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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譯：何桂明獅姐)

獅子會一大成就：青年服務
不久之前，我參加了在南卡羅來納州聾啞人士學校舉

要認識獅子會各屬會如何參與青少年服務，請參考以

辦的一個青年獅子會創會儀式。真正令我感到震驚的

下三個簡單的做法：

是，新的青年獅子會員對他們社區服務的承諾，他們

˙ 聯絡當地的高中或青年組織，提出聯合服務計劃項

的誠意絕對令人感動。這就是青年人的特質；他們經
常都是充滿激情，充滿活力和充滿理想。這一切使我
們聯想起…獅子會員…對嗎？我們越來越需要與青少

目並考慮資助。
˙ 邀請青年參與您的下一個服務項目 - 讓他們參與規
劃並擔當重要工作。

年在一起，活用他們的精力和技能並鼓勵他們參與服

˙ 參加國際獅子總會的一項青年服務計劃 – 例如贊

務。他們是獅子會的完美合作夥伴。獅子會員可以作

助和平海報大賽，參與青年營和交流活動，或創立

為榜樣，讓我們為青少年服務，鼓勵年輕人加入你的

青年獅子會等。

屬會，未來的服務是青年的領域。青少年的參與為國
際獅子總會服務框架奠下基石。

想當年我還年輕時，我很積極參與服務，每當成年人
給我機會參與，我都非常感激，相信您會有同感。我

我們如何與青少年相處很重要。年輕人不僅是志願工

們的服務是我們社區的重要資源。但是，我們可以通

作者 - 他們是夥伴。我們不要高高在上地訓示他們，

過領導下一代參與服務，我們所做的工作必定倍增並

要細心聆聽他們的想法，對他們的成就表示欣賞。在

可確保不斷地延續下去。

服務期間為青少年提供有意義的領導作用。

(譯：何桂明獅姐)

阿根廷的遊樂場近在咫尺
獅子會國際基金會 (LCIF)譚榮根主席在2012年的

沒有操場。遊樂場除了提供娛樂外，亦為殘疾學生

獅子會通訊中寫道“試想當一個遊樂場建成，讓殘

提供了豐富機會改善認知，社交和情緒發展。

疾兒童終於可以一起玩耍，是多麼快樂！”阿根
廷Villa Regina積極回應主席的勸籲幫助殘疾人，

Villa Regina獅子會以各種方式為遊樂場籌集資

主動在殘疾兒童和年輕人的學校推行服務。 最終

金，包括“踏出一個夢想”，與當地志願消防員一

結果是建成了在特殊教育學校的無障礙操場。操

起完成了一個24小時自行車慈善跑。Villa Regina

場包括一個無障礙的旋轉機動遊戲，多組鞦韆和

獅子會經常在學校擔當義工。他們帶著學生走遍學

蹺蹺板。還有感官設備，如高架沙箱，觸覺板，手

校的園地，並在每年八月組織了一年一度的兒童日

語板和凸字板。遊樂場資金來自LCIF撥款17,211

活動。獅子會員將熱巧克力和甜麵包送到學校，為

美元，以及Villa Regina Lions Club籌集的善款。

孩子們組織遊戲。

特殊教育學校招收了超過100名6至25歲的視力障

感謝Villa Regina獅子會的熱心捐助，特殊教育學

礙，認知障礙或身體殘疾學生。學校根據他們的能

校的學生現在可以跟年齡相近的人一塊學習和玩耍，

力而設計和提供職業培訓和傳統學習課程。但學校

發展自己的生活技能，發掘在操場上玩耍的樂趣。

2 0 1 7 年5 月至6月

5

國 際 總 會 訊 息 H e a d q u a r te rs Ne ws

6

May & June 2017

國 際 總 會 訊 息 He a dq ua rte rs News

2 0 1 7 年5 月至6月

7

國 際 總 會 訊 息 H e a d q u a r te rs Ne ws

8

May & June 2017

國 際 總 會 訊 息 He a dq ua rte rs News

2 0 1 7 年5 月至6月

9

國 際 總 會 訊 息 H e a d q u a r te rs Ne ws

10

May & June 2017

國 際 總 會 訊 息 He a dq ua rte rs News

2 0 1 7 年5 月至6月

11

國 際 總 會 訊 息 H e a d q u a r te rs Ne ws

12

May & June 2017

國 際 總 會 訊 息 He a dq ua rte rs News

2 0 1 7 年5 月至6月

13

總監的話

之(六)

馮妙雲 總監 2016-2017
堅信共融 邁向高峯 I 踏進新紀元 挑戰新高峯

區會今年度的會務、獅務、服務、會員人數、新創屬

次選舉為社會樹立服務典範，發揮楷模作用。今次選

會數目不斷有突破，區務由始至終都是精彩，五月及

舉進行了多個月的籌備工作，參選的社福機構有40多

六月的區務繼續邁向新高峰。

間，經篩選後在5月21日舉行總選面試，首席評判為
前立法會主席曾鈺成先生GBM GBS JP，選出了10個

創立兩個新屬會

最優質的服務計劃，並於6月7日舉行了頒獎典禮，表

區會的獅友積極進取熱心創會，於5月份再有兩個新

揚這些優質服務及機構。今年是區會第一次牽頭舉辦

屬會創立，使屬會總數增至86個，成了303區歷史的

全港性的社會服務選舉，獲得很多機構好評及鼓勵，

新一章。兩個新屬會包括：

成效理想。

- 香港比華利山獅子會5月22日創會；
- 將軍澳獅子會5月31日創會。
區會今年度已連續創立了7個新屬會，會員人數達
2,211人，屬會數目、會員人數不斷上升，我們便有
更多人力物力推展更多服務，讓社會上更多有需要的
人士受益。

區年會
本年度的區年會已經於5月7日完滿舉行，成功選出了

兒童及青少年粵劇折子戲公開大賽

303區下一個年度的領導班子如下：

此項比賽的總決賽於5月3日舉行，由TVB製作及錄影

候任總監（2017-2018）

：陳立德獅兄

整項賽事。進入總決賽的隊伍是從初賽30多隊參加者

候任第一副總監（2017-2018） ：郭美華獅姐

中篩選出來的精英，兒童組及青少年組各五隊。入圍

候任第二副總監（2017-2018） ：王恭浩獅兄

總決賽的隊伍水準極高，在唱、造、唸、打各方面的
表現極佳，他們很用心演繹，現場觀眾也感受得到他

衷心恭賀候任總監、候任第一及第二副總監，他們都

們對粵劇的濃厚興趣，這比賽讓兒童及青少年發揮才

是現屆區職員團隊的成員，獅務經驗豐富，我深信他

華，在他們成長的階段給予肯定，實在是一項很有意

們定必能帶領區會繼續將獅子會「我們服務」的精神

義的服務。總決賽由資深藝人汪明荃及應屆香港先生

發揚光大，為獅子會下一個世紀的服務邁向更高峰。

丁子朗擔任司儀，已於5月20日在J2台播出。

另外，區年會亦議決通過了將旺景工業大廈的會址出
售，並另外再購買其他物業作獅務用途。本人及區職
員將會全力跟進此項目，並適時向各位匯報有關進展。

香港十大優質社會服務計劃選舉
獅子會是一個服務社團，舉辦是次選舉是希望發揮牽
頭作用，以表揚社福機構卓越的表現和成就，從而提
高社會人士對服務工作的認知和認同，同時亦透過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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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善高爾夫球賽 暨 總監盃賽事

評審，結果如下：

比賽於6月2日舉行，感謝各位獅友熱心支持及參與，
籌得善款約$24萬，將會捐贈予「獅子會與浸會大學

• 全年優異屬會獎 – 銀灣獅子會

中醫藥慈善基金」進行長者服務。

• 全年最傑出會長獎 – 快活谷獅子會 姚君偉會長
• 全年優異屬會服務計劃獎 – 荷李活獅子會 「共建
深情在蘇屋」服務
衷心祝賀各得獎屬會及獅友，希望各位繼續努力服
務，發揚「我們服務」的精神。

芝加哥國際年會
今年的芝加哥年會是國際總會百年慶盛事，區會獅友
逾170人出席，與全球獅友齊集在獅子運動的發源地
熱烈慶祝，紀念這歷史時刻。我們在芝加哥出席了很

第三次全區聯合晚餐例會：向總監、區職員、
終生會員致敬

多活動，包括氣氛熱鬧的國際巡遊，年會開幕/閉幕

於6月19日在香港嘉里酒店舉行。這次例會總結了區

誼宴會，觀光遊覽等。303區團隊還在國際巡遊取得

會今年度的進程，當晚播放短片回顧這一年來的區務

了亞軍，實在可喜可賀！我們能有機會親身到獅子會

及服務，既豐富又精彩，我與區職員，區委員主席，

的發源地參與歷史性的百年慶典活動，實在很有意

屬會會長及獅友一同努力推展一個又一個服務，這是

義，不枉此行。

禮，投票，參觀國際總會總部，龍之夜晚會，多個聯

很令人回味的歡樂日子！我藉著這次例會給我的區職
員團隊、服務數十年的終生會員送上衷心感謝！

隨著芝加哥年會的閉幕，新一個獅子年度立即啟動，
我深信區會在下年度新領導班子的帶領下必定繼續精
彩，再攀越新高！

區傑出獎項選舉
透過舉行傑出獎項選舉，我們希望表揚及鼓勵各屬會
及獅友在獅務上的貢獻。今年的選舉已於6月3日舉行
2017年5月至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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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十大優質社會服務選舉2017」頒獎典禮

「香

港十大優
質社會服
務選舉2017」頒獎典禮
已於2017年6月7日假
座香港洲際酒店舉行，
我們好榮幸邀請到大會
評審團主席曾鈺成先生
GBM GBS JP為頒獎典
禮擔任主禮嘉賓。

楷模作用。我們亦邀請
到德勤. 關黃陳方會計
師事務所為是次選舉進
行初選。

頒獎典禮當日已順利頒
發香港十大優質社會服
務計劃，全港各大傳媒
一同見證首屆十大優質
主禮嘉賓大會評審團主席曾鈺成先生GBM GBS JP為頒獎典禮致詞
社會服務計劃的誕生，
國際獅子總會中國港澳303
能於眾多高質數的服務
區舉辦是次選舉是希望透過公開公平的選舉，以肯
計劃中脫穎而出，絕對是實至名歸。當日亦頒發了
定得獎服務對社會的貢獻，從而提高公眾對服務工
國際獅子總會中國港澳303區2016-17年度最傑出
作的認知和認同，希望為社會樹立服務典範，發揮
服務計劃，得獎屬會是香港荷李活獅子會，計劃名
稱是"共建《深》《情》在蘇屋”。

香港荷李活獅子會榮獲國際獅子總會中國港澳303區2016-17年
度最傑出服務計劃獎

大會頒發獎牌予香港十大優質社會服務其中一個服務團體

1
2
3
4
5
6

團體
路德會青政中心
榕光社老人服務團有限公司
基督教懷智服務處白普理田景中心及宿舍
Helping Hand
家居維修義工協會
香港小童群益會

服務計劃
Wecycle 改變之輪單車導賞員訓練計劃
夕陽之友服務計劃,中醫流動醫療車,免費餐膳服務計劃
友共情 Forever 義工計劃3
Helping Angels-Elder to Elder Caregiver Service Project
全城家居維修服務
賽馬會網上青年外展服務-香港小童群益會夜貓Online

7
8
9
10

再皂福
眼睛健康基金
香港基督教女青年會秀群松柏社區服務中心
義務工作發展局

再皂福
眼睛健康教育
Green care 二手長者復康用具回收轉售計劃
香港賽馬會社區資助計劃-專才義工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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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屆廣深港獅子會
羽毛球聯誼比賽
2016-2017年度羽毛球小組
第一屆廣深港獅子會羽毛球聯誼比賽
日期：2017年4月22日(星期六)
地點：深圳市福田區中康北路，百胜羽毛球館

香

港，深圳，廣州，三地第一次舉行羽毛球
聯誼比賽，已順利在深圳百胜羽毛球館完

成。當日，比賽氣氛激烈，各球員比賽投入，大家
非常愉快地圓滿結束！
在此感謝各位香港出席獅友，有張美娟獅姐(港
南)、余華強獅兄(維港)、陸伊萍獅姐(中區)、沈達
祥獅兄(筆架山)、陳靄華獅姐(香港荷李活)、李錦
榮獅兄(炮台山)、張耀成獅兄(港南)、態迪安獅姐
(西貢)。亦非常感謝劉俊獅兄 (深圳銘德服務隊創
隊隊長及深圳獅子會羽毛球俱樂部主席)、尹巡安
獅兄(廣州藍天服務隊隊長及廣州獅子會羽毛球俱
樂部主席)、李胜獅兄(廣州獅子會星願服務隊及廣
州獅子會羽毛球俱樂部副主席) 邀請我們香港獅子
會參與這個活動，並於當日接待，安排比賽，晚上
更設宴接待我們一眾獅友。
當日經過大家一輪激烈的比賽後，我們香港隊僥倖
地榮獲冠軍。頒獎環節簡單而隆重。主席感謝香港
各獅友，投入，盡力完成比賽，得到好成績！
本人希望能透過比賽，吸引更多有興趣羽毛球這個
運動的獅友參加羽毛球小組。
麥月愛獅姐(維港)
16-17年度羽毛球小組主席

2017年5月至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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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3區康樂及體育活動-國術組
303區第二次聯合晚餐例會，向會長秘書司庫致敬，
暨新春團拜，醒獅儀式及國術表演項目

馮

妙雲區總監於2017年2月20日303區第二

點睛簪花掛紅

次聯合晚餐例會，向會長秘書司庫致敬，

等等事宜。

暨新春團拜醒獅項目中指派由303區國術組負責。
當晚邀請香港
中國國術龍獅
總會主席江沛
偉師傅帶領獅
兩頭醒獅表演採青

隊表演，我們

國術組要和江師傅傾談醒獅如何配合大會的節目。
晚會開始，兩頭醒獅帶領嘉賓進場，當嘉賓陸續上
台就座，醒獅離埸，我們就在後台準備下一個環
節。點睛儀式開始，醒獅開始進場在台前兩旁就
位，總監，大會主席，大會副主席，副總監，分別
總監馮妙雲獅姐，大會主席戴桂洪第二分區主席接受吉祥對聯

順序為左右兩頭醒獅簪花掛紅，點睛，隆重儀式完
成後，兩頭醒獅開始表演採青，然後再有兩幅吉祥
對聯，由馮總監和大會主席接受，隨後兩頭醒獅
繞場與嘉賓同
樂，獅友們都
非常開心與醒
獅合照，令現

總監、大會主席及各主禮嘉賓，要分先後次序為醒獅點睛簪花
掛紅

場充滿新年歡
樂氣氛。

首先要和大會

最後，很感謝

主席戴桂洪第

馮妙雲總監的

二分區主席商

信任，我們國

談醒獅如何配

術組提供專業

合整晚的流

意見和協助醒

程，要知道

獅環節，令整

醒獅出場的時

晚的醒獅流程

間，醒獅需要
做什麼節目？
多少人為醒獅

兩頭醒獅帶領嘉賓進場站在兩旁

非常順暢，指
303區馮妙雲總監，國術組顧問高敏華前
總監，主席黃世洪獅兄，香港中國國術龍
獅總會主席江沛偉師傅合照

派工作得以圓
美結束。

醒獅繞場和獅友同樂獅友們爭相和醒獅
合照

國術組顧問高敏華前總監，主席黃世洪獅兄

18 May & June 2017

District 303 news update

三○三區區會訊息

303區康樂及體育活動-國術組
醒獅儀式及國術表演項目
國際總會長鮑伯科羅法官探訪303區，歡迎晚宴
另外，國術組亦曾於2016年7月12日，國際總會
長鮑伯科羅法官Chancellor Bob Corlew探訪303
區，區會舉行歡迎晚宴，表演節目。國術組負責當
晚的醒獅儀式及國術表演項目，首先要和大會溝
通當晚表演
的時間和流
程，並邀請
醒獅隊和國
術師傅。
當晚兩頭醒

兩頭醒獅帶領嘉賓進場

獅帶領嘉賓
醒獅表演

進場，隨即

點睛儀式，表演採青，醒獅向嘉賓祝賀，（15-20分
鐘），然 後 離 場 ， 大 會 儀 式 正 式 開 始 。 約 6 0 分 鐘
後，國術表演開始，國術組邀請了2個門派12位師
傅，出席表演，首先安排出埸北少林門集體少林扇
子，洪拳國術總會精華拳，北少林門三節棍對槍，
洪拳蝴蝶掌，北少林綜合太極劍。（15-20分鐘）
國術組，邀
請香港中國
國術龍獅總

國術組高顧問，黃主席邀請江沛偉師傅

會主席江沛
偉師傅，洪

鳯 派 龍 獅
團，北少林
門龍子祥國
術總會。

北少林門三節棍對槍
A dv ertis eme nt

醒獅國術師傅準備就緒

2017年5月至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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獅子會龍舟隊
獅子會龍舟隊豐收的一年

今

年 獅 子

獅子會龍舟隊於

會龍舟隊

過去兩年由前總

（ L C D B T ）可 謂

監梁家昌獅兄擔

豐收的一年，今

任龍舟隊主席，

年端午節參加了

並在他帶領下，

香港太子獅子會

盡得佳績。主席

在大埔海濱公園

對龍舟隊出心出

舉辦龍舟競渡之

力，逢操練必早

香港太子獅子會

到，並且為龍舟

盃，在友隊力迫

隊成功爭取籌款

之下，於終點前

購置多一條新龍

些微險勝。實現

舟，贊助龍舟隊

了三年冠夢。在此衷心多謝香港太子獅子會給我們

隊衣。成功游說總監馮妙雲獅姐贊助龍舟隊隊衣及

機會參賽，並衷心多謝總監馮妙雲獅姐對龍舟隊的

碳纖維槳。

厚愛，贊助龍舟隊隊衣及碳纖維槳，正所謂工欲善
其事，必先利其器，用了碳纖維槳，令扒龍舟速度

獅子會龍舟隊新一屆的主席是主會的TANNA

都快了。

MEHUL獅兄，在此，希望在他及兩位教練黃光
耀獅兄和
另外，龍舟

張聖德獅

隊於六月十

兄領導之

八日參加了

下，令獅

大 澳 精 英

子會龍舟

賽，並於公

隊技術更

開賽中獲得

進一步，

季軍，一眾

為國際獅

強隊於終點

子 總 會

前差不多一

303區打

齊衝線，實

響名聲。

在精彩。

20 May & June 2017

District 303 news update

三○三區區會訊息

2 01 7 年 「 糖 尿 病 、 腎病知多啲」健康展覽及研討會

今

年中心與摩星嶺獅子會合辦的2017年「糖尿病、腎病知多啲」健康展覽及研討會已於2017年4
月29及30日（星期六及星期日）假座尖沙咀香港基督教青年會順利舉行。開幕典禮於4月29日舉

行，我們十分榮幸邀請食物及衞生局常任秘書長(衞生)聶德權先生, JP、醫院管理局總行政經理 (綜合護
理計劃) 庾慧玲醫生及總監馮妙雲獅姐擔任主禮嘉賓，其他嘉賓包括香港腎科學會主席鄧智偉教授、摩星
嶺獅子會的獅友及中心董事局成員等，令整個健康展覽會生息不少。開幕典禮完結後，威爾斯親王醫院
泌尿科名譽助理教授陳自覺醫生為我們主講「前列腺健康談」，並即場解答觀眾的問題。
4月30日（星期日）由「香港腎科學會」派出香港腎科學會會董陳耀恆醫生及容震宇醫生為我們主講「糖
尿病、腎病知多啲」，廣大市民近年來對自己健康的關注，出席人數超過100人。一連兩天的健康展覽
及研討會，提供有關健康展板供大眾市民欣賞外，還有免費簡單的健康檢查，包括量度血壓、度高、磅
重、測脂肪等，展覽活動非常成功，市民反應良好，估計大約超過1,000人參觀。

