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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邀參加本世紀最具代表性的宴會
正如詩人Walt Whitman寫道「我要為自己慶祝」！
2017年六月本會百周年紀念將至，獅子會已經舉行
了不少慶祝活動：例如新英格蘭的獅子會在愛國者本
賽季的第一場足球賽中在記分牌上祝賀本會的周年紀
念；得克薩斯州獅子會在酒店慶祝周年紀念，派發蛋
糕、爆谷、號角和氣球；賓夕法尼亞州的Blandon屬
會接待數百人免費享用食物、音樂、抽獎和兒童遊
戲，並讓人們知道獅子會做些什麼。

日：在6月7日或之前揮動獅子旗；特別嘉許在您的屬
會或區內服務最長的獅子會員；製作一個百年橫幅廣
告；在社交媒體上分享您的努力；做一個別開生面的
百周年服務項目作為特殊的百年紀念；與您的社區聯
繫，在遊行隊伍中高舉百年浮標；向圖書館捐贈100
本圖書或為兒童填滿100個背包；通過與社區領導人
舉行慶祝午宴邀請新會員，請100名有潛質的會員參
加服務或主辦有1917年或2017年主題的聚會。

年齡是一件有趣的事情。當年輕時我們慶祝每一個生
日，中年時稍為猶豫要不要慶祝，然後年長時又再
次高高興興地辦生日會了，慶祝邁向新的里程碑。獅
子會百周年紀念祗此一次，讓我們從新肯定我們的功
績，我們一定要讓公眾欣賞我們的慶祝活動。畢竟，
我們的存在是因為我們的社區的需要，現在就讓我們
的鄰居加入我們的部份慶典。

各位不必為設計材料煩惱。國際獅子總會備有各式聚
會用品、橫幅、海報和傳單。LCI知道我們的百年紀
念即將到來，早已準備幫助你們舉辦活動！我已經和
許多獅子會員討論百年紀念，計劃接待許多會員在6
月3日到7月4日來到芝加哥參加我們的巨大百年紀念
大會。請參加慶祝活動，畢竟，你是我們慶祝的對
象，獅子會當然是獅子會員的共同成果。我真的要慶
祝和享受這個特殊的一年，感謝獅子會員多年無私的
奉獻。

現在讓我介紹一些容易實行的方法來慶祝我們的生

協助南蘇丹掃除文盲
南蘇丹飽受戰爭蹂躪，婦女和女孩經常步行數英里尋
覓水井，然後等待幾個小時，再把一個重重的水罐
抬摃回家。收集食水是她們每天的基本工作，家中在
這方面的需要亦十分迫切，衹可以留下很少的時間學
習，這情況帶來災難性的後果。南蘇丹的婦女識字率
在世界上最低，與此同時它的產婦死亡率也是世界上
最高。兒童基金會的研究顯示，母親的教育與她的孩
子的健康之間有著密切的關係。在南蘇丹，女孩罕有
能夠完成初級教育，但更大可能死於懷孕併發症，約
十分之一的孩子在五歲前死亡。
獅子會和LCIF正在為南蘇丹的掃除文盲挑戰提供富
創意而又實用的解決方案。LCIF授予Core 4贈款給
井邊讀寫訓練服務計劃（LATW）由非牟利組織利用
婦女和女孩在井邊等待取水的時間教授閱讀和書寫。
那些在井邊學習的人可以把學到的知識帶回他們的家
庭。LATW招聘，培訓和僱用當地教師來領導該計劃。
LATW在美國成立，自2008年以來一直在南蘇丹北加
扎勒河州運營。LCIF的資金正在支持在北加扎勒河地

6

(譯：何桂明獅姐)

November & December 2016

(譯：何桂明獅姐)

區的城市Aweil，那裡人口最稠密，因此對掃除文盲
計劃的需求亦不斷增長。
在LATW的Aweil婦女領袖中心每週為超過1,000名婦
女和女孩提供教育。該中心不僅用於教授閱讀，寫作
和英語，還用於培訓未來的教師，為社區團體，如警
察和衛生工作者提供掃除文盲教學。南蘇丹位於中東
非洲，幾十年戰爭摧毀了該地區的基礎設施，只有少
數地區有自來水、電、診所、學校或鋪設的道路，它
要面對的挑戰巨大，當下被描述為“世界上最失敗的
國家”。
南蘇丹在2011年獲得獨立。該國自2013年12月開始
的內戰，造成數萬人死亡。南蘇丹於2015年8月簽署
的和平協議本來應該結束內戰，但協議從未得到充分
執行，時至今日更多的戰鬥堪稱無日無之。這殘酷的
現實使獅子會的努力更為重要。提高國家的識字率可
以導致經濟增長，並成為民主的基石。可以閱讀的家
庭更健康，更不容易受到壓迫，更有可能成功，更有
能力幫助他們的社區中的其他人。

國 際 總 會 訊 息 He a dq ua rte rs Ne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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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監的話

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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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執筆撰寫本文之際，正好是冬至、聖誕及新年快將來
臨的日子，出席區會屬會活動都喜氣洋洋，全面感受
到濃烈的節日氣氛。本人謹藉著《港澳獅聲》的篇幅
祝願各位獅友聖誕及新年快樂，家庭幸福，獅運昌
隆！並預祝雞年亨通大吉大利！

創立3個新屬會，會員人數持續創新高
區會上半年的會員人數持續有突破。繼摩利臣山獅子
會於7月成立、九龍城獅子會於9月創會後，香港西貢
獅子會於11月7日獲批准創會，成為303區第82個屬
會。今年度上半年創立的3個新屬會，再加上各位會
長及獅友努力邀請親友入會，使區會會員人數進一步
飈升，可望達至2,100人的新高峰。
新屬會及會員人數不斷攀升，是由於屬會具有強大的
凝聚力足以保留獅友及吸納新獅友，這力量源於獅友
間的友情、聯誼活動、志同道合的服務心和幫助他人
所帶給獅友的滿足感。獅友在獅子會的日子是既豐盛
又充實的，希望各屬會繼續加強這凝聚力及元素，再
挑戰新高峰！

百年慶服務迎挑戰
過去數個月，區職員及各個區委員會、屬會及獅友都
為區會的服務忙碌得團團轉，從籌備到舉行服務，他
們義務付出的時間、心血及努力實在讓我感動，真要
給他們無限個「讚」！
• 港澳獅子服務日
今 年 度 的 服 務 主 題 是 「 老 友 相 伴 ， 活 得 精 彩 」，
由第二副總監統籌，服務目的為推動社區關愛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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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支持弱勢長
者、傳揚獅子會
關愛精神。服務
的啟動禮經已在
11月20日(星期
日)在九龍深水埗
保安道球場盛大
舉行。當天服務
了830 位在場長
者，給他們提供免費健康檢查、健康講座、娛樂表
演、攤位遊戲及金曲獻唱等娛樂節目，並送贈了禮
物福袋給長者。當天獅友亦分組探訪了深水埗區內
的獨居及隱蔽長者，希能透過是次的探訪及溝通，
充分了解長者群的需要，為弱勢社群提供更貼身的
後續服務。服務日完結後，獅友現正跟進長者的情
況，並再作持續探訪。
• 「睛睬看人生」長者眼睛普查
視力健康對每個人都十分重要，當長者的身體開始
退化，視力或會開始出現如白內障、老年黃斑病變
等情況，生活素質便會大受影響。因此，長者需
好好保護視力，並定期作全面的眼科視光檢查。因
此，區會策劃了「睛睬看人生」長者眼睛普查，
由第一分區擔任統籌工作，於12月10日在耆康會
懷熙葵涌長者地
區中心為513名
長者進行黃斑病
眼睛普查。鼓勵
長者關注眼睛保
健，認識護眼的
正確方法，以達
致預防勝於治療
的效果。當日有
接近90位會長
及獅友出席幫忙
驗眼的工作，照
顧長者的視力健
康。

• 「同行跨障礙 關愛建未來」二人三足慈善行

記錄，將你們的百年慶服務納入這難得的歷史記錄！

此項服務希望透過二人三足的活動，讓參加者體驗
身體的動作協調困難所帶來的不便，學習互相尊

另外，亦請將服務時數提交給社會福利署的「義工嘉

重、欣賞和勉勵，體現傷健共融的價值，推動社會

許計劃」，使獅子會的服務時數有系統地納入政府檔

的共融文化。慈善行的籌備工作由第五分區負責，

案。按計劃的標準，個人服務時數50小時或以上可

參加者分公開組、學生組、家庭組及傷健共融組，

獲銅嘉許狀，100小時或以上可獲銀嘉許狀，200小

收集的報名費及捐款將用以支持香港殘奧運動員的

時或以上可獲金嘉許狀。嘉許計劃每年的截數日期為

發展及捐助澳門6個傷殘人士團體。

12月31日，屬會如欲透過區會提交服務時數，請於
2017年1月13日前將資料交到區辦事處辦理。

香港的慈善行已於12月18日在香港體育學院圓滿
舉行，參加者非常踴躍投入，傷與健都充份地體

東南亞獅子大會

現了共融的精神。慈善行的下一站是澳門，將於

第55屆東南亞獅子大會於2016年11月10日至13日已

2017年1月8日在澳門工人球場舉行，十分期待能

經圓滿舉行，303區是今次大會的主辦區，在大會主

再一次參與這共融活動，感受當中發放的正能量！

席梁家昌前總監及籌委會各位獅友的努力下，各項
籌備工作做得非常周到，給東南亞及海外各地的獅

• 香港年青設計師之中歐服飾文化慈善花生騷

友留下很好的印象；大會同時亦成功取得了多個贊

這是一個結集青年就業服務，鼓勵本地年青時裝設

助（當中感謝各位區職員的支持，捐款$25萬多），

計師發揮創意思維，慈善籌款及專業時裝表演的

本人衷心恭喜大會主席及感謝各位獅友對區會的貢

大型活動，由第六分區統籌，於2016年12月11日

獻！2017年的東南亞獅子大會將在台灣舉行，請各

假九龍塘創新中心已經圓滿舉行。是次活動十分成

位繼續支持，踴躍出席大會！

功，由年青新晉設計師為獅友及親友度身訂造獨一
無二的心儀服飾，設計的作品於花生騷展示，當中

獅子會國際年會

籌得了約$10萬元善款給303區服務基金。

2017年獅子會國際年會於6月30日至7月4日舉行，
是次年會是獅子會成立百周年的重大慶典，在國際總

登記百年慶服務及時數

會總部城市芝加哥舉行，是百年一遇的歷史里程，

國際總會呼籲全球屬會響應百年慶服務挑戰，服務

區會現正統籌團隊出席的安排及在當地的觀光節

內容環繞青少年、視力、飢餓及環保四個範疇。按

目，請各位獅友萬勿錯過，從速報名出席。早鳥報

MyLCI的報告顯示，百年慶服務挑戰自2014-15年度

名：US$130 (正價US$200)。

啟動至今，303區共有7個屬會連續過去兩個年度都
成功迎接了挑戰，全部完成了四大範疇服務，當中的

迎著2017年的來臨，區會的活動及服務繼續精彩，

獅子山獅子會最為積極，於今年度首五個月已完成了

大型項目包括：獅子行–獅子邁進新世紀、全區第二

三大項內容，是區會2014-15年度至今累計完成最多

次聯合晚餐例會、「不留痕」郊野環保推廣運動、青

服務挑戰範疇的屬會，其次是快活谷獅子會及維港獅

少年人生之旅、遠離毒品 - 跳出健康之街舞比賽、全

子會。恭喜各位會長及獅友，請繼續保持佳績！仍未

港十大優質服務選舉、青少年粵曲比賽等，請各位會

及將服務呈報於MyLCI的屬會請儘快於下半年度補回

長各位獅友全力支持區會，一同邁向新高峰！

2016年11月至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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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十五屆東南亞獅子大會完滿舉行！
55th Orient and South East Asian Lions Forum
(簡稱55th OSEAL Forum)

國

際獅子總會自1917年創立以來，發展至今超
過46,000個分會及140萬名會員，分會遍佈
200多個國家及地區。為方便管理，在200多個國
家及地區中劃分成7個憲章區，而東南亞屬其中一
個憲章區，當中包括有關島、台灣、菲律賓、香港
及澳門、馬來西亞、新加坡及汶萊、泰國、日本、
韓國和中國。
為了促進東
南亞地區的
獅子運動，
自1962年
開始每年舉
辦一次東南
亞 獅 子 大
會，旨在推
廣東南亞地
區的獅子運動和增進各區獅子會會員的友誼，大會
的主辦權由上述國家及地區輪流擔任，而港澳區
則自1965年首次成為主辦地區及前後舉辦了7次大
會，今次第五十五屆東南亞獅子大會已是港澳區第
8次主辦。
一如既往，每當港澳地區舉辦東南亞獅子大會，都
一定得到政
府及旅遊發
展局極度關
注及支持。
第五十五屆
東南亞獅子
大會很榮幸
邀請到香港
特別行政區

行政長官梁振英先生作為大會榮譽贊助人和商務及
經濟發展局局長蘇錦樑先生作為大會副榮譽贊助
人，並得到旅遊發展局全力支持，對大會的籌備工
作作出了很大的鼓
舞和實際的幫助。
而今次來港的海外
獅友估計接近一萬
人，相信亦可以為
香港及澳門帶來可
觀的經濟效益。
大會主席國際獅子
總會中國港澳303
區梁家昌前總監早
於一年多前便開始
帶領著他的一隊龐
大籌備委員會團隊
展開籌備工作，
大會四天活動包括有開幕典禮、各類型會議、研討
會、論壇、工作坊、展覽、匯演、招待會及閉幕典
禮等等。
適逢今年度是獅子會成立第100年，為慶祝如此珍
貴的時刻，國際獅子總會亦特地要求大會加添了數
項慶祝「百年慶」的項目，如「百年慶展覽」、「百
年慶嘉年華」和「百年慶火炬傳送」等等，相信除
了可一新獅友耳目外，對任何一位非獅友的來賓均
有著一定吸引力。
大會能夠完滿舉辦，實在有賴籌委會各成員及全區
獅友上下一心，共同支持及參與方可，大會期間
透過大家的努力，可以使每一位參與大會的海外獅
友，均能享受到一個愉快的體驗。

大會花絮
第55屆東南亞獅子大會於2016年11月10日至13日
於香港成功舉行。
1. 開幕典禮及百年慶火炬傳送
開幕典禮於11月11日下午2:30假亞洲國際博覽館
舉行，在會場內8,000多位獅友及嘉賓觀禮下，首
先進行了「百年慶火炬傳送」儀式，由多位獅子會
領導接力傳遞火炬後，將火炬交到大會主席手上，
再由大會主席邀請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梁振英
先生及國際獅子會包伯科羅總會長等嘉賓一同燃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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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炬，將會場氣氛推至高峯。火炬傳送以香港區作
為起點，然後再傳送到世界多國，最後於明年6月
傳回國際獅子總會芝加哥總部，在世界年會中再度
燃起，寓意獅子會服務遍佈全球，讓全世界各地都
可受惠於獅子會的服務。
「火炬傳送」儀式完成後，多位嘉賓分別致辭，大
會主席梁家昌致辭時詮釋了大會主題「革新才是永
恆」的意思，鼓勵大家要有新思維去克服困難和創
新服務理念，使到更多社會大眾人士受惠。主席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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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三多謝大會的支持機構，贊助機構及希望大會能
夠圓滿成功，並成為日後年會的典範。
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梁振英先生致辭時讚揚獅
子會在全球社區的貢獻，就港澳303區而言，服務
範圍廣泛，包括有教育、青少年發展、醫療長者服
務和環境保護等。他衷心感謝獅友們在過去六十年
的努力及無私奉獻。香港政府與世界各地的獅友一
樣，決心通過發展經濟，改善市民的生活，與所有
人分享繁榮的成果，創造一個更公平的社會。香港
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梁振英先生更借今次年會「革
新才是永恆」主題為引，只要大家拿出勇氣面對挑
戰，定必有能力創造美好的生活。
國際總會長包伯科羅致辭時，以精彩生動的言詞，
講述了一百多年前由獅子會始創人茂文鍾士先生
以一個人的構思，「集結力量做些對社會有益的事
情」開始以兩年時間聯絡美國各地俱樂部(商業社
交團體)，並於1917年6月7日與來自美國各地27個
俱樂部的代表於芝加哥召開這個全國組織的成立大
會，經歷了整整一個世紀發展至今天成為全世界最
大的服務團體。言詞中感動了在場所有人士，感覺
到以無私奉獻來履行「我們服務」是義無反顧的。
總會長亦指出今次大會的主題「革新才是永恆」的
落實，不僅增進全球獅友的友誼，更可集思廣益
互補長短，將獅子會服務更能有效地推行。他建議
全球獅友緊貼總會「踏進新紀元，挑戰新高峯」主
題，致力發揚「我們服務」的精神，惠澤社群，再
創高峯。
大會名譽主
席暨前國際
總會長譚榮
根致辭時指
出，每年的
東南亞獅子
大會可讓各
地獅友聚首
一堂，互相交流服務心得及願景。今次的大會提供
了一個絕佳平台，讓各地獅友可以團結一起，探索
及討論如何為社區提供更優質服務。他並寄語303
區獅友，在過去60年的努力所換來今天的成績實屬
得來不易，並感謝各獅友長久以來對服務社會的無
私奉獻。

開幕典禮盛況空前，並有隆重龍獅點晴儀式，繼而

龍獅共舞，共有55隻獅子舞動全場，十分壯觀，
開幕禮並有即場用Global Live Streaming直播全
球各地獅友可同時上網觀賞，這也是歷屆所無的。
2. 百年慶展覽
由於本年度是獅子會成立第100年，大會特別於大
會會場亞洲國際博覽館之2號場館內設立了一個展
覽中心，名為「百年度展覽」，當中可讓遠東及東
南亞區各國/地區分別展示其國家/地區的歷史、文
化及重大服務項目，與來自世界各地的獅友分享。

大會完畢後，各國家/地區的展覽品可再一次於芝
加哥「百周年年會」展示，與全球獅友分享。由於
該展覽模式屬獅子會首次舉行，故吸引了很多獅友
進場參觀。
3. 美食天地
為了使近萬名海外獅友能一嚐港式美食，大會特別
在百年慶展館旁舉辦了「美食天地」活動，使到港
獅友盡嚐香港的美食，包括馳名街頭小食等。
4. 國際總會長晚宴
該晚宴為大會重點的節目，筵開近70席座無虛席，
出席人數近800多人，打破以往紀錄，冠蓋雲集，
衣香鬢影，場面十分熱鬧。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商
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蘇錦樑先生應邀參加，蘇局長
也是大會榮譽副贊助人。總會長鮑伯科羅詳述獅子
會理念，他的主
題，並彰顯大會
籌委會籌辦此屆
大會成功及頒贈
多項獎項給有貢
獻之獅友，整個
晚宴氣氛愉快，
各地獅友享受獅
誼，大家盡興而歸。
5. 閉幕禮
經過了三整天的頻密會議、研討會、論壇、工作
坊、展覽、匯演和招待會等等，到了第四天(11月
13日)已是曲終人散的時刻。當天早上的閉幕儀式
中，除了由大會主席作出報告外，並將大會旗幟交
到下屆大會主辦地區，MD300台灣的大會主席手
上，今屆大會正式圓滿落幕，一眾獅友相約於明年
台灣高雄相見。
2016年11月至12月

A dv ertis eme nt

303區總監馮妙雲致辭時表示區會亦會以改革迎新
的態度建立目標，迎接挑戰。今年度亦會追隨國際
總會的四大核心服務，包括饑餓、視力、環保及青
少年，希望世界總會可超標完成就上述四項核心服
務於2018年度可惠及二億人次的目標。

三○三區區會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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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2017年度第一次聯合晚餐例會 - 向前總監致敬

今

年三○三

你們的腳印，你們

區的第一

當年行出來的路，

次聯合晚餐例會–

使我們有所依歸。

向前總監致敬，於

我及整個籌委團

10月3日在香港會

隊，以至整個三○

議展覽中心舉行，

三區上下，我本人

由第一分區主席潘

作為眾多獅友的其

偉基獅兄，連同三位分域主席陳健明獅兄、丘文興

中一份子，實在心存感激 ！

獅兄和曾建文獅兄，聯同第一分區的各屬會會長和
獅友一同籌辦。是晚筵開六十八席，有二十七位前

相信大家有留意到門口的一副對聯【六十春秋承獅

總監出席參加，獅友出席人數超越八百多人，雖然

啟後，三千桃李服務社稷】， 大家會很奇怪，今

說現有獅子會的數目已超過八十多，但今次參加人

年是六十一年，豈不是少了一個。原來就是承獅啟

數，亦算是歷年之冠。

後的承字，六十位承傳了第一位前總監阮潤桓，所
以共有六十一位，三千桃李，當然就是現時的二千

古時有智慧的人說過【為高必因丘陵，為下必因川

多獅友邁向

澤，為政不因先王之道，可謂智乎】意思即是說，

三千的其中

當我們要起高樓的時候，最好就是從山丘起，如果

一個里程。

我們要掘深淵的時候，最好就從河牀下掘，如果我
們要發楊基業大道，最佳的方法就是在前人起的磐

打麻雀要有

石上在加建上去。

章法、公司
規管要有章

各位尊敬的前總監，今年是三○三區第六十一個年

程，環顧獅

頭，有你們六十一位前總監的建樹，可以作為我們

友們身上佩戴着的獅子章，章是一種精神，一種力

今後的踏腳石，是我們的借鏡，使我們有所承傳，

量，一種規範的模式！每一位前總監貢獻，就像我

更可以發揚光大。

們三○三區獅子史上的一個章節。所以今天大會主
題【彰顯宏圖】，意思即是雲集了各前總監的貢獻
章節，來顯示了我們獅子會過去及未來的宏大的發
展藍圖。
今晚我們籌委會將代表所有獅友，送給各位前總監
一個特別精心的禮物，是一個用篆書雕刻的私人圖
章，上面落款有各前總監的大號、年份。配合今日
大會主題【彰顯宏圖】，以表示一點紀念及敬意。
不過各位前總監你們不需要時常將此章掛在身上，
祇希望各位前總監多些用下，例如寫便條、在書畫上
面蓋印、多些回顧一下自己的得意的傑作和風光！

14 November & December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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粵劇愛心獻關懷之胭脂巷口故人來

2

016年7月30日（星期六）假座尖沙咀金域假

蓋鳴暉小姐、吳美英小姐、陳鴻進先生及呂洪廣先

日酒店龍苑中菜廳為「粵劇愛心獻關懷之胭脂

生等出席協助呼籲及宣傳，祈望是次籌款活動全院

巷口故人來」舉行記者招待會，出席嘉賓有籌委會

滿座。

主席呂有琪獅兄、董事局主
席何錦程獅兄、國際獅子總
會中國港澳303區第一副總
監陳立德獅兄、義務執行總
幹事張新村醫生及多位董事
局成員等，還邀請鳴芝聲劇
團團長劉幗英小姐及各名伶

左圖：蓋鳴暉小姐呼籲戲迷踴躍訂購門票。（左起：籌委會主席呂有琪獅兄、粵劇名伶蓋鳴
暉小姐及吳美英小姐）。右圖：粵劇名伶陳鴻進先生（左）及呂洪廣先生（右）亦向記者及
戲迷呼籲，以達宣傳效益

2016年9月7日（星期三）晚上7時30分假香港文化中心大劇院順利舉行『粵劇愛心獻關懷之胭脂巷口故
人來』，是次籌款目的為3間洗腎中心籌募日常經費；中心非常高興第六度與鳴芝聲劇團合作，並深感榮
幸能邀請食物及衞生局副局長陳肇始教授太平紳士及第一副總監陳立德獅兄蒞臨主禮；當晚入場觀眾超
過1,500人，再一次多謝籌委會成員的籌劃，廣大戲
迷、善長及獅友的支持及捐助，使活動得以全院滿座
圓滿結束。

委會成員合照。（左起：王慶廷獅兄、陳婉儀獅姐、黃啓縉獅兄、張德忠獅
兄、曾炳威獅兄、張新村醫生、呂有琪獅兄、何錦程獅兄、戴天為獅兄、丘
小燕女士、黎偉業博士、簡有山獅兄、李任基獅兄、江昕博士及陳麗輝獅姐）

中心致送「全院滿座」錦旗及紀念品予鳴芝聲
劇團，由名伶蓋鳴暉小姐及吳美英小姐代表接
受。（左起：曾炳威獅兄、何錦程主席、吳美
英小姐、蓋鳴暉小姐、呂有琪獅兄、陳肇始教
授、戴天為獅兄及前總監張新村醫生）

2016年11月至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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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育 Education

2014-2016年度兒童發展基金校本模式
「自強自立．互勉同行」
童夢成真師友計劃閉幕典禮

經

過三年時間的努力，童夢成真師友計劃終
於圓滿結束，在2016年10月22日(星期六)

