擔日常開支而被迫流落街頭。疫情下露宿者人數急

此，政府更應正視其問題徵結，加大投放資源及扶

增，根據有些組織統計，香港的無家者多於二千

持力度，並且要推行完善的相關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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屯門
獅子會
Tuen Mun

會長
溫建忠

2021 年 10 月 11 日 十月份會員例會及總監親善探訪

十

月份的屯門獅子會會員例會在九龍紅磡嘉里
酒店舉行，是次例會亦十分榮幸得到總監梁
麗琴獅姐出席作親善探訪，會議上總監與一眾獅友
分享最新的國際獅子總會中國港澳三 O 三區獅務發
展和工作，亦與獅友分享不同領域之服務經驗，令
獅友們獲益良多。會議上屯門的資深獅友們亦講述
了國際獅子總會中國港澳 303 區數十年來獅務發展
的往事，令大家對獅子服務的認識更加深入。

2021 年 10 月 23 日
參觀育智中心
會長與一眾獅友參觀了屯門育智中心，幫助獅友了
解中心運作情況，借助獅友的力量為區內的弱能人
士提供更大的協助。位於屯門友愛邨的育智中心於
1991 年在屯門獅子會的支持下創立，主要工作是
為弱能人士的家長提供社區資源服務、促進家長們
的聯繫和建立互助及自助的精神，亦協助家長以積
極態度面對和解決子女發展的問題。育智中心一直
為本會之緊密合作伙伴，多年來中心都邀請本會會
長及前會長擔任理事會及中心管理委員會的工作。

2021 年 11 月 19 日
屏山南亞裔派飯
本年度第二次南亞裔派飯活動於十一月十九日舉
行，是次活動由新獅兄 AJ 擔任大會主席。透過 AJ
獅兄的人脈網絡，令我們得以深入南亞裔社群，開
展一系列的服務活動，南亞裔人士雖然在香港為少
數族裔，但紮根香港生活多年，人數亦不少，透過
服務定能幫助他們，讓香港不同族群更融洽！

2021 年 12 月 29 日 送舊迎新暨除夕派對
在 2021 年完結前，為了與獅友們一起回顧 2021 的
工作成果，會長溫建忠獅友及指導會長梁杰發獅友
宴請一眾獅友青獅及家人舉辦除夕派對。獅友及青
獅們載歌載舞，樂也融融。是次活動亦感謝總監梁
麗琴獅姐、第一副總監冼健岷獅兄、第四分區主席
吳秀嫻獅姐、第十分域主席劉小惠獅姐、第十一分
域主席何銳祺獅兄抽空出席。

2021年10月至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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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太平洋
Hong Kong (Pacific)

今

年疫情並未減退，但在安

獅子會

會長
陳植森

及健康知識等。

聖 誕 ， 關 愛 暖 家 人 」聖 誕 聯 歡

全防疫下，香港太平洋獅

會，協辦機構灣仔愛羣社會服務

子會繼續入眾利群，發揮獅愛精

十二月十八日早上，香港太平洋

處。由於人數限制，共舉辦二個

神，關愛身邊每一個人。

獅子會創會會長顧明仁博士率領

時段，接待不同地區的單親家庭

獅友們參與明愛香港太平洋獅子

成員，眾獅兄獅姐分擔派福袋的

會幼兒學校舉辦的聖誕聯歡會。

工作，以及聯歡會上接待工序。
並由活動主席梁慧英獅姐及會長
陳植森獅兄領唱聖誕歌曲，嘉賓
們載歌載舞，增添節日氣氛。

十二月十七日，晚上舉辦「疫情
知多少」講座及答問大會。活動
主席李業卿獅姐邀請崔俊明博士

十二月十八中午，由香港太平洋

講解疫苗認知，市民對疫苗疑問

獅子會舉辦「獅愛一家之獅愛耀

明珠
獅子會
Pearl Island
於

會長
盧健茵

資訊委員
王小暉

10 月 16 日，區職員暨屬會職員聯合就職典禮及
晚宴在香港會議展覽中心圓滿舉行，本會喜獲林

淼鈞、陳淑欣、劉佩詩三位新力軍加入，成為新會
員。三位新獅姐分別從事活動策畫、租賃及 IT 行業，
都是各自專業領域的精英，相信定必為今後的會務注
入新動力。

疫情下，大家都更關注各人健康，
本會分別邀請香薰治療師、物理治
療師分享放鬆精神、關注健康、運
動及減磅注意事項，受到獅姐們熱
烈歡迎。同時獅姐亦積極支持參加
GMT 女性及家庭成員活動——「心
靈樽系列之送走失眠」，保持心境
開朗、迎接新的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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濠江中央
獅子會
Macau Central

會長
李志誠

義 賣「 景 緻 ． 愛 」2 0 2 2 慈 善 座 檯 月 曆

由

濠江中央獅子會主辦的「景緻．愛」2022 慈

製，成為一份獨特並具有意義的畫冊月曆，對康復

善座檯月曆服務活動已於 2021 年 11 月 7 日早

者身心都帶來了正面影響。成品更全數捐贈予扶康

上 ， 假 座 南 灣 雅 文 湖 畔 的「 欣 悅 展 能 藝 術 工 作 室 」

會作慈善義賣，收益將用於支持殘障人士發展，以

展開啟動儀式，是次活動目的是協助支援本澳弱勢

及藝術培育之用。

社群，在疫情期間保障不同界別人士可持續性工
作，發揮雙重意義。儀式由活動主席廖麗萍獅姐及

活動主席廖麗萍獅姐表示知悉「欣悅展能藝術工作

濠江中央獅子會李志誠會長主持，並由澳門扶康會

室」為不同界別人士及社區開辦展能藝術課程，同

總幹事周惠儀代表接收慈善座檯月曆。儀式完成

時亦有銷售殘疾人士藝術產品和文創禮品。是次活

後，一眾出席者隨即參觀了解該工作室的運作和各

動製作的「慈善座檯月曆」，在「欣悦展能藝術工作

項設施，同場亦有畫冊內的油畫作品展覧。

室」公開發售，每個售價為澳門幣五十元。希望藉

大合照

此簡單的事情演活傳播關愛的媒介，呼籲社會大眾
貢獻個人的一點善心和力量，積少成多去惠及有需
要的弱勢家庭。濠江中央獅子會李志誠會長亦以實
際行動積極推動各會員，認購座檯月曆以作牽頭支
持，活動當日已為澳門扶康會欣悅展能藝術工作室
籌得超過六萬元善款，並將於往後繼續增加，直至
所有座檯月曆售罄為止。
濠江中央獅子會希望藉活動可帶動社會多關注弱勢
社群，在疫情嚴峻的環境下，更加要支持社區共
融，同心抗疫，共渡難關，將有心人做開心事的訊
息傳遞給社會。

李志誠會長致詞

「慈善座檯月曆」內的畫作是來自是次活動主席廖麗
萍和另外三位素人畫家，分別是吳嘉穎、王漪和梁

活動主席廖麗萍獅姐致詞

施穎等熱愛藝術創作的人士。在參與澳門扶康會轄
下「 欣 悅 展 能 藝 術 工 作 室 」開 辦 的 油 畫 工 作 坊 期
間，專業導師戴永寧給予適當指導，創作者以個人
的藝術天賦，用上大自然的景色為主體，融合自身
獨特的想像力和意景，從而完成一幅又一幅的佳
作。為了讓創作成品變得有意義，亦為了表達對殘
疾人士的關注，多位創作者奉獻出自己的成果，在
濠江中央獅子會的支持及贊助下，委託澳門扶康會
轄下創藝工房及寶翠中心精神康復者負責設計及印

活動花絮

2021年10月至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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銀綫灣
Silverstrand

獅子會

「等閒識得春風面」花團錦簇
2022 年，銀綫灣獅子會仝人恭祝各位
即 將踏入
新年納福！虎年進步！虎虎生威！祝願銀綫
灣獅子會上下一心，德緣善行，繼續努力「我們服
務」。

的另一章。此時此刻真是無聲勝有聲。最後籌得善
款悉數捐贈聾協，作為慈善用途。此項服務摩星嶺
獅子會居功至偉。祝願大家獅誼常繫，獅譽呈祥。

此外，我們與十多年夥伴關係的協康會共同舉行
會長林婉雯獅姐上任以來，秉承「樂善好獅 30 載， 「銀綫童心送暖祝福行動」服務（統籌為會長林婉雯
星火燎原弘揚愛」一貫的宗旨，實事求是，出席及
獅姐）為 SEN 和自閉症學童送上聖誕祝福，豐富小
參與所有國際獅子總會中國港澳 303 區、分區 、
朋友的生活體驗。我們攜手結伴童行，分 2 天舉行
分域、本會、友會及其他慈善團體的服務與活動， （7/12 及 21/12）。在「冬至」那日，協康會更將中
而且穩重創新，把她的內閣中各小組團結起來，不
心佈置成小小電影院，獅友義工可在售票處、小食
拘一格。她更禮賢下士，設立了一個「智囊團」群
部及在帶位的過程中，協助小朋友建立生活技能，
組 ， 請 教 賢 達 ， 務 求 精 益 求 精 ， 達 至「 全 民 皆 帥 」 並進行電影欣賞活動。我們荷蒙國際獅子總會中國
的目標。
港澳 303 區總監在百忙中再三親臨主禮。我們十分
榮幸邀請到總監梁麗琴獅姐、第一副總監冼健岷獅
其中一點，是
兄、第二副總監陸嘉暉獅兄、第五分區主席張芷淇
將服務計畫分
獅姐等，給我
日舉行，半年
們很大鼓勵，
內已經完成了
並誇我們這項
十五個活動，
服 務 饒 有 意
例 如「 銀 綫 中
義。我們得恩
秋，餸贈長者
感恩，互祝節
關 愛 月 」一 共
日快樂！！
分開四次，分
別由四位組
同時，我們銀綫灣獅子會（大會主席：謝香鶯獅姐）
長——服務計畫委員會主席吳慕德獅姐、吳雅婷獅
聯同明愛綜合家庭中心、嗇色園可頤耆英老人中
姐、蘇漢發獅兄及陳德慧獅姐領隊，親切探訪並贈
心、明愛長者服務中心（三個單位）所舉辦的「『明
送社企的餸菜包、水果。第四次組長還加送每戶潤
愛樂天倫』系列 @ 健康之道」服務，又舉行了！
手霜乙支等物資予梨木樹邨的獨居長者戶。
10 月 30 日，
社企「好餸」
（Delicious Express）廚房工房（公司） 有 醫 生 講 座
給予一批自閉症（或學習遲緩的）青年人員工指導， （ 線 上 線 下 同
再讓他們在廚房內擔任清潔及準備配餸的工作，繼
時 舉 行 ）， 有
而由有需要人士去領取這些餸菜包。該廚房不把食
毛巾操練習，
物煮好，讓受眾（有些可能有健康問題）自行調配
又有福袋送贈
調味料，讓食物更加健康，更適合他們食用。
等。希望受眾
喜歡，有個高
而另一項服務
高興興的下午
是 本 會（ 負 責 人
時 光 ！ ！ 另
為韋百昌獅兄
外，亦安排本
及 郭 綠 華 獅 姐 ） 會獅友的健康活動「錄影節目」以供他們中心會友
與女會摩星嶺
閒來欣賞，樂享天倫。在獅子山下，在這些艱而不
獅子會合辦，
苦 的 日 子 裏 、 滿 載 着 香 港 情 懷 ， 若 我 是「 鐵 漢 蠻
聾 協 及「 劃 吓
妻」，或是「非常頑皮的小孩」，也會停一停、想一
嘢 」兩 個 機 構 協
想，心平氣和地「珍惜家庭關係」，多做運動，同心
辦 的「 獅 龍 共
協力防疫抗疫了。
融，劃出彩虹」，計畫舉行一連串的繪畫技巧工作
坊及戶外作畫，共分五次舉行。25/9 開幕禮、
獅子自古被喻為瑞獸。獅子會服務祥瑞吉兆，嘉慶
9/10 中西區舊街市（及後取消）、23/10 鴨脷州洪
禎祥。在全球疫症肆虐期間，銀綫灣獅子會 2021聖古廟、11/6 大澳一日遊、20/11 畫展、閉幕禮及
22 年度，7 月至 12 月，已平安地、快樂地、圓滿
義賣籌款。
地籌辦了共 15 個活動及服務項目。心在哪，成功
就在哪。正感受着做服務的喜悅與豐饒，我們也不
香 港 聾 人 協 進 會（ 聾 協 ）會 友 ， 遊 遍 港 九 新 界 離
忘感謝上天及所有協助過我們的社會賢達、仁人君
島，在桃花源處寫生，氣淑淸和，是「高手在民間」 子、家人、好友、義工及一眾受眾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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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長
林婉雯

招募人才 培育人才 不只是風花雪月
人才輩出、化危為機、永續發展等從來就不是一項容
易做得到的課題。會長林婉雯獅姐謙敬隨和，掌握脈
搏，柔進而行。她為了吸引更多參加者，每月月會都
會定期邀請各行各業的菁英來主持講座，視為「增廣
見聞篇」。10 月份的主講嘉賓是資深而非常成功的財
務策畫師龐寶林先生，分享他在學業、家庭、健康、
著作、社會公職各範疇的點點滴滴。龐先生也有談及
他的寶貝女兒——香港小姐亞軍龐卓欣小姐。關於其
對香港財經的看法，龐先生送出一本有他親筆簽名的
著作，並面授機宜。他説：「失科技失天下。 」我們要
把握新機遇這個亮點啊！
11 月份月會，主講嘉賓是廖令軒獅兄的朋友——中藥
及養生食療講師湯惠芝小姐，主題：「五臟健康百病
消」。多謝湯講師教會我們一些養生保健常識及某些
食材的選購，十分實用。
至於「生活智慧錦囊篇」，會長就每月邀請兩位獅友分
享他們待人處世的心得及成功經驗。獅兄獅姐全是非
常友善，皆暢所欲言，風趣幽默。他們的睿言慧語，
真知灼見，其胸襟與氣度令人佩服，獲益良多。
另一方面，會長囑托「會籍小組」要廣開網絡、廣結
善緣，多介紹獅子會給社會人士認識，藉此鼓勵多些

有志之士投入服務。我們銀綫灣獅子會除了有第二梯
隊「SRSD 青獅」外，還有另一梯隊「銀綫灣之友」
（簡
稱「銀友」）在背後支持。會長今年還特別邀請會籍理
事廖令軒獅兄、小組成員吳雅婷獅姐、李淑儀獅姐和
李翠蘭獅姐等，於「關心小組」內推展一個名為「天使
計畫」
（分五小組），與隸屬「會籍小組」以 Whatsapp
連繫獅友，以加強各人對銀綫灣獅子會的歸屬感。
李淑儀獅姐喜得人脈廣、談
笑風生的葉元海獅兄的指導
及協助，與友會沙田獅子會
合辦了一個名字很優美的秋
冬元朗半日遊：「當天使遇
上沙田友——品草莓，嚐鄕
餚」，於 12/12（星期日）舉行。報名參加者中，包括銀
綫灣獅子會與沙田獅子會獅友與親友、嘉賓，還有銀
綫灣獅子會「老豆會」與「女會」壽臣山獅子會、銀綫
灣青獅與銀友等 60 多人。景透秋日，紅葉飄飄，草
莓甜甜，長長甘蔗，襯托着流浮山大金蠔，美味可口
盤菜（以及沙田前會長請每人半只香草嘉美燒雞作下
午茶）與元朗馳名餅食。大伙兒在一起，樂透了、友
誼也增進了。很高興告訴大家，此次活動後，有參加
者表示會樂意接受我們理事會的邀請，申請加入這個
大家庭。真的是大好消息，我們喜出望外。

風雨交加 一波三折 迎來因風初苒苒
會長給大家的冬至文告，說到她百感交集。我們有剛
剛出世的嬰兒，也有剛離世的獅友（黃燕玲獅姐）和
獅友的摯親，感謝獅友們一起拼搏。大家的堅持、信
任及包容， 讓我（們）放下自己，用心服務，支持區
會、友會。
我們獅友都十分佩服會長的堅毅與魄力，強忍傷痛仍
繼續履行職務。此外，心有不捨，同時非常感謝在天
上的黃燕玲獅姐（亦即是韋百昌獅兄的夫人）多年來
熱心服務，在病榻中仍記掛着服務，以及對銀綫灣獅
子會所作出的一切貢獻。願逝者安息！家人節哀順
變。
的確，大家在獅子服務路上，須要互相扶持，互相成
長，身體力行。就以本屆各項服務、活動為例，當中
原訂於 10/9 舉行的「餸贈長者關愛月」，因颱風襲港
而取消，事前組長要逐家逐戶電聯通知，以防有誤。
同日舉行的「獅龍共融，劃出彩虹」亦要取消。去到
13/10，另一場颶風又令「銀綫童心送暖祝福行動」延
期舉行，使協康會的小朋友好失望。
幸好「SRSD 青獅 25 周年午宴」因疫情嚴峻兩番改
期，於 31/10（星期日）終於假座尖沙咀美麗華廣場一

風和日麗 春風得意

另外，「銀綫灣獅子會聖
誕聯歡暨感恩晚會」
（負
責人：第三副會長余敬業
獅兄），經過兩年來多次
的取消，今年 3/12 在尖
沙咀 Kimberley Hotel 順利舉行了。可是因有確診個
案曾入住該酒店，我們全部人須依規定進行強驗，幸
好結果全部都是呈陰性。
至於交職典禮暨籌款晚會，前兩屆都取消了。今年籌
委會議於 23/11，在第一副會長陳德慧獅姐領導下，
很快取得共識，晚會名為：「任人行善迎新歲，暨壬
寅虎年新春團拜」
，將於 2022 年 2 月 19 日，假座尖沙
咀中港城皇家太平洋酒店舉行。希望新冠病毒 Omicron（第五波）不要來，千祈不要來呀！
位第十三分域主席（包括謝香鶯獅姐及葉偉倫獅兄），
何其有幸。
如此說，會長的理想：
銀花火樹照人生，
綫卷連綿繫眾人，
灣畔漣漪傳愛心。

A dv ertis eme nt

在會籍小組暨全體會員努力之下，何玉芳獅姐在
16/10 於「國際獅子總會中國港澳 303 區區職員暨屬
會職員聯合就職典禮」中再度入會，成全銀綫灣獅子
會於 30 周年會慶之際
共有 30 名會員的美
事。而今年我們十分
榮幸，又多一位第
十三分域主席張雅君
獅兄，即先後共有三

