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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 我們的光驅走黑暗
在我就任國際總會長後首次向各位獅子會會員發布
訊息時，先向各位致意！
在我擔任國際總會長期間，工作重點是促進多元化
服務。全世界有超過140萬獅友，我們每個人都是
獨一無二的，每個人都很重要。這意味著我們必須
做的不僅僅是識別使我們與眾不同的因素，我們必
須接受和重視這些差異。
我家鄉在韓國釜山，我習慣在日出之前便醒來，晨
運時常常選擇走一條小徑。那時侯我的頭腦特別清
醒，精神抖擻。我特別喜歡看着從黑暗到光明的變
化。每一天開始時，我在黑暗中摸索；當我開步走
時，我一步一步理清思緒，四周也變得清晰明亮起
來。在漫步過程中，當我努力看清楚這個世界，實
質看到的亦已經不斷在變。
當你可以從另一個全新的位置看到的東西總是有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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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譯：何桂明獅姐)
意–無論你是從新的角度還是從別人的角度來看，
你通常會看到以前看不到的東西。現在請讓你的獅
友和社區成為你的陽光–讓他們照亮你可能沒見過
的東西。你可能不同意他們所持的觀點和角度，但
只有在大白天能夠清楚地觀察事物，我們才有希望
獲得共識。也許在這些不同觀點中，你將能夠找到
你以前無法看到的社區面對的問題和解決方案。
我真的相信，通過接受多元化的觀點，我們個人和
我們的獅子屬會必將成長。
讓我們在這新的一年開始我們多元化的服務。我對
新的獅子年度寄予厚望。
此致
崔重烈博士
國際總會長
國際獅子總會

國 際 總 會 訊 息 He a dq ua rt ers News
(譯：何桂明獅姐)

兒 童視力服務 一個強大的 伙 伴 關 係
泡泡小賓 賓
賓賓只有三歲。三歲的小朋友應該是快樂、好奇和
勇於嘗試。相反，他臉上似乎總是露出憤怒的表
情，罕有笑容。此外，他學習運動技能和走路都有
困難，亦經常跌跌撞撞，他通過哭泣和發脾氣表達
他的挫敗感。賓賓的父母對他的行為感到困惑，不
知道何幫助他。他們不知道的是賓賓正在努力地看
清楚這個世界。
賓賓的父母懷疑他的視力可能有問題，但是不能
負擔看醫生的費用。其後得悉獅子會國際基金
會（LCIF）與強生藥廠視覺服務（Johnson &
Johnson Vision）與學校合作計劃–兒童視力服
務（Sight for Kids），在肯尼亞西部賓賓的家鄉
Kisumu組織了一個外展營地。雖然賓賓還不足上
學年齡，但獲得接受進行特別評估，透過一些測
試，醫生診斷賓賓的右眼有厚厚的先天性白內障，
使他完全失明。

賓賓的父母將他帶到獅子會視覺第一服務眼科醫院
進行手術，費用全免。一位外科醫生從賓賓的眼球
中移除了白內障，在他的視力中消除了烏雲。手術
後，賓賓需要配戴眼鏡，這也是免費的。當他第一次
戴上眼鏡時，賓賓臉上憤怒面容消失了，換上微笑。
然後他開始大笑，因為他一生中第一次看得清楚。
獅子會視覺第一服務眼科醫院的高級驗光師和肯尼
亞兒童視力服務主席Tanvi Shah博士說：「許多
人從不知道怎樣照顧眼睛的健康，孩子們也不知道
正常的視力是什麼，所以很多這些眼睛問題是由於
缺乏意識、缺乏治療設施和資金而未被發現。」
通過兒童視力服務計劃醫生的關心和支持，賓賓的生
活發生了全面變化。他從一個因行為問題被歸類為
「頑皮」的孩子，變成了一個快樂，健康的孩子，與
其他同齡孩子一樣。沙博士甚至戲稱他為「泡泡」。

為兒童服 務 的 夥 伴 關 係
兒童視力服務是一項建基於社區的眼科健康教育和
視力篩選計劃，旨在通過獅子會國際基金會與強生
藥廠視覺服務於2001年合作創建。該計劃動員當
地眼科保健專業人士、獅子會和志願工作者進行視
力篩查，為貧困學校和教師提供眼科保健培訓。當
檢測到潛在的眼睛問題時，將按程序為學生轉介醫
生進行檢查並提供眼鏡或其他必要的治療。屈光問
題所需的眼鏡是兒童視力服務最常見的案例，但該
項服務還會發現更嚴重的傷患，比如上述的白內障
可能導致不可逆轉的視力喪失，因而缺乏技能學

習，失去社交機會。
兒童視力服務始於亞洲的一些服務項目網站，旨在
盡可能為學校提供最多的眼睛保健、教育和意識。
近年來，由於當地獅子會、獅子會國際基金會和強
生藥廠視覺服務合辦的全球支持網絡，兒童視力服
務已經發展到中國、土耳其和肯尼亞的新城市。如
今，兒童視力服務被認為是世界上最大的以學校為
基礎的視力篩查項目。

共同的價 值 觀
兒童視力服務的龐大增長可歸功於獅子會和強生藥
廠視覺服務之間的共同價值觀。強生藥廠視覺服務
通過「幫助人們看得更清，聯繫得更緊密，生活得
更好」，致力於改善當地社區和全球健康。獅子會
是「抗盲武士」，致力於為全球欠缺資源的社區服
務並消除可預防性失明。
強生藥廠視覺服務與介入治療和專業外科集團主席
Shlomi Nachman說：「視覺使我們能夠聯繫生活
的每一刻。在強生藥廠視覺服務，一個強大的目標
把我們聯繫起來，我們希望改變全球眼睛健康的軌
跡；因此我們每天都與眼科專業人士合作，將尖端
知識、科學和技術聯繫起來，提高認識，解決終生

眼睛健康需求。從保護和糾正視力到讓最年輕的病
人成長，玩耍和學習：透過增強和恢復視力，便可
以充分體驗生活……我們一步一步陪伴著一起創造
了一個看得見的世界。」
通過獅子會國際基金會和強生藥廠視覺服務對健康
願景的承諾，兒童視力服務每年已經有超過200萬
兒童受惠，透過近18年的合作夥伴關係幫助了超過
3000萬兒童。強生公司在慈善捐贈以及員工領導
和參與方面的支持，幫助當地獅子會提供必要的資
源和專業知識，創造更健康的社區，為孩子們提供
更好的成功機會。

2019年 7月至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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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饋是一種責任
國際總會長崔博士的生命 歷 程 怎 樣 塑 造 他 服 務 的 決 心
獅 路 歷程

努力工作 努力學習

當國際總會長崔重烈博士是一名年輕的商人時，他
在一樓租了一間辦公室，在那裡他可以從窗外看着
街上的交通。

崔博士年輕時的目標是在經濟上取得成功，他的家
人不用再為生活掙扎。

有一天崔博士看到一個十幾歲送牛奶的孩子不慎把
三百多瓶新鮮牛奶丟在地上。
崔博士說：「我看着心中不忍，立即帶同我的在職員
工–當年只有三個–攜着拖把幫忙清理乾淨了。」
其後崔博士給了這個男孩足夠的錢作為償還僱主
損失。當那個男孩問他怎樣歸還欠款，崔博士回答
說：「你不用直接還我。你日後努力工作，賺更多
的錢，然後當你遇到別人面對困厄，你把錢給他，
不用給我！」

當時是1973年，釜山出口運動鞋佔全世界出口量
85％，崔博士成為主要出口商之一；不久，他便
實現了經濟方面成功的目標。

崔博士說：「就在這一刻，我很高興能真真正正感
受到服務對我的重要性。」

面對新的挑戰
他希望在餘生中做些什麼？

當我們討論加入獅子會的那一天以及我們成為獅子
會會員的那一刻之間的區別， 便是認識獅子會和
產生歸屬感之間的區別，你參與做服務和你完全變
成獅子會一員之間的區別。

多年來崔博士身兼多職：他是大學校友會的副主
席，擔任體育協會董事12年多，負責監督韓國的業
餘體育活動。崔博士和夫人是狂熱的高爾夫球愛好
者。雖然當時韓國女性甚少參加高爾夫球運動，但
崔博士卻十分熱衷，在夫人40歲生日時送上一套
高爾夫球棍；她很快就比崔博士打得好多了，崔博
士亦是她手下敗將。

謝 絕 平凡
崔博士在大韓民國的港口城市釜山長大。他的父親
在他一歲之前去世了，他的母親努力供養他和他
的三個姐妹。第二次世界大戰肆虐，韓國被日本佔
領。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時，朝鮮戰爭緊隨其後。
崔博士說：「那是艱苦的年代，饔飧不繼， 整個
國家正在苦難中。」
那時候，年青的崔博士當然未能改變些甚麽。但他
的母親向他灌輸了一種信念，那是假如他比平常人
更努力，他便能成功；他可以變得不平凡。

一 見 鍾情
當年輕的崔博士走過校園，遇到一個他從未見過的
女孩，跟一些他認識的女孩一起走過；擦肩而過
後他隨即回頭，心裏感覺真的很喜歡她。年輕的崔
博士隨即向她招呼一聲，更成功邀約她一同喝杯咖
啡，就在這第一次約會之後，崔博士告訴這女孩子
說要娶她為妻。
當時那女孩子認為崔博士是一個瘋子，並未答應，
但五年後他們結婚了；幾十年後的婚姻依然固若金
湯。對崔博士來說她自始至終是他眼中最美麗的女
子。崔博士夫婦育有五個孩子–四女一男–並有兩
個孫女。在崔博士而言孩子有時候比自己的生命更
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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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大學時修讀園藝，但他真正的突破來自於他學
習英語，在口語方面的能力出眾。因為當時，美軍
在朝鮮有4萬軍隊，所以他們需要口譯人員。崔博
士畢業獲聘用為一名美國將軍的翻譯，並擢升為中
尉。當他從陸軍退役時，他的一口流利英語使他成
為許多國際公司爭相聘用的紅人。在一家出口公司
工作了一年半之後，他決定開辦自己的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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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最終，甚麽都比不上獅子會
服務成為一種宗教
在記憶中很多年前崔博士所屬的釜山獅子會幫助一
所孤兒院。他們跑到一個遙遠的小島探訪，並與兒
童和孤兒院的工作人員交談，發現他們需要運動器
材和其他物品來幫助孩子們學習、玩耍和成長。他
的獅子屬會組織了一個大型運動設備和玩具收集運
動，要求我們的會員捐出他們的孩子或孫兒們丟棄
的玩具，不論足球，排球，結他–只要家中孩子們
不再有興趣的便可以捐贈！
孤兒院的孩子們非常喜歡這些禮物，釜山獅子會開
始每月在堆滿贈品的圖書館舉行會議。獅子會會員
與孩子們一起踢足球，他們的妻子為孩子們做了人
參雞湯。崔博士記得這是一個非常有意義的服務項
目。
當韓國作為一個國家在掙扎求存時，崔博士記得從
美國和其他國家收到玉米和奶粉的援助包。崔博士
說：「當我們十分飢餓時，我們得到救援，現在，
是我們回饋的時候了。」
今天，他與獅子會會員攜手服務就是他的生活。崔
博士說：「我沒有宗教信仰，獅子會便是我的教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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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育 Edu ca ti on
獅子會中學

獅子會中學
2019至2020年度
開學禮
暨
校友會幹事就職典禮

2

019年9月2日是獅子會中學開學禮暨校友會幹
事就職典禮的大日子。典禮在莊嚴和悠揚的歌

聲中揭開序幕。
典禮一開始，由校監莊碩獅兄致歡迎詞。他首先感
謝王恭浩總監於百忙之中，都能抽出席，令典禮倍

爭，他並以馬丁路德‧金恩的名句︰「黑暗不能驅
除黑暗，只有光明可以做到；仇恨不能驅除仇恨，
只有愛可以做到。」藉此勉勵同學在面對不同的境
況時，也應以愛去包容和接納他人，達至和諧。
最 後，進行第十屆校友會幹事就職典禮。由林日豐
添光彩。然後鼓勵同學以著名的單車運動員「牛下
女車神」李慧詩為榜樣，勉勵同學就是在人生的低
潮時，也應堅持夢想，繼續努力因為堅持是通往成
功的鑰匙。
其後，由王恭浩總監致訓詞。他舉出古代科學家張
衡曾說過「人生在勤，不索何獲」。期望同學為了
將來，持之以恆地學習，那麼最終必能透過學習改
變命運，成就卓越的人生。
接着，由林日豐校長致謝詞。校長與在座各位分享
張學友主唱的一首名曲《愛是永恒》，希望同學在
關心社會議題時，謹記「愛」是可以溶化仇恨、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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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長陪同莊碩將委任盾牌交予主席5D班陳楚棋，
象徵新一屆校友會幹事正式就任。
開學禮到此亦圓滿結束，預示新學年有新的開始。

2018-2019年度第十九屆畢業典禮

第

十九屆畢業典禮於2019年7月6日假學校禮
堂舉行，荷蒙教育局元朗區學校發展組總

學校發展主任紀穎妍女士蒞臨主禮，獅子會教育基
金崔志仁主席、羅詠逑校監、何德心副校監,MH、
簡有山副校監、各位校董及獅友等多位嘉賓撥冗蒞
臨，令典禮倍添光彩。
畢業典禮開始，
主禮嘉賓在悠揚
的音樂中徐徐進
場。羅詠逑校監
致歡迎辭，為典
禮揭開序幕，羅
主禮嘉賓紀穎妍女士致訓辭

校監歡迎各位嘉
賓及家長撥冗光
臨，並讚揚紀穎
妍女士擁有豐富
的行政領導經
驗，緊密聯繫元
朗區各學校，為
學校管理提供支

羅詠逑校監接受紀念品

援。接着羅校

監讚許全體師生在二十周年校慶典禮和開放日嘉年
華上下一心令校慶活動順利完成，深得嘉賓、家長
和社區人士讚許。同時，羅詠逑校監恭賀各得獎學
生，並感謝熱心的校董和校友們支持，表揚有出色
表現的學生。
接着，主禮嘉賓紀穎妍女士致訓辭，她讚揚本校連
續九年獲得關愛校園獎項，透過多元化活動，推動
學生自主學習的能力，培養學生的學習興趣和發揮
多元的潛能。她藉着今年勇奪世界盃男子組金牌的

嘉賓合照

獎項，以表揚熱心參與學校服務之家長；由簡有山
副校監頒發校友義工服務獎項，以示銘謝他們對母
校的貢獻；羅詠逑校監頒發校友會選任狀予各校
友。接着，由羅詠逑校監頒發西九龍獅子會品學成
就獎學金、林國彬前會長頒發傑出服務獎學金、何
德心副校監,MH頒發中文科獎學金、獅子會教育基
金主席崔志仁先生、簡有山副校監、方鐵鋒校董及
潘偉基校董頒發各獎項及獎學金。最後，紀主任、
崔主席、兩位副校監致送紀念品予即將卸任的羅詠
逑校監，而羅校監則代表致送紀念品予家長教師會
主席黃嘉雯女士，表揚她十多年來對學校的支持及
貢獻。
一眾嘉賓移步到台下就座後，畢業班同學隨即獻上
精彩表演。五班畢業同學分別以話劇、樂器演奏、
合唱等形式回顧過去難忘的校園生活、緬懷與同學
那份既真摯又純真的友誼。全體畢業班同學合唱一
曲，以表達他們對師長和父母的教導和養育之恩，
同時述説他們各自的夢想，將來更會銘記各人對他
們的諄諄教誨。最後，畢業禮在溫韾感人的氣氛中
完滿結束。

香港體操王子石偉雄先生的奮鬥故事，勉勵師生就
算遇上人生低谷，也要有「永不放棄」的精神，將
失敗看成珍貴的學習過程。最後紀穎妍女士更祝願
畢業同學前程錦繡，享受精彩的中學生活，然後六
年級同學由紀穎妍女士手上珍而重之接過畢業證
書。
頒發畢業證書後，何德心副校監,MH頒發家長活動

我們畢業了

2019年 7月至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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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port from Chairperson of Lions Youth Camp &
Exchange Committee 2018-19

W

ith the unfailing support and contributions
from Lions of District 303 especially
advice and encouragement from DG Lion Mimi
Kwok, PIP Lion Wing Kun Tam, PID Lion Paul
Fan and Lion Teresa Mann, Cabinet Officers,
Past District Governors, Directors of the
Lions Youth Exchange Foundation, Hosting

Families, Lions Clubs and Lions sponsoring
and subsidizing cost of activities and meals,
Leo Helpers performing as ambassadors and
of course with the passionate commitment of
the competent organizing committee, the Lions
Youth Camp & Exchange program of D303 in
2018-19 was a great success.

English Essay Competition
15 students from Hong Kong & Macao and 5 students from
Mainland China entered the final presentation on 16th February
2019. This year we have changed our usual practice of having the
event held at shopping malls to Lions College and invited students
from Lions College to participate in anticipation that they could
learn and share the work of other students from Hong Kong and
Macao. With the assistance from Lion Duffy Wong and Lion Peggy
Lee, we have government officials as our Guest of Honor and panel
judges. The Coverage at Ming Pao on 18th March 2019 reflect the
highlight of the event.

Youth Exchange Camp
We are honored to have Past International
President Lion Wing Kun Tam giving his
encouraging message at the Opening Ceremony
of the Youth Exchange Camp.

Outbound Camp
This year, we have assisted 19 youths including Leos and winners of the English Essay Competition to
join Lions Youth Exchange Camps in 14 cities including Argentina, Canada, Romania, Tunisia, Istanbul,
The States, Germany, Finland, Denmark, Spain, Switzerland and Italy. We are very pleased that Ms
Michelle Siu, a talented vision impaired singer was also accepted to join the exchange camp in Italy.

Inbound Camp
We have accepted 15 overseas students and 4
students from Lions College to join the Camp
organized by District 303 which covers Hong
Kong, Macao and Luoyang China.
For the past years, as our camp is in June/July
which was the summer months of Hong Kong &
Macao, the weather was hot and humid and w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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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en experienced typhoon and heavy rain storm
during the camp period which somehow affected
our program. We are lucky and blessed this year
that no major change of program is needed due
to inclement weather. However, the political
incident which happened in early June did affect
us slightly but we are pleased that all campers
were safe until they fly back home.

三○三區區會訊息

District 303 news update

Hong Kong Camp

Our camp program consists of not only cultural and historical activities
like visiting Xiqu Centre, Wong Tai Sin, Tai O and Big Buddha in
Lantau, Dragon Boat training, Tai Hang Fire Dragon Workshop, Lion
Dance, hiking along Wong Nai Chung Gap Trail, LNEC Centre and
Yuen Long Ping Shan but also community service by preparing lunch
boxes at the central kitchen of Food Angel and dispatching meal
boxes to the aged and less benefits. A big thank you to Lion Winston
Chan, Lion Peggy Lee, Lion Mehul Tanna and Lion Sarah Wong for
rendering their assistance in liaising with the respective organizations
re activities and Lion Eva Lau re renting of camp site and arranging a
night of camp fire when we were delighted to have 2nd VDG Lion Amy Leung sponsoring and joining
the night and sharing the fun with campers, leos and lions.

China Camp

With the kind coordination with Luoyang Rehabilitation Centre for the
hearing impaired, by our Camp Director Lion Doris Ho all our campers
appreciated the hospitality of the officials from Luoyang as well as
enjoyed a lot of meals sponsored by them. The group all reckoned
that the trip was very interesting and memorable especially their
experience in learning and practicing Kung Fu coached by the monks
at Shaolin Temple. Moreover, all campers felt that taking high speed
train to China is comfortable even though it took longer hours than by
air. My gratitude to Camp Director Lion Doris Ho, Lion Brian Tsang,
Lion Irene Leung, Lion Eva Lau, Leo Kelly Yuen, Leo Dee Chiu and
Leo Nicole Luk for all the time and effort in joining and helping the China Camp.

Macao Camp

The 3 days 2 nights Macao camp was well
planned and led by Leo Michael Loi, Leo Kathy
Chan and Leo Jack Sou. Heartfelt thanks go to
Lion William Koi for taking up overall monitoring
of the camp program, Lion Paul Wong, Lion
Steve Leong, and Lion Brenda Ip for sponsoring
the lunch and dinner for the group. The stay in
Macao was short but the group had a very good

time knowing this small city with good food
and scenery except some campers regretted
that they could not go to casinos. As the camp
site was very exclusive, campers have some
leisure time after the busy day program and we
even had a meeting of nearly two hours when
campers presented their commentary of the
overall arrangement of the Exchange Camp.

Hosting families
Campers will be assigned to hosting lions and stay with their families for about 10 days. We have
13 lions per below list taking care of 15 foreign students and campers who appreciated the care and
love from their hosting parents.
Name and Country of Student
Carla from Mexico
Sara from Hungary & Babriela from Poland
Selma from Tunisia
Mathieu rom Netherlands
Katerina from Czech
Bo from Netherlands
Dominik from Switzerland
Lukas from Austria & Nicolas from Italy
Noel from Finland & Alessandro from Italy
Tomas from Spain
Veronika from Slovakia
Roman from Germany

A BIG THANK YOU to my OC team, Lions, Leos for all your passion, effort, time
and involvement in the Lions Youth Camp & Exchange 2018/19. Please refer to the
following link if you want to appreciate more the highlight of the whole program.
2019年 7月至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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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sting Lion
Lion Doris Au
Lion Sidney Chang
Lion Christine Lam
Lion Eddie Lam
Lion Raymond Li
Lion Sammy Shum
Lion Mehul Tanna
Lion Kenneth Vy
Lion Teddy Yan
Lion Kenneth Yau
Lion Wanda Yu
Lion Lana Yu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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獅子會龍舟隊（LCDBT）

龍

舟隊於6月22日接待了Youth Campers 二
十多名青年學生，當天天朗氣清，除了令

學生體驗划龍舟的樂趣外，我們更加帶他們往半
月灣游泳。學生們體會到香港優美的沙灘，群山環
抱，香港科技大學的優美建築，當天大家都有一個
愉快的星期六！

今年獅子會龍舟隊於2019年6月30日參加大澳龍舟
比賽，雖然未能入三甲，但龍舟隊的隊友能夠享受
一個愉快的賽事，並能享受到大澳小食、鮮墨魚、
超大粒魚蛋和紫背天葵涼茶等。

龍舟隊於8月11日接待了十多名輕度智障的學生、
家長和義工，這是香港城市獅子會之服務活動，讓
學生體驗划龍舟的運動，當天還有香港星光獅子會
之黑武士龍舟隊和醫療輔助隊義工，三條龍舟齊齊
出發。當天天朗氣清，沒有驕陽，除了令學生體
驗划龍舟的樂趣外，還有卡拉OK助興以及估歌遊
戲，獎品豐富，中午更有美食到會，當天大家都有
一個愉快的星期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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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

獅子會主會
Hong Kong (Host)

會長
麥宇陽

資訊委員
王玲玲

Celebration

On

18 July 2019, we celebrated Hong Kong Lions Club (Host)’s 64th Birthday during our monthly board
and regular meeting.

Happy 64th Birthday! Thank you for enriching us for the past 64 years. We are looking forward to the best and
brightest future with the continuous achievements in the years to come! Cheers!

Congratulations
Greeting to 2019-2020 President, Lion Barry MAK and our
board of directors. President Lion Barry will lead, support and
guide the Club members to do services in order to fulfill the
objective of “We Serve". We wish the Club every success and
a bright future under the President's leadership.

Inspiration
Welcome aboard Lion Aileen WONG! We are excited to know each other and to have new ideas and insights
that will be contributed to the Club.

Congratulations to the achievements by
Leo Club of Hong Kong (Host)
Congratulation to Host Leos who received the
following awards in the Lionistic year of 2018-2019.
(1) Best Leos Club (Champion)
(2) Best Leo - Leo Calina Cheung
(3) Best Leo President Award (Champion) - Leo
Carson So
(4) Most Famous Leo President (all the 1819 Leo
Presidents voted for only 5 most famous Leo
Presidents) - Leo Carson So
(5) Excellent Leo Club Award
Host Lions expressed their supports and appreciation
to Host Leos by attending Leo District Officers & Leo

Clubs Officers
Joint Installation
Ceremony 20192020 on 25
June 2019 and
sponsored a total
of 10 compliments
for the Joint Installation booklet.
We are glad to see the young leaders with their
positive thinking and enthusiasm in contributing to
society.

