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獅子會的意義 – 始終不渝
獅子會成立初期各地會刊載滿了“獅子會的目的”
，“獅
子會的意義”和“獅子會的價值”一類文章。一個由商
人組織的聯會跟致力於服務而非牟利仍然是一個新概
念，獅子會員必須說服自己，我們已找到正確的方向。
要是目標不能確定，獅子會的存在定必成為疑問。1922
年1月美國懷俄明州一位總監A. Baker曾經寫道「在我
的一生中，我看到一個組織憑着崇高理念繁榮了一段時
間，最後卻日漸式微。這將是獅子運動的命運嗎？我希
望不會發生在我們身上。」
獅子會員們堅持到底：我們堅持服務。獅誼是獅子運動
的一部分，但服務是不可或缺的。1927年來自賓夕法尼
亞州約翰斯敦的國際總會長Irving Camp的一個文章標
題是「服務活動造就一個屬會」，他寫道「當接受邀請
加入獅子會這大家庭，但只是飲宴聚會，是忘記了我們
偉大的，無私的組織的原則。」
2017年我們的百年紀念臨近，先賢的教導更為清晰：獅
子運動以服務為先。我們設定一個目標，在2018年6月
30日之前推動「百年服務挑戰」計劃服務1億人。我們
要求獅友主辦四大範疇服務，歸納為青少年，視力，賑
饑和環保四個項目。
各屬會每年向國際獅子總會報告服務達八千萬人，有助
我訂下新目標，為1億人服務。我很高興告訴你，我們
已達成了這目標。我相信我們有更多理想可以實現，有
更多的人需要我們，更多的機會攀上新高峯！
國際獅子總會（LCI）百周年不僅僅是一個慶祝活動。
我們的百年服務挑戰項目是希望各屬會為個別社區帶來
改變，鞏固獅子會的地位和價值，並留下恆久的印記。
這是您的屬會在慶祝百年紀念之時，喚醒您的社區關注
的一個機會。這挑戰獲得踴躍支持， LCI已經在MyLCI
上記錄了4,000多個項目報告。屬會百年服務挑戰項目
種類繁多，其中不乏創意，值得各屬會參考學習。
百年服務挑戰項目設有三個級別可供選擇：˙1級服務
挑戰項目要求提高獅子會在社區的知名度，使獅子會標
誌在更多地標出現。˙2級服務挑戰項目重點是回饋社
區，捐贈一份持久的禮物。˙3級服務挑戰項目是大規
模的建設工作。這些包括建立診所，擴建圖書館或學校，
裝備醫院或發展培訓中心來教導新的工作或生活技能。
透過在我們的百年紀念期間規劃一個服務項目，將成為
獅子會和社區成員恆久的禮物，讓百年慶典永誌不忘！

2 0 1 6 年9 月至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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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譯：何桂明獅姐)

