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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心為善
在過去的一年中能够成為獅子會國際會長是我一生
的榮幸。每天從獅子會看到的善心和辛勞工作，絕
對使我感動。
現在，面對世界面臨前所未有的挑戰，我被要求再
次擔任你的國際會長一職。我抱着與第一年相同的
熱情和承諾接受這項榮譽和責任。
今年，我將會擴大我們的承諾–我們服務–進一步
關注在慈善服務和多元社會上團結一致。您可以在
第5頁上閱讀有關我的主題的更多資訊。
我承認過去六個月世界發生了巨大變化。我們日常
生活的幾乎每個方面，包括我們的服務方式，都已

(譯：何桂明獅姐)
經變得不一樣。但是，獅子會會員不負所望快速作
出回應和表達關懷，發掘了創新的方式來幫助社區。
即使我們在對抗疫情的過程中看到了曙光，我懇請
各位保持社交距離並遵循我們社區的健康和安全準
則，繼續安全地服務社會。
最後，我想提提您，在這劃時代的環境中，獅子會
擁有特別的優勢：有面對各種艱難時刻繼續提供服
務的豐富歷史，有堅持行善的專注力。而且我們知
道如何達至和而不同，讓全世界都能感受到獅子會
的善心和力量。
讓我們站在一起。讓我們開始新的一年服務。
崔正佑博士
國際獅子總會會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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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 Serve in communities big and
small. Responding to unique local needs is precisely
what Lions do. It’s what we’ve done for over 100
years. That’s why when the world is experiencing
hardship, Lions are there. Through the vibrancy of
our global membership, innovation and hard work,
Lions everywhere are providing much needed hope
to so many communities. We are proud to be

United in Kindness
and Diversity.

2020年7月至9月
PresChoi_ThemeDoc_00k_EN.indd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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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w is the time
to come together.
It has been the honor of a lifetime to serve as the 103rd International
President of Lions Clubs International. Over the past year, I experienced the
overwhelming good Lions delivered to over 275 million people—more than
ever before. Though I have been a Lion myself for over 40 years, it has been
truly humbling to see the innovative and diverse ways our clubs serve their
local communities around the world.
My experiences as International President have reminded me of just how
critical our service is to people everywhere and the incredible contribution
it’s making to our future. And while the past year has brought with it great
highs, the world, as we all know, has experienced many changes. New
global challenges have emerged, impacting our everyday lives and our
ability to work, play, communicate and serve in the ways we’ve always done.
In the face of these new challenges, Lions have responded like they always
have: with kindness, passion and conviction, lifting up others through our
diversity of service. I’m so proud of all our members.
In this new Lions year, I’ve been asked to serve another term as
International President. I am honored to continue leading us through
this changing landscape, and I’m grateful for the trust you’ve placed in
me. Yet, it is the trust I have in each and every Lion that gives me hope
and confidence in our ability to lead, to safely serve and to restore hope
to the world in this historic moment.
Thank you all,

Dr. Jung-Yul Cho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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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ur diversity enhances our kindness.
Uniting the world of Lions to serve
communities everywhere.
Kindness is at the heart of service. Lions have known this to be true since the
first club was formed over one hundred years ago. However, in recent years, the phrase
“Kindness Matters” has grown into something more—something we say, and something
we live. And it fits so well with our motto, “We Serve.” Why do Lions serve? It’s simple. It’s
because kindness matters.

United in diversity. There are over 1.4 million Lions around the world, and more than
48,000 clubs. There are Lions in more than 200 countries and regions. We are one of the
most diverse and inclusive volunteer organizations on earth. We serve all people, in all places,
and it’s our great diversity that enables our exceptional service. By bringing together people
from different cultures, perspectives and backgrounds, we are able to approach challenges in
a unique way. We literally bring a world of service to every project Lions take on.

The harmony of service. Through the diversity of service Lions offer communities
around the globe, we are able to extend kindness to hundreds of millions of people each
year. That’s a remarkable achievement. When we bring together caring men and women—
each one unique, yet everyone united for the greater good—we create a very special form of
harmony. It’s the harmony of service. And it can reach all people, in good times, and in times
of great need.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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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rving our world safely.
Our 2020-2021 Global Priorities
Our global, and local, causes
Lions clubs are built to serve their local
communities. They depend on us to meet
many local needs, and those needs are
growing and changing due to the unique
challenges we’re facing. We will continue to
serve local needs, and we will also continue
to build momentum around our global
causes. We will provide clubs with resources,
assistance and tools to serve both locally and
globally through the Global Action Team and
Lions Clubs International.

Campaign 100
This year, we will continue to support Lions
Clubs International Foundation (LCIF) and
Campaign 100, our effort to raise $US300
million to empower the service of Lions. We
are extending the Campaign through June
2022 due to the global challenges we’re
facing. Your generosity will help ensure that
Lions have access to funding to take on more
substantial projects in their communities.
Giving is just another way of serving, so put
your generosity into action by supporting this
campaign that is supporting your service.

connected to their communities while
promoting their clubs. Storytelling can inspire
your community, and the caring men and
women who are looking for an opportunity
to serve.

Healthy Clubs
Club health is still so important, even if it
looks different today than it has in the past.
Today, a healthy club is finding ways to serve
safely, and getting as many members involved
as possible. A healthy club is still holding
meetings, but they’re doing it virtually. A
healthy club is engaging members through
emails, social media and friendly check-ins.
We will return to the incredible hands-on
service that we are known for, and love. But
until then, we need to create a great club
experience now that makes all members feel
invested and truly part of the club so we are
ready to serve today and tomorrow.

Storytelling
Storytelling brings your service to life. This
year, it is critical for Lions to share the stories
of how we are serving in these challenging
times. By utilizing social media and
leveraging local media, Lions can stay

2020年7月至9月

11

5/27/20 10:12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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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oving forward, together.
When Lions stay connected,
our communities benefit.
In times of social distancing, it’s important for Lions to find ways
to stay connected—to one another and their communities. One of
the greatest strengths of our clubs is that they promote real and
lasting connections with other kind-hearted volunteers. Now is the
time for clubs and members to find innovative and creative ways
to continue to work with each other and their communities. In the
face of all obstacles, Lions always find a way to serve the needs of
their neighbors and the world.

Serving safely. The world has changed over the past year, and
so have Lions. We are finding innovative new ways to serve safely,
and addressing new needs that we have not encountered before.
Lions International has created new resources on lionsclubs.org to help
you serve safely. We have made the health and well-being of others our
mission, but let’s also make sure we’re taking care of our members
and ourselves.

Our leaders and staff are here for you. A huge benefit of being
a Lion is the global support system provided by your international
headquarters staff—all dedicated to helping you serve. Now is the perfect
time to utilize the tools and resources available to Lions on lionsclubs.org
and rely on your Global Action Team (GAT) to enhance your leadership,
membership and ser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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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gether, more than ever.
If our over 100-year history has proved anything, it’s that Lions always answer
the call. Now, it’s time for us to continue building upon this noble tradition. Lions
have shown so much courage in this past year and undoubtedly will continue to
serve, united in kindness and diversity, through the coming year with the same
strength and pride.

2020年7月至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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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 stand together.
United in Kindness and Diversity

05/20 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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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C IF早 年對塞拉利昂的支 持
等 同為CO VI D-1 9 做準備

(譯：何桂明獅姐)

在世界各地，由於COVID-19新冠狀病毒引致大量

“健康夥伴”（PIH）捐出244,068美元。在LCIF

需要護理的病人湧到醫院，正在耗盡醫療資源，亦

的支持下，PIH得以翻新了Koidu政府醫院的分流

改變社會生活方式，並設定了前所未有的標準。醫

區，並建造了緊急隔離病房大樓，使限制接觸和提

院的呼吸機，防護設備甚至病床都用盡了。他們沒

供緊急醫療服務得以嚴厲執行。除了進行翻新和增

有足夠的醫護人員來處理所有需要幫助的患者，許

加隔離支援外，LCIF還通過工業焚化爐和洗衣部

多醫務人員過度勞累。儘管對於某些人來說，這種

門提供了更多的感染控制功能，並且使專職人員能

流行病可能是一個新的狀况，但是對塞拉利昂的科

夠正確處理廢物和洗滌床單。

伊杜政府醫院，這種情況卻是似曾相識。
除了提高醫院的空間之外，LCIF的支持還能夠為
從2014年到2016年，塞拉利昂與伊波拉病毒作

醫院的環境衛生小組（EHT）提供專業的發展培

戰。作為受災最嚴重的國家之一，他們共有近

訓。 EHT對於醫院的安全和功能至關重要，尤其

4,000人喪生，其中包括7％是醫護人員。學校封

是在傳染病爆發期間，他們組織安全的患者分類，

閉，企業停業和醫院超支的問題對當地居民來說太

並提供適當的衛生設施和廢物管理。

熟悉了。當COVID-19的消息傳出時，醫院工作人
員禁不住想起伊波拉病毒給他們的國家帶來的威

曾經關閉的設施和不被信任的醫療系統現今轉變為

嚇，感到震驚。但是，這一次，他們感到有備而

前所未有的高質量醫療標楷，LCIF在這種蛻變過

戰。

程中扮演著重要角色。 基金會早期在引進最新設
施和員工支援方面的投資已使醫院的病人感到十分

伊波拉疫情爆發後，國際獅子會基金會（LCIF）

信賴，為未來發展奠下基礎。

主要從歐洲獅子會穫得指定捐款，向非營利組織

2020年7月至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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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禮賢

總監2020-2021

總監的話

之(一)

今個獅子年度是三O三區成立60周年的重要歷史里程，本人及區職員團隊
將會全力以服務為本，銘誌這特別的一年。
服務重點
- 第一分區︰獅子會「獅瞳傳愛」視頻短片創作大賽（傳遞護眼訊息）
- 第二分區︰學界健康小廚神大比拼（傳遞預防糖尿病訊息）
- 第三分區︰獅家飯Lions Move : 救濟飢餓服務
- 第四分區︰環保教育 零碳天地
- 第五分區︰香港特殊奧運會
- 第六分區︰獅子全城愛心捐血日 及 全港十大優質社會服務選舉
- 環保植樹服務
- 港澳獅子服務日︰青少年人生之旅
區職員團隊現正密鑼緊鼓籌備上述服務，有部份服務亦已經初步開
展，待下一期獅聲有更多篇幅，我將會再與獅友分享並作詳細報告。
第二分區活動「學界健康小廚神大比拼」

第一分區活動「獅瞳傳愛」視頻短片創作大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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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分區救濟飢餓服務

紀念六十周年
區會將發行三款紀念品供獅友珍藏，包括︰
• 出版六十周年紀念特刊 – 區會過往編印的周年紀念刊物皆由獅友以
第一身的角度撰寫，今年區會作出特別安排，邀請了嶺南大學歷史系
的學者以獨立第三方的角度撰寫獅子會在港澳社區的發展及歷史，人
與事的記載都更具社會意義，有更高的可讀性。此特刊的製作費用全
數由香港西區獅子會陶開國獅兄贊助，並會在各大書局公開發售，將
獅子會的光輝歷史帶進社區，讓更多市民大眾認識獅子會。
• 紀念章 – 在取得國際總會的批准下，區會特別委託周大福珠寶集團
推出限量發行的「國際獅子總會中國港澳三○三區六十周年紀念章」
作全球認購，以作紀念。紀念章分 925 純銀、999.9 黃金及 Pt950
鉑金3種，紀念章正面刻有國際獅子總會標誌及六十周年英文字樣，
背面則刻有香港及澳門特色建築物及獅子會的格言「我們服務」。是
次紀念章發行量極少，鉑金及黃金版本每款只發行303個，而三款一
套的精裝版只有38套，所得款項將全數支持國際獅子總會中國港澳三
○三區的發展及服務，希望各位獅友踴躍認購。

區會60周年紀念幣

八達通紀念票 – 將會發行一套三款的八達通紀念票，票面的設計會用
獅子會的公益服務圖片作為背景，以彰顯獅子會的服務理念。

九肚山獅子會創立
今年度第一個創立的新屬會是九肚山獅子會，它於
9月9日獲國際總會批准成立，成為三O三區第九十
五個屬會，它由千禧獅子會贊助成立，創會會長是
梁鳳華獅姐，指導獅友是馮妙雲前總監。九肚山獅

子會的會員十分活躍，於創會的首個月已經舉行服
務，致力實踐獅子會「我們服務」的精神，我深信
在日後的活動及服務都會經常見到九肚山獅友的足
跡。

入會費
國際總會豁免於今個年度7月至12月新會員的入會
費，區會也決定響應總會推出優惠，同樣豁免上
述期間新會員的$1,000入會費，希望鼓勵各屬會
及獅友積極招募親戚朋友加入獅子會，吸納更多熱
心服務的人士投入獅務，為社會的福祉盡一點力。

三O三區會今年踏進第60周年是難得的重要時刻，
我及區職員團隊將會秉承前人的佳績，精益求精繼
續做好區務，做好服務，努力完成各項工作計劃，
成就更好的三O三區。

2020年7月至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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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 稿

Special Articles

中國港澳303區區會服務地標(六)
資料搜集整理: 香港北區獅子會創會會長 馬祥發

獅 子 林 Lions Wood
獅子林
鰂魚涌大潭郊野公園，位於柏架山道，港島徑第六段
Lions Wood
Quarry Bay Country Park, at Mount Parker Road, Section 6, Hong Kong Tra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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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trict 303 news update

籌 建 第五間洗腎中心
中心自 1991 年成立之今，已經歷過 29 個成功及挑戰性年頭，由最初的 4 部洗腎機，時至今日，設有 52 部洗
腎機，已有四間洗腎中心，分別位於深水埗區及大埔區，每年提供超過 23,000 節次洗腎服務，現發展成為全
港規模最大的慈善洗腎中心，為有經濟困難的末期腎病患者提供低廉但高質素的血液透析洗腎服務，為腎友
們延續其寶貴的生命。隨著人口老化和糖尿病愈來愈普遍，香港每年大約有 1,400 至 1,500 個末期腎衰竭新症
病人，需要接受透析治療或腎臟移植以維持生命。糖尿病和腎病看似沒甚麼關連，但香港每年有逾千宗洗腎
新症，當中超過一半是由糖尿病引致，兩者關係密實在不容忽視。

第五間洗腎中心動土儀式。左起：總理暨第一副總監梁麗琴獅
姐、上屆主席丘小燕獅姐、董事局主席前總監陳立德獅兄及永
遠榮譽會長簡有山獅兄

第五間洗腎中心位於大埔瑞安街13-15號康城樓地下A及B舖

由於四間洗腎中心已達到飽和，2019 年購置新物業籌建第五間洗腎中心，新洗腎中心位於大埔瑞安街 13-15
號康城樓地下 A 及 B 舖連閣樓，將安裝 22 部最新型及先進的醫療設備，冀望於 2021 年 2 月可正式投入服務，
多謝及盼望各界友好、獅友及善長繼續支持中心的服務，一同造福社群，為善最樂，福有攸歸。
中心於 2020 年 7 月 22 日（星期三）舉行了新洗腎中心的動土儀式，承蒙總監梁禮賢獅兄及上屆總監王恭浩獅
兄親臨主禮及指導。這項擴展服務工程，衷心感謝「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資助一千八百萬元，期望裝修
工程一切順利，早日完工，讓更多末期腎病患者早日得到適切的治療。

第五間洗腎中心正展開裝修工程，冀望於2021年2月可正式投入服務

2020年7月至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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獅子會港澳青少年輔導基金
復課抗疫捐贈

因

為2019冠狀病毒病疫情在香港持續爆發的
關係，全港中小學校已停課八個月，大部分
中小學也要選擇利用視像教學上課，讓學生能維持
學習及有限度的社交生活，以免在正式面授課堂時
學生未能跟上學習進度。
而我們知道留校輔導服務的受惠學校急切需要平版
電腦，給低收入家庭學生借用，本會的理事們和熱
心獅友踴躍捐贈，幾天時間內共籌募了40部全新
三星平版電腦送給四所本基金會之受惠學校，解決
燃眉之急！並立即安排在9月29日開課日送到各所
學校，好讓學童能得到及時的幫助。

特別嗚謝以下獅友們捐贈（排名不分先後）
港東獅子會
10部
譚鳳枝前總監（香港灣仔獅子會）
5部
葉玉梅獅姐 （濠江中央獅子會）
5部
陸嘉輝獅兄 （香港獅子山獅子會）
4部
謝愛獅姐
（香港中港獅子會）
3部
曾道平獅兄 （香港沙田獅子會）
3部
陳彩雲獅姐 （香港沙田獅子會）
2部
葉德豪獅兄 （屯門獅子會）
2部
林雪艷獅姐 （香港獅子獅子會）
2部
張麗華獅姐 （香港特區中央獅子會） 2部
林月明獅姐 （香港獅子山獅子會）
2部
受惠學校：
沙田東莞工商總會張煌偉小學
青衣郭怡雅神父紀念學校
將軍澳樂善堂劉德學校
保良局金銀業貿易場張凝文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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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平版電腦外，兒童口罩同樣是讓學校急切需要
的抗疫物品之一，有見及此，我們也為每所學校多
送一箱2160個兒童口罩，讓學校能在復課後分發
給有需要的學生使用。感謝香港沙田獅子會支持，
送出兒童口罩一箱給沙田東莞工商總會張煌偉小
學。

我們跟各所受惠學校校長傾談時，他們都表示雖
然低收入家庭的學生是可以向政府關愛基金申請
津貼購買電腦，可惜卻因為市面上對平版電腦渴
求；學生們根本不能及時購買，所以我們能在這
麼短時間內可以找到這麼多部全新平版電腦解決
他們的需要；校長們都表示非常感謝獅友們的慷
慨捐贈！

三○三區區會訊息

District 303 news update

香港獅子會眼庫
2020年5月4日

由

香港半山獅子會主辦，香港獅子會眼庫協辦
的「齊心抗疫派發防疫物品」活動。將包括
口罩及消毒酒精用品，派送到「香港眼角膜關懷協
會」。因疫情和限聚令的關係，我們未能親自將物
資送到受眾手上，只能交給協會，由該協會代表接
收，然後再分給協會會員。該協會是由一群眼角膜
病人及其家屬組成的，在接受治療的日子裡，他們
深深感受到病人之間互相關懷的重要性，因而成立
協會。

國輝獅兄兩位理事幫手搬送物資，秘書長黃世洪獅
兄的慰勞午餐，令大家開心愉快地完成服務，在疫
症期間，能為香港出一分力，覺得很有意義。

今次活動得到會長高敏華前總監，主席鄭澤鈞醫生
商議決定，高會長贊助口罩。當日鄧永聯獅兄、賴

2020年8月27日
國際獅子總會中國港澳303區成立60周年，將出版
一本紀念特刊，內容包括香港獅子會眼庫。在疫症
嚴峻期間，會長高敏華前總監和前會長胡志鵬醫生
連同嶺南大學代表，大家保持社交距離，一同商議
撰寫特刊內容。

2020年10月8日
國際獅子總會中國港澳303區舉辦一項視覺服務 獅子會「獅瞳傳愛」視頻短片創作大賽，第一分區
和香港獅子會眼庫、恆生大學及香港眼科醫學院合
作舉辦的「獅瞳傳愛」全港視頻短片創作大賽，呼
籲大眾關注眼睛健康。

秘書黃世洪獅兄、理事冼姵璇前總監、理事冼健岷
第二副總監，理事賴國輝獅兄一同出席啟動禮。

是次計劃將邀請全港市民及學生參加，希望通過護
眼主題配合創意視頻短片表達，讓更多人關注成人
和兒童眼部健康，同時發掘同學們的創作潛能，提
高同學們創作興趣。
香港獅子眼庫是303區最早成立的聯屬團體，所以必
定支持這個有意義的活動，當日會長高敏華前總監、

2020年7月至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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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育 Edu ca ti on
獅子會中學

2020-2021年度開學禮
25週年銀禧紀念師生網上齊開學

獅

子會中學於9月1日在網上舉行2020-2021

在過去22年的貢獻表達謝意。郭校長指出學校資

學年實時開學禮，逾800名師生共同參

源豐富，校內校外均有不同獎助學金予本校學生，

與。疫情期間，雖遇上困難，仍無阻我們追求知

讓學生能努力學習，發展所長。郭校長引用韓愈《師

識、學習的心，今年的開學禮由以往在禮堂高唱國

說》中：「師者，所以傳道、授業、解惑也。」指

歌，師生共聚一堂變成在電腦前、鏡頭前的網上開

老師完成其使命，同時學生亦須堅守尊師重道，努

學禮。

力學習的宗旨。在學習的同時，亦須培養良好的品
格，校長對循規蹈矩的同學給予正面的評價，並勉
勵少數學生須遵守校規。校長亦重點指出今年「約
法三章」：(一)關愛同學，不說粗言穢語；(二)尊
重自己，穿著整齊校服；及(三)克盡己責、絕不遲
到。郭校長希望同學在學業及品格上都有所增長，
成為才德兼備的好公民。
最後，郭校長祝願各位學生能以成為獅子會中學的

開學禮由國歌掀起序幕，接着由何麗貞校監致歡迎

學生為榮作結，網上開學禮正式完結，銀禧紀念的

詞。她先多謝國際獅子會中國港澳303區總監梁禮

新學年亦正式開始。

賢獅兄於百忙之中，抽空拍攝是次開學禮的致訓
辭。何校監表示過去一年香港雖受社會運動及疫情
所影響，但仍然感謝上屆莊碩校監及林日豐校長的
帶領，全體教職員努力實踐「停課不停學」。何校
監藉今年為創校25週年銀禧紀念，勉勵同學在新
學年要立定志向，並努力實踐，同時「吾日三省吾
身」，培養良好品格和堅持同心同德，實踐獅子會
「我們服務」的精神。梁禮賢總監致訓詞時，以他
的理念「未忘初心，攜手向前，成就三○三」，鼓
勵同學們努力達成自己的目標，只要堅持努力必定
得到好的成果。
隨後由郭銳涵校長致謝詞，郭校長先感謝校監及總
監在百忙中抽空拍攝短片，參與學校的開學禮。並
感謝獅子會教育基金及獅子會中學法團校董會的信
任，成為獅子會中學第三任校長，亦對林日豐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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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育 Ed ucation
獅子會何德心小學

2019-2020年度第二十屆畢業典禮

本

校第二十屆畢業典禮於2020年7月4日在

簡有山校監為畢業典禮致歡迎辭，讚揚梁禮賢總監

學校禮堂舉行，荷蒙國際獅子總會中國港

熱心服務社會，並同時勉勵畢業生要自強不息和

澳303區（2020-2021年度）梁禮賢總監蒞臨主

以自主學習的態度迎接中學校園生活。接着由梁禮

禮，梁麗琴第一副總監、獅子會教育基金崔志仁主

賢總監致訓辭，梁總監讚揚同學藉著停課的契機，

席MH、多位前總監、前校監、簡有山校監、何德

實踐了學校近年推展「正向教育」中二十四個性格

心副校監MH、陳婉儀副校監、各位校董、獅友及嘉

強項，勉勵畢業生於未來遇上困難時，要發揮「勇

賓撥冗蒞臨，令

敢」和「有希望」的性格強項，以「正向」態度面

典禮倍添光彩。

對挑戰。最後，六年級同學由梁總監手上接過畢業

為配合防疫措

證書，標誌著完成人生中的一個重要階段。

施，典禮分為一

馬鏡澄前主席及簡有山校監頒發獎學金
予李承恩校友

至五年級頒獎禮

當天，馬鏡澄前主席及簡有山校監特設獎學金頒發

及六年級畢業典

予李承恩校友，表揚他在學業上的成就。李承恩校

禮兩部份。本校

友剛畢業於香港科技大學物理（國際科研）學系，

亦特意安排畢業

因成績超卓，獲美國麻省理工學院頒發全數獎學

典禮直播，讓因

金，稍後將啟程赴美修讀物理學博士學位。此外，

疫情而無法親臨

畢業班同學為嘉賓們獻上表演，回顧過去六年難忘

現場的畢業生及

的校園生活、緬懷與同學的真摯友誼，以及感謝師

家長也能參與其

長的教導和父母的養育之恩。

中，共享喜悅。
一眾嘉賓合照留念

接受傳媒訪問 推廣疊杯運動
競技疊杯運動以「低風險，高成效」著稱，不受場

由於校隊表現

地空間限制，深受學生歡迎。本校於本學年正式

出色，早前關

成立競技疊杯校隊，透過個人及團隊訓練，提升學

焯賢老師及競

生的手眼協調能力、專注力及合作精神。校隊隊

技疊杯隊員已

員5B沈佳怡同學於「2019亞洲競技疊杯運動錦標

應邀接受商業

賽」入選香港隊代表，取得亞洲團體對抗賽排名第

電台、香港電

4的佳績。

台及無線電視
節目《流行都
市》的訪問。

Viu TV 主持與校長及關焯賢老師訪問後合照

最近Viu TV採訪隊亦於7月11日到校拍攝，報道競
技疊杯的發展。當天訪問了陳慧萍校長及負責訓練
的關焯賢老師，詳述如何在校發展新興運動及培訓
學生，同學亦分享了參與競技疊杯運動的樂趣及得
著。期間競技疊杯校隊成員更大顯身手，表演疊杯
節奏操。電視台亦訪問了隊員的家長，分享讓子
女學習疊杯的益處，節目於8月23日及8月30日在
Viu TV 拍攝團隊與競技疊杯校隊成員及校長大合照

Viu TV播放。
2020年7月至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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獅 子會 主 會
Hong Kong (Host)

會長
楊祖貽

資訊委員
王玲玲

Host Care for You 主會 溫 情 敬 耆 老

T

he holidays represent the season of giving:
making family connections, sharing meals, and
creating memories. However, the holidays would not
be the same if people did not extend the good cheer
beyond personal ties and seek ways to create joy
for others and volunteering
in Lions Club would be
a wonderful way to give
back and increase one
another's well-being plus
form new friendships. The
act of generously giving
our time is the fastest way
to put smiles on another
person's face no matter
the age, but since 28% of
our seniors live alone, they
will especially enjoy the
attention.
26th September 2020 is a Saturday, a few days to
the Mid-Autumn Festival. This is a traditional festival
celebrated by Asian people. It is the second most
important festival after the Lunar New Year Spring
Festival. We are aware that, during the epidemic,
many singleton elderly people are forced to stay at
home. The lack of visits and care for them can easily
lead to depression. Lions Club of Hong Kong (Host)
organized a service “Host Cares for You” [主會溫情
敬耆老] through St. James Settlement. The goal of
this service is that, although we could not celebrate the
festival together during the epidemic, we could at
least send our greetings and deliver the 130 singleton
elderly a gift pack. It included the healthy soup, a low
sugar moon cake, healing balm, surgical masks and
epidemic prevention supplies. As such, we gave full
play to the spirit of International Lions Club, “We
Serve” - Serving the society wholeheartedly; serving
the needy; helping the poor and the weak.
It was our great honour to have our District Governor,
1st Vice District Governor, 2nd Vice District Governor,
Region 1 Chairperson, Zone 1 Chairperson and
the representative from the donor at the service
ceremony who supported us early in the morning. It
was a big encouragement to us. We had more than
30 volunteers including Lions, Leos and friends from
the donor company to join the service.

