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SSN 1023-6392

國際獅子總會會刊《港澳版》
T HE I N T E RN AT I ON AL A SSO CIATION O F LIONS CLUBS L I ON MAGAZ I N E - HONG KO NG & MA CA O EDITIO N

AUTHORS AND CONTRIBUTIONS:
Address manuscripts and other material to the
Editor-in-Chief, LION, District 303. Hong Kong
and Macao, 803-7 Dominion Centre, 43-59
Queen’s Road East, Wanchai, Hong Kong. LION
accept no responsibility for unsolicited material,
nor for the opinion expressed, or names used by
the authors. Contents copyrighted. All rights
reserved. Reproduction wholly or in part, except
as brief quotations, is prohibited except with
written permission. Official publication of Lions
Clubs International. Published by authority
of the Board of Directors in 20 languages English, Spanish, Japanese, French, Swedish,
Italian, German, Finnish, Korean, Portuguese,
Dutch, Danish, Chinese, Norwegian, Icelandic,
Turkish, Greek, Hindi, Indonesian and Thai.
EXECUTIVE OFFICERS (2018-2019)
President Gudr un Yngvadottir, Iceland;
Immediate Past President Naresh Aggarwal,
India; First Vice President Dr. Jung-Yul Choi,
Korea; Second Vice President Judge Haynes H.
Townsend, United States; Third Vice President
Brian E. Sheehan, United States.

DIRECTORS (2018-2019)
Second Year Directirs
Doo-Hoon Ahn, South Korea; Sandro Castellana, Italy;
Hastings E. Chiti, Zambia; William Galligani, France;
Thomas Gordon, Canada; Nicolás Jara Orellana, Ecuador;
Ardie Klemish, United States; Alice Chitning Lau, China;
Connie LeCleir-Meyer, United States; Virinder Kumar
Luthra, India; Dr. Datuk K. Nagaratnam, Malaysia; Don
Noland, United States; Regina Risken, Germany; Yoshio
Satoh, Japan; Patricia Vannet, United States; Gwen White,
United States; Nicolas Xinopoulos, United States.
First Year Directors
Muhammad Adrees, Pakistan; Qazi Akram Uddin Ahmed,
Bangladesh; Shoichi Anzawa, Japan; Billy J. (B.J.)
Blankenship, United States; Gary F. Brown, United
States; Rodolfo Espinal, Dominican Republic; Liao-Chuan
Huang, MD 300 Taiwan; Jongseok Kim, Korea; Dr. Nawal
Jugalkishor Malu, India; Geoffrey Leeder, England; Mark
S. Lyon, United States; Heimo Potinkara, Finland; JP
Singh, India; Steve Thornton, United States; Juswan Tjoe,
Indonesia; A. Geoffrey Wade, United States; Dr. Walter
Zemrosser, Austria.

WE
SERVE

303區辦事處OFFICE:

香港灣仔皇后大道東43-59號東美中心803-7室
803-7 Dominion Centre, 43-59 Queen’s Road East, Wanchai, Hong Kong
電話 Tel: (852) 2520 0316 傳真 Fax: (852) 2865 1117
網頁地址 Web Site: http://www.lionsclubs.org.hk

LION港澳獅聲：

電話Tel: (852) 2528 9689 傳真Fax: (852) 2865 1117
網頁地址 Web Site: http://www.lionsclubs.org.hk
電子郵遞 Email Address: thelionhk@lionsclubs.org.hk

港澳獅聲出版委員 會
( 2018-2019)
Chairperson
Doris L. C. Ho

主席
何麗貞

Vice Chairperson
William W. K. Koi

副主席		
瞿偉剛

Ex-Officios
Mimi M. W. Kwok
Alexander K. H. Wong
John L. Y. Leung

當然顧問
郭美華
王恭浩
梁禮賢

Advisors
Albert Wong
Frank S. K. Law

顧問
王偉粵
羅世傑

Hon. Secretary
Audrey K. H. Lo

義務秘書
羅潔嫻

Hon. Treasurer
Albert W. C. Mak

義務司庫
麥華池

Editor-in-chief
Josephine Ho

總編輯
何桂明

Editors
Eva S. F. Lau
Priscilla W. L. Fan

編輯
劉秀芬
范惟耐

Business Managers
Johnnie W. M. Mok
Ivan H. M. Chan
Jerry W. M. Chan

業務經理
莫偉明
陳漢文
陳偉明

Photography
Walam K. C. Wong

攝影 		
黃國泉

目 錄 Contents For January & February 2019 Issue
We Serve
國際總會訊息 Headquarters News

廣告索引
Advertisements Index

8	������������Service is a Journey by IP Gudrun Yngvadottir
8	������������服務的旅程 (譯: 何桂明獅姐)
9	������������Celebrate the Art of Service in Milan by IP Gudrun Yngvadottir
10	����������A Community Center Flourishes, Thanks to Leos and LCIF
11	����������LCIF Impact (譯: 何桂明獅姐)
12	����������New Opportunity Arises for Homeless in Salzbury
13-14	�����Diabetes: Lions Take on a Global Epidemic
15	����������Executive Summary
16-18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Inside Cover	�������������InterContinental Hong Kong
1	�������������������������������Season's Greeting From LION
Magazine - Publication Board
2018-2019
4	�������������������������������Season's Greeting From District
Governor Lion Mimi M. W. Kwok

三○三區會訊息 District 303 News Update
19	����������區年會公告
20-21	�����總監的話之 (四)
22	����������香港獅子會眼庫
23	����������國際獅子會腎病教育中心及研究基金
24-25	�����教育：獅子會中學及獅子會何德心小學
26	����������獅子會與浸會大學中醫慈善基金會
27	����������青年拓展及禁毒警覺委員會
28	����������“沈樂年碟 – 高爾夫球比賽”賽果
29	����������羽毛球小組活動報告
30-31	�����特稿：中國港澳303區區會服務地標 (二)及(三)

5	�������������������������������Season's Greeting From 1st
Vice District Governor Lion
Alexander K. H. Wong
6	�������������������������������Season's Greeting From Lion
Amy Leung
7	�������������������������������Season's Greeting From Lion
Yeung Chun Wing, Edmund
71	�����������������������������康業信貸快遞 (李常盛獅兄)
83	�����������������������������PT By Princeton (冼慧詩獅姐)
84	�����������������������������海生行 (蘇傑開獅兄)
Inside Back Cover	����加美敦有限公司 (李國明獅兄)
Back Cover	��������������� 新口岸葡國餐 (馮健富獅兄)

三○三區屬會訊息 Clubs News Update
屬會訊息

九龍 Kowloon
香港半島 Peninsula
香港域多利 Victoria Hong Kong
香港香島 Bayview
香港青山 Castle Peak Hong Kong
太平山 Tai Ping Shan
香港觀塘 Kwun Tong Hong Kong
香港尖沙咀 Tsim Sha Tsui, Hong Kong
鑪峯 The Peak
香港東九龍 Kowloon East, Hong Kong
獅子山 Lion Rock
南九龍 South Kowloon
九龍塘 Kowloon Tong
西九龍 West Kowloon
香港港南 Hong Kong South
香港新界 The New Territories, Hong Kong
港東 Hong Kong East
香港筆架山 Beacon Hill
港島 Hong Kong Island
寶馬山 Braemar Hill
香港沙田 Shatin, Hong Kong
香港北區 Hong Kong North
元朗 Yuen Long
香港鳳凰 Phoenix Hong Kong
紫荊 Bauhinia
屯門 Tuen Mun
百俊 The Centurion

32
33
34
35
36
37
32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47
48
49
44
50
51
52
53
53
54
55
56

屬會訊息

銀綫灣 Silverstrand
紅山 Red Hill
中區 Central
香港荷李活 Hollywood Hong Kong
香港鑽石 Diamond Hong Kong
香港青馬 Tsing Ma
香港特區中央 Center Point H.K.S.A.R.
維港 Harbour View
香港灣仔 Wan Chai, Hong Kong
銅鑼灣 Causeway Bay
香港半山 Mid-Levels, Hong Kong
何文田 Ho Man Tin
香港新民 Hong Kong Citizens
香港太子 Hong Kong Prince Edward
香港深水埗 Sham Shui Po Hong Kong
香港新時代 Hong Kong New Era
荃灣 Tsuen Wan
香港炮台山 Hong Kong Fortress Hill
南區 South
九龍灣 Kowloon Bay
大埔 Tai Po
香港國金 Hong Kong IFC
香港和平 Hong Kong Peace
香港星光 Hong Kong Stars
香港大灣區 Hong Kong Greater Area
香港華夏 Huaxia Hong Kong

57
54
58-59
60
61
62-63
64
65
66
67
60
68
69
70
72-73
74
75
76
75
77
78
79
80
81
78
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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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 務的旅程
當我們宣誓加入成為獅子會會員的時候，我們攜手
並進踏上了服務的旅程。我們分享善心，為我們的
社區帶來希望，改變我們所服務的人羣的生活，並
在這一過程中改變我們自己的生活。

8

(譯：何桂明獅姐)
可能出現的需要和障礙。這是在行動之前的學習和
發現。這使得我們的服務辦得更好，因為我們更瞭
解情況，準備得更充分，最終可以更有成效。

但在許多方面，服務本身就是一個旅程。服務不能
一蹴即就，活動結束後也並非一個終結。這是一個
循環：學習、實行、慶祝，這樣我們就可以繼續發
展我們的工作，擴大我們的服務能力。

要我們的工作持續，必定要把整件事廣傳開去，分
享我們的故事。做一件好事是一回事，把善舉成功
演繹是另一回事，能與其他人分享你的服務故事，
他們可能會大加讚賞，甚至加入你的服務–這都是
因為他們受到了你的故事的啟發和感染。

當我們認識到一個問題–也許是家鄉爆發糖尿病，
或者是當地人需要醫療服務–我們開始想辦法讓我
們的獅子會提供幫助。我們進行一些研究，接觸瞭
解這個問題的人，我們更清楚知道我們進行途中的

請大家切記，我們都在同一個旅程，我們都在朝著
一個目標–一個更美好的世界邁進，然而我們都在
通過不同的途徑去實現這一目標。而到達那裡的過
程和目的地一樣重要。你選擇了甚麼途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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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譯：何桂明獅姐)

在烏拉圭海岸繁榮的首都叫蒙特維多，在這個充滿

忍受飢餓的兒童提供膳食飯堂，並將建立一個由政

活力的城市內一個社區中心於十年前被棄置，嚴

府國家護理系統管理的幼兒保育中心。

重失修，油漆剝落，牆壁已成頹垣敗瓦，屋頂穿
破，地板滿佈污漬，屋外雜草叢生，垃圾堆積如

Montevideo Ansina青年獅子會每個週六都會去

山。Montevideo Ansina 青年獅子會清楚知道這一

中心給社區的孩子們派發小食，玩遊戲。能夠解

個社區中心日久失修，決定向國際獅子會基金申請

決 饑 餓 和 幫 助 青 年 人 是 這 群 青 年獅子會會員的動

撥款，獲發五仟美元援助。Montevideo Ansina 青

力。Montevideo Ansina青年獅子會計畫繼續開展新

年獅子會成為最早獲得國際獅子會基金(LCIF)資助

的活動，為社區服務。一個想法是開闢一個花園。由

的青年獅子會之一！

於Montevideo獅子會會員的雄心壯志，以及國際獅
子會基金的資助，這社區將有一個新的幼兒保育中

Montevideo Ansina 青年獅子會的八十位成員獲得

心，並有足夠空間讓社區積極發展。

母會及Madamme Curie獅子會十五位會員協助，
並由烏拉圭 leones del Fundación 資助，努力為

青年獅子會服務撥款是國際獅子會基金一個全新的

社區中心提供急需的更新。社區中心的少數志願者

計畫，這些撥款使青年獅子會會員能夠在自己的服

也支援了這一個工作，他們一起重新粉刷了內外

務計畫發揮更大的力量，亦同時學習領導才能。個

牆、門、窗、戶外遊戲裝置和大樓的標誌，他們還

別青年獅子會可獲最高2,500美元的撥款，同區的

在室外地區進行了裝修。志願者們清理了天井，草

青年獅子會可獲最高5,000美元的撥款。

坪，並悉心照料灌木叢。此外，還聘請了專業人員
更換屋頂，在今後幾個月裡，對大樓進行了翻新，

請登入lcif.org/be100, 瞭解100運動將如何為青年

包括新浴室、新傢俱、新廚房、照明和空調。

獅子會會員服務，並通過撥款解決弱勢群體的獨特
需求，並擴大所需的資源和基礎設施，為一個沒有

重修的社區中心直接惠及100名兒童，並將通過提

人挨餓的世界而努力，解決我們社區和世界各地的

供娛樂和教育活動使社區受益。該中心將提供電腦

糧食短缺問題。

課程、圖書館和舉辦社區節慶。它還將容納一個為

2019年1月至2月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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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January & February 2019

國 際 總 會 訊 息 He a dq u a rte rs News

2019年1月至2月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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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January & February 2019

國 際 總 會 訊 息 He a dq u a rte rs News

2019年1月至2月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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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Club Delegate Entitlement Table
Membership
1-37
38-62
63-87
88-112
113-137
138-162
163-187
188-212
213-237
238-262
263-287
288-312
313-337
338-362
363-387
388-412
413-437

Delegates
Entitled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Membership
438-462
463-487
488-512
513-537
538-562
563-587
588-612
613-637
638-662
663-687
688-712
713-737
738-762
763-787
788-812
813-837
838-862

Delegates
Entitled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Membership
863-887
888-912
913-937
938-962
963-987
988-1012
1013-1037
1038-1062
1063-1087
1088-1112
1113-1137
1138-1162
1163-1187
1188-1212
1213-1237
1238-1262
1263+

Delegates
Entitled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See below*

Delegate count is based on the club’s membership as shown by the records of the international office on the first day of
the month last preceding that month during which the convention is held. See Article VI, Section 2 of the International
Constitution and Chapter XVII – Membership, Board Policy Manual.
*Delegate entitlement is one delegate for every 25 members or major fraction thereof.

2019 CNV-TBL_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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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ting at 2019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Voting for Executive Officers and International Directors
Every Lions club in good standing can participate in the election of executive officers and international directors
and can vote on amendments to the association’s bylaws by assigning delegates to represent the club at the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At the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certification and voting will occur at the same time in the convention Voting
Area. As soon as you are certified, you will receive a ballot and will be able to vote immediately. Certification
and Voting days and times are:
•
•
•

Sunday, July 7, 12:00 PM – 5:00 PM (12:00 – 17:00)
Monday, July 8, 12:00 PM – 5:00 PM (12:00 – 17:00)
Tuesday, July 9, 7:30 AM – 9:30 AM (7:30 – 9:30)

Assigning Club Delegates
Club Delegates for the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of Lions Clubs can be assigned by the club president or
secretary, using one of the options below:
•
•

Log on to MyLCI >>> My Lions Club >>> Conventions
Submitting the Club Delegate Form to LCI headquarters, at the address below.

Clubs using MyLCI can assign their club delegates at any time between January 1 and July 2, 2019 11:59 pm CST
(US).
Clubs using the Club Delegate Form to assign their delegates will need to mail the form to International
Headquarters by May 1, 2019. If you are not able to mail the form by May 1, 2019 bring signed form to the
convention site. The form will also be available online.
For more information on voting at the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go to:
http://lcicon.lionsclubs.org/experience/certification-voting/
Member Service Center
Lions Clubs International
300 W. 22nd St.
Oak Brook IL USA 60523

Email: MemberServiceCenter@lionsclubs.org
Phone: 1+630-203-3830
Fax:
1+630-571-1687

2019年1月至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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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VENTION AND HOTEL RESERVATION FORM

LIONS CLUBS 102ND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Milan, Italy • Friday, July 5 – Tuesday July 9, 2019
DEADLINES MAY 1, 2019: Deadline for advance registration and hotel reservation. Deadline to submit a refund request for registration, housing and/or ticketed event cancellation.
REGISTRANT INFORMATION: Please type or print name as it appears on passport/photo ID.
First Name/ Family (Last) Name

Badge/Call Name

Address
City

State

Postal Code

Daytime Phone
Lion

Country

E-mail
Lioness

Alpha Leo

Omega Leo

Adult Guest

Club No.

COMPANION: First Name/ Family (Last) Name
Lion

Lioness

Alpha Leo

District

Title

District

Title

Badge/Call Name
Omega Leo

Adult Guest

Club No.

Membership No.

CHILD: First Name/ Family (Last) Name

Age

PACKAGE A:
Includes convention registration for each registrant listed above plus one (1) hotel room serviced by shuttle
buses during convention.
Before January 11, 2019
After January 11, 2019

Membership No.

Reservation in delegation hotel
I prefer my delegation hotel

Alpha Leo

PACKAGE B:
NO ROOM REQUIRED (Registration only for each person listed above.)
OPTIONAL TICKETED EVENTS
I/we plan to attend the following event(s): (Must be registered to attend)

Prefer another hotel

EVENT: MELVIN JONES FELLOW LUNCHEON
DATE/TIME
FEE
QUANTITY
July 8/ 12:00-14:00
US $75
______

Hotel Name
Arrival Day/Date
Departure Day/Date
No. of Guests in Room ____ No. of Beds Needed
1
2
Special Requirements:
Wheelchair Accessible
Other
• US$200 Hotel Deposit is per room and credited to your hotel bill at check out.
• Hotel rooms are equipped to accommodate a total of two (2) guests per room.
• Hotel Deposits paid by credit card will be charged an additional 8%.
• The Hotel Deposit will be sent to the hotel in Euros at the prevailing exchange rate.

AMOUNT DUE
$_______

EVENT: DISTRICT GOVERNOR/PAST DISTRICT GOVERNOR BANQUET
DATE/TIME
FEE
QUANTITY
AMOUNT DUE
July 8/ 20:00-22:00
US $135
______
$_______

EMERGENCY CONTACT INFORMATION:

Emergency Contact Name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mergency Contact Phone Number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SERVICE PROJECTS IN MILAN
I am interested in participating in a hands-on community service project during the Milan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Further details on registering for service projects will be sent to you in the coming months.
PAYMENT: Full payment is required with this form. US currency only. Checks and money orders must be drawn on US banks. Visa, MasterCard & Discover cards accepted.
REGISTRATION FEES:
Adult
Child (17 and under)/Alpha Leo Omega Leo
PACKAGE A:
PACKAGE B:
EARLY (Before January 11, 2019)
US$150
US$20
US$100
Registrations: US$ _________ Registrations: US$ __________
REGULAR (January 12 through March 31, 2019) US$200
US$20
US$100
Ticketed Events: US$ _________ Ticketed Events: US$ __________
200.00
LATE
(April 1, 2019 – onsite)
US$225
US$20
US$100
Hotel Deposit: US$ _________
Total Due:
US$ _________ Total Due:
US$ __________
Check # ______

Wire transfer (payment slip must be attached to this form)

Visa

MasterCard

Discover

Name as it appears on card

Credit card must be in the name of the registrant.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

___-___-___

Card Number

Expires Month/Year

Security code (3 digits)

Cardholder Signature
Mail form and payment to: Lions Clubs International Attn: Convention Division • 300 West 22nd Street Oak Brook, IL 60523-8842 USA • Allow 4 weeks for processing.
• Credit Card and Wire Transfer Payments can be faxed to: (630) 571-1689
• LCI will email your Official Registration Confirmation. Please print and bring with you to Milan, Italy.
• All registrants will pick up their name badge onsite in Milan. Please bring your LCI Official Registration Confirmation with you to scan and print your name badge. A photo-ID is also required. LCI will not mail badges in advance.
• Information provided on this document shall be use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privacy policies and procedures of Lions Clubs International.
HOUSING FORM CRHF 2019 EN 8/18
• Questions? Email us: registration@lionsclubs.org.
Please note: Lions Clubs International will be documenting the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for promotional purposes. Your participation may be filmed or photographed at this event. Your registration is your consent for use of these images by Lions Clubs Internati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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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告 Official Notice

國際獅子總會中國港澳三○三區
區年會2018-2019
2019年5月5日(星期日)
茲 通 告 ：根據區憲章第八條，國際獅子總會中國港澳三0三區二零一八至

二零一九年度區年會，謹定於2019年5月5日(星期日)下午2時正假座香港洲
際酒店舉行。各屬會之周年同人大會代表及候補代表有權出席並投票通過或
否決有關事 項 。
區年會為本區獅子活動每年極重要項目之一，祈望各位獅兄、獅姐屆時與 貴
會周年同人大會代表及候補代表，全力支持參加，以示表揚獅子精神。
耑此奉 達 。 並 頌
時祺
區年會主席
總 監 郭 美 華 獅姐

Lions Clubs International District 303 Hong Kong & Macao, China
ANNUAL DISTRICT CONVENTION 2018-2019
May 5, 2019 (Sunday)
NOTICE IS HEREBY given that pursuant to Article VIII of the District Constitution,
the Annual District Convention of District 303 – Hong Kong & Macao, China for the year
2018-2019 will be held at the Hotel Intercontinental Hong Kong on Sunday, May 5,
2019 at 2:00 p.m. Each Club’s delegate(s) and alternate(s) are entitled to attend and
vote on matters to be voted for.
In addition to each Club’s delegates and alternates, all Lion members are welcome to
attend this significant annual event in this Lionistic year to demonstrate your support
to Lionism.
Yours in Lionism,

				

DG Mimi M. W. Kwok

Chairperson, District Convention

郭美華

總監2018-2019

總監的話

之(四)

今期獅聲的內容包含了2019年1月至2月的獅務，亦恰巧橫跨了新曆及農曆兩個新年，本人在這新春的好日子
熱烈祝賀各位會長、各位獅友新春大吉，獅務昌隆，家庭幸福，諸事順利！這兩個月的區會獅務與新春的氣氛
同樣熱鬧，在此與各位分享如下：
獅子行2019 - 活潑寶寶獅同行

第五分區服務 – 福袋支援屬會服務

區會每年一度的區服務基金籌款活動 – 獅子行於2019年1月

第五分區繼「獅心獻關懷 秋日送溫情」服務

6日假山頂道花園舉行，今年獅子行的主題是「活潑寶寶獅同

後，推出了送贈福袋的項目，提供7,900份福

行」，以步行及慈善嘉年華會方式進行，亦安排了屯門育智

袋支持各屬會的服務，讓更多有需要的人士

中心的兒童(過度活躍症)及家人參加，希望能提高獅友及公

受惠。各屬會的服務如需要免費贊助福袋，

眾對香港弱能兒童的關注。是次活動的主禮嘉賓為中西區民

可以填妥表格遞交區會審批，申領福袋數量

政事務專員黃何詠詩太平紳士，同時亦有6位2018亞洲太平

每屬會限一次並限量100份。福袋滿載獅友

洋國際小姐蒞臨擔任服務大使，會場氣氛熱烈，參與人數超

的關心、愛心、服務心，多送贈福袋，施與

過500人，活動在一片歡樂聲中度過。

受都多一份福氣！
第六分區服務 –
第43屆香港特殊奧運會分區田徑賽
區會今年繼續支持香港特殊奧運會的分區田
徑賽，比賽已於2019年1月19日在馬鞍山
運動場圓滿舉行，約有600位傷健選手進行
各項田徑賽事，當天區會成功招募了逾300
位獅友義工到場協助賽事工作，除田徑比賽

