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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獅子服務再作提昇
首先向各位合什，致以最神聖的敬意！歡
迎來到我們的新世紀。我在未來12個月的
目標非常簡單 - 能夠為獅子會員和讓獅子會
員提供新的服務水平。在我要求您達到新
的服務水平之前，獅子會將為您提供新的
服務水平。
那麼我如何能夠為我們的140萬獅友服務？
我不能給大家高薪厚職，我不能和每一位
面談，但我打算用服務的力量感動每一位
會員。所以讓我們來看看一個人的獅子服
務生涯的每一個階段，看我能如何幫忙。
第一階段是在剛加入成為新會員。回想我
43年前成為新會員時，我突然覺得我已經
超越了我的家鄉，加入成為這世界的一份
子。今年，我希望每位會員下載我們的新
的電腦應用程式，與我們所有的成員在一
個全球平台上連接起來。
下一階段是開始服務工作。作為印度旁遮
普邦巴圖拉微笑獅子會的成員，我開始為
得到社區對我的尊重而感到自豪。這尊重
取決於我服務的人數和有多少人知道這項
服務。我們現在設有一個新的全球服務團
隊。您的區全球服務團隊領導人將確定每
一個項目每花一美元或一小時能服務多少
人數。他們還將教導獅友如何透過獅子會
的品牌宣傳和公共關係將平常服務項目轉
化為有延伸價值的項目。
第三個階段是提昇領導。當我爬上獅子會
更高梯楷時，穫益良多；但與此同時亦感
到領導人應多關注工作，而不是長篇大論
的演講。新設的獎勵制度將激勵獅子會領
導人朝着正確的方向所作的努力。我們計
劃獎勵保留會員，因此將重點放在我們現
有的會員身上。還將頒發新的獎項，能鼓
勵超過半數會員參與服務和創出最有延伸
價值的服務項目。
作為獅子會的全球領導人，我想讓每個獅
友都與獅子會維持緊密聯繫。我們新的愛
回家計劃是建立一個國際聯網，使無法親
身參加會務成會議的會員，可以透過互聯
網參與會議和繳交費用。
最後一個階段從現在開始。我想在今後12
個月裡為每個獅子會員訂下同一目標。我
的夢想是每個獅子會員每月服務10個人；
成功的話，我們今年將為1.7億人口提供服
務 - 從目前的1億人大幅增加，我們為2020
年服務2億人的目標邁出了重大一步。這是
我在世界各地舉行會議的重點。 祝一切順
利。希望我在世界各地探訪時見到你。
(譯：何桂明獅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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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ea dq ua rt er s N ew s
H
息
訊
會
總
際
國

4

Ju ly & Au gu st 20 17

國 際 總 會 訊 息 H ea dq
ua rt er s N ew s

2017年7月至8月

5

ea dq ua rt er s N ew s
H
息
訊
會
總
際
國

6

Ju ly & Au gu st 20 17

國 際 總 會 訊 息 H ea dq
ua rt er s N ew s

2017年7月至8月

7

ea dq ua rt er s N ew s
H
息
訊
會
總
際
國
(譯：何桂明獅姐)

會長生平
Aggarwal 出生於印度北部的巴塔拉，是一個貧窮

不是在我身後而是在我身邊。”

的小鎮。父親是扶輪社會員，樂善好施，總是吩咐
他的店長要特別照顧三餐難繼而又不願求助的貧苦

Aggarwal是虔誠的教徒，但他歸功於Navita鼓勵

大眾。少年時，Aggarwal被選為校內青年扶輪社

在他們家的小禮拜堂每日禱告。他解釋說“每當我

主席，類似青年獅子會，開始他的領導角色，自信

在那裡時都喜歡禱告。我的妻子堅持認為我們必需

和尊重他人的個性使他順理成章地担當領導角色。

尊重全能的神！”

Aggarwal在1974年與Navita結婚，他們有三個孩

在他每天遇到的人Aggarwal也努力看到神的恩

子和七個孫子。 Navita一直是他的支柱。“她是

典，欣賞每個人的價值。他練習了傳統的印度薩爾

我的命脈，她是我最大的力量。”他說。“人們

瓦多問候語Namaste。他說：“納瓦什意味着眾生

說，每個人背後都是一個成功的女人。但我相信她

平等。你和我有同樣的佛性，要互相尊重。”

獅路歷程
Aggarwal 21歲時，巴塔拉獅子會創會，儘管他還

七月四日在芝加哥舉行的第100屆世界年會上宣誓

是年輕卻獲選為副會長。他從一開始就知道他想爬

就職，擔任我們的第101屆國際會長，明顯地他並

到最高層次。他並非自大，他感覺到這是改變世界

不是空談理想，他的領導是植根於精心策劃。服務

的好機會。“自從我加入獅子會以來，我夢想成為

本應隨心，但是精確的數學可以幫助引導服務的衝

組織的領導者”，他回憶說。“我在我面前看到這

勁。Aggarwal說：“如果我們的140萬會員每週給

個大好機會，我明白我可以有所作為。獅子會員同

予一個小時的服務，那麼我們可以提供7,300萬小

心協可以把一個地方變得更好，而作為國際獅子會

時的服務時間，說服獅友可以達到到2021年為2億

員，可以把世界變得更美！”

人口服務的目標。”

他的巴塔拉獅子會一直是活躍的，提供視力保健，

假如能邀請幾十位熟悉獅子會新任世界會長的人形

包括白內障手術，設備流動醫療診所和縫紉機車

容現任國際總會長，同樣的話不斷湧現。據他的

間讓婦女學習一門手藝。巴塔拉獅子會百年紀念服

妻子，三個孩子，獅子會和商業夥伴說，Naresh

務項目，建造了Batala唯一的一個附設遊樂場的公

Aggarwal是有同情心，有無比的精力和動力。他

園。

喜歡唱歌，隨時隨地高歌一曲。在高中時，他以歌
藝而聞名，但他不會視之為職業，亦不是為演唱會

他擔任國際會長的任內將使他能夠利用全球140萬

練習，他只是喜歡唱歌，這是一種習慣，證明他滿

獅友的積極性。“如果每個獅子都依一個比例發揮

意自己生活方向，心境平和。

作用，我們可以帶來很大的改變。重要的是每個人
都必須參與，這就是我們的力量！”他說：“有一

除此之外，不可否認的是Aggarwal是腳踏實地的

件事比世界上所有的軍隊都更強大，就是一個意念

人。他創業成功，年輕時從一個家庭式鑄造廠工作

在適當的時機萌芽。所以我們集眾的力量使我們有

和發展開始，然後建立鐵路交換系統業務和大米

能力帶來改變。”

加工企業。在印度或其他任何地方要開展新業務，
不得不注意實務細節，努力解決困難並清除障礙才

今年64歲的Aggarwal成為獅子會員四十三年，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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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確實要他們定期上學，Aggarwal和印度的其

他夢想着將獅子會送到前所未有的服務高峰。

他獅子會領袖直覺知道，學生的胃是關鍵。“所
以，如果你的胃填滿了，你的大腦會更好好地運

“儘管當梅爾文·瓊斯（Melvin Jones）提出這

作。”Aggarwal以溫暖的笑容說道。透過獅子會

名稱的時候，有很多爭議。事實證明獅子是一個非

和合作夥伴的幫助，現在有超過2.5萬名小學生有

常果斷的動物，一個非常頭腦清晰的動物。我們的

免費膳食供應。

標誌說明了我們是誰，我們能做什麼。獅子是領
袖。他是叢林中的第一名。這正正代表我們獅子會

半個世紀前Naresh Aggarwal作為印度的一個小村

員 - 我們是社會的領導。我們的力量是我們擁有的

莊的新獅子會員，夢想着領導國際獅子會。現在，

魔法。我們獅子的力量是行動。”

(譯：何桂明獅姐)

感謝獅子會，LCIF的撥款達十億美元
Mariam是乍得的一個年輕女子，她在同一時間發

出的撥款是於1972年百年一遇的水災後撥予南達

現自己懷孕和患有恙蟲病，這是一種危險的眼睛疾

科他州的拉皮德城市。這一場風暴徘徊在黑山上，

病，她恐怕不能照顧好她的寶寶。不過，由於國際

引發了大量的降雨。超過二百人因洪水而喪生，五

獅子會基金會（LCIF）的幫助，她的眼睛問題在

千多人失去家園。 LCIF授予5,000美元，幫助社區

分娩後不久就得到糾正。

重建。獅子會是第一個到達現場為災民提供幫助，
開創了今天的傳統。

Mariam的幸福結局只是LCIF上半個世紀的數百
萬人之一。這一年是獅子會和LCIF的歷史性里程

此後，LCIF向世界各地的服務項目提供資金。不

碑。1月份，LCIF董事會批准了將LCIF超過10億

論遠近在全球各地的社區都受到資助。 LCIF的四

美元的撥款。自一九六八年成立以來，LCIF已經

個主要服務範籌包括視力、青少年，災難和人道服

頒發了13,000多項撥款，使世界各地的數百萬人

務，針對最急切需要幫助的地區提供支援。獅子會

在他們的有需要時得到了希望和安慰。

和LCIF通過合作來完成無數偉大的工作，但還有
很多很多在等待救援。獅子會和LCIF開始新的服

LCIF為看不到自己的孩子的父母恢復了視力。它

務紀元，我們將集中力量支持糖尿病，環境保護，

重建了遭受地震和野火災害的社區。它為飢餓的孩

救濟飢餓，兒童癌症和視力等全球新服務框架。隨

子提供食物，並扶持青年長大後變得健康，和對社

著我們的世界不斷變化，我們必須迎難而上，解決

會經濟有貢獻。

新的問題，並為我們的社區和子孫後代服務。獅子
會員可以參與支持LCIF，無論您是捐贈還是加入

在LCIF的支持下，獅子會建造了水井和廁所，幫

服務項目，您都可以在本地和全球發揮作用。請與

助控制致盲疾病的蔓延。曾經因為殘疾而被社會屏

屬會的LCIF協調員談談找尋LCIF的訊息及如何支

棄的人，被剝奪教育和朋伴的人，最終可以上學並

持LCIF。 在獅子會員的不斷支持下，LCIF可以為

為社區做出了貢獻。這個10億美元向世界展示了獅

需要的人積極的改變人生。

子會員關注社區和LCIF亦積極幫使。LCIF首次批

2017年7月至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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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ONS CLUBS INTERNATIONAL
PRESIDENT DR. NARESH AGGARWAL
2017-2018
WE SERVE.

THE FUTURE IS NOW
As we enter our second century of global
humanitarian service, we continue to evolve to
meet the ever-changing needs. This is truly an
exciting time to be a Lion.
Our new strategy – LCI Forward – was developed
as a road map for Lions to plan, implement and
achieve our vision for the future and meet the
growing needs of the world. This new strategy will
enhance our service framework, reshape public
opinion and improve visibility, improve our club,
district and organizational excellence and improve
our membership experience while reaching
new markets.
New products, such as the new Lions mobile app,
will provide our members the ability to connect with
each other like never before – sharing service ideas,
photos, videos, and information – bringing Lions
together regardless of their location.
We have to make the world aware of just how big
the world’s problems are, and how relatively simple
they are to solve if everyone works together.
I feel proud and blessed to be your leader at this
most auspicious moment, as we begin our second
century of global humanitarian service.
On June 7, 1917, in the LaSalle Hotel in Chicago,
businessman Melvin Jones announced an ambitious
initiative – an association dedicated to the central
principle of serving others. He faced many skeptics.
There were people who considered it impossible.
However, today it is a reality. Today, 1.4 million
people walk his path of service to others.

20 Ju ly & Au gu st 20 17

There is no greater pleasure in life than to make a
dream come true. To make miracles happen. Pick
the most improbable dream and spend your life
making it come true. Pick a dream that makes each
precious moment in your life worth living. Becoming
your international president is a dream come true
for me. But that is only part of my dream. The rest
of my dream is something all of us as Lions share
together – a dream that every child in the world
is born to a happy, caring family, and is given
every opportunity to thrive. Like Gandhi, let us lose
ourselves in this dream, for that is where we will
find ourselves.
With a new service framework and the addition of
diabetes as one of our new causes, a reshaping of
our service programs, a new marketing technology
initiative, a vibrant LCI Forward global strategy,
and a new century before us, the future is ours,
and the future is now.
I have always believed it is important to leave the
world better than we found it and a better place
for our children and their children. That philosophy
has served me well – as a club president, district
governor, international director and international
vice president. With your help, it will continue
to serve me as your international president. And
together we will expand our legacy of service.
The time to act is now. We can help and we WILL
help. Each and every one of you can have a lasting
impact. Join hands with me today in committing to
serve 200 million lives annually in our new century
of service.

國 際 總 會 訊 息 H ea dq
ua rt er s N ew s

“

TOGETHER: We will harness the power of we.
We will commit to action.We will leave
the world a better place for all.

NAMASTE LIONS.
NAMASTE.

2017年7月至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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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ons Golf World Cup &
European Championship 2018
Dear Golf Friends,

A

fter a very successful Lions Golf World Cup & European Championship 2016 we will have the
LIONS GOLF WORLD CUP & EUROPEAN CHAMPIONSHIP 2018

sponsored by Mijas, from 25th March to April 1st 2018 in southern Spain.

Venue for this prestigious Golf Event: Mijas Golf & Hotel Tamisa Golf (close to Malaga)

European participants can play two competitions at the same time
Lions Golf World Cup & European Championship 2018.
You can win outstanding prizes like exclusive Bucherer watches, hotel vouchers and so much more.

Programme: please, see www.lionsgolf.info

7 NIGHTS PACKAGE: (25 March - 01. April 2018)
7 x Accommodation with breakfast - 5 x Half board (dinner) - 2 x Gala - 4 x Green Fees with buggy
sharing - 2 x Excursions - Tournament with outstanding prizes.
Package price: Double occupancy: € 1595 per person (p.p.)
Early booking: € 1,435 p.p. not later than 30. September 2017 will save you money.

Contact: Dr. Volker Bernhardt
charity@drgolf.info
Tel.: (0034) 630794369
www.lionsgolf.inf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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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監的話

之(一)

陳立德 總監 2017-2018
服務本為根

今

凝聚獅子心

年適逢國際獅子總會一百周年，國際獅子總會
中國港澳303區會繼續以服務來慶祝。在過往

三年的百年慶服務挑戰，全球獅友已經用三年時間服
務2億人。我們面對更大的挑戰，是怎樣在前人建立
的輝煌根基之上，邁向我們第二個百年的服務。國際
獅子總會制定了「LCI前進」計劃，目標在五年之後
2021年能夠全球每年服務2億人。同時訂立新的全球
服務框架，糖尿病將會成為新的服務焦點，原因是在
2030年前，全球將會有6億人受糖尿病影響。其餘重
要範疇包括視力、救濟飢餓、環保及兒童癌症。
中國港澳303區在各位前總監，包括上屆總監馮妙雲
師姐的領導之下，登上一個又一個新的高峰。我們現
在有87個獅子會，包括新創立的香港和平獅子會，接
近2,200位獅友。另外有50個青獅會，大約1,000位
青獅。
今年我們會響應國際總會的全球服務框架，第二副總

過一個我們資助做白內障手術的長者，當她談到手術
怎樣改善到她家庭的情況時的喜悅。所以我以每一位
獅友為傲，是你們每一項服務之中的愛和付出，使到
港澳地區，甚至這個世界，成為一個更美好生活的地
方。

監將負責在獅子服務日開展糖尿病方面的服務，我們
亦會在年底舉行獅子會慈善長跑，推廣健康的生活方
式。另外各分區區職員將會負責其他範疇。
去年我們服務了10萬人次，如果按照國際獅子總會
LCI前進計劃的進展，我們就要在2021年服務30萬人
次，所以我們今年的目標是服務13萬人次。這目標
對我們可能只是一個數字，但是我會記得我曾經探訪

2017年7月至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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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至2018年度區職員暨
屬會職員聯合就職典禮及餐舞會

國

際獅子總會

其它嘉賓。

中國港澳303

區獅子會一年一度

經大會主席郭美

首件重點聯合活動

華獅姐致歡迎辭

「2017 至 2018 年

後，上屆總監馮

度區職員暨屬會職員

妙雲獅姐在主禮

聯合就職典禮及餐

嘉賓陳肇始局長

舞會」在303區領導

見證下把總監佩

們、屬會和獅友們、

帶和權槌移交給

主禮嘉賓和來賓們、

今屆總監陳立德

青獅及獅姐夫獅嫂們等蒞臨支持下，於2017年8月

獅兄，完成歷史時刻，及諭意獅子服務 We Serve

5日晚上在香港會議展覽中心大會堂順利進行及完

精神已經薪火相傳。

成。當晚筵開百席，總共有一千多位獅友和嘉賓出
席，場內衣香鬢影、氣氛熱烈，互相恭喜之聲不絕
於耳。

總監陳立德獅兄隨即在陳肇始局長見證下主持了今
屆區職員及區委員會主席宣誓、和今屆區職員頒授
佩帶的儀式。

典禮由兩
位英姿颯

之後主禮嘉賓陳肇始局長向大會致辭，強調香港特

颯風笛手

區政府新一屆班子注重創新和互動，與303區獅子

帶領大會

會的服務理念十分相近。陳局長表示303區獅子會

主席暨第

與特區政府，尤其是食物及衛生局，過往合作無

一副總監

間，互相配合推動很多活動，例如器官捐贈、捐血

郭美華獅

等。陳局長亦十分讚賞303區獅子會就向香港紅十

姐及一眾

字會捐出一部流動捐血車而簽下的意向協議，預計

嘉賓、今

新車可以在2019年中投入服務。

屆

區

職

員、上屆

大會跟著由總監陳立德獅兄在陳肇始局長見證下主

區職員、今屆會長們進場開始，跟著由大會主席郭

持了今屆各屬會職員的宣誓儀式，和各屬會新舊會

美華獅姐鳴鐘正式開會揭開序幕。

長的佩帶移交儀式。

在奏完國歌及唱畢獅子歌後，一對
男女司儀遂一介紹主禮台上大會主
席、本屆總監、主禮嘉賓香港特別
行政區政府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陳肇
始教授JP、及其它獅子會領導和今
屆區職員，和台下一眾前總監、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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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監陳立德獅兄之後向大會致辭，闡述了以下幾點：

晚宴間獅友和嘉賓們在現場樂隊一片悠揚樂聲歌聲

1. 今年是世界獅子總會的一百周年，303區會繼續

下有的聞歌翩翩起舞，婀娜多姿，舞影婆娑，有的

以服務來慶祝。
2. 過去三年的「百年慶服務挑戰」，全球獅友用了
三年時間服務了兩億人，跟著來的更大挑戰就是

輪流舉觴，互相祝福，共聚獅誼，攝影師們則奔走
全場，忙碌為賓客們取景拍照，留下美好回憶；現
場氣氛熾熱。

思考如何在前人建立了這輝煌成績後，再向前邁
進入第二個一百年的服務？
3. 國際獅子總會訂立了 LCI 的前進計劃，目標在
五年之後，即2021年，每年在全球服務兩億
人；同時亦訂立了新的全球服務框架，其中糖尿
病將成為獅子會新的服務焦點，其餘服務範疇包
括：視力、環保、救濟饑餓和兒童癌症。
4. 303區會會響應國際總會的服務框架，由第二副
總監在今年「獅子服務日」開始開展糖尿病的服
務；在2017年年底亦會舉行獅子會慈善長跑，

幸運大抽獎永遠都是每個晚宴的聚焦環節，當晚抽

推廣健康生活方式，其它各區區職員也會帶領其

獎禮物十分豐富，除了有由大會主席、現屆總監

它服務範疇的服務計劃。

及香港國金獅子會創會會長送出的名貴手錶及首飾

5. 去年303區服務了十萬人次，若依LCI前進計劃
進展，我們在2021年要服務三十萬人次，所以

外，多位獅友、嘉賓、贊助廠商及大會都有贊助其
他精美抽獎禮物和檯獎禮物。

今年我們的服務目標應是在十三萬人次。
6. 303區在各位前總監和上屆總監馮妙雲獅姐帶導

晚宴在幸運大抽獎抽頭獎時帶出全晚節目高潮，當

下登上新高峰；303區現共有87個屬會，有約

知錶落誰家後由司儀宣布典禮及晚宴節目完結。獅

2,200名獅友，有50個青獅會，有約1,000名青

友及嘉賓盡興離開，期待區會下一次盛事。

獅。
郭美華獅姐
「2017 至 2018 年度區職員暨屬會職員聯合就職

友入會儀式，之後再由大會副主席第二副總監王

典禮及餐舞會」大會主席暨籌備委員會主席，第一

恭浩獅兄致謝辭。聯合就職典禮在大會主席郭美華

副總監

獅姐再次鳴鐘下禮成，晚宴及娛樂節目接著開始。

2017/8/8

2017年7月至8月

A dv ertis eme nt

隨後由大會主席郭美華獅姐主持莊重和嚴肅的新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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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 球 行 動 團 隊（ G A T ）