期 My Day 餐廳成功舉行，而且出版了一本很精美的
eBooklet 以誌其盛，贏得全場歡樂氣氛，以及獅伯
獅姐的掌聲與喝采。母會與青獅：
草牽著草，紥根盤纏；
綫牽著綫，愛心傳播；
手牽著手，不遺餘力；
獅牽著獅，我們服務。

又更進一步了。祝成功！更成功！！
2021年10月至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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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山
Red Hill

獅 子會

會長
林笑琴

資訊委員
卓慧芬

紅山護眼日

紅 一個名為「紅山護眼日」的活動 ，我們十分高
山獅子會在 11 月 5 日 及 11 月 10 日分別進行

興可以邀請到第八分域主席何賢忠獅姐作為我們的
大會嘉賓，並一起參與本次活動。
我們本着獅子精神服務基層為宗旨，繼上次於深水
埗區為長者及基層人士派發暖飯後，今次到我們的
姊妹學校—— 陳南昌紀念學校，為 160 名特殊需
要的學童做驗眼服務。

當日活動在 9 時 30 分開始，因為受眾是特殊學
童，對於他們在黑暗環境之下進行驗眼活動會特別
緊張和產生不安情緒，令服務時間超出預算，未完
的服務亦安排於 11 月 10 日繼續完成。
對於這一群特別需要關注的學童，缺乏溝通和不懂
表達，所以很難去到市場上的眼鏡店中順利進行驗
眼，亦因為這原因，很多時候眼睛的問題就被忽略
了。因此，獅子會在有資源的情況底下，應該多作
這方面的協助，為他們出多一分力量。
我們希望藉着這個驗眼服務，能夠喚起大家多些關
注，給予他們多一分支援。

荃灣

獅 子會
Tsuen Wan

為

了增強新一代年青人對保護地球的責任及科技創作的興趣和認知，
荃灣獅子會舉辦「香港綠色環保科技創作比賽 2021-2022」及一系列

的工作坊，希望讓不同階層的學生能透過學習平台創建和編寫程式，探索
改善環境和可持續社區發展的可能性。啟動禮於 2021 年 11 月 20 日舉行，
得到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副局長陳浩濂先生 JP 及創新及科技局副局長鍾偉強
博士 JP 到場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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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長
施禮賢

香港淺水灣
獅子會
Repulse Bay Hong Kong

會長
梁琳宜

萬 聖 節「 古 埃 及 神 話 」慈 善 籌 款

因

為疫情影響而延期了兩年的萬聖節籌款活

出最新款 iPhone、精美電視機、智能眼鏡、專業

動，終於在本年 10 月 22 日晚上於尖沙咀某

美容服務券等豐富獎品，讓各來賓滿載而歸。

間酒吧再度包場舉行。當晚很高興得到區會總監梁
麗琴獅姐和一眾區職員親臨支持，連同在場的 100
多名友會獅友和好友，大家都化上應節的面譜和穿
着創意服飾，令現場穿梭出現大量中西厲鬼、古埃
及公主、勇士和俊男美女，氣氛熱鬧。
晚會安排了大量免費酒水讓嘉賓暢飲盡歡，當中有
很多活動，例如男女啤酒競飲大賽、塔羅牌大師為
嘉賓指點運程、互動乒乓球機投擲比賽、卡啦
OK，讓型男型女大展歌喉。壓軸的抽獎環節更送

「 海 闊 天 空 創 我 未 來 」慈 善 活 動
此外，本會獅友亦參與 11 月 20 日由
第十七分域舉辦的聯合服務項目——
「海闊天空創我未來」慈善活動，與各
屬會獅友一起走入社區，為年青人提
供職業導向服務，我們分享和提供了
豐富的就業資訊，有助鼓勵他們發揮
潛能，邁向更美好的前路，共同為建
設美好香港，在未來發光發熱。

「冬日暖陽郊遊祭」
在 12 月 18 日，本會為低收入家庭安排了「冬日暖

泡、看懷舊萬花筒、玩飛行棋等各式各樣的康樂活

陽郊遊祭」活動，帶領深水埗街坊福利會小學近 60

動，動靜皆宜，為一眾學生和家長帶來一日難忘的

名家長和學生參觀海下灣海岸公園，學習和了解大

戶外體驗。

自然生態系統，欣賞海岸公園
優美自然景色。大家難得在近
200 萬呎一望無際的開揚大草
坪上享用豐富午餐，我們更送
出大量文具和玩具，讓學生、
家長可以自由奔放地在大草地
上一起參與手擲飛機遊戲、草
地跳繩、拋接巨型皮球、吹泡

2021年10月至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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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區
Central

當

獅 子會

會長
馮妙雲

鈴兒響噹的音樂聲此起彼伏地傳來之時，當

是，我們還準備了表演與互動遊戲節目， 酒店的篝

人們懷着興奮的心情，期待聖誕節到來之

火映照着每個人的笑容，也映照出每一個中區獅姐

時，中區獅子會的聖誕傳統項目，也在音樂聲中熱

的心聲——你快樂，所以我快樂……

鬧的進行着。
與康得思酒店合辦的「肌腱同行，聖誕聯歡」，今次
同樣是得到了康得思酒店的鼎力支持。於十二月四
日，五十多位來自肌腱協會的神經肌肉疾病患者及
家屬，一起在此五星級酒店的露天花園酒吧，享用
了非常豐富的自助午餐。這些患者因自身的身體狀
況，平時很難得在外享用自助餐，更讓他們開心的

聖誕將至，中區的馴鹿車一路奔忙，中區獅子會與
創 立 香 港 有 限 公 司 合 辦 的「 溫 暖 家 庭 ， 共 慶 聖 誕 」
派飯服務在十二月二十二日舉行，於鄰舍輔導會東
涌綜合服務中心為 200 多名基層家庭送上溫暖的飯
盒及聖誕禮包。

有傳統的聖誕節日，也有老吾老以及人之老的傳統中華文
化，敬老愛老，特別為有需要的長者服務給予關懷與愛心，
這也是中區的傳統與宗旨。
十 一月七日，中區獅子會深入到新界偏遠鄉村，為 120 位長
者組織「樂聚打鼓嶺長者同樂日」，客家盆菜、 歌唱表演、集
體遊戲及派發福袋，台上台下其樂融融的氣氛感染到了每一
個人。獅姐示範的長者健身操更是把同樂的氣氛帶向高潮，
直到活動結束仍意猶未盡。

不是每一位長者都可以到戶外參加同樂活動，中區獅子會也
關注到一些需要關懷的獨居長者。為此，中區獅子會準備好
健康食品及日用品禮物包，在九龍城浸信會長者鄰舍中心的
協辦下，於十一月十三日探訪 50 多位樂富邨的獨居長者。通
過與長者的交流溝通，記錄下獨居長者生活中的一些需求，
反饋到鄰舍中心，讓獨居長者感受到社會關愛。

寫 到此處，耳邊又想起鈴兒響噹的音樂聲，中區的馴鹿車好快飛往下一站……與眾同樂。

84

October - December 2021

香港中港
Hong Kong (Mainland)

獅子會

香

港中港獅子會 2021 年 10 月 19-23 日及 10 月
26-30 日於聖巴拿巴會之家舉行「滿載愛心
飯」，連續 2 星期，為期十天進行煮飯及派飯一條
龍服務。聖巴拿巴會之家於一九八七年成立，是由
兩名熱心的基督徒探訪西區及堅尼地城一帶的露宿
者和貧困人士而開始的。探訪過不少露宿者，徘徊
在街角、公園、天橋底或後巷生活，也會探訪住在
板間房的朋友，住在那裹的人是我們社會中最貧窮
弱小的一群。該機構是一間偶訪服務中心及臨時宿
舍，為有需要人士提供熱飯餐、熱水淋浴、洗衣設
施、康樂設施、圖書館、外展服務、康樂活動及節
慶活動。

會長
張雪芬

資訊委員
黃順愛

後小休一會便於下午 4 時 30 分開始派送晚餐飯盒
及水果予區內長者及露宿者們。每天菜式由大會主
席羅顯榮獅兄構思，包括面醬豆角炒豬肉、黃瓜雲
耳肉片、肉茉紅燒茄子、豉汁涼瓜排骨、北菇雞
等。義工們經過多日合作，已滿有默契，合作愉
快，而受眾們都大讚飯菜好吃，非常感恩。

一連十天的「煮飯仔」服務，感謝獅友及親友一同
擔任義工，報名於不同日子齊心協力，參與服務。
每日由中午 12 時到達廚房，戴上圍裙便開始落手
處理食材，炮製當日晚餐及翌日午餐的飯盒，完成

本會於 2021 年 10 月 23 日（星期六）舉行「滿載愛
心 飯 」啟 動 禮 ， 大 會 特 意 安 排 了 一 隻 燒 豬 作 為 加
餸。感謝總監、兩位副總監以及分區分域主席都出
席支持是次服務，還有一眾友會會長參與，氣氛非
常熱鬧，亦引起大家一同下廚的興致。

10 月理事會及例會，例會嘉賓有幸邀請到第十五分
域主席鍾家輝獅兄賞面出席，並送上美酒及區會
logo 口罩。會後我們舉行 10 月生日會，祝賀張雪
芬會長、羅顯榮前會長及區婉珊前會長，以及祝賀
11 月份生日的謝愛獅姐生日快樂。
國際獅子總會中國港澳 303 區「2012-22 年度區職
員暨屬會職員聯合就職典禮及晚宴」於 2021 年 10
月 16 日圓滿舉行。會長張雪芬獅姐帶領一眾獅友
出席是次就職典禮。

感謝有接近 80 位青獅在場幫忙各項工作，會場超
過 1,200 人。禮成後各位獅友都一同聚餐慶祝，氣
氛熱烈。是次就職晚宴能夠在政府「疫苗氣泡」為
基礎及限制下，分「七個晚宴場地」成功舉辦！這
次創新模式的就職典禮能順利完成，實要衷心感謝
大會主席第一副總監冼健岷獅兄、總監梁麗琴獅
姐、第二副總監陸嘉暉獅兄帶領，各位前總監、區
職員及籌備委員會成員的鼎力協助，萬分感激。

當晚就職典禮儀式於香港會議展覽中心進行，由總
監梁麗琴獅姐主禮，並邀得香港特別行政區財政司
司長陳茂波先生 , GBM, GBS, MH, JP 出席監禮，
典禮莊嚴而隆重，見證新一屆區會及屬會職員開展
薪火相傳的服務新里程。
當晚約有 1156 位嘉賓及獅友出席就職典禮儀式，
2021年10月至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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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荷李活
獅子會
Hollywood Hong Kong
敬 老 護 老 迎 繽 紛纷

本

會 於 2 0 2 1 年 1 0 月 2 7 日 舉 辦「 敬 老 護 老 迎 繽 紛 」探 訪 活
動，當日大會主席霍兆堅獅兄、會長陳美倫獅姐與獅友

們送贈食品及防疫物資給明益護老院 62 位長者，多謝大會主席
霍兆堅獅兄統籌及安排活動。而我們在 2021 年 8 月 26 日轉贈
抗疫飢餓服務——獅子與你「飯飯掂」的牛湯骨。明益護老院也
煮了牛骨湯給老友記們享用，見到他們飲得開心，本會全體獅
友也感到高興。

「荷李活獅子武士家居維修建光明」
服務計畫第一季
自 9 月啟動禮後，我們已幫助三戶視障及失明人士維修家居。
會長陳美倫獅姐、獅友們與家居維修義工協會義工們於 2021
年 10 月 28 日幫助第四戶進行家居維修，令他們能改善生活環
境。

全港學生三人籃球賽 2021
本會贊助「全港學生三人籃球賽 2021」，成為支持機構，並派
出隊伍參加工商團體盃，荷李活隊由隊長周祖揚指導會長帶領
其他隊員於 2021 年 11 月 14 日參加比賽，當日荷李活隊盡力打
好每場比賽，大家發揮著團隊和體育精神，縱使未能勝出比
賽，我們也為荷李活隊感到驕傲。

荷李活妙道之行
本會於 2021 年 11 月 28 日舉辦「荷李活妙道之行」

康。當日大會主席于恆歡獅姐、會長陳美倫獅姐、

服務活動，服務目的是透過行山活動推動更多視障

獅友們和義工們擔任領行員以一對一方式，協助視

及失明人士在抗疫期間多出外運動，提升身心靈健

障及失明人士行山，使他們能在安全的情況下進行
行山活動，行山活動完結後，與
他們共進午餐，歡度愉快一天。
多謝大會主席于恆歡獅姐統籌及
安排活動，感謝第六分區主席沈
顏獅兄和第十七分域主席區鑑儀
獅 姐 來 臨 支 持 和 擔 任「 最 富 詩 情
畫 意 」遊 戲 的 評 審 ！ 多 謝 大 圍 小
館贊助當日活動午餐場地和餐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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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長
陳美倫

2021-2021 年度第十七分域聯合服務活動
由第十七分域主席區鑑儀獅姐領導本會，與香港淺

遠。感謝第十七分域主席兼大會主席區鑑儀獅姐的

水灣獅子會、九龍灣獅子會、九龍城獅子會和名仁

領導，各位大會副主席、分享導師及獅友們群策群

獅子會聯合舉辦「天空海闊 創我未來」職業導向工

力，共創一個非常有意義的服務活動。

作坊，服務目的是為中四至中六學生舉辦職業導向
工作坊，讓學生們在工作坊中了解自己有興趣行業
的性質及入職要求，開始定立目標，為達成目標而
作出正確的選擇及準備。啟動禮及第一場工作坊於
2021 年 11 月 20 日舉行，第二場工作坊於 2021 年
12 月 4 日舉行，活動當日整個第十七分域團隊整裝
待發，務求每個環節都做得盡善盡美。啟動禮儀式
更是別具心思，以放飛機形式啟動，既迎合今次活
動主題，亦喻意學生們職業路上飛得更高、走得更

第十七分域聯合服務活動
慶功及聖誕聯歡 BBQ
第十七分域於 2021 年 12 月 12 日在白石燒烤場舉辦
「第十七分域聯合服務活動慶功及聖誕聯歡
BBQ」，當晚氣氛相當熱鬧，第十七分域各屬會獅
友們互相認識，一同玩樂，增進獅誼。多謝第十七
分域主席區鑑儀獅姐宴請，多謝九龍城獅子會凌振
中會長統籌及安排活動。

荷李活聖誕聯歡會
本 會 於 2 0 2 1 年 1 2 月 1 6 日 舉 辦「 荷 李 活 聖 誕 聯 歡
會」，大會主席鄭稚釋獅兄和會長陳美倫獅姐設計
多個個人和團體遊戲給獅友們和嘉賓們玩樂，當晚
大家玩得開心，笑聲不停，還為十二月生日之星霍
兆堅獅兄和于恆歡獅姐慶祝生日。最後大家滿載歡
A dv ertis eme nt

樂和禮物歸家，多謝大會主席鄭稚釋獅兄統籌及安
排活動。

2021年10月至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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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華都

獅子會
Metropolitan Hong Kong

會長
鄧耀邦

香 港 華 都 獅 子 會「 獅 子 齊 心 樂 善 行 」

匡 障兒童提供住宿服務，提供優質教育、適切的培訓及其他賦權的
智會於大埔的匡智之家為孤兒或因特殊家庭情況而需要寄宿的智

機會，使其得以發展。智障人士應獲得各種機會，在德、智、體、
群、情感及心靈等領域上盡展所能，因此於 2021 年 11 月 28 日，本會
會長鄧耀邦獅兄及第二副會長吳鴻揮獅兄前往匡智會，邀請新興運動
協會教練到場教授小朋友認識及學習一項新興運動——「法式滾球」。
運動過後，我們預備了茶點予大家享用，亦為 11 月生日的小朋友們慶
祝生日，在學習新興運動同時度過一個愉快的下午。2021 年 12 月 22
日，再由第一副會長張瑞燊獅兄及第三副會長賴輝鴻獅兄，聯同新興
運動協會前往匡智會，進行第二課「芬蘭木棋」新興運動課堂，與小朋
友一同練習及玩樂。

參觀香港中文大學醫院新院舍設施及最新儀器
於 2021 年 12 月 3 日（星期五）會長鄧耀邦獅兄籌辦
了一次參觀活動，與本會幾位獅兄，亦邀請了友會
會長及獅友們，三十多人一同前往香港中文大學醫
院，讓大家了解這所由香港中文大學全資擁有、非
牟利、私營
教學醫院。
中大醫院本
着平衡香港
私營及公營
醫療體系差
異的社會責
任，把為病
人 提 供 優

質、可負擔及具透明度的醫療服務視為己任。貫徹
醫院非牟利的宗旨，將所有盈餘投放於醫院及香港
中文大學醫學院，以支持醫院的長遠發展及醫學院
的科研和教學工作。
中大醫院提供全面的醫療服務、醫護團隊以其專業
知識，全心全意關顧病人，以病人的福祉為依歸。
醫院設計亦經周全的考慮，便利不同年齡的人士使
用，包括病人、訪客及職員。我們簡化服務流程，
更全面地配合病人需要，減低不必要的輪候及轉
介。中大醫院配備先進的醫療科技及儀器，務求提
升醫護水平及營運效率。參觀新院舍設施及最新儀
器。

香港華都獅子會 21/22 年度慈善電影籌款
於 2021 年 12 月 18 日（星期六）假座銅鑼灣翡翠明
珠廣場 Cinema City JP 舉行慈善電影籌款活動，
當日我們獲得一眾善長和機構贊助愛秩序灣小學的
基 層 家 庭 一 同 觀 賞《 S p i d e r - M a n N o W a y
Home》。疫情影響下，基層家庭收入不穩，學童
亦難有外出活動的機會，因此學童家庭對戲票非常
踴躍，令全院滿座。藉着聖誕佳節，既能欣賞電影
以支持慈善活動，又能服務一眾基層學童家庭，一
舉多得。感謝各位善長慷慨解囊，成功籌到可觀之

善款。所有捐款均附有「香港華都獅子會基金有限
公司」發出之認可慈善捐款收據，以作扣稅之用，
善款扣除活動
開支後，會全
數撥入本會服
務基金，以支
持我們籌辦各
項富意義之服
務。

12 月份午餐例會
12 月份午餐例會於 2021 年 12 月 23 日圓滿舉行，
成功邀請香港恒生大學何順文校長擔任主講嘉賓，
分享新經濟時代下企業不同持份者的共生生態內
容。何校長現任香港企業管治論壇主席、《亞洲商
業倫理學報》(AJBE) 編輯及《商業倫理學報》(J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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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委員。在企業管治、商業倫理與持份者為本管
治模式的研究受到廣泛注視。近年來，何校長作為
融合中國文化價值博雅教育的倡導者，他廣泛寫作
及演說，分享他在培育具滿足感、靈性和社會責任
感的人才之經驗。