港澳獅子服務日「LIONS顯愛心，生命樂繽FUN」

外，第六分區在場地設置了「共融活力小天

今年度的港澳獅子服務日的主題為「LIONS顯愛心，生命樂

地」嘉年華會共五個攤位，與傷健人士一齊

繽FUN」，於2019年1月26日在喇沙書院舉行，是次服務以

遊戲。

嘉年華會的形式接待了約450名癌症康復兒童及其家人，提
供攤位遊戲、表演、精彩魔術等節目，病童及家人都度過了
一個愉快的週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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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心同德 共創共嬴
第二次全區聯合晚餐例會：

和平海報獲優異獎

<群獅團聚福滿堂 金豬迎春聲威壯>

和平海報設計比賽今年度的主題是

今次的晚餐例會主題是向會長、秘書、司庫致敬 暨

「慈善為懷」，由303區選出的作

新春團拜，於2019年2月18日在香港會議展覽中心

品當中有一個作品獲國際獅子總會

舉行。當晚座無虛設，典禮莊嚴隆重，團拜節目豐

評為優異獎，在全球60萬份參賽

富，大家互送祝福，合共998位獅友聯同親友筵開

作品中脫穎而出，是23份優異獎

81席歡聚一堂，一起歡度一個喜氣洋溢的晚上！

作品之一。提交海報的贊助屬會為
何文田獅子會，得獎小畫家為黃思
睿同學，就讀聖保祿中學。
優化區會網站
303區會的「網站優化項目」第一階段運作暢順，第二
階段於2019年1月底經已推出，內容包括電子會員名

修訂憲章及附則規程

冊、會員專區等新功能。獅友現時只需登錄網站便能搜

「憲章及規程修訂委員會」於2019年1月21日在

索到會員資料和下載表格，屬會亦可以自行將服務「上

區會召開了諮詢會，給獅友公開討論建議的修訂條

網落大簿」，及透過Apps記錄服務時數。第一次的網

文；諮詢會上收到獅友意見後，在2019年2月1日

站優化培訓班已於2月23日舉行，收到的獅友意見會作

的修章工作會議上已經作出一些針對性修改。將於

出研究和適當的調整；稍後於3月會再安排多次培訓。

2019年3月20日再在區會召開第二次諮詢會，給全
區獅友再次討論及提出意見。

303區與深圳380區互訪交流
2018年12月深圳獅子會總監馬敏獅姐及一行40位獅友

非獅子會而使用「獅子會」名義

到訪 303區，到區會會址交流並前往參觀獅子會何德

做註冊的有限公司：

心獅子小學、獅子會自然教育中心、獅子會洗腎中心

本人於2018年12月中旬收到獅友通知，獲悉有一

等。於2019年1月12日，本人與四十多位獅友，包括9

間名為「獅子會娛樂集團有限公司」的公司公開在

位區職員、會長和獅友回訪深圳380區，當天獲馬敏總

大眾媒體及網站推廣其娛樂事業。由於此間公司並

監及她的內閣熱情招待，於早上參與一個社區服務和參

不是區會或國際總會註冊承認的團體，其業務與獅

觀了深圳獅子會在人民醫院舉行的「獅愛驛站」項目，

子會的公益服務大相逕庭，它以獅子會的名義行事

下午在深圳獅子會會所交流，聆聽馬敏總監對香港303

可能會誤導公眾產生混淆，亦有損獅子會的形象，

區在社區建設的稱讚，在此要多謝我們各位前總監的遠

因此區會已立即去信公司註冊處跟進，公司註冊處

大眼光。

經瞭解後，已去信「獅子會娛樂集團有限公司」勒
令其於六個星期內更改公司名稱以免混淆。另外，

新年伊始，區會的獅務在春節的熱鬧氣氛、區職員團隊

區會亦將於3月初在華富財經網頁（Quamnet）及

的努力，以及各位獅友的支持下蓬勃發展，未來數月的

英文虎報刊登聲明向公眾澄清「獅子會娛樂集團有

日子亦將會有不同項目陸續推出，十分期待在下一期的

限公司」與獅子會無關。

獅聲雜誌再與各位分享我們服務的點滴！

2019年1月至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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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獅子會眼庫
香港獅子會眼庫參與「港澳獅子服務日」

國

際獅子總會中國港澳303區於2019年1

嘉年華當日氣氛融洽，服務可謂相當成功！除有賴

月26日上午10時至下午3時在喇沙書院

大會的妥善安排，更重要是香港獅子會眼庫各理

舉辦一年一度「港澳獅子服務日」，今年主題為

事、眾義工和眼科專科醫生的幫助，感謝大家！

「LIONS顯愛心，生命樂繽FUN」的嘉年華，目
的為約450名癌症康復兒童及其家人提供攤位遊

香港獅子會眼庫以「助人重見光明」為宗旨，57年

戲、學生表演及精彩魔術等。

來致力倡導組織捐贈，並促進香港眼組織移植的發
展，幫助眼疾患者早日復明，並為本地眼角膜移植

香港獅子會眼庫支持參與「港澳獅子服務日」，高

的醫療發展提供專業意見，舉辦眼科服務等。

敏華主席連同黃秘書、各理事及4位眼科專科醫生
駐場，在香港獅子會眼庫的攤位內為受眾解答眼疾
問題，現場受眾踴躍發問，例如如何防止近視加
深，如何健康使用手機和電腦，激光矯視後如何保
護雙眼等。眼科專科醫生除了一一解答問題外，又
向受眾建議在日常生活中如何保護眼睛。

除解答眼疾問題
外，香港獅子會
眼庫並設有遊戲

香港獅子會眼庫主席前總監高敏華獅姐與大會主席梁禮賢獅
兄、各眼科專科醫生及各義工合照

攤位，遊戲名稱
為「眼明禮到」，
參與者使用衣架

勾起放在枱上的
多款禮物，用眼
睛看準勾起即可
得到心儀禮物，
令受眾有一個開
心愉快的週末。
上圖：眼科專科醫生駐場為受眾解答眼
疾問題。下圖：受眾使用衣架勾起放在
枱上的禮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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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獅子會眼庫主席前總監高敏華獅姐與國際獅子總會中國港
澳303區總監郭美華獅姐、眼科專科醫生及各義工合照

三○三區區會訊息

District 303 news update

腎友健康講座暨聖誕聯歡會

12

月普天同慶聖誕佳節，中心於2018年12

邀請腎科專科醫生譚雋熹醫生為我們主講「洗腎病

月19日(星期三)下午12時45分假深水埗長

人飲食要注意」、「菲菲舞蹈團」載歌載舞的精彩

沙灣道681號貿易廣場富臨酒家舉行了「腎友健康

演出、董事局成員及嘉賓合唱聖誕歌，還有壓軸大

講座暨聖誕聯歡會」，當日出席包括腎友及家人、

抽獎，「腎友健康講座暨聖誕聯歡會」在一片歡呼

中心職員、藥廠代表及董事局成員等，筵開11席，

聲中結束，最後要多謝董事局成員及藥廠的慷慨贊

超過130人參加，場面非常熱鬧。中心非常榮幸能

助。

腎科專科醫生譚雋熹醫生為我們主講『洗腎病人飲食要注意』，
腎友們踴躍參加答問環節

董事局成員及嘉賓齊唱聖誕歌

「新民至善」慈善音樂會
由香港新民獅子會、國際獅子會腎病教育中心及研

新民獅子會的籌辦及策劃莫彥璁先生擔任藝術總

究基金及香港社區組織協會呈獻的「新民至善」慈

監，陳永華教授太平紳士擔任客席指揮，表演嘉賓

善音樂會已於2019年1月10日(星期四)假香港文化

陣容鼎盛，包括：明儀合唱團、香港聖樂團、蕭凱

中心音樂廳圓滿舉行，為中心籌募日常經費；中心

恩小姐、音樂兒童基金會、優才(楊殷有娣)書院美

非常榮幸邀請政務司司長張建宗大紫荊勳賢, GBS,

聲廚師、Omega、蔡文輝先生及盧玥珊小姐等。

JP與國際獅子總會中國港澳303區總監郭美華獅姐

承各嘉賓摯友及獅友鼎力支持，中心董事局成員的

擔任主禮嘉賓。今次活動得以順利舉行，多謝香港

捐助，當晚籌款活動非常成功。

當晚表演團體之一香港聖樂團正演唱Hallelujah Chorus，由
陳永華教授指揮及黃健羭女士伴奏

籌委會主席丘小燕女士(後排左七)、董事局主席江昕博士(後排
右七)及義務執行總幹事前總監張新村醫生(後排右八)率領董事
局成員與主禮嘉賓政務司司長張建宗大紫荊勳賢, GBS, JP(後
排左八)及郭美華總監(後排右九)合照

2019年1月至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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獅子會中學

2018至2019年度
家長日暨獅子會中學義賣嘉年華

2

019年2月24日(日)學校舉行家長日暨獅子會
中學義賣嘉年華活動。每年第一學期考試完

畢，均會邀請家長及學生到校與班主任會面，回顧
學生過去一個學期的表現，並商訂第二學期的學習
目標。

趁着如此歡慶的日子，香港寶馬山獅子會與獅子會
中學合辦「獅子會中學義賣嘉年華」已進入第七
年，旨在做到：環保惜物，同時能發揮年青人的領
導才華，讓青獅及獅子會中學的學生可以一起籌辦
活動。

開幕禮邀得總監郭美華獅姐主禮，活動籌委會主席
唐德傑獅兄、會長陳振中獅兄及一眾獅兄、獅姐出
席義賣活動。感謝各位獅友捐來物資以供義賣。今
年適值山竹颱風吹襲香港，學校留下大量木材。家
長、工友們將他們加工成紀念品，成為今年籌款的
一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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獅子會何德心小學

二十周年校慶「躲避盤校際比賽」

為

慶祝二十周年校慶，本校於1月19日舉辦「何
德心盃躲避盤校際比賽」，邀得多所幼稚園

及中學參與，讓區內學生體驗躲避盤的樂趣，同時
促進團隊合作精神。當日的比賽氣氛熱烈，學生表
現積極。
上午舉行的幼稚園賽事邀得區內五所幼稚園參與，
包括：宣道會陳李詠貞紀念幼稚園、香海正覺蓮社
佛教林黃明慧幼稚園、基督教聖約教會小天使（天

本校躲避盤校隊則獲得碟賽冠軍，成績驕人

盛）幼稚園、翰林幼稚園及朗屏邨聖恩幼稚園。先

同日下午，五所中學與本校躲避盤隊進行了團體比

由本校躲避盤隊員向幼稚園生做示範，再請學生進

賽，中學包括：元朗商會中學、麗澤中學、裘錦秋

行「擲準」、「擲遠」和「傳盤」比賽，幼稚園生

中學（元朗）、香港管理專業協會羅桂祥中學和天

既能體會小學運動課的滋味，亦能舒展身心。

水圍官立中學，各校派出兩隊參賽。比賽開始時，
本校躲避盤健兒像弦箭般奮力衝往前方，經過了四
回合賽事，一關過了又一關，奮戰到最後四強賽，
是次對壘是天水圍官立中學的健兒，雙方實力旗鼓
相當，賽事爭持於仲伯之間，本校躲避盤隊起初處
於下風，但電光火石之間，本校躲避盤隊躍身一
跳，拋出關鍵的一下，席上觀眾紛紛屏住呼吸，結
果，本校躲避盤憑著最後一擊，飛盤命中目標，局
勢瞬間扭轉。本校躲避盤越級挑戰中學生，但仍能
獲得碟賽冠軍，的確實力不凡，在場的支持者都興
奮得跳了起來。最後，經過一番龍爭虎鬥，由麗澤
中學獲得盃賽冠軍。

獲獎幼稚園生興奮地接過獎盃和獎牌！

學生齊來享美食，共迎校慶樂無窮
為慶祝獅小校慶，何德心副校監送給學生一個難忘

外吸引，為聖誕聯歡會增添氣氛，學生吃得津津有

的美食盛會。一至三年級的學生收到香甜可口的生

味，流露出校慶的歡欣。

日大蛋糕助興，四至六年級的學生則享用熱騰騰的
另一邊廂，獅小飯堂筵開34席，副校監、校董與校

盆菜宴。

長與高年級學生共享圍村盆菜。何副校監為高年級
何德心副校監、簡有山副校監、鄧永聯校董與潘

老師與學生一起享用熱騰騰的盆菜宴

學生致詞，為大家送上真摯的祝福和勸勉。眼看著

偉 基 校 董 親 臨

一盆盆琳琅滿目

獅小，帶著親切

的美食，你一件

的笑容與愛心為

我一塊地吃著，

大家送上聖誕祝

每圍的學生與老

福。蛋糕上新鮮

師都在歡聲笑語

的水果堆疊在白

中享用最溫馨的

皚皚的奶油上分

味道。

何德心副校監、簡有山副校監、鄧永聯
校董與潘偉基校董親臨教室，送上校慶
蛋糕

2019年1月至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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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問
獅子會與浸會大學中醫慈善基金會，林海涵主席
訪： 林主席、多謝你撥冗接受我們的訪問，希望經
過本次的訪問，能夠對《獅子會浸會大學中醫
慈善基金會》增加了解。
林： 唔使客氣，你有任何問題，可以即管問，我一
定會按照實情直答。
訪： 林主席一向妙語連珠，嚴肅幽默兼而有之，連
訪問都能夠做到妙人快語。林主席，可否請你
先介紹一下基金會的組合？
林： 正如我哋基金嘅名稱咁，我哋基金係由國際獅
子總會中國港澳303區區會同埋香港浸會大學
中醫學院共同成立，簡單講，基金係由獅子會
負責籌款、由浸大中醫學院屬下10幾間診所負
責提供醫療服務嘅一個社區團體。雖然講浸大
唔需要負責籌款，但係，因為浸大對我哋基金
提供大折扣醫療，每個診療只收取半價，係經
濟上已經為基金間接籌咗唔少款項，你明白我
嘅意思嘛？

訪： 咁林主席，你介紹一下當年這個基金點解會吸
引你加入，好嗎？
林： 當年？當年我都唔知有個中醫慈善基金。有一
日李國賢前國際理事同埋域多利獅子會孔憲紹
獅兄打電話畀我約食午飯。我哋三個人因為業
務關係認識幾十年，又志同道合一齊服務社會
幾十年，經常一齊食飯，無話不談。我以為食
飯啫，點知，李國賢前國際理事坐低即刻話要
我同佢一齊再領導個新基金，佢話佢答應咗擔
任主席，要我一如以往做佢嗰義務司庫。咁！
有孔憲紹做顧問，李國賢做主席，要我做義務
司庫，我點會唔敢做？
孔獅兄因為一向係浸會大學嘅最積極支持人，
佢願意出錢出力，所以我就承擔做義務司庫
囉。點知無耐，李理事同孔獅兄先後辭世，我
被推選做主席，兩年一任，同浸大校長輪流擔
任主席，一做做咗5任10年。今年係浸大黃偉
國副校長輪任主席。
啲嘢有時唔係有心插柳或者係無心插柳嘅，個
中醫基金會名正言順，服務對象鮮明，係社區
最需要嘅慈善醫療服務，社會對我哋中醫有好
大正面迴響，我哋一班人愈做愈起勁。
老實講，我都身兼好多個公職，但係如果你
問我，邊個我比較用時間，邊個我個人認為
社會得益最多，我會話係香港遊樂場協會同
中醫慈善基金會。我為遊樂場協會做咗好多
年，2015-2017年度擔任主席，依家係常務副
會長，旗下有體育場、體育館、青少年中心同
郊外度假營加埋一共有十幾個，工作人員有
350人。老實講，兩個公職真係用我唔少時間
同精神。好彩，基金會係一個整體團體，有4
個工作小組，醫療小組由浸會中醫院長卞教授
負責，籌款小組由我負責，工作小組由謝炎培
獅兄負責，馮妙雲前總監負責甄別申請。我哋
大家群策群力，10年合作無間。
訪： 可否請介紹一下基金10年來的成績？
林： 中醫慈善基金由2007年成立，12年我哋已經
籌到超過800萬港元，為幾千個老人家提供咗
中醫診療服務。當初，大多數病人係傷風咳嗽
一般性小病，不過，之後就陸續有唔少長期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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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去診所求醫。但值得一談係其中有一位老
人家，本來已經係癌症末期病人，因為接受浸
會中醫療養性治療，大幅度減低咗癌症化療對
健康嘅破壞性，除咗可以恢復自己照顧起居飲
食，增強生活的質素外，重延長了壽命多達六
年。我講嘅係其中之一個例子，我哋重有好多
其他例子，講唔晒咁多。救人一命勝過七級浮
屠，我哋點止救咗一個人。大體講，我哋基金
除咗為幾千個病人恢復健康外，我哋基金會仲
舉行大型健康講座，為老人家提供健康常識，
預防病患。
訪： 籌咗超過800萬元，你哋係點樣籌慈善捐款？
林： 可以講，有一半係向外籌款。比如有一個英國
慈善基金係早年聽到我哋嘅服務，經過我哋同
佢哋接觸，佢哋先後兩次捐贈共港幣160萬畀
中醫慈善基金會，為我哋基金打好基礎，功不
可沒。其他外人有唔少本身都係慈善基金會，
比如孔憲紹基金捐獻100萬。我不甘後人，亦
都前後捐咗超過100萬。另外屯門獅子會前前
後後都捐咗百幾200萬，每年我哋獅子會高爾
夫球都有籌到十五萬以上。捐十萬蚊以上獅子
會會員數唔到咁多。本年3月28日我哋基金舉
辦高爾夫球慈善賽，係其中籌款活動之一，借
你方便，喺度賣廣告，希望多啲人報名，又有
娛樂，又可以球會友，又做善事，一舉三得，
何樂而不為？
訪： 林主席你頭先講你哋基金經常舉辦大型健康講
座，可以介紹一下嗎？
林： 得到極啦。我哋年年有辦大型講座，由謝炎培
獅兄負責組織，招呼啲長者去聽。舊年3月17
日，我哋喺九龍青年會辦腦衰退症講座，由浸
大中醫學院李敏教授主講，就有300個老人家
參加。舊年12月20日，喺大角咀街坊福利會
辦另外一個講座，由浸大中醫學院楊君軍博士
主講，有超過100個長者參加。今年3月2日又
會喺九龍窩打老道青年會舉辦另一個講座。希
望我哋303區屬會會長踴躍參加。我哋有邀請
各屬會會長參加。
訪： 最後，我想請林主席再介紹下你哋服務嘅對象。
林： 我 哋 服 務 嘅 對 象 係 好 簡 單 ， 只 要 符 合 以 下 條
件，就可以申請，申請表格可以向任何一間
浸大中醫診所索取。條件係：（1）65歲或以
上，（2）退休人士，（3）家境一般，如果是
領取綜緩就更適合。每次前往診所只需支付港
幣20元，其他費用由基金負責支付。
訪： 多謝林主席接受我哋訪問。
林： 唔該你為我哋宣傳一下就真。

2018年於大角嘴街坊福利會
舉辦健康講座，由楊君軍博士
主講

林海涵主席、謝炎培董事、石
家璐獅兄與楊君軍博士於講座
後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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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3區青年拓展及禁毒警覺委員會(YODAC)

濃情暖意賀新年2019
探訪香港戒毒會石鼓洲康復院

石

鼓洲康復院是為有志戒毒人士提供住院式脫
癮治療及康復服務。有優質醫療服務外，更
安排透過群體生活、心理輔導、教育及職業訓練，
使他們身心康復，重獲新生。石鼓洲現住有二百多
名戒毒 (包括濫用精神科藥物) 院友。
謹此感謝以下10個獅子會的獅友出席支持，各屬
會包括有獅子山、沙田、百俊、銅鑼灣、炮台山、
南區、鳳凰、域多利、東九龍及何文田 (排名不分
先後)。
當天早上，我們乘坐專船由中環往石鼓洲，到埗
後，即由院友沿途介紹講解院內的環境及設施，包

括七個各有特色職業訓練的康復社，之後我們和院
友一起共進午餐–燒烤。我們一邊吃，一邊聽院友
組成的樂隊的表演，之後是獅友與院友之互動遊
戲，隨即一起 jam 歌，現場情緒高漲，encore連
聲。而最讓獅友感動的，是一位成功戒毒人士的真
情分享他經歷的喜怒哀樂。
希望通過是次活動，讓獅友們進一步了解本委員會
YODAC 的工作，認識香港戒毒會「有戒無類」的
戒毒治療及康復服務，同時，亦表達對住院戒毒人
士的關懷、鼓勵與同行。但願院友在康復路上充滿
正能量，堅持除毒，迎接美好的將來。

足球友誼邀請賽2019
由國際獅子總會中國港澳303區青年拓展及禁毒警
覺委員會及灣仔區青年大使會合辦，香港小型足
球總會協辦的「足球友誼邀請賽2019」已圓滿結
束。足球友誼賽初賽為期兩天，分別是1月16日及
17日，由香港戒毒會對灣仔區青年大使會及香港
培康聯會對獅子足球會，而決賽已於1月23日順利
完成，冠軍是灣仔區青年大使會，亞軍是獅子足球
會，季軍是香港戒毒會，殿軍是香港培康聯會。

今次冠亞之爭非常激烈，要加時並互射十二碼，才
可分出勝負，各球隊都大讚對手，紛紛表示比賽第
二、友誼第一。
之後四隊比賽隊伍，先後與嘉賓「追夢90's快樂足
球隊」作友誼表演賽切磋球技。
2019年1月至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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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各位獅友、各位嘉賓

2018-19年度獅子會高爾夫球小組
“ 沈 樂 年 碟 - 高 爾 夫 球 比 賽 ”- 賽 果
日期：2018年12月14日 (星期四)
地點：粉嶺高爾夫球場 – N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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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日在粉嶺香港高爾夫球場舉行。比賽當
日天氣非常之好，各參賽球手都能順利完成15隊的賽事，實
在非常感謝各位，而且大部分參賽球手均表現出色，成績非常
理想。
賽事贊助人：前總監沈樂年碟獅兄，在賽事當晚於粉嶺香港高
爾夫球會–池伴餐廳，設宴招待各位參賽球手，以感謝大家的
支持及參與，晚餐後由沈樂年前總監及林海涵前總監分別為各
得獎者頒發各項獎盃，現場更有抽獎遊戲，場面甚為熱鬧及開
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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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月明獅兄（香港金鐘）
總桿冠軍：游雅翔獅兄（香港北區）
淨桿亞軍：王志達獅兄（南九龍）
淨桿季軍：畢綺霞獅姐（錦繡）
上九洞最佳成績：游雅翔獅兄（香港北區）
下九洞最佳成績：施家殷獅兄（香港北區）
BB獎：張立基獅兄（港南）
最遠距離獎 （第7洞） ：游雅翔獅兄（香港北區）
最近洞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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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洞） ：Mr. Albert Cheung（錦繡嘉賓）
（第8洞） ：Mr. Albert Cheung（錦繡嘉賓）
（第13洞）：Ms. Virginia Lee（摩星嶺嘉賓）
（第17洞）：Mr. Timmy Lai（香港北區嘉賓）
（第12洞） ：胡百浠獅兄（香港城市）
（第16洞） ：施必芳獅兄（南九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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盃賽主辦者前總監沈樂年獅兄，與及前總監林海涵
獅兄，及所有得獎獅友合照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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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獅子總會中國港澳303區康樂及體育運動委員會