籌委會聯合主席李寶儀獅姐（左一）及籌委會副主席曾炳威獅兄
工程師（右一）陪同主禮嘉賓聶德權先生,JP（左二）致送紀念品
予中心董事局主席何錦程獅兄（右二）

威爾斯親王醫院泌尿科名譽助理教授陳自覺醫生為我們主講
「前列腺健康談」

中心的護士團隊為廣大市民提供簡單的健康檢查包括檢驗血
糖、量度血壓、度高、磅重、測脂肪比例等

健康研討會完結後，合辦機構摩星嶺獅子會派發福袋予各位入
場聽眾

2017年5月至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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獅子會中學

教 育 Education

第十七屆畢業典禮暨獎助學金頒獎禮

獅

子會中學於五月二十七日(星期六)在太平山
獅子會禮堂舉行第十七屆畢業典禮暨獎學金
頒獎禮。典禮開始，由獅子會中學法團校董會主席
兼校監崔志仁獅兄致歡迎詞。崔校監勉勵畢業同學
要繼續努力，回報社會，實踐獅子會「我們服務」
的精神。接著由林日豐校長作校務報告，並以「逆
風飛翔」歌曲鼓勵同學要追尋夢想，追求有意義的
人生。當天亦承蒙國際獅子總會中國港澳303區馮
妙雲總監蒞臨主禮，在其致訓詞中，訴說了她對畢
業同學的期望和叮囑，並引用了香港拳擊運動員曹
星如先生的例子來鼓勵畢業同學要不懼挫折，努力
實現自己的理想。

位的畢業生，令他們得以克服經濟上困難，繼續追
求自己的學業和理想。而今屆畢業生的「傑出學生
獎」及「全級首三名」的獎學金則由銀綫灣獅子會
所捐贈。
為了答謝馮妙雲總監於百忙中抽空出席是次畢業
禮，以及即將卸任校監一職的崔志仁校監，多謝他
對本校一直的支持。本校修讀視覺藝術科的同學親
自製作了紀念品送贈，令紀念品更具意義。
接著是畢業生代表鄧穎心及廖承豐同學致謝辭，以
及致送母校紀念品。兩位同學聲情俱備，訴說了對
校園生活的懷念、對將來的冀盼、對母校的留戀，
鼓動了畢業同學的情緒，令他們不禁襟然淚下。

接著142名畢業同學在嘉賓、家長、校友和師生共
同見證下，穿上畢業袍，從馮妙雲總監手中領取畢
業證書，標誌著他們完成中學階段的學業，邁向光
明的未來。
緊接著有支票捐贈儀式，現任獅子會何德心小學校
監梁麗貞獅姐，以及2005年畢業生方水鑫校友分
別 捐 贈 了 拾 萬 港 元 和 叁萬 二 仟 伍 百 港 元 予 獅 子 會
教育基金及獅子會中學獎助學金鼓勵同學繼續進
修。然後是頒發獎助學金的頒獎儀式，譚鳳枝前總
監、呂潤棻前總監、何麗貞候
任副校監、方水鑫校友和759
教育基金代表何萬理先生分別
向十六屆畢業生頒發譚鳳枝獎
助學金、化學科獎助學金、何
麗貞獎助學金、方氏獎助學金
和759阿信屋獎助學金。這些
獎助學金數年來資助了本校多

22 May & June 2017

家長也是學校重要的持分者，同學能夠長大成人，
完成中學階段，有賴家長的循循善誘。今屆獲老師
提名的「優秀伙伴家長」共22位，由主禮嘉賓馮妙
雲總監致送感謝狀，向多年來關心和信任學校的家
長作出致謝。
最後，畢業禮在同學的歌聲和音樂劇表演中圓滿結
束。深信本屆的畢業生能秉持獅子會中學的校訓和
精神，努力追尋夢想，開創屬於自己的光輝未來。

Education

教育

獅子會何德心小學

台灣環保交流團

為

了擴闊學生的視野，增加對環境保護的認

生參觀碳中和樂園、紅樹林生態展示館、北投圖書

識，本校為四至六年級學生籌辦四天三夜

館、樹火紀念紙博物館、Baby Boss職業體驗任意

既有意義、又具教育價值的台北環保交流體驗團。參

城和防災科學教育館著名景點。是次能參觀不同的

加的同學有機會參觀台北的環保設施，大開眼界。

展館，令學生對台灣的文化更有認識，為自己的學
習歷程畫上精彩難忘的一頁。當地工作人員盛情接
待，安排職員帶領學生遊覽，以加深認識。
而當地亦安排學生參觀環保社區(楊梅市秀才里)及
慈濟資源回收站，令學生對台灣的環保措施有更深
了解，接觸到更多環保的新概念，更有機會親手製
造環保肥皂。此外，當局更安排本校學生與台北市
內湖區新湖國民小學的學生交流，參與當地學校的
課堂及種植活動，新湖國民小學的小朋友一對一熱

同學們都整裝待發，準備去台灣了！

情地教本校學生有機耕種的知識，又嘗試翻土、播
種和收割，體驗農夫的生活。完成活動後，每位小

本年得到獅子會教育基金、梁麗貞校監及多位校董

朋友都上了寶貴的一課。學生都認為當日的活動甚

捐款贊助本校學生參加「台北環保交流體驗團」。

有意思，他們結識了不少新朋友，對此行程畢生難

莘莘學子暫時放下書卷，初行萬里路，增廣見聞。

忘，獲益良多。

由於名額有限，很多學生為爭取出外交流的機會，

交流團結束後，

絞盡腦汁，花盡心思撰寫交流計劃書，最終35位

本校舉辦了「台

精英脫穎而出。本次交流團的行程為四日三夜，學

北環保交流體驗

在樹火紙博物館耐心地學習製作再造紙

團分享會」，家

同學們學做環保肥皂

長和四至六年級
的學生出席，簡
同學們在‘Baby Boss’進行角色扮演，
惟肖惟妙

有山校董蒞臨指
導。五組學生向

同學們匯報，分享在台北交流的學習成果。各組分
別介紹不同景點，除了分享感受，匯報的學生還即
場向同學提問相關內容，再送贈台北的特產和紀念
品予答中問題的同學，互動的場面，把氣氛推至高
峰。最後，同
學向嘉賓送上
自製的書簽，
為是次交流活
動劃上完美的
句號，嘉賓及
家長們對學生
的表現均表讚
在新湖國民小學學習有機耕種

賞。

同學們在交流分享會進行匯報

2017年5月至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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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獅子會眼庫
香港獅子會眼庫與澳洲新南威爾斯獅子會眼庫
(Lions NSW Eye Bank)
合作服務計劃

香

港獅子會眼庫致力倡導眼組織捐贈，幫助
眼疾患者早日復明，並宣揚捐贈的崇高意

義及正面的社會價值。 眼庫的服務已經擴展到其
他有關眼疾，包括預防及眼睛健康普查等。
眼庫除與香港醫院管理局、香港眼科學會合作，還
會擴展與海外的獅子會眼庫交流，合作服務等，令
更多眼疾病人受惠。
2017年6月16日，澳洲新南威爾斯獅子會眼庫，國
際獅子總會澳洲雪梨201N5區前總監，澳洲夢想成
真基金會副主席，艾倫.弗蕯 Allen J Fraser (JP)，

和基金會副主席，秘書長連素珍（JP)一行多人，
探訪香港獅子會眼庫 。
在會議上艾倫.弗蕯 Allen J Fraser (JP)，分享了
他的服務團隊在中國做服務的經驗，已多次到中國
為眼疾病人做白內障手術，包括西藏，雲南，內蒙
古，四川等。

大家商談服務計劃和分享曾經服務的地區例如四川，西藏⋯等

香港獅子會眼庫高敏華主席很高興和澳洲新南威爾
斯獅子會眼庫合作服務計劃，今次將會服務中國偏
遠地方青海，為白內障眼疾患者做手術，預算在明
年進行，服務300位白內障病患者，澳洲夢想成真
基金會將會資助經費。
胡志鵬會長提及這次服務計劃是首次和海外的獅子
會眼庫合作，希望日後都能與更多海外獅子會眼庫
合作，服務更多眼疾市民。
預祝香港獅子會眼庫和澳洲新南威爾斯獅子會眼庫

高敏華主席和胡志鵬會長代表致送紀念品給澳洲新南威爾斯
獅子會眼庫

24 May & June 2017

這次聯合服務計劃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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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3區屬會服務地標 (二)

資料搜集整理: 香港北區獅子會創會會長 馬祥發

香港亞洲獅子會 Hong Kong Asia Lions Club
香港大學專業進修學院保良局何鴻燊社區書院，位於香港銅鑼灣禮頓道66號，由保良局與香港大學專業
進修學院合辦，以非牟利方式為青年人提供升學途徑及優質的專上教育。在發展經費方面，書院各樓層
及課室之命名權，均由各界的善長仁翁，以捐獻善款而獲取授權方式進行。於此，該獅子會於2010年6
月28日，捐助了善款港幣五十萬元，該校15樓獲命名為『香港亞洲獅子會教學樓層』。
Founded by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School of Professional and Continuing Education
(HKU SPACE) and Po Leung Kuk in 2006, playing important role in providing sub-degree higher
education in Hong Kong. Hong Kong Asia Lions Club donated HK$500,000 on 26 th June 2010.
Thus its 15 th floor has been named as “Hong Kong Asia Lions Club Academic Floor”.

觀塘獅子會、金馬倫山獅子會、香港中港獅子會、*九龍中央獅子會
Lions Club of Kwun Tong, Lions Club of Mount Cameron, Lions Club of Hong
Kong (Mainland), Lions Club of Kowloon Central.
在香港大嶼山芝麻灣半島以南，長洲以西有一個島嶼名石鼓洲，島上有一座「香港戒毒會」住院式戒毒
治療中心，此院始建於1963年，是自願戒毒者治療及康復宿舍。禁毒服務「糖衣風暴」是香港中港獅子
會聯同許多分會與「香港戒毒會石鼓洲康復院」之長期禁毒的服務項目。「善獅樓」是一個牌坊。在石
鼓洲半山辦事處之大堂前右處。建於1997年。從相片中，看到「善獅樓」三個字在牌坊中間，意思是
“善心佈施的獅群”。
*九龍中央獅子會在1999年解散。

Lions Club and the society for the Aid and Rehabilitation of Drug Abusers (SARDA) are long time
partners. An memorial archway was built in Shek Kwu Chau Treatment and Rehabilitation Centre
in 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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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太平洋獅子會 Lions Club of Hong Kong (Pacific)
明愛香港太平洋獅子會幼兒園 地址: 香港小西灣道9號富欣花園
Caritas Lions Club Hong Kong (Pacific) Nursery School Address G/F Harmony Garden, 9 Siu Sai
Wan Road, Chai Wan, Hong Kong
1995-96年該會與香港明愛的教育部門商議。同意以兩年的時間籌備建校基金近八十萬元。1997年9
月，明愛香港太平洋獅子會終於在小西灣現址開課。選擇小西灣是基於當時該地區有大量新移民，極度
需要一間有質素的幼兒學校去滿足需求。創校至今二十年，該會會員仍然關懷學校運作。
In 1995-96, this club and the Education Board of Hong Kong Caritas, after several discussions,
approved the issue of setting up a nursery school. This club agreed to use two years to establish
an educational foundation and raised HK$800, 000 as seed money for the nursery. In September
1997 the Caritas Lions Club of Hong Kong (Pacific) Nursery School started to operate. The
reason for choosing Siu Sai Wan was because there were plenty new immigrants in that district
and a quality nursery school was mostly needed. After 20 years,
their club members still show their concern and work with the
school closely.

域多利獅子會 Lions Club of Victoria
烏溪沙獅子亭是為紀念域多利獅子會於1971年贊助修建烏溪沙青年新村。40多年前獲捐贈的燒烤爐現時
仍在使用，為年青人帶來娛樂及聯誼的好機會。
The Wu Kai Sha pavilion commemorates the sponsorship made by the Lions Club of Victoria
in 1971 to Wu Kai Sha Youth Village. The barbeque stoves that still stand today were donated
over 40 years ago. It serves as a good recreational activity for fellowship building among young
people.
碑文內容

2017年5月至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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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會
香港 獅Hong子 會Kong
(Host)

會長
何健成

Editor
Robyn Searl

Region I Joint Dinner

E

leven members from Host club were
able to attend the Region I Joint
Dinner on 18th March, 2017 at the Macau
Jockey Club in Sheung Wan. This was a
wonderful evening with excellent food and
an engaging speaker, Mr Michael Chiang,
architect but more notably, Feng Shui
master.
It was a great opportunity to promote
Fellowship among Region I members.

Charity Movie Gala
Hong Kong (Host) club held
their Fundraising Project on

26th March, 2017. The project
was a Charity Movie Gala. The

movie “Logan”, was shown at
the UA Theatres, iSquare (Tsim
Sha Tsui).
Thirteen Lion members from
Host Club, along with many
other Lion members of District
303, family and friends were
able to attend and enjoy the
afternoon.
Our sincere thanks go to all
those who contributed to the
success of this day.

Congratulations go to Lion Philomena Li on her Life
Membership Award. President Pitta Ho presented this to her
in April 2017. Lion Philomena was President of Hong Kong
(Host) from 2002/2003 and Zone I Chairman in 2003/2004.
Philomena and her husband, George Li, have both achieved
life membership awards and it is with gratitude we thank
them both for their long contribution to Lions service in Hong
K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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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會
九龍 獅Kowloon

會長
鄧忠華

資訊委員
馮寶欣

Visit to
NAAC Elderly
Day Care Centers

O

n 18th March, 2017 Lions Club of Kowloon

visited the elderly day care centre

established by The Neighourhood AdviceAction Council (NAAC) in Tuen Mun. We were
honoured to have the Executive Director of the
NAAC who guided us on a tour and explained
the services their organization offered to those
in need. We spent the morning
chatting with the elderly and
offered each of them “Fortune
Bags” (福袋) filled with daily
necessities and food.

Leo Club of Kowloon
Fundraising Event
Leo Club of Kowloon held their Annual
Pictionary Fundraising event on 2nd April,
2017. This year’s theme was the popular
video game Pokemon which attracted
many participants from other Leo Clubs
to join. Congratulations to the Leo Club
of Kowloon for holding such a successful
fundraising and fun-filled event!

2017年5月至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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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會
香港半島 獅Peninsula

會長
溫錦泰

資訊委員
蔡百泰

六代同堂聯合晚餐例會

由

香港半島獅子會直系衍

京道一號朗廷酒店宴會廳舉行

監、六代同堂創辦人香港半島

生的獅子會有青山、北

六代同堂聯合晚餐例會。當晚

獅子會前會長蔡百泰獅兄以及

九龍、香港尖沙咀、南九龍、

邀請施永青先生蒞臨作專題演

十四位區職員蒞臨指教。本會

香港城市、九龍塘、西九龍、

講。中國港澳三○三區總監馮

前會長張偉良獅兄安排了六頭

香港新界、筆架山、香港沙

妙雲獅姐、前國際理事文錦歡

瑞獅助慶，台上二十位會長和

田、香港北區、尖東、明珠、

獅姐、上屆總監羅少雄獅兄、

多位嘉賓分別為瑞獅點睛簪花

香港特區中央、何文田、新界

第一副總監陳立德獅兄、第二

掛紅後為大家揭開序幕，六頭

東、香港新時代、香港炮台山

副總監郭美華獅姐、張新村前

瑞獅的熱烈表演，令會場熱鬧

和摩利臣山合共二十個屬會於

總監、梁樹賢前總監、許世光

非常。

2017年4月6日假九龍尖沙咀北

前總監和獅嫂、馮炳壽前總

珠海˙澳門兩天交流團
4月28至29日本會由前會長甘

問廣東獅子會九州服務隊

耀成獅兄統籌並組織了一隊訪

交流並獲熱情款待，享用

珠旅行團，前往珠海作交流和

精美的午餐。

服務活動。一行20人於4月28
日早上假尖沙咀中港碼頭乘船

下午一行前往珠海福利

前往珠海九洲港，抵達後即訪

院，探望和致送禮物予該
院的兒童，和參觀
賀梅良(本會前會
長)其集團最新3D

分享交流

探訪珠海福利院時攝

打印技術，珠海市港

翌日，一行20餘人分別前往參

澳事務局官員領導設

觀日月貝大劇院、珠海漁女及

宴招待全體團員。餐

情侶路；餐後參觀房地產展覽

後返回酒店後，由甘

廳、橫琴新區規劃建設展示廳

耀成前會長安排前往

及示範單位。晚餐於澳門海灣

下灣夜市消夜，享用

餐廳享用正宗葡國餐。餐後各

地道風味食品。

人帶著盡興踏上歸途。

303區區年會之夜
303區訂於2017年5月7日下午２時正假九龍紅磡嘉里酒店宴會廳舉
行周年大會，順利選出正、副總監。並於晚上７時正舉行區年會之
夜。本會前會長(第二分域主席)丘文興獅兄客串樂隊鼓手，令會場
氣氛高漲，獅友們爭先恐後攝下丘前會長的鼓藝風采。

服務活動
『獅子全城愛心捐血日』
本會參與國際獅子總會中國港澳303區於2017年4月22日早上九時假理
工大學舉行『獅子全城愛心捐血日』服務活動。會長溫錦泰獅兄、上
屆會長梁耀宗獅兄、丘文興幼獅在當天前往紅十字會捐血站捐血，支
持此項極具意義的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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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長溫錦泰獅兄捐血時攝

子會
香港域多利 獅Victoria
Hong Kong

會長
石家璐

8

March, 2017 – Mrs Gigi Morales, Co-founder of Natural Direct Co.
Ltd. and Director of Fullness Social Enterprises Society Limited,
visited our luncheon and shared with us a presentation on “Autistic
Without Limits”. Mrs Morales gave us an overview of the employment
situation of autistic youth in Hong Kong and how Natural Direct – a
social enterprise providing training/job opportunities to these youth
(especially high function autistic young), promoting public awareness
of their challenges and enhance social inclusion through community
art activities.
th

From left: PDG Edwin Yun, Mrs Morales,
President Louis Shih, 1st VDG Douglas Chan

12th April, 2017 – 2nd Vice District Governor Mimi Kwok visited us at our luncheon meeting. Every year
Vice District Governors came to our luncheon, letting us know of their direction and updating us on district
focuses. This personal sharing greatly helped Victoria members to understand the challenges and goals our
district might have to face and want to reach.
9th & 20th April, 2017 – 屯門藍地的「百好繪本士多」- Our
club sponsored the renovation of a small shop in Tuen Mun
into a recreational place for story-telling to young children.
On the first day, we helped with painting the shop’s wall and
banner. Mentally disable volunteers were there to help paint
as well.
For the remaining of this page, we would like to dedicate it to our Leo Club of Victoria. In March, Leo President
任博輝 (”輝仔”), along with other Leo Presidents, joined a Leo District service in Kuala Lumpur, Malaysia. The
following are in the words of 輝仔: 馬來西亞之行讓我「看見」更多……
不經不覺，踏上了四年的青獅生涯。從認識屬會、與會員合作舉辦服務，走進區會，擔任屬會會長，這
些學習的進程和機會與得來的成就實在殊不容易!
作為一個殘疾青年，成為一個青獅跟其他機構不同的分別，會和區會的制度上、交誼等各方面都告訴
我，無論做什麼，我和其他人都無分別，這是我四年來青獅生涯中最自豪的其中一件事!
此次馬來西亞之行，令我倍感意外收穫的，不但是令當地的青獅都認同殘疾者都能參與服務、讓我認識到
當地參與服務的特色芸芸，更令我恍然大悟的，是徹底明白到，何謂「以受眾的心為心」 的服務精神。
記得某日下午，領隊帶我們去到一個收容流浪或被遺棄犬隻的場所，替這些犬隻洗澡。我們被分成多個
組別，約四至五個人一起工作。
當我們三五成群的圍著其中一隻小狗，為它沖水洗身時，它忽然顫抖起來，而且開始想從人堆中走開。
我開始發現它受驚了，及後我跟同組青獅討論過，把洗澡的程序分工，免得犬隻再受驚擾。之後，職員
每每從籠中抱來的「寵兒」都乖乖的洗澡了!
雖然它們並不能說話，未能事前讓我們知道它們的生活習慣和疑忌，但此舉卻讓我們發現，由於被遺棄
的動物，可能也曾經受過傷害，所以對陌生人都會有恐懼的感覺。
如今，我有時都在想，就算受眾是各類有需要人仕，都有可能因為時間所限，或者環境及自身的限制，
而未能事前告知他們的疑忌和需要，然而這次的
經歷卻提醒我，凡是要以受眾的心為心，才可為
他們作出真切的關懷。
雖然我看不到風光明媚，春色美景，也沒有買到
什麼精湛的紀念品，然而此行卻教我真正明白
到，受眾得到的關心才是服務最重要的價值。 馬
來西亞之行，讓我「看見」更多!