香港鑽石
獅子會
Diamond Hong Kong

會長
蘇忠發

2021-2022 年度區職員暨
屬會職員聯合就職典禮

新

一屆區職員暨屬會職員聯合就職典禮在 10 月 16 日
晚上，假座香港會議展覽中心新翼大會堂舉行。

本會除了有新一屆及上屆會長出席外，更有創會會長及
本會大部份獅友出席。當晚除了有新舊兩屆會長交接儀
式外，還有新會員蔡鴻毅獅兄、黃銘基獅兄及蘇文浩獅
兄的入會儀式。

2021-2022 年度第四次理事會及例會
本會在 10 月 27 日假座康得思酒店 6 樓明閣，舉行今屆第四次理事會
及例會，這次理事會及例會更邀請新獅友黃天厚醫生加入，成為本
會的一份子。黃醫生當日更分享了不少醫學上的知識給本會眾獅
友，令我們獲益良多。

2021-2022 年度第五次理事會及例會
11 月 25 日，本會在九龍草地滾球會舉行今屆第五次理事會及例會，
感謝本屆會長蘇忠發獅兄支持及贊助設計印有本會鑽石標誌的口
罩，此批口罩有白色、綠色及紅色。
這次理事會及例會上更派發印有本會標誌的口罩給本會各獅友。獅
友們都很感謝本屆會長這次安排。另外，這些口罩亦會在本會服務
中派發給各受惠人士，希望能夠在這次疫情中幫助更多有需要的人。

獅 子 與 您「 飯 飯 掂 」服 務
本會在 12 月 2 日舉行一個派飯盒服務。派發地點為
鄰舍輔導會樂活石硤尾地區支援中心。當日本會創
會會長鮑幗潔獅姐、本屆會長蘇忠發獅兄連同一眾
獅友，一早就到達會場，將 200 包印有本會標誌的
口罩連同飯盒一起派發給受惠人士。受惠人士更留
在派飯地點與各獅友傾談，令各獅友更清楚明白受
惠人士喜好。這次服務非常成功。眾受惠人士收到
飯盒及口罩後，都十分感激本會的服務。

2021-2022 年度第六次理事會及例會
12 月 18 日，本會蔡鴻毅獅兄借出他的私人遊艇，供本會舉行本年度第六次理事會及例會。當日，本會很
多獅友都有出席。當中更有獅友帶同朋友，讓他們可以淸楚獅子會的概念及服務，從而吸納更多新獅友
為社會服務。
2021年10月至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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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青馬
Tsing Ma Hong Kong

獅子會

會長
林沙文

活力 + 愛心 + 鼓勵：我們做得到！

香 2022 年度會長林沙文獅兄的領導下，保持一
港青馬獅子會在 2021 年的第四季，於 2021-

貫的全方位、多元化服務社會精神，參與了多項有
意義的服務，使不同的弱勢社群受惠。
其中，我們與成立已有 46 年的樂智協會長期合
作，一直秉承「潛能展翅、互動共融」的願景，致
力為智障人士提供多元化的社交康樂活動，讓他們
善用空暇時間，建立自己的興趣及發展潛能。故
此，樂智協會自 80 年代開始，經常為智障人士舉
辦大型歌舞才藝比賽及表演。

11 月 14 日，青馬獅子會由陳中正獅兄擔任領隊，
贊助了三隊由年青人組成的隊伍參加 2021 年獅子
會學生三人籃球賽。雖然我們大部分獅兄對籃球運
動已久疏戰陣，但大家仍然興致勃勃，看年輕人們
在球場上玩得非常開心，自己也感覺回到當年在中
學時得青蔥歲月。

青馬獅子會一直支持樂智協會，多年來贊助樂智協
會舉行的大型活動。在 10 月 21 日，該協會位於大
窩口的中心完成了大型裝修工程並舉行開放日，余
健南師兄代表本會出席，參觀了中心的新設施。
2021 年 12 月 12 日（星期日），會長林沙文獅兄聯同
余健南獅兄，一起出席樂智協會在柴灣青年廣場 Y
綜藝館所舉行的「吹夢舞臺 2021」才藝比賽。
今年參賽者來自 50 多個不同復康單位和特殊學
校，進入決賽的參賽者，表演包括獨唱、樂隊演
唱、跳舞和小提琴演奏等，每人皆有超高水準演
出。
林會長亦被邀上台獻唱一首名曲《上海灘》，林會長
以其精湛歌藝和出色台風，在台上光芒四射，魅力
十足，贏得全場掌聲和讚嘆。
當日，樂智協會贊助人周梁淑怡太平紳士頒發感謝
狀給贊助團體，林會長代表香港青馬獅子會上台接
受感謝狀。同時，樂智協會向林會長頒發表演嘉賓
感謝狀，林會長亦代表大會頒獎給比賽得獎隊伍。

11 月 27 日，青馬獅子會在深水埗明愛鄭承峰長者
社區中心舉辦了名為「時代共融除孤獨」的長者毛
巾操活動。我們共有十位獅兄獅嫂一早到場準備福
袋和各項流程。活動開始，會長林沙文獅兄帶領眾
人又跳又唱，長者們很快便被鼓舞得開懷不已，前
會長呂慕選獅兄作為資深的「長者操」導師，帶領
一班老友記，做了四十五分鐘帶氧和阻力健身運
動，舒展筋骨，長者們均樂不可支。是次活動，本
會前會長兼第一分區主席梁偉宣獅兄當日也到場主
禮，身為資
深心臟科醫
生，對這活
動 非 常 支
持，稱讚這
對基層長者
來說是既實
用又經濟的
健身運動。
中心負責人
白 主 任 表
示，希望我
們再舉辦毛
巾操活動，
讓更多長者
參加學習。
2021 年最後的三個月，我們的獅兄獅嫂們既充實
又開心，受眾們也得到很多關懷與鼓勵，相信大家
對新的一年將會有更多正能量去面對逆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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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千禧
獅子會
Hong Kong Millennium
於

會長
許偉堅

資訊委員
黃梓聰

2021 年 11 月 21 日，千禧獅子會假座獅子會
中學籌辦了慈善匯演，為勵智協進會成功籌

款港幣超過 10 萬元，實有賴大會主席吳英兒前會
長及大會統籌洪永如獅兄協助籌辦，更感謝各表演
單位落力演出。
勵智協進會是由一群智障人士、家長及義工於
1989 年組成，並於 1991 年註冊成為非牟利慈善組
織。今年七月，千禧曾為勵智協進的會員們籌辦一
次驗眼驗身活動，經過了解與數次會議後，得悉他
們因為欠缺政府資助而一直缺乏經費，本着為「取
自社會，用之社會」的精神，吳英兒師姐提議本會
一起為勵智協進會的會員和家長們籌款。

一眾小朋友及溫國英獅姐表演舞藝，再由麥曉琛小
朋友演奏小提琴，最後更由勵智舞團的一眾會友在
容祖兒的歌曲《隆重登場》伴奏下跳出勁舞。
「表演我直到你另眼相看，將抑壓能量在台上釋
由尋找場地、安排表演項目到邀請嘉賓，千禧各獅

放！」勵智協進會的會員雖然舞姿不是最完美，但

友都出盡法寶，安排了八個表演項目。匯演當日，

完全感受到他們對表現的認真，在舞台綻放一刻的

會長許偉堅獅兄一早到達帶領獅友們為場地佈置，

光芒完全蓋過一切，從來賓的掌聲都能感受到他們

而表演嘉賓亦都一早到達為表演綵排，包括米雪爾

的付出與汗水是沒有白費！

舞藝坊、麥曉琛小朋友及勵智舞團。
佈置好禮堂後，師友們還在擔心來賓數目，所幸活
動開始後來賓絡繹不絕，實在為活動打了一支強心
針。
籌款匯演由會長許偉堅師兄及舞伴帶領跳第一支
舞，伴隨華爾滋的音樂翩翩起舞，功架十足，贏得

今次活動的成功實在有賴大會主席、會長、統籌、

台下一片掌聲。之後便由國際獅子總會中國港澳

一眾表演嘉賓及來賓們，大家有錢出錢，有力出

303 區梁麗琴總監、大會主席及會長頒贈港幣十萬

力，更出盡汗水表演籌款，為獅子會爭光，未來希

元支票予勵智協進會主席。然後由米歇爾舞藝坊的

望能為更多社會弱勢團體出一分力！
撰文：黃梓聰獅兄

2021年10月至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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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特區中央
Center Point H.K.S.A.R.

獅子會

會長
鄭淦元

資訊委員
黎志輝

創新籃球籌款，推廣青少年運動，傷健共融

香 年，以創新的「籃球慈善嘉年華」為主題。活
港特區中央獅子會今年的籌款活動有別於往

動於 2021 年 12 月 11 日（星期六）在灣仔修頓室內籃
球場順利完成，今次超過 400 多人參與，以門票入
場人士均獲得精心設計的 VIP 禮品包一份及限量紀
念球衣一件，活動除了籌款近 20 萬元之外，亦藉
此推廣青少年參與運動，也希望讓大眾了解基層青
年及殘障人士求存與追夢的心路歷程，啟發社會各
界對他們的關注，提高社區包容和互助合作度。嘉
年華於下午開始後， 安排了三場精彩的籃球比賽，
除了香港特區中央獅子隊之外，還有三隊贊助商球
隊比賽，也邀請到「Hoop Dreams」及「邨 Jump」
兩隊業餘球隊參賽， 賽事非常緊張激烈，其間也有
邀請少年球員即場參與傳球及投球，激發大眾及青
少年對籃球及運動的興趣。
當天壓軸活動
是「傷健共融籃
球遊戲」環節，
推廣青少年運
動之餘，希望
大家能對傷健
人士給予更多
關愛及關注。
此外，本會衷
心感謝「香港輪
椅籃球隊」的成
員到場表演，
聯同甲一球隊
「建龍飛馬」的成員、8 歲至 12 歲少年球員及本會
獅友，一同進行別開生面的表演賽，觀眾們都很欣
賞輪椅籃球隊精湛及刺激的籃球技術，以及少年球
員的靈活投球，相信他們會是未來籃球新星。隨
後，我們也安排入球創紀錄活動，輪椅籃球隊在少
年 球 員 及 獅 友 的 協 助 下 ， 成 功 創 造「 5 分 鐘 入 籃
298 次」之世界紀錄！
香港輪椅籃球代表隊隊員 Jason 解釋，輪椅籃球和
正常人打球其實所有規矩和玩法時間差別不大，大
致有 99% 相同。當中最年青的是年僅 20 歲的輪椅
籃球隊員余俊延（Matthew），他患有先天性脊柱
裂，影響下肢活動因而須坐輪椅，但好動的他是香
港輪椅籃球代表隊。透過是次活動，他表示：「想
有更多機會讓大家知道，雖然下肢不能夠正常活
動，但沒有影響腦部和上肢活動能力，一樣可以做
得到投籃，一樣找得到自己熱愛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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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位出席嘉賓是兼任活動協辦者的香港復康力量
康樂及體育團主席伍強，於 2019 年當選為「2019
十大再生勇士」之一，他積極自強，成為香港首位
「輪椅警察」，後來更成為輪椅籃球教練。他感激香
港特區中央獅子會讓一眾輪椅籃球員出賽表演，令更
多香港人認知無障礙運動，激勵社會人士積極自強，
燃亮生命，期盼更多團體、善長繼續支持輪椅運動
員的發展，同時透過不同的平台促進傷健共融。
「籃球慈善嘉年華」的成功，必須多謝活動大會主席
江俊傑獅兄的創新、是次活動籌委會的努力，以及
十多個贊助商的支持，亦非常感謝國際獅子總會中
國港澳 303 區總監及兩位副總監出席，以及本會會
長鄭淦元獅兄、所有前會長及獅友的支持。得到眾
多的支持，明年可以再接再厲，用籃球運動繼續推
動傷健共融，齊齊運動。
本會繼續發揚獅子會精神及服務社群，新一季的活
動五花八門，有第三屆「十大傑出關愛學生選舉」。
本會於 1 月 9 日（星期日）已安排「獅情長意」探望獨
居長者及派發福袋，請大家繼續支持我們，踴躍參
與我們服務社會的活動。

維港
獅子會
Harbour View

會長
冼詠珍

區職員暨屬會職員就職典禮及晚宴

國

際獅子總會中國港澳 303 區本年度就職典禮
及晚宴已於 2021 年 10 月 16 日晚上，假香港

會議展覽中心順利舉行，本會出席的獅友合共 18
名。當晚出席的嘉賓及獅友有 1,156 位，會場超過
1,200 人，場面熱鬧。當晚儀式上本會亦隨大會參
加了卸任會長移交佩帶及屬會職員聯合就職儀式，
與全區獅友一同宣誓並承諾全力履行就職典禮的誓
言，切實執行區務，服務社會，發揚獅子精神。

維港暖在心 2021 派發愛心素食飯盒及抗疫福袋
本會於 2021 年 11 月 21 日（星期日）假北角堡壘街 2

需要人士送上溫暖。

號綠色素色份子順利完成了「維港暖在心 2021——
派發愛心飯盒及抗疫福袋」，是次活動是由劉婷獅

當日出席的獅友眾多，街坊亦精神抖擻地預早到達

姐及郭倩萍獅姐

場地等候，而參與單位亦安排妥當，部份獅友更協

分別擔任大會正

助飯盒的準備，過程十分有秩序有效率，各獅友亦

副主席，並向地

主動與街坊問好，場面溫馨熱鬧。

區人士，包括區
內獨居長者及貧

出席的獅友包括：主席劉婷獅姐、會長冼詠珍獅

困戶派發飯盒、

姐、指導會長蔡雪亮獅姐、副主席郭倩萍獅姐、創

口罩、水果及餅

會會長馮翠屏獅姐、前會長梁錦明獅兄、冼慧詩獅

乾，受惠人數達

姐、陸詠儀獅姐、麥月愛獅姐及鍾鳳愛獅姐、獅友

100 人，希望藉

阮佩嫻獅姐、姜小榮獅姐、劉彥麟獅兄以及何建忠

此於寒冬中為有

獅兄等。

維港一年一度殘疾人士活動——歡樂繽紛度聖誕 2021
於 2021 年 12 月 17 日下午，本會假北角健康村富港

各出其謀，贏取大獎，笑聲滿場。最後，大會更窩

酒 家 ， 舉 行 了 一 年 一 度 的「 歡 樂 繽 紛 度 聖 誕

心地安排每位輪椅人士一人一份聖誕大禮物——一

2021」。活動聯同香港肌健協會合作，並邀請該會

個特別設計予輪椅人士的座墊，以減輕傷健朋友坐

會員出席，希望能於聖誕佳節繼續回饋社會。過去

輪椅的壓力，收到的朋友都笑逐顏開！

兩年相關活動因疫情停辦，因此，配合了政府的規
例以及集合籌委會成員的努力，活動能再度成功舉

本會獅友都十分期待這個一年一聚的活動，希望能

行，出席的嘉賓、獅友與會友都感到十分興奮！

每年一聚，歡度佳節！

是此活動由鄭皓嶸獅兄擔任大會主席，前會長冼慧
詩獅姐擔任副主席，出席的嘉賓包括第一副總監冼
健岷獅兄。出席的傷健人士及其家庭照顧者出席人
數為 90 人，其中包括肌肉萎縮症病患者及家人，
大會特安排茶聚、遊戲、唱歌表演、派發抗疫聖誕
禮品包等。通過遊戲，獅友與傷健朋友一同聯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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銅鑼灣
獅子會
Causeway Bay
「 童 衣 回 收 大 大 袋 」— — 兒 童 舊 衣 回 收 計 畫

本

年 度 為 配 合 環 保 概 念 舉 辦「 童 衣 回 收 大 大
袋」——兒童舊衣回收計畫，透過收集童裝衣
服，獅友們親自運送及送贈回收來的兒童衣物予香
港單親協會、新家園、西環女青社會服務處和國際
十字路會，將愛心和溫暖直接贈予 Z 世代。
眾所周知，「環保回收」是一項艱巨的工作，由找尋
收集點、運輸安排、存倉、物品分類都需要人力和
物力去配合，時間上不能有分毫差池，在疫情下做
衣物回收更艱難，所有回收來的男女童裝包括：上
衣、外套、褲和裙必須進行仔細清洗和消毒，然後
將乾淨衛生的衣物送贈到受眾手上。全體銅鑼灣獅
友上下齊心，分工合作，在一至兩個月間，將舊衣
回收全方位工作——聯絡贊助、宣傳、收集、啟動
禮、清洗和清毒衣物、統計及分配衣物、運送物
資 、 聯 繫 受 惠 機 構 交 收 、 捐 贈 派 送 —— 妥 善 地 處
理，同時，特別嗚謝全港最大的洗衣店「陽光洗衣」
鼎力支持，全數贊助所有清洗、乾衣、消毒、包裝
物資和包裝場地。

於 2021 年 12 月 11 日早上九時開始至翌日中午，除
了獅友們全家老幼齊出勤外，更有陽光洗衣總監
Miss Apple Kong、菁尚社和 Business Mama
Group 義工團加入工作團隊，將超過 1,500 件回收
的舊衣進行馬拉松式清洗、消毒和包裝工序。顯而
易見，大家服務之心是可以走得多遠，去得幾盡！
所有整理好的衣物準時及妥善地派到港九新界的受
惠機構，由會長詹碧珊獅姐帶領獅友於 12 月 15 日
和 18 日逐一致送，並作服務交流，四個受惠機構
對是次服務均表示衷心感謝，並高度表揚服務的意
義及仔細的安排。
我們真心祈盼這個別具意義的服務能夠讓更多人認
知環保回收方式的多樣化，可以普及化並承傳下
去，陽光洗衣已表示繼續全力支持本會，讓我們將
愛心透過衣物傳遞到社會上有需要的兒童，讓他們
親身感受到一份暖流，人間有情。

傢俱捐贈
搬家、搬公司總有一大批怎樣看上去還是很簇新的
傢俱，卻不能搬到新居繼續使用，棄掉它們感覺浪
費，有時還覺捨不得。
事實上，很多社福機構正面對資源撥款有限，物資殘
舊需要更換的情況。營運了多年的香港戒毒會九龍宿
舍，上一次裝修已是 15 年前，很多傢俱如今已經變
得殘破。宿舍面對破舊，沒有資源，只能無可奈何。
透過 YODAC 介紹及配對，還是簇新的傢俱找到它
們的第二生命 ! 15 件大型傢俱，包括真皮梳化、
大型餐桌、架、櫃等等由 NuanceTree Ltd. 捐出，
銅鑼灣獅子會安排運輸及負責有關支出，順利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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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月中送到香港戒毒會九龍宿舍。九龍宿舍生活
環境可以有新面貌，新改善！
		