Appreciation and Encouragement
Host Leos organised the Tuen Mun Hospital Ward Visit on 16 June 2019. The
visits to the usual children ward have been organised by Host Leos since
2016. This was the first time when Host Leos challenged themselves to
visit the male adult ward. The adult patients in the hospital enjoyed the time
chatting with Host Leos. They shared their feelings and thoughts about their
experiences and growth. Host Leos learned a lot and understood that life was
not that tough; it depended on how a person faces life mentally.
Moreover, Host Leos led the DIY activity of dogs and roses made from towels.
Host Leo’s Direct Service Team in 2018/2019 fiscal year joined the “Hong
Kong Citizen Hong Kong Heart” DIY Scheme to receive DIY materials for Tuen
Mun Hospital Ward Visit and received the Happiness Ambassador Award
from the Social Welfare Depart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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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龍
獅子會
Kowloon
60th Anniversary Celebration of Lions Club of Kowloon
“Chamber Music Night”at Helena May

T

his celebration was held on June 22, 2019 at
a prestigious declared heritage building, the
Helena May, established in 1916 by Lady Helena
May, the wife of Hong Kong Governor, Sir Henry
May, to promote the welfare of women and girls in
Hong Kong. We felt that being the second oldest
Lions Club of District 303 and one of the very few
English-speaking Lions Club in Hong Kong, our club
has her own history, culture and tradition like the
Helena May.


were invited to host the celebration. DG Lion Mimi
was invited to present awards to our 60th President
Lion Erica, Treasurer Lion Alan and Secretary Lion
Amber to thank them for their dedication and
Lion Amber was also introduced as the upcoming
President for the next Lionistic Year. We also
appealed to guests to join Lions Club of Kowloon as
members or donate to or serve as volunteers for our
service projects.

The ceremony started with the Lions Song and
introduction of Function Chairperson Lion Alan
Tang and President and Patron Lion Erica Chu,
followed by introduction of honorable guests DG
Lion Mimi Kwok, PID Lion Teresa Mann, 2nd VDG
Lion John Leung, Chairman of Honorary Committee
of D303 Lion Lam Hoi Ham, PDGs Lion Timothy
Teoh, Lion William Leung, Lion Joseph Ng, Lion
Franklin Lui, Lion Tommy Leung and Lion Garrison
Hui, R1 Chairman Lion Herman Yeung, Z1 Chairlady
Lion Sylvia Chan, R6 Chairman Lion Gary Luk and
Presidents of other Lions Clubs. Honorable guests
gave their congratulatory words. Function Chairman
Lion Alan Tang and Honorary Patron Lion Stephen
Ng gave their speeches and the ceremony ended
with President Erica’s vote of thanks.

The evening
was filled
with good
fellowship,
nice food, and
entertainment
with chamber
m u s i c b y
Hong Kong
P u re S t r i n g s ,
saxophone solo
by Lion Alan’s
son Kelvin and
vocal solo by
tenor Mr. Chan Hong Keung. Everybody took home
our souvenir and the lucky ones also got exclusive
table prizes like Lions Club of Kowloon Watch, Lions
International Stamp Book by Lion Stephen Ng, and
Helena May 90th Anniversary Book. Everyone had
an enjoyable and memorable evening.

After the ceremony, PDG Lion Lincoln Linn took
over and celebration began with cake-cutting and
toasting. All honorable guests and Past Presi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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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長
馮寶欣

資訊委員
林淑儀

Members of our club gathered together to attend
the District Joint Installation of Office Bearers on
August 10, 2019 at the Hong Kong Convention
and Exhibition Center. On this special occasion,
members witnessed the handover of the Chain of
Office from Immediate Past President Lion Erica
Chu to this year’s club President Lion Amber Fung.
We thank IPP Lion Erica for her leadership and
guidance throughout the past Lionistic year and offer
congratulations to President Lion Amber!
President Lion Amber and Leo Advisors Lion Erica
and Lion Douglas attended the Leos Clubs Joint
Installation ceremony on August 25, 2019 to support
and congratulate this year’s Leo Club of Kowloon
President Leo Cheng Ting Chi. Lions Club of
Kowloon will continue to encourage Leos to organize
services and activities so that they can strengthen
their leadership skills, broaden their horizons and
prepare themselves to be the future leaders in the
society.
The newly appointed officers of Lions Club of
Kowloon are as follows:

June 22, 2019
Kowloon Lions Club
District 303
Hong Kong, China

Dear Lions,
Congratulations on your club’s 60th anniversary!
This anniversary is an opportunity for your club to reflect on what you have accomplished and
look forward to new opportunities to serve. Your compassion and dedication to reaching out
to others has made your club a vital part of your community, and has helped Lions Clubs
International remain the global leader in service for a century.
Your club was chartered by caring, concerned people who understood that working together
for the greater good of all can make a significant impact. You are helping our association
reach beyond the horizon of service as we embrace our future and celebrate our tradition of
making the world a better place.
Your continued commitment and hard work ensures that your club will continue to grow and
provide a helping hand to those in need.
Congratulations again on your anniversary, and I look forward to your many years of
continued service.
In Friendship,

President
: Lion Amber Fung
1st Vice President : Lion Douglas Wong
2nd Vice President : Lion Terence Fan
3rd Vice President : Lion Jesse Kwok
Hon. Secretary
: Lion Louisa Lam
Hon. Treasurer
: Lion Alan Tang
Tail Twister
: Lion Helmut Unkel
Lion Tamer
: Lion John Shu
Directors
: Lion Ng Yin Nam,
Lion Thomas Lai,
Lion Lincoln Linn, and
Lion Stephen Ng
A dv ert is e me nt


Gudrun Yngvadottir
Your International President

2019年 7月至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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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島
Peninsula

獅子會

會長
周健忠

聯誼活動資訊

前

會長嚴玉麟獅兄幼獅嚴紀雯小姐于歸之喜，訂於6月14日下午
五時假座香港港灣道一號香港君悅酒店「茶園」特備酒會招待
親友和獅友。當天由會長陳少平獅兄帶領第一副會長周健忠獅兄、候
任第一副會長林以律獅兄、候任第二副會長張恒星獅兄、候任第三副
會長馮振榮獅兄、義務秘書溫錦泰獅兄、前會長賀良梅獅兄、前會長
麥詠光獅兄、前會長張偉良獅兄、前會長陳瑞龍獅兄、前會長楊志雄
獅兄和楊獅嫂、前會長余文躍獅兄、前會長丘文興獅兄、前會長梁耀
宗獅兄、董事張正平獅兄等出席盛會。本會特備禮品，恭祝新人早生
貴子、白頭皆老。

向終身會員致敬
本會每年一度的向終身會員致敬日於 6 月20 日(星
期四)假九龍城南角道6A“城寨風味”舉行。當晚有

許永渡前會長、賀良梅前會長、張偉良前會長、嚴
玉麟前會長、陳瑞龍前會長等五位終生會員和十多
位活躍獅兄出席。終生會員接受陳少平會長代表本
會送紀念品予五位終身會員，隨後由各位終生會員
致詞，他們除了回味往事外，更對獅兄們在會務和
服務上應以積極態度服務社會為懷，為本會爭光。
遵從規則嚴肅開會及尊敬前輩是本會優良傳統，令
會務能朝正能量方面發展，繼續發揚獅子精神。

七月份例會
本會分別在 2018年7月11
日和7月25日舉行了二次例
會。
7月11日例開始舉行第一次
例會，由上屆會長陳少平獅
兄將會長帶移交新任會長周
健忠獅兄，周健忠會長即執
行會長主持例會，並在席上
頒發職員襟章予所有內閣成
員。2019-2020年度職員名
單如右：

會
長： 周健忠獅兄
上 屆 會 長： 陳少平獅兄
第一副會長： 林 以律獅兄
第二副會長：張 恒星獅兄
第三副會長：馮振榮獅兄
義 務 秘 書： 梁 耀宗獅兄
義 務 司 庫：陳慶添獅兄
總
務：洪 响堂獅兄
糾
察： 張 偉良獅兄
當晚除了頒發各小組主席委任狀
外，眾獅兄們更為會長周健忠獅兄
慶祝生日。

三〇三區會 2018-2019年區會
第三次聯合晚餐例會暨向終生會員致敬
2019年6月17日本會獅兄出席參加國際獅子總會中國港澳三0三區假九龍尖沙咀洲際酒店宴會廳舉行
2018-2019 年度第三次聯合晚餐例會。當晚出席終生會員有陳瑞龍前會長，其他出席獅兄有2018-2019
年度會長陳少平獅兄、候任會長周健忠獅兄、候任第三副會長馮以律獅兄、前會長丘文興獅兄和前會長
梁耀宗獅兄。

三〇三區會2019-2020年區會與各屬會聯合就職典禮
國際獅子總會中國港澳三〇三區2019-2020年度區會與各屬會聯合就職典禮於2019年8月10日假香港灣
仔會議展覽中心新翼舉行。本會2019-2020年度新職員在總監王恭浩獅兄監誓下完成就職典禮儀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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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域多利
獅子會
Victoria Hong Kong

會長
李炎輝

資訊委員
石家璐

新會員介紹：

2019年8月10日宣誓加入域多利獅子會
(1) 薛沈蓮英獅姐 (Stella Sit)
獅姐夫姓名：薛板婕先生
家庭：三名已經成家立業的子女，四位男女孫兒
曾參加服務團體：青商會

沈

獅姐於庇理羅士女校畢業後，曾投身社會多年，並加入青商會為社會服務。後相夫教子，協助獅
姐夫發展出口家庭電器用品事業，是獅姐夫打下國際貿易品牌與聲望的不二之臣。

參加域多利獅子會的推動力：沈獅姐其實已經加入域多利的服務長達10年，曾多次參加域多利的服務項
目，為域多利的服務作出了經濟上的貢獻，並曾參加域多利獅子會遠赴貴州視察本會捐獻的學校，及多次
遠赴台灣參加台北與台南盟會的授證典禮。她希望這次能夠經過加入域多利更進一步為獅子會提供服務。
(2) 姓名：孫淑明獅兄
獅嫂姓名：盧倩卿女士
曾參加服務團體：扶輪社
孫獅兄於香港中學畢業後，負笈加拿大，攻讀商科，大學畢業後取得實質工作經驗後於1987年回香港發
展，加入嘉華集團，後升職為嘉華集團呂志和獅兄的投資顧問。現為嘉華集團關連機構步基證券有限公
司董事總經理。
參加域多利獅子會的推動力：孫獅兄也曾參加域多利獅子會的獅子服務長達10年，曾以域多利獅子會的
名義在貴州捐贈一座學校，為域多利的服務作出了經濟上的貢獻，並曾參加域多利獅子會遠赴台灣參加
台北與台南盟會的授證典禮。他希望這次能夠經過加入域多利更進一步為獅子會提供服務。

服務項目介紹

大潭港島童軍總部燒烤圍
域多利獅子會在1979年曾捐贈巨資為香
港童軍總會大潭露營場地以鋼根水泥建造
一座大型燒烤圍，可以容納最少100人同
時進行營火晚會、表演、聚會及燒烤的活
動。按照童軍總會的數字，自建成後，春
夏秋冬無間地每年最少有15,000人受益
使用，40年來，已經為高達60萬人提供
了歡樂時光。惜經過40年不斷的雨侵風
蝕，耗用受損，年久失修，該燒烤圍已經
破損無整，連當年豎立的捐贈名牌也幾乎
無法辨認。經過域多利獅子會服務小組委
員實地視察後，並與香港童軍總會港島總
部商討，域多利獅子會同意再度提供巨款
捐助，修葺重建，繼續向童軍總會借用營
地的各界人士提供歡樂。預計此工程需
時約2個月，將會於2019年12月1日前完
成。

實地視察的域多利獅子會會員

香港童軍總會大潭營地域多利獅子會
營火圍

幾乎無法辨認的捐贈名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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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香島
Bayview Hong Kong

獅子會

會長
鄧偉基

資訊委員
廖世龍

香島獅子會2019-2020年度職員就職典禮

7

月25日是本會2019至2020年度職員就職典
禮，很榮幸邀請到303區會總監王恭浩獅兄丶

第二副總監梁麗琴獅姐探會並主持典禮，在簡單而
莊嚴的儀式中，獅兄獅姐及嘉賓見証下，新一屆職
員順利完成宣誓，權杖移交到長鄧偉基獅兄手上，
負起新一年的會務重擔。香島於本年度會以「文化
承傳丶愛育幼苗」為服務主軸，希望承傳獅子精神
及傳統文化，關心青少年，為社會多出一分貢獻。

屬會職員領導才能工作坊
一年一度的屬會職員領導才能工作坊在8月3-4日假澳門氹仔金
沙城中心喜來登酒店舉行，二百多位區會及屬會職員雲集。在第
一分域主席吳珊珊獅姐及會長鄧偉基獅兄的帶領下，香島共有五
名代表參與了這個為期兩天的緊密課程，其內容豐富又充實，氣
氛愉快，讓我們學到新的知識，又增加對獅子會精神及文化的了
解，更加深了與區會及各屬會獅兄獅姐的友誼，獲益良多。

區職員暨屬會職員聯合就職典禮
8月10日為區職員暨屬會職員就職典禮，本會上屆會長吳珊珊獅
姐榮任第一分域主席，本屆會長鄧偉基獅兄及各獅友，亦與其他
各屬會歡度就職喜悅，全場來賓悉心打扮，場面熱鬧。當晚，本
會共有3位新獅兄獅姐宣誓成為新會員，加入我們的大家庭，為
香島添加新動力，未來香島會更加積極參於區會活動，發揚獅子
會四出精神。

「揚帆歷練」體驗活動
此項為期五天的風帆訓練活動，由本會主辦，香港

珊珊獅姐任大會主席，訓練於8月5-9日在深水灣

遊艇會、屯門婦聯丶香港婦聯協辦，由上屆會長吳

香港遊艇會進行。本活動招募了三十多位青少年參
與，在5天訓練過程之中學習到團體合作丶帆船知
識丶風向水順及困難應變等技能。活動的結業禮在
8月12日在銅鑼灣香港遊艇會俱樂部舉行，由總監
王恭浩獅兄、第二副總監梁麗琴獅姐、GST區協調
員馮妙雲獅姐、大會主席吳珊珊獅姐及本會會長鄧
偉基獅兄頒授證書及發言，期間，得到學員分享學
習點滴，香島期望再接再勵，舉辦更多青少年的活
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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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山
Tai Ping Shan

轉

獅子會

會長
張浩威

資訊委員
潘偉基

眼已屆中秋，「秋心」是愁，理應是懷抱着「中秋心」的愁。相反地，太平山獅子會新一屆的領
導班子，在會長張浩威獅兄的帶領下，誓師今年要除了要將本會會務、聯誼固本培元之外，還要

發揚「我們服務」的精神，訂下了邁向303區會及國際年會的宏遠目標。

聯合就職2019.8.10
本會今年選出的領導班子，分
别為會長張浩威、上屆會長陳
慶携、秘書何偉雄、司庫潘偉
基、第一副會長霍寶林、第二
副會長朱晨、第三副會長莊楚
生、總務車妙娥、纠察崔少強
所組成的內閣及另外十二位由
資深前會長及獅友组成的董事
局所問責。

303區屬會職員領導才能工作坊2019.8.3-4
我們本年度內閣鼎力支持會長張浩威獅兄一同參加了當日303區在澳門舉行二日一夜的屬會職員才能培訓
班，除了溫故知新獅子知識外，還印證了本會内閣上下一心對會及會長的支持及本會的團結。

港珠澳2日遊2019.7.10
本會慶幸得星加坡加東及台北北
區獅子會各姐妹會獅友們到港參
加本會的周年會慶，本會藉此契
機組織了一個港珠澳2日團給各位
姐妹會獅友，讓他們有機會遊覽
港珠澳大橋及一嘗廣州珠海的美
食，獅得其趣，樂也融融。

識飲識食之鼎鳳潮州酒家2019.8.17
今年會長制定了除會務外，獅友聯誼是首要的基本工作。因此舉辦了「識飲識食」的一系列美食聯誼活
動。今次是本年度第一個在鼎鳳潮州酒家以品嚐潮州菜為主，麻雀耍樂為次的聯誼活動，眾獅友在酒醉
酣暢之際，還熱烈盼望着下一次舌尖活動的來臨。

二次午餐例會
本會7月份得張德忠前會長的協助下，邀請到中文

八月份的生日會，則得到潘海倫前會長的協助，邀

大學耳鼻喉頭頸科名譽臨床副教授衛向安醫生太平

請到陳建彬先生BBSMH到本會分享了講題「被遺忘

紳士到本會分享了「現代人常患的鼻敏感及相關處

的戲劇明珠」，內容概括了香港戲劇的百年歷史，

理」，本會獅友在吃喝視聽之餘，還增長了對耳鼻

生態及發展前景。為我們一班沒有戲劇底子的人，

喉頸保健的認識。

有機會重拾舊趣，同時也加深了對戲劇史的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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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九龍
獅子會
North Kowloon
熱烈祝賀歐偉霆獅兄當選北九龍獅子會會長

歐

偉霆獅兄(Jack Au)於2012年加入獅子會，曾任一二三副會長及義務秘書。過往七年，一直以「四
出精神」全力支持北九龍獅子會。今年獲得獅友們通過成為第五十四任會長，希望歐會長帶領北

九龍獅子會令本會務再創高峰！

熱烈恭賀盧民生前會長及盧松柏前會長榮獲終身會員榮譽
本會資深會員盧民生前會長及上屆會長盧松柏獅兄

盧松柏上屆會長在2001年加入特區中央獅子會，

於晚會「向終身會員致敬」環節中，接受總監頒贈

在2002於深圳創立中國獅子會; 於北九龍獅子會內

終身會員之榮銜，北九龍獅子會在此衷心感謝兩位

亦積極參與內務如社會服務主任、二副等要職及於

獅兄在超逾廿載的獅子生涯中的卓越成就。

2018-19年度成
為會長；盧獅兄

盧民生前會長在1998年加入北九龍獅子會，在過

善心滿載，在15

去的20多年，他近乎無缺席例會。他十分希望北

年前曾帶領一班

九龍獅子會會務蒸蒸日上，更由各位新會長領導，

眼科醫生專程到

發光發熱做多些服務。他在2005年被委任為第二

中國新疆及非洲

分域主席，2006年被區會總監委任為第二分區主

肯尼亞等地為百

席服務區會，他在2003年成立303區足球小組至

多位患白內障病

今已經超過16年，真的十分之開心以及感恩。

人義診。

祝賀費志恩前會長獲委第七分域主席
費志恩獅兄(Andy Fei)於2007年加入獅子會，曾任一二三副會長及義務秘
書，於2012-13年當選會長期間，他積極協助區會完成青少年人生之旅，並深
深體會認清目標再前行的重要性。
今年獲得王恭浩總監委任為第七分域主席他表示深感榮幸，他希望能做好橋
樑工作，加強獅友溝通，令第七分域各屬會及北九龍獅子會會務再創高峰！

慈善電影籌款
近月我們在圓方百老匯舉行了「慈善電影籌款」活動。當晚有幸邀請了當屆總監郭美華獅姐、前總監陳
立德獅兄、前總監馮妙雲獅姐、多位區職
員、數十位屬會會長嘉賓及一眾獅友購票籌
款支持並出席，共同觀賞廸士尼巨獻《阿拉
丁》，大家共度了一個愉快的晚上。當晚大
會主席何家威第一副會長感謝各獅友鼎力支
持，籌得的善款扣除開支後，本會將全數撥
作慈善活動用途，繼續發揚獅子會服務社會
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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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長
歐偉霆

資訊委員
蔣世昌

成立行樂獅子會
本會成立至今已有50多年歷史，期間分別贊助了多個屬會的成
立，今年更贊助第五個子會「行樂獅子會」，於6月29日成立並在
太子帝京酒店舉行就職典禮。「行樂獅子會」是本會繼南九龍、新
界東、城市及畢架山後，最新組織的一個「子會」。首屆會長由楊
君宇獅兄擔任，務必帶領着一眾共24位新獅友，本著獅子會「我
們服務」的精神，積極參與社會公益事務，行善最樂，推動獅子會
服務精神。

恭賀林惠轉前會長獲委任區公關及宣傳委員會聯席主席
林惠轉(Sheila Lam)前會長2010年加入獅子會，

服務精神，宣傳短片將在社交媒體及戶外媒體播

曾經在12-13擔任義務秘書，13-14任第三副會

放，讓公眾人仕更了解獅子會的歷史及服務，她期

長，14-15任第一副會長，15-16當選會長一職。

望透過有效的宣傳，使更多人仕加入獅子會服務，
壯大獅子會的行列。

林獅姐表示：感謝總監的信任，獲委任為公關及
宣傳委員會聯席主席，致力協助總監建立Lions

再一次恭賀Sheila獅姐榮獲委任！

Channel，制作宣傳短片宣揚獅子會We Serve 的

派米及探訪老人院活動
本會近月參與石硤尾南山邨舉行的「1500人派米

暖心福袋作禮物，另加麥片、梳打餅等小小心意送

及福袋敬老」及於大埔大元邨舉行的「東華三院許

贈 長者。出席獅友更和長者一起玩遊戲，獅友們

麗娟安老院探訪活動」。

更輪流唱歌娛賓，此活動在一片歡笑聲和掌聲中完
結。多謝各位獅友實行四出服務，出錢、出力、出

派米及福袋敬老活動由本會和多個慈善機構及社區

席及出心。

組織，包括香港交通安全隊、公益電視及行樂國
際基金等一同合辦。北九龍獅子會除了冠名贊助此
活動之外，一眾獅友更齊心協力到埸支持及参與。
另外，「東華三院許麗娟安老院探訪活動」我們探
訪了75位院友。當日獅友們準備了頸巾、手袜等

恭賀鄭貴華師兄
再次在哥爾夫球比賽中奪冠
日粉嶺香港高爾夫球會 - New Course 球場進行。本會獅友鄭貴華獅
兄得到幸運之神眷顧，打出優異成績，成功取得淨桿冠軍。再一次為

A dv ert is e me nt

每年一度的國際獅子會中國港澳三零三區總監盃高爾夫球比賽於6月13

北九龍獅子會帶來喜悅！
2019年 7月至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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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青山
獅子會
Castle Peak Hong Kong
香港青山獅子會第五十六屆職員就職典禮

本

會於六月十四日假尖東香格里拉酒店舉行
第五十六屆職員就職典禮，晚上七時半，

大會司儀紀偉獅兄及蘇慧恩小姐宣佈晚會開始，由
大會主席林天意獅兄及會長陳韶軒獅兄帶領眾主禮
嘉賓進入會場。
各主禮嘉賓在主禮台上就座，然後由大會主席林天
意獅兄宣布晚會開始，隨即介紹嘉賓，包括總監

全體獅兄在總監郭美華獅姐監誓下宣誓就職

郭美華獅姐，前國際理事文錦歡獅姐，前教育局長

去一年來的年度報告，本會自1964年創立至今，

吳克儉先生，上屆總監陳立德獅兄，候任總監王恭

已有55年了，多謝各位前會長默默耕耘，先後完
成多項青山地標，一年很快過去，所作的服務，不
勝枚舉，可在場刊中概述，最後，多謝指導會長、
各位前會長及獅兄獅嫂的鼓勵及支持，使今屆各項
服務和活動得以順利進行及完成，同時直接幫助我
增進很多知識，擴闊了視野及增強了獅誼。
隨即進行新舊會長交接儀式，由郭美華總監主持，
並為本會2019-2020年度職員及理事進行宣誓就
職儀式，為今屆本會獅子服務帶來新動力。

郭美華總監主持權槌交接儀式

浩獅兄，候任第一副總監梁禮賢獅兄，候任第二副

接著是總監郭美華獅姐致詞，祝賀香港青山獅子會

總監梁麗琴獅姐，多位前總監、分區主席，分域

過去五十五年以來為獅子會進行了無數的高質素社

主席及友會會長，菲律賓宿務市姊妹會會長Lion

會服務，造福社群，並讚揚陳會長帶領全體獅兄在

Johnny Chan，馬來西亞喬治市姊妹會會長Lion

過去一年對303區十分支持，積極參與獅子會各項

Lee Kean Teong，台北西北獅子會前會長謝曜焜

服務活動。今年國際獅子會於7月5至9號在米蘭舉

獅兄，協作機構嘉賓等合共二百人，見證本會成立

行102屆國際年會。區會與中文大學消化學系研究

五十六週年慶典。

所合辦獅子會大腸癌治療服務，已於5月28日舉行
啟動禮。捐贈一部流動捐血車，已於4月份投入服

首先由大會主席林獅兄致歡迎詞，感謝各位出席嘉

務。兒童癌病基金社區服務中心，亦於6月份啟動

賓蒞臨，今年是國際獅子總會創會
101週年及本會成立55週年，我們
秉承各位前會長的青山精神，繼續
為社會服務，更上一層樓，世代相
傳。多謝各位嘉賓的支持，與及為
今晚就職禮籌備委員會的獅友，貢
獻不少時間和心血，使晚會得以順
利舉行。
隨即由現任會長陳韶軒獅兄介紹過
全體獅兄及獅嫂來大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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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長
林天意