Above left and below: Leo Presidents and volunteers

2017年5月至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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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會
香港香島 獅Bayview

會長
何潔芝

資訊委員
陳巧莉

「環保藝術活動日」

香

島獅子會於3月3日探

人士，活

訪將軍澳靈實恩光學

動透過多

校及舉行服務活動「恩光展能

項遊戲，

藝術日」，這是相繼2015年

讓學生與

「環保藝術活動日」、2016年

導師，家

「扶助智障學生重拾快樂計

長，義工

劃」，第三年參與該校的服務

一起投入

活動，該校的學生都是智障

創作發揮
所長，提昇學生探索

潔芝獅姐、指導會長郭曉濱獅

能力，建立自信，認

兄及其他獅友的參與及贊助與

識自己。在創作過程

支持，並感謝第四分區主席郭

中，可以刺激同學創

錦棠獅兄抽出寶貴時間與我會

意，讓他們在引導下

獅友共同服務，鼓勵我們！

發揮自己。
此次活動中，獅友及義工們獲
我們很感謝大會主席

益良多，更珍惜現有，關懷社

陳淑婷獅姐、會長何

會，照顧弱幼。

「探訪姊妹會- 新加坡中央獅子會」
香島獅子會之姊妹會- 新加坡

長者，他們十分高興見到香港

異，但都是需要親人及周邊人

中央獅子會於3月10日舉行第

來的訪客，並很關心香港的長

士的關懷及愛護，這也是獅子

55屆周年慶典，邀請了本會

者。雖然倆地長者生活習慣各

會的理念「我們服務」。

獅友參與盛會。何潔芝會長、
關美明獅姐、梁慧玲獅姐及2
位嘉賓抽出寶貴時間，遠赴新
加坡與姊妹會獅友共聚，聯繫
獅誼。姊姊會新加坡中央獅
子會盛情款待並邀請獅友們參
觀了當地的安老院，探訪院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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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會
香港青山 獅Castle
Peak Hong Kong

會長
黃達強

香港青山青年獅子會2017-2018年度
理事會成員就職典禮

本

會青年獅子會於六月十
七日假尖沙咀彌敦道
100號The One 13樓煌府婚
宴專門店舉行2017-2018年度
理事就職典禮，中午十二時開
始，大會司儀黃雅儀及林勇文
青獅宣佈典禮開始，由大會主
席第一副會長方枳潁青獅鳴鐘
開會。
由司儀介紹嘉賓，各主禮嘉賓
在主禮台上就座，包括總監馮
妙雲獅姐，候任第一副總監郭
美華獅姐，第六分域主席鄭嘉
麒獅兄，青年獅子會區會會長
鍾璟顥青獅，青獅委員會主席
袁兆豐獅兄，青山獅子會會長
黃達強獅兄，青山青獅指導柳
逸瓊獅兄等，見證本青年獅子
會成員宣誓就職。

會 訊

首 先由大會主席第一副會長方
多番努力，並獲得好友們的支
枳潁致歡迎辭，隨即由候任第
持，最後齊集23位青年朋友，
一副總監郭美華獅姐主持新會
在學和就業各半，本著共同目
員入會儀式，總監馮妙雲獅姐
標，為社會盡點綿力，服務社
主持理事會成員宣誓就職儀
會。最後黃煒君會長致辭，發
式。然後由青年獅子會區會會
展她的抱負，希望將其過去幾
長鍾璟顥青獅頒發會長帶予新
年的參與社會各區的義工服務
會長黃煒君青獅。主禮嘉賓總
經驗，藉著青獅的平台，用愛
監馮妙雲獅姐致辭，青山青年
心和服務的善意，給社會多點
獅子會早於2009年成立，經過
愛和包容，與各青年義工們，
五屆後，由於各成員年齡超過
一同努力，為社會服務。
規定，不能留任，所以會務運
作暫時停
滯不前，
今屆黃達
強會長巍
然挑起重
任，重組
青年獅子
會，經過
總監馮妙雲獅姐主持青年獅子會理事會成員宣誓就職儀式並與本會獅兄
及青年獅子會理事成員合照留念

5月13日，本會出席第六分域聯合服務計劃，青山，
鑪峯，紫荊，香港新時代及荃灣獅子會聯合主辦，高
錕慈善基金及漪漣社協辦之 「齊健腦伴˙同步甜行」
聯合服務，在葵涌獅子會中學舉行，今次大會以1167
人同一時間食糖，打破健力士大全創舉。並為「高錕
慈善基金」籌募善款，以幫助腦退化病患者及其照顧
者。會後由高錕夫人主講有關腦退化症的情況。
本會獅兄及幼獅齊參與第六分域聯合服務

5月20日，黃達強會長代表本會於姊妹學校計劃儀式中，致送支票
予香港紅十字會醫院學校。

6月2日，黃達強會長，林天意及陳韶軒獅兄代表本會出席獅子會
與浸會大學中醫藥慈善基金高爾夫球賽總監杯。
黃達強會長，林天意及陳韶軒獅兄與中
醫藥慈善基金會主席林海涵前總監合照

6月19日，本會出席303區聯合晚餐例會，並有數位獅兄獲社會福利署頒發本年度義工嘉許狀。
2017年5月至6月

33

會
太平山 獅Tai子Ping
Shan

踏

會長
張振雄

資訊委員
霍寶林

入三月及四月，我們舉行了兩個十分豐盛的午餐例會。

• 三月份我們邀請了馬偉明先生跟我們分享「時裝的定義」，令我們對如何配襯時裝加深了不少認識。
• 三月十八日，本會亦參加了第一分區的聯合晚餐例
會，多謝大會主席潘偉基獅兄為大家帶來愉快的一
個晚上。
• 四月份本會去到停泊在啟德郵輪碼頭的瑪麗皇后二
號作午餐例會，午宴亦十分榮幸邀請了郵輪旅遊公
司的鍾姚賽玉女士為我們分享郵輪旅遊的樂趣。
• 四月十七日，方鐵鋒獅兄以獅子會盃大會副主席身分，帶領十多位太平山獅友入馬場欣賞獅子會盃，
與一班獅友共同渡過美好的一天。
這兩個月，太平山獅子會的會務也有兩項新的發展。
• 遴選委員會在三月份為我們來屆的領導班子選出適當的人選，崔少強獅兄2017-2018年度將會擔起會
長一職，帶領我們更上一層樓。
• 四月份，尊敬的前會長梁麗貞獅姐以驚人
的魄力，開創香港黃金海岸獅子會，並於
四月二十八日舉行香港黃金海岸獅子會的
創會大日子，太平山獅子會獅友 一同恭賀
香港黃金海岸獅子會會務蒸蒸日上。

「彩虹光耀太平山」兒童驗眼服務
在四月最後一個星期，我的心
情就跟這星期的天氣一樣，時
晴時雨。還有幾天就要舉行太
平山獅子會的「彩虹光耀太平
山」兒童驗眼服務，如果下雨
的話，對參加人數一定有重大
的影響。另一方面，驗眼服務
是需要很多的人力資源，服務
還 有 幾天就要進行，報名參加
服務的人數還只是剛剛夠人，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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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能否順利進行還是未知數⋯⋯
四月二十九日早上，看見天朗
氣清，終於可放下其中一塊心
頭大石。其後更高興是收到通
知叢林獅姐同任錫疇獅兄也特
別抽空一同參加服務，我就知
道今天的服務一定能夠順利
完成。今次的服務，我們為小
朋友檢查了視敏度，色覺，立
體感及屈光檢查，另一方面我
們也為參加的小朋友安排了豐
富的娛樂節目，這方面全賴協
辦單位樂善堂楊仲明學校的幫
助，蕭子亮校長及學校教職員
安排了小丑扭氣球，爆谷，棉
花糖及兩項遊戲給參加的兒童
作樂。太平山獅子會當然也出
動由李光芒獅兄領導的攝影隊

為小朋友留下美好的親子家庭
照，莊楚生獅兄也籌備了禮物
包送給所有參加的兒童。當日
最後為超過一百七十名小朋友
驗眼及過了開心的一天。
活動還有另一小插曲，在第一
次跟學校蕭校長開會時，校長
告訴我跟服務主席陳婉儀獅
姐，他曾有一個想法，希望請
全校學生飲汽水，鼓勵他們服
務他人；陳婉儀獅姐聽後笑笑
說：「好提議！」結果蕭校長
鼓勵全校學生在一個月內義務
服務三次，我們也在服務前一
天請全校同學一同午飯時飲益
力多。雖然只是一支很少的飲
品，但「我們服務」的小種子
已種入每位小朋友心內。

子會
快活谷 獅Happy
Valley

會長
姚君偉

資訊委員
薛來鏹

青少年人生之旅2017

國

際獅子總會中國港澳

歷人生，累積更多經驗，從而

擇，但做人的態度和性格絕對

303區於三月四至五日

建立積極的人生觀，透過分享

可以自己改變。停一停，想一

舉辦《青少年人生之旅2017》

會，對自我價值作出重新評

想，沒有人的人生是一樣的，

服務計劃，旨在於培育青年

估；感謝一眾獅友們出任活動

也沒有一個「最好」的人生，

人關懷社會，助其建立積極的

導師，在當中與青少年分享自

但，絕對可以為自己選出「最

人生觀；同時鼓勵他們突破極

己的閱歷及經驗，亦同時聆聽

適合」的人生。

限，發揮潛能，裝備好自己，

他們的心聲。

為自己的人生訂下一個明確目
標。

生命是充滿機遇及抉擇，
今天的抉擇會影響往後的

這次服務是由第三分區負責，

人生。每當作出一個選擇

屬於第七分域的本會獅友亦很

的同時，也代表著必須要

榮幸可以參與其中。三百多位

承擔每一個人選擇所帶來

中三及中四的同學們，連同

的後果。是次活動令青年

超過百位的獅子會獅友，在

朋友明白人生就是一場關

兩日一夜間，共同創造出最大

於選擇的遊戲。不同選擇

價值！參加者透過遊戲，從中

就創造出不同結果！儘管

學習，親身投入不同角色去經

一個人的出生不能自己選

馬來西亞檳城第一獅子會探訪之行
一眾獅兄於三月十六日出發前往馬來西亞檳城，探訪
姊妹會獅友，聯繫兩會獅友之間的感情。當中亦交流
了兩地不同活動的經驗，互相學習。是次非常感謝檳
城第一獅子會黃會長及獅友為我們的親切安排。

香港加油！
「2017場地單車世界錦標賽」

的青少年服務。我們與葉校長

香港隊加油打氣！小朋友創意

自1990年日本舉辦後歷來第二

一起帶領閩僑小學的學生參觀

無限，更成功吸引不少記者拍

次在亞洲地區舉行，香港歷史

是次單車比賽，學生們能夠參

攝採訪。

性首辦場地單車世界錦標賽，

與這件香港盛事，可

今次比賽港隊代表有李慧詩和

以大開眼界。另外更

張敬樂作為主場，引起一陣香

有意義的是他們親手

港單車熱潮。

製造的打氣牌。一眾
學生運用他們的小

多謝大會主席吳守基太平紳士

巧手，利用一些廢

邀請《香港快活谷獅子會》，

紙，DIY了「支持香

讓我們有機會做到一個有意義

港隊」的打氣牌，為
2017年5月至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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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會
香港觀塘 獅Kwun
Tong Hong Kong

會長
林熙洲

參與第五分域聯合服務

第

五分域2016-17年度

當日，鄭炳龍

聯合服務，由北九龍

第五分域主席

獅子會，香港觀塘獅子會，香

及會長林熙洲

港太平洋獅子會，香港灣仔獅

(大會主席)，

子會及睛彩慈善基金聯合舉辦

一早與獅友們

「獅心關愛兒童視事睛彩大行

到達會場，佈

動」，於2017年5月28日在青

置醫生講座場

衣郭怡雅神父紀念學校進行。

地，包裝福袋
贈予學童，並由7名專業眼科醫
生，為百多名學童檢驗眼睛。

香港東九龍

獅子會
Kowloon East, Hong Kong

會長
張璇菲

資訊委員
陳志佳

香港東九龍獅子會愛心網球同樂日

2

017年4月8日是本會第一
個以網球做服務的日子，
名為「香港東九龍獅子會愛心
網球同樂日」！
天祐東九龍、當天早上雖然有
少少雨水，下午已經變得陽光
燦爛！今次服務對象為（九龍城
區）嘉諾撒聖家學校的學生，參
與人數約為60人。

多謝今次大會主席梁志堅
獅兄，副主席葉惠敏獅姐
籌備今次活動，及感謝當
日到場的何佩芳校長，各
東九龍獅友到場支持及聲
援，還有3個教練的義教
及一班義工到場協助 (包
括香港南京總會義工隊)
，特別鳴謝第四分區主席郭錦
棠獅兄及第十一分區主席張立
基獅兄的出席及贊助是次
活動，我們才能得以順利
完成是次服務。
另外，當日為梁志堅獅兄
的生日，會長張璇菲獅姐
特別為他送上兩個生日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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糕慶祝，給他留下一個有意
思、又難忘的生日！
雖然今次籌備工作繁多，看到
小朋友體會到網球樂趣、家長
滿意的笑容，大家的努力已經
覺值得，感恩服務從一片歡樂
聲中圓滿順利結束！而各位獅
友過了一個不一樣的服務日！

子會
澳門 獅Macau

會長
黃輝

資訊委員
鄭錦銘

「松栢睛彩伴我行」圓滿舉行

由

本會主辦、澳門明愛協
辦的「松栢睛彩伴我
行」活動於2月17日下午在明
愛青洲老人中心順利舉行。活
動藉著探訪及為長者提供專業
驗測遠視的驗眼服務，並為有
需要配戴眼鏡的長者配贈合適
度數的老花眼鏡。活動服務對
象達100名長者。活動大會主
席蕭琼彪獅兄表示，透過今次
活動，冀長者們繼續擁有良好
視力，度過精彩每一天。同
時，適逢新春，該會亦準備福

袋派發給現場眾長者和互動。
是次嘉賓包括澳門特別行政區政
府社會工作局長者服務處鄭榆強
代處長、中央駐澳門特別行政區
聯絡辦公室胡曉龍處長、澳門明
愛副服務總監鄭月嬋女士、國際
獅子總會中國港澳三○三區總監
馮妙雲獅姐、三○三區第一副總
監陳立德獅兄、三○三區第二
副總監郭美華獅姐、三○三區第
十四分域主席馬建釗獅兄、本會
會長黃輝獅兄及一眾獅兄獅姐。

「2017新春敬老」及「獅子愛心傳萬家」
澳門獅子會、香港尖沙咀獅子
會聯合舉辦「2017新春敬老」
聯歡午宴，於三月十一日中午

十二時假澳門萬豪軒酒家，宴
請三百多名長者，向長者們致
敬，感謝他們對社會作出的貢
獻。是次活動聯合大會主席為
本會第二副會長鄭耀祺及香港
尖沙咀獅子會第一副會長伍于
宏獅兄。
是次活動邀請到澳門特別行政
區社會工作局社會互助廳代廳
長劉結艷女士、國際獅子總會
中國港澳303區總監馮妙雲獅
姐、中央人民政府駐澳門特別
行政區聯絡辦公室協調部副部
長張深居先生、澳門特別行政
區教育暨青年局青年結社培訓

暨輔導處處長陳旭偉先生、國
際獅子總會中國港澳303區第
一副總監陳立德獅兄、303區
第五分區主席瞿偉剛獅兄、第
十四分域主席馬建釗獅兄、澳
門明愛總幹事潘志明先生、澳
門獅子會會長黃輝獅兄、尖沙
咀獅子會會長王世聰獅兄擔任
主禮嘉賓，向現場長者拜年祝
賀。午宴上更安排財神為長者
派利是及表演餘興，現場氣氛
熱鬧。午宴後，兩會聯合舉辦
「 獅 子 愛 心 傳 萬 家 」， 分 成 四
小組到本澳的獨居長者及單親
家庭家訪，關心他們的情況，
並送上福包。

「健康成長荔灣行」及「獅心送愛荔灣行」
本會於3月15至16日，一連二
日率一眾獅兄獅姐，前往廣州
市荔灣區舉辦「健康成長荔灣
行 」 及 「 獅 心 送 愛 荔 灣 行 」，
兩個活動由本會第二副會長
鄭耀祺獅兄擔任大會主席，並
獲廣州市荔灣區委統戰部、廣
州市荔灣海外聯誼會、廣州
市荔灣區教育局及民政局協助
聯繫，並獲三○三區總監馮妙
雲獅姐、第一副總監陳立德獅
兄、第五分區主席瞿偉剛獅

兄、本會會長及一眾獅兄獅姐
參與支持。

院的200名長者捐贈娛樂電子
設備、改善院內洗衣房設備及
捐贈福袋。

「健康成長荔灣行」
為荔灣區樂賢坊小學
五年級約160位學生
提供專業驗眼及捐贈
眼鏡給有需要學生，
宣傳及教育學生護
眼。「獅心送愛荔灣
行」為荔灣區歷史悠
久的荔灣頤樂園安老
2017年5月至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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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尖沙咀 獅Tsim子 會Sha Tsui, Hong Kong

會長
王世聰

資訊委員
伍于宏

與澳門獅子會舉辦聯合服務活動

3

月11日上午12時，本會與

聯歡午宴結束後，下午2時兩

友帶同福袋，分別上門探訪，

澳門獅子會在澳門聯合舉

會獅友開展探訪長者活動。獅

向長者送上獅子愛心。

辦「2017新春敬老」聯歡午宴
活動。303區總監馮妙雲獅姐
等區職員、各友會會長、獅友
等出席午宴；澳門政府、中聯
辦、社團等派代表應邀出席。
嘉賓獅友與300位長者進行新
春聯歡。會上有歌舞表演，並
向出席長者送上利是和福袋。

敬老午宴開幕儀式大合照及獅友們向長者致送福袋

聯誼活動
3月11日晚上本會部份獅兄到澳門置地廣場碧翠軒，出席第十四分域屬會聯合例會，與屬會交流會務。
4月6日晚7時，本會獅兄13人出席於尖沙咀朗廷酒店聯合舉辦之六代同堂聯合例會。

出席姊妹會就職典禮
本會代表團一行13人，於3月18日前往浙江舟山出席姊妹會中國獅子聯會浙
江慈航服務隊就職典禮。在舟山3天活動中，受到慈航隊獅友熱情接待。在
典禮晚會上，本會向其服務基金捐出一萬元人民幣，以支持慈航隊開展社會
服務。
本會捐贈服務基金

舉辦周年會員大會
伍于宏獅兄膺選為2017至2018年度(第43屆)會長
4月21日晚上7時30分，本會於尖東富豪九龍酒店宴會廳舉行一年一度全體會員大會暨4月份例會。
在會員大會上，獅兄們以熱烈的掌聲選出了以伍于宏獅兄為17/18年度會長的新一屆內閣。伍于宏獅兄在
會上表示， 感謝獅兄的支持! 繼往開來，努力將會務做得更好。

香港尖沙咀獅子會第43屆職員、理事名單：
會長：伍于宏；上屆會長：王世聰；
第一副會長：林文華；第二副會長：劉志勇；
第三副會長：李國霖；
義務秘書：黃明同；義務司庫：袁偉文；
總務：潘祥安；糾察：劉紀酉；
會籍理事：王恭浩、黃明同；
理事:方浩然、王劍鳴、劉澤泉、蘇瑞榮、梁志仁、
袁兆豐、徐翰恩、楊澤、方繼元、范啟鏞、王家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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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年會員大會合照