國

際獅子總會本年度增設「全球行動團隊
（GAT）」已進一步強化獅子運動。此GAT
團隊協調現存的「全球領導開發團隊（GLT）」及
「全球會員發展團隊（GMT）」並加入了新成立的
「全球服務團隊（GST）」，以整合的方案推展獅
子會上述三大核心領域，全力實現國際獅子總會及
獅子會國際基金會的願景。
國際獅子總會設立
GAT的目標是希望
在2020年度能服務
2億人次為受眾改善
生活及於本年能增
加獅友及青獅人數
至170萬，並提供學
習機會給50多萬會
員。我們期望有一天，當世界上任何一方遇到危
難，需要人道幫忙的時候，就會有獅友或青獅伸出
援手提供幫助！
GAT的團隊主席為譚榮根前國際總會長，於全球每
一個獅子區的每一個獅子屬會都設有GAT的架構，
屬會的GAT主席由會長擔任，其下的GLT主席由第
一副會擔任，建議GST主席由第二副會長擔任及
GMT主席由會籍理事擔任。
2017-2018年度303區屬會及各級職員領導才能培
訓工作坊於2017年7月15日至16日舉行。由全球
行動團隊（GAT）303區主席陳立德總監親自講述
新架構及如何配合總會的目標；陳總監亦任命勞潔
誼獅姐為GAT團隊303區副主席協助主席推行整合
方案推展獅子會前述三大核心領域，全力實現國際
獅子總會及獅子會國際基金會的願景。
“會員發展，人人有責”區副主席勞獅姐道出會員
人數的重要性，創建新會的重要性及如何令屬會健
康發展。內容深入淺出，在場的會長、秘書及司庫
都認同“會員發展、人人有責”由於參與培訓的會
藉組主席只佔少數，所以區副主席勞獅姐即時與所
有會長約定有8月26日“會員發展分享會”之約，
邀請會藉組主席出席。
“會員發展分享會”得到屬會的支持，有會長、副
會長及會藉組主席的積極參與，座無虛席，到場人
數超過100人。分享會準時開始，準時結束，一個
90分鐘的分享會期間大家都鴉雀無聲，聚精會神聽
講，踴躍回答問題及發問。大會主席勞獅姐對屬會
沒有忘記“會員發展，人人有責”及8月26日之約
感到欣慰。
全球行動團隊（GAT）303區主席陳立德總監講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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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合總會的資源可做更優質的服務，配合LCI 前進
改組現有委員會架構去達成目標。
全球會員發展團隊地區領導人文錦歡前國際理事的
分享使在座各人明白三大核心領域是同樣重要。相
輔相成。總會為家庭及女性會員的增長也有強調及
資源的協助。文理士除了為分享會而延後出席國際會
議的行程，她承諾把國際會議所得經驗帶回303區。
陳 敬 德 前 總 監 作 出 會 員“ 發 展 ”及 新 會“ 成 長 ”簡
介，陳前總監在這方面非常有經驗，他歡迎獅友與
他聯繫。
林靄嫻主席指出303區的家庭及女性會員人數比例
現在只是接近28%，落後於全球的指數，所以她準
備了一系列的活動去增加女性會員。打響頭炮的是
10月14日位於尖沙咀的“柔情茶聚映獅心”，希
望屬會可以積極參與。
分會成功簡介由潘偉基獅兄主持，他強調分會傑出
程序(CEP)等同驗身，讓屬會可達致共同目標，值
得推行。現場也有4個屬會即時表示想更詳盡了解。
新會員招募組負責人伍錦永獅兄設計了問卷，作
為“ 獅 子 會 會 員 ”，“ 獅 子 之 友 ”及“ 青 年 獅 子 會 會
員”招募用途，另以「屬會資料問卷」作為新會員
招募及屬會配對之用。此舉甚受歡迎，現場已經收
到24份填妥問卷。現場獅友提問獅子之友的工作，
鍾光耀獅兄回答已組織團隊協助獅子之友與屬會作
配對工作。
會籍價值發展是陳立德總監把獅子會信用卡加入新
元素，經兩位聯合主席曾婉妮獅姐及趙玉娟獅姐共
同努力之下，現時已有50個商戶提供消費或購物
折扣優惠予持有獅子會信用卡之會員。亦繼續作出
邀約零售業務推廣，定期更新。使獅友可感受到作
為獅友可得的優惠及優越感。在輕鬆消費之餘，中
銀信用卡亦會按獅友簽帳比例回贈獅子會作慈善用
途，惠澤社群。委員會現場收到很多詢問，查詢如
何可以為獅友提供優惠，多謝獅友支持！
現附上提供優惠予獅友的商戶名單以供參考。

三○三區區會訊息

D is tr ic t 30 3 ne w s up
da te

提供優惠予中國港澳303區獅子會員之商戶
公司名稱

電話

地址

類別

德福珠寶

24989999

尖東科學館道1號康宏廣場南座808室

珠寶首飾

SAVA Collection(HK)Limited

34682177

香港半島酒店閣樓商場MW1

珠寶首飾

Farmers Choice

23704881

Unit 15, 8/F , Elite Industrial Ctr , 883 C.S.W. Road, KLN

有機蔬果

匯天下茶葉

21934535

2/F, HKI Building., 56 Hung To Road , Kwun Tong , Kln

茶葉

奇香村茶行

28177649

香港西環卑路乍街30號A地下

茶葉

Costa Wine

23570039

觀塘鴻圖道43號鴻達工業大廈地下3室

酒商

Gorgeous Wine & Cicar

24430123

元朗又新街41號地下

酒商

Peacock wine cellar

67158786

Shop 2, G/F, No. 41, Sai Kung Tai Street, Sai Kung

酒商

Montrose Food & Wine HK Ltd

25558877

Unit 811 , Eastern Harbour Centre , 28 Hoi Chak Street , Quarry Bay

酒商

Luxeloons Balloons Hong Kong

98298981

Rm.1217 , 12/F , Metro Ctr One , 32 Lam Hing St , Kln Bay , HK

氣球設計

LONC Limited

93352116
66850925

葵興葵昌路26-38號豪華工業大廈3樓B5室 (需預約)

有機護膚品

LU'S WEDDING

24785328

九龍荔枝角青山道608號榮吉工業大廈B座101室

婚紗晚禮服

Vis-à-vis Bridal

28694881

21/F, CS Tower , 50 Wing Lot St , Sheung Wan

婚紗晚禮服

I Photo Studio Production Limited

34811148

香港銅鑼灣謝斐道496號 金利文大廈16樓1601室

攝影

Sparkle Nail

94979047

銅鑼灣怡和街22號19樓1902室

指甲

Gardenia

34682052

中環士丹利街22號登寶大廈501室

化妝

La Mod Hair Salon

28811092

Basement , Bonaventure Building , 91 Leighton Road , Causeway Bay , Hong Kong

頭髮髮型

Fifth Salon

28712121

中環皇后大道中20號太平行12樓

頭髮髮型

吉田美容

90835977

香港銅鑼灣謝斐道408-412號華斐商業大廈9樓901室

生活美容

KPower Fitness

26341366

觀塘駿業里6號富利工業大廈8樓B室

健身

VO2 Fitness & Martial Arts Centre

28084831

香港銅鑼灣軒尼詩道458-468號金聯商業中心地面及一樓

健身

Baby Outlet

28904110

銅鑼灣軒尼詩道438號金鵝商業大廈22樓B室

玩具及母嬰用品

Bekekids Land

93333402

觀塘成業街16號怡生工業中心A座1樓A02室

玩具及母嬰用品

PetChef 寵廚

93352116
66850925

葵興葵昌路26-38號豪華工業大廈3樓B5室 (需預約)

寵物

尖沙咀麼地道63號好時中心2樓282號舖
Twinkle Baker Decor

21140052

銅鑼灣希慎道8號G02號舖

餅店CAFÉ

太古城道18號太古城中心1樓誠品生活
My Home HK Property & Letting Management Ltd.

97265611

1402, Tower 2, Admiralty Centre 18 Harcourt Road, Admiralty, HK

Real Estate

旗艦店 : 尖沙咀彌敦道23號彩星中心3,4樓全層
鐘錶珠寶 Watches & Jewellery : 尖沙咀彌敦道23號彩星中心4 樓

Pompei 龐蓓

35792011

手袋鐘錶

Tom Bar+Grill

22107071

S088 & S089, G/F, Harbour View 2, East Wing , Phase 2 , Hong Kong Science Park

餐飲

盈海四季

22176899

S087, G/F, Harbour View 2, East Wing, Phase 2, Hong Kong Science Park

餐飲

Beach Café

28127128

大埔汀角路大尾篤村63號地下

餐飲

Bonheur

25446333

香港上環文咸東街22-26號柏廷坊6樓

餐飲

七重天

39983157

香港銅鑼灣登龍街28號號永光中心19樓

餐飲

James Kitchen (旗袍餐廳)

97830103
92152887

尖沙咀厚福街8號 H8 9樓

餐飲

Fasary

31074843

香港中環機利文街50號，標華豐集團大廈12樓1201室，上環地鐵站E4出口右轉直行，中旅社隔離。

環保護膚品

生記海鮮飯店

25752239

銅鑼灣軒尼詩道107號-115號協生大廈 1-2樓

餐飲

OTTO Resturant

28938617

銅鑼灣駱克487-489號駱克駅16-17樓

餐飲

35800288

官塘巧明街119-121號年運工業大廈地下B號鋪

上水店 : 上水龍琛路39號上水廣場6樓612-623室
香港仔店 : 香港仔鴨脷洲利榮街2號新海怡廣場17樓1708-1717室

理想點

餐飲

28577797

官塘鴻圖道83號東瀛遊廣場地下2號鋪

稻火鍋

28577987

上環干諾道西70-72號金佑商業大廈地下A鋪

餐飲

潮薈

31050798

銅鑼灣摩頓台13-15號灣景樓C座地下16-17&19號舖

餐飲

Casa Fina

25042928

銅鑼灣恩平道42號亨利中心13樓

餐飲

Casa Pennington

28063311

銅鑼灣邊寧頓街13-15號 隆堡柏寧頓酒店三樓

餐飲

秋澗爐端燒

25623121

銅鑼灣開平道1號cubus 27樓及28樓

餐飲

2D.P Limited ( 2DP茶室)

37059590

Ground Floor , The Lamma Tower , 12-12A Hau Fook Street , Tsim Sha Tsui , KLN

餐飲

Number Fifteen

27417127

青山道永明街壹號恆昌大廈15樓C座

餐飲

九龍東 : 觀塘觀點中心2樓全層
九龍半山 : 農圃道18號UG層
銀灘 : 珀麗灣臨海廣場L2
郵輪堤岸 : 臨澤街8號傲騰廣場地下
德藝會 : 九龍灣德福花園平台P13-14號
博藝會 : 紅磡黃埔花園第八期螢幕圈4樓
大舞臺 : 香港德輔道中323號西港城二樓(上環地鐵站C出口)
萬濤 : 沙田安平街1號香港沙田萬怡酒店商場1樓

ClubOne 會所1號

淺水灣 : 淺水灣海灘道16號

餐飲

科學園 : 科學園科技大道西12號12W大樓地下S061-S066舖
海濱長廊 : 東九龍海濱道83號 CITI TOWER 1/F
太子東堤 : 太子道東698號寶光商業中心地下
愉花園 : 荃灣愉景新城商場3樓3005號舖
時尚康山 : 香港太古康山道2號康蘭居201號及301號
空中花園:尖沙咀河內道18號K11購物中心SKY樓層
36283880

火炭禾盛街11號中建電訊大廈806A室

旅遊

World Starway ( HK ) Travel Limited

36283880

Flat 06, B, CCT Telecom Building, No.11, Wo Shing Street, Fo Tan, N.T.

旅遊

通順(香港)旅遊有限公司

28519595

香港上環蘇杭街99-101號嘉發商業中心18樓

旅遊

「物業管理天下」雙月刊

23850139

6th Floor, Sea Bird House, 22-28 Wyndham Street, Central, Hong Kong.

雜誌

Please present your Lions Club Membership card or Lions Club Credit Card before billing to enjoy
the offer 請於結帳付款前出示您的獅子會會員卡或信用卡以享有優惠。

2017年7月至8月

A dv ertis eme nt

尖東薈 : 尖沙咀麼地道65號安達中心地庫B/2
HeaTrav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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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港賣旗日

本

中心已於2017年7
月15日（星期六）

舉行「全港賣旗日」籌款活
動，籌款目的為中心籌募
經費，參與的義工人數超過
2,200人，籌得善款超過港幣
一百三十萬。
左圖：籌委會主席暨董事局主席呂有琪獅兄（左二）巡查新界區各區旗站，於元
朗滙豐銀行與旗站義工打氣及合照，感謝義工協助是次籌款活動。右圖：上屆主
席何錦程獅兄（左一）及義務執行總幹事張新村醫生（右一）前往深水埗鄰舍輔
導會接收旗袋。

活動得以順利舉行，首先
多謝各志願團體、學校、
機 構 、 區 議 員 、 屋 邨義 工
隊、獅子會及青獅等鼎力
協助及支持，特別要感謝
鄰舍轉導會、健誼社、太
平山獅子會、少年領袖
團、摩星嶺青年獅子會等
協助中心招募義工及擔任
永遠榮譽會長陳中正獅兄（左一）及獅嫂在街
上向市民及獅友募捐，爭取及把握每分每秒，
務求為中心籌得更多的善款。

各區旗站義工。由籌委會
成員組成的車隊於當日巡
查各區旗站及接收旗袋，

旗袋得以順利交予匯豐銀行及東亞銀行；當日天氣需有不穩定，間
中有陽光及局部地區有幾陣驟雨，多謝義工們義不容辭，給予中心
的大力支持及幫忙。中心籌劃長達6個月的「全港賣旗日」籌款活
動，最後得以圓滿結束，再次感謝籌委會成員的悉心策劃及各界人
士對中心的支持及捐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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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親子賣旗，父母／監護人可以身體力行
教育及鍛鍊小朋友，讓小朋友體驗助人的重
要性。（中心永遠榮譽會長簡有山獅兄及獅
嫂陪同孫仔擔任賣旗義工）

教育

Ed uc at io n

獅子會何德心小學

2016-17年度第十七屆畢業典禮

本

校第十七屆畢業典禮於2017年6月30日假
學校禮堂舉行，荷蒙教育局元朗區學校發展
組總學校發展主任鄺英偉先生蒞臨主禮，獅子會教
育基金馬鏡澄主席、梁麗貞校監、何德心副校監、
羅詠逑副校監、各位校董、獅友等多位嘉賓撥冗蒞
臨，令典禮倍添光彩。
畢業典禮開始，主禮嘉賓在悠揚的音樂中徐徐進
場。梁麗貞校監致歡迎辭，為典禮揭開序幕，她歡
迎各位嘉賓及家長撥冗光臨，讚揚主禮嘉賓鄺英偉
先生對融合教育作出的貢獻，並且向眾人承諾本校
會於未來繼續群策群力，繼續努力栽培社會未來的
棟樑。之後，由主禮嘉賓鄺英偉先生致訓辭，他引
用莊子 - 魚兒在水中生活而不自知的故事，延伸
至學生在學校接受教育，亦是在潛移默化中學會自
學，掌握分析、思考、判斷是非的技巧，及學習做
人的基本原則。
接着進行支
票 移 交 儀
式，香港黃
金海岸獅子
會創會會長
梁麗貞校監
捐款10萬元
予獅子會教
育基金，由
馬鏡澄主席
代表接受。
然後由鄺英
偉先生頒授
畢業證書，
六年級同學
上圖：香港黃金海岸獅子會創會會長梁麗貞
校監捐款予獅子會教育基金。下圖：畢業生
對畢業證書
在台上表演話劇《獅小精神》。
珍而重之。
緊接着，由馬鏡澄主席頒發教職員服務紀念品、傑
出教師獎及優秀教師獎。再由梁麗貞校監頒發獎項
予熱心參與學校服務的家長。
一眾嘉賓移步到台下就座後，畢業班同學隨即獻上
精彩表演。兩班畢業生以粵語集誦和英語朗誦的形
式演繹同學創作的新詩，他們以整齊的聲線誦出對

獅小的六年情 -「說不盡，六年同學的孜孜不倦；
道不完，六年經歷的陰晴圓缺；想不盡，六年生活
的歡笑喜樂；道不完，六年老師的循循善誘......」
獅小同學以真摯的感情道出對老師的依依不捨，最
後同學大聲宣告將以「向日葵般的堅毅精神」面對
日後的挑戰。之後，兩班畢業生踏上舞台演出話劇
《獅小精神》。同學以幽默風趣的手法表達老師的
教學風格，向老師們致敬，並承諾會牢記這六年在
獅小學習的知識、技能和思考方法，應用到往後
的學習和生活中。最後，畢業生齊聲說出他們的
希望 -「今天我們以獅小為榮，他日獅小以我們為
傲！」
畢業生退入
後台，一幕
精彩的英語
音樂劇隨即
上演。由本
校英文科老
師以校本輔
導主題「互
小演員演出本校原創英語音樂劇
相鼓勵」為
《We back you up》
題創作英語
劇《We back you up》，音樂科老師亦為此劇創
作了三首歌曲，其中主題曲《鼓勵之聲》更是唱遍
獅小每個角落。十多名「小動物」演活一件森林裡
發生的事–歌喉不佳的小獅子想在獅子大王100歲
的壽宴上高歌一曲，森林中的動物紛紛前來協助小
獅子，小貓、貓頭鷹老師、小鳥、小豬等都來教授
小獅子歌唱技巧和舞蹈。小獅子在失落、無助時得
到其他動物的鼓勵和幫助，最終為獅子大王帶來驚
喜。台上的精彩演出，贏得台下嘉賓熱烈的掌聲，
最後畢業生集於台前，與「小動物」大合唱，典禮
以獅小同學不捨地唱出畢業歌作結。天下無不散之
筵席，曲
終人散，
獅小情卻
永不滅。

畢業生與小
演員大合唱

2017年7月至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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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ons International Youth Camp and
Exchange Committee

In

June 2017, our
District 303 (Hong
Kong and Macao)
welcomed fifteen
young people from
overseas. These young
guests were campers
participating in the Lions International Youth Camps
and Exchange programme which is an LCI initiative.
The programme covers a network of close to one
hundred Lions Districts located all over the world.
Each year, thousands of youngsters make use of
the opportunities offered by the programme to travel
abroad and experience other cultures. Through
first-hand exposure to a world that is foreign to
them, these young people broaden their horizons,
enhance their self-confidence, enlarge their global
social networks, and progressively build up a sense
of global citizenship.
This was the 17th year in which our District 303
proudly reached out to Lions Districts all over the
world through this programme. Every year we
sponsor our Leos and school children to attend
outbound camps overseas and, reciprocally, we
also receive a group of inbound campers from other
countries and regions.
Our Hong Kong
and Macao
programme
itself consists
of two major
parts. The first
of these is an
English essay
competition,
which has two aims: to raise awareness among
schoolchildren in Hong Kong, Macao and China
of contemporary issues that significantly affect the
world; and to raise their standard of writing and
presentation in English. For the year 2016-2017,
schoolchildren were invited to submit essays on
the theme ‘The Race between Man and Machine
and its Impacts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an
and the Earth‘. Competition was strong and after
three rounds of selection, ten winners were chosen.
They received travel scholarships and would be
sponsored by our District to participate in various
overseas cam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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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econd part was
the inbound camp
programme, which
l a s t e d f ro m 1 0 t h t o
25th June 2017. In
this period, our District
hosted fifteen young
people from Europe, Turkey and Canada. The camp
programme was structured to provide an exchange
experience that was both broad and deep. In the
first six days the group stayed together at Mei Ho
House Hostel, which gave them the opportunity to
get to know one another, as well as the participating
Lions and Leos, and to acclimatize to the life and
environment of Hong Kong. This introduction was
followed by a four-day trip to Macao, Zhuhai,
Zhongshan and Guangzhou. Then, on their return to
Hong Kong from China, our young guests spent a
week staying with Lion host families. Their time was
packed with activities and in just over two weeks
they completed a programme that included Hong
Kong, Macao and the Western side of the Pearl
River Delta. They visited many tourist attractions
and heritage sites; they participated in sports and
games such as dragon boating and country trekking;
and they took part in a community service project
for the elderly. They were also our guests at the 3rd
District Joint Dinner. During the period they spent in
the camp, they met diverse cultures and developed
new and close friendships; and through their stay
with Lion host family they learned how Hong Kong
people lead our daily lives. All in all, they discovered
how people of different cultures, ethnic backgrounds
and religious faiths can live together in harmony.
The campers had a wonderful time during their stay
and we feel sure that the experience was rewarding
to them. The Lions and Leos participating in the
p ro g r a m m e e q u a l l y
enjoyed their company.
We hope that our young
guests will not only
h a v e t re a s u re d t h i s
experience but as a
result will also be better
enabled and equipped
to develop effectively
in their own personal
lives and careers, and
so contribute to the
well-being of humanity
in the 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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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18年度獅子會高爾夫球小組
“香港北區獅子會 - 馬清岳紀念盃”- 賽果
日期：2017年8月4日 (星期五)
地點：粉嶺高爾夫球場 – EDEN Course

港

澳303區本年度第一次的高爾夫球比賽 - 馬清岳紀念盃，已順利於8月4日在粉嶺香港高爾夫球會
舉行。比賽當日的天氣一時下雨，一時出猛太陽，但一眾參賽球都能夠順利完成所有賽事，而且

部分球手有超水準的表現。
賽事贊助人：香港北區獅子會全體獅兄，在賽事當晚於粉嶺香港高爾夫球會-會所，設宴招待各位參賽的
球手，以感謝大家的支持及參與，當晚亦有幾位前總監也親臨出席晚宴，由香港北區獅子會現屆會長袁
啟康帶領，及幾位前總監，分別為各得獎者頒發各項獎盃，場面甚為熱鬧。
當晚頒發各項獎盃給與各位得獎獅友，及嘉賓如下：
淨桿冠軍： 梁樹賢獅兄（南九龍）
總桿冠軍： 尹國根獅兄（香港北區）
淨桿亞軍： 邱國偉獅兄（南九龍）
淨桿季軍： 黃志達獅兄（南九龍）
長青獎：譚國權獅兄（觀塘）
上九洞最佳成績：黃志達獅兄（南九龍）
下九洞最佳成績：曾 向得獅兄（香港北區）

最遠距離獎（第18洞）：邱國偉獅兄（南九龍）
最近中線獎（第11洞）：ROY TAM（觀 塘）
最近洞獎	

（第2洞） ：陳 威獅兄（香港金鐘）

盃賽主辦者及多位前總監，與冠、亞、季軍，及所有得獎
獅友合照留念

（第5洞） ：錢 嘉瑋獅兄（香港淺水灣）
（第9洞） ：C ooper Leung（香港北區嘉賓）
（第12洞） ：邱 國偉獅兄（南九龍）
（第15洞） ：施 必芳獅兄（南九龍）
（第17洞） ：H enry Tsang（香港北區嘉賓）

2017年7月至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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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3區屬會服務地標 (三)

資料搜集整理: 香港北區獅子會創會會長 馬祥發

澳門黑沙獅子亭 Lions Pavilion, Macau
位於澳門路環黑沙沙灘巴士總站 Situated at bus terminal, at Hac Sa Beach, Macau
由九龍獅子會，半島獅子會，域多利獅子會，香島獅子會，太平山獅子會，北九龍獅子會，澳門獅子
會，尖沙咀獅子會，獅子山獅子會，西九龍獅子會，九龍塘獅子會，港南獅子會，港島獅子會，濠江中
央獅子會，中區獅子會. 新時代獅子會 合資建立此獅子亭
Joint Project of Lions Club of Kowloon, Peninsula, Victoria, Bayview, Tai Ping Shan, North
Kowloon, Macau, Tsimshatsui, Lion Rock, West Kowloon, Kowloon Tong, Hong Kong South, Hong
Kong Island, Macau Central, Hong Kong Central and Hong Kong New E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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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松山獅子亭 Guia Hill Lions Pavilion, Macau
澳門獅子會．與多個港澳獅子會合建
A joint project of Lions Club of Macau, and several clubs of Hong Kong & Macau
此亭建於1998年，位於澳門半島中央位置，高海拔93公尺的松山。山上廣植松樹，因而得名。此亭由澳
門獅子會牽頭建築，但也有許多澳門和香港分會捐款共建。包括澳門中央獅子會、濠江獅子會，除303
區97/98年度服務基金撥款外，香港分會尚包括域多利、香島、尖沙咀、城市、西九龍、中區、葵青。
另多個分會的獅友也因捐款而名列碑上。其中澳門半島因有獅友贊助而留下會名。
注: 澳門濠江與澳門中央兩會在1999年合併為濠江中央獅子會。澳門半島獅子會在1992年成立，在
2000年解散。
The Pavilion, situated in Guia Hill, was constructed in 1998 by Lions Club of Macau, and several
other clubs. They are Lions Club of Macau Central, Macau Hou Kong, Victoria, Bayview, Tsim
Sha Tsui, City, West Kowloon, Central, Kwai Tsing. Members of some Clubs also made individual
donations. The plaque carries the name of the Lions Club of Macau Peninsula (dissolved in 2000)
and one of its members because of his donation.
Remarks: Lions Club of Macau Central and Macau Hou Kong were merged in 1999. The English
name of Macau Central stay the same while the Chinese name has been changed to Hou Kong
Central. (Hou Kong is another local expression of Macau)

2017年7月至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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獅子會主會
)
Hong Kong (Host

會長
何健成

T

he District Convention Ball was held on May 7th
at the Grand Ballroom, Kerry Hotel. President
Pitta Ho, Lion Patrick Chan, Lion Kenneth Yam, Lion
Patrick Li and Lion Chapmun Wong were able to
attend this event.