服務，為兒童癌病小戰士及其家人提供醫療以外服

今晚的宴會，最後本會獅兄獅嫂們來一張大合照留

務，專業輔導，教育及體能訓練，社交關系等服

念。隨即由新任會長代表本會致送紀念品予各主禮

務。最後，恭祝青山獅子會繼續發輝影響力，服務

嘉賓。

社會。
最後由前會長吳承海獅兄致謝詞，他強調本會經過
新任會長林天意獅兄致詞，多謝各位獅兄的鼎力協

五十多年漫長的歲月，從畢禹徵創會會長創立香港

助，為今次晚會花了不少時間和精神，今後必定秉

青山獅子會以來，加上五十五位前會長先後秉承

承五十五位前會長的服務精神，更多謝陳韶軒上屆

303區會的口號『我們服務』為社區略盡綿力。多

會長於過去一年所作出良好典範，為來年度注入新

謝總監，副總監及區職員於百忙中抽空光臨指導，

動力，並繼續實現獅子服務精神，多謝各位嘉賓出

使晚會得以順利進行。更要多謝各位前總監及各屬

席支持，為晚會增添光彩。今年的口號是「獅誼至

會會長及獅友的支持，為今次晚會，增添光彩。多

上，服務為先」，期望全體獅兄，上下一心，團結

謝海外姊妹會各位獅兄獅嫂遠道前來，深表感謝。

一致，抱着「人人為我，我為人人」的宗旨，全力

最後多謝五十五週年慶典籌備委員會各獅友，在林

參與服務計劃，從中體驗「施比受更為有福」的真

天意大會主席帶領下，安排節目等工作，使晚會辦

正意義。隨即由大會主席林天意獅兄及會長聯同

得十分成功，讓各位獅友及嘉賓，享受一個愉快的

本會全體獅兄向所有嘉賓祝酒，希望大家好好享受

晚上。

會 訊
新獅兄李建民及林立眾加入香港青山獅子會，於6
月14日就職典禮由候任總監王恭浩獅兄主持宣誓入
會儀式。

陳韶軒上屆會長及林天意會長代表本會參加「山東沂水光明行」
慈善活動

7月20日下午，林天意會長代表本會參加「愛、感
林立眾及李建民準獅友宣誓入會儀式

2019年6月28至7月1日，本會陳韶軒會長聯同新任

恩有您嘉年華」活動，為深水埗區三百位長者舉行
表演及攤位遊戲，並派發福袋予長者。

會長林天意獅兄參加與麥羅武慈善基金會合辦之「山
東沂水光明行」，位區內300例市民做白內障手術，
讓他們回復光明。

山獅子會贊助，由基督教香港信義會沙田多元化金
齡服務中心舉辦的「擁抱生命重聚活動」計劃，頒
發嘉許狀予計劃義工，感謝他們參與探訪長者和啟
發長者的生命故事。

陳韶軒上屆會長及林天意會長代表本會參加信義會長者服務

2019年 7月至8月

A dv ert is e me nt

7月20日上午，林天意會長代表本會參加由香港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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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快活谷
Happy Valley

獅子會

會長
周家煒

快活谷獅子會冠名贊助 - Sparkle青少年才藝大賽
「趁你還有夢，別讓青春留白」

「趁

你還有夢，別讓青春留白」是

二段的參賽者；亞軍及季軍則是獨唱表演的參賽

Sparkle青少年才藝大賽由第一屆至

者。

今的口號，意思是指希望年輕人可把握光陰，在踏
入人生下一個階段之前，做一些事情在青春上烙下

除年輕的參賽者外，當晚亦邀請了耳熟能詳的明星

印記。香港快活谷獅子會一直支持每個年輕人向前

嘉賓周柏豪及樂隊MR.去為一眾年輕人作出鼓勵，

奮鬥的夢想，因此大力贊助在8月22號旺角麥花臣

嘉賓的演出及鼓勵，讓整晚的氣氛推到最高點，在

球場室內場地，舉行的Sparkle青少年才藝大賽，

歡笑與淚水之間完結。

為年輕人提供一個舞台去實踐夢想。
當晚總共有10隊晉身決賽的參賽者，
每個團隊都花了不少心機去籌備演
出，演出包括唱歌跳舞、跆拳道表
演、花式搖搖等，有別不同比賽，當
晚的演出非常多元化，讓人不禁敬佩
年輕人的多才多藝。經過評判熱烈的
討論後，冠軍得獎者為跆拳道黑帶第

兒童之家
周年聚餐暨進步大獎頒獎禮2019
本會於8月24號東涌諾富特東薈城酒店舉行了小
童群益會 - 兒童之家的周年聚餐暨進步大獎頒獎
禮，目的除了讓宿生聚首一堂外，亦是為了頒獎給
2018-2019年度有傑出表現的宿生。不少宿生早
已參與三個幫助兒童發展的計劃，包括：「小願望
大理想」、「自我增值計劃」及「伴我同行獎學金」。

宿生在三個計劃所學的才藝，如英文話劇、花式跳
繩、攝影技術等，當天設有即場表演及迷你攝影
展，可讓宿友也可以在周年聚餐中一睹他們一年來
付出的成果。為了鼓勵宿生努力的付出，因而設有
頒獎典禮，盼望宿生可以堅持多元發展，在各方面
更上一層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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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
Macau

獅子會

會長
伍志平

「2019國際獅子總會國際青年交流營」

一

眾交流生，於6月23至25日一連三日到訪

定向遊戲，一同體驗澳門本地文化，以及遊覽各世

澳門。交流營為國際獅子總會長期主辦的

遺景點。行程中亦安排到訪澳門大學横琴校區、澳

年度服務計劃，目的是網羅世界各地優秀青年及青

門博物館等參觀，加深對本地青年學習環境、澳門

獅，通過前往其他國家及地區進行參訪交流，體會

歷史的認識。

及學習不同文化，開闊視野。
今年澳門獅子會再次聯同澳門青
年獅子會，協助安排及接待訪澳
的交流營成員，19名優秀青年
與一眾本地青獅於澳門大三巴牌
坊及議事亭前地一帶，進行城市

澳門獅子會、濠江中央獅子會聯合主辦之
「禁毒一起走」螢光慢跑2019
六月二十二日(星期六)舉行「禁毒一起走」螢光慢
跑2019活動，為響應全球禁毒日，宣傳及推廣禁
毒的堅持動力和決心，冀望通過舉辦螢光慢跑活
動，充分發揮社會人士積極向上的活力，面對人
生。
是次活動主要支持單位包括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社
會工作局和國際獅子總會中國港澳303區，支持單
位包括市政署，協辦單位包括風雷體育會、澳門馬
拉松推廣會、澳門越秀青年聯合會、澳門社會責任

協會和澳門中小型餐飲業商會，贊助單位是英皇娛
樂酒店。活動對象面向全澳市民，公開接受報名參
賽，吸引了超過350人參與，參賽者以慢跑的方式
圍繞水塘一圈(約2400米)。
當日現場更設有遊戲攤位，推廣禁毒資訊，藉此讓
市民感受強健體魄樂趣和好處，投入健康的運動習
慣。從而向社會宣揚及發放禁毒的正面能量，選擇
健康生活，強健體魄，齊向毒品說不的信息。
是次活動大會主席為澳門獅子會會長楊俊熹獅兄和
濠江中央獅子會會長李志誠獅兄聯合籌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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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尖沙咀
獅子會
Tsim Sha Tsui, Hong Kong

會長
方繼元

資訊委員
范啟鏞

參與「活力．愛慶回歸」
嘉年華會活動

本

會獅兄支持及參與7月1日油尖旺區各界攜
手舉辦「活力．愛 慶回歸」嘉年華會活

動，並在嘉年華會場上設了『香港尖沙咀獅子會』
遊戲攤位，與市民一起同慶回歸的同時也宣傳「我
們服務」的獅子精神。

獅友與市民同樂慶回歸

舉辦第45屆職員就職典禮慈善晚會
香港尖沙咀獅子會於7月12日晚上7時30分假座帝

會上，總監王恭浩獅兄主持職員就職宣誓儀式。宣

京酒店舉行第45屆職員就職典禮慈善晚會。大會

誓儀式後，在王總監的見證下，新任會長方繼元獅

特別邀請303區總監王恭浩獅兄為大會主禮嘉賓。

兄從上屆會長劉志勇獅兄手上接過權槌和戴上會長

出席晚會嘉賓中有前國際理事范佐浩獅兄、303區

佩帶後，新職員就職儀式便順利完成。

區職員、友會會長和獅友，油尖旺民政事務處也派
代表出席。更難得的是我們的姊妹會——台北仁愛

會上，第一副總監

獅子會、台南成功獅子會、馬來西亞沙巴亞庇美羅

梁禮賢獅兄為新會

獅子會和中國獅子聯會浙江慈航服務隊的獅友不遠

員容祖導、潘永舉

千里飛臨香港，出席我們的就職典禮。嘉賓獅友三

行入會儀式。飲過

百六十多人歡聚一堂，場面非常熱鬧。

獅子奶後，便正式

舉行新會員入會儀式

成為本會會員，本
大會在雄壯的獅子歌聲中揭開了序幕。首先由大會

會又增添了新的生

主席方繼元獅兄致歡迎詞；接著由18/19年度會長

力軍。

劉志勇獅兄作年度會務總結報告。在報告中，他回
顧過去一年本會會務進展和取得的成績，同時衷心

王恭浩總監和范佐

感謝本會獅兄獅嫂一年來對本會支持和參與。

浩前國際理事分別
在大會上致詞，都
高度讚揚本會獅兄對區會和社會的貢獻同時又指出
努力方向；新任會長方繼元獅兄在會上致詞中，感
謝本會獅兄的支持，也談了未來一年的大計。姊妹
會代表分別在會上致賀詞；典禮在大會副主席范啟
鏞獅兄致謝詞後便圓滿結束。
晚會也為本會慈善服務基金進行籌款活動。本會獅
嫂們向嘉賓獅友大力銷售慈善抽獎券，並取得優越
籌款成續，為本會日後開展社會服務在財政上作出
貢獻！
在晚會上，大家載歌載舞，獅友嘉賓獅情洋溢，共
同度過了一個既愉快又有意義的晚上。

在王恭浩總監的監誓和見證下順利完成就職儀式，舉行就職宣誓
儀式(上圖)，進行權槌、佩帶移交儀式(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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鑪峯
The Peak

獅子會

會長
曾廣源

探訪姊妹會一

結

盟姊妹會台中光華獅子會於2019年6月6日假台灣台中舉行43周年授證典禮，本會由會長楊雋永
獅兄帶領下包括：第一副會長曾廣源獅兄、前會長蘇傑開獅兄和蘇獅嫂、前會長何錦華獅兄和朋
友、杜正山獅兄和杜獅嫂一行、李仲文獅兄、鄧樹安獅兄合共十人，於6月5日早上乘機前往台中，翌日
早上參加由台中獅友安排的高爾夫球活動，晚上出席姊妹會的43周年授證典禮。一行十人於6月7日下午
返港。

探訪姊妹會二
結盟姊妹會深圳龍華獅子會於2018年7月14日假深圳龍港灣
宴會廳舉行「2019-2020年度理事會暨會長換屆典禮」，候
任會長曾廣源獅兄連袂與前會長郭兆輝獅兄、前會長繆家濤
獅兄、前會長余嘉輝獅兄與許天佑獅兄一行六人前往慶賀。

一年一度就職典禮
本會創會44屆紀念暨「2019-2020年度職員就職典禮暨慈善晚
宴」，已於2019年8月17日晚上7時正假香港仔黃竹坑道99號香港
醫學專科學院賽馬會大樓1樓廳舉行。當晚榮邀國際獅子總會中國
港澳303區總監王恭浩獅兄和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副局長陳百里博士
太平紳士蒞臨主禮外，主禮台上嘉賓還有前國際理事文錦歡獅姐、
上屆總監郭美華獅姐、第二副總監梁麗琴獅姐、第二分區主席黃偉
良獅兄、第六分域主席楊雋永獅兄(本會上屆會長)。當晚多謝總監
王恭浩獅兄為2019-2020年度職員主持就職典禮。到場參加的嘉
賓除了前總監陳毅生獅兄、前總監張新村獅兄和張獅嫂、前總監
馮炳壽獅兄、前總監馮妙雲獅姐、前總監譚鳳枝獅姐和黃國泉獅姐
夫、前總監陳立德獅兄外、還有現屆九位區職員和二十多位屬會會
長，更有特地由台灣到訪的台北光華姊妹會和台中光華姊妹及中國
深圳龍華姊妹會獅友一同蒞臨到賀，各位嘉賓共聚一堂，使到場面
十分高興和熱鬧。

三〇三區會第三次聯合晚餐例會
中國港澳303區於6月17日晚上7時30分假座九龍尖沙咀洲際酒店大
禮堂，舉行「2018-2019年度第三次聯合晚餐例會向總監及各區職
員致敬」，同時向已達35年以上獲得終身成就獎的終生會員致敬。

三〇三區會2019-2020年度
區職員暨各屬會聯合就職典禮
國際獅子總會中國港澳三〇三區「2019 - 2020年度區職員暨各屬會聯合就職典禮」於2019年8月10日
晚上七時正假香港灣仔會議展覽中心新翼大禮堂舉行。本會亦出席參加303區職員及各屬會主持職員就職
儀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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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東九龍
獅子會
Kowloon East, Hong Kong

會長
李任基

資訊委員
林婉玲

「香港東九龍獅子温情糭愛心」送愛給深水埗區的獨居長者

端

午佳節對很多中國人來說，都是一個重

把預先送到的食

要及喜悅的節日，傳統的中國人都會

物及物資分配給

選擇在家裡做香包除垢，包糭子及在海上扒龍

各負責派送的人

舟。本會的獅友們都有顆對社區服務的熱心，

看管，然後派送

所以今次大會服務的目的，希望在這個佳節能

給長者老友記

為社區長者們做一個特別的服務，令到長者們

們！大會準備派

感受到佳節的温情及節日歡愉的氣氛。

送的糭子食物
福袋內例如有糭

在上屆會長陳國雄獅兄的同意下，在大會主席

子，橙子，包裝

李任基獅兄的推動下，籌備委員會已很快準備

餅乾，小方毛巾

就緒，今次大會主席由李任基獅兄擔任，而籌

等。

備委員會委員由幾位獅兄獅姐負責，有鄧觀容
獅兄、張璇菲獅姐、梁志堅獅兄鄧志浩獅兄及

各位的長者老友記們手上每人都派送一個袋子，由他們

鄧涇渭獅兄。

自己到各食物及物資負責人手上拿一份食物及物資放在
自己食物福袋內，拿完畢後，他們也依依不捨，也對派

對於今次本會派送300份的糭子食物福袋的服

送食物及物資負責人連聲說聲謝謝。從長者老友記們的

務對象，大會選定是深水埗區的獨居長者！由
熟悉該區的義工選定了住在深水埗區的200位
獨居長者，50位安老院長者及50位露宿公園
長者。
在這也感謝以下幾位獅友，李任基獅兄，陳國
雄獅兄及司徒祿獅兄，他們出錢贊助這次服務
需要派送的糭子食物福袋。
今次的長者選定及義工人手安排，本會也非常

開心燦爛的笑容裡，

感謝聯絡人Mabel小姐，以及5位無私幫忙的

感受到他們非常享受

義工。最後，也要感謝出席參與的獅友們及其

整個過程，當然他們

家人們。

的心裏也收到一份真
心誠意的祝福！

「香港東九龍獅子温情糭愛心」於2019年6月
2日下午2時開始展開了，地點選在九龍深水埗

最後，從出席的獅友

區通州街天橋底，近通州街公園的行人路上。

們口中的得知，他們
也非常享受今次在社

200位長者也一早到達現場，很有秩序地排好

區街頭上的「獅子温

隊伍。同時，一眾出席參與今次服務活動的獅

情糭愛心」長者服務

友們及他們的家人，也各司其職，他們很快地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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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九龍
獅子會
South Kowloon

會長
湯俊傑

2019-20年度第一次午餐例會 葉維晉專題演講「泌尿系統全接觸」

香

港南九龍獅子會2019-20年度第一次午餐

率由35歲(10%)至85歲(85%)，隨年齡增長而逐漸

例會於2019年8月13日假洲際酒店舉行，

增加。

邀請泌尿外科專科葉維晉醫生專題演講「泌尿系統
全接觸」，與會嘉賓有王恭浩總監、郭美華上屆總

他又說治療方面，醫生跟隨病情不同而決定最適宜

監，梁禮賢第一副總監、梁麗琴第二副總監、黃偉

的一種治療：(1)監察等候、(2)服藥治療、(3)手術

良第二分區主席、陳紹聰第四分域主席及區職員、

治療。手術治療是經尿道切除前列腺的手術。至於

友會會長、本會獅兄四十人。會長湯俊傑會中報告

泌尿系統結石、腎、輸尿管、膀胱等產生結石，可

月來的會務工作及展開的服務。

使用激光或微創的手術清除。
最後他詳述輕微前列腺病患者注意日常生活的改善
和日常生活的治療方法，提醒大家如果發現有發
燒、排尿疼痛或不能出尿的情形，應立即就醫檢
查。
聆聽演講後，獅兄們對泌尿系統和前列腺的情況有
詳細的認識，對身體的健康有更深了解。

本年度第一次午餐例會，主講嘉賓葉維晉專
題演講「泌尿系統全接觸」

主講嘉賓葉維晉專題演講首先說出腎科與泌尿科的
分別，腎科是內科，處理腎衰竭等問題，而泌尿科
是外科，包括前列腺增生、肥大而影響排尿困難、
膀胱石、膀胱炎，甚至影響腎。他用圖片指出，前
列腺的位置在膀胱與尿道中間，正常的前列腺，正
常的前列腺大小像栗子(20克)、如果增生症則有雞
蛋(60克)至黑布林(100克)那麼大。增生症則發生
午餐例會主講嘉賓葉維晉與嘉賓獅兄合照

本會獅兄參與303區新年度就職禮
8月10日國際獅子總會中國港澳303區舉行2019-20年度區職員暨屬
會職員聯合就職典禮及餐舞會，本會獅兄出席參與屬會職員聯合就職
典禮及餐舞會，本會獅兄出席參與屬會職員宣誓就職及卸任會長鄭嘉
財獅兄移交佩帶予新任會長湯俊傑獅兄儀式。本會已於7月和8月舉行
午餐例敘及董事會會議，釐清新年度的服務大綱。

303區新年度就職禮，
本會卸任會長鄭嘉財獅
兄(右)移交佩帶予新任
會長湯俊傑獅兄(左)

53

西九龍
West Kowloon

獅子會

會長
李惠玲

西九龍獅子會慈善晚宴暨新職員就職典禮

2

019年8月17日，是西九龍獅子會43周年慈善

大 家 都 知

晚宴暨44屆新職員就職典禮

道，這兩個
月來香港受

當晚是獅子會中國港澳303區第一副總監梁禮賢獅

到很大的衝

兄主禮，其中除了場面熱鬧之外，最重要是感謝第

擊，連機場

一副總監的一番鼓勵及讚賞，令到我們西九龍全部

航班也受到

獅友面上貼光，實在難得。

阻礙，不過
我們有台灣

他在致詞當中提及國際獅子會中國港澳303區捐贈

員 林 獅 子

紅十字會輸血服務中心，流動捐血車籌款事情，他

會、台南中

極力讚賞西九龍獅子會是第一個捐款及籌得款項最

正獅子會及

多的一個屬會，因為第一副總監梁禮賢獅兄在探望

廣東光大獅

西九龍例會當日，因為全部西九龍獅友都非常支持

子 會 的 支

這個活動，便即時開支票，全部捐出數目30多萬

持，不怕險

元，非常感謝陳立漢獅兄及劉卓娃獅姐各捐出10萬

阻，也提早出發來港，是為了要參加我們的就職典

元，其餘為西九龍是大部份獅友捐出，成就了我們

禮，多年來的友情，實在難能可貴。

出錢、出力、出心、出時間的四出精神。
西九龍就職典禮能順利舉行，也非常感謝我們青
另外很感謝我們今年的會長李惠玲獅姐，其實她加

獅的付出，2019年6月30日正是Leo 青年獅子會

入我們大家庭不過是一年，就職當日更是她的正日

遴選會長的好日子，另外8月11日，又有新會員入

生日，她的無私精神更為我們定立了新目標，將本

會，現時人數13人，希望他們能秉承西九大獅的精

會服務層次擴寬，服務更多對象，由室內到室外，

神，同心合力，為社會服務。

讓更多層面的人受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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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港南
獅子會
Hong Kong South

會長
許錦發

參加獅子會國際年會

2

019年7月4日，香港港南獅子會共有八位獅友

澳303區手持區旗行畢全程，天公作美，天氣雖然炎

及親友來到了意大利米蘭參加獅子會國際年

熱，但無損我們投入的熱情。接下來到會場作註冊，

會，部份獅友今次是首次來參加國際年會，當中包

並參與開幕禮，看到未來新任的國際會長及理事，

括 會長許錦發獅兄。經過十多小時的機程，我們

他們都對未來獅子會服務，充滿熱誠及憧憬，我們

順利到達米蘭機場，隨即回到酒店安頓休息，準備

亦受到他們深深所感染，我們服務，繼續服務！

明天一年一度的國際年會重點項目之一『巡遊』
早上用餐過後，我們換上今年全新的區會Polo衫，
全新設計紫色配搭時尚風格，我們一眾一百多位獅
友，精神奕奕一致穿上全新紫色衫、白色褲及白色
鞋，隊形完整非常耀目奪目。另外，會長 許錦發
獅兄更成為今次巡遊的香港區旗持旗手，為我們港

聯合就職典禮
2018年8月10日是我們港澳303區的大盛事『聯合就職典禮』一眾新任會長已經急不及待，一早來到會
場，並進行悉心盛裝打扮，務求在最佳狀態下，拍攝一輯屬於他們一生人一次的寶貴回憶，愉快美滿的
一天，各位賓客都盡興而歸。

屬會職員領導才能工作坊
新一屆的屬會職員領導才能工作坊，今年8月在澳

2019年結束前，先完成其中的視覺、環保及飢餓

門舉行，各位新任會長帶同屬會職員專心準時地

這三個服務項目。『視覺服務』我們會借助區會添

來到會場，聆聽總監、校長及各位講師的演說及教

置的眼部測試儀器，為社區中的小朋友測試眼部的

導，社會在不斷變化，我們獅子會亦在變化，每年

健康情況，希望能幫助有需要的兒童及早求醫治

都會有一些新項目及新方向出現，例如：新聲音(增

理，病向淺中醫。『環境保育』我們會透過 1.水耕

加女會員)和行動100等等，讓我們繼續發展及完善

蔬菜 &2.執拾垃圾等服務，去讓受眾們感受到環境

獅子會的架構，令我們所進行的服務更有效地發輝

保護的重要性，學校及加強環保的意識，齊齊保護

作用，對受眾有更深刻及長遠的感受，我們都十分

我們所居住的地球。『對抗飢餓』根據統計顯示，

珍惜這難得的學習機會。

平均每5秒鐘就有一個兒童死於飢餓，每天有8億
5千萬個兒童餓着肚子上床睡覺，有1萬5千個兒童
死於營養不良。每年有超過500萬人因為飢餓而死
亡，其中大部分是5歲以下的兒童。這些都是切切
實實的數據，雖然我們知道，但是卻比較少人伸
出援手去幫助他
們，他們與我們
一樣擁有生命，
值得擁有最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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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坊當中提及，國際獅子總會有五大服務範疇，

生存的權利，享

分別是『視覺服務』、『環境保育』、『對抗飢餓』、

受他們燦爛的人

『 糖 尿 病 』及『 兒 童 癌 症 』， 我 們 屬 會 已 計 劃 於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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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新界

獅子會
The New Territories, Hong Kong

會長
翁儒凱

第43屆職員就職典禮

本

會在6月21日舉行第43屆職員就職典禮晚
會，邀請303區總監郭美華獅姐主禮。並廣
邀獅友參加觀禮。
第一副會長陳燁志獅兄與上屆會長翁木林獅兄先後
分別致詞，歡迎各嘉賓之蒞臨，以及報告一年內
的服務工作。年度內曾贊助及舉辦的服務計劃不算
很多，但都頗具意義，其中以捐款近貮佰萬元，贊
助在汕尾市海豐縣梅隴鎮興建敬老院最有代表性。
其次是捐款繼續贊助福幼基金會舉辦『藝術助養計
劃－三泉小學自然教育項目』第三年活動，這項較
有持續性。而捐款貮拾萬元贊助303區籌建「兒童
癌病獅子會社區服務中心」亦意義深遠。還有其他
較為小型的服務項目。總括而言，本會於今屆內投
放於慈善服務的經費超過貮佰叁拾萬元。
工作報告後，就職典禮隨即舉行。由郭美華總監監
誓，新任會長翁儒凱、第一副會長陳燁志、第二
副會長余紫威、第三副會長陳東春、義務秘書余展
鵬、義務司庫林世潛、總務譚展明、糾察譚溢鴻、
理事：向華炎、林漢武、黃錫齡、朱國基、楊友
仁、林克倫、鄺琼、朱鴻鈞、陳錦滿、與楊世杰獅
兄等人，宣誓願意遵守國際獅子總會之守則，團
結友愛，服務社會，發揚獅子精神。接着，新任
會長翁儒凱
在上屆會長
翁木林手中
接過權鎚佩
帶後，新職
員就職典禮
即告完成，
儀式莊嚴隆
重。
2018-2019年度會長翁木林獅兄(右)於就職
典禮上移交權槌及佩帶予新任會長翁儒凱獅
兄(左)，中為主禮人郭美華總監