會
鑪峯 獅The子Peak

會長
林振坤

資訊委員
李福謙

『獅子全城愛心捐血日』

本

會協助國際獅子總會中國港澳303區於2017年4月22日早上九時
假理工大學舉行『獅子全城愛心捐血日』服務活動。捐血獅友

可在當天分別前往紅十字會捐血站捐血，捐血者更獲大會送贈襟章一個
作為紀念，上屆會長黃怡凌獅姐代表本會出席此項活動。

「齊健腦伴˙同步甜行」
中國港澳303區第六分域於2017年5月13日上
午假獅子會中學禮堂舉行「齊健腦伴˙同步甜
行」服務活動，本會會長林振坤獅兄和楊雋永
候任第一副會長代表本會出席參加。

籌款活動
第一副會長胡志和獅兄於3月11日晚上6時30分假香港中環皇后大道中33號萬邦行四字樓「馬車會所」西
餐廳籌備了一個名為《 2016-2017年度「扮鬼扮馬鑪峯夜」》籌款活動，今次活動十分成功、開心，出
席人數約 60 人，差不多滿座，氣氛十分之好。

訃告

2017-2018年度
內閣名單

本會謹以

力，更被台北和台中兩個姊妹

沉

公

會同時委任為「榮譽會長」，

會長

告，我們

和亦被本會董事會通過委任為

上屆會長	 ：林振坤獅兄

敬愛的前

「榮譽終生會員」，更顯其對

第一副會長	： 楊雋永獅兄

會長梁鈞

各位獅友早已樹立了一個良好

第二副會長	： 黃瀞瑩獅姐

華獅兄痛

的典範。本會仝人對梁鈞華前

第三副會長	： 陳浩然獅兄

於公曆2017年5月3日因病辭

會長的離世深感哀痛，往後我

義務秘書	 ：莊鈞傑獅兄

世，本會實痛失了一位良師益

們將會秉承梁鈞華前會長的理

義務司庫	 ：何錦華獅兄

友。梁鈞華前會長為會務出心

念，集合香港鑪峯獅子會全體

總務	

出力，四十二年來對區會和姊

仝人之力量，繼續幫助更多有

糾察	：蘇傑開獅兄

妹會在維繫獅誼方面，不遺餘

需要的人士。

會籍組主席	： 鄧樹安獅兄

痛

：胡志和獅兄

：李仲文獅兄

303區2016-2017年度
區年會之夜
國際獅子總會中國港澳303區2016-2017年度區年會
之夜於2016年5月7日假九龍紅磡嘉里酒店宴會廳舉
行。本會由會長林振坤獅兄帶領獅友們除了參與區年
會之外，晚上更出席區年會之夜。

2017年5月至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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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
獅子山 獅Lion子Rock

會長
陸嘉暉

資訊委員
曾飛燕

香港獅子山獅子會慈善電影籌款-《美女與野獸》
（3月18日）
暨 獅山“童”行電影樂 (4月22日)

本

會一年一度籌款活動《香港獅子山獅子會慈善電影籌
款-美女與野獸》已於2017年3月18日以電影籌款形式
圓滿舉行，承蒙各位善長仁翁的賞光蒞臨指導及支持，濃情
厚意，敝會全體同感榮寵！此籌款活動所得善款，在扣除成
本及支出後，將全數用作本會來屆的服務經費，舉辦更多有
意義的服務活動！大會隨即亦贊助戲票給低收入家庭學童於
2017年4月22日到戲院觀看《波士BB》卡通電影。是次電影
籌款的成功，全賴303區各位領導及獅友們的慷慨認捐、籌
委會多方面的支持，還有青獅的場務協助，令今次籌款活動
於掌聲及歡悅聲下圓滿結束，讓眾嘉賓渡過一個優閒的週末
下午。我會定必繼續努力，舉辦更多有意義的服務，並大力
發揚獅子精神！

本會與香港基督教服務處培愛學校
聯 合 主 辦 「 親 子 共 融 燒 烤 活 動 」（ 4 月 1 日 ）
開展親子活動的核心價值在於
促進親子間的感情溝通，增進
親子間的相互瞭解和加深親子

間的感情，促進孩子身心的和
諧發展。平日家長老師們應付
忙碌工作與及照顧有特殊需要
的孩子，身心疲乏。為了能讓
家長和孩子輕鬆歡聚一刻，本
會如往年一樣，4月1日包下整
個燒烤場，與香港基督教服務
處培愛學校聯合主辦「親子共
融燒烤活動」。 在燒烤場內，
豐富的食物已經準備妥當，各
位家長老師們輕輕鬆鬆地選擇
好自己喜歡的烤物，在烤爐

旁說說笑笑，不一會兒牛肉、
雞翅等等發出吱吱的聲音，過
了一會兒烤熟了，肉香、油
香、蜜香撲鼻而來。只看燒烤
場上獅友、老師、義工們與學
童家庭打成一片，一邊玩樂，
一邊燒烤。獅友們更於活動期
間時，大派豐富禮物福袋及精
美書包給學童，為活動錦上添
花，通過這次活動家長之間也
可相互交流，相互學習，共同
探討“育兒經”。

懷集多安小學探訪服務及環保講座（4月14日）
本會正考慮捐助國內懷集多
安小學興建「香港獅子山獅
子 會 廣 場 」， 4 月 1 4 日 ， 特 意
預先安排獅友遠赴肇慶市懷集
探訪小學，實地視察一番並順
道為學童們舉辦環保講座！遠
從香港，經過5個多小時的車
程我們終於來到了懷集多安
小學，雖然路途遙遠，但一路
獅友們說說笑笑，時間過得挺
快，不一會兒下了車，學生們
已經在學校等候我們的到來，
看見我們的到來，孩子們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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異常的高興手舞足蹈的雀躍起
來。接下來，我們為他們講解
了關於環境我們為什麼要去保
護環境；如果不去保護它將對
地球帶來什麼的嚴重後果？我
們能為環境保護做些什麼？孩
子們聽得很入神，到了問答的
環節，孩子們踴躍舉手搶答，
最後，我們給他們送上豐富的
文具禮物。看見他們燦爛的笑
臉，相信這次活動給他們帶來
受益匪淺的知識。這次獅友為
了遠赴國內山區學校做服務雖

然辛苦，但長途跋涉造就了獅
友的友誼，也同時能夠為貧困
學童服務，心裡很充實、很滿
足！

子會
南九龍 獅South
Kowloon

會長
施新築

資訊委員
高衍文

2017-18年度職員就職典禮

香

港南九龍獅子會20172018年度職員就職典
禮暨40屆女賓夕慈善餐舞會於
2017年5月28日假洲際酒店舉
行，由國際獅子總會中國港澳
303區總監馮妙雲獅姐、南九
龍獅子會創會會長楊受成獅兄
主禮，主持監誓、移交權槌，
會長帶及致詞。與會有中國獅
子聯會北京會員管理委員會、
姊妹會台北市陽明山獅子會、

項有意義的
服務，來屆
在鄭瑞欽會
長領導下，
以「百年薪
火、承傳啟
航 」 為 目
標，定會秉
承國際獅子總會的百年服務
精神"When there is a need,
there is a Lion" 為社區做好
「 四 出 精 神 」， 出 席 、 出 力 、
出錢、出心！
現任會長施新築獅兄其後致
詞，報告年來的會務工作。

本會2017-2018年度職員就職典禮，區總監
馮妙雲獅姐主持監誓

中國獅子聯會北京光華服務隊
獅兄獅嫂及友會會長、嘉賓四
百多人。
大會主席鄭嘉財獅兄致詞表
示：香港南九龍獅子會於
1976年成立以來，在國際獅
子總會中國港澳303區及各前
會長的指導下，不斷拓展各

新任會長鄭瑞欽獅兄繼致詞表
示：在歷屆會長和獅兄的鞭策
支持下，出任2017-2018年度
會長一職，欣喜之餘也深感任
重道遠，這一榮譽背後，承受
着諸多厚望及沉甸甸的社會責
任。得以獅子精神的傳承，我
必將悉心盡力，以實際行動踐
行"我們服務"的理念。他相信
在大家共同努力下，會務定能
蒸蒸日上。

香港南九龍獅子會第40屆女賓夕慈善餐
舞會獅兄獅嫂與主禮人及嘉賓合照

接着由候任總監陳立德獅兄主
持新會員入會儀式，繼頒發終
身會員予前會長許榮勞獅兄及
季德燐獅兄後由大會副主席湯
俊傑獅兄致謝詞，禮成歡宴，
席間有切餅儀式、慈善卡拉
ok、慈善聚寶盆、義賣禮品及
獎券、並有歌星表演、大抽獎
等，氣氛洋溢。

會長施新築獅兄移交權槌及會長帶予新任會
長鄭瑞欽獅兄，303區總監馮妙雲獅姐（中）
主持儀式

2017-2018年度職員
內閣成員：
會長
：鄭瑞欽
上屆會長 ：施新築
第一副會長 ：鄭嘉財
第二副會長 ：湯俊傑
第三副會長 ：丘國煒
義務秘書 ：尹荏球
義務司庫 ：鄧偉林
總務
：方雋偉
糾察
：郭子敬

董事 ：林建名、梁樹賢、周炳朝、羅志偉、許榮勞
季德燐、施秋平、沈永林、施文誕、施純民
黃偉良、施必芳、王志達、施金象、譚柏煒
施永游、黃炳成
會員 ：楊受成、黃永樹、施展望(Stephen)
馮元光、許良達、馬創興、俞建喜、佘日烱
陳德榮、黃忍權、施天賜、李栢相、劉勝賀
施展望(Tommy)、施聯炳、盧瑞權、高衍文
陳紹光、魏沛豪、曾錦華、王維勤、施新平
施仲興、蔡再強、顏志華、廖紹輝

2017年5月至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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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
香港城市 獅The子City

會長
何志剛

資訊委員
何逸雲

贊助匡智屯門晨輝學校增建烘焙訓練室

贊

助匡智屯門晨輝學校增建烘焙訓練室，為智
障學生進行烘焙培訓 - 本會於2012年度曾捐

款為學校興建一間酒店房間，讓智障學生學習謀生技
能，現在已經有學生經培訓後正式投入酒店業服務。
今年度應校方要求，本會於今年5月13日再次捐助港
弊拾萬零捌佰捌拾元為學校增建一間烘焙訓練室，為
智障學生進行烘焙培訓以使他們能學到一技之長，於
離校後較容易投入社會工作。

獅子會姊妹學校計劃
本會多年來持續支持贊助該計劃，而今年度更很榮幸地由
本會前會長林文傑獅兄擔任籌委會主席。會長何志剛獅兄
聯同多位獅友出席了於2017年5月20日假座九龍工業學校
舉辦之支票致贈儀式暨「共融携手愛地球活動」，並為大
會主持一個遊戲攤位，獅兄們亦很享受與特殊學校學童進
行親子活動。

午餐例會
五月份 - (2017年5月23日)的午餐例會由本會前
會長潘秉褀獅兄作為主講嘉賓，講題是「國際
獅子會的起源」，內容歷史資料甚多，使新舊
獅友對獅子會的起源加深了解，更加能夠以作
為獅子會會員為榮。
六月份 - (2017年6月13日)午餐例會很榮幸邀請
到香港醫療集團常務總裁李嘉豪先生為主講嘉
賓，講題為「甩頭髮，治療有辦法」，講題正
中本會大部份獅兄要害，獅兄們皆細心聆聽及
爭相發問。
6月份午餐例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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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會
九龍塘 獅Kowloon
Tong

本

會長
王慶廷

資訊委員
英子烈

會今年與「播道會兒童之家」合作，舉辦
一項名為《專注關懷伴你「童」遊》的服

務項目。本會獅友會在兒童之家的員工協助下，
帶領來自問題家庭的兒童外出活動和進餐。項目
分3 -4次進行，每次帶領約12-15名兒童，受眾
估計約為35 -50名兒童。希望通過相關活動，令
受眾兒童體會專屬的關懷，從而建立一定程度的
互信，為本會下一階段的服務打下基礎。第二階
段服務已於2017年3月18日舉行，當日20名兒童
與本會獅友到海洋公園一起渡過了一個快樂的一
天。

本會今年與宏施慈善基金合作，聯合舉辦一項名
為《全港新來港小學生英語寫作比賽》的服務項
目，旨在透過鼓勵新來港小學生參加英語寫作比
賽，提升對英語的興趣；並透過分享個人夢想，
建立個人自信，融入香港社會。作為英語比賽的
配套服務，本會也為三間小學舉辦英語學習講
座，圖為其中一天的講座照。而英語寫作比賽已
收到300多份參賽作品，評審委員會現正進行評
審工作。頒獎典禮已定於2017年5月21日（星期
日）上午假香港城市大學舉行。

由本會母會香港半島獅子會主辦2016-2017年度
六代同堂聯合晚餐例會已於4月6日舉行。六代直
系共23個屬會包括、香港半島、香港青山、北九
龍、香港尖沙咀、南九龍、香港城市、九龍塘、
西九龍、新界、筆架山、香港沙田、香港北區、
元朗、尖東、明珠、香港特區中央、何文田、香
港環球、新界東、香港新時代、香港炮台山、錦
繡以及香港摩利臣山獅子會。當晚六代獅友聚首
一堂，增進獅誼，渡過了一個歡樂的晚上。

2017年5月至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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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九龍 獅West子 會Kowloon

會長
王閩

資訊委員
陳靜儀

悼念前會長陳卓儀獅姐

三

月八日，正值為表揚全球婦女對社會作出貢獻的日子裡，我們尊敬的西九龍獅子會前會長陳卓儀
獅姐，於當天與世長辭。追思會及公祭儀式於三月廿五日舉行。對於卓儀獅姐的離去，本會全

體仝人深感悲痛，但死者已矣，唯有承傳卓儀獅姐樂善好施、服務社群的精神，西九獅子會將會繼續努
力，以卓儀獅姐作榜樣，堅守四出精神。

2017膳有善報在怡欣
收拾好傷痛的心情，本會各獅

說是非常廣泛，而當

友開始積極籌辦於四月廿九日

中的智障或活動能力

舉行的『膳有善報』探訪暨晚

亦有很大的差別⋯⋯

宴活動。是次活動是由香港觀

基於此在餐單設計及

塘獅子會及西九龍獅子會合

晚宴安排上都需要特

辦，受助機構為鄰舍輔導會怡

別的安排及照顧。因

欣山莊。而此項服務的正名為

此在活動前一個月，

「2017膳有善報在怡欣」。怡

本會王閩會長及指導

欣山莊為一政府資助，專為照

會長嚴鉅基獅兄，已

顧智障人士的院舍。所照顧的

積極籌備，聽說光是

院友年齡層由15歲至65歲，可

餐單已換了好幾次。為了照顧

海鮮蝦、鹽焗雞、咕嚕肉、番

不同活動能力的院

茄石頭魚湯⋯⋯還有由香格里

友，是次活動安排

拉行政總廚親自泡製的芝士菠

了100個飯盒送到院

菜茸釀比目魚柳，這都是院友

友房間，另外安排

們較少嚐到的美食，看見他們

100位院友於禮堂參

把食物放進嘴後又立即示意加

加晚宴。當晚眾獅

添的表情，還有把每道菜也全

友及義工們成為了

吃清光，那一份不單止是廚師

待應生，傳菜員，

們的驕傲，還有的是那孩子們

一起服務眾院友。

單純欣賞之情，再一次感受到

當晚的菜式有白灼

助人自助的快樂。

西九龍與觀塘獅友合照

西九龍青獅十周年慶典
2016年為本會成立40周年，當天的盛宴仍歷歷在目。
2017年4月30日為本會青獅十周年慶典。眼見青獅們日漸
成長，當中包括了他們處事及活動的安排，確實令人心感
快慰。當晚除了一眾大獅出席典禮外，還邀請到上屆總監
羅少雄獅兄出席典禮，實在與有榮焉。
眾青獅與大獅及上屆總監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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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九會長與眾獅友於晚宴服務前合照

會
香港新界 獅The子New
Territories, Hong Kong

會長
林錦清

資訊委員
鄺琼

會員大會選出下屆會長、職員、理事

4

月11日的會員大會上，本會全體會員一致通過2017-2018年度正、副會長、職員及理事的人選，名
單詳情如下：



長 ：	譚 溢鴻獅兄

總

務 ： 陳錦滿獅兄

上 屆 會 長 ： 林錦清獅兄

糾

察	： 黃大勝獅兄

第 一副會長 ： 翁木林獅兄

理 事 名 單 ：	黃 志輝獅兄、蔡偉騰獅兄、

第 二副會長 ： 翁儒凱獅兄

		 譚展明獅兄、陳燁志獅兄、

第
 三副會長	： 朱國基獅兄

		 陳俊成獅兄、陳漢圃獅兄、

義 務 秘 書	： 余錦坤獅兄

		黃永康獅兄、余紫威獅兄、

義 務 司 庫	： 林世潛獅兄

		 鄭展強獅兄、陳東春獅兄。

會

會訊數則
本會捐款$50,000贊助靈實協會舉辦【靈實第二十屆高爾夫球
慈善賽2017】，成為項目的百金贊助。此次捐款旨在贊助靈
實協會辦理長者及寧養服務。前會長林漢武獅兄於5月2日賽事
當日代表本會參與賽事。
本會捐款$50,000贊助【靈實高爾夫球慈善賽】，成
為項目的百金贊助。圖為林漢武前會長(中)參賽時攝

本會獅兄分別參與下列區會及獅子會活動，以表支持：
4月6日在朗廷酒店舉行的六代同堂聯合例會；
4月11日在香港浸會大學舉行的「獅子會與香港浸會大學中醫藥慈善基金」合辦竪立捐贈人芳名榜儀式，
本會曾捐款$56,000支持成立此基金的；
4月17日在沙田馬場舉行之「獅子會盃」賽；
4月23日在新界西貢白沙灣譚華正海上活動中心舉行的第二分
區聯合服務計劃「不留痕」郊野環保推廣運動閉幕禮及分享
會；
5月7日區年會及區年之夜；

本會獅兄出席區年會之夜時合照留念

5月11-13日會長林錦清獅兄獅嫂聯同眾位獅兄獅嫂組團出席
台灣台北敦化姊妹會的就職典禮。
由前會長麥羅武獅兄主持、會長林
錦清獅兄帶領的訪台團授旗儀式。
左起：陳燁志、顧陵儒、陳振超、
戴桂洪、林錦清、麥羅武、向華
炎、譚溢鴻、黃大勝、鄭展強

2017年5月至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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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東 獅Hong子 會Kong East

第

會長
陳國屏

資訊委員
劉劍雄

三分域聯合服務於2017年3月26日假座科學園
金蛋舉辦“ Hong Kong Got Talents (天生我

才- 綜藝比賽) ”，是次服務與香港青少年服務處合作，
目的是鼓勵及幫助邊緣青少年發揮他們的才能，藉此
機會讓他們家人更深入了解自己子女。港東獅子會捐
款HK$12,000贊助是次服務，並由會長陳國屏獅兄聯
同多位獅兄嫂親赴沙田科學園露天劇場，主持開幕儀
式，及欣賞表演節目。

本會於4月6日舉行四月份午餐例會，是午邀請
2017-18總監參選人陳立德獅兄、第一副總監參選
人郭美華獅姐及第二副總監參選人王恭浩獅兄親善
探訪本會，先後詳細講述各自理念及對獅子會未來
的發展和抱負。

仍是春雨綿綿的日子，卻無阻

長洲特色名物-平安包及感謝

港東獅兄嫂「愛心飛越長洲島

咭，繼而開始節目助興，院方

2 0 1 7 」， 4 月 2 0 日 會 長 陳 國 屏

安排長者與港東獅子會獅兄嫂

會長陳國屏獅兄十分感謝前會

獅兄親領一眾獅兄嫂乘渡輪往

互動同樂，齊唱卡啦OK，其中

長葉榮鉅獅兄細心安排籌劃，

長州與本會前會長葉榮鉅獅兄

最別出心裁是80多歲女長者為

讓服務能夠圓滿成功舉行。亦

嫂會合，一同前往長洲鍾錫

大家朗朗背誦“木蘭辭”，中

多謝各位獅兄嫂支持參與，令

熙長洲安老院，並在大門口先

氣十足，贏得全場讚佩及熱烈

港東服務更進一步。

來大合照後，然後進行簡單儀

掌聲。我們還

式，由鍾錫熙長洲安老院主席

探訪溫浩根護

梁嘉讚博士致歡迎詞，港東會

理安老院，參

長陳國屏獅兄致詞和致送善款

觀長者日間護

支票HK$11,500儀式後，本會

理中心。晚

獅兄嫂即場送贈港東獅子會特

上，港東會長

備精美福袋及利是壹封予230

陳國屏獅兄於

位長者。護老院安排百歲人瑞

長洲酒家設宴

代表全體長者回送長者心意:

慰勞獅兄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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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人盡興而返。

子會
香港金鐘 獅Queensway,
Hong Kong

會長
梁念卿

籌 劃「 銀 太 陽 計 劃 2 0 1 7 - 長 者 下 午 茶 聚 」( 4 月 1 日 )

「老

吾老以及人之

梁念卿會長與梁維君司庫搭檔

銀髮童心，實在是金鐘義工心

老」，為宣揚

演唱，余柏岐前會長亦與李駿

中感到無限快慰，行善最樂也!