羽毛球小組活動報告

本

人向各位報告過去一年2018-2019年度羽毛球小組
的活動資料。

羽毛球是一項有益身心的運動，本人積極推動，過去一年曾
舉辦過的活動向各獅友作出一個總結報告：
羽毛球小組恆常練習及聯誼，每月兩次，星期四晚上8-10時
在紅磡區體育館進行。
羽毛球小組在2018年10月20日在廣州進行了一場廣州、深
圳、香港的聯誼賽。
當日比賽共有8隊進行比賽，隊伍包括香港、廣州x2、深
圳、佛山、東莞、河源及梅州等多個隊伍參加，在廣州進行
比賽。
香港參與比賽的獅友如下：
張美娟獅姐(港南)、鄺海翔獅兄(太陽)、何建力獅兄(太陽)、
沈達祥獅兄(筆架山)、許錦發獅兄(港南)、廖通明獅兄(港南)、
陳靄華獅姐(荷里活)、李錦榮獅兄(炮台山)及張耀成獅兄(港
南)等等，感謝各獅兄、獅姐及其家屬一同參與。比賽氣氛
緊張熱鬧，沒有他們的出席比賽便無法進行，如有遺留請見
諒！
在2018-2019年度將會繼續組織羽毛球活動，期望能吸引更
多有興趣的獅友參與。
除了比賽外，羽毛球亦有恆常練習聯誼活動，詳情陸續通知
各獅友！
報告完畢！多謝關注！
羽毛球小組主席麥月愛
謹啟

2019年1月至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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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港澳303區區會服務地標 (二)
資料提供 梁家昌前總監 (2016年第55屆東南亞獅子大會主席)
資料整理 香港北區獅子會創會會長馬祥發

鴨洲故事館 Robinson Island and Its Stories
鴨洲Ap Chau
鴨洲，英文又稱作Robinson Island，是新界東北部海岸對出的小島，位於沙頭角海入口之東，在東面的
吉澳島和西面的沙頭角之間，距北面的深圳鹽田港不到兩公里。鴨洲的面積只有0.04平方公里，是香港
最小而有人居住的島嶼。小島的名字來自其形狀，從遠處觀看，就像俯伏在海上的鴨子；鴨頭的海蝕稱
為「鴨眼」，高兩米，闊十米，是經歷千萬年海蝕作用而產生的地貌特徵。
Ap Chau, or Robinson Island as it is known in English, is a small island off the northeastern coast of the New
Territories, just east of the mouth of Starling Inlet. It les between the island of Kat O to the east and Sha Tau
Kok on the New Territories mainland to the west. The Mainland port of Yantian in Shenzhen is less than two
kilmometres to the north. Only 0.04 square kilometres in size, Ap Chau is the smallest inhabited island in Hong
Kong. Literally translated as “Duck Island”, Ap Chau takes its name from the appearance of the island which
resembles a duck. The duck’s eye”is formed by a rock arch around two meters high by 10 meters wide, the
result of some tens and thousands years of erosion by the sea.
鴨洲原是一條漁村，全盛時期居民逾千，漁船數十。自六十年代起，村民陸續遷居往海外謀生，現時只
剩少數村民仍居於島上。
Ap Chau was originally a fishing village. During the heyday, there were more than a thousand residents and
dozens and dozens of fishing boats. Since the 1960s, villagers moved to overseas to make their living . At
present, only a few villagers stay the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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鴨洲故事館這個項目是由香港漁農自然護理署，香港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地質公園，根據“同根同
源”的理念，聯同中國港澳303區在2016年承辦的55屆東南亞獅子大會贊助興建此館及首兩年的營運費
用。獅子會自然教育基金全程亦積極參與配合。香港漁農自然護理署日後會和有關部門，負責週邊設施
及環境美化，以吸引更多公眾到訪。
This is one of the "Same Roots Same Origins" series organised by HK UNESCO Global Geopark of AFCD
(Agriculture, Fisheries and Conservation Department). The 55th OSEAL FORUM participated as sponsor
directly to the village not only the set up of the centre but also the preliminary first 2 years operational cost.
The Lions Nature Education Foundation supported this project and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through out. In
the future, AFCD and several divisions will supervise and follow up suitable peripheral facilities to improve or
create better scenic attractions to satisfy those visiting citizens.

中國港澳303區區會服務地標 (三)
資料搜集整理 香港北區獅子會創會會長馬祥發

獅子會林村青年康樂中心 Lions Club Lam Tsuen Youth Centre
香港大埔林村 Lam Tsuen, Tai Po, New Territories, Hong Kong
在1971-72期間，國際獅子總會中國港澳三O三區捐贈港幣80,000.00元興建獅子會林村青年康樂中心，
此青年中心是為區內有心智健康問題的青年建立。
The Lions Clubs International District 303 – Hong Kong, Macao China donated HK$80,000.00 dollars to build
the Lions Club Lam Tsuen Youth Centre, Tai Po, N.T. during 1971-72. This youth center is designed for those
young people who were suffered from physical or mental health problem in the area.

2019年1月至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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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龍
獅子會
Kowloon

會長
張惠貞

T

he 歡樂滿載同樂日 2018 event took place on December
15, 2018. The service was co-hosted with深水埗左鄰
右 里 關 愛 社 ， 南 昌 北 居 民 聯 會 ， 南 昌 東 之 友 . The event
focused on families with young children and 800 participants
from the Sham Shui Po district. Lions Club of Kowloon
invited four magicians to perform and offered generous
gifts to each attendee. Lions Club of Kowloon would like to
extend a very heartfelt thanks to all the sponsors, volunteers,
and performers who helped to make this service project
happen.
Our Christmas celebration was held on December
20, 2018 at The Hong Kong Football Club during
which we celebrated the joyful festive season. Our
event Chairperson Lion Alan delivered a warm
welcome to all members and their families. We were

delighted to have Lion Harry Wong return to Hong
Kong to join us for the party. While we dined and
enjoyed delicious wine, the sound of Christmas
carols and laughter filled the air.

香港觀塘
獅子會
Kwun Tong Hong Kong

會長
何紹安

2019 膳有善報

一

年一度的「2019 膳有善報」五獅聯合服
務，由香港觀塘獅子會、太平山獅子會、九
龍塘獅子會、西九龍獅子會以及香港筆架山獅子
會合辦，在鄰舍輔導會-沙田怡欣山莊舉行，院友
與家屬難得一起共聚晚餐。我會王久強獅兄帶領多
名義工表演舞獅及舞蹈表演，西九龍前會長嚴鉅基
獅兄率領廚房後勤人員負責準備晚膳：有肥美的叉
燒、沙巴龍躉、老火靚湯以及木瓜雪耳糖水等等。
現場約300名受眾，享受精彩節目表演及美食，氣

氛相當熱鬧，大家食得滋味又開心。今次五會都齊
心出力，香港觀塘獅子會有24名獅友，五會合共約
80名獅友參與，多得大家群策群力，發揮獅子精
神，才得以順利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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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半島
Peninsula

獅子會

會長
陳少平

資訊委員
蔡百泰

服務活動

本

會捐贈支持的仁濟醫院德育及公民教育獎
勵基金，所舉辦的第二十一屆「德育及公

民教育獎勵計劃」頒獎典禮於2018年12月7日下
午五時正，假座九龍尖沙咀香港基督教青年會禮堂
舉行。會長陳少平獅兄、第一副會長周健忠獅兄、
義務秘書溫錦泰獅兄、前會長陳瑞龍獅兄出席頒獎
禮，陳少平會長擔任頒獎嘉賓，前會長蔡百泰獅兄
以仁濟醫院德育及公民教育獎勵基金創辦人身份主
會長陳少平獅兄在仁濟醫院德育及公民教育獎勵基金舉辦的第二十
一屆「德育及公民教育獎勵計劃」頒獎典禮頒發獎狀予得獎學生

禮。

服務活動—何文田路德會香港半島獅子會
銀禧紀念長者中心慶賀團年
由香港半島獅子會捐建之 何文田路德會香港半島
獅子會半島銀禧紀念長者中心，於2019年1月30日
晚上6時正假九龍窩打老道維景酒店中菜廳舉行團
年晚餐，本會贊助禮品助慶。出席獅兄包括會長陳
少平獅兄和獅嫂、第一副會長周健忠獅兄、義務秘
書溫錦泰獅兄、義務司庫殷志權獅兄、董事陳慶添
獅兄、前會長陳瑞龍獅兄、前會長洪响堂獅兄、前
會長余文躍獅兄、前會長梁耀宗獅兄和梁耀宗獅嫂
等出席祝賀。
陳少平會長帶多位獅兄出席何文田路德會半島獅子會銀禧長者中
心的慶團年活動

三○三區會獅子行慈善籌款活動
303區2018-2019年度獅子行籌款活動於2019年1
月6日，早上9時30分假香港山頂公園舉行，並設
多個攤位供參加者拍照和遊玩。本會出席獅兄有會
長陳少平獅兄和獅嫂；義務秘書溫錦泰獅兄和溫錦
泰獅嫂及溫獅兄的妹妹；前會長丘文興獅兄和丘文
興獅嫂亦攜愛犬亦有出席參加。
(左起)前會長丘文興獅兄、會長
陳少平獅兄和獅嫂、溫錦泰獅
兄和獅嫂及妹妹齊攝於禮台上

三○三區會港澳獅子服務日
2018年12月26日上午10時正，會長陳少平獅兄和第一副會長周健忠獅兄出席了由303區假九龍喇沙學校
舉行「港澳獅子服務日 – 兒童癌症」服務活動。

2019年1月至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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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域多利
獅子會
Victoria Hong Kong

會長
翁靖淇

域多利獅子會參加「六福同堂」聚會

域

多利獅子會自1961年創立後，秉承獅子總會與303區會的服務宗旨，為有需要的社群提供需要的
服務長達57年。在此期間，也明白到僅僅提供社區服務是不足夠的，獅子精神必須要不斷的擴

大，人多好辦事，所以在1963年便協助創立了香島獅子會，此後，再協助創立了4個獅子會，分別是荷李
活獅子會(1995)、鑽石獅子會(1998)、青馬獅子會(1998)、灣仔獅子會(2004年)，為303區獅子會的壯大
做出貢獻。5個獅子會中有3個曾產生了總監，領導港澳區。他們是：梁欽榮前總監(香島)、陳東岳前總監
(荷李活)、譚鳳枝前總監(灣仔)。

今年12月11日，我們六會為聯絡獅誼，增強
服務、於尖沙咀假日酒店合辦《六福同堂》
聚會，誠邀總監郭美華獅姐主禮，宴開9席，
出席人數超過100位，熱鬧非常。於致詞
間，郭總監對我們六會在總共191年的會齡
中的社會服務成績做了肯定的評價，而出席
的會員也興高采烈地分享服務的樂趣。
出席「六福同堂」的區領導與六會會長

介紹新獅兄：
中文姓名 ：葉杲
英文姓名 ：Don Go Ip
婚

姻 ：未婚

學

歷 ：University of East London: B.Sc. in Architectur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Master Degree Architecture

職

業 ：建築設計公司的東主

夫子自述：
我自幼遠赴英國進入寄宿小學與中學，在英國生活長達十年，大學畢業後
回港考入香港大學深造建築設計，得建築碩士學位。先於某則師樓工作，
後自設設計工作室(design studio)，現專攻室內設計與工程入則工作。

在加入獅子會之前，我也曾參加社區服務工作，在復康會擔當義工，後經
家父老友任正珊會長介紹加入域多利獅子會，希望能夠提升服務的境界，
請各獅兄獅姐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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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香島
Bayview

獅子會

會長
吳珊珊

資訊委員
陳雅輝

「香島華麗聖誕夜1920」
入冬季，又是準備一年一度聖誕晚會的時
候。今年大家希望為晚會增添多些節日氣
氛，所以便先要開始構思一個特別的主題及合適的
活動地方，經過一輪商議之後，最後選擇了「跑
馬地賽馬會」及 20年代做背景主題的「香島華麗
聖誕夜1920」，希望這個既華麗又懷舊的晚會能
夠令獅兄、獅姐及嘉賓有一個愉快又難忘的晚上。

踏

悉心打扮穿起20年代中、外服裝，襯托著華麗的場
地及佈置，又加上首首經典歌曲，令整個會場充滿
著濃濃的20年代節日熱鬧，大家既開心又投入。宴
會上的美食、中段的遊戲及當晚重頭節目時裝表演
令晚會的氣氛推上最高峰。還有，公平公正的電子
投票選出服裝大獎及最後豐富的禮品抽獎，相信大
家都渡過了一個歡樂的晚上。

籌備過程之中，大家一同資料蒐集，參考了很多網
上相關的舊照片，根據主題，選定金色、黑色做佈
置主要顏色。會場上除了舞台外，亦加設攝影區，
區內準備了主題佈景板、 即影即有相機 、復古頭
飾、衣帽，又加上大家意見，預先安排了一系列配
合主題的懷舊中、外金曲及聖誕曲。

活動由籌備、安排、執行到結束等等事務上都有賴
「香島」上下各人齊心合力出心出力才能圓滿完
成，過程中發輝獅子會的四出精神，希望日後獅兄
獅姐繼續同一目標為未來的會務及活動多出心出力
為 獅子會 、「香島」邁步向前。

節目方面，有20年代背景的拍攝區供拍照留
念、聖誕老人派禮物、有獎遊戲、主題服飾
比賽 、禮物抽獎、切生日蛋糕及大合照...
晚宴當日，區會嘉賓、廣州金獅服務隊、屬
會會長、獅兄獅姐及獅友，大家都配合主題

「獅子行2019 - 活潑寶寶獅同行」
1月6日是303區一年一度的獅子行活動日子，本年的主題是
「獅子行2019 - 活潑寶寶獅同行」。香島獅子會會長吳珊珊
獅姐帶領多位獅友及其親友參加活動。大會邀請了屯門育智
中心的兒童及其家人參加，會場氣氛熱烈溫馨。大家除了參
加活動外也沿途飽覽維港景色，舒緩日常緊張的工作壓力，
非常有意義。

「六福同堂 獅誼永固」
聯合晚宴
香島獅子會與域多利獅子會、荷李活獅子會、鑽石
獅子會、青馬獅子會及灣仔獅子會於1月11日舉行
「六福同堂 獅誼永固」聯合例會，這是繼2016-17
年度的第三次六會聯誼活動，聚會目的是讓各會獅
友彼此認識，增進及凝聚獅子情。

2019年1月至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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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青山
獅子會
Castle Peak Hong Kong

會長
陳韶軒

惠州三天遊旅行籌款

2

018年12月1-3日，本會組團前往惠州三天遊

很遠，成為一幅畫的背景，憂思和煩惱都會遠離。

旅行籌款，共有12位獅兄、獅嫂參加。首先，

先後遊覽大鵬古城及惠州西湖。

我們從香港九龍塘出發，北上直達惠州雙月灣，東
江水蜿蜒向前，成為惠州城的一部份，亦是惠州的

今次扣除交通及食宿等費用支出外，共籌得25萬港

母親河，並提供香港、東莞及深圳的水源。城中有

元作為本年度服務基金。

廣東六大名樓之一，稱為合江樓，因蘇軾的「寓居
合江樓」而聞名，此樓建於北宋年代。惠州西湖，
於清康熙年間，其佳處屬曠邈，幽森和天然風韻，
如娥眉淡掃。惠州西湖有五湖六橋十八景之稱，如
泛舟穿過橋拱，則豁然開朗，見鱷湖堤上，華燈初
上，車水馬龍，水影樓台，燈光閃閃，熱鬧非凡，
一靜一鬧，別有一番情趣。
東坡到處有西湖，其美在這亭台橋榭，山水迂回中
撞進你的心扉，眼前山山水水到最後可以退得很遠
本會眾獅友合照於合江樓

會 訊
2019年1月6日，獅子行2019「活潑寶寶獅同行」

個姊妹會應邀出席，場面十分熱鬧。當日早上眾姊

在香港山頂花園舉行，本會有6兄獅嫂及少獅參

妹會一同前往植物公園，為新建之獅子亭主持揭幕

加。

儀式，每屬會贊助馬幣1000元。
2019年1月26日303區在喇沙書院舉行LIONS顯愛
心生命樂繽FUN獅子齊心，閃亮新生服務活動，為
有需要的兒童提供援助，讓他們有機會重獲新生。
本會有2位獅兄出席。

本會眾獅友於起步前合照

2019年1月11-13日馬來西亞喬治市 (George
Town) 姊妹會第55週年慶典在檳城舉行，陳韶軒
會長及吳承海上屆會長代表香港青山獅子會出席盛
會，本會送贈姊妹會賀金US$1000，當晚共有16
(左圖)陳韶軒會長在獅子
亭內留影

36

January & February 2019

(右圖)本會第六分域主席黃達強獅兄
與林天意獅兄合照

太平山
Tai Ping Shan

獅子會

會長
陳慶携

資訊委員
莊楚生

太平山獅子會第四次午餐例會

11

月8日，本會第四次午餐例會，有幸邀得容樹恒教
授太平紳士為我們作演講嘉賓，他是矯形外科及創
傷學系(骨科)系主任及教授骨科專科醫生，運動創傷科(骨
科)主任。亦是很多香港精英運動員的救星，作為運動發燒
友的我們，怎能錯過！聽君一席話，勝讀十年書——用來
形容容教授的專題演講十分貼切，他所教導的知識，對於
運動員或運動愛好者來說，終身受用，感謝容樹恒教授！

赴海南島參加
亞洲區年會

參與台北姊妹會會慶 ·
探訪香園教養園

11月中，我們部份獅友遠赴海
南島，參加由中國獅子會首次舉
辦的亞洲區年會。作為獅子會足
球隊現屆主席，我更提早出發，
帶隊參與他們舉辦的公益慈善杯
賽，這次的體驗十分珍貴難忘，
是人生中其中一次美好回憶！

大愛無彊界，服務亦無分國界，我們馬不停蹄，在11月19日參與
姐妹會台北巿北區獅子會授證57週年會慶的同時，探訪創院至今已
超過28年的香園教養院，該院目前服務對象有183位，都是身心障
礙者，他們在教養院中學習、住宿、訓練、習藝，減輕家庭與社會
之負擔，給予身心障礙者應有的尊重與機會。由於受到經濟不景氣
影響，近年募款收入減少，我們略盡綿力，捐獻港幣$53,100及台
幣$20,000給予香園。自1971年跟台北巿北區獅子會結盟，至今已
47年，這悠悠歲月中，每年都無間出席他們的會慶，自此建立了深
厚情誼，像家人一般，
獅友們私下交往，也出
席雙方喜慶宴會，做到
了國際共融。在這4日3
夜的探訪活動，得到台
北巿北區獅子會熱情招
待，管接管送，我們好
生感激，用筆墨也不能
表達大家的情誼。一切
在心中！盡在不言中！

日本姐妹會來訪
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有獅
友自遠方來，更不亦樂乎！
我們日本靜岡獅子會的姐妺
會，11月24日有數位獅友來港作
私人探訪，那當然由我們作東道
主，在鯉魚門宴請他們，大家歡
聚一堂，開懷暢飲，高談闊論，
細訴心曲，場面溫馨愉快！

太平山青年獅子會50周年慶
12月16日是什麼日子？全球首個中文青年獅子
會，在50年前的這天誕生，這便是太平山青年獅子

會。在百年獅子會歷史中，五十年可能是一個發展
的中途站，但在青年獅子會而言，卻是一個重要的
里程碑。太平山青年獅子會創會於1968年，這天
是50周年的大日子，全體太平山獅友，總監，一、
二副總監，303區區職員和青獅區職員都熱烈參
與，場面十分熱鬧感人！
秉承「我們服務」的精神，太平山青獅始終如一，
在母會大獅指導下服務香港社會50年，並積極參與
303區大小事項，與千多名友會青獅一同努力、一
同學習、一同服務、一同成長，成為獅子會的接班
人，成為社會的棟樑。
趁這新春期間，祝願青獅們健康成長，前程錦繡！
祝福獅友們身體健康，新年快樂！

上圖：日本靜岡獅子會來港訪問
下圖：太平山青獅成立50周年慶

2019年1月至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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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尖沙咀
獅子會
Tsim Sha Tsui, Hong Kong

會長
劉志勇

資訊委員
范啟鏞

支持及參與2019獅子行籌款活動

本

會一向全力支持303區每年舉辦的獅子行籌

本會今年為港澳獅子基金捐出了善款$46,500。

款活動。今年1月6日，本會獅兄、獅嫂以

及幼獅共37人出席在香港山頂廣場舉辦之2019獅
子行「活潑寶寶獅同行」及慈善嘉年華會活動。沿
着綠樹林蔭的山頂盧吉道，我們身體力行，在關注

香港弱能兒童的同時，為港澳303區服務基金籌款
作貢獻！

本會獅兄獅嫂幼在獅子行儀式會場上合照

舉辦「香港尖沙咀獅子會 音樂兒童自然行」
一月二十七日，本會在西貢「獅子會自然教

兄獅嫂幼獅與兒童音樂基金會的小朋友及家長一百

育中心」

五十人，參觀了自然教育中心的展館，包括介紹本

舉辦「香

港及外地昆蟲生態及標本模型的昆蟲館、蚌形建築

港尖沙咀

的貝㷤舘、有各式傳統耕具的農館、魚館等，並遊

獅子會音

覽了中心的香港地質公園、岩石學園、逾百種中草

樂兒童自
然行」活

藥 植 物 的 中 草 藥 園 和 美 果 園 ……在 綠 樹 下 的 草 坪
上，小朋友載歌載舞，樂而忘返！大會並向每位小

動。

朋友送上福袋。

這天晴空

小朋友在大自然的懷抱裡認識自然，了解自然和愛

萬里，是

護自然，從而使這些來自深水涉基層小朋友通過學

個郊遊好

習音樂增加天然的靈感！同時通過活動，表達獅子

日子。獅

會對社會基層兒童的關懷和愛護！

獅兄獅嫂與小朋友在自然教育中心活動

出席台南成功姊妹會慶典活動
2019年1月25日是台南成功獅子會授證55週年慶
祝典禮，本會組團前往台南致賀。本會代表團在台
南期間受到台南成功姊妹會獅兄獅嫂熱情接待。通
過訪問、相互交流、學習，對增進國際獅誼有很好
的促進作用。
本會代表團受到台南成功
獅子會的熱烈歡迎

支持王恭浩獅兄参選總監
在1月8日理事會議上，一致通過提名本會前會長王恭浩獅兄參選國際獅子總會中國港澳303區2019-20年
度總監一職。欣悉王恭浩獅兄已決定接受該項提名。本會獅兄將全力支持，並開展競選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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鑪峯
The Peak

獅 子會

會長
楊雋永

服務活動一
探訪東華三院香港鑪峯
幼稚園

2

資訊委員
李福謙

服務活動二
鑪峯歡聚慶團圓
2019年1月19日(星期六)，港鑪峯獅子會聯同香港

018年12月19日下午3時正，香港鑪峯獅子會
在第一副會長曾廣源獅兄帶領下，與第二副會

長陳浩然獅兄、第三副會長莊鈞傑獅兄、義務秘書
李仲文獅兄、林振坤獅兄和許天佑獅兄，一同前往
新界葵盛西

家庭福利會和觀塘區社會福利署關愛基金聯合，於
觀塘區舉辦「鑪峯歡聚慶團圓」服務活動，支援身
體機能有輕度缺損的長者舉行團年聚餐，除了安排
唱歌和玩遊戲外更大派福袋，使到他們感覺到世界
上仍然充滿了「愛」。