Editor
n
Roby Searl

every success in this important role in the coming
year.

The Leo District Convention was held on Sunday
June 4th and some members of Lions Club of
Hong Kong (Host) were able to attend. This was an
important meeting as Leo Timothy Chan from Leo
Club Host was elected Leo District President for
2017-2018. All members of the Host club wish him

The Installation of Office Bearers for Lions
Club of Hong Kong (Host) was held at the
Empire Hotel on 14th June 2017. President
Pitta Ho will lead the club for a further
year with focus on meaningful and caring
projects to assist those in need.

The 2017-2018 Cabinet is President
: Lion Pitta Ho
Imm. Past President
1st Vice President
2nd Vice President
3rd Vice President

: Lion Patrick Chan
: Lion Patrick Li
: Lion Leo Wu
: Lion Robyn Searl
: Lion Chapmun Wong
: Lion Mehul Tanna
: Lion Mabel Ng
: Lion Vincent Chan

Hon Secretary
Hon Treasurer
Tamer
Tail Twister
Membership Director : Lion Simon Ho

The District’s 3rd Joint Dinner Meeting in honor
of District Governor, Cabinet Officers and Life
Members was held on June 19, 2017 at the Kerry
Hotel. President Pitta Ho joined the other presidents
in their entertaining stage performance depicting
how Lions Club would start a new club in space. Six
other club members were able to attend the eve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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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Lions Club of Hong Kong (Host) welcomes a
new member as of July 2017. Lion Christina Chan
has officially joined as a member, having transferred
from the USA. She is well known to the club
members after having attended a significant number
of events during the preceding year. We wish her
well in her new home in Hong Kong and look forward
to her continuing participation in the club activities.

獅子會
龍
九
Kowloon

會長
張惠貞

資訊委員
馮寶欣

O

n behalf of Lions Club International, President Lion Alan
presented a Membership Key award (pin) to Lion Louisa for

successfully opening the door of Lionism to four new members.
This award is to congratulate Lion Louisa for demonstrating active
commitment to the growth and strength of the association. Lion
Louisa also qualified and earned the Silver Centennial Lion award
because the new members remained in good standing for 1 year and
a day. Congratulations, Lion Louisa!

The newly appointed officers of Lions Club of
Kowloon are as follows:
President

: Lion Erica Cheung

1st Vice President : Lion Thomas Lai
2nd Vice President : Lion Louisa Lam
3rd Vice President : Lion Terence Fan
Hon. Secretary

: Lion Amber Fung

Hon. Treasurer

: Lion Alan Tang

Tail Twister

: Lion Helmut Unkel

Lion Tamer

: Lion John Shu
On July 15 – 16, President Lion
Erica and Hon. Secretary Lion
Amber attended the Leadership
Training for Club Officers held
in Shen Zhen China.

The

training provided great insight
and guidance for clubs to live
t h e m o t t o “ We S e r v e ” a n d
strengthen the Lionism spirit.

2017年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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獅子會
會長
鄭嘉源

Peninsula

資訊委員
蔡百泰

向終生會員致敬

本

會每年一度向終生會員致敬日於6月22日(星期四)
假香港中環「嶺南會所」舉行。當晚有甘應洪前會

長、蔡百泰前會長、賀良梅前會長、麥詠光前會長、陳瑞
龍前會長等五位終生會員和十多位活躍獅兄出席。五位終
生會員接受溫錦泰會長代表本會致送感謝狀，隨後由各位
終生會員致詞，他們除了回味往事外，更對獅兄們在會務
和服務上應以積極態度服務社會為懷，為本會爭光。遵從
規則嚴肅開會及尊敬前輩是本會優良傳統，令會務能朝正
能量方面發展，繼續發揚和秉承獅子會的精神。

第三次聯合晚餐例會
本年度第三次全區聯合晚餐例會於2017年6月19日晚上假九龍紅磡嘉里酒店宴會廳舉行，是次晚宴除了
向總監、區職員致敬外，還向已超過35年的終生會員及所有已達20年或以上的終生會員致敬，以答謝總
監及區職員本年度辛勞工作，及表揚各終生會員及創會會長歷年對獅務的貢獻，本會亦有多位終生會員
出席參加。

領導才能工作坊
2017-2018年度三○三區屬會各級職員領導才能工作坊於2017年7月
15至16日於深圳福朋喜來登酒店舉行，2017-2018年度會長鄭嘉源獅
兄、上屆會長溫錦泰獅兄和第一副會長陳平獅兄出席參加。

慶祝七代同堂屬會創會成立
比華利山獅子會於2017年7月18日晚上假九龍尖沙咀洲際酒店舉行創會典禮，香港半島獅子會喜獲第七
代成立，會長鄭嘉源獅兄帶領六位獅兄一同前往恭賀，出席獅兄有：會長鄭嘉源獅兄、上屆會長溫錦泰
獅兄、第一副會長陳平獅兄、第三副會長周健忠獅兄、義務秘書洪响堂獅兄、義務司庫梁耀宗獅兄、前
會長邱偉強獅兄。

國際總會活動
會長鄭嘉源獅兄和前會長蔡百泰獅兄出
席國際總會於2017年6月30日至7月4日
假美國芝加哥舉行100周年年會活動，
全世界獅子會會員人數已差不多達145
萬，香港半島獅子會會全體獅兄能成為
其中一員真是十分值得光榮和驕傲，獅
兄們會繼續服務社群，令到有需要的人
士得到受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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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長
任正珊

J

uly 7 - The Heep Hong Society Chun Shek Centre
Graduation Ceremony at Grand Hyatt Hotel:Throughout this year, our club has been working
with Heep Hong Society on several occasions.
Their dedication in helping children in need while
comforting their parents has given us an impact
that is hard to describe. We are most grateful to be
able to assist the centre and ease off some of their
challenges. In the coming year, we are also planning
to cooperate again.

Heep Hong Society Chun Shek Centre personnel, students and
parents, and members of Lions Club of Victoria

July 12 – Our luncheon guest speaker洛霖小姐 was born into the world of metaphysics玄學世家 and is one of
Hong Kong’s rare female numerologist命理學家。 In recent years, there have been many cases where young
adults have taken their own lives out of misery, difficulties and confusion. Hence her topic was“ to understand
and cherish life.” She explained to us, what it means by「逆命，認命，知命，造命」 and though 命 and 運
are important, she emphasized that one’s personality and behavior are of greater importance. It is with much
difficulty that one can change his or her personality and behavior yet those who are willing and try will be able
to gain a different perspective in the grand scheme of
things. Regardless whether one believes in, Chinese
wisdom or not, it has been developed and practiced
for thousands of years, its interpretation, though, has
always been a private one. 中華文字，一點一畫，一
撇一勾，都有意思。

Zone 3 Chairman Loretta Wong, Guest speaker 洛霖小姐,
President Robin Yin, IPP Louis Shih

July 29 – Leo meeting was held to discuss further
how this year will be unfolded. This year marks
the 10th anniversary of Victoria Leo’s and they
have much to prepare for. Recruitment is one of
their targets. Our Leo Advisor was present to show
support and provide advice when needed. To see
them discuss, in details, their plans, their objective
goals and obstacles, the meeting has shown that
each has matured well under the guidance of earlier
advisors, the Leo Club and Lions Club.

To simply, 「 人 一 叩 即 是 命 」 。 It will benefit
everyone if we consciously celebrate life both in our
hearts and minds so that when we provide service, it
becomes more inclusive.

Victoria Leo Kenny, President Yam, Leo Michael, Lion Harry Ho,
Leo Amas and Leo Lester

2017年7

月至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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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yview

會長
何潔芝

資訊委員
陳雅輝

香島長者展關懷

香

島獅子會於6月3日(星期六)舉行「香島長者

加的獅友包括大會主席梁慧玲獅姐、會長何潔芝獅

展關懷」服務活動，探訪了黃埔老人院內

姐、第一副會長吳姍姍獅姐、前會長陳雅輝獅姐、

的70位住院長者。由大會主席梁慧玲獅姐帶動下，

前會長余斯鴻獅兄、糾察關美明獅姐、多位青獅及

多位獅友捐贈款項及禮物致贈長者，包括食物、飲

義工，大家引領長者唱歌及遊戲並派發福袋，在歡

品、日常用品、健康用品及小風扇等。當天，參

樂氣氛中，讓長者度過了一個快樂溫馨的下午。

探訪姊妹會台北市八德獅子會
台北市八德獅子會是香島獅子會眾姊妹會之一，6

興加入國際獅子會，讓我們認識不同地方的獅友，

月14日是「她」換屆及職員就職的大日子， 19

豐富了人生的經歷。

位獅友及嘉賓浩浩蕩蕩前往參加慶典
及道賀。今年參加的獅友人數比往年
多，包括會長何潔芝獅姐、第一副會
長吳姍姍獅姐、前會長李聖丞獅兄、
前會長吳秀治獅姐、前會長陳巧莉獅
姐、前會長林焯賢獅兄、前會長吳世
湘獅兄、鄧偉基獅兄及多位嘉賓。八
德獅子會的獅友熱情及真摯的友誼，
兩會獅友常來常往交流，每年一度的
聚會，已成為我會的恆常活動。很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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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青山青年獅子會2017-2018年度
理事會成員就職典禮

本

會青年獅子會於六月十七日假尖沙咀The
One煌府婚宴專門店舉行2017-2018年度理
事就職典禮，中午十二時大會司儀黃雅儀及林勇文
青獅宣佈典禮開始，由大會主席第一副會長方枳潁
青獅鳴鐘開會。
由司儀介紹嘉賓，各主禮嘉賓在主禮台上就座，包
括總監馮妙雲獅姐，候任第一副總監郭美華獅姐，
第六分域主席鄭嘉麒獅兄，青年獅子會區會會長鍾
璟顥青獅，青獅委員會主席袁兆豐獅兄，青山獅子
會會長黃達強獅兄，青山青獅指導柳逸瓊獅兄等，
見證本青年獅子會成員宣誓就職。
首先由大會主席第一副會長方枳潁致歡迎辭，隨即
由候任第一副總監郭美華獅姐主持新會員入會儀
式，總監馮妙雲獅姐主持理事會成員宣誓就職儀
式。然後由青年獅子會區會會長鍾璟顥青獅頒發會
長帶予新會長黃煒君青獅。主禮嘉賓總監馮妙雲獅
姐致辭，青山青年獅子會早於2009年成立，經過

五屆後，由於各成員年齡超過規定，不能留任，所
以會務運作暫時停滯不前，今屆黃達強會長巍然挑
起重任，重組青年獅子會，經過多番努力，並獲得
好友們的支持，最後齊集23位青年朋友，在學和就
業各半，本着共同目標，為社會盡點綿力，服務社
會。最後黃煒君會長致辭，發展她的抱負，希望將
其過去幾年參與社會各區的義工服務經驗，藉着青
獅的平台，用愛心和服務的善意，給社會多點愛和
包容，與各青年義工們，一同努力，為社會服務。

總監馮妙雲獅姐主持理事會成員宣誓就職儀式

會訊
(一) 5月13日，本會出席第六分域聯合服務計劃，
青山、鑪峯、紫荊、香港新時代及荃灣獅子會聯
合主辦，高錕慈善基金及漪漣社協辦之 「齊健腦
伴•同步甜行」聯合服務，在葵涌獅子會中學舉
行，今次大會以1,167人同一時間食糖，打破健力
士大全創舉。並為「高錕慈善基金」籌募善款，以
幫助腦退化病患者及其照顧者。會後由高錕夫人主
講有關腦退化症的情況。

本會獅兄及幼獅齊參與第六分域聯合服務

(二) 5月20日，黃達強會長代表本會於姊妹學校
計劃儀式中，致送支票予香港紅十字會醫院學校。
(三) 6月2日，
黃達強會長、林
天意及陳韶軒獅
兄代表本會出席
獅子會與浸會大
學中醫藥慈善基
金高爾夫球賽總
監盃。
(四) 6月19日，
本會出席303區
聯合晚餐例會，
並有數位獅兄獲
社會福利署頒發
本年度義工嘉許
狀。

上圖：黃達強會長代表本會致送支票予姊
妹學校香港紅十字會醫院學校。下圖：黃
達強會長，林天意及陳韶軒獅兄與中醫藥
慈善基金會主席林海涵前總監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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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長
崔少強

資訊委員
霍寶林

年一度的大日子定於6
月10日，在紅磡嘉里酒

店舉辦52周年慈善晚宴暨201718年度職員就職典禮。承蒙303
區2016-17年度總監馮妙雲獅
姐、台北市北區姊妹會、星加
坡嘉東姊妹會、新創會子會黃
金海岸獅子會及各獅友聯同親友們的出席，使當
晚高朋滿座，星光熠熠。隨着新舊會長交替儀式完
成，我們在新任會長崔少強獅兄的帶領下，新一屆
的社會服務隨即展開。
7月15日我們兵分兩路，除了會長及第一副會長北
上深圳參加區會的屬會職員工作坊外，其餘獅友聯
同家人朋友等等，雲集灣仔參與國際獅子會腎病教
育中心及研究基金的賣旗活動，籌募經費，他們耗
了不少心力腳力，流了不少汗水淚水，為社會貢獻
一己綿力。

馬不停蹄，7月16日在馬鞍山青年書院，我們為一
些低收入及單親家庭舉辦膳有善報服務，獅友們化
身伙頭大將軍及店小二，為他們送上美食，福袋及
愛心，讓他們回味無窮。

這些都只是開始，往後的日子還有很多服務等着我們，
雖然我們會很忙碌，很辛苦！
但是我們會很開心，很滿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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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活谷
Happy Valley

獅子會
會長
吳期卓

資訊委員
薛來鏹

一年容易又秋風

又

到了每年的交接時候了！不經不覺，香港快
活谷獅子會已經共同走過半個世紀。在過去
50年，在多位前會長的努力耕耘下，我們在共融方
面做了不少出色的項目，為視障人士、失聰人士送
上許多溫暖的服務。

充滿意義。我們一直秉持「以生命影響生命」，這
份信念會一直引領大家，繼續團結全體獅兄，以用
心及真誠為社會作出更多貢獻，延續香港獅子精
神。

最近幾年更有不少年青有為的新獅兄加入
快活谷獅子會，基於多元服務理念下，我
們增加關注年青人的需求，故此在本年度
亦會投放更多力度在這方面。
除此之外，我們亦希望在未來，特別一些
隱蔽獨居的人、尤其是獨居老人做多一點
服務、令他們感到生活不是孤單，生命是

每一對眼睛都充滿了希望
香港學童近視問題日益嚴重，當中逾四分三已出現
嚴重眼睛健康問題。近視600度或以上的學童出現
視網膜變異風險較高，推算近2萬名香港學童已出
現視網膜變異。理工大學在2012年已進行了相關
研究，以一百五十七名低收入家庭學生作採樣，視
力不合格率為28%，反映低收入家庭學生視力問題
比一般家庭學生嚴重。
我們的持續服務對象閩僑小學，學童視力不合格率
為29.65%，比正常百分比高出7.95%。當中原因
大致是家長缺乏認知並與學童溝通不足，子女不知
道該如何表達視力有問題，沒有時間帶子女去驗
眼，缺乏金錢為子女配眼鏡等。居住在相對陝窄的
居所，亦會比較容易引發近視。

從檢查記錄中得悉閩僑小學有24個同學的情況較嚴
重，部分已患有弱視。我們把其姓名和歲數交給學
校，查看其中有沒有綜援者，盡快為他們提供服務。
感激今次得香港本會廖健昇前會長，聯絡眼鏡生產
商朋友，免費贈送200副眼鏡框給閩橋小學之有需
要學生。
健康的眼睛和良好的視力對兒童非常重要。無論學
習、社交和運動時，他們都得倚靠「靈魂之窗」。
因此，視力問題足以影響兒童的學習成績、自信和
自我形象。我們除了提供資源，為低收入家庭兒童
作定期驗眼及配眼鏡，更重要的是多做公眾教育，
提醒家長要留意學童之視力問題及徵兆。

2017年7

月至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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獅子會
咀
沙
尖
港
香
ong Kong
Tsim Sha Tsui, H

資訊委員
范啟鏞

會長
伍于宏

組團出席台北仁愛姊妹會慶典活動

台

北仁愛獅子會於5月4日晚在
台北大直典華飯店大禮堂舉行

45周年紀念暨就職典禮活動。本會組
團出席其盛會。在台北期間，本會代
表團受到台北仁愛姊妹會獅兄獅嫂熱
烈歡迎和熱情接待。在典禮晚會上，
本會向台北仁愛獅子會致贈紀念品和
捐贈四萬元新台幣服務基金，支持社
會服務計劃。

左圖：本會代表團受到台北仁愛姊妹會熱烈歡迎

右圖：本會向仁愛姊妹會致贈服
務基金

出席303區周年會員大會和區年會之夜餐舞會
本會獅兄於5月7日出席303區周年會員大會和區年
會之夜餐舞會。在周年會員大會上，本會前會長王
恭浩獅兄成功地當選為17/18年度303區第二副總
監；在區年會之夜餐舞會上，本會26位獅兄獅嫂
出席，與303區獅友一起慶賀區年會之成功舉辦。

本會獅兄恭賀王恭浩獅兄成功當選

支持姊妹學校計劃活動
本會一如繼往，每年都捐款支持303區姊妹學校計
劃活動。今年委派第一副會長伍于宏獅兄代表本會
向香港西區扶輪社匡智晨輝學校致贈5千元支票。
為社會推動傷健共融、關懷互助作出貢獻。
本會伍于宏獅兄(右二)代表本會致贈支票

出席子會創會、就職晚會
本會的子會 - 香港國金獅子會於6月8日晚上舉行創會授證典禮暨慈善晚會，本會獅兄到場恭賀，並向該
會捐贈服務基金一萬元。在香港國金獅子會創會期間和成立的一年內，本會委任黃明同、王恭浩兩位前
會長擔任該會指導獅兄。
另外，6月17日晚上7時，本會獅兄出席子會 - 香港新界獅子會第41屆就職典禮晚會，與新界獅子會獅兄
獅嫂共度一個愉快的晚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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鑪峯
The Peak

獅子會

資訊委員
李福謙

會長
胡志和

探訪姊妹會一

結

盟姊妹會台中光華獅子會於2017年6月6日
假台灣台中舉行41周年授證典禮，本會由

2016-17年度會長林振坤獅兄帶領下一行七人，包
括會長林振坤獅兄、第二副會長楊雋永獅兄、前會
長蘇傑開獅兄、前會長何錦華獅兄和朋友，許天佑
獅兄和獅嫂一行七人，於6月6日早上乘機前往台中
出席授證典禮。

探訪姊妹會二
結盟姊妹會深圳龍華獅子會於2017
年7月16日假深圳市龍泉酒店宴會
廳舉行2017-2018年度理事會暨會
長換屆典禮，本會由會長胡志和獅
兄帶領下一行共有五位獅友前往慶
賀。

三○三區會第三次聯合晚餐例會
中國港澳303區於6月19日晚上7時30分假座九龍紅
磡嘉里酒店宴會廳舉行2016-2017年度第三次聯合
晚餐，例會除向總監及各區職員致敬外，更向已達
35年以上獲得終生成就獎的終生會員致敬。

三○三區屬會職員領導才能工作坊
2017-2018三○三區屬會職員領導才能工作坊於2017年7月15-16日在深圳福朋喜來登酒店舉行，新任會
長胡志和獅兄代表本會出席參加。

2017年7

月至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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獅子會
龍
九
東
港
香
ong Kong
Kowloon East, H