關懷長者，尊敬耆老的精神，

業青獅會長高歌一曲，將全場

感謝大會聯合主席陳淑嬌獅姐

「銀太陽」敬老服務一向是本

氣氛帶到高潮。

及梁維君獅兄的帶領，好讓我

會長期重點項目，與一眾長者

們金鐘獅友、青獅共聚一堂，

同樂，好表達年輕一輩對他們

每年的「銀太陽」服務，能夠

與老友記共度了一個快樂的週

關愛。今年我們獅友於4月1

與長者互動交流，感受他們的

末。

日牽頭，由贐寧社協辦下，圓
滿舉辦了「銀太陽長者下午茶
聚」活動。當日筵開28席，免
費招待葵青區內耆老。除了聚
餐、一如既往每位長者皆可獲
「敬老福袋」及「敬老利是」
一封。獅友更精心籌備豐富節
目，全情投入地為長者表演，

金鐘義工團和青獅合照及余柏岐前會長亦與李駿業青獅會長高歌一句

觀塘長者派米日(5月2日)
本會於5月2日籌劃「觀塘長者

甚為浩蕩。我們義工團隊分成

派 米 日 」。 服 務 活 動 由 金 鐘 獅

20組，每組五至六人，上門逐

子會主辦、觀塘秀茂坪南陳耀

戶探訪觀塘區的獨居長者，向

雄區議員辦事處協辦，以及太

接近200戶獨居長者贈送「平

平洋酒吧贊助每包5公斤袋裝

安米」寓意平安健康的祝福。

「平安米」。當日義工團隊由

對於每位獨居長者來說，「平

20 多位獅友、家眷、青獅以

安米」除了是飽肚食糧，更加

及長者義工組成，共100人，

是象徵了社會對他們的關懷，
更重要的是送上一個
慰問和關愛，給予義工
們聆聽獨居長者心聲、

金鐘獅友與幼獅一起出心出力，共同為
獨居長者送上「平安米」

閒談共話的機會。不少

長者義工及嬌滴滴的獅姐來說的

耆老都歡喜得想邀請我

確是體力上一大考驗，但大家都

們義工共進晚餐，繼續

不辭 勞 苦 完 成 任 務 ， 把 「 金 鐘

詳談。

袋裝米」親手送到長者家中，
發揚獅子精神，將關愛傳揚於

當日的派米活動，對於

社區。

獅友與青獅合照

2017年5月至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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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會
香港筆架山 獅Beacon
Hill

會長
吳志文

資訊委員
程詠珊

會務動態
3月12日

由

第三分區主辦，本會亦參與協辦之「遠離毒品，我要健康」街舞比賽，假柴灣青年廣場劇場舉行
決賽，共有24隊勁旅參與，亦邀得中港台三地街舞專家作評審，非常專業。獅子會希望透過是次

比賽，能喚起公眾尤其青少年對禁毒意識的提高，防範於未然。

3月18日
一年一度探訪屯門盲人安老院，是我們的主
要服務項目。自去年屯門盲人安老院遷往新
址後，長者們在新環境都過得非常好，是次

相聚如老友見面，互相問候，共渡一個愉快的下午。
同晚舉行第9次例會，特邀第二副總監郭美華獅姐探會，
向各獅友分享總會會務，並對本會加以提點，甚有裨
益。

3月24至26日
本年度重點活動，香港筆架山

們勇於面對困難，積極樂觀地

安排照顧，令這三天二夜的活

獅子會愛心之旅 - 走進圍頭「海

面對生活。

動順行進行，更做到「凝聚筆

峽第一村」於3月底舉行，在

架山，共創獅子心」的目的。

全體筆架山獅友的全力支持，

是次活動圓滿成功，要感謝圍

我們一定要繼續將愛心傳播出

踴躍捐款，共籌得HK$23萬，

頭村領導們、晉江五店市范

去，讓更多的人來關心弱勢社

以資助福建晉江金井擴建敬老

總、晉江市僑台外事局接待、

群，我們一定要繼續努力讓筆

院，改善房屋安全和環境。

金井鎮政府的熱情接待和細心

架山做到更好！

是次活動由會長吳志文獅兄和
大會主席範清淵獅兄的帶領和
安排下，除了拜訪敬老院外，
我們還向圍頭村的低保群眾送
上慰問品和慰問金，並鼓勵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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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會
寶馬山 獅Braemar
Hill

會長
黃自勇

資訊委員
陳偉明

非常建築師

本

會3月份晚餐例會如常在銅鑼灣香港遊艇會舉行，
當晚例會的主講嘉賓是陳正芹先生，主題「一帶

一路的盡頭-建築師眼中的東非」，陳正芹先生為獅友們
講解在南非工作的生活，並介紹當地的酒店設計和建築，
分享了他在肯尼亞的經歷和風土人情，令眾獅友對非洲有
更深入的了解。

《STEM》
4月份非常榮幸邀請了林偉強博士為我們講
解「STEM 教育與設計思維」，STEM是由
Science，Technology， Engineering 和
Math所組成，目的是提高科技發展的競爭
力。當中提到新加坡的選科比香港還多，能
讓學生們有更多機會選擇心儀的科目，香港
的確有需要急起直追。

生日之星
本月份生日之星是我們的第一副會長金冠忠獅兄。

子會
香港深水埗 獅Sham
Shui Po Hong Kong

會長
楊廣源

獅子全城愛心捐血日

第

十三分域聯合服務 -「獅子全城愛心捐
血日」於4月22日星期六上午九時舉行

開幕禮，本會身為第十三分域其中一個屬會，必
定鼎力支持。本會聯繫了西九龍區消防支持本次
活動，帶隊派了20多位消防員支持此項捐 血救
人服務。他們捐血後均表示此項服務非常有意
義，來年如舉辦，必定繼續支持。

2017年5月至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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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會
香港沙田 獅Shatin,
Hong Kong

會長
關斯樂

資訊委員
賴偉聯

3月份理事、例會 - 第五分區主席翟偉剛獅兄親善探會

本

會於2017年3月27日舉

念及目標。同時在翟偉剛獅兄

補辦生日會，祝願四位壽星生

行香港沙田獅子會第九

的監誓下本會新力軍康錦權獅

日快樂，身體健康！

次理事會及例會會議，榮幸邀

兄、王國威獅兄、黃少香獅姐

請到從澳門遠道而來的國際獅

正式加入香港沙田

子總會中國港澳303第第五分

獅子會大家庭，在

區主席翟偉剛獅兄蒞臨親善探

未來的日子內一齊

訪，例會由關斯樂會長主持及

抱著四出，服務廣

報告會務。翟偉剛獅兄在會議

大社群。當晚本會

中匯報今年區會的工作情況和

全體獅友齊聚嶺南

2017區會十大優質服務選舉及

會館，為本會二、

第十三分域大型捐血服務的理

三月份的四位壽星

[狂野時速8]慈善電影籌款
香港沙田獅子會主辦的[狂野時

2017年4月13日假香港銅鑼灣

賢獅兄作主禮嘉賓。前總監陳

速8]慈善電影籌款首映禮已於

UA Cine Times圓滿舉行，當

敬德獅兄，各區職員，屬會會

晚的慈善電影籌款首影

長，獅友在百忙中抽空出席本

禮榮幸邀請到國際獅子

會舉辦的慈善電影籌款，本會

總會中國港澳303區總

慈善電影籌款得以順利舉辦有

監馮妙雲獅姐，前國際

賴各位熱心獅友慷慨解囊，籌

理事文錦歡獅姐，上屆

募香港沙田獅子會來年的服務

總監羅少雄獅兄，第一

經費，行慈積福，福有悠歸，

副總監陳立德獅兄，第

本會將緊守善款運用，令更多

二副總監郭美華獅姐，

有需要幫助的弱勢社群人仕受

第十三分域主席梁禮

惠。

薪火相傳 - 候任會長誕生
本會於2017年4月17日在皇苑

港沙田獅子會候任會長，候任

貢獻！希望是晚當選的候任會

海鮮酒家舉行香港沙田獅子會

第一副會長陳彩雲獅姐，候任

長在未來的日子，發揚獅子精

第十次理事會及例會會議，例

第二副會長莫永洪獅兄，候任

神，服務社會。

會由關斯樂會長主持，全體一

第三副會長何應祥

致通過上月的財務報告，並商

獅兄。同時非常感

討籌備2017-18年度的服務活

謝勞苦功高義務秘

動，同時在上屆會長廖漢財獅

書曾道平獅兄及義

兄的主持下進行遴選委員會，

務司庫賴偉聯獅兄

全體一致通過選出第一副會長

16-17年度的無私

簡啟樂獅兄為2017-18年度香

付出及對本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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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北區

獅子會
Hong Kong North

會長
曾向得

資訊委員
馬祥發

社會服務
《賽馬會匡智姊妹學校迎新日》

本

年度姊妹學校賽馬會匡智與聖保祿學校於3月10日
舉行迎新日活動。第一副會長袁啟康獅兄及第十二

分域主席蔡小平獅兄聯同本會多位獅兄一同出席。活動目的
是希望透過互動輕鬆的共融工作坊，讓聖保祿學校學生及教
師與賽馬會匡智學校的智障學生達到傷健共融的目的，藉此
提升學生們的社交能力。

2016-2017年度周年選舉大會
本年度周年選舉大會定於4月7日董事會前舉行，大會主席由上屆會長周家謙獅兄出任，並順利選出20172018年度會長及內閣職員：
：袁啟康

第一副會長 ：蔡小平

義務秘書 ：陳錦榮

糾察 ：周栢森

上屆會長 ：曾向得

第二副會長 ：陳偉崇

義務司庫 ：馬鏡澄

總務 ：吳漢英

會長

第三副會長 ：王淞霖
2 017-2018年度新職員就職典禮謹定於2017年7月21日假中環香港銀行家會所舉行。

四月份晚餐例會
本會四月份之例會已於4月25

幸邀請到社職(Social Career)

日舉行，當晚會長除了邀請到

行政總裁譚俊傑先生蒞臨作演

南九龍獅子會施新築會長，以

講嘉賓，為本會獅友分享有關

及沙田獅子會關斯樂會長蒞臨

『以科技管理義工(Managing

探訪本會共聚獅誼外；亦很榮

Volunteers with Technology)』。

得獅兄之悉心安排。

讓當晚出席的獅
兄、獅嫂、青獅及
嘉賓對社職之義工
服務有更深一層的
認識及了解。在
此，多謝會長曾向

2017年5月至6月

51

子會
香港鳳凰 獅Phoenix
Hong Kong

會長
袁林娣

本會服務 - 聖道學校2017年姊妹學校遊戲日

3

月2日，本會獅姐前往鯉

除擔任主禮及頒獎嘉賓外，更

為是次遊戲日獎品以作鼓勵各

魚門體育館出席聖道學校

額外贊助學校購買教材禮物作

位得獎者。

2017年姊妹學校遊戲日。當天
早上開始多項競技比賽及啦啦
隊比賽，中午安排了同學現場
表演樂器演奏。隨著表演完結
便開始頒獎儀式，本會獅姐們

屬會聯合服務 - 第八屆獅展保齡童樂日
3月15日，本會獅姐，獅姐夫出席第八屆獅展保齡童
樂日，當天我們的姊妹學校-聖道學校的同學大清早
回校集合準備前往球場，展開一天愉快的保齡球日，
學校今年已是第八年參加這活動，他們抱著熱熾的心
情前往會場，是次的球場及球道加設無障礙設備，
所以同學們比往年更容易掌握控球技術，打球分數高
超，掌聲笑聲傳遍滿場，完場時同學們還依依不捨，
樂而忘返。

錦繡

獅子會
Hong Kong Fairview

高爾夫球交流會

為

盼與各區獅友增進交流，切磋
球技，元朗錦繡獅子會計劃定
期每月第二週的星期一早上於東莞觀
瀾湖舉行高爾夫球交流會，並共聚午
餐，名額初定20個，先報先得。希望
各位獅兄獅姐踴躍報名參與。
聯絡人：元朗錦繡獅子會
資訊委員會副會長Tony Chong 聯絡電話：9329 64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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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長
李林

子會
紫荊 獅Bauhinia

2

會長
勞潔儀

017年4月26日，區司庫王恭浩獅兄到訪紫荊。
王獅兄在講述他的獅子會理念以外還為紫荊午餐

例會添上不少歡樂氣氛。

2017年5月13日為第二分區第

獅子會及本會齊舉辦「齊健腦

時間拆糖果紙的壯舉並挑戰打

六分域五會-青山獅子會，鑪

伴，同步甜行」。目標是以齊

破健力士世界紀錄，以示支持

集一千人在獅子會中學，同一

高錕慈善基金，籌募善款幫助

峯獅子會，香港新時代，荃灣

腦退化病患者及其照顧者。
當天紫荊創會會長勞潔儀獅姐
還請了梁球居中學的學生來幫
忙壯舉，為當天增加了不可或
缺的力量!

2017年5月19日，303區連同銀都機構舉辦
了《毒˙誡》電影籌款再次支持高錕慈善基
金。我會朱秀英獅姐迅速回應捐助港幣壹萬
元，當晚創會會長勞潔儀獅姐，廖玵玒獅
姐，孫淑貞獅姐，區愛華獅姐及獅姐夫也一
齊出席支持是次電影籌款。

2017年5月至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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屯門 獅Tuen子 會Mun

會長
葉笑彤(梓怡)

資訊委員
呂宛恩

3 月 2 1 日 屯 門 獅 子 會
「放眼世界˙認識中國青少年交流團」簡介會

本

會擬定於2017年4月17至20日(4天3夜)舉辦
「放眼世界˙認識中國青少年交流團」，帶

領約100-150名香港中學生到訪國內與內地學生進行
學習及文化交流，旨在讓香港中學生能夠擴闊視野，
深入了解現今中國現況，啟發思維及對未來的發展願
景。本會更於3月21日舉行交流團簡介會，讓學生們
可以對是次交流團的目的和期望有更深入的了解，更
讓曾參加交流團的學生分享經驗，讓在場準備出發的
學生有更全面的目標及展望。

4 月 1 7 - 2 0 日 屯 門 獅 子 會
「放眼世界˙認識中國青少年交流團」
青少年交流團已於2017年4月20日圓滿結束。在此次交流團邀請
到接近102位屯門區中學生參加，交流團之成功及有幸獲各界之
熱情款待，實在是有賴獅友們的協助及支持；我們感到十分榮幸
此次交流團活動得到分別政府、中聯辦擔任顧問及來自學校及各
商業機構之參與，使活動在豐盛成果下完結。青少年交流團的活
動非常豐富，並不是以筆墨所能形容，各學員之積極參與，及各
單位之安排，使大家也發揮得淋漓盡致。

3 月 2 6 日 屯 門 獅 子 會 親 子 傷 健 行
由屯門獅子會協辦《MegaLife

施藥的「港仁中醫服務中心」。

姐、籌委會主席麥美儀獅姐及

生活晴報》的Cookies Run是

除了當日各項賽事，大會亦為

葉德豪獅兄的幫助，此次活動

香港首個以曲奇為主題的長跑

是次比賽活動預備了嘉年華活

得以圓滿結束。

慈善賽事及繽紛嘉年華，對象

動，務求以豐富

為喜好跑步運動的普羅大眾及

且具趣味的活動

傷健人士，旨在向大眾推廣傷

項目，讓參與的

健共融的訊息及寓慈善於運動

智障人士及公眾

娛樂。是次Cookies Run將會

人士能與其家人

把收益撥捐慈善機構「快樂港

放鬆心情，盡情

仁」
（Healthy Hong Kong），

享受這個甜蜜的

以 服務香港基層及長者，包括

星期天。本會有

設立為貧困老弱的病人提供贈醫

賴會長葉笑彤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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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太平洋 獅Hong子 會Kong (Pacific)

會長
韋子邦

資訊委員
顧明仁

幼兒牙齒口腔健康檢查

本

會第二屆的幼兒牙齒
口腔檢查於五月六日
在明愛香港太平洋獅子會幼兒
學校展開。當天早上九時三十
分本會多位獅友及獅友黃文昌
牙醫與其拍檔蔡浩昌牙醫及護
士姐姐帶同牙醫檢查的工具到
達幼兒學校時，已經有數十位
家長及其小朋友在等待。黃醫
生首先花三十分鐘以風趣圖文
並茂的方式講解幼兒牙醫護理
的方法及常碰到的牙科問題。
在座的五十多位家長也有為他
們幼兒常碰到的問題提問並請
黃醫生解答。跟隨小朋友按照

安排進入學校設立的臨時診斷
室由兩位牙醫為他們檢查牙齒
及向家長講解要留意的地方。
有些小朋友由於年紀還細，仍
然需要家長在旁哄著才能安靜
完成檢查。順利完成整個過程

黃文昌牙醫為小朋友作牙齒檢查

的小朋友均可選擇他們心愛的
貼紙一張，歡天喜地的回家。
今年小朋友的牙齒健康比往年
進步。活動在中午接近一時完
成，獅友們也結隊到附近的酒
家午膳聯誼。

出席幼兒牙齒護理活動的獅友及黃文昌牙醫
及他背後的蔡浩昌牙醫

第五分域聯合服務
本獅子年度第五分域最後一個

舉辦。此次活動是與晴彩慈善

到不同的課室作視力檢查。他

聯合服務活動〝獅心關愛兒童

基金合作，由他們的眼科醫生

們先經由獅友作初步的簡單視

視事晴彩大行動〞於五月廿八

為參加活動的小學生作視力檢

力測試，跟據所得結果再由眼

日在青衣郭怡雅神父紀念學校

查。本會韋子邦會長及多位獅

科醫生作詳盡的跟進。大部份

友、青獅和義工於早上十時許

的同學視力都不錯，可以清楚

到達會場協助 佈 置 及 安 排 攤 位

說出圖像，只有少數高年級的

場地。本會青獅更設計了數個

同學出現視力問題，也許是多

砌圖遊戲，測驗同學的眼力及

用電腦有關。家長們都很緊張

記憶。

同學的檢查結果，因為這會影
響他們今後的學習。完成檢查

本會顧明仁創會會長(左)及盧舜德獅兄
(右)為同學作初步視力測試

參與活動的學生和家長於午飯

的同學及家長回到禮堂聽專家

後到達學校的大禮堂集合，經

講解護眼的方法。活動在下午

過一個簡單而隆重的開幕儀式

五時左右順利完成，出席的學

後，部分同學獲分配到不同的

生及家長們均獲大會派發一袋

攤位參與活動，另外一些同學

內有食物及文具的福袋。

慈善電影籌款
本會於六日十日晚上八時於九龍圓方The Grand 電影院舉辦
今年度的慈善籌款活動，獻影湯告魯士主演的科幻名片〝The
Mummy 迷城盜墓〞。誠蒙各會獅友及嘉賓捧場，全院滿座。
電影緊張刺激，不少電腦效果也增加劇情的變幻；鏡頭下的沙
漠風暴令人感受到大自然的威力及其可怕之處。今次所籌得的
款項將用於本會下年度的各項社會服務活動。
出席籌款活動的本會獅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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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會
銀綫灣 獅Silverstrand