邨第10座
地下東華三
院香港鑪峯
幼稚園，與
校內小朋友
一同預祝聖
誕和慶祝冬
至。

服務活動三
香港器官捐贈行動
303區獅子會於1月13日(星期日)假東涌東薈城戶外噴泉處舉行「春耕行動 – 器官捐贈推廣步行」活動。
本會當天由楊雋永會長帶領下，參加者有林振圳獅兄，獅嫂和二位幼獅、何錦華獅兄、黃怡凌獅姐、楊
雋永獅嫂和幼獅及楊伯母、曾廣源獅兄、余嘉輝獅兄等出席支持。

例會兼聖誕聯歡和新會員入會儀式
香港鑪峯獅子會十二月份例會兼聖誕聯歡於
2018年12月15日晚上7時正假九龍大角咀

海 輝 道 1 0 號 龍 壐會 所 舉 行 。 當 晚 邀 請 了 第

一副總監王恭浩獅兄為準獅友杜正山先生舉
行入會儀式外，本會更預備了交換聖誕禮物
作娛興活動，當晚出席人數達40餘人，場
面十分熱鬧和溫馨。
(左圖)「春耕行動 – 器官捐贈推廣步行」活動 (右圖)介紹獅友曾廣源獅兄為
準獅友杜正山獅兄配戴獅子襟章

303區獅子行服務活動一
303區於2018年1月6日舉行一年一度獅子行籌款活動。當天早上9時30假香港山頂公園舉2018-2019年度
獅子行慈善籌款活動起步禮。出席獅友包括會長楊雋永獅兄外，更有曾廣源獅兄、何錦華獅兄和朋友、
林振坤獅兄和幼獅、還有黃怡凌獅姐等參與。會長楊雋永獅兄當天更擔任大會儀式和娛樂司儀。

2019年1月至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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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東九龍
獅子會
Kowloon East, Hong Kong

會長
陳國雄

資訊委員
林婉玲

香港東九龍獅子會 -「齊來認識香港歷史風俗文化」
及手機攝影徵文比賽

由

於從2017年舉辦的第一年得到的反應不俗，
所以今年度本會繼續主辦這次有意義的活動！

今次活動於2018年12月15日當天，適逢風和日
麗，大會安排了獅子會何德心小學的3年級至6年級
學生報名參與今次的活動。學校則安排學生及家長
1配1的參加這次活動，所以今次比賽有50位學生，
陪同學生一起的有50位家長，做到學生文化活動及
手機攝影徵文比賽之餘，也做到有親子的聯繫。
今次的活動目
的是為加強小
學生們對香港
近代歷史文化
意識，希望透
過參與三部份
活動及體驗，
增強小學生們
對香港歷史文
化加深認識，
今次大會的活
動安排分3部
份。
活動(1) - 參加指定「元朗屏山文物徑」導賞活動。

活動(2) - 體 驗 古 代 豐 富 筵 席 「 九 大 簋 」 盆 菜 宴 ，
了解古代飲食文化。
活動(3) - 手機攝影徵文比賽，參賽作品連同約50
至80字簡介，抒發對作品情懷。
學生及家長參與活動由上午9時至上午11時45分完
成，分別由本會幾位獅兄及獅姐帶領他們，跟着活
動的程序完成。完成後大夥兒回程到鄧氏宗祠的內
廳享用已由大會準備好的「九大簋」盆菜宴，大會
準備了12圍盆菜宴。
這次活動還得到區會總監郭美華獅姐及一眾區職員
的支持及響應！也來為本會此次活動做頒發感謝旗
儀式！儀式由大會主席鄧志浩獅兄及本會會長陳國
雄獅兄主持，今次出席這次活動的獅友、校方、學
生及家長共有120多人！場面很熱鬧，我們的大會
主席，在席間為了增加和諧歡樂的氣氛，為了讓學
生們對今次活動加深了瞭解及認識，還準備很多玩
具讓小學生們搶答問題，答到問題時送出玩具給小
學生們，也能夠令小學生們覺得活動生動有趣！
時間過得飛快，今次讓小學生們吃得開心之餘及也
學習得很開心！活動在下午2時順利完結！攝影徵文
作品的10位得獎小學生，留待校方在春節後公佈。本
會屆時會送出10張書券給得獎小學生們以示鼓勵！

香港東九龍青年獅子會 長者探訪及除夕大掃除家居清潔服務
香港東九龍青年獅子會聯同救世軍到各區進行義工
訓練及服務活動。活動第一擊：香港東九龍青年
獅子會會長許康翹青獅及香港東九龍獅子會會長陳
國雄獅兄一同召集了二十多位義工及本會獅友，於
2018年12月30日到蘇屋邨進行長者探訪及除夕大
掃除家居清潔服務。是次服務之受惠長者約十多
戶，義工及獅友們為其清潔門窗、廚房及洗手間
等，期間義工及長者談笑甚歡。部分長者更向義工
及獅友們傳授健康秘訣及分享往事。

是次義工服務非常成功，香港東九龍獅子會及香港
東九龍青年獅子會感謝救世軍社工團隊協助籌辦今
次服務給
長者，令
義工及獅
友們可以
做到真正
服務的精
神。

香港東九龍獅子會 捐款「新民至善慈善音樂會」作「翡翠贊助人」
本會香港東九龍獅子會作「翡翠贊助人」捐款給這
個有意義的服務
活動「新民至善
慈善音樂會」。
這次音樂會由香
港新民獅子會，
國際獅子會腎病
教育中心及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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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及香港社區組織協會聯合主辦，活動於2019
年1月10日晚上7時半開始，在香港文化中心音樂
廳舉行慈善歌唱表演，當晚籌款收益會直接捐獻給
國際獅子會腎病教育中心及研究基金，作為現時在
香港的四間洗腎中心之用。
本會會長陳國雄獅兄和獅嫂及幾位獅友們一起出席
此次活動以作支持！

獅子山
Lion Rock

獅子會

會長
區美珍

資訊委員
黎民

2018年12月14日「獅山元岡歡聚聖誕」

「元

岡幼稚園」是為人熟悉的一所基層學
校，呂校長在只剩下5個學生，面臨
「殺校」的處境底下，用心用力去重新經營起來，
此刻苦經歷為人感動！現時學校不但收生情況理
想，有68位學生、還有很多家長也渴望其子女成功
讀。校長的教學理念是「教育無處不在」，讓學生
嘗試在不同的活動中學習。
本會一向致力社區服務，非常欣賞呂校長及學校辦學
理念，我們自2015年開始便為「元岡幼稚園」舉辦
定期探訪及服務，其中聖誕聯歡及新春派利是已經
連續三年傳承舉辦，其中曾多次帶學童到酒樓飲茶，
品嚐各式風味點心，令基層學童們及南亞裔學童，
可以藉着活動了解及學習香港人飲茶的地道文化。
而今次本會便希望為一眾基層學童家庭舉行聖誕佳
節聯歡，讓基層家庭也可以出走小社區，來到旺角
希爾頓花園酒店一同享用聖誕自助午宴，於佳節共
聚親子樂。
是次服務我們還向區會借了兩部驗光機，同場地為
小朋友們進行驗眼，希望提供及早檢測，能夠及時

糾正視力問題，最後有十多位學童之視力檢測結果
出現屈光不正問題，建議需進一步找專業視光師跟
進及診治。其後我們為小朋友面部彩繪，還邀請了
著名魔術師Cyrus前來義務表演及李和招獅兄化身
為聖誕老人於場內大派糖果及玩具，小朋友非常投
入，雀躍萬分！尾聲時段，校方安排學童們在台上
合唱數首聖誕歌，家長紛紛在台下變身粉絲們細味
欣賞，為小朋友拍照留念。最後，獅友大派豐富聖
誕禮物及氣球，祝願小孩們有個歡樂聖誕！大家都意
猶未盡地離開，期待下一次到校新春服務時再聚頭。

2019年1月5日「群獅喜慶迎新春」
一如以往，本會於春節前夕都會為「馬鄭淑英安老
院」舉行春節聯歡。今次服務非常有幸總監郭美華
獅姐、第一副總監王恭浩獅兄、GST前總監馮妙雲
獅姐、第六分區主席陸嘉暉獅兄及第十六分域主席
盧少心獅姐紛紛賞面到場參與，獅友們一同到場包
裝福袋，即席為長者們揮筆大寫祝賀揮春，又大展
歌候唱歌娛樂，長者們紛紛跟着一同和唱，非常熱
鬧！本會第二副會長歐陽尚科獅兄穿上財神大派發
利是、涼果，獅友們隨着財神大派福袋給長者們，伍
錦永獅兄、獅嫂更額外準備了「百歲利是」，派給院
中超過一百歲的長者，大家都喜上眉梢，喜迎春節！
2019年1月19日，香港獅子山獅子會、九龍塘獅
子會、百俊獅子會、香港和平獅子會 合辦「群獅

睛心大檢視」獅子會一直致力以「保護視覺」為其
中一項重點服務範疇，本會近年多次與「睛彩慈
善基金」合作視力服務，主要針對發育中的初小學
生。是次由四個屬會一同舉辦驗眼服務，再次向區
會借了三部驗光機，代替舊有以E字圖表檢測視力
部分，獲取精準數據，然後配以色盲及立體檢測。
憑上述三項可靠檢測，再由眼科醫生接見詳述，幫
助學童及早知悉個人視力情況，盡快進行適切之診
治。我們還設有4個攤位遊戲及護眼講座，今次學
校招募亦反應熱烈，正好反映現今家長都關心視力
之問題，希望藉著今次服務可以提醒大眾關注「護
眼」的重要性，於學校內向學童和家長推廣護眼常
識。活動尾聲時，獅友們還派送豐富禮物包，成功
圓滿落幕。
2019年1月至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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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九龍
獅子會
South Kowloon

會長
鄭嘉財

2018-2019年度第二次午餐例會
鄺發炫主講「中國個人所得稅法對我們香港人有什麼影響」

香

港南九龍獅子會2018-2019年度第二次午

務居民身份和港澳臺居民的概念。又清楚列明無須

餐例會於2019年1月8日假洲際酒店舉行，

繳納個人所得稅的個人條款，作詳盡解釋和分析。

邀請鄭鄭會計師行稅務團隊高級經理及主管鄭發炫
為主講嘉賓，講題是「中國個人所得稅法對我們香

獅兄們在聆聽演講後，對個人在處理國內的事務和

港人有什麼影響」。出席除本會獅兄外，還有郭美

繳稅，有更深的認識和了解。

華總監、陳立德上屆總監、梁禮賢第二副總監、馮
妙雲GST區協調員、楊啟健第一分區主席、陳雅輝
第二分區主席、區職員、友會會長四十多人。會長
鄭嘉財獅兄會中報告了最近推動的服務和將舉行之
活動。
鄺發炫高級經理演講中用詳細的圖表講解中國近期
對個人所得稅的修訂、包括有關背景、修訂中國稅
本年度第二次午餐例會，獅兄獅友嘉賓們與主講嘉賓鄺發炫合照

獅兄們與保良局兒童和臻和學校學童齊祝聖誕
普天同慶的聖誕佳節又來臨了，每年本會的獅兄均

臻和學校與兒童齊齊慶祝聖誕節，大家一起唱聖誕

前往保良局和臻和學校參與聖誕慶祝會。今年12月

歌、玩遊戲、享用豐富的自助餐。

21日十多位獅兄分別親往保良局和香港心理衛生會
會長鄭嘉財獅兄致詞，祝大家聖誕快樂，又
祝新一年活得更健康，生活更愉快。
在興高采烈的時刻中，黃偉良獅兄、丘濠銘
獅兄扮演聖誕老人，送上聖誕禮物給每位小
朋友，使氣氛更為激烈，大家歡度了一個愉
快的聖誕節。
(左圖)本會獅兄與保良局兒童慶祝聖誕，丘濠銘獅兄扮演聖誕老人派發禮物
予每位小朋友。(右圖)獅兄們出席香港心理衛生臻和學校聖誕慶祝會，聖誕
老人黃偉良獅兄派發聖誕禮物

參加獅子行「2019活潑寶寶獅同行」
2019年1月6日獅子行「2019活潑寶寶獅同行」在
山頂道花園舉行，今年本會獅兄，獅嫂和青獅40
多人清早抵達會場出席參加。今次大會邀請了弱智
人士參與獅子行，目的是鼓勵社會對弱智人士的了
解和關愛。獅兄們都認定這是一項極有意義和促進
身心健康有益的活動。因此大家都身體力行，熱烈
支持。
獅兄、獅嫂和青獅參加獅子
行，行畢全程在終點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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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龍塘
獅子會
Kowloon Tong
「獅龍樂藝在龍安」
聖誕聯歡午餐會

本

會長
羅紹彬

資訊委員
陳金發

「2019 膳有善報五會聯合服務」

會今年繼續與路德會龍安展能中心合作，

五會聯合服務計劃「2019 膳有善報-五會聯合服

舉辦「獅龍樂藝在龍安」活動。在二零一

務」已於二零一九年一月五日舉行，五會分別是太

八年十二月十七日當天，是我們九龍塘獅子會在以

平山獅子會、觀塘獅子會、九龍塘獅子會、西九龍

往二十多年不間斷與龍安合辦的聯歡會，透過互動

獅子會和筆架山獅子會。眾獅友當天帶同鄰舍之學

遊戲、表演等，帶給學員歡樂及喜悅。

員一同玩樂及烹飪大餐予鄰舍之學員，藉此攜手為
學員實踐「傷健共融」的理念。

九龍塘獅子會•香港特區中央獅子會聯合晚餐例會
事隔五年，本會與香港特區中央獅子會再次合辦聯合晚餐例會，二零一九年一月九日晚於龍苑舉行，當
天主講嘉賓是范寧醫生，為大家演講了「由生老病死去到點樣好死」。當晚兩會各獅友在晚宴上愉快地
交流、深化兩會獅誼。

四會合辦驗眼服務
四會合辦驗眼服務已於二零一九年一月十九日下午，假座東華三院黃士心小學舉行，本次活動由香港獅
子山獅子會、九龍塘獅子
會、百俊獅子會及香港和
平獅子會一同聯合主辦。
當天本會邱健醫生、甘定
洸醫生及一眾義工，為在
場130位小一至小三的學
童進行驗眼服務。

2019年1月至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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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九龍
West Kowloon

獅子會

會長
陳立漢

資訊委員
黃麗玲

2019年1月5日 膳有膳報

膳

有膳報服務這個名字相信大家已經聽過很多
次，不過今年又再次舉辦，由本會西九龍獅
子會、太平山獅子會、觀塘獅子會、九龍塘獅子會
以及畢架山獅子
會聯合舉辦，在
鄰舍沙田欣怡中
心服務四百多名
受眾，延續「我

2019年1月14日
第二副總監梁禮賢獅兄及
第四分域主席黃家俊獅兄到訪
當日是本會例會，當晚承蒙第二副總監梁禮賢獅兄來
本會講解競選理念及抱負，使我們獲益良多。另外第
四分域主席黃家俊獅兄推廣第四分域聯合晚餐，今年
安排四會於2019年2月25日舉行聚餐及健康講座，增
進獅誼。

港島
獅子會
Hong Kong Island
會18-19年度服務探訪姊妹學校計畫，於
2018年12月30日路德會啟聾學校舉行頌讚主
恩聖誕，這班聽讀有障礙同學每年都期待這日子來
臨，同學帶來歌聲，十分悅耳，當同學收到禮物時
可見到那種喜悅及可愛笑容。這次活動本會派發合
共160個文具福袋套裝及小食給在場每位學生，恭
喜大會主席蔡耀德獅兄！服務圓滿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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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除了我們的表演項目之
外，院舍的受眾也主動為大會
表演歌舞，氣氛樂也融融，
我們冀望每年都能夠舉辦這個
服務。

2019年2月18日
新獅友入會儀式
當日是向會長、秘書、司庫致敬的大日子，
也是新獅兄雷
有得加入我們
大家庭的好日
子，希望新獅
兄也能秉承四
出精神，為社
會服務。

會長
吳志雄

本

獅子行2019年1月
6日–「活潑寶寶
獅同行」在山頂
舉行，由會長帶
領下本會一行十
多人出席活動。

們服務」精神，晚宴非常豐
富。

港島青獅年度服務計劃–
「聖誕頌歌節」，於2018
年12月16日在電車上舉行
非常成功，當日氣氛十分
熱烈，有多名大獅及家人
一同出席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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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委員
趙世傑

18-19年度服務–共融活動 (香海正覺蓮社佛
教普光學校)–大美篤燒烤樂消遙於2019年1
月12日順利完成，是港島的第二個服務活動，
目的增進獅友與智障學童互相認識及讓學童認
識大自然生態。沒有人天生願意被歧視眼光看
待，不論是先天或後天，假如他們能選擇的話
都不會想被標籤為弱智兒童。雖然這一切對於
一些人而言是非常渺小的活動，但對於這班小
朋友，每一年都期盼著我們為他們帶來的「服
務」。從社工口中了解，不是單純因為喜歡郊
遊和玩樂，而是他們的父母大多不習慣外界對
自己小孩的目光…所以小朋友成長大多數都是
在學校或在家中，基本上是很少接觸外界或被
外界接觸…但其實這班小孩和正常的無異。是
次活動學生及教師大約30名，本會派發合共
文具福袋套裝及小食。恭喜大會主席徐珊雯獅
姐！服務圓滿成功。

香港港南
獅子會
Hong Kong South

會長
張美娟

資訊委員
關美娟

「獅耀關懷融樂日」

2

018年12月18日，今天是「香港港南獅子會」
與「香港耀能協會」一起合辦「獅耀關懷融樂
日」的日子。香港耀能協會的東涌富都宿舍訓練中
心，專門服務中等至嚴重智力障礙的成人，為他們
提供全天包括住宿的服務。今次活動的目的，就是
為此宿舍的其中二十位院友提供周末的消閒娛樂及
活動。雖然今天氣溫微涼，天色灰暗，但一點都不
影響港南獅子會獅友們的熱誠。香港港南獅子會共
十五位獅友一起在此活動中當義工，陪伴這群有智
力障礙的院友們過了一個有特色又開心的周末。

作蝴蝶酥，跟着還可以有香噴噴的製成品享用，大
家都很開心。
雖然院友們都有中度到嚴重智力障礙，想不到他們
有些人竟是黑帶高手。他們在現場即時表演了一套
「特能跆拳道」給大家看，有板有眼，拳拳有力，
果然是「天生我材必有用」。
因為他們全部都是有中等至高度智力障礙的院友，
獅友們都要在各方面協助他們，例如幫忙他們在自
拍館換衣飾拍照及照顧他們午膳等。今次的活動很
有意義，不但院友們及獅友們一起度過了一個輕鬆
快樂的周末。對於獅友們來說，經過今次的活動，
很多獅友都覺得自己及家人能夠擁有「暇滿人身」
已經十分感恩，而且還能夠有餘力幫助別人，頓時
覺得世間所有煩惱其實都是小事，感恩現在所擁
有，知足常樂。

我們安排了多項節目讓這群院友參加，包括爬高
牆，蝴蝶酥製作，遊覽營地，到自拍館裝扮拍照及
午膳。
爬高牆時，獅友們合力把宿舍院友扶上高牆，讓他
們慢慢爬下來，大家都覺得十分緊張刺激。我最喜
歡的節目就是蝴蝶酥製作，因為不單學習了如何製

「前總監沈樂年碟 – 高爾夫球比賽」
自1990年代起，港澳303區獅子會每年都會舉辦五次高爾夫球比賽。
此活動由數位前總監發起，所以每一次高爾夫球比賽都由一位前總監
冠名。
港南獅子會之獅友，前總監沈樂年先生正是其中一位發起人。「沈樂
年碟」在每年之年尾舉辦，前總監沈樂年不單請參加活動的獅友們吃
飯及精心挑選設計精美的獎碟作為獎品。此次活動除了獅友聯誼外，
還可藉此介紹更多朋友認識獅子會。

2019年1月至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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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新界

獅子會
The New Territories, Hong Kong

除夕聯歡晚會喜迎2019、
獲捐善款五十萬元、參加敬老千人宴

本

會在12月31日舉行12月份第二次例會暨『除夕

會後即進入晚宴及聯歡晚會的環節，包括：派

聯歡晚會』，共有130多位獅兄、獅嫂、幼獅

送兒童禮物、扭波表演、與聖誕老人合照時

及嘉賓參加，共同歡度佳節。

間、魔術表演、集體遊戲、樂器演奏、卡拉
O.K.輪迴演唱、跳舞時間、幸運大抽獎等，

當晚首先按慣例召開例會，席上還特向捐款五十萬元

節目非常豐富。直到接近凌晨時分，便一起倒

予本會的理事朱鴻鈞獅兄致送紀念品及為他賀壽。朱

數，送舊迎新，將高漲氣氛推至極點，晚會才

獅兄是本會的資深會員，獅齡已接近四十，三十多年

在一片歡呼聲中圓滿結束。

來一直都熱心會務、出錢出力，是會內一位中流砥柱
的良獅益友。他一向為善不甘後人，但作風低調，多
是默默的支持，從不聲張。今藉着八十壽誕，更慷慨

麥羅武慈善基金聯同本會十數位獅兄每年都在

地捐出五十萬元善款

歲晚舉行敬老千人宴，招待多區的長者，旨在於

予本會、及其他慈善

歲晚期間向他們表示關懷與敬意，以回饋其昔日

機構，更突顯其善

對社會所作出之貢獻，使他們仍覺被受到重視，

心。為表示對朱獅兄

感到溫暖，享受一個溫馨、而節目與禮物都同樣

的謝意，本會特向他

豐富的團年飯。今年這個『戊戌年歲晚敬老聯歡

致送一份紀念品，並

晚宴』定於1月17日在九龍灣國際展貿中心6樓展

為他賀壽，祝賀朱獅

覽廳3舉行，翁木林會長聯同50多位獅兄、獅嫂、

兄福如東海、壽比

及幼獅出席支持。當晚筵開百席，節目和菜色都

南山！

非常豐富，長者們都十分享受，晚會順利完成。

理事朱鴻鈞獅兄(中)在其八十壽宴席上
捐贈伍拾萬元予本會的捐贈儀式，由翁
木林會長(右)代表接受

參加『獅子行2019 - 活潑寶寶獅同行』、
『港澳獅子服務日』
本會獅兄、獅嫂及幼獅於1月
6日參加303區在香港山頂道
花園舉行之「獅子行2019 活潑寶寶獅同行」，以支持
區會一年一度的籌款盛事。
當日本會仍按慣例，一早集
合乘搭自備專車登山，以整

(左圖)本會獅兄、獅嫂、及幼獅參加獅子行時合
照留念。

(右圖)本會獅兄、獅嫂、及幼獅出席『港澳
獅子服務日』時同攝於嘉年華會攤位前

隊形。儀式之後眾人圍繞山頂而行，沿途風景宜人，天氣良好，利於步
行，大家都可以從容完成。
本會又於1月26日動員獅兄、獅嫂及幼獅參與在九龍喇沙書院舉行的本
年度『港澳獅子服務日「LIONS顯愛心，生命樂繽FUN」』，旨在為
除夕聯歡晚會席上，馮妙雲前總監(右)
頒獎予獲得頭獎的余曉樺幼獅(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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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450名癌症康復兒童及其家人提供攤位遊戲、學校表演、精彩魔術等
等。