We then formed 10 small teams and visited 30
disability singleton in the elderly home in the
morning. The visit from the volunteers helped
brighten their day by showing our concern and care,
having friendly chats, and making sure that all had
been well during the epidemic.
After lunch, we welcomed 100 singleton elderly
to come over to St. James Settlement Centre. We
arranged to receive 25 elderly every 30 minutes
distributing gift packs as well as having a short chat
with them.
It was very touching when we had the friendly chat.
They shared their life experiences and we were
aware that they had a treasure of memories and
experiences which they longed to share. They were
the people who helped build up everything around
us today. Just imagine how many valuable stories,
lessons and experiences our elderly could share with
us. When we spent time volunteering with elderly, we
benefited just as much as they did – and we could
learn a lot too!
One of the volunteers shared her feeling after the
service, “My volunteer experience has shown me
that I can bring joy to older people. Everyone will
have to face the hard fact that their parents and
grandparents will grow older and become dependent
on their children. This experience has made me a
stronger and more caring person.”
The comment gave us great encouragement after a
very successfully service. During the service, we, the
volunteers, all felt that if we had ever been a recipient
of random acts of kindness, we would know the
pleasure. And yet when we turn the tables from
the receiving to the giving end, the feelings of joy
and satisfaction doubled. What we receive through
giving is miraculous
and immediate. We
won't have to wait
long to experience
its value. It begins
when we touch the
other person's life
through kindness.

Thank you for your kind donation
It’s our great honour to have LC Capital Ltd to donate Hong Kong
dollar 60,000.00 to Lions Club of Hong Kong (Host) as service fund.
We had a cheque handover ceremony on 27th August 2020 with
our senior Lion, President, Function Chairperson and Honorary
Treasur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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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島
Peninsula

獅 子會

會長
林以律

資訊委員
余文躍

新舊會長交接儀式

香

港半島獅子會於 7 月 9 日假座九龍彌敦道金域假日酒店地庫『龍苑』舉行 2020-2021 年度第一次董
事會暨例會會議。上屆會長周健忠

獅兄鳴鐘開會、唱獅子歌及介紹出席獅
友後，隨即舉行一個簡單而隆重的新、
舊會長交接儀式，新任會長林以律獅兄
接任後致開會詞，並頒發新職員襟章給
周健忠上屆會長將會長權槌轉交給新任
會長林以律獅兄

所有內閣成員和董事。

疫情下之董事會和例會
由於新冠狀肺炎疫情急轉直下、情况嚴
峻，在政府發出限聚令後，本會取消了 7
月份的第二次例會，而 8 月份的第二次董
事會議、9 月份的第三次董事會議以及第
三次至第六次的例會均採用 Zoom 視像會
議方法舉行，使會務繼續運作、活動如常
舉行、使獅兄們有機會在視像上「會面暢
談亅。

會長林以律獅兄將第一副會長襟章頒發
給馮振榮獅兄

拜訪本會
七代同堂系屬獅子會例會
香港半島獅子會 2020-2021 年度會長林以律獅兄，於
2020 年 7 月 14 日中午拜訪香港半島獅子會系 ( 七代同堂 )
之 屬 會「 香 港 城
市 獅 子 會 」、 並
出席午餐例會與
各獅友聯誼、鞏
固獅誼。
會長林以律獅兄拜訪香港城市獅子會午餐例會時攝

香港尖沙咀
獅子會
Tsim Sha Tsui, Hong Kong

會長
范啟鏞

資訊委員
容祖導

香港尖沙咀獅子會 2020/2021 年度理事會成員

2

020/2021 年度已到來了，在新的年度裡，在以范啟鏞獅兄為會長的新一屆內閣帶領下，本會會務發
展將是百尺竿頭，更進一步！下面介紹本會 2020/2021 年度理事會成員：
會長：范啟鏞
上屆會長：方繼元
第一副會長：李國霖
第二副會長：潘卓群
第三副會長：林文華
義務秘書：黃明同
義務司庫：袁偉文
總務：潘祥安、伍于宏 糾察：劉紀酉、劉志勇
會籍理事：袁兆豐及王恭浩
本會理事會成員大合照
理事：方浩然、王劍鳴、劉澤泉、蘇瑞榮、王世聰、容祖導、羅翰榮

計劃未來

本會在理事會議上，就開展會務方面進行了研究和
討論，並規劃了新一年度的工作計劃。范啟鏞會長
在 9 月 25 日例會上向獅友報告未來一年的會務活動
綱要。該綱要包括社會服務計劃和聯誼活動計劃。
在社會服務計劃方面包括：1、參與主辦「2020 年獅
子 會 全 港 學 生 三 人 籃 球 訓 練 計 劃 」； 2 、「 環 保 行
動 -- 清潔海灘」活動；3、扶弱濟困 -- 向弱勢社群
送暖行動。在聯誼活動
方面，包括：秋遊聯
誼、新春聯誼等方面安
排。對此安排，獅兄們
表示全力支持。
范會長在例會上報告會務活動計劃

第十四分域主席
親善訪問
第十四分域主席葉皓裘獅
兄於 9 月 25 日晚上到本
會進行親善訪問，受到本
會獅兄的熱烈歡迎。第
十四分域主席葉皓裘獅兄
在會上致詞，贊揚本會在
服務社會方面的成績及對
303 區會的支持和貢獻，
同時傳達了 303 區獅子
運動的訊息。

葉皓裘分域主席親善訪問
本會

2020年7月至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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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香島
Bayview Hong Kong

獅子會

會長
梁慧玲

「 香 島 同 心 惠 澤 社 群 賀 中 秋 」抗 疫 服 務

年

初至今，香港至全球經歷了近代最嚴峻的疫
情，情況持續已足足超過大半年，但仍未有

良方妙藥可以應對，日常生活起了極大的變化，校
園學習及工作都大受影響，一些基層及弱勢社群更
出現經濟困難。香島獅子會抱着一貫慈善之心及為
社會貢獻精神，再次召集獅友力量，集力集資，為
有需要的人士安排了一次派發福袋活動，藉此希望
為他們帶來一點關懷及溫暖。憑着香島獅子會多年
來累積的服務經驗，加上獅友們熱心慷慨及多位贊
助商捐贈，人手、物資很快便已經到位，短時間內
已聚集好物資，應節中秋月餅、健康湯包、防疫口
子會紐約法拉盛分會第三副會長戚獅兄一同參與，
彼此互相交流舉辦活動心得及經驗，是次服務獅友
們上下共 33 多人參與，受眾長者及基層市民共
500 多位。

活動在有秩序且安全的情況下順利進行了數小時，
當長者及基層市民接收物資後臉上流露的微笑，讓
獅友們感覺更加滿足，一切付出都是值得的！未來
罩、蝦子麵、茶葉、蚊怕水、萬用藥油及消毒搓手
液。經過會長梁慧玲獅姐敲定後，決定委任曾超慶
獅兄為大會主席，活動名為「香島同心惠澤社群賀
中秋」，並獲得「深水埗街坊會」協辦，於 9 月 26 日
假深水埗街坊福利會舉行。

活動當日更榮幸得到總監梁禮賢獅兄、GMT 區協
調員高敏華前總監、GST 區協調員馮妙雲前總監、
第一副總監梁麗琴獅姐、第二副總監冼健岷獅兄、
區司庫陸嘉暉獅兄、第三分區主席陳雅輝獅姐、第
七分域主席鄭嘉財獅兄來臨出席支持。並有國際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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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會繼續舉辦活動服務大衆，一如既往為需要的
人仕出心出力，盡顯香島獅友「四出精神」。

香港青山
獅子會
Castle Peak Hong Kong

會長
紀偉

本年度首次例會暨就職儀式

鑒

於疫情嚴峻，香港青山獅子會新一屆職員就職儀式改於例會內進行。有別於往年的大型就職典禮，
本年度就職儀式以簡單而隆重的方式進行。感謝總監梁禮賢獅兄及前總監陳毅生獅兄百忙中抽空出

席監誓及指導。本年度會長紀偉獅兄致辭時特別鳴謝指導會長暨保薦獅友林天意獅兄四年前邀請他加入
香港青山獅子會，讓他踏上人生中一個精彩繽紛的獅子會舞台，更成就他成為香港青山獅子會第 57 屆會
長。紀偉會長訂立了今屆的口號為「結伴同行，服務社群」，希望香港青山獅子會一眾獅兄，繼續團結一
致，舉辦更多有意義的服務。
2020-21 年度香港青山獅子會內閣名單：
會

長：紀偉

上 屆 會 長：林天意

義務秘書：柳逸瓊

第一副會長：蘇振華

義務司庫：陳韶軒

第二副會長：陳家樑

總

務：李建民

第三副會長：李澤江

糾

察：林立眾

理

事：鄭煒城，麥國輝
趙財龍，蔡承瀚

後補理事：袁景森，朱建榮

病毒無情，人間有愛
新冠肺炎肆虐，香港的死亡人數已超過 100 人，當

急，代表本會，

中長者的死亡率偏高，醫管局表示，長者免疫系統

通過明愛鄭承峰

和對藥物反應都較差，形容「新型冠狀病毒在年輕

長者社區中心

和年長病人身上就像是兩種不同病，對年輕人如傷

（深水埗），安排

風感冒，對長者

捐贈抗疫物質，

如沙士，認為有

包括獨立包裝口

需要保護長者免

罩及搓手液，予

受感染。 」有見

區內 900 位有需要的獨居長者。紀偉會長於 8 月 5

及此，香港青山

日親自前往社區中心安排物資捐贈，中心高級督導

獅子會會長紀偉

主任張佩兒小姐代表接受，張主任隨後馬上安排工

獅兄應社會之

作人員把物資送到區內獨居長者家中。

限聚令下的例會
過去兩個多月，因應限聚令實施，會長紀偉獅兄只

紀偉會長得悉不少學校沒有具備足夠器材給學生網

能以視像形式匯報會務。最近限聚令放寬為四人一

上學習，提議新增一項服務，捐贈平板電腦給有需

檯，通過理事會商議，香港青山獅子會決定於 9 月

要的學校，這服務得到全體獅兄支持及通過。會後

29 日重開例會及理事會，但畢竟疫情仍未完全受

一眾獅兄舉杯暢飲，氣氛融洽。

控，不能掉以輕心，本會通知
開會場地，以最高防疫規格進
行會議，並嚴格遵守四人一檯
規定。紀偉會長於例會上表
示，儘管疫情仍未完全受控，
本會服務並不會因此而停頓。

2020年7月至9月

35

太平山
Tai Ping Shan

獅子會

會長
霍寶林

資訊委員
何偉雄

輕舟已過萬重山

香

港政府於 7 月初解禁「限聚令」之下，會長霍

而輕鬆，隆重而簡約；既規矩而非紊亂，流暢而非

寶林獅兄高瞻遠矚，把握曇花一現的機遇，

倥怱 ,。各成員正名之後，皆摩拳擦掌，準備新一

於 7 月 9 日本會之午餐例會之中，誠邀總監梁禮賢

輪社區服務，發揮獅子精神。不日，香港政府重啟

獅兄、上屆總監王恭浩獅兄、第一副總監梁麗琴獅

「限聚令」，但我會已早已完成就職，了無牽掛。

姐、第二副總監冼健岷獅兄、第二分
區主席吳英杰獅兄及第四分域主席羅
柯淑慧獅姐，出席太平山獅子會就職
典禮嘉賓。期間，主禮嘉賓總監梁禮
賢獅兄更為太平山獅子會全體內閣及
董事作監誓，現場氣氛熾熱，既莊嚴

天涯若比鄰
疫情肆虐全球，外遊幾乎停頓，但有了社交媒體，
人和人的聯繫接觸也變得頻繁，而地域上的距離似
已不復存在。太平山獅子會位於新加坡的姊妹
會——嘉東獅子會，月前於 8 月 1 日舉就職典禮，
誠邀本會參與慶典。會長霍寶林獅兄帶領一眾獅友
在社交媒體 ZOOM 參加典禮及道賀，場面隆重，
氣氛熱鬧，獅誼綿遠流長。

聊贈一枝春
太平山獅子會在 7 月 16 號舉行了第一次服務，目標
是天水圍區內的孕婦媽媽。為了照顧及關懷區內懷
孕婦女，太平山獅子會籌集了 300 罐荷蘭進口美素
佳兒媽媽配方奶粉，全數捐贈給天水圍婦聯，讓婦
聯安排有需要的媽媽到中心領取。我們在這嚴峻疫
情之下，並非踽踽而行，霍寶林會長、陳婉儀前會
長、方鐵鋒前會長、潘偉基前會長，聨袂天水圍婦
聯陳主任等一眾職員出席進行捐贈儀式。區內受惠
者對我們的捐贈均表露歡迎及欣喜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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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九龍
獅子會
North Kowloon

會長
何家威

資訊委員
蔣世昌

齊心抗疫賀中秋

雖

然疫情持續，但北九龍獅子會認為服務還是

動，本會獅友善心滿載，每年都出心出錢出力，因

要繼續！在剛過去的 9 月 19 日，本會與長青

為獅子會的宗旨就是「We Serve」。

社協辦「齊心抗疫賀中秋」服務，為粉嶺區老人家
及受眾準備約 300 份福袋，包括月餅、生果、口罩
等。由於疫情關係，我們希望減少聚集時間，所以
一眾獅友更加齊心合力，配合義工們極高效率地完
成是次服務，讓善心隨着福袋發送給所有受眾。
中秋節派福袋已經成為北九龍獅子會每年指定活

北九龍獅子會第三次常規會議
由於疫情關係，北九龍獅子會過去數月例會皆以網
上視像形式進行。但隨着政府放寬食肆限聚令，本
會亦馬上於 9 月 17 日舉行了「一檯四人」之例會。
北九龍獅子會上下齊心一呼百應，基本上所有會員
皆有出席，共商獅務，希望在疫情散退後，馬上可
以展開今年已計劃好的所有服務活動。由於機會難
得，會長何家威獅兄當晚亦特意準備一些時令大閘
蟹和獅友們分享，場面歡樂熱鬧。

熱烈祝賀何家威獅兄當選北九龍獅子會會長
本屆會長何家威 Raymond 於 2014 年加入獅子會，曾任一二三副會長。
過往多年，以「四出精神」一直全力支持北九龍獅子會。今年獲得獅友們
通過成為第五十五任會長，他表示深感榮幸！希望帶領北九龍獅子會會務
再創高峰！

祝賀董智 成 前 會 長 獲 委 第 十 一 分 域 主 席
本屆第十一分域主席董智成獅兄 Rex 於 2012 年加

今年獲得梁禮賢總

入獅子會，曾兩任屬會司庫 (2013-2014,2014-

監委任為第十一分

2015 年度 ) 及會長 (2017-2018 年度 )。於八年獅

域主席，他深感榮

歷內積極參與區會及屬會服務及活動，深深體會到

幸！他希望能作好

獅子會精神「Where there's a need, there's a Lion」

橋樑工作，加強獅

在獅子會的服務以外，董獅兄熱心參與青年人及長者

友溝通，令第十一

服務，他是「晴朗的心基金會」董事及香港粉嶺耆英

分域各屬會及北九龍獅子會會務再創高峰！

上圖：會長何家威獅兄與我會成員合照
下圖：全球服務發展團隊區協調員馮
妙雲前總監出席第11分域主席董智成獅
兄第一次總監諮詢會議

長青社委員。

2020年7月至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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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快活谷
Happy Valley

獅子會

會長
袁雄偉

資訊委員
黃雨芳

視障人士防禦認知障礙計劃

認

知障礙問題成為我會近年長者服務工作中所
關注的重點服務，香港快活谷獅子會為支援

視障長者及早防禦認知障礙，強化身體機能，特別
與香港視網膜病變協會合作，撥款推廣「視障人士
防禦認知障礙」計劃。
此計劃的特色是，以歌唱及音樂作媒介，透過歌曲
演唱，歌詞背誦及音樂欣賞，強化視障人士聽力及
言語能力，維持大腦記憶功能，以減慢視障人士因
年齡老化而帶來的能力退化。而服務過程中並能增
加視障人士之間的互動合作，並通過歌唱自娛，增

簡單而隆重的支票受贈儀式

加視障人士對生活的正面意義。

膜退化病患者組成的自助組織，由視障人士參與營
受惠機構香港視網膜病變協會是一個由遺傳性視網

運，管理及推行復康服務，主力服務因遺傳以致患
上同類型致盲眼疾的人士。服務宗旨致力推廣平等
參與，構建無障礙社區，發揮視障人士的個人能
力。鼓勵視障人士助人自助，發揮守望相助精神。
這些宗旨，都與香港快活谷獅子會一直以來所推崇
的「殘障與弱勢人士一樣可以貢獻社會」理念不謀
而合。
在不久的將來，雙方將會展開更多更深層次的合作
計劃，包括為視障人士提供適切的多元化服務，情
緒支援及個案輔導，同路人自助活動，康復技能訓
練，視網膜退化病患者熱線，推動建設無障礙社

袁雄偉會長帶同獅兄與中心主任就服務計劃作交流分享

區，公眾教育及共融活動體驗等等的範疇。

69,500
這是簡單不過的一組數字，但對香港快活谷獅子會
來說卻別具意義：69,500 是今年來我們所派出的
口罩數量！眾所周知，疫情初期口罩和防疫物品極
之短缺。但在周家煒指導會長的帶領下，大家仍積
極籌劃和向各地張羅，希望在屬會的層面，親自將
物資直接送贈到弱勢社群的手裡，共度這艱難時
刻。在不斷的嘗試和努力協調後，我們還是將這龐
大數量的口罩連同部分福袋，按時有序地分批派送
到受眾的手上。誠然，此數字在袁雄偉會長和新班
子領導下，還在累積中，直至疫情威脅消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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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家煒指導會長派送防疫物資給受眾

澳門
Macau

獅 子會

會長
伍志平

澳 門 獅 子 會 組 織 智 障 人 士 攜 手 共 行「 心 出 發 」

自

新冠肺炎疫情爆發至今，澳門獅子會一直關

都是一般情況下難以接觸的，例如參觀貴賓候機室

心弱勢族群的受眾情況，雖然日常社交生活

及登上私人飛機，穿着特別服飾體驗角色扮演，到

方式有所轉變，但社會各界在防疫措施上的相互配

訪熱門的網紅打卡點觀看一大片向日葵，以及享用

合，在疫情受控理想的情況下，澳門獅子會安排及

特色美食，令一眾參加的智障人士，都感到無限好

組織澳門弱智人士家長協進會的智障人士及其家人

奇及開心。

一共 64 位，分別於 8 月 15 日及 16 日參與由澳門特
區政府主導的「心出發・遊澳門」本地遊計劃，讓

會長伍志平獅兄表示，是次活動受眾表示日常很難

智障人士透過參與社區遊，認識澳門的另一面，也

有機會參與到類似活動，一眾智障人士都很開心地

能舒緩生活壓力，享受難得的家庭樂。出發首日出

度過一個愉快而特別的周末。特別是疫情下，智障

席代表包括大會主席歐栢超獅兄、本會會長伍志平

人士未能像以往一樣參與集體活動，多數留家極少

獅兄、義務秘書兼前會長吳啟華獅姐、前會長黃輝

外出，而一眾家長們亦難以聚首一堂，互相分享交

獅兄、澳門弱智人士家長協進會會長曾德岱先生及

流開導。藉今次機會，讓他們可以享受到政府推動

副理事長鄭嘉聯先生。

下的澳門遊外，亦帶動親子之間的互動，得以舒緩
疫情至今積累的壓力。由於疫情目前處於常態化情
況，日後將繼續在安全防疫措施的前提下，針對不
同受眾所提供更多元化服務。

大會主席歐栢超獅兄表示是次活動分別組織了兩團
參加「心出發・遊澳門」，以參觀「澳門國際機場及
私人飛機」和「感受特色主題樂園」為主題的兩條路
線。由於是次活動採用政府編定的路線，很多行程

2020年7月至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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鑪峯
The Peak

獅 子會

會長
杜正山

資訊委員
李福謙

每月會議

本

會於 2020 年 7 月 10 日中午 1 時 30 分假座香港中環醫學會舉行 2020-2021 年度第一次董事會。後
因疫情突然轉趨嚴重，令到本會 7 月 24 日例會取消；而 8 月份的董事會則採用 Zoom 視像會議。另

一方面香港鑪峯獅子會創會 45 周年紀念亦因疫情延至 10 月 24 日舉行，遺憾的是因政府實行旅客需要 14
天的隔離導致姊妹會未能訪港一同慶祝此盛會。在 9 月初疫情有所緩和，本會亦將 9 月份的董事會和例
會，按照政府規定 4 人一席開了實體會議，希望疫情能夠盡快過去，我們能夠恢復一切服務活動和會務。