這個雨後陽光的日子，各成員在獅子會中學聚首一
堂共同見證著計劃的成果。
「兒童發展基金」計劃以學校為本的理念，通過儲
蓄計劃、師友輔導，鼓勵青少年定下個人發展方
向，擺脫跨代貧窮問題。在過去三年的努力下，51
名同學憑著堅定的信念，一步步向著個人夢想邁
進，達成心願，實在值得嘉許和肯定。

獅子會中學第二十屆週年運動會
暨
第十八屆家長教師會幹事就職典禮
(2016年11月2日至11月3日)

場獻上精彩
的啦啦隊表

獅 子會中學第二十屆周年運動會，於二零一六年十

演。接著，

一月二日(星期三)及十一月三日(星期四)假葵涌運

由獅子會中

動場舉行。

學法團校董
會主席兼崔

第 一天運動會開幕禮後，各項比賽隨即開始。運動

志仁校監為

員都施展渾身解數，盡力為所屬的社別出一分力。

大會致歡迎辭。崔校監讚揚同學們能體現奧林匹克

看台上各社的同學都萬眾一心地為社屬的運動員打

的體育精神，實在值得其他同學加以學習。

氣。第二天的賽事依然激烈，全場掌聲不斷。
繼 而是由國際獅子總會中國港澳三○三區總監馮妙
激 烈 過 後 ， 便 進 行 閉 幕 禮 及 家 長 教 師 會 幹 事 就 職

雲獅姐為大會致訓辭。馮總監勉勵同學「勝不驕，

禮。首先，由本年度啦啦隊比賽的優勝者禮社為全

敗不餒」，常懷着永不言敗的態度，勇於接受種種
的挑戰。
接 下 來 是 第 十 八 屆 家 長 教 師 會 就 職 典
禮。本年度家長教師會以「愛與關懷，
由自己出發」為口號，與學校並肩合
作，為學生打造出更美好的將來。

最後，全場總冠軍由忠社奪得，而運動
會亦在連綿不絕的掌聲中結束。

16 November & December 2016

Education

教育

獅子會何德心小學

萬聖節親子晚會

除

了定期會議外，本校與家長教師會合辦康樂
活動，促進學校與家庭之間的緊密聯繫。趁
著萬聖節的來臨，10月27日(星期四)家長教師會於
本校禮堂舉行「萬聖節親子晚會」，共有124個家
庭出席聚會，十分踴躍。
家長委員們悉心佈置，令禮堂及學生活動中心充滿
了萬聖節的氣氛。進場前，參加者可先到地下學生
活動中心的「趣怪屋」探險，盡情投入尖叫聲中。
晚會現場鬼影幢幢，恐怖而趣怪的氛圍中傳出陣陣
的歡笑聲。除了猜糖遊戲和抽獎外，晚會更舉行萬
聖節扮相大賽，設有「最鬼怪扮相獎」、「最具創

意扮相獎」、「最具心思扮相獎」、「最佳視覺效
果獎」及「最佳演繹獎」。坐在台下的觀眾成了啦
啦隊，為各位參賽者落力打氣。最後，同學齊跳集
體舞，
把會場
氣氛推
上了最
高峰，
參加者
均盡興
而歸。
學生精心設計萬聖節造型，創意和心思不輸外籍老師

創新活動巡禮
本校常識科老師曾於10月29日（星期六）帶領科學
小博士資優小組參加由電視廣播有限公司主辦的

Think Big 玩創STEM小學校際比賽。學生表現投
入、認真，運用科學、教學、科技原理，以創新意
念及環保物料建出一座環保堡壘，
實踐創新概念。此外，本校為培養
學生富創意及科技創新精神，讓他
們參與一連串相關的活動及比賽。
包括參與創新科技嘉年華、太陽能
模型車大賽等，期望學生從中多吸
取經驗、發揮潛能。

左圖：來到TVB電視城，同學準備為THINK BIG節目錄影。
右圖：同學不慌不忙地向評判講解參賽作品和製作過程

免費驗眼護學童2016
本校一向關心學生的健康，尤其眼睛健康。故分別
於10月9日（星期日）及11月5日（星期日）參與由
香港獅子會眼庫與香港眼科學會合辦、錦繡獅子會
及新界西獅子會協辦的「眼庫杏林護學童2016」
活動及由香港公民協會與香港理工大學眼科視光學
院合辦的「視力普查服務」活動，為本校小學生提
供不一樣的免費兒童驗眼服務，超過350名學生受
惠。視力普查服務包括：視力測試、屈光檢驗、立
體感測試、色弱測試、試鏡及眼肌活動檢查等，為
學生提早檢查視力是否正常，由眼科醫生到校免費
為參加此活動的學生提供驗眼服務。此外，10月9
日當天，大會更邀請了2014年香港精神大使溫思
聰先生(Magic Wilson)及其「香港愛心魔法團」到

場表演魔術，2013年度香港十大傑出青年張寶雯
老師及2015年度香港十大傑出青年林曉鋒博士到
校主持手工及閱讀遊戲攤位活動。學生完成驗眼
後，更獲派小食及飲品呢！

獅子會眾人與免費驗眼活動主辦單位合照

2016年11月至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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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獅子會眼庫
眼庫杏林護學童2016「不一樣的兒童驗眼服務」

香

港獅子會眼庫和香港眼科學會合辦 〔眼庫杏林護學童2016〕
「不一樣的兒童驗眼服務」

協辦：香港錦繡獅子會，香港新界西獅子會
於2016年10月9日舉行
當日「不一樣的兒童驗眼服務」是為天水
圍獅子會何德心小學的小學生驗眼，除了
驗眼之外，還有魔術勵志講座，教授魔
術，美術手工製作等。
當日主禮嘉賓：
1. 香港獅子會眼庫主席高敏華獅姐
2. 香港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高永文BBS,JP
3. 303區總監馮妙雲獅姐
4. 前國際總會長譚榮根博士
5. 香港獅子會眼庫會長胡志鵬醫生
6. 303區上屆總監羅少雄獅兄MH
7. 香港眼科學會會長梁裕龍醫生

主禮嘉賓，本會理事合照

18 November & December 2016

主禮嘉賓，主席，會長，理事，眼科醫生，獅友，學生家長大合照

高局長接受傳媒訪問

District 303 news update

三○三區區會訊息

眼庫杏林護學童2016「不一樣的兒童驗眼服務」
首先由大會主席高敏華獅姐致歡迎辭，主禮嘉賓
高永文局長，303區總監馮妙雲獅姐，前國際總
會長譚榮根獅兄，眼庫會長胡志鵬醫生分別致
辭，頒發紀念品後，大會主席香港眼科學會會長
梁裕龍醫生致謝辭，儀式完成隨即來張大合照。
各主禮嘉賓主持剪綵儀式後，驗眼活動正式開

主席陪同主禮嘉賓參觀驗眼情況

始，高主席陪同各主禮嘉賓參觀小學生驗眼情況
及美術手工製作攤位。
50多位醫科學生及眼科醫生出席，為200位小學
生驗眼，用5個方式詳細檢查眼睛，如果檢查到
學生眼睛有問題，會轉介醫院醫治。
1, visual acuity (視力測試)
2, Autorefraction (屈光檢查）
3, stereopsis (立體感測試）

高局長參觀學生的手工製作

4, color vision (色弱測試)

5, further exams will be provided if abnormality detected. Tests included Trial lens test (試鏡) &
extraocular movement examination(眼肌活動檢查)
不單止希望眼病向淺中醫，亦希望同學們明白心眼的健康也同樣重要。
同學們對正能量的追尋，是本次活動的其中一重點。
我們非常高興邀請到三位嘉賓
1. 溫思聰先生（Magic Wilson, 2014年香港精神大使得
獎人）及其「香港愛心魔法團」前來表演
2. 林曉鋒博士（2015年度香港十大傑出青年得獎人）

其中驗眼情況

2016年11月至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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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張寶雯老師（2013年度香港十大傑出青年得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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獅子會港澳青少年輔導基金課後留校輔導計劃

2

016-17年度

留校輔導計劃已推行

「課後留校輔

了6年，今年度得到

導計劃」啟動禮已

香港沙田獅子會和香

於2016年10月8日

港灣仔獅子會鼎力支

在「東莞工商總會

持，讓「獅子會何德

張煌偉小學完滿舉

心小學」、「東莞工

行。「課後留校輔

商總會張煌偉小學」

導計劃」是由獅子

及「保良局金銀業貿

會港澳青少年輔導

易場張凝文學校」的

基金單一服務項目，由大哥哥、大姐姐每天為學生

90位同學受惠。共200位導師是來自理大專上學院

提供放學後的留校功課輔導服務，以解決一些家庭

和香港大學專業進修學院保良局何鴻燊社區書院參

因家長外出工作，小朋友課後欠缺照顧，或因而發

與成為本計劃導師。本計劃已得到校長、老師、家

生家庭意外，或因而浪蕩街頭，誤交損友，誤入歧

長們的認同；學生與導師們也能建立良好的關係；

途。

在學業上也能得到一定的幫助。

聖誕聯歡會
聖誕節是普天同慶的日子，每年我們也會安排這個時段帶著禮物去探訪受惠學生；與他們舉行聖誕聯歡
會；學生們帶著笑容跟理事們一齊玩遊戲及唱聖誕歌，非常高興。

迎新篇 New Member
Lions Club of Tsim Sha Tsui
香港尖沙咀獅子會

20 November & December 2016

姓名：范啟鏞獅兄
Lion Anthony K. Y., Fan
職業：資產管理
保舉獅友：王世聰獅兄

District 303 news upd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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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各位獅友、各位嘉賓

2016-17年度獅子高爾夫球小組
“沈樂年碟” - 高爾夫球比賽 - 賽果
日 期：2016年12月16日 (星期五)
地 點：粉嶺高爾夫球場 – OLD Course

港

澳303區本年度第三次的高爾夫球比賽 - 沈樂年
碟，已順利於12月16日在粉嶺香港高爾夫球會舉
行。比賽當日的天氣非常之好，各位參賽球手均有超水準
的表現。
賽事贊助人：前總監沈樂年獅兄，在賽事當晚於粉嶺香港
高爾夫球會-會所，設宴招待各位參賽的球手，以感謝大
家的支持及參與，當晚亦有幾位前總監也親臨出席晚宴，
由前總監沈樂年獅兄帶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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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勞潔儀獅姐（紫荊）
總桿冠軍： 陳月明獅兄（金鐘）
淨桿亞軍： 曾向得獅兄（香港北區）
淨桿季軍： 譚國權獅兄（觀塘）
長青獎：李梓松獅兄（香港北區）
上九洞最佳成績：王偉粵獅兄（香港主會）
下九洞最佳成績：陳立銓獅兄（深水埗）

最遠距離獎（第13洞） ：Dominic Chan獅兄（港南）
最近中線獎（第8洞） ：陳立銓獅兄（深水埗）
最近洞獎

盃賽主辦者及多位前總監，與冠、亞、季軍，及所有得
獎獅友合照留念

（第3洞）	 ：勞 潔儀獅姐（紫荊）
（第5洞）	 ：勞 潔儀獅姐（紫荊）
（第7洞）	 ：譚 國權獅兄（官塘）
 月明獅兄（金鐘）
（第12洞）	： 陳
 hawn Xiao（香港北區嘉賓）
（第16洞）	： S

2016年11月至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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獅子會訪談錄 (二 十 六 ) 香 港 北 區 獅 子 會
香港北區獅子會於1982年7月6日成立
採訪人物：黃作英、吳漢英、張松立、莊碩
採訪日期：2016年10月8日
地
點：尖沙咀圓方某咖啡店
採訪人物：王淞霖、馬鏡澄
採訪日期：2 016年10月11日
地
點：銅鑼灣某酒家
採訪紀錄：馬祥發 (香港北區獅子會創會會長)
(1) 幾位何時加入香港北區獅子會？
黃： 我是創會會員，是你和馬清岳介紹的。
吳： 我也是創會會員，經馬清岳介紹。
張： 我 在 1 9 9 4 年 經 陳 錫 廣 前 會 長 ( 1 9 9 4 - 9 5 ) 介 紹 入
會。先父張鴻昌在上世紀六十年代已加入主會獅
子會了。還記得在1975年，我讀中五時，適逢主
會20周年會慶，我上台表演山地舞呢。
莊： 我在2007年，本會慶祝25周年時經黃作英介紹入
會。
王： 我在1999年經陳錫廣介紹。
馬： 我在2000年，因黃作英邀請我去湖南參與視中行
服務。受到感動和啟發後，加入本會。
(2) 何時成為會長，有何值得一談？
黃： 我是1985-86年度會長。始終覺得在何榮高前總
監任本會指導獅兄時，確立本會由會長領導，三
位副會長責任制，例會有嚴肅儀式程序，理事會
行立法會議事形式，是本會的堅實基礎。
吳： 我在2006-07年任會長，加入本會25年才成為會
長。當年曾經安排小童群益會多位青年經孔國輝
前會長介紹，參觀機場貨運場，去過徐劍雄前會
長在深圳福永的萬人電子工廠，也去過陳偉崇前
會長在深圳的鈕釦廠。
張： 我 在 2 0 0 0 - 0 1 年 任 會 長 ， 當 年 贏 得 區 會 最 佳 分
會，最佳服務和最佳會長三項大獎。
莊： 我在2011-12年度成為會長，當年全體獅友合共
籌得30多萬元，為廣東省西部，羅定市馬蘭小學
重修校舍和教學設施。徐劍雄從中奔走策劃，得
以成功。這數年，黃國泰、蔡小平兩位前會長，
經常與該校聯絡，提供獎勵予學生。
王： 我是2003-04年度會長，任內與香港言語治療師
協會籌辦全港首次展覽，在04年7月共分四天在沙
田及牛頭角舉行。
馬： 我 是 2 0 0 4 - 0 5 年 的 會 長 ， 王 會 長 提 及 的 這 個 展
覽，當年在電視、電台、報章、地鐵全線燈箱都
有宣傳，而且全體獅友都百分百參與。使本會名
聲在全港遍傳。
(3) 除會長外，在區內還擔任過什麼其他職位？
黃： 我是1987年的分域主席，1986-87年度任區會青
獅主席時，本人提議，得馬祥發協助，創立本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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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獅會。多年來，何榮杰、徐偉奇、黃國泰、陳
錦榮、施家殷等都帶領過他們，有培育之功。
吳： 我在今年2016-17是303區及分會服務地標的其中
一位委員，負責聯絡幾個分會，撰寫地標資料。
張： 我在2001-02年度任分域主席，帶領五個香港和
兩個澳門分會。在2002年的41屆OSEAL擔任閉
幕儀式主席，後在2008年47屆擔任國際會長晚宴
主席。又自2006年開始任獅子會中學校董三年，
副校監三年，在2012年掌校監一職，去年任滿。
莊： 在2012-13年任分域主席，曾參與分區活動之青
少年人生之旅，參加的全港師生數以千計。從籌
備和調度大場面的過程中，使我境界視野大幅提
升。近年我是獅子會中學校董，現任副校監。
王： 我是2006-07年的分域主席，2007-08年任分區主
席，2009-10是區司庫。在2010年協助馬清岳，組
織每年五次的區會高爾夫球賽。回想馬獅兄自上世
紀八十年代，已在香港粉嶺高球會登記獅子會為認
可團體，得以訂場比賽，成功推動高球運動。
馬： 在2006-07年度，我任姊妹學校計劃，安排特殊
學童遊海洋公園，當年立法會主席范徐麗泰親臨
主禮。我曾擔任過天水圍伊中舊生會中學及伊小
學分校的校董。數年前我出任獅子會何德心小學
校董，繼而校監。上任伊始，因小一收生不足，
只有一班學生。一年後將步上結束的命運。我迫
於獻計，並得校長及教師同意及協助，向就近讀
幼稚園的家長宣揚本校的優點，學生在深圳居
住者，可提供交通接送。在他們觀察比較校舍設
施，教學理念後，在一年後喜獲兩班小一學生，
避過“殺校”命運。
馬祥發： 另 外 馬 鏡 澄 . 兩 次 接 受 我 提 議 安 排 學 生 看 電
影，一次是今年8月底看「少年滋味」。另一
次是2015年5月份觀看「五個小孩的校長」。
由獅子會安排學生於上課時間觀看富教育意義
電影，實乃本港教育史上壯舉和303區創舉。
(4) 自創會以來，有何特別事蹟或服務可以分享？
黃： 本會自1997年，歷時十年參與「視覺第一中國行
動」。首五年負責湖南。2003年轉往青海。參加
的獅友，家人和青獅藉此機會，參觀祖國大地，
對國家的醫療，國民生活等有所瞭解。
吳： 自任會長後，訪問其他友會時，才發現本會在例
會程序上，完全按照國際總會指引。這種做法使
本會多年享有模範會的美稱，的確實至名歸。
張： 本會會風正派。想當年除少數獅友外，全體會員
都熱愛打高爾夫球。本會可說是因這項運動有共
同話題，令大家更團結。另外上年度，本會馬清
岳紀念基金，贊助獅子會中學師生聯同本會獅
友、青獅舉辦了葵涌區老人服務，名為「耆青共
融」。活動分三次，歷時半年，動員過百師生、
獅友參與。
莊： 2010-11年，在我做一副時，籌款之夜是邀請了
演藝學院中樂團演出，又有西洋藝術歌唱。獲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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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嘉賓盛讚。
王： 本會2007-08年度，慶祝25周年銀禧，當年拉斯
維加斯主題的紀念舞會安排得有聲有色，獅兄嫂
合攝的相片，至今保存。那年徐劍雄組織了七天
廣東省特色遊，包括旅遊景點、美食、高球。獅
友及家庭可以全程，或局部參加其中一兩天。他
都會安排交通接載加入或離團獅友。這種細密心
思和付出使徐獅兄永留獅友腦海。
馬： 我因視中行而認識獅子會，也因此而參與獅子會
教育工作。在2007年，本人在本會支持下，曾
捐贈價值不菲之空調設備予賽馬會匡智學校活動
室，黃作英負責設計安裝工程。此裝置現仍正常
運作。
馬祥發： 本會曾在1984年在柴灣歌連臣角建立一座獅
子亭，現由政府管理。
(5) 貴會有哪些前會長的言行，值得學習？
黃： 是馬清岳，他引導我加入獅子會，又使我愛上高
球運動，改變了我的生命軌跡。他疏財仗義，樂
於助人。
吳： 徐 劍 雄 別 號 叫 「 香 港 北 區 孟 嘗 君 」 ， 喜 結 交 朋
友。本會每位獅友都受過他招待。周家謙上屆會
長是本會近年最勤力，最盡責的會長。
張： 如今馬、徐離開了，是本會大損失，幸好本會會
員仍團結，識大體，有分寸。
莊： 黃作英很講義氣，許多會務一力承擔。吳漢英，
堅持原則，但態度溫和，贏得會員敬重。梁大年
多年負責聯絡姊妹會韓國東都獅子會，用了不少
個人資源和心血，相當難得。施家殷身兼數十個
知名社團重任。他做會長時，所有大小會務活
動，從不缺席，足見他懂得安排公私時間，令人
佩服。
王： 馬清岳個性爽直，像古時大俠。馬鏡澄對教育有
貢獻外，對本會會務，和會員都相當關心。
馬： 吳漢英謙虛有禮，明智厚道，黃子懷從不推卻會
務工作，兩位都是獅友榜樣。
(6) 有哪些你熟悉的其他友會會員令你的印象深刻？
黃： 林海涵前總監是本會創會那年的總監。有君子之
風。演詞幽默風趣，其中實存深刻見地。
吳： 文錦歡前國際理事。在獅子會辦了許多實事，最
終成為本區首位女姓國際理事(2013-15)。
張： 沈樂年前總監對人客氣，但真切。他一手構思建
設西貢焦坑自然教育中心，盡顯才華心思。
另外紫荊獅子會霍麗雯前會長(1995-96)，她擔任
過分域和分區主職，出任2002年第41屆東南亞獅
子大會的總秘書長，我那屆負責閉幕儀式，對她
做事認真，有條有理，留下印象。
莊： 青 山 獅 子 會 袁 景 森 前 會 長 ( 2 0 1 1 - 1 2 ) 是 我 同 屆 會
長，這一年，我見到他處理會務，有擔當，肯吃
虧，為了會的長遠發展，用了許多心思，贏得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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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讚許。
王： 呂潤棻前總監(2006-07)，委任我為分域主席。卸
任後，經常和那屆區職員聚會聯誼，很長情。觀
塘獅子會麥華池，領導區會的教育委員會和參與
獅聲工作多年。又是2008年47屆東南亞獅子大會
的開幕典禮主席，稱得上是身經百戰之上將。
馬： 新界獅子會余錦坤會長，為人和氣。他成為歷屆
會長會主席後，我策劃過些活動，認識許多資深
會員。
(7) 加入獅子會這麼多年，何以仍選擇留下？
黃： 做獅子會工作，可以溫暖別人的心，自己也心靈
滿足。多年來，我領悟了對人好，自己就開心的
道理。
吳： 在會內所認識的朋友已歷多年，感情親切，日常
會務充滿樂趣。在社會上不易遇到這種機會和平
台。
張： 本會的會員很正派，有修養，是一個不錯的朋友圈。
莊： 我認同三位的意見。好像我今年被委任為35周年
籌委會主席，雖有不同意見，但全體獅友仍以大
局為重，同心同德，迎接創會紀念大日子。與這
些有質素的人長期為友，十分值得。
王： 與本會甚至其他友會的獅友都相識多年，仍維持
良好夥伴關係，值得保持會員身份。
馬： 我當初加入本會，好比是從「零」變為「一」，
只要是維持「加」而不退為「減」，我會留下
去。
(8) 對本會現況，有何意見，對新一輩獅友，有何期望？
六位綜合意見: 本會須面對社會變化和會員老化
問題。雖然邀請新會員乃當務之急，但新加入的
會員，難望有同等投入感。希望介紹人和資深會
員要不停鼓勵他們。最好嘗試召開全體會員集思
會，討論本會現況和未來路向，以期老中青都達
到共識。
(9) 對303區現況及向前發展，有何高見？
六位綜合意見: 區會近年發展新會太多太急，分會
質素難以控制，如再欠缺監察，恐怕會形成尾大
不掉。現在應該加強理論和實踐的教育，減少發
展新會。假如每屆區會，祇求眼前增長，而造成
的麻煩失衡，卻留待日後的區會去處理收拾，這
種情況極不應出現。現在的制度，總監像巡迴大
使，祇出席分會、分區種種活動，卻沒有採取有
效措施去監察分會運作，十分遺憾。
再者，現在區會跟隨總會指引，設立兩位副總
監，競選時間和費用因而倍增。有能有識之士或
許卻步，這種處境，大家要深思。由於一年一
任，區會缺乏長遠規劃和目標。總監和副總監應
該坐下來，共商長遠大計，303區才有前途希望。

2016年11月至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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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BBLES》
Life At Middle Age
哀樂中年
(原載“PEBBLES”第27-31頁,作者潘光迥前國際理事)