意大利獅子服務在非洲遍地開花
作者：Cassandra Rotolo

滴灌是一種低水，低壓系統，保持植物根系濕潤。通

土地。首先挖一口井附設太陽能泵和儲存塔，種植

過將水直接施用到植物根而不是周圍土壤，滴灌系統

洋蔥、其他蔬菜和快速生長的辣木樹。一旦種植了莊

使用的水量比一些其他傳統系統少。當水源稀缺時，

稼，來自兩個國家的獅子會便開始培訓當地婦女使用

滴灌尤其有利。

滴灌系統和照料園地。

世界上有近8億人沒有足夠的食物，發展中國家的情

農業學校試驗計劃培訓了來自Kyon區的七名婦女，

況最嚴重，有六分之一的兒童體重不足。意大利的威

預計每年將培訓多達60名婦女。獅子會希望這些婦女

尼斯主會和Venezia Angelo Partecipazio分會與布基

能夠種植足夠食物，以便他們可以開始自己的鄉村市

納法索的Koudougou Baobab分會和國際獅子會基金

場，出售自己的農產品，從而獲得經濟穩定和獨立。

會（LCIF）合作，引進滴灌技能解決西非國家若干村

意大利獅子屬會MK Onlus的Giovanni Spaliviero獅兄

莊的糧食不足問題，意大利獅子會獲得LCIF國際援助

說：「因為營養不良甚為普遍，我們獅子會員希望為

撥款（IAG）54,267美元以支持該項目。

布基納法索農村地區的婦女和兒童獲得食物和脫貧。
我們希望這些菜園將有助於顯著改善兒童及其家庭的

獅子會這個項目有兩個主要目標：第一是組建一個農

健康和生活條件。」

莊學校，培訓農村婦女使用滴灌系統。其次，他們將
使用滴灌系統創建一個村莊的蔬菜園。來自附近地區

LCIF的IAG計劃在配對的基礎上撥出5,000美元到

的婦女將學習如何使用新系統培育作物，以及如何使

30,000美元之間的款項，可讓發展國家的獅子屬會與

用這些農作物為家人提供健康膳食。此外儲水塔，堆

發展中地區的獅子屬會合作，改善整個社區。IAG資

肥坑，儲存棚一一建設，發揮了重要作用，幫助達成

助國際援助計劃，側重於基本保健，教育和掃盲，清

增產目標。

潔食水和衛生，農村發展和自給自足計劃，為盲人和
其他殘疾人提供的服務以及環境保護。有關您的屬區

獅子會員親自動手，他們接收和清理了近2.5英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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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申請IAG，請登入lcif.org。

District 303 news update

三○三區區會訊息

更正聲明
有關《港澳獅聲》二零一六年七月至八月號刊41頁及93頁資訊委員，經編委查證有
誤。

41頁「快活谷獅子會」資訊委員薜來鏹獅兄，證實錯誤刊登，該會資訊委員應為袁雄
偉獅兄，但一時間亦沒法作出更正。有見及此，特作出聲明，並對快活谷獅子會及各
位會員所造成的不便致歉。

另外，93頁「香港油尖旺獅子會」資訊委員錯誤刊登已轉會會員鄭錦嬋獅姐，而該會
資訊委員應為賴國昭獅兄，特此作聲明更正，並為此對香港油尖旺獅子會及各位會員
所造成的不便致歉。

迎新篇 New Members
Lions Club of Tsim Sha Tsui
香港尖沙咀獅子會
姓  名 ： 方 繼 元 獅 兄
    Lion Stanley K.Y. Fong
職  業 ： 地產投資、酒店
保舉 獅 友 ： 袁 兆 豐 獅 兄

Lions Club of West Kowloon
西九龍獅子會
姓  名 ： 周 方 曉 獅 姐
    Lion Fanny Chau
職  業 ： 醫療護理
保舉 獅 友 ： 劉 卓 娃 獅 姐

姓名：莫樹基獅兄
Lion Moski Mok
職業：資訊科技
保舉獅友：佘俊人獅兄

姓  名 ： 佘 俊 人 獅 兄
    Lion Sam Shid
職  業 ： 地產投資
保舉 獅 友 ： 陳 立 漢 獅 兄

2016年9月至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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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監的話

之(二)