新任會長翁儒凱於致詞時表示能接任會長感到十分
榮幸之餘，惟自知不足，希望能獲得各資深前會長
及獅友們多加指導與鼓勵，當會以勤補拙，虛心學
習，務求不負眾望。任內不會刻意求變，祗會緊守
本會的一貫宗旨與方針繼續服務社群，仍會以安老
服務為首要服務對象，對於各項不同公益事業如社
區建設、醫療福利、教育推廣、滅貧賑災等等，都
會量力而為。又會努力聯絡獅誼，嘗試招募新血，
鞏固與姊妹會多年來建立之獅誼。當然亦會繼續支
持區會的活動和服務，以團結這個獅子大家庭。
郭美華總監讚揚本會對社會的貢獻，又為本會頒發
服務獎牌予2018-2019年度會長翁木林、義務秘
書余紫威及義務司庫蘇國明，以表揚三位職員之功
績。
席上舉行兩項捐贈儀式，首先是本會捐款
$1,767,800.00贊助籌建『香港新界獅子會汕尾梅
隴鎮敬老院』，由郭美華總監主持，並由敬老院
董事黃大勝代表接受，本會新舊任會長陪同主禮。
除了支持國內敬老事業之外，本會亦不忘本港的
服務，捐款
$200,000予
303區支持籌
建「兒童癌病
獅子會社區服
務中心」，造
福癌病兒童。
再由本會新舊
任會長表致
『香港新界獅子會汕尾梅隴鎮敬老院』捐贈
送 ， 郭 總 監 代 儀式。左起：敬老院董事黃大勝獅兄、翁儒
表接受支票。
凱會長、郭美華總監、翁木林上屆會長
儀式尾聲則由第二副會長余紫威致詞多謝嘉賓之來
臨及參與後，典禮宣佈正式完成。

會務訊息
本會在6至8月期間曾參與多項活動，計有：6月17日曾出席303區第3次聯合晚餐例會向總監、區職員及
終生會員致敬，席上獲總監頒發本年度各項嘉許獎項；6月23日曾參加303區兒童癌病基金獅子會社區服
務中心揭幕禮，席上獲前國際理事文錦歡獅姐頒發感謝狀，以多謝
本會捐款二十萬元贊助此項目；7月12日參加母會尖沙咀獅子會的新
職員就職典禮；8月3日曾參加303區屬會職員領導才能工作坊；8
月10日曾出席303區聯合就職典禮。
季度初開，本屆至今本會已舉行了四次例會及兩次理事會，首先在
七月份第一次例會上，召開小組聯席會議，訂定本年度工作大綱以
及活動，交由各小組依例執行；7月23日的例會對「第43屆職員就
職典禮」作出檢討，留待下屆作為參考；8月27日例會，邀請深圳
市國奧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長林鉑淳教授介紹最新的「亞全能
幹細胞」療法。

捐款$200,000予303區支持籌建「兒童癌病
獅子會社區服務中心」，在開幕禮上獲頒感謝
狀。左起：戴桂洪獅兄獅嫂、馮妙雲總監、中
心代表、翁儒凱會長、文錦歡前國際理事、黃
慶強前會長、鄺琼前會長、陳東春副會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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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西區
Hong Kong West

兒

獅子會

會長
陳柱桓

資訊委員
郭澤鈞

童就如可愛的幼苗，本來已弱不禁風，
需要好好保護，但患上癌症的兒童受到

病魔長期煎熬，就如萎靡枯黃的幼芽遇上狂風
暴雨，更需要堅實盤桓的大樹護蔭，才能於風
雨飄搖中支撐。香港西區獅子會陶開國獅兄深
明此道，在籌建「兒童癌病基金獅子會社區服
務中心」項目中捐款$300,000，善舉獲以服
務室冠名以作表揚垂範，期望能幫助兒童及家
屬熬過風雨，再見彩虹。兒童癌病基金屹立30
年，一直為患癌兒童及其家人提供無微不至的

「兒童癌病基金獅子會社區服務中心」開幕禮

服務，實有賴熱心社會賢達的長期支持，期望

地址：蘇屋邨石竹樓2樓

獅友可以繼續關心支持有關服務。

時間：下午2:00

兒童服務一直是香港西區獅子會的關心之處，

青少年服務綜合中心合辦的兒童獎勵計劃。天水圍素

「童創新天」兒童英文能力提升計劃在2014年

為新移民及低收入家庭之聚居地，該區不少兒童意志

開始與元朗獅子會，基督教香港信義會天水圍

堅強，奮發向上，令獅友更希望為兒童擺脫命運的束
縛，讓小二至小六學童打好英文基礎，為日後覓得好
中學做好準備。此計劃亦招募了中學學長義工參與，
協助兒童提升英文學習能力及興趣，中學生能從中學
會關心他人，小學生亦能以學長為榜樣，把助人的精
神薪火相傳。
「童創新天兒童英文能力提升獎勵計劃2018」嘉許禮
日期：22/6/2019(星期六)
時間：11:00-15:00
地點：沙田麗豪酒店大埔廳

香港西區青年獅子會亦與大獅服務兒童的精神
一脈相承，於6月聯同香港聾人福利促進會，
與一眾聽障小朋友一齊學習環保小知識，從日
常生活中實踐「惜物、減廢」，呼應政府提出
的「香港氣候行動藍圖2030+」。我們確信若
能在兒童時期播下環保的種子，可令社會未來
的主人翁為香港現在和未來環境有長足進步。
義工亦從中溫故知新，反思日常生活的環保態
度，可謂相得益彰。
「童」心救地球–聽障兒童環保知識學習活動
日期：1、8、22、29/6/2019 (星期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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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島
獅子會
Hong Kong Island

會長
顏子豪

資訊委員
黎國棟

6月2日「頌親恩 社區共融嘉年華」柴灣興民邨

由

大會主席顏子豪獅兄帶領一眾獅友出席是

2018-2019年度第二副總監梁禮賢獅兄親臨指

次活動，藉著雙親節期間，宣揚孝道，關

導。同時是次服務亦邀請港島青年獅子會支持，透

懷老幼，締造社區共融，友好共處，並將關懷別人

過服務讓青獅了解更多大獅的文化。

的訊息宣揚開去，營造和諧友好的氣氛，為社區發
放正能量。
感謝2018-2019年度總監郭美華獅姐及東區
民政事務處柴灣聯絡組主管蘇秀梅小姐親臨主
禮，2018-2019年度第一副總監王恭浩獅兄及

6月8日「青年獅子區會40周年會慶」遊輪碼頭
由青獅指導趙世傑獅兄帶領一眾獅友出席會慶。

6月17日「第三次全區聯合晚餐例會：
向總監、區職員、終生會員致敬」
由會長吳志雄獅兄帶領一眾獅友出席聯合晚餐例會。

6月22日「歷奇體驗共融日營活動」
挪亞方舟主題公園
由大會主席趙世傑獅兄帶領一眾獅友出席是次活
動，服務一班來自香港正覺蓮社佛教普光學校的學
生，服務加入一班就讀幼兒教育的義工們，完成一
個朝九晚五的一個服務！
港島獅子會致力關注弱勢社群，本次服務由籌備、設計適合弱勢的Team Building、流程、加上活動足足
花了24小時！在服務上作出新嘗試！

6月30日「浙江奉獻服務隊
2019-2020就職典禮」杭州
由侯任會長顏子豪獅兄帶領一眾獅友到杭州出席盟會就職典禮。

7月27日「港島獅子會創會40周年慈
善餐舞會暨職員就職典禮」洲際酒店
感謝總監王恭浩獅兄、一眾前領導、區職員、盟會、友會會長、獅友及嘉賓
們蒞臨參加，是次典禮以「傳承美德 同創輝煌」為本年度的主題。
新任會長顏子豪獅兄希望透過聯合服務、聯合晚餐或聯合活動，增加屬會間的文化交流，並承諾擔任會
長會為傳承為己任，貫徹港島39年的精神，堅守港島，支持303，支持每一屆的總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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寶馬山
Braemar Hill

獅子會

會長
廖寶儀

資訊委員
雷孟俊

「人生四寶–持久授權書、遺囑、預前醫療指示及
預設照顧計劃」

6

月份晚餐例會於6月11日於銅鑼灣香港遊艇會

(1981-82)、麥錦誠前會長(1985-86)及曾澤明前

舉行。當晚我們邀請了監護委員會主席–趙

會長(1992-93)，可見當晚的演講主題相當受重

宗義律師作為該月例會主講嘉賓，主題為「人生

視，獅友們都細心聆聽趙律師的講解。

四寶—持久授權書、遺囑、預前醫療指示及預設照
顧計劃」。趙宗義律師先為我們講解「精神行為能

最後由會長陳振中獅兄向趙宗義律師致送紀念旗，

力」的定義，以及監護人的權利和義務。隨後趙律

並與各位獅友及嘉賓進行大合照作為晚餐例會的結

師逐一指出持久授權書、遺囑、預前醫療指示及預

束。

設照顧計劃的好處和不足，並以外國先行
的例子與香港現行條例作比較。趙律師認
為預設照顧計劃應為長者最值得簽署的文
件。因為該文件會用作記錄長者於晚期照
顧的需要和選擇，能涵蓋的範圍非常大，
有助長者將意願告訴醫生。當晚，本會三
位前會長亦受邀出席，包括楊錦祥前會長

「七月份香港寶馬山獅子會就職典禮」
七月份香港寶馬山獅子會就職典禮，於7月30日在

屆總監郭美華獅姐、第一副總監梁禮賢獅兄、第二

金鐘力寶軒舉行2019-2020年度的就職典禮。當

副總監梁麗琴獅姐、第三分區主席冼健岷獅兄和第

晚由唐德傑獅兄、陳正芹獅兄及雷孟俊獅兄擔任大

七分域主席費志恩獅兄。氣氛熱鬧非常，並且有一

會聯合主席。受邀出席的主禮嘉賓分別有前國際理

位新會員–談俊緯先生宣誓加入寶馬山獅子會。當

事范佐浩獅兄及文錦歡獅姐、總監王恭浩獅兄、上

晚由總監王恭浩獅兄主持2019- 2020年度會長及
內閣宣誓就職儀式，並由上屆會長陳振中
獅兄交予權槌及會長佩帶給新任會長廖寶
儀獅姐。最後由會長廖寶儀獅姐向主禮嘉
賓致送紀念品，寶馬山獅子會各獅友致送
枱獎給出席貴賓。當晚亦進行切蛋糕環節
慶祝寶馬山獅子會成立39周年，並由全體
獅友到台前一起切蛋糕及祝酒儀式，典禮
完結前全體獅友及嘉賓影大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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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沙田
獅子會
Shatin, Hong Kong

會長
莫永洪

資訊委員
葉朝鵬

視障靈藝悸動心 畫鞋比賽關愛行
2018-2019年度中國港澳303區「最傑出會長」
和優異區委員會頒發「優異獎杯」

2

018-2019年度香港沙田獅子會在陳彩雲會長
的帶領下無論服務方面、籌款活動以及會員增
長方面等都錄得可觀的正增長。陳彩雲會長榮獲義
工嘉許金獎狀，以及本會榮獲義工團體嘉許銀獎
狀；今年度會員增長40%；首創心光視障學生視
藝創作「看不到的悸動」慈善展覽籌到39萬，這
是一個感動人心的服務；首創「滑動人生共創健力
士」兒童癌病服務暨青少年健康教育服務慈善嘉年
華運動籌到72萬，並在5月26日以802人打破了健
力士世界紀錄為303區爭光，也為獅子會提昇形象
和知名度，這是香港沙田獅子會的光榮！在全年度
籌款共111萬，捐出逾90萬元，各方面的進步全賴
陳彩雲的英明領導，她的貢獻是有目共睹的，令人
佩服！陳彩雲會長更被中國港澳303區評為20182019年度「最傑出會長」，她是我們各位獅兄獅
姐的好榜樣。

有愛、負責任和付出的獅友。她在上年度擔任姐妹
學校計劃主席，在不同學校籌備及主辦活動，並親
力親為帶領獅友為學生們服務。令人歷歷在目的是
她教導智障學生用顏料畫鞋比賽，其愛心和耐性表
露無遺。她的表現在各區領導和區職員心中早已悉
知，使她獲得「優異區委員會」頒發「優異獎杯」。
這個獎令香港沙田獅子會錦上添花，今年兩位獅友
獲獎真是難能可貴。這位前會長不斷服務社群，其
大愛之心實令人敬佩！

香港沙田獅子會人才精英雲集，關斯樂前會長是位

滑動人生傷健樂 關愛直暖癌童心
「兒童癌病基金獅子會社區服務中心」
揭幕禮這項目香港沙田獅友心上下一心，用了差不多一年時間籌
辦，「滑動人生共創健力士」兒童癌病服務暨青少年健康教育嘉
年華慈善活動引發過1,600個家庭及60個兒童癌病康復者當天齊
心公益，享受了滑動樂趣，關注健康成長及親子運動的重要性，
同時籌到41萬元捐贈協辦「兒童癌病基金獅子會社區服務中心」
，這樣輝煌的成績有賴沙田各獅友發動無限的力量及心血去達到
這成果，這成果對兒童癌病病患者及家庭是一種舒緩壓力情緒，
以及感受到獅友對她們的關愛。

意國 濃 情 彩 雲 繞
國際 精 獅 齊 歡 賀 意 大 利 米 蘭 國 際 年 會
香港沙田獅子會長陳彩雲帶領獅友參加每年一度的意大利米蘭國際
年會，當天天氣良好，全球200多國獅友雲集，超過2萬位獅友巡
遊，氣氛非常熱鬧。香港沙田獅子會獅友與來自世界各地的獅友交
流，增進友誼之餘更參與表演活動，各獅友得益良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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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馬倫山
Mount Cameron

獅子會

會長
黎繼榮

金馬倫山獅子會與姊妹盟會之情誼
台北世紀國際獅子會22-26/5/2019

五

月金馬倫山大獅及青獅又出發了！今次一行
十人到台北出席姊妹會台北世紀國際獅子會
第三十九屆授證典禮。
到埗第二晚正是授證典禮，數百人出席，座無虛
席，得知台北世紀獅子會陣容鼎盛。全晚節目豐
富，先有嚴肅的授證時刻，再有餘興節目，包括台
北獅嫂們的載歌載舞，以及台北世紀獅子會上屆
會長廖世煥獅伯的自彈自唱，將全場氣氛推至高
點。而我們也受邀上台獻唱一曲，由青獅Connie

陳佩沛青獅供稿

領唱，嘹亮的歌
聲，繞梁三日，
台下即時要求我
們再唱一首。
之後數天，廖獅
伯與一眾台北大
獅帶我們到處觀
光，照顧周到，
令我們樂而忘返。期間我們到十分車站放天燈許
願，而令我感動的是，大家許下的願望都包含著互
相的祝福。青獅Moon就寫了：「搵到好老闆，工
資漲不停。」但其實他已是會計師樓合伙人，又何
需轉工呢？另外，我們亦到打卡好去處「情人橋」
。金馬倫山人之情，不比情人淺，所以我們都開心
在橋上留影。
這趟旅程，有吃有喝的片段，有說笑的花絮......而
每一個畫面都是無價的。金馬倫山這個大家庭，
相聚時，總是樂也融融；旅途上，總是最可靠的伙
伴。衷心感謝大獅們贊助旅費，再次帶我們去見識
世界，結交各地獅友。

檳州中央獅子會15-19/8/2019
若你愛以顏色判斷食物好壞，到了檳城，必然是吃
不好，還要吃點虧的；誰能料到，以玻璃瓶盛載的
青汁，味道酸澀，卻是解渴消暑良品？初到檳城，
我驚喜參半地喝著這杯由當地大獅款待的特飲，與
一眾金馬倫山大獅青獅穿上橙色風衣，走進了這色
彩斑斕的城市。

賴雯心青獅供稿

上的氣氛推至高峰。金馬倫山各人齊聲合唱《明天
會更好》、《喜氣洋洋》和《風雨同路》等名曲，
展示團結精神。感謝大獅在路途上一直照顧青獅，
無論是資助旅費，還是帶我們認識不同獅子會的青
獅等，均令我們在短短四日中得以見識更多，且愉
快經歷不斷。一路以來，吃得開心，住得放心，我
覺得，這裡的人也特別窩心。

我最記得檳城的藍，天氣不太熱也未似香港侷促，
抬頭永遠是藍天，可說是天公造美。大家對所有新
鮮事物都是雀躍的，當地的青獅亦樂意分享在那裡
生活的點滴。記得我們曾到訪姓氏橋，令我們得以
窺探當地水上人家的生活，殷藍海水不時撞擊他們
的木製甲板及舢舨，發出清脆悅耳的聲音。我們紓
解壓力之餘，也知道了多一點世界這方的人與事。
今次一行三十一人包括六位青獅到檳城出席姊妹會
檳州中央獅子會在八月十八日舉行的第三十八屆授
證典禮。檳州中央獅子會的大獅青獅非常好客，除
了多日招待周到之外，當天早上更有聯合服務為當
地有百年歷史的醫院更新設備，金馬倫山獅子會也
慷慨捐助一萬馬幣攜手服務。午間有萬眾期待的綠
色：榴槤放題，大家大快朵頤，不亦樂乎！晚上到
了典禮宴會場合，彩色繽紛，人人載歌載舞，把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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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北區
獅子會
Hong Kong North

會長
蔡小平

資訊委員
張松立

馬清岳慈善服務基金「鹽田梓村保育計劃 牌匾剪綵典禮」

6

月23日是我們香港北區獅子會的大型活動，
在西貢鹽田梓村舉行「香港北區獅子會馬清岳
演講室揭幕典
禮」。

化、歷史、文物和經濟的保護、發展和宣傳等教育
工作上的支持。香港北區獅子會聯同馬清岳慈善服
務基金捐助西貢鹽田梓村部份重要設施，當中的演
講室便以馬清岳獅兄命名。

鹽田梓村是一
個在香港僅存
幾百年以上，
少數充滿天主
教特色，保留
完整的村莊。
為表對香港古
舊 村 落 在 文

活動當日除有本會獅兄、獅嫂出席之外、亦很高興
邀請到兩位前總監–分別是獅子會自然教育中心主
席及前主席、獅子會中學師生、獅子會何德心小學
師生、北區青獅及區青獅等出席揭幕儀式。簡單典
禮完成後，一同前往遊覽及參觀鹽田梓村的傳統造
鹽保育工作及品嘗地道的客家菜午餐。在此，感謝
各位星期天抽空出席，與眾獅友共度一個愉快的週
日。

2018-2019年度周年同人大會
6月27日舉行2018-2019年度周年同人大會，當晚
會長吳漢英獅兄為本會新加入的會員周家照獅兄及
莊紹嘉獅兄主持宣誓入會儀式。在此我們熱烈歡迎
兩位獅兄正式成為我們香港北區大家庭的一份子，
積極投入為社會服務。

大會主席感謝各位內閣成員及全體獅兄的共同努力
並熱心參與社會服務，令本年度的會務順利運作。
於會上通過了會長及內閣職員匯報的年度工作報
告。會後按本會之傳統與獅嫂們共晉晚宴。

社會服務–伊中中餐桌禮儀實習
7月2日本會與伊利沙伯中學舊生會中學合辦之
2018-2019成長課–事業教育活動，是項服務是為
伊中中的中五學生安排一個餐桌禮儀的實習機會。
在此，感謝第二副會長王淞霖獅兄及是項服務小組

主席周家謙獅兄為
超過三十多名伊中
中的學生安排在紀
利華木球會的西式
餐廳用餐。
當日很榮幸邀請到
國際商務社交禮儀
導師及形象顧問黃莉媛小姐蒞臨，於現場示範餐桌
禮儀、用餐的正確禮儀，同時亦指導學生們一般儀
態和見工時的技巧。相信學生們經過實踐後，必能
對其所學的知識有更深刻的領會。

2019-2020年度新職員就職典禮
本會一年一度的盛事第三十八屆新職員就職典禮於
7月26日假座香港賽馬會沙田會所圓滿舉行。是次
典禮很榮幸邀請到第一副總監梁禮賢獅兄蒞臨主
禮，以及總監王恭浩獅兄、多位前總監、友會會長及
嘉賓於百忙中抽空蒞臨見證本會新一屆職員之誕生。
是 次 盛 事 得 以 圓 滿 舉 行 ， 全 賴 大 會 主 席 曾 瑞 祥 獅
兄，各位籌委會成員及小組負責獅兄之周詳策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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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兩位大會司儀陳錦榮前會長及周家謙獅兄的出
色表現，使整晚節目流暢。
於 席上，各獅友熱情投入，為莊嚴的典禮增添熱鬧
的氣氛，加上美酒佳餚，大家都非常盡興。而在節
目的尾聲，大會更安排全場出席的貴賓與本會全體
獅友來一張大合照，使晚宴畫上了一個完美的句
號。

香港鳳凰
獅子會
Phoenix Hong Kong

會長
周秀娥

「姊妹會桃園鳳凰獅子會新年度交接授證」

6

月22日至25日，本會獅姐及嘉賓前往台灣桃園參
加姊妹會桃園鳳凰獅子會新年度交接授證及聯誼活

動。大家不但與台灣獅姐一同感受慶典的喜悅，同時見
證我們香港鳳凰獅子會與桃園鳳凰獅子會結盟31周年慶
典。獅姐們憑著一顆熱切的心，散發公益服務的笑聲，
積極服務社群，與結盟獅姐會面及增進獅誼。

「兒童癌病基金獅子會社區服務中心活動室」
獅子會重點服務項目–兒童癌病，主要是服務兒童癌症病患
及相關人士，303區與兒童癌病基金合作興建「兒童癌病
基金獅子會社區服務中心」，本會創會會長傅喬獅姐服務為
本，樂善好施，個人捐出港幣10萬予兒童癌病基金獅子會社
區服務中心建立活動室並以香港鳳鳳獅子會名義為活動室命
名。6月23日為社區服務中心舉行簡單而隆重揭幕及感謝各
位獅友捐贈儀式，當天梁彩意獅姐代表本會出席接受嘉許。

「參與國際獅子年會及303區聯合晚餐例會」
6月17日，本會獅姐出席303區第三次區聯合晚餐例會「前瞻服務 成就101」向總監、區職員、終生會員致敬。
7月5日至9日，獅子會一年一度盛事–第102屆國際獅子年會於意大利米蘭舉行，梁彩意獅姐、郭得瑩獅姐
及周秀娥獅姐專程前往米蘭出席年會及參加巡遊表演，另外，郭得瑩獅姐更於年會龍之夜參與太極表演。

紫荊
Bauhinia

7

獅子會

會長
林嘉怡

月17日，在紀利華木球會舉行例會，商討來

恭喜林嘉儀獅姐成為新一屆紫荊獅子會會長！8月

年的服務計劃。會後，我們齊齊為洪德泳

10日在灣仔會議展覽中心舉行2019-2020年度區

獅姐慶祝生日。洪獅姐今年加入我們獅子會行

職員暨屬會職員就職典禮，當晚的主題是「凝聚

列，憑著她的工

精英 獅展奇才」。林會長待人接物成熟穩重，才

作經驗及對服務

能兼備，有她的帶領與及各獅姐的支持，紫荊獅子

的熱誠，將為紫

會定必更積極創新，展示獅子精神，服務社會。

荊獅子會增添新
力量。
感謝第六分域主席楊雋永獅兄在8月27日來探
會。除了報告及討論各項服務計劃包括飢餓、糖
尿病、兒童癌症、環保、視力等範疇，還跟我們
分享美國總
會和303區的
資訊，使大
家對獅子會
的發展方向
更加明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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屯門
獅子會
Tuen Mun

會長
梁鳳華

6月2日
屯獅關懷冇傷肝2019

由

屯門獅子會何談惠貞慈善基金所舉辦的「屯
獅關懷冇傷肝」活動，每年均會邀請專科

醫生向長者講解關於肝臟健康的保健常識，亦都會
即場為長者進行肝臟健康檢查，今年我們更加入為
長者量度血糖指數的項目，配以藝人紅星帶來的精
彩表演，與超過400位長者於馬鞍山烏溪沙青年新
村度過了一個愉快的周末。

6月5日
鄰舍輔導會獨居長者派糭活動
除了大型服務外，我們亦於端午節聯同鄰舍輔導會舉辦了獨
居長者探訪派糭活動，獅友分成小組帶同小禮物到訪長者的
家，送上關心慰問的同時，亦藉此活動令獅友更深入地了解
長者生活情況及實際的需要。

7月15日 七月份理事會及例會暨送舊迎新派對
新年度開始本會迎來兩位新獅兄的加入，分別為陳淦華獅兄及何健
國獅兄，為慶祝新年度來臨並感 謝過去一個年度各職員的努力，
以及恭賀新一屆的職員上任，新任會長梁鳳華獅姐聯同指導會長劉
小惠獅姐，於中環馬車會所舉辦了七月份理事會例會及送舊迎新派
對。當晚各位屯門獅兄、獅姐、獅嫂、獅姐夫、青獅及一眾親朋好
友都聚首一堂，享用豐富的自助晚餐，各獅友亦即場表演獻唱助興，
藉是次活動增進獅誼，樂而忘返。