會長
葉惠敏

資訊委員
林婉玲

姊妹學校

來

到2016-17年度的尾聲，香港東九龍獅子會
由張璇菲會長帶領本會的獅兄及獅姐們，應
邀出席參與禮賢會恩慈學校的2016-2017年度學生
畢業典禮暨謝師茶聚。
畢業典禮定於2017年6月30日學校的大禮堂舉行，
在下午2時儀式正式開始，由謝慶生校長帶領全體
師生和家長，以及主禮嘉賓和一眾獅友們一起祈
禱，然後就由主禮嘉賓致訓辭，訓辭後，有畢業生
致辭回顧過去校園的生活點滴，也有在校學生的驪
詞演讀、鋼琴表演及唱歌，他們的表現都令到即將
離校的6位畢業生感到依依不捨，而即將離校的畢
業生也回饋鋼琴演奏及唱歌給在校的學生，也表演
他們難捨之情。

了興奮之情，同時也致送由他們親手做的紀念咭給
學校作為紀念。
最後，由本會會長及各師友頒發「愛心家長義工嘉
許狀」給全年度優異的金、銀及銅獎給傑出表現的
家長，整個畢業典禮在莊嚴及輕鬆的氣氛圓滿禮
成。

儀式當中，各畢業生接過畢業證書後，他們也表現

香港東九龍獅子會2017-18年度職員及理事成員
：葉惠敏獅姐
會長
上屆會長 ：張 璇菲獅姐
第一副會長 ：陳國雄獅兄
第二副會長	： 鄧志浩獅兄
第三副會長 ：李 任基獅兄

義務秘書 ：方 元翔獅兄
義務司庫 ：何 錦程獅兄
總務
：鄧涇渭獅兄
糾察	
：黎慶輝獅兄
會籍組主席	： 司徒祿獅兄、簡 有山獅兄

第100屆年會
2016-17年度第一副會長葉惠敏獅姐代表香港東九龍獅子會出席國際獅子總會於6月30日至7月4日在芝加
哥舉行的第一百屆國際獅子年會。年會其中最重要的特色就是各國組隊參與巡遊，令人目不暇給！

領導才能工作坊
2017-2018年度303區屬會職員領導才能
工作坊於2017年7月15日至16日在深圳
福朋喜來登酒店舉行，2017-2018年度會
長葉惠敏獅姐、第一副會長陳國雄獅兄及
第三副會長李任基獅兄出席參與。

第三次全區聯合晚餐例會
本年度第三次全區聯合晚餐例會於2017年6月19日晚上7時假
座九龍紅磡香港嘉里酒店舉行，是次聯合例會的主題是：向
總監、區職員、終生會員致敬，以表揚及答謝各位在本來度
對區務的辛勞工作及貢獻，本會會長葉惠敏與七位獅友出席
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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獅子山

獅子會

會長
曾飛燕

Lion Rock

國際青年交流- 2017
(Youth Camp and Exchange Program - 2017)

伍

錦永獅兄是今屆交換生的主席，今年香港

大會規定各交換生必須要在各獅友家中幫忙煮食，

已經是第七屆舉辦。除了伍獅兄外，參與

讓獅友們參與在香港也可以享受各國家地道的文化

Hosting Family 的獅友有區美珍獅姐。來自十個

美食，我的交換生便煮了一道美味的西班牙薄餅。

國家十六位年齡界乎於18
歲至25之間的年輕人，由6
月9日至6月24日，為期兩
星期的交流計劃。開始第
一個星期先入住石峽尾的
美荷樓，再出發澳門及國
內的中山，於6月19日回港
後正式入住各獅友家中。

左圖：第一天到港情況

右圖：6月24日在機埸送別

長者驗眼服務
2016-17年度會長陸嘉暉獅兄率領我會一眾獅友於
六月廿四日 (星期六）到勵志會陳融晚晴中心，為
長者分流進行驗眼，當日有專業視光師駐埸及理工
大學的實習學生協助，期間有派福袋活動，發現視
力有問題的長者會得到專業治療及跟進服務。當
天各獅友很早便來到現場，熱情投入服務，早餐及
午餐也忘記進食。受助有100位長者，驗眼一切順
利，現場受惠長者高興不已。

姊妹會就職典禮
6月11日2016-17年度會長陸嘉暉獅兄率領我會一
眾10人，在紅磡火車站乘搭直通車上廣州，參與廣
東獅子會藍天大隊10周年的就職典禮，晚會規模盛
大，尚有其他地方的獅兄參加，繼有台灣、澳洲、
菲律賓及馬來西亞等地，數百獅友歡聚一堂，獅情
洋溢。除當天晚宴外，大部分獅友第二天仍留在廣
州，一起到花都區參與敬孝活動及答謝晚宴。

2017年7

月至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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獅子會
龍
九
南
South Kowloon

會長
鄭瑞欽

資訊委員
高衍文

香港南九龍獅子會
2017-2018年度董事會第一次會議

香

港南九龍獅子會2017-2018年度第一次董

本港與國內的服務和探訪等，亦會延續進行。有關

事會會議已於7月28日舉行，商討新年度的

國際獅子總會中國港澳303區所推展的服務項目，

會務工作及服務大綱，出席者除內閣成員，董事、

定會鼎力支持，以達到「服務本為根˙凝聚獅子

小組主席、會員和青獅外，還有上屆總監馮妙雲獅

心」的精神。

姐、第一副總監郭美華獅姐、第二副總監王恭浩獅
兄等逾五十人。

會後聚餐聯歡，並為生日的獅兄祝壽。

會長鄭瑞欽獅兄致辭，致謝獅兄出席會議及全力支
持各項社區服務和會務工作，深表謝意，他相信今
年本會的服務定能繼續順利推展，會務會更上一層
樓。
是次會議主要是商討新年度的各項服務及工作大
綱，通過繼續頒發韶關沙溪中學之獎學金及獎教
金，捐贈中文大學新亞書院和仁濟醫院林百欣中學
獎學金，至於本會歷年來推動的敬老活動、教育及

新年度南九龍獅子會第一次董事會會議，獅兄與嘉賓合照

參與303區區職員暨屬會職員聯合就職典禮
8月5日國際獅子總會中國港澳303區區職員暨屬會
職員聯合就職典禮，本會內閣成員、董事及多位新
獅兄均有出席參與。典禮中由總監陳立德獅兄主持
卸任會長施新築獅兄移交佩帶予新任會長鄭瑞欽獅

本會獅兄出席參與303區區職員暨屬會職員聯合就職典禮合照

兄，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陳肇始
教授監禮，其後本會四位新會員參與新會員宣誓入
會儀式，成為會員後，獅兄表示今後會積極參與南
新年度303區職員暨屬會職員聯合就職典禮，本會卸任會長施新築
獅兄移交佩帶予新任會長鄭瑞欽獅兄後，與主禮嘉賓陳肇始局長和
陳立德總監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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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龍獅子會為社區服務的事工，實踐獅子會「我們
服務」的精神，為社群謀幸福。

香港城市

獅子會

The City

會長
李頌華

資訊委員
潘秉祺

303區屬會職員領導才能工作坊

本

會共有三位獅兄出席了區會於7月15至16日位於深圳福朋喜來登酒店所舉辦的屬會職員領導才能
工作坊，包括會長李頌華獅兄，義務秘書潘秉祺獅兄及義務司庫周智輝獅兄。培訓內容全面及務

實，眾獅兄均感獲益良多。

3 0 3 區 2 017- 18年 度 區
職員暨屬會職員
聯合就職典禮
就職典禮及餐舞會已於8月5日假座香港會
議中心新翼5樓大禮堂完滿舉行。當晚本會
出席獅友連家眷一共21人，既可見證本會
今屆職員進行就職儀式，一眾與會者亦歡
度了一個愉快晚上。

七月份午餐例會
(2017年7月11日)
是月的午餐例會很榮幸邀請到香港演藝學院中樂系
系主任余其偉教授作為主講嘉賓，講題是「廣東音
樂的歷史」，余教授以深入淺出的介紹及闡釋，使
各獅友對廣東音樂更為了解。

八月份午餐例會
(2017年8月8日)
是月的午餐例會很榮幸邀請到心理治療師黃靖雯小
姐為主講嘉賓，講題為「相愛到白頭」，講述夫妻
間應如何相處才可廝守一生，若發現黃燈時要盡快
解決，不要讓雙方墮進紅燈的危險境界。獅兄們皆
細心聆聽及爭相發問。

2017年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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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2018年度內閣名單
會長

：王慶廷

義務秘書 ：黃思敏

理事 ：溫少華

上屆會長

：羅紹彬

義務司庫 ：廖佩儀

理事 ：邱 健

第一副會長 ：姜劍芬

總務

：廖家寶

理事 ：葉景強

第二副會長 ：陳自覺

糾察

：孫懿明

理事 ：張鳳秋

第三副會長 ：陳怡真

會籍理事 ：張新村

在此本會熱烈恭賀新一屆的會長及各位就任理事，在會長王慶廷獅兄帶領下，本會定必團結一致，全力
以赴，使會務更上一層樓！

全港新來港小學生英文寫作比賽
很高興今年九龍塘獅子會再與宏施基金合辦「宏施
基金–全港新來港小學生英文寫作比賽」項目，亦
已於2017年5月18日在城市大學舉行優勝作品嘉
許禮。當日我們邀請了2016-17年度總監馮妙雲獅
姐及第一副總監陳立德獅兄，以及第三分區主席馮

翠屏獅姐擔任主禮嘉賓，宏施慈善基金方面則由總
幹事刁廣浩先生擔任主禮嘉賓。另有多名本會獅友
出席，包括：大會主席姜劍芬獅姐、王慶廷會長、
張新村前總監、羅紹彬前會長等。廖佩儀獅姐應邀
擔任典禮司儀。希望藉着今次的英文講座與比賽，
提升同學們對英文寫作的興趣及對香港的歸屬感。

專注關懷 伴你「童」遊
本會今年與「播道會兒童之家」合作，舉辦一項名

5月13日舉行，當日由多名獅友帶領約20名受眾兒

為《專注關懷伴你「童」遊》的服務項目，至今已

童到西貢獅子會自然教育中心野餐和參觀，並向受

圓滿結束。本會獅友在兒童之家的員工協助下，帶

眾兒童介紹獅子會的歷史和服務。

領來自問題家庭的兒童外出活動
和進餐。項目分3次進行，每次
帶領約15 - 18名兒童，受眾約
為50名兒童。希望通過相關活
動，令受眾兒童體會專屬的關
懷，從而建立一定程度的互信，
為本會下一階段的服務打下基
礎。第三階段服務已於201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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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九龍
West Kowlo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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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長
黃麗玲

資訊委員
曾婉妮

終生會員篇

西

九龍獅子會41屆即將完結，支持西九龍走
到今天當然有賴眾會員堅持“我們服務”
的理念，而終生會員更是堅持行動20年或以上的
會員。

中行項目中兩度擔任主席. 陳獅兄長袖善舞，在商
界及社福界推動服務，不遺餘力。他的保舉獅友袁
鑒明獅兄雖未能親眼目睹陳獅兄獲獎，但相信袁獅
兄在天之靈亦會覺安慰。

在今個年度內我很高興宣佈：西九龍新增兩位終生
會員，她們便是李玉霞獅姐和區麗華獅姐。西九龍
尚有三位中流砥柱的終生會員袁鑒明獅兄、陳立漢
獅兄和許享明獅兄。

袁獅兄是西九龍三大元老之首，為西九龍培養不少
人才。他的離開令人懷念。西九龍成立「西九龍獅
子會袁鑒明慈善基金」延續他的大愛精神！

許獅兄多年來用自己專業為區會服務，這兩年被委
任終生會員委員會聯合主席，舉辦「與終生會員茶
聊話獅情」的茶聚，讓303區的終生會員可聚首一
堂，交流“我們服務”的獅子精神和獅子智慧！
陳立漢獅兄實踐“我們服務”的獅子精神足35年，
今年更被董事會提名參選終生會員的終生成就獎。
陳獅兄在會內曾兩度擔任秘書，三度擔任會長及四
度擔任司庫等要職，亦曾在與沙田獅子會合作的視

服務篇
2017年4月29日–膳有善報服務：西九龍獅子會服
務時數220小時；服務人數200人。
2017年5月20日–獅子會姊妹會學校計劃20162017年度支票致贈儀式暨「共融携手愛地球」活

動，本會贊助「天保民學校」港幣5,000元。
2017年6月24日–在清遠市、陽山縣、青蓮鎮及
南塘村對48位清貧學生提供助學金人民幣40,000
元。

扶志助飛 – 協助貧困兒童
廣東獅子會381區光大服務隊，香港西九龍獅子會
陽山南塘居“獅愛居”暨“扶志助飛”聯合服務
活動在6月24日，兩會的獅兄獅姐們共40多人頂着
烈日，前往陽山縣青蓮鎮南塘村入村探訪村民，全
村共5,000多戶。廣東獅子會為他們興建“獅愛居”
，村民
帶來方
便，這
次探訪
也為村
民帶來
溫暖！

西九龍獅子會王閩會長、光大服務隊岑鏡輝隊長、陳
曉東前隊長和獅友探訪村民和送上溫暖合照留念

西九龍獅子會則從山區兒童基金撥出人民幣
40,000元給48位來自村內不同小學、中學及大學
的清貧學生。在6月25號在王閩會長和侯任會長黃
麗玲獅姐帶領下，一眾西九龍獅友為這些學生送上
助學金以鼓勵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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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南獅子會40周年慈善晚會暨2017-2018就職典禮

重

要聲明：713˙713 發生大件事。原來7
月13日是港南獅子會40周年慈善晚會暨

2017-2018就職典禮！當晚假座太子帝京酒店舉
行。大會主席張美娟獅姐、總監陳立德獅兄、會長
方少樂獅兄及一眾獅友一早到現場準備今晚盛宴。
當天晚會姊妹會 - 台北信義獅子會、台中霧峰獅
子會及深圳皇崗服務隊都來港參加晚宴，而上屆總
監 馮妙雲獅姐、第一副總監郭美華獅姐、第二副
總監王恭浩獅兄、各區職員和現屆會長、前總監、
獅友嘉賓一同支持。當晚用衣香鬢影，濟濟一堂來
形容最貼切。而我們有三位新獅友宣誓入會，包括
Tony Liu獅兄，Victoria 獅姐，Elina獅姐。港南又
添新BB，可喜可賀。另外上屆會長將會長帶移交
到方少樂手上，儀式大功告成。而我們前總監沈樂
年獅兄暨創會會員身份，分享了40年來港南點滴，
願祝港南獅運昌隆，為獅子會作出貢獻。

家誠、李光耀父子作過墨寶。這次一共有兩幅墨寶
拍賣，第一幅「施比受更有福」及第二幅「上善若
水」底價都是6,800元，每口價1,000元。結果第
一幅「施比受更有福」由今屆區司庫，張立基獅
兄以38,000元奪得，整個競投過程非常熱烈。第
二幅「上善若水」競投更激烈，結果由梁彩意獅姐
再以58,000元奪得，能夠擊退對手少點勇氣都不
會成功。
最後就是抽獎，頭獎是由大會主席張美娟獅姐捐
出10,000元，結果很震撼，是梁彩意獅姐抽到！
竟然又是她，恭喜恭喜。遠遠都能看到她臉上的
喜悅，她上台領
獎後，決定將
10,000元獎金送

當晚有2位嘉賓為大會表演，第一位是視障女孩蕭
凱思，用歌聲傳送愛給每一位朋友，她經常為社會
作出貢獻，十分值得尊敬。
另一位表演朋友是獅友伴同行的Mentee Edmund
Lee他為大家吹奏Saxophone，非常投入，大家都
致以熱烈掌聲給兩位。
當晚重頭戲正式開始，就是推廣慈善獎券，大家都
踴躍認購，值得一提就是有一位善長鳳凰獅子會會
長梁彩意獅姐一共買了12本獎券共9,600元。衷心
感謝她，希望幸運之神眷顧她。慈善拍賣會隨後展
開演精彩的一幕，兩幅墨寶由會長方少樂捐出，由
小弟朱其雲和許錦發獅兄充當拍賣官。墨寶出自岑
文濤先生手筆，他是香港中國書畫會會長，為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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贈給港南獅子會
作慈善用途。用
善心、慷慨、幸
運來形容實在不
夠，這亦會成為
港南獅子會的軼
事。快樂的時光
永遠過得最快，
又到曲終人散的
時候，多謝大
家！
撰稿：
港南前會長
朱其雲
31-07-2017

香港新界

獅子會
ong Kong
ew Territories, H

The N

會長
譚溢鴻

資訊委員
余錦坤

創會40周年紀念、第41屆職員就職典禮、
40萬元愛心服務計劃捐贈儀式

本

會在6月17日假座帝京酒店舉行第41屆職員
就職典禮晚會，邀請303區2016-17年度總監
馮妙雲獅姐主禮。並廣邀前國際理事、上屆總監、
副總監、前總監、區職員、分會會長、官紳名流、
社會賢達、新聞界友好、以及韓台的姊妹會獅友等
出席，共同見證換屆盛典。由新任會長譚溢鴻獅兄
獅嫂、上屆會長林錦清獅兄獅嫂、三位副會長翁木
林獅兄獅嫂、翁儒凱獅兄獅嫂、朱國基獅兄獅嫂率
領全體獅友迎迓嘉賓，氣氛甚為熱鬧。

大會第一副
會長翁木林
獅 兄 與 上
屆會長林錦
清獅兄先後
分別致辭，
歡迎各嘉賓
之蒞臨，以
及 報 告 一
年 內 的 服
2016-2017年度會長林錦清獅兄(右)於就職典禮 務 工 作 。
上移交權槌及佩帶予新任會長譚溢鴻獅兄(左)， 年度內曾贊
助及辦理多
中為主禮人馮妙雲總監
項不同的服
務計劃，以捐款贊助福幼基金會舉辦「藝術助養計
劃–馬嘴小學自然教育項目」及獎學金最具代表及
持續性，其餘項目包括支持寧養服務、家訪長者並
為其作出家居清潔服務、成為國際獅子總會「新世
紀大使」、以及贊助獅子會百年慶服務項目等均有
兼顧。總括而言，本會於今屆投放於慈善服務的經
費超過陸拾萬元。會員增長方面仍持續取得進帳，
共有六位新的精英加入本會，為這個大家庭補充新
血。聯誼活動也不可或缺，年度中期曾舉辦汕尾水
底山溫泉莊園兩天遊，聖誕新年聯歡晚會與新春團
拜等康樂活動。
工作報告後，第41屆職員就職典禮隨即舉行。由
馮妙雲總監監誓，新任會長譚溢鴻獅兄、第一副會
長翁木林獅兄、第二副會長翁儒凱獅兄、第三副會
長朱國基獅兄、義務秘書余錦坤獅兄、義務司庫林
世潛獅兄、總務陳錦滿獅兄、糾察黃大勝獅兄、理
事：黃志輝、蔡偉騰、譚展明、陳燁志、陳俊成、
陳漢圃、黃永康、余紫威、鄭展強、與陳東春獅兄
等人，宣誓願意遵守國際獅子總會之守則，團結友
愛，服務社會，發揚獅子精神。接着，新任會長譚
溢鴻獅兄在上屆會長林錦清獅兄手中接過權鎚及佩
帶後，新職員就職典禮即告完成，儀式莊嚴隆重。
新任會長譚溢鴻獅兄於致詞時表示十分榮幸能成為
獅子會百年會慶的會長，任內將循本會的一貫宗旨
方針繼續服務社群，對於各項不同公益事業如社區
建設、醫療福利、教育推廣、滅貧賑災等等，仍會
盡力而為，並將主要服務對象放回在本港。
馮妙雲總監亦高度肯定本會對社會的貢獻，並相信
在譚溢鴻新任會長的帶領下，定能為社區及有需

要的人士提供服務和協助，更進一步地發揚獅子精
神。
席上舉行兩項
捐款共四十
萬元的捐贈
儀式，其中
$276,000是
贊助福幼基金
會舉辦『藝術
助養計劃－馬
嘴小學自然教
育項目』、及
福 幼 慈 航 小 學 本會捐款$276,000贊助福幼基金會舉辦「藝
獎 學 金 ， 以 術助養計劃–馬嘴小學自然教育項目」及福
幼慈航小學獎學金的捐贈儀式。左起：林漢
支 持 國 內 教 武前會長、張明慧小姐、林錦清上屆會長、
學 事 業 ； 其 馮妙雲總監、譚溢鴻會長
餘$125,000
則是捐予基督
教靈實協會，
支持該會的
「 愛 心 傳 餸」
計劃，為本港
的長者送出愛
心 餸菜 包 。 儀
式由馮妙雲總
監主持，分別
由福幼基金會
傳 訊 及 項 目 本會捐款$125,000予基督教靈實協會的捐贈
經 理 張 明 慧 小 儀式。左起：林漢武前會長、胡仲菁小姐、
姐 、 及 靈 實 協 林錦清上屆會長、馮妙雲總監、譚溢鴻會長
會基層健康服
務主管胡仲菁小姐代表接受支票，並由本會新舊任會
長及中國服務計劃小組主席林漢武前會長陪同主禮。
為表揚2016-2017年度三位職員之功績，再由馮妙
雲總監頒發服務獎牌予會長林錦清獅兄、義務秘書
鄺琼獅兄及義務司庫戴桂洪獅兄。
接着由303區候任第一副總監郭美華獅姐為本會生
力軍楊世杰獅兄主持入會儀式，由保舉獅友林錦清
會長為其佩戴獅子章。
儀式尾聲則由第二副會長翁儒凱獅兄致詞多謝嘉賓
之來臨及參與後，典禮告才正式完成。
為慶祝本會成立40周年，席間再舉行一項切餅儀
式，除主禮台上各嘉賓及會長們之外，再加上對本
會不離不棄的5位創會會員：前會長麥羅武獅兄、
陳振超獅兄、顧陵儒獅兄、鄺溥銘獅兄及向華炎獅
兄一起主持，本會全體獅兄當然亦在旁陪同參與，
陣容鼎盛。
就職典禮晚會在有秩序、有意義及凝聚力的氣氛下
順利舉行，過程中亦不乏歡樂之聲，充分顯現本會
全體獅友的獅子精神。
2017年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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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東獅子會2017-2018年職員名單為如下
會長
：黃丁祥
第一副會長 ：李恒輝
第二副會長 ：何心源
第三副會長 ：呂守松
義務秘書 ：霍建康