親善探訪
區會第六分域主席徐歷遜獅兄在 9 月 25 日晚上 7 時
30 分蒞臨香港鑪峯獅子會，作 2020-2021 年度親
善探訪，席間將 303 區會 2020-2021 年度將會舉
辦的服務項目和活動與本會獅友一同分享。

服務活動一

第六分域主席徐歷遜獅兄在親善訪
問時與獅友們分享區會會務

香港鑪峯獅子會於 2020 年 9 月 16 日在會長杜正山

黑暗中對話旅程給獅兄們一個與眾不同的經歷。在

獅兄帶領下，有 6 位獅兄 ( 上屆會長曾廣源獅兄、

全黑環境中，導賞員帶領參加者，以一個全新的角

第一副會長莊鈞傑獅兄、第二副會長許天佑獅兄、

度欣賞這個世界，體驗眼看不見的精彩香港！60

義務秘書李仲文獅兄、前會長繆家濤獅兄和前會長

分鐘的旅程，由導賞員帶領配合真實場景，各情景

楊雋永獅兄 ) 前往九龍長沙灣長義街 9 號 D2 Place

均有其獨特的質感、聲音、氣味甚至味道，使大家

第 1 期 7 樓 B 室出席參加『黑暗中對話體驗館』。

在黑暗裡善用眼睛以外的感官去探索四周環境。
黑暗中對話旅程的每一步，讓獅兄們發現黑暗的世
界其實也很美。黑暗中對話旅程不止刺激有趣，更
可讓我們改變對視障人士的看法，及反思自己的生
活。目的是希望大家能夠體驗視障人士的生活，用
心感受社會各階層的生活需要，讓我們反思自己能
否提供適切的幫助。

香港鑪峯獅子會獅友參與導賞活動時攝(左起楊雋永獅兄,繆家濤獅
兄,莊鈞傑獅兄)(右起李仲文獅兄,許天佑獅兄,曾廣源獅兄,會長杜正
山獅兄)

服務活動二
香港鑪峯獅子會贊助大澳華商會和家福會於 9 月 27
日假大澳舉行『中秋福包贈耆英』服務活動。大會
送出抗疫用品、食品和生果的福包給 700 位長者，
讓他們在疫情中仍感受到社會人士對他們的關懷和
需要，本會第一副會長莊鈞傑獅兄與義務秘書李仲
文獅兄出席參加外，莊鈞傑獅兄更帶同兩名幼獅出
席，身體力行，參與分派禮物給各位長者，讓他們
感覺到人間有情。
莊鈞傑獅兄與兩位幼獅出席服務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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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獅子山
Lion Rock Hong Kong

獅子會

會長
馬永康

資訊委員
黃佩珊

2020-2021 年度七、八、九月理事會及例會

本

會 2020-2021 年度第一次 (7 月份 ) 理事會及

會議過後大家再領取酒店外賣晚飯回家享用。第二

例會，順利於 7 月 16 日假座帝苑酒店進行。

次 (8 月份 ) 理事會及例會，雖然繼續受到疫情影

指導會長柯兆均獅兄及本年度新任會長馬永康獅兄

響，各位獅友未能聚首一堂進行會議，我們依然以

於首次會議前夕進行簡單而隆重的會長帶及權鎚交

線上會議方式舉行每月一次之理事會及例會，了解

接儀式，會上同時歡迎新獅友 Stephen Ma 及 Billy

區會及屬會的最新動向，亦為未來服務及活動預先

Lee 兩位獅兄加入獅子山大家庭，共同服務。茲因

做足凖備。

COVID-19 疫
情持續，響應

茲因 COVID-19 疫情緩和，餐廳堂食恢復 4 人一

香港特區政府

枱，本會 2020-2021 年度第三次 (9 月份 ) 理事會

之晚上暫停堂

及例會，終於順利在 9 月 17 日假座帝苑酒店進行，

食，本會分開

恢復實體會議，可以互相親身見面問好。本會會長

2-3 人一檯進

馬永康獅兄雖因公務繁忙現正身處內地，但我們依

行實體及缐上

然配合到位，特別進行實體及缐上 Zoom 同步，於

Zoom 同步會

酒店的大電視進行 Live 直播會議，配合大家各人需

議，配合不同

要而特事特辦，無意間同時提升了大家對電子科技

獅友的需要，

之技能。

探訪深水埗馬鄭淑英安老院長者
本會於每年中秋前夕也會前往深水埗馬鄭淑英安老

獅友們完成馬鄭淑英安老院的服務後，隨即再出發

院，探望我們一班相熟的老友記，為他們送上八珍

前往九龍邂逅軒的扶康會作探訪，送上應節月餅、

伍仁月餅及中秋水果以表示節日關懷，在新冠病毒

新鮮水果、玩具遊戲及中秋裝飾等，希望給他們帶

影響下，院舍長者未能與家人及親友相聚及探視，

來中秋氣氛，與家舍內院友共同拼砌 LEGO 模型，

想必非常失落。按院舍最新指令，獅友未能親身探

製作中秋飾物，提早共慶中秋。希望下一年疫情已

訪，因此我們把

過，大家平安度過，讓我們可以再次與方叔華神父

八珍伍仁月餅及

及院友結伴外出酒樓晚飯慶中秋。

中秋水果於門外
交予安老院職
員，並由職員代
為送給每一位長
者，希望長者於
院舍內也要加
油，保持身體健
康，共同度過今
次疫情，盡快互
相見面和祝福。

2020年7月至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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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九龍
獅子會
South Kowloon

會長
丘濠銘

香港南九龍獅子會 2020-2021 年度內閣職員

香

港南九龍獅子會 2020-2021 年度內閣職員

務：周偉民，糾察：郭子敬。

已於日前選出，成員如下：
新任會長丘濠銘獅兄表示在這一年裡全力以赴推展

會長：丘濠銘、上屆會長：湯俊傑、第一副會長：

會務工作，向前輩們學習，做好每一個有意義的服

尹荏球、第二副會長：黃忍權、第三副會長：丁麒

務，在獅兄們合力襄助，共同努力，造福社群，創

銘、義務秘書：施必芳、義務司庫：范志恒、總

造更美好的明天。

2020-2021年度董事會內閣成員

本年度四位新獅兄宣誓加入「我們服務」行列

六 位 新 獅 兄 加 入「 我 們 服 務 」行 列
近來我們因受新冠肺炎疫情影響，本會多項部分服務和活動已暫停或延期，為了加強新年度的事工，今
年已有六位熱心人士加入本會為成員。為「我們服務」而努力。
六位準獅兄原定於 2020-2021 年度本會職員就職典禮暨女賓夕慈善餐舞會中宣誓就職，但因活動延期，
四位準獅兄已於日前進行宣誓入會儀式，由 2019-2020 年度第四分域主席陳紹聰獅兄主持監誓，另兩位
準獅兄決定於短期內進行宣誓程序。他們都表示，今後定會竭盡綿力，支持服務。

董事會視像會議商討會務工作
本會因新型冠狀疫情，董事會已延期舉行，但為了要進行
安排推展各項服務，於 8 月 28 日舉行第二次董事會會
議，以視像會議形式進行，網上出席的獅兄非常踴躍，並
提出寶貴的建議。

會議由丘濠銘會長主持，通過多項經常推行的服務和服務
及財政預算外，更一致通過決定舉辦派發食物券，以協助
因疫情而受影響生活等情況的貧苦大眾和長者。
本會日前舉行董事會視像會議商討籌劃服務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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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龍塘
獅子會
Kowloon Tong

會長
陳金發

2020-2021 年度內閣名單
會

義務秘書：吳梓騫

理事：葉景強

上 屆 會 長：廖佩儀

義務司庫：邱

健

理事：羅紹彬

第一副會長：陳自覺

糾

察：廖家寶

理事：王慶廷

第二副會長：黃海明

總

務：溫少華

第三副會長：張鳳秋

會籍理事：張新村

在

長：陳金發

此本會熱烈恭賀新一屆的會長及各位就任理事，在會長陳金發獅兄帶領下，本會定必團結一致，全
力以赴，使會務更上一層樓！

受全球新冠疫情的影響，本會與姊妹會的獅誼並沒有因此而疏
遠，本會 2020-2021 年度 9 月份例會已在 9 月 9 日 ( 星期三 ) 以
Zoom 視像會議形式舉行，很高興能邀請到姊妹會檳城文華國際
獅子會眾獅友一同參與聯合例會，最初由兩會會長帶領大家一起
唱獅子歌，其後各獅友互相問候及談及近況，分享兩會獅務、本
年服務計劃及理念。

香港新界

獅子會
The New Territories, Hong Kong

會長
陳燁志

會務訊息

限

聚令下，季度初開，本會至今只舉行了兩次

陳燁志會長於 9 月 19 日曾出席 303 區第二分域第

例會及兩次理事會，首先在七月份第一次例

一次總監諮詢會議，透過第二分域主席張萬添獅兄

會上，由會長陳燁志獅兄召開小組聯席會議，擬定

的報告，獲悉很多區會的活動訊息。

了本年度工作大綱以及活動表，交由各副會長、職
員及小組依例而行。9 月份再度復會，處理及議定

本會亦將動員全體獅兄出席經多次改期的 303 區聯

了一些累積的會務及議案。獅兄們隔別兩個多月後

合就職典禮，以示支持，亦會參與本屆的宣誓儀式。

再聚，紛紛問好，但見
彼此都別來無恙，甚感
欣慰，氣氛友好。
此外，召開的兩次理事
會上，本會制定了年度
內的財政預算案，以及
訂定本屆的服務方針，
待疫情過後，旋即展開
服務。
會長陳燁志獅兄主持會議

會長陳燁志獅兄(右)頒發獎牌予
上屆義務司庫林世潛獅兄(左)

四位壽星主持切餅儀式。左
起：梁浩龍前會長、黃志輝
副會長、陳燁志會長、朱國
基前會長

2020年7月至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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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港南
獅子會
Hong Kong South
踏

會長
陳靜怡

資訊委員
曾飛燕

入 2020 年 7 月，獅子會新的年度開始了，新

會 11 個屬會，17 位獅友（包括我們港南的沈樂年前

冠疫情仍然在國際間肆意蔓延，香港作為全

總監）合資籌建而成。走着前輩修的路，看着「野

球經濟中心的大都市，無可避免地又面對第三波的

花隨意倚晴嵐」的美景，享受着微風為我們解暑散

疫情的爆發。全民戴口罩及防止多人聚集是抗疫的

熱，讓人豁然开朗，在看似灰濛濛的社會現況中，

基本措施，今年我們港南獅子會新的領導團隊熱心

帶來新的憧憬和挑戰，不禁問：「新的一年，我能

計劃了很多服務計劃也不得不推遲或者取消。

為你做些什麽？」

7 月 12 日，周日，火辣辣的三伏天天氣，因疫情多
次改期的港南獅子會慈善籌款步行終於如期進行。
高溫的天氣根本不能阻擋我們獅友們的籌款熱情！
眾多的區會領袖，友會會長及港南一眾獅兄獅姐堅
持走完全程，最令人欣慰的是還有港南二代參加，
年紀輕輕的小朋友們不怕苦不怕累，傳承了獅子會
的服務精神。今次慈善步行的其中一段是「獅子會
徑」，此徑是在 1995-1998 年期間建成的，由獅子

「Wherever There Is A Need, There Is A Lion」。我們
港南獅子會雖然不能像一線的醫護人員那樣衝在抗疫前
線，但，港南獅友們紛紛出謀獻策，希望捐出抗疫福袋，
與各界共同對抗新冠疫情。2020 年 9 月 3 日，我們港南
獅子會向香港盲人輔導會的數百名視障人士提供實質性的
幫助，向他們捐了四百個防疫禮品福袋。每個福袋包括口
罩 30 個，濕紙巾 3 包以及面罩和消毒液。希望福袋和我
們的問候能緩解他們日常的壓力，為他們打氣。

金秋時分，迎來了萬家團圓的中秋節。9 月 20

於互動，這也是我們不斷地去服務的原動力。

日，周日的下午，我們港南獅子會與「城市和睦福

同心過難關，風雨後便是陽光！

團契」一起合辦捐贈中秋福袋活動，服務對象主要
是長者和殘疾人士，在疫情的風雨下，節前的慰問
和暖暖的關懷是不會被按下暫停鍵的。時間還未到
14:30，獅友們已經齊集在將軍澳彩明苑彩耀閣地
下，即觀塘浸信會彩明幼稚園內，各種佈置以及
100 個福袋已準備好。雖然在疫情下，長者們只能
步出家門接受我們的禮物，透過眼神和短暫的交
談，我們都能感受到他們的喜悅和感動之情。愛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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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東
獅子會
Hong Kong East

會長
曹永豪

資訊委員
李恒輝

「 雙 親 節 迎 端 午 糉 愛 心 服 務 」致 送 給「 圓 玄 護 理 安 老 院 」

港

東獅子會 2019-2020 年度會長何心源獅兄在即將卸任的日子內，不忘努力服務社會，於六月份多
次走訪不同機構，送上抗疫物資，援助有需要人仕。

一：2020 年 6 月 1 日「香港小童群益會賽馬會長沙灣青少年綜合服務中心」
捐贈醫用口罩 5,600 個及即食麵、餅乾 1,000 包
二：2020 年 6 月 20 日「圓玄護理安老院」
「雙親節迎端午糉愛心服務」
捐贈醫用口罩 500 個、端午糉 150 個及水果 200 個
三：2020 年 6 月 27 日「東林念佛堂」
「港東獅子會口罩捐贈服務暨佛文化藝術半日遊」
捐贈醫用口罩 1,000 個予僧侶及工作人員使用
四：2020 年 6 月 27 日「西方寺」
「港東獅子會口罩捐贈服務暨佛文化藝術半日遊」
捐贈醫用口罩 1,000 個予僧侶及工作人員使用

2019-2020 年度港東會長何心源獅兄竭誠領導
下，獲頒發 2019-2020 年度三○三區獎項「全年
最優異屬會獎」，全體獅兄嫂熱烈歡賀。
本 會 原 定 於 2 0 2 0 年 7 月 1 7 日 舉 行 慶 祝「 成 立 第
四十三周年紀念暨第四十四屆職員就職典禮」，正
籌備得如火如荼之際，無奈疫情突起，政府宣佈兩
人限聚令，大會經商議後決定取消 2020 年 7 月 17
日就職典禮，敬希各位獅友嘉賓見諒 !
會長何心源獅兄與港東獅兄領獎合照

港東獅子會第四十四屆職員 (2020 -2021年 )
會 長：曹永豪

第三副會長：楊廣成

上屆會長：何心源

義務秘書：陳啟球

分會 LCIF 協調員：李浩祺

副分會 LCIF 協調員：石賢德、楊啟宗

第一副會長：林樹華

義務司庫：劉國平

分會服務主席：鄭存漢

副分會服務主席：朱正、林民盾

第二副會長：陸炳鴻

糾察：張瑞境

分會行銷溝通主席：曾貴興 副分會行銷溝通主席：鄭永國

總務：李常盛

副總務：高達斌

分會指導員：李浩森

副分會指導員：陳浩波

康樂：黃丁祥

副康樂：呂守松

分會指導員：李海柏

副分會指導員：劉永強

資訊科技委員：李恒輝

副資訊科技委員：朱偉業、陳億華

分會會員發展主席：陳國屏 副分會會員發展主席：周富昌

國際年會代表：盧應銘

副國際年會代表：林銘森、楊廣源

本會新任會長曹永豪獅兄秉承歷屆會長的服務精神，藉此肺
炎肆虐期間，得到義務司庫劉國平獅兄和糾察張瑞境獅兄所
屬的「香港中醫藥界抗疫聯盟」支持及贊助，捐出 2400 包，
成本價已經超過六萬多元的「雪耳滋陰潤肺湯包」及「清補涼
健脾湯包」，交由本會再致送物資到慈善機構，感謝萬分。
2020年8月6日「港製愛心保健湯包送暖行
動」致送給港九各區街坊協進會

2020年7月至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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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金鐘

獅子會
Queensway, Hong Kong

會長
王耀森

資訊委員
曾雪敏

宅家抗疫系列 - 兒童環保小天使之電腦程式網上教學編寫課程
為受到新冠肺炎疫情影響，兒童無法到學校
上課，缺乏學習機會，而疫情下網上教學已
成為小朋友學習的趨勢。有見及此，本會於 2020
年 8 月 29 日（星期六）舉辦了一個網上直播教學活
動，為 7 至 12 歲的
兒童提供教授環保
概念電腦程式遊戲
的編寫課程。透過
這個網上教學，教
授編寫遊戲程式亦
灌輸環保概念。

課程當日，很榮
幸請到第十二分
域主席陳月明先
生前來指導及支
持。小朋友亦踴
躍回應課堂提
問，反應熱烈、
樂也融融。導師分享了環保概念、做一個關於收拾
海灘垃圾的遊戲、以及分享了十多個免費的網上編
程平台，讓兒童安在家中亦能學到新的電腦知識。
是次活動非常成功，本會感謝各獅兄獅姐鼎力支持。

我們見到長者開心了！我們也開心了！在 2020 年
9 月 1 9 日（ 星 期 六 ）， 我 會 舉 辦 了「 中 秋 樂 齡 月 滿
圓」大會主席石嚴之獅兄及 Sam 會長和我們金鐘獅
友、青獅及協辦機構——香港東莞石排同鄉會青年
會（義工隊）一起準備了 150 份中秋節福袋，到兩所
長者服務中心：青松侯寶恒長者鄰舍中心、仁愛堂
田家炳長者鄰舍中心，我們希望在中秋佳節前把中
秋福袋給長者，和他們一起慶祝中秋節，在疫情中
和中秋節前把我們香港金鐘獅友的關愛一起送上。
長者們及機構職員感恩地收下福袋，獅友們同心合

力地完成這滿有意義的服務，雖然因疫情戴上了口
罩，大家都是快樂地發揮着獅子精神，服務社羣。

因

「中秋樂齡 月 滿 圓 」

寶馬山
Braemar Hill

獅子會

會長
唐德傑

資訊委員
雷孟俊

元朗八鄉中心小學派發物資

八 鄉生 約中 心3 8小0 學人是，一其所中位約於1 8元0 朗名 八學 鄉生 的為 村非 校華 ，人 學學
生，包括尼泊爾、巴基斯坦、印度、菲律賓、印
尼、剛果埃及和索瑪利等國家。因近月疫情和社會
運動關係，造成很多學生家庭出現工作及收入不穩
定，導致生活困難的情況。

本會與八鄉中心小學黎
校長及鄧副校長討論
後，寶馬山獅子會秉承
「 我 們 服 務 ( W e
S e r v e ) 」的 格 言 ， 本 會
決定捐贈物資如食物及
衛生用品給有需要的學
生家庭。

於 2020 年 8 月 29 日 ( 星期六 ) 上午 9 時至下午 3
時「家長日」，寶馬山獅子會會長唐德傑獅兄、前會
長黃鎮南獅兄、前會長郭賢杰獅兄、前會長陳振中
獅兄及第二副會長雷孟俊獅兄親到八鄉中心小學，
聯同校長及老師們一同派發麵粉、米、雞蛋、洗頭
水、淋浴液等物資給少數族裔小朋友家庭。在派發
的過程中亦與來自亞洲、非洲等不同國家的家長和
學生交談，關心及了解他們的生活近況。

響應國際獅子總會中國港澳三 O 三區及
紅十字呼籲捐血
由於疫情令捐血者人數下降，血庫儲存不足。雖然近日血庫存量稍為回升，但情
況依然嚴峻。香港寶馬山獅子會響應區會及紅十字會的呼籲，本會獅友身體力
行，積極參與捐血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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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筆架山
獅子會
Beacon Hill

會長
吳立輝

資訊委員
鄧子健

2020-2021 年第 42 屆內閣名單 ︰
會
長：吳立輝獅兄
創 會 會 長：楊榮新獅兄
指 導 會 長：林德宣獅兄

第一副會長：張鈺麟獅兄
第二副會長：范清淵獅兄
第三副會長：吳鴻棍獅兄

司
秘

庫：黃順來獅兄
書：陸偉強獅兄

總
糾

務：許新港獅兄
察：楊駿軒獅兄

「關愛社區 攜手抗疫」第五輪

2

020 年 7 月 2 日於吳氏宗親總會泰伯紀念學校
舉行送贈物資行動，承傳由指導會長林德宣獅
兄的抗疫活動，當日適逢泰伯紀念學校畢業禮，希
望疫情盡快過去，同學們身體健康，學業進步。

第 42 屆第 1 次例會會議
本會於 7 月 13 日假尖沙咀帝苑酒店舉行第 42 屆第 1
次例會會議，是次會議共 40 多位獅友及一眾新一
屆青獅內閣出席，祝賀香港筆架山獅子會第 42 屆
開始，一同為新一屆的獅子會服務出謀獻策。

「好學生 獎勵計劃」
9 月 12 日在會長吳立輝獅兄領導下聯同吳氏宗親總會泰伯紀念
學校校長吳信昌和一眾老師於當天進行服務，會長吳立輝獅兄
共捐出約 20 多箱精美玩具予學校作獎勵和活動之用，鼓勵同
學們努力學習。這個下午眾獅友終於可以拋開疫情的束縛，聚
首一堂，享受服務的喜悅。

第 42 屆第 3 次例會會議
本會於 9 月 21 日假九龍灣 MegaBox 百樂門舉行第 42 屆第三
次例會會議，是次會議多位獅友青獅出席，秉承獅子會「我們
服務 (We Serve)」的宗旨，為 10 月份第 42 屆就職典禮及未來
的服務進行籌備。

2020 年 7-9 月活動回顧
7月2日

「關愛社區 攜手抗疫」第五輪
贈送抗疫物資

吳氏宗親總會泰伯紀念學校
聖若翰天主教小學
樂善堂楊仲明小學

參與人數 35 人

7 月 13 日

第 42 屆第 1 次會議

尖沙咀帝苑酒店

參與人數 50 人

8 月 31 日

第 42 屆第 2 次會議

ZOOM 視象會議

參與人數 35 人

9 月 12 日

「好學生 獎勵計劃」

吳氏宗親總會泰伯紀念學校

參與人數 20 人

9 月 17 日

熊貓烘焙開幕慶典

灣仔鴻業大廈

參與人數 20 人

9 月 21 日

第 42 屆第 3 次會議

九龍灣百樂門

參與人數 40 人

2020年7月至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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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島
獅子會
Hong Kong Island
港

島獅子會在會長林世強帶領下各獅友在疫情

者在疫情最嚴峻期間可避免外出，減少感染機會。

最嚴峻期間積極支持抗疫服務，有短短一個

月內應急所需籌備了四個服務，包括：兩個老人服

當日由於中心為減低傳播風險，人數限制於七人之

務，一個新來港兒童服務及一個弱勢社群送暖服務。

內，所以本會有大量獅友未能出席，改為捐贈物資
寄上心意，在疫情之下各位長者都感受到暖暖的是

於 8 月 7 日當疫情嚴峻期間在會長帶領下，在短幾

獅子情。

日內為疫情最嚴重的地
區黃大仙下邨，與香港
聖公會黃大仙長者綜合
服務中心舉辦「疫境送暖
獅子情 (Part 1)」，派發
緊急物資服務，可供當
區約 100 名長者提供緊
急乾糧罐頭及口罩等抗
疫物資，目的為當區長
左圖：疫情嚴峻時刻，一眾獅友團結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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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圖：由曾建文獅及Terence Sin 獅兄派發物資

8 月 25 日，由大會主席 Terence Sin 及 Rody Choi

次活動特別鳴謝我們的獅友 Rody Choi，服務由他

及會長籌備舉行了「疫境送暖獅子情 (Part 2)」，目

公司贊助，並到訪黃大仙長者綜合服務中心進行全

的旨在幫助長者中心全面消毒，締造一個更好的衛

面殺菌消滅病毒淨化等以對抗疫症，減低傳播風

生環境，避免疾病傳播，受惠人數超過 300 人。是

險。

由大會主席Terence Sin主持

鳴謝Rody Choi獅兄贊助活動，提供專員為長者中心全面消毒

July - September 2020

會長
林世強

資訊委員
蔡耀德

上圖：感謝獅子第一副總監梁麗琴獅姐撥冗出席支持

除了長者服務外，由本會蔣麗英獅姐於 9 月 2 日連同會長帶領
獅友，舉辦了「獅暖送愛贈童心」，感謝獅子會第一副總監梁麗
琴獅姐撥冗出席及支持，協助新來港學童辦學團體，保良局陳
維周紀念學校提供了物資上的援助包括抗疫物資、口罩、消毒
物品及網上教學器材等等。