會長
翁木林

資訊委員
余紫威

參加第57屆東南亞獅子大會
本會共有15位獅兄獅嫂在11月份組團前往海南島
參加第57屆東南亞獅子大會，由於大會期間機票
與酒店都十分緊張，遂先取道三亞觀光，之後才到
海口會合區會及參加大會的開幕禮，全程順暢開
心。隨團名單如下：會長翁木林獅兄獅嫂、第二副
會長陳燁志獅兄、第三副會長鄭展強獅兄、義務司
庫蘇國明獅兄、總務陳東春獅兄、三位前會長：辛
啟華獅兄、戴桂洪獅兄獅嫂及黃大勝獅兄、三位理
事：黃志輝獅兄、林世潛獅兄獅嫂以及楊世杰獅兄
獅嫂。

獅兄獅嫂們參加第57屆東南亞獅子大會時在會場合照留念

汕 尾 兩 天 遊― 梅 隴 鎮 敬 老 院 封 頂
本會捐款贊助在汕尾梅隴鎮籌建之敬老院在11月下
旬封頂，遂定於11月28-29日在會長翁木林獅兄獅
嫂帶領之下，組團前往現場視察工程進度情形，並
順道遊覽汕尾。

接見了將會入住敬老院的長者，了解他們的景況，
並加以慰問。又與當地鎮政府的官員會面傾談，進
一步探討地方的實況。離開院舍前並順道參拜了在
旁的梅峯寺，旋即轉赴陳俊成獅兄在梅隴鎮擺設的
午宴，繼而參觀名勝紅場、以及由蔡煒獅兄家族捐
資人民幣六億元興建之「華中師範大學海豐附屬學
校」，校園規劃大而完備，料將作育無數英才。短
短兩天之行程十分緊密充實，又獲獅兄們贈送當地
特產作為手信，個個滿載而歸，期待敬老院落成時
再訪梅隴。
會長翁木林獅兄(左2)參加第二分區聯合服務計劃—《獅子顯愛
心—全城血糖關注日》時與分域主席及友會會長合照。

本會獅兄獅嫂在汕尾梅隴鎮「香港新界獅子會梅隴敬老院」
地盤前合照

在28日大清早出發，首先到深圳水貝村，參觀楊世
杰獅兄的黃金展覽廳，金碧輝煌，目不暇接。接着
前赴蔡煒獅兄在鮜門擺設的海鮮午宴，餐後又參觀
蔡獅兄的駿豐世貿企業有限公司，富麗堂皇，令我
們眼界大開。黃昏時入住有「中國海鮮美食之都」、
「黃金海岸」、「未來之城」等美譽的『水底山溫
泉莊園』，玩沖浪、浸溫泉。享用晚餐之後欣賞了
一場十分震撼的煙花匯演，意猶未盡者繼續享用園
內各項娛樂設施。

本會獅兄出席303區第一次聯合晚餐例會與兩位前總監合照

2019年1月至2月

A dv ertis eme nt

翌晨，用過早餐後隨即乘車前往梅隴鎮「香港新界
獅子會敬老院」的所在地，實地視察建築地盤之
施工情況。但見已封頂的院舍，工程進行得如火
如荼，快將完工。獅兄們在部分半完工的房舍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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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東
獅子會
Hong Kong East

港

會長
李恒輝

資訊委員
曹永豪

東獅子會於2018年12月14日假座中華總商
會舉行2018年度聖誕新年聯歡晚會，大會

主席為第三副會長林樹華獅兄，現場有獅兄嫂卡拉
O.K.、BINGO等精彩節目，以及最刺激的抽獎遊
戲，還有琳瑯滿目的禮物，現場更由會長及前會長
們即興送出現金，務求人人滿載而歸，是晚筵開八
席，場面熱鬧歡樂。

同日舉行新會員宣誓儀式，第三分域主席張國強獅
兄主持儀式，林亮聲準獅友在保舉獅兄林民盾前會
長陪同下，讀出莊嚴誓詞，佩戴獅子章，飲過獅子
奶後，我們再喜添新力軍——林亮聲獅兄來自保險
界有為青年。

本會於2019年1月10日舉行午餐例會，透過劉永

供暫時照顧，直到孩子擁有一個關愛的家庭。

強獅嫂，我們邀請到「母親的抉擇」義工招聘及入
職事務經理谷美雲(Eunice)女士細述機構成立及服

「母親的抉擇」的服務需要大量義工及捐款，義工

務，原來劉永強獅嫂為「母親的抉擇」擔任義工十

需穩定的出席率，幫助孩子對人建立信心。

多年了，時常幫助照顧有需要的孩童，這種精神實
在令人敬佩。

前會長李常盛獅兄即時捐助十萬元予「母親的抉
擇」，甘寧獅嫂亦以前會長「甘寧慈善基金」名義

谷經理講述機構主要服務孤立無援的意外懷孕少女
及她們的嬰兒，為她們提供關愛和支持，避免意外
懷孕的少女往深圳進行非法墮胎，危害自己和胎兒
生命，同時提供住宿及培訓給無助懷孕少女，讓她
們做好成為家長的準備，重新投入社會，引導正確
的性知識，打破惡性循環，根據她們的決定提供適
切的支援，包括為孩子安排領養、尋找適合家庭、
長久照顧。而香港有數千個家庭的孩子缺乏照顧，
甚至遭到虐待，橋樑計劃好似寄養家庭,為他們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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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助壹萬元予機構。

香港筆架山
獅子會
Beacon Hill

會長
洪鵬錐

資訊委員
吳璇樑

慶祝聖誕節暨歡樂園慈善籌款大會演

12

月24日於北角新光戲院舉行，由香港筆
架山獅子會 及基督教主恩服務社有限公

司合辦 及琴音妙韻曲藝苑 協辦之「慶祝聖誕節暨
歡樂園慈善籌款大會演」。本會會長洪鵬錐獅兄擔
任大會主席，主恩服務社李武凡牧師、國際獅子總
會中國港澳303區全球服務發展協調員馮妙雲前總
監、第一副總監王恭浩獅兄、第二副總監梁禮賢獅
兄、第三分區主席周傑浩獅兄、楊仲賢獅兄、贊助
人中華傳統文化獅子會會長戴德祥獅兄擔任主禮
嘉賓。本會撥款贊助港幣一萬元以推動是次公益表
演。
主恩服務社一向致力服務老有所依，更在惠州興建
安樂園及老人住宿，著重敬老福利，生養善終，使
更多長者得享晚年福樂，再無後顧之憂。這次更在
國際獅子會全球服務發展協調員前總監馮妙雲獅姐
的努力策劃下，圓滿成功完成一件重大的籌款活
動。當天場面熱鬧，場內邀請千多位長者參與觀賞
表演，宣揚敬老揚孝。

「2019膳有善報」
2019年1月5日，鄰舍輔導會－怡欣山莊舉行的「膳

式的綜合日間訓練和住宿服務。我們藉此活動體現

有善報·五獅聯合服務」。由香港筆架山獅子會、

「屬會為本，獅友為先」的精神。推動友會聯合服

太平山獅子會、香港觀塘獅子會、九龍塘獅子會

務，取長補短，共同成長！

以及西九龍獅子會聯合主
辦，總動員一百多位獅友
青獅義工，在「鄰舍輔
導會－怡欣山莊」為三百
多位院友服務。前身為社
會福利署沙田男童院，該
中心於2009年3月正式運
作，為弱能人士提供一站

2019年1月至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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寶馬山
Braemar Hill

獅子會

會長
陳振中

資訊委員
武陽

「為什麼要照腸鏡？」

12

月份晚餐例會於12月11日於銅鑼灣香港

來臨進行競選演講。當晚，一眾獅友都十分投入，

遊艇會舉行。當晚我們邀請了香港港東獅

積極地發問及表達自己的見解。

子會會長及腸胃肝臟科醫生–李恒輝先生作為該月
例會主講嘉賓，主題為「為什麼要照腸鏡？」。李

最後由會長陳振中獅兄向李恒輝醫生及梁麗琴獅姐

醫生為我們講述了大腸癌的風險及病徵，並提出了

致送紀念旗，並與各位獅友及嘉賓進行大合照，以

治療及預防方法。另外，他亦簡單講解了器官捐贈

及慶祝獅友生日作為晚餐例會的結束。

的需求和現狀。現時，香港人患大腸癌的風險十分
高，每26人就有一人患癌。大腸癌的徵狀包括腹
瀉、便秘或持續兩星期腹部不適。如有懷疑，應要
及早求醫。為了預防癌症，應要定期照大腸鏡，防
患於未然。其後，新民獅子會成員梁麗琴獅姐亦有

「如何平衡工作和家庭生活」
1月份晚餐例會於1月8日於銅鑼灣香港遊艇會舉

作和家庭對於人生都同樣重要，缺一不可。因此，

行。當晚我們邀請了安永財務交易諮詢服務團隊的

學會分配時間是平衡兩者的關鍵。另外，她亦表示

合伙人–顧智心小姐作為該月例會主講嘉賓，主題

只有自身感到快樂才能更好地管理工作和家庭。當

為「如何平衡工作和家庭生活」。顧小姐以自身經

晚，我們亦邀請了第二副總監梁禮賢獅兄為本會主

歷表達她對平衡工作和家庭生活的看法。她認為工

持新會員入會儀式，新獅友雷孟俊獅兄(Raimund)
於當晚正式加入寶馬山獅子會的大家庭。
最後由會長陳振中獅兄向顧智心小姐及梁禮賢獅兄
致送紀念旗，並與各位獅友及嘉賓進行大合照作為
晚餐例會的結束。

「獅子行2019」
在1月6日(日)，陳會長、范佐浩理事及金冠忠獅兄一同出席了「獅子行2019」，服務他人。

『2018-2019年度港澳獅子服務日
「LIONS顯愛心，生命樂繽FUN」』嘉年華
在1月26日(六)，陳會長、范佐浩理事及與金冠忠
獅兄一同出席了『2018-2019年度港澳獅子服務日
「LIONS顯愛心，生命樂繽FUN」』嘉年華，活
動目的是為了喚起大眾對兒童癌症的關注和幫助患
癌的兒童。當天，約有450名癌症康復兒童及其家
人出席，大會亦有提供攤位遊戲、學校表演、精彩
魔術供小朋友玩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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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沙田
獅子會
Shatin, Hong Kong

會長
陳彩雲

資訊委員
曾献鋒

香港沙田獅子會之暖冬午宴聚會

2

018年12月15日，香港沙田獅子會「獅愛樂融
融賀冬午宴」，今次非常榮幸邀請到國際獅子
總會中國港澳303區總監郭美華獅姐和沙田區議員
潘國山, MH,JP 主禮，上屆總監陳立德獅兄、第十
分域主席葉笑彤獅姐及第十二分域出席張惠影獅姐
出席，令活動增添光彩。

膳，令他們感受有暖愛的關懷。他們很高興告訴我
們一眾獅友，很久沒有到過酒家、有的甚至很久沒
有到過尖沙咀，自古來說「冬大過年」，寓意團圓
和美，傳承至今。透過這次獅友們與長者們一起品
嚐午宴，讓他們能夠感受到人與人之間的快樂及關
懷，讓長者過一個溫韾的冬至。

並感謝親愛的各區會長們在百忙中抽空一早來包禮
物及安排物資贈送給長者。
今次邀請的來自沙田九個區的三百多名的基層家庭
長者，希望藉着這次舉辦午宴，獅友們送上暖暖午
宴、禮物和豐富節目！能讓長者們忘記欠缺、飢餓
及寒冬的感覺！
「冬至」對於一些社區基層長者來說是冷冰冰的，
而現今社會眾多長者們大多數是獨居，或甚至沒
有人來探訪！能夠讓他們聚首一堂到酒家享用午

香港沙田獅子會心光盲人學校“看不到的悸動”支票捐贈儀式
延續於2018年11月20-22日完成在香港大會堂所舉
辦的“看不見的悸動”學生視藝慈善展，為心光盲
人學校之慈善籌款。是次籌款活動中，有許多善長
仁翁捐款贊助，十分圓滿。
於同年12月20日在國際獅子總會中國港澳 303 區
總監郭美華總監和香港沙田獅子會陳彩雲會長帶領
下，本會所籌得的全數善款，用作視障學生視藝方
面的發展用途，活動收益不扣除成本總額為 39 萬
元正，以支票捐贈給心光盲人院及學校。
希望在不久的將來，我們再延續這個故事。

2018-2019 獅子行「活潑寶寶獅同行」
2019 年 1 月 6 日，國際獅子總會中國港澳 303 區
舉行一年一度『2018-2019 獅子行「活潑寶寶獅
同行」』活動，目的是將所籌得的款項用於有需要
人士，以延續及擴大國際獅子總會中國港澳303區
的服務，以支援更多的有需要人士及為籌募下年度
的服務經費。我們香港沙田獅子會一眾獅友十分支
持，在會長帶領下步行，路線以山頂道花園出發，
步行約一小時。是次有不少獅友們參與，還舉行了
嘉年華會讓各大小朋友玩玩遊戲，品嚐特色小食等
活動；同時，也有受眾 (受惠者) 在場觀賞精彩的
節目表演。令這個獅子行的活動非常成功、順利完
成，十分圓滿！
2019年1月至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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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北區
獅子會
Hong Kong North

會長
吳漢英

資訊委員
張松立

香港北區馬清岳籃球慈善紀念盃2018

由

香港北區青年獅子會協辦「香港北區馬清岳
籃球慈善紀念盃2018」已於12月23日假葵
涌獅子會中學圓滿舉行。舉辦此盃賽除為紀念馬清
岳獅兄多年來對獅子會所作出的貢獻之外，亦是香
港北區青年獅子會每年的重點活動，以球會友，增
進彼此間的情誼。

軍是香港特區中央青年獅子會，而季軍是由香港觀
塘青年獅子會奪得。在此，恭喜各得獎青獅隊伍！

是次賽事有多個青獅友會隊伍參加，各個勁隊在球
場上施展精湛球技，互不相讓。經過一輪緊張競賽，
最後由講隊（由多間青獅屬會聯隊）奪得冠軍，亞

聖誕聯歡晚會
本年度聖誕聯歡晚會已於12月23日在中環馬車會所舉行。有多位獅兄、獅嫂、幼獅及嘉賓出席共聚聯誼。
當晚在大會主席陳錦榮獅兄的悉心安排下，為大家安排有現場鋼琴伴奏及豐富美食，多位獅兄獅嫂更為
大家一展歌喉獻唱金曲，一邊享用美食，一邊感受節日帶來熱鬧和歡樂，大家樂也融融共度過這個溫馨
愉快的晚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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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辦之《迎新
日》已於1月3日在聖保祿學校活動室舉行。會長吳漢
英獅兄及第二副會長王淞霖獅兄聯同多位獅兄一同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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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日並蒙303區總監郭美華獅姐及第五分域主席曾向得
獅兄出席活動，令學生們及獅友更添暖意。

聯誼活動 ~ 西洋養生素食
近年來流行健康養生素食，而素食也愈來愈多元
化；因此我們在1月19日舉辦了西洋養生素食之聯
誼活動。當日餐館主辦人為獅友們設計了多款精彩
的西洋素食，既美味又養生；而在用餐完畢後又為
我們安排有分享烹調心德及食譜的交流時間，藉此
加深對健康素食的認識，及如何適應季節與氣候的
變化，以保身體健康，減少疾病的發生。在此，特
別感謝王淞霖獅兄及獅嫂的介紹及悉心安排。

一月份晚餐例會
本會一月份例會定於1月24日假深水灣香港高爾夫球會舉行，當晚很榮幸邀請到雲安全聯盟香港澳門分會
主席林志堅先生蒞臨作演講嘉賓。為本會獅友分享【釣魚電郵攻擊與商務電郵詐騙】之主題。在此，多
謝前會長蔡小平獅兄之悉心安排，讓當晚出席的獅兄、獅嫂、青獅及嘉賓對釣魚郵件加深認識，及如何
作對網絡詐騙攻擊手法作出防禦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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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朗

獅 子會
Yuen Long

元

朗獅子會贊助1月19日的古洞盆菜宴。

會長
蘇籽翱
2月24日星期日於西貢戶外康樂中心之元獅親子
日營–透過日營活動、親子遊戲及享用營地設施讓
親子結伴同遊，共享天倫之樂。服務對象為居於天
水圍的綜
援家庭或
領取全額
書津之家
庭優先，
名額110
位。

1月26日信義會於天水圍嘉湖海逸酒店舉辦之「金
豬獻瑞賀新春」團年午宴，有醒獅表演、嘉賓拜
年、利是送贈、信義男爵、社區共融表演、遊戲
及大抽獎。元朗獅子會贊助全場圍獎及大抽獎金
器一份。
小插曲–負責接載長者的其中一輛車內發現夜明
珠一顆，原來是其中一名坐車的婆婆違漏的。為
免婆婆掛心，獅姐盡快於第二天將珍珠送回院
舍，婆婆非常高興及感謝。

香港鳳凰
獅子會
Phoenix Hong Kong
本會服務
『鳳凰新翠『煮』意樂無窮』

1

月19日本會服務『鳳凰新翠『煮』意樂無窮』服務計劃於新

翠 邨婦 女 戒 毒 中 心 進 行 ， 正 值 2 0 1 9 年 農 曆 新 年 快 將 來 臨 ，

會長
郭得瑩

探訪香港戒毒會
石鼓洲康復院
1月12日本會李玉君獅姐與獅姐
夫參加303區青年拓展及禁毒警

前往中心為院內姊妹們打打氣給予支持和鼓勵外，感受新春的喜

覺委員會的「濃情暖意賀新年

慶，同時更設計了一個別開生面及有趣的烹飪比賽，希望藉著烹

2019」服務，探訪香港戒毒會

飪過程與各位互動合作，互相了解及創新菜餚之餘，增添歡樂氣

石鼓洲康復院，順道重遊本會

氛樂趣，當天預備了精彩的表演節目及遊戲環節，同時亦預備了

在院內捐建的地標「愛心鳳凰

愛心小禮物送予姊妹們。除此之外，本會更捐贈有蓋易潔鑊、寢

亭」。

具套裝及太空漫步機給予中心，提升中心的生活質素。

2019年1月至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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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荊
Bauhinia

獅 子會

會長
韓順英

12

月28日，眾獅姐探訪位於新界古洞的可愛忠實
之家，並捐贈支票給他們作為日常經費之用。自
一九六五年開始，可愛忠實之家本著基督仁愛精神，為
香港有特殊需要的兒童及成人提供終身護理服務。
世界有超過10億殘疾人士，佔全球人口的15％，他們
是社會中最弱勢和被邊緣化的群體之一。他們經常被剝
奪最基本的人權，又被褫奪教育、就業和醫療保健的權
利。許多人生活
在極端貧困的情
況下…甚至在香
港亦然。

聖誕節前夕，創會會長邀請紫荊獅姐和
家人共晉午餐，歡度佳節。

12月是我們敬愛的朱秀英獅姐的壽辰，
我們恭賀她福如東海，壽比南山。

可愛忠實之家相
信透過信靠主，
他們能夠尋求得
到方向、遠見和
供應去侍奉這個
家庭的成員。

紅山
Red Hill

12

獅 子會

月7日紅山獅子會與陳南昌學校聯合舉辦「樂
也融融迎聖誕」。此活動經過大半年時間的
籌備，紅山
獅友上下一
心，為150位
有特殊需求
學生帶來聖
誕歡樂，由
其是 Tommy
獅兄的聖誕老

會長
麥嘉敏
人扮相，為活動增添不少氣氛，小朋友雀躍萬分，
更要多謝15-16年度會長，第四分域主席黃嘉俊獅
兄，第十一分域主席林廣德獅兄，船飛姐姐，彬
爺，Fiona 嫲，還有我的義工朋友kiko及恒仔，多
謝你們百忙之中抽空幫忙。
禮物贊助：
1）梁麗琴獅姐的150份有心思禮物
2）kiko愛心甜筒毛巾仔
3）總監送出金拱門餐券

11月17日「紅山獅子會」主辦，「大埔天主教聖母無玷之心
堂」關社組協辦服務活動「愛心福麵獻關懷」，招待老友記享
用特色日本拉麵及小食。看到很多老友記第一次品嚐日本菜後
的喜悅滿足，更甚者喜極而泣，令我更確信很多時候可能眼中
覺得平常的，對很多人也不是必然。更深深肯定做人一定要存
有知足感恩的心。
特別鳴謝「一
鳴拉麵」免費
提供場地及美
食 ， 多 謝 老
闆Jimmy及
Michael！令這
個非常有意義的服務第二年再度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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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山獅子會」與「雅麗珊郡主學
校」的約會，今年特別包場與學生
們一起享用特色自助午餐，以及唱
K…一起慶祝聖誕及迎接新年，大
家均高興致極！服務非常成功，恭
喜Joe大會主席及Stella會長。感謝
大埔創
會會長
Jannie
提供場
地，服
務非常
週到。

屯門
獅子會
Tuen Mun

會長
劉小惠

資訊委員
薛滙文

5.12.2018參觀醫管局復康中心

本

會獲醫管局邀請參觀專門為殘障人士提供服務的醫管局社區復康中心，中心為不同疾病或殘障人
士在自我照顧、活動能力、溝通及工作能力等多方面提供復康服務。獅友們在會長帶領下參觀中

心，並由中心負責人為我們沿途講解各設施之用途，最後亦與獅友們就中心運作及香港支援殘障人士的
服務作交流。

17.12.2018 聖誕聯歡晚會
是晚在中環馬車會會所舉行本會第六次理事會，
會後開始聖誕及新年聯歡晚會。承蒙各位獅友家
眷、友會會長及青獅等出席參與，多位友會會長
一同慶祝，互送心意。籌委會更準備了娛樂節
目，在場獅友唱歌助興，將氣氛帶到高潮，眾人
皆情緒高漲、熱血沸騰歡呼之聲不絕。當晚會長
劉小惠獅姐亦準備了聖誕禮物交換環節，禮品豐
富，更有現金抽獎，各位嘉賓均盡興而歸。

20.1.2019千人宴
本會連續舉辦第十七屆《萬歲耆英共聚樂融融》假
座沙田石門富臨皇宮酒樓圓滿結束，此活動目的是
敬老護老，當日筳開90席，招待多個團體過千名
長者出席，送上關懷之餘，共度佳節。當日為長者
提供精美午宴、送贈禮包及獻上娛樂表演。本會愛
心大使胡楓先生與一眾藝人與在場長者共慶生辰，

場面溫馨熱鬧。完場時獅友們更向每位長者送贈福
米，令長者們滿載而歸，愉快地度過樂融融的周
日。大會主席卓歐靜美獅姐與籌委會成員努力策劃
活動數月，最後活動得以順利圓滿結束！典禮中非
常感謝總監郭美華獅姐、屯門民政事務助理專員梁
子康先生、眾區職員及友會會長等出席與眾同樂。

2019年1月至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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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俊
獅子會
The Centurion

會長
劉成

資訊委員
陳紫荊

2018年12月16日 百俊電影籌款日
「突破自己、關懷唐氏綜合症兒童」

香

港百俊獅子會「2018-19 慈善電影籌款」《 胡
桃夾子Nut Cracker and Your Realms》於
iSQUARE UA影院順利完成。感謝當日各位獅友
於百忙中抽空到場支持，亦代表一班唐氏綜合症小
朋友及其家人感謝獅友們善心捐助。