馮妙雲 總監 2016-2017
堅信共融 邁向高峯 I 踏進新紀元 挑戰新高峯

踏入9月，區會區務全速發展，會員人數繼續健康增

第五十五屆東南亞獅子大會

長，服務及活動相繼展開邁向獅子會百周年慶典，並

在執筆撰寫本文之際，第五十五屆東南亞獅子大會一

取得佳績！

連四天的節目即將開鑼，在籌委會成員悉心安排及努
力下，各個環節已經準備妥當，我們十分期待大會的

會員人數、屬會數目再創新高

開幕，區會獅友一同迎接東南亞及海外各地的獅友到

在屬會會長及全體獅友熱心努力下，會員人數不斷增

來，與他們聯誼問好交流獅務。

長，年初的人數為1,984人，至今已持續上升至2,045
人，再創歷史新高。這幾個月我收到很多國際總會寄

籌辦東南亞獅子大會的工作十分繁重，很感恩區會的

來給我，再轉交給個別獅友的「百年慶會員發展獎」

獅友在過程中出心、出力、出席、出錢全力支持，發

獎章，以嘉許他們介紹新獅友入會的熱心及貢獻，我

揮了團隊精神的最大能量，本人衷心感謝籌備委會主

衷心感謝各位獅友的努力，希望各位繼續邀請親友入

席梁家昌前總監及各位籌委會成員的努力、感謝各位

會，一同服務！

會長及獅友的熱烈參與及支持，同心合力籌辦了一個
讓303區自豪的東南亞獅子大會！

在會員人數大幅增長的同時，屬會數目亦再創新高，
繼7月份新創立摩利臣山獅子會後，9月份再創立九龍

全區第一次聯合晚餐例會：向前總監致敬

城獅子會，全區屬會數目增加至81個。目前，另一

由第一個獅子會在香港創立開始，獅務不斷擴展，至

個新獅子會亦即將誕生，香港西貢獅子會已提交了正

今獅子會已成為港澳社區、市民及社福界稱許的服務

式的創會申請，國際總會正在審核中，相信很快便會

團體，獅子會在多年來的傑出成就，實在是歷屆總監

正式成為303區第82個屬會，屆時，會員人數將超越

領導有方，帶領獅友及獅子運動不斷前進才有今天的

2,070人，再為303區歷史寫下新一章。

佳績，我們很尊敬我們的前總監，今年度向他們致敬
的第一次全區聯合晚餐例會已在10月3日舉行，獅友

看著區會的會員人數及屬會數目不斷有增長，不斷刷

報名情況空前熱烈，當晚筵開68席，出席人數逾800

新紀錄，實在感到萬分鼓舞，正如國際總會長的呼

多人，是歷年之冠。我們特別預備了工藝精湛，雕刻

籲，每增加一位獅友，獅子會就有能力服務多30位有

了前總監姓名的圖章，送給我們尊敬的每一位前總

需要的人士，讓世界變得更加美好。我也深信區會每

監，以表示對他們的尊敬。

增多一位新獅友，我們就可以做多一點服務，讓港澳
社群更美滿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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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會服務全面嚮應百年慶挑戰

(3) 和平海報設計比賽

青年服務：

今年度和平海報設計的主題是「慶祝和平」，各學校

(1) 獅子會百年慶全港學生三人籃球賽

參加的學生十分踴躍，參賽作品水準很高，逾1,000

於10月15日及16日在灣仔修頓球場舉行了全港學生

多張報名參賽，區會將於11月4日舉行評審，冠軍作

三人籃球賽，是次比賽吸引了很多青年人參賽，透過

品將獲保薦往國際總會與全球各獅子區的冠軍作品競

體育運動讓青少年一展身手，發揮青少年好動活躍的

逐全球總冠軍。

正能量，以球會友，培養團體合作精神。另外，為獅
友及屬會特別設計了獅子會百年慶盃及百年慶團體

救濟饑餓

盃，以慶祝獅子會服務社區100周年。

(1) 食物回收
區會今年度每次晚餐例會或宴會，都會聯絡惜食堂回
收多出來而仍可食用的食物，轉給有需要的人士食
用。

(2) 派飯服務
區會與恆藝愛心行動合作舉辦派送食物服務，照顧有
需要的長者。此項服務已於10月3日舉行啟動禮，首
兩個月派飯盒給觀塘區的長者，接著兩個月派給土瓜
(2)「青苗同攜手、送暖共勉之」服務

灣區長者，再接著兩個月派給長沙灣長者。

於10月29日在基督教香港信義會太和青少年中心舉
行了啟動禮，當天的主禮嘉賓為食物及衛生局高永

區會的服務遍及不同社群，除青年服務及救濟饑餓的

文局長。這項活動為青年人提供培訓，特別是隱蔽

服務外，未來數月陸續有不同範疇的服務開展，包

青年，我們關心隱

括：11月20日在深水埗保安道遊樂場舉行「港澳獅

蔽青年的成長，希

子服務日」；12月舉行「老幼齊護眼，睛睬看人生」

望鼓勵他們多與人

驗眼服務、「同行跨障礙，關愛建未來」二人三足運

溝通，參與社會服

動會、中歐服飾文化慈善花生騷等，在下一期的獅聲

務，並自我增值，

將會與各位獅友再分享及報告。請各位獅友全力支

計劃及豐富自己的

持、熱烈參與這些服務！

人生。
2016年9月至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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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5屆
東南亞獅子大會
籌備委員會工作花絮

第

55屆東南亞獅子大會轉瞬將至，2016年11

屬會會長及代表獅友合共200多人一起，聆聽由梁

月10日愈來愈近了。籌備委員會由前總監

家昌主席、陳敬德副主席、譚鳳枝副主席、呂潤棻

梁家昌主席及各副主席領導下，各小組非常忙碌工

副主席`及羅世傑秘書長介紹佈告大會籌備工作的

作，務求舉行一個成功的大會。

狀況及大會各項精彩節目，以及參與工作，並盡力
贊助大會，及向未有出席獅友報導有關大會事宜，
全區獅友同心協力使大會成功舉行，簡介會完畢
後，眾獅友歡聚一堂，聯誼晚宴享受獅誼，大家盡
興而歸。
最後期待11月10日至13日，第55屆東南亞獅子大
會在香港完美成功舉行。

