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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PRESIDENT’S MESSAGE
Kindness Brings Warmth
to the Giver and Receiver
Greetings, Lions.
What is kindness?
It is all the things Lions do: It’s serving. In our communities and
beyond.
But kindness is one of those words that can get overused, and the
real meaning sometimes becomes lost. Kindness is any act that
makes life better for any living thing, even for just a moment. Isn’t
that what we’re really doing when we serve food or donate our
time? Aren’t we trying to give people a moment in which they feel
important; a moment in which they are not alone?
Kindness can be something small: A tree planted on a city street.
Or it can be grand: An entire Lions district pooling its resources to
build a community center focused on gender equality education.
When done right, an act of kindness also feels good to the
person performing it. This is true for all acts of kindness. And
it’s important to remember, especially at this time of year, that
donating money is also an act of kindness. By donating, you
are recognizing that there are some things that are beyond your
ability to immediately fix. You are saying, “This is bigger than me,
and I want to help.” And one of the best ways to give is to your
foundation, Lions Clubs International Foundation (LCIF).
As your International President, I want to wish all of you the
bounty that comes from giving. May your acts of kindness as Lions
bring you warmth this season.
Sincerely,

Dr. Jung-Yul Choi

International President, Lions Clubs International

施 與 受都能帶來溫暖

(譯：何桂明獅姐)

首先讓我向各位獅子會員問好!

資源來建立一個社區中心，專門推動性別平等教育。

何謂「善」？

只要做得對，善行對行善的人也很有裨益，事實上
任何善舉都是有同樣意義。

獅子會會員不停地在自己的社區服務，更推廣至其他
地方，便是善行。但是「善」這一個詞是最有可能被
濫用，因而其真實含意有時會被遺忘。善行那怕只是
一剎那間，這行為已能使生活變得更美好。我們是要
給人們在這一瞬間感到被重視；我們是要給人們在這
一瞬間感到並不孤單！這實際上就是我們在送上飯餐
或捐獻金錢的真正意義。
善行可能很微不足道：例如在城市街道上種植一些樹
木。或者它可以是雄圖偉略：就如整個獅子會區會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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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謹記，尤其是年近歲晚，捐錢也是一種善舉。通
過捐贈，您意識到有些事情不是你個人力量可以立
即解決。您是在說：「這問題的重要性遠高於我個
人需要，我想略盡棉力。」請謹記，捐贈的最佳途
徑之一是獅子會國際基金會（LCIF）。
我謹以獅子會世界會長身份在此祝願大家都從善行
中得到恩寵。願您在獅子會的善行在這個寒冬為您
帶來的溫暖。

國 際 總 會 訊 息 He a dq u a rte rs News

LPRESIDENT’S MESSAGE
We’re Different, We’re the Same
Greetings, Lions.
We talk a lot about serving our community as Lions. Service is best
when it is personal and close to home, and when it enriches our
relationship with our neighbors.
But now, as the world becomes smaller, the space between our
communities grows smaller, too. Sometimes we focus on how
different another culture is. How their food is flavored, how they
dress, how they celebrate, how they mourn.
But while the diversity of cultures across the world is truly
astounding, what I’ve learned from my years as a Lion is how much
we are all the same. We all want the same things. We want to have
safe, warm homes. We want to feed and clothe our families, and
have good schools for our children. We want healthcare when we’re
sick. And at some point, all of us need a helping hand of some
kind.
This is why I say we need to be ready to look at our global
community to see if there is work to be done. Unfortunately,
there are areas with great need that do not have Lions clubs. Or,
if they do have clubs, the clubs do not have the resources required
to address the great need. This is where Lions can truly make a
difference. We can stand together and reach out to our neighbor
countries, our neighbor continents, our brothers and sisters on
other sides of the world, to give help where it’s needed most.
Lions in Korea have partnered with Lions in Japan to build schools
in needy areas of Nairobi. Scandinavian and European Lions
have banded together to provide aid to refugees in Turkey. These
communities of Lions, and many more like them, have looked
beyond their borders to see how they can serve.

We Serve.

When we treat the world as one global community,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us seem less important than what makes us the same. We
are different, and we are also the same.
Sincerely,

Dr. Jung-Yul Choi
International President, Lions Clubs International

2019年11月至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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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LCIF IMPACT
Clearing Clouded Vision in Vanuatu
BY JAMIE KONIGSFELD
Clerence has battled diabetes since she was a baby. Unable to afford medical
care, she developed cataracts which seriously impaired her vision. She lives
in the gorgeous archipelago nation of Vanuatu, home to lush rainforests,
soft sand beaches, and surrounded by turquoise water; however, the 23-yearold woman could no longer see its beauty.
In Clerence’s area of Vanuatu, health care resources are often unavailable
or unaffordable. Without a diagnosis for many years—something that is
all too often the case in Vanuatu—diabetes took a toll on Clerence’s body.
She suffered through a series of infections, which led to having her toes
amputated. Mobility is now difficult, although a wheelchair helps her get
around.
Lions of New Caledonia knew they could improve the situation in Vanuatu
with support from Lions Clubs International Foundation (LCIF). In
collaboration with Fred Hollows Foundation New Zealand, Lions of New
Caledonia secured a US$330,043 LCIF SightFirst grant to expand and
enhance cataract screening and surgery services in Port Vila, the capital of
Vanuatu and Clerence’s hometown.
At an existing eye clinic, the grant made it possible to update old equipment
and build a new operating theatre. In addition, Dr. Johnson Kasso is the
new, permanent ophthalmologist there at the clinic. Prior to Dr. Kasso,
Port Vila did not have an ophthalmologist and operations could only be
performed once per year when a team from Fiji visited.

Clerence (pictured seated) smiles at the clinic’s inauguration ceremony.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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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 Johnson Kasso

Having a permanent doctor in the
area came as an enormous relief
to Clerence, who had her cataract
removal operation postponed four
times due to battling repeated
infection. When the new operating
theatre opened, Clerence was the
first patient to receive an operation.
She even sang at the inauguration.
After the surgery, Dr. Kasso
checked Clerence’s vision and asked
if she could see clearly. Clerence
had a smile on her face she couldn’t
hide. She shouted, “I kiln I pitim
kiln!” – meaning “more than clear!”
in her native language. It was a
significant and memorable moment
for Clerence, Dr. Kasso, and the
clinic’s nurses. Clerence says she is
“happy tumas” – very happy – to
receive the surgery. What was once
dark, cloudy, and blurry, became
bright, crisp, and clear.
To learn how projects like this
receive LCIF funding — and
how you can contribute through
Campaign 100 — visit lionsclubs.
org/campaign100.

國 際 總 會 訊 息 He a dq u a rte rs News

LLCIF IMPACT

(譯：何桂明獅姐)

LIN THE NEWS

瓦 努阿圖境內
模 糊視力一掃而空
23歲的蓋蘭茜在瓦努阿圖美麗的群島國家出
生，在她居住的地區熱帶雨林茂密，柔軟的
沙灘被碧綠蕩漾的海水環繞，可惜蓋蘭茜自
少便見不到！在她家鄉，醫療保健資源從來
不敷應付市民的需要。蓋蘭茜自小確診患有
糖尿病，由於無法負擔醫療費用，她患了白
內障，嚴重損害了她的視力。糖尿病對蓋蘭
茜的身體造成傷害。她遭受了一連串感染，
導致腳趾被截肢。儘管有輪椅幫助她四處走
動，但現在行動還是很困難。上述的情況在
瓦努阿圖絕非罕見！
New Caledonian獅子會知道他們在國際獅
子會基金會（LCIF）的支持下可以改善瓦
努阿圖的現況。New Caledonian獅子會與
新西蘭Fred Hollows基金會合作，獲得了
330,043美元的LCIF 視覺第一服務撥款，
以擴大和增強瓦努阿圖首都維拉港的白內
障篩查和手術服務。在現有的眼科診所中，
這筆撥款容許當地更新舊有設備和建立新
的手術室。此外，約翰遜·卡索（Johnson
Kasso）博士成為診所的新入職常任眼科醫
生。在卡索博士加入之前，維拉港沒有眼科
醫生，每年只有斐濟的一個團隊來訪時才能
進行手術。

All-Woman Climbing
Expedition Raises Funds
for School
On August 6, 2019, seven women Lions from a ten-woman
team reached the peak of Mount Kilimanjaro, in Tanzania. They
have so far raised US$42,000 so far for their efforts, and all
donations will go directly to fund a school for children in Kenya.
The Kilimanjaro for Children project ("Kili for Kids") was inspired
by the first woman International President, Gudrun Yngvadottir.
The creator and coordinator of the project, Inna Flag, came up
with the idea to prove that women can reach every summit.
The team of ten women represented Italy, England, Denmark,
Russia, Poland, Kenya, Romania, Nepal, the United Arab
Emirates, and Switzerland.

在該地區聘有一位常任醫生極大地緩解了蓋
蘭茜的痛苦，由於需要與反複感染博鬥，她
的白內障摘除手術被推遲了四次。新手術室
開業時，蓋蘭茜是第一位接受手術的患者。
手術後，卡索醫生檢查了蓋蘭茜的視力，問
她是否能看得清楚。蓋蘭茜臉上藏著她無法
掩飾的微笑。她大聲喊道：「不單只是清
楚啊！」。對於蓋蘭茜、Kasso博士和診所
的護士來說，這是一個重要而令人難忘的時
刻。蓋蘭茜表示，她現在能够接受手術治療
感到非常高興；經歷多年痛苦之後，黑暗和
模糊的東西變得明亮，線條明確和清晰，她
甚至在開幕典禮上表演唱歌。

The women pledged to climb Mount Kilimanjaro (5,895 meters),
the highest mountain on the African continent, with the goal of
raising US$58,950 – US$1 per woman per meter climbed – to
build a school for children.

各位會員若要了解此類項目如何獲得LCIF資
助，以及如何通過Campaign 100捐款，請
登入lionsclubs.org/campaign100。

The school will be built at the Amrita Center, near the capital
of Nairobi, which educates orphans and children from poor
families. The goal is to expand the capacity of the center from
200 to 600 children.

The women spent six days climbing, battling rain, ice, and
altitude sickness. They hiked 11 to 13 hours each day. “To say
that climbing to the summit of Kilimanjaro was a really difficult
experience is putting it lightly,” says Armine Oganesyan, of the
St Petersburg Golden Pelican Lions Club in Russia. “It was a
challenge exceeding the limits of our imagination.”
But the women followed the advice of one of their experienced
guides: “Do not look up, but down to see what has been done
so far. Always follow only the footsteps of the person standing
in front of you. The summit will come soon.”

2019年11月至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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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監2019-2020

總監的話

之(三)

各位親愛的獅友，聖誕及新年快樂！在上半個獅子年度，我們的服務及活動陸續展開，在各位區職員及
各位獅友齊心協力下，很多項目都取得了佳績。

三人籃球賽
11月2-3日，由第一分區主辦的「2019獅子會全港
學生三人籃球賽」於筲箕灣官立中學舉行，本次活
動由25個獅子會聯合主辦，19個獅子會協辦、4個
愛心屬會支持和各方鼎力參與，及第四度與香港籃
球總會和康仁體育會合作，今年並獲民政事務總署
成為全力支持機構。今次舉辦第四屆比賽，各組別
參加情況熱烈，參加人數更創歷年新高共230隊，
合共超過1000人。今年的男女子冠軍隊U18將代表
香港出戰『港澳埠際三人賽』及其他組別冠軍並會
獲邀到大灣區參加友誼賽，再戰輝煌。

東南亞獅子大會
2019年11月8日下午，第58屆東南亞獅子大會在
日本廣島盛大開幕。來自東南亞國家和地區的1.2
萬名獅友出席開幕儀式。本屆年會的主題是“祈
願和平”，希望大家在年會上分享成就，學習和
平，祈禱和平。
國際獅子會總會長崔重烈對本次年會取得的成就
感到鼓舞。獅友們出席年會學習到很多。他希望

出席的獅友能將本次年會的感受、學習到的新知
識帶回去，與身邊的人分享，通過多元化的服
務，改變這個世界。
最後感謝303區代表團的出席，也體現出每一位參
與者對獅子會的熱誠，年會因你們而更加精彩！
下屆東南亞獅子大會將於韓國濟洲島舉行，屆時
請各位獅友踴躍報名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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凝聚精英 獅展奇才
乳健同行2019
區會過去數年皆有支持香港乳癌基金會「乳健同
行」慈善步行活動，今年的步行於2019年10月27
日舉行，逾100位獅友齊聚山頂道花園參與，譚榮
根前國際會長亦全程出席，經夏力道及盧吉道，
到達山頂凌霄閣。

區會購買新物業事宜
區會過去數年一直有跟進於2016-17年度區年會買賣物業的議決，於2017年成功出售旺景大廈的物業，
並於今年另物色了一個更合適的物業作303區會務之用。新物業選址於東美中心，單位位置理想，面積合
適，而且狀況良好，適合作區會會務之用。區務委員會已於2019年11月25日召開了特別會議，商討購入
上述物業，區職員經商討後一致議決贊成購買，讓將來區會有更多空間給予各獅友使用。

優化區會會址工程
區會辦事處於11月初起開始會址
優化工程，主要更換區會辦公室的
地氈、窗簾、音響以及茶水房等陳
舊設施，另外由於屬會逐年增多，
會議室內的會長玉照牆位置有限，
故區會決定新購入智能顯示屏幕，
可以流動展示各位區職員及會長玉
照，亦能因應未來的不同需求發揮
作用。

修訂區憲章
今年度將會繼續跟進修訂區憲章及附則規程，由於國際總會的標準版憲章有部分條文作出更新，故區會
的建議修訂版本亦會作進一步相應更新。現區會的專責委員會已開會商討區會修改區憲章事宜，並決定
於今年度繼續於區年會提案修訂區憲章，稍後將舉行多次公開諮詢會議。

區會2019年的獅務繽紛燦爛，本人深信，在各位會長各位獅友精英的支持下，2020年的獅務將會繼續
獅展奇才，發放異彩。
2019年11月至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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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與香港中文大學學生會醫學院院會

合 辦 健 康 展覽 2 0 1 9「神經妙算」

中

心與香港中文大學學生會醫學院院會聯合舉
辦之健康展覽 2019「神經妙算」已於 2019 年
10 月 12 日至 13 日、10 月 19 至 20 日一連 2 個星期六
及星期日於大埔超級城及粉嶺碧湖商場舉行，開幕儀
式於 10 月 12 日（星期六）早上 10 時正假大埔超級城舉
行，主禮嘉賓包括香港食物及衞生局副局長徐德義醫
生 , JP 及香港中文大學醫學院助理院長莫仲棠教授。
展覽提供免費健康檢查、神經科疾病資訊展板、醫

健康展覽2019「神經妙算」開幕儀式，眾主禮嘉賓於台上合照

生講座及嘉賓表演等，為市民免費提供多項健康檢
查，如體重指標、血糖及血膽固醇檢查，市民亦可
即場接受眼角膜投影測試中風風險，以及使用可判
斷阿茲海默症風險的迷你認知量表測試，令市民及
早知道患上神經系統疾病的風險。展覽在廣大市民
鼎力支持下圓滿結束，為超過 1,600 名市民進行免
費健康檢查，並接觸超過 10,000 名市民。有不少
市民檢查後發現自己血壓或血糖嚴重超標，使他們
能及早發現、儘早求醫，加強市民的健康意識。

香港中文大學學生會醫學院院會的學生們為廣大市民提供免費
健康檢查

「國際獅子會腎病教育中心及研究基金
香港中 華 傳 統 文 化 獅 子 會 蔣 翠 琼 洗 腎 中 心 」揭 幕 儀 式
「國際獅子會腎病教育中心及研究基金 - 香港中華
傳 統 文 化 獅 子 會 蔣 翠 琼 洗 腎 中 心 」揭 幕 儀 式 已 於
2019 年 12 月 7 日（星期六）下午 2 時於深水埗元州
街 132 號大興大廈地下 A 舖圓滿舉行，中心非常榮
幸邀請深水埗民政事務助理專員文嘉穎女士、第一
副總監梁禮賢獅兄及中心榮譽顧問前國際理事范佐

浩獅兄親臨主禮，其他嘉賓還有前國際理事文錦歡
獅姐、上屆總監郭美華獅姐、第二副總監暨中心第
八副主席梁麗琴獅姐等。中心衷心感謝「香港中華
傳 統 文 化 獅 子 會 蔣 翠 琼 會 長 」慷 慨 捐 助 港 幣 三 百
萬，支持中心為末期腎病患者提供低廉但高質素的
血液透析洗腎服務，造服社群。

揭幕儀式：(左起)范佐浩獅兄、戴德祥獅兄、義務執行總幹事前
總監張新村醫生、梁禮賢獅兄及蔣翠琼會長；(右起)第一常務副
主席前總監陳立德獅兄、文錦歡獅姐、文嘉穎女士及丘小燕主席

各主禮嘉賓與中心董事局成員大合照，見證這個重要的歷史時刻

2019年11月至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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獅子 會 與 浸 會 大學中醫慈善基金有限公司
2018-2 0 1 9 年結報告

本 慈善基金自 2007 年成立，2009 年開始運作以來，成績斐然，有目共睹。

慈善基金有限公司按照香港政府稅務條例第 88 條註冊，董事局成員共 13 人（內定由獅子會委派 7 人，浸
會大學委派 6 人）、另加董事局顧問 2 人、常務法律顧問 1 人、義務秘書 2 人（由獅子會及浸會大學中醫學
院各委派 1 人出任）、義務司庫 1 人。董事局主席與副主席由獅子會及浸會大學交叉輪值，每輪兩年。
2019 年的周年大會已經於 2019 年 12 月 9 日舉行，董事局選出新成員如下：
獅子會代表
1 董事：林海涵前總監 ( 輪值董事局主席 )
2 董事：王恭浩總監 ( 當然董事 )
3 董事：文錦歡前國際理事
4 董事：馮妙雲前總監
5 董事：謝炎培獅兄
6 董事：陳達華獅兄
7 董事：梁德君獅姐
8 顧問：范佐浩前國際理事
9 義務秘書：石家璐獅兄
10 工作小組成員：麥美儀獅姐
11 常務法律顧問：霍和平律師

浸會大學代表董事
董事：卞兆祥教授 ( 輪值董事局副主席 )
董事：陳鄭惠蘭女士 ( 發展事務處總監 )
董事：呂愛平教授 ( 中醫學院院長 )
董事：李敏教授
董事：趙中振教授
董事：李德文先生 ( 兼任：義務司庫 )
顧問：孔慶全先生
義務秘書：李家慧女士

回顧 2019 年，總括來說，中醫慈善基金的運作已
經上了軌道，整體上全部是按照計劃方向進行。慈
善捐款共收得 46 萬元，其中包括屯門獅子會與城
市獅子會各十萬元、獅子會高爾夫球慈善比賽籌得
15 萬元，加餘有限公司 10 萬元。基金公司的財務狀
況非常正常，現有 500 萬元的儲備基金可以備用。
贈醫施藥方面，全年共為接近 3,000 人次提供了免
費的中醫臨床服務，受益者均為年長退休人士，大
多是長期病患者，需要長期的中醫診療照顧。

林海涵主席與謝炎培主持中醫養生講座後與參加長者合照

動已經開展，目前收到口頭承諾超過 50 萬元，目
標是 100 萬元。同時，服務對象也將會再作擴大至
全港 18 區。由於通貨膨脹，中醫的診金也曾被逼
多次向上調整，但基金有限公司堅持不將不敷之數
轉嫁病者，所以，2020 年的費用將會大幅度地隨
通貨膨漲而增加。有賴獅子會的支持，基金有限公
司有信心可以籌得足夠的善款。

屯門獅子會捐助港幣10萬元給中醫慈善基金

除提供治療服務之外，慈善基金會也提供了中醫疾
病預防的教育服務，與浸大中醫學院合辦了多次講
座活動與介紹 “四季靚湯” 給予長者。
接任主席林海涵前總監強調，2020 年將會是慈善
基金有限公司再接再厲的一年。2020 年的籌款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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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觀浸會大學中醫院之養生館、謝炎培獅兄介紹林海涵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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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 際 獅 子 會 骨 質疏鬆教育及研究基金
Lions Clubs Osteoporosis Education & Research Foundation

「 護 骨有你」彩虹站

國

際獅子會骨質疏鬆教育及研究基金於 2019 年
9 月 14 日假九龍清水灣道 11 號牛池灣市政大

廈 3 樓演講廳主辦「護骨有你」彩虹站，並由牛池灣
之友社和彩虹之友社協辦。是次活動目的是為該區
長者做一個免費骨質疏鬆測試和提供預防的資訊。
當天，我們有幸邀請到國際獅子總會中國港澳 303
區總監王恭浩獅兄蒞臨主禮，以展開本年度首項服
務，由吳慕德獅姐擔任活動主席。是次活動感謝江
振飛中醫師和楊旭楠骨科專科醫生的參與。
第一部分由楊旭楠醫生講解甚麼是骨質疏鬆，同時
為老友記檢測骨質疏鬆密度；第二部分便是江振飛

中醫師以中醫湯水的角度如何調理，江醫師還示範
了強化肌肉的運動，我們還準備了康復訓練專用海
綿減壓球給每一位老友記，希望他們多些鍛練骨質
的運動。最後是骨科醫生和中醫師的問答環節。
是次活動受眾反應熱烈，有很多互動，參與性很高，
大家笑逐顏開，氣氛十分之好，服務之成功實有賴各
位獅友和義工積極參與。除了今次在彩虹、牛池灣
外，我們會繼續在全港 18 區舉辦同類型活動，宣
揚骨質疏鬆的重要性，可以讓更多人受惠。本基金
會繼續同心協力，發揚獅子精神，努力回饋社會。
撰文：吳慕德獅姐

2019年11月至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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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 州 ． 寧 波姊妹學校交流團
( 2019 年 1 0 月 2 3 -3 7 日 )
郭銳涵副校長

去姊妹學校寧波四明中學，得到了他們校長、
年參加了兩年一度的甬港教育論壇，拜訪了

老師們的熱情招待，並邀請學校派出代表團出席他
們二十周年校慶。
在教育局姊妹學校交流計劃以及高中學生交流活動
資助計劃的支持下。為 5D 班籌辦了 5 日 4 夜的杭
州．寧波姊妹學校交流團。
配合學校 10 月 24 日心靈創意日的計劃，希望達到
讓學生們有正面的人生觀：「正面思維」、「與人分
享」以及「謙遜有禮」的目的。同時讓香港學生與寧
波學生進行姊妹學校交流，促進中港
情誼。參觀內地中、小學，了解內地
教學實況及升學途徑。透過此次交流
團了解內地的科技發展以及認識人文
美景。

讓學生知道要入浙江大學是 100 分之 1 的機會。到
訪胡雪岩的故居，想與他們分享一個年輕人如何奮
鬥的一生。之後到訪蔣介石故居，了解他的一生。
第四天到訪姊妹學校同賀校慶，更加珍貴的是學生
能學生之間能有時間互相交流，其中有三位內地同
學早前曾到訪本校。
除了考察之外，我們更要求學生學會感恩，所以同
學都需要書寫欣賞咭感謝師長、司機、領隊、導
遊。令我們感到意外的是，學生寫了一叠給司機叔
叔，表示如果沒有司機叔叔的安全駕駛，我們整個
行程就不會順暢。