會長
謝香鶯

資訊委員
林婉雯

「煦煦春臨迪欣行」慈善步行籌款活動

銀

綫灣 獅 子 會 在 3 月 1 1 日

正面訊息。

季的林木相映成趣，沿途風光旖
旎，滿園春色。一眾獅友不忘拍

舉行「煦煦春臨迪欣

行」慈善步行籌款暨「寒風

活動中，一眾獅友及親友身體

攝沿途自然風光，將美景盡收眼

漸、存自然」攝影比賽，一眾

力行參與步行籌款。各人為行

底。步行約一個半小時之後，大

獅友鼎力支持，讓活動得以圓

善不遺餘力，希望竭盡所能，

會頒發籌款最高金額冠、亞、季

滿結束。本會向來以服務社會

籌到最多善款。當日，在簡單的

獎和優秀攝影作品獎，及鳴謝各

各類有需要的人士，向他們表

開步禮後，一眾善長仁翁同行迪

善長踴躍捐輸身體力行，以表揚

達關懷，顯現正能量和積極的

欣湖，翠綠的湖水與正值春日花

大家對慈善作出美好貢獻。

人生態度為宗旨，服務長者、
病童、低收入人士等弱勢社
群。透過是次活動，本會冀望
能將所籌得的服務經費幫助更
多需要的人士，讓更多人因而
受惠。與此同時，本會亦期望
是次步行籌款中的攝影比賽能
宣揚活力、希望、生氣蓬勃等

一眾善長在活動前和後合照，氣氛和樂

「銀獅童心樂融融」服務計劃
3月25日，銀綫灣獅子會與協

演，更有大獅、獅嫂、青獅、

此外，還增設多個趣味遊戲攤

康會於尖沙咀港景匯煌府酒家

銀友及協康會小朋友破天荒合

位和溫情即影即有拍照區，好

舉辦「銀獅童心樂融融」服務

演音樂劇——「仙履奇緣˙心

讓一眾獅友為協康會小朋友和

計劃，招待患有自閉症的小朋

裏共存」，宣揚包容、喜樂和

其家庭帶來更多新鮮、有趣、

發出正能量訊息。為準備是次

精彩的表演和分享，在優美環

會合作服務已踏入第十一個年

表演，台前幕後人員進行多次

境下享受愛宴，發揮互愛關懷

頭，是次活動精彩萬分，計

綵排，及一手包辦劇本、舞台

的精神。

有協康小朋友活靈活現有趣表

和服裝創作，務求全力以赴。

友家庭。銀綫灣獅子會與協康

本會藉此感謝區領導，包括總
監馮妙雲獅姐、第一副總監陳
立德獅兄、第二副總監郭美華
獅姐、第十三分域主席梁禮賢
獅兄親臨銀綫灣獅子會多項活
動主禮，令活動生色不少，
並與在場人士和受惠者共渡愉
一眾參加及表演者合照，樂也融融

快、難忘時光。

活動預告
銀綫灣獅子會將於5月27日在西貢崇真中學禮堂舉辦「銀綫聖心耆英樂」。活動將招待約150名西貢區長
者，向他們表達關懷。屆時將會有一眾義工與長者一同歡度週末，推廣身心健康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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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珠 獅Pearl子 會Island

會長
李美香

第一次聯合晚餐例會

第

一次聯合晚餐例會於三月十八日假信德中心澳門賽馬會黃金閣舉行。當晚由大會主席、副主席及
總監先後致詞，繼由各會長輪流簡報會務，總結過去一年業績。會長李美香獅姐聯同多位獅姐一

同出席，濟濟一堂。

獅子會盃
獅姐們平日工作繁忙，難得獅子會盃於四月十七日復活節
期間舉行，獅姐們趁此機會聯同親友一起出席支持這個一
年一度的盛事。當日不少名人嘉賓出席，即使平日不愛博
彩的獅姐也來湊湊熱鬧，盡情投入賽馬活動，看會否得到
幸運之神眷顧。大會安排相當貼心，除了全日供應豐富自
助餐外，更邀來馬評家提供多場獨家貼士，令不少獅友大
有收獲，即時彰顯善有善報的力量！

金山郊野公園遠足植樹日
今年是香港郊野公園成立四十

然及保護林木的訊息。本會響

工具，步行30分鐘即抵達優化

周年。漁農自然護理署舉辦了

應獅子會自然教育基金呼籲，

植樹區，各人隨即在斜坡上尋

多項活動，藉以推動愛護大自

一同參與4月9日於金山郊野公

找合適位置親手栽下小樹苗。

園舉行的遠足植樹日。

回程時，我們沿著山路拾級而

當日，自然教育基金會

上，高處可遠眺整個荃灣市區

會長兼本會創會會長陳

景貌，風光明媚。行畢全程需

蕙婷獅姐帶領一眾獅姐

二個多小時，幸好當日天朗氣

及親友早上於金山郊野

清，沿途綠樹林蔭、鳥魚花

公園孖指徑燒烤地點集

香，在不知不覺間便行畢了全

合出發。開步儀式完畢

程，完成了這個既有意義又令

後，每人獲分發樹苖及

人身心舒暢的活動。

六代同堂聯合晚餐例會
今年的六代同堂聯合晚餐例會於4月6日假朗廷酒店舉行。明珠作為半島獅子會的第一代直系子會，當然
不能錯過與其他子會聚首一堂慶
祝的機會。多位獅姐們帶同家人
親友踴躍出席參與。當晚大會更
邀得施永青先生作主講嘉賓，還
有連串精彩節目，包括醒獅、遊
戲環節及歌唱表演，為晚會增添
不少熱鬧氣氛。

2017年5月至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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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山 獅Red子Hill會

會長
陳雅之

資訊委員
趙玉娟

群獅共聚吉澳遊 地質公園樂悠遊

2

017/04/02 星期天 - 本會

第二副總監郭

紅山獅子會舉辦25週年慈

美華獅姐及第

善籌款活動「群獅共聚吉澳遊

十七分域主席

地質公園樂悠遊」，得到區會

梁麗琴獅姐親

領導，友會獅友及紅山獅友的

臨主禮！非常

鼎力支持，籌款圓滿成功。

感謝！活動當
日，同時有其

本次籌款別具意義，除了籌得

他獅子會活動

明年的服務經費外，同時又做

舉行，但是區
司庫王恭浩

囊的區職員、友會會長、前會

獅兄、第三

長們、獅友們及其朋友和家人

分域主席曾

致謝，有你們的參與、支持、

建文獅兄、

慷慨解囊及出席才能使此活動

第五分域主

成功！是次活動籌款所得將會

席鄭炳龍獅

全數用於本會來年度之服務經

兄及友會會

費。

長們仍不辭
路遠親臨支
了一次服務，免費讓低收入家

持，在此致謝。

庭及傷健人士 (受眾為信義會
及扶康會等等) 暢遊荔枝窩、

在此，亦要多謝本會會長及全
體獅友的盡心盡力籌辦及參與
此活動！大家的努力及支持才

本會在此再一次向所有慷慨解

能使此活動成功！

吉澳及鴨洲地質公園，瞭解古
鄉文化，探索香港地質生態環
境之變化。再者，參與本次活
動的獅友及朋友除了做了一次
善舉之外，還享受了一天愉快
的海陸暢遊。
當日天朗氣清，風和日麗。活
動幸得區會總監馮妙雲獅姐、
第一副會長鄭永基

58

May & June 2017

子會
香港淺水灣 獅Repulse
Bay Hong Kong

本

年度又將接近尾聲，本
屆會長及各職員亦順利
完成本年度會內各項工作，在
此感謝2016-2017年度會長何家
傑獅兄及各位職員的努力，令淺

會長
何家傑

水灣獅子會越來越強大及團結。
同時，為了令來年會務及社會服
務能有更充足時間作好準備，來
年2017-2018年度會長及其職員
班子亦於四月份的選舉大會中順

資訊委員
繆雲龍

利誕生，恭喜候任會長錢嘉瑋獅
兄及職員們當選！在此小編僅代
表淺水灣獅子會各會員，祝錢獅
兄獅運亨通，秉承淺水灣獅子會
良好傳統，令本會更上一層樓！

「2017-2018年度303區選舉候選人親善訪問」
本會很榮幸得到總監候選人陳
立德獅兄、第一副總監候選人
郭美華獅姐及第二副總監候選

人王恭浩獅兄親臨本會作訪
問。席間各候選人詳盡地表達
了個人對獅子會理念，亦解答

了不少在座會員的提問，令本
會會員們對各人有更深了解。

「獅子光影關愛服務日」
服務一向是淺水灣獅子會最重
視的工作！雖然本年度已接近
尾聲，我們依然把握時間，運用
餘下的資源，為深水埗街坊福
利會長者鄰舍中心提供了服務。
是次服務由活動大會主席李輝
榮獅兄帶領，於2017年4月29
日舉行。當日為100位長者準
備了幾項別具心思的節目，每
一項都是為老友記們而設的。
首先是備受長者歡迎的日常醫

學常識講座，很高興邀請了眼
科醫生李晰騫先生分享和講解
長者常見眼疾的資訊，及國際
註冊營養師楊清文小姐砭石頭
療工作坊。
可能平日關於眼睛的講座比較
少，長者們對李醫生的講解都
很有興趣，在講座後的答問環
節亦顯得十分雀躍。至於砭石

頭療工作坊，楊小姐教導長者
如何通過用砭石進行頭部和臉
部按摩，達到保健效果。
之後和長者們玩有獎答問遊
戲，問題分兩部份，一是與講
座有關的，另一部份是「昔
日香港」，分享了一些香港昔
日的地方和人物的照片給長者
們競猜，雖然有些題目其實並
不容易，但也難不到在場的長
者們，居然有長者可以單靠髮
型就能估中相中人是誰，相當
利害！
緊接的是當日活動重頭戲，由
一班有心人，香港攝影器材進
口商會的朋友們，義務為在場
每一位長者留倩影，拍攝一張
精美的個人照片。淺水灣獅子
會的獅友們亦很有心思，早在
拍攝之前已為每人送上精美頭
梳一把，好讓各人能事先「執
靚個樣」、在最齊整及最佳狀
態下拍照。

當日服務成功，有賴大會主席
李輝榮獅兄精心策劃、淺水灣
各獅友們和義務人員協助，出
心出力！特別鳴謝國際獅子總
會303區2016-2017年總監馮
妙雲獅姐、2016-2017年第四
分區主席郭錦棠獅兄，身體力
行到場支持活動。此外，亦要
再一次感謝眼科醫生李晰騫先
生、國際註冊營養師楊清文小
姐 、 深 水 埗街 坊 福 利 會 長 者 鄰
舍中心主任黃美娟小姐及香港
攝影器材進口商會執行委員林
篤之先生及其團隊的參與。

歡樂時光總是過得特別快，到
節目尾聲的時候，當然要和一
眾嘉賓、工作人員、受眾長者
等大合照，全日節目於送上福
袋禮物後圓滿結束。

「後記」
在過去一年，小編承蒙淺水灣獅子會各人所托及信賴，代表本會成為資訊委員，為本會撰寫稿件，在此
向各位致謝。小編才疏學淺，文筆粗糙，感謝大家的信任和支持，總算圓滿完成本年度資訊委員的工
作。特別鳴謝港澳獅聲出版委員的包容和協助。
希望來年在其他崗位上為受眾、總會、區會及本會作出貢獻。
2017年5月至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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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會
中區 獅Central

會長
蔡卓麗

香港中區獅子會銀禧紀念服務暨
慶祝香港中區獅子會新安縣特殊教育學校十周年之旅

本

會在何麗貞創會會長及
蔡卓麗會長帶領下合共
九人一起出發到中國河南省。
4月13日第一天於鄭州市進行
殘聯晚餐，很榮幸與97歲眼科
泰斗張效房教授，非常親切的
河南省殘聯劉崢偉理事，還有
眼科專家呂教授，劉獅姐共聚
晚餐。
4月14日第二天我們一早出發
去登封市探訪河南登封市聾啞
學校的學生，看到該學校學生
的笑容充滿了陽光和自信，我
們很欣慰，最後還欣賞了聾童
們非常精彩的舞蹈表演。下午

我們到達登封市殘聯復康中心
參觀及探訪殘疾兒童，見到了
一些自閉症，聾啞，智障的兒
童，我們為他們送上朱古力蛋
及食物。
4月15日第三天終於到達了我
們的目的地，香港中區獅子會
新安縣特殊教育學校。一踏進
校園就有非常強烈的親切感，
就像回家探親一樣。在學校到
處都放滿了中區獅子會的相
片，看到了十年前我們中區獅
子會創會會長，馮妙雲總監，
冼姵璇前總監，各位前會長和
獅姐在這裡所做的貢獻，實在
非常感動和有意義。自2007年
起，中區獅子會對新安縣特殊
教育學校開始聯誼幫扶，從教
學設備，校舍建設等方面為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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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提供幫助，從
一間潮濕陰暗兼
漏水的舊校舍，
簡樸的小樓再到
今天美麗壯觀功
能齊全的教學
樓。
在大門前已看到
閘門上端的招牌
寫著香港中區獅
子會新安縣特殊
教育學校，進入學校後，立即
看到在廣場中央紅旗台有很大
的獅子會標誌和牌扁，首先我
們與河南省洛陽市殘聯領導，
新安縣領導及縣委書記進行香
港中區獅子會新安縣特殊教育
學校十周年慶典及捐贈獎學金
儀式，會長代表中區獅子會和
林素莉前會長向學校共捐贈1
萬元獎學金，也為學校128名
學生每人贈送了一份禮物。然
後我們到各班教室探望每一位
學生，兩位中區獅子會的愛心
小天使陳珮瑩和陳珮均幼獅也
很積極和開心地派復活蛋及餅
乾給每一位學生。
最後我們到了地板可以震動的
律動室觀看了一場超高水準的
表演，有頌讀「弟子規」，舞
蹈「水姑娘」，“中華武術操”
等節目，表演令人讚歎不已，
完全感覺不到這
些孩子是有智障
及聾啞問題的。
當天晚上我們
與150位學校師
生，洛陽市殘
聯，新安縣殘聯
及縣領導晚餐，
整個晚上充滿開
心喜悅的氣氛。

學生們看到我們創會就像看到自
己家人一樣，在面上滿載著盼望
和感激之情實在令人非常感動。
4月16日早上，是整個行程最
渴望的節目，觀看牡丹花展，
看到各式各類的牡丹，發放著
醉人的香氣，雖在寒風微雨
下，著實滿足了盼望之情。下
午完成河南之旅乘機回港。這
幾天不只是天氣陽光普照，對
我們也是一個非常充實，充滿
激 情 的 旅 程 ， 兩位中區獅子會
的愛心小天使在人生的旅途上也
有很大的收穫。
大家都很期待下一次的學校探
訪。
祝願香港中區獅子會新安縣特
殊教育學校打造成河南省的模
範目標。

香港中港 獅Hong子 會Kong (Mainland)

會長
張家驥

資訊委員
區婉珊

本

會非常榮幸獲得香港戒毒會認同本會為該會的長遠持續合作
夥伴，今年戒毒會更提名本會到社聯公開嘉許，於2017年3
月10日本會獲頒「同心顯關懷」嘉許證書，由張家驥會長聯同上屆
會長黃順愛獅姐，區婉珊獅姐，張大偉獅兄，徐敬良獅兄及張秀恩
獅姐一同出席在會展舉行的嘉許禮。

事實上，本會的服務項目「糖
衣風暴」於2007年已開始向青
少年宣傳禁毒訊息，並在2012
年區會的選舉中，獲得最佳服
務獎，其後於2014年與香港
戒毒會聯合主辦 「糖衣風暴
2015」，本會禁毒警覺委員

會主席張大偉獅兄一直積極參
與及贊助本服務。今年是「糖
衣風暴」服務的第10周年，
本會為做好慶祝活動及服務，
舉辦了主題為「毒」與「獨」
ALL CLEAR 2016-2018的活
動，並為石鼓洲康復院籌款，

為島上添置焗麵包機及太陽能
設備。我們將於五月份在區會
舉行發佈會，由本屆籌委會主
席黃順愛獅姐向公眾全面公佈
有關活動詳情，希望有更多人
仕支持和參與「糖衣風暴」服
務。

在2014年本會與廣東獅子會梅
州嘉應服務隊結盟成姊妹會，

大家交往無間，儘管兩地社會
狀況不同，但我們都爭取互相
參與對方的服務項目，今年廣

於2017年3月25日親身到梅
州探訪當地貧困戶的家庭，與
小朋友互動玩遊戲，並參觀當
地的學校，認真了解他們的需
要，看到不少破爛的桌椅和殘
舊的教學用具，大會將會安排
給予他們資源上的支援，還有
精神上的鼓勵，把愛心帶到梅
州，希望可以見到當地的小朋
友開開心心上學去。

東獅子會與嘉應服務隊聯同二
十多個服務隊舉辦了一個名為
「同桌的你」為貧困山區孩子
助學的行動，本會不但出錢贊
助，會長張家驥獅兄更率領第
一副會長周瑞興獅兄及兩岸三
地發展委員會主席羅顯榮獅兄
於2017年3月31日，本會為
參與獅子會姊妹會服務計劃
的 匡智翠林晨崗學校，舉辦了
「中港 良 師 伴 匡 智 學 習 活 動 暨
復 活 節 聯 歡 會 」， 本 會 的 獅 兄
獅姐預早為晨崗學校的70多
位幼稚園、小學和中學部同學
準備了應節的朱古力復活蛋
和小禮物，並與幼稚園的小朋
友們玩遊戲，看到他們積極參

與比賽，全力以赴，我們都感
受到他們的純真可愛，獅友們
也玩得熱情奔放，童心未泯，
真情流露，大家都像回到了兒
時一樣。我們也請來嘉賓為他
們表演音樂，啟發他們的創意
思維，同學們也為我們表演了
唱歌和朗誦，非常的專注和投
入，相信他們都會為自己的演
出，留下了一個美好的經驗，

我們也樂於探訪這些特殊的小
朋友，祝願他們都開心快樂地
成長！

本會於四月份的例會前舉行了
周年會員大會，並邀請了張新
村前總監為本會來屆會長職位
進行遴選監票工作，結果本會
會員一致通過由王煒立獅兄當
選下一屆會長，而第一副會
長由傅佳濱獅兄擔任，第二副

會長由何梖榮獅兄擔任，第三
副會長由黃雅麗獅姐擔任，選
舉結果眾望所歸，大家眾志成
城，盼望在來屆會長王煒立獅
兄帶領下，為中港獅子會開展
新的一頁。適逢下年度是香港
中港獅子會創會第25周年，大

家都準備在就職典禮當晚，同
時舉行紀念聯歡晚會，我們全
體獅友一同加入籌委會，一同
為25周年紀念活動獻出一分
力，務求在25周年的聯歡晚會
中，給大家留下一個美好難忘
的回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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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會
香港荷李活 獅Hollywood
Hong Kong

共 建《 深 》
《 情 》在 蘇 屋

「共

建《深》
《情》在蘇屋服務」繼續「開工」。直到
2017年4月30曰已經完成了1,000個個案。

惜食堂
2017年3月14日香港荷李活獅

我去惜食堂做服務，一定第一

我們幫助他們維修家園改善咗

子會又再出動去「惜食堂」做

時間要搵月嬋婆婆及雷婆婆，

生活環境，他們比我動力非常

服務。陳漢文會長說: 「每逢

見到他們兩個健康非常開心，

大，需要不斷複製複製令更多
人受惠，希望各社區都有這種
感覺！希望大家一齊為社區更
加努力....小恩小愛!大家只係
出少少力，多多心！令社會更
和諧。更感謝馮妙雲總監及第
十八分域主席陳淑芬獅姐出席
支持。」

2017年4月1日外展青年維修義工分享會
「香港荷李活獅子會」及「家居

社區發揮互助互惠精神！在分

非常堅強地要求一個人獨自去

維修義工協會」安排了一個非

享會中，出現一個令人感觸的

選購物料，非常令我敬佩。令

常 熱 鬧 的「 外 展 青 年 維 修 義 工

場面。有一位有眼疾的63歲

我有更有另一睇法。就是要學

分享會」活動！從「共建《深》

女士，她完全差不多看不到東

習自己不足的地方而需要改

《 情 》在 蘇 屋 服 務 」 中 安 排 了

西，她還需要照顧一個坐輪椅

進。令我們一班義工們感觸良

一班年青人去認識裝修行業及

的89歲媽媽。陳漢文會長說:

多，希望這個堅毅精神延續下

讓他們明白甚麼是「責任感」

「當我做了探訪及了解到她現

去。」

及「價值觀」令到他們可以在

在搬屋裝修工程的需要後，她

獅子會捐血日2017

血，好緊張，搞到等咗成個

姊妹義工們，會長們來支持，

鐘，心情平伏了，才可以捐血!