本會會長詹碧珊獅姐及 NuanceTree Ltd. 代表劉
瑞芝獅姐，很高興於 2021 年 11 月 23 日出席捐贈儀
式，接受香港戒毒
會的感謝狀。是次
配對，正好體現二
手有生命，減少碳
排放的環保大趨
勢，同時發揮了獅
子會聯繫社會不同
界別的角色。

會長
詹碧珊

探訪獨居長者
自 2015 年開始，本會一直與基督教女青年會長青
松柏中心合作，為青衣長青邨的獨居長者服務。因
為新冠疫情，本會已有兩年沒機會探訪長青邨的獨
居長者，直至近月疫情稍緩，本會獅友立刻行動，
於 12 月 4 日聯同長青松柏中心的長者義工合共二十
多人，帶同新年月曆和消毒搓手液等小禮物，探訪
了該邨三十多戶獨居長者。探訪中除了為獨居長者
送上問候和溫暖外，更主動留意長者們的生活需
要，再轉達給女青年會的社工跟進。

探訪學校——聖誕聯歡會
闊別兩年，尤幸新冠肺炎疫情在香港幾乎沒有社區

次親身近距離跟學生見面。香港心理衞生會臻和學

感染個案，香港心理衞生會臻和學校舉辦聖誕聯歡

校是一間由香港特區政府資助的特殊學校，為有

會，並邀請銅鑼灣獅子會出席，我們終於有機會再

「 嚴 重 及 多 重 學 習 障 礙 」的 初 小 至 高 中 學 生 提 供 教
育、復康及住宿服務。
12 月 17 日是學校在 2021 年最後一天上課的日子，
學校早已佈置好聖誕裝飾，上午時間學生和家長一
同參與了攤位活動，午飯後老師們亦穿上聖誕吹氣
服飾，與銅鑼灣獅子會獅友到課室逐一探訪及大派
聖誕禮物。雖然學生未必能用言語表達心意，但他
們的眼神及身體語言都表現得非常興奮和開心。最
後我們亦在學生親手製作的掛飾上寫下新一年的祝
福，掛在學校正門的聖誕樹上，圓滿結束我們這次
的探訪服務。

獅童共度歡恩聖誕——關注兒童癌症聯合服務
獅 童 共 度 歡 恩 聖 誕 —— 關 注 兒 童 癌 症 聯 合 服 務 於
2021 年 12 月 13 日舉行，由 40 位主辦獅子會屬會
的會長們，於尖沙咀街坊福利會禮堂參與啟動儀
式，儀式後分成四小隊運送物資、小禮物及支票捐
A dv ertis eme nt

贈至四家受惠兒童癌病機構，包括香港兒童醫院、
兒童癌病基金、香港麥當勞叔叔之家及生命小戰士
會，讓在病榻中的兒童於聖誕節能得到一份溫暖，
歡度佳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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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半山

獅子會
Mid-Levels, Hong Kong

蠟燭送關懷——風雨蘭

W

omen empowerment 是本會今年一個重點服務主題，因此將會舉辦一連串有關的服務，而頭炮就
是 2021 年 12 月 11 日跟風雨蘭合作的「蠟燭送關懷」。風雨蘭是一間一站式的性暴力危機支援中心，
專為受性暴力女性提供服務，並協助她們重建自信。
今次服務首先由風雨蘭的職員跟大家分享五宗匿名個案，接着各人寫一張心意卡給該會的受助人，並分
享對那些個案的感受。大家都十分同情受助人的遭
遇，尤其是一些年紀很小已受到性暴力的女性。大
家對受助人最終能尋求協助，並重拾自信而感到欣
喜。然後，我們便跟導師學習製作香薰蠟燭以及禮
物盒，送給受助人作聖誕禮物。很同意一位獅姐所
說，在全心全意製作禮物給受眾的同時，也療癒了
自己的心靈。

風雨蘭執行委員會主席曾說過，該機構稱受助人為
「幸存者」而非倖存者，因為她們並不是僥倖生還的
一群，而是能活着璀璨色彩人生的「幸存者」。 從這
些幸存者勇敢地分享自己的遭遇，便能看到她們正
積極地面對人生。 我們都希望透過這份聖誕禮物，
為這些幸存者帶來更多溫暖，讓她們知道她們並不孤單。

半山獅姐把心意寄於卡及蠟燭

撰文 : 何柔柔獅姐

探訪麥當勞叔叔之家

半山獅姐送上聖誕禮物及祝福

本會一向非常支持麥當勞叔叔之家（RMH）為病童及
其家庭提供「家以外的家」的工作。2019 年，本會贊
助了 RMH 的生命樹，因為疫情關係，一直未能進
行探訪。2021 年 12 月 9 日，我們終於再次踏足
RMH。
RMH 的防疫措施非
常嚴謹，因此我們
在今次探訪並沒有
接觸病童，而是了
解 RMH 最新的發展，以及為病童送上聖誕禮物，讓他們在 RMH 都能感
受到節日的氣氛和外間對他們的關懷。為了送上最合適的聖誕禮物給病
童，半山獅姐一早已與 RMH 的職員溝通，得悉病童最需要保暖。因此她
們在十月份行遍多區的百貨公司，選購質料好而且款式「醒目」的冷帽、
手套、冷襪及頸巾等作聖誕禮物。當看到病童寫給本會的心意卡以及穿着
禮物時展露笑顏的照片，所有半山獅姐都十分感動。最後，衷心祝福住在
RMH 的病童早日康復，盡快回到自己真正的家。
就算未能見面也可以用文字連繫

撰文 : 何柔柔獅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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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長
羅詠逑

軟餐機製作的火雞聖誕大餐

軟餐也可以是聖誕大餐
本會的姊妹學校保良局陳百強伉儷青衣學校有
些學生為智障學童，他們有進食困難問題，所
以只能吃糊仔。因此，今年本會特別送了一部
軟餐機給學校製作軟餐。在 2021 年 12 月 17 日
舉辦的聖誕聯歡會，校方特別安排了家長用軟
餐機製作聖誕大餐應節。因為買了火雞以及西
蘭花的模具，所以學童在享受食物原味之餘，
也能有吃火雞腿及西蘭花的感覺。軟餐機這個
非常有意義的項目，令家長只用幾分鐘時間，
便可做出色香味俱全的軟餐。家長參加了製作
軟餐課程後，便成為軟餐大使，教導其他家長
製作更多美味的軟餐給學童。
除了軟餐機，我們也
送了聖誕禮物給學童

沒有街市的利東邨
曾參與數次派飯活動，「派餸」卻是第一次。繼上次護眼服務後，2021 年 11 月 18 日，半山獅姐再次來到有
點像迷宮般的鴨脷洲利東邨。今次探訪其中一戶，他們是兩位需要用輪椅出入的老夫婦，為他們送上一
份新鮮餸菜，包括節瓜、時菜、鮮鯪魚滑、鮮豬肉碎等。派餸並不是因為他們沒有外出能力，而是因為
整個利東邨商場及街市翻新，所有店舖已經關閉了
數月。因此，如需要購買餸菜、日常用品，甚至一
個飯盒，也要跑到老遠的地方，對正常居民也造成
諸多不便，何況是行動困難的老友記。有見及此，
「 鄰 舍 輔 導 會 」即 時 想 到 提 供 派 餸 服 務 ， 並 聯 絡 本
會。這樣有意義的服務，半山獅姐們當然義不容
辭，在 2021 年 10 月便開始支持該會，幫助有需要的
利東邨老友記，以發揮獅子會出錢、出力、出心、
A dv ertis eme nt

出席的四出精神。
派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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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文田
獅子會
Ho Man Tin

會長
黃毅超

愛華村毛巾操體驗日
日期：11 月 20 日（星期六）
時間：早上 10:00-12:30
地點：柴灣愛華耆樂中心（香港柴灣柴灣道 100 號 5 樓 512 室）

11

月服務是我們標竿服務，這次亦是今季度最後一次探
愛華村老友記，除了探訪長者、關心近況和派送物資

外，事前獅友們在中心練習好毛巾操的動作，於探訪時提供
指導，老友記可於日常家操練，當中毛巾操動作簡單易懂，
適合兒童、長者及傷殘人士多加練習，提升身體肌力強度和
能力。

何文田獅子會十六周年慶典 暨 聖誕貴族宮廷聯歡夜
日期：12 月 25 日（四）
時間：下午 16:30
地點：香港瑞吉酒店
何文田這個宴會本應於 15 周年下舉辦，但由於疫

當晚更值得記念的，是幼獅的成立，首批幼獅就

情影響下以及基於健康安全的問題，最終於今年才

職，恭喜黃容成為全港第一位幼獅會長！

排除了所有困難，在聖誕節普天同興的大日子裏，
於華麗的瑞吉酒店順利舉行。我們邀請各獅友連同
親友一同出席，見證着何文田獅子會成立 16 周年
這歷史性的一天，令眾人都極為感動及鼓舞。
晚會當晚以歐洲宮廷服飾為主題 , 由前總監、大會
主席、會長等致辭拉開序幕，獅友及來賓們都悉心
裝扮，在 Royal Dancing 環節一起跳舞，場面彷如
置身於宮廷之中，令晚會生色不少。隨後，大家便
開始享用美酒與佳餚，當中還有大家熱烈參與的歌
唱比賽環節，緊接的是萬眾期待的抽獎活動。最後
大家都盡興而歸。

是次活動能夠順利完成，實在是感激一眾獅友無私
的付出，無論場地、用具、司儀等大大小小的事項
都經過通力合作一一完成，真是一個都不能少！亦
感謝來賓們於百忙之中抽空參加，實屬本會萬分的
榮耀，在此亦感激大家的支持，令本會成功籌取善
款。
為何文田獅子會記錄下歷史的一頁，為未來對社會
作出更多貢獻，我在此說聲「謝謝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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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新民
Hong Kong Citizens

於

獅子會

會長
黃美寶

10 月 27 日，筆架山獅子會及新民獅子會合辦的「揚帆起航 • 清潔海灘」活動，在沙頭角區鴨洲島海
灘舉行，當天梁麗琴總監、第十一分域主席何銳祺獅兄、會長黃美寶獅姐出席支持活動，大家同心

協力，清理海灘垃圾，合共收集得垃圾 108 袋，為環保出一分力。

11 月 11 日上午，梁麗琴總監、何銳祺第十一分域主

成績優異者將有豐富獎品。當日同學們都躍躍欲

席、黃美寶會長、陳嘉聰義務秘書及葉致欣前會

試，氣氛十分熱鬧。

長，共同出席在沙田公立學校舉行的「任
我行」挑戰比賽啟動禮。本會多年來贊助
沙田公立姊妹學校計畫，今次新民與沙
公合辦此比賽，分為中學、小學、姊妹
學校、老師及獅友組別，旨在幫助有特
殊需要的同學於疫情期間保持適當運動
量，並把數據透過 Google 上載至學校，

在 11 月 14 日，黃美寶會長帶領新民眾獅友出席全

經過多月籌備，新民本年度大型服務暨籌款活動

港學生三人籃球賽總決賽暨頒獎典禮，地點於筲箕

「新民．社區關愛音樂會」，於 11 月 24 日在香港文

灣官立中學。本會共贊助 2 支球隊出賽，其中一支

化中心音樂廳舉行。主禮嘉賓包括積金局主席劉麥

更勇奪總決賽冠軍！

嘉軒女士、總監梁麗琴獅姐、前國際理事文錦歡獅
姐等。本會創會會長李敏兒獅姐分享到新民以服務
青少年為主，而當晚表演的青少年亦大多來自草根
家庭，包括視障歌手蕭凱恩小姐。今次新民跟社區
組織協會合辦此音樂會，除了籌募來年度活動經費
外，亦希望能給予青少年表演機會，十分多謝各友
會獅友鼎力支持，令大家共同度過一個樂韻悠揚的
晚上。

今年新民十分榮幸，能成為國際獅子總會中國港澳
303 區第 100 個屬會「新啟德獅子會」的母會。經過

同心，其利斷金，而我們所共同擁有的，便是這顆
「我們服務」的獅子心。

多 月 籌 備 ，「 新 啟 德 獅 子 會 授 證 典 禮 慈 善 晚 會 暨
2021-2022 年度首屆職員就職典禮」，於 2021 年
12 月 22 日晚在尖沙咀柯士甸道龍堡酒店隆重舉
行。初為人母，新民獅友自然隆重其事，當晚新民
共有 16 位獅友出席，晚宴節目十分豐富，除邀得
高永文醫生為主禮嘉賓外，並有安排醒獅隊表演。
黃美寶會長致辭勉勵，前會長袁秀齡獅姐任大會司
儀，一同見證母會新民捐贈新啟德獅子會一萬元服
務基金，以祝願新啟德子會獅友同心協力，舉辦更
多社會服務活動，惠及更多有需要人士。有謂母子

2021年10月至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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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壽臣山
獅子會
Hong Kong Shouson Hill

會長
尹瑞琴

資訊委員
鄺國威

群獅猛仗撐帕奧

香

港壽臣山獅子會在荃灣的獅子會日間活動中

會，兩者是同等的。由此可見，Paralympic 是強

心舉辦「群獅猛仗撐帕奧」活動，是次服務假

調對等和平行，並無殘疾這個意思，所以帕奧這個

座荃灣的獅子會日間活動中心，是中心成立以來的

名字才能反映到今天的帕奧精神。

第一個服務活動，令服務更添光彩。今次服務邀請
了香港失明人士協進會的 30 位失明人士一起觀看
帕奧羽毛球決賽，並由受惠機構義工提供現場口述
影像描述，讓他們可以感受到近期香港的奧運熱
潮。同時亦可以支持香港本地運動員，令大家都度
過了一個愉快又難忘的星期日。
Paralympic 這個字是源自希臘語介詞 para 在旁邊
和 Olympic，意思就是帕奧是平行於奧運的運動

世界骨質疏鬆日
香港壽臣山獅子會一年一度的大型服務「2021 世界
骨質疏鬆日之『護骨防跌免骨折』醫生講座暨檢測
活動」在 2021 年 10 月 10 日圓滿舉行，今年我們聯
同香港骨質疏鬆基金會和香港中文大學賽馬會骨質
疏鬆預防及治療中心一同合辦。是次活動得到國美
零售控股有限公司為冠名贊助，我們更榮幸邀請到
食物及衞生局局長陳肇始 JP 作開幕禮主禮嘉賓。
活動當日為約 600 名老友記提供即時檢查、醫生講
座及娛樂活動，最後每人更獲贈福袋一個。通過是
次活動，我們希望透過交流、安排檢查，讓老友記
能提高護骨防跌免骨折的意識。而且，骨骼健康是
重要的公共衞生課題，老人家需要透過健康生活模
式和對骨骼的認知，了解骨質強化的重要。

2021-2 0 22 年 度 區 職 員 暨
屬會職員 就 職 典 禮
本年度的區職員暨屬會職員就職典禮於 2021 年 10
月 16 日假香港會議展覽中心舉行，當晚有幸邀請
到財政司司長陳茂波先生主禮，餐舞會場面非常盛
大，坐無虛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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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太陽
Hong Kong Sun

獅子會

會長
梁凱喬

太陽獅子會長者健康日
2021 年 10 月 16 日及 23 日

由

香港太陽獅子會與香港仔利福長者鄰舍中
心、國際護理榮譽學會之香港分會（Sigma）

協辦的長者健康日，已於 2021 年 10 月 16 日及 23
日在香港鴨脷洲邨利寧樓地下 29 號舉辦。本次活
動為長者們提供一對一身體檢查，項目包括空腹血
糖及總膽固醇、身體脂肪百分比、血壓及脈搏、以及
護士諮詢等，期望藉此活動令長者更關注個人健康，
提早發現潛在健康風險，並採取適當措施。每節活
動大約 45-50 分鐘，合共服務約 100 位長者，到
場義工約 17 位。每節活動後，太陽獅子會亦為每
位長者送上福袋，內容包括口罩及消毒啫喱。

線上學識分享獎學金計畫頒獎典禮
2021 年 11 月 22 日
由香港太陽獅子會、香港快活谷獅子會、香港新民

過邀請學生拍攝簡淺易懂的學術短片，分享知識與

獅子會、北區青年商會、半島旭日扶輪社、紫荊青

學習心得，從而鼓勵學生自學，並減低家長（特別

年商會、騰龍扶輪社、騰龍青年商會聯合主辦，透

是低收入家庭）教育負擔。由學生自行拍攝與學科
學習內容有關的短片，分享學習心得，並由大會從
中挑選出資訊豐富、高質素及實用的優質短片，於
公開平台免費發布，讓不同背景的學生，均有機會
透過電子平台互相學習，做到「停課不停學」。本次
活動合共選出 99 位得獎者（來自 40 多間小學），每
位得獎者可獲港幣 1,000 元正獎學金。日後本會將
籌備建立線上學習平台，上載並分類所有得獎影
片，供其他學生課餘學習時觀看，並不斷透過每屆
活動以豐富影片庫內容。

獅 子 與 您「 飯 飯 掂 」抗 疫 飢 餓 服 務
2021 年 11 月 13 日、12 月 4 日及 12 月 11 日
本會參與了獅子與您「飯飯掂」抗疫飢餓服務，並在 2021 年 11 月 13 日於沙田設立了飯盒派發點，向沙田
區長者派出共 100 個飯盒；12 月期
間，本會則服務了 100 位白田長者，
本會會員及義工親身前往 50 位長者
住處派發飯盒，餘下 50 位長者則自
行前往派發點領取飯盒。另外本會當
天亦向長者派發物資，12 月 4 日派出
100 份潤手霜，12 月 11 日則派出 100
份福袋，內容物包括口罩與洗手液。
2021年10月至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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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太子
獅子會
Hong Kong Prince Edward

會長
劉宗寧

資訊委員
羅仲昭

服務活動一

服務活動二

本

會於 2021 年 10 月 21 日舉行了本年度第三

本會於 2021 年 11 月 20 日早上舉行本年度第四次

次 服 務 ——「 獅 愛 關 懷 顯 膳 美 之 油 麻 地

服務——「獅遊『吉澳』保育行」，上述服務是本會

站」，當天有 10 位獅友出席，一共派發了 180 個

香港太子獅子會與香港太子青年獅子會合辦，目

飯盒、香橙、口罩等。受眾是油尖旺區的露宿

的是要清潔吉澳的海灘及進行籌款，是次籌款的

者，當見

受惠機構是「香港雷特氏症協會」。當天有獅友及

到他們收

青獅共 17 人出席，服務順利完成。感謝前會長吳

到物資時

彥霆獅兄、前會長盧少心獅姐一同出席支持。

的喜悅，
我們深受
感動。是
次服務順
利完成，
感謝本年
度第十六
分域主席
黃淑貞獅
姐出席支
持。

服務活動三
香港太子獅子會每年都會探訪大埔林村公立黃福鑾

黃淑貞獅姐、前會長盧玉貞獅姐、前會長盧少心獅

紀念學校，並舉行聖誕聯歡會。今年服務在 2021

姐、前會長張少華獅兄、創會會長伍志光獅兄均有

年 12 月 17 日舉行，有 10 位獅友參與服務，本會致

出席支持。

送＄10,000 獎學金及派送
500 份禮品包給該校的小學
生，禮品包內有文具、餅
乾、搓手液及兒童口罩等，
學生看見香港太子獅子會的
獅友出現，大家都揮手歡
迎，十分雀躍。當天會長劉
宗寧獅兄、第十六分域主席