滿足。而獅友們都力讚我們隨電影門券贈送的由唐氏
綜合症小朋友所繪畫雨傘圖案十分精美，因而，更有
獅友們即場增加捐助票數，除了對我們百俊服務肯定
之外，亦是對唐氏綜合症小朋友創作者的認同！

響應國際會長「超越地平線」的服務呼籲。我們百
俊是首次為唐氏綜合症病人提供服務，更加以行動和
籌款來支持他們，做到獅子會「四出」服務精神。
一班唐氏綜合症小朋友與其家人度過一個歡樂下午，
從他們笑容當中，我們百俊獅友們都感到十分感動與

2019年1月12日 石鼓洲探訪
303區青年拓展及禁毒警覺委員會「探訪香港戒毒會石鼓
洲康復院」於香港戒毒會石鼓洲康復院圓滿舉行。
每年一次探訪活動，都會有我們百俊獅友身影，每次探
訪，通過我們與院友們大合唱，品嚐院友們廚藝，欣賞他
們才藝表演，都能令我們感受到院友熱情招待，感受到
他們對生活的熱情。從簡單言語間傾談，到遊戲間互動，
可以發現很多院友們積極改變的心態，是一個很正能量的
事情。我們百俊獅友亦衷心期望院友們成功戒毒後，能緊
記在康復院經歷的點滴，緊記著有我們一班獅友對他們作
出鼓勵，回到社會後積極重回理想生活，活出精彩人生！

2019年1月19日 獅子會特殊奧運會
香港特殊奧運會《第四十三屆香港特殊奧運會分區田徑賽》於馬鞍山運動場順利舉行，一班參賽朋友非
常努力，爭取最佳成績。
於不同中看到相同。我們百俊獅子會能參與其中，感受參賽者們負出汗水與努力過後成果，參賽者們雖
然與我們常人有異，但見證著他們對運動精神，努力不懈心態與我們常人無異，令到我們十分鼓舞！

2019年1月19日 聯合兒童驗眼服務
由香港獅子山獅子會、九龍塘獅子會、百俊獅子會、
香港和平獅子會合辦之「群獅睛心大檢視」於青衣長
安村–東華三院黃士心小學順利完成。
眼睛為人們的心靈之窗，我們百俊為低收入家庭小朋
友提供驗眼服務，盡早找出眼疾問題，從而減低機會
預防小朋友患病風險，培育更出色的香港未來一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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銀綫灣
Silverstrand

獅子會

會長
林修基

會籍發展：關心小組探訪

綫灣 會 籍 組 屬 下 的 關 心 小 組 於 1 2 月 1 5 日 家
訪了喜獲麟兒，加寶貝長女併出一個「好」
字幸福家庭的陳卓琪獅姐。陳獅姐是一位專業眼科
醫生，於2011年加入獅子會，丈夫為財經界專業
人士，兩人都年輕有為熱心公益，對能通過銀綫灣
獅子會進行有意義的社區服務非常支持。2018後
半年陳獅姐因工作轉型及懷上第二胎，時間及精力
安排變得緊張，不得不減少獅務。現幼兒已出生，
工作亦開始返回軌道，陳獅姐表示之後將循序漸進
再把獅子會融入回生活中。我們關心小組絕
對理解作為一個事業女性及兩名小朋友的母
親，工作家庭責任非常重，所以特意去探訪
她，為她打氣。陳獅姐表示產假後返回公司
整頓好工作後，便會回歸銀綫灣出力。我們
關心小組對陳獅姐表達銀綫灣其他獅友對她
的掛念，祝福她家庭幸福、工作順利。

銀

1月10日，關心小組再次進行家訪，是次對象是因
發展國內汽車業務需經常中港兩地奔波的劉崇峰
獅兄。劉獅兄為本會資深會員，亦是獅子會終生
會員，太太Regina一直是本會籌辦活動上的出力
者。劉獅兄為身體着想，2018年中申請休會休養
生息。少了風趣幽默的他數個月，着實令我們銀綫
灣人牽掛，幸好他現已銷假回歸，又能經常見面及
聽到他風趣睿智的說話了。我們謹祝劉獅兄身體健
康，生意順利和家庭繼續幸福。

我們服務
2018年12月8日我們在九龍一所高齡老人院舉行了
一個非常活潑，充滿笑聲的同樂日。當天在正副主
席林婉雯獅姐和余敬業獅兄熱情的邀請下，銀綫灣
多位會員全家總動員去表演魔術、唱歌、跳舞，亦
有大笑瑜伽體操及化妝攝影活動等去服務長者。活
動進行期間笑聲笑容不斷，賓主皆共樂融融。

銀綫灣長壽節目「西貢聖心堂長者服務」亦於1月5
日在正副主席楊旭楠獅兄和廖漢財獅師兄首度攜手
合作下順利舉行完成。活動得著的地方除了是服務
了一眾西貢長者老朋友外，楊旭楠獅嫂及廖漢財獅
嫂在活動籌備及當天的出色表現令人眼前一亮，加
添銀綫灣生力軍力量。

我們進步
(1)「美麗工作坊」學以致用
為響應是今年
國際總會長提
倡推廣的家庭
成 員 及 女 性
會員“New
Voices”活動
產生之銀綫灣
美麗工作坊組員學習了基本化妝手藝，學以致用
在以上提及的兩個服務當中為女性長者化妝。美
麗工作坊組員認
真投入地為長者
化妝，在化妝過
程中和長者們親
切交談，場面溫
馨。有多位受眾
長者表示她們數

十年來都沒有化過妝，非常高興及歡迎我們這個新
服務元素，拍照出來時更笑容滿面，令我們感到非
常歡欣及感動。
(2) CEP及IT培訓
銀綫灣本年度的CEP培訓於2月17日舉行。是次
CEP培訓除了討論會務、會籍發展和未來服務三
大題目外，亦加入了現今溝通須要的 IT 技巧知識
應用，包括Google Handouts 及電子評估應用程
式。我們感謝廖令軒獅兄多年來鍥而不捨為銀綫灣
的培訓工作出力，佩服佩服。
(3）Caring Company 商界展關懷
為了再增強本會形象及方便聯繫更多有水準的服
務夥伴，我們已成功獲選「商界展關懷」Caring
Company，為未來打造更有規模、更有效率的社
區服務做準備。

2019年1月至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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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區
Central

獅 子會

LCI Lions Regional Women's Workshop
“Get More Women In Lions”

新

聲音地方女性研討會終於在一月六日舉行，
題目為：Get More Women In Lions，目標
是如何有效地招募及留住女性會員。
國際獅子會女性人數增長迅速，由2003年的13.7%
到現在已經達到25%，雖然這已經是一個了不起的
成就，但是距離世界人口女性51%的佔比，仍有很
大的發展空間和工作需要做。
2003年全球女性研討會開始特別強調如何招募及
留住女性會員，因為女性研討會的成功，國際獅子
總會在2010年和2011年間舉行了幾個女性研討會，
並協助獅友在各地區繼續舉辦此類型的研討會。
地區女性研討會理應由區會主辦，為何會由中區獅
子會組織呢？這要多謝文錦歡前國際理事在澳門屬
會職員培訓日的推介。中區獅子會是一個全女性獅
子會，對於招募女性會員，我身為中區18-19屆會
長自然責無旁貸，獲悉還可以申請資助，更是興趣
倍增，當即就著手資助的申請工作。
2018年國際獅子
總會一百年來，
首次有女性擔任
國際會長，所以
定下目標將男女
會員比例做到五
十五十，並鼓勵
獅友申請新聲音
的資助舉辦“地
區女性研討會”
，制定策略增加
女性會員人數，
以 及 制 定 在 分
會、分區推動的
行動計劃。
在查閱資料的過程中發現，原來整個東南亞憲章區
每年只有大約兩個資助名額，這個看似不可完成的
任務，讓我想到過放棄。但是香港人鍥而不捨的精
神，讓我意識到不嘗試就一定是失敗，努力之後失
敗也不會後悔。

里，以及通過相關的部門聯絡，終於給我聯絡上負
責人，雖然過程兜兜轉轉，但是對獅子會的架構，
卻有了進一步的了解。當然結果是美滿的，我也樂
於在這裡把喜悅及經驗與所有獅友分享。
研討會的當天，很榮幸邀請到文錦歡前國際理事、
冼姵璇前總監、陳毅生前總監、高敏華前總監和馮
妙雲前總監為我們做導師指導，郭美華總監也在百
忙之中抽空出席做午餐例會主講嘉賓。研討會可謂
巨星粒粒陣容鼎盛。
還有27位區職員、多個屬會會長和獅友，當中也
有一些新的和年輕的獅友參加了研討會，參加者分
三組，在導師的帶領下探討有關招募及留住女性會
員的主要因素，經過分組討論，各組代表發表觀點
及想法，並以交通燈號顏色作分類，將意見分成綠
色、黃色和紅色三類，即獅友應該開始進行、繼續
做和停止做之事。最後，綜合各組重點意見用作制
定行動計劃的建議給國際獅子總會作參考，大家群
策群力希望為國際會長定下的目標作出點點貢獻。
本次研討會與會者都能暢所欲言，各抒己見，過程
交流和互動熱烈，五個小時的研討會一晃而過，許
多獅友都覺得意猶未盡，之後還有獅友繼續補充建
議，甚至有的計劃再申請資助，希望繼續舉辦同類
型的研討會。我期望在研討會的帶動下，獅子會女
性會員蓬勃發展，明天會更好。

首先，為著董事會可以順利通過，我花了不了時間
瀏覽國際獅子總會網頁尋找資料，期間發現總會網
站裏資源豐富，包羅萬有，雖然曾聽說過，可是親
自去尋找、使用，感受截然不同。
接著，我需要聯絡國際獅子總會負責審批資助的部
門，但該部門的電郵發生問題，一直都聯絡不上，
只有找尋其他辦法，我嘗試尋找審批部門是隸屬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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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長
陳玉芬

中區獅子會精精靈靈百二歲系列二《老友記賀新年》
2019年1月27日是我本年度最期待的一天，中區獅
子會的服務主要以長者為主，每年都會舉辦很多關
心、探訪和聯歡的活動，2019年當然也是一樣。
農曆新年在中國人的習俗上永遠是民間最隆重的傳
統節日，本會在會長陳玉芬獅姐領導全體獅姐包括
新獅姐及中區獅子會青獅，於2019年1月27日在
紅磡海逸皇宮大酒樓舉辦了一個名為「精精靈靈百
二歲系列二《老友記賀新年》」的新春午宴，與長
者共享一個開心歡樂的一天。當日有精彩的表演節
目、遊戲時間、派發禮物及利是，氣氛非常熱鬧。
有鑑於認知障礙症對長者的威脅日益增加，中區

整個活動充滿歡樂的氣氛。大會主席中區獅子會

獅子會2018-19年度將關懷長者健康的目標，推廣

前會長鄭麗嬋獅姐和KK獅姐夫的歌聲金聲玉振，

至精神健康，舉辦了《精精靈靈百二歲系列》。繼

譚倩紅容姨的歌聲悅耳動聽，中區獅子會前會長
Iris Ho的西班牙長尾舞婀娜多姿，創會、Judy 總
監、Eva、Evan、Emily、Rosanna及Yoki獅姐組
成的非常精彩表演，George獅姐夫和Ivan組成的
樂隊，還有一班武士的歌唱表演都非常精彩，整個
活動老友記都玩得很開心。多個公公婆婆90多歲，
其中一位婆婆更107歲了，但仍然是很精靈，很健
壯，其實只要心境開朗，人是會越來越長壽的，但
願大家都可以精精靈靈百二歲。

2018年11月25日舉辦系列一《認知(無) 障礙之與

祝大家豬年好運、諸事大順、諸事如意！

寵物同行》之後，2019年1月27日再舉辦系列二《老
友記賀新年》，當天筵開50席，超過90歲的長者

當天中區獅子會送出了600個福袋，內有利是、日

有39位，年齡最大的長者107歲。中區獅姐們除了

用品及應節物品，讓與會者滿載而歸。

跟長者賀新春外，還宣傳保持大腦健康知識，包括
專業人士講解飲食方法、健腦運動、互動環節，還
有唱歌、跳舞等等。我們希望透過不同方法，推廣
大眾關注護腦，鼓勵長者認識新事物，培養業餘興
趣，以達致幫助防止身體或認知能力下降，預防疾
病並且增壽。

A dv ertis eme nt

當天有十多區職員和十多位會長出席支持，場面非
常熱鬧。
恭喜大會主席中區獅子會前會長鄭麗嬋獅姐，中區
獅子會會長陳玉芬獅姐，當天活動非常圓滿成功，
鄭敏如獅姐撰稿
2019年1月至2月

59

香港荷李活
獅子會
Hollywood Hong Kong

會長
霍兆堅

「荷李活又出動撐你喇！」

每

年到了2月份的日子，又是大家開始緊張的
時間。除了各位都會收到的綠色炸彈，人生
必然發生的事之一「報稅」之外，也是各位中六學
生開始面對DSE的大日子。

香港荷李活獅子會於2019年1月10號及31號，分
別在荃灣公立何傳耀紀念中學及香港四邑商工總會
陳南昌紀念中學舉辦了兩場「荷李活撐你，為應屆
DSE學生打氣」活動，為超過200名DSE學生大大
力打氣！現場氣氛非常熱烈，嘉賓表演及分享後與
學生對話環節風趣幽默，學生們都學習到除了要負
責任於自己的成績，更要負責任於自己的人生！他
們都感受到我們帶出來厚厚的正能量！相信每位學
生都能考出好成績！

香港半山

獅子會
Mid-Levels, Hong Kong

香

港半山獅子會參與303區姊妹學校
計劃已有十數載，贊助兩所殘障及
智障的學校。除了每年參與區會提供有關
的活動，本會的獅姐們與所屬的學校已建
立了深厚的友誼。今期本會溫獅姐記錄了
她參與兩間學校的活動。

獅子會姊妹學校計劃
2018-19
每年的聖誕節及農曆新年都是我們半山獅
姐和我們姐妹學校的周年聚會。
今年保良局陳百強伉儷青衣學校舉辦的聖
誕聯歡會安排了一貫的師生唱遊外，還有
義工團隊之精彩雜耍表演，此外眾位參與
者亦一起製
作了環保聖
誕花環並在
運動場中砌
出一個十字
架，令整個
活動加添節
日色彩和歡
樂。

同時我們很榮幸邀請到「勵志研習中心」贊助200
名免費名額，給應屆低收入家庭中學生，參與年度
DSE模擬考試，
讓學生們有充分的
心理準備，在面對
真正DSE考試時
爭取更好的表現，
獲得好成績！
在 此 祝 願 每 位
DSE學生都正能
量爆燈，勇敢面對
DSE，爭取好表
現！成就非凡人
生！

會長
袁杜錦鸞

資訊委員
田愛平

本會在2017年籌款活動中，得到善長人翁之慷慨支持，
捐助$150,000 為保良局陳麗玲（百周年）學校為其新校
圖書館添置傢私及設施。今年一月十四日為新校舍落成開
幕典禮暨團年晚宴，而眾獅姐亦有幸被邀請參加。開幕典
禮中，由兩名即將畢業之學生演出由舞蹈老師全新編排講
述特殊學生感受的舞蹈，憑著精準舞步及真誠的表演，令
觀眾甚為感動。
學校更安排了參觀課室
及活動室之開放環節，
整個活動都是由老師、
學生、家長及工友全力
參與，就連款待賓客之
茶點及飲料，都是出自
他們的製作。
盆菜晚宴之場地為學校
之運動場，當晚天公造
美，每個環節都順利進
行，其中舞龍表演及學
生唱詠環節更是令整個
活動熱情洋溢，我們被
學校上上下下各人的努
力投入及愛心感動得熱
淚盈眶。
撰文：溫慧雯獅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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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鑽石
獅子會
Diamond Hong Kong

會長
黃宏達

長者服務日

本

會到「青松護理安老院」為該院舍全部長

回饋社會，讓學員自己與受惠者皆能彼此進步，該

者祝賀新春，表演粵曲折子戲，送出二百

團體於三月在大埔表演，本會為支持其理念，亦承

件毛衣及藥油等，當天還送出每長者一支玫瑰花，

諾贊助一些禮物給當日其演出的活動。

使服務長者都非常開心。其安老院舍在青松，長者
非常健康快樂，活潑，載歌載舞，精神，過百歲長
者亦有多位，本會亦會繼續為「青松護理安老院」
服務，本會每年的長者服務計劃有多間，此乃其中
之一間。
當日的折子戲是由「緣聚龍藝」的元師父帶領表
演，元師父認為該團龍藝組訓練的學員，所學到的
知識及武術，希望能夠發揮出來，為人服務表演，

圖右一為黃宏達會長，右三創會鮑幗潔獅姐，左二麥偉玲前會
長，左一為廣東獅子會鑽石隊創會陽禮霞獅姐及兩位義務演員等
出席

本會每年除了多項長者服務計劃，今年還有計劃為
兩間學校全校學生驗眼服務，學校如有260位學生
的「八鄉中心小學」及近百學生的「元岡幼稚園」。
本會獅友出席理事會及例會，並一同切蛋糕，慶祝
創會會長鮑幗潔獅姐生日。當天有新民獅子會梁麗
琴獅姐及獅友到訪本會，他們帶來了驚喜，一個印
上本會會章的生日蛋糕，非常美麗而且美味，令本
會獅友高高興興聯誼了一個歡樂的晚上，感謝梁獅
姐對本會的友善支持！

本會參與「友獅三年輔導計劃」，主要是由獅友帶

常欣慰，每次見到學童在歡樂中成長。這就是我們

導學童學習如何處理屬於自己的日常生活費用，和

留下來做獅友的喜悅。

學習儲蓄的好習慣，活動當日，由鮑幗潔獅姐及蔡
漢成獅兄負責帶導學童外出，學習聯誼及認識香港
一天遊。成為友獅「友師」的責任已經年半，每次
帶著那些學校學生出遊時，都感覺學童他們一次比
一次高，一次比一次成熟，而且因為已經多次相聚
而熟絡，得到學生的信任和尊重，學生就會向我們
傾訴，分享多了，每次的友獅服務都使大家很自然
期望下一次的相聚和約見的地點，我們的友獅都非

2019年1月至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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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青馬
Tsing Ma

獅子會

2018年 12月 9日 ( 星 期 日 ) - 摩 星 嶺 野 外 定 向 追 蹤 2 0 18

由

摩星嶺之友及中西區區議會合辦，摩星嶺
獅子會及軍事遺蹟保育團協辦的「摩星嶺

野外定向追蹤 2018」，除了可以透過活動對國家
和香港的歷史有更深刻的體驗和了解之餘，更可以
訓練團隊精神、溝通、策略、野外知識及探索隱身
於山林中的堡壘。是次活動青馬獅子會也有6位獅
兄參與，於登記處作義工服務，其中更有獅兄感恩
於這次活動中對香港軍事歷史認識更深。期望這個
活動能繼續舉行，宣傳保育軍事遺跡，推動關心社區
資源意識，讓社會大眾更重視香港軍事歷史及文物。

2018年 12月 15日 ( 星 期 六 ) - 樂 智 協 會 周 年 大 會
樂智協會由一群服務智障人士機構的行政人員、教

香港青馬獅子會自2003年開始參加樂智協會的大

師、社會工作者、專業人士、家長及智障人士的朋

型活動：包括傷健同樂嘉年華、樂智同樂日、大型

友組成。為智障人士倡導及提供社交康樂活動使提

研討會及為全港智障人士而設的歌舞比賽及表演

升其生活質素及促進社會共融。

等。青馬獅兄除了在各活動中贊助經費外，亦參與
擔任義工。
青馬獅兄於2018年11月25日贊助及出席「吹夢舞
台2018歌舞比賽」， 讓智障人士發揮歌舞才藝比
賽及表演，鼓勵智障人士互動共融，活出更自信豐
盛的人生。第一副會長何國亮獅兄為頒獎嘉賓。
青馬獅子會另於2018年12月15日參加「樂智協會
2018年度周年大會」。會長呂慕選獅兄為大會開
幕致詞和為長期服務義工頒獎。

2019年 1月 11日 ( 星 期 五 ) - 六 福 同 堂 聯 合 晚 宴
由域多利獅子會(推薦會)帶領下的5個分會，包
括：香港香島獅子會、香港荷李活獅子會、香港鑽
石山獅子會、香港青馬獅子會及香港灣仔獅子會合
辦一年一度「六福同堂聯合晚宴」。當晚更邀請了
黃錦卿大律師分享有關私隱條例，黃女士前身為副
個人資料私隱專員，也曾任職警務處督察，和律政
署的高級助理檢控專員，經驗豐富，當晚更與獅友
們暢談關於個人私隱的切身問題和有趣個案。香港
青馬獅子會負責邀請主講嘉賓，紀念品和大會司
庫，與各會獅友合作愉快，互相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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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長
呂慕選

2019年 1月 14日 ( 星 期 一 ) 香港青馬 獅 子 會 成 立 二 十 周 年 慶 典 暨 慈 善 晚 宴
「香港青馬獅子會成立二十周年慶典暨慈善晚宴」
於唯港薈酒店舉辦。典禮邀請了行政會議成員立
法局議員葉劉淑儀女士,GBS,太平紳士、303區總
監郭美華獅姐、上屆總監陳立德獅兄、第一副總
監王恭浩獅兄、第二副總監梁禮賢獅兄、第三分
區主席周杰浩獅兄及第七分域主席金冠忠獅兄為
主禮嘉賓。日本花泉姐妹會和友會廣東珠江服務
隊亦遠道分別從日本和廣州到來支持。出席的區
職員、18/19會長、獅友和嘉賓有三百多位。晚宴
除了慶祝本會成立二十周年之外亦為兩間慈善組

協會 Playright」籌善款。當晚各出席獅友和嘉賓

織：「Inner City Ministries」和「智樂兒童遊樂

都慷慨解囊，共籌得善款港幣三十多萬元。除了即
場分別捐贈港幣十萬元給兩慈善機構外，其他善款
會撥入本會服務基金，支持向有需要人士提供服
務。當晚晚宴儀式簡單而隆重，拍賣和表演節目溫
馨、精彩又緊湊。主禮嘉賓葉劉淑儀議員在其臉書
Facebook陳述：「晚會除了慶祝青馬獅子會創立
20周年外，更即場為支援在港尼泊爾人及關懷弱勢
兒童的組織籌募經費活動，非常有意義。我對該會
熱心服務社會的精神表示十分敬佩！」

2019年 1月 19日 ( 星 期 六 ) - 綠 色 奧 恩 慈 善 義 賣 活 動
香港青馬獅子會於2019年1月19日參加「綠色奧恩
慈善義賣活動」。義賣由奧恩國際幼兒園暨幼稚園
和Acorn親子遊戲班舉辦。奧恩與供應商的銷售額
相匹配以一比一的配對捐了港幣八萬元給予「防止
虐待兒童會」。青馬獅子會向區會借了兩部驗眼機
為當天到場的百多位小朋友提供驗眼服務。驗眼結
果反映一些低下階層的兒童普遍視力問題較多，而
家長亦較為欠缺眼睛健康常識。建議日後應該提供
A dv ertis eme nt

較多這方面的服務給予低下層貧困階層。感謝港島
獅子會湯文傑醫生當天到場支持提供眼睛健康指導。

2019年1月至2月

63

香港特區中央
Center Point H.K.S.A.R.