本來一個簡單嘅捐血服務，其

監的致詞，最令我感動！因為

幸好最後也能完成捐血救人的

實係一個好複雜及好花氣力去

他們都很擔心紅十字會的血庫

重任！捐咗450ml。一眾1516

做的！當中非常多學問，原來

存量，原來年頭捐血者會多一

會長同學仔陪同齊齊捐血救

1,000個捐血者得32個合資格

點，但年尾及大時大節的時

人，為善最樂！支持13叔！」

捐血的！」

候，捐血者就少了許多！而且

陳靄華獅姐更說: 「為了

捐出的血液只能儲存半年，

支持區會及一個承諾，

所以如果獅子會、慈善機構、

已15年沒捐血的我出山

企業能配合一下計劃全年的捐

了！能夠捐血，亦是我

血時間就可以令血庫不致欠缺

的榮幸！」陳漢文會長

了！令我體會到領導者的細心

說: 「多謝高局長，總

和體貼！今次是我第一次捐

監，區職員，一班兄弟

指導會長曾雪敏獅姐說: 「聽
了高永文局長及我們馮妙雲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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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長
陳漢文

資訊委員
林榮填

恭喜Ivan陳漢文會長！

獅

子會香港十大優質社

華獅姐 (Judy)一起努

會服務選舉，「家居

力，受本會創會會長

維修義工協會」取得十大優質

委託，在2015-2016

服務！在85個屬會之中香港荷

年度我接到荷李活會

李活獅子會奪得最佳傑出服務

長的棒子後，再來一

之冠.....得到社會最大嘅機構

次做會長和Judy一起

獅子會肯定我們證明我們這一

增加和保育荷李活的

年來沒有白費，我們會繼續努

獅友，重建荷李活！
最大功勞是Judy,
她積極推介朋友入荷李

著想，也感謝司庫Collin 吳國

活，也介紹了Ivan加入了

榮獅兄為我們處理好財政！感

荷李活大家庭！2016-2017

謝超哥，何文超獅兄的超級支

年度交棒給陳漢文Ivan會

持，無限的愛心給荷李活！感

長後，非常感謝Ivan會長

謝所有荷李活獅子會的兄弟姊

的努力、超級的付出、超

妹的付出及愛心！國際獅子總

級的愛心、創新的思維帶

會中國港澳303區主辦香港十

領著我們向著新的方向邁

大優質社會服務選舉頒獎典禮

進！終於我們荷李活獅子

中各得獎機構都是實至名歸！

會再茁壯成長起來了！感

香港人有福！有這些機構和義

謝八姑姐Sandy的支持和

工令人間充滿愛！ 恭喜家居維

力服務更多社會上要幫助的朋

指導！感謝三伯的鼓勵！感謝

修義工協會在獅子會香港十大

友，這個肯定我們家居維修這

馮妙雲總監、陳立德第一副總

優質社會服務選舉，獲得十大

項服務在社會上很需要的。我

監、郭美華第二副總監和所有

優質服務！We are so proud

們理念希望能夠延續下去讓多

區職員！感謝各友會會長、同

of you! 我們繼續努力⋯服務更

點人連外國人都認識我們。我

學仔！更感謝我們創會黎葉寶

多有需要的人！」

們會繼續努力。

萍獅姐的意見和指
導，陳東岳前總監
的參與和照顧、吳

是感動的時刻！當宣布我們

子文前四伯的努

香港荷李活獅子會成為2016-

力，更感謝我們荷

2017最傑出服務大獎得獎者

李活的秘書Arthur

時，我感動得想哭起來！由經

李致昌獅兄的超級

過了艱辛的幾年，我和陳靄

付出及事事為本會

A dv ertis eme nt

上 屆 會 長 曾 雪 敏 獅 姐 說 ：「 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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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會
香港青馬 獅Tsing
Ma

會長
鄧國威

資訊委員
陳中正

2017-2018的候任職員名單
香港青馬獅子會在4月25日周年會員大會上一致通過2017-2018的候任職員名單如下：
會長

：梁偉宣獅兄

義務秘書 ：許樹棠獅兄

會員會籍 ：陳永良獅兄

指導會長

：鄧國威獅兄

義務司庫 ：朱燦培獅兄

理事

：梁健興獅兄、陳中正獅兄

第一副會長 ：呂慕選獅兄

總務

：鄧洪昌獅兄

何偉民獅兄、鍾道文獅兄

第二副會長 ：王炳焵獅兄

糾察

：李國榮獅兄

何子文獅兄

第三副會長 ：馮肇基獅兄
恭賀當選候任會長及所有職員，並預祝青馬獅子會在未來的新一年度更上層樓！

盛德學校高爾夫球日
5月28日(日)為青馬盛德高球
同樂日，九位青馬獅兄、嘉賓
連同十一位青獅，一起來到西
貢園藝高爾夫球會服務一群來
自盛德學校的長期留校學童。

青馬獅兄、青獅、嘉賓與盛德學校的學童大合照

何偉民獅兄細心地安排了一名

學童交流人生經驗。學生們對

SPGA教練到場教導學童打高

於首次打高球都顯得很興奮雀

球，而青馬獅兄及嘉賓則擔任

躍，表現守規及投入，於活動

助教，趁著從旁指導的機會與

後更回校與師生們興奮分享。

6月6日(二)，很榮幸能在鍾道

人生經歷和娛樂圈趣史，娓娓

家都聽到捧腹大笑之餘又受到

文獅兄的安排下，青馬邀請到

道出鼓舞人心的人生智慧，大

深刻啟發，確實十分精彩！

SPGA教練正在教導學童正確的持桿姿勢，
獅兄從旁協助

吳雨大哥精彩分享
娛樂圈的重量級大哥吳雨先生
(娛樂公司前行政總裁)來到我
們會中分享他的人生體會及精
闢見解，隨行還有英皇娛樂管
理有限公司的財務總監黃淑嫻
小姐(Miny Wong)。
席間，吳雨大哥用「藏混化生
修」五個字，配合生動有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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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馬獅兄、青獅與吳雨大哥合照留念

子會
香港特區中央 獅Center
Point H.K.S.A.R.

3

會長
王浩然

資訊委員
梁仁富

月18日「金曲妙韻獅子
心」籌款及服務活動於

培正小學錢涵洲大禮堂順利完
成，全場爆滿，是日超過400
位長者過來聽。本次大會主
席、本會第一副會長李垣錦獅
兄帶領籌委會一班兄弟姊妹經
過大半年的努力，大家分頭行
動。一邊籌集善款、一邊邀請
嘉賓歌手、舞蹈小義工，另外

邀請新進組合Fantaz；連主席

童軍、救傷隊、培正小學、盧

更四處搜羅派發門票的渠道。

的未來獅嫂也出動帶領偵探小

麗娟女仕、白健路先生... 的鼎

多謝音樂總監黃惠光先生為大

義工等等（數之不盡⋯）。

力支持！

亦要感謝多個贊

感謝Barry 麥宇陽獅兄專業攝

助表演單位：包

影；亦感謝台上生鬼司儀郭文

括區司庫王恭

軒獅兄。

浩獅兄贊助區總
監馮妙雲獅姐獻

本次籌款大賽冠軍為李志強前

唱；會長王浩然

會長，亞軍為郭文軒獅兄，雙

獅兄銀贊助自己

季軍為區秘書區玉瑛獅姐、前

及朋友江佳憶小

區秘書張麗華獅姐，殿軍為本

會提供專業嘅音響服務。一夥

姐獻唱；前會長胡家偉獅兄銅

人、披頭四、美玲國華一開始

贊助獻唱；

更是二話不說爽快答應義唱。

前八叔張衛

會會長王浩然獅兄。

獅兄銅贊助
另外，主席的中學師姐協助邀

獻唱；鄧少

請神秘嘉賓劉威煌先生；第三

輝獅兄銅贊

副會長周靄儀獅姐協助邀請胡

助、以及九

楓先生；李志強前會長協助邀

龍城民政事

請另一位神秘嘉賓黑妹李麗霞

務局、九龍

小姐；區秘書區玉瑛獅姐協助

城區議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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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
香港灣仔 獅Wan子Chai,
Hong Kong

會長
鍾慧賢

資訊委員
何淑雲

『獅心關愛共融日』

於

5月6日的上午、本
會以『獅心關愛共融

日』為題 連同 道慈佛社楊日霖
紀念學校和樂善堂劉德學校的
師生共四十多人，一同到稻香
集團的稻鄉飲食文化博物館參
觀，讓小學生們認識社會飲食
文化的演變過程、進而培養瞭解飲食文化的興趣。
下午再去沙田怡欣山莊鄰舍輔導會，小學生們與鄰
舍輔導會的會友一起學習如何製作蛋撻，過程中溝
通學習，發揮團隊合作精神及提升融入社會的能
力，接受彼此的不同，尊重相互的差異。今次活動
完滿成功。滿載而歸！

獅心關愛兒童 視事睛彩大行動
香港灣仔獅子會於5月28日參

有攤位遊戲讓學生們參與，歡

與第五分域的聯合服務 『獅心

樂之聲處處可聞。當天參與的

關愛兒童 視事睛彩大行動』

獅友很高興為小學生們服務，在

，在郭雅怡神父紀念學校舉行
了一個為小學生視力檢查的服
務，過程中得到睛彩慈善基金
的支持、派出多位眼科醫生義
務為小學生檢查視力，若有需
要會將個案轉介跟進，當天有
講座讓家長及學生們了解視力
的護理、在等候檢查的時間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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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樂聲中渡過一個愉快的下午。

今次活動圓滿成功。滿載而歸！

子會
銅鑼灣 獅Causeway
Bay

銅

會長
羅運萍

資訊委員
陳泊廷

鑼灣獅子會已順利選

銅鑼灣獅子會以來，一直秉承

庫及2016-17年度任第一副會

出2017-18年度會長，

獅子精神，熱心服務社群，並

長。日後定當以實事求事的態

候任會長譚潔儀獅姐為資深傳

先後於2014-15年度任第二副

度，履行會長一職，帶領銅鑼

媒人及作家，自2013年加入

會長、2015-16年度任義務司

灣獅子會百尺竿頭，更進一步。
撰寫員：譚潔儀獅姐

「愛心膳食顯關懷」啟動禮
「愛心膳食顯關懷」啟動禮於

名獅友於現場協助，聆聽長者

4月7日上午舉行，本活動為期

的需要和與他們玩樂小遊戲到

半年，目的是服務深水埗麗閣

派飯時刻，獅友們確實感受到

邨的一眾有需要長者，於每個

星期一至星期五中午派發五十

愛心飯盒帶給長者們的溫暖與
幫助。

個愛心飯盒。啟動禮當天，多
撰寫員：陳泊廷獅兄

上屆會長李海榮獅兄 (Leo Li) 的太太Olivia 於4月18日下午誕下女
嬰，小女獅一出生已有2.5公斤十分健康。銅鑼灣獅子會上下各獅友
恭賀獅嫂Olivia母女平安，小女獅健康快高長大。
撰寫員：陳泊廷獅兄

4月22日「獅子全城愛心捐血日2017」 由
第13分域主辦，銅鑼灣獅子會是其中一個
協辦團體。獅友們以身作則，捐血救人，亦
邀請身邊的朋友一起來參與，但有部份因為
血紅素未達指標，或外遊回港後未有足夠日
子，所以未能捐血，不過多謝他們出席支
持。而銅鑼灣的青獅除了捐血外，亦協助大
會擔任捐血大使，負責在觀塘捐血站派發獅
子會宣傳單張及襟章給成功捐血人士。
撰寫員：羅運萍獅姐

2017年4月22日，一眾獅友

香港基督教女青年會長青松柏

街站為長者登記，量度血壓、

及準獅友，一同去到青衣的

中心，替為期3年的「暖Love

進行手握力測試和講解營養均

Love˙糖不

衡的健康飲食習慣等；部分預

甩」計劃，

先登記的長者，隨後並移師到

進行第一次

中心內，參加「以食會友」活

義工活動。

動，玩遊戲和吃美味小食，在

當天雖然下

輕輕鬆鬆的氣氛下，展開正向

雨，但無阻

互動，從而建立區鄰里關係，

獅友及義工

發揮守望互助的鄰里精神。

的熱情，在

撰寫員：譚潔儀獅姐
2017年5月至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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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會
香港半山 獅Mid-Levels,
Hong Kong

會長
羅柯淑慧

資訊委員
謝月娥

二○一七年三月二十五日
「悅讀童夢無邊界」慈善籌款日

香

港半山獅子會一年一
度慈善籌款晚宴假座
銅鑼灣世貿中心舉行，當晚以
緘默拍賣形式舉行，本會獅姐
每人捐出三件物品拍賣，合共
六十六件精美物件，款式美輪
美奐、各式其式，參與競投，
嘉賓反應熱烈，投標出價落易
不絕，氣氛熱熾，最後競投物
品均投入新物主懷抱。當天晚
上有多項表演節目助興，由受
惠機構保良局陳麗玲〔百週

年〕學校安排智障學生舞蹈表
演。患有自閉症青年李世豪表
演沙畫，以雙手作畫筆，素畫
出多幅美麗圖畫，藝術無分
界，殘障而有為，嘉賓們報以
掌聲鼓勵。視障女學生蕭
可欣為本會高歌募捐，籌
集善款。感謝獅子之友
Kitty，一位患自閉症孩子
之母親，為本會親手製作
數十盆永生花作義賣籌款
之用，都一一獲得各屬會

會長、獅友及獅子之友認購，
在籌款當日舉行前都已全部售
罄。小小一盆永生花其含意是
花朵永生、精神永生、關愛永
生。

二○一七年四月一日
「風雨同路路照行 蘭花作伴伴前行」
風雨蘭「GO！跟著您行」慈善步行籌款日
本會當日參與風雨蘭「GO！
跟著您行」慈善步行，為該會
籌得善款一筆。風雨蘭為香港
首間關注婦女性暴力協會，特
別為受性侵犯女性提供服務。
慈善步行活動在深水灣麗海堤
岸路作起點，部份男仕參加者
穿上大會提供紅色高跟鞋，變
身「雄孩兒」，挑戰穿高跟鞋

步行3公里的走路任務，體驗
女士們日常穿高跟鞋的滋味，
「雄孩兒」看似步履蹣跚，亦
有步行致腳底冒水泡，但仍堅
持走下去。期望藉著這類活
動，踏出性別平等路，宣揚打
破性別定型的信息，讓社會大
眾關注性別歧視及性別不平等
所造成的暴力行為。

二○一七年四月二十九日
「 悅書會」閱讀獎勵計劃頒獎禮暨悅讀智多FUN嘉年華
本會於2013年創辦「悅書會」
書包圖書館服務計劃，夥拍香
港明愛家庭服務部，藉著這項
服務計劃，推廣閱讀文化，培
養青少年閱讀興趣，提升中英
文水平。當天項目主席羅詠逑
獅姐、羅柯淑慧會長帶領八位
獅姐，出席本會與明愛屯門良
景綜合家庭服務中心聯合舉辦
的悅讀智多FUN嘉年華。嘉年
華活動環節包括：環保地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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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賣活動、宣傳「悅書會」服
務、攤位遊戲、智多FUN劇場
及悅書會獎勵計劃頒獎禮。節
目中的智多FUN劇場（三隻小
豬的故事）是當天重點表演項
目，田愛平獅姐、郭珍妮獅姐
聯同獅子之友粉墨登場，化身
打扮成三隻可愛小豬，給台下
蓆地而坐的小朋友講故事，內
容娓娓動聽，充滿教育意義，
期望透導孩子們成長向正航，

兩位新獅姐的投入，令人佩
服、可敬！！

香港新民 獅Hong子 會Kong Citizens

會長
袁秀齡

資訊委員
黃國經

籌款講座答謝宴

「滴

水之恩，湧泉相報」雖然顯得有點兒誇
張，但是這句說話也是中國人的傳統美

德，意旨我們要保持一份感恩的心，感謝在困難時幫助我
們過渡難關的朋友。新民獅子會上年10月時舉辦的傳承講
座，也力得各界好友的幫助才能成功，新民特此設宴以感
謝各界朋友，當天也討論過今年10月的講座，也希望今
10月的演講也得到各方支持！

賣旗日及捐血日

「施比受更有福。」除了要感謝幫助過我們
的人之外，也不要忘記回饋社會。新民獅子
會在4月的賣旗日和捐血日也是派出各獅友
積極參加。是次活動的成績也是令人感到鼓
舞！成功捐血人數有905位，而登記捐血人
數過千人，希望可以為一直血庫存量不足畧
盡綿力。

十七分域服務計劃
於 2 0 1 7 年 4 月 2 9 日 舉 行 的《 第

可以享受環保親子樂，並希望

重要除了服務對像了解到環保

十七分域聯合服務計劃 - 環保

使他們也可以認識有機耕種保

的重要性之外，也令義工對香

教育親子樂，膠樽設計樂悠

育及舉行回收膠樽設計比賽。

港有機農業有更深的認識。

悠》由香港紅山獅子會、香港新
民獅子會、香港百盛獅子會、香

是日天公

港摩利臣山獅子會和香港西貢獅

做美，更

子會聯合舉辦，新民獅子會也派

令服務舉

出8人義工小組參考活動。

行得十分
順利，最

是次服務約300位低入息家庭

2017年5月至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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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
香港新時代 獅Hong子Kong
New Era

會長
劉美琪

資訊委員
簡裕童

「齊健腦伴。同步甜行」

5

月13號，由國際獅子總會
中國港澳三O三區第六分
域成功舉辦「齊健腦伴。同步
甜行」打破了健力士世界紀
錄，出席人數為1,167人，破
了849人的舊紀錄，多出319
人，組織逾千人一起拆糖紙打
破健力士紀錄，藉此活動去喚
醒更多人關注腦退化病症。因
為雖然一個小小拆糖紙的動
作，但對於患有腦退化症的病
人，是一個充滿難度的挑戰。

活動中高錕太太同羅醫生為我
們作了精彩的講座，整個活動
有賴大會主席亦是第六分域主
席鄭嘉麒獅兄，一眾籌
委會，眾多合辦與支持
機構如漪漣社、高錕慈
善基金、銀杏館等等，
還有各位熱心的義工和
參加者，讓整個活動圓
滿順利舉行，取得盛大
反響。本會獅友亦積極
邀請家人朋友一起參與

這個有意義的活動，齊齊打破
記錄，亦為關注腦退化病人出
一分力。

「3公里猛龍慈善跑。香港新時代獅子會盃賽」
4月30日，「3公里猛龍慈善
跑。香港新時代獅子會盃賽」
取得完滿成功！
本次慈善跑分3公里，10公里
及15公里，而3公里名為"香
港新時代獅子會盃賽" 。這次
賽事陣容鼎盛， 并6位跑界名
人擔任活動大使，同猛龍長跑
隊視障跑手齊齊接受挑戰，有
香港半馬拉松錦標賽冠軍嘅子
雁、人稱「毅行先生」KK、
跑界KOL 蝦叔同蝦嫂、香港

首位獲得《馬拉松大滿貫》的
Steve 同跑步專欄作者素素。
國際獅子總會中國港澳三O三
區總監，第一副總監，第二副
總監，第二分區主席，15-16
屆會長，參賽選手，出席嘉
賓，傷健共融網絡，還有新時
代全體參與籌備和出席支持
的獅友，大家既有財力上的
支持，亦有身體力行的善心參
與，成就了本次成功而有意義
的慈善活動。