由本會林澤華獅兄提供與校方商討復課後數碼課程的開展，因
疫情影響學童必須在家裡進行網上教學，但幸福不是必然的，
由於有部份新來港家庭，經濟條件未能滿足網上教學的要求，
本會就為校方提供部份網上教學器材，可供學同外借在家中進
行教學，又為學童送上口罩及消毒品提供將來復課後的安全上

下圖：由林澤華師兄講解有關數碼課程

學條件，受惠人數約 100 人，讓學童感受滿滿獅暖，香江有
情。
下圖：由林澤華師兄講解有關數碼課程

另外，臨近中秋節，港島狮子會於 9 月
29 日聯同北河同行舉辦「獅心送暖慶中
秋」，感謝獅子會總監梁禮賢獅兄馬不停
蹄到場支持，是次活動是派發愛心飯盒
及月餅及抗疫物資給有需要人仕，感謝
明哥多年來做服務的心得與一眾會友分
享，在場一眾獅友聽得津津樂道，本會
盼能與弱勢社群分享中秋的喜悅，發揚
獅子會的服務精神。
感謝獅子會總監梁禮賢獅兄馬不停
蹄到場支持

輪候中的受眾，大會主席蔡卓軒派
發物資

在疫情嚴峻期間，真的萬分感謝本會各獅友團結一致對抗疫情，見到大家在會長帶領下積極踴躍參與每

迎各位獅友一同參加，讓獅暖停不了。

2020年7月至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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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服務，秉承獅子會服務社會的精神，令社會都增添更多愛和關心，接下來的日子會舉辦更多服務，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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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沙田
獅子會
Shatin, Hong Kong

會長
何應祥

資訊委員
葉容靜

病毒無情，人間有情！

「獅

愛送暖顯善美」2020-2021 年度香港沙

到「 兒 童 癌 病 基 金 - 家 庭 服 務 中 心 」， 為 期 6 個

田獅子會為兒童癌症捐贈玩具服務活

月。由於「限聚令」，每次只能由 2 - 4 位獅兄獅姐

動，讓愛心傳遞希望！由於疫情，所有病童只能留

派送到 CCF，希望通過 CCF 將這些玩具派到每位

家或醫院，為幫助小朋友身心健康發展，忘記病

病童手上，正所謂童心燦爛，願笑容天天在孩子們

痛。「兒童癌病基金」
（簡稱 CCF）呼籲善眾捐贈玩

的臉上綻放。

具以鼓勵病童參與網上遊戲，互相學習
交流，給在治療病痛路上的孩子一個豐
富多彩的經歷！香港沙田獅子會秉承獅
子 會「 我 們 服 務 」的 宗 旨 ， 在 會 長 何 應
祥和主席葉朝鵬帶領下，很快收集了
600 多份玩具，眾獅友分類包裝，由
2020 年 8 月 10 日開始，每星期送 30 盒

不忘初心，牢記使命！
香港沙田獅子會「中秋關懷長者服務」三十多年歷
史的服務從未間斷。2020 年 9 月 19 日，疫情下在
何應祥會長和活動主席葉朝鵬獅兄帶領下，香港沙
田獅子會籌備了平板電腦、月餅、口罩、消毒噴
霧、面巾、節日燈籠等物品，在中秋來臨之際，順
利完成沙田「香港聖公會保羅長者之家」和牛頭角
樂華邨「香港聖公會牧愛長者之家」探訪。令疫情
下的長者們感受到中秋的關懷和溫暖。平板電腦可
帶給長者們網上娛樂，啟發思維，與時俱進，重拾

自信，給枯燥平靜的晚年生活增添樂趣，使長者有
個多姿多彩的晩年！我們榮幸邀請到 303 區總監梁
禮賢獅兄，第一副總監梁麗琴獅姐，第二副總監冼
健岷獅兄，區司庫陸嘉暉獅兄，第三分區主席陳雅
輝獅姐，第九分域主席陳彩雲獅姐，感謝他們百忙
中抽空出席支持和鼓勵，給沙田獅子會的活動增添
色彩。感謝第三分區主席陳雅輝獅姐和第九分域主
席陳彩雲獅姐的善心贊助。感謝沙田獅子會的長期
努力，將愛心傳遞，出錢出力，真正弘揚愛老、尊
老、助老的服務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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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北區
獅子會
Hong Kong North

會長
廖贊天

資訊委員
王淞霖

2019-2020 年度周年同人大會

6

月 28 日舉行 2019-2020 年度周年同人大會，
當晚大會主席蔡小平獅兄感謝各位內閣成員及
全體獅兄，雖然今年受新冠肺炎疫情之影響，但都
不影響我們的共同努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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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會議結束前，由會長代表致送生日蛋糕予
三月至六月份生日的獅兄，會後按本會之傳統與獅
嫂們共進晚宴。

社 會 服 務《 愛 心 送 暖 迎 中 秋 》
鑑於新型冠狀病毒疫情反覆及持續，社會上不少基
層市民生活大受影響。適逢中秋將至，本會得知
「麥當勞叔叔之
家 」因 今 年 的 資
助減少，沒有
資源為病童家
庭 慶 祝 中 秋
節 。 有 見 及
此，本會希望
在這佳節前夕

向長期病患兒童的家庭（當中大多數為新移民及少
數族裔）送上及時的關愛。
本會於 9 月 24 日在「麥當勞叔叔之家」舉行「愛心
送暖迎中秋」捐贈儀式。經「麥當勞叔叔之家」向病
患兒童的低收入家庭送贈暖風機及超市禮券，讓他
們在中秋佳節增添溫暖。活動當日本會除有會長廖
贊天獅兄及第二副會長莊紹嘉獅兄聯同多位獅兄出
席外，亦得到第十分域主席羅紹彬獅兄親臨支持，
為是次活動增添光彩。

香港鳳凰
獅子會
Phoenix Hong Kong

會長
周秀娥

本會海外服務計劃

在 6- 月時，本會配合國際總會五大服務項目主題
飢餓。捐助芭堤雅 2 間援助機構「Hand to

Hand Foundation」兒童中心及「Take care Kids
foundation」服務中心，為他們舒緩食物及物資短
決問題。

淨水！更在一星期內添加水泵，同時設置所有管
道。工作人員更將水源送抵合格適當的實驗室進行
水質驗測，確定水源達到安全飲用標準。

除此之外，7 月下旬時，本會捐助機構在當區尋找
潔淨的水源，在各方積極參予協助下，開始鑽水工
程行動，終於得悉一個令人開心的消息 : “發現
了 .. 很好的水源！”，在地下 60 米處發現了水源，
工程人員不斷努力向更深處發掘希望發現更乾淨的
水源，感恩他們在地下 87 米處，發現更純淨的純

總監親善訪問
9 月 23 日，梁禮賢總監到訪本會作親善訪問，闡述在疫情
嚴峻下的運作情況。

2020年7月至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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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荊
Bauhinia

獅 子會

會長
廖玵玒

眾

望所歸，廖玵玒獅姐被選為紫荊獅子會
2020/21 年度會長。由於疫情的關係，政府
仍實施限聚令，我們七月份月會只好在網上用
Zoom 進行。會長提議來年的服務範疇：1) 服務主
題與飢餓有關；2) 繼續與大澳佛教筏可紀念中學
合作支持學生的課外藝術活動；3) 繼續捐款或其
他物資予「可愛忠實之家」。
各獅姐對於第一次在網上進行會議都很滿意，雖然
未能實體見面，但亦順利解決各議題。希望下次月
會，可以和各獅姐在實時會面，聯繫獅誼。

真的很高興，眾獅姐可以在九月相聚一起，在朱秀
英獅姐家中舉行月會。感謝朱獅姐給我們準備豐富
的晚餐，美酒佳餚，不亦樂乎！
會長廖玵玒獅姐提議兩個有關飢餓的服務項目，包
括派發飯盒和飯券給有需要的人士。其中項目除可
幫助解決貧窮人的飢餓問題，更可鼓勵家庭主婦恊
助烹製飯菜。
適逢開會當日是蘇慧珍獅姐生辰，我們齊齊祝賀她
健康快樂！

一畝心田音樂會
紫荊獅子會贊助佛教筏可紀念中學的一畝心田音樂

蹟，因為過幾天後即 7 月 8 日，限聚令又恢復了。

會終於在七月四日開 show 了。當晚在理工大學的

大家能夠聚首一堂欣賞同學和嘉賓的表演真是有緣

賽馬會綜藝館舉行，來賓有數百人包括著名填詞人

有福，值得我們好好珍惜。

鄭國江老師、探險家李樂詩博士等。
因為疫情關係，同學們只有一個月的
時間彩排，但當晚的表現卻使人興
奮，來賓都極度讚賞同學們的努力。
能夠實現這次的音樂會可算是一個奇

捐贈化妝品和活絡油
為了給大澳佛教筏可紀念中學的師生和家長更多鼓勵，於九月八日，林嘉怡獅姐捐出化妝用品及廖會長
捐出活絡油給笩可紀念中學。由於大部分學生是住在大澳，家庭環境不容許他們時常出市區，希望這些
捐贈可以在疫情中帶給他們一分喜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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屯門
獅子會
Tuen Mun

會長
梁杰發

資訊委員
梁浩明

9 月 21 日 - 九月份理事會及會員晚餐例會

由

於疫情受控及限聚令放寬，本會馬上安排恢

會議上會長梁杰發向會員頒發由社會福利署所發出

復實體會議，為確保衛生安全並堅守公眾防

的「2019 義務工作嘉許狀」，本會分別有 8 名獅友

疫責任，會議期間所有會員皆戴上口罩，會議後晚

榮獲金獎、8 名獅友榮獲銀獎、6 名獅友榮獲銅

飯亦依照「限聚令」四人一檯並且保持安全距離！

獎，本會亦以 4353 小時的服務時數榮獲團體金
獎。

久未親身見面的獅友們再次共聚一堂，商討本年度
服務計劃及在疫情下會務發展相關事項，獅友們輪
流發表意見討論熱烈，氣氛融洽。本次會議更首次
嘗試線上線下同步舉行，照顧到部分需在外地工作
的獅友，獅友們透過網上會議平台繼續可以即時參
與實體會議的討論，令我們可以打破地域界限，不
論獅友身在何處都能夠繼續參與會務，發揮獅子服
務精神。

9 月 29 日 - 屯獅敬老賀中秋
「屯獅敬老賀中秋」是本會每年必定舉辦之中秋敬老活動，雖然
如今疫情逐漸穩定，但為着老友記健康著想，我們未能如過往
般到長者中心為老友記載歌載舞。不過我們仍然希望可以在中
秋佳節為長者送上關懷的心意，所以這次便安排了 400 個愛心
福袋送到屯門區三間長者院舍，為長者送上月餅、時令水果
等，讓他們知道，社區對他們的關愛並沒有因為疫情而受到阻
隔。

是次活動得到「新界社團聯會屯門地區委員會」的協助，福袋頒

贈儀式亦榮幸邀請到新界社團聯會會
長兼立法會梁志祥議員及新界社團聯
會屯門地區委員會主席陳秀雲女士到
場支持。

2020年7月至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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銀綫灣
Silverstrand

獅子會

仝人減少社交聚會。在漫長的空窗期，會長李淑儀獅姐一直領導着我
世 紀疫症突襲，為防疫，SRSD
們在網絡上緊密聯繫，各自抒發了不同的生命感悟與體驗。話題由閒話家常、IQ 遊戲、到天馬行
空；由強政勵治、到關心小組的愛心爆棚等。經過歷練的磨礪、沉澱的過濾，我們正努力開開心心度過
我們熱愛的 SRSD 的第 30 個周年。

(1) SRSD 2020-2021 年度職員名單：
會
長：李淑儀獅姐
上 屆 會 長：鄧欣琪獅姐
第一副會長：林婉雯獅姐

第二副會長：楊旭楠獅兄
第三副會長：韋百昌獅兄
義務秘書：吳慕德獅姐

義務司庫：黃彩旋獅姐
總
務：廖漢財獅兄
糾
察：唐妙容獅姐

會籍理事：何唐梓嫦獅姐
李翠蘭獅姐

(2) 支持總會，區會及分區活動：
我們尊敬的姑姐謝香鶯獅姐榮任區會區秘書之高
職，全體 SRSD 會員同心同德，祝福與擁戴。謝香
鶯獅姐高才碩學，德澤宏施，而且勤政親民，總是
大力支持區會的各項活動，包括「全民抗疫，感恩
有 你 」等 的 捐 助 ， 我 會 一 定 馬 首 是 瞻 ， 並 祝 賀 區
會：弘揚獅聲，譽滿全球。10 月 17 日將在會展中
心舉辦的「區職員暨屬會職員聯合就職典禮」我會
會員踴躍報名參加，齊歡暢同慶賀區秘書謝香鶯獅
姐，區會場地經理委員會主席蘇漢發獅兄，區青獅
委員會聯合主席鄧欣琪獅姐，及我會會長李淑儀獅

姐等就職之喜，喜上加喜。
畢竟眾多前會長珠玉在前，很多人都認為當 SRSD 會
長這職位實不輕鬆。我們深慶得人，翹彥同慶。新會
長李淑儀獅姐是一位優雅時尚漂亮的醫生，仁心仁
術，學識廣博、平易近人，自信而不自負，有容人之
量，勇於承擔責任。會長為會務馬不停蹄，內外兼
顧。並將於 10 月 16 日世界糧食日舉行的第三分區飢餓
服務「Lions Move 獅家飯」啟動禮中榮任儀式司儀。祝
活動成功舉辦！為受眾帶來溫暖與友愛，幸福和快樂。

（ 3 ）S R S D 7 月 份 ， 8 月 份 ， 9 月 份 月 會 會 議 ：
7/21 - 我會本年度
第一次理事會暨例
會會議，善用科
技，舉行 Zoom
Meeting，是創新
的一頁。
8/18 - 因應疫情嚴
峻 、 亦 是 運 用
Zoom meeting 舉
行會議。
會長感謝大家出席八月份的例會，演講題目：「資
訊媒體科技推廣獅子會」，多謝我會資訊媒體科技
小組主席林修基獅兄及獅嫂給予 Zoom 鏈接，多謝
義務秘書吳慕德獅姐預備會議議程及做會議紀錄，
亦感謝主講嘉賓嚴宇懷獅兄、周靄儀獅姐作為區會
資訊科技小組聯席主席，分享了寶貴訊息。
在網絡發達的世界，疫情限制了各人相見的緣與
份，我們能夠此時此刻投入時間在發展網上平台，
是與時並進的大趨勢。
9/15 - 我們可以舉行實體會議了，四人一枱，謹
守防疫措施。多謝上屆總監王恭浩獅兄親臨我們例
會，主講題目「百萬口罩抗疫服務 x 港澳獅子會基
金」。當天我們特別高興，一來見到面感覺特別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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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二來又可以品嚐到區秘書謝香鶯獅姐每次開會
都請我們吃的超靚水果。而且收到會長送我們每位
一份充滿愛心與熱情的中秋禮盒，那清香美味的中
秋月餅，未吃已經甜到入心。大家誠心互祝平安，
祝花好月圓人團圓。齊心抗疫，霽月光風。最重要
的是平安、健康、快樂！！

會長
李淑儀

資訊委員
鮑少群

（4）SRSD 2020-21 年度活動 / 服務計劃：
A) 上一屆的康樂活動（主席陳德慧獅姐及陳浩賢獅
兄伉儷）在 7 月 5 日舉行「銀綫灣尾旅郊遊遊」暨
新斗記晚飯聚會，參加者眾樂也融融的，扶老
攜幼遊遍大澳水鄉，寶蓮佛寺等地，體驗着
SRSD 大家庭的喜樂平安，享受着主席伉儷全包
旅費的美意，及上屆會長鄧欣琪獅姐特別送來
給每位參加者一件隨身之寶的消暑風扇。好幸
福喔！

韋百昌獅兄、李淑儀獅姐、唐妙容獅姐、廖令軒
獅兄、吳慕德獅姐以及鮑少群獅姐等。事後有登
報 / 感謝函致送給無私的醫療隊伍的，有區秘書
謝香鶯獅姐、吳慕德獅姐、韋百昌獅兄、何唐梓
嫦獅姐、蘇漢發獅兄及獅嫂，以及劉崇峰獅兄等。
會長及元海獅兄另有感言與大家分享。會長
説：「本人被派去金文泰中學的普查中心，那一
所中學的禮堂是沒有冷氣的，看着醫護人員穿
着厚厚的防護裝置，在沒有冷氣的情況下為市
民服務，真的要比 10 萬個 like。 」；元海獅兄贈
言：「無比誓願為眾生，醫護愛心澤社群」。
D)「 耆 愛 樂 穿 梭 」( 主 席 ： 鄧 欣 琪 獅 姐 ) 正 在 籌 劃
中。以去年鄧欣琪獅姐策劃社會服務的熱誠與
魄力、那麼令人佩服與感動；再加上今年她正
聯絡 30 間老人院舍，滿腔熱情，並寓意慶祝本
會 30 周年會慶，我們肯定活動將會成功舉辦。
E)「特別的口罩送給有需要的人」( 提議者：郭綠華
獅姐 ) 正在硏究中。
F)「聖心堂長者服務」( 主席：韋百昌獅兄 ) 也正在
籌劃中。因聖心堂本堂神父田義神父工作上有
改動，我會仝人祝他：松柏長青！主寵滿溢！
G)「奧運 2020 前哨慈善運動同樂賽」：茲因東京
奧運會延期，服務名稱可能會有些少更動。主
席林婉雯獅姐準備充足、計劃周詳。厚厚一本
計劃書，圖文並茂、萬事俱備。我們對是次有
益身心的籌款活動，寄予厚望，深信一定會圓
滿舉行。

B) CQI Training ( 主席：蘇漢發獅兄 ) 因應疫情，
日期地點改了又改，最終定在 10 月 4 日在灣仔
區會會議室舉行，大家都沒有異議。多謝主席
蘇獅兄請吃午飯，及黎民碩獅兄請下午茶。大
會則沒有安排晚飯。

I) 「半邊天健康日」
（主席：陳卓琪獅姐、林婉雯獅
姐 )，有眼科醫生陳卓琪獅姐坐鎮，服務委員會
主席郭綠華獅姐確有眼光。
J)「馬來西亞之旅」( 主席：元海獅兄 ) 由馬來西亞拿
督海哥領隊，李會長真的知人善任，選賢與能。
K) 其他
本屆 SRSD 領導及職員，材優幹濟，春滿杏林、
不懼風雨，群策群力，同慶銀綫灣獅子會：騰
飛 30，精進日新。
2020年7月至9月

A dv ertis eme nt

C)「銀綫齊心抗疫，普及社區檢查」：
這是 SRSD 本年度頭一炮的社會服務。為響應政
府的全民免費 COVID-19 普檢計劃，會長 Lion
Ada 呼籲大家為人為己，參加普檢，合力把社區
隱形患者找出來，支持「早檢測、早隔離、早治
療」的醫療政策。會長甚至親力親為，為我們登
記。SRSD 中有拍照報告會長的有 14 位，包
括：林修基獅兄及獅嫂、劉崇峰獅兄及獅嫂、
蘇漢發獅兄及獅嫂、何唐梓嫦獅姐及獅姐夫，

H)「健康我話事」服務，乘勝追擊、再來一次。本
屆主席是楊旭楠獅兄，楊獅兄是一位骨科名
醫，日常工作非常繁忙，也抽空來指導，希望
受眾人人身體健康！生活愉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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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太平洋
Hong Kong (Pacific)

轉

獅子會

會長
姚君

瞬間，香港太平洋獅子會，踏入創會第三十一個年頭，由姚

本會會長姚君澔獅兄出席由區

君澔獅兄連任 2020-2021 年度會長。雖然在疫情籠罩下，很

會舉辦之 2019-2020 年度頒獎

多大型活動被迫取消，但眾獅兄、獅姐助人的熱情不減，繼續關懷

典禮，並恭喜李業卿獅姐成為

社區，服務社群，為獅子會宗旨「We SERVE」做到更好，並與多

終生會員。

間 NGO 機構合辦派發口罩、酒精搓手液、漂白水、防疫物資等用
品，亦有派發糧油食品，包括白米、食用油、罐頭、麵、餅乾、奶
粉等等，直接派送到長者和有需要人士府上，務求令他們足不出
戶，都能有足夠食糧，解決燃眉之急，並避免出外感染風險。終於
在大家共同努力下，完成
服務，實在難能可貴。
隨着 2020-2021 新年度
開始，香港太平洋獅子會
率先在七月十日探訪姊妹
學校 – 上水救世軍石湖學
校，並送上口罩和酒精搓
手液。

香港千禧
獅子會
Hong Kong Millennium

會長
張民傑

資訊委員
蕭愛珍

千禧獅心護保良

最 近的新型冠狀病毒感染影響了不少
人的生活，除了成人之外，孩子的
生活亦出現了很大的變化，例如停課、
不能和朋友見面、活動空間減少等等。

本會定於 7 月 28 日捐贈 2000
個兒童口罩及 2000 個成人口罩
給予保良局。當天三位保良局
總理及兒童組主任代表接收。

由於疫情存在未知之數，加上生活秩序
受到影響，部分孩子可能會感到不安和
躁動，或表達對現時情況或病毒感到憎
恨和厭惡。

是日香港千禧獅子會大會主席
冼兆龍獅兄，邀請到區會總監
梁禮賢獅兄及第八分域主席柯
兆均獅兄蒞臨作為大會嘉賓。

千禧愛心關懷張煌偉小學
在香港疫情嚴峻下，香港千禧獅子會繼續顯愛心，
希望能夠為有需要的人出多一分力。本會於 8 月 19
日捐贈 1800 個兒童口罩，2000 個成人口罩及 50
支搓手液給予工商總會張煌偉小學。

因疫情關係，大會主席洪永如獅兄聯同數位獅友
們，包括上屆會長吳英兒獅姐、第二副會長許偉堅
獅兄、兩位會董陳美娟獅姐和彭馥芳獅姐到東莞工
商總會張煌偉小學捐贈。
當天簡單而隆重的儀式下，曾耀棠校董和梁偉基校
長聯同數位教職員接受捐贈 . 在此非常之感謝衆獅
友們在疫情下的付出。香港千禧獅子會在疫情都不
斷地繼續幫助社會上有需要的人，秉承我們服務的
精神。希望疫情盡快過去，使我們做更多不同的服
務，使到更多人受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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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珠
獅子會
Pearl Island

會長
宋寶瑞

宋寶瑞獅姐連任新一屆會長

本

會 2020-2021 年度新內閣順利誕生，宋寶瑞獅姐眾望所歸連任新一屆會長。過去一年中，在宋寶
瑞獅姐帶領下，為本會會務排除萬難、繼續發展，未來歲月中，宋寶瑞獅姐亦定能領導本會繼續發

揚獅子精神，做更好服務，貢獻社會。
長：宋寶瑞

義務秘書：王小暉

總

務：陳蕙婷

第一副會長：盧健茵

義務司庫：梁靜兒

糾

察：李美香

會

會籍理事：招幸嬋

第二副會長：宋錦汶

明珠耆英賀中秋

抗疫送暖慶團圓

明珠獅子會與 香港耆英協進會每年舉辦與長者歡
度中秋的活動，歷二十多年從未間斷，受疫情影
響，在限聚令下雖不能似往年般與長者舉辦聯歡午
宴，但彼此的牽掛依然沒變，定要將此活動繼續下
去。一眾獅姐在 Zoom meeting 上展開熱烈討
論，最終決定今年活動改為賀佳節贈褔袋，同樣表
達獅友對長者的關愛並送上祝福。月餅不可少、福
米亦要加；抗疫不能停、口罩繼續派。分工妥當，
各位獅姐分頭忙碌，籌備各種物資。
守時的長者依時、分批來到領取。衷心感謝第二副
總監冼健岷獅兄及第二分域主席張萬添獅兄在百忙
中抽空出席本會活動，主持儀式及派贈福袋，令活
動倍添光彩！完成了簡單、溫馨的儀式後，隨即將
福袋分派給柴灣區內長者會友，活動圓滿成功。正
是：因應時勢思變通、傳統服務添新猷。