本

義務司庫
糾察
總務
分會會員發展主席
Club LCIF Coordinator

：劉國平
：葉榮鉅
：李常盛
：黃丁祥
：李常盛

會於6月7日舉行六月份午餐例會，是日邀
請到前會長李常盛獅兄之大公子李根泰，

為本會主講金融科技，深入淺出解讀「共享」，
亦闡釋互聯網內的大數據如何有效替大眾提供貼身
服務，科技融合共享金融，精妙之處，不能筆錄。

本會與大埔獅子會於2017年6月24日聯合舉辦參觀
廉政公署ICAC北角總部開放日，是次參觀與二十
多位青少年互動，深入廉政公署總部，認識機構內
設施，如槍械設備、列隊認人室、模擬錄影會面室
等。

303區會2016-2017年度第三次聯合晚餐例會，港
東獅子會一向全力支持，會長陳國屏獅兄聯同本會
共十二位獅兄嫂盛裝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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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金鐘

獅子會
g
sway, Hong Kon

會長
陳威

Queen

區職員暨屬會職員聯合就職典禮

本

年度區職員暨屬會職員就職典禮已於2017年8月5日晚上舉行。在總監陳立德獅兄主持及主禮嘉
賓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食物及衞生局局長陳肇始教授，JP監禮下，本會與其他屬會新一屆職員一

同進行宣誓就職儀式，而陳威獅兄接過權鎚及佩帶後，便正式就任成為2017-2018年度會長了。新任會
長一向做事積極投入，肯定會為金鐘獅子會帶來一番新景象。

金鐘新領導 區會新動力
衷心祝賀實幹有衝勁的陳威獅兄榮膺本會應屆會長，而前會長余慧芬獅
姐及成爾斌獅兄亦分別獲陳立德總監委任為「終生會員委員會主席」及
「公益少年團區代表」倍添喜氣，更感榮幸！
在此亦熱烈
歡迎年青才
俊賴景然獅
兄加入金鐘
獅子會，期
望新舊獅友，一同熱誠投入本會及303區會的
服務活動，發揮獅子精神。

2017-2018年度理事會名單如下
會長

：陳威獅兄

義務秘書 ：成爾斌獅兄

理事 ： 劉燕珍獅姐、陳淑正獅兄

上屆會長

：梁念卿獅姐

義務司庫 ：梁維君獅兄

		 余柏岐獅兄、黃強輝獅兄

第一副會長 ：吳文裕獅兄

總務

：王耀森獅兄

		 鄭柏文獅兄、陳月明獅兄

第二副會長 ：陳進銘獅兄

糾察

：鄧忠強獅兄

		 賴景然獅兄、陳淑嬌獅姐

第三副會長 ：陳鼎華獅兄

會籍理事 ：余慧芬獅姐

		 鄧榮林獅兄

祝願在陳威會長英明領導
下，金鐘獅友團結做實
事，延續獅子會服務社群
百年不撓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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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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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委員
程詠珊

會務動態

香

港筆架山獅子會捐助香港視障視全人士協
會的服務經費，並於6月14日（星期三）

假在筲箕灣愛東商場2樓麗宮酒家舉行「光明路上
手牽手愛心之夜」慈善晚會，作為這次與香港視障
視全人士協會合辦籌款活動的總結，當晚筵開20
席，我會獅友、視障人士、親友及義工相互交流。

籌款晚會榮幸得到國際獅子會303區上屆總監馮妙
雲獅姐主禮，及2016-17年度第三分區主席馮翠屏
獅姐及第九分域主席吳英杰獅兄出席。
財務經費。體現獅子會四出文化，實踐出錢、出
力、出心、出時間的獅子精神。

這次活動也是香港筆架山獅子會首次與香港視障視
全人士協會舉辦籌款活動，希望本着我會宗旨服務
視障及老弱社群，今後兩會可以繼續合作。

感謝各界善長人翁的出席及支持捐出獎品作慈善
拍賣。當晚拍賣及整個項目總共籌得款項高達
$133,410元。

捐款能夠幫助到600多個有需要的視障人士，作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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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西區

獅子會

Hong Kong West

「謝

會長
陳錦霞

資訊委員
樂真

謝你獅姐，今年沒有你們的幫助，我的
英文水平不會提升得那麼快！」

「謝謝你獅兄，我曾經好怕羞，不願意當眾講英文，
今天我可以站出來講啦！」
「謝謝你們，三年了，我的英文真的進步好多啊！」
一句句感謝加上親手製作的禮物，是孩子們抒發自己
感激之情的最佳寫照。

連續三年，國際獅子總會中國港澳 303 區香港西

僅僅是天水圍兒童的語言能力，更重要的是提升了

區獅子會攜手元朗獅子會，共同為支援天水圍區兒

其信心，令他們明白無論環境如何艱苦，都要堅持

童的成長需要，創辦了「童創新天」兒童英文能力

「Hope / 希望」，只有不懈的努力才會換來明天

提升獎勵計劃。而2017年6月24日，於香港帝景酒

的不一樣，這也是「We Serve / 我們服務」的深

店舉辦的嘉許禮更將活動推向了新的高潮。

遠意義所在。

有研究指出，無論你貧困或富有，每個人一生總有

謝謝你們，天水圍的兒童們！三年只是小小的起

7次能改變命運的機會，抓住機會的前提是要做好

步，未來的每一年，我們將會陪你們一起在英文學

準備！作為一個仍在發展中的社區，天水圍的30萬

習的道路上堅持地努力下去！

人口當中，大部分都是教育水平不高而且從事低收
入長工時的工作的家庭。相信這些家庭父母監督子
女的時間普遍較少。故此，如何協助學童提升英語
能力及學習興趣，為將來升學打好基礎；並透過為
學童提供體驗活動，擴闊視野；增進學長和學童間
的關係，為有需要的學童及家庭提供支持及實際援
助，以營造關懷互愛的社區環境；成為活動堅持不
懈的目標。
6月24日的活動，除了為優秀表現的兒童頒發了「積
極參與獎」、「個人進步獎」、「傑出表現獎」等不
同獎項，嘉獎兒童在一系列的獎勵計劃中積極參
與，成績斐然之外，活動更特設學生學習分享環
節。分享的同學提到了參加活動三年以來，對於英
文學習從怕到不怕、再到喜歡的演變過程，不但提
升了英文成績，更提升了個人自信心，令其堅信只
要努力付出、堅持學習就一定會有好的成績。
相信在座的獅子會會友及「童創新天」兒童英文能
力提升獎勵計劃的籌辦者、參與者在聽到同學的分
享之後，一定有很大的滿足感。因為活動影響的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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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5月11日 LIVE拉闊勁舞金曲夜
(中、英熱門流行金曲)

演

出地點：上環文娛中心劇院
當晚參與演出之各屬會獅友超過十六位之多，很榮幸
宴請本會前總監陳毅生獅兄參與，當晚演出成功，氣氛熱
烈，獅友歌曲娓娓動聽，十分精彩！
亦多謝本會多達25名獅友熱烈支持。

6月份理事會及例會 –
前會長楊孫西獅兄親善探會
主題：從起動九龍東談到回歸20年
本會於2017年6月9日舉行了16-17年度第十二次理事會能夠
請到楊孫西獅兄擔任當晚例會的主講嘉賓，令是次晚宴例會
增色不少，獅友們一起渡過了愉快的晚上。

由港島獅子會主辦的第42屆全港青年學藝
(全港中文寫作比賽) 總評
大會主委吳志雄獅兄為了答謝各位中文寫作顧問、評判、委員及獅友的支持，當晚在紀利華木球會邀請
全港青年學藝比賽大會主席陳毅生獅兄及港島獅友們出席慶功宴，特別多謝大會主席陳毅生獅兄贈送禮
物給予評審委員以表謝意。

2017-2018年度職員就職典禮
本會於二零一七年七月二十二日假座尖沙咀洲際酒店宴會廳舉行創會
三十八周年慈善晚會暨二零一七至二零一八年度職員就職典禮。當晚
由國際獅子總會303區總監陳立德獅兄主持監誓，移交權槌、會長帶
及致詞。
新任會長梁佩詩獅姐致詞時表示：自覺責任重大，在港島全體獅友的
支持下，本會的社會服務定會有穩定的發展。今後，我們定當把港島
會務做好，以報答在座各位的愛護與關懷。
接着由第一副總監郭美華獅姐主持新會員入會儀式，禮成歡宴，席間
有切餅儀式及義賣絲花與獎券，並有Live Band現場唱歌及大抽獎，充
滿歡樂的氣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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寶馬山
Braemar Hill

獅子會

資訊委員
陳偉明

會長
金冠忠

5月份晚餐例會

5

月份晚餐例會，5月9日於銅鑼灣香港遊艇會

最後由2016-17年度會長黃自勇獅兄向馬景榮醫生

舉行。當晚邀請了馬景榮醫生作為該月例會嘉

致送紀念旗，

賓，主題為「醫患失信，修補撕裂刻不容緩」。馬

並與各位獅友

景榮醫生向獅友們演講醫生和病人之間的信任非常

及嘉賓進行大

重要，醫護人員運用自己的專業去救病人，但公立

合照。

醫院人手不足，令病人失去信任。希望媒體要從醫
者的角度去深思醫患間的矛盾，如誤導病人令他們

最後慶祝獅友

對醫療人員失去信任，前線醫護人員只有更辛苦。

生日作為晚餐

總括而言，什麼崗位都要得到對方信任，凡事要看

例 會 的 的 結

兩面，將心比己，以寬待人。他的演講非常豐富，

束。

獅友們獲益良多。

6月份晚餐例會
6月份晚餐例會，6月20日於銅鑼灣香港遊艇會舉

是可以分享我的故事，然後會在24小時消失，非常

行。當晚邀請了陳穎琳小姐作為該月例會嘉賓，

方便，可以讓朋友看到自己的故事。再者，鄭偉昇

主題為「新媒體的應用與發展」。陳穎琳小姐向

先生為獅友們分享了現時多國採用的納米技術，其

獅友分享新媒體的發展及影響，傳媒可以透過

中他講解了納米襯衫，納米襯衫是可以防水防污，

社交軟件發放訊息，例如facebook、Instagram

無論倒紅酒、倒茄汁，只要水一沖就可以把污漬沖

等。Instagram在每個國家都可以使用，它的好處

走。總括而言，希望獅友好好掌握這些新技術，有
效地把訊息傳遞出去。
最後由2016-17年度會長黃自勇
獅兄向陳穎琳小姐和鄭偉昇先生
致送紀念旗，並與各位獅友及嘉
賓進行大合照作為晚餐例會的結
束。

訃告
本會前會長朱頌田獅兄，痛於2017年6月19日壽終律敦治醫院，積閏壽九十有餘。
朱獅兄是1980年香港寶馬山獅子會的創會會員，並於1982-83年出任本會會長，是
一位獅齡接近四十年的終生會員，他自創會後從不間斷參與獅子會及社區服務，為
社會作出一份貢獻。這種大愛行為充分表現了獅子會內“我們服務”的精神，其高
風亮節的情操實教本會全體獅友肅然起敬，引以為傲！
朱獅兄為人樂觀積極，低調隨和，智慧內蘊且海涵地負，今不幸辭世，使本會痛失
賢良，本會仝人深感哀悼及惋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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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2018年度周年同人大會

6

月22日舉行2016-2017年度周年同人大會，當晚大會主席曾向得獅兄感謝各位內閣成員及全體獅兄的
共同努力並熱心參與社會服務，令本年度的會務順利運作。於會上通過了會長及內閣職員匯報的年度
工作報告。會後按本會之傳統與獅嫂們共進晚宴。

首爾東都獅子會訪港聯誼活動
本會姊妹會首爾東都獅子會於7月21日至23日訪
港。訪港的第一天，由會長袁啟康獅兄聯同本會多
位獅兄前往機場接機，然後一同乘專車前往屯門
午膳;下午返回酒店稍作休息，便由專車接載前往
香港銀行家會所參加本會2017-2018年度新職員就
職典禮。第二天在梁璿曜獅兄精心的安排下，由本
會多位獅兄獅嫂陪同東都獅友們乘船前往觀賞八

仙嶺及船灣淡水湖一帶風光，近觀奇景棺材角及孝
子林，在海下灣乘玻璃船觀賞海底之海洋生態及欣
賞塔門島聞名之奇石呂字疊石等。於傍晚回程返港
並於尖沙咀設有歡送晚宴招待東都各獅友及獅嫂，
東都獅友們都非常讚賞本會的全程細心的照顧及安
排。翌日由袁啟康會長聯同多位獅友歡送東都獅友
們前往機場乘機返回韓國。

本會一年一度的盛事，第三十六屆新職員就職典禮
於7月21日假座中環銀行家會所圓滿舉行。是次典
禮除了很榮幸邀請到總監陳立德獅兄蒞臨主禮外，
更有遠道而來的首爾東都姊妹會獅友，以及多位前
總監，各位區職員、友會會長及嘉賓於百忙中抽空
蒞臨見證本會新一屆職員之誕生。是次盛事得以圓
滿舉行，全賴大會主席蔡小平獅兄，各位籌委會員
及小組負責獅兄之周詳策劃，以及兩位大會司儀吳
漢英前會長及徐偉奇前會長的出色表現，使整晚節
目流暢。

於 席上，各獅友熱情投入，為莊嚴的典禮增添熱鬧
的氣氛，加上美酒佳餚，大家都非常盡興。而在節
目的尾聲，大會更安排全場出席的貴賓與本會全體
獅友來一張大合照，使晚宴畫上了一個完美的句號。

2017-2018年度新職員就職典禮

「Now 電視新聞台報導本會」
馬 清 岳 慈 善 服 務 基 金《 2 0 1 7 視 障 人 士 廚 藝 比 賽 》
《2017視障人士廚藝比賽》由馬清岳慈善服務基
金與香港失明人互聯會合辦，環球廚神國際專業協
會協辦已於7月30日假葵涌職工盟圓滿舉辦。
本會前會長周家謙獅兄獲邀為WeTV無障礙媒體擔
任現場記者，為大家直擊比賽的實況及訪問嘉賓。
而【Now新聞台】亦於新聞時段報導是次視障人士
廚藝大賽的盛事。

為主的菜式，第一輪賽事淘汰6位參賽者再進行決
賽，以角逐廚神寶座。
決賽要以蝦為主菜，要做到色香味俱全。大會為配
合傷健共融之精神，悉心安排獅友們擔任助手，幫
視障人士參賽者拿調味料及工具，以及暫時充當他
們的「眼睛」。鐘聲一響，各參賽者動作俐落，有
板有眼，完全不像是視障人士，或完全失明。
菜式完成後，由評判們
戴上眼罩試食「盲選」。
比賽結果由弱視的陳志
英女士以豉油皇煎蝦贏
得冠軍及與助手獅友奪
得最合拍獎。

大會當日邀請到多位重量級嘉賓擔任評判；包括有
環球廚神國際專業協會名譽會長周中師傅，創會
主席陳植漢先生及本會前會長孔國輝獅兄。除此之
外，亦很榮幸邀請到總監陳立德獅兄、上屆總監馮
妙雲獅姐、第一副總監郭美華獅姐、第二副總監王
恭浩獅兄、第二分區主席黃嗣輝獅兄、第五分域主
席劉美琪獅姐，以及屬同分域的所有屬會會長蒞臨
支持，陣容相當鼎盛。
賽事經首輪視障人士烹飪入圍賽，從中甄選出12位
參賽者進行初賽，每人以45分鐘烹煮一款以冬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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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大會亦安排各位
出席獅友嘉賓及參賽者
品嚐到由名廚即場烹調
的美食，務求給各位帶
來歡樂的時光。
在此，特別要多謝是馬清岳慈善服務基金主席陳偉
崇獅兄的與合辦機構的籌劃，黃作英獅兄作總指
揮，以及動員到大部分獅兄的獅兄、獅嫂及多位青
獅出席，達到傷健共融的服務精神，使整個活動十
分順暢及成功。

紫荊
Bauhinia

獅子會

會長
梁寶璇

向終生會員致敬

6

月19日我們參加在嘉
里洒店舉行的第三次聯

合晚餐例會–向終生會員致
敬。我會有兩位獅姐是終生
會員，分別是創會會長勞潔
儀獅姐和朱秀英獅姐。她們
多年來服務獅子會的熱誠，
實在是我們的好榜樣！

到廣州參觀水耕農場
7月22日各獅姐與友人一同參觀廣州恆然四季農
莊。此農莊是用水耕種植法培植蔬果，在可控制的
水耕系統中，不會隨着灌溉而排放肥料導致污染環
境。此外，他們還在清遠設有一個養魚場，使用

魚菜共生技術，種植的蔬菜不需添加肥料和農藥。

農莊主人是一位女士，她對食材很有研究，希望藉
此可以提高我們對環保及健康飲食的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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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滙文

5月28日 屯門獅子會「護老保安康」長者身體檢查計劃

屯

門獅子會「護老保安康2017」長者身體
檢查計劃於屯門仁濟醫院羅陳楚思小學舉

行。當日為長者檢查眼睛、牙齒、骨質疏鬆及血
糖，更有預防心臟病講座。此活動目的是讓長者免
於疾病帶來的痛苦。現場更有娛樂表演，更與長者
大跳健康舞，令現場氣氛變得溫馨熱鬧。離場時，
每位長者亦獲贈福袋，讓每位長者將福氣帶回家
中。

6月18日 屯門獅子會「關懷冇傷肝」
為提高香港市民對乙型肝炎與肝癌的認知，好讓大
家對香港第2位癌症殺手防範於未然，由屯門獅子
會屬下「何談惠貞慈善基金」撥款之「屯獅關懷冇
傷肝」已於仁濟醫院羅陳楚思小學完滿結束。當天
現場有專業醫生為市民講解有關預防肝癌的知識，
並有護士即時為市民驗血作乙型肝炎病毒表面抗原
測試。現場更有娛樂表演，更與長者大跳健康早
操，令現場氣氛變得高漲熱鬧。離場時，每位長者
更獲贈福袋，讓長者們將福氣帶回家中。

7月10日 『送舊迎新』晚餐例會
七月，新一年度開始，增添多位獅友。為著新
一個年度，屯門獅子會新一屆會長徐斌獅兄，
在七月十日第一次例會後，於中環馬車會舉辦
了送舊迎新派對。當晚各位屯門獅友及一眾
親朋好友都聚首一堂，享用豐富的晚餐，欣賞
獅友的獻唱，放下生活的壓力，極之盡興。盡
興過後，相信一班屯門獅友在新一年度會繼續
屯結力量，華麗爭輝，實踐我們服務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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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太平洋

獅子會

ic)
Hong Kong (Pacif

資訊委員
顧明仁

會長
吳杏楨

幼兒學校和香港特區共同慶祝二十周年紀念

明

愛香港太平洋獅子會幼兒學校今年踏入二十
周年，學校於七月八日下午二時在活動室舉
行了簡單但充滿活力的第十九屆畢業典禮。本會
2017-2018年度會長吳杏楨獅姐代表本會向畢業同
學致辭勉勵。他們升上小學一年級後，開始新的學
習階段，面對日漸增加的作業和考試，希望他們以
輕鬆愉快的心情去應付。出席獅友並向畢業同學頒
發畢業證書。此外，學校安排畢業同學們作精彩歌
舞表演及放映過去一年他們在學校生活的一點一滴
作回顧，內容非常溫馨。

典禮於下午四時完滿結束後，校方代表與獅友們作
簡短的交流，令獅友們更能把握學校的最新發展。
在暑假期間學
校將進行一連
串的內部裝修
工程，令同學
們在新學年有
一個更理想的
學習環境。

訪問香港警務處九龍城警區
本會二十多位獅友及親友於七月二十二日早上訪問
香港警務處九龍城警區，並獲指揮官李雅麗總警司
接見及安排實地前往參觀區內的罪惡黑點十三街。
於送贈紀念錦旗儀式及拍攝大合照後，我們分作兩
組，由警方人員帶領我們徒步行上選擇的唐樓，並
沿途解釋一般會發生的罪案。李指揮官還打趣說如
果途中遇
到罪案發
生，希望
獅友們也
能協助拘
捕罪犯。

本會由會長吳杏楨獅姐及上屆會長韋子邦獅兄，代
表致送錦旗予九龍城警區指揮官李雅麗總警司

對於平日
缺乏運動

出席第十九屆畢業典禮的獅友和畢業同學及學
校代表

的人來說，沿着狹窄及光線陰暗的樓梯走上七層高
的唐樓天台，尤其在酷熱的夏天，恐怕是件苦事；
但本會獅友們面不改容、氣也不喘的完成任務，親
自看到那舉步為艱、滿是積水及鐵皮屋的天台，深
深體會到香港人在居住上的困難，也理解警務人員
在執行職務時所遇到的種種環境問題。
完成一個多小時的實地考察後，我們回到警署的餐
廳享用出名的雞粥，及與警務人員就日常碰到的問
題作廣泛交流。從談話中我們更清楚了解他們的工
作性質及要求，獲益良多。這次訪問加強彼此認
識，也令我們在新獅子年度的青少年德育服務「明
德講理」漫畫及徵文演講比賽，合作計劃得以達成
初步共識。整個訪問活動在愉快的氣氛中完成。由
於雞粥實在太好味道，個別獅友還打包回家享用！

參與區職員暨屬會職員聯合就職典禮
揭開新獅子年度的區職員暨屬會職員聯合就職典禮於8月5日在灣仔會展大會堂隆重舉行。本會19位獅
友出席2017-2018會長吳杏楨獅姐及內閣成員的就職儀式。新獅友鄭長榮在保舉獅友張昌揚獅兄的見證
下，在第一副總監郭美華獅姐的監誓下完成入會儀式，加入獅子會的大家庭，共同服務社會。鄭獅友年
青實幹，從事物流行業工作。
本會2017-2018年度職員如下：
會長
：吳杏楨獅姐
上屆會長 ：韋子邦獅兄
義務秘書 ：顧明仁獅兄
義務司庫 ：盧德舜獅兄
第一副會長 ：陳植森獅兄
第二副會長 ：姚君澔獅兄
第三副會長 ：楊俊昇獅兄
總務
：馮淑儀獅姐
左圖：出席就職晚宴的本會獅友。右圖：卸任會長韋子邦獅兄在陳肇始局長及總監陳立德獅兄見
證把會長配帶移交接任會長吳杏楨獅姐
糾察
：范榮富獅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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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優異屬會獎 - 掌聲響起