7月26日「屯獅護眼，睛彩再現」
免費驗眼服務
由於現今手機及平板電腦普及，小朋友經常接觸電子儀器，容易造
成眼部傷害或近視，屯門區的弱勢社群如低收入家庭、南亞裔人士
及智障人士等保護眼睛亦欠缺正確觀念。為此我們與睛彩慈善基金
合作於屯門育智中心舉辦了護眼講座及視力檢查，教育及幫助中心
的弱勢社群盡早找到視力問題，並跟眼鏡公司合作以成本價資助他
們配眼鏡，遇到眼睛嚴重問題便由醫生轉介到政府醫院跟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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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太平洋
Hong Kong (Pacific)

2

獅子會

會長
姚君

資訊委員
陳植森

019年7月20日香港太平洋獅子會舉辦「盆菜歡宴樂品嚐」筵開十多席，協辦機構為曉麗婦女會。

今次舉辦歡宴招待秀茂坪和觀塘區獨居老友記，目的關懷社區各階層人士，我們服務承諾「We Serve」
獅展才華，服務社群。本會眾獅友、區職員和 2019-20 年度會長出席，齊心辦好活動，現場載歌載舞，
及派送福袋令到所有老友記歡度一個愉快下午。

紅山
Red Hill

獅子會

會長
顏震宇

歡

迎周志堅先生成爲紅山獅子會本年度第一位新會員，
這位新獅兄年少有爲，風趣博學，簡直是一本活字
典，他的加入真的令本會生色不少。
9月5日–歡迎我們第十二分域主席李垣錦獅兄探會，李師兄
充滿領導才能，希望能帶領本會做更多優質服務。

9月7日（晴天）–本會各位獅友在第二副會長帶領
下，一同到了香
港仔漁光村扶康
會中心與一班院
友慶祝中秋節，
我們獅友連同扶
康會院友及其家
屬共60人一起唱
K、跳舞、享用
茶點及玩遊戲，
我們亦帶了月

餅、燈籠及其
他小禮物送給
他們，共度了
一個愉快的下
午。
服務完成後，
本會在鴨脷洲
吃海鮮大餐作爲本年度第一次聯誼活動。本會安排
了一連串服務及聯誼活動，將在下一次獅聲再跟大
家分享，在此預祝大家中秋節快樂！

67

銀綫灣
Silverstrand

獅子會

新的一年 新的氣象

2

019-20年度，銀綫灣獅子會的領導層是鑽石
陣容，才德兼備，眾望所歸。以 葉偉倫獅兄榮
任區會第十三分域主席為首，會長：鄧欣琪獅姐、
上屆會長：林修基獅兄、第一副會長：張雅君獅
兄、第二副會長：廖令軒獅兄、第三副會長：余啟

業獅兄、義務秘書：謝香鶯獅姐、義務司庫：郭綠
華獅姐及其他職位皆是優秀人才。
我們上下一心，同心同德，支持會長的領導，全力
以赴，發揚獅子精神，繼續「服務社會」。

千帆並舉 雙翼齊飛
銀綫灣獅子會主力服務弱勢社群，輔以聯誼康
樂活動。獅子會的「四艘船」–Membership,
Leadership, Fellowship and Partnership立即起
航。甫上任聯誼組陳德慧獅姐已經於7月20日組織
了一個名為「勁歌金曲暨
掟飛鏢大賽」的卡拉OK
活動。承蒙陳獅姐的夫婿
陳浩賢獅兄盛意拳拳作東
道主，我們踴躍參加，17
位歌王歌后大展歌喉、不
亦樂乎。
那邊廂，CQI (Club
Quality Initiative)「分
會蛻變活動」主席廖令軒
獅兄，聯同新會長鄧欣琪
獅姐、郭綠華獅姐、劉崇

銀綫灣獅子會CQI主席頒獎
予何唐梓嫦獅姐

峰獅兄、李淑儀獅姐和蕭美心獅姐等，於7月7日
假座元朗爾巒會所為我們凖備一個有益有建設性
的「CQI 暨家庭同樂日」活動，參加人數超過39
位。上午學IT，下午「工作坊」分步驟幫助我們發
現「改進會內運作的新方式」，包括：
（1）了解變革的過程
（2）確定變革的需要
（3）設定目標
（4）制定計劃
（5）實施及保持變革
當天還有「最投入獅友」選舉。風趣幽默的前會長
何唐梓嫦獅姐當選，實至名歸。
小朋友就在室內遊戲空間及保齡球場等地方玩耍，
跑跑跳跳、好快樂喔！會後多謝新會長宴請我們在
會所的酒店式餐廳吃豐富的自助餐，大家高高興興
的，寓學習於娛樂，獲益良多。

2019-20年度區職員暨屬會職員聯合就職典禮
今年盛典，銀綫灣獅子會特別高興，士氣高昂。第
十三分域主席葉偉倫獅兄豐神楚楚，睿智過人，集
高富帥型英正於一身，而且事業成功、家庭幸福，
對獅子服務既熱心又慷慨。會長鄧欣琪獅姐美貌與
智慧並重，對人謙恭有禮，姱容修態。雖謙稱獅齡

銀綫灣獅子會全體獅友大合照

尚淺，乃有大將之風，眾獅友都非常支持與合作，
深慶得人。

「區職員暨屬會職員聯
合就職典禮」第十三分
域主席葉偉倫獅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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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我們歡迎韋百昌獅兄重回銀綫灣獅子會這個
快樂溫暖的大家庭，也非常歡迎元海獅兄轉入，令
我會如虎添翼，更是人強馬壯，大家同心合力，相
信今年我們一定會再獻新猷的。

會長
鄧欣琪

資訊委員
鮑少群

「東方明珠、夜上海」
2019-20年度銀綫灣獅子會職員就職典禮慈善晚宴
今年我會的就職禮於8月24日（星期六）假座千禧
新世界香港酒店宴會廳隆重舉行，筵開24席，衣
香鬢影，斛觴交錯，賓主共歡，真箇是難忘的一個
晚上。整個流程有宇宙最強的場地經理蘇漢發獅兄
安排及指揮，不問而知，肯定是輕快流暢，絕無冷
場的哩！

「東方明珠夜上海」銀綫灣獅子會職員就職典禮大合照

物組謝香鶯獅姐大讚各位獅嫂落力幫忙，應記一功。
壓軸節目：第十三分域主席葉偉倫獅兄勁歌熱舞，
華彩傳神，氣氛澎湃高興至頂點。

總監與上屆會長林修基獅兄及現屆會長鄧欣琪獅姐

第一道美麗的風景線是我們四位金牌司儀：陳卓琪
獅姐、蕭美心獅姐、吳慕德獅姐和廖令軒獅兄與大
家見面，宣布先上三道菜式。繼而是藝人張雪瑩小
姐及吳慕德獅姐勁歌金曲的表演，歌聲悅耳動聽。
及後儀式開始，大會主席張雅君獅兄致詞及多謝各
位主禮嘉賓蒞臨：包括現屆總監王恭浩獅兄、前國
際理事文錦歡獅姐、上屆總監郭美華獅姐、第一副
總監梁禮賢獅兄、各位尊敬的前總監、第五分區主
席王慶堅獅兄、第十三分域主席葉偉倫獅兄、區職
員、銀綫灣獅子會會長鄧欣琪獅姐、上屆會長林修
基獅兄、母會港島獅子會會長顏子豪獅兄、友會會
長、各位獅友與親友、青獅及工作人員等。
當晚最熱鬧又籌得可觀善款的節目是「我最喜愛服
裝」比賽，有20多位獅友及來賓參賽。男士們英
偉不凡，有上海大亨模樣，也有酷似電影中的斧頭
幫大佬；女士們則雍容華貴，風姿綽約。冠軍是上
年度第十六分域主席盧少心獅姐，最多粉絲（支持
者），獨得第十三分域主席葉偉倫獅兄送出的大阪
雙人來回機票連三日兩夜酒店住宿，而其他入圍者
也有名貴禮物乙份，皆大歡喜。
抽獎節目亦非常受歡迎。頭獎是會長鄧欣琪獅姐送
出的現金獎港幣一萬元正，還有幾十份名貴禮物。禮

2）《八十歲後》送給氣宇軒昂的上屆會長林修基獅
兄，喻意兄弟情誼深厚，八十歲後仍獅誼永固。
		 還有一項神秘特備節目：致送紀念品予上屆會長
林修基獅兄，多謝他去年一整年的英明領導，盡
心盡力、事事做足100分、甚至超過100分。
隨而我們簇擁著灼灼其華的上屆會長夫人Coral獅嫂，
向她獻花，感謝她不但不反對夫婿全心全力推展銀綫
灣獅子會會務，更親力親為從旁協助，居功至偉。
晚宴接近尾聲，歡
樂聲不停，多謝各
位尊敬的總監、區
職員為我們高歌助
興，場面更加興高
采烈。有獅兄還戲
說不醉無歸。司儀
代表銀綫灣獅子會
仝人多謝各位的蒞
臨、支持、指導和
捐款，致令晚宴圓
滿結束，籌款順利
達標，十分成功。

「我最喜愛服裝比賽」決賽

前國際理事文錦歡獅姐頒發「義工嘉
許狀」予得獎獅友(銅獎)

銀綫灣獅子會人才濟濟、花團錦簇，熱心服務。去年榮獲「義工嘉許狀」金獎有林修基獅兄，銀獎謝香
鶯獅姐，銅奬李淑儀獅姐、郭綠華獅姐、蕭美心獅姐、林婉雯獅姐和蘇漢發獅兄等強人。

A dv ert is e me nt

展望未來

1）《終身美麗》送給上屆第十三分域主席，我們
那美麗仁愛、文雅大方的女皇謝香鶯獅姐；

今年我們萬眾一心，凝聚著各行各業精英，繼續群策群力，充分發揮著專業優質的團隊精神，並與時日
進，期待可以共創更美好的明天。
2019年 7月至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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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珠
獅子會
Pearl Island

會長
宋寶瑞

資訊委員
王小暉

8月10日區職員暨屬會職員聯合就職典禮
2019-20年度新內閣委員名單

明

珠獅子會新一屆委員已順利誕生。感謝2018-19年度會長招幸嬋獅姐過去一年的領導，為本會貢
獻良多。今年更獲委任為五大服務–視力的

主席，將為更多屬會提供服務。今屆明珠獅子會將
由宋寶瑞獅姐接任，多位獅姐於8月10日聯袂出席於
灣仔會議展覽中心舉行的區職員暨屬會職員聯合就
職典禮，見證隆重而莊嚴的交接儀式。當晚大會邀
得財政司司長陳茂波先生作主禮嘉賓，並安排了連
串的精彩娛樂節目，令每位賓客盡興而歸。
會

長：宋寶瑞

義務司庫：宋錦汶

第一副會長：盧健茵

總

第二副會長：梁靜兒

會藉理事：陳蕙婷

義 務 秘 書：王小暉

糾

務：林淑芳
察：李美香

賀端陽 派善糭
明珠獅子會於6月期間舉辦了龍舟糉慈善義賣活

天，上屆會長招幸嬋獅姐親自泡製了過百隻端午糉

動，為派糉活動及老人服務籌募經費，認購非常

送到培智特殊學校，在多位獅姐協助及老師帶領下

熱烈，感謝各界好友善長的大力支持。6月5日當

進入課室，逐一派發給每位學生。為了令所有學生
也能品嘗美味的節日食品，獅姐還貼心
地照顧到過敏體質的學生，特地選用低
敏食材為他們烹調了另一批肉糉。當學
生收到這份窩心的禮物時臉上無不展露
笑容，暖在心中。據校長說這是多年來
首次舉辦的端午節活動，帶給學生和家
長一份不一樣的喜悅。

第102屆國際獅子年會米蘭之旅
明珠獅子會多位獅姐於6月30日至7月15日，組隊前往意大利及英國，出
席在意大利米蘭舉行的第102屆國際獅子年會，並遊覽意大利和英國多個
城市。
第102屆國際獅子年會於2019年7月5至9日一連五天在米蘭舉行。來自世
界各地200多個國家和地區，超過兩萬名獅友聚首一堂，交流獅務，結識
朋友，樂也融融。其中國際年會的傳統活動–國際巡遊，吸引全世界大批
獅友參加。303區獅友穿著整齊服飾，行進在熱鬧的巡遊隊伍中，令人難
忘。此外，獅姐們也遊覽了意大利的 Bologna、Firenze、Lake Como及
英國倫敦。雖然熱浪席捲歐洲，但無損大家的參觀熱情，盡情感受了古老
歐洲文化、自然風光、美食的魅力和精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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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淺水灣
獅子會
Repulse Bay Hong Kong

會長
林偉豪

新竹市光華獅子會第36、37屆會長交接及職員就職典禮

2

019年6月28日，每年一度新竹光華獅子會會
長及職員交接就職典禮，淺水灣獅子會一行12
人，出發到台灣新竹市參加當晚儀式及盛會，其中
除了每年出席之資深獅兄外，本年度亦有新獅友到當
地考察及加深認識海外獅子會的文化，亦希望每年
可以吸納更多新獅友加入，令到可以服務的範圍及
力量也有所增加。適逢本年度為本會淺水灣獅子會
及新竹光華市兩地獅子會結盟25周年，趁此機會
雙方共聚一番及交流一下未來可作服務的多樣性，
另外借此機會再一次衷心感謝新竹光華獅友由下機
開始，直至旅程終結無微不至、極盡心思的照顧，
期待本年度10月份到訪，讓本會也一盡地主之誼。

職或大型活動宣讀誓章時，便提醒我們每一位獅友
需作的服務及使命，看着每一年的就職典禮就深深
體會到不同區域每一年也在壯大及成長，意味着可
以服務的範圍及受眾也正在擴大，對此相信每一位
獅友都感受到光榮及滿足感，此時再一次恭賀本屆
會長邱從輝獅兄及本屆接任之內閣成員，可見未來
百尺竿頭，更進一步，獅運亨通。

回說當晚就職典禮莊嚴而隆重，每次參加獅子會就

國際獅子總會中國港澳303區
區職員屬會職員聯合就職典禮及餐舞會
踏入八月份，又到了國際獅子總會中國港澳303區
區職員屬會職員聯合就職典禮及餐舞會，當晚衣香
鬢影，各人盛裝
出席不在話下，
亦喜見本會每年
不斷茁莊發展，
本年度新加入獅
友接近100人之
眾，為一個相當

亮眼的數字，按近幾年的走向大有不斷上升的勢
頭，除認受性與日俱增外，意味着獅子會有越來越
多的人力及資源可投放於不同服務，受眾層面也可
望不斷擴大。
恭賀林偉豪師兄榮任香港淺水灣獅子會2019至
2020年度會長，預先感謝會長及期內閣團隊未來
一年所貢獻的心力，帶領分會在方向上及服務上更
上一層樓。

青年獅子會2019至2020年度區職員屬會職員聯合就職典禮
2019年8月25日，同在八月份，亦是「青獅」2019至2020
年度就職典禮，有感而發，在現今社會風氣及環境下，有一
批年青人肯不計勞苦，不計回報出心出力的為社會服務，實
在是我們身處在這城市中的福氣，年青人要應付自己工作上
學業上的考驗及問題已經非常不容易，在這些基本因素下還
樂意抽出自己的一部份服務社會，回饋社會，在此感謝作為
香港未來之處的你們所付出的一切，亦體會出獅子會在培育
年青一代服務社會恒之有效的方法。

獅子溫情慶中秋
淺水灣獅子會於2019年8月31日星期六上午9時至12時，有一個社區服務，對象內容為深水埗區街坊及「
老友記」，借着中秋節與一眾深水埗街坊及老人家慶祝一下，共同感受節日氣氛，活動內容及花絮會於
下期獅星刊登。
預祝各獅友中秋節快樂，人月團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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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區
Central

獅子會

會長
鄭敏如

SPECIAL OLYMPICS FAMILY HEALTH FORUM

L

ions Club of Central kicked off this year’s
projects with a family health forum that we
co-organised with the Special Olympics Families
Network on August 17, 2019. This service catered
for athletes with special needs such as mental
disabilities. About 100 athletes and their families
participated.

volunteers later helped the participants to make their
own environmentally friendly scented ball infused
with the essential oils of their choice as a souvenir.
It was heart-warming to see the satisfaction on their
faces when they finished making the scented balls
and smelt the nice fragrances which they could bring
home to enjoy.

The program started with an introduction of LCIF
by GST District Coordinator PDG Grace Fung and
of our club by President Sidney Chang because
the project was partially funded by Lions Clubs
International Foundation. Then there was a session
on legal rights knowledge for the athletes’ parents
because most of these Special Olympics Athletes
don’t possess sufficient legal knowledge to protect
themselves and plan for their future.

There were entertainment programmes by the
athletes who, through their performances, had a
chance to show their different talents and also to
boost their confidence. This project concluded with
a quiz during which we asked the attendants about
knowledge on healthy eating habits while they were
served with healthy snacks and fruits.

We made use of the 2 eye screening machines
b o r ro w e d f ro m D 3 0 3
to check the eyes of
the participants. The
athletes and their families
were all amazed at
t h e e ff i c i e n c y o f t h e
machines in showing
their vision conditions.
Our members and

The Family Health Forum served all 4 service scopes
under the themes of the LCI theme projects including
vision, environment protection, diabetes and hunger.

Leos' Mid-Autumn Service
As Mid-Autumn was drawing nearer, Leo Club of
Central decided to celebrate this festival by making
lanterns with around 10 elderlies at the Aberdeen
Kai-fong Welfare Association Southern District
Integrated Elderly Service Centre on August 17, 2019.
All Leos and elderly enjoyed the service tremendously.

Making paper lanterns must have been novel to most
elders as many of them encountered difficulties in
putting together the bits and pieces. With the aid of
our Leos, however, all of them managed to complete
the lanterns according to our instructions. As
always, the happiness of doing service have always
been derived from the reaction of our service targets;
we were all pleased to see the satisfaction shown on
the elders’ faces when looking at their final products.
Not merely because we had achieved our goals, but
mostly because the help we had rendered to the
elderly bore fruit!
In addition to their paper lanterns, the elderlies also
received a small bag designed by our Leos, in which
we had put in some food items, and in particular
enjoyable memories. All participating Leos and the
elderly enjoyed the service tremendously. We wished
all a happy Mid-Autumn festival, and could not wait
to embark on another new service project in the not
too distant 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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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中港
Hong Kong (Mainland)

獅子會

會長
張秀恩

資訊委員
張雪芬

2019年6月22日
姊妹會-台南自強獅子會2019-2020年度換屆大會

本

會2018-19年度會長羅顯榮獅兄及201920年度會長會長張秀恩獅姐帶領獅友及家

屬們一行十多人齊齊遠赴台南參加姊妹會2019-20
年度屬會職員換屆盛事。是次出門，我們還順道前
往鄰近的高雄遊覧，放下勞碌工作，由高雄到台南
遊玩數天，共聚獅誼。第三天回到台南時，獅友們
更換整齊隊服參加換屆大會，在台上交換結盟周年
紀念品，整晚感受台南獅友熱情的款待。翌日便收
拾玩樂之心情，依依不捨地離開台南，返回香港
了，期待下次台南獅友來港。

2019年8月10日
2019-2020年度區職員暨屬會職員聯合就職典禮
會長張秀恩獅姐帶領本會一眾獅友盛裝出席假座香

司長陳茂波, 大紫荊勳賢, GBS, MH, JP主禮，見

港會議展覽中心舉行之本年度區職員暨屬會職員聯

證一眾新一屆區職員丶屬會會長進行交接就職，以

合就職典禮及餐舞會。由總監王恭浩獅兄丶財政司

及本會屬會職員宣誓就職。於典禮上，由上屆會長
羅顯榮獅兄交接會長帶予本屆
會長張秀恩獅姐，新舊會長正
式交棒禮成。全區93個屬會獅
友共聚一堂，表演者在台上載
歌載舞，好不熱鬧。期待本屆
會長張秀恩獅姐帶領香港中港
獅子會，繼續同心合力舉辦更
多有意義的服務，回饋社會。

2019年7月8日
本年度7月份理事會及例會
順利於中環馬車會所舉行本年度第一次理事會及例
會暨7月份生日會聯誼。會上通過本年度服務計劃
概要事宜，本會獅友定必上下一心，合力籌辦各項
有意義之服務。祝以下7月份6位生日獅友：王煒立
上屆會長、潘家雄前會長、吳家榮前會長、謝遠明
前會長、張偉成獅兄、徐敬良獅兄生日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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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荷李活
獅子會
Hollywood Hong Kong

會長
廖卓文

資訊委員
余雅莉

第三次全區聯合晚餐例會「向總監、區職員及終生會員致敬」
《前瞻服務•成就101》

中

國港澳303區於2019年6月17日假座香港洲
際酒店舉辦2018-2019年度第三次全區聯合
晚餐例會「向總監、區職員及終生會員致敬」–《前
瞻服務•成就101》。
當晚其中一個環節是頒發2018-2019年度由義工總
領袖及社會福利署署長聯署發出的全年累積服務時數
嘉許狀，本會非常榮幸獲取多個嘉許狀。陳漢文指導
會長獲得了個人義工服務200小時的金嘉許狀，王玲
玲獅姐獲得了義工服務100小時的銀嘉許狀。
此外，本會香港荷李活獅子會獲得了團體義工服務

600小時的銀嘉
許狀，這是本會
過去一年各獅友
眾志成城，用心
為社區服務的嘉
許成果。這傳承
了本會以心為本
的宗旨，這激勵了更多獅友在未來繼續努力為社會
做更多服務，相信一定會注入更多正能量、愛心、
喜悅給每位受眾者。當晚由會長霍兆堅獅兄帶領一
班獅友上台領獎，很高興由總監郭美華獅姐頒發嘉
許狀給得獎者。

香港荷李活獅子會2019 - 2020年度內閣名單
會
長：廖卓文獅兄
指 導 會 長：霍兆堅獅兄
第一副會長：余 雅莉獅姐
第二副會長：周祖揚獅兄
第三副會長：高 文開獅兄
義 務 司 庫：陳美倫獅姐

義 務 秘 書：潘眉朱獅姐
糾
察：吳國榮獅兄
總
務：王志輝獅兄
靑獅指導會長：霍 兆堅獅兄
資 訊 委 員：余雅莉獅姐
會 籍 組 主 席：何 文超獅兄

理事：	黎 葉寶萍獅姐 ( 創會會長)
陳東岳獅兄 ( 前總監)
吳子文獅兄 ( 前第四分區主席)
陳漢文獅兄 ( 第十七分域主席)
李致昌獅兄
潘耀慶獅兄
鍾家豪獅兄

新一屆開始，香港荷李活獅子會特別多喜事，本會熱烈恭賀：
1）廖卓文獅兄成為本會新一屆會長，亦剛成為新任爸爸(弄瓦之喜)，可算是雙喜臨門
2）新一屆內閣成立
3）陳漢文獅兄，被委任為第十七分域主席
本會今屆服務方向：除了秉承過往的優質服務項目，如：家居維修服務、去年獲受好評的為DSE學生打
氣及探訪老人院的長者服務之外。今年將會策劃多項創新的青年服務，這與區會今年的理念多做青年服
務同出一轍。
相信在會長廖卓文獅兄的帶領及本會各獅友上下一心，群策群力努力下，將為荷李活獅子會帶來一番新景象。

七月份例會
7日17日，本會舉行2019 - 2020年度第一次例會，由上屆會長霍兆
堅獅兄將會長帶交給新任會長廖卓文獅兄，會長廖卓文獅兄即執行會
長職務主持例會。當晚邀請了一班青獅一同出席，增加了大獅與青獅
之間的緊密聯繫。
會議後一同共晉晚餐，並為兩位七月份生日的獅友何文超獅兄及吳國
榮獅兄慶祝。

2018-2019年度 第六分區感恩答謝宴

本會由2018-2019年度會長霍兆堅獅兄帶領多位獅友，出席6月23日由第六分區
主席陸嘉輝獅兄在西貢海灣會燒烤會所舉行的「第六分區感恩答謝宴」。
本會獅友過去一直積極參與區會舉辦的活動，去年參與過第六分區的活動，包括
「乳健同行2019」、「千人跳繩破世界紀錄」、「第四十三屆香港特殊奧運會分區田
徑賽」、「兒童癌病慈善步行嘉年華」、「獅子全城愛心捐血日2019」、「太平清醮飄
色巡遊」及「第三次全區聯合晚餐例會《前瞻服務•成就101》」等。
答謝宴當晚邀請了總監、各區職員、各會長出席。感謝第六分區主席陸嘉輝獅兄
提供的美食及美酒，一眾獅友難得相聚，度過一個開心的晚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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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華都

獅子會
Metropolitan Hong Kong

會長
陳紹熾

Luncheon Speakers Series

On

May 14, 2019, Mr. Michael Suen Mingyeung GBS CBE, former Secretary for
Education joined us as our guest speaker at
the Hong Kong
Bankers Club and
shared his insights
on how Hong Kong
could move forward
amidst the city's
current challenges.

On June 18, 2019, we invited Mr. James Lau, JP,
Secretary for Financial Services and the Treasury as
our guest speaker of the luncheon at the Dynasty
C l u b . M r. L a u s h a r e d h i s
perspectives on Hong Kong's
competitiveness and how it
would continue to thrive as an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centre with
initiatives such as development
of the Greater Bay Area.