聯合例會
香港太子獅子會與香港浩峰獅子會於 2021 年 12 月 15 日舉行了聯合例會暨聖誕聯歡晚宴，當天晚上節目
豐富，有遊戲、抽獎、交換禮品等，感謝本年度第十六分域主席黃淑貞獅姐及第十八分域主席楊君宇獅
兄一同出席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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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深水埗
Sham Shui Po Hong Kong

獅子會

2021-2022 年度區職員
暨屬會職員聯合就職典禮

於

十月十六日，本會大獅及青獅一同出席了
2021-2022 年度區職員暨屬會職員聯合就職

典禮，當晚活動於灣仔會展舉行，以一個全新的方
式進行。於疫情影響下，可以成功舉辦是次活動讓
各位獅友共聚一堂實屬難得！

贊助深水埗區文娛康樂促進會翻新工程
香港深水埗獅子會與深水埗文娛康樂促進會一向關

領導及第一副會長駱健宇獅兄負責監理，為深水埗

係密切，一同在深水埗區服務大眾，亦常常借用會

文娛康樂促進會進行測量、設計及估價等工作。

址作服務用途。深水埗區文娛康樂促進會於 1974
年成立，現已接近五十年歷史，會址飽歷風霜之後
變得殘舊。本

修繕項目除了外牆油漆、於辦公樓內增設間格、更
換室內假天花冷氣及地板，更有下列新增項目：

會於今年五月
例會中一致通
過作一次性撥
款四十萬元，
實行出錢出力
贊 助 翻 新 工
程，希望同時
增設一些通道
設施給長者使

1. 增設無障礙通道：在入口處增置了無障礙通道，
方便輪椅人士參與興趣班或服務活動。
2. 翻 新 平 台 ： 將 現 有 植 物 安 置 一 旁 、 騰 出 更 多 空
間、修平地台。
3. 增設兩個儲物貨櫃：本會與文娛會各自擁有儲物
空間，儲存一些社區服務資料及物品。
4. 更換入口大閘：更換大閘及增設閉路電視，以增
強保安。

用。本會立即
成立了工作小

工程一共進行了兩個月，最後於十一月尾完工，煥

組，由創會會

然一新。翻新會址後希望可以再一起舉辦更多不同

長李漢雄獅兄

類型之服務或興趣班。

秋冬送暖萬家相伴
十一月二十七日舉行之「秋冬送暖萬家相伴」服務
由三方聯合舉辦，由華潤萬家 ( 香港 ) 有限公司贊
助，深水埗文娛康樂促進會及香港深水埗獅子會鼎
力支持，令三百位受眾可以得到非常豐富的福袋。
另外，亦非常感謝深水埗區各個政府部門提供平
台，令是次活動可以得物有所用，相信各位受眾都
非常高興，滿載而歸。之後深水埗社會福利署還提
供一些家訪名單進行一人一願望之家訪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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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長
陳振文

探訪深水埗區露宿者活動
本會得悉深水埗區有不少露宿者生活艱難，因為經

十一月的派發活動於十一月十二日及十一月二十六

濟能力不足或其他原因而居無定所，他們只可在公

日完成，共服務了七十五位露宿者，由大獅帶領青

園、騎樓臨時避難所天橋底、地下道及住宅後樓梯

獅共同進行服務，除了希望可以讓露宿者於寒冬時

等地棲身。露宿者在城市中流浪，拾荒、行乞或當

吃上一口熱飯及水果，亦可以讓年青一輩體會一

苦力等臨時工，以賺取微薄的金錢或食品。

下。

本會希望可以略盡綿力幫助他們，因此本
年度其中一項長期服務與救世軍社區計畫
合 作 ， 舉 行 露 宿 者 綜 合 服 務「 健 康 有
里 」—— 深 水 埗 露 宿 者 健 康 支 援 網 絡 。 每
月均配合救世軍的外展及探訪服務，進行
兩次到現場捐贈飯票及水果之服務。

深獅聖誕平安夜籌款晚宴
聖誕節為普天同慶的日子，受疫情影響，聖誕晚宴

同慶祝聖誕節，亦希望可以透過是次活動增加本會

籌款已停辦兩年，今年疫情較緩和，終於可以重辦

的服務經費。「深獅聖誕平安夜」能夠於十二月十六

籌款晚宴。除了讓各獅友及親友可以聚首一堂，一

日成功舉辦，實在有賴各位嘉賓出席、各位獅友的
熱情投入、各位獅嫂及青獅的熱心幫忙。除了出心
出力幫忙舉辦之外，亦有不少獅友和嘉賓增添氣
氛，紛紛贊助支持。當晚大會主席不僅準備了抽獎
和 BINGO，更設立了最有創意服裝比賽，希望大
家可以玩得盡興，飲得高興！亦希望大家來年可以
繼續支持深水埗獅子會，共同為社區服務，實行
「做得幾多得幾多」！有力出力，有時間出時間，有
錢出錢！

獅子與您
「 飯 飯 掂 」派 飯 計 畫
於 十 二 月 二 十 三 日 ， 本 會 響 應 區 會 的「 獅 子 與 您
『飯飯掂』派飯計畫」，於十二月二十三日在深水埗
區的大坑東邨幫忙派發飯盒，為了讓各長者可以開
A dv ertis eme nt

心過聖誕節，更特別準備了本會之福袋及抗疫物
資。當天有幸得到各獅友、青獅及東裕樓互助委員
會之幫忙，派發流程非常順利及有效率。亦希望之
後可以繼續合作，參與不同形式的社區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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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新時代
獅子會
Hong Kong New Era

會長
劉仁斌

資訊委員
石善銘

「重新發現：Toy Reborn」

玩

具在每位小朋友的成長過程中可謂扮演着非

獅友家中亦有多餘的玩具，亦可試試與子女一起修

常重要的角色，就如反斗奇兵裡的胡迪及巴

復殘破玩具，或聯絡我們以捐贈玩具予慈善機構。

斯光年深深影響着安迪的童年。但如果小孩擁有太

實行「家庭樂」促進親子關係外，亦能加強環保觀念。

多玩具，又會造成甚麼問題呢？
有機構於 2015 年曾做過一項調查，發現近六成五
的小童擁有超過 50 件或以上的玩具，更有超過七
成受訪家長表示，會選擇將舊玩具丟棄。時至今
日，仍有不少港爸港媽愛買玩具「獎勵」孩子。要
改變社會的「獎賞文化」固然不易，但原來坊間有
不少機構積極推行玩具重新計畫，密密為舊玩具尋
找新主人，既有愛又環保！
新時代獅子會於 10 月 25 日聯同 YMCA 舉辦了玩具
工程師義工服務，將回收到的二手玩具清潔消毒，
經過篩選、維修及分類後，再轉贈給基層家庭兒
童。而不能轉贈的玩具亦被重新創作，設計成精緻
的藝術品，讓舊玩具亦能延續幸福時刻！如果各位

「 來 年 來 月 我 褪 色 時 … …」
人生走到該走的那時，如何有一個舒適安穩的地方
安享晚年，不但關連到人的尊嚴，亦是困擾着很多
長者的現實問題。本港很多安老院都面臨日久失
修，牆身剝落、石屎外露亦不在少數。
有見及此，本會聯同香港西區獅子會、九龍城獅子
會以及愛承傳於 10 月 30 日聯同超過 40 位獅友，
到訪仁濟醫院安老護理院舍進行牆身翻新油漆，祈望
公公婆婆都能有煥然一新的房間，讓他們安好晚年。

「 又 到 聖 誕 ！ 又 到 聖 誕 ！」
今年新時代繼續夥拍 YMCA，於 12 月 18 日為低收
入家庭的小朋友舉辦聖誕聯歡晚會。看到各位小朋
友拿着手中玩具的真摯笑容，就知道他們一定會有
一個非常愉快的聖誕節！確實很多單親家庭的爸爸
媽媽都要出外工作以維持生計，照顧小朋友的起居
飲食已不容易，更遑論買玩具這項奢侈消費……希
望今次的聯歡活動能帶給小朋友一個快樂回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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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又一村
獅子會
Hong Kong Yau Yat Chuen

會長
姚瑞添

冬至關愛送暖到 ‧ 漁鄉 ‧ 活動

正

所謂冬大過年，又到了一年中最重要的節
日——冬至。早在古代民間開始，冬至這天

我們總要千方百計地趕着回父母身邊一同團聚，更
有食湯圓的習俗，取其團團圓圓之意。但這種簡單
的幸福也不是人人能享有的，社會上實在有不少獨
居老人，因種種原因只能自己孤獨生活，其中更有
不少人因年事已高行動不便，苦無依靠。有見及
此，我們又一村獅子會希望為那些孤獨的老人送上
關懷和溫暖，讓他們知道在世間上仍有關心他們的
人，他們絕不孤單。於是我們的第二副會長——葉
文龍獅兄提議在冬至前夕，邀請一眾獅兄獅姐和義

十分高興能夠參加這次活動，除了在冬至這特別日

工們，一同到大埔的三門仔新村。為居住在那裏

子裏為長者們帶來快樂和溫暖外，更重要是今次有

二百戶老人家送上物資和慰問。

很多義工是中學生，透過活動可令他們體會自己有
家人的愛護是多麼珍貴幸福，亦同時教導他們敬老
尊長的重要性和意義，相信這會成為他們一生中難
得的一課。

是次活動在 2021 年 12 月 18 日舉行，那天一大清
早，我們眾多獅兄獅姐和義工便到大埔舊墟公立學
校集合，一同分拆物資和包裝福袋。這次的物資亦
和以往一樣極之豐富，除了我們獅兄獅姐的捐贈
外，還有知識之友會、大埔區家長教師會聯會、將
軍澳鳴遠中學、香港內地青年義工交流協會及大埔
聯益鄉地區事務委員會這些協辦單位支持。物資雖
多，但在我們通力合作下，不到半小時已經完成
200 份福袋的包裝，足見大家為善的盡心盡力。隨
後我們很快就乘車把福袋運送到三門仔，再逐家逐
戶登門拜訪。除了送上福袋外，我們更和長者們暢
談一翻，聆聽和了解他們的需要，讓他們感受到關
懷。

2021年10月至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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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炮台山
Hong Kong Fortress Hill

環保綠能齊同行

獅子會

悠閒旅遊樂基層

隨 着在 新安 冠全 肺的 炎情 疫況 情下 逐回 漸到 趨正 緩軌 ，。 民炮 眾台 生山 活獅 慢子 慢會 地時
刻心繫街坊及基層，特與旅遊公司商討和研究，推
出了輕鬆休閒的「綠色旅遊」行程計畫。因疫情關
係，全團人數只限 28 人。本會安排石硤尾街坊福
利會會員長者趁着金風送爽的好時光，把疫情的鬱
悶心結都拋諸腦後，走出家園到戶外散散心，呼吸
一下新鮮空氣。
獅友們立刻展開籌備工作，大家分工合作，各展所
長。由陳淑君會長帶領下萬事俱備，11 月 30 日萬
眾期待的大日子到了！當天天清氣爽，微風輕拂，
六位獅友於下午 4 時在紅磡觀音廟集合，獅兄獅姐
把人手分成兩批，是次活動負責人司徒仲賢獅姐和
婁國芳獅姐負責跟車，陳淑君會長、范惟耐獅姐、
伍鳳瓊獅姐和林修基獅兄負責沿途維持秩序，照顧
長者安全。

富，新鮮又美味，
部份長者首次享用
日本餐，吃得津津
有味。飯後在餐廳
門前拍大合照，長
者紛紛拍照留念和
購買手信，大家不
亦樂乎，仿如身在
日本旅遊似的。

28 位參加者大部份提早到達，懷着興奮的心情準
備出發，向導遊報到後便紛紛進入建於清朝年代，
並列為一級歷史建築的觀音廟參觀，老友記趁機參
拜祈福。他們不是向觀音借庫，而是祈求疫情盡快
消失，好讓他們多些機會出外旅遊。

下午 6 時半，團友
乘旅遊車前往啟德
遊輪碼頭，在旅遊
車上，婁國芳獅姐
主持抽獎，熱鬧氣氛高漲，團友們全情投入，洋溢
着熱情的歡呼和掌聲！除抽獎禮物外，還有兩封利
是致送予 87 歲和 90 歲高齡長者以表心意，祝他們
添福又添夀！抵達遊輪碼頭後，長者們在空中花園
遊覽，360 度欣賞維港夜景。至晚上 8 時 20 分解
散，獅兄獅姐們陪同參加者乘巴士、小巴到地鐵
站，在連聲的多謝中帶着依依不捨的心情安全解
散。炮台山獅子會是次綠色旅遊服務活動圓滿完
成！

是次「綠色旅遊」為了減少使用旅遊巴的碳排放，
提高參加者的運動機會，參加者們獲安排輕鬆慢步
數分鐘至紅磡一家日式餐廳晚膳，獅友們在龍頭和
龍尾維持秩序，照顧老友記道路安全！晚餐食品豐

獅友們身體力行下，看到老友記笑逐顏開，聽到受
眾的歡愉心聲，集環保與運動兩大元素的活動，真
是開心亦富有意義呢！這正是我們不斷地服務的動
力來源。

福袋贈你點點意

獅子與你飯飯掂

炮台山獅子會一直努力不懈，向社會有需要人士提
供服務。不足一星期，獅友們又出動進行派飯服務
了。12 月 4 日上午陳淑君會長帶領着董美嬅獅姐、
婁國芳獅姐、胡小珠獅姐、伍鳳瓊獅姐和林修基獅
兄共六人抵達上水彩園村互相委員會，為當區長者
及少數單親人士派飯盒和福袋，目的是希望他們得
到溫飽和幸福喜悅感。
隨即流水式
包裝線馬上
有序地展開
準備工作，
大家群策群
力，把受眾
最實際受惠
的食米、麵
條、餅乾等
禮 物 放 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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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長
陳淑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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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 個福袋裏。
街坊長者們被
安排在中午 12
時陸續到場！
200 個飯盒已
經 適 時 就 位
了。每位長者經核實身份後，高高興興地拿着熱騰
騰的飯盒及滿滿的福袋離開，多謝的話此起彼落，
不絕於耳！個別長者因行動不便，獅友由義工帶領
上樓親手送到長者家中，又關心地噓寒問暖，藉此
將愛心傳送。長者開心接過福袋和飯盒後的歡欣，
真的令獅友們感動。
今次服務對象大部份是長者，他們要求的其實非常簡
單，只需要有人陪伴和傾訴，相信出席活動的獅友，
見到街坊老友記開心的表情，已經心滿意足！施比
受更有福，施者心靈上的得着肯定比受益者更大。

南區
獅子會
South

會長
吳文

藉着小眾說我愛你
聽過一個傳說：一隻鯨魚愛上了人類，很
曾 經想向人類說我愛你，但他只能說出
512HZ 頻
率的聲音。無論它如何聲嘶力竭，由於頻率不正
確，人類是永遠也聽不到他的聲音。但鯨魚誤會
了，以為人類老是不理睬它真摯愛的呼喚。所以盡
量游近人類的水域，不停的嘶叫，日以繼夜地向人
類說着我愛你，但也是徒勞無功。它在想人類為甚
麼這樣無情。但鯨魚仍不放棄，持續了很久時間，
向人類嘶吼我愛你。到了最後，它只有死在最近人
類的一個水域中。這鯨魚到死也不明白人類為甚麼
這麼冷血，為甚麼他持續這麼多年跟人類說我愛你
也置若罔聞。這鯨魚到生命終結也未能達成自己的
心願，魂歸天國也不能表示它的好意。

這個其實是一個非常悲哀的悲劇。如果大家根本沒
有對好適當的連線及頻率，就算雙方彼此互相關心
也好像是對牛彈琴及對着牆洞說話一般，如泥牛入
海，彼此都沒有共鳴，這就是我們一直所稱的「隔
膜」！
其實這故事亦啟示了我們做服務的盲點。我們認為
自己對受眾是關懷備至，但受眾可能覺得根本不能
了解他們的需要，搔不到癢處！或者彼此是做一場
相互交易的表演遊戲；或者受眾覺得是在勞役他
們，根本沒有交流與共鳴，這也是我們與鯨魚一樣
面對的一個悲哀劇目！
這三個月來，南區獅子會主要著重於老人家的服
務。我們的目標是盡量找到他們所屬的頻道，給他
們明白我們南區獅子會一直想對他們說：「他們並
不孤單，我們是很愛他們的。」
一連串的老人家服務打從今年 10 月開始。在順天
邨仁愛堂歐雪明腦伴同行中心舉行，活動主題為
「春去秋來，溫暖源源送」，活動主席為張桂香第二
副會長，受眾約 450 人，我們南區的獅友亦於週日
抽空親自到中心包裝福袋。很多獅友也帶同子女加
上我會青獅一同參加，深信一家大小的闔府行動應
該能感動到老人家，使他們知道我們實在是很關
注、很愛他們的。到了活動當天早上我們特別安排
一個聯歡會給他們，我們特別唱一些舊時代的歌
曲，期望他們有所
共鳴，從而明白我
們是同樂同悲的。
到聯歡會完畢，亦
有甜品贈送。到了
下午，也很有次序
的安排他們領取福
袋，福袋內的物品