活動在校長、老師們及同學們的支持
下順利完成。我們參觀了蘇杭西湖美
景，拜訪參觀了浙江大學的最大園
區，了解內地首屈一指的大學景觀，

201 9 -2 0 2 0 年度
校 本升 學 及 職 業 博覽 ( 2 0 1 9 年 1 1 月 2 9 日 )
一年一度的「校本升學及職業博覽」已於 2019 年 11
月 29 日在獅子會中學圓滿結束。活動旨在讓中三
至中六級同學加深對各行各業及不同升學途徑的認
識，期望學生盡早作好個人升學規劃，為日後出路
作好準備。今年共安排了三十場不同內容的升學及

講者以「司儀這一行」為題，向我們介紹司儀的工作。講座期
間，更找來一名學生示範做司儀

余俊傑校友向師弟妹分享在香港理工大學讀書的點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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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業講座，主講嘉賓包括校友、非牟利機構、政府
部門、大學及大專院校、教育及工商機構代表等。
得到各方的鼎力支持，令整個活動變得圓滿及增添
不少色彩。

教 育 Ed ucation
獅子會何德心小學

W A A S 2019 廈 門亞洲競技疊杯運動錦標賽

2

019 年 11 月 29 日至 12 月 1 日，世界競技疊杯運

最快的疊杯選手上演一場精彩絕倫的角逐，在技術

動協會（中國）於中國廈門市舉行「WSSA 亞洲

及速度上力求佳績，實為不可多得的經驗。本校更

競技疊杯運動錦標賽」，是次比賽的參賽者來自 13

於 11 月份接受壹週刊 Wonder Media 及教育傳媒

個國家和地區，共有 500 多人。本校關焯賢老師亦

訪問，分享如何推動學校競技疊杯運動，令更多學

帶領 5B 班韋珈、5B 班沈佳怡、5C 班黃思朗、6C

生積極投入此項活動。

班徐立言及 6D 班
吳駿熹同學前往
廈門參賽，5B 班
沈佳怡同學在十
歲組別及亞洲團
體對抗賽中勇奪
第四名，其他同
學在不同的組別
中亦成功躋身亞
洲排名前 8 名內。
同學能與全亞洲
初次出外比賽便勇奪多項榮

同學在錦標賽中得到不少寶貴的經驗

2 0 1 9 年 粵 港 澳 姊 妹學校中華經典美文誦讀匯演
為慶祝澳門回歸祖國二十周年，進一步推動粵港澳
三地師生在文藝上的合作，及促進粵港姊妹學校交
流，廣東省教育廳辦公室、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教
育暨青年局、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教育局及廣東省
語言文字工作委員會主辦，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及
澳門中華教育會協辦的「2019 年粵港澳姊妹學校中
華經典美文誦讀匯演活動」於 11 月 25 日假澳門聖
保祿學校舉行。本校與姊妹學校於去年比賽中獲一
等獎，聯同多間獲獎的學校共同參與是次匯演。本

兩校同學朗誦時甚有默契，贏得如雷掌聲

校 7 名學生與 23 名深圳市蛇口育才教育集團育才
三小學生共同朗誦《深港同心耀中華》，此活動增加
學生對中華優秀文化的欣賞和提升學生對語文的興
趣和表達能力，機會難得。
本校學生與育才三小同學經過第一天的綵排，已經
甚有默契。第二天表演時，同學們都充滿自信，配
合得相當完美，其鏗鏘有力的氣勢，全情投入的精
神贏得掌聲陣陣，演出十分圓滿。通過本次活動，
不但可以進一步促進兩所姊妹學校的交流，同時也
為參加此次活動的兩校師生留下美好的回憶。

兩校師生在大三巴前合照留念

2019年11月至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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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trict 303 news update
致：各位獅友、各位嘉賓

2019-2020 年度獅子會高爾夫球小組
“林海涵盃”- 比賽結果
日期：2019年11月6日 (星期三)
地點：粉嶺高爾夫球場 – Eden Course

區

會本年度第三次的高爾夫球比賽 - 林海涵盃，已順利
於11月6日在粉嶺香港高爾夫球場舉行。當日天氣非常
好，參加比賽的獅友及嘉賓亦非常踴躍，包括有多位前總監
也有参加此項比賽，且一眾球手均有非常出色的表現。
賽事贊助人：前總監林海涵獅兄，在賽事當晚於粉嶺香港高
爾夫球會-會所設宴招待各位參賽的球手，以感謝大家的支
持及參與，當晚亦有多位前總監親臨出席晚宴，大會亦安排
了抽奬禮品送給現場獅友作為助興，餐後分別為各得獎者頒
發各項獎盃，場面甚為熱鬧。

前總監林海涵獅兄及獅友於開球前拍攝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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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吳伯禮獅兄（深水埗）
總桿冠軍： 陳月明獅兄（香港金鐘）
淨桿亞軍： 譚國權獅兄（錦繡）
淨桿季軍： 林展明獅兄（快活谷）

晚餐後即時安排抽獎活動

上九洞最佳成績：尹國根獅兄（香港北區）
下九洞最佳成績：陳月明獅兄（香港金鐘）
BB獎：陳錦榮獅兄（香港北區）
最遠距離獎	（ 第18洞） ：吳伯禮獅兄（深水埗）
最近中線獎 （第11洞） ：林展明獅兄（快活谷）
最近洞獎	 （第2洞） ：江國山先生（香港北區）
（第5洞）	 ：Timmy Lai 先生（香港北區）
（第9洞）	 ：譚燦輝獅兄（錦繡）
（第12洞） ：陳月明獅兄（香港金鐘）
（第15洞） ：Chung Kwai Yun 先生（香港北區）
（第17洞） ：Matthew Chou 先生（香港金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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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餐後頒發所有獎盃給得獎者，並於頒獎後大合照
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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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trict 303 news update

獅子會足球隊

10

月 26 日星期六，天高氣爽，郊野景色宜

隊友都熱烈參與，報名人數達 50 人。大家雲集球

人，但在西貢鄧肇堅運動場內，則戰雲密

場，先禮後兵，那些久別的隊友噓寒問暖，十分溫

布，何解？因為獅子會足球隊的「獅子會盃暨會員

馨熱鬧！

大會」在當地舉行，由獅子會第一三五
分區與第二四六分區對賽，很榮幸邀請
到總監王恭浩獅兄主持開球禮，黃衫隊
（ 一 三 五 分 區 ）領 隊 是 第 一 副 總 監 梁 禮
賢獅兄及陳健明師兄，而藍衫隊
（ 二 四 六 分 區 ）的 領 隊 是 第 二 副 總 監 梁
麗琴獅姐聯同主席莫偉明獅兄，這是我
們足球隊年度的重要賽事之一，所以各

球證哨聲響起，各隊友在獅誼第一，比賽第二的氛
圍下，奮勇向前，施展渾身解數，為自己的隊伍爭
取殊榮，不要看獅友們平時工作斯斯文文，服務時
充滿愛心，但在球場上則是體魄強勁，充滿力量的
運動員，賽事互有攻守，緊張刺激，精彩絕倫，最
終由藍衫隊（二四六分區）以二比一險勝。
這樣重要的日子當然不會草草完場，賽後我們在西
貢洪記酒家舉辦了足球隊第一次的會員大會，讓各
隊友增加彼此認識，使球隊更加團結，成為獅子會
一股強大的正能量。

十 分 美 好 的「 獅 子 會 盃 暨 會 員 大 會 」圓 滿 結 束 之

的精英盃首次加入深圳隊及東莞隊的隊友聯隊作

後，我們緊接着又要準備另一個重要時刻，第七屆

賽，令到賽事生色不少，而晚上的四區獅友聯誼大

「獅子會粵港杯」足球賽將於 12 月 7 日在廣州番禺

會，看來會有一番熱鬧了！

明大足球場舉行，「香港獅子會足球隊」及「廣東獅
子會足球俱樂部」都十分重視這賽事，繼往開來，

球賽的戰果如何，鬥酒的結果如何，稍後再向大家

把這聯繫兩地獅誼的重要賽事，一路伸展到遙遠的

報告。

未來。據知廣東隊組成了
龐大的籌備委員會，為接
待我們香港隊作出周詳的
統籌，而我們亦密鑼緊鼓
組織隊伍，北上迎戰，當
日主要杯賽粵港杯當然由
廣東隊對香港隊，而頭場
2019年11月至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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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港澳303區區會服務地標 (四)
資料搜集: 第五十五屆東南亞獅子大會主席 梁家昌前總監
資料整理: 香港北區獅子會創會會長 馬祥發

滘西村故事館
滘西村，滘西洲南部，西貢，香港東部
落成日期：2019年12月中旬

Kau Sai Village Story Room
Kau Sai Village, South of Kau Sai Chau, Sai Kung, East of Hong Kong
Project Completion: Mid-December, 2019
滘西洲是香港的一個島嶼，地區行政上屬於西貢區，位置於香港東部。滘西村位於滘西洲南部。1950年
代，島上人口有三至四百多人，1993年時只剩下約一百人，到現在估計不到三十人在這裏長期居住。洪
聖廟是村裏唯一的廟宇，位於村的南面，建於1889年或較早年份。
Kau Sai Chau (滘西洲) is an island located in Sai Kung Peninsula, Hong Kong. Kau Sai Village is a small
fishing hamlet with about ten houses. It is located at the southern tip of the island. The Hung Shing Temple
(洪聖廟) is located in the southern part of the island, near Kau Sai Village, of which it is the only temple
and was built before 18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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滘西村故事館是村民與香港地質公園合作和第五十五屆東南亞獅子大會全力支持的成果。該展館由滘西
村值理會辦事處改建而成，透過展出當地的捕魚生活方式和各類文物，以及客家中草藥標本等一系列展
品，向遊客呈現滘西村的歷史與文化，同時藉以提高市民的自然保育意識。
The Kau Sai Village Story Room was established with the encouragement and participation of Hong Kong
UNESCO Global Geopark, with the cooperation of the Kau Sai villagers and the support of The 55th Orient
& Southeast Asian Lions (OSEAL) Forum. The Story Room, which was converted from the Kau Sai Village
Office, displays mainly Kau Sai Village fishing and cultural relics, and Hakka herb specimens. The exhibits
provide visitors with information about the history and culture of Kau Sai Village and the importance of
nature conservation.

2019年11月至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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淺 談 儒 道 哲理與獅子會的運作
日閒讀儒道哲理的對比，對儒家的「有為而治」

昨

儒家的發起人孔子為了要保證「有為而治」的根基能

與道家的「無為而治」兩者學說頗有看法，進而

夠不被動搖，他尊崇周公發明的「周禮」，但孔子按照

聯想到香港獅子會區會與屬會的運作，303 區獅子會

治國而再擴大「周禮」而成為「禮治」，以禮治國。可

是 採 取 什 麼 模 式 運 作 呢 ？「 有 為 而 治 」或「 無 為 而

以說，這也是獅子會裡面的所謂「protocol 禮規制

治」？

度」。為什麼要有「禮規」？因為如果沒有「禮規」，就
沒有了「規範」，正所謂「萬事無禮而不行」。孔子宣

先談一下儒家的「有為而治」，孔子自紀元前 500 年就

揚「忠孝、仁愛」。他認為，上對下要仁愛，下對上要

「周遊列國」推銷他的治國方針，可惜無人問津，鍛羽

忠孝。上下各以「名份」盡「義務」，享「權利」。孔子

而歸魯國，在鬱鬱不得志下設帳授徒，結果成為大成

的最終目的是希望天下為公、大同世界。獅子會會員

至聖，萬世師表。但他的治國學說一直未被治國者重

宣誓入會的誓詞，有「接受會長指派工作…謹守不

視，連徒孫孟子也不能在戰國期間覓得一官半職。後

渝，此誓」一句，這就是「忠孝」的另類表現。在各職

秦始皇統一天下，除法家外，包括儒家的其他各家學

員宣誓就職的誓詞裡面，也有「按照國際總會、區

說均沒有市場，直至漢朝董仲舒才把儒家治國學說翻

會、屬會的憲章與規條執行職務」一詞。而獅子會的

箱倒籠搬出來，儒家的治國學說才能重現天日。

憲章與規條裡面，有規定以服務社區的規定，這就是
行「仁政與愛心」的表現，同儒家的忠孝、仁愛教條

首先，儒家注重階級觀念，它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同出一轍，並無差別。這並不代表獅子會是以儒家哲

把各階層的的權利和義務分得很具體和清晰。後人在

理為信條，但絕對可以說，獅子會的行為是與儒家學

儒家的觀念上，再把社會分為「士農工商」四大階

說是平行的（in parallel）
。

層。這個階層和階級觀念與獅子會的架構原則上是相
同的，應該是沒有矛盾的。儒家的「君君臣臣父父子

更進一步探討大同，大同為何物？大道之行也，天下

子」基本上是把各人的名份編排清楚，各人按照自己

為公…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老有所終，壯

的名份去行使權力和責任，那天下就可以「有為而

有所用…貨惡其棄於地，不必藏於己，力惡其不出於

治」，不會出亂子。環顧獅子會也是按照國際總會、

身也，不必為己…是謂「大同」。值得注意的是：老吾

區會及屬會分為三大階層。當然，對大多數的地區來

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We, the

說，區會可以進一步分為複合區和單體區，複合區有

blessed, share our blessing with the under-

複合區的組織，區有區的組織，最低下面是屬會。借

blessed. 這不正是我們獅子精神？我們在「取之社

用儒家的學說，可以說是：「總總複複區區會會」，以

會、回饋社會」不正是「貨不必藏於己」？以身體力

國際總會的總會長為首、以複合區的議會議長為次、

行，參與服務項目，不正是「力不必為己」？我們對學

以區會的總監為再其次，以屬會的會長為基礎，各司

校、敬老院作出的奉獻，不正是「老吾老以及人之

其職，各盡其責。100 年來，獅子會的宏觀架構沒有

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出現過任何重大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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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我們可以說，獅子精神的推動，其實是推動孔

優越者不作表揚，對努力服務者不作獎勵，對服務不

子的「大同世界」。但是，大同世界是基於孟子的「性

聞不問者不作推動，對拖欠會費者不採取行動，對破

本善」。因為，這些階級觀念，大同世界，忠孝仁

壞獅子會聲譽者不作譴責，那獅子會的存在是否會不

愛，禮治制度，都是需要以「人的本性是善良」才能

久矣？

推動，在性本善之下，推動大同世界或獅子精神就事
半功倍。如果人的本性是荀子的「性本惡」，那推動獅

老子的學說無所謂「有」與「無」，對有需要幫助的

子精神就會事倍功半了。

人，可以採取不於理睬，也可以不理會自己的能力去
幫助他人。這種服務在目前的環境下，是否會 行得

春秋戰國是戰亂時期，各國均力求政治擴充，以兵力

通？或行不通的？因為不自量而答應幫助他人，是否

去解決「爭權奪地佔城池」，「性本善」的「大同學說」

會反而害了他人？

沒有市場，反而以懲罰為基礎的法家學說就能夠得到
統治者的垂青，大受歡迎。不過，同時期也有一個哲

環顧目前 303 區的管理，到底是以「有為而治」還是

理甚高的另一派學說冒地而起，那就是老莊的道家學

「無為而治」？或是兩者皆有？對有興趣研究者，這是

說。老子與莊子認為，任何制度，包括「禮制」本身

一個有趣的命題，可以深入探討。

就是禍源，用英諺的說法就是：any solution set for
resolving problems is not a solution, because all

比如區會與屬會方面的關係：是「有為」或「無為」？

solutions themselves are problems。老子和莊子的

近 30 年出現這許多的弱會，區會始終沒有著力主動

看法是，這世界並沒有十全十美的制度，任何制度都

去協助解決，而任其自求多福，自行解決。這或許是

有利有弊，不能統攬，更不是沒有瑕疵。既然不能十

區會信奉老子的「無為而治」？或許是因為其他的制度

全十美，那又何必費力花神，不如廢除所有制度，不

所限，「雖欲有為而力有所不遞」？但絕不會是「視而

用任何制度，以「無為而治」不是更好嗎？

不見」或「見而不達心」。

老子認為，最高級的教導是「以聖人處無為之事、行

比如近年新屬會的命名：正是百花齊放，百家爭鳴，

不言之教」。老子更進一步推崇無為之治：「不尚賢，

各展所能，正是老子所說：「色之多，可以亂其目」。

使民不爭，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為盜，不見可欲，

這又是否「有為」或「無為」所致？

使民心不亂，是以聖人之治，虛其心，實其腹，弱其
志，強其骨…則無不治」。如果獅子管理以老莊的學

雖說是有趣的命題，哈哈，又會否導致書生論政，遺

說為基礎，雖然這個道德觀念和哲理可能是無尚至

患無窮？

高，更可能是高不可攀，可能會因為高不可攀而曲高
和寡地行不通。如果獅子會也實行無為而治，對服務

石家璐
（以上係寫者自己的意見，不代表其所屬獅子會，並且文責自負）

2019年11月至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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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58th OSEAL Forum on 7-10 November 2019
in Hiroshima, Japan

It

was a great pleasure to have over 140 fellow
Lions from Lions Clubs International District
303 Hong Kong and Macao, China attending the
forum. There were 4 fellow Lions from Lions Club of
Hong Kong (Host). The theme of 58th OSEAL forum
was "Praying for Peace". Peace is always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to the world. The hopes are for all
Lions to Learn and Pray for Peace, to bring peace
to people in the world through our service. It was
a great opportunity to meet old friends and know
new ones, exchanging social service experience and
develop lion fellowship. With the same conviction
and the spirit of "We Serve", This diversified service
force would work together towards the goal of "We
Serve through Diversity"

three warm welcome dinners hosted by D303 District
Governor, 1st VDG, 2nd VDG and cabinet officers, a
fine lunch hosted by our 2019-2020 club president,
a nice one-day sightseeing tour to Hiroshima
Peace Memorial Museum, Scenic spots and the
Historical Relics of
Itsukushima, as well
a lot of authentic
food. We concluded
the journey with
crazy shopping in
the outlet. It was
a meaningful,
wonderful, fruitful
and joyful trip!

We had an enjoyable and unforgettable journey with

We all bring home the power of PEACE!

An elderly care service on 16 November 2019
Lions Club of Hong Kong (Host) jointly organized a
service with Elderly Caring Community Services to
visit the elders at Alpine Nursing Home, Sham Shui
Po. A team of 20 volunteers including fellow Lions,
Leos, a professional makeup and hairdo artist and
the doggie doctor Dr. Woof. We aimed to keep the
elders company.
Elders many be everywhere but many of us tend
to look on by during our daily life. Besides young
children, we have found the elders of most areas to
be inviting, warm souls who are easy to smile. They
hold the history of what has gone on around them
and have many stories to tell. Most elders have an
interest in taking photographs, so the 2019-2020
President of Lions Club of Hong Kong (Host) offered
over 30 elders photograph shooting after a slight
makeup and hairdo led by the professional volunteer
makeup artist. Much to our surprise, the elders were
all very welcoming and cooperative. Some of them
kept smiling or laughing as soon as we started. We
have to say, they were quite sweet. The ladies were
very motherly, and the gentlemen shook our hand
in appreciation. Right after each shoot, they'd smile
and say "thank you". Their sparkling eyes, loose
wrinkled skin, genuine
expressions and striking
personality made a
beautiful photograph.
Photographing them
was a heartwarming
experience.
Apart for it, the volunteers and Dr. Woof chatted with
the elders to give them the warmest greetings. Of
course, they enjoyed our performances and sing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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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pt them entertained (offering our time, treasures,
and talent) and shared fruits with them.
In all honesty, it was hard to imagine the difference
we could make in their lives, since we were just a
bunch of strangers giving them a visit. But during
the service, we all know how not to underestimate a
stranger's capacity to impact another's life, because
the effects can be tenfold.
After greeting the elders,
photograph shooting and
speaking to them one-onone, we were amazed by how
appreciative they were for our
visit. Perhaps they felt lonely
or abandoned before, but
now tears of joy glistened in
their eyes. Maybe all people
need is to know they are cared
for, even by a simple stranger.
Moreover, we were stunned
by the optimism they had for their futures, even at an
old age. They were so youthful in spirit, regardless of
their frail bodies. They were selfless enough to tell us
to take care of ourselves even though they were the
ones in wheelchairs. It taught us that happiness can
exist, even at old age, regardless of the discouraging
circumstances of diminishing health.
We learned that the reward of volunteering is a twoway street. We'll be surprised by how much we'll get
back - whether it's a new outlook or a warm smile when we give our time to help another.
So volunteer. It truly is a beauty!