銀

綫灣獅子會仝人能獲得上年度區最優異屬會
獎，最興奮不過的地方除了是努力得到認同
之外，就是獲獎彰顯了我們全體會員上下一心定立
的目標達到了，使我們的會員滿足感和凝聚力再得
以提升！除了獲得最優異屬會獎外，我們在最優異
服務獎也拿到優異的成績，真不枉服務聯合主席廖
令軒獅兄及李淑儀獅姐全情投入的心力、物力。正
如我們2016/17謝香鶯會長在競選獎項面試時說：
「我們銀綫灣獅子會希望能向會員提供新經驗、滿
足感、自我增值條件、發展潛能，和在進行有意義
的服務過程中建立真友誼和「大家庭」。謝香鶯會
長也說我們追求的，不是去滿足單一年參選「最優

異屬會」之資格，我們銀綫灣獅子會會持續努力下
去，長期保持「最優異屬會」之資格的。」

掌聲過後，是新的開始和好的循環

銀綫灣歡樂大家庭 – 攝於第一次區聯合就職典禮

因前任第一副會長身體不適，在即將擔任會長一刻
請辭退會休息，我們一眾前會長召開緊急對策會議
下，決定了將2017/18年定為我們銀綫灣獅子會固
本培元，打造更有管理和更有系統的獅子會，為第
二、第三梯隊的前進努力！資深會員蘇漢發獅兄二
話不說接納擔當新一屆會長統領銀綫灣，而其他資
深會員郭綠華獅姐、陳浩賢獅兄、黎民碩獅兄分別
承擔了義務秘書、義務司庫和服務小組主席的崗
位，積極配合，使2017/18年實現為我們銀綫灣獅
子會認認真真去承傳經驗的一年。

培訓至關重要
承傳經驗當然由培訓開始！銀綫灣獅子會培訓組主
席廖令軒獅兄又一次精心策劃的CEP培訓活動「銀
綫灣獅子會2017/18年度策發會」，已於2017年7
月29-30日於深圳寶軒酒店的會議廳舉行。兩天一
夜的課程除了「會務管理」及「獅子活動籌備」的
知識外，也加入了會員分享，例如有「時間管理」
及「成立有限公司之利弊」課程環節，大大運用和
提高了會員們的專長知識和參與熱情。對於目前有
近半數會員都是新會員的銀綫灣獅子會，培訓對我
們未來能做更多、更好的服務計劃非常重要。

就職和籌款
對於健康屬會的運作，培訓至關重要，但籌款亦然！本會是年度首個籌款活動在銀綫灣2017/18年度職
員就職典禮一起在2017年9月2日假太子帝京酒店舉行。是次典禮主席暨年度籌款小組主席林修基獅兄肯
定會攪盡心思把典禮做好，令集就職、籌款、聯誼多功能於一夜的晚會，讓各位來賓能乘興而來，盡興而
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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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星高照齊齊笑

本

會一年一度的福星高照齊齊笑拍照服務於

一早來排隊，

2017年5月6日完滿舉行，我們一共為超過

他說要第一個

160位哥哥姐姐拍照。

拍照，不然等
得太久，頭髮

當日早上我們一眾獅友和義工，到達拍照場地，安

會亂了。化妝

排佈景背板，包裝福袋，預備遊戲節目，化妝用品

師要為姐姐們

等，忙得不亦樂乎。還未到開始時間，不少哥哥姐

化妝，在些害

姐已經在門口等待進場。有位哥哥穿得西裝畢廷的

羞的說，我從
未化過妝，不
用了。但當她
看見別人的化
妝照片拍得很
好看、很自然後，又要求我們為她化妝了！在等待
取照片時，我們預備了遊戲節目，大家都非常踴躍
參加，獎品是一些小禮物，但大家都玩得很開心。
獅友為等待的哥哥姐姐唱歌，並邀請他們一齊唱，
哥哥姐姐們也欣然參加，正是娛己娛人！服務在歡
樂聲中完滿結束。

端午家訪
沙田公共房屋區發展得很早，長者特別多，隱閉的

義工年紀尚小，但對在現今社會被溺愛的他們，這

獨居長者也很多，紅山每年的端午節都會幫沙田

次探訪延伸出重大意義。

信義會做家訪，派糭派福袋，和長者們談天說地。
今年5月20日我會舉行了一個別具心思的端午探訪
活動，希望令下一代小朋友養成關心社會的習慣和
責任。我們邀請了一些小義工，在沙田信義會安排
下，一起去沙田瀝源邨探訪老友記及派糭派福袋。

老 友 記 們 看 到 義 工 帶 着小 朋 友 來 探 訪 ， 心 情 特 別
好，去雪櫃和食物櫃找出各種食物和水果給小義工

吃，還叫他們帶回家。老友記們和小朋友們說說
笑，熱熱鬧鬧的過了一個下午。雖然這次探訪的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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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首次參加國際獅子會第100屆年會國際
巡遊的獅友親身感受相約一百年，服務永

不變。國際獅子會第100屆年會於2017年6月30日
至7月4 日在獅子會的發源地 -- 美國芝加哥隆重舉
行。
本會在2016-17年度溤妙雲總監、冼珮璇前總監、
何麗貞創會會長及蔡卓麗會長帶領下，合共13人一
起萬分興奮地出席第100屆國際獅子會年會。
美國芝加哥時間7月1日星期六上午9時，來自
130個不同國家和地區超過2萬名獅友，穿著代

區旗，而其他獅友們則揮動着港澳303區旗緊隨其

表自己國家及地區的民族服裝，載歌載舞走上芝

後，開始了激動人心的國際巡遊。沿途上大家都不

加哥State大街參加巡遊，各國獅友齊集在West

顧烈日暴曬高喊着：「We Serve！Hong Kong ,

Wacker等候，熱鬧的歡笑聲繚繞在芝加哥河畔的

Macau」「我們服務，香港、澳門」，獅友們不時
與路旁圍觀的市民友好地揮手，外國友人還以熱烈
歡呼，並不停讚道“中國，你好”，國際友誼在舉
手投足間體現。獅愛精神，其樂融融。
我感覺到本次年會不僅僅是全球獅友的一次歡聚，
更是獅子會百年歷史的里程碑，“我們服務”的口
號歷經一百年的磨練越發響亮，獅子會的力量在漫
長的歲月中逐漸壯大，是這一份精神，支持着獅友
繼續向下個百年大步邁進。
2017-2018就讓我們在現屆總監，本會的上屆總
監、前總監、創會會長、會長的帶領及獅姐們的共

不遠處，拉開了百年盛會序幕。美美的一張合影，

同合作下攜手一起達成目標，「只要有需要，獅友

簡單的互換徽章，親切的感覺同時勾起關於獅子

就會伸出援手」！我們服務「We Serve」！

會的無限情緣。其實每年芝加哥的State Street 只
允許三次巡遊，而獅子會在2017年的巡遊是第四
次。雖然巡遊當天芝加哥陽光格外燦爛、天氣炎
熱，但仍難以抵擋獅友們參加國際獅子會百年慶典
的熱情。
在綠色旗幟集合地點，來自世界各地的獅友代表正
式匯入國際巡遊隊伍中。延綿數百米的巡遊隊伍浩
浩蕩蕩，氣勢如虹。上午11時左右開始到我們港
澳303區隊伍起步，隊伍前面是中國的國旗，緊接
是代表歡欣鼓舞、普天同慶的舞獅團助興，接隨
是由獅友揮舞着威武的香港特別行政區區旗和澳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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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敏如獅姐撰稿

香港中港
Hong

獅子會
Kong (Mainland)

香

會長
王煒立

資訊委員
區婉珊

港中港獅子會一路秉承互助、有愛、團
結，和諧中港精神一路傳承。自與台南自

強獅子會結盟以來，每年都相互支持，今年也不例
外。候任會長王煒立獅兄、幾位前會長以及獅姐一
同參與，共襄盛典！充分體現了中港獅兄獅姐的投
入及用心。同時也深深感受到台南姊妹會的熱情和
擁戴！願獅運昌隆！獅誼永固！

5月25日對於中港來說是一個非常重要且有意義的

了禁毒的重要性，見證着這個項目在過去一段日子

大日子，早在半年前就開始籌備的「糖衣風暴」10

對禁毒事務的影響，亦見證着本會對這項服務的堅

周年發佈會正式拉開序幕。10周年，這個數字見證

持及支持。當天有38位獅友參與支持，當中包括
2016-17年度總監馮妙雲獅姐、副總監、各位屬會
會長，還有本會獅兄獅姐及青獅！再次多謝各位鼎
力支持，令到發佈會繪聲繪色，多姿多彩，可以圓
滿成功！讓禁毒信息更廣泛宣揚到社會當中。
藉此次發佈會多謝張偉成獅兄及2016-17年度中港
會長張家驥獅兄慷慨解囊，各捐贈5萬給予「糖衣
風暴」做善款。今年「糖衣風暴」的口號「毒與
獨&ALL CLEAR」，呼籲更多有心人士可以出一分
力，讓更多人可以受惠。攜手創造美好明天！
今年8月16日是香港中港獅子會創會25周年就職
禮，為此盛會，本會悉心準備了多項節目與大家一
同分享，迎接莊嚴盛會，為新一年揭開序幕！

6月13日是本會2016-2017年度最後一次例會，有
總監馮妙雲獅姐探會，會長張家驥獅兄，候任會長
王煒立主持，與一眾獅友商討下一年服務及計劃。
檢視過去一年服務計劃之餘，本會目標、願景一
致，為下一年中港心、傳承愛、攜手25載拉開新的
篇章！同時也開心準獅姐周芷淇參與本次例會，我
們中港又多了一位愛心人士，一起攜手服務更多有
需要人士。

2017年7

月至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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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長
陳漢文

資訊委員
陳美倫

‘ 全 年 優 異 屬 會 服 務 計 劃 獎 ’慶 功 聯 歡 晚 會

本

會在21年來首次參與‘全年優異屬會服務
計 劃 獎 ’， 我 們 憑 着‘ 共 建 《 深 》《 情 》 在

蘇屋’項目獲得區會認同及頒發獎項。‘共建《深》

《情》在蘇屋’項目得到各界大力支持，包括獅友
們慷慨解囊、曾鈺成先生義務推廣、各供應商提供
物料和義工們義務工作，令這項目省卻過百萬元
開支，更開心的是服
務已幫助了超過800
多個個案。接受頒
獎後，我們在2017
年6月23日於Emma

先進行‘展望17-18’會議，獅友們積極提出各項

Party House舉行慶

活動，希望能在17-18年度實行。當晚除豐富美食

功聯歡晚會，獅友們

外，還有競賽遊戲和贈送禮物，既增進獅誼，更令

對此深感鼓舞，並不

獅友們團結一心，最後大家都在歡樂笑聲中盡興而

忘在聯誼活動前，

歸。

遠赴美國紐約探訪Visions盲人和視障人士生活訓練營
適逢獅子會第100屆國際年會在芝加哥舉行，陳漢

我們和外籍的大小義工們都樂在其中。居功於陳漢

文會長在赴美兩個月前已發出500封函件到美國各

文會長，並感謝紐約Lorraine會長的接待，我們才

屬會獅子會。在2017年7月8日由陳漢文會長帶領

有這次極具意義的探訪體驗和義工服務活動。陳美

上屆會長曾雪敏獅姐和第三副會長陳美倫獅姐，一

倫獅姐說﹕「最深刻的一幕是一位訓練員帶領我們

同前往位於美國紐約州羅克蘭縣的Visions盲人和

參觀，步行到幾公里外的電腦室，他進行示範，用

視障人士生活訓練營。當日路途略遠，我們從市中

電腦放大自己的身份證幾百倍閱讀給我們聽，當

心乘車個半小時，再由紐約Lorraine會長駕車三小

他把這麼大的字讀錯時，我才知道這位訓練員患

時直達營地。到達後，Lorraine會長介紹營地工作

有嚴重視障，

人員，我們遇見另一機構的義工正進行午膳，他們

一瞬間我便落

熱情地招待我們享用午膳。草原上風景優美，一邊

淚了，想必他

共進午膳，一邊彼此分享服務經驗，每人臉上都充

經歷過艱苦的

滿喜悅。午膳後，開始參觀營內設施，據了解，這

日子，現在才

塊佔地35英畝的營地上，大部份建築物、設施和器

能行動自如，

材都是由獅子會捐贈的，營地為不同年齡層的盲人

他雖已近乎看

及視障人士，提供適應獨立生活技能訓練及家庭、

不見東西，但

工作和社區流動的指導，使他們能積極的生活，並

仍堅持積極助

教育公眾了解盲人和視障人士的能力和需求。參觀

人。」

完畢後，我們開始進行清潔營舍及維修保養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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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委員
吳兆文

會長
鮑幗潔

獅友出席五月份的理事會及聯誼晚宴。

本會2016-17年度麥偉玲會長在六
月設晚宴宴請會員，當晚的美食聯
歡晚會，大家都非常興奮，感謝
麥會長帶領一年的社會服務！另
外，本會兩屆會長交接會長帶。由
麥偉玲會長交送給下屆會長鮑幗潔
獅姐。

七月份的理事會及例會活動
鑽石聯歡晚宴由創會鮑幗潔會長宴請本會全體會員及友好獅友，大家都歡度一個非常開心歡樂的晚上。
當晚創會更送給每人一份禮物。

8月5日區職員暨屬會職員聯合就職典禮
本會當日參與區職員暨屬會職員聯合就職儀式及典禮，當天晚上出席
者左起義務秘書 梁子豪獅兄、總務 林健明獅兄、上屆會長 麥偉玲獅
姐、前會長 黃星軒獅兄、創會會長暨17-18會長 鮑幗潔獅姐、曾志強
獅兄、第一副會長 黃宏達獅兄、第三副會長 吳兆文獅姐、司厙 湯紹裘
獅兄、何蘭獅姐等。
當天晚上鮑幗潔獅姐與眾會長一起進場！

2017年7

月至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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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青馬

獅子會

Tsing Ma

資訊委員
許樹棠

會長
梁偉宣

盛德中心學校畢業禮

盛

德中心學校於7月11日舉行畢業典禮，本
會會長梁偉宣獅兄、義務秘書許樹棠獅兄

及青獅指導小組主席何偉民獅兄應邀出席。擔任主
禮嘉賓的梁偉宣獅兄在致辭時以自身經歷作例子，

畢業禮後的茶聚中，何偉民獅兄與同學分享交流

勉勵一眾即將投身社會的畢業生面對困難時應迎難
而上，別怕吃虧，努力爭取每個學習機會，並寄語
梁偉宣獅兄於畢業典禮上致辭

他們待人要誠懇包容，處事應認真負責。何獅兄及
許獅兄則分別向獲得校方推薦的同學頒發青馬獅子
會獎學金及在體育方面有優秀表現的同學頒發嘉許
狀。幾位獅兄於典禮後出席茶聚，享用同學製作的
茶點並跟他們分享交流，欣賞他們多方面的才能，
喜見同學待人接物成熟有禮。
本會與盛德中心學校一直緊密合作，攜手幫助有情
緒及家庭問題的青少年，關注他們的品格發展及個
人成長，而眾獅兄對於在畢業典禮上見證同學昂首
邁進人生新一頁，展現雙方共同努力的成果，都感

許樹棠獅兄頒發嘉許狀給體育有好成績的學生

到非常高興和欣慰。

關愛種子
本會在活動撒下的關愛種子，最近也漸漸萌芽成

其實活動的成果，除了反映在當日參加者的投入和

長，其中一名盛德中心學校的畢業生已前往台灣升

歡顏上，還能不斷延續下去。本會未來會繼續與盛

學，但繼續與本會的朱燦培獅兄保持聯繫，近日向

德中心學校合作，在新學年開始後繼續舉辦其他類

朱獅兄請教生活上遇到的問題；而朱獅兄憑着其專

型的運動同樂日，讓同學一嘗箇中的樂趣。

業知識，在提供建議之餘，亦特別關注學童成長，
在他面對困難之際，引領他思索日後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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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長
洪永如

惠來貧者白內障 重現彩虹把眼張

致

香港千禧獅子會、香港圓方獅子會的感謝函
尊敬的各位獅友愛心人士：

2017年6月16-18日，“獅友獻愛心，惠來複明行”
善舉感動葵陽。此次慈善義診活動，香港千禧獅子
會、香港圓方獅子會慷慨捐助12萬元善款。201617年度冼兆龍會長、黃嘉俊會長率眾多會員冒雨親
臨現場奉獻愛心，張漢飛先生應鄉親之聲，踐為善
不甘人後之念，充當了捐贈的主力。100名失去光
明的白內障患者，在慈善善款及時的資助下，重見
了久違的光明。

誠意感謝: 惠來縣以下領導：
縣政協主席 周惠琴女士
縣政府辦主任 庒克勤先生
縣衛生局局長 陳創彬先生
殘聯理事長林柏齡先生
縣紅十字會常務副會長李漢忠先生
東隴鎮鎮委書記歐陽鵬先生、鎮長鄭國禪先生

感謝您的善行之旅！您堅實的足跡，激勵我們在面
對弱者、殘者、病者期盼的目光時，挺身而出，進
一步完善工作；您慷慨的捐贈，充分展示了公民的
社會責任和博愛之心無地域的情懷；您積善存愛，
點點滴滴定匯成沉甸甸的大愛！
祝願您：愛心永恆，平安、幸福每一天！
此致
慈善敬禮
惠來縣衛生和計劃生育局
惠來縣殘疾人聯合會
惠來縣紅十字會
2017年7月18日

銀髮一族智猶在 持續十載齊喝采
年過65歲的人，被人稱為長者，因政府設有長者咭。
在現今時代裏，醫療的發達及生活水平的提高，外界
資訊通過科技可迅速傳到每一個人的耳目，故今天的
65歲已不被稱為長者, 呼為 “銀髮一族”。我會獅友
不遺餘力的為銀髮一族建立智能知識，使他們與時代
同步，與青年人思維同會，經堅毅持續的十年舉辦「
長者電腦學習計劃」，成員已對智能手機、電腦操
作揮灑自如。社群彼此見面時，都在互相交流手機操
作、閒談中不再說人非、只談功能話手機。千禧已為社區和諧做出成績來了，真的感受到十年人事幾番新。
2017年3月25日在大會主席洪永如獅兄帶領下，得到
2016-17年度千禧會長冼兆龍獅兄及全體獅友支持，
是次畢業典禮感謝：2016-17年度總監馮妙雲獅姐、
候選總監陳立德獅兄、候選一副總監郭美華獅姐、第
六分區主席鄺海翔獅兄出席。
陳德興 撰稿
2017年7

月至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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獅子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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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長
李垣錦

資訊委員
陳翠琼

5

月19日，本會和三間長者地區中心，分別是聖
公會聖匠堂長者地區中心、香港聖公會樂民郭
鳳軒綜合服務中心及東華三院黃祖棠長者地區中
心舉辦獅情長意及金曲妙韻獅子心的慶功宴和檢討
會，三間NGO和各獅友多年來多次合作和幫忙，
帶給我們很多優良的服務經驗和意見，期望來年活
動更豐富多彩。

6月15日，本會2016-17年度會長王浩然獅兄為答
謝眾獅友的幫忙，專門找了美食設宴款待一眾獅
友。大家感言，今年度不知不覺間在嘻笑歡樂聲中
度過了。在會長帶領下我們做了，包括石鼓洲戒毒
所探訪、獅情長意社區派發福袋及金曲妙韻獅子
心三個大型活動和其他小型活動，服務受眾超過
1,400人；也邀請了多名青年才俊獅友加入，出謀
劃策，壯大獅勢。
恭喜2017-18年度本會領導人順利誕生：
會長：李垣錦獅兄 Stanley
第一副會長：何宇軒獅兄 Andy
第二副會長：周靄儀獅姐 Daisy
第三副會長：梁仁富獅兄 Dickens
義務司庫：郭文軒獅兄 Jeffy
義務秘書：劉兆麟獅兄 George
7月18日星期二，為香港特區中央獅子會會長換屆
儀式，新任會長李垣錦年輕有為，上屆會長王浩然
獅兄把會長佩帶順利交予新任會長，從這一刻起，
代表着責任的開始，李垣錦會長將帶領香港特區中
央獅子會與眾獅友們並肩為社會服務與貢獻。
新一屆的內閣架構成立：
第一副會長何宇軒獅兄、第二副會長周靄儀獅姐、
第三副會長梁仁富獅兄、義務秘書劉兆麟獅兄、
義務司庫郭文軒獅兄、總務梁兆年獅兄、糾察關國
華獅兄、青獅小組林瑞隆獅兄、憲章及規程區玉瑛
獅姐、禮規張衛獅兄、會籍小組張麗華獅姐及張獅
兄、聯誼小組關國華獅兄及資訊委員陳翠獅姐。陣
容鼎盛，將竭盡全力，令會務更加順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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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將會有以下活動安排：
1) 7月22日全家歡聚一起釣墨魚及釣蝦活動，以增
進獅誼。
2) 每月午餐及晚餐例會安排。
3) 9月或10月中秋期間將探訪石鼓洲戒毒中心，將
溫暖送到康復者的身邊。
4) 11月亞洲年會。
5) 1月或2月獅情長意。
6) 復活節探訪本會捐助冠名的西潭小學，並為學童
做有關眼晴的服務。
7) 4月籌款活動。
8) 6月青獅派活動
今年在新一屆李垣錦會長帶領下，會有更多的慈善
活動安排。
2017/2018年度第一次理幹事會議及晚餐例會大成
功，並增加5位新力軍加入香港特區中央獅子會。
當晚更多謝第十八分域主席何嘉輝獅兄蒞臨指導，
分享本年度總監理念、區會資訊、第六分區及第十
八分域的重點服務，讓我們獲益良多。
當晚新舊獅友歡聚一堂，一起見證新會長的誕生，
謝謝前會長的努力，讓新一屆有努力的方向！
撰稿：陳翠琼獅姐