也經過精挑細選。而我會的義務秘書陳毓謙獅兄亦
準備了五百支適合老人家的活絡油以供派發。使他
們明白我們不是胡亂送一些不實用的東西。老人家
收到後才知道我們是有考慮他們的需要的。從他們
那天滿足的表情，南區獅子會相信他們已經接收了
我們的一句「我愛你」了！
第二個服務是在 11
月 24 日聯同九龍城
通記海鮮酒家門前
一起進行派飯活
動。我們不單是派
發一些健康少油少
鹽的飯盒給他們，
我會黃子瑜獅姐更
特別送贈了接近 200 條自己手織的頸巾給老人家。
讓老人家感覺溫暖不是說的，是可以繫在頸上的。
這句「我愛你」已經說在他們的心坎裏了。
很明白我們只是小眾，而弱勢
社群卻是大眾。我們做服務實
在是要考慮很多的周邊因素，
不要像那鯨魚一樣盲目地說我
愛你。但到天荒地老，大眾的
弱勢社群也未能聽進耳裏。希
望那些大眾能夠感受我們永遠把
他們記在心上，永遠關切他們。
知 我 者 ， 謂 我 心 憂 ， 不 知 我 者 ， 謂 我 何 求 。（《 詩
經．王風．黍離》）
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范仲淹《岳陽
樓記》）
希望藉着我們南區獅子會這些小眾，能向大眾的弱
勢社群說一聲我愛你。不要到死也互不相通。繼續
延續那悲哀的結局。我們之後的服務對象是小童，
這小眾的鯨魚相信會在其他海岸繼續說我愛你。希
望你們能聽到，能有共鳴！
後記：本會亦資助了國際獅子總會中國港澳 303 區
區會所舉辦的三人籃球賽一萬元正。希望也能幫助
一些青少年，希望也能藉着這些小眾的金錢對受助
的青少年人說聲我愛你！我們也與南區青獅一同參
加比賽。也希望藉着這一個行動獅伯能對青師說聲
「我愛你」！
我們決定不做故事裏那可憐的鯨魚！
撰文：李錦堂獅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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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龍灣
Kowloon Bay

獅子會

會長
蕭志偉

資訊委員
楊子賢

龍 獅 與 你「 飯 飯 掂 」

這

次大會主席許淑貞獅姐帶領我們九龍灣獅子
會到油塘派發飯盒。

大家有做義工的習慣嗎？根據扶貧委員會前年的報
告，五個香港人中便有一個活於貧窮線以下。因應
現時新冠疫情持續不穩，影響社會經濟低迷及失業
率飆升，令市民被迫居家時數增加，學校亦未能全

面復課，處於弱勢基層家庭須面對「手停口停」的
經濟壓力，導致身心健康失衡，令家庭衝突及暴力
有回升趨勢。為了減輕他們的財政負擔，國際獅子
總會中國港澳 303 區會本年度推展抗疫飢餓服務：
獅子與你「飯飯掂」 派飯計畫，目的是為組織基層
家庭子女參與義務派飯活動，擴闊社交圈子，於義
務工作中感受父母辛勞以學習體諒與關懷。
計畫亦包括提供兒童讀物充實學童課餘生活及填寫
問卷等安排，作進一步跟進及提升基層社區服務工
作。對象包括低收入家庭、獨居長者、單親家庭、
南亞裔家庭等，並預期派送食物目標數量為
10,000 個以上。
參與這些活動的義工男女老少皆有，是次派飯盒活
動亦是如此。最近幾個月義工們風雨不改地到訪各
個貧窮率較高的地區，為當區的長者及小朋友送上
香噴噴的膳食。當別人有需要援助時，我們更要互
相幫忙、照顧。除了這項派飯活動，小朋友們也可
因應情況，報名參加不同的義工活動，在父母的陪
同下為有需要的家庭伸出援手，凝聚點點力量，獻
出無限愛心。

天空海闊 創我未來
第十七分域聯合服務「天空海闊 創我未來」職業導
向工作坊由第十七分域五個屬會聯合舉辦，包括香
港淺水灣獅子會、香港荷李活獅子會、九龍灣獅子
會、九龍城獅子會及名仁獅子會，在第十七分域主
席區鑑儀獅姐的帶領下圓滿成功。在 11 月 20 日及
12 月 4 日兩天，共四場的工作坊於獅子會中學舉
行，活動目的是為中四至中六學生提供職業導向，
讓學生們在工作坊過程中了解自己有興趣行業的性
質和發展機會。我們很榮幸請來各行各業的專才與

同學們互動分享，當中包括網紅、金融、社工、建
築、公關、資訊科技、航空及電影製作共八個行
業。參與的 240 位同學來自兩間中學，活動後同學
們都表示工作坊對他們有很大的幫助，給予很高的
評價。今次活動籌備過程盡顯第十七分域五個屬會
的團結及合作精神，能夠合力策畫及完成一個很有
意義的服務就是我們最大的願望。衷心感謝總監及
各位區領導的支持及鼓勵，我們才可獲得今日的成
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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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油尖旺
獅子會
Hong Kong Yau Tsim Mong
會務

2

021 年 11 月 4 日，香港油尖旺獅子會召開第七
屆（ 2 0 2 1 - 2 2 年 度 ）第 五 次 理 事 會 及 例 會 會
議。感謝第六分區主席沈顏獅兄、第十九分域主席
戴德祥獅兄，在百
忙中抽空蒞臨親善
探會及指導，鼓勵
一眾獅友。第六分
區主席在會上分享
區會來年的服務和
活動計畫。

活動贊助
• 贊助 10,000 元予國際獅子會中國港澳 303 區主
辦的「第五屆獅子會全港學生三人籃球賽」活動，
香港油尖旺獅子會為是次活動的協辦屬會之一。
• 香港油尖旺獅子會為第六分區活動，贊助
10,000 元予國際獅子總會中國港澳 303 區於
2022 年 1 月 2 日假香港海洋公園舉行的「獅子會
2022 慈善跑」的物資供應及活動費用。香港油
尖旺獅子會也安排了兩隊跑手報名，響應區會活
動，並參與「獅子會盃」賽。會長譚綺雯獅姐亦
私人贊助了 20,000 元。
• 贊助國際獅子總會中國港澳 303 區的「兒童癌症聯
合服務『獅童共度歡恩聖誕』」活動的物資及捐款。

會長
譚綺雯

活動參與

• 2021 年 10 月 9 日，會長譚綺雯獅姐及多位獅
友出席「第五屆獅子會全港學生三人籃球賽」的
新聞發布會。
• 2021 年 10 月 16 日，會長譚綺雯獅姐及一眾 13
位獅友出席 2021-2022 年度區職員暨屬會職
員就職典禮及晚宴，當晚也給新入會會員參與。
• 2021 年 10 月 31 日，會長譚綺雯獅姐、區職員
及其他屬會會長，探訪獅子會兩間服務活動中
心，即分別設於紅磡及荃灣的「嘉瑞園日間護
理中心」。
• 2021 年 11 月 11 日，會長譚綺雯獅姐、秘書林
泇妏獅姐及黃國雄獅兄探訪「國際獅子會腎病
教育中心及研究基金日間洗腎中心。
• 2021 年 12 月 4 日，會長譚綺雯獅姐、前會長
林建忠獅兄及獅嫂、秘書林泇妏獅姐、第二副
會長陳安安獅姐、及鄭鳳英獅姐出席「獅子會
禁毒先鋒」活動。
• 2021 年 12 月 13 日，會長譚綺雯獅姐、秘書林
泇妏獅姐出席國際獅子總會中國港澳 303 區的
「 兒 童 癌 症 聯 合 服 務『 獅 童 共 度 歡 恩 聖 誕 』」活
動。由 40 位主辦屬會會長贊助物資及捐款，
並把 12 萬元的物資及捐款支票送交受惠兒童癌
病機構，旨在關注兒童癌症，支持患者及其家
人。會長譚綺雯獅姐、秘書林泇妏獅姐已出席
及支持兩次兒童癌症聯合的服務活動。

「 抗 疫 饑 餓 」服 務
• 2021 年 10 月 29 日，香港油尖旺獅子會響應區會的五大服務之一「對抗饑餓」，於九龍灣啟業邨安排區
會「飯飯掂」。本會提供 200 份熱飯，再加送 200 份福袋，派贈予當區受惠人士。禮包有健康湯包、芝
麻梳打餅、日本烏冬兩包、抗疫物品等等。
• 2021 年 12 月 9 日，香港油尖旺獅子會繼續聯合區會安排「獅子與您『飯
飯掂』派飯計畫」，於石硤尾大坑東邨東裕樓派贈 200 份熱飯，本會亦安
排了 200 份福袋，贈予受惠街坊。

「 環 境 保 育 」服 務
2 0 2 1 年 1 1 月 2 7 日 ， 由 指 導 會 長 張 瑞 芳 獅 兄 籌 組 安 排 的「 環 保 清 潔 服 務
日」，一眾獅友與其家人、友人共 34 人，在會長譚綺雯獅姐的率領下，浩
浩蕩蕩乘船前住東龍島，進行「環境保育行，東龍島清潔沙灘」的環境保育
工作。活動期間，除進行環保清潔工作外，也可讓各位參與者有相互幫
助、溝通、交流、聯誼的機會，增進獅友間的獅誼及團隊合作精神。

「 義 工 地 區 」服 務
本會在過去一年多的義工地區服務，在上期的《獅聲》已刊登過觀塘區的地
區報，內容有關本會在該區提供的義工地區工作的報導。今期，本會獲得
牛頭角區的地區報報導及刊登為題的「油尖旺獅子會一連五週為啟業長者安
裝家居扶手及家居消毒」的文章（見附圖）。雖本會的義工地區服務已開始
受地區的認同，然而各獅友並無因此有沾沾自喜之感，反過來，更需鞭
策，對日後的工作態度有要求，更嚴謹地完成，使服務更上一層樓，不負街坊對「香港油尖旺獅子會」的
愛戴及期望。繼續貫徹「身體力行、服務社群、凝聚獅友、提升獅譽」，發光發力！
2021年10月至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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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中華傳統文化
獅子會
Hong Kong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和 婦女及其子女提供庇護服務的機構。至今已
諧之家成立於 1985 年，是全港第一間為受虐

發展成為一站式的家暴防治中心，以多元化預防、
治療及發展性服務，協助受家暴影響的家庭，並透
過不同類型的社區教育活動，推廣和諧健康的家庭
關係。此外，機構更為跨專業人士提供培訓，並倡
議政策及法律的改革。2021 年 12 月 11 日，本會接
待 100 位和諧之家受眾於餐廳舉辦「獅童匯集 樂聚
聖誕」活動提早慶祝聖誕佳節，一家大細共享泰式
自助美食及飲品，還有獅兄打扮成聖誕老人大派禮
物。部分受眾暫住庇護中心，實在難得機會外出活
動玩樂一番，獅友與小朋友都打成一片，其後收到
和諧之家正面迴響，受眾們都大讚活動。大家於餐
廳以自助形式用餐，對於基層家庭來說機會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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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長
劉素芬

資訊委員
蔣翠琼

亦希望稍後日
子可以再辦一
次 類 似 的 活
動。見到小朋
友一家笑逐顏
開，便是獅友
們服務的最大
回報，儘管我
們未必可以徹
底幫助他們現
正面對的生活
難題，但仍然
希望活動能減輕他們短暫的壓力，令小朋友增廣見
聞，留下美好的親子回憶。

12 月份理事會及例會邀請了總監梁麗琴獅姐到來親
善探訪，分享最新區會資訊，與獅友們一同晚飯聯
誼，本會亦為就職典禮進行最後一次籌備會議。

「兒童癌症聯合服務——獅童共度歡恩聖誕」是個由
40 個獅子屬會兒童癌症聖誕送暖聯合服務，捐贈
玩具及捐款予四個兒童癌症服務機構，包括香港麥
當勞叔叔之家慈善基金、生命小戰士會、兒童癌病
基金及香港兒童醫院。現時，兒童癌病通常是無法
預防或由篩檢發現的，亦是導致世界各地兒童和青
少年死亡的主要原因。本服務計畫希望幫助社會提
高大眾對兒童癌病的意識，從而幫助兒童和家庭，
增加對受影響的家庭和兒童的支持。活動於 2021
年 12 月 13 日早上在尖沙咀街坊福利會會堂包裝聖
誕禮物包及舉行簡單典禮。過後，會長們分成四
組，分別出發到不同兒童癌症服務機構，送上聖誕
禮物包及移交捐款大支票予機構。

事隔兩年，「本年度就職典禮及創會六周年慈善晚
會」終於順利舉辦，感謝總監梁麗琴獅姐主禮，民
政事務局副局長陳積志先生 ,JP 監禮，以及各位典
禮嘉賓、前總監、區職員、各位會長及獅友與一眾
社會賢達賞面出席是次晚會，由上屆會長何軍蓉獅
姐回顧去年度本會會務，上年度面對新冠疫情影響
下，社區與一眾市民也面對着各種生活挑戰，儘管
籌辦服務有一定難度，本會也堅持努力籌辦服務，
例如「齊心抗疫慶中秋」、「愛心送暖賀新歲」予基
層家庭、支援失業、關懷長者等。於秋天時分，我
們籌辦了「郊遊清潔日」，既可以讓我們有聯誼的機
會，亦可保護環境。此外，本會與九肚山獅子會、
香 港 鳳 凰 獅 子 會 ， 三 會 合 辦「 新 春 愛 心 攝 影 助 病
童」，籌集善款，幫助癌病兒童，增加求醫機會。
我們希望於艱難中，伸出援手，宣揚獅子會「我們

服務」精神。典禮上，大家共同見證會長劉素芬獅
姐於上屆會長何軍蓉獅姐手上接過權鎚，戴上會長
帶，接棒帶領本會全體獅友繼續服務社群，籌辦各
項適切之服務回饋社會。感謝各位來賓與本會一同
分享就職及六周年之喜悅，歡度了一個晚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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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埔
Tai Po

獅 子會

會長
江嘉希

聯會及區會活動

會

長江嘉曦獅姐（Carrie）於 10 月分別探訪了錦繡獅子會、北區獅子
會，與友會作交流及商討聯合服務。

恭喜江嘉曦獅姐榮升會長及新獅友華逸成獅兄（Jonathan）加入大埔獅
子會這個大家庭，並一同出席了國際獅子總會中國港澳 303 區「20212022 年度區職員暨屬會職員就職典禮及晚宴」。
江嘉曦獅姐在 10 月至 12 月期間出席了區會不同服務活動，包括第二分
區環保小先鋒 2021-2022 開幕籌備會議及在零碳天地舉行的啟動禮、
獅子會愛心慈善跑新聞發布會、在大埔藝術中心黑盒舉行的基督教香港
信義會北區青少年綜合服務中心「Theatresports 即興劇場」等。

區會體育活動
大埔獅友積極參與區會網球小姐公開比賽網球「混合雙打」、網球「男雙決賽」及「全港學生三人籃球賽」，
獅友更親身落場與青年人比賽，身體力行。

服務活動及籌備會議
本屆其中一個重要服務，就是與救世軍合作的「分

12 月 5 日（日）與社會福利署合辦於青協有機農莊

享酷行動」生命導師訓練。我們已於 10 至 12 月期

舉行的「有營種子 歡樂快車」。

間已進行了開幕聚會，以及展開了部份訓練小組，
包括沙畫、西式甜品等活動。感謝會長江嘉曦獅

12 月 30 日（四）由本會第二副會長鄺嘉儀獅姐作為

姐、第二副會長鄺嘉儀獅姐（Kelly）、2017-2018

講者，與大埔社會福利署合辦「同心同行」兒童言

年 度 前 會 長 張 宏 基 獅 兄（ W a y n e ）及 許 卓 為 獅 兄

語發展親子計畫的講座，多謝總監及區職員出席支

（Jack）作為生命導師，並出席訓練。

持，希望將兒童言語發展的訊息傳遞給各位家長。

當中柳穎欣獅姐
的朋友更送出食
人花作為聖誕禮
物，轉由救世軍
在聖誕派對送
出，一同歡度佳
節。
1 1 月 2 0 日（ 六 ）
與北區獅子會合
辦「 街 坊 戶 戶 餸
祝福 2.0」，分享

另外展開了其他服務業的籌備會議包括 SEN 才藝

給有受惠人士。

表演比賽——「獅聲傳情，共融美景」等。

2021年10月至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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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百盛
獅子會
Hong Kong Centennial Passion
坪州敬耆英

為

會長
鍾炳光

愛心贈福袋

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 72 周年，百盛獅子

兄、第六分區主席沈顏獅兄及第十八分域主席楊君

會一眾獅友在 10 月 1 日於坪州協進會，舉行

宇獅兄到臨出席支持。

坪洲服務聯歡會，贈送 550
份福袋給當區老友記。當日
本會還有幸邀請總監梁麗琴
獅姐、第一副總監冼健岷獅
兄、第二副總監陸嘉暉獅

百盛冬至送溫暖
隨着新冠肺炎疫苗接種率上升，整體疫情亦有放緩
跡象，但社會上仍有很多需要援助的人。因此，百
盛獅子會一眾獅友在 12 月 18 日與荃灣街坊逆境同
行，向長者及有需要街坊派發麵食及物資，希望這
份小小心意令他們感到我們獅子會的關懷。

摩星嶺

獅子會
Mt Davis Centennial

「獅

會長
黃敏兒

資訊委員
李寶儀

龍共融、畫出彩虹」一連串活動由 9 月中開始至 11 月底，舉
辦多次寫生活動，收集到多幅作品，最後舉行畫展及義賣

為這服務畫上完美句號。
感謝母會銀綫灣獅子會大力
支持，並將義賣款項如實撥
捐予聾人協進會，而在過程
當 中 真 正 見 到「 共 融 」的 意
義！在三次寫生中，無論受

出發「獅龍共融、畫出彩虹」
大澳水鄉寫生，品嚐地道風味餐廳美食，並
欣賞水鄉風光

眾、獅友、導師或所有參與
人士都共同成長，由最初對
畫畫一竅不通至完成一幅幅作品，都顯示出每一個人的用心。無論
畫到什麼，可以見到裏面有努力、歡笑、汗水、心機、愛。
而更重要的意義是可以令到一些缺乏自信的人建立自信，看到他們
完成活動後的歡欣及喜悅，真的令人感動。幫助別人時候，會更加
多得著。就算起點有甚麼不足，只要努力，只要有信心，什麼也可
以做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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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和日麗、秋高氣爽，最適合戶外寫生
「獅龍共融、畫出彩虹」的寫生活動在鴨脷
洲順利舉行

香港摩利臣山
獅子會
Hong Kong Morrison Hill

會長
曾耀祖

資訊委員
胡婉琪

「 紫 醉 金 迷 五 載 同 行 」五 周 年 慈 善 餐 舞 會

夢

一般的晚上，原定於 2020 的盛宴，因為疫

感謝總監梁麗琴獅姐、各位區職員及各方好友一直

情一改再改，終於在 2021 年 10 月 22 日圓滿結

照顧及支持敝會。本會上下實會繼續傳承、實踐獅

束，亦標誌着摩利臣山「浩浩蕩蕩迎來另一新世紀」！

子精神。酒微菜薄，未能一一招呼，但願當晚氣氛
及真誠補足，令大家有一個歡樂難忘的晚上。

在此感謝大會主席樊樂生獅兄、會長曾耀祖獅兄、
大會副主席張穎獅姐、第一分域主席暨前會長李碧
儀獅姐、前會長方貫威獅兄、姚金偉獅兄及吳嘉倫
獅兄、創會獅友王慶堅獅兄與及各位摩利臣山全體
獅友（不能盡錄）過去數個月的努力，齊心將本次
晚宴創造出來。看到每一位嘉賓的笑話，聽到大家
的祝賀，展示出今次五周年慈善晚宴的成功。