國際獅子總會中國港澳303區第二分區
「郊野不留痕」閉幕典禮
由國際獅子總會中國港澳303區第二分區和香港童軍總會攜手
合作舉辦的「郊野不留痕」活動計劃，今早以清潔海灘作最後
一項服務後便舉行閉幕禮，正式完成三個多月的「不留痕」
郊野環保推廣活動。本次服務意在讓市民更深一層認識郊野環
保，讓更多的人一起執行並落實環保計劃。本會一眾獅友出席
參與支持，用實際行動去推廣環保。通過本次服務，大家記
住了這樣一句話，"Leave this world a little better than you
found it." 你的每一個舉動，每一份善心，每一分意識，都能
影響和改變社會。樹立環保意識，投入環保的實際行動，刻不
容緩，香港的持續發展，你可以出一分力，同時希望大家以後
繼續實踐「愛護地球、郊野環保不留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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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會
荃灣 獅Tsuen
Wan

會長
吳騰

資訊委員
鄭堅楚

荃灣獅子會會員大會

荃

灣獅子會會員大會已於4月20日舉
行，會長吳騰獅兄於會議上進行工

作匯報。
本年度荃灣獅子會合共推行了13項慈善活
動，超過2萬人次受惠。另外，下屆會長亦
於會員大會中順利誕生，陳承邦獅兄在眾獅
友一致通過下成為本會新任會長。

2016-2017年工作一覽表
1. 2016年9月至2017月6月

舉辦「至Green校園獎勵計劃」

2. 2016年10月至2017月6月

舉辦「重新出發．青年嘉許計劃」

3. 2016年10日

贊助「荃灣各界慶祝國慶籌委會」

4. 2016年10月

贊助「獅子會姊妹學校計劃」

5. 2016年12月

贊助「荃灣區撲滅罪行委員會籌募經費」

6. 2017年5月

贊助「小學校際通識大賽」

7. 2017年6月

贊助「荃灣區慶回歸青年及長者聚餐」

荃灣獅子會˙面晤在囚人士計劃
本會約15名獅友於3月24日參觀羅湖懲教所內
的主要設施，如在囚人士的寢室、飯堂和工作
間等，加深各獅友對懲教工作的認識。參觀後
各獅友更與懲教署助理署長(更生事務)鄧秉明
先生，CSDSM一同共進午餐，增進彼此認識。

2017年5月至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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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又一村 獅Hong子 會Kong Yau Yat Chuen
榕光社籌建老人＜家＞慈善晚會

香

港又一村獅子會捐贈善

個月內無人認領便會被埋葬，

國際展貿中心6樓隆重舉行，

款支持榕光社安居護老

並不會為他們立墓碑，只會給

姚瑞添創會會長亦被邀請出任

院舍籌募經費， 20年來榕光社

予一個編號。不想離世後只得

主禮嘉賓，並且莊紫祥慈善

義 工 隊 一 直 以（ 開 心 來 、 尊 嚴

一個編號，無依無靠的獨居長

基金會莊紫祥獅兄捐贈善款

活 、 安 心 去 ）之 理 念 為 有 需 要

者可於生前申請「夕陽之友」

HK$100,000，當晚莊紫祥獅

的獨居長者提供各項關愛支援

計劃。義工會先進行家訪，了

兄又再捐款冠名護老院康樂室

服務，讓他們感到人間有情，

解其家庭背景，健康情況及擔

一個，金額HK$268,000，長

晚年有愛，近年有見私營安老

憂等。申請一經接納，義工會

期慈善合作夥伴，明歌知欽為

院服務參差，榕光社欲籌建一

為長者預備授權書，授權社方

善亦不甘後人，除出任大會統

所非一般的護老院，令獨居長

在其逝世後代為處理其遺體、

籌委員外，再送出顧媚山水名

者活得有尊嚴，感受得人間有

殮葬及處理骨灰等事宜。費用

畫給大會拍賣，結果籌得善款

愛。「榕光社」的服務十分全

上，如長者生前有申領綜援，

HK$260,000，再私人認購宴

面，除了解決長者在生時的疑

有關殯葬費用可向社會福利署

席及捐款，合共為晚會籌得善

難，亦明白到長者對身後事的

申領實報實消，否則「榕光

款近50萬，最終當晚榕光社「共

疑慮，透過「夕陽之友」的計

社」會負責全部費用。

建老人家」籌款晚宴合共籌得

劃，讓他們可以「開心來，尊

善款超過1千萬元。

嚴 活 ， 放 心 去 」。 在 現 行 的 政

籌建老人＜家＞護老院舍經

策下，獨居長者離世後，其遺

費得到曾志偉先生，呂良偉

籌到這麼多善款、固然成功、

體會安放在公眾殮房，若三

先生，陳德森先生等演藝界朋

但最感人的是團隊忘我精神、

友，齊心協助，大力支

由2月開始至6月、陳德森導

持，並得到香港特別行

演、各籌委、義工、同事等日

政區張建宗政務司長，

以繼夜地找善長、找免費資

立法局曾鈺成前主席，

源、找贊助、找院址、大大小

擔任首席主禮嘉賓 ，6月

小會議過百次、動用義工超過

2號晚上七點，假九龍灣

200人去完成今次活動。

一眾籌委與主禮嘉賓合照

香港又一村獅子會
＜哈爾濱光明行考察＞快樂慈善 解矇助困2017

2

017年4月25 - 28日香港又
一村獅子會姚瑞添創會會

長，聯同莊紫祥獅兄，孫恩正
獅兄，蔡來順獅兄(香港麥羅武
慈善基金光明行主席) 等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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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人，組織考察團，親身

複明手術資助哈爾濱市500名

赴哈爾濱市瞭解和相關領

貧困白內障患者，這次考察團

導落實專案經驗，聽取領

得到哈爾濱政協委員會及中國

導的指導意見、相關部門

獅子聯會哈爾濱管理委員會的

的看法，同意提供全免費

高度重視，派出接待團前往哈

會長
姚瑞添

資訊委員
蔡來順

爾濱機場接機，並且於兩會召開

中國獅子聯會哈爾濱管理委員

子聯會哈爾濱管理委員會各屆

相關的籌備工作會議，召集各部

會當屆總監李萍獅姐更加召集

總監的同意下，把是次受助貧

門領導洽談，哈爾濱政協楊曉萍

中國獅子聯會許武順副會長出

困失明患者的數量，倍增加到

副主席下達指令相關政協委員及

席會議，並且聽取了香港麥羅

1,000例，並且更承諾將發動

負責領導，必須對此項服務全力

武慈善基金光明行蔡來順獅兄/

全區數仟名獅友與哈爾濱政協

配合，精準扶貧，把關愛弱勢同

主席/莊紫祥慈善基金會長的

委員會充份合作，務必要把這

胞的訊息，廣泛發佈，為構建和

過去工作報告後，非常感動、

次服務高質量完成。

諧關愛社會而努力。

同意及支持，結果在中國獅

北區醫院＜慈善步行籌款＞2017
2017.04.30香港又一村獅子會

行贊助捐款港幣12

連同ISA義莎國際時裝有限公

萬，於2017年4月

司及莊紫祥慈善基金會合共捐

30日姚瑞添創會會

贈善款港幣30萬及籌募慈善步

長帶領參加慈善步
行典禮，
由醫管局
副局長陳
肇始教授
接受善款
支票30萬。北區醫院

善款，本次慈善步行團長鄧添

一年一度為醫院步行

志獅兄也從各界愛心人仕籌得

籌款的活動，今年大

12萬善款，北區醫院捐款累積

會共籌得二佰多萬圓

至今已達82萬。

莊紫祥獅兄/博士榮獲<第15屆世界傑出華人獎>
卓越成就之傑出華人，是一項

讚揚與肯定，至今獲得此殊榮

人獎」，第15屆世界傑出華人

具有國際性、權威性、代表性

全球華人不超過300名。

獎頒獎典禮於2017年5月18日

和高規格高層次、高

在灣仔會議展覽中心舉行，頒

殊榮的獎項，具有巨

獎典禮是由《世界華商投資基

大的社會號召力和影

金會(wcbfund.com)》在2003

響力，獲選人其中包

年創立主辦，以表揚世界各地

括諾貝爾獎獲得者，

華人對中國現代文化建設、社

政、商、科研、教

會積極無私的參與、對社會公

育、傳媒、影視、文

益事業和慈善事業所做出的傑

學界別的傑出知名人

出貢獻，在其所屬專業界別有

士，受到全球華人的

A dv ertis eme nt

莊紫祥獅兄榮獲「世界傑出華

2017年5月至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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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
香港炮台山 獅Hong子Kong
Fortress Hill

2

會長
董美

017年2月香港炮台山獅子

尋找贊助物資：果汁飲品、朱

信會愛群社會服務處及深水埗

會獲香港社會服務聯會頒

古力、兒童光碟等，豐富了當

街坊福利會小學的基層家庭合

發了「Caring Organisation

天的福袋；范惟耐獅姐專程到

共100人，一起參與，觀賞完

同心展關懷」標誌。

大埔林村接邵音音小姐到會

電影後，看着受眾帶着歡笑、

場；譚洪輝創會會長還擔任是

拿着沉甸甸的福袋離開，各人

2016/17年度第十八分域聯合

次活動司庫，負責處理活動的

心中均有說不出的喜悅。

服務計劃- 群獅齊獻端丁酉笑

收支賬項；當天多位獅

啼「媽咪俠」電影聯歡會於

兄獅姐出席活動及聯同

2017年2月25日(星期六)，在

十八分域各屬會的獅兄

十八分域主席陳淑芬獅姐領導

獅姐幫手處理福袋、

下與葵青獅子會、銅鑼灣獅子

台上協作、台下秩序等

會、太陽獅子會及香港炮台山

工作。

獅子會携手順利完成服務。
今次電影聯歡會服務對
香港炮台山獅子會除了贊助部

像是主要是以基層家庭

份活動經費外，獅友們還幫手

為目標，本會邀請了浸

大 嶼 山 「 唯 心 精 舍 」是 搭 建 於

洗禮，日久失修，有部份屋舍

姐 探 訪 大 嶼 山「 唯 心 精 舍 」及

明代的佛堂靜修屋舍，經時間

有塌舍之憂。香港炮台山獅子

跟 進「 明 心 堂 」屋 舍 的 維 修 進

會知悉後，於2015年7

程，沿途山路斜坡，獅友們當

月捐款5萬元連同各獅

日還攜帶有精舍日常所需物資

友捐款3萬元，合共8萬

(米、油、乾貨、清潔用品等)

元修葺其中「明心堂」

到達「唯心精舍」，主持人紀道

屋舍，維修後可供參拜

師熱情招待，親自介紹參觀佛

及供信眾留宿之用。

壇、佛堂，自給自足的農地，
農作物品，充實地體驗佛門清

2017年3月18日香港炮

靜地的恬靜並以自耕素菜接待

台山獅子會會長董美嬅

獅友享用午膳。

獅姐，帶同多位獅兄獅

香港炮台山獅子會與紫荊社於

品及食物福袋乙個。

4月29日合辦了一項名為「骨

動。

質疏鬆量度及講座同樂日」服

國際獅子總會骨

務活動，而該活動同時得到獅

質疏鬆教育及研

子會骨質疏鬆教育及研究基金

究基金主席譚鳳

及甘詠潮歌班同學會協辦。當

枝前總監，國際

日活動除了為區內100名長者

獅子總會中國港

提供骨質疏鬆量度服務及專題

澳303區總監馮

健康講座外，更有由甘詠潮歌

妙雲獅姐，第一

班同學會同學表演歌唱節目，

副總監陳立德獅

每位出席長者獲送贈內付日用

兄，第十八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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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陳淑芬獅姐出席了當日活

子會
九龍灣 獅Kowloon
Bay

會長
陳惠儀

資訊委員
李淑芳

慶祝香港特別行政區成立二十周年 長者體檢樂融融服務日

九

龍灣獅子會已經成立近兩年了。本着「服務
為本」的精神，自創會以來不斷為本區的兒

童長者及有需要人士服務。在4月9日我們籌備多月
的大型綜合活動「慶祝香港特別行政區成立二十周
年 – 長者體檢樂融融服務日」終於成功舉辦。這是
本會第八次的服務，亦是最具規模的一次，我們連
同香港耆康老人福利會主辦，邀請了觀塘啟業邨內
二百多位長者出席。更榮幸是獲觀塘民政事務處協
辦，並把是次服務列為慶祝香港特別行政區成立二
十周年的慶典活動之一，使是次服務更有意義！

是次服務於觀塘啟業社區會堂舉行，主禮嘉賓包括
觀塘民政事務助理專員趙廣堅先生，耆康老人福利
會服務總監麥佩玲女士，國際獅子總會中國港澳
303區總監馮妙雲獅姐，第一副總監陳立德獅兄，
第二副總監郭美華獅姐及第四分區主席郭錦堂獅
兄。各嘉賓出席主禮實在令這次服務生色不少。

當天會場的海報、橫額及佈置均採用了七色彩虹作為設計主題，我們衷心希望長者們都能夠擁有如彩虹
一般的生活，健康快樂，色彩繽紛。這次服務目的是要把關心及愛心送予每位長者。全體獅友連同三十
多位義工團結齊心，發揮獅子服務精神，為長者們量度
血壓，進行心血管硬度檢測及提供中醫保健諮詢。台上
亦同時安排了精彩的互動表演，金曲演唱，中國舞蹈及
魔術表演，更設大抽獎時段及全場派發豐富禮物福袋。
看到長者們滿足的笑容便知道他們都很享受我們安排的
體檢、表演節目及禮物。我們一眾獅友也覺得十分滿
足，非常喜悅！新一年度將至，祝願九龍灣獅子會的獅
友們繼續努力，策劃更多有質素的服務貢獻社會。

2017年5月至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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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油尖旺 獅Hong子 會Kong Yau Tsim Wong

總

會長
顧家彥

資訊委員
鄭錦嬋

監馮妙雲獅姐、第一副總監陳立德獅
兄、第二副總監郭美華獅姐、第五分

區主席瞿偉剛獅兄、第十五分域主席伍忠豪獅
兄、茂文鍾士基金會，分別探訪本會分享經驗
及互相探討獅子會之服務項目。
圖為總監馮妙雲獅姐、及
茂文鍾士基金會探訪香港
油尖旺獅子會時攝

由會長顧家彥獅兄領導下，分別拜訪下列人
仕，相互探討全港及所屬地區舉行服務之可能
性。分別是：
• 立法會姚思榮議員(由第二副會長張瑞芳
獅兄安排)。
• 油尖旺區議會主席葉傲冬議員。
• 九龍城區議會主席潘國華議員。
• 九龍城區林德成、吳寶強議員。

圖為拜訪立法會姚思榮議員時攝

圖為在九龍城區進行
“送膳關愛行動”時攝

本會已舉辦之活動如下:
• 九龍城地區敬老下午茶敍。
• 送膳關愛行動(每月派發飯盒活動)。
• 探訪獅子之友開辦之多間護老院。
• 探訪醫院兒童病房之住院兒童，慶祝兒童節。
• 獅友聯誼活動，參觀“東方神龍”郵輪(由服務小
組主席譚綺雯小姐安排)。

為探訪聖德肋撒醫院兒
童病房之住院兒童時攝

其他活動:
• 成功籌組香港油尖旺青年獅子會。
• 參與區會、分區、分域、友會之活動及會議。
• 歡迎新獅友加入香港油尖旺獅子會大家庭；包括：譚亦斈獅姐、陳基英獅兄、遊逸生獅兄、馬茲仁獅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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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新界西 獅子會
Hong Kong New Territories west

李

會長
李星強

星強會長多謝Calvin Lee獅兄、Tony
Tai獅兄、張笑河獅兄、Alvin Wong

獅兄、Diamyo Lau獅兄、Margaret Tsang
獅姐、Stella Wong獅姐、Isabella Tsang獅
姐、Perkin Chan獅兄 、Stephen Pang出席4
月8日2017~2018總監參選人(陳立德第一副總
監)、第一副總監參選人(郭美華第二副總監)，
第二副總監參選人(王恭浩區司庫)聯合誓師晚
會。

香港新界西獅子會李星強會長出席2017年5月14日之
〝2017小學校際通識比賽〞進入復賽環節比賽後，
在香港電視台頒發復賽通行証給勝出的學校聖公會呂
明才紀念小學，決賽將於5月21日進行。而該節目第
一集已於4月22日在香港電台31及31A播影，其後逢
星期六都會播一集，半年內可節目重溫，是項活動由
本會指導陳毅生前總監推介，全港青年學藝比賽大會
與香港電台聯合主辦，香港新界西獅子會、荃灣獅子
會、港鐵公司協助製作。

會長多謝Tom Chu獅兄、Margaret Tsang獅
姐、Jason Fung獅兄、張笑河獅兄、Perkin
Chan獅兄、會長千金、4位義工連同60位小學
生/老師探訪香港海關訓練學校，瞭解招募資格，
訓練課程，服務範籌，知識海關是一個負責徵收
及保護關稅，管制包括動物、財物和危險品出入
境物流的國家機關。 根據當地的法律規定，某些
貨物的進出口可能會受到限制或禁止，報關代理
執行這些法規，介紹如何通緝毒品。其後再到意
大利餐廳享用Pizza大餐後解散。

2017年5月至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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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星嶺 獅子會
Mt Davis Centennial

會長
李寶儀

資訊委員
鄭錦嬋

4月22 美麗海岸大行動
*活動後隨筆 - 李寶儀*

由

摩星嶺獅子會和旅行家

作，就是與

合辦的美麗海岸大行動

數位年約10

之海洋清潔日清潔沙灘活動，

歲的小志願

對於我來說，可算是意義特

者們一起，

殊，因為我以往很少曾參加過

把年紀較他

一項帶着相似性質的活動。這

們長的志願

次活動由我本人及摩星嶺獅子

者們收拾回來的垃圾堆放在沙

在統計完成後，我們把統計好

會總務李以強獅兄、帶領一行

灘上的既定位置，排列出預先

的垃圾再次收拾妥當，所有志

共160位來自不同地區的熱心

設計好的長方形陣式出來。就

願者一起把總數75袋的垃圾都

人士參與，這樣的一群有心人

在這時，我深刻地體會到小

帶離沙灘。看着海灘的垃圾被

冒着惡劣天氣和下雨天親力親

志願者們的態度真是非常的

收拾乾淨，觀察着沙灘還原到

投入，只因他們努

最原始的狀態，因天雨而弄濕

力地憑着自己的力

量把每一件垃圾都

且疲憊不堪的身體，彷彿也頓
時疲累盡去而變得輕鬆。

用膠袋裝著並將垃
圾袋排好，我則負

這次活動，讓人能學習有關沙

責為他們把膠袋封

灘垃圾的知識，令我親身感受

口。

到平日裡我的每一個行為到底
在背後都對大自然作出了甚麼

為地前往吉澳和鴨洲，去為清

我們一行160人在拍完了大合

影響。像一次外賣就會製造一

潔一個海灘而努力勞動，可以

照後，我們又替垃圾量重，得

件包裝垃圾，而買一罐或一支

說這個畫面真的非常壯觀且美

出此次的淨灘活動，共計收拾

飲料就有可能製造一件膠樽或

麗動人。

了約545 多公斤的垃圾。 把垃

鋁罐垃圾。這些都讓我在以後

圾量重後，我們又分成各組進

會更謹慎地購買食物，盡可能

當我們到達的時候，海灘及沿

行了替垃圾分類的遊戲，在限

在外賣時減少使用食品包裝甚

岸滿佈垃圾、膠樽、發泡膠、

定時間內把垃圾按不同的類別

或減少外賣，也會多使用水樽

紙盒、膠袋及木頭等等。 經過

分門別類，然後統計各類型垃

來盛載飲料，為保衛環境略盡

幾小時的努力、冒著雨水及汗

圾的數量。

綿力。

水的交融，襯托著每位義工的
熱誠，但我仍然看到在每位志
願者們身上充斥着的不是對垃
圾的厭惡目光，而是一雙雙充
滿着成就感的眼神，尤以數位
年約10歲的小小志願者們最為
突出。
我為自己安排的一項神聖工
創會會長李寶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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