在

那一刻，你看見有些人如何各有特色地老
去，或返老為童。另外一刻，原來的五光十
色，非凡魅力，都變了新調。更有一刻，你越來越
常思念和夢見逝去的人。當心了，你正步入或者已
經人到中年了。
為中年定義很困難。因為無人能預知餘生日子。一
個人假若知道可以活到90歲，那就可輕易地將第
45個生日作為中年的開始。但我們難以如此準確。
我們在不同壓力和環境下各自生活，每天24小時
的活動循環，各各不同。作息時間也互有出入。我
認為還是依個人獨有計算方式較好。年齡有主觀客
觀的想法，也有精神體力的差異。加上年齡帶有流
動性和可變性。例如你仍覺得年少猶如小童，或精
壯好像青年，或者退藏仿似老人，完全是基於不同
時日要面對身處的環境和刺激所引致。中年真是美
好，因為有無限可能。既可形容為如日中天、怒放
鮮花、人生首個高峰，也可說成是三幕舞台劇的第
二幕。
各位仍然年輕，未免難以認同我的想法。遙想當
年，我身處任何社交場合，大小會議，我都理所當
然，置身最年輕的一群。正如一般青年，難免急
躁。祇對自己和喜愛的行動才有興趣。遇有突發事
故或者沉不住氣時，必急不及待地出手。就像兔
子，但凡有風吹草動，就會一躍而起。我祇樂於向
前衝刺，毫不後顧，像跳阿哥哥舞(A-Go-Go)般瘋
狂，沒有想到時間並非永恆停頓。就像乘著上行的
船屋旅客，祇急於到達某地，完全沒有注目船窗外
有些什麼，沿岸有何美景。行程，似乎完畢了。其
實，祇是我生命一瞬的段落而已。由於匆匆投奔未
來，卻對當下的繽紛姿彩視而不見，輕輕放過。我
想說的是我們必須認真實在地成長，直至中年。即
是說成長一定要充分全面地使用天賦所與。成長並
非單純地競跑或者守株待兔。要擁有多姿多彩的中
年歲月，必須奠基於結實的青年時代。
擁有一個物有所值的中年，好處甚多：
第1、 我們會首次嚐到三合一友誼的樂趣。有些朋
友，年長我們十歲或以上，有些與我們差
不多同齡，而有些卻年輕十歲有多。從年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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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我們找到智慧和指導。與同代者，我們
尋求合作與理解，或作良性競爭。從年輕
者，我們得到靈感和生氣。沒有這三種互
動，生命並不完整。
第2、 到了中年，我們的能力應包括多方面的觀點
見解。從前一切，足可回顧。展望將來，有
廣濶空間供我們前望探索。我們可以駐足仰
視頭上高山，俯瞰腳下山尖。我們開始懂得
控制腳步，進退自如，不會妨礙他人，輕重
適當地探討問題。對於種種物質和精神，我
們具有全新價值觀。而對於童年事物，再難
吸引我們去力求擁有。我們改而尋找新式玩
具和消遣之道。在判斷時，不會求快而隨
便。我們變得更有耐性和包容。
第3、 我們步入一個充滿詩意和浪漫的新階段。我
們的女性朋友外貌或許略顯成熟，稍有修
飾，但依然親切溫柔。我們仍然情不自禁地
喜愛林中仙女般的如花魅力，也就是她們的
甜美青春。但我們已學懂了，何者可為，何
者不可為的全新規範。聽聞妙齡少女偏愛中
年男士。或許他們是從詩意中沉澱出浪漫氣
息吧。似乎初出茅廬的青春少女，或者已婚
未婚的徐娘，對中年男士都青眼有加呢。
第4、 中年能掌握一己潛能和最新選擇所提供之機
遇。有時一覺醒來，諸事不順，發覺我們錯
失許多機會。不禁自責，如果我們這樣做，
那樣做，如果不是這個，那個理由，我們
一定成功。我們會埋怨責怪自己，祇懂邯鄲
學步，不思進取，或者代人受過犠性。或者
甚麼都不是。我們發現自己潛藏的才華和本
事，累積的經驗和專長，都表達無門，難以
突圍而出。我們可能以不同方式，得到財
富，但卻缺乏健康和快樂，名譽和尊嚴。老
邁和死亡的恐懼很快降臨。中年是我們畢生
最後機會，可以照自己意思去生活。常常聽
說中年充滿危機。的確如此，假如我們無法
擺脫動盪和不安，真是危機四伏。結果是好
是壞，純粹取決於我們作出什麼新決定，怎
樣調整行動方向。
總而言之，中年可能美妙無比，也可能一事無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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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人生成敗的關鍵。每個人都必須面對。我無意提
供意見，因為我也像任何人一樣，限於能力，也有
許多缺點。我喋喋不休，祇求查找一己不足和檢討
往事而己。最後一句話，我認為生命不外選擇。不
但在年輕時要做選擇，而且無時無刻，在生命的每
一個轉角處和十字路口都不能避免。一個接住一個
的選擇，造成連續性和偶發性，不能切斷、碎裂、
分離。也不能忘記。是呀，就像一本有許多篇章的
書本其中一篇。因此我祈求不論大小決定，都要審
慎透徹。
中年祇是一個人為名稱。每一個人祇有自己才可以
充分演繹和理解其重要性。一個快樂的人不但身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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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年齡成長，心智和精神也一樣同步。他終生樂
意學習，言行一致。他或間有叛逆思維，但基本上
開明自重。身負優雅風度及平和心境，他會深得天
地人和而永享青葱歲月。
注: 潘理事此篇文章與全書其他篇章風格內容都大
異其趣，因為完全不提獅子會，譯者大膽猜測，他
是項莊舞劍，旨在沛公。他是希望一個人，在步入
中年後，如果“缺乏健康和快樂、名譽和尊嚴”，
應該考慮成為獅子會會員，服務社會。使生命重新
開始，照亮自己和別人，由此找到全新歸宿。這才
是一個最佳選擇，才不負此生。希望潘理事在天之
靈，首肯我的猜想。
香港北區獅子會創會會長
馬祥發敬譯

《PEBBLES》
向前總監致敬月

(在1974年2月27日, 303區聯合午餐會上的答辭)

Past District Governors' Month
(Response at a joint luncheon meeting, District 303, February 27, 1974)
(原載“PEBBLES”第95-96頁,作者潘光迥前國際理事)

今天，本人萬分榮幸，可以代表全體接受致敬的前
總監，向在座各位獅友和吳坦總監，說聲「多謝各
位」。
每年此時此際，各位都必定向我們表達由衷支持和
拳拳盛意，我們真是卻之不恭。在香港，這已是第
十三次獲此殊榮。理所當然，我們也應向各位第十
三次說聲「多謝各位」。
談到致敬，請容許我建議，敬意必須是雙向的。我
認為，祇有致敬人和受敬者，兩造都完全理解，何
以這個隆重場合如此重要，這份敬意才有真正價
值。前總監其實也祇是獅子會會員。當然他們經歷
過獅子會式的磨練和實踐。在獲得認同後，繼而獲
選負責更重要職位。他們或許看來成熟些，甚至莊
重些，但我可以保證，他們的獅子精神，仍然年青
而富有活力。

招待致敬對象一杯酒，一頓飯，當然最方便實際而
且是頗為經濟的表達方式。但如果數以百計的人
一起行動，難免是一項耗費鉅大的舉措。試想想這
樣就損失了數以百計工時，又賠上以萬計的金錢。
絕大部分獅友和前總監，甚致彼此互不相識。由於
致敬者和受敬人都陌生隔膜，這種場面可能徒具形
式。原本一番好意，根本無從表達，甚至引為笑
柄。作為前總監，即使身不由己，接受這種致敬招
待，也祇能像吞下難以下咽消化的食物。而且對強
加於自己的人情債，更無從補償。
我 們或者嘗試簡化這個做法，來代替致敬的形式。
會員與前總監應盡量結為好朋友。找出雙方特點，
從而加深暸解，互相欣賞學習。讓大家一起彰顯提
升獅子精神，要使這種精神「深印我腦，永銘我
心，貫達我足，佈及全身*」。這樣一來，我認為
向前總監致敬就達到同時自敬的目的了。

* 這裏，潘理事借獅子精神歌詞句，告訴全體會員以獅子精神為重。吃喝祇是其次。時至今天，港澳區在分會和聯合
例會上，全體會員，仍必定高唱此歌，才開始會議程序。原文之中譯，引自台灣300區通行版本。

香港北區獅子會創會會長
馬祥發敬譯
2016年11月至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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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會
香港 獅Hong子 會Kong
(Host)

會長
何健成

Editor
Robyn Searl

Lions Run for Hospice gift donation

O

n Tuesday 30th August, President Pitta Ho, Lions Kenneth
Yam and Patrick Li with invited guest Ms Sandy Yeung
(manager of the Simon Lee Foundation) presented a cheque
for $152,380 to Ms Doris To from The Society for the Promotion
of Hospice Care. The donation will be used for the purchase of
much needed rehabilitation equipment to support the patients of
the hospice. This was the final ceremony to complete the Host
Club 60th Anniversary project.

Welcome to a visiting Lion
President Pitta Ho, Lions David Yau, Patrick Li and Vincent Chan
welcomed Lion Werner Nann from Lions Club Berlin – Dahlem,
Germany, at a lunch held on 1st September at the Peking Garden,
Tsim Sha Tsui. During the lunch they gained some understanding
of each other's organization and projects.

First Joint Dinner

President Pitta Ho undertook the role of master of ceremonies for the First joint dinner held on Monday 3rd
October at the HKCEC. PDG Lion Albert Wong, PP Lion Patrick Chan and Lions Kenneth Yam, Mehul Tanna,
Irene Au Yeung, Patrick Li and Leo Wu also attended the evening.

Soup Delivery project

O n O c t o b e r 1 5 th, s i x L i o n
members from Host club with
invited friends participated in
the Soup Delivery project for
single living elderly associated
with St James Settlement of
Sheung Wan. The Host Leo club
provided strong support with 29
members assisting on the day.

Many elderly were able to be
visited with delivery of both
soup provided by St James
Settlement and a gift bag of
other food items. The most
valuable experience for all
participants was the time to sit
and talk together and to also
identify any needs that the

Zone 1 President Lion Patrick
Chan, Lions Julia Shaw, Irene Au
Yeung, Mehul Tanna and Robyn
Searl along with a number of Host
Leo Club members assisted in
the Zone 1 Bread Collection

Run held in conjunction with
Feeding Hong Kong on the 27th
October. The final collection of
1186 items of food was to be
distributed to 7 charities by the
following morning.

elderly might have which could
be addressed through the staff
of St James Settlement.

Zone 1 Bread collection project October 27th

Lions D303 3 on 3 Basketball Competition

Congratulation to President Lion Pitta Ho who participated and was awarded 1st runner-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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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會
九龍 獅Kowloon

會長
鄧忠華

資訊委員
馮寶欣

Bread Run Service Project

L

ions Club of Kowloon
participated in the Zone 1

Bread Run service project on
October 27, 2016. Our club
chose to visit two bakeries;
one located in Ngau Tau Kok
and the other in Hang Hau.
Service Project Chairperson
Lion Louisa, Hon. Treasurer Lion

Terence, and Hon. Secretary

Zone 1 Chairperson were at the

Lion Amber visited the bakeries

food bank to offer us a warm

after business hours to gather

welcome. The night concluded

any unsold breads and dropped

with lots of laughter and most

it off at the collection center in

importantly plenty of bread was

Yau Tong. District Governor,

collected and passed on to

Region 1 Chairperson, and

those in need.

Organ Donation Awareness Event
Our club was one of the supporting
organizations for the Organ Donation
Awareness Union (器官捐贈聯盟) held
at Regal Hong Kong Hotel in Causeway
Bay on October 12 th . The event was
to help promote and encourage organ
donation to the public. On behalf of LCK,
1st VP Lion Erica and Hon. Treasurer Lion
Terence attended the event and met
with Secretary for Food and Health of
Hong Kong Dr. Ko Wing-man to receive a
certificate of recognition.

2016年11月至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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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務活動

9

月3日香港半島獅子會舉

特安排多項活動讓院友們和本

興前會長和獅嫂及幼獅、邱偉

行一年一度中秋探訪活

會獅兄、幼獅一同參與遊戲比

強前會長和獅嫂及親友、伍智

動。由會長溫錦泰獅兄設宴在

賽，全場氣氛熱鬧，開心又感

聰獅兄和幼獅等參與是次服務

尖沙咀金域假日酒店地庫“龍

動，院方更備茶點熱情招待。

活動。

苑”招待參加的獅兄、獅嫂與

今次活動由會長溫錦

幼獅。一行二十多人先往何文

泰獅兄帶領，參加者

田路德會香港半島獅子會銀禧

有：鄭嘉源第一副會

紀念長者中心探訪並參加精

長和二位幼獅、第二

彩表演活動，本會與在場的長

副會長陳平獅兄、獅

者玩遊戲並大派禮物，活動在

嫂、幼獅、媳婦和孫

歡樂、愉快的時光中渡過。第

兒、義務司庫陳慶添

二站前往青衣仁濟醫院香港半

獅兄、麥詠光前會長

島獅子會安老院，抵達時，長
者齊集會堂內歡迎，院內社工

和2位幼獅、洪响堂
前會長和幼獅、丘文

參與六代同堂轄下屬會活動一

本會出席路德會香港半島獅子會長者中心的獅兄
獅嫂幼獅和親友，與長者中心的長者一齊玩遊戲

9月2日會長溫錦泰獅兄帶領本會獅兄出席參加九龍塘獅子會，祝賀他們40周年創會會慶。

參與六代同堂轄下
屬會活動二
9月3日會長溫錦泰獅兄與上屆會長梁耀宗獅兄代表
本會出席北九龍獅子會51周年紀念暨2016-2017年
度職員就職典禮。
溫錦泰會長和梁耀宗會長出席香港半島獅子會
次子北九龍獅子會創會51周年紀念

三○三區會2016-2017年度第一次聯合晚餐例會
國際獅子總會中國港澳三○三區2016-2017年度
第一次聯合晚餐例會向前總監致敬於 2016年10月
3日假香港灣仔會議展覽中心舊翼會議廳舉行。本
會一眾獅兄由會長溫錦泰獅兄和前會長丘文興獅
兄帶領第一副會長鄭嘉源獅兄和獅嫂、義務秘書
周健忠獅兄、義務司庫陳慶添獅兄、總務邱偉強
獅兄、前會長甘應洪獅兄、前會長蔡百泰獅兄、
前會長陳瑞龍獅兄、前會長長香明孝獅兄出席參
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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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眾獅兄和獅嫂同出席第一次聯合晚餐例會時攝

子會
香港域多利 獅Victoria
Hong Kong

會長
石家璐

S

eptember 14, 2016 – Mr Hung Tak Wai 孔維德先生 from Mansyun Association 文宣學社 gave us a
presentation on Hong Kong’s high school examination system and tutoring services. There are currently
forty thousand DSE candidates whose concentrations are in six to seven subjects. With these numbers of
students, the tutoring industry can be a lucrative business. Tutors teach students exam languages that regular
schools cannot offer; this may be crucial to achieve high grades in public exams as mere knowledge in
subject matter is inadequate. School teachers do not have the time and resources to work on exam language
to help students achieve these goals. Whether this kind of tutoring is right or wrong is left for one to judge.
In terms of numbers, it does generate higher possibilities for students to enter universities. It’s a matter of
survival in a prescribed context. Yet language-knowledge and wisdom are two different things. It has always
been wisdom that prevails within any context. A wise person can always hire knowledgeable personnel.

October 12, 2016 - World renowned collector, Mr Humphrey Hui 許建勳, presented to us his collection of
Chinese snuff bottles. Snuff bottles were introduced to China during the 17th century by a member of Society
of Jesus. It is an interesting fact for
most people thought snuff bottles were
a Chinese design. The interchange of
our Chinese tea to Europe and their
snuff bottles to China show how a
mix of culture can enhance one’s life
regardless where one resides. As with
our Lions Club that has presence all
over the world, our visiting to different
branches in other countries will sure
enhance our skills and abilities when (Left) President Shih, Past President Wong, Mr Hung, Lion Hah, Lion Lo, and guests.
(Right) Snuff bottle sample from Mr Hui
providing services locally.
Anthony Tsang, our Zone 3 Chairman, shared with us district
news on百年慶3人籃球賽，OSEAL, 19/11 Lions service day,
senior visit and carnival. Zone 3 is planning a youth service
that focus on talent quest for marginalized youngster.
October 23, 2016 – Heep Hong Society Charity Dinner – It is
always good to know that our Lions extend their charitable
hearts even in events hosted by other societies. Aside from
contributing their time and effort in our own club’s functions,
Lion Kenneth Lam and Lioness Angelina Yu managed to
offer help to Heep Hong. Being in the Lions Club does not
require one to only focus in our club activities. If time allows,
it is always nice to extend our help to others in any way.
President Shih, Lion Harry, Lioness Angelina and Sophia,
Lion Kenneth and Lady Lion

October 22 - Leo Club of Victoria – one of the training
events of Leo’s was the “Dialogue in the Dark.” The training
allowed visible able Leo’s and friends to experience what
it is like to be visually impaired. Through the program,
participants gained a deeper understanding in those
who have lost their vision. This experience helps Leo’s to
provide more thorough service in their Eyetopia program.

Leo President, members and guest

2016年11月至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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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會
香港香島 獅Bayview

香

會長
何潔芝

資訊委員
陳巧莉

島獅子會於10月15日
(星期六)舉行2016-

2017年度第一次服務活動，主
題是「香島關懷長者護關節」，
這 次 活 動 繼 承 往 年「 香 島 關 懷

長 者 留 倩 影 」， 於 深 水 埗 街 坊

福利會舉辦長者服務活動。我
們誠意邀請了香港骨傷針灸專
科吳思團中醫師為長者講解有
關問題，他根據20多年的臨
床經驗和十多年的教學經驗，
與150位長者分享如何認識及

兄，第十一分域主席張立基獅

長者派發了福袋及利是，讓他

保護膝關節的重要性及教授長

伯，第十三分域主席梁禮賢獅

們感受社會人士對他們的關懷

者日常簡單運動。當天303區

兄及西區獅子會會長林華獅姐

及愛心，渡過溫馨的一天。全

總監馮妙雲獅姐，第一副總監

親臨支持我們，非常感謝。

賴各位獅友、青獅、義工、贊
助商的無私支持，令到今次活

陳立德獅兄，第二副總監郭美
華獅姐，第一分區主席潘偉基

除了「中醫骨科保護膝關節的

獅兄，第四分區主席郭錦棠獅

錦囊」的健康講座，本會並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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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非常順利完成，感謝！

子會
香港青山 獅Castle
Peak Hong Kong

會長
黃達強

總監馮妙雲獅姐親善訪問本會

於

2016年10月18日例
會，總監馮妙雲獅姐訪
問本會，她強調本年度區會口
號『堅信共融，邁向高峯』。
總監表示第55屆東南亞獅子大
會於11月在香港舉行，連同新
增地區，合共9區，往後不會
輪流舉辦盛會，改為以投標形
式。
今年區會的重點服務，分別由
六個分區主席帶領活動:

會

(一) 第一分區：2016年12月份
舉行視力普查，專注白內障及
黃斑點病的服務。
(二) 第二分區：2017年1月份
舉行清潔郊野環境不留痕及培
訓100位訓練員。
(三) 第三分區：2017年3月份
青少年人生之旅，街舞比賽有
關禁毒方面。

份與信義會合作為隱蔽青年服
務，關懷及與青年增加溝通之
道。另有派飯予有需要人士活
動。
(五) 第五分區: 2016年12月
18日二人三足慈善跑在沙田殘
奧舉行，翌年1月份在澳門舉
行。
(六) 第六分區: 2016年12月份
舉辦服飾文化慈善花生Show。

(四) 第四分區：2016年10月

訊

(一) 9月10日，「長者喜迎中

知障礙的知識等。

合總會主辦，香港青山獅子會

秋樂融融2016」之中秋敬老

協辦之「南區關注健康日」服

大佛素菜宴，在大嶼山寶蓮寺

務計劃，在香港仔坊會舉行，

舉行，本會與又一村獅子會及

為300位長者進行檢測血糖、

多個社福機構聯合舉辦，招待

血壓、膽固醇及視力等，每位

500位60歲以上之獨居長者，

長者獲贈福袋一個。

本會安排了觀塘寶達社區中心
50位長者參加。

本會獅友們與眾長者合照留念

(三) 10月18日例會，香港紅十
字會甘迺迪中心校長李靜雯小
姐介紹其中心設施，特別感謝
30年前本會前會長譚錦標獅兄
捐建一間特殊課室，提供適當
場地給傷殘兒童，如今該教室
已改變為電腦技能訓練，教導
(二) 10月15日，旺角街坊會陳

小朋友學習立體設計及創意活

慶社會服務中心主辦，香港青

動。另有全港第一間水療池，

山獅子會協辦之「關腦護老延

給肌肉萎縮症患者使用。校舍

憶壽」服務計劃，為300位60

位於山區，近來經常有蚊患，

上圖：香港紅十字會甘迺迪中心校長李
靜雯小姐介紹其中心近況。下圖：「南
區關注健康日」本會獅兄們與眾長者合
照留意

歲以上獨居長者，協助他們學

希望熱心人士能夠協助改善環

(五)

習日常生活技巧及訓練，多動

境。

瓊獅兄之長子新婚之喜，本會

腦筋，保持有意義的活動，培
養多方面的興趣，學習減少認

10月31日，前會長柳逸

有四十多位獅兄獅嫂及青獅前
(四) 10月23日，南區工商業聯

往祝賀。

2016年11月至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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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
太平山 獅Tai子Ping
Shan

連

日大雨，怎麼辦！定於
明日（9月11日）在獅子
會中學，招待300位長者的中
秋敬老服務，一切事前準備工
作已安排好，如箭在弦，不得
不發！
服務當日，一早起來，天公作
美，風和日麗，心中大石本來
可輕輕放下，但一看李光芒獅
兄傳來的訊息，嚇了一跳！他
父親晨運受傷送院，他趕住醫
院，不幸中大幸，老人家只受
輕傷，留院觀察，李獅兄處理
好事情，便即趕來會場，完成
重任，他專職為300位長者影
2016年10月3日晚上會展舊
翼，國際獅子總會中國港澳
303區第一次聯合晚餐例會，
【向前總監致敬-彰顯宏圖】，
筵開70席，作為大會主席，感
激各位前總監，三位副主席，
各位區職員，及獅友的支持。
古時有智慧的人說過【為高必
因丘陵，為下必因川澤，為政
不因先王之道，可謂智乎】 意
思即是說，當我們要起高樓的
時候，最好就喺山丘起。如果
我哋要掘深淵的時候，最好就
喺河牀下掘，如果我哋要發楊
基業大道，最佳就是在前人起
的磐石上在加建上去。
各位尊敬的前總監，今年係三
○三區第61個年頭，有你們六
十一位前總監的建樹，可以作
為我們今後的踏腳石，我們嘅借
鏡，使我們有所承傳，可以發揚
光大。你哋嘅腳印，你哋所走嘅

會長
張振雄

資訊委員
霍寶林

相，很多老友記
表示，這張精美
的相片對他們很
有用！
在會場知道有幾
位獅友帶病服
務，我以註冊中
醫的身份要求他
們回家休息，但被一一拒絕，
他們堅持完成工作，與這些獅
友共事，是我的榮幸！
這次服務除了派發份量十足的
福袋外，更由獅友及他們的家
人朋友，擔綱演出全部文娛節
路，使我們有所依歸。我及整個
籌委團隊，作為咁多獅友的其中
一份子，實在心存感激！
相信大家有留意到門口的一對對
聯【60春秋承獅啟後，三千桃李
服務社稷】，大家會很奇怪今年
是六十一年，豈不是少了一個。
原來就是承獅啟後的承字，60位
前總監承傳了第一位前總監阮潤
桓獅兄，所以共有61位，三千桃
李當然就是現時的二千多獅友邁
向三千的其中一個里程。這些都
是數字上的藝術。
打麻雀要有章法、公司規管、
要有章程，獅友們身上佩戴著
的獅子章，章係一種精神，一
種力量，一種規範的模式！每
一位前總監的貢獻，就像我們
303區獅子史上的一個章節。
所以今天我哋嘅大會主題【彰
顯 宏 圖 】， 意 思 即 是 綜 合 了 各
前總監的貢獻及建樹，來顯示

目，計有粵曲，粵劇，金曲，跳
舞等，更由第一分區主席潘偉基
獅兄獅嫂，表演鋼琴及大提琴合
奏，台下反應熱烈，將氣氛帶上
高潮，中秋敬老服務在一片歡笑
及掌聲下圓滿結束！

撰寫人：莊楚生獅兄

了我們獅子會303區過去、及
未來的宏大的發展藍圖。
今晚我們籌委會將代表所有獅
友，送給各位前總監一個特別
精心的禮物，一個用篆書雕
刻，有你們大名的私人圖章，
上面落款有各前總監的大號，
年份。彰顯宏圖，以表示一點
紀念同埋敬意。不過各位前總
監唔需要將佢佩戴在身上，只
希望各位前總監多啲用下，例如
寫信的下款、回條等等。多些回
顧自己當年的得意傑作，以及各
位獅友一路以來對各位的肯定。
最後我衷心多謝今晚各位能夠
喺呢度共聚一堂，與我哋咁多
前總監一齊慶祝我們三○三區
61個年頭。
祝各位獅誼永固、家庭幸福 、
身體健康 、獅運昌隆！謝謝！
撰寫人：潘偉基獅兄

今年中秋佳節，我們除了舉辦
敬老聯歡服務，與一班為社會
付出了青春的老人家一同渡過

快樂的一天外，我們在中秋正
日去了上環一間護老院探訪及
派福袋給老人家。院內住一百
八十位長者；雖然佳節當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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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訪的親人也不足二十位。活
動後獅友們都覺得放棄一點過
節與家人的時間，能帶給其他
人多一點溫暖，十分有意義。

子會
北九龍 獅North
Kowloon

會長
李曉勇

第五十五屆東南亞獅子大會慶典

第

五十五屆東南亞獅子大會慶典已於11月10至13
日圓滿舉行。開幕典禮當天，本會會長李曉勇獅

兄、莫偉明獅兄、前會長周啟榮獅兄獅嫂、盧松柏獅兄一
盡地主之誼，招待遠道而來的姊妹會台南赤嵌獅子會專區
主席黃松水獅兄一同前往參與此盛事。當天，雲集世界
各地獅友，濟濟一堂，實屬難得。大家分享服務經驗，未
來活動計劃及互相勉勵，增進獅誼。李曉勇獅兄更參加
16/17會長歌舞表演，為這次盛會贈興。大家見證百年慶
火炬傳送，代表著薪火相傳，我們希望能夠繼續以服務為
先，扶弱濟困，讓獅子精神延續下去。