半島
Peninsula

獅 子會

會長
周健忠

資訊委員
蔡百泰

例會活動

香

港半島獅子會於10月10日假九龍城廣場一樓「城寨風味」舉行第九次例會和為本會創會60周年鑽
禧紀念作最後一次準備。

香港半島獅子會「半島情懷60載」創會60周年暨
女賓夕慈善餐舞會
本會於2019年10月17日晚上7時正假座九龍尖沙
咀梳士巴利道瑰麗酒店大禮堂舉行「半島情懷60
載」創會60周年暨女賓夕慈善餐舞會。當晚由創
會50周年主席賀良梅獅兄持旗，陸智夫國術武館6
頭醒獅引領，前會長楊志雄獅兄(大會主席)和前會
長嚴玉偉獅兄(籌款委員會主席)帶領主禮嘉賓及本
會獅兄進場。
當晚承蒙國際獅子總會中國港澳303區總監王恭浩
獅兄蒞臨主禮，主禮台上嘉賓有前國際理事文錦
歡獅姐、上屆總監郭美華獅姐、第一副總監梁禮
賢獅兄、第二副總監梁麗琴獅姐、全球領導開發
團隊(GLT)區協調員陳毅生前總監、全球會員發展
團隊(GMT)區協調員高敏華前總監、全球服務團隊
(GST)區協調員馮妙雲前總監，第一分區主席曾健

主禮台上嘉賓與半島獅子會一眾獅兄齊集台上齊唱「我抱有獅子
精神」獅子歌

主禮嘉賓中國港澳303區總監王恭浩獅兄和各位嘉賓為醒獅點晴

文獅兄、第二分域主席沈顏獅兄；多謝諸位前總
監——張新村前總監、梁樹賢前總監、冼姵璇前總
監及任兆華獅兄、譚鳳枝前總監及黃國泉獅兄、馮
炳壽前總監、陳敬德前總監及獅嫂、陳立德前總監
蒞臨指導。
感謝22位區職員和16位友會會長光臨和七代同堂
屬會香港新界獅子會、明珠獅子會、北九龍獅子
會、九龍塘獅子會、香港北區獅子會、香港筆架山
獅子會、錦繡獅子會、青山獅子會、香港城市獅子
會、香港特區中央獅子會、南九龍獅子會、沙田獅
子會、何文田獅子會、新界東獅子會等子孫出席參
加支持，嘉賓共522人，會場內星光熠熠、衣香鬢
影，令到當晚晚宴生色不少。

303區2019-2020年度
第一次聯合晚餐例會向前總監致敬
國際獅子總會中國港澳303區「2019-2020年度第一次聯合晚餐例會 - 向前總監致敬」，於2019年10月9
日晚上7時30分假香港灣仔會議展覽中心舊翼舉行。本會由會長周健忠獅兄連同十位獅兄一同出席參加。

303區獅子會全港學生三人籃球賽-頒獎禮
國際獅子總會中國港澳303區於2019年11月3日早
上10時至下午4時，假筲箕灣官立中學舉行獅子會
全港學生三人籃球賽。本會亦由第三副會長馮振榮
獅兄帶領三位朋友組隊參賽，本會會長周健忠獅
兄、義務司庫陳慶添獅兄、義務秘書梁耀宗獅兄、
前會長邱偉強獅兄出席打氣。
本會獅兄與全港學生三人籃球賽參賽健兒齊攝於主禮台前

2019年11月至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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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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域多利獅子會香港童軍大潭總部燒烤營火場建築中期報告

香

港域多利獅子會曾於上世紀80年代，資助鉅款協助香港童軍大潭總部建築一處可以容納高達100人
的大型燒烤營火場，該處營火場事實是整個童軍大潭營地的重心地，每當有童軍集會活動，不論
是露營或童軍訓練，這座燒烤營火場是不可少的集會地點，使用率之高，可謂冠絕其他設施。
但燒烤營火場經過35年的高頻率使用，加上天氣的自然侵蝕，設施已殘破不堪。本年6月，經過童子軍總
部與域多利獅子會商討後，域多利獅子會決定再捐助25至28萬港元，在原地重建大型燒烤營火場一座。
此事早前已有報導。
域多利獅子會以一貫的獅子精神慎重執行每一項社會服務，並
非只是付錢而不參與，為了保證獅子服務確實可以延伸至服務
的本質，本會對此項工程的進行作出了認真的跟進。除了在動
工前考察了工地外，也不時對工程的進度做了跟進。2019年11
月30日，本會再次審查了工程的進度，對工程進度和質量表示
滿意且符合規劃，可以提供策劃的服務規範。
按照進度，估計本項目可以依時於2020年3月1日前完成，再
經過香港政府有關部門的檢驗程序。如無意外，可以在2020
年4月獲得政府批准並開始使用，屆時將會邀請區會領導人出
席參加啟用典禮。

香港觀塘
獅子會
Kwun Tong Hong Kong

會長
羅寶華

工程正在進行中

資訊委員
周秀卿

鄰舍輔導會 - 怡欣山莊 十周年共融開放日

2

019年11月10日，羅寶華會長與香港觀塘獅子會
獅友們，共同出席鄰舍輔導會「怡欣山莊 - 十
周年共融開放日」。沙田怡欣山莊位於沙田亞公角
山路45號，該處地理位置優越、寧靜環境、空氣
清新、景色宜人，院舍內收容約200名殘障院友，
沙田怡欣山莊按「以
人為本」的宗旨照顧
院友。因此，創造了
五星級住宿照顧服
務，院舍日間提供物
理治療及復康運動、
自由活動空間、做各
項不同運動，及教導

院友繪畫，在
陶瓷室製造陶
瓷工藝品。另
外，植物花園
走廊可供院友
可以耕種有機
花茶、木瓜及
其他植物等，
在餐廳內又教
導院友，製造
自家手工曲奇餅對外銷售，令院友接受到職員貼身
照顧之餘，院友可尋找到生活樂趣，及增添不少自
信心。

中山三鄉考察交流團
由Cary會長及前會長何紹安獅兄領隊一行十三人，兩日一夜，中山三鄉考察
交流團，由中山獅子服務隊 - 楊文峰獅兄乃專營房地產生意，介紹中山三鄉
及橫琴之未來發展，如何打造成為一個更具現代化之市鎮，將會建設更完善
之交通綱絡，大型屋邨及商埸等等，近年當地政府推動關愛企業，聘請傷殘
員工之企業，可享有優惠減稅，獅子會服務隊，亦積極延續獅子服務精神，
推動多元化之服務，希望日後兩地，可以有機會共同參與服務社區計劃。最
後，楊文峰獅兄亦不忘推薦當地美食，帶眾獅兄們到三鄉五桂山私房菜，自
家養殖魚場，品嘗有機鮮美大魚，令大家食得津津有味，回味無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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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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獅子會全港學生三人籃球賽

11

月2日是303區大型活動「獅子會全港學生
三人籃球賽」的大日子，今年已是第四屆舉

辦該活動，各組別熱烈參與，參加人數更創歷年新
高——共230隊，超過1000人。除了各屬會大力支
持，更有多個獅友隊及外援隊參加。本會由會長鄧
偉基獅兄領隊、施承宗獅兄、侯經國獅兄及麥智宏
獅兄組成的「香島獅友隊」，還有2隊外援隊參加
工商團體杯，分別是「香島猛龍隊」及「香島飛虎

隊」，盡顯本會人強馬壯之勢。當日天氣良好、氣
氛非常熱鬧，場內球員在球場上與友隊拚個高低，
場外的獅友們、啦啦隊及觀眾都非常投入聲嘶力竭
地支持好友。大家的參與都懷着兩個重大目標：既
支持獅子會的活動外，又希望取得好成績作為考
驗，但無論最後的成績如何，大家都享受了高興、
愉快及幸福的一天。

探訪創會會董張煊昌獅兄
10月18日會長鄧偉基獅兄與多位獅友包括第一分域
主席吳珊珊獅姐、義務秘書廖世龍獅兄及資深獅友
張新煌獅兄，一起探訪香島獅子會創會會董張煊昌
獅兄。一直身體力行的張獅兄，多年來都保持精神
愉快及身體健康，每天早上他都一如既往，親臨位
於灣仔的辦公室擔任主席要職，主持公司大、小會
議及關注公司運作外，張煊昌獅兄仍然未忘初心，
參與很多社會公益活動，並繼續支持「香島」的慈
善服務。多年來不斷在經濟丶精神上從不間斷地付
出及支持，猶如大家庭內的一位慈愛長輩，對晚輩
默默的守護，令我們深深感受到「香島」的優良傳
統文化，希望可以繼續承傳以往歷史及溫情，再接
再勵向前邁出一大步。

2019年11月至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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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青山
獅子會
Castle Peak Hong Kong

會長
林天意

香港青山獅子會籌款旅行2019

香

港青山獅子會慈善籌款旅行，今年選擇了

得款項將撥入服務經費，為社會有需要人士提供支

高雄及台南。11月14日早上八時正，一眾青

援，也藉此加深青山獅友之間的認識，增進獅誼。

山獅友於機場集合，由會長林天意獅兄帶領，向高
雄出發。首站是光顧地道清燉牛肉麵，接着是市內
觀光，晚飯於河邊餐廳。第二天主題是尋味台南，
午餐及晚餐分別於府城食府及阿霞飯店，都是台南
出名的優質食府，佳餚美酒樂也。第三天參觀佛光
山，佛光山由星雲大師創辦，目前是全台灣第一大
佛寺。晚飯於酒店日本餐廳，享受懷石料理，放歌
縱酒，唱的是獅子歌。最後一天自由活動，買過手
信，滿載而歸，四天籌款旅行，圓滿結束。籌款旅
行是香港青山獅子會一年一度的重要活動，活動籌
全體22位獅友來張大合照

會 訊
1. 10月27日本會6位獅友參加香港乳癌基金會『乳健同行2019』
步行籌款。
6位獅友參加『乳健同行2019』

2. 11月1日，本會贊助的保良局陳維周夫人紀念學校之『生命教
育週-初小遊戲教育課程』自信go go grow工作坊活動，協助
小一至小三學童建立正向的自我形象，從而增強學習信心。感
謝第一副總監、第二副總監和第六分域主席出席典禮，本會有
6位獅友亦到場支持。
本會獅兄與眾嘉賓出席『生名命教育週』活動

3. 11月7日香港紅十字會甘迺迪中心第三十五屆學校運動會，在
大口環何鴻燊體育中心舉行。陳韶軒上屆會長及林天意會長應
邀出席典禮，見到眾多弱能青少年學童和他們的家長積極地參
與各項運動，頓時會場充滿着愛心及溫馨，真另令人感動。

陳韶軒上屆會長及林天意會長予與眾嘉賓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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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山
Tai Ping Shan

獅子會

會長
張浩威

資訊委員
潘偉基

參加台灣北區獅子會會慶

素

與本會有「煮粥焚鬚」之情的台灣北區獅
子會，今年11月19至21日是他們會慶換屆的

好日子，本會在會長張浩威獅兄的帶領下，與各獅
兄獅姐獅嫂和獅姐夫一行十八人，浩蕩蕩的遠赴臺
北，參加他們的一年一度的慶典。今年比較特別的
是，北區獅子會除了他們的前會長兼前總監王光祥
獅兄，被委任為今年的國際理事之外，今次會慶還
邀請到本年度國際會長Dr. Jung-Yul Choi 到場勉
勵和嘉許，國際總會長在百忙之餘，還能親自到場

會慶後，王光祥國際理事特別在酒店的咖啡室與各位獅友小聚

出席和支持，實在難能可貴。臺北獅兄獅嫂熱情忱
忱，由我們一下機場開始，每日出入舟車接送，三
餐一宿，都差不多有其獅友專人在旁照顧，實在令
我們汗顏。我們帶半個行李箱去，帶一個半李箱回
來，滿滿一箱子都裝著他們的大小禮物，象徵着台
灣北區獅子會的心意和情意。我們要狠狠的記住，
下次當他們來參加我會會慶時，我們一定會秉承着
「受之點滴，報以湧泉」的心態來回報台灣北區的
台灣北區獅子會與太平山獅子會一眾獅友在會慶中合照

獅友的情誼。

11月23日是我們前會長黃國強獅兄疊翁之喜，中午

光，出席麾麾廄下之眾多，是本年度數一數二的盛

在灣仔的瑞吉酒店舉行證婚儀式。典禮後設宴自助

事，可見黃國強前會長在本會中的地位，也仍是極

餐款待一眾嘉賓獅友。雖然是外面交通混亂，但在

具影響力的獅友之一。

這場盛事中，本會許多前會長
前獅友和現屆獅兄獅嫂獅姐
夫等差不多四十多位，都一齊
來祝賀，可以說除了本會會慶
外，今次場面之能集前今獅友
之人齊，衣香鬢影亮相之風
（左圖）本會一眾獅友為一對「天造地設，郎才女貌」的新人，與黃國強前會長伉儷一同合照
（右圖）生日快樂，獨樂樂不如與眾樂樂，冷眼旁觀者亦難掩其快樂

古語有雲：「問舍求田，原無大志；掀天揭地，方是奇才」。相反，深明其理而置業有道的資深獅友車
妙娥獅姐及會長張浩威獅兄是今年十一月份的生日之星。本會一眾獅友特別在馬車會為其舉行了一個簡
單而隆重的生日慶祝會，會長不單為自己，也為車獅姐準備了豐富的生日禮物，同時更表揚了車獅姐是
本會本年度第一位繳交會費者，以茲獎勵，更希望各會員爭相尤效，共同建造一個財政健全的獅子屬
會。

2019年11月至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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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九龍
獅子會
North Kowloon

會長
歐偉霆

資訊委員
蔣世昌

2019-2020年度獅子會盃足球比賽暨會員大會

在

獅子會303區成立已久的足球小組，於10月

家，比賽第二！完成比賽後更一起享用海鮮宴聯誼

26日假西貢鄧肇堅運動場舉行了一年一度

一下，大家盡興而返。

的獅子會足球盃賽。北九龍獅子會的兩位資深獅友
盧民生獅兄和蔣世昌獅兄皆是足球小組隊員兼愛好
足球的狂熱份子，當然有份落場獻技！
足球小組歷史悠久，隊員數目每年攀升，當年之所
以成立亦是由盧民生獅兄等足球愛好者牽頭創辦。
而今年盃賽共有近50名不同獅會的獅友參加，隨
機分成兩隊，分別由第一副總監梁禮賢獅兄和第二
副總監梁麗琴獅姐领軍。最後所有隊員都是當天贏

2019獅子會三人籃球賽
「獅子會三人籃球賽」活動舉辦已有數年，今年由

分落敗，雖敗猶榮。不過會長和獅友們都表示非常

總監王恭浩獅兄大力推行下，男女子各組別合共有

享受比賽間之互相合作，亦要感謝其他獅友當天前

235隊參賽，數目屬歷來之冠｡今屆賽事更由民政

來觀戰及支持。當天所有比賽終能圓滿結束，北九

事務總署及新城電台全力支持，極具規模；當中北

龍獅子會亦表示“明年球場上再見！”

九龍獅子會亦出錢出力，除了資助協
辦比賽外，更派隊參賽。
會長歐偉霆獅兄身體力行，在11月3日
早上聯同第二副會長任恒輝獅兄及兩
位新獅友李平獅兄和余振輝獅兄參賽
本屆「獅友盃」，最後力戰下僅以一

北九龍獅子會與姊妹盟會台南赤嵌獅子會獅誼永固
台南赤嵌獅子會與北九龍獅子會結盟多年，獅誼深
厚。台南赤嵌獅子會廖人添會長原定11月率領一眾
獅友參加北九龍獅子會周年聯歡晚宴，惟因社會事
件而延期舉行，但廖會長並未因此取消行程，並決
定與黃群洲獅兄前往香港與本會獅友一聚。本會會
長歐偉霆獅兄一盡地主之誼，率領第一副會長何家
威獅兄、上屆會長盧松柏獅兄、司庫謝文禮獅兄，
與台南獅友共進晚餐，暢飲共聚，度過歡樂的一個
晚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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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快活谷
Happy Valley

獅子會

會長
周家煒

與20間學校合作舉辦的綠色活動「校園‧環保‧水耕菜」

香

港快活谷獅子會與20間學校合作配對種植「水耕菜」。「水耕」是一種種植的方法，不用泥土，
植物種在水中，所需養份來自可溶性化學肥料調配而成的「營養液」。

「水耕菜」既環保亦有效率，收成的蔬菜營養豐富又均衡，其營養供應更可精確調控，加上在溫室的保
護下，生長條件比土壤植物更高，因此收成率非常可觀。
不少學生經過試種活動後，更了解植物的生長條件及知識，明白到「水耕菜」的另類農業生產方式，更
一同為環保出一分力，意義非常重大！

香港快活谷獅子會呈獻
香港傷青會主辦「健障行‧共融‧運動同樂日」
「健障行」是指：讓健全人士嘗試感受和體驗身體
有障礙人士活動時的困難及限制，希望讓每個人在
不同生活範疇都享有平等和尊重。

盲犬，陪伴輪椅人士一起走過這3公里的路程，牠
們的參與，使活動更添溫馨。

外界人士透過親身運動體驗及互動共融工作坊，發
放無分彼此的快樂，這個別具意義的活動，已是第
七屆舉行，今年更有超過800人參與！香港快活谷
獅子會感謝多個商業機構贊助以及義工團體出席，
證明各界都非常支持傷健共融的平等理念。
另外，也要特別鳴謝香港導盲犬協會大學的四隻導

2019獅子會全港學生三人籃球賽
由國際獅子總會中國港澳303區主辦全港學生三人籃球賽已經圓滿結
束，當日的氣氛非常熱鬧，香港快活谷獅子會亦有獅友出席活動。經
過幾輪激烈的比賽，各個組別的MVP及冠、亞、季軍終於誕生！賽
事能夠舉辦成功，全賴各位參賽者踴躍參加及觀眾鼎力支持！

日本廣島舉辦 - 第58屆東南亞獅子大會
第58屆東南亞獅子大會已在日本廣島舉行，如此盛事，香港快活谷獅子會獅友們當然不能錯過！一連三
日的東南亞獅子大會，獅友們
除了出席展覽及研討活動外，
更大大加深了東南亞獅友們之
間的交流，體驗到各界的服務
精神，因此更希望可以齊心協
力共同拓展會務，繼續服務人
群。
2019年11月至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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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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席全區屬會第一次聯合例會

10

月9日，本會14位獅兄出席303區全區第一次聯合晚餐例會——向前總監致敬，以表達對前總監歷
年來為三〇三區會所作出之貢獻，並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和謝意。本會麥永賢獅兄參與當晚大會安

排的新會員入會宣譬儀式。

舉辦「獅展奇才 鵬程萬里」青少年服務活動
讀萬卷書，不如行萬里路。讀好書的同時，也要外出去見識各種事
物，獲取不同經驗和知識。得到國泰航空公司的支持和安排，以及
香港中華基督教青年會觀塘會的協助，2019年9月28日，本會組織
YMCA青少年到國泰城參觀。在參觀的過程中，青少年觀看了飛行
模擬器，參觀了模擬登機櫃台、不同等級的客艙……通過參觀，使
青少年有機會親身接觸及感受航空服務人員的工作及訓練，了解航
空業的就業要求和前景。從而擴闊知識領域，樹立人生理想，努力
學習，在正確的人生路上，施展才能、展翅飛翔！
參觀國泰城後，我們為青少年安排了一個參觀後感受分享午餐會。
會上青少年暢談未來的理想和抱負。午餐會後，為各位青少年送上
獅子福袋！

青少年服務活動(上圖)參觀國泰城----與飛
機合照(下圖)參觀後感受分享午餐會

會長、指導會長舉辦聯誼晚會
為感謝獅兄獅嫂過去一年來對本會的支持和參與，並希望在
未來一年繼續給于支持，在9月28日，方繼元會長、劉志勇
指導會長在鯉魚門聯合舉辦聯歡晚會，出席獅兄獅嫂有四十
多人。通過聯誼，增進獅誼，更有利會務發展！
出席聯誼晚會的獅兄獅嫂大合照

參與屬會聯合主辦
「2019 獅子會全港學生三人籃球賽」
本會捐款支持及參與由303區25個獅子會聯合主辦的
「2019獅子會全港學生三人籃球賽」活動。並派出獅兄代
表出席11月2日的開球禮及11月3日的頒獎禮活動，為本港
青少年服務作出貢獻！
球賽頒獎禮大合照

支持國際獅子會基金(LCIF)
自本會８月份理事會呼籲支持捐款國際獅子會基金(LCIF)以來，本會獅兄慷慨解囊，紛紛表示支持，至今
已收到十多位獅兄認捐茂文鍾士院士(USD1000)，為國際獅子會服務貢獻出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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鑪峯
The Peak

獅 子會

會長
曾廣源

服務活動一

香

港鑪峯獅子會與大澳家福會假大澳舉行「千人盆
菜宴」聯合服務，活動已在11月3日成功於大澳進

行。大澳聯合服務活動「千人盆菜宴」出席獅兄有會長曾
廣源獅兄、鄧樹安獅兄、余嘉輝獅兄；另有於下午2時有講
座、2位眼科醫生協助青光眼檢測、12位青獅做家訪，探訪
完成後將會陪同長者前往會場享用盆菜、尚有16位義工幫
忙包福袋工作。當天有福袋禮物、利是。當天服務受眾人
士合共800人。

大澳千人盆菜宴上眼科醫生為受眾作青光眼檢查

服務活動二
本會聯同中國深圳龍華獅子會於10月17 - 19日假

在10月17日早上，搭機前往昆明，翌日早上舉行儀

昆明舉行聯合『昆明光明行』服務活動。由會長曾

式、隨即前往昆明東方醫院探訪手術後病人，下午

廣源獅兄帶領下一行七人(杜正山獅兄、黃怡凌獅

家訪貧困家庭。探訪其間，見到受眾們能夠有機會

姐、余嘉輝獅兄、何錦華和朋友、繆家濤獅兄)，

重見光明，大家均替他們感到萬分高興。

303區服務活動

303區三人籃球賽

2019年10月12日，會長曾廣源獅兄和第二副會

2019年11月3日，本會由第一副會長杜正山獅兄

長莊鈞傑獅兄出席303區獅子會舉辦的校園．環

及二位嘉賓一同參加由三〇三區會假筲箕灣官立

保．水耕菜工作坊。

中學舉行「獅子會盃」三人籃球比賽，上屆會長
楊雋永獅兄、第三副會長許天佑獅兄及杜正山與
獅嫂到場打氣。

會長曾廣源獅兄和第二副會長莊鈞傑獅兄在水耕菜服務活動上與
小朋友攝於會場內

第一副會長杜正山獅兄，杜正山獅嫂，第三副會長許天佑獅兄和
二位健兒一起攝於台前

303區第一次聯合晚餐例會
2019年10月9日，國際獅子總會中國港澳303區假香港灣仔會議展覽中心舊翼會議廳舉行「第一次聯合晚
餐例會 - 向前總監致敬」，本會由會長曾廣源獅兄帶領下有11位獅友出席參加。

2019年11月至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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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獅子山
Lion Rock Hong Kong

獅子會

會長
柯兆均

資訊委員
馬永康

「 獅 子 山 睛 神 百 盛 獻 情 懷 」學 童 驗 眼 服 務

2

019年10月26日，本會與子會-香港百盛獅子
會聯合舉辦「獅子山睛神 百盛獻情懷」學童驗
眼服務，兩會合共二十多位獅友浩浩蕩蕩出發，乘
搭渡輪前往長洲，聯同佛教慧因紀念中學數位學生
義工一同為長洲區內三所幼稚園及三所小學之學童
進行驗眼，包括視力丶色弱及立體，並舉行護眼講
座，讓家長及學童認識常見眼科疾病及增加護眼知
識。輪候驗眼期間，大會還安排了遊戲攤位娛樂一
眾學童們。是次服務感謝睛彩慈善基金支持，有幸
邀請九龍塘獅子會邱健醫生到場為學生講解驗眼結
果及主持講座，亦感謝香港百盛獅子會潘獅兄，贊
助眼鏡框150副予檢測為患有近視之學生。活動過

後，香港百盛獅子會款待本會獅友一同於長洲享用
海鮮晚宴，服務不忘聯誼，加深母子兩會獅友之感
情，度過非常歡悅之一天。

探訪深水埗馬鄭淑英安老院
2019年10月24日，獅友們前往深水埗馬鄭淑英安
老院進行定期探訪，一如往年入秋時分，伍錦永獅
兄便會贊助八珍豬腳薑醋，於午茶時間派給七十多
名住院之長者品嘗，一同分享傳統風味美食，各位
老友們均食得津津有味。

「 獅 子 友 凝 - 關 懷 露 宿 者 」服 務
2019年10月31日，本會與獅子山青年獅子會聯合
主辦「獅子友凝 - 關懷露宿者」服務。於服務舉
行前兩個月，青獅們首先聯絡有關機構，了解探訪
露宿者需要注意的地方，然後由社工共同先初步與
露宿者交流，了解他們所需再考慮幫助範圍，如遇
上本身拒絕幫助的露宿者，如性格較為內向，我們
嘗試與對方聊天，解開他們內心的心結，或如有其