聖誕歡樂 @ 葵涌 愛心探訪服務
12 月 12 日，宏施慈善基金葵涌社會服務處

家庭的小朋友，送上祝福。當日榮邀總監梁麗琴獅
姐及各位區職員到場參與服務儀式，亦有眾多獅兄

在疫情下的第二個聖誕節，要如何歡度？所謂一點

獅姐出席，實行「出錢，出力，出心，出席」以及

愛心，十分關懷，透過「聖誕歡樂 @ 葵涌 愛心探訪

「We Serve」的精神。小朋友在家長的陪同下分批

服務」，本會提早準備了聖誕禮物予葵涌區內劏房

到場登記後，喜提福袋；部分福袋更由多位獅友及
義工親自上門派發。今次受眾人數多達 300 位，福
袋的內容亦得到好多人的協助以及贊助，除了食物
外，更有文具套裝、水樽、友會錦繡獅子會贊助的
圍巾、AQ 健康科技水贊助的消毒殺菌噴霧等等。
今次的活動特別有意義，看見小朋友們收到禮物
後，面上掛着歡欣的笑容，懷着興奮愉快的心情離
開，大家所有的付出都是值得的。

脂肪肝及肝臟纖維化掃描服務
12 月 15 日，灣仔活動中心

眾反應踴躍，不斷提問相關的健康問題。而檢查
後，每位受眾均收到福袋，帶着愉快心情離開。

近年來，各種肝臟疾病均有年輕化趨勢，本會非常
榮幸與國際獅子總會中國港澳 303 區預防肝炎教育
委員會聯合主辦「脂肪肝及肝臟纖維化掃描服務」，
並得到創立（香港）有限公司全力支持，希望促使
更多人及早關注肝臟健康問題。
服務當日為 100 位不同年齡、性別的巿民進行肝臟
掃描，由專業技術人員即場解說檢測報告。等候結
果的時間可以觀看有關的影片，由中醫及西醫角度
講解肝病，加深公眾的認知，及早察覺及預防。受
2021年10月至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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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黃金海岸
Hong Kong Gold Coast

獅子會

會長
梁麗貞

2021 年 10 月 28 日會見屯門政府合署專員

本

會自 2017 年成立至今，已於屯門、元朗、天
水圍等區舉辦了多次大型的社區服務活動，

得到眾多市民的稱讚及感謝，同時也受到地區政府
部門的大力支持及認同。本會很榮幸受屯門民政事
務處邀請，拜會屯門民政事務總署馮雅慧專員，實
乃本會全體獅友之榮耀！

的貢獻，鼓勵更多的女性參與社區服務活動，為疫
情中的香港社區獻出一份綿力！各嘉賓及董事內閣
當日，本會邀請到本年度總監梁麗琴獅姐、前國際

積極發言表達對政府部門的期望及對本會活動的支

理事文錦歡獅姐、前總監郭美華獅姐、本會指導潘

持。大家輕鬆暢談，會議在一片溫馨和諧的氣氛中

偉基獅兄等嘉賓及本會內閣董事一同拜會了馮專員。

結束！

會上，創會會長梁麗貞獅姐詳細介紹了本會創會至

會後，感謝梁麗貞創會會長準備了豐富的午餐招待

今舉辦的各類大型社區服務活動，希望在以後的日

嘉賓及獅友們。

子，本會繼續發揚獅子會「我們服務」的精神，密
切配合屯、元、天等區政府部門的工作，將我們的服
務帶給更多有需要的市民。馮專員給予本會極高的評
價及肯定，承諾政府會大力支持獅子會的服務工作。
感謝總監梁麗琴獅姐在會上分享 303 區本年度舉辦
的各類服務活動，並表達希望政府部門給予大力的
支持，承諾若政府部門有需要服務市民的活動，一
定會積極配合及參與。
前國際理事文錦歡獅姐表揚女性於社區服務中所做

2021 年 11 月 26 日參與屯門健康周籌備會議
本會參與由道教青松觀、屯門健康城市協會、香港中文大學中醫學院、香港黃金海岸獅子會及青山寺慈
善信託理事會聯合舉辦之健康活動周籌備會議。本會積極捐款支持此有意義的活動。
活動名稱：屯門社區健康周 2021——中醫抗疫、義診、講座
活動日期：2022 年 1 月 8 日
內容包括：啟動禮、健康舞蹈表演、中醫抗疫講座及義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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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和平
Hong Kong Peace

獅子會

會長
張俊琴

2021.10.2 獅子與你愛心飯飯掂

香

港和平獅子會持續為基層長者提供服務，這
次我們來到觀塘區派飯給長者，並送上福

袋。服務人數為 400 位，鳴謝由第四分區贊助的
100 個飯盒，張俊琴會長表示見到長者們滿心歡喜
地來領取物資，就是我們持續社會服務的動力，非
常高興本會的獅兄、獅姐踴躍參與是次社會服務，
讓活動圓滿成功。

2021.10.11 & 2021.11.15 愛心視覺行動
關心視力是香港和平獅子會今年的主要服務範疇之
一，再度進入校園，安排專業視光師為小一和小二
的小朋友驗眼並配置合適的眼鏡，贈予他們。其中
有一位小朋友驗到眼疾，也特別為他安排義診，希
望每次的視力行動可以幫助基層小朋友未來能好好
學習。由 7 至 11 月已經分別為「長沙灣社區」和「閩
僑小學」的小朋友提供服務。鳴謝合辦團體「聖約
翰馬爾他爵士基金（遠東總會）有限公司」。

2021.10.22
愛心蔬菜餅乾贈基愛

2021.12.12
和平聖誕健康歡樂日

2021.10.22「香港和平獅子會」與友會聯

適逢聖誕佳節，香港和平獅子會主辦「和平聖誕健康歡樂

手合辦「愛心蔬菜餅乾贈基愛」，鳴謝「香

日」，關心長者身心靈健康。活動內容精彩，首先帶長者

港台灣新女性協會」捐贈 Calbee 品牌日

一起練習「毛巾操」，減少長者肌肉和關節的疼痛，接着

本進口的兒童蔬菜餅乾 80 箱予基愛小

透過「歌唱表演」用音樂撫慰長者的心靈，最後「牙齒保健

學，鼓勵小

講座」。謝謝獅姐陳東慧牙醫

朋友努力向

師，為大家講解保健牙齒的

上學習，未

方法和重要性，做好保健牙

來將為這家

齒的工作才可以開心享受美

小學安排驗

食。結束前，和平獅子會贈

眼並贈送眼

送每位長者一個豐富福袋，

鏡的服務。

大家滿載而歸！

第五屆 10-12 月活動列表
2021.10.11 愛心視覺行動 2.1
2021.10.22 愛心同樂贈基愛
2021.11.15 愛心視覺行動 2.2
2021.12.12 和平聖誕健康歡樂日
撰文：資訊委員 蔡孟真獅姐

2021年10月至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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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華夏
Huaxia Hong Kong

獅子會

會長
楊卓鏗

10 月份午餐例會

10

月份午餐例會已於 10 月 29 日於灣仔皇朝會
舉行，榮幸地邀請到教育局局長楊潤雄太平
紳士為主講嘉賓，楊局長的演講題目是：2021 年
施政報告——教育局政策措施簡介
楊局長表示本屆政
府十分重視教育，
過去四年已累積增
加了約 135 億元經
常開支，推出一系
列政策措施，涵蓋
不同的學習階段及
支援安排，亦成立
了專責小組深入研究八個教育範疇的工作，提升教
學質素，讓同學受惠；目前，教育局正聯同辦學團
體、學校及相關機構落實専責小組的建議。
未來一年，教育局會特別加強以下幾項工作：
（一）全面推動國民及國家安全教育
教育局會繼續全方位推動國民教育及國家安全教
育，包括跟進學校的校本計畫、加強教師培訓、更
新課程、提供教學資源和舉辦多元化活動等，讓學
生可以認識中華文化、中國歷史、國情、《憲法》、
《基本法》及國家安全概念，培養學生對中華文化和
國民身分的認同，並加強師生共同維護國家安全的
意識和責任感。
（二）培養學生的媒體和資訊素養、建立正面價值觀
除了教導學生使用資訊新科技的能力，亦更加應該
培養他們的媒體和資訊素養，以免受到虛假或偏頗
信息所誤導。教導學生辨別資訊真偽，慎思明辨，
並建立正面價值觀。
（三）加強教師專業操守和培訓
教育局會加強對教師專業操守的全面管理。由二○
二二 ／二三學年起，公營學校只可以聘任已經通過
《基本法》測試的新教師。教育局會制訂一套教師專
業操守指引，務求教師注意謹言慎行，守規守法。

另外，教育局會強化教師的核心培訓課程，並與師
資培訓機構加強合作，進一步提升職前培訓的水平
及要求。
（四）持續改善幼稚園教育計畫
幼稚園教育計畫在二○一七 ／一八學年實施後大致
暢順，家長可選擇不同模式的幼稚園教育，減輕本
身財政負擔；教育局並會逐步落實各項優化措施。
（五）支援專上教育和研究工作及發展
教育局建議將「研究配對補助金計畫」延長兩年至
二○二四年七月，同時亦建議將大學教育資助委員
會（教資會）資助的研究院研究課程超額收生的上
限，由百分之七十逐漸放寬至百分之一百。教資會
正準備下一個三年撥款周期的建議，當中包括開辦更
多 STEM 範疇相關的課程以培育創科人才。教資會亦
會檢視撥款安排，促進大學積極參與大灣區的發展。
（六）提供多元進階路徑及推廣職業專才教育
教育局會透過加強業界合作，探討如何在職專教育
課程中結合更多職場學習及評核元素，鼓勵學生參
與應用學習，進一步推廣職業專才教育。
（七）應用資訊科技提升教育局服務
教育局計畫將服務申請電子化，以提升處理申請和
派位結果公布程序的效率，方便市民，以及提升處
理學生資助申請及查詢的效率。
感謝當日總監梁麗琴獅姐、上屆總監梁禮賢獅兄、
第一副總監冼健岷獅兄、第二副總監陸嘉暉獅兄及
眾區會領導出
席支持，在場
的獅友亦積極
提問，爭取與
局長交流的機
會 ， 局 長 亦
一一詳細解答
各位獅友的問
題。

十二月份理事會及聖誕派對
本會已於十二月十一日於君悅酒店 The Grill 舉行了十二月份理事
會，由楊卓鏗會長向各獅兄匯報會務及報告未來幾個月的活動計畫與
安排。
會後，隨即舉行聖誕派對。在此感謝楊會長悉心安排是次派對，讓獅
嫂及幼獅一起出席，在悠閒的星期六下午輕鬆自在享用豐富美味的聖
誕大餐之餘，並增進獅誼。 當日除了美食之外，更有節日派對不可缺
的環節——大抽獎。 是次活動共有六十多位獅兄、獅嫂及幼獅出席，
各人都盡興而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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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行樂
Hong Kong Joy

獅子會

會長
劉麗霞

資訊委員
黃雪梅

公 益 英 語 拼 音 基 礎 證 書 班「 拼 出 自 信 未 來 」計 畫

本

會於 10 月 2 日與公益電視合辦「拼出自信未

及提升在校內學習英語的興趣和能力。

來 」計 畫 ， 地 點 在 仁 濟 醫 院 靚 次 伯 紀 念 中

學，此計畫是一個為小三至小五的學生及其家長提

當天大會主席劉麗霞獅姐聯同各位嘉賓，包括總監

供 3 個月免費線上學習課程，目的是希望幫助基層

梁麗琴獅姐、第一副總監冼健岷獅兄、第二副總監

家庭的下一代能通過學習英語拼音來加強自信，以

陸嘉暉獅兄、第六分區主席沈顏師兄、第十八分域
主席楊君宇獅兄、仁濟醫院靚次伯紀念中學曾國勇
校長、各屬會會長及獅兄獅姐等一眾嘉賓（由於當日
嘉賓人數眾多，不能盡列），一同舉行了啟動儀式。
啟動禮有超過 30 名學生連同家長出席，家長們帶
同子女遠道跨區來到將軍澳參加，目的是希望自己
小朋友長大成才，立足於社會。另外，要感謝本會
6 位公益導師，每週抽空幫助小朋友學習、檢查功
課答案及解答拼音疑難，衷心敬佩！
最後要多謝合辦機構新家園協會及本會獅友及義工
的參與。

「耆樂健康物理治療檢查與評估」
隨着人口不斷老化，關顧長者的問題備受社會關
注。因此本會於 12 月 29 日與東華學院物理治療學
系合辦「耆樂健康物理治療檢查與評估」。在物理治
療師協助下，為 100 名長者進行身體評估及物理治療
管理，希望能在早期檢查中給予長者健康保健啟示。
今次大會主席及副主席由第二副會長黎國光獅兄及
義務司庫馬家駿獅兄擔任。活動地點同樣選在仁濟
醫院靚次伯紀念中學舉行。

校長、東華學院物理治療高級臨床講師王振浩先生
及警民關係组主任陳智謙總督察，感謝他們在百忙

出席啓動禮的嘉賓有總監梁麗琴獅姐、第一副總監

中抽空出席。

冼健岷獅兄、第六分區主席沈顏獅兄、第十八分域
主席楊君宇獅兄、仁濟醫院靚次伯紀念中學曾國勇

物理治療師首先教授 8 式防疫毛巾操，之後由物理
治療系學生分組為長者進行評估及治療，完成後向
他們送贈我們預先準備的福袋，為他們送上祝福。
本會獅友及義工們出心出力，無私付出和奉獻，令
活動得以順利完成。
最後，多謝協辦機構「九龍東長者學苑聯網」及「將
軍澳耆樂警訊」。今次活動有賴各位出席嘉賓支持
及指導，實是本會榮幸。
2021年10月至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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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一帶一路
Hong Kong Belt & Road

獅子會

會長
江海旋

一帶一路獅子會向學童自修室捐贈電腦

新

冠肺炎疫情反覆，Omicron 引起全球恐慌，

電腦捐贈服務」活動主席李瑞華獅兄、會長江海旋

大 家 聞 之 色 變 ， 但 是 ， 作 為「 香 港 一 帶 一 路

獅兄、創會會長鄒欣格獅姐和何曉瑩獅姐代表本

獅子會」社會服務重點工作的捐贈電腦行動並沒有

會，向宏施慈善基金羅貝兒社會服務處自修室捐贈

停步，繼續

電腦，幫助學童自修之用。該慈善基金總幹事盧曼

向有需要的

玲出席了捐贈儀式以及其後的座談會。

學校和學生
捐出電腦。

在座談會上，盧曼玲介紹該服務處，那裏共有四個
自修室，全部是為基層小朋友而設，讓他們放學後

2021 年 10 月

有一個較理想的環境做功課，因此電腦需求殷切。

26 日，本會

李瑞華主席和江海旋會長立即表示，將加強與宏施

「學童有『腦』

慈善基金合作，希望向自修室捐贈更多電腦。

李瑞華主席(左2)，江海旋會長(中)，鄒欣格創
會會長(右1)和何曉瑩獅姐(右2)代表本會捐贈
電腦，獲贈感謝狀

鐵人賽、網球賽、籃球賽勇奪殊榮
對付疫症，強身健體是十分重要。2021 年 11-12 月間，國際獅子總

另外，鍾育妙獅姐和鄧智榮獅兄

會中國港澳 303 區舉辦了多項體育活動，李佳斌獅兄、張掦黎獅

攜手參加獅子會網球公開賽 2021

兄、鄧智榮獅兄、鍾育妙獅姐和袁甜獅姐代表本會參加比賽，取得

的混合雙打比賽。經過初賽和決

優異成績，為本會贏得榮耀。

賽多輪角逐，他們以精湛的球

張揚黎獅兄(右1)、李佳斌獅兄(右2)和何
文田獅子會會長楊耀輝獅兄(左2)等籃球
賽前合影

藝，緊密的合作，過關斬將，摘
下桂冠。

李佳斌獅兄和張掦黎獅兄參加 3 人
籃球賽，經過多番激烈角逐，勇奪
2021 獅子會盃季軍。
至於鐵人賽，過程十分精采。李佳
斌獅兄和袁甜獅姐代表本會參加香
港海洋公園保育基金慈善接力挑戰
賽 2021。他們分別完成跑步、踩
單車和游泳三項運動量十分大的比
賽，真是成績得來不易，值得大家
給予讚許。
李佳斌獅兄和袁甜獅姐在鐵人賽合影

鍾育妙獅姐(左)夥拍鄧智榮獅兄
勇奪網球賽混雙冠軍

2022 年舉辦一帶一路文化交流短片創作比賽
「香港一帶一路獅子會」2021-2022 年度會長江海旋獅兄正緊鑼密鼓籌畫一個頗有規模的比賽活動――
「一帶一路文化交流短片創作比賽」。這個活動將邀請一帶一路國家的獅子會合作，期望得到獅友們的熱
誠支持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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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深灣
Hong Kong Signature

獅子會

會長
何啟文

海上清潔日

2

021 年 11 月 7 日，深灣獅子會各獅兄獅姐到西貢海域的沙灘進
行清潔服務。早上大家整裝待發，為愛護地球出一分力，獅友

們透過專業人士指導，用心策畫，踏出清潔香港的重要一步，出海
收集海洋垃圾，保護海洋生態，這次活動我們動員了接近 40 位獅
兄獅姐及家人，場面熱鬧又具教育意義！我們收集了接近 30 袋海
洋垃圾，透過這個活動，希望呼籲更多人關注海洋生態環境問題，
我們亦透過這個活動從中得到反思，未來要更加愛護我們的地球。

香港運動員及運動發展計畫
眾所周知香港運動員為本港摘下很多獎牌，經過無數的艱辛訓練，但是退役後備受忽略，甚至被忘記。
本會希望扶持退役運動員，令他們退役後能以自己的專長貢獻社會，教育下一代。此計畫是本會的重點
服務之一，本會會先以中國武術為起步點，已委任前香港武術代表隊羅沁樂擔任體育顧問，拍攝宣傳短
片，配合課程編制，其主要內容包括長拳、劍術、槍術、南拳、詠春等，目的推廣武術課程到各區的中
小學，令國術運動普及化。深灣獅友將分為 8 個分區主席，把武術課程與學校接軌，令更多下一代能接觸
中國武術運動。