林海涵盃-高爾夫球比賽
10月13日，本會司庫鄭貴華獅兄代表參加於粉嶺香港高爾夫球會舉辦一年
一度的「林海涵盃」高爾夫球比賽，獲得優異成績。

勁歌熱舞博愛夜2016

北九龍行山籌款活動
11月19日，由美國供暖製冷空
調工程師學會舉辦的行山籌款
計劃，已順利完成。途經土地
灣、龍脊、大浪灣等地方，景
色壯麗，晚上於大浪灣燒烤，
十分開心。活動籌集所得的款

捐款以表示對教育支持，希望

力行與一班年青人，參與這項

項是用作ASHRAE學術研究及

鼓勵學生提升水平及啟發創新

有益身心運動，擴展視野。

學生獎學金用途。本會也透過

意念。當日，李曉勇會長身體

撰稿人: 義務秘書莫偉明
2016年11月至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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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會
快活谷 獅Happy
Valley

會長
姚君偉

資訊委員
薛來鏹

國慶煙花匯演

本

會適逢十月一日國慶佳

謝卓華、第三副會長周家煒率

處美好時光，共享家庭歡聚天

節，舉辦了「家庭聚

領小童群益會的150位會友，

倫之樂。

滿FUN─觀賞煙花活動」。是

分別乘坐四艘遊艇

次活動邀請了慈雲山、屯門及

浩浩蕩蕩駛到維港

天水圍兒童之家宿生及其家人

中心，大家能近距

參與遊船河及一同觀賞煙花匯
演。兒童之家的小朋友來自弱

離看到煙花滙演，

一眾大小朋友看得

勢家庭，生活條件比較艱難，

投入，氣氛融洽。

與家人的相處時間亦相對匱

本次活動正好在佳

乏。感謝本會會長姚君偉、第

節熱鬧氣氛襯托

一副會長吳期卓、第二副會長

下，締造出親子相

「健障行」─ 慈善步行樂2016及「健障動歷」共融同樂日
由香港傷殘青年協會主辦、香

五日順利舉行，本會會長姚君

插了500公尺的體驗環節，讓

港快活谷獅子會合辦的「健障

偉獅兄，以籌備委員會主席身

健全人士親身感受殘疾人士在

行慈善步行樂2016」於十月十

份於服務活動當天，邀請了馮

活動上的困難及障礙。而「健

妙雲總監為主禮嘉賓，並且誠

障動歷」共融同樂日是次重點

邀了一眾今屆區會領導，友會

在於傷健歷奇體驗活動，讓參

會長以及不同屬會獅友，共同

加的健全人士從不同的歷奇體

參與了這個傷健共融的服務，

驗及運動項目感受殘疾人士進

天公造美之下籌款數字和參加

行歷奇及運動項目時面對的挑

報名的人士都比往年有所增

戰。快活谷獅子會一班獅兄和

長，為有需要的殘疾人士推廣

獅嫂們，非常賣力為活動參加

普及運動和藝術等活動作為

者提供攤位遊戲協助，更有意

經費。參加者由觀塘海濱花

義的是陪同部份殘疾人士行畢

園步行至啟德郵輪碼頭，來

全程，發揮了我們服務的獅子

回全程約6.4公里；中間更加

精神。

49周年紀念暨女賓夕慈善餐舞會
當晚榮幸邀請到商務及經濟發

演，令當晚來臨香港快活谷獅

遵循「我們服務」的宗旨，

展局局長蘇錦樑太平紳士作為

子會49周年紀念暨女賓夕慈善

積極強化各個不同服務範疇項

當晚的主禮嘉賓，亦得到國際

餐舞會的所有賓客感受到全新

目，繼續為社會作出貢獻，堅

獅子總會中國港澳303區總監

的視聽感覺，我們將繼續承傳

守會風。

馮妙雲獅姐及區會各位區職

本會傳統，致力

員、友會的會長蒞臨指導。姚

為視障人士爭取

君偉會長亦榮幸成為全港第一

權益。

個採用聲畫同步的沙畫展示演
說，非常高興邀請到香港展能

回顧過去，展望

藝術會ADAM 視障藝術家趙

將來；我們會本

惠芝女士，作出完美的沙畫表

著現有的基礎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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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會
香港觀塘 獅Kwun
Tong Hong Kong

2

會長
林熙洲

016 -17年度港澳獅子服務日，老友

相 伴 ， 活 動 精 彩 ， 在 深 水 埗保 安 道

球場舉行，第五分域主席鄭炳龍獅兄一
早到達打點場地，會長林熙洲獅兄及第
一副會長何紹安獅兄，聯同多位獅兄及
獅姐到場支持，香港觀塘獅子會- Rio負
責的攤位遊戲，深受老友記歡迎，更大
排長龍。

西九龍 獅West子 會Kowloon

會長
王閩

資訊委員
陳靜儀

西九龍義烏上海之行

西

九龍獅子會前會長劉

於本年五月組成了上海聯誼活

街、黃埔江畔...等；沿途嚐盡

冠業獅兄過去多年雖

動。有此計劃後，獅姐夫趙萬

雞毛換糖、純陽農家菜及璟園

然長期因工作需要而居於上

強先生及周方曉獅姐亦相繼安

等地道美食，行程接近尾際，

海，但對西九龍獅子會的服

排了三天的義烏及一天的武義

更獲劉冠業前會長於上海宴請

務及活動的支持從未間斷。其

行程，使行程更生色更吸引。

品嚐大閘蟹，真是聽者垂涎。

獅子精神，啟動了西九龍獅友
全 團 共 廿 六 人 於

此行程中的另一收穫便是認識

2016年10月6至11

義烏當地的服務隊及進行交

日在義烏、武義及上

流，本會更誠邀友會出席十一

海三地，走訪當地小

月份舉行的東南亞獅子大會，

商品市場、城市規劃

到時候讓我們有機會一盡地主

館、佛堂古鎮、螢石

之誼。

博物館、璟園、俞
源、延福寺、七寶老

(撰稿人：許享明獅兄)
2016年11月至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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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會
澳門 獅Macau

會長
黃輝

資訊委員
鄭錦銘

澳門獅子會新閣就職

二

○一六至二○一七年度
澳門獅子會職員就職典
禮暨四十五周年慈善晚會於八
月十二日舉行，大會主席胡景
光獅兄寄語全體會員往後要繼
續堅持“我們服務”的宗旨，
把愛與關懷傳播到社會的每個
角落，幫助更多有需要的人。
晚會於八時假美高梅宴會廳舉
行。中央人民政府駐澳門聯絡
辦公室協調部部長傅鐵生、社
會文化司司長譚俊榮、社會文
化司辦公室主任葉炳權、社會
工作局局長黃艷梅、旅遊局代
局長程衛東、教育暨青年局副
局長郭小麗以及澳門獅子會二
零一五至二零一六年度會長江
輪獅兄、二零一六至二零一七
年度會長黃輝獅兄、二○一六
至二○一七年度職員就職典禮
大會主席胡景光獅兄、副主席
鄭耀祺獅兄、國際獅子總會中
國港澳三○三區總監馮妙雲獅
姐、國際獅子總會中國港澳三

○三區第十四分域主席馬建釗
獅兄、國際獅子總會中國港澳
三○三區第五分區主席瞿偉剛
獅兄、以及國際獅子會總會前
國際理事文錦歡獅姐等出席。
會長黃輝獅兄致辭時表示，希
望憑藉無私的愛和付出感染社
會人士，讓更多弱勢團體感受
到社會正能量，讓社會上更多
有需要的人得到幫助，期望今
後繼續引領會員秉承“我們服
務”的宗旨，踏實邁向前路。

大會主席胡景光獅兄致辭表
示，在四十年來服務社會的歷
程中，有賴社會各界的支持和
鼓勵，堅信澳門獅子會全體會
員無論現在或將來，都會一直
堅守獅子會宗旨，為更多有需
要的人伸出援手。
當晚澳門獅子會新閣就職典
禮，由國際獅子總會中國港
澳三○三區總監馮妙雲獅姐領
誓，澳門特區政府社會文化司
司長譚俊榮博士監誓。

澳門獅子會宣揚禁毒精神
由澳門獅子會主辦，安排來自
17個國家地區的國際交流營青
年與澳門善明會、澳門青年獅
子會、澳門越秀青年聯合會的
青年們共同舉辦「獅子禁毒同
參與、無分國界齊響應」活動
順利舉行。是次活動在澳門不
同的世遺景點，由青年向市民
及遊客派發宣傳單及紀念品，
宣揚禁毒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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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獅子會會長黃輝獅兄表
示，國際獅子會每年都會舉辦
國際青年交流計劃，每年以不
同的主題進行選拔賽，贊助傑
出的青年人前往海外，參與世
界各地獅子會舉辦的青年交流
營，擴闊視野，增廣見聞。今
年的外訪青年在7月21日和22
日到訪澳門兩天，亦促使舉辦
< 獅子禁毒同參與、無分國界
齊響應> 此活
動，讓他們更
了解本地獅子
會的一些服務
並一起參與其
中，齊響應禁
毒的全球性活
動，喚醒世界
各地對禁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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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並透過組織是次活動，
讓各國及本地青年們身體力行
地向社會大眾及旅客們宣揚禁
毒的正面訊息，與本澳多個青
年社團作交流活動。
活動當天在南灣．雅文湖畔舉
行< 獅子禁毒同參與、無分國
界齊響應> 啟動禮儀式。主禮
嘉賓邀請到澳門特別行政局政
府社會工作局預防藥物濫用處
處長鄧玉華、澳門特別行政局
政府教育暨青年局青年試館中
心主任盧靜、澳門獅子會會長
黃輝獅兄、國際青年交流委員會
主席李業卿、澳門青年獅子會會
長呂嘉濠青獅、澳門善明會中心
主任余希雯、澳門越秀青年聯
合會社會服務小組主席吳啟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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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四分域主席親善訪問

第

十四分域主席馬建釗獅兄於9月23日
晚上到本會進行親善訪問，受到本會

獅兄的熱烈歡迎。馬主席在例會上讚揚本會
對區會及分域的支持，同時傳達了獅子運動
訊息。
獅兄們與馬建釗主席(圖前排左三)大合照

出席303區第一次全區聯合晚餐例會
10月3日晚上7時30分，本會13位獅兄出席303區於香港會展中心(舊翼)舉辦之第一次全區聯合例會 - 向
前總監致敬。感謝歷屆總監對303區會的貢獻！

為發展香港體育運動作出貢獻
1、全力支持「獅子會百年慶 全港學生三人籃球賽」
本會響應303區的呼籲，全力

百年慶全港學生三人籃球賽」

活動反應熱烈，慷慨解囊，決

支持由獅子會主辦的「獅子會

活動。由於本會獅兄對該球賽

定以本會名義向球賽贊助5萬
元的「全力支持」最高獎項。
本會獅兄們並出席了9月14日
下午的球賽發佈會和10月16日
的球賽頒獎禮大會，以示全力
支持。

本會獅兄全力支持球賽活動，圖左：出席球賽發佈會。圖右：出席球賽頒獎禮

2、支持及贊助香港劍擊隊
本會有份支持及贊助的香港劍擊隊，出戰於8月底澳洲伯斯舉辦的
「亞洲劍擊大師賽」。在比賽中，香港劍擊隊共奪得2銀、6銅獎牌
及「亞洲劍擊全能大師獎」佳績，為香港增光。

得獎劍擊隊員與獎牌合照

2016年11月至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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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
鑪峯 獅The子Peak

會長
林振坤

資訊委員
李福謙

拜訪台北光華姊妹會

2

016年9月29日至10月1日本會由會長林
振坤獅兄帶領下，一行五人前往台北參

加台北市光華獅子會假台北市舉行四十一周
年慶典活動。隨隊出發獅友有：會長林振坤
獅兄、上屆會長黃怡凌獅姐、何錦華獅兄和
朋友、陳浩然獅兄。

服務活動一
2016年10月16日本會聯同香港鑪
峯青 年 獅 子 會 假 坪 洲 舉 行 一 年 一
度老人齋宴聯合服務活動。當日
除了由社工陪同下一起探訪當地
長者外，中午更設齋宴招待。前
會長余嘉輝獅兄更在席間講解護
眼常識給各位長者，最後更大派
福袋給各位參加者，祝願他們身
體健康、生活愉快。

服務活動二
『開心由齒起』服務計劃
香港鑪峯獅子會聯同香港基督徒牙醫團契、開心樹社會服務機
構、鄰舍輔導會於2016年10月23日上午9時至下午5時開始假
何文田路德會社區中心為智障人士進行口腔檢查和治療，本會
參與工作獅友有會長林振坤獅兄、上屆會長黃怡凌獅姐、胡志
和獅兄和前會長凌玉駒獅兄。

三○三區會16-17年度第一次聯合晚餐例會
國際獅子總會中國港澳三○三區2016-2017年度第一次聯合晚餐例會向前總監致敬，已於2016年10月3
日假香港灣仔會議展覽中心舊翼演講廳舉行。本會有八位獅友出席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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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會
香港東九龍 獅Kowloon
East, Hong Kong

有

會長
張璇菲

資訊委員
陳志佳

人說：「往事只能回
味」，其實往事不只能

回味，還能回顧、回憶、並且
細說...
是次東九龍青獅主辦了一個名
為「懷遊舊香江」的活動，活
動得到深水埗街坊福利會長者
鄰舍中心協辦，大獅們也當然
在背後撐腰，一起與接近一百
位老友記同懷香江情。
青獅活動懷遊舊香江

說到懷緬過去，老友記總是滔
了出來。

人哈哈大笑。

的舊片段，看到昔日港人生活

青獅藉此帶動氣氛，推動一些

別具意義的活動，當然需要精

的點滴，大家熟悉的街道，大

破冰活動，一時間讓整個會堂

心安排的小禮品，老友記當然

街小巷的美食，富舊日色彩

熱烈起來。配合上別具心思的

喜出望外，不但受眾開心，而

的衣著裝扮，代表當時殖民地

活動，只需要一些小道具，讓

且凝聚青獅大獅的力量，讓三

色彩的特色建築，活現大家眼

老友記裝扮一下，立時成為活

代同堂一起歡聚了一個早上，

前，將大家腦海的思緒都勾畫

靈活現的舊主角，引得會堂各

實在是非常難得。

滔不絕，你一言我一語，大家
不亦樂乎。大會準備了一系列

東林安老院中秋節活動

第十一分域主席親善訪問

2016年11月至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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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援助老人

月

到中秋分外明。一年一

長者的身體健康，送上了適合

度的中秋團圓佳節，

老人家食用的低膽固醇的五仁

獅子山獅子會的獅友們心中一

月餅，長者們樂也融融。晚

直記掛著安老院的老友記，一

上，獅友們馬不停蹄地前往窩

如以往地為安老院的長者們

打老道“扶康家舍”和大家預

送上節日的問候和深深的祝

祝中秋。在這，衷心感謝各位

福。2016年9月6日，這天獅友

獅友們的熱心參與和大力支持。

們行程緊密，早上遠赴大嶼山
出席“暖在心情系獅子山 - 青

10月26日獅友們特別帶了八珍

年義工訓練”活動，活動結束

豬腳薑醋前往“馬鄭淑英安老

後，下午立即趕往深水埗“馬

院”探訪，長者們一邊品嚐美

鄭淑英安老院”，為長者們派

味的豬腳薑一邊和獅友們談笑

送月餅，細心的獅友們考慮到

風生，場面溫馨感人。

協助學校
獅子會一向秉承關心社會，服務社會的宗旨，積極參與和支持青
少年運動，在秋風送爽的金秋9月，獅子會特別贊助香港基督教服
務培愛學校參與“隱形的翅膀”電影欣賞暨生命教育工作坊，為
他們在新的學年裡加油打氣。鼓勵特殊學生即使自己身上是有缺
陷，也能克服困難，燃起對生命的熱誠。

其他塑造青少年機會
獅友們於9月6日、9月13日、9

聖道學校參觀，並觀賞各自悉

面，我們的眼睛也不禁紅了。

月18日、9月25日四次遠赴大

心準備的表演節目，通過這次

看見我們獅子山獅子會的服務

嶼山，出席獅子會和懲教署合

服務，義工們取得了寶貴和難

對年輕人的生命的影響，我們

辦，救世軍協辦的“暖在心情

忘的深刻體驗。10月30日，眾

也感到非常欣慰。

系獅子山 - 青年義工訓練”活

獅友懷著期待的心來

動，本活動服務計劃亦會透過

到豐力樓參加學員的

籌備以及推行社會服務，協助

結業禮，看見學員透

參加者建立正面的人生觀。

過學習及實踐，成熟
了，有學員更自己作

10月17日，獅友們和早前經過

曲作詞，親自把對母

培訓的懲教署更生中心的義工

親的感恩之心唱出

們一同前往基督教中國佈道會

來，看見他們淚流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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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會
南九龍 獅South
Kowloon

會長
施新築

資訊委員
高衍文

第一次午餐例會
蔡少龍自然醫學博士專題演講「幹細胞真的是萬能藥嗎？」

香

港 南 九 龍 獅 子 會
2016-2017年度第一

次午餐例會於2016年9月13
日假洲際酒店舉行，邀請自然

醫學博士‧Health Solution
International Limited (HIS)

2016-2017年度第一次午餐例會，主講嘉賓自然醫學博士蔡少龍與嘉賓及獅兄合照

健康計劃國際有限公司醫學顧
問蔡少龍為主講嘉賓，講題是

期會務工作及將推行之各項服

胚胎，而另一種是異種，幹細

「幹細胞真的是萬能藥嗎？」

務。

胞是來自動物胚胎，現時新
技術治療範疇有中風、老人痴

與會嘉賓有馮妙雲總監、羅少
雄上屆總監、陳立德第一副總

蔡少龍自然醫學博士演講中闡

呆、帕金森氏病、多發性硬化

監、郭美華第二副總監、黃偉

釋甚麼是幹細胞，並提供有效

症、亨廷頓氏病、脊髓損傷和

良第四分域主席及區職員、屬

的資訊。他說原始未充份分

美容等。而治療技術則有活細

會會長、本會獅兄四十多人。

化，具有再生各種組織器官潛

胞注射、生長因子導入、口服

會長施新築獅兄會中報告了近

在功能的一類細胞，同時有潛

（納米技術）。但幹細胞亦有

力通過用於修復特定的組織或

副作用，會有輕微發燒、輕微

生長器官就是幹細胞。

過敏反應、輕微感冒、發炎反
應、短暫疲倦、免疫反應等。

他又說幹細胞的種類分自體、
異體兩類的幹細胞包括來自臍

獅兄們聆聽講座後，對幹細胞

帶血、骨髓、血、脂肪組織、

和新科技醫療上的發展，均有

室腦管膜細胞、成纖維細胞和

深刻的認識。

參與第一次區聯合例會 - 向前總監致敬
10月3日303區舉行聯合晚餐例會–向前總
監致敬，本會十多位獅兄出席參加。同時
對梁樹賢前總監歷年來對本會不離不棄，
積極支持本會，協助推展各項服務及提供
寶貴意見，獅兄們深表感謝和敬仰。
本會獅兄出席303區第一次聯合晚餐例會與
總監馮妙雲獅姐、前總監梁樹賢獅兄合照

2016年11月至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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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會
九龍塘 獅Kowloon
Tong

會長
王慶廷

資訊委員
英子烈

2016-2017年度
就職典禮暨40周年慈善晚宴

本

會於九月二日在尖沙咀金域假日酒店順利舉行
2016-2017年度就職典禮暨40周年慈善晚宴，當

晚場面星光熠熠，座無虛席。各界貴賓蒞臨參與，共同
渡過了一個非常歡樂及有意義的晚上。
在此，本人代表九龍塘獅子會全體仝人衷心感謝各位來
賓、所有籌委會成員、青獅們的鼎力支持和參與，為本
會揭開即將踏入新一年度的序幕，是次晚宴所籌得之善
款，在扣除開支後將全數撥入九龍塘獅子會來年度的服
務經費，令「WE SERVE」精神得以順利延續，繼續貢
獻社會。在此我們再次感謝各位慷慨解囊、共襄善舉！

第一次區聯合晚餐例會 向前總監致敬
「第一次區聯合晚餐例會 – 向前總監致敬」已於10月3日圓
滿結束，當晚本會有多位獅友出席盛會。廖家寶獅姐及傅崑
蕙獅姐，當晚進行了入會儀式，並喝下獅子奶，日後服務定
必有心有力！

探訪台北華興姊妹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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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港南 獅Hong子 會Kong South

會長
黃愛玲

資訊委員
張耀成

辦獅耀關懷融樂日之藝術彩繪服務暨中秋聯歡

本

屆港南再與耀能協會

日在耀能協

合辦獅耀關懷融樂

會於筲箕灣

日，這項服務本會將到耀能協

耀東院舍舉

會不同院舍舉行活動。獅耀關

行，我們與

懷同樂日第一個活動於9月10

60名弱能學

員及家長集體藝

繪後我們與學員和家長進行抽

街彩繪，各人合

獎及自助午餐一起預先慶祝中

作發揮其藝術天

秋節。同場更有圓方創會會

份創作出美侖美

長鄧麗燕(Jojo)獅姐前來派月

奐的圖畫。在彩

餅。十分高興。

港南十月份例會暨總監探會

預告本會十一和十二月的活動
港南除了支持及參與本屆在港

獅子會及深圳皇崗獅子會的獅

合辦獅耀關懷融樂日之聖誕歌

舉辦之OSEAL亦將於11月9日

友進行聯誼和交流活動。

唱比賽暨聖誕聯歡會，服務對

與到港參加OSEAL之姊妹會包
括台北信義獅子會、台南霧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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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是自閉及語言遲緩之小學學
在12月11日將舉行與耀能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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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及其家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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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長
林錦清

資訊委員
鄺琼

會務訊息

九

月至十月份本會已舉

牌－藝術』。

行了共四次例會及兩

次理事會，分別邀請不同主講

為貫徹本會一

嘉賓作專題演講，並通過多項

向支持區會的

慈善捐款。首先是九月十三日

方針，獅兄獅

例會邀請威達能源顧問有限

嫂們在十月三

公司技術銷售經理葉柏霖先生

日參加303區

蒞會，講述建築物能源效益條

第一次聯合晚

例；九月二十七日例會由永洪

餐例會–向前總監致敬，又在

廣告。現時本會正在動員全體

地產發展有限公司經理邱永平

理事會中通過贊助區會的多項

獅兄參加即將在港舉行的第55

小姐介紹地產導師行業；十月

活動及服務計劃，分別如下：

屆東南亞獅子大會。此外，本

中國服務計劃小組主席林漢武前會長出席靈實高爾夫球慈善賽2016

會又通過捐款$50,000贊助靈

十一日例會則蒙內分泌及糖尿
(1)捐款$10,000贊助

實高爾夫球慈善賽，成為項目

本年度『獅子會姊妹

的白金贊助，從而支持該機構

學校計劃』之兩對傷

的靈養服務。

健學校；(2)捐款
$5,000贊助『獅子
會百年慶三人籃球
錦標賽』成為項目
的銅贊助；(3)捐
本會獅兄獅嫂出席303區第一次聯合晚餐例會

款$2,000贊助本年

病科專科醫生陳國榮醫生以『內

度和平海報設計比賽；(4)

分泌淺談』為題，講解許多受

捐款$10,000贊助第55屆東

內分泌影響而產生的健康問

南亞獅子大會之《鄭國江

題；十月二十五日例會邀得香

45周年名曲－巨星演唱會

港兒童美術及教育協會總幹事

2016》成為演唱會的琥珀

翁善強先生講述『生命的百搭

贊助，並刊登大會記念特刊
上圖：會長林錦清獅兄獅嫂(左三、左二)接受鄭
國江致送紀念品(右二)，由馮妙雲總監及梁家昌
前總監陪同。下圖：會長林錦清獅兄(右)致送紀
念品予翁善強先生(左)

2016年11月至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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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東 獅Hong子 會Kong East