他個人問題(賭癮丶毒癮等)，我們再找相關機構協
助。萬聖節當晚，大獅與青獅一行約15人帶同禦寒
毛墊丶沖涼液及乾糧零食，出發跑馬地探一班露宿
者。我們用最真誠的心，讓愛變的簡單，大家彼
此聊天交流，了解他們的生活習慣，給予關愛，
與露宿者度過了一個不一樣的萬聖節，非常有意
義。

舉 辦「 親 子 共 融 燒 烤 樂 」
2019年11月2日，本會與香港基督教服務處培愛學

贊助姊妹學校外，還會親自與姊妹學校舉辦多個服

校合辦「親子共融燒烤樂」。本會每年除了捐款

務，例如一年一度的「親子共融燒烤活動」。今年
本會邀了姊妹學校計劃主席姚君偉獅兄及委員會成
員關美儀獅姐一同出席，互相交流姊妹學校之服
務。是次合共23個學童家庭報名參加，活動鼓勵
家長們應付忙碌工作與生活同時，也要增加及珍惜
與學童之間的親子時光。獅友、老師及屯門官立中
學義工們於燒烤場上與學童家庭打成一片，一邊玩
樂，一邊燒烤。獅友們更於活動期間時，大派豐富
禮物包給學童，為活動錦上添花，大家歡快地共度
了一個下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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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九龍
獅子會
South Kowloon

會長
湯俊傑

2019-2020 年度第二次午餐例會
- 凌 嘉 勤 教 授 專 題 演 講 香 港 無 法 逃 避 的「 雙 老 化 」衝 擊

香

港南九龍獅子會本年度第二次午餐例會於

注。但通常兩個問題都作為兩個議題獨立處理。從

十一月十二日假洲際酒店舉行，邀請香港

整體來查探是綜合影響，因而產生「雙老化」，使

理工大學賽馬會社會創新設計院總監及實務教授(規

智慧安老與智慧城市的綜合能促進老年人的福祉。

劃)凌嘉勤教授專題演講香港無法逃避的「雙老

於2019年12月一連多天舉辦社會創新區域論壇

化」衝擊，與會嘉賓有上屆總監郭美華獅姐、第二

「2019雙老化的挑戰和機遇」，包括展覽、專題

副總監梁麗琴獅姐、第四分域主席陳紹聰獅兄、區

研討及論壇，希望能設法改善「雙老化」的問題。

職員、友會會長及獅兄三十多人。會中會長湯俊傑
報告會務工作及將舉辦的服務。
凌嘉勤教授演講中指出：安老服務供不應求的情況
在香港人口老化的趨勢。都是進一步加劇。而樓
宇老化、維修負擔沉重，各區樓宇老化的步伐亦是
衝擊的問題。家，可能不再是一個安全舒適的地
方，因此人口老齡化和樓宇老齡化已收到很多關

本年度第二次午餐例會獅兄們與專題演講凌嘉勤教授及嘉賓合照

探訪福建中小學校
本會歷年來，積極推展教育服務，除辦有幼兒園、

會長、尹荏球第二副會長、許榮勞、施秋平、施文

支持特殊學校教育和頒發大學、中學獎學金外，對

誕、余日炯、施必芳、施新築前會長及施展望、鄧

國內的教育更極度表示關注。除協助建設學校，並每

偉林、施永游等十多位獅兄。

年定期前往探訪，了解情況及幫助改善學校的設施。
獅兄們對各學童極度表示關懷、濃濃愛意，對他們
今年十一月三日至五日，本會獅兄聯袂前往福建山

的生活情況，垂詢甚詳，並鼓勵他們努力向學，將

區探訪香港南九龍獅子會寧化特殊教育學校和福建

來學有所成能成為社會棟樑。

平和縣崎嶺中學，除派發禮物予學生外，並領發助
學金和獎學金，以資鼓勵。前往參與探訪有湯俊傑

獅兄們攜帶禮物前往福建省探訪香港南九龍獅子會寧化特殊教育
學校派發禮物予學童並合照

獅兄們探訪香港南九龍獅子會福建省平和縣崎嶺中學
（攝於學校前）

2019年11月至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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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龍塘
獅子會
Kowloon Tong

會長
廖佩儀

第一次全 區 聯 合 晚 餐 例 會 向前總監 致 敬

「第

一次區聯合晚餐例會
– 向前總監致敬」已
於10月9日在香港灣仔會議展覽中
心圓滿結束，當晚本會有多位獅友
出席盛會。今年每位前總監都獲得
一隻金獅子，以感謝每一位前總監
一直以來的付出及貢獻。

資訊委員
陳金發

出席台北市華興
獅子會授證
四十七周年慶典
本會會長廖佩儀獅姐、前總監張新村獅兄、前
會長溫少華獅兄和獅嫂，一行4人於10月23日
前往台北出席台北華興姊妹會授證47周年慶
典晚宴，此行充分體驗到台北獅友的熱情，在
此再次感謝台北華興姊妹會的熱情款待！

檳城文華國際獅子會
創會二十四周年慶典

獅子會全港學生
三人籃球賽-頒獎禮

張新村前總監及前會長張鳳秋獅姐一同出席了
11 月 17 日 檳 城 文 華 國 際 獅 子 會 創 會 2 4 周 年 慶
典。此行感謝檳城獅友們熱情款待及到當地四
處遊覽。

獅子會全港學生三人籃球賽-頒獎禮已在11月3日於筲箕灣官立中
學圓滿結束。今年活動由25
個獅子會聯合主辦，19個獅
子會協辦、4間愛心屬會支
持和各方鼎力參與，及第四
次與香港籃球總會和康仁體
育會合作，今年並獲民政事
務總署成為全力支持機構。
現年舉辦第四屆比賽，各組
別參加情況熱烈，參加人數
更創歷年新高共230隊，合
共超過1000人。

(左圖)出席台北華興姊妹會周年晚宴(右圖)檳城文華國
際獅子會創會24周年慶典

西九龍
West Kowloon

獅子會

西九龍獅子會例會
- 第四分域主席陳
紹聰獅兄到訪

2

會長
李惠玲

喜迎新獅兄鄧俊文入會

2019年11月25日，西九龍獅子會非常榮幸邀請到國際獅子總會
303區第二副總監梁麗琴獅姐到本會探會，而最重要的是第二副
總監為我們主持新會員鄧俊文獅兄主持入會儀式，當晚場面非常熱
鬧，第二副總監介紹未來一年的理念及展望，令我們獲益良多。

019年10月21日，當天適逢本會秘書
大 人 生 辰 之 喜， 陳 紹 聰 獅 兄 更 帶 來 美
味水果，而本會的出席的獅友眾多，場面
非常熱鬧，希望他今年能帶領我們得到總
會更多的資訊，共同為社會服務。

聖誕懷舊嘉年華

探訪台灣姊妹會

2019年12月6日，是與我會結盟多年的員
林獅子會的授證典禮，兼報答台灣姊妹會
在香港機場與市面混亂期間也組團來支持
我們就職。我們西九龍獅友踴躍報名出席
員林授證慶典，這便是西九龍獅子會的精
神，望各位獅友盡興而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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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2月15日，西九龍獅子會希望能與青年獅子會一起合作，
合辦一個服務計劃，今次希望舉辦的合辦計劃是一個嘉年華會的
攤位，一起服務市民大眾，我們十分期盼青獅能合作參與，既可
服務市民，又能彼此聯絡溝通，一起融入一個大家庭中，共同秉
承服務精神。而且，藉此推廣西九龍獅子會及西九龍青年獅子
會，給社會大眾認識。
合作內容：
日期：2019年12月15日(星期日)
地點：旺角麥花臣足球場
時間：11點佈置攤位，12點開始玩遊戲，6點完成
服務對象：旺角街坊，以兒童為主

香港港南
獅子會
Hong Kong South

會長
許錦發

獅友善行顯光明「愛滿封開 延續光明」

2

019年11月16日，秋意綿綿的肇慶封開縣，迎
來了多年的好友——十多位2017-18年度的會
長們和港南獅子會的獅友獅嫂。與封開縣中醫院
(湯國華醫院)及中山大學中山眼科中心共同舉辦的
「2019-2020年度獅友善行顯光明」服務，這已
是第六個年頭了，超過1000名患者免費獲得了復
明手術，他們能重新看得見陽光，開啟了人生的新
篇章！
「喚起兩眸清炯炯，淚花落枕紅棉冷！」靈魂之窗
得以重拾，是何其的喜悅！對於患有白內障但因貧
困而負擔不起醫療費用的患者們來說，這是雪中送
炭之情啊！港南
獅子會的光明行
活動，不僅為白
內障患者們帶來
了光明，改善生
活品質，還給他
們的家庭帶來了
無限的希望，減
輕家庭負擔，避
免因病致貧！
這次光明行服
務，港南獅子會

捐款達人民幣十餘萬，另為洗腎病人日常洗腎即場
籌款十七萬多。獅友及獅嫂們除了探望白內障手術
後的長者們，還前往福利院參加了長者生日會、探
訪孤兒。看他們臉上洋溢著愉快之情，我們獅友們
也感受到與秋日陽光同樣溫暖的情意。
另外，有位腎病患者温先生帶同三位小孩來向我們
道謝，事由他們家境貧困，妻子又剛離世，自己又
不幸患上尿毒症(腎功能衰竭)失去工作能力，家中
失去經濟旳支柱，還要帶着三位幼小的子女，如果
當時沒有得到熱心人士的資助，不難估計又會是
一樁慘劇的發生，所以他今次特意從山區遠道而來
找我們，表示衷心道謝，在旁聆聽着他講述當年的
情況，我們大家都熱淚盈眶，引證我們一直所堅持
做的，絕對非常有意義，希望能感染身邊更多人加
入我們的行列，盡我們的力量為人民為社會貢獻自
己。
還記得6年前，當車輛駛入臨近封開縣的時候，一
路上都是泥濘路段，坑坑窪窪，如今，道路也漸漸
變成平坦的高速公路了，社會在發展，封開縣也在
努力地建設着，但港南獅子會的樂善好施精神一直
不變！港南獅子會將一如既往，秉承着「骨肉情，
同胞愛」，扶殘助困、尊老愛幼的精神，幫助封開
縣更多的貧困患者都能看見明天的太陽！

獅耀關懷融樂日 – 悠遊教大
是日天朗氣清，港南獅子會十多位獅友及義工聯同
香港耀能協會，與20位成年殘疾人士一齊出發去
教育大學遊玩參觀，因為他們都是坐輪椅行動不便
的人士，因此要動用比較大的人力物力，所以難得

有機會出外遊玩，他們都非常興奮及珍惜。我們在
參觀之餘，還與他們玩了一個定向遊戲，加深他們
對場地的認識及記憶，
獅友和義工們與他們都
樂在其中。接着回到工
場，豐富的午餐早已準
備好，大家樂也融融地
用膳，最後還有一個環
保小手作，開心愉快的
時光好快便過去，大家
都依依不捨地離開。經
過今次的經歷，深信每
位獅友及義工的體會是
最深刻難忘的！
2019年11月至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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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新界

獅子會
The New Territories, Hong Kong

會長
翁儒凱

會務訊息

十

至十一月份本會共舉行了三次例會，會上
邀請不同主講嘉賓演講，講者包括303區

第二副總監梁麗琴獅姐講述「2019-20年度第二
副總監工作計劃」、馮啟念律師介紹「共濟會的點
滴」、以及大中華香港收藏家協會創會會長馮炳壽
前總監講解有關錢幣的各種騙局，並分享一些淸代
機製銀圓予本會獅兄鑑賞，令與會獅兄眼界大開。

例會席上分別由會長翁儒凱獅兄頒發茂文鍾士獎牌
予上屆會長翁木林獅兄、及由署理會長陳燁志獅兄
頒發紀念狀予前會長馮卓能獅兄，以恭賀他榮獲特
區政府頒授榮譽勳章M.H.，現時連同之前獲獎的
前會長朱國基獅兄及前會長余錦坤獅兄，本會共有
三位獲授勳的前會長。馮獅兄之前亦曾於303區聯
合就典禮上獲區會的恭賀，頒發紀念獎狀。

(上圖)會長翁儒凱獅兄(右)頒發茂文鍾士獎牌予上屆會長翁木林獅兄(左)
(下圖)署理會長陳燁志獅兄(右)頒發紀念狀予前會長馮卓能獅兄(左)，以
賀其榮獲特區政府頒授榮譽勳章M.H.

本會下列獅兄在10月9日曾出席303區第一次聯合
晚餐例會向歷屆總監致敬：翁儒凱獅兄、陳燁志獅
兄、顧陵儒獅兄、鄺溥銘獅兄、辛啟華獅兄、黃錫
齡獅兄、楊友仁獅兄、黃慶強獅兄、鄺琼獅兄以及
梁浩龍獅兄。

會長翁儒凱獅兄(右)致送紀念品予到訪的第二副總監梁麗琴獅姐(左)

此外，本會亦已再舉行了兩次理事會，通過捐款港
幣壹萬元繼續贊助本年度「獅子會姊妹學校計劃」
之兩組學校、以及捐款港幣貮仟元繼續贊助303區
「第三十二屆和平海報設計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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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長翁儒凱獅兄(右)致送紀念品予主講嘉賓馮炳壽前總監(左)

港東
獅子會
Hong Kong East

會長
何心源

資訊委員
曹永豪

十月份午餐例會

本

會於十月八日舉行十月份午餐例會，主講
嘉賓為藝術家潘靜怡女士，潘女士為多媒

體藝術創作者。曾經從事金融業，後跟隨多位大師
研習中國書法，水墨畫，油畫及陶瓷。是日更帶來
親自設計及各地搜羅的特色衣服、披肩、布料等，
讓在場的獅兄嫂一邊試穿，一邊讚賞，氣氛十分熱
鬧。

2019 獅子會全港學生三人籃球賽
港東除了關心老人服務之外，我們更加關心青少

頭的「2019獅子會全港學生三人籃球賽」，港東

年人的德智體群美發展，由第一分區第三分域牽

加入成為合辦屬會，全力配合，給予青少年身心健
康發展的機會。上年度本會亦有贊助及出賽，今年
再接再厲，大力贊助港幣壹萬元正，由港東獅子會
第一副會長曹永豪獅兄代表籌備和出賽。比賽日期
為2019年11月2及3日，經過兩天緊湊賽事，港東
與大埔獅子會獅兄聯合出戰工商盃，幾番友誼角力
下，分別得到亞軍及季軍，不枉各位賽前努力練
習。

十月份晚餐例會
港東獅子會於2019年10月25日舉行十月份晚餐例
會，是晚第二副總監梁麗琴獅姐聯同新民獅子會會
長江瑩瑩獅姐一同探會，為大家闡述303區會服務
要點，展望未來慈善工作，港東全體獅兄嫂一定繼
續支持。

2019年11月至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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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島
獅子會
Hong Kong Island

會長
顏子豪

資訊委員
黎國棟

情暖金川 獅愛助學 - 四川阿垻藏區助學行動

港

島獅子會X浙江奉獻服務隊X四川巴蜀服務隊X四
川古堰服務隊聯合服務，大會主席冼偉鴻獅兄帶
領港島獅子會獅友、會長顏子豪獅兄及林文俊獅兄，
到訪四川阿垻藏區完成三個服務。探訪及捐贈物資給
予兩間山區藏族學校及探訪山區藏族家庭。會長顏子豪
獅兄完成服務後發表感想：我們歷時10小時車程到達
藏區，完成3個藏族的服務，首先非常感謝盟會浙江奉
獻服務隊，在香港碰面時提到，會長只有一年時間，希
望在任期內可以完成首個與盟會的聯合服務。謝謝徐獅
兄，謝謝奉獻服務隊！感謝四川巴蜀服務隊和四川古堰
服務隊，一同完成這個非常有意義的服務！

會務研討會2019-2020 - 十年樹木 百年樹人
大會主席暨第一副會長林世強獅兄
帶領一眾獅友到順德出席是次會務
研討會。
港島的會務研討會由一九九七年起
舉辦至今，目的是優化現時的會務
及為下一隊的接班人檢討，是為了
建立更遠的路！一眾出席的獅友度
過了一個充滿意義及歡樂的周末。

香港鳳凰
獅子會
Phoenix Hong Kong
303區聯合晚餐例會

10

中秋關懷行動2019

月9日，本會獅姐參加303區「第一次全

本會獅姐代表本會參加303區YODAC服務「中秋

區聯合晚餐例會 - 向前總監致敬」，感謝

關懷行動2019」探訪何文田中途宿舍。

各 位 前
總 監 歷
年 來 為
三 〇 三
區 所 作
出 之 貢
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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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長
周秀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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寶馬山
Braemar Hill

獅子會

會長
廖寶儀

資訊委員
雷孟俊

十月份晚餐例會

本

會的10月份晚餐例會於10月8日假銅鑼灣香

身感受大學的生活環境和文化。此外，凌博士以「六

港遊艇會舉行。當晚我們邀請了菲力士博

大法則」為我們說明入讀頂級大學的必要條件，從

士教育創辦人及校長 - 凌羽一博士作為該月例會

不同角度去幫助學生準備入讀世界名校。最後，他

的主講嘉賓，主題為「牛津劍橋不是夢！？— 子

指出學生的生涯規劃是最重要的，以及擁有資源和

女之個人品牌營建與英國世界頂級大學申請入學全

讀書才能廣闊視野。

攻略」。凌博士先為我們說明港人到英國升學的優
勢，並與美國比較出不同之處，也說明現時入讀牛

最後，由會長廖寶儀獅姐向凌羽一博士致送紀念

津及劍橋大學的成績要求和困難之處。他也指出父

旗，以及慶祝獅友生日，並與眾獅友及嘉賓進行大

母應帶子女去參觀牛津大學及劍橋大學，讓他們親

合照作為晚餐例會的結束。

「青少年人生之旅」
11月份晚餐例會於11月12日於銅鑼灣香港遊艇會舉行。
會長為我們分享來年於烏溪沙青年新村舉行的「青少年
人生之旅」活動事宜，當中有約500位中二至中五學生
將參與其中，並有50-60個攤位。獅友亦可成為導師
輔導學生，與學生溝通交流，並鼓勵獅友積極參與。最
後，眾獅友進行大合照作為晚餐例會的結束。

「2019 獅子會全港學生
三人籃球賽」
2019年11月2日至3日「2019獅子會全港學生三人籃
球賽」於筲箕灣官立中學順利舉行，香港寶馬山獅子
會派出會長廖寶儀獅姐、前會長金冠忠獅兄、第三副
會長雷孟俊獅兄及於本年度加入本會的談俊緯獅兄組
成隊伍並參加「獅子會盃」，為推動青少年運動出一
分力。

「潮汕之旅」
香港寶馬山獅子會「潮汕之旅」於2019年11月23日至24日順利舉行。前
國際理事范佐浩獅兄、前總監冼佩璇獅姐、會長廖寶儀獅姐及第三副會長
雷孟俊獅兄等一眾寶馬山獅子會獅兄、獅姐、獅嫂及親友一同乘坐高鐵前
往汕頭及潮州，視察及體會廣東省經濟特區的發展成果，同時藉著參觀「
湘子橋」、「牌坊街」、「開元寺」等古色古香的建築和名勝景點了解當
地歷史，順道品嚐當地特有的美食。

2019年11月至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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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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長 者 留 倩 影 」暨
「香港聖公會保羅長者之家三十五周年慶典」

瑞

獅重孝愛尊老，同樂悦長保羅家，別出心

影」。長者們穿新衣，化妝及整理髮式等，每人都

思添美飾，倩影永存意深長。

十分重視及希望留下最美好的一刻，這是每位長者
的心願。香港沙田獅子會能為長者達成願望令其喜

愛老敬老是獅子服務精神之一，能給長者多點關心

樂，也是眾獅友之福，因為施比受更有福。

多點關懷亦是香港沙田獅子會的目
標。適逢2019年10月19日是香港聖
公會保羅長者之家三十五周年，聖
公會保羅長者之家提供醒獅耀舞表
演，香港沙田獅子會獅友們除了到
長者之家與長者同歡共慶，更舉辦
了一項別具意義的服務「長者留倩

齊 參 與「 獅 子 會 姊 妹 學 校 計 劃 2 0 1 9 - 2 0 2 0 」
姊妹大愛慈教行，傷健共融顯愛心。彩雲綻放姊妹
校，關懷正量耀殊生。
2019年10月25日，每年一度的「獅子會姊妹學校
計劃」在區會會議室舉行發佈會，香港沙田獅子會
共有9人參加，姊妹學校計劃主席委任香港沙田獅
子會上屆會長陳彩雲為今屆副主席。發佈會簡介了
整個計劃，並由各前任正副主席及籌委、各參與學
校的校長、老師、學校代表等分享經驗。香港沙田
獅子會前會長關斯樂作為上屆「獅子會姊妹學校

今屆獅友有莫大裨益。姊妹學校計劃是通過配對連

計劃」副主席亦親臨大會分享，她的寶貴經驗對

接主流學校與特殊學校，給予主流學校學生與特殊
學校學生的互動與支持，用真誠的心靈，關懷的目
光，以正能量引發支持，使特殊學校的學生感受到
獅友及大眾的愛與關懷。我們相信社會發展由教育
開始，繼往開來齊參與姊妹計劃，大會更呼籲各會
長、獅友及義工繼續支持這項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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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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馬清岳紀念盃高爾夫球比賽

303

區「香港北區獅子會馬清岳紀念

由錦繡獅子會的馬汶靖獅兄奪得浄桿冠軍獎，本會

盃」高爾夫球賽已於10月10日假粉

尹國根獅兄奪得總桿冠軍獎。

嶺香港高爾夫球會圓滿舉行。當日參賽之獅友十分
踴躍，本會多位獅兄鼎力支持參與賽事。在馬清岳

恭喜!恭喜！比賽完畢後，由本會安排在球會餐廳

紀念盃賽事中，各參賽球手均表現傑出。賽事最後

設宴慰勞各位出席獅友，以感謝大家的鼎力支持。

十月份晚餐例會 暨 第四分域主席親善探訪
本會十月份例會定於10月24日假深水灣香港高爾
夫球會舉行，當晚很高興邀請到第四分域主席陳紹
聰獅兄蒞臨本會作親善訪問，並為獅兄們帶來一大
箱非常美味的長野縣葡萄給我們品嚐。
在此，非常感謝第四分域主席將多項區會的訊息帶
予本會，並於致辭時多謝本會對區會的支持，並鼓
勵獅友們繼續發揚獅子服務精神。

社會服務「香港潮商學校 - 小學學生與家長親子運動同樂日」
本會與紀利華木球會聯合舉辦「香港潮商學校-親
子運動同樂日」在11月2日順行舉行。
活動目的為一百二十多位香港潮商學校小學學生和
家長及少數族裔，提供一個親子家庭運動同樂的
機會。當日除了安排有多項不同的活動體驗，包括
有木球、草地滾球及網球外，亦邀請了多位專業教
練指導；同時亦提供有不同的專題攤位，如魔術表