九月廿六日一大清早，多位明珠獅姐來到柴灣興華
二邨，在耆英協進會義工協助下，將長者所需物資
包括平安膏、口罩、消毒紙巾、拖鞋、泰國香米、
餅乾、麥片、月餅、米粉裝成 360 份褔袋，大家各
施其職、配合默契，好快就分裝完畢。望着堆砌整
齊的「福袋牆」，大家都露出心滿意足的笑容。

2020年7月至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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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淺水灣
獅子會
Repulse Bay Hong Kong
執

會長
蘇啓宗

筆之時正式中秋節臨近，在此先藉機會向各

在 11 月舉行

位獅友預祝中秋節快樂、人月兩圓、心想事

一個電影欣

成。相信本年度香港人甚至全球最關心的是對疫情

賞活動，詳

發展走勢及擔憂，經歷了 2019 至 2020 年度多事

情仍在因應

及艱難的一年，淺水灣獅子會大部分部署及活動都

防疫措施的

被迫取消，當中舉辦活動及招募新會員等均經歷前

發 展 籌 備

所未有的挑戰，有幸在前會長及內閣不畏艱難接受

中，而本年

挑戰，於艱難環境下亦舉辦多次外展服務，體驗盡

度亦計劃舉

己所能服務人群精神，藉此機會感謝前會長及內閣

辦 更 多 活

帶領。而當中亦都有很多珍貴的經驗可以保留下

動，希望屆

來，作為我們長遠服務的參考，除以身作則帶領我

時各位分會

們前進之外，留下的精神意識及經驗將會是我們最

獅友多多參

大的財富。

與及支持青獅方面，2020 年度及 2021 年年度會長
及內閣亦已落實及開始履行工作，已有多項活動正
在籌備中，看着年青一輩亦有這份心及熱誠履行公
益及服務事業，亦體驗獅子精神的承傳。最後本人
繼上屆首年擔任獅聲撰稿，承蒙不棄本年度亦是由
本人負責，如有不足請多多指教。最後希望疫情盡
快過去，社會亦得以安定。

在感謝前一屆內閣付出後，又迎接新的一屆新的開
始，而本屆淺水灣獅子會則由會長蘇啟宗及其內閣
組成，雖然疫情依然嚴峻，但本會已密鑼緊鼓籌備
本年度要處理的工作，期望能在有限的環境控制及
政府防疫措施下，依然能盡力籌辦更多的外展服
務，務求能盡力將服務帶及每一位受眾，未來預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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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區
Central

有

獅 子會

會長
蔡卓麗

一隻手去握住理想叫圓夢，有一條線連接你

血液救治病人，患有地中海貧血和血癌的病人，每

我叫團圓。圓象徵着美滿，圓也代表着好

天亦需要足夠血液，以作輸血治療。因此，「緊急

合，圓即是美好，最美好的圓也將在中秋之夜呈

呼籲大眾立即前來捐血」，以確保病人有足夠血液

現。

作適切的輸血治療。

今夕何夕，皎潔的月光鋪灑在「寶林賽馬會老人之
家」的窗前，當老人家輕咬一口印刻着「中區」的月
餅之時，那一杯醇濃的普洱茶瞬間融化成香甜……
這一幅花好月圓的畫卷，每一筆都來自中區獅姐的
指尖。
為了給長者們帶來一個溫馨的節日，中區獅姐們與
青獅一起製作了純手工月餅及手工立體畫，齊齊動
手，從糅合蛋黃蓮蓉，壓模成型，有圓月中區，有
百寶福袋，再精心烘培出爐，到分別包裝，獅姐們
用心製作了每一個環節。還有康得思酒店贊助的圓
月曲奇餅，鄭麗嬋獅姐贊助的燈籠普洱茶，於 9 月
26 日一併送予長者，隔屏歡慶，共用團圓。

中區獅子會與康得思酒店及朗豪坊商場攜手合作，
9 月 23-24 日舉辦了獅子會流動捐血車捐血日。眾
親友、同事、商戶踴躍參加，中區獅姐們無懼疫
情，伸出手臂輕挽衣袖……活動在各方的大力支持
下超額完成，功德圓滿，一個生命因為無私的奉獻
而存在，有一條線讓你我血脈相連……
圓是美好，年復一年，是終點也是起點，中區獅子
也是一個要去握住的理想——但願人長久，是為了

會的獅姐們，有輝煌的經歷，也有傳承去展開明

更多的團團圓圓。在新冠肺炎的疫情間，捐血的人

天，讓中區攜手並肩，同心同力，一起用愛心畫出

減少。紅十字會輸血服務中心報稱血庫存量已下降

最閃亮的圓。

至極低水準，僅有約 3 至 4 日存量，而各大醫院的
急症室、緊急手術及器官移植手術等皆需用上大量

資訊委員陳玉芬撰稿

2020年7月至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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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中港
Hong Kong (Mainland)

獅子會

會長
張雪芬

資訊委員
黃順愛

2020 年 7 月 4 日，香港中港獅子會首次理事會暨
例會、7 月份生日會及會長謝宴

時

光飛逝，轉眼間 2019-2020 年度會長張秀
恩獅姐的一年任期匆匆屆滿，交棒予張雪芬

獅姐上任 2020-2021 年度會長，而張秀恩獅姐有
幸獲總監委任本年度第十五分域主席，繼續為獅子
會効力服務。為答謝獅友們過往一年的支持，新舊
會長宴請我們到流浮山享用美味海鮮盛宴，順道舉
行首次理事會暨例會，並為 7 月份生日獅友慶生。
晚飯過後，我們為拍攝了祝賀視頻予姊妹會 - 台
南自強獅子會，讓他們於就職典禮上播放，盼望疫
情盡快結束，我們可以恢復親身到海外探訪及祝
賀。祝七月份生日獅友：張偉成獅兄、謝遠明前會
長、徐敬良獅兄、潘家雄前會長、王煒立前會長、
張瑪麗第一副會長，生日快樂及身體健康。

2020 年 9 月 14 日，9 月份理事會暨例會
以四人一枱進行實體會議，商討未來服務及聯誼之安排事宜，並計劃於 12 月份舉行電影籌款活動。

視察建設島上環保太陽能街燈之進度
會長張雪芬獅姐、「2018 年糖衣風暴 NO DRUGS

島上環保太陽能街燈之位置安排。另因新冠肺炎疫

2018 石鼓洲野外定向籌款」籌委會主席黃順愛獅姐

情關係，環保太陽能街燈之揭幕儀式及命名禮仍未

及當屆會長王煒立獅兄一同前往石鼓洲，與香港戒

能舉辦，我們可籍着這段時間做好石鼓洲碼頭大鳴

毒會石鼓洲康復院院長會面，跟進並商討籌款建設

謝牌的及每枝燈捐助鳴謝牌設計式樣。

2020 年 9 月 18 日，結伴同心，逆境同行
2020-2021 年度首次服務「結伴同心，逆境同行」派送抗疫物資質，照顧學童們復課之需要，將 250 份抗
疫物資送給本會姊妹學校 - 匡智翠林晨崗學校，每份物資包含口罩 5 個及搓手液一支，將物資送出，好
讓學童們迎接開學，做足防疫凖備，安心上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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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荷李活
獅子會
Hollywood Hong Kong

會長
周祖揚

資訊委員
潘眉朱

「香港荷李活獅子會 兒童癌病基金慈善玩具捐贈服務 2020」

國

際獅子總會一直關注「兒童癌病」的服務，香
港荷李活獅子會一如以往積極響應及支持，
我們已於較早前為「兒童癌病基金」送贈口罩，今
次 我 們 再 接 再 勵 ， 舉 辦「 兒 童 癌 病 基 金 玩 具 捐 贈 」
服務，為正接受長期治療的癌症兒童送贈新玩具，
讓他們及他們的家人在漫長、艱難及痛苦的抗癌日
子裡，可以得到多一份關懷、鼓勵及歡樂。
多謝善長人翁捐贈的過百份新玩具，在 8 月 27 號
會長周祖揚獅兄和活動主席李致昌獅兄已經成功地將
這批全新的玩具交了給兒童癌病基金。讓患病的小朋
友在疫情期間，足不出戶也可以享受玩耍的樂趣！

香港荷李活青年獅子會是由年齡十八至三十歲的青年人
組成的國際服務組織，致力服務社會，幫到社會上有需
要幫助的人士，在 9 月 18 號青獅會長曾煦璇獅姐聯同青
獅指導王志輝獅兄，大獅會長周祖揚獅兄捐贈了五十個
燈籠及心意卡予「麥當勞叔叔之家」的家舍兒童，分享中
秋節喜悅和傳遞祝福。

香港荷李活獅子會 - 中秋送暖，月餅遊擊行動！
多謝各位善長捐贈给荷李活獅子會的月餅，令到今

哥姐姐們送上中秋祝福！看到哥哥姐姐們收到月餅

年我們舉辦今次的活動非常成功！

和對我們的探訪非常高興的樣子，我們小小的付出
非常值得！

我們收集了過百份月餅，9 月
28 日在活動主席潘眉朱師姐的
帶領下，到訪港島區幾個比較
缺乏社區人士探訪的中小型老
人院，一眾獅兄獅姐穿插在舊
樓之間，上落樓梯，滿身大汗
地搬運月餅，將它們送到不同
樓層的哥哥姐姐的手上，為哥

2020年7月至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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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華都

獅子會
Metropolitan Hong Kong

會長
丁永綱

「疫情下的投資機遇」

2

020 年 9 月 9 日，我們很榮幸邀請了著名基金經理 - 豐盛金融
資產管理董事黃國英先生 (Alex) 為我們講解評論在新冠肺炎疫

情下的投資機遇。Alex 不單分析了他對現時中國、香港和美國市況
及前景的看法，亦分享了一些在不同行業並具有長期競爭力的優質
企業讓我們參考。參與的獅友踴躍發問，Alex 暢所欲言，大家實在
獲益良多。

香港華都獅子會 X 匡智會
2020 年 9 月 14 日，本會會長丁永鋼獅兄聯同一行內閣成員探訪大埔匡智會並進行一個簡單的支票頒贈儀
式，把我們在早前慈善籌款晚會籌得的善款捐贈
給匡智會為日常營運經費。此外，我們亦將一批
特製的「香港華都獅子會 X 匡智會」 T-Shirts 送
贈與一眾舍童。期望疫情可以盡快過去，讓我們
可以再次到來探訪，進一步為舍童們提供適切的
服務及支援。

7、8、9 月份理事會
2020 年 7 月 29 日及 8 月 28 日晚，本會在線上舉行了 2020-21 年度第一及第二次理事會，我們在會上討
論了未來在會務發展和慈善服務上最新的計劃及方向。
2020-2021 年度職員名單：
會長

丁永綱獅兄

上屆會長

陳紹熾獅兄

第一副會長

鄧耀邦獅兄

第二副會長 張瑞燊獅兄

第三副會長

吳鴻揮獅兄

義務秘書

賴輝鴻獅兄

義務司庫

文志禮獅兄

總務

杜志輝獅兄

糾察

林淇鈞獅兄

2020 年 9 月 25 日晚，本會在灣仔會展廣場大都淮揚中菜舉行
本屆第三次理事會。我們特別邀請了 Thirve Hong Kong - 一
個專注培育有需要青少年建立自信、正面人生觀及回餽社會的
慈善團體 - 在線上分享他們的抱負及未來的發展方向。我們
將一起深入探討在不同領域上的合作機會，期望可以更有效益
地服務更多有需要的受眾。
最後還要感謝鄧耀邦獅兄的貼心安排，讓大家在安全舒適的環
境下順利完成會議和享受了精美的晚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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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鑽石
獅子會
Diamond Hong Kong

會長
黃以諾

2020-21 年度董事會及例會

香

港鑽石獅子會新一屆（2020-21 年度）董事會

10) 2020 年 6 月 19 日： 糖尿天使服務中心 ( 新界

及例會在 9 月 23 日舉行。新一任會長黃以諾

葵涌荔景邨日景樓低層 2 樓 4 號舖 )

獅兄和大部分會員都踴躍出席，當中更有剛入會及
準獅友出席，真係人才濟濟。在會議中更頒發感謝

11) 2020 年 6 月 23 日：仁愛堂歐雪明腦伴同行中

狀給朱國歡先生，他在疫情中曾捐贈港幣十二萬

心 ( 九龍順安道 9 號順天邨天瑤樓平台 201 號舖 )

八千七百四十元購買口罩及消毒搓手液供本會派發
給有需要人士，值得嘉許。

12) 2020 年 6 月 30 日：綠膳派 - 廣華醫院服務站
( 九龍油麻地窩打老道 25 號 )

2020 年度 3 月至 6 月由朱國歡先生捐出口罩及搓
手液，由香港鑽石獅子會代表送出，詳情如下：
1) 2020 年 3 月 3 日：大埔匡智會松領第三校 ( 大
埔頌雅路松岭村 , 南坑 )
2) 2020 年 3 月 3 日： 協康會 ( 牛頭角彩霞邨 C 座
彩星樓 5 號地下 )
3) 2020 年 5 月 7 日 : 基督教播道會福安堂、奇趣
天地 ( 青衣長安邨 7 座安泊樓地下 123-132 號 )

在 2019-20 年度，本
會更成為 LCIF 的模範

4) 2020 年 5 月 7 日： 青少年服務處 - 兒童之家

會，各會員在今次會議

( 九龍啟業邨啟盛樓地下 G04 室 )

上接受 LCIF 的奬牌及
獎章。

5) 2020 年 6 月 11 日：基督教靈實協會 ( 鄧肇堅醫
院社區日間醫療中心一樓 )
6) 2020 年 6 月 11 日： 社會福利署東區及灣仔區部
份單位 ( 柴灣道 338 號柴灣市政大廈 3 樓 )
7) 2020 年 6 月 11 日 : 香港基督教服務處 ( 柴灣環
翠邨福翠樓地下 102-107 號 )
8) 2020 年 6 月 19 日：石硤尾南山區街坊福利會
( 九龍深水埗石硖尾邨 21 座地下 129-134 室 )
9) 2020 年 6 月 19 日：香港導盲犬服務中心 ( 新界

本會跟 2020-21 年度第八分域主席柯兆均獅兄（前

葵涌葵盛東邨葵盛圍 63 號地下 S1 舖 )

排左面第一位）合照

2020年7月至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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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青馬
Tsing Ma Hong Kong

獅子會

會長
何國亮

資訊委員
陳中正

人間有情篇：
青馬捐助遺孤

今

年夏天的天氣比往年炎熱，可能因此導致一

兩位警察遺孀最近亦親自致函本會，確認收到捐

些有隱性長期病患的人面對極高的健康風

款，及致以衷心謝意。

險。五月底的一個星期裡，正值香港面對動蕩不安
的一連串社會事件，有三名警察在連續多日的超時

香港青馬獅子會堅信，救災扶危，雪中送碳。雖然

執勤期間突然猝死，其中兩位，遺下妻子與尚在求

只是區區的小數目，但對苦主而言，也算是一些及

學階段的子女，境況堪憐。

時的濟助。日後我們會繼續留意社會中，是否有類
似的需要我們幫助的個案。

香港青馬獅子會同人看到新聞後，馬上動員進行募
捐，共籌得善款共八萬三千元，並於 6 月 30 日，
由創會會長梁健興獅兄、現屆會長何國亮獅兄、前
會長鍾道文獅兄及前會長陳永良獅兄，到警察總部
將支票交與警察福利部，轉交與兩位遺孀，希望能
解其頓失經濟支柱之困。
當日人事科總警司劉鳳霞女士代表警察福利部親自
接見青馬獅子會代表，並表示感謝。劉總警司透
露，該兩位不幸身亡的同事，本仍屬壯年，但想不
到人生無常，在毫無先兆下離世，遺下孤兒寡婦，
彷徨無助，幸好有社會各界熱心人士在短期內伸出
援手，解救燃眉之急。

中秋贈月餅活動
臨近中秋佳節，青馬獅兄們總會想起在黃大仙居住
之老友記。一周兩次服務，重點出發。

次日，大隊移師到黃大仙竹園「榕光社」會址，與
「惠家慈善基金」聯絡到的 200 位老友記見面，派
發 青 馬「 黃 金 智 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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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在會長何國亮獅兄帶領下，到「聖公會長者

月餅和水果。值得一

活動中心」與老友記閒話家常，細說在最近疫情下

提的是，今次月餅來

之家居生活的

源，正是青馬長期服

影響。隨後獅

務 夥 伴「 P l a y r i g h t

兄們向老友記

智 樂 」義 賣 物 品 。 青

家庭，派送時

馬獅子會希望藉着服

令「 心 靈 雞

務項目，也可同時照

湯 」包 ， 充 份

顧不同受眾之需要，

表 現「 溫 暖 在

互補長短，惠澤社

人間」。

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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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特區中央
Center Point H.K.S.A.R.

獅子會

會長
郭文軒

資訊委員
利昶儒

特區中央 萬分感激

一 會有道，並要凝聚獅友上下一心，實在絕不
個年度非常輕快地過去，籌辦各項服務、持

容易！有賴會長周靄儀獅姐，指導會長何宇軒獅
兄，各位屬會內閣成員及全體獅友同心合力，互相
支持，才有輝煌成績。
會長周靄儀獅姐於 7 月 3 日舉行「1 Million Thanks
Party」答謝宴，感謝 19/20 年度總監、區職員、區
委員會小組及一眾友會會員賞面出席，感謝大家，

以及本會前會長及獅友們於過去這年度支持、照顧
及教導。當晚本會三位副會長贈了 2 瓶「感謝」
「會
長」的美酒，非常有心
思。一眾來賓亦於美
酒佳餚下玩得非常盡
興。感謝餐館 - 城寨
風味送贈每位賓客外
帶燉湯及桂花雞翼，
菜式精緻又美味。

有效的七八月視像會議
本港新冠肺炎疫情出現第三波爆發，因應疫情迅速惡化，本會以眾獅友的健
康為首要，固此踏入一個新年度，7 月份及 8 月份理幹事會及例會隨即也改
以 Zoom 線上會議進行。由會長郭文軒獅兄及指導會長周靄儀獅姐帶領下，
線上會議非常暢順，時間及節奏拿捏精準，值得讚揚。感謝總監梁禮賢獅兄
及第十二分域主席陳月明獅兄雖然未能親身探訪，但也非常支持香港特區中
央獅子會及新任會長郭文軒獅兄，以線上形式參與我們例會，跟一眾獅友會
面打招呼。自 7 月起，本會已編好本年度服務計劃，例如「第二屆十大傑出
關愛學生選舉」、「第七屆獅情長意」、「關愛學生龍舟隊」等等，各服務小組
已馬不停蹄籌備當中。

九月會內就職 傳承的喜悅
因應食肆恢復四人一枱安排後，本會 9 月份終於可以進行本屆首次實體會議，邀請了總監梁禮賢獅兄主禮
本會的「屬會職員就職宣誓儀式」及「新會員入會宣誓儀式」，並向我們講解區會最新資訊及本年度計劃內
容。會長郭文軒獅兄非常有心思，送上特別訂造的香港特區中央獅子會 20 周年設計之無線充電器給全體
獅友及嘉賓。一眾獅友久未重聚，當晚七、八、九月份生日的獅友們一同切生日蛋糕慶祝，大家度過了
一個愉快的晚上。

本屆首個服務 疫情下的中秋
中秋佳節前夕，本會特意訂購 200 個傳統雙黃白蓮
蓉月餅，帶同 200 盒防疫口罩，送給何文田區 200
位公公婆婆。由活動主席何文禮獅兄丶會長郭文軒
獅兄、指導會長周靄儀獅姐、第二副會長黃智豪獅
兄及義務秘書杜綺然獅姐一同前往「東華三院 - 黃
祖棠長者地區中心」出席今次服務，避免造成人群
聚集，本會只派有限獅友代表出席服務，中心亦安
排受惠長者分時段到取。希望長者們在中國傳統四
大節日之一 “中秋節” 都能感受到社區的溫暖關

愛，疫情盡快過去，大家恢復正常生活，獅友可以
一同為社會服務。感
謝 Samko Concept
Asia Company
Limited 善心贊助
10,000 個口罩予是
次服務，讓我們送上
月餅及口罩，一邊防
疫一邊迎月。

2020年7月至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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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港
獅子會
Harbour View

會長
蔡雪亮

維港獅子會 - 捐贈抗疫包與前線清潔人員

維

港獅子會一向關心社會，世紀疫症當前，服
務更加刻不容緩。繼長者，特殊兒童及地區
兒童後，本會一行十二名獅友及親友再次於 2020
年 8 月 14 日聯合起來到達北角馬寶道垃圾站並捐贈
抗疫包與市民，而今次服務的對象為 500 名食環署
前線清潔工人，希望在這個艱難時刻，感謝清潔人
員每日為大眾市民走入社區疫廈等地，為市民守住
防疫的最前線。

聚令仍然實施中，當日雖然不設任何儀式或邀請任
何嘉賓，唯維港獅友仍善心爆棚，出席的獅友連同
親友逾十多名，而出席的清潔人員更逾 20 人，使
本會獅友得以向清潔工
人作出最直接的鼓勵，
送上我們維港獅子會的
一點心意！
是次活動能以成功全靠
會長蔡雪亮獅姐為活動
與多個政府部門作出迅
速積極的聯繫、創會會
長馮翠屏獅姐為本會籌
謀並協助維港購入超優惠口罩、前會長陸詠儀獅姐
提供的超值清潔套裝，以及每一名維港的獅友，使
到本會本年度第一次服務能以順利完成！

而是次所派發的禮品包包括了：口罩 1 盒（每盒 50
個）、搓手液、漂白水、毛巾及洗衣粉，受惠對象
全由食環署及民政署揀選並由二署聯合統籌，希望
將本會所捐贈的物資送到最需要的一群，而由於限

會長蔡雪亮獅姐表示，抗疫從不是一個人的事，一
同抗疫以減低疫症在社區傳播的風險，亦是以行動
去為這場疫症獻出一分綿力。

維港獅子會大家庭 - 抗疫齊心
過去大半年疫症雖然依然肆虐，但維港獅友對服務
社會的心亦未有減退，7 月及 8 月均仍以 ZOOM 的
形式舉行例會，參與例會的獅友數目亦平均達至
80% 以上，可見維港獅友的服務心並不會因疫情
而鬆懈。雖然，本年度本會均有多項服務 / 計劃及

活動均需要取消或延期，預計 2020 年的下半年度
亦需先解決世紀疫情，民生才得以恢復正常，而未
來數月，我們的服務亦不會因疫情而延誤，將繼續
以切合市民的真正所需為首，齊心抗疫並希望能盡
快重回正常的生活軌道。

9 月份例會、講座及第五分域主席黎淑儀獅姐親善拜訪
維港獅子會 2020 至 2021 年度終於在 9 月 23 日第

法以及現時本港居民及長者受騙的過程及個案，整

一次進行實體會議，各出席獅友均十分雀躍及開心

個講座內容生動，資料充足，再加上會長安排的美

並表示十分掛念！

食、第五分域主席黎淑儀獅姐的香甜日本蜜桃，各
出席的獅友均度過了一個愉快的晚上！

而本會是次例會安排亦十分積極且充實，首先：本
會十分榮幸邀得本年度第五分域主席黎淑儀獅姐親
臨拜訪並講解本年度區會的會務方針及服務理念。
另外，借助會長的聯繫及人脈，更邀得警務署東九
龍總區防止罪案組代表一行 4 人出席並為獅友進行
及講解「認識及防止電話騙案 / 網上情緣詐騙」的講
座；希望趁此機會讓獅友了解一下新世代的騙案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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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亞洲
獅子會
Hong Kong Asia