港

會長
陳國屏

資訊委員
劉劍雄

東獅子會前會長李常

東南亞獅子大會予以萬分支持

精神，亦祈望303區會和港東

盛獅兄對國際獅子總

及鼓勵，前會長李常盛獅兄旗

獅子會同樣服務社會，發揮獅

會中國港澳303區舉辦第55屆

下集團康業信貸集團有限公司

子精神。

捐出港幣壹

本會會長陳國屏獅兄聯同前會

封利是，每

長霍建康獅兄精心策劃，籌備

封20元每

多時本屆重量級服務–「仙館

位予長者，

清齋長福壽、港東福音助安

令每位長者

康」，當天招待二百位長者素

滿載而歸。

佰萬贊助東

前會長李常盛獅兄稱大會要以

南亞獅子大

康業信貸集團有限公司為旗幟

會。李前會

掛於會場，李前會長愛護本

長衷心希望

會，已極力要求旗幟改作港東

大會舉辦成

獅子會，可見李前會長如許無

功，表現到

私奉獻獅子會，本會全體獅兄

我們的服務

嫂感到光榮及驕傲。

宴，並派發福袋，福袋內容豐
富，有米有麥片有餅乾，有義

是次服務邀

務司庫劉國平獅兄贊助200支

請到國際獅

藥油，更有眾獅兄捐款贊助，

子總會中國港澳303區總監馮

質疏鬆症」，向長者示範居家

而前會長甘寧獅兄更送出200

妙雲獅姐為主禮嘉賓並致詞，

簡易動作，增加手腳肌肉的運

第一分區主席潘偉基

動，接下來演出嘉賓為本會前

獅兄及第三分域主席

會長陳浩波獅兄，演奏二胡名

曾建文獅兄更遠赴粉

曲–賽龍奪錦及鳥投林，前會

嶺參與暖心服務，是

長陳浩波獅兄亦為李浩森獅嫂

次服務籌備小組亦安

拉奏一曲–禪院鐘聲，而總監

排健康講座，邀請著

馮妙雲獅姐全程參與，更和李

名脊骨神經科吳慕德

浩森獅嫂合唱粵曲–帝女花，

醫生為長者講解「骨

每位長者喜悅拍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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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會
香港金鐘 獅Queensway,
Hong Kong

會長
梁念卿

贊助金鐘青獅會舉行第三十屆保齡球比賽籌款活動

本

會青獅會於10月30日(星期日)在荃灣迪高保齡球
場舉行今年度保齡球比賽籌款活動。當天早上本會

會長梁念卿獅姐聯同第一副會長暨獎盃贊助人陳威獅兄，
第二副會長吳文裕獅兄、兩位前會長暨隊伍贊助人成爾斌
獅兄、鄧榮林獅兄、前會長梁維君義務司庫及前會長余慧
芬青獅指導，一同到場參與支持是次名為第30屆「星際三
十」保齡球比賽籌款活動日的青獅項目活動。而舉辦目的
是為金鐘青獅會籌募本年度服務經費，今年度的服務計劃
主題是「生命鬥士．燃亮心鐘路」，目的是幫助弱勢社群
發揮潛能，令他們明白自己亦有能力去付出，用生命影響
生命，而不是單單接受他人的幫助。亦希望透過生命鬥士
的故事，為社會注入正能量。同日亦舉行了金鐘青獅會三
十五周年慶典的啟動禮，簡單的亮燈儀式為金鐘青獅會的
周年慶典掀起序幕，全場氣氛熱烈高漲。

上圖：獅友及青獅們組隊比賽、切磋保齡球技，可謂出心
出力為金鐘青獅會服務籌款行善。下圖：區青獅委員會主
席與金鐘獅友合照留念

今年在李駿業青獅會長及主席齊心策劃下，報名成績理想，但因場地所限，最終只有28隊健兒能同場較
量，賽果詳列於下：
青獅組 金鐘獅子會盃得獎隊伍
冠軍：香港青年獅子會(主會)一隊
亞軍：東九龍青年獅子會一隊
季軍：港島青年獅子會一隊
大獅及公開組 梁念卿會長盃得獎隊伍

青獅們親手焗整了「愛心曲奇」義賣籌款，獅友們也
當然支持，一嚐青獅的手藝

冠軍：E-thirteen (陳威第一副會長贊助)
亞軍：何文田獅子會
季軍：友誼第一隊 (前會長鄧榮林理事贊助)
男子組個人全場總冠軍Bar Pacific盃得獎者
吳立康獅兄 (何文田獅子會)
女子組個人全場總冠軍Bar Pacific盃得獎者
林慧敏獅姐 (E-thirteen)

主禮嘉賓團與本會獅友、眾青獅區職員及屬會會長於
活動完結後合照。衷心感謝眾多好友，多年來的支持

在此衷心感謝區會長鍾璟顥青獅、區青獅委員會主席冼健岷獅兄、吳啟華獅姐、袁兆豐獅兄、凌玉駒獅
兄、韓孝安獅兄、楊應沁獅兄、楊仲賢獅兄及何家輝獅兄親臨支持。另亦特別鳴謝友會青獅會慷慨贊助
及組隊出賽，全情投入，同時彰顯「友誼第一、比賽第二」的精神。

2016年11月至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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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會
香港筆架山 獅Beacon
Hill

緊

會長
吳志文

資訊委員
程詠珊

接換屆，筆架山獅子會又有一連串的活動。

9月11日
我會在一眾獅兄獅姐到深圳維納斯酒店出席益陽水災服務捐款授證儀式，由深圳市益陽商會會長張志高
獅兄主持，是次得到各人支持，慷慨解囊，籌得善款讓受災人士得到燃眉之經濟援助，暫緩傷痛。

9月3日
當天下午，一行數十人到剛落成
的元朗盲人安老院服務，為院友
提早慶中秋，獅友獅眷以及青獅
都踴躍參加，在派發中秋福袋之
餘，我們更邀得第三分區主席馮
翠屏獅姐到來，獻唱賀節，令院
友過了一個愉快的下午。

9月26日
清遠社團總會於九龍灣展貿中心舉辦慶祝中華人民
共和國成立67周年國慶典禮，本會薛濟匡獅兄邀請
筆架山獅子會獅友一同出席，共聚獅誼。

10月3日
本會獅友出席於灣仔香港會議展覽中心舊翼會
議廳舉行的2016至2017年度第一次區聯合晚餐
例會，是次主題是「向前總監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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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會
寶馬山 獅Braemar
Hill

會長
黃自勇

資訊委員
陳偉明

以智慧數據和智慧政府打造香港成為智慧城市的典範

9

月份晚餐例會於9月13日

智慧政府，再演

於銅鑼灣香港遊艇會舉

講打造香港成為

行。當晚我們邀請了香港資

智慧城市典範的

訊科技辦公室總監–楊德斌先

好處。雖然只有

生作為9月份例會主講嘉賓，

短短的二十分鐘

主題為「以智慧數據和智慧政

演講，但眾獅友

府，打造香港成為智慧城市的

都十分投入，對

典範」。楊德斌先生為各位獅

如何打造香港成

友及嘉賓演講何謂智慧數據和

為智慧城市的典
範感到獲益良多。例

續發展。

如：明白到智慧城市
能帶來主要三大好
處，分別是利用科技
解決城市挑戰，和讓

最後由副會長金冠忠獅兄向楊
德斌先生致送紀念旗，並與各

位獅友及嘉賓一同享受豐富的

香港吸引更多人才來

晚餐，以及獅友與嘉賓進行大

香港發展，及有助持

合照作為晚餐例會的結束。

極地科研真善美
10月份晚餐例會於10月11日

居住環境等等。令眾獅友對極

宗教授致送紀念旗，並與各位

於銅鑼灣香港遊艇會舉行。當

地科研有更深入的了解。

獅友及嘉賓進行大合照，並以

晚我們邀請了太平紳士何建宗
教授作為該月例會嘉賓，主題

慶祝獅友生日作為晚餐例會的
最後由會長黃自勇獅兄向何建

的結束。

為「極地科研真善美」。何建
宗教授為眾獅友講解科研的意
思，是體驗循環不息的大自然
美態。再者，講解南北兩極價
值，分別為：氣候變化，全球
海洋和全球生態。北南極都關
鍵地影響著地的天文、氣候和

2016年11月至12月

49

子會
香港沙田 獅Shatin,
Hong Kong

會長
關斯樂

資訊委員
賴偉聯

第十三分域主席梁禮賢獅兄探會

2

016年9月26日的例會會議，本會榮幸的邀請到國
際獅子總會中國港澳303區第13分域主席梁禮賢獅

兄親臨本會例會作官式親善探訪及指導，增加彼此交
流。會議上梁禮賢獅兄詳細地與本會獅友分享事務的經
驗，講述未來抱負，發展方向，期盼大家繼續攜手為促
進獅子會事務而努力。梁禮賢獅兄同時在會議上為眾獅
友耐心的解答提出的問題，令到本會獅友獲益良多，共
同渡過一個有意義的晚上。

向前總監致敬
在這金秋季節，處處都洋溢著

日在灣仔香港會議展覽中心舉

眾獅友的致敬及共聚獅誼。大

隆重的盛會！2016年10月3

行2016-17年度第一次區聯合

會藉此機會致送紀念品以示表

晚餐例會–

達對各位前總監歷年來為三○

“向前總監

三區所作出之貢獻致以崇高的

致敬”的隆

敬意和謝意！晚宴時刻，大會

重盛會，當

為增添晚會氣氛還特別安排了

晚各前總監

台上載歌載舞及抽獎環節，晚

百忙中蒞臨

餐例會在眾獅友的支持和歡呼

出席，接受

聲中圓滿地結束。

2016-17年度獅子會課後留校輔導計劃
2016年10月8日由獅子會港澳

作及管教照顧小朋友，幫助

青少年輔導基金會主辦的『獅

學 業 ，且有助參與各

子會課後留校輔導計劃服務

大專院組織及培訓其

啟動禮』在大圍張煌偉小學舉

樣內學生出任，讓參

行，是次啟動禮儀式榮幸的邀

與的大學生們成為導

請到國際獅子總會中國港澳三

師，提升其溝通技巧

○三區總監馮妙雲獅姐作主禮

和自信心，培養其社

嘉賓。是次課後留校輔導計劃

會責任感。香港沙田

得到馮妙雲總監的高度讚揚，

獅子會何應祥獅兄代

可以幫助紓緩家長同時兼顧工

表出席是次啟動禮，

並頒發獎項給予最出色的導師。

iPad電子學習計劃
10月22日本會會長關斯樂獅姐帶領本會第一副會長簡啟樂獅兄、秘書長曾道平獅兄、陳彩雲獅姐等獅友
與香港天使綜合症基金會首次會議商討iPad電子學習計劃籌款項目的細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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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北區 獅Hong子 會Kong North

會長
曾向得

資訊委員
馬祥發

1.第一次全區聯合例會 - 向前總監致敬

10

月3日由曾向得會長聯同本會多位獅兄
出席本年度第一次區聯合晚餐例會：

向前總監致敬。當晚場面熱鬧，致敬儀式莊嚴
隆重，眾獅友都藉此機會表揚各前總監過往對
獅子會的重大貢獻。
此外，本會創會會長馬祥發獅兄於會上獲頒發
《獅聲》全年最佳特稿獎。馬獅兄獲此殊榮，
乃實至名歸，亦為本會之光榮。

2.十月份晚餐例會暨第十二分區主席蔡小平獅兄親善訪問
本會十月份例會定於10月27

行，當晚邀請到第十二分區主

此外，是次例會亦邀請到香港

日假深水灣香港高爾夫球會舉

席蔡小平獅兄蒞臨作親善訪

荷李活獅子會會長、大埔獅子

問，並為本會新加

會會長，以及香港摩利臣山獅

入的會員Peter Li

子會會長親臨指導，使本會生

獅兄主持宣誓入會

色不少。除有重量級嘉賓到訪

儀式。李獅兄乃本

外，本會第一副會長袁啟康獅

會前會長陳錦榮獅

兄亦邀請到香港大學附屬學院

兄推薦;在此我們

兼任講師楊崑先生蒞臨作演講

熱烈歡迎李獅兄

嘉賓，與獅兄們分享『數字營

成為獅子會的一份

銷（Digital Marketing）的誤

子，積極投入為社

解』主題，與大家共渡一個愉

會服務。

快的晚上。

3.社會服務《心花放˙周圍唱》長者探訪
社 會服務《心花放˙周圍唱》

義工演出外，本會獅友亦大展

第二次長者探訪活動於10月30

歌喉為近百長者獻唱，為活動

日探訪葵涌邨保良局福慧護老

倍添一份溫暖。表演結束後，

院，為老人家獻唱粵曲及粵樂

大家都有種依依不捨的感覺。

表演，讓長者能夠重溫昔日悅

一眾獅友們都期待下一次的探

耳曲目，回味昔日情懷。活動

訪活動，再為長者獻唱，帶來

當日第十二分域主席蔡小平獅

歡樂。

兄，會長曾向得獅兄，第二副
會長尹國根獅兄，活動主席陳

在 此，感謝各位參與服務之獅

錦榮獅兄聯同多位獅兄出席。

友，特別要多謝是項服務主席陳
錦榮獅兄及獅嫂統籌各項細節，

當 日除了心花放周圍唱樂團的

使整個活動十分順暢及成功。

2016年11月至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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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朗 獅Yuen子 會Long

會長
郭貴清

資訊委員
陳斯維

「童創新天」兒童英文能力提升獎勵計劃

是

我們元朗獅子會在過去
幾年的其中一個和香港
信義會合作並資助的服務項
目，計劃背景是因應天水圍區
有不少處於資源匱乏及弱勢的
家庭，這些家庭因經濟條件欠
佳，而面對相較貧窮的處境。
為支援這些缺乏資源的兒童，
令其可以健康愉快地成長。

本會由2013年起，與信義會
合辦「童創新天」計劃，總結
之前計劃的經驗及成果，計劃
的焦點將以協助兒童發展英文
能力為重心，加強培訓他們英
文應用的能力和技巧，以提高
學童學習能力及水平。另外，
將繼續以「社區承托家庭」為
方向，以匯集不同的資源及人
力，為區內有需要學童及家庭
提供適切服務，透過區內學長
及社會人士的關懷及鼓勵，營
造關懷互愛的社區環境，讓學
童能健康成長。

元朗獅子會獅友於2016年11月20在信義會
的天慈中心舉行2016-17年度的啟動禮

目標：
- 協助學童提升英文的學習能
力及興趣，為將來升學打好
基礎

- 為學童提供體驗活動，以擴
闊視野、並增進學長和學童
間的關係
- 為有需要的學童及家庭提供
支持及實際援助，以營造關
懷互愛的社區環境
服務對象及名額
服務對象：
- 來自低收入家庭之小二至小
五學童
- 曾參與首兩年計劃而出席理
想的參加者可優先繼續參加
服務名額：
- 每年級預計10位參加者，4級
共40人
- 「樂童行」學長：12位青年
義工
- 生命導師：12位成人義工

郭貴清會長和笫十分域主席葉志榮獅兄一同出席第四分區於信義
會在太和中心舉辦的「青苗同攜手，送暖共勉之」青少年培訓計
劃啟動禮，並在儀式後，會長聯同其他友會會長作為該項目前哨
戲的「人肉圖書館」與一班青少年分享我們在工作上的心得，讓
更多年青人可以藉著這分享去了解未來的工作方向。
今年亦是國際獅子總會中國港澳三○三區的一個特別年，原因是
東南亞獅子論壇也適逢在香港舉行，元朗獅子會各獅友也一起出
席在亞洲博覽館的獅子論壇，一同分享及學習有關總會在東南亞
地區的服務發展。
上圖：「青苗同攜手，送暖共勉之」青少年
培訓計劃啟動禮。下圖：攝於國際總會長晚
宴前，與2016-17年度總監、區職員和一些
友會會長

在11月20日是三○三區的港澳獅子服務日，在此感謝一些獅友在
大清早到達服務場地開始佈置及預備服務約840名區內長者的攤
位，一同發揮「我們服務」的精神，真正能各獅友體驗獅子會四
出精神（出心、出力、出席和出錢）。

我們也在12月15日舉行本會在本年度第六次董事會及例會，是晚我們也榮幸地邀請在過去十多年一起合
作的信義會總幹事及她們的同工一起出席這日的例會，並且同時歡送總幹事的榮休及她分享她在擔任該
職位的喜樂的心情，我們再次感謝大家的支持以及合作無間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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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會
香港鳳凰 獅Phoenix
Hong Kong

會長
袁林娣

慶生聯誼

10

月24日，本會獅姐與創會會長傅
喬獅姐慶生聯誼晚宴。

祝創會會長傅喬獅姐生日快樂。獅姐們獅誼
永固。

聯合晚餐例會
10月3日本會獅姐出席303區本
年度第一次聯合晚餐例會–向前
總監致敬。

分域主席親善訪問
第七分域主席黃頴信獅兄到本會親善訪問，
席間闡述總監今年的理念及服務概要；獅子
會百年慶的活動及明年於美國芝加哥舉行的
獅子年會。

2016年11月至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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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會
紫荊 獅Bauhinia

今

會長
勞潔儀

年適逢國際獅子總會成立100周年，而第五十五屆東南亞
獅子會在港舉行，實引以為榮。

本會今年甚為喜悅，有3位熱

青山獅子會、鑪峯獅子會、香

會本會會長邀請李樂詩博士主

心女士加入本會，分別是廖玵

港新時代獅子會、荃灣獅子會

講，講題為「關注兩極環境污

珙獅姐、林嘉怡獅姐及周愛華

與本會出席當晚例會。當晚例

染問題」。

獅姐，3位新獅姐剛入會已做
得到出心、出力、出錢、出時
間，參與服務，難能可貴。
11月12日晚，有7位獅姐出席
當晚晚宴。
11月22日晚，第六分域舉行
聯合晚餐例會。六個屬會包括

12月12日那天，本會獅姐們齊齊慶祝聖誕聯歡。
獅子會國際基金會（LCIF）范理事、黃人航主席
及方鐵峰主席到訪本會並頒發獅子會國際基金會
（LCIF）百分百獎狀，本會已是第二次得到百分百
獎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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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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月10日
屯獅敬老賀中秋

葉

笑彤會長帶領本會眾獅友於中秋佳節
前到葵涌華豐護老院探訪公公婆婆。

當天何國材獅兄、林長泉獅兄、洪光汜獅兄大
展歌喉，獅友們與院友一起玩遊戲、跳舞，場
面溫馨熱鬧，及後更送贈林長泉獅兄贊助的月
餅福袋，令長者們倍添高興。

10月22日
屯獅健康講座茶敍 –
生蛇無有怕
屯門獅子會宗旨 - 護老安康護老人，現時貧苦長者需要
我們關心關懷。大會主席黃偉傑獅兄籌辦的「屯獅健康
講座茶敍」活動，邀請55歲以上老友記茶敍，當天更請
來註冊護士為我們講解有關預防生蛇及其治療方法，讓
他們可以免受生蛇帶來的痛苦。及後獅友們亦一同大展
歌喉，場面非常熱鬧。最後更送贈福袋予長者們，令他
們倍添高興。

恭賀本會獲得
由鄰舍輔導會頒發之
“義工服務獎狀”
屯門獅子會一直對社區服務不遺餘力，積極向大眾階層了解需要，
付諸行動，屯門獅友參與多項社區活動和建設，出謀獻策，盡心盡
力！今次的嘉許，印證了本會獅友多年的努力亦獲得鄰舍輔導會認
同，其默默耕耘，不問回報的精神，以表揚其功德。

2016年11月至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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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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愛心送暖到深圳

獅

子會的社會服務是多元
化，也沒有受制於什麼
地理環境的，只要是有實質的
需求，獅子會一定在附近伸出
援手。我們基於上述的服務真
理，在十月初收到深圳市養老
事業促進會王曉霞會長通過本
會范榮富獅友表示該會的老友
記急於需要身體檢查的設備，
便義不容辭組織了先頭部隊
由韋會長帶領數位獅友於十月
二十二日先去了解情況及所需
物資。我們獲知該會老人中心
有數十會員，大部份都是上了
年紀的，但只有一部量度血壓
的設備，以致老友記不能全部
及時在有需要時了解身體血壓
狀況。我們在了解了初步情況
後，回來在十月底的董事會提

本會養老中心代表接收本會捐贈的電子
血壓計

出討論，決議由本會捐贈四部
電子血壓計及數十份日常家庭
用品的福袋予中心及其會員。
本會創會會員兼1993-94會長
楊俊昇獅兄提議由他捐贈該四
部電子血壓計，董事會一致接
受楊前會長的善意並且決定在
十一月中把物資送到深圳。
十一月二十七日(星期日)一個
清涼的早上，當大部份香港人
還在溫暖的被窩裡，我們一行
六位獅友，在韋會長領導下，
坐上范榮富獅兄的中港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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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從香港出發送暖到深圳。
俗語說好事多磨，這次真的應
驗在我們身上。當我們到達

上圖：本會顧明仁及陳植森獅兄為長者量
血壓，旁為韋子邦會長。下圖：李業卿前
會長為長者量血壓，旁為韋子邦會長及楊
俊昇前會長

深圳時，發覺通往目的地的路
都有交通警察把守，道路因為
有慈善馬拉松跑步而封了。我
們嘗試走其它路前往，但都碰
上封路。大家都非常焦急，因
為約好了服務時間，有數十位
老友記在中心等待我們，遲到
了便阻礙他們與家人在星期日
團聚的寶貴時間。所謂善有善
報，我們下車向負責封路的交
通警察說出是香港的獅子會來
深圳送暖，為長者服務。對方
一聽見是獅子會，便叫我們等
等不要離開，轉身便把排在我
們前面所有在等待道路解封的
車輛趕走，讓我們排到最前
方。哈哈，「獅子會」這金漆
招牌真有江湖地位！
好不容易到了中心，院長說部
份老友記因為趕著回家，已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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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領取福袋離開了，只剩下一
些住得較近的還留在中心。看
看時間已經十一點多了，比較
預定時間遲了一個多小時。我
們趕忙把帶來的四部電子血壓
計拿出來，為還沒有離開的長
者量度血壓，也同時向中心義
工示範及解釋怎樣使用，因為
它們可以把長者的血壓度數儲
存入電腦的個人檔案，方便醫
療人員日後參考及作出適當的
治療。大部份在現場的長者的
血壓都偏高，其中一位八十多
歲的婆婆更超過180度，確是
很危險，現場的義工也表示要
盡速安排她尋求適當醫療。
在這一次活動，深圳香山獅子
會創會會長趙文瑜獅姐也應本
會顧明仁創會會長的邀請出席
活動，並且捐贈了一批按摩帶
方便長者坐著閱讀或打麻將時
腰部及背部按摩之用，確是為
善不甘後人；深圳的書法家中
國書畫研究院院士譚硯老師也
應顧創會會長邀請蒞臨打氣，
並且在完成活動後邀請我們到
她的工作室，親筆題〝福〞字
贈予各人，因為有善心的人都
是有福的人。我們的深圳送暖
服務活動也隨着一頓富有特色
的火煱晚餐於晚上十時圓滿結
束回香港。

深圳香山獅子會趙文瑜創會會長(前左
三)及書法家譚硯老師(左前二) 與本會獅
友及中心義工

子會
銀綫灣 獅Silverstrand

銀綫灣獅子會2015/16年度慶功旅行
暨2016/17年度聯誼活動

2

015/16年度會長Lion Roy
Yip（葉偉倫獅兄）為感
謝Srsd獅友全力支持他任內的
一切服務與活動，特別籌辦了
一個五天四晚的「日本東京之
旅，富士山箱根伊豆五天樂悠
遊」，免費招待全部Srsd獅友
（包括：來回機票、四天酒店
住宿、一日三餐豐富餐與飲、
包括新宿<蟹道樂>酒家的「全
蟹宴」等等），還可以攜眷（一
家大小）參加（親友只須自費
機票、東京住宿及蟹宴），而我
們獅友只須付一餐「和牛餐」

我們出發啦！

及一些小費。如此慷慨大方友
善的會長、高情耿耿，配合整
個 屬 會 的 境 外 「 親 子 活 動 」，
花外語香，真的是千載難逢、
百年一遇，轟動了整個Srsd世
界。
(A)「九萬里風鵬正舉、風休
住」(李清照)
9月8日，一行38人（另三位有
要事，天外高人遲兩天才飛到
東京），由9個月大嬰兒至82
歲長者，一早精神奕奕齊集香
港赤鱲角機場飛往成田機場。
先在東京鐵塔留倩影，旋即到
達我慕名已久（始自上世紀大
文豪川端康成筆下名著《伊豆
舞孃》改編成的電影）位於靜
崗縣的伊豆之國市，入住L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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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圖：攝於日本靜崗縣長崗萬來國際溫泉旅館。右圖：攝於山三湖濱國際酒店海傍