演，記憶訓練及餐桌禮儀講座等。希望透過運動，
促進親子之間合作及溝通的機會，亦能與同組活動
的不同家庭互相認識，共度一個愉快的周末。在此
感謝會長蔡小平獅兄，第二副會長廖贊天獅兄及其
屬下小組成員悉心安排，同時亦多謝各位出席的獅
兄鼎力支持，使活動得以圓滿舉行。

十一月份晚餐例會
本會十一月份例會已於11月28日假深水灣香港高爾

享「香港的今天，明天」之主題，同時就近的日社

夫球會舉行，是次例會很榮幸邀請到國際風水命理

會運動及狀況分享討論。在此，多謝周栢森獅兄之

掌相大師陳淼先生蒞臨作演講嘉賓。為本會獅友分

悉心安排。

2019年11月至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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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荊
Bauhinia

獅 子會

會長
林嘉怡

第二屆兒童及青少年粵劇折子戲公開大賽

由

國際獅子總會中國港澳三○三區主辦、西九文化區戲曲中心合辦及粵劇發展基金資助的「第二屆兒
童及青少年粵劇折子戲公開大賽」，宗旨是期望透過這項比賽提高青少年對粵劇的興趣及提升水
平、發掘具有潛質的粵劇人材、弘揚中國傳統藝術，以及培養青
少年積極和正面的人生態度及樹立中國人的價值觀念。
初賽已於2019年9月14日於西九戲曲中心排演室舉行，決賽於
2019年10月18日在「電視廣播有限公司」TVB電視城舉行，順
利選出兒童及青少年的冠、亞、季軍。

順德秋日遊
在順德這個美食之都，我們享受了如陳村粉、倫教
糕、君安豬肉等當地著名美食。在風景如畫的逢簡
水鄉泛舟河上，大家都忘卻都市的煩囂，玩得不亦
樂乎。這兩天的行程充實豐富，大家都盡興而歸。

趁着秋高氣爽的時候，
紫荊獅子會的獅姐安
排了一次兩天的內地旅
行。我們早上乘高鐵從
九龍站出發至廣州南
站，車程大約四十六分
鐘，再轉乘車往順德。

感謝會長和陳少瑩獅姐統籌此次旅行。我們祈望明
年的另一次旅遊。

紫荊獅子會十月共聚晚膳
10月28日，朱秀英獅姐邀請各獅姐和獅夫於又一
村會所晚膳共聚獅誼。朱獅姐是紫荊獅子會創會會
員之一，她對獅子會愛護有嘉，對任何活動，都盡
量積極參與，實在是我們的典範。

香港東方之珠
Hong Kong Pearl of the Orient

獅子會

會長
劉少銘

資訊委員
陳訓典

香港東方之珠獅子會與水耕菜之成長

在

水耕菜主席Amy分配下，得與農圃道保良局
林文燦英文小學一班小學生合作，當然我們
香港東方之珠獅子會出資源，小學生出勞力，經過
一段時間的努力下，原本可以有收成，但因社會運
動延誤了數日。
2019年11月27
日，我們由會長
劉以銘帶同第二
副會長陳訓典、
第三副會長謝裕
彬，以及蔡永
傑獅兄、陳慧雄
獅兄，黃以銘
獅兄，江振嘉獅
兄，吳香倫獅姐及獅姐夫陳榮峻一同到達上述學
校，由班主任李老師帶引下認識了六位小朋友由
小學一年級至三年級，他（她）們指出了所種植水
耕菜，分開三大盆，十分青葱及壯碩，數目很多。
經過一輪拍攝及全體拍攝之後，小朋友立即拿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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剪刀，小心翼翼遂
棵剪下來，蔡獅兄
帶了十多個福袋，
分派下都有16-17
袋，受眾老朋友及
小朋友獅兄獅姐及
老師等都分派到，
各人都笑遂顏開，
並群體合影。
是次活動旨在支持年輕一輩多關心食物來源並使用
水耕方式宣揚環保理念。

屯門
獅子會
Tuen Mun

會長
梁鳳華

2019.10.19社區關懷顯愛心 - 阿太靚湯計劃啟動禮

本

港物價持續上升，日常生活開支亦隨之增

護老者提供一壺新鮮、有營養的湯水，藉此締造社

加，對收入有限的長者家庭而言，唯有節

會關懷互助的氣氛，及由義工關顧身體認知出現缺

衣縮食，購買不新鮮的食材以減少開支，喝一碗有

損的長者的身心狀況。

營養之湯水更是奢侈品。大型超巿或街巿商戶的食
材常按「每份」出售，令獨居或兩老家庭選購食材
時更受限制，或同一餸菜或湯水分開多天進食，造
成食物衛生問題甚或影響健康，人口持續老化，令
社會頻雙老照顧者，但對長者的支援有如杯水車
薪；兩老同住的個案越來越多——「要一個本身身
體狀況較差之老人家，去照顧更差的另一半」，照
顧時間久了，壓力過大，精神容易「爆煲」。因此
本會與香港中華基督教青年會柴灣長者鄰舍中心合
作，自八月起連續八個月，每月為有需要的長者及

2019.10.26惠州市 –耳聰工程
耳聰工程是針對耳病患者的大型公益慈善活動，
旨在幫助貧困耳疾患者解除病痛、恢復聽力，重
享「有聲世界」，重拾生活信心。從2005年至今
已在全國連續開展多次活動。惠州市第三人民醫
院於2015年將此計劃引入惠州，分別為6歲以下及
6～18歲具有一定語言功能的家境貧困兒童提供服
務，當中需進行人工耳蝸植入手術者，更可享受免
除住院費用、專家手術費等優惠。所有耳疾患者需
手術的均可免除專家手術勞務費，家庭特別困難者
還可申請善款救助。多年來屯門獅子會均大力支持
惠州巿的耳聰工程，先後捐款數十萬，本年度本會
再次捐款10萬元，希望能使更多的學童獲得幫助。

2019.11.2-3獅子會全港學生三人籃球賽
屯門獅子會本年度大力支持303區舉
辦的「2019獅子會全港學生三人籃球
賽」，共派出四隊參與工商團體盃的賽
事，其中屯門獅子會男子明星球HERO
A 在籃球甲一球星蔡再懃的帶領下，奪
得港澳303區獅子會三人籃球賽工商盃
冠軍，為屯門獅子會增光，而蔡再懃先
生亦贏得最有價值球員之獎項。

2019年11月至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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銀綫灣
Silverstrand

獅子會

（ 一 ）第 一 次 全 區 聯 合 晚 餐 例 會（ 暨 新 會 員 入 會 儀 式 ）

1

0月9日，區會假座香港會議展覽中心舉行的晚
宴，除了向前總監致敬之外，還有一項隆重儀
式：新會員入會。我們銀綫灣獅子會非常高興有兩
位實力非凡的新會員加入：
Lion Fanny Lee (李翠蘭獅姐）曾於澳洲修讀市
場學，並獲取國際認可專業形象顧問文憑。先後
在大機構任職市場總監，及知名企業/學府進行形
象培訓/演講等。Fanny獅姐有志於以專業服務社
會，入會之初，已準備為銀綫灣獅子會 「童夢創
未來」服務的青少年講解「餐桌禮儀」，豐富他們
多彩而優雅的人生。
Lion Hazel Wong (黃彩旋獅姐）是一位優秀的室
內設計師，今年創業，並希望加入本會後，為有需
要的受眾帶來多點溫暖。Hazel獅姐溫柔婉約、溫

暖如春日，在銀綫灣獅子會這個大家庭，一定可以
發揮閃耀暖暖的陽光。
Fanny 與 Hazel 兩位獅姐本是好朋友，相約10月
10日參加區會「新會員硏討會」，在硏討會聯合主
席馮炳壽前總監與我會前會長林修基獅兄指導下，
充滿正能量，在繁花似錦的獅子會服務路上，肯定
會有着意想不到的收穫。

左圖：新會員入會：Lion Fanny (前排右二），Lion Hazel (前排左
二）。右圖：新會員與保薦獅友Lion Gavin Liu (左二）

（ 二 ）踴躍參加區會活動、熱烈支持 13 分域主席 Lion Roy Yip
10月8日，區會「第二屆兒童及青少年粵劇折子戲
公開大賽」在TVB電視城舉行，我會的Sophia Ng
獅姐姊妹是粵曲高手，聯袂 Danny獅兄獅嫂專程
前往捧場。實質還有隱型高手在民間，他就是元海

「全港學生三人籃球賽」，會長Lion Stephanie (中）and
Lion Rick (左二）

11月7-11日，「第58屆東南亞獅子大會」。在起程
日，公務特別繁忙的第13分域主席Lion Roy 與會
長Lion Stephanie 都抱微恙，但他們抖擻精神，
仍幹勁十足服務社群，可敬可佩！

「兒童及青少年粵劇折子戲大賽」

獅兄。元海獅兄交遊廣闊，與不少當紅粤劇大老倌
相熟。有機會都想經元海獅兄問取仰慕的紅伶簽名
作為留念，也是極好的啊！
11月2-3日，「2019獅子會全港學生三人籃球賽」，
我們的會長Lion Stephanie榮任大會司儀，與銀綫
灣獅子會隊年青有為隊長Lion Rick Cheung，同
樣贏得一陣陣熱情的歡呼與掌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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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長鄧欣琪獅姐於東南亞獅子大會

會長
鄧欣琪

資訊委員
鮑少群

（ 三 ）銀 綫 灣 獅 子 會 的 精 彩 活 動 與 服 務 陸 續 華 麗 登 場
1）銀綫灣獅子會理事會暨例會會議：
10月24日與11月28日的例會，我們很榮幸分別邀
請到第13分域主席葉偉倫獅兄與第一副總監梁禮賢
獅兄親善探訪，介紹區會活動與分享服務心得，我
們獲益良多。對於兩位區會領導的讚賞與鼓勵，我
們深感榮幸，更是心花怒放。
非常感謝第13分域主席送給我們每一位會員珍貴
無比的禮物與祝福。葉偉倫獅兄事業家庭兩得意，
仍十分謙恭有禮、虛懷若谷，真是令人欽敬。他第
一位多謝的前會長是Lion Danny So，他猶記得這
些年來Lion Danny如何“幫助他、指導他，一樁樁
一件件仍歷歷在目，感恩有您！”，我聽來十分感
動。Lion Danny收到這盆「黃金不老松」一定笑
逐顏開啦！
每一盤精選的盆栽，含花語意義，葉偉倫獅兄真的
有心思，精挑細選：送Lion Primus是「文竹」
（我
翻閲書籍，知悉這代表很有文化與內涵解），正是
才人擅其能，好貼切；Lion Kathie——紫蘿蘭，
永遠忠誠；第13分域主席Lion Rosita ——金枝玉
葉，身份尊貴；Lion Rovena——繡球花，美滿團
聚；還有Lion Tony——仙人掌（又名華山掌），堅
強熱情；Lion Elizabeth——杜娟花，美好喜悅；
及送與會員
各 兩 包 種
子，期盼眾
獅友快點兒
開花結果，
順利當上會
長職位主持
會務；而現
屆會長的種
子，則由他
親手培植。
上圖：第13分域主席葉偉倫獅兄親善訪問，葉
偉倫獅兄(前排左三）與他送給前會長的美麗盆
栽。下圖：第一副總監梁禮賢獅兄親善訪問

2）
「童夢創未來」人生規劃服務計劃：
11月26日，銅鑼灣時代廣場「三希樓」，大會主席
Lion Stephanie召開第一次籌備會議。決定於12
月6-7日，於光明英來學校舉行開幕禮及一系列工
作坊，共六個不同主題。銀綫灣獅子會獅友會透過
導師的角色，幫助學生們了解自己的夢想，裝備自
己、積極人生。
3）第五屆「健康我話事@健康攻略」服務：
於10月14日、11月26日，在「三希樓」酒家已完
成第二、第三次籌備會議，12月11日將有第四次會
議。主席廖漢財獅兄、副主席元海獅兄對會議胸有
成竹，安排妥當。我們很期待12月15日（星期日）
在獅子會中學舉行的有關健康及康復的服務，包括
醫生講座、身體檢查、派福袋等，及與「活動之
星」當紅藝人李司棋小姐及多位受香港觀眾歡迎的
影視紅星，共度一個愉快的星期天。
4）
「銀綫榕光送暖心」（獨居長者服務）：
於10月28日，在旺角弼街「三泰私房菜」，主席
Bonnie Siu 獅姐、副主席Ada Lee 獅姐領導群
英，本來選定11月24日（星期日）上午帶同溫暖牌
湯水、探訪榕光社（黃大仙區）區內行動不太方便
的長者，下午為其他榕光社社友表演歌舞，並有醫
生講座。
後因有社
會活動，
恐怕有交
通阻塞，
為安全起
見，決定
改期。
「銀綫榕光暖我心」OC meeting

希望香港社會，雨過天青，天邊出現雙彩虹。

（ 四 ）銀 綫 灣 大 家 庭 喜 事 連 連 、 滿 堂 吉 慶
聖誕新年節日將近，我們銀綫灣獅子會，喜訊頻
傳，普天同慶家家歡樂。

銀綫灣獅子會會長鄧欣琪

2019年11月至12月

A dv ertis eme nt

隨着一位獅姐、一位青獅分別宣布於2020年仲夏
及初冬，是她們的花月佳期，同有幾戶大戶人家
「添孫之喜」、「添丁之喜」及「駿業宏開」之喜
等。我們齊祝賀。

祝賀準新娘子：覓得如意郎君！幸福快樂！
祝賀Lion Rovena and Sum 獅姐夫的孫女兒：快
高長大，聰明伶俐！
祝賀楊旭楠獅兄獅嫂：喜獲麟兒！弄璋之喜！
祝賀Lion Roy：商売繁昌，諸事成就！
恭喜！恭喜！
喜上加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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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珠
獅子會
Pearl Island

會長
宋寶瑞

第一次全區聯合晚餐例會

第

資訊委員
王小暉

- 向總監致敬

一次全區聯合晚餐例會於10
月9日假香港會議展覽中心

舉行，目的為表揚多位前總監過去
對區會的貢獻。當晚會長宋寶瑞獅
姐、上屆會長招幸嬋獅姐、陳蕙婷
獅姐、盧健茵獅姐、梁靜兒獅姐聯
袂出席。

「 校 園 ·環 保 ·水 耕 菜 」啟 動 禮 暨 工 作 坊
繼去年水耕菜種植獎勵計畫推出後，今年的環保服
務委員會再次推行這個有意義的計畫，為20間已
配備水耕菜裝置的學校找屬會配對支持。在10月
12日假獅子會中學舉行「校園 · 環保 · 水耕菜」
啟動禮暨工作坊，讓參與服務的屬會獅友和師生們
能彼此認識、學習更多環保和水耕種植技術，可
謂一舉兩得。活動由環保服務委員會主席張美娟
獅姐、王恭浩
總監及20位參

禮展開後，各參與學校將於指定日期前進行六次水

與計劃的屬會

耕菜種植，參與不同形式的比賽，競逐多個獎項。

會長主持啟動

明珠獅子會獲分配協助英皇同學校友會小學第二分

禮。水耕菜機

校。早前，會長宋寶瑞獅姐特意到訪學校與學生一

負責人劉星谷

同育苗。學生們對於初次種植無不雀躍興奮，小心

獅兄負責工作

翼翼將分配好的種子放入養植棉內，期望種子快高

坊講解。啟動

長大。

「半島情懷 60 載」
半島獅子會於 10月17日假瑰麗酒店舉辦「半島情懷60載」創會60周年暨女賓夕慈善餐舞會，場面熱鬧，
衣香鬚影。作為半島獅子會的子會，明珠獅姐們鼎力支持携眷出席慶賀。

兒童及青少年粵劇折子戲公開大賽

52

由國際獅子總會中國港澳三○三區主辦、粵劇發展

值交通安排困難，但在總監王恭浩獅兄和各區職員

基金贊助的「兒童及青少年粵劇折子戲公開大賽」

的帶領下，多位獅友聯同親友一起到場支持，令錄

經過一輪激烈的初賽後，最終選出了5隊兒童組和

影廠高朋滿座，氣氛熱鬧。明珠獅子會會長宋寶瑞

5隊青少年組進入總決賽，並於10月18日在TVB電

獅姐和上屆會長招幸嬋獅姐亦有在場打氣。一班年

視城進行決賽錄影。當晚大會邀請了民政事務局劉

紀輕輕的參賽者演出精彩，盡顯粵劇功架，獲評判

江華局長出任頒獎嘉賓。比賽雖然在晚上舉行又適

團一致讚賞。

November & December 2019

中區
Central

獅 子會

會長
鄭敏如

特稿得獎

2

018-2019年度《港澳獅聲》最出色獅聲特稿
獎獲獎者是本會肖革獅姐夫，他憑撰寫一篇「獅

子尋根之旅」，描述中區獅子會在2018年的11月中
旬去青島聯誼遊，因獅姐夫是青島人，他帶着我們
去探訪中山路1號，那兒是德國佔領中國時期在青
島建立的第一個俱樂部，為德國建築師庫爾特．羅
克格（Curt Rothkegel）設計，是德國青年派風
格，當時是德國上層人士的社交場所。1922年中

國政府收回青島後改作會員制的國際俱樂部，歷經
數十年的風雨，現址已經成為一家高級西餐廳。國
際獅子會於1926年（民國十五年）在北方外貿商
埠成立了美國之外的第三個地區的獅子會(天津及
青島獅子會)，當時會員以外籍人士居多，後因戰
亂，1949年國民政府遷去台灣，青島獅子會停止
了運作，而三〇〇區亦遷去台灣，港澳三〇三區就
是三〇〇區贊助創立的香港獅子會主會。

東南亞獅子會於2019年11月7日至10日於日本廣島舉行
本會由鄭敏如會長帶領，冼姵璇前總監、任兆華獅

食；遊覽了京都的伏見稻荷大社和天橋立，惜因車

姐夫，何麗貞創會會長，馮妙雲前總監，梁德君創

程太遠未能及時登山，錯過了美景！

會會員等一行6人提前在11月4日出發，先去大阪
遊數天。湊巧11月5日是冼姵璇前總監的生辰，鄭

最難忘的是任兆華獅姐夫拿了本年度第一期以國際

敏如會長為她設了一頓豐富的蟹宴，真是口福不

總會長伉儷為封面的《港澳獅聲》，讓國際總會長

淺！飯後會長更安排了我們在冼姵璇前總監的房間

親筆簽名呢！

開香檳和切生日蛋糕為她慶
祝呢！
在大阪期間，我們去了木津
卸売市場，嚐了整板的海膽
和最鮮的吞拿魚腩，跟着柯
黑門市場掃街，梁獅姐拿着
筷子，帶我們吃了不少美

2019年11月至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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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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香港中港獅子會遇上《黑魔后2》

今

個年度，本會除了原有的服務，並特設了
為SEN特殊學童之服務計劃。然而，今屆
的籌款活動將照往年一樣舉辦一場就職禮慈善晚
會，把相當部分的經費花在租用場地和飲食上，還
是更好地運用在服務上呢？會長張秀恩獅姐，經過
種種考慮後，決定以電影籌款的形式，同時邀請社
會福利署的低收入家庭出席欣賞電影，以少花錢多
做事的原則，讓籌款經費發揮最大的效用。從選電
影節目、場地、日期等，籌委會的成員都頗花費
了一番心思。最後，一致決定選址在新建商場K11
MUSEA，一個以獨特設計融合頂尖的藝術和文化
創意的全新體驗式購物藝術館，而電影也選定了當
時最新上映的迪士尼動畫電影《黑魔后2》。
在萬眾期待之下，這場電影籌款於10月19日掌聲
及歡悅聲下圓滿順利舉行。當日得到第一副總監梁
禮賢獅兄主禮、以及各位前總監、各位區職員、友
好會長及獅友的支持，小小的典禮廳濟濟一堂，充
滿了歡聲笑語，感受到大家對中港獅子會的支持和
鼓勵。亦多謝未能出席但亦慷慨贊助戲票予社會

福利署一班受眾有機會前往新建成之UA K11 Art
House 映院欣賞電影。當天，劇院裡座無虛席，
無論大小朋友，都津津有味地欣賞這場最新上畫的
電影，部分小朋友還表示自己是首次踏進戲院觀賞
大銀幕電影，這個體驗實在令他雀躍不已。更可喜
的是，自活動結束後，本會收到了來自各方面的正
面評論，受眾家庭亦非常感謝本會安排免費送出戲
票，而籌款方面亦獲得很理想的成績，非常成功。
所有收入將扣除活動開支後，撥入本會服務基金，
用作未來籌辦服務之用。本會承諾必定將得來不易
之善款用得其所，不負大眾所望，服務更多需要人
士，發掘社會容易被忽視的群體。

SEN學童親子同行 - 舒壓工作坊
每個孩子都是獨特的，特殊學習需要學童(如讀寫障礙、專注力不
足、言語障礙等)，他們的需求不盡相同，於學習及成長上也遇到
不少的壓力，根據「香港特殊學者障礙協會」的發現：「特殊學習
需要學童在成長過程中如充滿失敗經歷的人生裡，他們往往會變
得沒有自信、感到自己一無是處，對新事物不敢自我挑戰，也會
造成嚴重的情緒問題。」根據「特殊學習需要權益聯會」調查報告
指出：除了特殊學習需要學童外，學童家長要承受的壓力更不容忽
視，除要協助處理子女學習上的困難外，還要擔當照顧者的角色，
令有特殊學習需要的家庭處於壓力煲之中。超過一半特殊學習需要
兒童的家長的壓力指數達嚴重水平，而基層家長情況更為嚴重。
因此，本會於9月27日、10月4日、10月11日、10月18日及10月25
日一連5個星期五舉辦了藝術治療工作坊，期望透過繪本活動、靜
觀體驗、藝術活動及親子互動抒緩特殊學習需要家庭的壓力。為他
們帶來一次不一樣的體驗。

第七分域主席費志恩獅兄官式探會
感謝第七分域主席出席本會十二月份例會，探訪本會獅友，分享區
會及美國總會的最新動態，區會未來舉辦之服務，更友好地送上精
美水果禮盒予每位獅友，非常有心。會後，大家一同晚飯，歡悅地
共聚獅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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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華都

獅子會
Metropolitan Hong Kong

會長
陳紹熾

既開心而又增進友誼的曼谷之旅

本

會會長陳紹織獅兄於本年度其中一個重點
目標是增進獅友們的交流和友誼，為此於

2019 年11月14日至17日舉行了本年度的「華都曼
谷友誼之旅」。是次旅遊得到很多獅兄、獅嫂們參
與及支持。各人都懷着非常興奮的心情參與每個行
程環節，包括品嚐多間聞名亞洲的特色美食餐廳，
嚐盡美味佳肴。會長亦貼心安排了各獅友遊覽多個
亞洲最大型的主題購物中心，動物園以及水上市場
等等。行程多姿多彩，節目令大家目不暇給。「華
都曼谷友誼之旅」帶給所有參與是次旅行的獅兄及
獅嫂們一個愉快的旅遊體驗及樂趣。