獅子會
港
維
Harbour View

會長
何賢忠

2016-2017年度三○三區區年會及區年會之夜餐舞會

一

年一度國際獅子總會中國港澳三○三區重要
的區年會已於 2017年5月7日(星期日)假香
港嘉里酒店圓滿結束，而我會獅友亦全力支持大會
出席選舉及區年會之夜餐舞會，以一同祝賀區會新
一屆的區領導。
出席的獅友包括：會長何賢忠獅姐、指導會長簡榮
耀獅兄、大會/第三分區主席馮翠屏獅姐、前會長
梁錦明獅兄、陸詠儀獅姐、李燕芬獅姐、麥月愛獅
姐 及獅友余華強獅兄、陳朗雲獅姐 、冼詠珍獅
姐、蔡雪亮獅姐以及新獅友林靜詩獅姐。

同心同樂賀回歸
為慶祝香港回歸20周年，本會隆重舉行了「同心同
樂賀回歸」服務並於2017年6月18日假北角王朝盛
宴順利完成。大會主席及副主席分別由本會蔡雪亮
獅姐及周炳信獅兄擔任，當日雖然為父親節正日，
但亦有逾二十名獅友出席活動，可見我會的團結，
以及每位獅友
熱心積極為社
區服務。
活動非常成
功，出席的
嘉賓眾多，包
括：國際獅子
總會中國港澳

303區總監馮妙雲獅姐、第三分區主席暨維港獅子
會創會會長馮翠屏女士, MH、東區區議會副主席
趙資強議員、第八分域主席林雪艷獅姐、東區民政
事務處銅鑼灣聯絡組主管陳潔明女士、東區區議會
鄭志成議員及王振星議員等。而當日更筵開13席，
受眾逾150人，其中更包括肌肉萎縮症患者及其家
人，我會除了設宴招待外，更有精彩的歌唱表演，
大合唱以及派發福袋及愛心禮物包，希望透過活動
與東區市民以及病患者能通過活動一同分享回歸的
喜悅。
維港獅子會由2003年創立以來，一向都行善最
樂，不遺餘力，致力服務社會，通過服務向大眾發
放正面訊息，把愛心傳遍香港每個角落。

共慶回歸顯關懷
為響應特區政府全港性的回歸慶祝活動「共慶回歸
顯關懷」，本會於2017年6月27日聯同東區地區團
體上門拜訪了約20個東區家庭，受惠者包括：獨居
老人、單親家庭、不同族裔人士等；當日出席的獅
友兵分幾路並帶同特區政府提供的福袋上門作出家
訪並與各受惠家庭作出最直接的關懷。
“共慶回歸顯關懷”計劃是香港特區成立20周年主
要慶祝活動之一，計劃的主要目的是與弱勢社群一
起分享香港回歸祖國20周年的喜悅，向他們送上溫
暖，展現團結、包容和關懷，從而建立一個關愛共
融的社會。
維港獅子會獅友繼同心同樂慶回歸後再度參與慶回
歸的地區活動，繼續發揮守望相助的精神，以獅子

心溫暖有需要
的市民。
出席的獅友包
括：會長何賢
忠獅姐、第六
分域主席李燕
芬獅姐、創會
會長馮翠屏獅
姐、指導會長
簡榮耀獅兄、
前會長梁錦明
獅兄以及黃鳳
蓮獅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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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長
張寬年

『頒贈香港亞洲獅子會獎學金』

天

水圍宣道會葉紹蔭紀念小學於2017年7月
13日舉行結業禮暨年度優異生頒獎禮；本

會獅友張梓恒獅兄代表出席頒獎禮，以頒發香港亞
洲獅子會獎學金及致送禮物，給與42位獲得獎的優
異學生。

『大獅青獅齊開會』
2017年7月27 日晚上，本會
大獅及青獅於前會長黃經國
獅兄家中舉行七月份晚餐例
會暨董事會，黃獅兄當晚預
備了美酒佳餚，大家一同渡
過一個愉快晚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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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灣仔
Wan

獅子會
Chai, Hong Kong

會長
溫思聰

資訊委員
何淑雲

「香港灣仔」服務承傳之魔法

2

017年8月5日，

調種族共融，於今

我跟 「香港灣仔

年6月份，我開始

獅子會」一眾獅友參

為準備本會的南亞

加了303區聯合就職

服務「良獅益友計

典禮，我從上屆會長

劃」向不同的前輩

鍾慧賢獅姐手上接過

取經。其實這項計

會長帶後肩負起一項

劃也延續了另一個

新的使命，雖然面對

承傳的故事 - 當我

更大的挑戰, 但感恩

跟中學時代的老師

有本會的一眾獅友和

李Sir(李永良校長)

新一屆青獅的愛護及支持，我有信心能承傳創會會

談及這計劃，他義不容辭地把多年在官立嘉道理爵

長何淑雲獅姐及歷屆會長的心血，繼續把本會的服

士中學從事培育南亞學生的經驗跟我分享，更接

務精神發揚光大。能成為會長跟大家學習是一個緣

受邀請加入了本會

份，結緣於五年前透過「愛心魔法」的服務，認識

一起服務社群。李

了前總監譚鳳枝獅姐並加入了獅子會（感動的是當

校長分享中指出能

天早上也成

跟他的學生（我）

就了我生命

一起服務社會，是

中一項重要

一項開心的承傳工

的承傳 - 我

程！說真的，我也

的女兒誕生

感受到這種快樂，

了），接著

因為除了能跟我尊

我的兒子也

敬的老師一起服務

於三年前誕

之外，我的徒弟

生。為人父

Derek也在今年同時

親後，倍感

加入了灣仔青獅跟我們大獅一起服務。期待「香港

青少年教育

灣仔」這幾個承傳的魔法，能為更多有需要的人帶

的重要；鑒

來更多關愛，為社會打造更多正能量吧！

於社會亦強
撰稿： Wilson溫思聰（香港灣仔獅子會2017/18年會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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銅

鑼灣獅子會的「愛心膳食顯關懷」連續三個
月5、6、7月於深水埗麗閣邨服務一眾有需
要長者，多名獅友於現場派發愛心飯盒，確實感受
5月份銅鑼灣獅子會為展亮技能發展中心(觀塘)舉
行兩次活動，分別是「二手衣服回收計劃」及「面
試及事前準備工作坊」，其實二手衣服已經收集了
一段日子，只是5月5日我們到中心為活動做一個總
結及參觀，讓獅友們對該中心的學生及其課程作進
一步了解。展亮技能發展中心的學生是15歲或以
上的殘疾人士，他們之前已經入讀中學，之後經轉
介入讀中心的技能課程，為將來工作做好準備。他
們畢業後的工作以服務性行業如飲食、後勤為主，
也有從事文職工作的，一般都只需穿著簡便服裝上
班。當學生有面試、或上班機會時，中心的同事便
會指導他們選配合適的衣著。所以我們今次所準備
捐贈給同學的衣服，以正式休閒裝為主。

資訊委員
黃健明

到愛心飯盒帶給長者們的溫暖與幫助，展望將來會
於不同地域幫助更多有需要的長者。
撰稿：陳泊廷

畢業班的同學，是次活動分兩次進行，每次大約有
30-40位同學，內容相同，其中一個環節是角色扮
演，同學有機會扮演面試官及求職者，讓同學加深
印象，活動在互動的情況下圓滿結束，希望同學們
都能夠找到理想的工作。

5月8日，我們舉行「面試及事前準備工作坊」給

撰稿：羅運萍

本會於五月二十七日在佛教何潘月屏長者文化服務中心
為六十多位長者舉辦「護眼知識話你知 - 認識黃斑點病講
座」，很榮幸邀請到邱健眼科醫生和佘曉怡中醫師主講，
令長者們加深對黃斑點病和護眼的知識。講座之後，本會
獅友、家屬和幼獅帶領長者唱歌和玩遊戲，更大派福袋和
應節的端午糉，各位長者皆滿載而歸，度過一個愉快的下
午。
撰稿：葉頌維

銅鑼灣獅子會與長青松栢中心的合作，為「暖 LOVE
LOVE 糖不甩」計劃，開展一連串的社區服務。2017年6
月3日，銅鑼灣獅子會10位獅友及義工與中心安排的10位
青衣區長者義工，實行一對一「拍住上」，探訪長青邨內
大約30戶獨居長者。在「地膽」長者義工的帶領下，透過
區內共同話題，輕易打開話題，部分受訪長者更與長者義
工即場交換聯絡及相約下次見面，達到「暖 LOVE LOVE
糖不甩」計劃重建鄰舍關係的目標，而獅友亦透過是次活
動得到美好的經驗和學習，服務十分成功！
撰稿：黃健明

第100屆國際獅子總會國際年會。獅子精神再體驗
2017-2018年度會長譚潔儀獅姐出席了芝加哥第
100屆國際獅子總會國際年會，除有幸見證國際獅
子總會中國港澳303區總監陳立德獅兄宣誓就任
外，在短短數天的芝加哥行程，感謝總監陳立德獅
兄、第一副總監郭美華獅姐、第二副總監王恭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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獅兄、各區職員、主席黃人航獅兄及羅柯淑慧獅姐
設宴款待，特別是兩位主席悉心安排行程，獅友們
無私教導，互相照顧，具體展現獅子精神，獲益良
多！不枉此行！
撰稿：譚潔儀

香港半山

獅子會
Mid-Levels, Hong Kong

姊妹學校支票頒贈儀式2017年5月20日

保

良局陳麗玲（百周年）學校是我們的驕
傲。我們的關係自八年前開始，由陌生人

成了好朋友，好的合作夥伴。亦見證了原校生成功
的案例，畢業後找到自己的未來發展方向。
在今年姊妹學校頒獎典禮上，作品被選入圍，成為
優異作品，可喜可賀。溫慧雯獅姐回憶當日到學校
和同學們一起構思作品時的情況，感動非常。同學
們不單止認真投入，還十分有創意和協作精神。作

保良局陳麗玲（百周年）學校被選入圍的優異作品

品除了是全部循環再用的廢物，在構圖方面十分精

題發揮，色彩組合得宜，製成品充分體驗了團隊合

細和有意思，圍繞攜手關愛世界，保護環境，作主

作精神，難怪成為得獎作品之一。
撰稿：羅詠逑

國際獅子會年會
我會一行五人包括現屆會長柯淑慧及來屆會長羅潔嫻、
袁杜錦鸞、溫慧雯及余惠初獅姐在六月底至七月初參
加在美國芝加哥舉辦的國際獅子會年會。適逢百周年慶
典，來自世界各地的獅友人數可稱歷屆之冠，從巡遊、
開幕活動、國際晚會及各項研討會，節目之豐富，應有
盡有。三○三區國際年會籌委會兩位聯合主席，太平山
獅子會黃仁航獅兄及本會羅潔嫻獅姐還悉心安排各項活
動包括來屆各領導的宴請，參觀獅子總會，湖上遊覽及
購物團。六天既緊湊又豐富的行程轉眼又過去，大家帶
美國芝加哥舉辦的國際獅子會年會_開幕典禮

着疲倦的身軀，滿滿的行裝，樂而忘返！

2017-18年度屬會職員領導才能工作坊
一年一度的屬會職員領導才能工作坊在七月十五及
十六日在深圳福朋喜來登酒店舉行。會長羅潔嫻、
創會會長高敏華前總監、羅詠逑、鄒思媚及黃陳德
芬獅姐出席工作坊。她們與同屆各屬會會長、秘書
及司庫一起參加培訓，成為優秀的領導者。工作坊
其中一個重要的環節是認識今屆總監陳立德獅兄的
口號“服務本為根

凝聚獅子心”，響應及配合他

的服務方向，做好來年屬會的計劃。
屬會職員領導才能工作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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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長
羅潔嫻

六月份是獅子會年結

資訊委員
袁杜錦鸞

聽 聽 會 長“ 獅 ”子 心“ 聲 ”

不經不覺兩年的會長生涯轉眼就過去，透過帶領及
積極參與不同的服務及獅子會的活動，我對社會服
務有更深更廣的認識，更體會到社會上很多不幸的
人是活在另一個世界，我從親身的接觸累積了寶貴
的經歷，令我更珍惜活在當下，更明白幸福不是必
然，令我對社會服務更充滿熱忱。
在過去兩年本會所籌辦的服務項目中，與大家分享
其中令我感受較深的體驗。第一項閃出的畫面是惜
食堂的<外展送熱飯湯>，我和獅姐們多次探訪愛

研究如何包裝靚靚小蛋糕 或 制作永生花

秩序灣的獨居長者，在言談送暖間得到他們的信

這兩年我和一眾獅姐費盡心思籌辦多個與別不同的
籌款活動，其中包括步行籌款，製作永生花及精緻
小蛋糕義賣，盆菜宴及暗標競投宴，先後為<惜食
堂>的長者送熱飯湯服務，為<風雨蘭>關注婦女性
暴力協會籌備教育基金，為<百周年姊妹學校>的
圖書館籌務經費，及為<富二代>殘障家長的第二
代教育基金籌款，每一項籌款活動能夠超標完成，
我與半山獅姐在各項籌款活動當中所付出的努力是
沒有白費，而各項美滿的成績是值得我們引以為

外展送熱飯湯

榮！

任，打開話題，我們漸漸已成為那些獨居長者的好
朋友。 另一項新春盆菜宴活動經過悉心的節目安

卸任在即，我衷心多謝半山獅姐全力的支持，所有

排，與受惠者互動的遊戲及應節的表演，收到贊助

計劃得以順利完成，令我的會長任期非常充實及豐

單位的支持及讚賞，現在已成為我們每年的主題服

盛，祝願大家來年以團結的獅子精神，攜手成就更

務＜樂聚盆菜享豐年>。今年<悅書會書包圖書館>

多有意義的服務！

亦已進入了為期兩年的第二階段服務，為四間明愛

撰稿：2015-17年度會長柯淑慧

家庭服務中心舉辦 <閱讀嘉年華>，透過遊戲及故
事演繹，令一些低收入家庭的小朋友建立良好的閱
讀習慣。在國內， 除了在湖南設立第七間圖書館
外，同時亦開始資助高中課程，令貧苦的學生能完
成中學的教育。在我探訪湖南小學期間，發現學校
為高小課室更換了新的桌椅，令學生們有一個較舒
適的學習環境。
樂聚盆菜享豐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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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 文 田 大 獅 青 獅 齊 服 務「 麥 當 勞 叔 叔 之 家 」

健

康二字，說起來簡單，但從來得來不易。

位義工都懷着複雜的心情，一方面希望孩子們都能

慶幸世界上還有很多有心人及志願團體，

夠在遊戲時忘卻治療所承受的痛苦，另一方面亦希
望能夠給予孩子們感受到一些支持及鼓勵，但與此

願意出心出力幫助有需要的人。

同時又不想令他們覺得自己與正常孩子有差異而需
本會於5月27日，在一個原本不用上班可以抱頭大

要別人同情。

睡的星期六，由大獅帶領下，
連同數位青獅一同前往位於沙
田區的麥當勞叔叔之家，為一
班長期病患，有賴家人及朋友
支持的孩子，與他們一同遊
玩，一同共度過愉快的週末。
在開心遊玩的背後，其實每一

麥當勞叔叔之家慈善基金成立的目的就是要透過不同的活動和計劃，以及一個良好的環境，
讓有需要的家庭有力量去面對生命中的每一個難關。

何 文 田 獅 子 會 贊 助 長 者 欣 賞《 拆 彈 專 家 》
做過服務的獅友都知道，長者服務的難處在於哥哥
姐姐們會突然由長者變成細路仔，可愛得令你哭笑
不得。
5月6日，160位哥哥姐姐一齊看《拆彈專家》，現
場點名、派飛，然後安排入場，聽到就知道唔簡
單，場面可以好混亂，與何文田獅子會共同組織這
次活動的黃老師，是真正的拆彈專家，由籌備到正

式睇早場，只不過是三數天的時間，純粹因為黃老
師與本會會長覺得套戲好睇，想帶老人家去感受那
股正能量，跟理事會商量後，就這樣促成了今次活
動。當天她一到場，所有哥哥姐姐乖乖排隊攞飛，
高高興興欣賞電影。
參與獅友明白到，只要你真心待人好，任何人都會
被感染，做服務抱持赤子之心，大家都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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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15-16日新民獅子會葉致欣，連同獅友何銳
祺和陳偉智三人行前往深圳培訓。對獅子會

的運作以及屬會成長之路都有更深的認識。而第
二日，新民出身的第六分區主席梁麗琴獅姐逐一介
紹了他們精心策劃的各項服務及活動。包括與環保
有關的親親大自然，栽種樹木，環保花盆，提倡健
康運動的獅子會馬拉松慈善賽，口碑載譽的三人籃
球賽，以及宣傳獅子會品牌的長洲太平清醮飄色巡
遊–獅子會特色花車。上述諸多項目，令人目不暇
給，我們相信在 陳立德總監，各位區領導，以及
第六分區主席梁麗琴獅姐的出色領導下，定能帶領
獅子會為香港帶來更多有意義及到位的服務。

前會長袁秀令獅姐卸任會長
之後，也是不馬不停蹄地做
更多探訪活動，在7月29日
率先前住獅子會洗腎中心，
簡單地了解獅子會洗腎中心
的工作，更為新民獅子會9
月23日的探訪做足功課！

在8月5日的區職員暨屬會職員聯合就職典禮中，除了成功會長交接
外，新民又增加了一名新獅友梁智賢獅兄！相信在新的一年新民更加
人強馬壯，獅運亨通！秉承「學道明德

新民至善」的精神，繼續為

有需要的弱勢人士服務！
新民青年獅子會的年青會員也是個個見多識廣之輩。8月13日新民青
年獅子會舉行了月度會議，而當天除了開會之外，更請來「生死教
育」的伍桂麟先生來給我們上了一堂生死教育，由防腐處理，遺體如
何入行，幫自殺好友防腐，最後如何推廣生死教育遺體捐贈等等，帶
出「由死看生」的教育理想。每個人都會經歷生老病死，相信筆者不
能代表各位獅友說出感受，但經過這場的分享會更不是單單思考生命
有多變幻無常，而是感受生命中的過程和重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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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今年出席及參與2017至
2018年度屬會職員領導才

能工作坊的獅友非常踴躍，參與率非
常高，與此同時增進了解屬會各職員
的職務，提高屬會工作及服務效率，
計劃來年屬會服務必定更順暢效率更
高！

2017至2018年度區職員暨屬會職員聯
合就職典禮及餐舞會，恭喜2017-2018
年度新界東獅子會會長葉皓裘獅兄正
式履任，預祝來年由他帶領的服務順利
成功。亦很感謝上屆會長潘治忠獅兄過
往一年對新界東獅子會的付出，除此以
外，也感謝各屬會會員過去一年對新界
東獅子會的付出及努力！

撰稿：楊仲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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骨質疏鬆檢查同樂日暨醫生講座

由

香港壽臣山獅子會首次主辦、巨星醫療控
股有限公司冠名贊助，香港中文大學賽馬

會骨質疏鬆預防及治療中心及香港家庭醫學樂建會
協辦的「骨質疏鬆檢查同樂日暨醫生講座」，在大
會主席李文偉獅兄的帶領下已於4月9日在尖沙咀街
坊福利會會堂圓滿舉行，再次感謝各區職員和友會
的到場支持。
是次活動很榮幸邀請到香港特別行政區署理食物及

衞生 局 局 長 陳 肇 始 教 授 太 平 紳 士 、 總 監 馮 妙 雲 獅

預防及治療中心蔡德基醫生、香港家庭醫學樂健會
吳蓮蓮醫生和養和醫院家庭醫學及基層醫療中心駐

姐、前國際理事文錦歡獅姐、東華三院主席兼鳳凰

院醫生兼駐院醫療服務助理主任袁兆文醫生主講有

慈善基金會創會主席李鋈麟博士太平紳士擔任主禮

關預防骨質疏鬆的專題講座和問答環節，加深了長

嘉賓；而且亦邀請到香港中文大學賽馬會骨質疏鬆

者們對骨質保健的認識。當日亦安排了物理治療師
即席示範健康操和分享保健資訊；而活動所收集到
的檢查數據，將交予香港中文大學作分析用途，為
長者骨質疏鬆症的研究出力，意義甚深。
服務當日一眾的獅友、青獅、義工都十分投入協
助，緊守岡位，即場為460位長者量血壓、作骨質
疏鬆檢查、派發骨質健康單張和茶點等等。而我們
亦準備了豐富的娛樂表演節目，讓長者在等待檢查
的時候更添樂趣。活動尾聲時獅友們更大派福袋，
長者們快樂地都滿載而歸。

內地山區建校服務 – 香港壽臣山獅子會峙灘學校
本會認為良好的學習環境對學生的成長十分重要，

沈顏獅兄為學校學生發放一千個書包，為感謝老師

我們2016年9月曾到景德鎮梁浮縣考察，了解該區

們的付出和辛勞，向每位老師獻贈助教金；而峙灘

因被逼拆遷而面對重建費用不足的問題，為了讓莘

鎮黨委政府和學校都贈送了錦旗、牌匾和榮譽證書

莘學子們能夠有一個良好環境繼續學業，本會決定

予本會以示感謝。

籌款協助重建一所可容納1100位學生的校舍，學
校為表謝意將新校命名為「香港壽臣山獅子會峙灘
學校」，且成為獅子會100周年地標之一。
於本年6月，本會一行十多位獅友前往景德鎮梁浮
縣參與「香港壽臣山獅子會峙灘學校」開幕典禮，
一眾師生一同迎接我們，校園內彩旗飄揚，十分熱
鬧。儀式上，前國際理事文錦歡獅姐聯同上屆會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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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獅端午樂融融

本

會一向熱心公益、回饋社會，端午樂
融融活動已多次舉辦。今年5月27日

各獅友又與深水埗街坊之老友記一同大玩遊
戲、唱歌，把端午節的氣氛帶給他們。最後每
人更獲得一個福袋，各長者都滿載而歸。深獅
端午樂融融每年能圓滿舉行，有賴各位充滿善
心的獅友，出心出力關懷社會，並有賴不同人
士熱心贊助。