過去數月來，籌備委員會拜訪團馬不停蹄前往國內
各地獅子會十多次，進行大規模推廣工作，邀請國
內各地獅友來港參加盛會，拜訪團得到熱情接待，
反應極佳，相信將有理想人數來港參加大會。8月9
月間，梁家昌主席又領導拜訪團到台灣、日本、韓
國、泰國、菲律賓等。
舉辦大會還需大量經費，除收入部份靠大會與登記
註冊費，贊助亦是重要資源。慶幸大會至今贊助籌
款得到可觀數字，有慷慨熱心獅友為首席贊助人贊
助一百萬元！另外亦有本區多個商戶熱心贊助共近
數十萬元。
2016年9月22日籌委會舉行一個簡介會假座帝京
酒店舉行。當晚出席的獅友除了籌備委員會各成員
外，特別感謝大會名譽主席國際獅子總會前國際總
會長譚榮根博士、馮妙雲總監、陳立德第一副總
監、郭美華第二副總監、眾多前總監、區職員、各

14 September & October 2016

District 303 news update

三○三區區會訊息

國際獅子總會中國港澳303區2016-2017年度
區職員暨屬會會長及職員聯合就職典禮及餐舞會

國

際獅子總會中國港澳303區2016-2017年
度區職員暨屬會會長及職員聯合就職典禮

及餐舞會，已於2016年8月6日(星期六)晚上，假
座灣仔香港會議展覽中心新翼第五層大會堂舉行。
在國際總會服務邁向百周年之際，總監馮妙雲獅姐
在致辭時講述區會將以總會的四個服務重點為綱
領，憑著「堅信共融，邁向高峰」的理念，推動區
會六個分區全力組織其屬下屬會籌組六個大型服
務，亦會加強對青少年的服務，例如找隱蔽青年出

服務、長者服務、內地服務和環境保護等多個不同

來 服 務 社 會 、“ 青 少 年 人 生 之 旅 ”、 環 保 的 “ 郊 野

範疇，為香港不同層面的有需要的人士及團體服

無 痕 ”、“ 傷 健 同 行 全 城 運 動 日 ” 等 等 ， 目 標 是 在

務，與特區政府致力建構關愛共融社會的目標，不

2018年6月30日前達成服務超過 1 億人的挑戰。

謀而合。”

此目標現階段已經達成了93%，另外，香港區會今
年度將會對外舉辦“全港澳十大傑出社會服務選

大會亦邀請了香港特別行政區教育局局長吳克儉

舉 ”， 參選者為獅子會以外的其他團體或機構，使

SBS, JP為今屆總監為各區職員及屬會職員頒授佩

更多有意義的服務得以開展及表揚，使更多有需要

帶儀式監禮；晚會期間更嘉許一眾熱心服務社群，

的人士受惠。

剛在七月份獲得特區政府高度評價及表揚，獲得“行
政長官獎”的獅友。
今年11月10
至13日，中
國港澳303區
獅子會更會
舉辦盛大的
東南亞獅子
大會，大會
主席梁家長
前總監，也

香港特別行政區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張建宗GBS, JP

致辭鼓勵獅

出席是晚就職典禮，並監禮移交權槌儀式予總監馮

友幫忙和參

妙雲獅姐，同時見證今屆6位分區主席，18位分域

與這盛會。

主席宣誓就職儀式。張建宗局長在致辭時，讚揚獅
子會“以義務性質推動公益發展，並致力濟弱扶

今年的聯合就職典禮，幸得各位區職員、會長的幫

危，服務社群，是不可多得的民間建設性力量。國

忙及支持，出席人數超過1,300人，場刊的賀稿及

際獅子總會中國港澳三○三區及其屬會現時的服務

廣告與及獎品的贊助俱創佳績，為今個獅子年度作

計劃，內容非常廣泛，包括辦學、青年服務、醫療

一個美好的開始。

2016年9月至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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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十五周年紀念慈善餐舞會暨
第二十六屆董事局就職典禮

二十五周年慈善餐舞會暨第二十六屆董事局就職典禮全體董事局

本

年度新一屆董事局就職典禮已於2016年8月
27日〈星期六〉假座香港洲際酒店圓滿舉

行，當晚有超過500位嘉賓聚首一堂，場面溫馨熱
鬧。籌委會主席呂有琪獅兄對各位出席嘉賓及獅友
致以衷心感謝，中心十分榮幸邀請香港特別行政區
行政長官夫人梁唐青儀女士、署理食物及衞生局局