會長
黃鏡興

香港亞洲獅子會獎學金

本

會自 2004 年開始，於香港中文大學新亞書院設立的『香港亞洲獅子會獎學金』，旨在提倡及獎勵大
學生對社會、學校團體之服務精神及培養其領導才能。每年均為學業成績表現優異、兼能積極參與

社會服務、並於課外活動中顯示傑出的領導才能之學生，授予此項奬學金，以茲鼓勵。鑑於新冠疫情關
係，中文大學新亞書院暫停舉辦本年度的奬學金頒獎典禮，但本會的獎學金如常發放予獲獎學生、一如
往年，本年度有十位同學獲獎，兩名獎學金港幣四萬二千一百元及八名獎學金二萬一千零五十元，頒發
獎學金合共二十五萬多元。

亞洲愛心送暖賀中秋
2020 年 9 月 30

探訪，可惜天不

日中秋前夕，本

造美，於活動進

會 與「 香 港 路 德

行期間遇上大

會社會服務處 -

雨，後轉為黑色

路德會黃鑑全人

暴雨，導致各人

發 展 中 心 」合 辦

渾身濕透，部份

『亞洲愛心送暖

獅友更被困於某

賀 中 秋 』活 動 。

受訪地點。然

「黃鑑全人發展

而，眾人仍抱着

中心」服務範圍主要是為低收入及劏房家庭兒童，

獅子服務精神，不懼風雨，成功將禮物送到每一個

免費到中心參加課餘托管及功課補導班，目的是支

家庭，為他們增添節日温暖。

援其家庭子女的學習及成長需要，致使其不會因為
經濟上的不足或欠缺而失去社交、成長、學習及發

是次服務成功舉行，實有賴各位獅友青獅的支持及

展機會。本會希望可以在中秋佳節送上一份暖意給

參與，特別鳴謝王美倫獅姐及梁寶衡獅兄贊助月餅

各家庭成員，當晚本會黃鏡興會長、一眾獅友及青

及陳玥心獅姐贊助利事送予家庭。

獅們，聯袂帶同月餅、生
果、口罩、防疫用品及利事
等等禮物包，上門探訪 30 戶
居住於荃灣川龍街、眾安
街、三坡坊、四坡坊、福來
邨、大壩街及沙咀道的舊式
樓宇的劏房戶家庭。一行人
等以小組形式逐家逐戶登門

2020年7月至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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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半山

獅子會
Mid-Levels, Hong Kong

『齊賀半山十五載 巾幗攜手獻萬愛』
香港半山獅子會十五周年紀念

在 九百萬，成功支援了多個非牟利機構的服務計劃，和合作機構建立持續的夥伴關係。

過去的十五年，本會透過每年的籌款活動，榮幸地獲得各善長人翁的認同及支持，籌得善款超過

踏入十五年、朝向未來服務歲月的香港半山獅子會，雖受疫情困擾，眾獅姐仍堅持和貫徹「我們服務」的
宗旨，身體力行，設計了一個為期九個月，分三期進行的服務計劃，為一群隸屬 ADAM『藝全人』社會企
業的殘疾會員，將「天生我才必有用 自強不息」的訊息，透過支援不同服務活動，向大眾宣揚，令社會上
較幸運的人對他 / 她們有多些認識，接納他 / 她們，欣賞並確定他 / 她們不同的才華和能力，為他 / 她們
的未來表示肯定的支持，發展長遠自力更生的能力，為他 / 她們的未來燃點希望，締造奇蹟，實現『天生
我才必有用』的夢想。
第一期

2020九月

中秋送暖關愛行動

We Serve We Re-Connect

第二期

2021三月

送鼠迎牛關愛行動

We Serve We Care

第三期

2021五月

綜藝表演

We Serve You Shine

第一期 - We Serve We Re-Connect
中秋送暖關愛行動已在剛過去的九月成功完成，獅姐們分工合作，將 2,500 個由 ADAM『藝全人』出品的
月餅和 4,800 份食品，分別送往 12 個在過去 15 年和香港半山獅子會有緊密合作的非牟利機構，分派到
二千多個家庭。在送禮和探訪期間，獅姐們除了更了解服務機構的最新狀況，還送上真摯的關懷、慰問
和祝福，同步亦分享了我們 15 周年慶典的歡樂。回望過去 15 年在各機構支援過的服務項目，大家都深感
欣慰。

「啟動儀式」
非常感激總監梁禮賢獅兄、第一副總監梁麗琴獅姐、第二副總監冼健岷獅兄、GMT 區協調員高敏華前總
監、GST 區協調員馮妙雲前總監、第二分區主席王英杰獅兄、第四分域主席羅柯淑慧獅姐在九月八日的
保良局陳麗玲（百周年）學校探訪中，出席簡單的「十五周年紀念活動啟動儀式」，令整個活動添上光彩和
意義。
十五周年紀念活動啟動儀式

以下，我們摘錄
了 12 個受惠機構
當中的 6 個，讓
參與其中的獅姐
們，與你一同分
享當中感受。

月餅盒之精美設計是
出自 「藝全人」殘
疾藝術家手筆，其中
一位受惠者回饋：月
餅很精緻，十分開
心，十分喜愛流心月
餅；二女亦鍾意畫
畫，她一定十分鍾意
這盒月餅。

麥當勞叔叔之家
一個不一樣的家！令患重病的兒童能和家人一同度過難關。中心能容納 23 個家庭，地方寬敞、潔淨，有
足夠空間和全面的配套供日常膳食、消閒，還有閱讀室，設備一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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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長
黃陳德芬

資訊委員
吳慧玲

勵誌協進會
協會主席高太分享智障家庭面對在疫情煩擾下的情緒和困擾。慶幸會員能互相扶持，一同面對，尋找出
路。2019-2020 年度因疫情關係，支援腦退化的服務無奈被耽誤了不少，會員被逼留家抗疫。透過網上
的各項活動，如健身操，簡單的烹飪班，也能幫助會員在休閒日子增添情趣。

麥理浩夫人中心
9 月 21 日是半山獅子會的第九次中秋送暖行動。我們到了「麥理浩夫人中心」探訪及送禮物，分派給予這
機構的街坊。當時有兩個街坊代表都有出席，對我們獅子會的服務十分感激，其實在他們身上，我們也
學會了很多。
社區中心有一項名為「社區互惠銀行」計劃，
鼓勵街坊把自己的才能，透過參與義務工
作，互相幫助，目的就是希望做到 1）授人
以漁之道，聯群結網，讓社群互助自強，惠
福社區。2）讓弱勢社群與各界連結，建立施
與受夥伴同行緊密協助與合作之關係。3）服
務基層地區，凝聚社會資本，開啟社群動力。

一班獅姐成為包裝專員，把餅乾、
罐頭、麥皮、月餅，包裝得漂漂亮亮

託管服務的孩子

今次透過這行動，我們獅姐們也上了寶貴一課。

明愛家庭服務中心
四所明愛家庭服務中心感謝屯門明愛家庭服務中心的協助，四百份禮品包及六百八十個月餅分別派往其
他三所明愛家庭服務中心。四所中心的社工同事會在九月安排家訪，帶同我們的禮品送給受惠家庭。他
們非常感激及欣賞半山獅子會各獅姐的「熱情」和「長情」，過去七年不斷透
過支援書包圖書館的活動外，再次在中秋佳節聯繫他們，添加意義。我們在
探訪筲箕灣明愛中心當日，主管再次確立了書包圖書館的背後意義，亦貫徹
了「知識改變命運」的真理。我們為這長期服務項目而感驕傲。受惠家庭亦感
謝半山獅子會在疫情下幫助展能藝術家這些有需要的人，亦關心他們！讚賞
月餅的圖畫很漂亮，還説會保存這些畫留念。有個單親媽咪分享自己感受
「在疫情下，自己獨力照顧 3 個孩子，很吃力，曾埋怨和想放棄。但了解展能
藝術家的背景，鼓勵到自己和女兒，遇到困難不要放棄。如果堅持，就會成
功。」
兩父子都十分喜愛收到的月餅

兩所姊妹學校

A dv ertis eme nt

和兩所姊妹學校自 2007 年開始結下不解
緣。除了十多年來從未間斷出席支持每年聖
誕同樂日和春節聯歡外，還捐助保良局陳百
強伉儷青衣學校添置物理治療器材及保良局
百周年搬遷新校之圖書館設施添置。今次透
過這項十五周年月餅送暖活動，在兩校校長
和教職員陪同下再次參觀校舍及了解最新情
況，大家互相問候，別有一番滋味。

一起來感受受惠者的開心時刻

2020年7月至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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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灣仔
Wan Chai, Hong Kong

獅子會

會長
吳掌珠

資訊委員
何淑雲

灣獅關愛長者抗疫賀中秋

受

惠機構：德善長者福利中心。本會會長吳掌珠獅姐在創會會長，前總監，各位前會長及獅友們青獅
們的支持下，響應總監梁禮賢獅兄及一眾領導們的服務指引，順利在這疫情期間為「德善長者福利

中心」服務，於 2020 年 9 月 25 日順利舉辦一年一度的「灣獅關愛長者抗疫賀中秋」，今年適逢國慶中秋雙
節之喜悅，本該更隆重舉行歡慶，由於限聚令的限制，在獅友們經過精心挑選並在共同努力下，選擇贈
送物資予長者們。當天上午 10:30 準時舉行捐贈物資儀式，非常榮幸邀請到十一分域主席董智成獅兄到場
支持指導，每個時段分流派發物資，現場井然有序。

上午活動服務對象：中心會員（350 位）
福袋迎中秋禮品非常豐富包括有以下 8 樣：
1) 月餅
2) 水果
3) 抗疫口罩
4) 搓手液
5) 源吉林 - 甘和茶（盒仔茶）
6) 長白山人參精
7) 哈哈笑咕𠱸
8) 大米，米粉，午餐肉罐頭
（香港灣仔獅子會捐贈）
下午服務對象：350 位
活動地點：何文田邨逸文樓
小小場景開心分享，我們秉承「獅子精神」服務社
區的優良傳統，引用佛教精深勵誌：菩薩不是成菩
薩以後才去渡人，是因為渡人多了才成菩薩；人不
是等有錢了以後才造福人，是造福人多了才更有福
報。深深領悟，默默努力，力所能及小小服務溫暖
這些我們視為父母的長者心，她們這一代老香港人
很不容易，香港的繁榮有他們付出的血汗勞苦，我
們感恩他們為下一代無私付出。為了讓活動更順利
進行，獅友們相約在 9 月 24 日提前準備配好每一
份物資，讓翌日的活動更加流暢，也非常榮幸的邀
請到十一分域主席董智成獅兄到場支持指導，親力
親為和獅友們青獅們分工合作派發每一款物資給長
者們。從 10 點開始每個時段分流有序，人流管
制、探熱、消毒洗手，獅友們在各自崗位忙不停
手，直至中午，會長請一眾獅友們喝午茶，下午繼
續前往另一個地方何文田邨派發物資，公公婆婆們
開心邀請獅友們合照，在下午 6 點左右，我們愉快
地完成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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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文田
獅子會
Ho Man Tin

會長
楊耀輝

葵涌口罩製造廠房投入生產
日期：八月十一日 ( 星期二）
時間：晚上 7:30
地址：葵涌工業街 10-14 號華發工業大廈後坐 18
樓 12 室

所能，把符合規格的口罩生產出來，且以良心價發
售，務求幫得幾多得幾多，希望能夠幫助香港人度
過難關，齊心抗疫出一分力。

會長誠邀獅友參觀他葵涌口罩製造廠房。近日何文
田獅子會會長於葵涌成立生產口罩廠，新冠肺炎疫
情持續，口罩仍是最常用的防疫用品之一。
生產過程全由香港製造，成立口罩工廠其間無論是
口罩制造機還是原材料都是得來不易，承諾會竭盡

愛心口罩 贈再生 齊抗疫
日期 : 八月二十六日 ( 星期三）
地點 : 西灣河筲箕灣道 50 號地下 9 號
今日我們何文田獅子會與眾會員親自送貨捐出捐贈
5000 個 Level 3 愛心口罩給再生會愛心二手站，
全力支持「愛心二手站」亦希望幫助到附近既街坊
度過今次疫情！當天除了獅友親自運送物資外亦有
有線電視記者們到場進行採訪和拍攝，介绍愛心二
手站給公眾認識。

香港行樂
Hong Kong Joy

獅子會

會長
劉麗霞

資訊委員
黃雪梅

2020-2021 年度每月例會

區會會議

月 14 及 9 月 17 日均舉行了每月例會，各獅友渴望在疫情放緩
下，重投服務活動，對社會作出貢獻。會長劉麗霞獅姐在報告
中表示正安排 10 月為將軍澳區弱勢社群派發福袋，數量大約 200
份，福袋內容以食物及飲品為主。希望繼續發揮本會以「行樂精神
樂於助人」為大眾服務。

9 月 28 日會長劉麗霞獅姐出席
了「 2 0 2 0 - 2 0 2 1 年 度 區 職 員 暨
屬會職員就職典禮及餐舞會」第
三次籌備會議，由大會主席梁
麗琴獅姐主持及講解，令各會
長對當晚流程更清楚。

7

在會議前我們四伯蔡小平獅兄
相約第 11 分域各會長見面，希
望大家互相認識及了解各屬會
的服務活動，今年我們第四分
區是以環保服務為主。

2020年7月至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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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新民
Hong Kong Citizens

獅子會

會長
彭詔琮

資訊委員
陳嘉聰

明德新民—記香港書院之旅

本

會取名新民獅子會，乃源自《大學》，取其明
德新民之意。自成立以來，多注重青少年學

生服務，因學生就正是將來社會上的「新民」。
6 月 8 日，新民獅子會聯同快活谷獅子會，在沙田
公立學校舉辦了一個防疫物品捐贈服務，包括
4500 多個口罩和 300 多支搓手液。沙田唯一一所
特殊學童學校——沙田公立學校，現共有學生 255
人，分成中、小學部，當日沙田仍為疫情重災區，

第二站為黃竹坑香港青少年培育會白普理宿舍，位

故只有中學部開課。2019-2020 年度 第二副總監

於 南 朗 山 道 。 新 民 於 2 0 1 9 年 ， 曾 聯 同『 稻 苗 學

梁麗琴獅姐、第十一分域主席徐玲玲獅姐，新民獅

會』，在此宿舍舉辦過一次名為『總有出頭 Teen』

子會時任會長江瑩瑩獅姐、袁秀齡獅姐、陳嘉聰獅

的服務，故跟該院譚院長有數面之緣。當天譚院長

兄，聯同快活谷獅子會時任會長 Michael Chau 獅

親率學生代表接收物資，並諄諄教導學生樂善助人

兄及第二副會長勞焯培獅兄，一同出席是次活動。

的道理。接着我們驅車前往上環天主教總堂區學

當日吴校長親自在禮堂迎接，並頒發感謝狀，然後

校，今次多了點小插曲，學校門前馬路因突發維修

再安排獅友巡迴各課室探望同學。同學原來不乏卧

工程，外來車輛不得駛入，須把物資轉往半山醫院

虎藏之輩，就好像今次負責接待我們的陳同學，就

道上，再沿斜坡石級搬下，才能到達校舍，交與學

正是在澳洲布里斯本 2019 年 INAS 環球運動會中，

校同事。雖稍辛勞，但能把服務精神帶進校園，仍

代表香港智障組，獨攬 5 金 4 銀的游泳健將。

是十分值得。最後一站是紅磡聖公會奉基千禧小
學，今次是位於通衢鬧市，交通便利，行程得以在
中午前完成。而另一邊廂，梁獅姐與關獅兄亦已同
時完成元朗寶覺小學、馬鞍山香港中國婦女會馮堯
敬紀念中學、與及將軍澳寶覺中學的防疫物資送贈
行程。

6 月 26 日，在時任第一副會長彭詔琮獅兄帶領
下，新民獅友再把抗疫物資送到港九新界共九間中
小學同學手上。當天早上十時在東美中心出發，兵
分兩路，一路由梁麗琴獅姐及關開盛獅兄負責，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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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路由彭獅兄及筆者護送。第一站抵達跑馬地寶覺

中國有千多年的書院文化，皆旨在宏揚儒家的明德

小學，此校歷史悠久，為佛教「東蓮覺苑」主辦的

新民。莘莘學子，在《易經 • 蒙卦》中有很生動的

區內著名小學。一入大門，但見其校舍的紅色古式

描述，所謂「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其卦德正是

建築，連接旁鄰佛殿，令人恍似置身莊嚴佛刹，份

「君子以果行育德」，這跟大學的明德新民，正是異

外清幽寧靜。學校代表接收物資後，我們亦繼續下

曲同工。本會既以新民為名，故望能以此次活動，

一行程。

將此精神帶到學生心中，是以為記。

July - September 2020

新界東

獅子會
Hong Kong New Territories East

會長
莫佩環

資訊委員
謝志輝

「 獅 子 精 神 服 務 社 群 」派 口 罩 防 疫 物 資 福 袋 服 務

本

年七月下旬，社區疫情第三波大爆發。由於
疫情嚴峻，一些地區人士與本會觀察所得，
深水埗地區劏房戶、低收入家庭及獨居長者，面臨
糧食和防疫用品的短缺的問題。有見及此，新界東
獅子會在一周內籌劃是次服務，各獅友群策群力籌
集抗疫物資。
在 8 月 1 日下午，透過「宏施慈善基金深水埗社會服
務處」進行包裝福袋及簡短儀式。抗疫福袋內容十
分豐富，包括米、口罩、搓手液、米粉、水果、厠
紙等。由於疫情非常嚴峻，獅友們不能親身派福袋

予受眾，拜託交由協辦機構「宏施慈善基金」，利用
分流形式安排個別受眾到取，以策大家安全，希望
解決一班底層人士燃
眉之急。
新界東獅友們在兩三
天內能順利安排所有
抗疫用品到場地，全
賴大家一顆獅子心，
與一眾坊眾共同抗
疫！

「新界東齊賀中秋關愛抗疫顯光明」
新界東獅子會每年都會在中國傳統佳節中秋節舉辦

多謝「香港盲人輔導會 - 九龍盲人安老院」特別安

回饋社會服務，今年一同以往本會籌備兩個或以上

排禮堂埸地，協助是次活動得以順利進行，讓我們

的中秋服務，但由於疫情緣故及某些限制，籌劃服

能進行入福袋及簡單的儀式。雖然受到疫情影響未

務具備多種挑戰性。

能親身探訪及慰問舍友，但希望透過我們精心策劃
的愛心抗疫福袋，讓視障長者雖未能外出亦感受到

今年度會長莫佩環獅姐一早已約定「香港盲人輔導

我們的關愛，一同享受中秋節氣氛。是次活動的月

會」進行是次中秋活動，新界東獅子會一眾獅友的

餅是特意專人製成「軟餐月餅」，不僅非常安全而且

獅子心融化了種種疫情阻

亦有月餅的味道，令所有受眾吃得健康又安心！另

礙，香港盲人輔導會九龍

外福袋內容亦十分實用及貼心、窩心，包括水果，

盲人安老院非常歡迎本會

抗疫日用品等。

再度探訪及關懷活動。由
於不能進入院舍，本會改

是次活動得以圓滿順利完成，有頼大會主席莫耀廣

變活動形式，透過轉贈福

獅兄主持儀式、以及會長莫佩環獅姐的悉心安排，

袋形式，送上新界東獅子

及一眾獅兄獅姐努力策劃及參與，亦感謝總監梁禮

會的心意及祝福。

賢獅兄、全球服務團隊區協調員馮妙雲獅姐和第
十四分域主席葉皓裘獅兄在百忙之中為今次活動作

探訪及關懷視障長者這個較另類的服務，是上年度

主禮嘉賓及幫忙，亦要感激一些善長人仕捐贈是次

由謝志輝獅兄介紹及引薦進新界東獅子會，自從上

活動物資，最後亦要多謝盲人輔導會姑娘及職員，

年度新界東獅子會的探訪活動後，獅友們也希望多

代為轉贈福

些定期到來探訪及關懷。

袋，交給視
障長者們，

服務受眾是一班年邁的婆婆，平均年齡 90 歲左

希望各受眾

右，有些甚至過百歲，她們本身是嚴重低視能人

們及獅友們

仕，甚至有部份是全失明，並且已經與社會脫節多

有一個愉快

年，她們都渴望得到社會各界別或階層的關懷及交

的中秋節。

流。

2020年7月至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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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壽臣山
獅子會
Hong Kong Shouson Hill

會長
劉麗卿

2020-2021 年度 7 月份董事會及例會

2

020 年從年初開始，新冠肺炎疫情一直持續至今，但是疫情無阻我們香港壽臣山獅子會各獅友對服
務的熱情。我會在 2020 年 7 月 21 日進行了本年度第一次董事會及例會，為了配合防疫安排，我們將

是次會議改為線上進行。在會議上，本會會長劉麗卿獅姐詳細介紹了今年度的服務及活動計劃，各獅友
都非常期待未來的服務。獅友們都對今年的服務提出很多正面的意見，希望在今年這個特別的年度能順
利進行不同的服務。在會長帶領下，我們今年度的服務計劃主要包括長者服務、抵抗飢餓服務、青少年
禁毒推廣和視障人士服務等。

2020-2021 年度 8 月份董事會及例會
本會在 2020 年 8 月 18 日進行本年度第二次董事會
及例會，8 月份會議繼續在線上進行。今次會議非
常榮幸邀請到精神科醫生林美玲醫生和專業健身教
練趙嘉裕先生為我們作專題講座。林醫生講解很多
在疫情期間舒緩精神壓力的方法和心態，好讓我們
在疫情期間都能保持心靈健康。而趙教練就為我們
講解在疫情期間，如何在不外出的情況下都能做運
動，以保持健康身體。

「贈送正能量食物抗疫包」
2020 年 9 月 5 日，香港壽臣山獅子會舉行 20202 0 2 1 年 度 第 一 個 服 務 ——「 贈 送 正 能 量 食 物 抗 疫
包」給予錦田的居民，而受惠者包括該區的單親家
庭、低收入家庭以及少數族裔家庭。當日非常榮幸
邀請到總監梁禮賢獅兄、前國際理事文錦歡獅姐、
第一副總監梁麗琴獅姐、第二副總監冼健岷獅兄及
第九分域主席陳彩雲獅姐擔任主禮嘉賓，主持贈送
儀式。另外，我們非常感謝聖公會聖約瑟堂暨社會
服務中心幫助我們分派抗疫包到受惠家庭，該中心
紥根錦田超過 50 年，服務很多該區有需要的人士。

2020-2021 年度 9 月份董事會及例會
本會在中環的「上海總會」舉行了 9 月份的董事會及
例會，作為今年度第一次實體會議，當晚氣氛非常
熱鬧。而當晚亦落實了不同的服務會在短時間內進
行，希望疫情盡快過去，讓我們能作出更有效率更
大型的服務，惠及更多受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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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太陽
Hong Kong Sun

獅子會

會長
梁子聰

「 書 」送 全 城

疫

情期間，學童學習受阻，基層兒童的影響更
甚。有見及此，本會於四月至六月期間，與

白田浸信會、新家園協會，陳校長免費補習天地，
以及中華基督教會全完第二小學合辦名為「書送全
城」的送書服務。是項服務旨在向一百名基層家庭
的小朋友送上適合的課外書籍，讓他們可於這段期
間繼續學習及吸收課外知識，減低疫情對於他們學
習的影響。

是次服務反應熱烈，短短幾日已火速滿額。服務亦
承蒙各善長人翁的鼎力支持，合共捐出超過一千本
適合兒童的課外書籍及繪本。本會已將書籍於六月
期間送抵各個合作機構，並由他們轉送給 100 名基
層小朋友，小朋友收到書的時候，都不禁流露出喜
悅的笑容。