Roy在伊豆投資的三間酒店（萬
來長岡溫泉國際旅館、山三湖
濱國際酒店、長濱海鷗之宿）
的萬來溫泉旅館。四周翠綠青
蔥、古樸優雅，我們享受到不
只恭順謙和的酒店店員服務，
最難得是我們親愛的IPP Lion
Roy抱恙（剛出醫院）
仍殷勤熱切地照顧
我們無微不至、我們
深深感受到那份情、
真誠的獅子情誼，超
過七星級帝皇式的享
受，永誌不忘。
(B)「重湖叠巘清嘉，羗管弄
晴、菱歌泛夜」(柳永)
翌日，9/9 是「重九」，正宜
遊湖（蘆之湖）登高（大涌
谷 ）。 在 箱 根 我 們 坐 上 「 海 盜
船 」， L i o n D a n n y 扮 演 海 盜
拐子佬，專捉走小孩子，贏
得“Bad guy 叔叔”美名，逗
得老少笑作一團，非常高興。
傍 晚 更 是 飛 燕 輕 歌 、 兼 具「 好
“拍”力」。
託 Lion Roy 的鴻
福，晚宴邀請到伊豆
之國市 小野登志子市
長蒞臨，還有三位伊
豆藝伎為我們起舞弄
清影。桃千代小姐92
歲高齡仍芳華依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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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子、千美兩位儀態萬千、且
能操流利英語，難怪多少騷人
墨客皆流連忘返。而最吸引
我們Srsd獅友的卻是飯後的
「健康嘉年華2016」服務的
OC meeting，準備全力以赴去
「破世界紀錄」的拍打操。
(C)「在天願作比翼鳥、在地
願為連理枝」(白居易)
在「韮山反射爐」附近有一棵
連枝樹，在輕霧籠罩下顯得幽
靜 而 神 秘 。 1 0 / 9 ，“ 叮 ” 一 聲
愛神丘比特的箭從遠處射來，
恩愛夫妻隨即卿卿我我，擺出
「心心相印」好sweet, sweet
的造型，符號中藴含著天地人
倫最美好的喜悅；想不到，翌
日、有情人更加充滿激情。唉
呀！是「和牛」的錯，此事不
關風與月呀！
下午車程經世界衛生組織非物
質文化遺產名錄上的「忍野八
海-- 湧池」。據說此池泉水有
神通（來由富士山），飲過添

與伊豆之國市市長合照

會長
謝香鶯

福添壽，但Silverstranders 似
乎 也 興 趣 一 般 。「 愛 」 在 陽 光
燦爛的地方，真箇是：祇羨鴛
鴦不羨仙？
晚上到達新宿。全蟹宴席間笑
語歡歌聲如雷，大家都期待有
事宣布。當然、在此春江花期
秋月夜，會長舉行簡單而隆重
的致送紀念品儀式。送給IPP
Lion Roy 的是一首詩：「偉彥
軀長，倜儻風流人傾羡；倫望
鏗鏘，善舞能歌鳳爭儀。」比
起11/9，Lion Roy 拜神求得
的上上籤，不知他較喜歡那一
首呢？
「有祿興家業、
文華達帝都，
雲中乘好箭、
兼得貴人扶。」

健康嘉年華2016之識飲適食好「拍」
力，及「破經絡拍打操世界紀錄」，第
一次OC meeting

(D)「我見青山多嫵媚，料青
山看我應如是」(辛棄疾)
行程最尾兩天在東京遊玩，入
住新宿「歌舞伎町區」附近
的酒店（行程原先是入住Lion
Roy 在上野的Sutton Palace
Hotel，惟是太客滿了）。

所 ）， 同 樣 是 商 業
繁盛、富華甲天
下。
11/9，參觀過
Sutton Palace
Hotel 之後，我
們 到 訪 L i o n R o y 左圖：會長Lion Rosita Tse 獅姐（由詩人陪同）致送紀念品與
全旅程贊助人 IPP Lion Roy Yip 獅兄。右圖：扮演海盜船船長
位於早稻田的高
綫灣各位會友及家人有緣一齊
端科技樓盤：Stage Grande
享受這幾天的快樂、美食、笑
WASEDA早稻田。也曾到著名
聲...，是Lion Roy的安排，
的景點「淺草寺」觀光，及途
多 謝Lion Roy，多謝每一位，
經東京晴空塔，及Lion Roy 其
一生不會忘記。」；「也冀待上
他的投資。4R盛世，天天快樂
天再次顯示祂對Srsd 的偏心、
逍遙、感謝感激感恩不已。
真心。」；「祝IPP Roy事業一
帆 風 順 ， 家 庭 幸 福 快 樂 ！ 」；
(E)「異日圖將好景，歸去鳳池
「... We are indebted to
誇」(柳永)
your gracious acts, which
12/9大清早兵分兩路，會長
will certainly induce and
Lion Rosita、IPP Lion Roy與
partially influence us to push
服務委員會主席Lion Kathie 等
ourselves forward, hoping
出席於東京舉行的OSEAL 會
everything gonna better!" 。
議。
大夥兒就乘地下鐵到築地市場
參觀那個歷史悠久、日本最
大、即將搬遷的漁市場。適逢
其會，5對有情人又上演一幕
幕「人間情事有幾濃？」的場
景，鶼鰈情深、猶如粵曲《天
上人間情一諾》所描繪的。哈
哈哈。總之，整個旅程
都是情意纏綿，浪漫至
極；文化氣息濃厚而處
處給人雅緻、又有獅子
服務精神的感覺。
以下是部分我們的感
言：
「到日本旅行，住得
好、吃得好，對大家來
説可能經常做！但和銀

千言萬語，難盡表達我們感激
之情，謹以一本由Lion Kathie
and Lion Ada 創作的精美相
簿、滿載全體成員暖暖心聲，
美麗而珍貴的回憶、與無限祝
福送與Lion Roy。吉光片羽，
希望Lion Roy 與家人悅納。

Srsd 會長，IPP 與Lion Kathie Kwok 等出席於東京舉
行的OSEAL 會議

2016年11月至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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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dv ertis eme nt

身在日本「東京」歌舞伎町
區，我不期然想起北宋時期東
京（即汴京/開封府）的「勾欄
瓦 肆 」（ 大 城 市 的 固 定 娛 樂 場

資訊委員
鮑少群

明珠 獅Pearl子 會Island

會長
李美香

明珠耆英賀中秋

中

秋佳節，人月兩圓。9月10日明珠獅子會聯同耆英協進
會於富臨酒家筵開41席，招待數百位長者同賀中秋。

當日大會除安排了豐富美食外，還邀得余慕蓮、黃夏蕙、劉桂
芳、江暉、胡渭康等多位藝人出席表演助興。大會更預備遊戲
環節及豐富獎品，令一眾參加者全程投入，笑逐顏開。第一副
總監陳立德獅兄、第二副總監郭美華獅姐、第一分區主席潘偉
基獅兄及第二分域主席丘文興獅兄更於百忙中撥冗光臨，十分
感謝。活動在一片歡笑聲中結束。離場前，各獅姐及義工更派
發月餅福袋，讓每位長者滿載而歸。在此衷心感謝各合作單位
及義工鼎力協助，令今次活動圓滿成功。

為善最樂
一眾獅姐於9月18號前往珠海，響應「獅心光明行
慈善基金」舉辦的《泛珠三角超級賽車節之賽道英
雄》籌款活動。「獅心光明行」由本會前會長陳丰
真獅姐出任主席，一直致力於提供白內障手術服務
予國內貧困同胞。是次活動主要為籌募經費添置相
關醫療器材。當日天公造美，風和日麗，只見眾多
高挑貌美的車模，穿梭於賽道上與色彩繽紛的賽車
互相輝映，引來不少賓客爭相拍照，觀眾席上不時
傳來歡呼聲，氣氛緊張熱鬧。賽事完畢，當晚眾獅
姐更應邀出席主辦單位的慶功宴。

送舊迎新
新一屆內閣成員已順利誕生，李美香
獅姐成功當選為今屆會長，可喜可
賀。15/16年度會長宋錦汶獅姐功成身
退，任內貢獻良多，領導有方。當晚例
會更為眾獅姐帶來驚喜，送贈各人精緻
紀念品，喻意友誼永固。此外，王小暉
獅姐將加入成為新一屆會員，共同攜手
發揚獅子精神。預祝明珠獅子會未來一
年更上一層樓，令明珠發光發亮。
香港明珠獅子會第25屆內閣成員名單
會長

：李美香

義務秘書 ：洪懿慧

第一副會長

：招幸嬋

義務司庫 ：梁靜兒

第二副會長

：宋寶瑞

總務

：盧健茵

會員發展主席 ：陳蕙婷

糾察

：王彩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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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山 獅Red子Hill會

作

會長
陳雅之

為紅山的創會會員，

育女，接著攜同幼獅出席活動

看著紅山走過這些年

非常開心熱鬧。慢慢的紅山會

頭，忍不住也寫點感想。

資訊委員
趙玉娟

員悄悄流失，紅山進入了一個
最艱難時期。就在這個時間，

紅山從創會22位會員，人數慢

獅友們互相扶持，互相鼓勵，

慢增加，可說得也是人強馬壯

各人盡了最大的努力，做好本

的。我看著獅友們結婚、生兒

份，支持區會活動，每年籌
款，持續服
務。獅友們的

最可喜的是紅山的新會員均比

努力，漸見成

較年青，有活力，有幹勁。紅

果，紅山按部

山現在又熱鬧起來了！我們現

就班的加入了

在已經有好幾位幼獅了。祝願

新血，會員人

紅山在服務及聯誼雙管齊下

數慢慢增加，

下，會務蒸蒸日上。

張恆江獅兄和蔡柳婷獅姐攜同他們的小寶貝第一次參加紅山的聯
誼，各位獅友看見這位小湯美都要抱抱啊！在此祝願小小湯美快
高長大，身體健康

10月29日第十七分域在長洲舉

行動自如的院友比較寬鬆，院

辦了服務及聯誼活動，十七分

友多是原住民，他們每天都可

域一眾獅友、家人及義工中午

以自由出外，與相熟的街坊閒

便出發，首先到訪長洲護理及

談，探訪親友，不需要整天困

安老院，與老友記們唱歌，玩

在院舍裡，怪不得這地方的長

遊戲，歡渡一個下午。更多謝

者都面露笑容。探訪院舍後，

十七分域主席梁麗琴獅姐贊助

百盛獅子會獅友為第十七分域

全院老友記禮物一份。

安排了聯誼活動場地和佳餚，

趙玉娟獅姐
2016年10月

價錢相宜，食物豐富，有卡拉
與長者閒話家常，知道院舍對

OK和抽獎，大家都盡興而歸！
10月26日紅山例會，我們邀請了3位有興趣
加入獅子會的朋友作例會嘉賓，會上談笑甚
歡，互相認識和了解，希望他們有機會成為
紅山一份子

2016年11月至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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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會
香港淺水灣 獅Repulse
Bay Hong Kong

在

會長
何家傑

資訊委員
繆雲龍

本屆董事局組成後，本會隨即馬上展開第一個服務項目–「獅子溫情慶中秋2016」的統籌工作。
該項活動是本會每年新年度開始時的首個服務，而且已舉辦多年，所以我們都非常重視。

「獅子溫情慶中秋2016」
是次服務項目受惠機構包括馬
鞍山恆安老人中心，與及西貢
頤樂院老人中心。每年這個時
候，臨近中秋時節時，淺水灣
獅子會都會安排豐富的節目與
上述兩個機構的「老友記」們
共渡開心的一天！雖然服務項
目已舉辦多年，但因需要安排
的事項和細節繁多，能用作安
排的時間實在有限，大家都只
好盡力而為。
今年幸得本屆第二副會長李輝
榮獅兄擔任大會主席及帶領我
們。李獅兄運用平日工作上對
項目管理的豐富經驗和細心的
個人特點，統籌工作非常順
利。當然，淺水灣獅子會一眾
獅友亦十分支持及投入，可謂
出心出力。當日雖然天氣不太
理想，還下著大雨，但亦無減
大家對活動的熱情和期待。

活動約中午
時份在馬鞍
山恆安老人
中心開始，
小編感到很
榮幸，今年
第一次參與
就能與鐘光耀獅兄一起成為大
會司儀。在整理好一切福袋禮
物和場地佈置後，院方就安排
老友記們就座，而節目亦隨之
開始。是日節目豐富，在大會
主席李輝榮獅兄、會長何家傑
獅兄及恆安中心代表致詞後，
先有醫學講座，由本會獅兄黃
慧聰醫生主講，這是其中一個
蠻受老友記歡迎的環節，各人
都很熱烈提問黃醫生有關健康
的問題，黃醫生亦很耐心一一
為老友記們解答。緊接是由淺
水灣青獅們主理的遊戲節目，
青獅們安排了很多懷舊歌曲給
老友記們猜歌名，有些歌曲真
的很悠久，青獅們年紀輕輕，
如何認識那些歌曲，實令小編
感到驚訝，不過老友記們也非
「省油的燈」，大部份的歌曲
名稱都能給他們猜到！之後的
魔術表演也是精彩，魔術師以
搞笑的方式，時有刻意失敗，
逗得各人大笑！節目高潮可謂
由李展隆獅兄及陳沅筠獅姐的
歌唱表演帶出，老友記們亦很
熱烈和投入地跟兩位演出的獅
兄獅姐一起唱，氣氛高漲，連
小編也忍耐不住地跟著手舞足
蹈。最後，當然少不了送贈一
些福袋小禮物和利是給老友記

們，以及一起大合照來作結
尾。
離開馬鞍山恆安老人中心，我
們便馬上去到西貢頤樂院老人
中心繼續服務。由於時間有
限，我們只能跟該中心的老友
記談天說地一會、作了一些簡
單表演，之後派發福袋禮物和
大合照。希望來年能安排更多
的時間與頤樂院的長者相聚。
這次服務中看到長者們玩得很
開心，看見他們的笑容，感激
的眼神，大家盡在不言中。其
實長者要求不多，能花點時間
和他們聊天幾句、吃點東西，
他們已經很滿足，希望大家
都能在繁忙都市生活中，抽空
關懷一下身邊的長者，不要當
失去機會時才後悔。在此要特
別鳴謝陳文鴻獅兄及陳婉儀獅
嫂，他們為大會親手做了超過
百多個迷你健康月餅，相信不
只小編，各參與活動的人都會
被這份心意深深感動。此外亦
要感謝顏培意前獅兄每年贊助
的新鮮生果，梁志成獅兄任大
會攝影師，及其他參與和支持
該項活動的獅友們，活動的成
功全賴有各位的努力。

喜訊
十月十五日是本會義務秘書張
聖德獅兄千金出閣之大喜日
子，在此代表淺水灣獅子會各
人祝賀張獅兄及其千金，幸福
快樂，更希望不久張獅兄能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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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為「外公」。
不經不覺，本會10/11前會長
鄭鎧賜獅兄已加入獅子會十
年，剛收到由國際獅子總會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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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了的「10 Years Monarch
Chevron Award」，在此祝賀
鄭獅兄。所謂人生有幾多個十
年，希望鄭獅兄在未來日子裡
有更多豐盛及美好的十年。

子會
中區 獅Central

會長
蔡卓麗

2016年9月3日 - 中秋敬老活動

本

會一年一度的中秋服

朝建築特色，設計師巧妙地加

已接近用膳時間，大夥兒在觀

務，我們邀請了女青

入先進設備，令寺院更環保。

音像前留倩影後便驅車前往餐

年會西環松柏中心50位長者參

原來全部長者均是首次參觀慈

廳。

加。活動分兩部分，早上參觀

山寺，所以對導賞員的

大埔慈山寺，中午我們安排了

講解都感興趣。雖有數

一頓『新派特式素菜』招呼老

位長者年過90，但全

人家。

程表現精神抖擻。慈山
寺依山而建，與大自然

多謝慈山寺衍偉法師的接待，

融合，一草一木皆在無

他以風趣幽默方式介紹3D電

言說法，讓人置身其中

影及地藏殿，再由導賞員介紹

倍感寧靜。時間匆匆，

其餘各殿和建築。寺院採取唐

雖則各人意猶未盡，卻

聆聽參觀慈山寺的行程

感謝總監馮妙雲獅姐和粵劇紅伶譚倩紅女士百忙中抽空
出席午宴。公公婆婆大讚食物色香味俱全，席間總監和
容姨更應長者們盛情所邀，攜手為大家合唱粵曲，將宴
會氣氛推向高峰。最後，各長者均獲贈福袋和利是。是
次活動令眾長者乘興而來、盡興而歸。
參觀慈山寺後在銅鑼灣招待長者享用齋宴

2016年10月27日 - Bread Run
本會參與第一分區與樂餉社合

15間餅店收集麵包，然後將麵

活動十分有意義，亦響應國際

辦的麵包收集行動，當天我們

包送往在油塘的樂餉社集中處

總會今年提倡的四大服務範疇

有12位獅姐分別前往港九新界

理，再分派予有需要人士。此

之一：「饑餓」。

聯誼篇
2016年9月25日 - 參觀深圳東麗匯舞蹈會所
多謝會長蔡卓麗獅姐招待我們

消閒活動場所可供選擇。感謝

品，開心又攪笑，蔡獅姐也表

（共23人）參觀她的舞蹈會

本會康樂組獅姐們事先前往視

演兩隻舞助興。是次活動在歡

所，並安排美味午餐及晚宴，

察，替大家搜尋抵買抵玩好去

樂聲中結束，各人滿載而歸，

其中招牌菜色“一夜情”令人

處。午餐後我們分組活動，各

大家獅誼增進不少，亦熱切期

一試難忘。會所位於羅湖火車

適其適。晚飯時各人互相交流

待下次的聯誼活動。

站旁，鄰近不乏購物商場及

所見所聞，同時紛紛展示戰利
葉鳳鳴獅姐撰稿
2016年11月至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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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中港 獅Hong子 會Kong (Mainland)

本

會長
張家驥

資訊委員
區婉珊

會九月份例會於2016年

心得，她即場介紹了幾款簡單

顯專業，我們都非常感謝林獅

9月5日舉行，當晚邀請

的飾物配件，在裝扮中用上，

姐的心意。

到第八分域主席林雪艷獅姐蒞

可立刻起到畫龍點睛

臨作親善探訪，她為我們區會

的作用。剛巧第八分

及第三分區的最新資訊，並主

區主席林獅姐也為我

動了解本會對區會的意見。期

們每位獅友送上一件

間第三副會長傅佳濱獅兄，也

有區會標誌的飾物，

邀請了亮星形象顧問公司的創

正好大派用場，大家

辦人到來分享突出個人形象的

掛上配飾後，形象突

今年的中秋佳節，本會已為兩

排的節目，尤其是青獅的猜燈

務應要參加石鼓洲康復院舉辦

所服務機構舉辦了兩次探訪活

謎，當中一些有點難度的謎

的中秋聯歡晚會。當日天公作

動，開開心心與院友歡度中秋。

語。他們都踴躍舉手搶答，而

美，在連日大雨後，我們可以

且百答百中，相當厲害，亦有

在石鼓洲島上舉行燒烤晚會，

於2016年9月9日早上，香港

獅友為他們高歌獻唱，令他們

與院友及嘉賓載歌載舞。會長

中港獅子會獅友與香港中港青

開心不已，最後大會向所有安

張家驥獅兄更為當晚院友所設

年獅子會的青獅各自為探訪活

老院院友送上獅友贊助的月餅

計的環保燈籠比賽進行評審，

動準備好材料和物資，下午便

和禮物包。這次活動由鍾莉獅

選出優秀作品。大家一起享用

一起浩浩蕩蕩到元朗盲人安

姐首次當上籌委會主席，表現

石鼓洲康復院院友為我們準備

老院，探訪一群久違了的「老

相當出色，她帶領著中港獅子

的美食，本會禁毒警覺委員會

友記」。我們都很高興可以再

會完成了一次有意義的服務。

主席張大偉獅兄不單為盲人安

次見到他們依然身體健康，有

老院送上月餅，更贊助石鼓洲

說有笑，當中也來了一些新院

本會亦於2016年9月13日，與

康復院月餅三百盒，而謝愛獅

友。他們都很活躍參與我們安

母會香港太平洋獅子會聯合服

姐亦贊助了$3,000，連同本會
及母會太平洋獅子會各贊助了
港幣$2,000給康復院作活動開
支用途。本會感謝各位獅友不
辭跋涉，在佳節中探望孤單的
長者和更新中院友，為他們送
上祝福和關懷。

本會張家驥會長聯同第三副會長傅佳濱獅兄及第八分域主
席林雪艷獅姐於2016年10月5日探訪元朗元岡幼稚園，他
們與呂校長會面，並商討本會將會籌備一項以低收入家庭
或基層家庭的小朋友為對象的活動，希望利用本會資源，
與他們一起共度一個豐裕的聖誕節。活動籌備工作已啟動
了，下一期我們會向大家報告活動的詳情。
香港中港獅子會
資訊委員
區婉珊獅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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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會
香港荷李活 獅Hollywood
Hong Kong

會長
陳漢文

資訊委員
林榮填

共 建 《 深 》《 情 》 在 蘇 屋 之 啟 動 禮

為

了配合蘇屋邨即將落
成，由「香港荷李活獅
子會」主辦，「明愛鄭承峰長者
社區中心 」、「救世軍」、「新生
精神康復會」、「家居維修 義 工
協會」及「香港復康力量會」
於2016年9日10日上午10:30
至下午1:30一起協辦的「共
建 《 深 》《 情 》 在 蘇 屋 之 啟 動
禮 」， 當 天 順 利 完 成 。 今 次 的
「 共 建 《 深 》《 情 》 在 蘇 屋 服
務」，將會為1,000位，將會遷
往蘇屋邨居住，而沒有剩餘收
入的獨居長者，免費做簡單室
內設計及裝修工程。今次啟動
禮的成功又是每一位嘉賓、總
監、前 總 監 、 區 職 員 、 友 會 會
長、獅友、青獅及來賓的百

分百「四出精神」的成果。
當日立法會主席曾鈺成先生，
立法會議員梁國雄先生為席上
嘉賓，深水埗區福利專員郭李
夢儀女士，藝人關浩揚先生，
各分享了自己做義工的經歷感
想 。 會 長 陳 漢 文 獅 兄 說 ：「 毛
哥，曾主席簡直是絕配。毛哥
致詞之時突然問曾主席做完全
職議員後他會否回來鋪膠地板，
曾主席就說「一定返嚟」。非常
震撼及非常鼓舞我們，他兩人
都應承為低下階層公公婆婆鋪
膠地板，不是每位政客都夠膽
這樣說的。」啟動禮後，義工
在往後日子會陸陸續續幫助蘇
屋邨的低收入家庭鋪膠地板入

伙。十分有意義！多多支持 !
本會於2016年9月29日的下午
及2016年10月8日的上午，「共
建《深》《情》在蘇屋」的鋪膠
地服務亦正式行動。

北區獅子會創會會長馬祥發獅兄到訪
2016年10月5日，香港荷李活獅子會例會，非常榮幸邀請了北區獅子會創會會長
馬祥發獅兄到訪，講解38年獅子會歷程及獅子會文化，聽到我們獅友津津樂道，
賞心樂事。

陳漢文會長榮獲「香港人道年獎2016」
恭喜本會陳漢文會長於2016年
10月8日下午，榮獲由香港紅
十字會及香港電台合辦的「香
港人道年獎2016」！陳會長
獲獎後說：「其實在台上一刻
非常感觸，回顧返這兩年我們
為低收入家庭弱勢社群，除咗
改善他們家居環境以外，最重
要是幫他們心靈上會到慰藉，
另一邊我們可以帶多些年青人
去訓練領導才能，令他們知道
身邊老人家需要關心。領取這
個獎令我責任感更加強烈，不

能停下來我個熱血的心湧上心
頭，繼續為社會服務。做生意
嘅朋友搵錢係緊要的，除咗搵
錢以外我們需要增加正能量，
令自己公司繼續前進，大家要
知道服務社會嘅期間會令你眼
界大開。」同時在場觀禮的沙
田獅子會會長關斯樂獅姐讚賞
地說：「發起一個擁有800位
義工為長者維修家居的協會，
一點也不容易！透過教導基本
裝修技巧加上培養一群有心的
年青人出錢出力！最近將為蘇

屋邨1,000個獨居長者單位鋪
貼膠地板，這種善的力量真令
人敬佩！...您為老友記付出的
每滴汗水今日得到廣大認同！
恭喜您！為您而驕傲！」

2016年11月至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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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會
香港鑽石 獅Diamond
Hong Kong

本

會長
麥偉玲

資訊委員
林廣安

會獅友出席區會2016年第一次聯合
晚宴例會，左一起梁子豪獅兄、Lion

Takeaki Ogino 、楊淼獅兄、司庫李淑娟獅
姐、創會會長鮑幗潔獅姐、麥偉玲會長、第二
副會長蘇家文獅姐、上屆會長黃星軒獅兄、秘
書黃宏達獅兄、何艷蘭獅姐、糾察吳兆文獅
姐、張敏儀獅姐、湯紹裘獅兄、黎晉彤獅兄。

本會獅友於2016年10月29日出席服
務「愛心關懷耀長發、顯現親愛訪

長者」到青衣長發邨探訪，本會贈
送全院長者每人一份福袋，獅友唱
歌跳舞娛樂表演，與全院的長者共
享歡樂時光。
另外一個服務為「關懷社區贈暖
意、互愛互助顯愛心」，當日林翠
本會獲LCIF - Club Giving $100 per member 2015-2016

本會獅友出席祝賀母會 ，香港域多利獅子會55
周年晚宴，本會捐贈＄5,000 支持母會服務經費
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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玲議員一同探訪，並一起陪同贈送
福袋給長發邨的多戶綜援家庭。

子會
香港青馬 獅Tsing
Ma

會長
鄧國威

資訊委員
陳中正

大獅青獅齊做餅

9

月10日，感謝青獅籌備了月餅制作班並邀請青
馬獅兄們一起參與。最後大獅青獅攜手合作，親

手焗制二十多盒傳統月餅，贈予低收入家庭，歡渡中
秋！
青獅、大獅、獅嫂、幼獅一起
合作做出充滿愛心的慈善月餅

第一次區聯合晚餐例會 - 向前總監致敬
10月3日(星期一)，鄧國威會長帶領獅兄一行12人參與第一次區聯合晚餐例會，當晚氣氛十分熱鬧、表演
精彩，感謝總監及區職員的努力籌備！

參觀盛德中心學校
10月13日，鄧國威會長帶領獅兄們一起參觀香港扶幼會
盛德中心學校，了解有特殊教育需要的青少年情況及合
作服務機會。其實政府硬件支援已相當好，跟校長、院
長和老師分享工作點滴時，感到他們的對學生的熱誠和
付出，絕對不是一份工作這麼簡單！

青馬獅兄們與盛德中心學校校長老師合照

一年一度創會宴
感謝創會會長梁健興獅兄每年都宴請換屆獅友聯
歡。11月3日，梁創會又細心地安排了獅兄於銅鑼灣
阿一海鮮酒家享用盛宴。二十多位獅兄濟濟一堂，加
上鄧會長的雪茄、許國光獅兄和鄭建生獅兄的美酒，
高杯共飲，暢談共歡，氣氛十分熱烈。秘書陳中正獅
兄更寫下佳句，盡顯青馬精神：
青馬歡騰停不了，
獅誼永固傲同儕，
創會風範人佳仰，
新舊會長領群獅。

一張歡樂的照片，
眾兄神氣俊當年。
勾起十九年往事，
青馬騰躍把緣留 。

撰稿人：陳中正獅兄

2016年11月至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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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會
香港特區中央 獅Center
Point H.K.S.A.R.