Service Projects
海上教室暨台中環保教育之旅
The Club sponsored 10 students from the Hong Kong
Red Cross John F. Kennedy Centre to join a cruise
tour organised by Partners Education Foundation
from July 7-12, 2019. Some of these disabled
students were in wheelchairs and most of them
never had a chance to travel aboard. During the tour,
the students learnt about environmental measures
in Taichung and attended a Life Education seminar
to help them develop healthy and positive life values
and attitudes. We look forward to collaborating with
these organisations in the future to deliver service

projects on a continuous and sustainable basis.

Club Activities
Our final Directors Meeting for 2018-19 was held on
June 26, 2019 at the Stone House in Kwun Tong.
We ended the year with a membership of 34 and
fellow Lions expressed gratitude and appreciation
for President Lion Sebastian Man's leadership and
contribution to help lay a strong foundation for the
future success of the Club.

We held our first Directors Meeting for 2019-20 on
July 23, 2019 at Fu Ho Restaurant in Mira Place.
President Lion Lawrence Chan shared plans for
upcoming club events and we spent some time to
discuss several service projects in the pipeline.
The 2019-2020 Club Officers:
President
: Lion Lawrence Chan
Imm. Past President : Lion Sebastian Man
1st Vice President : Lion Michael Ting
2nd Vice President : Lion Jason Tang
3rd Vice President : Lion Angus Hui
Hon. Secretary
: Lion Franco Lai
Hon. Treasurer
: Lion Victor Chang
Tamer
: Lion Alen Lee
Tail Twister
: Lion Boysh L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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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鑽石
獅子會
Diamond Hong Kong

會長
李淑娟

6月29日「聖巴拿巴會之家」服務

當

天本會聯同聖巴拿巴會之家舉辦了一個名
為「鑽獅愛心獻耆英」活動。聖巴拿巴會

之家旨願為給露宿者能夠有每日溫飽及提供其他不
同支援服務。當天由本會創會會長鮑幗潔獅姐及
2019-20年度會長李淑娟獅姐，帶領一眾獅友在場
派發本會精心設計的福袋給各露宿者，現場還有古
箏表演及歌唱表演。整個活動充滿歡樂氣氛，各露
宿者都很歡喜收到本會的褔袋。

6月30日「曉光（土瓜灣）護老中心」服務
本會聯同曉光（土瓜灣）護老中心舉辦一個名為「鑽
獅愛心獻耆英」活動。曉光護老中心旨願為給一些
老人家提供住宿及照顧的地方。
當天由本會何艷蘭獅姐帶領一眾獅友派發福袋給護
老中心各位老人家，眾獅友更與老人家閒談及做些
簡單的運動。各位老人家都很歡喜本會所送的福袋，
眾人在一片歡欣氣氛中渡過一個早上，最後護老中
心負責人更送上錦旗給本會以多謝我們熱心的服務。
本會非常感謝第二副總監梁麗琴獅姐、第三分區主
席周傑浩獅兄及第八分域主席梁彩意獅姐積極參與
圖左起為第二副總監梁麗琴獅姐，本會何艷蘭獅姐，第三分區主
席周𠎀浩獅兄，第八分域主席梁彩意獅姐

本會上述兩天的服務。

7月18日「2019-20 年度第一次理事會及例會」
當天由2019-20年度會長李淑娟獅姐帶領本會一眾

會議後李淑娟

獅友，包括本會創會會長、兩位副會長、秘書及司

會長更自費邀

庫等，召開 2019-20年度第一次理事會及例會。

請本會眾獅友

當中友會–廣東鑽石獅子會陽禮霞獅姐亦作嘉賓列

在「大公館」

席會議。

享用豐富美味
的晚餐，並且

在會中李淑娟會長分享了本會來年的服務方向及概

自費購買今年

念，亦積極提出不同的服務給本會獅友參與。本會

獅子會的新制服給本會各獅友，各獅友都很感謝會

眾獅友對李淑娟會長都表示十分支持。

長的悉心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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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青馬
Tsing Ma Hong Kong

獅子會

香港扶幼會盛德中心學校畢業暨結業典禮

2

019年7月9日是青馬獅子會獅兄第四次參與
香港扶幼會盛德中心學校畢業暨結業典禮，

感恩看見學生們一天一天的進步，畢業生致謝詞更
是用了英語、普通話和廣東話三語並行。其中最感
動的事，一位曾經孤獨離群的同學，經過4年的努
力今天畢業成為模範生，更獲選為屈臣氏傑出運動
員，及成功向教育局申請自薦就業計劃獲萬多元資
助，成為專業結他導師！能夠看見學生們的進步，
就是青馬獅子會繼續支持獎學金計劃的原動力！

兒童慈善嘉年華
7月27日香港青馬獅子會贊助了一年一度的兒童慈
善嘉年華，今年也是她們的10周年慶典。當天有12
個遊戲攤位，每個攤位都是來自非政府組織的兒童
慈善機構，每個攤位也於遊戲之中向參與學童介紹
各慈善機構的宗旨，希望學童從小養成一個「向善
之心」回饋社會。

兒童慈善嘉年華也能讓各個非政府組織的慈善機構

在台上宣傳和介绍自己工作和使命，增加社會認
識，和互相學習機會。

青馬獅子會在年初 20周年慶典上，贊助的兩個
NGOs (Inner City Ministries 和 Playright) 也有
派員主持攤位遊戲，與在場學童齊過了一個開心下
午，和推廣共融及向善的理念。

78

July & August 2019

會長
何國亮

2019-20年度區職員暨屬會職員聯合就職典禮
2019-20年度區職員暨屬會職員聯合就職典禮於香
港會議展覽中心舉行，筵開百席，場面熱鬧。青馬
獅兄獅嫂總動員，熱烈祝賀何國亮獅兄榮任青馬獅
子會會長，及前會長梁偉宣獅兄獲總監委任為第十
六分域主席，共同為全區獅務出一分力。

當晚主禮嘉賓– 財政司司長 陳茂波先生, GBM,
GBS, MH, JP 在台上發言，語重心長，希望每一
位獅友能繼續在社會上發出正能量，共同為香港繁
榮穩定努力。陳局長還透露他20年前正是青馬獅
子會創會會員，了解獅子會運作和使命。能夠在一年
一度的盛典中重遇前創會獅兄，實在是可喜可賀。

牛仔X契爺向「前」跑HKUA慈善跑2019
由香港泌尿外科學會首屆舉辦的「牛仔X契爺向『前』

獅子會六位跑手全出動，連同我們一向贊助獎學金

跑」HKUA慈善跑2019，期望透過活動讓大眾多關

的盛德中心學校師生四人，勇奪契爺組季軍＋牛仔

注泌尿健康問題，提高大眾對常見泌尿症狀認識和

組季軍＋全場踴躍參與金獎。

治理：前列腺增生、前列腺癌、尿路結石及性功能
障礙等。特別留意到很多患者會因尷尬或怕麻煩而
延誤就醫。因此活動以富有「家庭觀念」的牛仔契
爺作為代言，從而發揮「家庭互愛」精神，牽動患
者及早就診。而是次活動的總盈餘，將全數捐贈予
聖雅各福群會其下的「惠澤社區藥房」藥物資助計
劃，用以資助泌尿科癌症病人購買抗癌藥物，紓緩
弱勢長期病患者因治病而衍生的經濟和生活壓力，
A dv ert is e me nt

同時提高病人自我管理疾病的能力。那麼有意義的
活動，青馬獅子會當然是全力支持。大清早，青馬

2019年 7月至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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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千禧
獅子會
Hong Kong Millennium

會長
吳英兒

千禧情暖中秋獻樂齡

一

年一度的中
秋節又快來
臨了，有見及此，
香港千禧獅子會與
一衆獅兄獅姐，於
八月九日在屯門新
墟仁愛堂天天護老
中心率先與150位樂齡長者共賀中秋佳節。
當天大會主席朱麗儀獅姐邀請了國際獅子會中國港

澳303區總監王恭浩獅兄、上屆總監郭美華獅姐、
第二副總監梁麗琴獅姐、第二分區主席黃偉良獅
兄、 第五分域主席冼兆龍獅兄及GST區協調員前
總監馮妙雲獅姐為主禮嘉賓。
在大會悉心安排
下，有獅友歌唱表
演，會長孫兒也有
花式跳繩表演，而
GST區協調員前總
監馮妙雲獅姐與香
港千禧獅子會蕭愛
珍獅姐贈歌起舞，
非常精彩。
最後大會派發月餅和福袋給與每一位樂齡朋友，預
祝他們有一個快樂的中 秋節。
撰稿：洪永如獅兄

香港東方之珠
Hong Kong Pearl of the Orient

本

獅子會

會長
劉少銘

資訊委員
陳訓典

會於2019年9

陳榮峻演出，在場所有

月3日，在觀塘

老友記都非常開心，獅

翠屏道社區中心舉辦了

姐夫説話幽默，令到一

人月兩圓慶中秋活動，

眾人等都捧腹大笑，隨

租得此場地並非易事，

著獅子會獅歌班亦為我

經過觀塘區議員陳華裕

們表演唱歌，其中會長

MH, JP，由他引薦下才

及吳敏而獅嫂唱出幾首

借得此堂。

悅耳歌曲，使一班受眾
聽到耳油盡出，十分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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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日受衆250位老友

心，最後階段派發

記魚貫入場，司儀為

福袋，所有受眾很

邱忠健獅兄，由會長

有秩序離開會堂，

劉少銘獅姐、大會主

見到老友記歡愉的

席陳訓典獅兄、大會

場面，我自己由心

副主席謝裕彬獅兄聯

笑出來，多謝眾多

同一眾嘉賓上台就座

獅兄、獅姐、獅姐

儀式完畢後。節目開

夫及獅歌班！跟着

始歌唱表演，由本會

下來又計劃下一個

吳香倫獅姐及獅姐夫

9月12日的服務。

香港特區中央

獅子會

Center Point H.K.S.A.R.

會長
周靄儀

資訊委員
利昶儒

「十大傑出關愛學生選舉」

你

我齊關愛，歧視不存在。

香港特區中央獅子會為了讓社會大眾關注更多智障
人士，本年籌辦全港首個「十大傑出關愛學生選
舉」。本會之所以有此念頭，全因本會獅友於上年
度參與 姊妹學校計劃。獅友們於姊妹學校計劃期
間，曾探訪姊妹學校匡智獅子會晨崗學校，當時有
兩位輕度智障學生擔任導賞員，向本會獅友介紹其
學校的設施及他們日常上課的情況。是次探訪活動
讓本會獅友了解到，原來輕度智障學生的能力比想
像中更高，普羅大眾大多都不了解他們，甚至對他
們有誤解，因而低估了他們的能力，更甚者可能會
歧視他們。

本會特於7月8日約見了姊妹學校匡智獅子會晨崗
學校之社工及老師，諮詢他們對於「十大傑出關愛
學生選舉」的專業意見，最後兩位都認同此選舉的
意義和價值，認同可以透過此選舉幫助到輕度智障
學生。故此，姊妹學校已答應成為此選舉之支持機
構，幫助推動此選舉。
是次選舉由開始籌備到結束，將會長達約半年。
期間將會有多次活動，除了有選舉方面的基本環
節外，更包括有很多服務元素–在選舉中獲獎的學
生，他們都會於獲獎前、後做服務。這讓他們在做
服務的同時，也能從中學習重要技能，例如學會與
人溝通、關愛甚至照顧別人。故此，無論是被服務
者，或是做服務的學生，大家都有得著，一舉多得。

首次理幹事會議暨屬會職員就職儀式
香港特區中央獅子會於7月18日進行了首次理幹事會議暨
屬會職員就職儀式。在會長周靄儀獅姐的帶領下，首次
理幹事會議迅速完成。理幹事們討論獅務完畢後，非常
有幸請得總監王恭浩獅兄為本會主持就職儀式，一眾獅
友在總監帶領下宣讀誓辭後，正式就職成為屬會職員。
本屆職員陣容如下：
會長
：周靄儀獅姐
上屆會長 ：何宇軒獅兄
第一副會長 ：郭文軒獅兄
第二副會長 ：鄭淦元獅兄
第三副會長 ：黃智豪獅兄
義務秘書 ：何詠妍獅姐
義務司庫 ：梁淑卿獅姐
總務
：彭煒城獅兄
糾察
：陳偉明獅兄
義務律師 ：劉桂華獅姐
資訊委員 ：利昶儒獅兄

公關及禮規小組主席 ：區惠萍獅姐
會籍理事
：王浩然獅兄
王立賢獅兄
培訓小組主席
：李垣錦獅兄
青獅指導
：江俊傑獅兄
聯誼小組主席
：馬偉麟獅兄
康樂小組主席
：許偉雄獅兄
接待小組主席
：陳妙香獅姐
年會小組主席
：張麗華獅姐
國際獅子會基金主席：李志强獅兄
視覺第一主席
：林瑞隆獅兄

設計總監
服務小組聯席主席

：李應濤獅兄
：孫偉瀚獅兄
陳達廷獅兄
李遠智獅兄
方俊豪獅兄
中國事務小組聯席主席 ：林瑞隆獅兄
陳妙香獅姐
陳小玲獅姐
環保顧問
：張衛獅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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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港
獅子會
Harbour View

會長
余綺敏

維港獅子會2019-2020年度第一次理事會暨第一次例會
第八分域主席簡榮耀獅兄親善拜訪

2

019-2020新一年度正式開始，維港獅子會第一次例
會亦於7月23日晚順利召開，出席的獅友逾八成，非
常熱鬧！而當晚本會新任會長余綺敏獅姐更首次帶上會
長帶坐上會長席，為新一年的獅子年度開展新的工作討
論，更為每一位獅友準備了一份極重份量且有心思的禮
品，包括：會長親自設計的蜜蜂心口針、福米以及茶葉
禮包，希望獅友及其家人身體健康，感染身邊好友加入
獅子會大家庭，一齊為社會出一分力！
而本會更有幸邀得本年度第八分域主席簡榮耀獅兄作親
善拜訪與我會作深入交流並帶來區會與國際總會的資訊。

捐贈國際獅子會
腎病教育中心及
研究基金–洗腎中心
本會獅友分別捐贈
了不同的物資予國
際獅子會腎病教育
中心及研究基金深
水埗洗腎中心（包
括電視機４部以及
急救儀器等），為
前來中心的院友作
出最直接支持及關
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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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港獅友–獅子會網球
公開賽2019取得佳績
一年一度獅子會網
球公開賽2019已
順利完成，本會會
長余綺敏獅姐與余
華強獅兄這一對最
佳拍檔再度取得佳
績於雙打項目取得
冠軍，球技精湛，
並與獅友一同切磋
球技，共度了愉快
時光。

維 港 獅 子 會 2019-20年 度
新一屆職員名單

熱列歡迎新獅友加入
維港大家庭

President 會長：余綺敏
Imm. Past President 上屆會長：鍾鳳愛
1st Vice President 第一副會長：蔡雪亮
2nd Vice President 第二副會長：冼詠珍
3rd Vice President 第三副會長：余華強
Hon. Secretary 義務秘書：林秀甜
Hon. Treasurer 義務司庫：姜小榮
Lion Tamer 總務
黎美寶
Tail Twister 糾察
阮佩嫻

新一年度伊始，本會已成功招募多名新獅友加入
本會大家庭，其中包括：鄭皓嶸獅兄、張霆邦獅
兄、蘇秉龍獅兄以及熊繼周獅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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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我會的會員人數亦達至歷年來最令人滿意的成
績，期望在會長余綺敏獅姐的帶領下及全體獅友
的齊心協力，將人數再推至更高鋒，亦謹祝願各
位新獅友能秉承獅子會「我們服務」的精神，共
同為社群及市民服務，持續壯大我們的獅子力量。

香港亞洲
獅子會
Hong Kong Asia

會長
憑小玲

中秋福袋贈長者

2

019年9月10日，本會與香港基督教服務處樂

居長者，送贈福袋及祝福，藉此為他們送上節日溫

暉長者地區中心合辦「中秋福袋贈長者」活

暖。

動。當日下午，眾獅
友及長者義工分成十
個小隊，帶備裝載着
月餅、麵、麥片、水
果、餅乾及藥油等之
福袋，前往觀塘彩福
邨，探訪三十多戶獨

香港亞洲青年獅子會第七屆水球友誼賽
香港亞洲青年獅子會「第七屆水球友誼賽–水球俠
之熱辣辣大作戰」，已於2019年9月8日在獅子會
將軍澳青年營泳池舉行，每年都會邀請屬會青獅組
隊參加比賽，當日陽光普照，亞洲大獅及青獅、一
眾嘉賓及參賽者中午已到達泳池，亞洲隊由大獅

及青獅一起組隊，還有港島、太平山、青山、特區
中央以及九龍塘青獅會組隊參加比賽，出席嘉賓還
有區青獅會長馮泓叡青獅及區青獅委員會主席粱耀
宗獅兄，經過一輪激烈比賽，最後由亞洲隊奪得冠
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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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灣仔
Wan Chai, Hong Kong

獅子會

會長
黃初樂

資訊委員
何淑雲

「第一次理事會及例會」

2

019至2020年度香港灣仔獅子會第一次理事會
及例會於2019年7月3日晚上七時正式開始。
本人有幸成為今屆會長，當晚一眾香港灣仔獅子會
獅友們徐徐到場，在一眾互相問候下，正式開始。
第一次當上會長的我，懷著戰戰兢兢心情接過剛缷
任會長林珠妹獅姐的會長帶後，正式宣佈會議開
始。一向內向的我，接受香港灣仔獅子會會長這一
刻，對我來說，無疑是一項新挑戰，但在一眾香港
灣仔獅子會弟兄姊妹的包容和支持下，給我帶來極
大的鼓舞和無比的動力，我有信心迎接這項有意義
的新挑戰，亦期望我的一份微力能感染和推動其他
獅友一同進步。

恭喜本會的新會員洪英美獅姐正式加入了香港灣仔
獅子會的大家庭。洪獅姐一向熱心公益服務，並在
不同的社福機構參與義工活動。在此本會歡迎洪英
美獅姐加入我們，成為我們一份子共同服務社區。

「2019年至2020年度屬會職員領導才能工作坊」
2019年8月3日至4日為期2日1夜的「2019年至
2020年度屬會職員領導才能工作坊」假座澳門喜
來登金沙城中心大酒店舉行，場面盛大而隆重，香

港灣仔獅子會出席代表為今屆會長黃初樂師兄及秘
書黃國泉師兄。
一連兩天，303區獅友們浩浩蕩蕩有秩序地進駐大
會安排的酒店場地，各獅友各就各位安坐下來後，
為期兩天的工作坊正式開始。當日有前總監陳毅
生師兄主持，內容談及會長和獅友們應有的品格
和態度，令我獲益良多。當天還有一位重量級的
獅友–前國際理事文錦歡師姐，亦有在工作坊與獅
友們一同探討。工作坊就是在這嚴肅、安靜和守禮
中度過。

「2019至2020年度區職員暨屬會職員聯合就職典禮」
本人香港灣仔獅子會應屆會長有幸連同另外92位
應屆屬會會長，在總監王恭浩獅兄帶領下與超過千
多名303區獅友見證是次「2019至2020年度區職
員暨屬會職員聯合就職典禮」歷史性時刻。
當天榮幸地邀得財政司司長陳茂波先生擔任主禮嘉
賓，總監王恭浩獅兄連同區職員宣誓就職場面莊嚴
而偉大，而93個應屆屬會會長亦在這莊嚴而偉大
的場面順利交接和誕生。
國際獅子總會中國港澳303區一直秉承「我們服
務」的宗旨為社會服務。今年總監服務對象主力在
於青少年，目的在感染和推動更多年輕人加入獅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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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為社會服務。
今屆我有幸成為會長並帶領香港灣仔獅子會全體會
員，當然是不遺餘力牽出所有為社會服務。

銅鑼灣
獅子會
Causeway Bay

會長
劉瑞芝

銅鑼灣獅子會
職業訓練局全人發展學科獎學金

年

青人是社會的未來。學習，除了學業成績，
個人成長的培育，其影響可能更深遠。

職業訓練局全人發展學科，涵蓋個人成長的多個範
疇。銅鑼灣獅子會為參與課程的學生，設立了「全
人發展學科獎學金」，以鼓勵年青人應用全人發展
的知識到生活當中。
2019年7月，本會會見了今次的得獎者。以下是他
們的體會，聽過他們的現身說法，你或許會對年青
人成長，甚至生活，有一番感受。

同學感想：
• 在全人發展中，我學習到情緒管理ABC理論，
了解到我們的情緒反應和事情本身並沒有太大關
係，而是在於我們怎樣去看待事情。
• 為了實踐入大學的目的，我學到迫切性和重要
性，如何把學業、家庭和運動良好分配時間。從
全人發展課堂中，我了解到運動的重要。現在我
建立了運動的習慣，目的是有健康的體魄去面對
生活的種種困難。
• 在規劃未來職業，學習到四方面考慮，分別是W
(Want) 想做什麼、 I (Information)與職業相關
的資訊、S (Self-understanding) 自己的優勢
個性及興趣、 E (Evaluation)評估採取行動。
• 模擬面試，個人簡歷中的意見，幫助我學習到不
同的面試技巧如應答、新手錯誤，獲益良多。

九龍灣
Kowloon Bay

在

獅子會

會長
盧子安

8月10日晚上，九龍灣獅子會參加了國際獅
子總會中國港澳303區在香港會議展覽中心

舉辦的2019-2020年度區職員暨屬會職員聯合就
職典禮。本會會員李家堅獅兄因獲行政長官服務獎
狀，當晚亦受到大會頒獎嘉許。
今屆本會屬會職員有以下13位：
義務秘書：區鑑儀（前會長）

理事：張文迪、源美棠

第一副會長：蕭志偉

義務司庫：彭禮清

會員：梁幸兒、黃偉文、李家堅

第二副會長：張雅菁

總

務：李貝詩

第三副會長：列學明

糾

察：許淑貞

會

長：盧子安

今屆加入成為

今屆將舉辦的5次服務活動計劃：

新會員有以下

1) 9月星星家庭運動會

四位：

2) 11月得寶護老同歡樂

孫文華 許泳汶

3) 12月耀能院舍賀聖誕

麥耀邦 曽惠珍

4) 2020年3月與友會合辦服務活動
5) 2020年5月龍獅愛意獻千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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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半山

獅子會
Mid-Levels, Hong Kong

會長
黃陳德芬

資訊委員
蘇翠珊

2018-19年度獅子會青年交流委員會主席之回顧

香

港半山獅子會過往一直支持區會青年交流之項
目，除了多年來成為獅子會交流基金董事，個

別獅姐更是基金會之幹事及參與往年青年交流項目之徵
文比賽評判、接待家庭及交流團領隊；而前會長羅柯淑
慧獅姐更是2017-18年度之青年交流委員會主席。
我十分榮幸被總監郭美華獅姐委任為2018-19年度之靑
年交流委員會主席負責這個為期一年之項目包括英文徴
文比賽及青年交流營活動。前會長梁文靄獅姐亦被邀請
成為籌委會秘書，除了負責協調整個計劃極為繁鎖之事項外，更參與帶隊到河南洛陽市作交流。
半山獅姐除了在項目之啓動禮、徵文比賽之決賽、交流營開幕及結幕之活動都傾巢出席，會長袁杜錦鸞
獅姐、前會長羅詠逑獅姐及前會長梁文靄獅姐在2018 年12月擔任英文徵文比賽初賽之評審。再者，會長
袁杜錦鸞獅姐更在繁忙的任期間聯
同余蕙初獅姐成為接待家庭，並在
2019年6月接待了從德國及施洛文
尼亞的兩位交流生，在她們的悉心
照顧下，兩位青年都在其交流營報
告中表示無限感恩及慶幸有這兩位
細心仁慈的香港媽媽。
多謝半山獅姐對青年交流計劃之積極參，發揮了一貫「We Serve」的四出精神，而姊妹們在去年給予我
身心上的無限支持及包容，實在無言感激。
撰文：前會長溫慧雯獅姐

第102屆國際獅子年會巡遊「精準表演單位」組別的冠軍
第102屆國際獅子年會於2019年7月5-9日一連五天在意大
利米蘭舉行，本會創會會長高敏華前總監、會長黃陳德芬
獅姐及前會長溫慧雯獅姐出席是次活動。透過參與這次巡
遊，深深感受到303區各獅友的團結及齊心，當喊口號的
時候，心裏更是激動，“We Serve Hong Kong Macau”，
感謝區職員特意安排的醒獅，帶領我們走過美麗的米蘭獨
特建築，最後獲得巡遊「精準表演單位」組別的冠軍，更
是興奮。特別感謝總監王恭浩獅兄、第一副總監梁禮賢獅
兄及第二副總監梁麗琴獅姐及區職員宴請到酒莊晚宴，度過了一個難忘的晚上。於國際年會中，更讓我
們感受到禮儀的重要，大家的安靜及尊重，是一個學習的好榜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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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文田
獅子會
Ho Man Tin