11月份理事會
2019年11月23日，本會在天后「阿翁小館」舉行
2019-20年度第四次理事會，我們很榮幸邀請了
第二副總監梁麗琴獅姐及第二分域主席黃偉良獅兄
親善探會，出席的還有我們母會 - 港島獅子會會
長顏子豪獅兄及新民獅子會指導會長何銳祺獅兄。
我們在會上討論了未來的服務計劃及方向，當中包
括即將和第六分域合辦的聯合服務 - 「護眼知多
少」。第二副總監梁獅姐亦為我們分享了區會在資

訊科技項目上的最新發展，並詳述了將在2020年
2月2日舉行的「獅子會新春大運慈善跑」暨「港
澳獅子服務日嘉年華會」活動，呼籲獅友們積極參
與。本會會長陳紹熾獅兄當晚特別安排了當時得令
的大閘蟹讓各位嘉賓及獅友獅嫂們品嚐，並預備了
生日蛋糕為梁獅姐及一眾獅友壽星賀壽，場面氣氛
溫馨親切。

2019年11月至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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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鑽石
獅子會
Diamond Hong Kong

會長
李淑娟

1 0 月 1 2 日 「 校 園 ·環 保 ·水 耕 菜 工 作 坊 」

當

天本會參與一個由環保服務委員會主辦的
(校園·環保·水耕菜）工作坊。今年有19個
屬會配對一間已有水耕菜裝置設備的學校。當天在
葵芳的獅子會中學舉行工作坊啟動禮，透過活動工
作坊，讓同學、老師和獅友了解整個水耕菜種植過
程。啟動禮後，學校師生們有連續六造的水耕菜種
植，屬會獅友的任務是關懷、鼓勵學生、並跟進種
植日期。
更為了鼓勵同學努力耕耘，獲得好收成，計劃初步
訂四月中旬舉行耕種成果分享會，選拔獎勵出色的
同學、學校和屬會。本會在工作坊中學取很多水耕
菜知識，以及將所需物資預留給所配對學校。
希望本會能與配對學校通力合作，種植出最好的水
耕菜。

10月19日「保良局劉陳小寶長者地區中心-長者服務」
當天本會在保良局劉陳小寶長者地區中心舉行一個
長者服務。此長者地區中心目的是協助長者留在
社區安老，並過着健康、受尊重及有尊嚴的生活。
當天本會好榮幸邀請到第二副總監梁麗琴獅姐擔任
主禮嘉賓，第三分區主席冼健岷獅兄及第八分域主
席簡榮耀獅兄擔任大會嘉賓。另外，更邀請了新界
東獅子會會長，錦繡獅子會會長及油尖旺獅子會會

長幫手，十分感謝！
當天的節目十分精彩，包括口琴三人組為我們表演
口琴，精彩扯鈴表演，長者一齊估歌名，粵曲及流
行金曲獻唱，讓衆多長者出來跳舞，十分投入，歡
樂笑聲響個不停，大家度過一個喜樂的早上。最後
本會亦贈送福袋給每位長者，他們都很開心收到本
會的福袋。

11月2日「香港鑽石獅子會慈善電影籌款」
當天為香港鑽石獅子會一年一度的慈善電影籌款。
活動假座尖沙咀梳士巴利道18號L4 (K11Art House
UA Cinema (no.9) ）舉行。電影名稱為「我和父
親的Final Fantasy XIV」，故事講述一對父子用從
未見過如此别開生面方式去談及父子關係。
當天有很多嘉賓到來參與本會的慈善電影籌款，包
括總監王恭浩獅兄、第二副總
監梁麗琴獅姐、GLT區協調員
陳毅生前總監、GST區協調
員馮妙雲前總監、第三分區主
席冼健岷獅兄、第十六分域主
席梁偉宣獅兄、第十七分域主
席陳漢文獅兄，在此本會十分
感謝各位善長仁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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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會將這次慈善電影籌款的所有門票收益，扣除
開支，全數用作本會繼後服務之用。
這次慈善電影籌款能夠順利舉行，有賴本會創會會
長鮑幗潔獅姐和今屆會長李淑娟獅姐帶領本會眾獅
兄、獅姐一齊籌備。希望將來每年都有這樣好的成
績。

香港青馬
Tsing Ma Hong Kong

獅子會

會長
何國亮

資訊委員
陳中正

2019獅子會全港學生三人籃球賽

由

國際獅子總會中國港澳303區主辦的

「獅子會三人籃球賽」已是全港同類型賽事中規模

「2019獅子會全港學生三人籃球賽」將於

最大，吸引很多在學年青人參與。以體育精神和努

11月2-3日於筲箕灣官立中學舉行，是次活動由25

力鍛練來提升自我，力争上游，發揮團體力量，非

間獅子會聯合主辦，19間獅子會協辦、4間愛心屬

常值得提倡和支持。

會支持和各方鼎力參與，及第四次與香港籃球總會
和康仁體育會合作，今年並獲民政事務總署成為全
力支持機構。現年舉辦第四屆比賽，包括學生盃、
工商盃及獅子盃，各組別參加情況熱烈，參加人數
更創歷年新高共230隊，合共超過1000人。
青馬獅子會作為合辦單位，也組織了3隊參賽工商
杯。今年參賽隊伍數目和水準都比往年提升不少，
青馬隊共力戰7場，4勝3負，複賽階段止步，雖敗
猶榮。

渠務署沙田污水處理廠設施參觀及環保體驗團
10月26日由第十六分域主辦的聯合服務「渠務署
沙田污水處理廠設施參觀及環保體驗團」，在第十
六分域梁偉宣獅兄帶領下，五會——青馬，亞洲，
圓方，百盛，摩星嶺獅友齊心協力，帶同數十位低
收入家庭兒童參觀了設備完善之沙田污水處理廠，
了解到箇中原理和環保之重要性，上了寶貴一課。
之後，大會還款待小朋友到白石燒烤場進行午膳，
過了一個愉快的一天。

赴日參加「花泉獅子會成立50週年慶典
10月11-15日由會長何國亮獅兄率領青馬獅友及獅

會成立50週年慶典」。期間，在10月12至13日更

嫂共31人，一同遠赴日本岩手縣參加「花泉獅子

受到颱風海貝思的狂風暴雨影響，導致交通受到阻
延。感謝兩位精通日本語的王乾麟獅兄及林沙文獅
兄，全程日語翻譯及細心安排行程，縱然天氣問題
行程需要不斷更改，眾獅友獅嫂仍然享受每個活
動，令青馬大軍無懼風雨，完成使命。此行是青馬
獅子會第四次遠赴日本參加「花泉獅子會」的慶
典，雖然結盟會位處偏遠，大家也不常聚會，但感
情依舊融洽。

2019年11月至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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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千禧
獅子會
Hong Kong Millennium

會長
吳英兒

獅心賀聖誕獻保良

2

019年12月6日，香港千禧獅子會舉辦了「獅
心賀聖誕獻保良」，一衆獅友們邀請了第一

副總監梁禮賢獅兄、第二副總監梁麗琴獅姐、GST
區協調員馮妙雲前總監、第二分區主席黃偉良獅兄
和第五分域主席冼兆龍獅兄一起到了保良局總局探
訪家社的小朋友。是次愛心活動得到保良局總理顧
東華先生、湯振傑先生和經理石錦鴻接待，而且當
天我們也順帶參觀了保良局博物館。保良局總局共
有三個家社，每個家社分別有16位小朋友，年齡由
4至8歲。小朋友非常之天真活潑，他們還表演唱
歌，使我們和小朋友預早歡度快樂聖誕。在這次活
動中，香港千禧獅子會捐贈了5萬港元和書券給保

對婦孺之教養依然無缺，且更增收無依，使免於飢

良局作為一點心意。

寒。及至香港重光，人口逐漸增長，保良局之收容
範圍亦日漸擴闊，同時增善設備，加強留局婦孺之
工藝訓練。
60年代中期，由於社會形態的轉變，保良局的服
務由局內擴展到局外，並作多元發展，無論是兒童
住宿、日托、教育或弱智康復等均有顧及。為應時
需，政府於1973年重新修訂保良局規章，以取代
前規，准予擴大服務範圍，除增善原有的兒童福利

19世紀末，香港及東南亞一帶地區，經常發生誘拐

服務外，更銳意興學育才；後又獲政府撥地興辦渡

婦孺、逼良為娼、販賣人口的事情。1878年11月

假營，創康樂服務之始。至80年代，再增辦老人

8日，東莞縣盧賡揚（禮屏）、馮普熙（明珊）、

服務。時至今日，保良局已經發展成為一個多元化

施笙階、謝達盛等僑商遂聯名上呈當時的港督軒尼

的龐大社會服務機構，提供高質素的社會服務，包

詩爵士，要求組織「保良公局」，1880年5月正式

括社會福利、教育、文化及康樂等，以配合社會需

獲港督批准。「保良局」的「保良」二字，指保赤

要。

安良的意思。初期的工作為防止誘拐，保護無依婦
孺，並協助華民政務司調解家庭與婚姻糾紛。隨著
香港社會的轉變，現已成為一個龐大的社會服務機
構，提供優質多元的服務。
至20世紀30年代末，政府厲行禁娼，實施禁止蓄
婢條例，本港誘拐之風漸減。隨着日本侵華，大量
難民湧到香港，婦孺無依、被虐待及被遺棄等的社
會問題隨之而來。在這段時期，保良局的工作範圍
轉以收容教養與技能培訓為主。後香港淪陷，本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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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稿：洪永如

維港
獅子會
Harbour View

會長
余綺敏

拜訪東區及灣仔區社會福利專員

每

年的獅子年度開始，本會都會專程拜訪東

利辦事處會議室順利完成。當日本會十分榮幸獲東

區及灣仔區社會福利署東區專員及副專

區及灣仔專員以及副專員一同出席會面，而本會出

員，希望能加強二會的合作及聯繫並順道商討來

席的獅友包括：會長余綺敏獅姐、創會會長馮翠屏

年合作計劃，

獅姐、第一副會長蔡雪亮獅姐、第二副會長冼詠珍

而本年度的拜

獅姐、義務秘書林秀甜獅姐以及獅友吳彥霖獅姐。

訪亦已於2019
年10月17日下

各獅友與社署同事除了作友好問好外亦詳細討論了

午假香港北角

多項服務的建議，來年希望能加強關懷少數族裔、

社會福利署東

老人服務、認知障礙以及洽談二會安排地區學生參

區及灣仔區福

與獅子活動。

香港乳癌基金會「乳健同行2019」
區會大力支持的香港乳癌基金會「乳健同行」活動已於2019年10月27日在太平山山頂圓滿舉行。本會報
名出席的獅友包括：會長余綺敏獅姐、前會長陸詠儀獅姐及母親、獅友蔡雪亮獅姐、林秀甜獅姐及吳彥霖
獅姐，各獅友除了出席支持是項慈善項目外並沿路漫步山頂，欣賞優美的風景，共度一個愉快星期天。

第58屆東南亞獅子大會 日本-廣島
2019年11月7-10日，第58屆東南亞獅子大會已於

們能有機會認識其他國家的獅子慈善活動，交流文

日本廣島舉行。本會將有五名獅友報名出席，其中

化，非常有意義。

包括：會長余綺敏獅姐、前會長兼本
年度第八分域主席簡榮耀獅兄、獅友
姜小榮獅姐、熊繼周獅姐及吳彥霖
獅姐。
全東南亞的獅友聚首一堂，互動聯
誼，增加了解、培養獅情，亦讓獅友

國際獅子總會第二副總監
梁麗琴獅姐親善拜訪
本會第四次例會中十分高興邀得本年度第二副總監
梁麗琴獅姐作親善拜訪，友好的拜訪加強了互動，
亦令本會獅友能更了解區會本年度的服務方向，親
切的笑容加上輕鬆的講解，使到本會獅友能深深地
感受到第二副總監的及熱誠以及實幹的態度。最
後，會長余綺敏獅姐亦特意送上感謝狀以作答謝！

2019年11月至12月

59

香港特區中央
Center Point H.K.S.A.R.

獅子會

天生我材必有用 第一屆十大傑出關愛學生選舉新聞發佈會

本

會於2019年10月29日下午假灣仔利東街中
庭舉行了第一屆十大傑出關愛學生選舉新聞
發佈會。十大傑出關愛學生選舉是香港首度舉辦的
表揚輕度智障學生的選舉，共邀請了17間特殊教育
學校參與。本會十分榮幸一共有超過50位會長及10
位區職員出席，在此感激各位會長及區職員的支持。

發佈會中，有社會各界人士分享輕度智障學生或員
工的在校表現及在職表現。例如協康會區域經理莫
惠霞表示：「雖然其學習能力未必很強，但他們十
分單純及能夠專注完成工作，且有責任心，每當收
到獲指派的工作，會較一般人在乎及緊張，盼望自
己做得好。」

是次選舉有五大目的：

本會其後會陸續公佈十大傑出關愛學生選舉的其他
活動，期望社會各界密切關注。

一. 提升社會關注度
現今社會中的「十大傑出」選舉當中，未有輕度智
障學生選舉，故此是次服務是為了提升社會對輕度
智障學生之關注度。
二. 提升社會對輕度智障學生的認知及支持
是次計劃會邀請大型商會或機構作評審，亦會有傳
媒高度關注，故此能提升社會對他們的認知及支
持。
三. 幫助他們投入社會工作
透過此計劃，吸引商界支持，增加輕度智障學生畢
業後之就業機會。
四. 幫助他們建立自我價值
透過獎項及義工服務提升輕度智障學生之自我認同
及自信心，給予他們機會展示其照顧他人的能力，
透過工作坊提升其個人能力、充實其社會經驗及培
養生活技能。
五. 作為其他輕度智障學生的動力或目標
鼓勵輕度智障學生積極投入社會，並成為其他學生
的良好榜樣。

特區中央喜事多，優秀成員添多個
11月21日，是第十二分域主席李垣錦獅兄的兒子李
昶承的百日宴。眾多獅友，包括區職員、各分會會
長及獅友皆前來祝賀昶承百日之喜。大家一同享用
晚宴及參與遊戲，在一片歡聲笑語之中為昶承慶
祝。大家祝願昶承健康成長，長大後成為充滿獅子
心的社會棟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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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長
周靄儀

資訊委員
利昶儒

蟬聯冠軍 絕非僥倖
「2019獅子會全港學生三人籃球賽」於11月2-3日

們進一步互相認識，促進了彼此友誼；更令大家從

舉行，本會由第一屆開始已經非常支持這項比賽，

比賽中學到成功的秘訣之一──永不放棄的精神。

今年更作為合辦屬會之一。
本會派出8位獅友組成兩隊獅子會盃賽隊伍，及派
出8位青獅組成兩隊工商團體盃賽隊伍。大家化身
為灌籃高手，以熱情及汗水，作戰到最後一秒鐘。
本會最終排除萬難，成功衛冕今屆獅子會盃冠軍。
感激區會舉辦此極具意義之服務，除了讓參加者多
了舒展筋骨的機會，促進了身心健康；亦令球員

生命無價，願君珍惜眼前人 愛共聚照顧者大型活動之生命歷情體驗
本會於10月3日舉行「愛共聚照顧者大型活動之生
命歷情體驗」，此服務是由本會聯同本會獅友之個
人公司與肺積塵互助會合作，一起服務肺塵病患者
及其照顧者。
服務當天，本會獅友與肺積塵互助會之義工一同與
肺塵病病患者及其照顧者於酒家午膳，獅友與義工
們亦從中了解受眾們的日常生活和辛酸。

體驗活動過後，大家圍圈而坐，一同回想剛過去的
體驗環節，反思自己的人生：有沒有甚麼遺憾呢？

服務結束後，
無論授眾抑或
受眾，都加深
了 對 珍 惜 時
間、珍惜身邊
人的領悟，對
人生有了另一
種體會。

A dv ertis eme nt

然後，大家一同前往賽馬會「生命‧歷情」體驗
館，進行生命歷程體驗。體驗的內容包括生、老、
病、死，和各種的意外事故。

有沒有甚麼說話想跟至親至愛說呢？如果能回到過
去，您會想如何度過您的人生呢？既然知道不能回
到過去，您應該如何善用餘下的每分每秒呢？分享
過程中，有獅友、義工和受眾們禁不住流下兩行清
淚，承認自己尚有很多遺憾，尚有很多心底話未跟
至親至愛表示……

2019年11月至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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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亞洲
獅子會
Hong Kong Asia

會長
憑小玲

香港亞洲獅子會獎學金

本

會自2004年至今於香港中文大學新亞書院設立的『香港亞
洲獅子會獎學金』，每年都會頒贈奬學金予成積優異、積
極參與社會服務之同學，本會會長馮小玲獅姐於2019年9月27日
出席新亞書院70周年校慶暨獎學金頒獎典禮，獲頒獎學金的同學
共有九位，領取獎學金合共二十三萬元。

十一月份午餐例會
第十六分域主席梁偉宣獅兄探訪
本會十一月份午餐例會，已於2019年11月11日假灣
仔君悅酒店舉行。例會邀請了精神科醫生談家樂醫

何文田
獅子會
Ho Man Tin

會長
林家權

資訊委員
黃毅超

愛心靚湯到愛華

靜觀耆變減壓樂

獅友遊船一聚

日期：10月12日(星期六)
時間：下午1時30分至3時30分
地點：柴灣愛華耆樂中心
香港柴灣柴灣道100號5樓

日期：10月12日(星期六)/
11月2日及23日(星期六)
時間：下午1時30分至3時30分
地點：柴灣愛華社區中心

日期：11月10日(星期日)
地點：尖沙咀碼頭出海往長洲

當

由何文田
獅子會和
心靈力量
合辦，「靜
觀耆變減
壓樂」為
20位被照
顧者家庭
成員提供
多次連續
精神減壓
活動，於
柴灣愛華
社區中心舉行，由Rickee導師以
輕鬆有趣的風格帶領獅友們一同
身心舒展，心情舒緩心得，令參
與家庭樂在其中與導師及獅友打
成一片，報名反應非常熱烈！參
加過的家庭都異口同聲地讚好並
連續參加，活動中真的達致助人
自助！

日以「我們服務」的獅子
精神引領獅友們及熱心的
年青人，親自選購新鮮食材烹調
50份的愛心靚湯，邀請到社區
內30位老友記來臨中心享用，
然後再將另外20份送到村內的
老友記家中。
而過往定期都會舉辦同類型活
動，籍着活動將愛心與關懷再次
融入社區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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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為演講嘉賓，講題為『精神健康你我他』。談醫
生以其博學多才及專業知識，與獅友分享及講解，
令與會者獲益良多。今次例會亦得到
國際獅子會總會中國港澳303區第十
六分域主席梁偉宣獅兄蒞臨探訪，實
感榮幸。第十六分域主席扼要地簡介
區會本年度的政策及服務計劃，令獅
友們更加深入了解區會的運作及目
標，獲益良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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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中醫邀請「獅友遊船一聚」，
事前準備好遊艇，美食及餐飲。
在風和日麗的天氣下，吹着微微
柔和涼風，在海岸上互相分享生
活點滴，加深彼此認識。當天有
新青獅加入，由許世光前總監獅
兄於船上舉行監誓儀式，薪火相
傳令人鼓舞。
其後遊艇泊岸探訪居住長洲獅
友，遊覽景點及講述當中歷史，
於玩樂中增長知識。今次出海既
有意義，又可於繁忙都市生活
中，忙裡偷閑輕鬆一番。

香港新民
Hong Kong Citizens

獅子會

會長
江瑩瑩

資訊委員
陳嘉聰

香港青少年培育會之行：總有出頭TEEN

「香

港青少年培育會」多年來一直致力

原因，於西營盤創立「金記冰室」，由最初只有十

照顧有需要的青少年，提供包括教

個座位，自已親身朝七晚七的工作，到兩年後如何

育和院舍服務。而「稻苗學會」是餐飲業界唯一以

開設第一間分店，然後第二、三間…終於在餐飲界

專業及學術發展為本的專業機構，兩者似風馬牛

找到出頭天，徐先生都一併娓娓道來。當日出席的

不相及，但在新民創會會長李敏兒獅姐的穿針引

學生約有六十多人，聽着聽着，好像都被徐先生的

線下，新民獅子會眾獅友及稻苗各義工於10月30

拚搏精神所打動，畢竟徐先生自已也是一個八十後

日，在培育會南朗山會舍為同學舉辦了一個名為

的年青人。

「總有出頭TEEN」的綜合服務，聆聽同學的就業
疑問，介紹餐飲業的發展機會。

今次服務，感謝錦繡獅子會馬汶靖獅兄，和平獅子
會廖麗心獅姐及鑽石獅子會李淑娟獅姐撥冗光臨，
並且連同稻苗義工，跟學生分組討論，分享自身的
職場經驗。有同學提及自已學歷不高，担心將來未
能找到適合自已理想的工作。而稻苗義工們，則全
是資深的餐飲從業員，多以本身行業為例，鼓勵同
學，從事任何行業，必須有心和有專注力，如在餐
飲業，能用心做出一款菜式，得到食客讚賞，那種
滿足感，實比花時間去吃喝玩樂大得多。當日獅友
們、稻苗義工、學生、老師和社工坐滿了整個學校
禮堂，大家熱烈討論，一同燃起了同學心中對未來

徐汶緯先生和新民獅友合照

的期盼。

「稻苗學會」主席徐汶緯先生且親身說法，把自已

稻苗義工更是三句不離本行，為大家預備了豐富的

由中三綴學開始，如何找到餐飲業工作，作為自

下午茶餐，同學在得到行業的實用資訊外，兼且大

已人生的目標，入行後如何由學徒做起，不怕「蝕

快朵頤，有同學還十分有興趣地追問，這些美味的

底」，排除萬難，先後經過兩次創業失敗，再檢討

食物是如何炮製出來的呢？

新民獅友

稻苗學會義工

2019年11月至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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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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舞蹈/音樂治療的成果

自

2018年開始，半山獅子會被「勵智協進會」的
父母會員打動了，開展了一段不解緣。

往年透過獅姐們的努力，在新春盆菜宴籌集了足夠資
金，資助了一項以「舞蹈治療及音樂治療」為主的服
務項目，成效顯著。今年的十一月，有幸被邀請成為
他們三十周年慶祝活動的座上嘉賓，欣賞了會員的舞
蹈表演和分享他們點滴回憶。
午餐會並沒有刻意把嘉賓們安排於同一餐桌午宴，反而安排了我們半山獅姐同桌於兩個會員家庭中。雖
然短短2小時相處的時間，但這個安排，卻讓我們更明白智障小孩家庭的情況及他們所需的協助。
在我而言，我卻有更深的體會。兩位同桌的智障會員（其實應該已是二十多歲青年），一個很安靜，像活
在自己空間，另一位會像小孩般撒嬌、吵鬧、大叫，把自己衣服全弄濕了。我看在眼裡的，卻是媽媽的
耐心和愛心，爸爸循循善誘的管教。然後，有義工走過來關心，他們就像一家人。我們雖幫不上忙，卻
上了寶貴的一課，每位獅姐心中都被感動了。
其實與特殊孩子在一起不用害怕，人之初性本善，每個小孩品性都非常善良，目光堅定的跟他們對望，
從他們的眼睛中能感應對方，慢慢建立信任，你會發現一種很單純的交流。當中，也許就像一面鏡子，
會看到自己，從他們身上，反映了自己，他們就像一位
老師，從交流體驗中，讓你對自己有所學習。
圖中，你會看見他們舞蹈表演情況，當中他們被鼓勵被
認同，亦見到有互相尊重和合作精神，舞蹈、音樂治療
成效被大家所確認，唯香港專業的導師不多，收費也頗
高，半山獅子會的獅姐卻認為，我們應該繼續支持這項
目，為社會這一群體帶來更多溫暖。