會長
王浩然

資訊委員
梁仁富

香港特區中央獅子會與香港特區中央青年獅子會合辦
石鼓洲戒毒所探訪2016 - 活出新生命

2

016年9月25日，秉承服
務社群的精神，香港特

區中央獅子會帶同三十多位義
工，到石鼓洲戒毒所探訪，除
了給予院友關懷和支持，今年
本會添加了玻璃盆栽種植這項
嶄新的活動，讓院

義賣參加者與院友通力合作的

友與參加者有更多

結晶品–玻璃盆栽。透過盆栽

的交流，透過互相

種植，喻意新生命的開始，讓

合作共同完成目

院友明白，新生命也可以很美

標。除此之外，為

麗。這次探訪也邀請了本會的

讓更多的人參與

親善大使袁鳳瑛小姐作為特別

石鼓洲戒毒所義

嘉賓，載歌載舞，義工和院友

工活動，本會也

們都玩得很開心。

獅子會百年慶全港學生三人籃球賽
籌備近三個月的獅子會百年慶

外，亦派出前會長胡家偉獅兄

全港學生三人籃球賽於10月

作領隊的籃球隊

16日圓滿結束，並為獅子會

出賽及本會會

百年慶青年運動發展計劃打響

長王浩然獅兄亦

頭炮！本會非常支持這個有意

出席並作愛心贊

義的活動，除了本會的前會長

助！周靄儀獅姐

及本屆區秘書區玉瑛獅姐，與

公司亦派隊出

及本會的第三副會長周靄儀獅

戰，更在公開賽

姐分別擔任活動副主席及義務

獲得季軍！大家

秘書一職，積極參與籌備活動

歡度了一個星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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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的早上！

子會
維港 獅Harbour
View

會長
簡榮耀

楊震社會服務處深水埗晉睛支援服務中心
維港獅子會合辦 「深晴奇妙之旅」

本

會於9月24日聯同楊震
社會服務處深水埗區晉
晴支援服務中心合辦名為「維
港深晴奇妙之旅」的服務，已

經順利完成。
是次活動由本會獅友陪同約160
名深水埗院友及殘疾人士及其
家人前往迪士尼主題公
園，借助活動暢遊樂園
內多項遊樂設施，讓各
出席的殘疾人士及家人
能感受樂園色彩繽紛的
幻想世界並與他們一同
分享歡樂。
而本會獅友及其家人亦
很高興能通過是此機會
與身體有殘障的院友，

出外走走，透過感受遊樂設施
的音樂、影像和動感帶來的歡
樂體驗。我們通過活動亦親身
感受到樂園各項經過精心設計
的細心設施，包括：提供凸字
指南、有聲指南、感應助聽系
統，以及手語服務，方便殘疾
人士遊覽，以表達對殘疾人士
的關愛及愛心。而獅友們更擔
任義工於活動內協助及陪伴院
友並參與車上有獎問題遊戲；
其中包括向院友介紹獅子會的
歷史、目標及推廣獅子精神，
以及協助照顧院友於園內拍照
並介紹樂園設施等。

維 港 獅 子 會 主 辦「 我 要 健 康 」之 兒 童 視 力 測 檢 2 0 1 6
本會於9月份亦順利完成了另
一個服務「我要健康」之兒
童視力測檢2016」，活動於
2016年9月25日(星期日)假愛
秩序灣社區會堂舉行並聯同東
區婦女聯會及香港東區青年交
流促進會協辦。
大會除了邀得國際獅子總會中
國港澳303區護眼行動主席醫
生邱健獅兄擔任主講嘉賓外，
本會亦邀得著名眼科醫生高嘉
莉醫生出席協助進行驗眼並解
答市民問題。加上十分重份量

的主禮嘉賓出席；其中包括：
社會福利署東區及灣仔區福利
專員葉巧瑜女士、東區民政事
務助理專員黎浩雋先生、國際
獅子總會中國港澳303區第三
分區主席暨維港獅子會創會會
長馮翠屏MH獅姐、第八分域
主席林雪艷獅姐、香港保寶護
眼基金會創會會長蔡金挺先生
等，可見本會的服務一向廣受
認同以及支持。
活動邀得約200名東區兒童與
家長出席，各參加兒童或家長
聽取了由邱健主席的護眼講
座–內容主要是講解各種影響
視力的成因、預防方法及眼睛
護理常識後，接受由香港保寶
護眼基金所提供的眼科檢查；
其中包括：視力、色感及立體
感測試等，而等候驗眼期間大
會亦安排了各項有趣的攤位遊
戲讓各小朋友參與贏取禮物，

而參與的機構包括了：廉政公
署及地區團體循道衛理中心愛
秩序灣綜合青少年服務、鄰舍
輔導會東區/灣仔外展社會工作
隊、香港東區青年交流促進會
以及香港東區婦女聯會等。
當日氣氛高漲熱烈，而二位出
色的司儀亦於場內大搞氣氛，
加上表演嘉賓大獻歌喉，用歌
聲將全場氣氛再推高！最後，
大會主席陳達人獅兄及副主席
阮佩嫻獅姐除了感謝各位獅友的
踴躍出席並擔任義工外，亦感
謝各個協助單位，禮品贊助等。

第一次區聯合晚餐例會—向前總監致敬
國際獅子總會中國港澳三○三
區第一次區聯合晚餐例會“向
前總監致敬”已訂於2016年
10月3 日假香港灣仔香港會
議展覽中心舊翼會議廳圓滿結

束，而本會亦有多名獅友報名
出席；其中包括：會長簡榮耀
獅兄、第三分區主席馮翠屏獅
姐、前會長梁錦明獅兄、羅偉
光獅兄、李燕芬獅姐、冼慧詩

獅姐、余綺敏獅姐、陳達人獅
兄、陳朗雲獅姐、劉鴻福獅
兄、黎美寶獅姐、蔡素雯獅姐
以及蔡雪亮獅姐等。

2016年11月至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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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亞洲 獅Hong子 會Kong Asia

會長
黃靄兒

亞洲大獅青獅保齡球同樂日

2

016年8月27日中午，於尖沙咀太平洋
會保齡球場舉行大獅青獅同樂日，大家

一起享用自助午餐後，然後分組舉行保齡球
友誼賽，爭奪3,000元冠軍獎金。

中秋月餅贈長者
本會於2016年9月10日與儲存易慈善基金合辦
『中秋月餅贈長者』，當天本會獅友與青獅及
義工，一起到沙田新田圍邨，派發月餅及福袋
予300位屋邨內長者。之後分成小隊及帶備福
袋到各長者家中探訪，大家一起渡過了一個開
心愉快又有義意的下午。

香港亞洲獅子會
2016-2017年度籌款晚宴暨慈善麻雀王大賽
2016年10月1日本會假座九龍灣百樂門宴會
廳，舉行2016-2017年度籌款晚宴暨慈善麻
雀王大賽。當日有20枱麻雀比賽及筵開晚宴
15席，是次慈善籌款晚會為本會籌得約二十
二萬元善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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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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分域主席到訪

在

2016年10月5日得到第五分域主席鄭炳龍
獅兄光臨本會，其間傳遞了區會的訊息，

互相交流獅子服務心得。

第55屆東南亞獅子大會
2016年11月10至13日為第55屆東南亞獅子大會在香
港舉行的大日子，今次303區作為東道主，一連幾天
在香港機場附近的亞洲博覽館，接待來自東南亞不同
地區近八千名的獅友，本會一眾獅友自當盡力，在不
同的工作崗位上去服務，務求令到港的獅友得到最好
的接待。

灣仔東分區嘉年華2016
2016年12月18日在銅鑼灣舉行了一年一度的灣仔東分區嘉年華，由今次活動主席黃初樂獅兄帶領，連同
灣仔一眾獅友出席。今年以民族
共融為主題、本會主持的攤位吸
引了很多不同年齡的人士參與，
尤其是當溫思聰獅兄教授大家一
個小型魔術，而每位參與的朋友
又做得到時都顯得非常雀躍，整
個下午在歡樂聲中渡過。

2016年11月至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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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會
銅鑼灣 獅Causeway
Bay

銅

會長
羅運萍

資訊委員
陳泊廷

鑼灣獅子會第三次理

給溫嘉翹獅兄，保舉獅友證書

的壽星仔陳泊廷獅兄慶祝生

事會及第五次例會暨

頒發給前會長陳淑芬獅姐。

日，他是上年度加入獅子會大

第十八分域主席親善探訪在
2016年9月12日舉行，多謝第

家庭的，亦是我們最年輕的獅
當天，我們一起為9月份生日

友。

十八分域主席陳淑芬獅姐出席
是次的例會，並作出指導和傳
達區會的訊息。

當晚還有第六分區主席鄺海翔
獅兄和我們一起晚飯聯誼，分
享做獅子會會員的心得。席中
更見證本會把新會員證書頒發

獅子會百年慶全港學生三人籃

找齊4位球

球賽在2016年10月16日圓滿

員參加，包

結束。當天本會組了一隊隊伍

括：上屆會

參與“總監盃”賽事，運動本

長李海榮獅

來在本會是一弱項，要找齊球

兄、第三副

員殊不容易，幸好我們都能夠

會長陳泊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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獅兄、還有兩位外

今次得到獎項，只是錦上添

援亞振及亞峰，最

花。最重要是我們能以行動支

終我們順利完成賽

持區會舉辦的活動，另外也感

事。更有幸奪得冠

謝是次活動帶給本會運動的風

軍。

氣及發揮團結的精神。

子會
香港半山 獅Mid-Levels,
Hong Kong

會長
羅柯淑慧

資訊委員
謝月娥

20l6年9月l0日 晴朗
『有緣千里再相會 關懷送暖服務心』

半

山獅子會獅姐第三度前往筲箕灣愛東邨，探訪一群需要外展義工每天送熱湯熱飯的獨居長者，本
會夥拍惜食堂自2013年至今已逾三年的服務項目，兩餐溫飽是人類生存基本需求，煮食工作對於

年老和行動不便的長者造成困難，外展義工每天送上熱湯熱飯以
裹腹，每天的虛寒問暖更是心靈雞湯，半山獅姐們的親身探訪，
讓獨居長者感受獨居而不孤獨。猶記今年一月份的第二度探訪，
會長自掏腰包送贈一張棉被給一位獨居婆婆，今次探訪會長與婆
婆再度見面並送上福袋，福袋內食物如即食通心粉、餅乾、中秋
月餅及兩公斤裝白米等，令婆婆喜上眉梢，非常開心再次與會長
見面和親切的問候。婆婆保重！有緣再會！！

20l6年l0月27日 秋夜
『Bread Run樂餉社麵包收集活動』
半山獅子會響應香港首間食物銀行樂餉社的 Bread Run 麵包收集活動
充當義工，一夜間多位獅姐分別於港九新界指定麵包店於關店時收集
賣剩的新鮮麵包並送往油塘的 Bread Run 麵包收集站，再進行簡單的
分類後，翌日早上會轉送給有需要的社福機構作為營養早餐，一個有
趣又有意義的活動，既減少浪費食物，解決飢餓問題，又可以幫助他
人。當天晚上本會成為收集麵包數量之冠。回家路上已晚，心情依然
澎湃，樂也！！

20l6年l0月29日 驟雨
『賽馬會耆智園探訪錄』
一個驟雨夾著陽光的早上，半山獅姐和獅子之友一行二十多人
於上午十時抵達沙田賽馬會耆智園，出席腦退化病症講座及參
觀院社設施。香港賽馬會慈善信托基金於l997年撥款資助成立
的賽馬會耆智園，於2000年6月投入服務，並由香港中文大學
協助管理，現以自負盈虧模式運作，座落新界沙田區沙田醫院
側，是香港首間為腦退化症病患長者而設的非牟利綜合服務中
心，提供一站式服務，包括：住宿、日間護理及訓練、假日日
間暫托、記憶評估測試和耆智同行〔病患者家屬照顧者支援〕。
希望透過服務舒緩腦退化症病患者家屬的身心壓力，以及向病患者提供適當的社交及心理活動訓練，減
慢認知能力衰退速度。當天耆智園駐院社工向我們講解腦退化症的成因和種類、不同程度患者的病徵、
預防方法、義工招募、健腦增智食療並示範健腦操步驟，及後帶領我們參觀院內設施，樓高三層的耆智
園，裝修和設備及鍛鍊器材專門為腦退症病患長者設計，設施實而不華。感謝郭美蓮獅姐安排，讓我們
深入認識腦退化病症，渡過一個充實的週末。生老病死乃人生必經歲月旅程，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敬愛
全天下的長者。
撰寫人：謝月娥獅姐
2016年11月至12月

73

香港新民 獅Hong子 會Kong Citizens

會長
袁秀齡

資訊委員
黃國經

十七分域獅愛長洲 關懷長者送愛心

每

個人在世上，都會有年

歌手名稱，答對者得小禮物一

華老去的一天。

份。長者們都十分踴躍的舉手
回答。

感激過去，才能追求未來。
“音樂傳球” –獅友播一段
因此，新民獅子會除了服務年

音樂，長者把球傳給隔壁的長

輕人，亦十分重視長者。因為

者，當音樂停下，拿著球的長

沒有他們過去的付出，就無法

者回答一些簡單問題，答對者

成就新一代的年輕人。

得小禮物一份。
全場長者在梁麗琴獅姐、四位
會長、各位獅友及安老院職員

第十七分域主席梁麗琴獅姐向老人院長
者派送禮物，老人家們都十分高興

的帶領下，一邊打拍子，一邊

鐘就已經舉手回答，得到小禮

唱出一首又一首的經典名曲。

物了。

其中，更有一位婆婆即場表演

最後梁麗琴獅姐及安老院職員

10月29日，新民獅子會一眾獅

朗誦木蘭辭：「唧唧復唧唧，

帶領我們前往其他樓層，探訪

友親友，在第十七分域主席梁

木蘭當戶織。不聞機杼聲，惟

行動不便的老人家，亦派發近

麗琴獅姐、香港新民獅子會袁

聞女歎息...」，加上婆婆手舞

二百份小禮物給他們，聊表心

秀齡會長、紅山獅子會陳雅芝

足蹈的表演，實在聽得各人盡

意。

會長、香港百盛獅子會陳笑容

情投入。

會長、摩利臣山獅子會何家輝
創會會長的聯合帶領下，聯同

最後的遊戲，是

四個獅子會的眾多獅友親友，

拉出一副副的麻

合共約五十人，一同前往鍾錫

將花式，詢問各

熙(長洲)安老院，探訪六十多

位長者該副牌，

位長者。當日，在第十七分域

吃最後哪一隻麻

主席梁麗琴獅姐致辭後，一眾

將就吃糊。大家

獅友開始與他們玩遊戲，包括

都全神貫注的

有：

看，可是，這個
遊戲對於他們來

“估歌仔”–獅友播一段音

說太簡單了，很

樂，然後長者舉手回答歌名及

多長者不消三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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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一張大合照，大家都十分高興

香港新界東 獅Hong子 會Kong New Territories East

會長
潘治忠

資訊委員
羅麗君

《新界東與眾同樂迎中秋》

繼

7月份《老友繽紛同樂

帶領下，獅友除捐出七十多個

女士表演助興，令獅友們及老

日》後，新界東獅友

福袋之餘，還有精彩的表演節

友記有個難忘的下午，再一次

再接再厲發揮獅子服務精神，

目，更有人稱夏蕙姨的黃夏蕙

證明施比受更為有福。

在2016年9月10日和元朗坳頭
賽馬會護理安老院約70名老
友記共迎中秋佳節。雖然當天
滂沱大雨，但無減獅友的熱誠
及老友記的興致。在大會主席
嚴宇懷獅兄及會長潘治忠獅兄

《清遠濱江中學助學活動》
在劉雲軒及蘇淥銘獅兄的統籌
下，新界東的社會服務範圍遠
至祖國。雖然出發前一天八號
風球高掛，不過上天總眷顧善
心人，出發當天(2016年10月
22日)，天氣放晴，一行獅友浩
浩蕩蕩向清遠進發。雖然當天
有不少獅友因事未能隨行，但
他們都踴躍捐款以支持是次助
學活動，期盼能令貧困的莘莘
學子能得到幫助，順利完成學
業。適逢清遠濱江中學72周年
校慶，新界東獅友順道出席他
們的慈善晚宴，以表對清遠濱
江中學辦學之支持。

2016年11月至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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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
香港壽臣山 獅HK 子Shouson
Hill

會長
沈顏

資訊委員
譚綺華

本會全新服務

免

費飯盒、水果和日用品
派發予弱勢社群，各獅

友踴躍參加。社會上一班高齡人
士、基層市民、低收入及綜援家
庭獲得我們關愛的服務派飯盒、
水果、食物和衣物，各人都欣然
受領。

獅子會百年慶全港學生三人籃球賽
為慶祝獅子會百周年服務，今
次由獅子會主辦，香港籃球總
會及康仁體育會協辦第一個青
少年社會服務活動「獅子會百
年慶全港學生三人籃球賽」；
今次大會提供全港最大型之學
生三人籃球賽給予青少年一展
身手，發揮青少年好動活躍的
正能量，以球會友，增加團體
精神。除三人籃球賽以外，當
日香港籃球代表隊亦會跟澳門籃球代表隊作五人
賽，從而能增強青少年目光及訂下籃球領域上之
目標。本會會長沈顏獅兄參與的16-17會長隊成
功獲得獅子會百年慶盃亞軍，而本會司庫鄺國威
獅兄率領的壽臣山獅子會隊亦奪得獅子會百年慶
盃季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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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會
香港深水埗 獅Sham
Shui Po Hong Kong

會長
楊廣源

深獅敬老賀中秋

2

016年9月15日，深水埗獅子會與愛心全達
慈善基金聯合舉辦了深獅敬老賀中秋，與

深水埗區內的獨居老人共慶中秋。當日有150名
長者出席，每人都收到月餅及裝滿禮物的福袋。
另外各位獅兄及義工與老人家大玩遊戲及大唱粵
曲，一眾老人家玩得非常開心，樂在其中。十分
多謝當日出心出力的各位獅友及義工。

2016-2017年度第一次全區聯合晚餐例會 向前總監致敬
10月3日(星期一) 晚，本會參加了本年度的第一次全
區聯合晚餐例會–向前總監致敬「前人種樹，後人乘
涼」。303區會在眾多前總監帶領下，屬會數量穩步
上揚，服務範疇更為多元化。本會會以各位前總監為
榜樣，將獅子會的精神發揚光大。

青獅與兒童 共賀中秋
9月10日，深水埗一班青獅去了深恩軒和深水埗區來自低收入
家庭的小朋友一齊製造燈籠及設計一副以中秋為主題的小型
拼圖。製造完成後，與小朋友一起共享茶點及月餅，共渡一
個愉快的下午。

2016年11月至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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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ct 1 5 & 16 - 獅 子 會 百 年 慶 全 港 學 生 三 人 籃 球 比 賽

十

月十五、六日，首屆獅子會百年慶全港學生3
人籃球賽取得圓滿成功，學生以球會友，獅友

也借此機會共聚獅誼，秉承友誼第一、比賽第二的精
神積極投身到籃球比賽。出乎意料，每位參賽者都實
力不凡，當日的賽事緊張刺激！面對強勁對手，新時
代獅子會的每位健兒都主動出擊、盡顯實力！在劉美
琪會隊的帶領下，獅友團結一致，以頑強意志，最終
取得佳績！新時代獅子會定再接再厲，明年以更強勁
姿態迎戰！

Oct 1 3 - 林 海 涵 盃 高 爾 夫 球 賽
十月十三號新時代獅子會劉美琪
會長出席支持了獅子會一年一度
的林海涵盃高爾夫球賽。當日參
賽選手實力相當，在賽場上揮桿
獻技，盡顯身手。為了支持本次
比賽，劉美琪會長平日也勤奮練
習，希望在比賽上取得良好表
現，為新時代獅子會爭取榮耀。

Oct 2 3 - 共 融 世 界 哈 囉 喂 5 公 里 慈 善 跑
十月二十三號香港新時代獅子會一眾獅友、青獅及
好友出席支持了共融世界哈囉喂5公里慈善跑。各
位在一個美麗舒暢的黃昏下一同運動揮灑汗水，既
鍛煉了身體亦為籌款出了一分力，大家都感到了慈
善跑的意義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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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會
荃灣 獅Tsuen
Wan

會長
吳騰

資訊委員
鄭堅楚

荃灣獅子會聯歡晚宴

荃

灣獅子會聯歡晚宴已於2016年9月
13日(星期二)順利舉行，當晚本會

邀得總監馮妙雲獅姐、上屆總監羅少雄獅
兄、第一副總監陳立德獅兄、第二副總監
郭美華獅姐、區司庫王恭浩獅兄及第六分
域主席鄭嘉麒獅兄同賀荃灣獅子會新一屆
理事會成立，並大玩經典遊戲，聯歡晚宴

新一屆荃灣獅子會獅友及其他嘉賓合照

在一片歡樂的歌聲及笑聲中圓滿結束。

惜食飯感謝宴
本 會 去 年 贊 助 惜 食 堂 成 立 5 支 「 荃 灣 獅 子 會 惜 食
拯救隊」，於街市收集賣剩的食材，並製成熱飯
盒，惠及超過14萬荃灣區及深水埗區有需要人

士，成績顯著。惜食堂為答謝本會，於2016年10
月3日（星期一）特別邀請了財政司司長曾俊華先
生GBM, JP及惜食堂主席梁錦松先生GBS, JP向
本會致送感謝狀，以示感謝。

獅子會全港學生街頭3人籃球賽
本會四位籃球好手包括何峯山獅
兄、凌以徽獅兄、梁明遠獅兄及

蘇宏進獅兄於2016年10月16日
（星期日）在吳騰會長領軍下出
戰獅子會百年慶盃賽事，並在小
組賽取得兩連勝，以小組首名出
線，取得佳績。
左圖：曹貴子前會長（左三）及吳騰會長（右四）與
其他獅友一同為出戰選手打氣

右圖：獅友們竭盡全力，為
荃灣獅子會取得佳績

2016年11月至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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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又一村 獅Hong子 會Kong Yau Yat Chuen

本

會重視白內障復明手術，一直聯
同麥羅武慈善基金的神州光明行

團隊，為中國各地有需要的失明患者服
務，因此與內地各處獅友建立良好的關
係，藉第55屆東南亞獅子年會，11月9日
宴請海南、雲南、江門及深圳各地到來的
獅友共聚晚宴。

第55屆東南亞獅子年會，11月

藉姚會長過去的帶領及一眾獅

村獅子會在國際獅子總會的舞

14日已經圓滿完成，在年會中

友獅嫂的齊心付出，使到又一

台上享譽殊榮，大會總結報告
有10點，其中兩點：
1, 恭賀又一村獅子會創會會長
姚瑞添獲國際會長嘉許
2, 恭賀第五十五屆年會主席梁
家昌獅兄，成功主辦年會並獲
國際會長嘉許