Vegas 360「Halo Backlight 香港深灣獅子會慈善音樂會」
12 月 5 日（週日）是一個非常感動的晚上，恭喜香

當晚有歌星安俊豪、李妍與蘇家欣落力演出，載歌

港深灣獅子會經過短短 2 個月籌備，創造了一個接

載舞，現場氣氛熱鬧，觀眾都很投入。

近 700 個座位、全場爆滿的特別慈善演唱會，並順

是次演唱會以光傳愛，照亮人生，成功對外籌款及

利在海洋公園怡慶坊舉行。

宣傳獅子會，特別是宣掦深灣獅子會的服務、理念
等，獲得各界支持，實在是一個發放正能量的活
動！
這次活動特別鳴謝國際獅子總會中國港澳 303 區梁
麗琴總監作為主禮嘉賓致辭，第一副總監冼健岷獅
兄、第二副總監陸嘉暉獅兄、前總監陳立德獅兄、
指導獅兄陳延邦獅兄及多達 50 多個屬會會長到場
支持，能有你們的參與是本會的榮幸！

義務中醫推拿服務
深灣獅子會聯同香港婦女聯會舉辦四場義務中醫
推拿服務，分別在 10/11、24/11、01/12、08/12
舉行，服務受眾是深水埗及荔枝角的基層長者。
一般坊間的推拿活動收費並不便宜，對基層長者
難以負擔，是次免費推拿服務大受歡迎，能為長
者舒筋活絡，又可以推廣保健養生，各長者們都
很喜歡。另外，一眾義務推拿師看到長者們滿足
的笑容都開心不已，施比受更有福。
2021年10月至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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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肚山
Kau To Shan

獅子會

會長
梁鳳嫦

2021-2022 年度抗飢餓服務——獅子與您「飯飯掂」派飯

本

會響應 2021-2022 年度抗飢餓服務，與深水埗婦女聯合會一同於 10 月 22 日在深水埗海壇街，派
送 200 個熱飯盒及福袋給受眾。派出物資包括：餐巾、地瓜粟米湯、米粉、午餐肉等。

義 工 獎 勵 計 畫「 C h i l l 義 獎 」— — 原 野 風 情 烹 飪 比 賽
由本會主辦，香港青少年服務處馬鞍山青少年外展
社會工作隊合辦，義工獎勵計畫「Chill 義獎」——
原野風情烹飪比賽，於 10 月 23 日在烏溪沙青年新
村舉行。當日本會獅友和外展社工隊與一眾青少年
帶領數隊小朋友，由購買食材到烹煮菜式，花了不
少心機！更有幸邀請到第六分區主席沈顏獅兄和第
十九分域主席戴德祥獅兄，為我們擔任評判。

九肚山獅子會捐血日
11 月 7 日，於中環紅十字會捐血站舉行本年度捐血日。當日一眾獅友攜同親友出席，非常感謝大家抽出寶
貴時間獻出愛心！

九肚山獅子會贏得獅子會
全港學生三人籃球賽男子工商盃冠軍
本會於 11 月 14 日派出三隊出戰獅子會全港學生三人籃球賽，其中男
子工商隊贏得冠軍，非常高興！當日本會創會會長梁鳳華前會長以
及本屆會長梁鳳嫦會長亦有參與賽事。

義工獎勵計畫「Chill 義獎」——活力暴走
11 月 20 日於粉嶺浸會園舉行了義工獎勵計畫「Chill 義獎」——活力暴走
活動。獅友與青少年進行一系列歷奇遊戲和球類運動，實驗團隊精神，
加強溝通技巧！當日大家都玩得十分盡興！

義工獎勵計畫「Chill 義獎」——冬至送暖
12 月 18 日於馬鞍山恆安邨舉行了義工獎勵計畫「Chill 義獎」——冬至送
暖活動。獅友們帶同親友與青少年一起上門，向長者派發福袋及祝賀聖
誕冬至，為獨居長者們送上溫暖。派出物資包括：餐巾、頸巾、淮山
麵、米等。青少年更親手繪製聖誕卡給長者們，非常有心思！

九肚山獅子會慈善聖誕派對
普天同慶的聖誕節，當然要與獅友們一起慶祝！本會於 12 月 20 日假座於尖沙咀 The One Phenomenon
餐廳舉辦了九肚山獅子會慈善聖誕派對。
當晚籌得善款將用於未來本會不同服務活動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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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渣甸山

獅子會
Hong Kong Jardines Lookout

香港渣甸山獅子會
11 月 -12 月二十多項服務活動，勁！

香

港渣甸山獅子會在 11 月 11 日 順利舉行創會

獅姐、黃美芬獅姐、鄭紫茵獅姐、張龍雨獅兄、方

及職員就職典禮暨慈善籌款晚會及生日會

慧明獅姐及陳敏儀獅姐為合資助資格的中小學童，

後 ， 發 揮「 出 心 、 出 力 、 出 錢 、 出 席 」的 服 務 精

提供驗眼及配眼鏡服務；11 月 22 日本會贊助毅行

神，積極舉辦及參與大大小小的活動，服務社會。

者隊伍 NO.0626，以時間 17:19:38 獲得該年齡組
別冠軍；11 月 23 日第三副會長黃惠賢獅姐組織兩
隊運動精英，參與國際獅子總會中國港澳 303 區包
玉昇基金 2022「獅子會愛心慈善跑」，並參與第四
分區——獅子與您「飯飯掂」服務計畫，隨飯盒派
發福袋物予資長者、劏房戶及低收入家庭；11 月
27 日本會支持 Lifewire Music Live Show，為罕
有病兒童籌款。

11 月 13 日由陳敏儀獅姐悉心安排，到蒲台島進行
清潔海灘服務，協助拯救古樹；11 月 20 日本會參
與七會聯合晚餐例會，與屬會：港南、九龍城、置
地、東方之珠、將軍澳及聚賢獅子會互相交流；11
月 16、19、21、26、30 日及 12 月 3 日鄭錦嬋創會
會長、第二副會長黃浩文獅兄、第三副會長黃惠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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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長
鄭錦嬋

資訊委員
陳敏儀

於 12 月 13 日，青少年服務主席陳敏儀獅姐、郭慧

荃灣廣福護老院及深水埗順心意護老院進行老人院

兒第一副會長及鄭錦嬋創會會長到梁省德學校與陳

探訪服務；12 月 29 日鄭錦嬋創會會長及郭慧兒第

家偉校長及李煜政

一副會長率領方慧明獅姐、黃少聰獅姐、劉師齊獅

主任洽談多項公益

兄、李明達獅兄、陳敏儀獅姐、鄭紫茵獅姐、陳巧

服務；在 12 月 13 日

珍獅姐獅姐及黃美芬師姐進行服務，到荃灣南豐中

由陳敏儀獅姐及何

心愛羣社會服務中心，為約 50 人低收入人士小朋

芷美獅姐擔任服務

友及家長（部份是劏房戶）帶來歡樂聖誕，為善不

主席，與任博輝獅

甘後人。

兄和香港基督教女
青年會合作，派發
物資給予深水埗露
宿者服務 。本會十
分感謝鄭錦嬋創會
會長及方慧明獅姐
鼎力支持，使活動
順利舉行。
在 12 月 16 日，鄭錦嬋創會會長、第一副會長郭慧
兒獅姐、方慧明獅姐、Mauree 獅姐、黃美芬獅姐
參與由 40 個獅子會屬會聯合主辦的香港兒童醫院
慈善基金活動，派送聖誕禮物到麥當勞叔叔之家、
兒童醫院等地方。於 12 月 24 日及 1 月 2 日，鄭錦
嬋創會會長將帶領方慧明獅姐、郭慧兒第一副會
長、何芷美獅姐及第三副會長黃惠賢獅姐，分別到

康樂聯誼活動多
11 月 23 日第三副會長黃惠賢獅姐組織黃泥涌導賞
團，十分成功。11 月 27 日郭慧兒第一副會長、陳
敏儀獅姐、黃美芬師姐及劉思齊獅兄出席獅子會桌
球隊創隊之夜，出席者還獲得一個桌球紀念品，恭
喜劉師齊獅兄加入成為區會桌球小組成員；12 月例
會暨「燈紅酒綠聖誕派對」在一片歡笑聲中順利舉
行！感謝香港大灣區獅子會會長及獅友出席參與；
A dv ertis eme nt

12 月 28 日第三副會長黃惠賢獅姐及呂有琪獅兄舉
辦渣甸山歷史及軍事遺跡導賞聯誼活動，參與者均
獲益良多。

2021年10月至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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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科學園
Hong Kong Science Park

獅子會

香港科學園獅子會首個服務活動
「青少年科普計畫發布會暨送贈儀式」

S

TEM 是 Science、Technology、Engineering 以及 Math 4 個字縮寫，顧名思義，就是結
合科學、科技、工程以及數學 4 個專業領域的新興
教育議題。將這些學科結合在一起的教育，不再只
是學習各自獨立發展的知識，而是能發展應用數理
以及動手做、判斷與解決問題的相關技能。推動
STEM 教育
是配合全球
的 教 育 趨
勢，以裝備
及提升學生
的競爭力以
應對社會及
全球因急速
的經濟、科
學及科技發
展所帶來的
轉變和挑戰。
STEM 教育著重的科學、科技及數學的發展與社會
環境是息息相關，然而，香港學生在課堂學習表現
良好的同時，卻較少機會親身體驗活動教學。透過
真實事物讓學生切身體會、發現、了解問題，並想
出解決方法，有助學生獲取經驗發展正面的價值觀
和積極的態度。這些學習機會促進他們探索的興
趣，對學生的全人發展至為重要。因此本會推出科
普計畫課程予獅子會中學的學生參與，透過學習陀
飛輪的結構及原理，開發青少年對 STEM 的認知並
培訓。

陀飛輪裝置於 1795 年以懷錶為設計對象而發明，
其目的是抵銷地心吸力對機械裝置帶來的不利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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響。這個解決方案非常巧妙，要實現並非易事。控
制陀飛輪錶的裝置包括一個移動的框架，其內部安
置機芯的調節機構，即平衡擺輪、擺輪游絲和擒縱
裝置。不停轉動的陀飛輪帶動調節系統進行有規律
的 360 度旋轉，從而持續抵銷地心吸力對調速系統
的影響，並確保機芯的走時精確度。
秉承本會其中一個服務主題——關注對青少年的教
育，提供助學及科研活動計畫，協助培育青少年積
極參與社會事務活動，成就未來造福社群。本會送
贈了一副陀飛輪的模型及教材予獅子會中學，於
2021 年 12 月 3 日舉行「青少年科普計畫發布會暨送
贈儀式」，由大會主席彭智華獅兄教授場內學童，
同學反應熱烈，主動發問及討論，大家對於這個陀
飛輪裝置都十分感興趣。感謝總監梁麗琴獅姐及
2020 東京奧運中國香港代表團團長貝鈞奇 JP 蒞臨
主禮，各位區職員、友會會長及獅友出席，感謝大
會主席彭智華獅兄及創會會長黃宏達 獅兄統籌是
次服務。有賴各位獅友一早到場打點，是次計畫的
發布會才能順利完成，祝願同學們學有所成。
STEM 教育的重點在於發揮學生的創意潛能，讓他
們能應對現今世界的挑戰。就如是次本會透過富有
歷史價值的陀飛輪為例，以不同模型及教材滿足學
生的興趣，透過學習活動加強學生綜合和應用知識
的能力，從而加強學生對 STEM 範疇的興趣，亦
為他們掌握未來升學和就業所需的重要技能與素質
打好基礎。本會將持續關注對青少年的教育，並協
力推動 STEM 教育，讓學生發揮出無限創意潛
能，應對現今世界的挑戰。

會長
黃宏達

香港科學園獅子會
「創會授證典禮慈善晚會 暨 首屆職員就職典禮」
香港科學園獅子會於 2021 年 8 月 11 日獲國際獅子
總會授證認可成立，成為國際獅子總會中國港澳三
O 三區內第九十九個獅子屬會。本會跟隨及遵守國
際獅子總會的宗旨、目的和信條，落實回饋社會的
公民責任及義務，結集各行各業的人才精英，匯聚
賢能達士，集思廣益，發揮各自的力量，針對社會
的不同階層需要，提供適時適當的慈善服務活動計
畫。本會欣喜於大會主席林廣德獅兄及創會會長黃
宏達獅兄帶領下，一眾籌委會成員合力統籌，於
2021 年 12 月 8 日（星期三）晚上假座帝京酒店，順
利舉行創會授證典禮慈善晚會暨首屆職員就職典
禮，並在一片開心熱鬧的氣氛中圓滿結束，多謝各
位的光臨。
香港科學園獅子會全體獅友衷心感謝各位獅友及社
會賢達鼎力支持，光臨指導並贊助抽獎禮物，與我
們共度一個愉快的晚上，令晚宴生色不少，為本會
增添榮譽。如有什麼不足及錯漏之處，請各位海量
包涵。在此，我們特別感謝總監梁麗琴獅姐作主禮

嘉賓，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副局長陳百里博士 , JP 作
監禮嘉賓，另外前國際理事范佐浩獅兄及文錦歡獅
姐、第一副總監冼健岷獅兄、第二副總監及指導獅
兄陸嘉暉獅兄、第六分區主席沈顏獅兄、第十九分
域主席戴德祥獅兄、母會會長南區獅子會會長吳文
獅姐及本會指導獅兄王恭浩前總監作主禮台上嘉
賓，令典禮更添光彩！同時能夠得到大家慷慨支
持，認購慈善抽獎劵，我們一定會繼續努力，發揮
「我們服務」的獅子精神，為社會作出貢獻！
全港青少年三人
籃球賽已踏入第
五屆，適逢今屆
奧運新增三人籃
球比賽項目，本
會希望藉此增加
獅子會於社區及
學校的互動，讓
更多市民瞭解獅
子 會「 我 們 服
務 」精 神 ， 同 時
鼓勵更多青少年
參與體能運動，挑戰自己，為目標而努力，鼓勵青
少年不放棄，積極向上。我們一如既往，務求專
業，此活動邀得民政事務總署合辦，香港籃球總會
和康仁體育會共同協辦。本會希望在全港最大型學
生三人籃球比賽賽事之一的基礎上，可以發展成為
全港校際比賽項目。活動於 2021 年 10 月 9 日舉行
新聞發布會，11 月 6 及 7 日於灣仔頓頓室外球場舉
行初賽。

2021年10月至12月

A dv ertis eme nt

在 2021 年 11 月 14 日，國際獅子總會中國港澳 303
區主辦的「第五屆全港青少年三人籃球賽」最後一
天，於筲箕灣官立中學舉行總決賽及頒獎禮。整個
球賽各有男女子學生組（U10, U12, U16, U18）、獅
子會盃、工商盃及明星友誼賽等組別。香港甲一隊
員也在工商盃大展身手，各參賽者的球技水準都非
常高，令賽事非常熱鬧刺激。香港科學園獅子會為
是次活動之支持屬會，創會會長黃宏達獅兄到場觀
賞激烈球賽之餘，同時代表出席頒獎禮，獲頒感謝
水晶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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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會授證典禮慈善晚會暨首屆職員就職典禮

本 會授證典禮慈善晚會暨首屆職員就職典禮」。

會於 10 月 26 日假九龍香格里拉酒店舉行「創

當晚非常榮幸邀請到一眾主禮嘉賓出席，包括總監
梁麗琴獅姐、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副局長陳百里博士
JP、港區全國政協委員黃錦輝教授 MH、前國際理
事文錦歡獅姐、第一副總監冼健岷獅兄、第二副總
監陸嘉暉獅兄、何文田獅子會會長黃毅超獅兄、指
導獅友許世光前總監、指導獅友潘秉祺獅兄、創會
顧問盧子安獅兄、第六分區主席沈顏獅兄及第十六分

域主席黃淑貞獅姐。感謝一眾會長、2019-20 年區
職員及嘉賓們蒞臨一同慶祝米埔獅子會正式成立。整
個典禮莊嚴隆重，晚宴輕鬆愉快，各來賓盡興而歸。

獅 子 與 您「 飯 飯 掂 」
為響應區會抗疫飢餓服務，本會積極參與獅子與您「飯飯掂」派飯
計畫。一眾獅友於 10 月 23 日到深水埗為獨居長者及劏房基層市民
派飯及福袋。是次活動得到協辦單位九龍婦女會蘇主席及一眾義工
協助，讓活動順利進行。同時非常感謝第四分區主席吳秀嫻師姐及
第十二分域主席李任基獅兄百忙中親身前來支持打氣。

參 與「 全 港 青 少 年 三 人 籃 球 賽 」
米埔獅子會積極支持區會活動，是次分別派出男女
子組參加由第六分區主辦之「全港青少年三人籃球
賽」。賽前已經積極備戰練習，男子隊傾盡全力進

身決賽。由米埔獅子會、九肚山獅子會、銀綫灣獅
子會和中港獅子會組成的女子 SuperLady 團隊，
更贏得女子工商盃亞軍。

支 持「 青 少 年 人 生 之 旅 」
創會會長余綺敏獅姐及第一副會長余華強獅兄於 11
月 28 日參與由第三分區主辦之「青少年人生之旅」
活動。

創會會長余綺敏獅姐第二年擔任人生之旅導師，透過
分享她的經驗及經歷，希望能夠幫助初出茅廬的學
生，讓他們可以充滿信心踏出社會，面對人生挑戰！

「你、我、牠普天同慶度聖誕」
米埔一眾獅友於 12 月 10 日探訪靈實恩光學校，一
所為 6 至 18 歲嚴重智障兒童提供全日制特殊教育及
寄宿服務的學校。適逢當天是該校一年一度的聖誕
聯歡會，獅友們一早到場準備，為學童及其照顧者
舉辦一個特別的聯歡會。我們本想帶同寵物與學童

一起慶祝，但因受制於學校防疫措施關係，只能用
氣球寵物代替。當看到他們愛不釋手的時候，大家
也很高興。這次探訪，除了讓嚴重智障的學生們有
機會接觸更多外界的新朋友，也讓獅友們了解到照
顧者的辛酸，希望照顧者感受到我們的支持及關
顧，知道世界並沒有把他們遺忘。

米埔導賞環保遊
為實踐米埔獅子會「服務生命．尊重生命．保育生命」之理念，我們於
12 月 11 日為播道兒童之家的兒童舉辦一個具環保教育意義的米埔導賞
遊。在導賞員講解及帶領下，獅友與受助兒童認識到不同類型的濕地，
觀賞到不同的候鳥，大人與小朋友都非常投入。藉着這次活動，受助兒
童能夠有機會出外郊遊，同時能夠認識米埔自然保護區對環境保育的重
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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