書包圖書館的最後準備
十多位獅姐拿起剪刀膠紙包書膠，把240本圖書整理好，為香港
聖公會麥理浩夫人中心設置的書包圖書館作最後準備。
我們曾經用相對較昂貴的價錢，向供應商購買整一套圖書，後來
發展到現在，我們由揀圖書、買圖書、包書、訂造書櫃、訂造書
包，一條龍由半山獅姐包辦，成本自然減低了好幾倍，當然工
作量不少，當中亦有難度，但卻體現了半山獅姐的合作精神，
「We Serve」精神。
在這3小時的包書過程中，我們像回到小時工廠流水工作間，懷
舊歌伴隨歡笑聲，度過了一個難忘的下午。期待麥理浩夫人中心
的小孩，也能在圖書中，感受到我們的歡樂和關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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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界東

獅子會
Hong Kong New Territories East

會長
陳綺雯

資訊委員
曾明亮

新界東 服務大家 繁衍歡樂 關愛共融

環

境保育是對下一代以及全球人類作岀的生態
救援重要行動，新界東獅子會參與國際獅子

總會中國港澳 303 區區會籌辦的學校水耕種植指導
工作坊，於葵涌獅子會中學舉行「校園、環保、水
耕菜」工作坊活動是向同學們講解水耕技術，及適
合簡單家居水種植的條件，讓下一代了解環保是生
活的選擇，而且可以自動成為保育大自然生態一份
子。
「乳健同行」一直是香港乳癌基金會一年一度的旗艦
籌款活動，至今已連續舉辦了 14 年。香港乳癌基
金會是本港首個專注以消除乳癌威脅為目標的服
務，並且是非政府資助慈善組織。藉此提高各界人
士對乳癌的關注、認識、及早發現和及早治療的重
要性；也幫助乳癌患者踏上康復之路；支持有關本
地乳癌的研究，倡議改善乳癌治理。本會亦於十月
二十七日當天，齊心為有需要幫助及受關懷的乳癌
病患者或康復者打氣。活動當天慶幸天公作美，在
更歡樂、更暖心的氣氛中完成籌款。

探訪香港盲人輔導會
新界東獅兄獅姐熱心籌辦另一有意義的慈善活動——探訪
香港盲人輔導會，於十一月三十日在九龍盲人安老院西翼5
樓，服務约七十八位年紀較大的嚴重視障院友，並以「獅
心關愛顯光明」為主題，營造歡樂氛：唱歌、估歌仔、表
演魔術、估麻將，令每一位参與者感受到温暖和關愛，在
结束前派贈福袋更添一層厚意。從長者面上的笑臉表現令
應邀參與的第一副總監、十多名前來支持的會長、獅友、
青獅、院長、院士、義工都享受成功的喜悅。院長更親函
感謝，並誠邀我會明午或經常性探訪她們，一直延續歡樂
給大家。

2019年11月至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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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壽臣山
獅子會
Hong Kong Shouson Hill

會長
鄺國威

「世界骨質疏鬆日 2019 之 護骨防跌免骨折」

香

港 壽 臣 山 獅 子 會 和「 香 港 中 文 大 學 賽 馬 會 骨
質疏鬆預防及治療中心」合辦的「世界骨質疏

鬆日 2019 之護骨防跌免骨折」，已於 2019 年 10 月
20 日（星期日）在威爾斯親王醫院公共衞生學院大
樓順利舉行。大會喜獲「香港骨質疏鬆基金會」會
長梁萬福醫生、「食物及衞生局」局長陳肇始教授、
「國際獅子總會中國港澳 303 區」第一副總監梁禮
賢獅兄及「國際獅子總會」前國際理事文錦歡獅姐
擔任主禮嘉賓及致辭，令活動生色不少。本會今年
已 是 連 續 第 三 年 獲 邀 與 中 心 合 辦「 世 界 骨 質 疏 鬆
日」，場面盛大，活動非常成功。

動能加深長者對骨質疏鬆及血壓的認識。因此，當
日除了有星級醫生教授深入淺出講解相關課題之

本港人口老化問題愈見嚴重，相信骨質疏鬆的情況

外，大會還特別開設總共 16 個櫃檯，即時替 500

會愈來愈多，即使現時有藥物可減少骨質流失，但

多名受衆進行「骨質疏鬆」篩檢和檢測，另外更向

預防骨質疏鬆的工作仍十分重要，大會期望今次活

有需要的人士提供免費跟進。為方便受眾出席活
動，本會安排了共七輛旅遊車免費接載受眾到達及
離開會場。當日節目非常豐富，除了由本會多才多
藝的獅友合力演出的娛樂環節外，還有有獎問答遊
戲。在活動完畢時，所有受衆均獲贈送含有豐富禮
物的福袋，令他們滿載而歸。
香港壽臣山獅子會近幾年過去四次世界骨質疏鬆日
的活動，總服務人數已超過 2000 人，實在令人鼓
舞。我們希望透過這類服務，令社區關注「骨質疏
鬆」，並將健康的訊息廣傳。

「獅子會全港學生三人籃球賽 2019」
「獅子會全港學生三人籃球賽 2019」已於 2019 年 11
月 2-3 日假筲箕灣官立中學圓滿舉行，今屆無論在
參賽人隊伍及人數方面都打破過去幾年的紀錄，3
大組別加起來總共超過 230 隊，場面非常熱鬧。今
屆男、女子 U18 的冠軍隊伍更會代表香港出戰 12
月的「港澳埠際三人籃球賽」及明年上半年舉行的
「大灣區三人籃球友誼賽」。全港學生三人籃球賽鼓
勵香港年青人以運動強身健體，以球會友。本會有
幸作為合辦機構之一，非常開心見到各位年青人為
運動競技、為理想而奮鬥。而本會獅友，國際獅子
會總會中國港澳 303 區第二分域主席沈顏獅兄、本
屆會長鄺國威獅兄和獅友蘇慶倫獅兄亦有落場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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競逐獅子會盃，大家非常投入賽事當中，過了一個
愉快的周末。

香港太子
獅子會
Hong Kong Prince Edward

會長
張少華

資訊委員
黃淑貞

第一次全 區 聯 合 例 會 - 向 前 總 監 致 敬

2

019 年 10 月 9 日，在灣仔會議展覽中心舊翼會議廳舉行「20192020 年度第一次全區聯合例會 - 向前總監致敬」，本會有 12 位

獅友出席參加，當晚致敬儀式莊嚴隆重，晚宴場面熱鬧，獅友們對前
總監的貢獻感到萬分敬意。

樂民愛心關懷聯歡會
2019 年 10 月 31 日，本會到香港聖公會樂民郭鳳軒
綜合服務中心探訪長者，舉辦「樂民愛心關懷聯歡
會」，在張少華會長及羅仲昭義務秘書的細心安排
下，本會共有 11 位獅兄獅姐一同參與服務，獅友們
齊心合力入福袋，
並預備了有奬問答
遊戲及歌唱表演。
當天約有 100 位長
者齊集禮堂，雖然
已年過 70，有些
更是 80 歲以上，

香港深水埗
Sham Shui Po Hong Kong

但仍然活力十足，今次已是第 3 次探訪，所以都有
點熟悉，大家談笑風生，閒話家常，跟着就正式開
始遊戲活動：首先是音樂傳球答問題，然後是猜謎
語 IQ 題，接着由獅友唱歌表演一些懷舊金典，老
友記都有所共鳴，全情投入好開心一起拍手和唱，
之後獅友們為每一位長者送上福袋以表心意，大家
都開心盡
興，在一
片歡樂聲
中度過了
愉快的中
午。

獅子會

會長
陳振文

高爾夫球獎
繼陳立銓獅兄獲獎後，本會吳百禮獅兄再次獲獎。林海涵高爾夫球比賽於
十一月六日在粉嶺伊甸高爾夫球場舉行，是日風和日麗，藍天白雲，正是香
港打高爾夫球的最好時節：我會的吳百禮獅兄正正是感受着這美好的天氣，
在最後一洞打出一記最遠距离的揮桿，完成十八個洞後更以 86 桿的成績贏
取到淨桿冠軍，確實是可喜可賀！感謝前總監林海涵獅兄的贊助及各位參與
的獅兄獅姐！

東南亞獅子大會
第五十八屆東南亞獅子大會於 2019 年 11 月 7 日至

日下午於日本廣島綠色競技場盛大開幕。深水埗獅

11 月 10 日，在日本廣島舉行，亦在日本時間 11 月 8

子會會長陳振文獅兄有幸出席是次活動，在行程中
亦安排了參觀象徵和平的廣
島原爆遺址。會長陳振文獅
兄亦表示十分高興可以與區
職員，各屬會的會長有機會
聯繫獅誼，並希望下屆可以
再次參與如此有意義的活
動。
2019年11月至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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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新時代
獅子會
Hong Kong New Era

會長
余家偉

姊妹會結盟儀式

10

月 4 日至 6 日，本會 5 位獅友一起到赴台灣，出席與國
際獅子會 300A3 區台北市領航獅子會的結盟儀式，經

過舉行隆重的授證典禮，兩會正式簽約成為姊妹會。感謝前國
際理事文錦歡獅姐和台北 300G1 區前總監戴美玉獅姐兩位的穿
針引線，協助我們兩會締結獅誼，也感謝台灣一眾獅友幾天的
熱烈招待，讓我們感受到台灣人的熱情，幾天的時間雖短，但
相處卻已經像一家人，真的期待快點可以再與台灣獅友在香港
見面，讓我們也一盡地主之誼。

澳門黑沙獅子亭完工
10 月 5 日，上年度本會與其他分會共同捐助修葺的澳門黑沙獅子亭完工，並進行了開幕儀式。

獅子會中學電競體驗日
10 月 19 日，本會舉行了大型的服務計劃，於獅子會中學進行了電競
體驗日活動，拆解傳統思想對「打機」的負面標籤。當日有約 80 名學
生、20 名家長及教師，以及嘉賓的參與，活動內容十分精彩，有關
於電競的介紹，不但增加同學對電子競技這項新興活動的興趣，甚至
擴 寬 學 生 對「 電 競 定 義 為 運 動 」的 眼 界 。 另 外 ， 職 業 選 手 、 電 競 行
業、友校電競學會的分享，讓同學認識到現時電競行業的發展，對世
界市場的影響，也讓同學知道作為一位電競選手需要具備的條件，以
及可於職業生涯方面的發展方向。此外，電競體驗及比賽的部份，不
但讓同學學習電競活動的當中的團體合作精神，同時訓練同學的策略
及解難能力。

籃球及足球活動
10 月 26 日，本會 4 位代表隊友參與了獅子會足球隊 ---- 獅
子會盃，最後以二四六分區隊勝出。另外，11 月 2-3 日，本
會與其他屬會於筲箕灣官立中學合辦了獅子會全港學生三人
籃球賽，本會派出了 3 隊隊伍參與，分別是《新時代兄弟隊》
挑戰獅子會盃、《新時代 SamSam 之友隊》挑戰工商盃及《香
港新時代獅子會男子 U16 隊》挑戰青年 U16 盃。

東南亞獅子大會
11 月 7-9 日，本會有 14 位獅友及 3 位青獅代表到赴日本廣島出席第 58 屆東南亞獅子大會，參與屬於獅子
會一年一度的盛事。數天的旅程，節目相當緊湊，不但加深會內獅友的交流，亦有機會與其他區的獅友
們接觸，建立國際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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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又一村
獅子會
Hong Kong Yau Yat Chuen

會長
姚瑞添

「又一村獅子會 50KM 慈善單車賽」

一

年一度香港新鴻基單車節雖然取消了，但取

付出額外體力、在兩小時內全部隊員完成 50 公里

消不了又一村獅子會單車隊及一帶一路單車

車程、在科學園單車徑上到終點時，接受在場等候

隊熱心公益的決心。

的啦啦隊員、獅友、義工們夾道拍掌歡呼、場面熱
鬧溫馨、氣氛熱烈！

在 10 月 13 日 ( 星期日 ) 早上八時開始，在粉嶺龍躍
頭出發，雖然當天天氣不穩定，間中有大驟雨，但

隨後大會主席李維恩獅兄、創會會長姚瑞添獅兄連

也阻擋不了各隊員為支持榕光社獨居長者善終服務

同各單騎隊員頒發 HK$150,000.- 支票給榕光社主

籌款目標的熱心及高昂士氣。出發時當時天雨路

席聶揚聲先生及林桂霞女士，以表各善長對榕光社

滑、大家駕單車時要加倍小心、互相照應、各隊員

的支持。
下午各單騎隊員，全體獅友們及各
善心人士離開科學園時都認同這次
慈善單騎活動精神是「為善最樂、福
有悠歸」及一致同意支持獨居長者善
終服務是項非常有意義的活動。

「 大 愛 共 融 又 一 村 ﹑長 者 美 顏 留 倩 影 」
11 月 6 號本會和「榕光社」聯合舉辦了一年一度的長
者美顏留倩影日。是日活動假於榕光社的竹園辦事
處舉行，共有 50 多名義工為 400 位長者提供免費
的剪髮、化妝、專業拍照。活動分開 2 場：由早上
10 時到下午 6 時才結束，每位到來的長者享用完服
務後更可獲得福袋一個，福袋裡裝有 13 種禮品，
分別有長者必備平安膏、白花油、還有圍巾、冷帽
陪伴各長者度過嚴寒冬天，還有福米、拉麵、水果
等等，一共 13 款用品及食物。長者們都紛紛表示

下午場活動結束前，全體老友記全新面貌，精神爽

希望又一村獅子會多舉辦此類活動及感謝一班義工

利、滿面笑容與全體義工及又一村獅子會各獅兄 /

的愛心和耐性。

姐在附近球場上一齊拍張非常有意義及珍貴的大合
照。
隨後，創會會長姚瑞添獅兄帶領各出席獅友及義工
們到附近酒家晚膳，一起回味及交流當天服務的溫
馨事件。雖然義工們由早到晚沒有停過手，站的腰
酸背痛，但大家都認同今天是非常有意義及開心的
一天。
2019年11月至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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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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12 分域總監諮詢會議

2

019 年 10 月 10 日 ( 星期四 )，本會 Mable 會長
與秘書 Jackie 獅兄出席在太古城商場某餐廳

舉行的第 12 分域總監諮詢會議。會議中，五個屬
會輪流分享服務的概況，也熱烈討論聯合活動。互
相砥礪之餘，從中汲取精粹，交換資源，做好服務。
商場內的社會運動熾熱，附近交通也不大暢順，但
阻不了獅子心的正能量，繼續為社會出一分力，發
光發熱！祝願社會少有所長，老有所依，和諧依舊。

「 獅 子 會 全 港 學 生 三 人 籃 球 賽 2 0 1 9 」活 力 、 滿 F u n ：
由國際獅子總會中國港澳 303 區聯同本港各團體協

11 月 2 日一連兩天舉行，各組別得獎隊伍亦順利誕

辦的第四屆「獅子會全港學生三人籃球賽 2019」於

生。本會為今屆賽事協辦屬會之一！11 月 3 日上午
本 會 贊 助 的「 男 子 明 星 隊 - w o w s u p e r s t a r 」出
賽，義務秘書龍惠均獅兄專程出席打氣，結果不負
眾望，明星隊以 12:3 大比數勝出！
據稱本屆參賽隊伍數目為歷年之冠，三大組別共超
越 230 隊參加！場面熱鬧，賽事還新增了男女 U10
組別，不單擴寬了參加學生的年齡層，讓更多年青
人以球會友，還吸引很多家長入場觀戰，一家大小
以不同角色參與活動，達到了與社區互動的目標！

輕 鬆 行 一 轉 - 區 會 活 動「 乳 健 同 行 」：
國際獅子總會中國港澳 303 區成為香港乳癌基金會

鏡等造型拍照一番，玩得不亦樂乎！當天秋高氣

「乳健同行 2019」慈善步行活動藍寶石贊助商、全

爽，正是步行的好時光，大家輕輕鬆鬆行運一周，

力支持香港乳癌服務！10 月 27 日，各屬會會員均
踴躍參加，出席該項環繞山頂盧吉道步行一周
的慈善活動！本會會長婁國芳獅姐偕陳安鴻獅
姐、梁少霞獅姐及伍鳳瓊獅姐一同參與！獅姐
們乘坐大會專車抵達山頂，除了看到獅子會
303 區各屬會眾多獅友們興高采烈地集合一
起，還看到許多其他團體參加者陸續到達，人
頭湧湧，非常熱鬧！
開步前，大家拿着大會派送的米妮頭箍、大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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愉快地完成這次區會活動！

南區
獅子會
South

會長
尹樹源

人生夢一場革命至終老

我 相恨 信交 生纏 命， 最榮 大耀 的功 榮名 辱， 是是 取非 決黑 於白 歲： 月均 。在 一歲 切月 愛這

善果！當天的瑕疵沙石，敬希各位多多包涵！

個最不徇私的判官下，定論功過。

南區獅子會由姚偉晉創會會長創立。經跨了五年的
交接、一千八百二十五天的無私服務、四萬三千八
佰小時獅友互愛，從創會到突破，成就了今天的南
區獅子會！
在二〇一九年十一月十一日，於現場二百多位嘉賓
共同參與下，一起慶祝我會創立五周年暨本年度就
職慶典。大會主席為本會會長尹樹源獅兄；主題：
無盡
有很多人在問筆者及主席為什麼主題叫「無盡」。怎
樣演繹，請聽筆者娓娓道來。
我們不違言這主題的靈感是來自「無盡」這歌曲。
因為這𥚃代表我們一個全新階段的破繭而出！
夢想於漆黑裡仍然鏗鏘仍然大聲高唱，仍然期待世
界給我鼓掌！
許多許多願景藏於心𥚃，也必須得到知己及摰友的
支持與推動力！當天正值社會運動，情況水深火
熱。但仍然在超過二佰多位嘉賓的掌聲下，記錄了
你們對南區五年來的認同及鼓勵！見證了無盡的友
誼及互愛的延續！當中單是本屆會長出席已經達近
五十位獅友之多，足證會長的長袖善舞及各位對獅
子精神的付出，除了感謝還是再感謝！

本會邀得總監王恭浩獅兄主禮及陳百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副局長陳
百里博士主禮及接近五十位本屆會長出席

踏上這無盡旅途，誰又能鑑定你的醜惡與美好，低
與高離隊抹走那刺心挖苦的勸告，人生夢一場革命
至蒼老
未來的路還是要走下去，我們承諾仍會執着那顆行
善的心，小心翼翼地無盡更新和變化。（如我會這
兩年亦贊助了區會三人籃球賽、出席東南亞獅子大
會、資助捐血車及參加一個月後的新春慈善跑。缺
不了是下半年一連串的服務計劃）摸着石頭一步一
步的踏上這無盡旅程。
我們無盡的冀望，也要靠大家來圓夢！我們至死不
渝，直到終老！
根 據 老 子 的 哲 學 概 論 。 遊 走 於「 有 」與「 無 」的 距
離，確有很多層面可以闡釋。但最貼切用在我們主
題的是：滋長的超越依據及用工夫修行去撤除一切
的障礙，化解人生的挫折。像李小龍說：「以無限
為有限、以無法為有法」。而「盡」的意思是歿及停
滯。所以我們彼此勉勵：南區獅子會未來必定有更
大的超越，摒棄一切路障，期盼那前程錦繡的未
來。我們不會辜負這主題，不能停留在此階段！我
們的人生必須要夢一場革面才會終老。在歲月判官
眼下做一個優勝者！

大會主席尹樹源會長致辭「是妄想 趁現在追趕失散方向曾懷著心
底的信仰 千次萬次跌傷」

我們籌委會從來對五周年這盛宴的成功認為只是妄
想、只是夢！當然中間有血淚和挫折，但只是混合
牙血帶淚吞，一直上！也反映我們在五年後的當
下，曾經受過多少失敗。才能享受今日無盡堅持的

人生夢一場革命至終老

2019年11月至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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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龍灣
Kowloon Bay

獅子會

會長
盧子安

資訊委員
列學明

探 訪 得 寶 護 老 中 心 授 健 腦 操 載 歌 載 舞 送 上「 龍 情 暖 意 」

踏

入十一月天氣轉涼，老友記容易患病，需要

望在這秋意漸濃的季節裡帶給他們絲絲暖意。

多注意身體及保暖。九龍灣獅子會一眾獅友

在 11 月 10 日到「得寶護老中心」舉行「龍情暖意伴

九龍灣獅子會準備了很多遊戲及娛樂活動與老友記

得寶」服務活動。

們共度一個愉快的下午。打頭陣的是註冊中醫師獅
友，教獨門健腦操，讓老友記們學習過後可經常反
覆練習，保持手腳及腦部靈活，在入冬後更加實用
之至。當健腦操熱身後，獅友們準備了很多趣味智
力遊戲考考老友記們。當然，非常精靈的老友記們
絕不會被考起啦，他們還贏了很多獎品呢！
獅友們當中有唱歌非常了得的獅友，他們帶領唱歌
娛樂老友記，也與他們一起合唱多首懷舊經典的金
曲，包括《偏偏喜歡你》、《月亮代表我的心》、《做
個勇敢中國人》及《風的季節》等，可看見他們十分
投入，有的更走到表演區載歌載舞，不亦樂乎。有
老友記表示，這些金曲正是他們最心愛的歌曲，

今年的探訪活動是九龍灣獅子會一年一度為老友記

「聽到這些音樂，令我們回想起青年時的歲月，整

們送暖的活動，是次乃第五次探訪。今年亦是九龍

個人感覺都像後生了」。在多次 Encore 後，欲罷不

灣獅子會創會五周年，所以這服務也別具意義。

能，最後以一首家傳戶曉，代表友誼永固的《朋友》
以作結束，意味獅友與得寶的老友記關係並不會就
此結束，還會延續下去。
九龍灣獅子會最後準備了豐富福袋送給得寶老友
記，內有毛巾、糕點，飲品等，還有冬天要保暖必
備 的 頸 巾 ， 既 實 用 又 美 觀 。 我 們 在 一 起 唱《 朋 友 》
的同時，一邊派發福袋給老友記們，他們收到福袋
後，臉上無不掛上爛燦的笑容，並一一向獅友們說
道別，並約定明年秋天再聚。

有許多老友記們都已認得出我們，並能說得出我們
獅友的名字呢！九龍灣獅友們和老友記關係就像老
朋友一樣，定期探訪，如同親友一樣定時見面，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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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中華傳統文化
獅子會
Hong Kong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會長
蔣翠琼