「獅子齊心 全民抗疫」
鑑於疫情來勢洶洶，口罩及消毒用品嚴重短缺，許

感謝區會慷慨捐贈防疫用品，基督教宣道會社會服

多市民都難以搶購這些防疫用品。有見及此，本會

務處的全力配合，最終是此服務惠及 400 名長者及

與十七分域合作，於 6 月 22 日舉辦名為「獅子齊心

300 名基層家庭的兒童，為他們送上口罩，盼望能

全民抗疫」的服務，向基層家庭及長者送上口罩。

為他們送上一份安心及為保障他們健康出一分力。

輸「 餸 」傳 承
第三波疫情突然來襲，來勢洶湧，市民的生活再受

月至十月期間，每星期上門，向長者送上餸菜，希

影響。本會秉持「我們服務」的精神，因應社會所

望是次活動能惠及十名獨居或行動不便的長者。

需而作出即時的回應。本會先後與社工及社區工作
的醫護人員溝通，探討疫情對長者生活的影響及需
要。針對他們的需要，本會決定在這段疫症期間為
他們送上餸菜，一來減低他們受感染嘅機會，二來
舒緩他們擔心感染嘅憂慮，三來送上餸菜讓他們得
到溫飽，四來亦藉此送上一份關心
本會將聯同「白田浸信會」及本會青獅，舉辦名為
「輸 “餸” 傳承」的長者服務。暫定於這兩個月，八
2020年7月至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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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太子
獅子會
Hong Kong Prince Edward

會長
黃淑貞

一樣的 2020-2021 年度獅子年度，7 月份本港

不

峻，於 2020 年 8 月 12 日第二次的理事會及例會也

新冠肺炎疫情爆發第三波，確診人數急升，以

要舉行網上會議，本會十分感謝第一副總監梁麗琴

保護獅友健康安全為要，所以於 2020 年 7 月 15 日舉

獅姐出席第二次例會，與獅友們進行「視像會議」。

行本年度第一次的理事會及例會改為網上進行會議。
因疫情影響及政府「限聚令」措施，「2020-2021
由於疫情失控，確診人數連續 5 日超過 100 宗。政

年度區職員暨屬會職員就職典禮及餐舞會」也要延

府宣佈加緊防疫措施，7 月 29 日凌晨起實施「2 人

期舉行，本會獅友十分踴躍支持區會活動，在紀念

限 聚 令 」及 晚 上 不 准 堂 食 ， 因 應 現 時 疫 情 相 當 嚴

特刊共刊登 17 份賀稿。

第十六分域主席盧玉貞獅姐出席例會
新冠肺炎疫情漸趨緩和，由於之前的會議都是在網
上進行，獅友已兩個多月沒有相聚，所以第三次理
事會及例會於 2020 年 9 月 16 日舉行實體會議，非
常感謝第十六分域主席盧玉貞獅姐蒞臨出席例會，
傳遞區會資訊，大家互相交流，並補祝 7、8 月份
及 9 月份獅友的生日，我們歡度一個開心愉快的晚
上。

「關懷穆斯林長者愛心送暖行動」
2020 年 9 月 26 日星期六，香港太子獅子會舉行本

的重量真的不

年度第一次服務「關懷穆斯林長者愛心送暖行動」，

輕，雖然渾身

在灣仔愛群道伊斯蘭中心送贈 500 份福袋給穆斯林

汗水，大家不

長者及一些低收入的家庭。

覺得辛苦仍笑
得開心。
9 月 26 日本會
共有 16 位獅友及 3 位青獅參與服務，時間由上午 9
時開始到下午 5 時，由於伊斯蘭中心的每層樓都要
上落樓梯級，我們要在低層的工作室搬運福袋到地
面門口，大家發揮團隊精神，同心協力傳送福袋，
再派送給穆斯林長者及受惠家庭。
非常感謝大會主席陳偉才獅兄和魏晞如獅姐的籌備
工作及會長黃淑貞獅姐的領導下群策群力，令服務
順利完成。

9 月 25 日下午有 6 位獅友到中心做包裝工作，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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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揮團結的力量，分工合作，流水作業手不停入

十分感謝總監梁禮賢獅兄、第一副總監梁麗琴獅

袋，包括有 10 個成人口罩、1 公斤香米、食油、米

姐、第二副總監冼健岷獅兄、區司庫陸嘉暉獅兄、

粉、上海麵、餅乾、洗潔精、毛巾、廁紙及環保

第十六分域主席盧玉貞獅姐在百忙之中抽空出席，

袋。我們在 2 小時完成包裝 500 份愛心福袋，每袋

給予支持及鼓勵，令活動更添色彩。

July - September 2020

香港深水埗
Sham Shui Po Hong Kong

獅子會

會長
陳振文

資訊委員
馮景祥

青獅創會

本

年度香港深水埗獅子會將正式創立香港深水
埗青年獅子會，希望可以藉着創立青獅讓本

會之精神得以一直傳承下去。同時希望青年獅子會
可以成為各青少年溝通的渠道，更能傳承獅子會之
精神及投入各社會服務。會長陳振文獅兄表示希望
可以達成以下三個目的。第一：培育有共同初心之
一班年青人成為骨幹成員；第二：希望可以接納不
同的年青人共同回饋社會，亦希望透過不同活動團
結各位成員；第三：希望本會可以有更長遠的發
展。

鄧老涼茶送贈
本會有幸得到「鄧老涼茶」的贊助，於八月二十一
日在「香港潮汕客屬聯誼總會」進行接收儀式！鄧
老涼茶包含金銀花、菊花、蒲公英、白茅根、桑
葉、甘草，這六味全是藥食同源的藥材。這些原料
看似常見，但方子卻是鄧老在中醫經典名方，五味
消毒飲的基礎上改良的。這方子一度在沙士期間幫
鄧老當時所在的廣州中醫藥大學第一附屬醫院實現
了零病人轉院、零病人死亡、零醫務人員感染「三
個零」的成績，隨後並通過央視公之於眾。希望可
以在不久的將來將鄧老涼茶轉贈給各位受眾。

中秋抗疫樂滿家
雖然受疫情影響有大部分活動未能成功舉辦，但在

舉辦，除了感謝各位善長人翁的飯券及物資捐贈

疫情稍為緩和的時候，本會立刻抓緊時間與「深水

外，亦感謝各位獅兄、獅姐、獅嫂及青獅的出席，

埗區文娛康樂促進會」於九月廿四日合辦了「中秋

希望可以在不久的將來為各長者繼續帶來溫暖。

抗 疫 樂 滿 家 」。 希 望 可 以 藉 着 派 發 福 袋
為各長者帶來溫暖，並在疫情下略盡綿
力。同時因為臨近中秋節，所以除口罩
外亦在福袋內準備了一款素月餅及一款
陳皮月餅，讓各位長者共同感受節日氣
氛。當天天氣晴朗，各位長者亦十分有
耐心地等待拿取福袋。是次活動能順利

2020年7月至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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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又一村
獅子會
Hong Kong Yau Yat Chuen

會長
姚瑞添

香 港 又 一 村 獅 子 會 贊 助「 健 肝 防 疫 支 援 行 動 2 0 2 0 」

自

從本年二月份新型冠狀病毒在香港爆發，人們為了減少社區接觸，很多公眾慈善活動都被迫取消。
雖然如此，本會仍不時關注社會弱勢社群在重大疫情下的特別需要，積極籌備一些支援活動，如捐

贈防疫口罩、食物等，我們更多次與「香港肝臟移植協康會」合作，為重生後的肝臟移植手術後者及其家
屬提供適切的支援，促進在疫情期間病友間相互交流及勉勵。
在疫情下這艱難日子裡，「香港肝臟移植協康會」會員及家屬的經濟負擔難免加重。這時，本會再次收到
該會的邀請為其會員及家屬捐贈一些應急物資，本會經理事會商討審批後，決定再度支持「健肝防疫支援
行動」，這是我們香港又一村獅子會第二次應邀支持防疫捐贈活動。
這次本會決定贊助 300 個 7 款食物福袋，裡面包括由本會姚會長私人送出 300 支白花福仔油，鄭國庭獅
兄贊助 3000 個獨立包裝高級口罩等，8 月 25 日由大會主席李維恩獅兄、梁智佳獅兄、蕭漢鎮獅兄及
Sandra 親自將食物袋及相關物資送到華富邨「香港肝臟移植協康會」交何會長存放備用。
9 月 12 日活動當天，本會很榮幸邀請到區會總監梁
禮賢獅兄及第一副總監梁麗琴獅姐抽空出席為活動
的主禮嘉賓，本會在姚會長的帶領下一眾獅兄 / 姐亦
積極抽空出席是次的協助派發福袋及防疫包事宜，
大家要親身來感受一下快樂行善。
由於疫情仍未完全受控，為免過多人聚集，大會用
心安排了分時分段領取福袋，連義工的服務工作也
是分批分段的，安全第一，非常細心，既能在疫情
中組織捐贈物資活動亦兼顧了復康者及家屬的健康
安全，值得一讚。
當天場面溫馨，能在這個艱難時期為社區出一分
力，每一位參與者都很高興，整個活動可謂非常完
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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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區
獅子會
South

會長
陳理國

資訊委員
李錦堂

脫掉

年奧斯卡頒獎禮中，導演奉俊昊憑着自
在 2019
己第八部作品「上流寄生族」一併摘下了最佳
影片與最佳導演的桂冠！這電影是筆者上半年覺得
最值得擊節讚賞的一部佳作！不單單是被電影運用
蒙太奇的高超技巧所吸引。更是被電影當中所宣揚
的荒誕價值觀所震懾而嘩然。因為片中所表達的東
西正是赤裸裸地反映了一般人對貧富懸殊價值觀的
謬論和歪理。對經常站在道德高地的支配者作出強
烈的批判從而汗顏。原來弱勢社群一直是我們忽略
而忘記的社會問題！
片中提到富人認為窮人總有一種怪味，偏頗地覺得
因自己身份特別尊貴甚至產生厭惡而對貧者有所疏
離。但窮人卻不甘心白白忍受這種無理的侮辱。老
羞成怒、動了殺機。支配者與受支配者產生決裂，
最後以血腥暴力為這分歧畫上句號。而兇徒也只能
夠選擇再次回歸自己貧窮的地窖山洞裡繼續過着不
見天日無人可依的貧窮生活。
這其實是頗為悲哀的一個事實。雙方不能共融只是
源於一些大家未能了解的偏見及誤解，到最後做成
慘劇。究竟我們有沒有深入了解過他們的所需及面
對的孤單，而不是偏執地認為貧窮只是弱群與生俱
來的一種缺陷，再令自己產生厭惡而遠離他們！而
片中窮人對上流人的看法是：「不是善良才有錢，
而是有錢才不得不善良」！你就可見矛盾之深！
南區獅子會一直着重的是身體力行的在地社區服
務。今次在會長陳理國獅兄斡旋之下，第一次和
「香港聖公會黃大仙長者綜合服務中心」合作，分兩
個階段對一班獨居老人做最貼身的服務。貼身的意
思是體「貼」他們所需、「身」體力行的親自關顧他
們。加上疫情關係，我們的服務計劃也以一個全新
的形式再出發！
首先，我們先在八月二十三日由會長私人捐出納米
塗層潔淨工程為整個老人中心做深層清潔。使老人
家能夠在相對乾淨的環境下生活，令中心的飯堂能
夠重新開放。須明白很多老人家由於能力與經濟關
係，實在不能炊飯。所以令飯堂重開是幫助這班獨
居老人重啓正常生活的第一個橋頭堡！至少能夠滿
足他們果腹的需要。這就如同我在上文所說，我們
要了解他們所需。例如食根本是一般普通人唾手可
得的基本需求。心想：「食個飯有這麼難嗎？」。但
如果沒有深入了解，原來膳食
的問題會造成受眾極大困擾和
危機。一般人或許會問他們「何
不食肉糜？」的離地問題，也許
我們只會袖手旁觀地從他們身
上嗅到一股窮人的特殊怪味。
經了解之後，我們卻必須選擇
替他們脫掉這股充滿歧視偏見
的弱群味道！
當天仍是新冠肺炎疫情爆發第三波的最高峰期，我
會只能決定舉行一個簡單的簡報會和頒發感謝狀儀
式，以確保每位參與者的安全，也「體貼」了各人
的需要，達到雙贏的局面！

到了第二階段，會長指派了本會第二副會長黃偉東
獅兄擔任活動主席。籌備一個於九月二十六日親自
探訪八十個獨居老人的居所的終極服務。將所需物
資親手送到這些老人家手上！
從以下的重點就看到這次服務的變革：
• 人手方面：由於體諒到獨居老人對小孩子有一份
特別的溺愛。我們不單動員本會的青獅，也特別
招募了將近十個的幼獅（年齡約十歲以下）連同
本會會員和嘉賓約四十人參與。以方便受眾在被
探訪之餘也能享受小朋友童真的可愛。最後每位
小朋友也能獲得嘉許狀以作小小的鼓勵。（對小
朋友來說探訪十數個家庭不是一件簡單的事，而
且地點是最近由黃大仙中心到最遠的摩士公園。
也希望服務的善心從此刻開始在小朋友心中萌
芽）另外第三分域主席與第十分域主席也有份參
與探訪的善舉！特此致謝！大家脫掉舒適區的安
逸，卻換來分享的眾樂，值了！
• 物資方面：活動主席特別安排善長捐助八十台非
常實用的購物車。第三分域主席顏子豪獅兄捐出
四千個口罩！呂潤棻前總監捐出八十支藥性潤膚
膏！南區獅子會各獅友捐出接近六千元的現金及
物資！物資包括即食麵、餅乾、食油、消毒酒精
等等…多不勝數！最後還增送每個家庭超級市場
禮券五十元正！全部物資皆由各善長及獅兄獅姐
認購。根本沒有用到會所預算的撥備，主席和會
長的功勞功不可沒！幸不辱命、可喜可賀。也從
這點裡看到南區獅子會群策群力的堅韌度！我們
脫掉華麗的冠服卻換來貧者的飽足，值了！
• 儀式方面；在此疫情之下，當天其他屬會竟然有
十三個服務等着各主禮嘉賓主持！但各方面領導
不吝辛勞。榮幸地總監、第一、二副總監、第十
分域主席𦲷臨主持主禮，實在難得！大家脫掉寶
貴的時間，卻換來受眾的尊重，值了！

經此蛻變之後！我相信「上流寄生族」的世界不會
出現在我們視點裡！因為我們彼此已經脫掉了以前
的無知及誤會！那種厭惡的味道已經不復存在，換
來的是融洽共處的香氣！
合抱之木，生於毫末；九層之台，起於累土；千里
之行，始於足下。（老子）
我們就從今天開始再走下去，我仍然確信我們今天
所做的只不過是資源的重新分配，並沒什麼貧富之
分。我看到的是不分階級的全部人在燈火闌珊處共
享歡樂的美麗圖畫！
南區獅子會
李錦堂獅兄
共勉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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錦繡
獅子會
Hong Kong Fairview

會長
莊雷

資訊委員
楊一

錦繡獅子會
瞬間轉移 Tony 會長
誠意邀請大家
掃一掃以下 QR code
登入我們的專頁，同我們一起分享喜悅

2020-2021 年度錦繡獅子會會長莊雷 TONY 獅兄的核心價值
LET’S FUN FOR CHARITY

今他 們 各 有 所 長 ， 現 今 社 會 無 論 什 麼 行 業 也

年我們加入了很多來自不同行業的新獅友，

好，無論年青人也好，成熟的成功人仕也好，都要
穩中求變，尋求突破，才能更上一層樓！希望今年

透過我們的努力能夠帶領獅友們活出一個不一樣的
錦繡獅子會！與時並進，利用科技，透過不同方
法，帶更多的價值給不同友會，不同獅友！做到雙
贏局面 !

錦繡獅子會喜迎中秋頌耆年 2020
2020 年 9 月 19 日在一年一度傳統中秋佳節之際，
遇上疫情的關係，錦繡獅子會未能與元朗大會堂攜
手合作舉辦綜合節目表演活動！但我們也很記掛一
眾老友記去年參與活動時的每一個笑容和每一個投
入的掌聲！有見及此，我們搜羅了各式各樣的抗疫
物資和中秋物品以及福米，包成福袋！老友記在分
批的情況下，由元朗大會堂工作人員安排老友記在
小禮堂享受一個簡單而隆重的中秋節抗疫物品捐贈
儀式！好開心當日我們邀請到區會第 11 分域主席董
智成獅兄，以及香港馬迷協進會有限公司創會會長

陳美珍小姐，友好會友詹佩芬小姐一同與我們度過
了一個開心的下午！

錦繡喜迎賀中秋
牛潭尾村老人福利會 2020

上圖：牛潭尾村老人福利會

我們錦繡獅子會在 2020 年 9 月 26 日前往會址附近的一個村落牛潭尾老人街坊
福利會派發福袋！當日天氣很好，使老人家可以走出村公所外的廣場「唞一唞
氣」，並且在我們服務的地點，一同領取中秋節福袋，福袋包含着很多不同的
意義，既有中秋月餅和水果，也有適合長者吃的梳打餅和福米！每個老友記領
取完福袋後，臉上也流露着感恩的笑容，使我們一眾獅友至今也歷歷在目！

上水虎地坳村村民福利會
虎地坳村幅員廣闊，約有 100 戶散居在 22 公頃土
地上。村內有不少鮮為人知的古蹟，例如礦場位
置，開礦設施，建築位置及戰壕等，以展示該區在
1910 年至 1950 年間的新界獨特文化和生活面貌，
20 世紀初期，更協助九廣鐵路開礦鐵路。為香港
的發展的作出貢獻，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同時亦展
現新界鄉村面對日軍入侵香港時的情況！
我們當天選擇了被列入為世界文化遺產之一的地
方——上水虎地坳村德陽堂呂祖先師廟，作為我們
服務的中心地點！是次活動很高興能夠邀請到區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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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1 分域主席董智成獅
兄與獅嫂和兒子到場參
與，村內的老人家紛紛
集中在呂祖廟廣場，笑
迎接受我們錦繡獅子會
為他們預備的福袋！由 下圖：虎地坳村村民福利會
於是次福袋禮物比較
重，虎地坳村居民福利會核心委員們，更細心地想
出逐家逐戶到老人家家中派發！好讓他們不用拿着
那麼重的東西回家！上下一心，守望相助，真的值
得我們學習！

九龍灣
Kowloon Bay

獅子會

會長
蕭志偉

資訊委員
楊子賢

龍獅同心，服務一心

在

9 月 17 日，九龍灣獅子會會長蕭志偉獅兄及

大部分均未能受惠於公立醫院的洗腎服務。在別無

第 一 副 會 長 張 雅 菁 獅 姐 把 一 張 支 票 交 給「 國

選擇的情況下，他們需要另覓其他洗腎機構，以維

際 獅 子 會 腎 病 教 育 中 心 及 研 究 基 金 」( 簡 稱 腎 病 基

持生命。

金 )，董事局主席陳立德前總監及腎病基金義務執
行總幹事張新村醫生前總監代表接受支票。出席支
票贈送儀式的還有十多位九龍灣的獅友。

「國際獅子會腎病教育中心及研究基金」自 1991 年
開始至今，共為一千七百多名腎病患者提供高質素
而收費低廉的洗腎服務。目前腎病基金的洗腎收

該筆二十五萬元捐款，是捐給腎病基金購買一台新

費，較私家醫院低三至四倍。

洗腎機之費用。
另外，九龍灣獅子會亦成功引薦了包玉星基金，捐
贈港幣三百五十萬元予腎病基金，作為「水質處理
系統室」的冠名贊助。
本港末期腎衰竭新症每年增加超過一千名患者，需
要接受洗腎治療。由於需求過大，這批新症患者，

救急扶危，刻不容緩
今年 8 月，九龍灣獅子會獅友在參觀完腎病基金的
服務後，深深感受到末期腎病患者需要接受洗腎治
療的迫切性。於是在短短的數星期內，共籌募到
二十五萬港元，捐贈腎病基金購買一台新洗腎機，
預計可於十一月份投入服務。同期，九龍灣獅子會
亦把腎病基金推薦給包玉星基金。經多次接觸後，
包玉星基金捐贈了三百五十萬元予腎病基金。

服務為本，當仁不讓
九龍灣獅子會於 2015 年 6 月創會至今，以服務社
群為己任，向社會上有需要人士伸出援手。五年
來，為不同的弱勢社群提供服務，包括為長者健康
檢測，探訪護老院及痙攣人士機構，舉辦親子活
動，長者歡樂宴，以及今年疫情爆發期間多次派送
口罩服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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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中華傳統文化
獅子會
Hong Kong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會長
何軍容

資訊委員
游向前

2 0 2 0 年 9 月 1 9 日「 齊 心 抗 疫 慶 中 秋 」

香

港中華傳統文化獅子會本年度首次服務，會長何
軍蓉獅姐率領一眾獅友於星期六早上打起精神，

帶同 Banner 及物資前往大圍田心村，探訪村內街坊並
附上小小心意送上中秋祝賀。感激一眾區領導賞面出席
支持本會服務，與我們風雨同路。
今次受惠單位安排了村內露天花園舉行物資派送，恰巧
最近天氣不穩，剛到達花園準備擺放物資的時候，不巧
真的下起大雨來，獅友們只好先暫停一下。待雨水開始
慢慢停下來時，特事特辦，大家與典禮嘉賓拍一張大合
照後，便隨即開始派送物資，同步頒發感謝狀予我們的
典禮嘉賓，感謝嘉賓體諒當時環境，大家都希望避免長
者們在雨中等候進行儀式。
幸好，當開始派送物資時便停止下雨了，一切恢復正
常，每位長者自備環保袋，接上 2 包 1kg 泰國白米、傳
統月餅及一份口罩，大家互相送上中秋祝福大家，預祝
傳統佳節之來臨。獅友們亦分工合作，負責派米、派月
餅及口罩、補給物資上檯以及收納紙皮，上下一心做好
是次服務，齊心抗疫時亦不忘歡聚慶中秋，大家都非常
開心。期待再籌辦下次服務。

2 0 2 0 年 9 月 2 2 日「 9 月 份 理 事 會 及 例 會 」
最近，新冠肺炎疫情有回落跡象，喜見政府宣佈食肆恢
復四人一檯，本會亦由線上會議恢復至實體會議，於理
事會舉行前，我們先小組形式商討 12 月將舉行之年度
職員就職典禮的安排。有幸邀請到第四分域主席羅柯淑
慧獅姐出席例會進行官式探訪，向獅友們分享本年度總
監理念、區會最新動向資訊，並講解第二分區「學界健
康小廚神大比拼」兒童糖尿之服務計劃。本分會定必支
持區會、分區及分域活動。會議過後，本會補辦七、
八、九月生日獅友切蛋糕儀式，場內充滿歡樂氣氛，然
後再分席晚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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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埔
Tai Po

大

獅 子會

會長
鄺子程

埔獅子會於 7 月舉行了簡單而隆重的換屆交

物資支援捐贈服務：疫情下一些基層家庭面臨失

接儀式，2019-2020 年度第五屆會長鄭戈

業，其經濟及情緒上承受莫大壓力及影響家庭關

野獅兄表示：感激各位獅友的鼎力支持及全情投入

係。學校以網上形式授課，低收入基層家庭並不是

會務。疫情蔓延下，本着「We Serve」的精神為弱

可以每個月支付龐大的數據費用，大埔獅子會捐贈

幼及基層市民提供急切的抗疫物資，舒緩生活困

一年期的上網數據卡及超市禮券給予 約 200 個低

境。同時祝願大埔獅子會在來屆會長的領導下獅運

收入基層家庭或有需要人士以助解困。總監梁禮賢

亨通，獅誼永固！

獅兄、第一副總監梁麗琴獅姐、第二副總監冼健岷
獅兄、區協調員馮妙雲前總監和第十三分域主席張

2020-2021 年度第六屆由新任會長鄺子程獅兄接

美婷獅姐百忙抽空前來社會福利署大埔及北區福利

任。同時帶來 4 位新獅友加入，為大埔獅子會注入

辦事處出席捐贈儀式，由大埔及北區福利專員任滿

新力量，新的概念。我們十分期侍以嶄新的方式繼

河先生及助理福利專員陳倩儀女士代接收再經由義

續為社區服務。新任會長鄺子程獅兄熱誠計劃創立

工團隊盡快送贈予受惠家庭。大埔獅子會並會於疫

大埔青獅會，特別邀請沈顔獅兄 ( 介紹創立青獅事

情期間進行電話探訪及在疫情放緩後進行親身探

項 )、Rio 獅兄青獅上屆區會長、So 獅兄青獅上屆

訪。

區會長 3 位嘉賓到訪分享，令獅友更加了解獅子會
與青獅會的關係和架構。緊接着由第二副會長張浩
倫獅兄悉心安排下舉行了聯誼活動，讓新舊獅友互
相認識，互相了解，當日活動豐富，獅友們樂而忘
返。