課後少年參觀懲教
本會於6月17日與YMCA多元課後中心17位小
學生一起參觀赤柱之懲教博物館。當日獲多名
懲教官員接待及講解香港古今之刑罰、協助犯
人自力更生及社會共融之成果。這班小朋友對
平常很少接觸之事物甚有興趣，不斷發問。午
飯後，我們還順道一遊美利樓及一起吃雪糕。

熱烈祝賀榮獲勳章
本會創會會長李漢雄獅兄榮獲提名本年度銅紫
荊星章，多謝各界之祝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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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幼齊相像2017

每

年我們香港新時代獅子會都會籌辦很多不同
形式的服務活動，但若要細數當中較大型及
受眾較多的重點服務項目，相信非「老幼齊相像
2017」莫屬了！

會悉心為他們安排的歌唱、舞蹈、跆拳道等表演節
目。本會的獅友、青獅及義工們也藉著遊戲環節，
與一眾老幼來個溫馨歡樂的互動，彼此共度了一個
有意義又開心的下午。

「誰說倩影只可青春留？靚相不分細路與白頭！」
一張相片對不同人更可別具不同意義，很多醒目的
老友記想早點為自己準備一張人像靚相，既可記錄
精彩人生，亦可在有需要時給後人留個美好回憶。
而有些幼童因缺乏家人的協助，往往拍攝兒時照片
的機會不多。長大後想回憶童年生活，一點也不
容易啊！有見及此，啟發了本會的服務概念；自
2012年起籌辦第一次「老幼齊相像」服務至今，
不經不覺已經是第四次了。

全賴有每位獅友、青獅和化妝攝影師義工團隊慷慨
無私的付出和
協助，與此同
時亦有幸得到
各界善長鼎力
支持和贊助，
是次服務才得
以順利完成！
期待下次「老
幼齊相像」的
來臨，可以為
更多有需要的
老幼們獻上關
懷與歡樂。

今年5月27日於上水惠州公立學校舉辦的「老幼齊
相像2017」，服務規模比往年更大型，當天服務
的老幼人數超過300人。一眾老友記及幼童既可每
人獲得靚靚的人像相片之餘，亦愉快地觀賞了本

車長模擬架駛課程
香港新時代獅子會一向支持年輕人自我增值，擴闊
眼界。本會剛剛與港鐵MTR Academy聯合籌備之
車長模擬架駛課程，讓30位筲箕灣東官立中學學生
參與其中。通過是次活動，同學們有機會在港鐵車
長的模擬架駛室內體驗列車操作，以及學習一些緊
急應變措施。每位完成了模擬架駛課程的同學，更
獲得由港鐵學院頒發之證書，對同學們來說確實是
一個難得的經驗呢！

恭喜徐歷遜獅兄成功當選為香港新時代獅子會
2017-2018年度會長
回顧完上述服務活動花絮，又係時候分享下本會的
會務近況。6月1日，香港新時代獅子會六月份例
會，亦是本會2016-2017年度最後一次例會，當天
好榮幸邀請到馮妙雲總監探會。於是次例會，徐歷
遜獅兄亦成功當選為香港新時代獅子會2017-2018
年度會長，恭喜徐獅兄！
另外，於6月19日的「2016-2017年度第三次全區
聯合晚餐例會–向總監、區職員及終生會員致敬」
中，本會會長劉美琪獅姐被委任成為第五分域主
席，本會前會長黃嗣輝獅兄被委任成為第二分區主
席，恭喜兩位會長！
香港新時代獅子會人才輩出，相信會務服務必定

蒸蒸日上。本會亦趁此機會，感謝劉美琪獅姐過往
一年的努力。在2016-2017年度會長劉美琪獅姐的
帶領下，本會在本年度完成了多個優質服務，獲得
一致的高度評價，受惠群體亦越來越廣泛。會長劉
美琪獅姐非常積極參與和支持各屬會和不同機構的
服務，成為本會的典範！2017-18年度將至，新時
代獅子會將會
繼承和發揚劉
美琪獅姐的精
神，期待來年
在徐歷遜獅兄
的帶領下，會
務和服務蒸蒸
日上！
撰稿：余家偉
2017年7

月至8月

85

荃灣

獅子會
Tsuen Wan

會長
陳承邦

資訊委員
鄭堅楚

「重新出發‧青年嘉許計劃」頒獎禮

關

顧青少年成長為本會的服務宗旨之一，因
此本會與香港青年協會合辦「重新出發˙

青年嘉許計劃」，以獎勵的形式嘉許努力改進的犯
罪違規青少年，從50名有明顯進步之青少年選出8
位得獎者。頒獎禮於2017年6月3日於香港青年協
會賽馬會Media 21 媒體空間 uCinema舉行，並邀
得社會福利署助理署長郭李夢儀女士擔任主禮，希
望透過活動能提升青少年的個人身份認同，邁向積
極人生。

社會福利署助理署長郭李夢儀女士(左六)、曹貴子上屆會長(右六)、
吳騰會長(右五)及香港青年協會理事會副會長溫文儀太平紳士(左五)
與8位得獎者拍照留念

「至Green校園獎勵計劃」頒獎典禮
本會與保良局合辦之「至Green校園獎勵計劃」於
2017年6月24日舉行頒獎典禮。活動有幸邀得中華
電力有限公司擔任支持機構，希望透過慳電比賽、
教師工作坊、參觀發電廠及「至Green短片」比賽
等活動，宣揚節能環保的訊息。

荃灣獅子會義務司庫趙豪文獅兄(右二)與環境局
首席助理主席(能源)馬周佩芬女士(中)、保良局
主席陳細潔小姐(左三)、中華電力有限公司對外
關係及傳訊副總監龍雪影女士(左二)、廣告監製
梁羲文先生(右一)及其他嘉賓拍照留念

吳騰會長答謝宴
本會於2017年6月21日舉辦答謝宴，答謝
吳騰會長過去一年對荃灣獅子會的努力及
支持，並送上答謝禮物。各獅友亦借以歌
聲答謝吳騰會長及祝願新一屆荃灣獅子會
於陳承邦會長帶領下，善業蒸蒸日上。
一眾獅友為吳騰會長送上答謝禮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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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青年獅子會於2017年5月27日順利舉

會也是我們一眾獅友的驕傲。我們明白今次只是一

行創會典禮及職員就職儀式。是次創辦青

個開始，未來還有更多突破性的服務計劃推行，讓

年獅子會是南區獅子會於2016至2017年度的其

我們的青年獅子會會員繼續成長，與南區獅子會緊

中一個重大目標。還記得我們南區獅子會在2016

密合作，務求將服務精神持續推己及人。

至2017年度就職禮中的口號「突
破」，就是讓我們這個成立了還不
到三年的分會，以獅子精神推己及
人，向年青新一代傳承下去，積極
創立南區青年獅子會。今次成功創

南區青年獅子會的創立，得到國際獅子會的認可，由申請至批
核，在8小時內完成，的確也是一個創舉。在5月27日的創會典
禮，我們榮幸得到國際獅子總會中國港澳303區青年獅子區會
的支持，期望未來做到我們的口號「挑戰自我，激發潛能」。

南區獅子會在2017年6月17日參與六會聯合視力驗配及兒
童保健服務，在東莞工商總會張煌偉小學舉行，80多名學
童在大風雨行參與今天的配鏡服務，並留下出席健康講座
反應非常熱烈。

2017至2018年度南區獅子會換屆終於完成
會長

：馮志豪獅兄

第一副會長 ：黎雅麗獅姐
第二副會長 ：李錦堂獅兄
義務秘書

：尹樹源獅兄

義務司庫

：周健華獅兄

會長及義務秘書亦已出席參與於2017至2018年度屬會職員領導才能工作坊，期望來年會務興隆，我們能
推動更多服務於社會大眾，發揮獅子精神。

2017年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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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龍灣
Kowloon Bay

獅子會

2017-18年度
九龍灣獅子會的
會務研討會
九龍灣獅子會的獅友們正在懷着興奮
的心情迎接2017-18年度的來臨，在
獅友們熱切期待之際，候任會長區
鑑儀獅姐於2017年6月24日籌辦了
2017-18年度九龍灣獅子會的會務研
討會。

會長
區鑑儀

資訊委員
李淑芳

除了宣佈各會務工作外，還擬定了新一屆的職員及獅友們名單：
姓名
區鑑儀
陳惠儀
盧子安
黃慧貞
蕭志偉
陳綺文
陳彩鳳
江惠雲
李淑芳
張文迪
張雅菁
李艷芳
李家堅
梁幸兒
劉建邦
彭禮清
黃偉文

職務
會長
上屆會長 / 培訓小組主席
第一副會長 / 會籍小組主席 / 培訓小組副主席
第二副會長 / 服務小組主席
第三副會長 / 出版小組副主席
秘書
司庫
總務
糾察 / 出版小組主席
理事
理事
理事 / 聯誼小組副主席
會員
會員
會員
會員 / 聯誼小組主席
會員

各小組主席包括：培訓小組、會籍小組、服務小組、
出版小組及聯誼小組均分享來屆的目標和計劃。此
外，會上更討論了來屆的服務計劃，目標是要把過
往每屆四次的服務日增加為五次，初步定為2017年8
月、10月、12月及2018年3月和5月。而且非常有效率
地已經把8月6日定為來屆的第一次服務活動日。

服務活動大會主席張雅菁獅姐、副主席李艷芳獅姐
及籌備委員會的獅友們已經密鑼緊鼓，各就各位為
我們的第一次服務進行最佳準備。研討會的過程中
獅友們都紛紛提供寶貴的意見，由此可見大家對會
務的認真及服務的熱誠。

研討會完畢後，隨即開始2017年4月9日活動「慶
祝香港特別行政區成立20周年–長者體檢樂融融
服務日」的慶功宴，大會主席區鑑儀獅姐安排了豐
富的晚餐，與眾獅友一同慶祝當日活動的成功舉辦
及答謝獅友們無私的付出，大家共聚了一個歡樂的
晚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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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長
顧家彥

資訊委員
賴國昭

港油尖旺青年獅子會青獅及獅伯等探訪
老人院，共度端陽佳節，並進行中醫諮

詢，耳穴、運動治療講座予眾住院院友。

香港油尖旺獅子會與地區友好在臨近母親節日合
辦“頌親恩下午茶敘”活動，邀請區內約300位
父母親出席。

香港油尖旺獅子會會長顧家彥獅
兄，及秘書林建忠獅兄出席芝加
哥美國總會百週年年會和巡遊活
動，及區會在深圳福朋喜來登酒
店舉行的屬會及各級職員領導才
能培訓工作坊。

香港油尖旺獅子會2017-2018年度(第三屆)會員架構
：顧家彥獅兄

義務秘書

：林建忠獅兄(兼)

服務組主席 ：譚綺雯獅姐(兼)

第一副會長 ：林建忠獅兄

義務秘書

：陳安安獅姐

聯誼組主席 ：馬晟瑋獅兄

第二副會長 ：張瑞芳獅兄

會籍組主席

：張瑞芳獅兄(兼)

公關組主席 ：譚亦斈獅姐

第三副會長 ：譚綺雯獅姐

總務

：陳基英獅兄

活動組主席 ：游逸生獅兄

會長

獅聲編輯主席 ：賴國昭獅兄

青獅組主席 ：林建忠獅兄(兼)
陳基英獅兄(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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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新界西

獅子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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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長
李星強

Hong Kong Ne

新

界西獅子會獅友謝凰姿和兒子、陳沛堅、義工鍾
金彩於7月6日，與仁愛堂陳黃淑芳中學3位老師及

30位中學生參觀香港國際機場，並介紹香港國際機場的背
景、日常運作、環保措施及未來發展計劃，參觀機場、有
關機場未來發展的展覽、前往機場展望台俯瞰整個機場，
亦參觀環保設施，環島遊。
李星強會長多謝張笑河獅兄、朱家聰獅兄、陳沛堅獅
兄、Vanis好友出席由屯門青少年綜合服務中心、屯門區
小學校長會合辦（第三屆屯門區傑出小學生嘉許計劃）啟
航禮，本會贊助經費$50,000，是次計劃從屯門區內25間
小學，選出47位優秀小五同學參加，今年計劃主題是「獨
特潛能，正向同行」旨在把優秀同學進一步培育，在各項
共通能力、道德品格和社會參與，家長支持子女參與可增
加親子溝通樂。

李星強會長多謝Margaret Tsang 獅姐及其兒

兄、Perkin Chan 獅兄、義工鍾金彩與陳黃淑芳中

子、Tom Chu獅兄及其好友Vanis、張笑河獅

學2位老師連中學生共43人於7月14日參觀喜靈洲
綠島計劃，探訪勵新懲教所，由懲教署署長介紹包
括探訪島上的戒毒所、環保花園及綠島資源中心。
透過參觀島上的不同設施，希望讓參加者明白到保
護環境的重要性，並且對毒品所帶來的禍害及香港
的強制戒毒計劃有更深切的認識。此外，院所亦會
安排參加者與正在接受戒毒治療的青少年會面，希
望透過戒毒者第一身的角色，親身闡述毒品對他們
所帶來的嚴重後果，遠離毒品。

新界西獅子會獅友於7月22-23日到佛山參觀國藝影
視城二天遊，參與獅友家庭有會長星爺、前副會長陳
鑑光、郭志成、新副會長江錦宏、Margaret Tsang
獅姐、Stella Wong獅姐、Tom Chu獅兄、張笑河獅
兄、袁順堯屯門獅兄，行程緊湊先參觀黃飛鴻武術
館，閱覽黃師傅生平為人正直，然後再參觀西樵山南
海觀音，身高61.9米之全紫銅打造的聖像，故宮等
非常壯觀。翌日由創立佛山影城的冼國林先生作我們
導遊，令我們大開眼界及回憶童年時大街小巷，上海
街、九龍寨城、荔園等，多部電影及電視也在這裡取
景，各獅友希望多舉辦同類型活動。

90

J u ly & A u
gust 2017

大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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獅子會

會長
張宏基

2017年6月24日由大埔獅子會主辦
及香港港東獅子會合辦聯合服務，

帶領一班小朋友參加廉政公署開放日並參觀
北角總部，該班活潑的小朋友在當日活動玩
得開心亦學懂了很多新知識，包括防貪和廉
潔風尚的重要性。

大埔獅子會於2017年6月24日出席
了由香港青少年服務處主辦的「伴我
創Teen才」培育計劃開幕典禮，三
年友師培訓計劃正式開始。「伴我創
TEEN才」培育計劃鼓勵青年人參加
目標儲蓄，加上配對基金的支持，並
由社會人士出任友師與導生結伴同
行，引領導生規劃人生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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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星嶺

獅子會
l
t Davis Centennia

會長
李寶儀

M

資訊委員
鄭錦嬋

2017-07-29

多

謝第一副會長吳基華Peter獅兄主持了今天
的「社交禮節及餐桌禮儀」證書課程，令

我們一眾摩星嶺獅友、摩星嶺青獅、FMD嘉賓、
準獅友、準青獅及嘉賓共40人獲益良多！

2017-08-12
自今年二月十三日於理事會得到全體獅友通過成立
摩星嶺青年獅子會的短短六個月內，由成立、籌
備、註冊到舉行創會典禮，剛剛好用了六個月的時
間(2月13至8月12)。 整個籌備個程由李寶儀會長
及呂有琪獅兄帶領每一位獅友全心全意的去推動摩
星嶺青年獅子會的發展。
有着會長的循循善誘，第一副總監的不斷支持，第
七分域主席的不斷提點，財務伍淑慧獅姐在收支
平衡上的處理，秘書廖嘉秀獅姐更親自面見準青獅
們、當面教導...各位獅友的幫忙，令到這摩星嶺眾
青獅能夠在風平浪靜之下、順利地「出世」，一起
成長，一起接受眾獅友的教導。
這次青獅會成立典禮能夠邀得總監、上屆總監、第
一副總監及其他區職員出席典禮，第七分域主席馮
綺雲獅姐功不可沒！
陳立德總監於八月十二日親自授證，摩星嶺青年獅
子會正名了！ 由當天開始，摩星嶺青獅便成為我
們之其中一個服務對象，由於青年獅子會是國際總
會的推動項目之一，希望各獅友繼續提點及施教，
繼續為青獅服務及指導，使他們真正成為社會之棟
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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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長
李碧儀

摩利臣山粽有愛

本

會於5月27日舉辦了「摩利臣山粽有愛」
端午服務活動。活動當日，本會獅友聯同

一眾義工帶着愛心粽、香港煤氣有限公司贊助的暖
湯及其他禮物四出登門探訪，為灣仔區內150名獨
居長者送上溫暖。長者們一邊喝暖湯，一邊與義工
們噓寒問暖，可謂暖入心扉。

全港血糖大普查服務計劃–南區站
糖尿病是常見的都市疾病之一。為了提高公眾的健康意識，本會的旗艦活動–全港血糖大普查服務計
劃–今站來到南區香港仔，免
費為南區居民檢測血糖。本會
當日一共服務了逾500位街坊，
獅友們雖然忙過不停，但無不
樂在其中，在此特別感謝任葆
琳區議員的協助及支持。

七月份及八月份例會
在四月的周年大會裏，李碧儀獅姐被一致選為本會

上，本會邀請了環保營養師李正雅女士向各位講解

2017至18年度的會長。李獅姐於七月份的例會上

豆類食品的營養價值和相關的保健心得。兩位的精

正式就任會長，並聯同指導獅友宋樹鴻獅兄一同主

彩分享，使獅友們獲益良多。

持新會員入會儀式。新舊獅友聚首一堂，場面溫
馨。
另外，本會與數個社福機構合辦的全新服務「足動
人生–啟動青少年正向潛能計劃」於7月16日正式
啟動。為了增加各位獅友對服務受眾的了解，本會
特別在七月的例會邀請了國際資優人士中心創辦人
Mrs Josephina Anna Lee作分享。除此以外，本
會亦很關注各獅友的健康，因此在八月份的例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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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長
葉仕偉

香港國金獅子會成立
獅子精神 服務社羣

2

017年第二季度，香港國金獅子會正式創會授

子會屬於「強勢屬會」，「因為成員都擁有或管理

證典成立。33位創會會員包括來自投資銀行及

巨額的資產企業」，期望國金獅子會能秉承國際獅

金融機構高層、四大會計師樓的合夥人、上市公司

子總會「服務社會」的宗旨，利用獨特的金融財務

的財務總監及其他公營機構的主管，全屬香港國際

知識，令服務模式創出新領域。

金融中心的中堅份子。秉承國際獅子總會
「服務社會」的宗旨，香港國金獅子會成
員希望透過其專業及金融知識，令香港以
致其他地區有需要的人士與團體受惠。
本年6月8日在創會授證典禮暨慈善晚會
上，可謂眾獅匯聚，精英雲集。獅子會各
屬會、友好團體等負責人均有出席。國際
獅子總會中國港澳303區總監暨國金獅子
會顧問馮妙雲獅姐在致辭時形容，國金獅

香港國金獅子會，於創會期間已完成
多項服務，其中包括五月份在旺角派
飯派米的活動，並向金融機構取得募
捐，以贊助303區會籌辦「香港十大
優質服務選舉」之用。當晚在授證典
禮暨慈善晚會，亦邀請專門服務不同
年齡及程度智障人士的非牟利機構匡
智會總幹事郭富佳介紹該會的工作，
並於在晚會上為匡智會籌募經費。

香港國金獅子會現正進行的服務計畫包括培育香港

重要機會。數碼港管理公司主席暨香港－東盟經濟

的青年金融才俊，協助香港及「一帶一路」國家有

合作基金會會長林家禧博士在會上發表期望，國金

需要的非政府團體（NGO）去處理財管及籌集募

獅子會的金融才俊憑著機智，在不同層面鞏固本港

捐事宜等。此外，為回應國際獅子總會百年誌慶的

的金融中心角色。創會會長葉仕偉透露國金獅子會

口號「邁向新峯（New Mountains to Climb）」，

正進行多個與有關的服務計畫，包括「獅子世界銀

國金獅子會將會利用科技為有需要的山區長者透過

行家」、「NGO白武士」及「IFC平臺」等，利用國

驗眼技術評估身體情況。

金獅子會成員在金融界的專業知識及經驗，為「一
帶一路」的當地NGO提供管理及財務技術上的援

「一帶一路」的構想，是香港經濟再攀高峯的又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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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比華利山獅子會
支援老弱 惠及社會

香

港比華利山獅子會正式成立，成為國際獅
子總會中國港澳303區的其中一個屬會，

並於7月17日舉行「香港比華利山獅子會創會授證
典禮暨第一屆職員就職典禮」，獲得不少名人支
持，星光熠熠，彰顯盡心盡力，服務社會的決心。

黎偉業博士會長指，香港比華利山獅子會的醫療服
相信該醫療中心成立後，日後必能加倍感染更多新
獅友踴躍加入，增長服務，拓展受惠社群。而透過
服務社會，推廣關愛精神發揚正能量，讓該會邁向
更有意義的生活和目標，培育後進，服務社群。

香港比華利山獅子會將會攜手合作，繼續延續國
際獅子會的宗旨為「我們服務」(We Serve)的精
神。
務計劃將重點支援老弱關顧及
醫療發展，作出長期性、中期
性及單次性的服務計劃。服務
效益希望能惠及不同機構及人
士，日後他們也會積極參與國
際獅子運動，攜手為社會提供
有意義的服務。

2017年7

月至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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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和平獅子會得到陳立德總監協助
下，順利在8日內取得國際獅子總會批

核，成為303個第87個屬會，百周年的第一個
屬會。
香港和平獅子會於2017年8月12日在總監、前
國際理事、各區職員、各獅友、各方好友見證
下授證及監誓加入獅子會，籌備香港和平歷時
6個多月，由召集目標人數25人，至現時香港
創會會員37位，可見大家實實在在的支持！經
歷上半年的社區服務，大家都能認真做到獅子

會「四出」精神，出心、出錢、出力、出席，深信這
精神繼續在香港和平獅子會發光發亮。
當晚由嚴肅儀式、豐富表演節目至抽獎高潮，緊扣57
席嘉賓，在歡樂中圓滿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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