第一次全區聯合晚餐例會 - 向前總監致敬

2

019 年 10 月 9 日，303 區第一次全區聯合晚
餐例會 - 向前總監致敬。碰巧遇上交通情況

不太明朗，但獅友依舊衣香鬢影，盛裝出席支持區
會此次盛大晚宴，一同親身向前總監們致意。感謝
大會當晚細心安排旅遊巴接載出席獅友離開，安全
回到府上。

第二屆兒童及青少年粵劇折子戲公開大賽 ( 決賽 )
2019 年 10 月 18 日，303 區於 TVB 電視城舉行《第

會共有 8 位獅友一同出席支持及觀賞比賽，當晚一

二屆兒童及青少年粵劇折子戲公開大賽 ( 決賽 )》，

眾年紀輕輕的參賽者水平非常高，所有參賽的隊伍

本會一直提倡傳承並宣揚中華傳統文化，故此定必

表現都十分出色，表演精彩絕倫，令觀眾們掌聲不

支持「人類非物質文化遺產」之粵劇文化。當晚我

絕。

參加第 58 屆東南亞獅子大會
2019 年月 11 月 7-10 日，第 58 屆東南亞獅子大會 - 日本廣島。本會
一共 8 位獅友代表出席，出發前預先一同訂製黃色西裝外套，整整
齊齊地出席，非常熱鬧！除了參與大會盛大之開幕禮及閉幕禮，感
受廣集東南亞各地獅友的浩大，與各地獅友們交換襟章、互相交
流，增廣見聞外，本會獅友難得一同外出，當然也爭取時間一同遊
玩、欣賞名勝。今趟旅程，各位獅友盡興而歸，流連忘返，已迫不
及待參加下次於新加坡舉行之國際年會。

11 月份理事會及例會
2019 年 11 月 20 日，本會 11 月份理事會及例會。本
會有幸邀請第二副總監梁麗琴獅姐的競選團隊到來
官式探會，還有指導獅兄伍志剛獅兄的到來，給予
本會不少正面意見指導會務及禮規，理事會成員獲
益良多。會後我們與嘉賓一同享用海鮮晚宴及美
酒，指導會長特意點了長腳蟹，大家吃得津津有
味，讚口不絕。

2019年11月至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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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摩利臣山
獅子會
Hong Kong Morrison Hill

會長
姚金偉

全港血糖大普查 @ 深水埗站
「全港
過 去兩年半以來，本會多次舉辦旗艦服務
血糖大普查」，先後為灣仔區、東區、南區、
中西區、觀塘區、油尖旺區、葵青區等，達數千名
市民及長者檢測血糖水平，以提高市民對預防糖尿
病的意識，並推廣健康飲食文化。

2019 年 10 月 12 日，香港摩利臣山獅子會於深水埗
區，舉辦全港血糖大普查之服務，為三百位深水埗
區長者檢測血糖及尿酸。是次服務，是我會自推出
這旗艦服務的第八個服務區域。

郭美華獅姐，GST 區協調員馮妙雲前總監，第五分
區主席王慶堅獅兄，等幾位領導誠意蒞臨主持儀式。
香港摩利臣山獅子會由創會至今，一直致力推廣國
際獅子總會五大服務範疇之一的預防糖尿病。是次
深水埗站之後，很快會舉行下一次的同類服務，亦
歡迎各屬會獅友一同參與，有興趣獅友可隨時聯絡
本會會長姚金偉獅兄，或本會的獅友們，安排下次
一起服務。

感謝深水埗街坊福利會之協助，借出會堂及安排長
者出席，我會除了為所有長者檢驗血糖及尿酸水平
外，亦為每位受惠長者送出愛心福袋一個。
在此，先感謝當天出席的所有獅友，醫生及義工。
同時，更要感謝第一副總監梁禮賢獅兄，上屆總監

第四屆獅子會全港學生三人籃球賽
獅子會全港學生三人籃球賽，於 2019 年 11 月 2-3
日舉行，今屆已經是第四屆，而香港摩利臣山獅子會
已經是第三次協辦這個每年一度的本港籃球界盛事。
上一屆，本會的籃球隊代表，參加了獅子會盃，成
功打進了決賽，可惜最後敗給香港特區中央獅子會
的代表隊，獲得賽事亞軍。
今年，本
會捲土重
來，再次
挑戰獅子
會盃。
今屆的進
級過程相
當精彩，

我會先以分組賽首名出線，再乘勝追擊，於八强賽
更以大比數勝出，進級四強。四强賽，跟上屆冠軍
隊香港特區中央獅子會這位老對手再次相遇，經過
一場緊迫的比賽後，我會僅敗而回，只可進級季軍
戰。
季軍戰中，我會大部分時間都受制於對手之體力化
壓迫戰術，一直處於下風。但是，在場各獅友之支
持下，我隊一直保持高昂士氣，沉著應戰。
最後三分鐘，我隊追至落後兩分差距，全場都為我
會隊員打氣 ; 最後 15 秒，終於反超前一分，並保持
至完場，勇獲獅子會盃季軍！
今年賽事雖然比上年更難應付，但我隊上下一心，
且勝不驕，敗不餒，悉力以赴，贏盡掌聲及歡樂，
最後勇奪獅子會盃季軍，可喜可賀！

香 港 摩 利 臣 山 獅 子 會 @OSEAL Hiroshima 2019
2019 年 11 月 7-10 日，香港犘利臣山獅子會的四位獅友出席了第五十八屆東
南亞獅子大會。四位獅友包括今屆會長姚金偉獅兄，第五分區主席兼本會理
事王慶堅獅兄，第二副會長曾耀祖獅兄，及理事張穎獅姐。本屆東南亞獅子
大會於日本廣島舉行，四位代表在大會開幕前幾天，已經先行抵達大阪作為
屬會之海外聯誼，共聚獅誼。
大會於 11 月 8 日開幕，摩利臣山獅子會的獅友們，跟來自東南亞地區的獅友
們聚首一堂，互相交流，收獲甚豐。除了參加東南亞獅子大會的活動，幾位
獅友亦把握了空餘的時間，在廣島遊覽，參觀原子彈爆炸圓頂屋，閒逛平和
公園，也乘船前往宮島參觀嚴島神社及大鳥居。
本屆東南亞獅子大會於 11 月 10 日結幕，幾位獅友亦已約定下年於韓國濟州，
第五十九屆東南亞獅子大會再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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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比華利山
Hong Kong Beverly Hills

獅子會

香港比華利山獅子會第三屆職員就職典禮

國

際獅子總會中國港澳三〇三區「香港比華利
山獅子會第三屆職員就職典禮」於 2019 年 7

月 13 日假香港洲際酒店舉行，承蒙各位獅兄、獅
姐、區職員及政府官員貴賓撥冗出席，當晚延開
三十九席，氣氛非常熱鬧！

是次就職典禮邀得國際獅子總會中國港澳三〇三區
總監王恭浩獅兄、香港懲教署副署長黃國興先生、
立法會議員葛珮帆 BBS 太平紳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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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分域主席陳紹聰獅兄、母會會長余
家偉獅兄、本會會長何偉略獅兄、本會創會會長黎
偉業獅兄、本會創會指導黃嗣輝獅兄、大會主席陳
俊傑獅兄及大會副主席梁健恒獅兄作為主禮嘉賓。
全賴各界支持，典禮於莊嚴肅穆的氛圍下順利舉行。

在此，熱烈祝賀何偉略獅兄成為本會 2019-2020 年度之會長，當晚出席人數接近五百人，嘉賓們衣香鬢
影，為活動增添色彩、蓬蓽生輝。本會有
幸邀得香港小姐— 陸詩韻，及韓孝安獅
兄作大會司儀，同時亦非常感謝當晚表演
嘉賓 — 知名藝人海俊傑先生、本地唱跳
組合 — 天堂鳥、女子唱跳組合 — Bingo
等等，全賴他們傾力演出、載歌載舞，為
現場注入無限生氣，令氣氛熱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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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長
何偉略

壓軸舉辦的

衷心感謝各

慈善拍賣活

界出席及鼎

動亦有幸得

力支持，亦

到各位善長

非常感謝籌

鼎力支持，

委會成員的

交投情況甚

安 排 及 付

為激烈，而

出，好讓就

由會長何偉略獅兄所贊助之國酒「貴州茅台」最終亦

職典禮可順利完成，圓滿結束。

以高價成交，為本會來年覓得不少經費，感謝各位。
來年，本會將會繼續秉承「我們服務」的精神，積
是次晚會與其說是就職典禮，不如說是大家的聚

極舉辦及參與各項獅子會活動，與其他獅友一同努

會，這樣的聚會是感動及難忘的。就職典禮是大家

力、一同學習，致力令不同階層受惠。

聚首的意義，正是象徵我們香港比華利山獅子會全
體大團結，大家同心實踐本會的宗旨：培育後進，
回饋社會，不違己願，自他共榮！

A dv ertis eme nt

2019年11月至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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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和平
Hong Kong Peace

10

獅子會

會長
廖麗心

月 12 日，香港和平獅子會參與區會舉辦的「校園 · 環保 · 水耕菜」服務！透過活動工作坊，讓獅
友和同學們了解整個水耕菜種植過程、技術知識、提高環保意識，更讓師生和獅友們建立初步友

好關係。期望能共同完成今年度的水耕菜種植，取得豐富的成果。還設有比賽環節以鼓勵同學們在種植
過程中的努力和付出。

10 月 13 日，是香港和平青獅首個服務活動，「獨樂樂不如眾樂樂」暨年度服務開幕禮，活動地點在音樂農
莊，與一群 6-12 歲的低收入家庭的小朋友度過一個充滿非洲音樂的下午。目標希望向不同小朋友傳達社
會上有不同人士關心他們的信息，他們不是孤獨的一群，亦會借此傳達施比受更有福的訊息。同時，對
於一眾義工也是一個提升快樂以對抗生活上各種壓力的機會，重新提醒他們快樂很簡單。

10 月 17-19 日三天去了廣東省河源市和平縣做服務，為了不浪
费 3 天舟車，我們一口氣做了 3 個服務，雖然極度奔波疲累，
但覺得非常有價值。第一站到和平縣熱水鎮殘疾人士康園中
心，探訪 22 位殘疾人士，捐贈每位院友一套棉被床單；第二站
在熱水鎮錦華小學，
學生接到文具套裝及
頸巾非常興奮地交換
看，還唱了一首歌给
我們聽，非常熱情可
愛；第三站是探訪山

左圖：熱水鎮殘疾人士中心的院友領取棉被床單
右圖：探訪山區長者，本會會長送贈物資給貧困家
庭的婆婆

區長者，他們的居所
真的是家徒四壁，用泥堆砌成屋，非常落後及窮困，除了捐贈
抓毛外套外，還有药物、頸巾及利是。
探訪熱水鎮錦華小學的學生

10 月 27 日，「乳健同行」是香港乳癌基金會一年一度的旗艦活動，國際獅子總會中國港澳三〇三區一直也
支持這個有意義的社會服務。今年香港和平獅子會共有 10 位獅友參與此盛會。

11 月 2、3 日是「獅子會全港學生三人籃球賽 2019」，為支持區會活動，香港和平獅子會是次為協辦屬
會，亦有 3 隊參加比賽。

粉嶺佛教寶靜安老院是香港和平獅子會每年恆常服
務，該安老院共有 280 個女院舍，11 月 30 日安排
探訪老友記，最年長的是一位 105 歲的開心老人
家，為人樂觀開心，當日除了歌唱助慶，還有魔術
表演及十巧手手部運動，大家樂融融與老友記度過
一個愉快的下午。
探訪粉嶺佛教寶靜安老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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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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2020 年度第一次全區聯合晚餐例會 向前總監致敬

2

019 年 10 月 9 日本會會長周柏康獅兄與五位獅友出席，於香港灣仔會展舉行的三〇三區今年度首個全
區聯合晚餐例會，是次聯合晚會主題是向前總監致敬，表揚及答謝各位前總監對區務的辛勞工作及貢
獻。當晚還有由周柏康會長執導的「獅聲愛心響全城」第二集及第三集的首播。

2019-2020 年度第四次例會
本會於 2019 年 10 月 11 日假座又一村花園俱樂部舉
行 10 月份例會，是日邀請到「點字曲奇」創辦人黃
明慧小姐在百忙中撥冗為本會擔任主講嘉賓，黃明
慧小姐八歲時，因藥物敏感導致失去視力，但她並
沒有氣餒，經過一番努力，除了成為全港首位視障
心理治療師外，3 年前還創立了曲奇品牌。右眼完
全失明，左眼隱約見到微光，但從不自怨自憐，更
沒有因失明而流過一滴流淚，十分堅強，反而旁人
卻替她不值。黃明慧小姐說：「曾有人問我，有無
想過為何這不幸的事會發生在我身上，我當時說：

為何不是我呢？人家可能覺得我好慘，但我不覺
得，其實慘不慘，是自己去解讀及選擇的。」
感謝黃明慧小姐
的分享，讓獅友
學習如何正視自
身弱點、接受自
己，肯踏出第一
步，努力突破個
人限制。

香港耀能協會賽馬會田綺玲學校探訪活動
香港耀能協會賽馬會田綺玲學校是一所肢體傷殘兒
童學校，為 6 至 18 歲身體弱能或兼具多種弱能兒童
提供小一
至中六的
教 育 服
務。學校
提供宿位
給四十多
位學生，

部份宿生因為家人未能照顧關係，於假期也得留宿
學校。
風雨飄搖，十月及十一月本會多個服務需要取消，
但仍無阻星光獅友的服務熱情，有限的組織時間，
安排了這次的探訪服務；當日獅友為一班身體弱能
及多類傷殘學童宿生帶上合作性遊戲及小勞作、卡
拉 OK 唱歌跳舞和大派聖誕禮物，度過了一個開心
歡樂的早上！

Be My Eyes 手機捐贈計劃
你願意為失明的朋友送上
一雙眼睛嗎？

Talkback 功能，語音功能穩定性較 iPhone iOS 系
統中內置的輔助使用功能遜色。

只需要捐出被藏在一角的
舊 iPhone，你就能給視障
人士帶來新的一片天。

iPhone 如何讓失明人士復明？透過 Voiceover 功
能，失明朋友可以自由操控 iPhone，滿足個人社
交、資訊和娛樂的需要；手機應用程式配合相機鏡
頭，iPhone 可以成為失明人的雙眼，協助閱讀文
件、分辨顔色和鈔票、辨別眼前物件等等，為他們
生活添上更多色彩。

我們會將捐贈的 iPhone，
分配給有需要的失明人
士，安排義工教授使用，
透過科技讓失明人復明！
上年度首次開辦的智能手
機班，反應熱烈。今年需要收集更多的舊 iPhone
給完成智能電話使用課程的視障學員。
為什麼是 iPhone？因為 iPhone 內置無障礙輔助使
用功能，失明朋友可以利用 Voiceover 語言系統操
控手機，或使用螢幕放大功能放大內容；運行 Android 系統的手提需要另外安裝程式方可使用

我們以失明人的視角，共同開創不同服務和活動，
務求增進視障群體的福址，現時服務領域劃分運動
復康和社會共融兩大方向，組織希望將復康訓練與科
技連結，以科技協助失明人士接觸社會，重投社區。
如對計劃有任何查詢，可聯絡
whatsapp : 9515 3380 / 6888 8948
email : lions.hkstars@gmail.com /
endychan95153380@gmail.com

2019年11月至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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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華夏
Huaxia Hong Kong

獅子會

會長
姜志剛

香港華夏獅子會慈山寺參學團

承

接 8 月份家庭同樂日之後，本會再接再厲，

寺廟的「木柱」其實是鋼筋，外包非洲紫檀木，減

於 11 月 30 日（星期六），舉辦了慈山寺參學

少木材使用量，融合環保意識和現代建築科技。整

團，當日天氣秋高氣爽，風和日麗，十分適合郊

個寺廟像個修道場，參學者可以行禪、茶禪或抄

遊，共有 30 多位獅兄，獅嫂及家人參加。

經，是參觀廟宇的另一種體驗。

慈山寺座落在新界大埔洞梓，船灣海北岸的一個平
緩山坡上。寺院占地 50 萬平方呎，但建築物面積
只有約十分一，六成為綠化地帶。

我們亦參觀了慈山寺佛教藝術博物館，該博物館於
今年 5 月 1 日正式開放給公眾人士參觀，讓善信可
以近距離透過文化藝術認識佛教。博物館巧妙地利
用觀音聖像底座空間，地盡其用，同時亦保留寺院
清淨莊嚴的氛圍。慈山寺佛教藝術博物館陳列由不
慈山寺以仿唐的傳統風格設計，有大雄寶殿、彌勒
殿、藏經閣、地藏殿等，大雄寶殿內陳列了已故饒
宗頣教授所書的「心經」。和一般寺廟不同的地方，

同時代及地域流傳下來的佛教造像、繪畫、刻經、
寫經等佛教藝術的珍貴文物瑰寶，在享受這個寧靜
空間的同時，可以一覽佛教藝術之美。

就是慈山寺另加了一個觀音園區。76 米高的青銅
素白觀音聖像，相當於 23 層樓高，花了六年才建
成，是全球第二高戶外觀音像。這座白色的觀音
像，背山面海，其設計可媲美大嶼山的天壇青銅大
佛。天壇大佛和慈山寺的觀音像，兩者同為生產
「神舟七號」的南京航太晨光公司承造。有玄學家指
慈 山 寺 是「 海 螺 吐 肉 」的 頂 級 風 水 寳 地 ， 坐 北 向
南，與天壇大佛遙遙相對，寓意對香港和諧的祝
福。

12 月份午餐例會
12 月份午餐例會將於 12 月 5 日於灣仔皇朝會舉行，榮幸地邀請到申訴專員趙慧賢女士為主講嘉賓 。
總監王恭浩獅兄、上屆總監郭美華獅姐、第一副總監梁禮賢獅兄、第二副總監梁麗琴獅姐及眾區會領導
已答允出席支持，下期獅聲再和大家報告午餐例會的詳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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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行樂
Hong Kong Joy

獅子會

會長
楊君宇

資訊委員
黃雪梅

水耕種植第一次育苗工作坊

2

019 年 10 月 23 日行樂獅子會一眾獅友出席校

耕種植的好處、運用種植器材和配製營養液、另有

園水耕菜種植計劃工作坊體驗實習，水耕種植

一些獅友和學生交流溝通並協助完成整個種植過

是無土壤需求的，好處是可以擺脫傳統農業所需的

程。大家都非常享受整個過程，並期待下一次轉盆

農田地面，相對於傳統的種植方式，其單位營養成

栽及收割時再回校觀看成果。

本較低。可控制的水耕系統中，
不會使灌溉排放肥料去污染環
境，對環保是一大貢獻。
當天我們換上區會 Polo 衫，精神
奕奕地到達沙田圍胡素貞博士紀
念學校與老師及同學交流，大家
一早已做好資料搜集及分工等準
備功夫，他們首先向同學講解水

香港行樂 獅 子 會『 長 毛 雪 寶 』平 滑 肌 肉 瘤 電 影 慈 善 籌 款會
香港行樂獅子會於 2019 年 10 月 13 日主辦平滑肌肉
瘤電影慈善籌款會，平滑肌肉瘤是一種極罕有的癌
症，佔全部軟組織肉瘤的 5 至 10%。平滑肌肉瘤很
難被預測，潛伏時間也非常長，而且可能會在數年
後復發。
今次大會主席由楊君宇會長擔任，並帶領籌備委員
會成員及本會獅友齊心協力，準備就緒為籌款會出
一分力。電影會除了幫平滑肌肉瘤這罕見病籌款之
外，同時亦希望由病患及作為罕見病患者家屬剖白
他們的感受，帶出照顧者在面對困難時，以正向心

療意見、全球病例資訊、緊急援助等，令患者感覺

理應對問題，凝聚家庭參與，並適當地尋求第二醫

不孤單。
電影會地點選在尖沙咀 UA 戲院 (K11 Musea Art
House)，當天獅友們一早到場佈置分享會場地，
大家熱切期待嘉賓蒞臨。分享會完結後便是小朋友
最期待的一刻，他們興高采烈地進入戲院，在觀賞
過程中不時聽到他們的歡笑聲，感受到他們的投入
及喜愛雪寶這位朋友。
最後本會感謝各位獅兄獅姐以及各界人士踴躍支持，
同時藉此機會多謝行樂國際基金會協辦此次籌款會！

2019年11月至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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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一帶一路

Hong Kong Belt & Road

獅子會

會長
鄒欣格

撿垃圾 愛環保 增情誼

十

月下旬的一個星期天，秋光明媚，雖是暮

230 隊、約 1000 名球員參加比賽，場面熱鬧，競

秋，但是中午的太陽還是有點熾熱。

爭激烈。

為響應政府海岸清潔日活動，香港一帶一路獅子會

本會贊助球隊參賽是初試啼聲，而且時間十分匆

的 18 名獅兄獅姐帶同小朋友，來到烏溪沙泥涌石

忙，要在很短時間內組織球隊參賽，殊非易事，但

灘撿拾垃圾。這是一帶一路獅子會成立以來，身體

是，我們球隊在 16 至 18 歲女子組比賽成績優異，

力行的首項社會服務活動。選擇撿垃圾，是為響應

勇奪亞軍，而男子隊也不遜色，進入八強，取得如

政府的號召之餘，更主要是我們一帶一路獅子會各

此佳績，令大家喜出望外。當頒獎時，前國際理事

位獅友愛護大自然，重視環保的精神，相信我們香

文錦歡獅姐特地走到台前給我們得獎球隊頒獎，以

港的海灘應留給遊人一個清潔優美的良好印象。

示鼓勵。

為了做好這項工作，會長鄒欣格獅姐、第一副會長

大家都認為，我們要慰勞各位球員。在 12 月初舉

徐沛雄獅兄和第三副會長江海旋獅兄等親力親為，

行的聖誕派對，本會誠意邀請各位球員和教練參

何柏恆獅兄還特地提前一個星期前往場地考察，安

加，共同度過一個歡樂的節日。

排好各項預備工作，務求事半功倍。18 名獅兄獅姐
穿着劃一的獅子會 T 裇，顯得格外整齊、精神。3
名小朋友雖然年紀輕輕，工作起來一點也不馬虎，
將一件件垃圾小心翼翼地放進大膠袋。大家兩個多
小時的辛勞，戰果豐碩――滿滿的兩大膠袋垃圾。
兩小時匆匆過去，但大家都覺得很有意義，除了提
高環保意識，重視海灘清潔衛生，更重要的是大家
一起流着汗水完成活動，增進了獅誼。
文錦歡獅姐祝賀本會女子籃球隊獲獎，與各球員合照

香港一帶一路獅子會各位獅友在泥涌石灘撿垃圾後合照

除了參加海灘清潔日活動，本會還贊助四隊球隊參
加「獅子會全港學生三人籃球賽 2019」的中學組別
賽事。今屆參賽隊伍為歷年之冠，3 大組別共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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獅子會區職員祝賀本會籃球賽獲獎。（左起）第14分域主席伍于
宏獅兄、本會三副江海旋獅兄、秘書符又澄獅姐、黎亦翔獅兄和
和合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