會長
林家權

資訊委員
黃毅超

何文田獅子會會長交接
日期：2019年7月25日（星期四）
時間：下午7時至下午10時
地點：鯉魚門港龍海鮮酒家

7

月份是新一屆獅子會任期的開始，何文田獅子
會在過去一年有賴陳祖旋獅兄的帶領下，進行
了多個服務，並以服務維繫獅誼，加深了獅友彼此
的了解，一年快過，在2019至20年度，會長一職
轉交林家權獅兄，林會長除了繼承何文田獅子會的
服務傳統，今年更銳意拓展護老及聯合服務，務求
令何文田獅子會服務更多元化，給受眾更多溫暖，

新一年度各獅友都期待著會長的帶領，發揮「我們
服務」的獅子精神。

獅「家」精「探」親子義工服務設計工作坊
日期：2019年8月17日（星期六）
時間：上午10時至下午1時
地點：柴灣愛華耆樂中心
由何文田獅子會及循道愛華村服務中心社會福利部
愛華耆樂中心主辦，檔口仔親子社區學校協辦的「獅
『家』精『探』親子義工服務設計工作坊」是一個
別開生面的服務活動，我們招募了接近10個親子家
庭，在8月17日舉行了一個工作坊，教導及啟蒙4
至9歲的小朋友去設計長者家居探訪服務，親子家
庭首先了解長者家居探訪的注意事項，然後由小朋
友去自行設計探訪內容，務求計劃出一個非一般兼

可令老友記有印象的探訪體驗，看到小義工們的投
入，相信獅子服務精神可延續給下一代。

獅「家」精「探」出動探訪長者
日期：2019年8月24日（星期六）
時間：上午10時至下午1時
地點：柴灣愛華耆樂中心
經過一星期的準備，各位獅「家」精「探」義工整
裝待發探訪居住在柴灣興民邨的長者，小朋友們
很有心，他們預備了小遊戲、小手工、樂器，甚至
乎魔術表演去探訪長者，對於他們來說一個超過
40年樓齡的屋邨是很奇妙的，自動電梯不能直達
樓層，家居內以木板為主的間隔，加上長者們分享
的日常，對小義工來說是一趟難忘體驗，完成探訪
後，各義工家庭返回中心進行分享，小義工對於自
己的付出感到驕傲，家長們感謝何文田獅子會設計
這麼有意義的服務，讓他們看到社會的另一面，大
家在探訪完結時，力邀長者們參加8月31日的聯誼及

分享會，相信當天義工及受眾們會有更深的體會。
施比受更有褔！義工服務，不一定是單向，不介意
付出的往往可能受惠得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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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新民
Hong Kong Citizens

6

獅子會

會長
江瑩瑩

資訊委員
陳嘉聰

月8日，新民母會太平山獅子會慶祝創會54周
年，於香港洲際酒店大禮堂舉行慈善晚宴暨

2019-2020年度職員就職典禮。承蒙母會邀請，
新民眾獅友在梁麗琴獅姐帶領下，一同見證了母會
54歲生辰。母會創立於1965年，一直人才濟濟，
可喜可賀。13年前更生出新民獅子會，當晚子母會
一堂歡聚，樂也融融，多年獅誼，點滴尤記心間，
第二副總監梁麗琴獅姐贊助賀稿一篇於前，新民獅
子會亦出賀稿一篇於後，冀母會獅運昌隆，在新任
會長張浩威獅兄帶領下，發揮服務社群，身體力行
的獅子精神。
太平山獅子會創會54周年慈善晚宴，新民獅子會與母會獅友合照

6月17日，在會長何銳祺獅兄帶領下，一眾新民獅
友參加了笫三次全區聯合晚餐例會《前瞻服務•成
就101》，晚會於香港洲際酒店舉行。何銳祺獅兄
剛獲委任為新年度的創新及科技委員會主席，各獅
友有任何關於獅子會的科技應用問題，歡迎與何獅
兄交流。當晚各屬會濟濟一堂，衣香鬢影，新民獅
友更一同慶賀丘小燕獅姐正式加入新民獅子會。丘
獅姐為國際獅子會腎病教育中心及研究基金董事局
主席，熱心服務廣大腎病病友多年，貢獻良多。當
晚加入新民大家庭，和眾獅友一同度過了一個愉快
難忘的晚宴。
本會獅友參與第三次全區聯合晚餐會《前瞻服務•成就101》

今年本會可說喜事多籮籮，繼5月5日前會長梁麗

月，獲委任為區青獅委員會主席之一，實至名歸，

琴獅姐高票當選303區第二副總監後，徐玲玲前會

青獅服務在袁獅姐帶領下，必能更加發揚光大。

長於7月獲委任為笫十一分域主席。徐獅姐熱心獅
務，在任新民會長期間，策劃及推動各項服務，成
績有目共睹，新民獅友常引以為自豪。今次能更上
層樓，第十一分域在徐獅姐帶領下，必能為區服
務，作出更大的貢獻。
本會袁秀齡獅姐，一向熱衷青獅指導工作。同一時
間，新民青獅會務發展成績斐然，新民林姿琳青獅
獲委任為笫七分組主席。6月8日袁獅姐出席了區
會青獅40周年晚宴，7月21日又出席青獅交接營，
親自見證新民青獅積極完成交接任務。袁獅姐於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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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秀齡獅姐與新民青獅合照

新界東

獅子會
Hong Kong New Territories East

會長
陳綺雯

資訊委員
曾明亮

2019-2020年度職員就職典禮暨眾獅凝聚慈善夜

新

界東獅子會於八月三十日晚上舉行就職典
禮「 眾獅凝聚慈善夜」。籌備委員會在群

策群力，眾志成城下順利如期在 The One 煌府舉
行典禮。邀請了總監王恭浩獅兄為新界東獅子會主
持第十三屆就職典禮，前國際理事文錦歡獅姐和上
屆總監郭美華獅姐都有致詞鼓勵。第一副總監梁禮
賢獅兄主持新獅友宣誓，主禮嘉賓還有第二副總監
梁麗琴獅姐、第三分區主席冼健岷獅兄、第九分域
主席黃禹恒獅兄。指導會長嚴宇懷獅兄講述任內會
務與服務和會長陳綺雯獅姐的感恩之言，兩位都贏
得滿場掌聲，副主席程俊昌獅兄致謝辭在掌聲下完
成就職典禮。

紀錄。感謝總監王恭浩獅兄將比賽獎金送給本會、
前總監陳毅生獅兄將獎金再加倍送給本會、第三分
區主席冼健岷獅兄抽到二獎現金 7000元也送給本
會，衷心感激幾位，令本屆籌得善款破歷年記錄。
本會籌得善款越多就可以做更多的服務。

回顧十二年，在創會會長潘德明獅兄和歷屆會長領
導下，秉承獅子會服務精神，為地區服務。包括香
港青少年及長者服務，還有資助內地擴建學校和校
內設備及資助內地學生等。相信今年在會長陳綺雯
獅姐帶領下，做更多更有意義的服務。期盼獅務昌
隆，獅誼永固！
本會獅兄獅姐合唱一曲「 瀟洒走一回 」開始晚宴
慈善娛樂節目，舞蹈表演、歌唱比賽及抽獎，務求
令嘉賓歡樂盡興。感謝總監和區職員支持送出豐富
抽獎禮物。大會主席莫佩環獅姐、會長陳綺雯獅
姐、指導會長嚴宇懷獅兄和本會全體獅兄獅姐大
力支持贊助合共數萬元現金獎。總監、區職員和前
會長、友會會長們及嘉賓支持下今年售出獎券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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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壽臣山
獅子會
Hong Kong Shouson Hill

會長
鄺國威

生態環保親子遊

香

港壽臣山獅子會於早前順利完成「生態環
保親子遊」的服務。在連續下了一星期大

雨的情況下，天公造美，當天天氣轉晴，讓我們順
利帶領60位低收入家庭和腦癇症兒童家庭到富琴
火龍果有機農莊親身接觸不同動植物，用活生生的
教材體驗，以及引發學生們了解原始生態循環的常
識。學生們還經歷親手摘菜、洗菜、用木材生火煮
菜的經驗，親力親為準備自己的午餐，啟發他們珍
惜一切。當天雖然天氣炎熱，但離開時看見每個家
庭都是笑容滿面，令出席的獅友們都感覺到這服務
非常有意義。

2019-2020年度屬會職員領導才能工作坊
今年度三零三區屬會職員領導才能工作坊，於
2019年8月3至4日在澳門喜來登酒店舉行，新任會
長鄺國威獅兄已經連續四年參加領導才能工作坊，
今年聯同第二分域主席沈顏獅兄和蘇慶倫獅兄代表
本會出席參加。在兩日工作坊當中，本會獅友深深
體會到獅子會的文化，獲益良多，對於區務及會務
運作都有更深入的了解。鄺國威會長多次出席領導
才能工作坊，更感受到獅子會每年都人才輩出，三
零三區各屬會會務一定會更上一層樓。

2019-2020年度區職員暨
屬會職員聯合就職典禮及餐舞會
本年度區職員暨屬會職員就職典禮及餐舞會於
2019年8月10日（星期六）假香港會議展覽中心舉
行，當晚有幸邀請到財政司司長陳茂波先生主禮，
餐舞會場面非常盛大，坐無虛席。本會會長鄺國威
獅兄帶領一眾屬會職員，由總監王恭浩獅兄主持監
誓下，正式就職成為2019-2020年度屬會職員，
秉承總監今年度理念「凝聚精英 獅展奇才」，繼
續發揚「我們服務」的精神，服務社會。
2019-2020年度內閣成員：會長鄺國威、上屆會
長關美儀、第一副會長劉麗卿、第二副會長張愛
珮、第三副會長勞淑君、義務秘書劉孝忠、義務司
庫鄧麗兒、總務盧傑銘、糾察黃如蓮。
2019-2020年度理事：前國際理事文錦歡、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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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域主席沈顏、創會會長嚴偉貞、前會長谷少芳、
前會長吳麗娜、前會長鄭雪美、前會長張愛瑜、青
獅指導李文偉、青獅指導李煥霞。

香港太子
獅子會
Hong Kong Prince Edward

會長
張少華

資訊委員
黃淑貞

太子獅子會創會10周年慈善晚宴

「十

年樹木，百年樹
人」象徵太子獅子
會健康茁壯成長。
2019年5月21日香港太子獅子會
舉行10周年慈善晚宴，得到各方
好友的支持，當晚筵開28席。
本會非常榮幸邀請到2018-2019年度總監郭美華
獅姐、葉國謙, 大紫荊勲賢, GBS, JP、20182019年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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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分區主席陸
嘉暉獅兄、第十六分域主席盧少心獅姐及創會顧問陳
毅生前總監擔任主禮嘉賓，亦衷心感謝眾前總監、區
職員、友會會長、獅友及嘉賓蒞臨出席，大家聚首
一堂開懷暢飲，令晚會衣香鬢影，活色生輝。

當晚節目豐富，除了神奇魔術及變臉大師的精彩表
演，更要多謝何國材獅兄唱歌助興，獅友們聞歌起
舞，情緒高漲，眾人歡呼聲不絕。最後還有大抽獎
助興，氣氛洋溢，各位嘉賓盡興而返。
十分感謝大會主席張少華獅兄與籌委會成員經過數
月的努力籌備是次晚宴，令大家歡度一個開心愉快
的晚上！

香港太子獅子會盃
2019中龍混合邀請賽
一年一度的端午節龍舟競賽又來了，本會已是連
續第6年舉辦「香港太子獅子會盃」中龍混合邀請
賽，並於2019年 6月7日上午在大埔海濱公園堤畔
順利舉行。
感謝大會主席趙慧施獅姐及籌委會成員的努力不
懈，大家齊心就事成，十分開心得到獅友們及其他
龍舟隊的鼎力支持，今年參賽隊伍是歷年之冠，
共有9隊，包括：港深聯合龍舟隊(A隊)、GALAXY
龍舟隊、還原水醒目龍、獅友同心同德龍舟隊、港
深聯合龍舟隊(B隊)、大冒險者勇、金青龍舟隊及
溫柔號龍舟隊。

本會十分榮幸邀請到2018-2019年度總監郭美華
獅姐、上屆總監陳立德獅兄、第二副總監梁禮賢獅
兄擔任頒獎嘉賓，亦衷心感謝各區職員、友會會
長、獅友及嘉賓出席活動。
當天陽光普照、天氣炎熱，但參賽健兒志氣高昂，
旗鼓相當，比賽激烈，大家秉著獅子精神發揮團結
力量「友誼第一、比賽第二」，開心盡興參與競
賽。之後大家一起午宴共聚獅誼慶祝端午佳節，獅
友們細味賽事點滴，席間開懷暢飲、笑聲不絕，期
待來年繼續參與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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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深水埗
Sham Shui Po Hong Kong

獅子會

會長
陳振文

深獅端午樂融融

踏

入端午佳節，本會除了為深水埗區低收入

融融」。是次服務也準備了素糭、食物及日常用品

人士或基層家庭提供「深獅溫情糉愛心」

作福袋，更準備了不少的表演活動及互動活動，如

活動，更為深水埗區的長者舉辦了「深獅端午樂

魔術表演及獅兄獅姐與友會會長的勁歌熱舞表演。

探訪深水埗YMCA
本會一向支持YMCA之小學生課後支援計劃，今年
六月十九日學期準備完結的時候，本會於被邀到訪
留校服務之小朋友，給小學生們鼓勵及支持。他們
的導師展示了去年的報告及與我們一起進行會議，
更安排我們和孩子們一起玩遊戲及享用茶點。孩子
們更全心全意地為我們畫了一張自製的感謝卡，各
獅友及同學已相伴數年，部份我們多年來認識的一
些孩子將升中學而要離開，當天探訪看見他們快樂
地成長，實屬非常難得及感恩！

全港青少年繪畫日
本會於七月六日舉辦2019青少年繪畫日，今年更
破紀錄有近二百名參賽者，成績令人鼓舞。今年不
經不覺已經舉辦到第6次，為了讓更多兒童及青少
年接觸繪畫活動，全港18區都會舉行現場寫生。當
日大會揀選了富有中國文化氣息的嶺南之風公園作
為寫生景點，相信同學可以在濃厚的歷史氛圍和文
化氣息中，找到不同的繪畫靈感。本活動除各組別
設有獎項外，其中十名全港最佳青少年畫家將在高
級組優異獎中挑選，得獎者可獲資助參加為期一星
期的俄羅斯海外藝術之旅。

第十一屆就職典禮
本會於八月十六日在九龍塘又一村俱樂部舉辦了
2019至2020年度之就職典禮。當晚在各嘉賓及獅
子會領導見證下，由總監黃恭浩獅兄主持就職儀
式。深水埗獅子會現有32位會員，在短短十年內
已出了一位總監，去年還有幸獲得最佳會長優異獎
及屬會最佳活動優異獎，實屬本會榮幸。當晚一眾
嘉賓與獅友舉杯盡興外，更獲得善長們贊助禮物抽
獎並籌得可觀善款，希望在今界會長陳振文師兄領
導下，更發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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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新時代
獅子會
Hong Kong New Era

會長
余家偉

本會區會職員及內閣成員

於

2019-20年度，本會有多名歷屆會長獲委任參與區會的職務，包括：區秘書鄭嘉麒獅兄、第四分
域主席陳紹聰獅兄、區青獅委員會主席黃家俊獅兄、獅子會國際基金會中國港澳303區聯合主席

徐歷遜獅兄以及和平海報委員會主席劉美琪獅姐。
除區會職員外，本年度內閣成員如下：
會

長：余家偉獅兄

義務司庫：劉仁斌獅兄

上 屆 會 長：陳紹聰獅兄

糾

察：林穎彤獅姐

第一副會長：許志傑獅兄

總

務：楊倩怡獅姐

第二副會長：楊珀宇獅兄

會藉理事：廖仲恒獅兄

第三副會長：歐智豪獅兄

資訊委員：林子龍獅兄

義 務 秘 書：潘凱恩獅姐
此外，歡迎新獅友沈敏玉獅姐加入本會的大家庭。

香港基督教青年會東涌中心房間翻新工程
本會與香港基督教青年會東涌中
心一直有緊密的合作，共同舉辦
不同的服務計劃，為支持合作機
構的發展，本會贊助了該中心的
房間翻新，並已於6月份完成了有
關工程，使該中心的服務使用者
有更舒適的環境參與活動。

姊妹學校計劃
本會參與了國際獅子會中國港澳303區主辦的姊妹

日舉行本年度首個服務–「家長日暨中西美食樂融

學校計劃，並獲配對與為嚴重智障兒童開設的特

融」活動。 當日除了有攤位及扭氣球的環節外，

殊學校–明愛賽馬會樂仁學校合作。本會探訪姊妹

更邀請了香格里拉酒店的大廚烹飪美食，讓未能以

學校了解學校及學生的需要外，並於2019年7月6

味覺享受的學生，仍可以視覺及嗅覺接觸美食，感
受另外的觀能體驗。當天合共有13名獅友及朋友參
與是次服務，以義工身份陪同和支援學生參與不同
的活動，藉著共同參與活動，互相認識，達至傷健
共融的目標。
最後，本會響應環保，在會長余家偉獅兄的帶領
下，本年度會實行會務全面電子化，首先本會建設
了新的網站： www.newearlionsclub.org，歡迎
各獅友瀏灠網頁以了解本會的最新動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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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又一村
獅子會
Hong Kong Yau Yat Chuen

會長
姚瑞添

飯香佳餚滿怡欣 獅家鄰舍又一村

7

月6號，香港又一村獅子會連續第三年在沙田
鄰舍為200位傷殘、殘疾院士們舉辦一個溫暖

及開心的探訪聚餐。當天獅兄獅姐及義工們下午3
時多已到達沙田鄰舍佈置場地，並帶備禮品及飯盒
先探訪一些嚴重殘疾不便活動的院士，與他們談天
說地，以表關心。晚會開始前，先由鄰舍舞龍及醒
獅團隊表演，各院士非常投入，訓練有素，技術精
湛，舞起長龍配合醒獅及鑼鼓聲真是栩栩如生，非
常精彩及悅目，水準可比職業團隊。
口。另加上歌星們的精彩表演，令場面非常澎湃、
當晚菜式豐富，八道菜式均由有叉燒大王之稱的本

氣氛十分高漲。各院士們、義工團隊及全體獅兄獅

會練獅兄及其團隊在現場廚房即席提供，各院士及

姐一齊載歌載舞，開心笑聲停不了，將當晚活動氣

嘉賓都食得津津有味，讚賞每道菜都非常精美及可

氛推至最高峰。
在晚會結束後，各院士均可獲贈由本會善心人敬送
的大禮品包。當晚會結束時各院士亦展露出依依不
捨的感覺，我們獅兄獅姐及義工們再三向他們說明
年會再見。
全體出席的獅兄獅姐都認為對院士們的關愛及支持
是非常有意義及重要的，是一個難得的體驗。

贊助徐州醫科學生到港交流學習團
香港又一村獅子會與華特集團一同贊助10萬元人民

生們的交流晚宴，好讓獅兄獅姐更了解現時學生的

幣給徐州醫科大學55位經濟困難的優秀學生來港

學習方向及令學生多些接觸不同階層人士，並聽取

交流考察。由徐州醫科大學辦公室主任軒萱先生為

更多不同的意見。

領隊與本會梁獅兄接洽。
本會相信是次考察活動必能拓展學生們的國際視
野、豐富人生閱歷、對不同地區的醫療系統及設備
有更深認知，對學生未來進一步的求學及就業產生
非常大的幫助。
除了贊助交流團，姚會長更安排了獅兄獅姐們與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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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炮台山
Hong Kong Fortress Hill

獅子會

會長
婁國芳

資訊委員
伍鳳瓊

歌舞．小丑．驗眼日

於

6月23日，九位炮台山獅友一早到達香港仔，
不是吃海鮮，而是去香港仔坊會，為以前做
漁民的長者、街坊及他們的小朋友進行驗眼服務。
獅友們很細心，先安排了邱健醫生和視光師蕭忠志
先生為他們主持講座，講述如何在猛烈陽光下保護
眼睛，減低患上眼疾的風險。講座後，有很多長者
到接待處排隊詢問視光師有關自己的眼睛問題，蕭
先生也很有耐心地逐一為他們解答。
在各人等候
驗 眼 時 ，
又 特 別 安
排 五 位 小
丑auntie在
後堂為小朋
友表演扭波
波。小朋友
拿着「機關
槍 」、「 長

劍」和「花花」
等，玩得不亦樂
乎，等候也變得
蠻有趣。而家長
則在禮堂觀看歌
舞表演。看！長
者們多麼投入！
一起和唱着及打
着拍子。
當天有200位參
加者，禮堂滿
載人氣。大家一齊吃着輕膳、看表演、玩氣球、聊
天、腦袋裏有着護眼知識，最後更帶着福袋及輕鬆
的心情回家去。
獅友們服務完畢，身心雖然有點累，但有意義的活
動及滿足感是能抗衡一切，大家已準備就緒，向下
一次服務出發！Yeah！炮台山獅子會的獅友們，
就是這樣的愛服務。

香港炮台山獅子會五周年會慶
2019輕歌妙韻籌款夜
於8月25日，本會於黃埔博藝會舉辦「香港炮台山
獅子會五周年會慶–2019輕歌妙韻籌款夜」，當晚
國際獅子總會中國港澳303區領導均出席支持，善
長嘉賓們也未因當日驟雨連場而卻步，會場筵開15
席，座無虛設，衣香鬢影！
簡單而隆重的典禮儀式進行過後，掀起「輕歌妙韻
籌款夜」娛樂節目的序幕。本會全體會員自組的樂
隊先拔頭籌，由本會李錦榮獅兄帶領全體會員首次
表演合唱本會會歌The Song of Fortress Hill，會
長婁國芳獅姐當鼓手，黃麗萍獅姐當電子琴手、第
一副會長陳淑君獅姐及第二副會長陳安鴻獅姐當結
他手，一些會員手拿沙鎚及搖鈴，大家施展出渾身
解數，把兩個月練習的成果發揮出來，令人振奮的
響亮歌聲贏得熱烈鼓掌！
跟着就是善長嘉賓及獅友們為慈善各展所長：本會
范惟耐獅姐熱情奔放的拉丁舞，黃麗萍獅姐妙曼醉
人的國際標準舞華爾滋，兩位獅姐的精彩舞藝博得
來賓讚嘆不已，掌聲如雷！善長來賓為慈善演唱中
西名曲之餘，更隨着繞樑歌聲翩翩起舞。熱烈氣氛
使更多善長、區領導等即時添加善款，贊助演唱。
在前總監譚鳳枝獅姐協助核實後，譚洪輝創會會長

即席宣布籌得服務基金善款在扣除基本開支後收入約
有十六多萬！善款仍不斷湧入，最終已達十八萬！
引述譚洪輝創會會長晩會後的感想，是次籌款活動
得以順利完成，全因本會獅友上下一心，同為一個
行善的理念，群策群力的合作精神，各展所長。不單
止善款收入創佳績，更贏取了區領導們當面稱讚！
不得不提，創會會長、幾位前會長、本屆會長都是
身體力行，帶頭共襄善舉，不但捐款贊助歌唱、舞
蹈表演，更贊助美酒，另外又有獅友贊助枱獎，獅
友李松興、蔡小燕伉儷贊助前會長董美嬅獅姐國畫
作品，還有黃
麗萍獅姐贊助各
獅姐扮靚等等。
獅友們感到非
常興奮，有此
成績，大家一
番努力沒有白
費！服務基金
有進帳，便可
多做服務，惠
澤更多社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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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油尖旺
獅子會
Hong Kong Yau Tsim Mong

由

會長
張瑞芳

香港油尖旺獅子會主辦，深水埗居民聯會

比的熱愛使一大群居住在深水埗的長者和有需要幫

協辦之「品嚐雞煲火鍋」贊助之「品嚐愛

助的人士得到了最及時和實際的幫助。是次香港油

心顯關懷」活動早前在深水埗區舉辦並圓滿結束。

尖旺獅子會各獅友以最實在的行動，體現了「不忘

當天活動熱鬧非常，意義非凡。支持活動的獅友們

初心、服務社群」的獅子精神，這無疑是獅子會「

包括上屆總監郭美華獅姐、第一副總監梁禮賢獅兄

我們服務」（We Serve）宗旨的一次演繹。這次

及前總監馮妙雲獅姐，另外還邀請到中聯辦九龍工

服務活動能順利完成全賴得到各機構、社會各界人

作部何家祥處長、深水埗區陳偉明議員、梁文廣議

士及各獅友們的共同參與及無私的奉獻。

員、林家輝議員、龐朝輝醫生、各友好區職員以及
各友好屬會的會長和獅友們出席。活動得到品嚐雞
煲火鍋贊助200個飯盒及活動主席譚綺雯獅姐贊助
生果，並向有需要人士派發。活動的目的是響應獅
子會其中一個服務範疇「對抗飢餓」，協助解決弱
勢社群所需，維持他們的生命和保護他們的尊嚴。
這些活動所贊助的熱飯由獅友們親手捧上時，那無

2019年8月3日至4日，香港油尖旺獅子會，由張瑞
芳會長帶領第一副會長譚綺雯獅姐、義務秘書歐穎
桐獅姐和義務司庫黃國雄獅兄，參加2019-2020
年度屬會職員領導才能工作坊，兩日一夜的學習生
活讓他們獲益良多。