長陳肇始教授太平紳士、醫院管理局聯網服務總監
張偉麟醫生太平紳士擔任主禮嘉賓及總監馮妙雲獅
姐頒發証書，其他嘉賓包括榮譽顧問立法會醫學界
第26屆董事局就職典禮，由董事局主席何錦程獅兄帶領全體董事
局成員宣誓，並由梁唐青儀女士主持監誓儀式

議員梁家騮醫生、榮譽顧問香港腎科學會主席蔡冠
誠醫生、榮譽顧問瑪嘉烈醫院內科及老人科顧問醫
生唐國隆醫生太平紳士、榮譽顧問香港腎科學會當
然委員馮加信醫生。新任主席何錦程獅兄致詞時提
及第四間洗腎中心已覓得合適的地方，第4間洗腎
中心位於大埔懷仁街29號地舖，服務範圍擴展至新
界北，冀望於本年底能正式投入服務，令社會更多
籌委會主席呂有琪獅兄致歡迎詞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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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2015-2016年度董事局主席戴天為獅兄（右一）
將主席佩帶移交至2016-2017年度董事局主席何錦
程獅兄（左一），由創會主席前總監張新村醫生陪
同主禮嘉賓梁唐青儀女士及陳肇始教授, JP見證
董事局主席何錦程獅兄捐款HK$250,000元作命名洗腎
機一部。左起：張新村醫生、張偉麟醫生、梁唐青儀女
士、何錦程伉儷、陳肇始教授及呂有琪獅兄

當晚亦有多張支票移交，多謝各位獅友、獅子會、善長及基金的信任及支持，合共籌得HK$1,700,000
元。
承各嘉賓摯友及熱心獅友鼎力支持，籌委會成員的精心策劃及周詳安排，當晚籌款活動非常成功，節目
豐富，包括有醒獅點睛、支票移交儀式、拍賣環節、澳門歌手Germano 古卓文先生唱歌表演、林薇醫生
為我們表演西班牙弗拉明戈 (Flamenco Dance)等，著名歌手Mr Anders Nelsson 為我們唱歌籌款等，
令當晚的氣氛熱鬧高漲，節目安排緊湊精彩。

「嶺南畫派」優秀代表畫家林湖奎先生（右二）捐出畫作
《潑彩荷花》畫題：賞荷，由中心總理周海燕獅姐（左一）投得

2016年9月至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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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薇醫生為我們表演西班牙弗拉明Flamenco Dance，
並由Mr Bernard Yim用西班牙結他伴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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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育 Education

2016-2017年度 開學禮

九

月一日，暑熱未散，卻無阻同學回校進行

斯不但能為個人目標而刻苦鍛鍊，在比賽中亦展現

開學禮。在闊別了兩個多月的悠長暑假

出「勝不驕，敗不餒」的運動家風度，勉勵同學要

後，一眾同學又可以共聚校園。在悠揚的琴韻伴奏

向菲比斯學習；在學習的同時，亦應培養良好的品

下，校長及主禮嘉賓步入禮堂，標誌著開學禮正式

格。最後，林校長又以烈火戰車一曲，鼓勵同學應

開始。

學習運動員為目標而努力不懈的精神，希望同學透
過自身的努力從而獲得好成績。

升旗禮及唱校歌後，由崔志仁校監致歡迎詞。他
先多謝國際獅子總會中國港澳303區總監馮妙雲獅

最後，在崔志仁校監頒發各項閃避球獎項後，開學

姐於百忙之中，抽空蒞臨是次的開學禮。崔校監藉

禮正式完結，新學年亦正式開始。

當天的機會，表達了他對同學在品行及成績上的期
望，並同時鼓勵同學應有排除萬難的決心。若有困
難應請教老師，勇於發問，期望同學能達致品學兼
優。而馮妙雲總監致訓詞時，則與同學分享了學習
之道與品格培養，她相信同學只要具備堅毅之心，
以及努力不懈的精神，無論在學業或品行上必然有
所進步。
隨後由林日豐校長致謝詞，林校長藉美國運動員菲
比斯在多屆奧運會勇奪23面金牌的事例，指出菲比

數學科中山、珠海、澳門文化及升學考察團
本校數學科於2016年6月27日至2016年6月30日舉

是次交流團目的，希望學生能認識與香港相鄰的內

辦了為期四天的中山、珠海、澳門文化及升學考察

地城市(珠海、中山)的發展，以及中國另一特區(澳

團，此次交流團由本校12名老師帶領共120名初中

門)的環境，了解三地間的交流。另外亦希望學生

及高中學生參與。

能更了解於內地或澳門的升學情況。因此交流團行
程包括了參觀各地的科研發展中心、文化故
古蹟、以及浸會大學珠海分校及澳門大學，
行程豐富且多元化。
整個交流團中，過程十分順暢，學生亦表現
得踴躍投入，認真學習，相信各同學都獲益
良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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獅子會何德心小學