雖然疫情嚴峻，服務更不能停步，例會首次以
Zoom 形式舉行，以便商討大埔獅子會的第一個服
務 ： 參 與 由 社 會 福 利 署 主 辦 的「 義 海 融 城 大 埔 北 」

2020年7月至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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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星嶺

獅子會
Mt Davis Centennial

摩

會長
鄭錦嬋

星嶺獅子會一眾獅友無懼烈日風雨及曠世疫情，發揮大愛
精神，履行社會責任，舉辦活動「抗飢抗疫愛心派飯大行

動」分別向北角、紅磡、西營盤、南山邨及深水埗的獨居公公婆
婆派發飯盒、飯券、水果、日常用品及抗疫物資。
總監梁禮賢獅兄、GST 區協調員馮妙雲前總監、第九分域主席
陳彩雲獅姐及第十五分域主席張秀恩獅姐，亦都大力支持，親身
參與愛心派飯行動，與各獅友義工一同派飯，把熱飯靚湯及抗疫
物資送到有需要人士手中，讓收到愛心熱飯的街坊都眉開眼笑。
疫情前許多小店於區內派飯給低收入人士、獨居長者等街坊，因
疫情關，食肆生意受影響，導致恆常派飯服務煞停，我們立刻行
動，提供人力物力幫助各區小店繼續派飯，務求讓大眾受疫情影
響減輕。
「抗飢抗疫愛心派飯大行動」獲得獅友呂有琪先生及其賢內助朱
永嫻女士、郭慧兒獅姐、李梅容獅姐、陳建華獅姐、鄭少波獅
兄、一眾獅子會會員及善長人翁慷慨解囊捐出善款和物資，十分
感謝。
其中 9 月 28 日，大家由活動主席指導會長張海燕獅姐、會長鄭
錦嬋獅姐、第二副會長郭慧兒獅姐帶領下到北角一間派了十多年
愛心飯盒的餐廳派飯派福袋，預祝街坊中秋節快樂，天公造美，
派完飯十分鐘後才下起傾盆大雨，感恩！TVB、Viu TV 及有線
電視亦到場採訪及拍攝，報導此項公益活動，十分感謝他們派出
攝制隊支持，本會將繼續努力做好各類服務，讓更多市民受惠。
再次感謝各區派飯服務主席帶領我們為大眾無私貢獻，感謝郭慧
兒獅姐、黃敏兒獅姐、李寶儀獅姐、王月娟獅姐、李文獅兄、馮
健華獅兄！
八月九月份抗飢抗疫愛心派飯共 14 次，日期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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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8-22 (西營盤)

2020-09-09 (西營盤)

2020-08-26 (西營盤)

2020-09-12 (紅磡)

2020-08-29 (紅磡)

2020-09-12 (西營盤)

2020-08-29 (西營盤)

2020-09-19 (南山邨)

2020-09-02 (西營盤)

2020-09-19 (紅磡)

2020-09-05 (紅磡)

2020-09-26 (深水埗)

2020-09-05 (西營盤)

2020-09-28 (北角)

July - September 2020

資訊委員
吳基華

香港摩利臣山
獅子會
Hong Kong Morrison Hill

會長
吳嘉倫

資訊委員
鍾璟顥

抗疫行動 2.0 - 抗疫物資派發服務

疫

情持續不斷，口罩、酒精搓手液及防疫物資

超巿現金券和抗疫物資等送給受眾，包括該區清潔

成為生活的必需品。對於一班基層人士而

工友，劏房家庭和獨居長者。

言，口罩及防疫物資都是生活中的額外開支，令基
層家庭的生活百上加斤。有見及此，香港摩利臣山
獅子會獅友舉辦「抗疫行動 2.0」。
服務分為四次，每一次到一個地區派發物資，四個
地區包括：灣仔、深水埗、葵涌及黃大仙。
透過獅友籌募經費，善款全數用作購買愛心飯票、

第一站：灣仔
疫情之下，不少員工都可以在家工作，但一班清潔
工人由疫情開始至今一直緊守崗位，每天默默清潔
街道，保持公共衛生，站在抗疫的最前線。
因此，摩利臣山獅友於 2020 年 9 月 12 日到灣仔盧
押道垃圾收集站，向站內的 250 名工人派發防疫物
資，包括：口罩、酒精搓手液、愛心飯券及超市現
金券，以答謝清潔工人一直以來的辛勞，亦為他們
打打氣。

第二站：深水埗
2018 年的調查所得，深水埗區的劏房比率最高，

感謝會長吳嘉倫獅兄、活動大會主席曾耀祖獅兄、

有些劏房戶更有老鼠出沒，衛生環境惡劣。因此，

灣仔及深水埗站的負責獅友 - 張穎獅姐、黃祖兒

香港摩利臣山獅子會與深水埗宏施基金合作，於

獅姐及鍾璟顥獅兄。

2020 年 9 月 26 日到深水埗，向 50
戶劏房家庭派發防疫物資。中秋將
至，今次的物資派發亦加了月餅及
燈籠。預祝大家中秋節快樂！
最後，感謝總監梁禮賢獅兄及第一
副總監梁麗琴獅姐分別在灣仔及深
水埗站到場支持，並協肋派發物
資，出心又出力。此外，當然亦要

2020年7月至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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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黃金海岸
Hong Kong Gold Coast

獅子會

會長
梁麗貞

資訊委員
耿灝

2020-2021 年度第一次以視頻及現場參與形式舉
行的董事會議

8

月 27 日，在本港疫情依然嚴峻的環境下，本

情的影響下，雖然各項活動受到阻滯，但依然不會

會以視頻結合現場參與模式舉辦了本年度第一

影響香港黃金海岸獅子會服務社群的熱情，相信在

次董事會議。感謝區會本年度總監梁禮賢獅兄、前

區會領導的支持、各獅友的配合下，我們一定可以

總監郭美華獅姐、第六分域主席徐歷遜獅兄的蒞臨

完成預計的服務活動。

探會，亦感謝本會指導潘偉基獅兄於視頻中參與會
議。
會議中梁麗貞創會會長總結了上年度舉辦的各項活
動，感謝各區會領導於各項活動中積極的參與，給
予我們寶貴的意見；感謝各董事內閣獅友們在過去
的一年中的積極配合，發揚獅子會的四出精神：出
心、出錢、出力、出時間。
會議中梁會長報告了本年度各項活動的計劃，在疫

由本年度總監梁禮賢獅兄頒發 2019-2020 年度區
會授予會長、秘書、司庫的獎牌
感謝國際獅子總會中國港澳 303 區授予本會會長、
秘書、司庫的獎牌，以示對我們服務工作的讚揚及
肯定，由梁禮賢總監親自頒發。此外全體區會領導
及嘉賓、獅友恭賀梁麗貞創會會長服務獅子會 20
年，成為獅子會終生會員，並收到美國總會頒發予
創會的獎章，以示紀念。
新一年度，本會會長梁麗貞獅姐很榮幸獲得梁總監
的信任，被委任為 303 區社會關係及服務委員會元
朗區地區大使。梁會長表示，會竭盡全力帶領眾獅

會議中，感謝幾位國內的獅友放下繁忙的工作，參

友為本區的各項服務而努力。

與我們的 zoom meeting，雖然未能回港，但他們
依然心繫本會的各項會務，有獅友們的支持，是本
會努力前進的動力！
新一年度，相信我們香港黃金海岸獅子會一定會緊
緊跟隨美國總會及 303 區會的步伐，積極支持以梁
總監為核心的區會領導工作，為更多有需要的人付
出我們的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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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比華利山
Hong Kong Beverly Hills

新

獅子會

會長
何偉略

資訊委員
孫振邦

型冠狀病毒 COVID-19 疫情全球蔓延半年

鑑於疫情舒緩及政府放寬限聚令。區會謹定於六月

後，經濟創傷顯露，疫情持續擴散又為復甦

廿九日舉行「國際獅子總會中國港澳 303 區 2019-

前景蒙上陰影，口罩供不應求，長者及市民為求買

2020 年度頒獎典禮暨百萬口罩抗疫祝捷大會」。香

到口罩疲於奔命，半夜排隊情況偶有發生。香港比

港比華利山獅子會應屆會長何偉略獅兄、秘書黎港

華利山獅子會為響應國際獅子總會「我們服務」宗

超獅兄及司庫韓孝安獅兄均一同出席當天實體頒獎

旨，於二零二零五月三十日舉辦免費派發口罩及酒

活動，而其他獅友亦可安坐家上於網上觀看全程線

精消毒搓手液活動。是次活動受眾人仕為油麻地基

上直播。在此，感謝區會細心周到安排。

層街坊及長者約五百位，為免長者們於酷熱天氣底
下排隊過久，故於一星期前以派籌型式作預先分

晚會當晚衣香鬢影，雖因疫情影響下不設宴席，但

配。活動當日由本會會長 - 何偉略獅兄帶領本會

亦無礙一眾獅友之雅興，於此難得的聚會相談言

一眾獅友及數名義工於油麻地眾坊街 3 號駿發花園

歡，共享愉快時光。除聚首交流外，區會當晚同時

1 座地下進行。雖然當日天色陰晴不定，幸好得到

頒發多個國際獎項、捐血日獎項、終身會員獎、會

「油麻地居民權益關注會」協助，故活動能在有蓋地

長、秘書及司庫嘉許牌匾、全年傑出獎項選舉獎

方下進行。其後，鑑於派發活動過後仍有少量盈餘

項、口罩嘉許獎狀及介紹下屆區職員等。為過去一

物資，故由本會會長何獅兄帶領下上樓探訪該區其

年在疫情下仍努力不懈，持續進行服務的各會長、

他低收入家庭及繼續派發。感謝各獅友不辭勞苦，

區職員及獅友注入一枝強心針。

傾力相助令活動順利完成。
本會在此衷心感謝過去一屆區會帶領，盼望來年區
會繼續秉承『我們服務』的精神，帶領各會及一眾
獅友一同努力、一同學習、致力服務，令不同階層
受惠。

2020年7月至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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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國金
獅子會
Hong Kong IFC
「 獅 展 海 陸 空 」系 列 之 傷 健 共 融 ， 保 護 海 洋

（2

020 年 9 月 26 日，香港西貢）為支持海岸清

和殘疾的潛水員可以一同攜手合作清潔海床。 一如

潔，於 9 月 26 日，超過 40 名志願傷健潛水

往年，除海底拾垃圾外，午餐後進行海濱 / 沙灘清

員，參與一項清潔西貢海床及沙灘的服務活動。

理工作。今年誠邀 HKDCS 介紹中華白海豚及其
最新動向。

這項環保活動由香港國金獅子會主辦及全額資助，
並獲得國際傷健潛水協會 ( 香港 )（ IAHD）及 香港海
豚保育學會 (HKDCS) 鼎力支持。
這項服務是連續第三年由香港國金獅子會舉辦，旨
在營造一個更清潔的海洋環境，並提高港人對塑膠
廢物污染海洋的關注。此外，我們更希望藉此活動
推廣傷健共融，促進平等參與及社區融合。

活動中我們從海床及沙灘共清理 近 100 公斤垃圾
比去年為低，可是眼見許多發泡膠已經藏入沙灘上
樹木的根部難以取出…塑料垃圾佔超過百份之
五十，其次是玻璃和金屬。其中一個冲上沙灘的魚
網要數人通力合作才可取出並放入垃圾膠袋。此外
我們非常高興及榮幸可以邀請到 IAHD 和 HKDCS

潛水員還撿起一個 3.5 公斤的船錨！希望大家繼續

成為這項服務的合作夥伴。通過 IAHD 的參與，我

宣揚保護海洋訊息！我們服務，為這地球及下一

們希望可以宣揚『傷健共融』的信息，令身體健全

代，共創造更美好的世界！

「 守 望 者 - 麥 難 民 」成 電 影 題 材
拍 攝 為 金 像 獎 電 影「 麥 路 人 」
國金獅子會，全數贊助並與太平山青年商會合辦的社會服務「守
望者 - 麥難民」，今年度被拍攝為十項金像獎提名電影「麥路人」!
我們於過去動員香港國金青年獅子會及多名專業義工，進行全港
快餐店露宿者採訪研究，為期多晚的通宵實地工作，是全球首
次，數據交予各大學及政府部門作為參考研究，希望改善露宿者
的社會問題。成果喜出望外，是次服務計劃得到本港及全球 80
多個媒體採訪，令露宿者的問題，得到國際及各社會的關注！今
年九月，快餐店露宿者的真人真事，被攝製成電影，讓大家以親
歷其景的角度，感受基層的貧困和辛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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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 港 國 金 獅 子 會 及 發 現 號 合 辦 一 連 三 日「 中 秋 慶 典 」
（2020 年 9 月 30 日 - 10 月 1 日，東九龍海濱公園）

齊齊「買」、齊齊「玩」、齊齊「聽」、齊齊「學」，還

迎月人人賀中秋、賞月開心慶團圓、追月社企玩創

有一系列特備節目 ，包括超過 30 個手工攤檔 ( 如

意。

製作月餅 )、中秋節故事比賽、猜燈謎、各項舞台
表演等等。
是次活動得到政府部門 EKEO 批准及支持，在疫
情舒緩下實施人流管制，一連三日的中秋慶典，得
以大功告成。到場參加活動的受眾，費用全免。香
港國金獅子會共贊助超過 1000 份禮物，與衆共享

2020 年是歷史非常重要的一年，世界及人們的生

中秋佳節！

活方式因這一年而進行了很大的轉變，網上及虛擬
世界變得愈來愈重要及進化，實體的接觸看似不再
是必然；可是，一些值得承傳的傳統，以及人與人
交流互動的活動是值得大家共享的。因此國金獅子
會及發現號 期望在疫情稍為舒緩的情況下，藉中
秋節這個喻意一家團圓的節日，與不同團體合作，
舉辦一連三日的「中秋慶典」，以不同的嘉年華會式
的活動，期望區內家庭能享受一個豐盛的中秋，與
家人歡度美好時光。
活動內容十分豐富，包括一家大細可以齊齊「看」、

口罩捐贈香港戒毒會 照顧常被忽略的受眾衆
(2020 年 7 月 13 日，九龍紅磡）由於香港近期發生
另一波的 COVID-19 感染浪潮，並且本地個案持續
增長，這令許多受資助機構感到擔憂。因此香港國
金獅子會，繼早前已捐出到不同 NGOs 的 40000
多個口罩，立即展開另一輪之捐贈口罩活動。是次
服務，我們是針對被忽略的受眾 -- 正在接受戒毒
的基層朋友及其家人。
- 受惠機構：香港戒毒會
- 捐贈數量：5,000 個手術口罩 BFE>99%
( 成人和小童）

員和義工，多謝你們無私的付出！

2020年7月至9月

A dv ertis eme nt

所有口罩將捐贈給接受美沙酮治療的患者，及其家人和小孩。我們亦藉此感謝在前線防疫工作的醫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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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好！時間真的過得很快，轉眼便換屆了！

派發活動完畢，每位老友記都捧着愛心滿滿的福袋

在這裡，很感謝創會會長陳延邦獅兄創立了

回家，之後憑飯券在限期之內前往茶餐廳領取一個

香港和平獅子會，令到一班有愛心和熱愛服務的朋

愛心飯盒，派飯當日我地都有到場幫手裝飯和餸，

友凝聚一起，回饋社會！今年是特別的一年，突然

全部都是新鮮熱辣，盒盒多飯多餸，足夠老友記吃

其來的疫情，令到很多活動或服務因而受阻，但疫

二餐，他們接過愛心曖曖飯盒，不停説謝謝！開心

情亦情，亦見人間有情，在高峰時期，加上限聚令

就是這麼簡單，一餐溫飽對他們來說已很足夠了！

的問題，做了一個很特別的活動——「不一樣的義

衷心的感謝茶餐廰簡老闆的善心，以低過成本價售

贈愛心口罩暖社區」！本會贈送 450 盒口罩（總共

買給本會！

是 二 萬 多 個 口 罩 ）分 發 給 會 內 每 一 位 獅 友 ， 發 起
「愛心同行，一齊動起來！」獅友收到口罩後，各自

以上這兩個活動是這三個月來，令我最深刻的體

派給區內長者、傷健、及其他有需要人士，受惠人

會！期間亦前往保良局贈 300 個愛心福袋，每個福

數一千多人，令社區有需要的人士有充足防禦措

袋都跟隨保良局送飯服務送給每一位老友記！

施，齊心抗疫！
這數月內，做了七個服務，受惠人數二千多位，我
地會繼續努力和加油！
疫症雖隔離，但隔離不到愛！不同的環境，用不一
樣的做法，無阻我地對服務的熱誠和社區的關愛！
秉承本會宗旨「和平共處 服務為先」，祝願疫情早
日消失，社會一切恢復正常運作！每個面上掛上的
是開心笑臉！身體健康！

疫情緩和點後，亦與健障互匡會合辦，在深水埗及
石硤尾區舉辦「贈愛心飯盒（活動當日，首先派飯
券給每位長者一張）福米、防疫物資」活動，受惠
人數 500 位。派發當日，從他們的眼神便感覺到他
們內心的興奮，大家實在太開心，就像見到家人的
感覺！適逢中秋佳節，亦加派生果和月餅，預祝大
家中秋節快樂，人月兩團圓！

香港和平獅子會
田嘉麗會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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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長
鄒欣格

「 學 童 有「『 腦 』捐 贈 計 劃 」反 響 熱 烈
籌得善款 30 多萬 與保良局合作捐贈學生

9

月 25 日，香港一帶一路獅子會舉行 9 月例會，
其中有一項很有意義的議程。什麼議程？就是
接受支票捐款儀式，共接受 30 多萬元善款購買電
腦贈送給有需要學生。
事緣，世紀疫症——新冠肺炎今年初爆發以來，嚴
重影響社會運作和所有人的日常生活，而學生學習
尤其受到衝擊，學生不能返回學校上課，老師只能
通過網上授課。因此，電腦成了學生學習的必需
品。現在，學校雖然全面復課，但是，疫情預料會
有反覆，海外目前出現的情況，不能不使人擔憂。
因此，我們預料，學生對電腦的需求必然是有增無
減的。毋庸諱言，電腦對香港一些低收入家庭，特
別是有兩、三名小朋友的家庭，要一人一部電腦應
付學習，實在存在不少經濟上的困難。
有見及此，我們一帶一路獅子會決定成立電腦捐贈
服務籌備組，由第一副會長江海旋獅兄擔任主席，
司庫李瑞華獅兄擔任副主席。於是大家分頭工作，
鄒欣格會長、江海旋第一副會長、李瑞華獅兄和陳
和平獅兄等前往灣仔和深水埗電腦商場選擇適合學
生使用的電腦。他們來回電腦商場多次，從選購電
腦品牌、型號，到價錢，多番推敲，務求找到最合
適的電腦。總務焦惠標獅兄則向全港最大辦學團體
之一的保良局探討學生使用電腦情況，了解到即使
特區政府關愛基金及保良局提供資助，尚有缺口無
法滿足學生的電腦申請。

與此同時，這個電腦捐贈計劃像長了翅膀，很快在
一帶一路獅子會內傳開，反響熱烈，獅友及友好企
業紛紛解囊，捐款購買電腦，不到一個月便籌得
30 多萬元善款。9 月 25 日晚例會上舉行的就是這
個善款捐贈儀式。
「學童有『腦』捐贈計劃」，我們一帶一路獅子會將
作為捐贈機構，與保良局合作，他們作為受惠機
構，由他們殷選受惠學生。保良局早已有一套行之
有效的機制，公平、公正殷選受惠學生，獲得社會
肯定。
「學童有『腦』捐贈計劃」服務組決定首批捐出 26 部
電腦，捐贈儀式定於 10 月 8 日在保良局大禮堂舉
行。屆時，保良局現屆主席何超鳳小姐、區會領
導，一帶一路獅子會創會會長鄒欣格獅姐、電腦捐
贈服務組主席
江海旋獅兄、
副主席李瑞華
獅兄、謝秀芳
第二副會長等
獅友，以及受
惠學生和老師
等盛情出席。
江海旋主席(右二)接受前國際理事文錦歡獅
26 部電腦僅是
第一批，我們
有信心繼續捐
出電腦，第二
批、第三批和
第四批陸續向
學生捐出，讓
更 多 學 生 受
惠，不致因為
疫情而影響學
業。

姐捐款支票。(左起)前總監殷國榮獅兄、鄒
欣格會長和李瑞華獅兄(右一)一起合照
上圖：江海旋主席(右二)接受
林少南獅兄(戴口罩)捐款支票

感謝獅友的支
持與付出，感
恩同伴！
一帶一路獅子會會長等與保良局教育組開會，商討捐贈電腦儀式
細節

下圖：江海旋主席(右二)接受
李瑞華獅兄(中)捐款支票

2020年7月至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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獅子會正式創會
獅子會 Lions Club of
於 2020 年 6 月 10 日正式創會。
一眾獅兄獅姐秉承區會的宗旨：竭誠為社會服務，
不論個人酬報或利益，服務人群，同情貧苦和濟弱
扶危。
獅子會於 2020 年 3 月份疫情最高峰的時
候，組織眾獅兄獅姐於香港中環派發超過 400 份口
罩給予該地區有需要的長者。眾獅兄獅姐萬眾一心，
希望為社會帶出更多正能量，親力親為服務大眾。

獅子會 - 聯合服務
獅子會熱心投入各區的地區服務，於疫情期間與
香港市民同心抗疫，關心社會中貧窮弱小的一群。在
2020 年 6 月 13 日

獅子會聯同屯門獅子會眾獅兄

獅姐，到達屯門裘錦秋中學，協助包裝超過 10,000 個福
袋及派發抗疫物資，關心屯門區內低收入家庭。

「 仁 濟 緊 急 援 助 基 金 」義 賣 籌 款
獅子會全力支持仁濟醫院一年一度的大型
籌款活動「海外學生仁濟夜」，是次籌款活動是由仁
濟醫院及「仁濟海外學生會」攜手合辦的。學生會
由 14 名海外留學生組成，善用假期空餘時間積極
參與多項義工服務，為「仁濟緊急援助基金」籌募
善款，貢獻社會。該基金主要為社會上因不幸事
故、意外或災難所影響之人士或其家屬，提供緊急
經濟支援，以助他們度過難關。2020 年 6 月 28 日
獅子會於大埔比華利山別墅會所進行義
賣，當日各位獅兄獅姐們在會所內設立了攤位，義
賣抗疫包的同時宣傳獅子會助人為樂，無私服務的

信念與精神！義賣當日共籌得港幣一萬六千五百
元，全數捐贈仁濟緊急援助基金。

全力支持香港交通安全隊活動
香港交通安全隊（Hong Kong Road Safety Patrol）於 1963 年成立，現時共有逾 14,000 名隊員。香港
交通安全隊成立的目的是為了增強公眾安全使用道路的知識，使交通安全常識得以廣泛宣揚，進而減少
交通意外的發生，達到救人於無形的目的。
獅子會捐贈了港幣二萬元以支持交通安全隊的活
動，並於 7 月 11 及 12 日連續兩天，各獅兄獅姐及義工在新界北總區交通部協助包裝超過 10,000 個福袋，
並與安全隊成員一起在區內派發給有需要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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