由「香港又一村獅子會」主辦「明海法
師：快樂人生音樂分享會」，於11月16
日在稻香私房菜召開籌備工作會，及為
明海法師接風午餐，活動詳情如下：
日期 ：2017年1月2日（周一假期）
地點 ：尖沙咀街坊福利會大禮堂舉行
時間 ：日場（14:30-16:30）900人
夜場（19:30-21:30）900人
內容 ：免費接待兩千位歌迷欣賞，為香
港新年祈福，合同分享快樂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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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長
姚瑞添

11月20日姚會長帶領獅兄及

解得自在！感恩Helen師姐給

朋友，到九龍塘沙福道慈濟道

予機會，感謝本會一眾獅友慷

場，參與義賣嘉年華會及心靈

慨捐出大量物資供大會義賣，

講座，學習證嚴上人的慈悲大

今天大會圓滿成功，籌得善

德，福從做中得歡喜，慧從善

款，救濟全球苦難受眾，感謝

資訊委員
蔡來順

一眾獅友的善行。

11月24日由全球傑出華人協會、傑出華人文化促進會、
中國文獻出版社、傑出華人雜誌社合辦，首屆「全球傑
青」頒獎盛典昨晚假九龍海逸君綽酒店隆重舉行，頒獎禮
以「中華情˙傑青夢」作主題，三十一位得獎者來自全球
多個國家或地區，對商界、科技、藝術、體育、慈善等範
疇各有貢獻。本會獅友「港產陀飛輪」萬希泉創辦人沈慧
林、九十年代曾三度登上香港拳王寶座的葉文龍獅兄，同
時獲獎，一門雙傑，更是難能可貴，感謝叁拾多位獅友，
出席見證，更得文錦歡國際前任理事出席分享這個殊榮。

A dv ertis eme nt

撰稿人：蔡來順

2016年11月至12月

81

會
香港炮台山 獅Hong子Kong
Fortress Hill

中

會長
董美

國港澳303區青年拓

為正在康復的戒毒人士，發放

辛，都總會有人支持他們繼續

展及禁毒警覺委員

正能量；無論前路有多麼艱

前行。

國際獅子總會中國港澳303區

萍師姐於9月29日假座大會堂

出畫冊款項，扣除成本後餘數

司徒乃鍾獅兄女弟子，本會會

低座展覽廳舉行個人畫展，

$25,250 元，捐助與炮台山獅

長董美嬅獅姐與蒼城畫院吳麗

吳師姐澤心仁厚，展出期間售

子會作為贊助深水埗街坊福利

會YODAC 於9月22日（星期
四）舉辦了中秋探訪香港戒毒
會位於灣仔的港島社會服務中
心活動，我會司庫及身兼禁毒
警覺委員會委員陳淑君獅姐聯
同多位炮台山獅友一同出席參
與，活動中我會李錦榮獅兄表
演結他及與眾獅友歌唱助興，

會小學之功課輔導活動經費，
使「知識可改變命運」這信念
得以提倡。

開幕日，受助機構深水埗街坊
福利會小學嚴校長率領16位學
生，16位家長及3位老師聯同
董美嬅會長，范惟耐獅姐及婁
國芳獅姐一同到來參觀，及親
身體會傳統中國畫的技法。

2016年11月至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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圓方 獅Hong子 會Kong Elements
中秋月餅捐贈活動

一

年一度的中秋節又來臨了， 圓方獅子會延續去年的“國際獅子總會會徽”雙黃白蓮蓉中秋月餅
送贈獻愛心的服務活動的好傳統，為社會大眾服務傳遞愛心，充分發揮獅子服務社會的精神。

日期：2016.08.30
活動：圓方獅子會創會會長鄧麗燕師姐
（Jojo Tang）出席了香港失明人協會親
子頒獎禮，為成績優秀的小朋友及親密和
諧的家庭頒授獎項，並贈送了400個獅子
會特製的中秋月餅給失明人家庭，為失明
人和他們家庭送上溫暖和問候。
地點：觀塘順致街2號順利社區中心

日期：2015.09.10
活動：贈送獅子會月餅給各個參與的家庭
地點：香港耀能協會愛睿工廠
（愛東邨愛善樓一樓）
協辦：香港港南獅子會，香港耀能協會

日期：2016.09.10.
活動1：現屆會長黃嘉俊獅兄（Leo Wong）帶領我會獅
友送出100個中秋月餅給各位老人家，讓老人家高高興興
過節。
地點：香港上水彩園村彩華樓三座地下
協辦：北區青年商會
活動2：“讓愛傳遞 情圓中秋”月餅捐贈活動
地點：打鼓嶺坪峯路223號
協辦：打鼓嶺耆樂會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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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長
黃嘉俊

資訊委員
黃玉玲

日期：2016.9.11
內容：為1,400位老人家送上月餅，
大米，水果和毛巾等日用品。
協辦：上水古洞石仔嶺老人院
地點：新界上水洲頭青山公路193號

通過以上精彩分呈的活動，我們把獅子會的服
務精神傳遞到社會各個階層，為大眾服務，為
慈善出力，在此再次感謝為成功舉行本次活
動付出努力和奉獻的各位獅友，感謝各個協辦
機構，期待在未來繼續盡心盡力為社會服務！

麵 包 回 收 環 保 活 動 “Bread Run”
日期：2016年10月27日
圓方獅子會獅友積極參與了國際獅子總會中國港澳303區第一分區主持的麵包環保回收服務活動，在全港
各個指定的美心和東海堂等麵包西餅店，幫助他們把過期麵包回收到指定的服務地點，為社會環保服務
出力。

出席第一次區聯合晚餐例會-向前總監致敬
日期：2016年10月3日
圓方獅子會在創會會長Jojo Tang和現屆會長
Leo Wong帶領下，我會12位獅友參加了晚
宴，大家一起分享了獅子會大家庭的快樂，
為自己作為獅子會員服務社會感到驕傲和自
A dv ertis eme nt

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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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會
九龍灣 獅Kowloon
Bay

會長
陳惠儀

資訊委員
李淑芳

德寶龍獅賀中秋2016

九

龍灣獅子會與2016年9

聲中，好像在

月4日（星期日）下午

訴說各人那些

1時15分再次探望德寶護老院

年的故事。接

的長者。在探訪前一星期，各

下來是音樂傳

籌備小組的獅友已把一切應用

球，他們興奮

物品運送到護老院中心安置。

地把氣球傳開
去，又緊張地

到了服務活動當天，一眾獅友

等著音樂停止時接到氣球，便

常中，感受到如家人共聚的關

提早到達會場分工合作，張掛

可以去領獎。接著是應節的猜

懷。從猜燈謎中感受到自己寶

活動橫額，佈置場地，安裝音

燈謎時間，他們急不及待地競

刀未老，頭腦仍然靈活。從欣

響及包裝禮物。一切準備就緒

猜著每個花燈下掛著的謎語。

賞義工朋友表演歌舞時，仿似

後，嘉賓亦陸續到達會場。我

他們除了不斷思考外，還獲其

看到兒孫繞膝濟濟一堂。最令

們的嘉賓包括國際獅子總會

他院友的提示，猜中了，自然

人欣慰的是長者從玩歡樂卡中

笑逐顏開。最後

全情投入，情緒高漲。在其他

一個遊戲是估中

院友及獅友的吶喊聲中，激勵

有獎的歡樂卡遊

起自己的信心。以上種種都是

戲，由主持的獅

長者中漸漸失去而又希望重拾

友手持一副巨型

的東西，所以我們希望秉承著

的歡樂卡（其實

獅子會的「四出精神」，能把

是A4紙一般大的

關愛之情繼續延續下去。

撲 克 牌 ），
中國港澳303區總監馮妙雲獅

長者抽取一張後，便要猜

姐、第一副總監陳立德獅兄、

下一張的點數是大于或者

第四分區主席郭錦棠獅兄等。

是小於在他們手中的卡。

首先由大會主席李家堅獅兄致

主持兩旁的左右護法會協

歡迎辭，然後是主禮嘉賓馮妙

助開估，猜中有獎。莫非

雲獅姐致辭勉勵大家。接著是

他們真是「行橋多過我

會長陳惠儀獅姐致辭及致送感

們行路，食鹽多過我們

謝狀給各位嘉賓，感謝他們於百

食米」，所以次次都猜

忙中抽空蒞臨主禮及出席活動。

中？！

長者們最期待的遊戲及義工朋

除了完結時每位長者可獲

友的歌舞表演正式開始了。首

一個福袋外，他們最期待

先是由嘉賓和獅友帶領長者一

的是從遊戲中感受到的歡

起唱懷舊金曲，在婉轉的歌

樂。從獅友與他們閒話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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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新界西 獅子會
Hong Kong New Territories west

香

會長
李星強

港新界西獅子會會

他們飛行的知識，令香港多一

界，學歷要求、費用、報名時

長李星強、副會長

些華人機師。本會亦於2016年

間表等。

陳鑑光與獅友朱家聰和太太

5月份在屯門

Vanis，於2016年9月3日上午

區中學舉辦航

出席HKYAA學員結業禮和新學

空學會講座，

年儀式，香港航空學會約有80

當日出席接近

個專業機師和20個航空界專業

300名學生，

人士例如民航處、機管局等，

踴躍發問有關

每年會收80至100個學生，教

如何投身航空

香港新界西獅子會會長李星

屯門區第二屆傑出小學生結業

從中，進一步認識自己的優

強、副會長陳鑑光、副會長

禮，小學生表演不同類型項

勢與限制，提昇自我醒察的

郭志成和女兒、獅友朱家聰和

目，如唱歌、跳舞、朗誦、樂

能力。(三)「讓愛流動」以「

太太Vanis於9月3日下午出席

器合奏、話劇，將他們從過去

關懷貧窮」、「關愛香港」親

(一)體驗訓練，包括

自策劃並一同參與義工及環保

「歷奇體驗日」、

服務。從弱勢社群及環境/生

「定向挑戰日」、

態保育中，學習關心社會的人

「理財通通識」、

與事，並體驗團隊合作的重要

「社區考察日」。

性。(四)增潤提升屯門區家長

(二)「與名人對談」

對新一代青少年培育的認識，

及「我才是主角」

特別是協助成長中的子女面對

表達能力工作坊。

不同的挑戰及潛能。

香港新界西獅子會會長李星

品。下午再到仁愛堂長者中心

學匯報第一次收成的水耕種植

強、副會長陳鑑光、郭志成、

探訪，一齊唱歌、跳舞、估謎

蔬菜約3公斤，學生拿回家分

獅友郭偉良、張笑河、譚慧

語後送贈中秋月餅和禮品，各

享，種植過程遇到很多困難，

妍、張少耀、王澤生、許俊

長者非常投入，樂也融融，還

設施太輕稍遇大風會被吹離位

彥、林龍敦、馮駿業、朱家聰

送贈月餅禮物給其他老人中

置，摩打壞了4個。

和太太Vanis、李震宇和兒子

心，是次

於9月10日上午探訪圓玄長者

活動得益

護老中心，安排小朋友表演唱

者有993

歌、魔術給院內長者欣賞，其

人。

後送贈月餅、禮物給長者。跟
著到屯門田景邨探訪48戶獨

居長者，並送贈月餅和日常食

11月初仁
濟第二中
2016年11月至12月

87

香港百盛 獅Hong子 會Kong Centennial Passion

會長
陳笑容

從學習中成長

香

港百盛獅子會在2016
年創會，剛巧香港於

2016年底舉辦第55屆東南亞獅
子大會，加上2017年中於美國
芝加哥的總會100周年大會。
盛事接踵而來，對本會一眾新
獅兄、獅姐而言，必定是一個
很好的觀摩和學習機會。
節目開始前來一個分域大合照

所以，我們一眾獅友亦不敢
怠慢，於9月22日，創會會

當然，今期我們的「重點學習

紅山、香港新民、香港摩利臣

長Connie獅姐、第二副會長

和實踐」機會，定必是於10月

山及本會的一眾獅友及親朋好

Tony獅兄連同本人，代表出

29日，我會17位獅友及親朋參

友，與長者們玩遊戲及送上福

席第55屆東南亞獅子大會發佈

與17分域於長洲舉辦的「17分

袋。晚上更安排了17分域的

會。以了解今屆東南亞獅子大

域獅愛長洲 關懷長者送愛心」

第一個聯誼晚宴。總監馮妙雲

會的流程及安排。

探訪鍾錫熙長洲安老院。包括

獅姐、第6分區主席鄺海翔獅
兄、第17分域主席梁麗琴獅姐
及第18分域主席陳淑芬獅姐都
到場作訓勉並一同享用晚宴，
加上豐富的抽獎及卡拉OK環
節，使參與者都樂而忘返。
總監、分區、分域主
席及會長們在聯誼晚
宴中合照

為答謝獅子山獅子會作為我們的母
會，並同意上屆總監羅少雄獅兄及
伍錦永獅兄出任我會的指導獅兄，
令我們有機會創立香港百盛獅子
會。我們於10月13日晚上設宴招
待他們，當晚獅子山獅子會會長陸
嘉暉獅兄領導下，第8分域主席林
雪艷獅姐和眾獅友都賞臉出席。席
間彼此談笑甚歡，在歡樂氣氛中享
受了一個難忘的晚上。

上屆總監羅少雄獅兄、前第1分區主席伍錦永獅兄、獅子山獅子會會長陸嘉暉獅兄與本會
獅兄、獅姐合照

撰稿：Johnson梁頌聲獅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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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摩利臣山 獅Hong子 會Kong Morrison Hill

會長
何家輝

本會首個社區服務-灣仔獨居長者中秋探訪圓滿完成

在

會長何家輝師兄號召下，本會隨即
於九月十日與循道衛理灣仔長者服

務中心合作，完成本會首個社區服務–灣仔
獨居長者中秋探訪，感謝第二副會長方貫威
獅兄策劃，獅友們於中秋前夕上門探訪獨居
及隱蔽長者及送上福袋，並鼓勵長者多參與
社區中心活動。
灣仔獨居長者中秋探訪

九月份例會暨第十七分域主席梁麗琴獅姐親善探訪
感謝十七分域主席梁麗琴獅姐於九月二日撥
冗探訪本會及予以指導，獅姐勉勵眾獅友盡
展所能，發揮專業精神，並以獅友的年輕魄
力為三○三區帶來更多優質服務。過往數
月，感謝梁麗琴獅姐身體力行支持及指導本
會開啟會務，相信梁獅姐的服務經驗必定能
啟發屬會的快速發展。
九月份例會暨第十七分域主席梁麗
琴獅姐親善訪問

第十七分 域 聯 合 服 務 - 十 七 分 域 獅 愛 長 洲 關 懷 長 者 送 愛心
在十七分域主席梁麗琴獅姐領導下，於十月
二十九日於長洲鐘錫熙長者安老院圓滿完成
首個聯合服務，服務受眾超過250名長者，
感謝會長何家輝師兄及第二副會長方貫威獅
兄帶領本會獅友積極參與，讓本會獅友在友
會的資深獅友身上獲益不淺。
第十七分域聯合服務–
十七分域獅愛長洲關懷
長者送愛心

2016年11月至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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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會
九龍城 獅Kowloon
City

九龍城獅子會 創會授證典禮
暨
推廣器官捐贈計劃啟動儀式
創會會長：何路德獅姐
地點：梅夫人會所
日期：2016年9月24日（星期六）
首屆職員、理事名單
創會會長

：何路德獅姐

糾察：陳思箖獅姐
總務：曾育輝獅兄

第一副會長 ：張景峯獅兄

會籍小組主席：Lion Fredrik Nyberg

第二副會長 ：何少欣獅姐

理事：陳慧珠獅姐、鍾兆麟獅兄、蔡基施獅姐、何鐵城獅兄

第三副會長 ：黃世仰獅兄

Lion Raluca-Sandra Huzuneanu、梁宇恆獅兄、梁俊明獅兄

義務秘書

：梁佩儀獅姐

駱建民獅兄、馬熙聰獅兄、Lion James M Moore、吳子峰獅兄

義務司庫

：楊于銘獅兄

曾舒婷獅姐、葉思進獅兄、林志輝獅兄、劉潤華獅姐

本

會創會意念是萌生於一
年多之前，源自何創
會會長多年來結識不少年輕有
為，來自各界別的有志之士。
他們均有熱誠想為社會作出貢
獻，何創會會長決心把他們凝
聚起來，秉承獅子會“我們服
務”的精神，毅然創立「九龍
城獅子會」。
何創會會長自80年代已加入獅
子會，25年前曾創立「銀綫灣
獅子會」，並曾獲選「最佳獅
友獎」之榮譽。同時，本會更
感謝指導獅兄陳立志前總監及
黃嗣輝獅兄一直從旁協助，分
享經驗及指導發展會務。
創會籌備過程中，雖然困難當
前，障礙重重。然而，看見各
會員不分彼此，各出所長，務
必把創會典禮做到盡善盡美。
本會成員全是在職人士，不論
家庭及事業均忙於照顧，大家
仍願意一盡己力，全神貫注把
籌備事務超額完成，實在叫人
感動五內，欽佩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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蒞臨典禮，令本會增色不少，
濃情厚誼，銘感難忘！溫暖、
輕鬆和歡樂的氣氛，瀰漫著晚
會全場每一角落，笑聲和掌聲
此起彼落，賓至如歸，好不熱
鬧。

九月創會滙精英
龍傳賢慧顯拔萃
城中傑才赴應雲
獅心服務力齊集
子傳孫繼眾成城
會務興隆出傑獅
9月24日創會授證典禮已完美
結束。創會授證典禮承蒙總監
馮妙雲獅姐授證及第一副總監
陳立德獅兄主持入會儀式。當
晚承蒙各友會獅兄、獅姐撥冗

November & December 2016

本會感謝食物及衛生局高永文
局長及陳肇始副局長蒞臨主持
「器官捐贈計劃啟動儀式」。
高局長演說中提及，很多有為
青年慘遭意外或患危急病，十
分迫切需要器官捐贈以延續生
命 。 可 惜 ， 捐 官 行 動 只 是「 求
過於供」，他希望各界人士釋除
傳統忌諱及疑惑，踴躍響應器
官捐贈計劃。「一命續七命」，
真是偉大的公德布施，令無數
絕望家庭重拾幸福與天倫。
本會成員普遍較為年青，滙集
了全城各行各業的精英才俊。
包括保險經理、里程課程教
練、演員、模特兒、飛機師、
校長、品德教育工作者、練馬
師、畫則師、心理學家、投資
分析專家、公司管理顧問...。

會長
何路德

其中大部份會員是公司老闆，
包括教育集團、廣告設計、陪
月服務、紅酒業、物流公司、
時裝業、化工業、室內裝修及
設計、手袋廠、飛行訓練公
司、投資顧問公司、地產公
司、環保公司等等。各位會員
盡是有心有力的能者。本會各
獅友均熱切期望日後能透過學
習、實踐和投入參與各項大小
社區服務，並務必盡心竭力，
活出「獅子會」精神。
善用歲月，多做公益實事
享受團隊，廣行服務社區
我們相信：能有餘力和餘閒去
幫助比自己更缺乏的人，實在
是天大福氣。心中富有，是真
正的「富」，而被人需要是真正
的「貴」，我們期盼自己是城中
未來真正「富貴」的人喔！
參加了獅子會，真是一個學習
「如何活得更充實」的人生課
程，每一位會員都互相珍惜，彼
此支持，親如手足，密如戰友。
珍惜眼前，惺惺相惜。
擁抱同行，莫問何夕！
「實現夢想，皆因堅持。」本
會只是兩個月大的幼獅嬰兒，

誠然有賴各分會獅兄、獅姐不
吝賜教，多多指導和提攜，好讓
本會早日茁壯成長，發揚光大。
為感謝何創會會長獨力苦心培
育我眾幼獅成長，茲以賦詩頌其
培育提攜之恩，優秀領導之情。
獅會齊心服務
何須比劃長短
路遙相扶同行
德懿寄冊天間
我眾幼獅會員，對何創會會長
的無私奉獻及傾囊傳授以無言
感激，銘記心中。本年度，本
會將會舉辦器官捐贈攤位，送
暖予各區露宿者，探訪孤兒
院，帶領弱勢社群的家庭參觀
中大、老人服務...等連串活動。

在此亦感謝母會「香港西區獅
子會」提攜及協助本會的誕生
成立，多謝母會各位獅兄、獅
姐鼎力的支持及鼓勵。日後仍
望母會能繼續支持及悉心栽培
本會會員，好讓「獅子會精
神」能在303區發光發熱，惠
及所有需要的階層，令受惠者
感受到現實生活環境仍有一絲
溫暖，體驗著人間尚有一滴關
愛。
在此，謹祝「九龍城獅子會」
會務興隆，會員互愛互助，合
作愉快，獅情日濃。亦祝願何
創會會長身體健康，輕鬆愉
快，把我眾幼獅友一一成功
地培育，快高長大，早日能獨
當一面，踏上探索「服務」之
旅。沿路有你，有我，有他/她
的互相吶喊聲和喝彩聲...我們
這一隊是303區最嬌嫩的幼獅
隊，雖是經驗淺薄，對獅務認
識不深，但我們卻有的是謙虛
的心和澎拜之情。

2016年11月至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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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何創會會長的英明領導和悉
心照顧之下，我們將會是團結
和活潑有生氣的一隊，迎接豐
盛的未來。

港澳獅聲 - 郵寄地區
中國
中華人民共和國衛生部
中共北京市委統戰部
中國殘疾人聯合會
國際獅子總會中國深圳380區

國際獅子總會中國廣東381區
國際獅子總會中國大連382區
國際獅子總會中國青島383區
國際獅子總會中國北京385區

國際獅子總會中國浙江386區
國際獅子總會中國瀋陽387區
國際獅子總會中國陜西388區
國際獅子總會中國哈爾濱389區

香港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政務司司長辦公室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財政司司長辦公室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律政司司長辦公室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運輸及房屋局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民政事務局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勞工及福利局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財經事務及庫務局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商務及經濟發展局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政制及內地事務局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保安局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教育局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公務員事務局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食物及衞生局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環境局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發展局
漁農自然護理署
中央人民政府駐香港特別行政區聯絡辦公室
香港旅遊發展局執行幹事
香港旅遊發展局經理
澳洲駐港領事館
英國駐港領事館
加拿大駐港領事館
法國駐港領事館
德國駐港領事館
日本駐港領事館
新加坡駐港領事館
東區區議會

離島區議會
九龍城區議會
葵青區議會
觀塘區議會
荃灣區議會
北區區議會
西貢區議會
沙田區議會
深水 區議會
南區區議會
大埔區議會
灣仔區議會
黃大仙區議會
油尖旺區議會
元朗區議會
中西區區議會
屯門區議會
香港女童軍總會
義務工作發展局
仁愛堂
九龍樂善堂
保良局
聖雅各福群會
扶輪社
國際青年商會香港總會
香港盲人輔導會
公益少年團執行委員會主席

視覺第一中國行動
香港童軍總會東九龍地域
香港戒毒會專項目總監
國際獅子會腎病教育中心及研究基金
香港獅子會眼庫
仁濟醫院
東華三院
博愛醫院
香港中文大學
香港浸會大學
香港大學
香港理工大學
嶺南大學
香港城市大學
香港科技大學
香港教育學院
香港公開大學
香港樹仁大學
獅子會中學
獅子會何德心小學
中銀信用卡(國際)有限公司
成報報刊有限公司
明報雜誌有限公司
香港電視廣播(國際)有限公司
大公報(香港)有限公司
亞洲電視
香港有線電視有限公司

中華總商會
中華總商會青年委員會
澳門同善堂值理會
澳門童軍總會
澳門工會聯合總會
澳門青年商會總會
澳門街坊會聯合總會
澳門大學
澳門理工學院
正報

澳門日報
現代澳門日報
市民日報
大眾報
澳門日報讀者公益基金會
星報
華僑報
澳廣視新聞部
澳門電台中文新聞及公共事務部
機場管理有限公司

澳門
澳門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辦公室
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社會文化司司長辦公室
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社會工作局
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教育暨青年局
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旅遊局
臨時市政局執行委員會
中央人民政府駐澳門特別行政區聯絡辦公室
澳門旅遊娛樂有限公司
澳門明愛
鏡湖醫院慈善會

海外
國際總會長
國際總會
獅聲編輯-泰國版
獅聲編輯-韓國版
獅聲編輯-複合區300台灣版
國際總會-公關及通訊
獅聲編輯-澳洲版
獅聲編輯-紐西蘭版
獅聲編輯-希臘及塞浦路斯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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獅聲編輯-LA、LB、LD 複合區的巴西版，
葡萄牙文版本多倫多香港獅子會
獅聲編輯-德國版
獅聲編輯-挪威版
獅聲編輯-法國版
獅聲編輯-複合區 A 加拿大版
獅聲編輯-芬蘭版
獅聲編輯-葡萄牙版
獅聲編輯-瑞典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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獅聲編輯-英國與愛爾蘭版
獅聲編輯-瑞士版
獅聲編輯-日本版
獅聲編輯-冰島版
獅聲編輯-土耳其版
獅聲編輯-義大利版
獅聲編輯-荷蘭版
獅聲編輯-LC 複合區的巴西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