2016-2017年度開學禮

本

校2016-2017年度開學禮於2016
年9月1日（星期四）在本校禮堂
舉行，承蒙國際獅子總會中國港澳303區
（2016-2017年度）馮妙雲總監蒞臨主
禮，陳立德第一副總監、呂潤棻前總監、
馬鏡澄基金主席、梁麗貞校監、何德心副
校監、羅詠逑副校監、多位校董、獅友襄
禮，令典禮生色不少。
莘莘學子經過一個充實的暑假後再次濟濟
一堂，與各位嘉賓及師長一起迎接新學年
的來臨。莊嚴的國歌奏起，典禮隨即開始。樂聲剛
止，悠揚的校歌繼而響起，之後由梁麗貞校監致歡
迎辭。梁校監感謝各位嘉賓在百忙中撥冗蒞臨，並
歡迎小一新生加入本校。接著由主禮嘉賓馮妙雲總
監致訓辭，馮總監讚揚里約奧運盛事中各健兒的毅
力，講述了烏茲別克體操選手、肯亞標槍選手、美

嘉賓在校本主題「互相鼓勵」的花盆內插上鼓勵語句

總監，陳慧萍校長致謝詞，再帶領一眾嘉賓到台
下就座，欣賞由暑期班歌詠團導師區品賢先生指揮
同學表演貝多芬名曲「快樂頌」。在短短的八節課
中，同學已掌握到一定的歌唱技巧，更以律動及不
同樂器配合演奏。歌聲悠揚，嘉賓與同學們都陶醉
其中。
在一片歡愉的氣氛下，本年度的開學禮圓滿結束，
新一學年的學習生活正式展開。

馮總監與梁校監帶領學生代表在台上朗讀誓詞

國游泳選手參賽背後的故事。他們擁有堅毅不屈的
體育精神，都靠着無比信念排除萬難，勉勵同學成
功需苦幹，要學習別人的長處，改善自己的弱點，
以提升自己的表現，憑藉堅定的意志發揮所長，將
來必定有所成就。
馮妙雲總監致訓辭後，便是新學年開展儀式。同學
們在主禮嘉賓、校監、校董及各位嘉賓的見證下，
進行2016-2017年度宣誓儀式。藉著新學年開始，
由學生代表帶領宣讀誓詞，全體同學就着努力學習、
自律盡責和鼓勵身邊人三方面許下承諾。宣誓後，由
嘉賓在本年度校本輔導主題「互相鼓勵」之花盆內插
上寫有鼓勵語句的花朵，鼓勵同學朝著目標進發。
最後，由梁麗貞校監致送主禮嘉賓紀念品予馮妙雲

上圖：暑期歌詠班同學由區品賢先生帶領，在台上自信地演
出。下圖：眾嘉賓幸得相聚，濟濟一堂合照留念

撰稿：獅小刊物出版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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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獅子會眼庫
香 港 獅 子 會 眼 庫 ， 前 名 為（ 香 港 眼 庫 及 研 究 基 金 ）

於

1962年，由國際獅子總會中國港澳303區獅友及香港眼科學會眼科醫生，共同創辦，為認可慈善
團體，以「助人重見光明」為宗旨。

自去年2015年11月26日舉行成立53周年典禮，獅友加深了對香港獅子會眼庫的認識，熱心的獅友和眼科
醫生們相繼加入眼庫，為香港患有眼疾的市民服務，也令眼庫提升不少力量。

香港獅子會眼庫和香港眼科學會合辦
“不一樣”的兒童驗眼服務
由錦繡獅子會，新界西獅子會協辦，非常榮幸
邀請到高永文局長，前國際會長譚榮根博士出
席主禮，將於2016年10月9日，在獅子會何德
心小學舉行。

這次為200位小學同學們驗眼、不單止希望眼
病向淺中醫，亦希望同學們明白，心眼的健康
也同樣重要。同學們對正能量的追尋，是本次

高主席，胡會長主持會議

活動的其中一重點。我們非常高興邀請到三位嘉賓：

1. 溫思聰先生（Magic Wilson, 2014年香港精神大使得獎人）及其「香港愛心魔法團」前來表演。
2. 林曉鋒博士（2015年度香港十大傑出青年得獎人）。
3. 張寶雯老師（2013年度香港十大傑出青年得獎人）。