獅 子會

會長
何宇軒

資訊委員
張美寶

唐寶寶共創花式跳繩世界紀錄

特

區中央獅子
會 x 唐氏
綜合症協會合辦
「至fit唐寶寶聖誕
party」於12月1
日順利進行，我們
創下「同時最多3
人跳大繩」世界紀
錄，合共65組195
人同時參與，是次
活動有賴百多名義
工的付出，以及香
港花式跳繩會的全
力支持。
活動開始先由大會主席魏佩華獅姐、國際獅子總
會中國港澳303區總監郭美華獅姐和香港唐氏綜合
症協會助理總幹事曾淑玲女士致辭，並由他們以
及國際獅子總會中國港澳303區第一副總監王恭浩
獅兄、第五分區主席鄒偉文獅兄、第十三分域主

席謝香鶯獅姐、各屬會會長和香港花式跳繩會會長
鄭淦元獅兄帶領，與一眾寶寶們共同創下「同時最
多3人跳大繩」世界紀錄。當監察員宣佈世界紀錄
成功的一刻，我們感受著唐寶寶的笑容和歡呼聲，
他們的那份激情給予我們服務的原動力，亦為我們
日後的服務注入更多的正能量。其後，我們安排了
聚餐和互動遊戲，又大派聖誕禮物包，與他們預祝
聖誕。最後，唐寶寶與及香港花式跳繩世界冠軍隊
還為我們悉心演出，令是次活動畫上完美的句號。
唐氏綜合症人士在社會的支持下，應享有充分的機
會去發揮個人的潛能，及積極參與他們在生活上的
各項決定，以確保其在社會上的平等機會。我們希
望透過這個活動，可以改善大眾對唐氏綜合症人士
的觀感，透過互動增強各參加者對唐寶寶的認識與
交流，並向大眾作推廣及介紹，促進社會共融。而
且，我們還安排了傳媒專訪，希望透過媒體及各大
社交平台，引起各界關注及改善給予唐氏綜合症人
士及其家人的服務。每人行出一小步，社會就可以
變得更和諧。

第五屆「獅情、長意」敬老日於2019年1月20日順利完成
「獅情、長意」一直以來都是香港特區中央獅子會
最核心的大型服務，今年來到第五屆了。一如以
往，我們聯同聖公會聖匠堂長者地區中心、香港聖
公會樂民郭鳳軒綜合服務中心、東華三院黃祖棠長
者地區中心及香港童軍總會何文田區派出了600百
名義工探訪九龍城、土瓜灣及紅磡區內約600名獨
居長者，了解長者家居及身體狀況，為他們送上愛
心福袋及溫暖的問候。我們希望透過這個活動喚起
公眾對獨居長者的關注，以及支援長者服務的發展。
活動由服務籌委會主席魏佩華獅姐帶領下，得以圓
滿結束。本會謹在此鳴謝國際獅子總會中國港澳
三○三區總監郭美華獅姐、第一副總監王恭浩獅兄

及第五分區主席鄒偉文獅兄指導。而政界方面，一
向關心民生的立法會議會陳凱欣女士、九龍城區議
會主席潘國華先生、九龍城區議會副主席左匯雄先
生、九龍城區議會議員丁健華先生及吳奮金先生亦
有到場支持！
今年的活動很榮幸
得到傳媒廣泛的報
導，讓我們更有動
力，發揮獅子會
「We serve」的精
神，延續這個有意
義的服務！

後 記 ：【 他 朝 君 體 也 相 同 】
香港人口持續老化，據指全港有15萬名獨居長者，15年間增加近倍。獨居長者問題日趨嚴重，我們不容忽視。
探訪小童軍後記：在今天的探訪長者活動中，有不少老人家的手腳都不太靈活。但他們也非常熱情，其
中更有一位長者更因我們的到來開心得哭了起來。在今天的探訪活動中，我覺得其實我們以後也會變成
長者，我們也會想別人多一點關心我們，所以我們應該要多關心那些長者。
培養年青人有如此關愛的精神，是香港特區中央獅子會服務的一個重要使命，我們期望為社會、為上一
代、為年青人做得更多。今天就從自己做起，關心身邊有需要的人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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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港
獅子會
Harbour View

會長
鍾鳳愛

獅子行2019 - 活潑寶寶獅同行

三

○三區一年一度的服務基金活動–獅子行，
已於2019年1月6日（星期日）假山頂道花
園順利舉行，是次活動以步行及慈善嘉年華會方式
進行，主題為「活潑寶寶獅同行」，希望能提高獅
友及公眾對香港弱能兒童的關注，與獅友共度一個
愉快星期天，而大會所選的路線十分優越，除可

漫步山頂盧吉道，亦可沿途欣賞優美的本港風景。
本會亦有多名獅友支持出席，其中包括：會長鍾鳳
愛獅姐、創會會長馮翠屏獅姐、前會長麥月愛獅
姐、陸詠儀獅姐、獅友余綺敏獅姐、林秀甜獅姐、
蔡雪亮獅姐、姜小榮獅姐以及其他一眾親友。

第六分區服務計劃 -「香港特殊奧運會
《第四十三屆香港特殊奧運會分區田徑賽》」
本年度香港特殊奧運會《第四十三屆香港特殊奧運會分區田徑賽》已
於2019年1月19日(星期六)假馬鞍山運動場順利完成，當日各出席的獅
友上下一心，為會場內的600位傷健選手服務，並協助進行各項田徑賽
事、《共融活力嘉年華》及連串遊戲攤位，致力為有需要的市民服務！
本會出席的獅友包括：會長鍾鳳愛獅姐、第一副會長余綺敏獅姐、第二
副會長林秀甜獅姐、前會長李麗霞獅姐、冼慧詩獅姐以及獅友余華強獅
兄、鄭皓嶸獅兄及友人等。

2018-2019年度港澳獅子服務日
「LIONS顯愛心，生命樂繽FUN」
國際獅子總會中國港澳303區已於 2019年1月26日(星期六)上午十時至下午三時在喇沙書院舉行『20182019年度港澳獅子服務日「LIONS顯愛心，生命樂繽FUN」』的嘉年華。本會出席的獅友包括：會長鍾
鳳愛獅姐、第一副會長余綺敏獅姐、第二副會長林秀甜獅姐以及前會長冼慧詩獅姐等。

第二次聯合晚餐例會「群獅團聚福滿堂金豬迎春聲威壯」
向會長、秘書、司庫致敬暨新春團拜
本年度第二次全區聯合晚餐例會向會長、秘書、司
庫致敬暨新春團拜聯歡晚會已於2019年2月18日
假灣仔會展舉行。本會亦有多名獅友出席，包括：
會長鍾鳳愛獅姐、創會會長馮翠屏獅姐、前會長梁
錦明獅兄及冼慧詩獅姐、第一副會長余綺敏獅姐、
第二副會長林秀甜獅姐、第三副會長蔡雪亮獅姐、
獅友姜小榮獅姐、郭倩萍獅姐、冼詠珍獅姐、余華

強獅兄、劉鴻福獅兄、黎美寶獅姐及阮佩孄獅姐。
場面熱鬧，各獅友均以獨特的中式新年服出席，使
到會場充滿濃濃的新年氣息，而本會會長鍾鳳愛獅
姐、義務秘書姜小榮獅姐及義務司庫阮佩孄獅姐亦
受邀上台接受大會的感謝獎牌，以感謝於過去多月
的辛勞工作及為會務作出的貢獻。

維港獅子會 金豬賀歲新春團拜2019
金豬來臨，維港獅子會獅友特於日前假北角文華軒
舉行金豬賀歲新春團拜2019與親友一共歡聚新春

的來臨。活動前夕，本會更邀得第二副總監梁禮賢
獅兄蒞臨作親善拜訪與本會獅友作深情交流。
是次團拜，出席的獅友與親友合共逾50人並由會長
鍾鳳愛獅姐以及創會會長馮翠屏獅姐大派新春大利
是作開始，而各獅友與親友亦十分投入為爭取遊戲
禮品及大利是均使出混身解數，當晚更為2月份生
日的多名獅友舉行生日會，全晚氣氛高漲，大家亦
滿載而歸。
2019年1月至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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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灣仔
Wan Chai, Hong Kong

秉

獅子會

會長
林珠妹

資訊委員
何淑雲

承獅子會的服務宗旨「我們服務」，可以

之情表露無遺。臨走時每人領取小小禮物，天真爛

促進社會和諧歡樂安定繁榮。除了為社區

漫的小朋友們滿足之情溢於言表快樂非常！幸福就

有需要人士做更多的服務外，同時也能讓獅友們在

是如此簡單。

服務實踐中提升組織工作能力和領導技巧，更好的
認識自己。
過去幾年，本會每年都積極支持參與灣仔東分區社
區舉辦的嘉年華活動。去年9/12下午風和日麗天
高氣爽，本會在大會指定的攤位中設有益智遊戲項
目。借此機會獅兄獅姐和義工們齊心出動，與社區
各階層人士近距離溝通。小朋友們在家長陪同下，
個個興高采烈的在攤位前輪候參加遊戲節目，發揮
才能挑戰自己的極限。玩樂中無不喜出望外，歡樂

香港灣仔獅子會聯同仔會香港太子獅子會、九龍灣
獅子會、香港浩峰獅子會於12月12日晚聯合舉辦
一年一度晚餐例會，獅友們興高采烈出席晚會敍
舊，還認識不少新獅友。會上還邀請了一位眼科醫
生給我們詳細講解眼科醫療和保健常識。能夠和來
自不同地區行業的獅友們暢談交流服務心得，增強
彼此間的獅誼，這種感覺溫馨且愉快，大家也積極
計劃推動開展社區服務項目。獅友們共同度過了一
個有意義且難忘的聯合晚會。

我會獅友1月11日參加了域多利母會假座尖沙咀金
域假日酒店龍苑舉辦的六福會晚宴。期間經驗豐富
的Fanny Wong 黃錦卿大律師不吝賜教的講解了
關於個人私隱的切身問題並附加些有趣個案。黃女
士曾經是「副個人資料私隱專員」，也曾任職警務
處督察和律政署高級助理檢控專員。獅友們暢所欲
言誠摯交流。感謝母會和五個仔會的獅友們齊心協
力合作無間，每年不斷加深彼此間的互動關係和友
誼。六福晚宴內容豐富且多姿多采，還設有遊戲抽
獎，歡樂之餘大家都盡興而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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銅鑼灣
獅子會
Causeway Bay

會長
黃健明

恭 喜 獲 得 「 社 會 資 本 動 力 標 誌奬 」

由

勞工及福利局成立的社區投資共享基金於
2018年12月18日舉辦了兩年一度的「社會

資本動力獎頒獎禮」，銅鑼灣獅子會很榮幸獲得其
中的「社會資本動力標誌獎」。社區投資共享基金
於十六年前開始不同的社會資本發展計劃，致力提
倡社會資本的理念，推動各界人士積極參與，不分
背景、階級、年齡、種族和職業，攜手共建跨世代的
支援網絡，各展所長，發揮凹凸互補的協同效應，讓
社會資本在香港開花結果，建立充滿人情味的社會。
本會參與的計劃「暖LOVE LOVE–糖不甩」服務
對象為青衣長青邨及長康邨的長者及當區居民，為
有需要的獨居及雙老家庭編織支援網，不斷滾存區
內社會資本，例如信任和互助等，為社區添上濃濃
的人情味。計劃更集結了熱心的年輕長者化為助人
者，盡展所長，將心比心，貢獻社區，同時提升他
們的抗逆能力。

銅鑼灣獅子會於2019年1月5日與佛教何潘月屏長

提供場地及各種支援，也十分感謝銅鑼灣獅子會會

者文化服務中心舉辦了「認識與預防腦退化」講

長及各獅友出心出力為長者們張羅禮品和聯繫協辦

座，是次活動有多達60名長者參與，並由陳鎮中醫

機構等等。本人還有幸帶領健腦體操，為各老友記

生作出專業的講解和分享。

預防腦退化略盡綿力。是次活動除了令各長者學習
到腦退化的資訊外，我亦獲益良多，除了增強個人
領導能力，還增加與各獅友的交流，從中體現銅鑼

廖展霆獅兄分享：「 非常榮幸成為《認識與預防

灣獅子會的團結及獅友們團隊合作的精神！」

腦退化》講座的聯合主席。是次活動
主要分為醫生講座、答問環節、健腦
體操及贈送精美禮物包予各長者。由
於腦退化為近年熱門的話題，而且醫
學上暫時未有徹底根治的方法，所以
各長者對是次講座都非常熱烈。非常
感激佛教何潘月屏長者文化服務中心

2019年1月至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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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文田
獅子會
Ho Man Tin

會長
陳祖旋

何文田獅子會慈善籌款晚宴
日期：2018年12月7日 (星期五)
時間：晚上7時至10時
地點：香港基督教青年會南座3樓宴會廳

「何

域主席林廣德獅兄的魅力及主講蔡爾雅老師的金石
分享將會場填滿，當晚感謝總監郭美華獅姐與一眾
區職員支持，承蒙各位善長踴躍贊助，讓何文田獅
子會在來年可以服務更多受眾。

文田獅子會慈善籌款晚宴」，這一類
型的籌款方式，在獅子會比比皆是，
為什麼？因為我們是服務團體，並非電視所見那些
慈善機構，沒有總理支持，每一次的服務除了是獅
友的會費支持，我們就是靠這種活動去增加經費，
服務更多弱勢社群。
多謝大會主席林家權獅兄及會長陳祖旋獅兄的帶
領，令到晚宴得以順利完成，創會會長許世光前總
監及姚寶雅獅姐的指導兼協助居功不少，第十一分

何文田獅子會免費驗眼服務
日期：2018年12月9日 (星期日)
時間：下午1時至下午5時
地點：上環文化廣場

針鋒相對，緣於缺乏溝通，何文田獅子會期望跨代
共融，齊建和諧，因此參與由「香港孕嬰童業協會及
香港長者產業聯會」合辦的跨代共融嘉年華2018。

每日打開報紙，不時看到很多世代不容，年齡歧視
的新聞，長者得不到尊重，小童獲不到體諒，彼此

在大會安排的攤位內，提供免費驗眼服務予中西
區居民，今次活動有幼獅參與，由佈置攤位、客
戶服務、控制人龍、派發紀念品，以
至邀請參加者，每一個崗位都樂於服
務，受眾們經過我們的快速驗眼，大
抵知道是否受到近視、遠視或散光的
影響，當中不少參加者為兒童，讓父
母們可以早一點了解子女的眼睛健康
情況。

香港天使行動100
日期：2018年12月23日 (星期日)
時間：下午1時至下午3時
地點：龍圖閣海鮮飯店
何文田獅子會全力支持，邀請100位獨居長者及傷
殘人士，一同參與「耆樂連年聖誕聯歡大派對」，
當天邀請到有「蜘蛛女」之稱的香港攀石運動員鄭
麗莎(Lisa)小姐、組合E-Kids成員郁禮賢(Kasa)、
中東肚皮舞導師Sonia Wong及凱景足球隊成員作
為表演嘉賓，大家一同享受美食，兼大玩遊戲、抽
獎及欣賞嘉賓表演。
Lisa和Kasa表示：「希望自己在場內、場外都能
繼續發揮正能量及幫助到其他人，當了父母後，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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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明白在特別節日能為一班獨居長者們送暖係好珍
貴，用正能量改變生命。」
施比受更有褔！義工服務，不一定是單向，不介意
付出的往往可能受惠得更多！

香港新民
Hong Kong Citizens

12

獅子會

會長
何銳祺

資訊委員
梁智賢

月11日，香港新民獅子會獅友在大會主

12月14日，香港新民獅子會在力寶中心舉行「聖

席黃美寶獅姐的帶領下，與香港青少年

誕報佳音Christmas Caroling」活動，大會主席

培育會合辨「世界尊嚴日」工作坊，向陳南昌紀

新民創會會長李敏兒獅姐邀請到香港聖公會福利

念學校的同學講解尊嚴的價值，為提升年青人的

協會彩齡學院Sing Club、香港中國婦女會馮堯敬

自我價值及奮鬥目標出一分力。希望能夠令青年

紀念中學合

人建立正確的價值觀和加強人與人之間的尊重。

唱團、孔聖
堂中學合唱
團、福建中
學(北角)合
唱團，為大
家帶來喜悅
的歌聲，為
節日增添氣
氛。

1月10日，香港新民獅子會舉辦了《新民至善》慈

香港新民獅子會會長何銳祺獅兄感謝各界對今次慈

善音樂會，我們非常榮幸邀請到政務司司長張建宗

善音樂會的支持！

先生,大紫荊勳賢,GBS,太平紳士蒞臨主禮。是次音
樂會在香港文化中心舉行，由來自不同年紀的小朋

並藉此感謝音樂會主席李敏兒獅姐連月來的籌備！

友大朋友參與演出，不論他們的背景如何，都透過

感謝香港新民獅子會前會長暨國際獅子會腎病教育

自身的努力練習，在文化中心將動人美妙的音樂獻

中心及研究基金第八副主席梁麗琴獅姐蒞臨指導。

給大家，同時間為國際獅子會腎病教育中心及研究
基金（LKEC）、香港社區組織協會（SOCO）籌
得善款，以支援來自弱勢社群的兒童、青少年和腎
病病人，為香港社會提供更多更好的醫療及扶貧服
務。可謂一箭三雕！

在音樂會主席新民創會會長李敏兒獅姐的帶領下，
活動邀請到以下表演嘉賓：音樂會藝術總監莫彥璁
老師、香港聖樂團音樂總監陳永華教授太平紳士、
香港聖樂團、明儀合唱團、音樂兒童基金會、優
才(楊殷有娣)書院美聲廚師、OMEGA、蕭凱恩小
姐、蔡文輝先生及盧玥珊小姐為音樂會演出！

2019年1月至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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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太子
獅子會
Hong Kong Prince Edward

本

會長
歐家樂

資訊委員
吳彥霆

會2018-2019年度的第三次服務在2018年
12月19日舉行，聖誕探訪大埔林村黃福鑾

紀念中學。當天獅友們中午12:45pm開始到達上
述學校，並在13:00pm開始到課室派禮物，及在
13:30pm到禮堂參加1-3年級的聖誕歌唱比賽，之
後本會歐家樂會長頒獎及會同獅友們帶領學生們唱
聖誕歌，氣氛融洽，學生們充滿喜悅，在歡笑聲下
本會順利完成服務，正是施比受更為有福。
本會獅友與師生合照

2019年1月12白，中國港澳303區獅友到訪深圳獅
子會，兩地獅友共同參加第四專區社區服務日活
動，參觀獅愛驛站，召開獅務交流座談會，分享服
務經驗，共聚獅情獅誼。上述探訪活勳，本會會長
歐家樂獅兄，第一副會長張少華獅兄，義務秘書羅
仲昭獅兄及區職員中國港澳303區第十六分域主席
盧少心獅姐均有出席，各人都認為上述交流活動很
有意義，真是施比受更為有福。
中國港澳303區獅友與深圳獅子會獅友合照
本會獅友及青獅在運動場合照

由第六分區協辦的「香港特殊奧運會＜第四十三屆
香港特殊奧運會分區田徑賽＞」在2019年1月19日
順利在馬鞍山運動場完成，本會有超過10名獅友
及青溮出席，服務6,000位傷健選手進行各項田徑
賽事，施比受更為有福，本會獅友今次能參與做義
工，與上述選手共度快樂的一天，感謝大會及第六
分區主席的安排。

2019年1月26日上午舉行「2018-2019年度港澳獅
子服務日＜LIONS顯愛心生命樂繽FUN＞」的嘉
年華，順利在九龍仔喇沙利道18號舉行，本會創會
會長伍志光獅兄及2018-2019年度會長歐家樂獅兄
率領本會數名獅友出席，與約450名癌症康復後兒
童及其家人共度愉快的一天，施比受更為有福，各
獅友活動後均感上述服務很有意義。
本會創會伍志光獅兄及夫人與獅友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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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深水埗
Sham Shui Po Hong Kong

獅子會

十周年誌慶活動 - 深獅關愛中醫義診服務日

十

周年誌慶活動 - 深獅關愛中醫義診服務日
於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九日舉辦。當天活動

舉行於香港四邑商工總會黃棣珊紀念中學，更有大
約一千二百多名受眾及三十多位中醫師共同參與。
當天更邀請到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譚耀宗先生、中
聯辦代表何家祥先生、國際藥膳食療學會會長侯平
教授、香港新中醫學院副院長(行政)張慧婷女士以
及香港深水埗獅子會李漢雄BBS,MH太平紳士擔任
主禮嘉賓，他呼籲市民關注健康，並對在場各中醫

師以及獅子會義診的精神表示感謝。今次活動主要
目的是志在提升深水埗區街坊對於健康的關注，並
提供一個平台比受眾更加了解中國的傳統醫學—中
醫。在場的中醫師向各就診者分享保健知識，為就
診者打脈，更開立中醫處方。當天亦設立了新科技
區予各受眾，當中大部份受眾皆為深水埗區長者。
活動完結後陸續收到各機構的道謝及恭賀，他們均
表示今次的大型服務別具意義。長者們和基層家庭
回應十分良好，表示當天醫師診斷用心，加上福袋
的豐厚禮物，感覺十分窩心。今次服務順利舉行需
要特別鳴謝中聯辦、創會會長、會長、區會、其他
屬會會長及獅友、所有參與、支持機構和義工。

明愛醫院親善探訪
本會於二零一八年十二月十六日探訪明愛醫院病

達出各人的感受，有些義工更表示探訪活動後會更

房，今年已經是連續第四年參與明愛醫院的探訪服

珍惜現在，更明白施比受更有福的道理。希望各位

務。獅友們仍然十分踴躍參加是次活動，超過三十

獅友可以繼續參與之後的探訪活動。

位獅友及義工參與是次活動。務求可以為不同的病
人送上最適合的禮物，工作小組特別為不同院友準
備了不同的聖誕禮物。除此之外，當天希望可以為
病人帶來一些喜悅及節日氣氛，所以準備了唱聖誕
歌和魔術表演的環節。有一些兒童患有嚴重的疾
病，亦有一班受傷等待康復的長者在醫院裏孤獨度
過佳節。有見及此，本會特別希望可以為他們帶來
節日的歡樂。今次的服務約有四百五十名病人受
惠，我們只是獻上小小的心意，但收回的卻是病人
們歡樂的笑聲和燦爛的笑容。各獅友都在分享時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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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長
謝志輝

資訊委員
黃世傑

深獅家庭共聚團年飯
二零一九年一月十八日的晚上舉辦了深獅家庭共聚

一月十七日下午開始，上下一心一起搬物資、包福

團年飯予區內獨居長者以及新來港家庭。當晚宴會

袋、佈置場地等預備工作。於宴會結束時，各受眾

準備了很多精彩娛樂活動，當中包括獅兄獅姐嘉賓

手執大福袋，有秩序地離去。

的唱歌表演、小朋友的精彩跳舞表演、集體
遊戲及新年歌曲大合唱，更有豐富大抽獎。
最後壓軸表演由屯門獅子會的前會長何國材
獅兄到場演唱，連受眾的小朋友也忍不住跑
到台上一起共舞，氣氛十分熱烈。深獅家庭
共聚團年飯最終順利完成實在有賴各位籌委
會各成員的籌劃及付出，以及各獅兄獅姐獅
嫂到來的努力幫忙，還有各義工們的用心幫
忙。獅友、獅嫂及義工朋友們由二零一九年