國際獅子總會中國港澳303區於8月10日舉行2019
至2020年度區職員暨屬會職員聯合就職典禮假座
香港會議展覽中心舉行。香港油尖旺獅子會19名獅
兄、獅姐、獅嫂悉心打扮出席，共同見證新舊會長
交接儀式。當晚邀請到財政司司長陳茂波先生作儀
式主禮嘉賓，場面盛大隆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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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新界西

獅子會
Hong Kong New Territories West

會長
劉學強

本

會2018-2019年度會長江錦宏獅兄、創會會長李星強獅兄、20192020年度會長劉學強獅兄、第一副會長張雅晶獅姐、第二副會長朱
家聰獅兄、義務秘書曾裕玲獅姐、黃嘉俊獅兄、陳沛堅獅兄及鍾金彩義工
等於2019-6-28（星期六）出席由本會贊助第三年「屯門區第五屆傑出小
學生嘉許計劃」，其目的旨在屯門區內聚集各小學，由每間學校推薦二至
三位小學五年級同學參與計劃，透過一連串才藝培訓和社區認識等活動，
提升學生的能力感和對社區的責任感。計劃得到屯門小學校長會、基督教
香港信義會屯門青少年綜合服務中心合辦，當天出席有小學校長會主席鄭
筱薇女士、信義會服務總監竺永洪先生及沈耀光校長主禮。

新界西獅子會出席
2019-2020年度
區職員暨屬會職員
聯合就職典禮。

港島獅子會會長
出席本會籌備活
動特別會議，港
島 獅 子 會 邀 請
本會出席20192020就職典禮。

香港中華傳統文化
獅子會
Hong Kong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會長
蔣翠琼

姊妹會結盟

6

月2-5日 香港中華傳統文化獅子會獅友們前往台南出
席致賀台南市永美獅子會授證31周年紀念典禮，在獅
友們「獅子吼」聲連連下交接典禮順利完成！
香港中華傳統文化獅子會更於6月3日與台南市永美獅子會
正式結盟成為姊妹會，深信兩會定必：獅子情誼繫台港，
兩地同儕遍四方；永美服務顯愛心，會務前程定旺興。

樂善好獅2019

青年獅子會就職

日前，香港中華傳統文化獅子會舉辦「樂善好獅 2019 福盆
宴」，籌募服務經費。

國際獅子總會中國港澳三零三區20192020年度青年獅子區會職員暨屬會職
員聯合就職典禮於8月25日舉行，會長
蔣翠瓊獅姐及青獅顧問等特意出席見
證青獅會長嘉慧及青獅助理區秘書桐桐
就職。

香港中華傳統文化獅子會自2015年創立以來，一直竭誠服務
社會及關懷弱勢社群，並致力推動及承傳傳統文化。為繼往
開來籌備社會服務，本會特意舉行慈善盆菜宴，籌募服務經
費。是次活動收益扣除成本後，共籌得65,798.80元撥入本會
服務基金。
當天350多位區職員、會長、
獅友及觀塘區低收入長者聚首
一堂，品味盆菜。我們更悉心
安排各項中華文化瑰寶表演–
小孩粵曲演唱、京劇變臉及玄
方21式，參加者皆樂在其中，
陶醉於中華文化的底蘊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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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百盛
獅子會
Hong Kong Centennial Passion

會長
勞智昌

區會聯合就職禮

本

會 獅 友 在 會 長
勞智昌獅兄率領

下，一行十多人參與了
區會在八月十日舉行的
2019-2020年度區職員暨
屬會職員聯合就職禮。

會長勞智昌獅兄及上屆會長林潔聲獅兄

會長配帶交接一刻

理事會及生日燒烤晚會
本會在八月十六日舉行了八月份理事會，會後繼續在會
議場地進行本年度第一個生日聯誼燒烤晚會，出席的獅
友及親屬皆盡興，一同享受了歡愉的晚上。
上屆總監郭美華獅姐與會長、獅友合照

香港黃金海岸
Hong Kong Gold Coast

獅子會

會長
梁麗貞

資訊委員
耿灝

「兒童癌病基金獅子會社區服務中心」揭幕儀式
2019年6月23日「兒童癌病基金獅子會社區服務
中心」揭幕禮儀式於蘇屋邨石竹樓舉行，本會及永
遠名譽會長黃金旺獅姐各捐贈了10萬元，以支持
303區會的捐款活動。因黃金旺獅姐無暇參與揭幕
儀式，創會會長梁麗貞獅姐及糾察劉秀清獅姐代表
本會參
與了此
活動，
並上台
接受了
303區
2018-

2019年度總監郭美華獅姐頒發予本會的感謝狀。
本會共捐款20萬取得服務中心其中一間活動室命
名：「香港黃金海岸獅子會黃金旺室」。很榮幸可
以在如此短的時間內成功參與這件有意義的活動，
多謝各位獅友的支持！
活動室於6月底正式投入服務，此基金的成立，是
少數在醫院以外給病童及家人提供進一步專業支援
的服務，其啟用對於病童意義重大，希望各位獅友
在這一重要的服務里程中，更加展現獅子會的「四
出精神」，對病童及家人都是一個莫大的支持。

親愛的獅友們，謝謝您！
2019年6月27日（星期四），是本會2018-19年度
最後一次董事會議暨獅友生日聚餐。會上梁麗貞創
會會長感謝本會指導潘偉基獅兄在過往的日子不辭
勞苦，給予本會多方面的指導及提供寶貴意見，也
感謝眾獅友對本會會務的付出及支持！會中梁麗貞
創會會長對本年度會務進行了詳細的總結及對新一
年度本會的各項活動進行了規劃，各內閣董事及眾
獅友表示會積極參與及配合。

98

July & August 2019

會後梁麗貞創會會長準備了豐富的美食及特製的蛋
糕為5、6月份生日的獅友舉辦了開心的生日會，
感謝梁麗貞創會會長對獅友們的愛和付出！

香港摩利臣山
獅子會
Hong Kong Morrison Hill

會長
姚金偉

「獅子會慈善廚『臣』爭霸戰」

本

會於銅鑼灣煤氣烹飪中心順利舉辦第二屆
「獅子會慈善廚『臣』爭霸戰」烹飪比

賽。當日參與的獅友眾多，更有超過十多隊來自不
同界別的參賽隊伍，使我們成功為來年的旗艦服務
「全港血糖大普查」籌募超過港幣四萬元經費。
本會於過去三年以來，多次在港九各區舉辦旗艦服
務「全港血糖大普查」，為全港數千名市民及長者
檢測血糖水平，以提高各界對預防糖尿病的意識，
順道推廣健康飲食文化。
本年度的比賽與去年一樣，以蝦為大會指定材料。
參賽者須於指定時間內，完成一道以蝦製作的菜

重要。我們相信除了定期檢查外，預防糖尿病最有

式。然而，有別於一般的烹飪比賽，色香味俱全並

效的方法，是從飲食習慣上著手，而這亦與我們「

非致勝的關鍵，我們反而更著重健康。在本會的評

全港血糖大普查」的宗旨同出一轍。

審準則：健康、少油、少鹽和少糖，比色香味美更
在廚「臣」們激烈地決戰之時，本會獅友則在
場地的角落埋頭苦幹。他們並非在參與比賽，
而是在製作精美的愛心飯盒，並在比賽完結後
送往位於銅鑼灣勵德邨的長者中心，實行把愛
心和健康延續到社區。有別於比賽指定的材
料，愛心飯盒內有三道高纖低脂的健康菜式，
為長者中心的老友記帶來耳目一新的感覺。

2019至20年度會長交接儀式
本會在7月18日的例會暨理事會上舉行了會長交接

創會獅友出任區職員。除了上文提及出任第五分區

儀式。在交接儀式之前，上屆會長方貫威獅兄先向

主席的王慶堅獅兄外，更有出任區青獅委員會主席

獅友回顧本會去年多姿多彩的服務和活動。

的上屆會長方貫威獅兄。為此王獅兄特別準備美酒
佳餚，與一眾獅友一同慶祝，共度一個歡樂的晚上！

其後，在總監王恭浩獅兄、第五分區主席兼本會理
事王慶堅獅兄及第十三分域主席葉偉倫獅兄的見
證下，本會新一屆會長姚金偉獅兄接過會長帶及
權槌，正式就任本會第四屆會長。各位嘉賓和區職
員均對姚會長寄予厚望，希望他能帶領本會繼往開
來、再創高峰。
這次除了是會長交接儀式外，同時亦慶祝本會兩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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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國金
獅子會
Hong Kong IFC
鼓勵孩子發揮才華，以正能量貢獻社會

香

港國金獅子會與「傳恩惠您」及Find Arts

殘障低收入學童家庭，籌募IT培訓經費，善用資訊

於暑假期間鼓勵孩子及青少年發揮藝術才

科技及知識，改寫他們未來的人生，發揮才華，貢

華，一起參與慈善及社會服務活動。

獻社會。

感謝468多位慈善小畫家，把香
港國金獅子會的會徽，繪於巨
型集體創作Map of HK上，讓
我們一起以色彩和正能量創造
香港未來。
此項慈善活動共籌得超過港幣
十萬多元，為社區內一群身心

國金獅子會獎學金，贊助聯校法律學會
一連七日導師計劃，助中學生服務社會
本年七月份開始，香港國金獅子會籌辦2019年度
國金獅子獎學金(2019 Lions IFC Scholarship)，
贊助香港中學聯校法律學會HKJSLA導師計劃，並
由香港國金獅子會多位會員，以金融、法律、審計
及資訊科技的領袖身份，為38,000位中學生提供

一連七日的實地職場導師服務。
我們以正能量及客觀態度，與學生們共建香港成功
和諧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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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長
麥沛霖

三段感謝獅子會的微信
令我們把服務堅持下去
在這個暑假的最後一日，香港國金獅子會招待八十
個SEN家庭迎接快樂中秋及新學年，免費欣賞3D
動畫「貓咪媽咪Home」，並將國金獅友所籌得的
善款，贊助iCare作為發展SEN學童教育之用。
本來微不足道的付出，卻得到三段令我們很感動的
微信，令我們更加感恩，更堅持地要把服務好好的
做下去……

今個暑假，我在香港的幾個恆常項目及全新計劃都
進行得非常圓滿+順利！
明天……我們為iCare一群SEN學童家庭精心安排
的Movie Gathering又一次全院爆滿了！
感謝我身邊每一位獅子會好友的愛心贊助！政局仲
紛擾，人間仍有愛；香港是我家，不分你我她他
牠……貓咪媽咪Home」
「無論這個世界到底有多黑暗多艱難，我一路上都
總會遇上一些充滿正能量的俠客與英雄！他們就是
願意義無反顧的為SEN學童家庭出心出力，甚至放
下身段，分工合作默默地為其他人付出……

三段來自受惠機構朋友的微信，這樣寫着：
「地球今年特別多危險……香港呢？亦前所未有的
動盪紛擾！
我由衷的感激X感謝香港國金獅子會的獅兄及獅姐
們，給我所珍視的香港SEN孩子與家庭，一個包場
睇3D動畫卡通片的中秋好節目！！
能夠經歷「被鼓舞」的SEN家庭，將會因為人間有
愛；仲在人世間勢弱如微塵，我們也不會再感到害
怕與孤單……Yeah！」
「一生中，我從小到大都總會在最艱難險阻的處境
中，因為永不放棄的堅持而遇上「天使」、「伯
樂」&「良師益友」的……

中間這一幅相片，是我今天在戲院大堂唯一有衝動
舉起智能手機快速拍下的…… 一『孖』背影……
由衷的感謝！……香港國金獅子會的獅兄，願意身
體力行關懷弱勢群體的紳士。
靜靜看著您們……香港金融界的傑出精英，好似小
朋友一樣，努力認真的想法子，企圖為我們一群
SEN小朋友及家長即場搭建一個Backdrop影相的
搞笑可愛片段，實在令我心裡注滿了感恩！

2019年 7月至8月

A dv ert is e me nt

多謝香港國金獅子會的每一位善長人翁，是您們令
iCare的SEN孩子和爸爸媽媽，可以在2019年8月
31日上午的香港，人人心裡還可以夢想自己在世界
上也有一個『貓咪H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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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和平
Hong Kong Peace

獅子會

會長
廖麗心

和平夏季喜事多 三周年慶典齊歡聚

炎

熱的夏季雖然讓人坐不住，但和平獅子會的獅友仍堅持四出
精神，積極貫切服務為先的使命，敬老服務從不甘平庸，在7

月13日和450名灣仔區的65歲以上長者開開心心一同唱唱聚聚，舉行
2019敬老茶聚，共享聽曲品茗歡聚的好時光，老友記開心地與和平獅友
們一起扭動身體跳起舞來，又在獅友帶領下玩大笑瑜伽，全場笑聲充滿
了每個角落，老友記帶着笑臉和福袋在獅友歡聲笑語指引下分批離場。

區會舉辦的2019-2020年度屬會職員領導才能工
作坊，於8月3-4日在澳門圓滿完成。很高興除了
會長、秘書和司庫外，還有7位獅友同行，香港和
平獅子會獲得參加人數最多的屬會獎，同時第五分
區獲得憲章與章程的答問比賽第一名。

8月是和平獅子會的重要月份，因為我們三周歲

唱，前總監馮妙雲獅姐、和平青年獅子會青獅勁歌

啦！讓獅友們唏噓又興奮緊張，唏噓的是一年又過

熱舞的表演助興，讓晚會帶來陣陣掌聲與高潮。和

去了，時間過得真快啊！興奮緊張的是籌備就職典

平獅子會第三屆就職典禮就在獅子精神和觥籌交錯

禮真是需要很多準備，眾獅友齊心合力為25號的

中完美結束。寄語新的一年，在新一任會長廖麗心

活動呈現最好。14位獅姐特別準備了中國特色的

獅姐的帶領下，和平獅子會會務興旺，共創有愛的

青花瓷旗袍舞蹈表演，務求讓來賓眼前一亮。果然

和諧香港！

當晚的表演讓嘉賓們的手機拍個不停，為大會籌得
善款之外，還受到嘉賓的喝彩和讚美，和平獅子會
不但漂亮的獅姐多，而且個個都站得上台，美貌與
智慧並重，而且還是愛心天使，做善事身體力行，
單單2018年我們和平獅子會服務人次便超過3萬人
次。當然除了美美的獅姐還有多才多藝的獅兄，去
年加入我們和平獅子會的付饒獅兄當晚高歌一曲《一
剪梅》，聲音直逼小哥費玉清，金曲並得到林靄嫻
獅姐的贊助，為晚會又籌得善款。

晚會還有特別要感謝獅子會綜藝團各獅姐的大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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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星光
獅子會
Hong Kong Stars

會長
周柏康

資訊委員
張芷淇

2019-20年度首個例會

2

019年7月2日 又一村花園俱樂部
感謝總監王恭浩獅兄、指導獅友陳敬德前總監、第五分區主席王
慶堅獅兄、陳立德前總監及一眾嘉賓出席，香港星光獅子會2019-20
年度第一次例會暨會長交接儀式。恭賀新任會長周柏康獅兄，由上屆
會長張芷淇獅姐手上接過權槌，開始肩負領導星光獅子會職務。同時
歡迎兩位新獅友溫耀基獅兄及胡偉康獅兄加入獅子會大家庭，由總監
王恭浩獅兄親自主持新會員宣誓入會儀式。

培愛學校遊樂日

2019年7月27日 香港基督教服務處培愛學校
本年度首個服務，星光獅友到「香港基督教服務處
培愛學校」探訪。暑假的日子，同學們都高興的和

家人去遊玩，可是培愛學校（肢體傷殘學校）的留
宿生中，有部份學生並沒有這個享受暑期的福氣，
他們的家人大部份是已經年紀老邁的祖輩，未能帶
學生回家照顧，看著同學們都離開宿舍和家人團
聚，相信心裏一定很不是味兒。
星光獅友們到院舍與宿生們遊戲及唱歌，雖是短聚
片刻，但給了小朋友們一天的歡樂，大家都期待著
下次的探訪。這次服務除了遊戲及派禮物，我們更
了解院舍的設備，並為日後帶宿生外出活動定下了
服務計劃。

水上共融體驗日

2019年8月11日 西貢白沙灣譚華正海上活動中心
過了端午節還可以爬龍舟？由城市獅子會主辦，香
港星光獅子會協辦的「水上共融體驗日」，加上醫
療輔助隊龍舟隊義工們的協助，讓田景、安定、朗
屏單位的中度智障學員初次體驗龍舟樂趣。首先聽

義工們講解，於龍舟上1對1從旁指導，學員們玩得
投入又開心，加上星光黑武士龍舟隊，一同體驗龍
舟樂趣，度過一個快樂和難忘的海上旅程；其後更
有美食及歌唱遊戲，每位義工及學員都相當投入，
真正體驗傷健共融！

屬會職員領導才能工作坊

2019年8月3-4日 澳門喜來登酒店
2019-2020年度屬會職員領導才能工作坊，星光4名獅友參與，學習獅子文化及各屬會職員的不同崗位工作。

第二次例會

2019年8月9日 又一村花園俱樂部
本年度第二次例會，邀請到羅鳳菁女士作嘉賓分享，曾策劃毅行者、極地馬拉松等大型活動的Yvonne，
為獅友們分享了很多非牟利機構籌劃活動的寶貴經驗，如何突出項目吸引大眾參與，讓獅友們獲益良
多，亦對星光日後的對外籌款有莫大幫助。

星光黑武士跑步及體能訓練隊

2019年8月21日 斧山道運動場
星光獅子會除了有失明龍舟隊外，還有一隊跑步體能隊，希望讓一班
失明人多點戶外活動，做多些運動，而義工們亦可以學習領跑，一舉
兩得，恆常每兩星期一次(隔星期三晚)。由於服務成功，會員推介了
很多新成員加入，他們都是平日缺乏運動機會的視障人士，渴望能
動動筋骨。我們的目的不是要培訓精英運動員，志在可以讓失明人多
一個運動及社交的機會，真正做到傷健共融！由於參加的視障人士急
增，我們需要大量義工協助，如果獅友或你的朋友有興趣成為一位
領跑員，請與星光獅子會聯絡，或直接加入我們的領跑Whatsapp群
組：https://chat.whatsapp.com/GzOahKKWkrOJfibYxa2oUK

獅子會乒乓球小組

恭喜本會陳錫元獅兄，正式成為區會乒乓球小組主席，星光團隊全力支持；新一季活動已經開始，星光
多位獅友加入，強身健體兼增進獅誼！乒乓球小組定期每月第二及第四個星期二練習，想參加的可隨時
查詢加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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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華夏
Huaxia Hong Kong

獅子會

會長
姜志剛

香港華夏青年獅子會創會授證儀式暨職員就職典禮

香

港華夏青年獅子會創會授證儀式暨職員就
職典禮已於6月6日於香港演藝學院舉行，

當晚在主禮嘉賓及百多位在場獅友、青獅及來賓見
證下，由2018-2019年度總監郭美華獅姐及第二
副總監梁禮賢獅兄主持授證及會員入會儀式。同時
榮幸地邀請到演藝學院校長Prof. Adrian Walter及
副校長黃世邦教授撥冗蒞臨，榮添光彩。
母會香港華夏獅子會於2018年7月18日正式成立，
並在9個月後，於2019年4月26日成立香港華夏青
獅會，於短短數月時間，成功創立兩個會的確不容
易，而且更要找到適合的精英人選更加難上加難，
在機緣巧合之下，本會得到演藝學院的協助，找到
演藝學院的同學作為我們創會的主要骨幹，再加上
其他來自各間大學的同學及社會上的青年精英，香
港華夏青年獅子會就正式誕生。

華夏青獅全部都多才多藝，擁有藝術細胞及天份，
他們亦希望藉著他們的專才，服務社會，帶給社會
溫馨及和諧。當晚由第三副會長王日朗青獅擔任司
儀及表演魔術，劉卓禕青獅及盧心瑜青獅表演中國
舞，當晚的表演節目十分精彩，為莊嚴的創會典
禮，加添不少熱鬧及輕鬆的氣氛。
作為母會，我們全力支持青獅會的發展，在財政上
全資鼎力支持，但我們十分尊重青獅會的獨立性，
華夏青獅會是完全獨立自主，作為母會獅伯，我們
會與青獅作緊密溝通，保持合作夥伴關係，使到華
夏青獅可以充分發揮他們的專才，貢獻一己力量，
服務社會。
在此謹祝香港華夏青年獅子會在創會會長陳姵廷青
獅的領導下，帶領各華夏青獅服務社區，令青獅會
茁壯成長。

香港華夏獅子會理事會及家庭同樂日
本會於8月24日於深灣遊艇會舉辦了華夏家庭同樂

當晚，姜會長主持了本年度第二次理事會，而秘書

日，姜志剛會長及姜獅嫂為華夏獅兄、獅嫂及家人

朱惟勤獅兄報告本會在8月份共有40位獅兄。

舉辦了今年度第一個聯誼活動，今次的活動偏重在
親子方面，獅兄、獅嫂反應熱烈，共有六十多名獅
兄、獅嫂及家人報名。深灣遊艇會內有多個主題玩
樂區，設有新型的遊樂設備與及體育建設，參與的
獅兄、獅嫂，特別是幼獅都玩得很開心，各人都盡
興而歸，不管是大人還是小孩都過了非常充實又有
趣的一天。今年度的精彩活動，陸續有來，下期獅
聲再和大家分享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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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一帶一路

Hong Kong Belt & Road

獅子會

會長
鄒欣格

香港一帶一路獅子會喜逢盛會

作

為國際獅子總會中國港澳303區最新的一

香港一帶一路獅子會從籌備到成立，幾經波折，歷

個屬會–香港一帶一路獅子會，於8月10日

盡艱辛，今天得成正果，各位創會獅兄獅姐都十分

在會長鄒欣格獅姐帶領下，非常榮幸地出席2019-

興奮和欣慰，紛紛在會場拍照留念，記下這美好的

2020年度區職員暨屬會職員聯合就職典禮，與大

時刻。

家一起莊嚴宣誓就職，成為獅子會大家庭成員。

香港一帶一路獅子會各位創會會員與前國際理事文錦歡獅姐合照

給我們一個like吧！我們香港一帶一路獅子會
創會會員正興奮地凖備進行宣誓儀式

迎 新 篇 New Members
香港青山獅子會
Lions Club of Castle Peak Hong Kong
姓名：李建民獅兄
     Lion Jimmy Li
職   業 ： 印刷
保薦獅友：林天意獅兄

姓名：林立眾獅兄
     Lion Linker Lin
職業：金融
保薦獅友：林天意獅兄

姓名：蘇振華獅兄
     Lion Alex So
職   業 ： 貿易
保薦獅友：林天意獅兄

香港尖沙咀獅子會
Lions Club of Tsim Sha Tsui, Hong K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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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容祖導獅兄
     Lion Andrew Yung
職   業 ： 企業培訓、大數據分析
保薦獅友：伍于宏獅兄

姓名：麥永賢獅兄
     Lion Rayn Mark
職業：律師
保薦獅友：麥心怡獅兄

姓名：潘永獅兄
     Lion Poon Wing
職   業 ： 鋼鐵批發
保薦獅友：潘祥安獅兄

姓名：羅翰榮獅兄
     Lion Harrison Law
職業：珠寶包裝
保薦獅友：蘇瑞榮獅兄

July & August 2019

特 稿

Special Articles

303區屬會服務地標 (十二)
資料搜集及攝影：鹽田梓村陳忠賢村長

整理：香港北區獅子會創會會長馬祥發

香 港 北 區 獅 子 會 Lions Club of Hong Kong North
鹽田梓村位於西貢半島之南，西貢本土之東。村後連接現在的滘西洲公眾高爾夫球場。從西貢公眾碼頭
乘街渡，需時約20分鐘即抵該村。約在300年前，有客家陳姓家族由深圳移居此地。為數約500多人的
村民先後在此定居，以耕種、捕魚和種鹽為活。鹽田約有6畝。聖約瑟教堂在1879年建成，教堂側有一
所學校。自2013年起，年久失修之鹽田由有心人逐漸修復。現在每逢週日及公眾假期，都舉行兩場講解
班，介紹鹽田歷史及生產方式。許多市民及學生都樂意到此村一遊。在2015年，經過多年努力打造，該
村獲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亞太區文化遺產保護頒發傑出項目獎。
Yim Tin Tsai village is located in south of Sai Kung Peninsula and east of Sai Kung mainland, connected to the
Kai Sai Chau public golf course. Visitors can take ferry from Sai Kung Public Pier and arrive the village in about
20 minutes. The village was first settled by some members of the Hakka Chans clan over 300 years before
from Shenzhen, China. By and by there gathered about 500 inhabitants, they developed farming, fishing and
salt producing. The salt field was about 6 acres. In 1879, the St. Joseph chapel was built and a school adjacent
to it was also found. The salt field has been revitalized since 2013. Now, introductory talks of salt producing
are conducted on every Sunday and public holiday. The village is now one of the most popular visiting spots
by the Hong Kong public and students. In 2015, the village won the UNESCO Asia-Pacific heritage awards for
cultural Heritage Conser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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