非常高興邀請到３位主講嘉賓，温思聰，張寶雯，林曉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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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主席召開“不一樣的兒童驗眼服務 ”工作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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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3區康樂及體育活動 國術組
國際青年交流營，交流生學習中國功夫

舞龍後大合照

國術委員會主席黃世洪、前總監高敏華獅姐、
交流營副主席吳杏楨獅姐與交流生大合照

國

先學敬禮

丁字步

際獅子總會青年交流營每年提供機會，給

會及康文署合辦的，香港旅遊發展局支持推廣，每

年青人在其他國家生活，讓年青人在另一

逢星期日由不同門派的武館表演龍獅及中國功夫，

個文化中，體驗生活、擴闊視野。

這正好讓交流生認識和體驗中國功夫。

303區於2016年7月15日至8月3日接待來自16個國

交流生觀看精彩的舞龍及功夫太極拳表演後，最後

家，20名16至23歲的年青人。他們來自德國、法

師傅教授他們北少林門的少林拳，開式敬禮，基本

國、丹麥、意大利、愛爾蘭、荷蘭、瑞士...等

功，馬步，冲拳等，顧式太極拳的太極起式，坐盤
抱球，攬雀尾...

於7月31日，303區國術組和交流營副主席聯同青
獅們，帶領22位交流生連同2位香港學生，出席功

雖然烈日當空，炎熱的天氣下，交流生都非常投入

夫閣，讓交流生體驗中國文化...舞龍及中國功夫。

及認真學習，相信他們已學了一招半式，祈望他們
學會尊師重道，謙恭有禮，崇尚武德的精神。

功夫閣是在九龍公園內，是由香港中國國術龍獅總
2016年9月至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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獅子會訪談錄 ( 二 十 五 ) 港
 島獅子會
港島獅子會頭上的三顆閃亮明珠:
1、 全力參與贊助全港青年學藝比賽;
2、 成立社會服務基金，凡入會會員捐獻一萬元，至今基金累積過百萬元;
3、 每年八月舉行會務研討會，使會員對獅子會基本要義和運作更透徹暸解。
港島獅子會在1980年3月26日成立
採訪人物：黎曦、黃國基、林靄嫻
採訪紀錄：馬祥發 (香港北區獅子會創會會長)
日
期：2016年8月25日
地
點：黎獅兄辦公室
(1) 請問各位主要工作是從事什麼行業？
黎： 我主要從事鋁質門窗材料工程和地產投資。
黃： 我在1990年7月獲得律師執業資格，並在該年9月
加入本會。
林： 我參與家族工作，從事紙品製造。
(2) 幾位何時加入港島獅子會，由誰介紹？
黎： 我是本會創會會員，當時由何榮高前總監與我一
起由北九龍獅子會轉過來的。我曾在1978-79年
度擔任北九龍會長。
黃： 我是鄒燦林前會長(1984-85)介紹入會。
林： 我在2011年，曾加入荃灣獅子會一段短時間，後
轉來本會。
(3) 何時成為會長，任內有何值得一談？
黎： 在1981-82年度，成為會長。那時，本會開始贊
助並與民政事務總署合辦全港青年學藝比賽(首屆
在1975年舉行)。此比賽目的是提高青年學生對中
國文化藝術之認識和修養。比賽分小學及中學組
公開組和傷健組。由初期之書法、繪畫、演講、
寫作、翻譯而發展至18項。我擔任主委，一做
七年。而本會何榮高是該組織之永遠榮譽會長暨
贊助人。本會多位獅友也出任不同職務，作出貢
獻。
另外，當年本會在觀塘區，創立診所，為當地居
民，作簡單治療，嚴重者轉介政府醫院。在八十
年代中，由於場地和醫務人員難以安排，被迫終
止。
黃： 我在1998-99年度成為會長，最值得記憶是楊孫
西前會長(1986-87) 在1988年12月21日提倡成
立的本會服務基金。成立時，規定每位會員要捐
獻一萬元，成為基礎本金。日後新會員加入，規
定要捐這一萬元。所以至今，本會服務本金，在
每年度支付常規服務項目，例如學藝、長者服務
外，已累積過百萬元了。楊獅兄這一設計，令本
會服務資源長期充沛。