深獅敬老喜迎春
二零一九年一月十二日是香港深水埗獅子會第一個
新春活動。當天於深水埔街坊福利會服務了一百
二十個老友記，當天活動除了有粵曲表演，魔術表
演，唱歌表演，更有專為老人家而設的拍打操活
動。當天福袋內容豐富，亦為各位老友記準備了利
是應節。各位老人家均盡興而歸，滿載而歸。

2018-2019年度 全港青年象棋比賽
與全港青年學藝比賽大會合辦的2018-2019年度全

員及香港象棋總會以及所有工作人員和義工的努力

港青年象棋比賽於二零一九年一月二十日舉行，舉

籌劃和幫忙。

行地點為香島中學。當天活動順利完成。
本屆比賽更打破了歷年來的參賽人數有超
過380名參賽者。在場所有的參賽者均十
分投入比賽，有獅友更與初小組的參賽者
對奕切磋。有不少參賽者亦表示已連續參
A dv ertis eme nt

與了幾個年度的全港青年象棋比賽，希望
各參賽者之後可以棋開得勝。除了感謝各
獅友，獅嫂以及義工的幫忙，亦特別感謝
全港青年學藝比賽大會，象棋比賽大會委

2019年1月至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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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新時代
獅子會
Hong Kong New Era

光

會長
陳紹聰

資訊委員
梁安琪

陰似箭，一瞬間又到了舊年之末，新年之
始，筆者很感恩以香港新時代獅子會資

訊委員身份，繼續為各位獅友回顧2018年12月及
2019年1月的活動服務花絮。
去舊迎新到了年底的12月，各獅友總是各有各忙，
但是在12月，新時代獅子會獅友，除了有聖誕聯歡
之外，仍不忘服務 - 好像有「第六屆獅子會足球粵
港盃」。其實獅子會是一個大家庭，很多時候屬會

參與做義工，體現了同一天空下，傷健一家，人間

除了自己的活動，也和其他屬會一起合作活動，這

有愛。

是非常好的團隊精神，尤其是現代人多數在互聯網
上浮游，忽略了體能訓練，所以能夠有多些體育的

關愛長者是人類美德，香港新時代獅子會平時十分

服務活動，是非常值得推崇的。

關注政府的安老政策，亦定期到伸手助人協會樟木
頭北年華路的長者中心，為老友記開愛心敬老生日
會。和長者們玩遊戲、唱唱歌和派禮物，使長者們
如沐春風。 筆者希望本會在未來的日子在會長陳
紹聰獅兄的帶領與及在眾理事和會員的配合下，能
到訪更多不同的長者中心，讓愛心的步伐走得更
遠。

到了2019年第一次的理事會，當晚非常之熱鬧，
除了慶祝我們創會會長孫燦培博士登陸大壽之外，
第一副總監王恭浩獅兄亦特別到來新年探會，並且
發表他的服務政綱。我們新時代的獅友們也很熱烈
回應交流及發言，尤其是本人就環保議題積極發
言，希望在未來的服務領域能夠關顧到香港的回收
行業，尤其是回收箱及拾紙皮的公公婆婆情況正在
水深火熱當中，非常需要大家去關注和幫忙。
關愛弱勢社群一向是獅子會的服務大方向，在新年
的一月份新時代繼續宣揚愛心，參與的服務精華包
括有第六分區服務計劃「香港特殊奧運會《第四十
三屆香港特殊奧運會分區田徑賽》」，舉行的地點
在馬鞍山運動場，新時代的弟兄姐妹攜同親友鼎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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荃灣

獅 子會
Tsuen Wan

會長
李浩然

「參觀東頭懲教所」

本

會一直支持懲教署更生事務工作，早前在懲
教署伍秀慧助理署長帶領下，本會多名獅友
有幸參觀全港首間無煙懲教所–赤柱東頭懲教所。
透過是次參觀讓獅友進一步認識署方工作，加深了
本會對懲教工作的認同。
懲教署伍秀慧助理署長(左六)及李
浩然會長(右六)與一眾獅友與東頭
懲教所合照留念

「重新出發嘉許計劃」成功選出8位勇於改過的青少年
荃灣獅子會已經連續3年贊助青年協會主辦的「重
新出發嘉許計劃」，今年更有幸邀得懲教署合作一
同提名更生表現良好的青少年罪犯參與計劃。經過
兩輪評審後，已成功選出8位勇於改過、重新出發
的青少年。今年本會更會將得獎青少年的故事拍成
微電影，作公眾教育之用，希望藉此教育青少年切
勿以身試法。
一眾參與評審的獅友與青年協會社
工們合照留念

南區
獅子會
South
「地

區獅友領導學院」於2018年12
月8日及9日在愉景灣酒店舉行。

本人有幸被獲得取錄參與其中實在興奮，是
次培訓班有本屆及上屆會長，還有由澳門而
來的第十四分域主席李秉鴻獅兄共同學習交
流進修，合共人數有20多名師生出席。
由前總監陳毅生校長(GLT)，前總監高敏華獅
姐(GMT)帶領，還有諸位導師，如：王恭浩
獅兄(第一副總監)、袁景森獅兄(香港青山獅子
會2011-12會長)、陳惠美獅姐(區秘書)、Fion
與Rita(兩位前會長)的教導與協助，眾同學們
認為內容非常難得，充實又可以活學活用，
實在是獲益良多，同時更令本人加深了對於
獅子會的認識！

會長
黎雅麗
2018年12月13日，本會舉辦了「聖誕聯歡慶祝會」，
出席者除了本會獅友及青獅外，還有本會顧問呂潤棻
前總監；同時榮幸地
邀請得嘉賓，有本屆
總監郭美華獅姐、第
二副總監梁禮賢獅
兄、上屆總監陳立德
獅兄及數位屬會會長
撥冗光臨，使本會榮
添光彩，熱鬧非常！
本會喜訊：獅友謝燿全獅兄(前任2017-2018年度資訊
委員會主席，2016-2017年度義務司庫) 與拍拖已有
數年的羅小姐終成眷屬，共諧連理。於2018年12月
30日在各方好友見證前舉行證婚簽證儀式，並於當晚
設席數十多圍宴請親
朋好友，場面熱鬧開
心又感動！
同時，為取得更有效
率安排會務事宜，
在飲宴前先來個內務
會議。
2019年1月至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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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炮台山
Hong Kong Fortress Hill

獅子會

會長
謝瑞深

探訪香港戒毒會石鼓洲康復院

炮

台山獅子會的獅友又出動服務，今次是於1
月12日參與YODAC禁毒警覺「濃情暖意賀
新年2019」服務。
船兒在風和日麗的護送下，徐徐搖到石鼓州，我們
遠遠已看到數位香港戒毒會石鼓洲康復院的院友站
在碼頭迎接，他們穿着醒目而簡樸的制服，簡約地
跟我們打招呼。在他們的帶領下，我們陸續參觀了
林則徐像、孔雀園、醫院、心靈廣場、機社、訓練
工場，還有充滿歐陸風情的羅馬池。

今次是我們第二次到石鼓洲探訪院友，仍記得上次
有一位熱情的院友一邊帶領我們遊於他們的生活
足跡，一邊臉帶笑容，輕鬆地跟我們分享說：「我
們分七個<社>，我<社>有二十一人，我每天很忙
㗎，我負責廚房工作，<社>友一天三餐都是我照
顧的，我養有三隻羊、六隻貓及一缸魚，晚上，我
要參加水電班和木工班，我快畢業啦！出去每天都
搵到八至九百元一天嘅……」聽罷充滿正能量的一
番話，誰說命運不是自己掌握的？
最難忘上一次探訪，台上一位院友感人的分享：「有
一次，老婆和小女兒到島上探訪，她們離開的一
刻 ， 小 女 兒 向 自 己 說 ： 爸 爸 ， 點 解 你 唔 同 我 哋一
起走嘅？稚女不明白爸爸現在的處境，但是總有一
天，她會明白爸爸堅強的信念：窮途未必係末路，
絕處也可以逢生，我是不會放棄的……」
今次，譚創會完成服務後有感，說：「今天很高興
和榮幸參加石鼓洲的服務活動，這活動是我加入獅
子會其中一個最有意義的服務，能夠為一班曾誤入
歧途的吸毒者作出鼓勵，好使他們知道社會也有人
間溫暖、有人情味。這裡，有一個成功個案就等於
多一個對社會有貢獻的人！我個人來說，這服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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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支持及參與的！我同時要感謝今次參與獅友的
支持，獅友們的投入正是獅子會的精神，不只是物
質上的贊助，最重要是真誠而沒有私心的參與，社
會上是最需要的！」
Selina獅友也有感而發，說：「參與兩次香港戒毒
會石鼓洲康復院服務後，有深深的感受。正如李和
招主席所言，獅子會社團服務不談政治，宗教，個
人主意，只求服務社會各階層受眾，十分認同。去
年，院友用心預備蛇宴，工序繁多，仍用心去做；
今年，他們準備BBQ及熟食兩款，招待各獅友！
熱誠可嘉！另外，由40多位獅兄獅姐帶動院友夾
band、唱歌、跳舞、遊戲，令氣氛高漲，院友由
初初的內斂臉容，慢慢放鬆而臉帶笑容，最後裂嘴
跟我們說再見！這正能量和動力，正是獅子會精神
及回饋社會的初心！
探訪讓院友們在單調的戒毒生活中，感受一絲溫
情，能滿滿的給各位院友一份愛心，一份支持，讓
他們知道社會沒有把他們忘掉。我們真心向各位院
友說一聲：加油！

九龍灣
Kowloon Bay

獅子會

會長
黃慧貞

資訊委員
李淑芳

龍獅聖誕喜樂耀得寶

他

一把年紀
尚能「戲綵娛親」，為博慈顏一笑！

反觀現今世代，
那些未能善待父母，能不汗顏？
九龍灣獅子會於12月9日在得寶護老中心舉行了龍
獅聖誕喜樂耀得寶的服務。藉此普天同慶的聖誕
節，體現本年度的服務目標–「敬老」。如過往三
年，我們準備了健腦操、音樂傳球、估大細、聖誕
歌曲及懷舊金曲等活動與長者們同樂。

媽媽，您開心嗎？
就在大家陶醉在情歌妙韻時，突然一位頭髮斑白的
伯伯過來帶唱。原來他是一位院友的家屬，每個星
期日都帶著女兒和孫兒來探訪年邁的母親。他唱了
一首動聽的「小李飛刀」，那雄渾沉厚的歌聲，仿
如「再世羅文」，全場長者拍掌叫好，那位母親臉
上流露著幸福和笑意，看著四代同堂、無限滿足！
看到此情此景，不禁想起「戲綵娛親」的故事，伯
伯雖然一把年紀，卻仍施展渾身解數，引吭高歌，
博取母親一笑。真是孝行可嘉，堪稱典範！

朋友！你在想什麼？
另一位既沉默又斯文的院友也唱了一首英文的「平
安夜」，非常應節。他的歌聲雖然有些沙啞，但
卻很認真又很有感情地在唱著。他是否在回憶著
在哪些年，在哪個地方，如何歡度這個「Silent
Night，Holy Night」呢？

孝順父母，我做得好嗎？
在父母心目中，我們永遠是個孩子，無論我們有多
大年紀，父母只是要每天看到我們、聽到我們的
聲音，知道我們的近況，確定我們平安，那就安心
了！所以孝順父母的最高境界，就是要令他們安
心，趁父母還健在，要立刻做個孝順子女了！

2019年1月至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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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埔
Tai Po

2

獅 子會

會長
羅素平

019年1月6日，大埔獅子會會長羅素平獅兄參與了獅

大埔獅子會於2019年1月15日舉行

子行2019活潑寶

2018-19年度第七次會議。

寶獅同行活動，提高
對香港弱能兒童的關
注。會長與一眾獅子
會會長、獅友及屯門
育智中心的兒童和家
人共度一個愉快的周
末。

1月26日第二次探訪大埔及北區偏遠鄉村長者或獨
居長者。多謝救世軍幫忙協助安排長者探訪活動。
會長與獅友跟他們談天很開心。感激大家的付出，
期待下一次探訪。

2月2日年廿八第三次探訪大埔及北區偏遠鄉村長者
或獨居長者，希望在過年之前帶點溫暖給長者們。

香港大灣區

獅子會
Hong Kong Greater Bay Area

大

灣區獅子會仝人向中國港澳303
區獅友拜年，祝各位身體健康，

事事順利，獅誼永固！
大灣區獅子會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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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長
施國勤

香港國金
獅子會
Hong Kong IFC

會長
鍾家輝

資訊委員
葉仕偉

癌症兒童，助海外截肢兒童
啟發意志，以生命影響生命

香

港國金獅子會獅友及青年獅子會員，於獅

與多位國金獅子會及青獅會員，講述此工作坊的意

子會服務日，舉行並贊助「鐵甲萬能俠」

義，並帶領癌症兒童及其家庭成員，將愛心和意志

工作坊，與癌病兒童及家庭，攜手組合義肢，贈予

化為生命動力，親力親為地組合多件義肢製成品，

海外貧困截肢兒童。我們希望通過親子工作坊，啟發

將獅子會的人道及服務精神，伸延至第三世界國

我們香港的癌病兒童，發揮他們強大的生命力，攜手

家。以愛還愛，以生命影響生命！

幫助在第三世界貧困國家的截肢兒童。
我們通過一起組合義肢的工作坊，令癌症
兒童明白生命的可貴，另一方面將我們的
多件義肢製成品，送往海外貧困或戰亂國
家的兒童，令他們可以重新生活及上學寫
字學習。
香港國金獅子會會長鐘家輝獅兄，親自

與獅同行、共融社會
山頂籌款、與眾同樂
獅子行2019「活潑寶寶獅同行」於一月份於山頂舉行。
香港國金獅子會及國金青獅會員，為第五分域設立及主
持遊戲攤位，並贊助所有禮物，與特殊兒童及其家庭成
員遊戲，與眾同樂，在歡欣的嘉年華會氣氛下，共享新
年快樂時光！

傷健一家，支持殘奧
國金跑隊，完成10K
本會大力支持區會活動，積極推動並支持傷殘奧
運。我們派出了國金獅子長跑隊，於渣打馬拉松當
日，連同區會及各屬會的獅姐獅兄，以一雙跑鞋及
無比的四出精神，順利完成10K跑程。我們所籌得
的款項，將連同區會的有關捐款，作為對殘奧運動
員的支持。
殘奧運動員的強大意志，無懼艱辛的突破生活所有
障礙，並在香港及海外得到很優秀和傑出的成績，
這實在很值得我們學習和尊敬！是獅子山的精神、
也是香港人的精神！
2019年1月至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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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和平
Hong Kong Peace

獅子會

會長
張美婷

資訊委員
黃立仁

服務及活動備忘
1) 1 2 月 8 日 「 愛 心 福 袋 萬 家 歡 」 ， 共 3 4 個 團 體 協

東華三院黃士心小學小一至小三學生驗眼，由第

辦，分別為：葵青、荃灣、元朗、天水圍、港島

二副會長田嘉麗獅姐連同青獅負責遊戲攤位。本

東區、沙田區、觀塘區及黃大仙區。

會吳雅婷獅姐贊助禮物口水膠玩具。

當日總監、上屆總監、第一副總監、第二副總監
及第六分區主席皆出席，而主禮嘉賓/上台名單
為：
1. 麥美娟立法會議員
2. 陳恆鑌立法會議員
3. 葵青民政事務助理專員嚴憶萱女士
4. 公屋聯會主席文裕明議員
5. 新界社團聯會副理事長潘志成議員
6. 葵青區議會盧婉婷議員
葵青區是次有9個協辦團體代表，張騰海先生上
台接受和平獅子會致送紀念旗。儀式於兩點半進

7) 1月19日(星期六)「義助長者潔家居」活動，義

行，當日表演節目由朱珮嘉獅姐負責，另有唱歌

助1,500個獨居長者家庭。地點：荃灣房屋署石

節目助興。

圍角邨露天廣場。
有9個團體合辦、另有紡織學會美國商會胡漢輝

2) 12月13日(星期四）和平聖誕聯歡會，共有50多
人參加，並筳開四席。地點：V point 26/F 豫

中學及博愛醫院歷屆總理聯誼會梁德省中學，全
部都是中四學生協助清潔家居。

園，並有遊戲節目。
3) 12月29日(星期六) 探訪粉嶺「寶靜安老院」，
禮物已準備毛巾及柑，創會會長全力贊助276封
利是，每封50元，共贊助$13,800。
4) 1月1日東海愛兒之家/天水圍智障小朋友「元旦
盆菜宴」共13席(約100位)，地點元朗大會堂，

8) 1 月 2 6 日

是次盆菜由政府津貼。本會服務活動負責和小朋

東 海 愛 兒

友遊戲及派送玩具。本會吳雅婷獅姐贊助100份

之 家 送 新

玩具口水膠送予小朋友。

衣，120件
新衣由本會

5) 1月6日一年一度303區會獅子行活動，希望各位
獅友踴躍參加。

林偉正獅兄
贊助，另外
30件送天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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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1月19日四會聯合主辦：獅子山獅子會、百俊獅

圍智障小朋

子會、九龍塘獅子會、和平獅子會合辦「群獅睛

友，由本會

心大檢視」活動。合辦單位晴彩慈善基金。將為

支付捐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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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星光
獅子會
Hong Kong Stars

會長
張芷淇

摩星嶺野外定向追踪

甦walk慈善行跑步賽

2

018年12月9日

2018年1月20日

星光黑武士跑步組參加野外定向比賽首次奪獎！自

星光黑武士失明體能訓練隊，首次參加公

星光黑武士龍舟隊後，又為星光獅子會添一獎杯，繼續

開跑步賽事，派出5隊一共32位視障隊員

挑戰不可能。比賽之外，星光獅友們登上高山，由摩星嶺

和星光黑武士領跑員，參加半馬四人接力

獅子會會長親自導賞，讓我們了解香港戰時的歷史遺跡。

賽。項目能為善導會籌款之外，更為我們一

獅子會龍舟共融體驗日

眾黑武士來個中期考試，不枉大家一直的努

2018年12月15日

力訓練，全部視障學員都能安全完成賽事。
特別鳴謝梁麗琴獅姐擔任其中一位領跑員。

星光獅子會有幸能夠贊助這次有義意的獅子會龍舟共融
體驗日，當日除了黑武士外，還邀請了特殊學校學生，
一起體驗龍舟樂趣。同時星光黑武士亦能與獅子會龍舟
隊以龍會友，訓練同時在好天氣，好環境的西貢海邊燒
烤，品嚐美食及認識共同嗜好的新朋友。

星光聖誕同歡樂 2018
2018年12月18日
又是一年一度的聖誕服務，今年我們邀請120位基督教
懷智服務處的智障院友、家人及義工，一起去元朗欣賞

獅子服務日

電影。服務使用者與獅友們都十分投入刺激的蜘蛛俠卡

2019年1月26日

通動畫。電影播放完畢後，才是活動的最精彩部份，副

303區會一年一度的大型聯合服務。星光

會長周栢康和義工打扮成聖誕老人和蜘蛛俠，與大家唱

獅子會負責設計及安排其中一個遊戲攤位

聖誕歌及大派禮物。特別鳴謝新民獅子會梁麗琴獅姐，

「一觸即發」，遊戲吸引了各位大中小朋

贊助全場聖誕禮物。

友。前來攤位的參加者由始至終從未間
斷，受歡迎程度可從不斷的人龍得知。

星光花市伴我行
2019年1月30日
農曆歲晚又是逛花市的時候，今年星光
獅子會和西班牙小學師生，陪伴懷智智

繁忙但具意義的星光獅子生活

障學員，一起到

2018年1月19日

費，大家都滿載

在獅子生活裏，一天出席3個活動不出為奇，但在屬會

而歸。服務前特

裏一天三個活動，就真的未有試過！今天星光獅友和義

大埔花市逛街消

意教導學童，讓

工們兵分三路，一邊獅友參加懷智田景團年，與我們的

他們明白殘障人

長期合作夥伴老朋友團聚；一邊獅友到口述影像攝影工

士所需，如何尊

作坊上課，為將會推出的新視障服務計劃作準備，另一

重他人及幫助有

邊則繼續每星期的與失明隊員恆常龍舟訓練。

需要人士。
2019年1月至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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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華夏
Huaxia Hong Kong

獅子會

會長
鄭發丁

香港華夏獅子會港珠澳大橋珠海考察團(一月)

港

珠澳大橋於2018年10月24日通車，現為世
界最長的沉管隧道、以及世界跨海距離最長
的橋隧組合公路，大橋啟用後，穿梭香港、珠海、
澳門三地的交通時間將銳減，行車時間僅需一小時
左右，而港珠澳也形成「一小時生活圈」，對粵港
澳大灣區發展有著重大意義。

獅嫂們要求，安排了參觀圓明新園及普陀寺等著名
景點。雖然今次的行程精彩及緊密，參加的獅兄、
獅嫂及家人大都意猶未盡，鄭會長順應獅兄、獅嫂
的要求，於四月十三至十四日再接再厲舉辦珠海及
澳門考察團。

鄭發丁會長有見及此，於農曆年前(一月廿七日)率
先舉辦了珠海一天考察團，行程包括視察珠海市最
新發展，參觀新落成建築物及地標，承蒙第二副總
監梁禮賢獅兄參與支持，隨團出發。當日有40多位
獅兄、獅嫂及家人參與，除了考察項目，本會也應

香港華夏獅子會港珠澳大橋珠海及澳門考察團(四月)
鄭會長順應獅兄、獅嫂的要求，於四月十三至十四日再度舉辦珠海及澳門考察團。獅兄、獅嫂反應熱
烈，至今已有五十多名獅兄、獅嫂及家人報名。下期獅聲再同大家分享一下考察團的精彩內容及花絮。

香港華夏獅子會理事會及新春團拜
香港華夏獅子會理事會及新春團拜於二月十五日於帝苑酒店帝苑軒
舉行，鄭會長於理事會中報告了有關籌組華夏青年獅子會的進程及
向理事會提交捐款拾萬港元的建議，以支持籌建「兒童癌病基金獅
子會社區服務中心」，理事會一致通過捐款拾萬港元支持。
新春團拜於理事會後舉行，當晚有60多位獅兄、獅嫂及家人出
席，場面熱鬧。包括第二副總監梁禮賢獅兄、新民獅子會梁麗琴獅
姐等出席。當晚喜氣洋洋，互相祝賀新春愉快！

響應區會呼籲捐助港幣10萬元籌建
「兒童癌病基金獅子會社區服務中心」
303區會與「兒童癌病基金」合作籌建服務中心是
一項很有意義的善舉，華夏獅子會有見及此，在二
月份理事會一致通過捐款拾萬港元支持。
「兒童癌病基金」設立的社區服務及復康中心，是

香港唯一為癌症兒童及其家庭於醫院以外提供全面
支援服務的地區中心。本會希望透過今次捐款，幫
助病童及家人，使他們得到適當的支援。社區服務
中心將會為病童及家人提供綜合服務，包括專業輔
導、常規教育、社交康樂活動、體能鍛鍊等服務。

第二次區聯合晚餐例會：向會長、秘書、司庫致敬
暨新春團拜
第二次區聯合晚餐例會：向會長、秘書、司庫致敬
暨新春團拜於二月十八日(星期一)晚上七時假座灣
仔香港會議展覽中心(舊翼)會議廳舉行。鄭發丁會
長、楊偉誠前總監、義務秘書盧安悅獅兄及眾華夏
獅兄亦有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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