林： 我 在 2 0 1 3 - 1 4 年 度 ， 成 為 會 長 。 任 內 有 三 樣 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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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可以談談。我在該年度，出任學藝中文寫作
比賽的主委。使我對本港青年人的中文教育和
水準，更為暸解，另外組織了一次會員探訪粉嶺
寶靜安老院的長者，我們贈送生活用品，安排表
演，與長者交談，聽聽他們心中的感受，令長者
感到一絲暖意和關懷。還有在2014年5月在港島
灣仔修頓球場，本會招待五百位長者。為他們作
健康檢查，又安排歌舞表演和派送禮品。
(4) 除會長外，在會內還擔任過什麼其他職位，值得回
味分享？
黎： 在 會 內 做 過 小 組 主 席 、 理 事 、 義 務 秘 書 和 副 會
長。在八十年代，我出任過區會環保委員會主
席。
黃：	在會內，做過總務、糾察、義務司庫、副會長，
也做過數屆本會青獅指導。
在區會，我在2000-01年度做過分域主席，其後
數度擔任區會的法律顧問。也在2005-08年度做
過MERL Team的會籍組工作 (M：Membership
會籍；E：Extension會員拓展; R：Retention保
留; L：Leadership領導才能)。
林：	我 在會 內做過理事 ，副會長。 在區會做過 2 0 1 4 15的分域主席。2015-16則擔任第一分區主席與
屬下分會，籌辦過「青少年創管人生大作戰」，
這個活動是由303區會，城市青年商會主辦，香港
教育工作者聯合會，香港教育學院協辦。為多間
學校學生舉辦一系列活動來提醒年輕人，及早規
劃人生方向，創管未來。
(5) 貴會自創會以來，有何特別事跡或服務可以分享？
黎：	首 先當然是自創會時已贊助的學藝，至今本會仍
然每年參與。而在1997年，本會在馬健雲前會長
(1997-98)時開始，舉行每年一度的會務研討會。
內容主要在檢討本會過往會務得失，也討論獅子
會的制度、禮規，和提升領導能力等議題，供新
一屆班子參考，研討會每年都在七月於外地召
開，多數會員出席。
黃：	我 補充本會的研討會。大會主席是由當屆第一副
會長出任，目的是讓他吸收經驗，聽取會員心
聲，以作日後接任張本。會議期間，會員都以平等
身份發言，直訴心聲，提出建議。另外呂潤棻前總
監(2006-07)很支持這個活動，多年來常常講解獅
子會宗旨、憲章，也會邀請專家學者作專題演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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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會長任內，曾將全體會員分成四組，每星期
日，探訪黃大仙區的竹園村二百多位獨居老人，
派糧食和日用品外，也和他們親切交談，效果相
當好。
林：	去 年由張國強第一副會長主持的烏溪沙大露營，
安排了1000位青少年參加，使他們體驗集體生
活，擴大日後交誼圈子。這麼大規模的服務，所
費人力、物力不菲，但的確值得。
(6) 貴會有哪些會員令你難忘，值得介紹？
黎：	本 會的創會會員張楚庭獅兄，為人豪爽正直，事
事以會為重，令人敬重。何榮高前總監，不論對人
對事都不偏不倚，認真不苟。是本會中流砥柱。
黃：	霍君榮前總監(1995-96)，性格溫和，平易近人，
每個人都樂意與他親近。在卸任總監後，他對區
會託付的工作，全力投入。他是一位美國前總統
卡達式的人物，落任比在任表現更好。馬獅兄，
記得你在《獅子會新論》中也特別為霍總監寫過
一篇思念文章。其中所述，至今我猶歷歷在腦海
中。
林：	陳 延邦會長，引介我加入本會，也指導了許多會
務的工作方法。最高心法就是要謙虛、與人為
善。與我的性格也配合，所以我的會長和區職員
工作，大致順利。近年，他又一口氣介紹十多位
獅友加入本會，令本會實力更進一步。
黎曦前會長，他作為資深會員，十分愛惜本會，
他很少缺席本會活動，又樂意教導新獅友，使他
們更暸解本會的傳統。這種對獅子會多年不變的
奉獻，是本會好榜樣。
(7) 有哪些友會會員令你們印象深刻？
黎：	城 市獅子會的羅世傑獅兄，多年來為獅子會做了
許多實事，除任區職員外，他又做過數屆區會國
際年會主席，獅聲主席。為人和譪可親，但在大
關大節上，黑白是非分明，令人佩服。
另外是馬祥發獅兄你，你多年來寫的獅子會文
章，令大家更暸解獅子會。前兩年你擔任終生會
員的工作，例如舉辦春節茶話會，在2014-15年
度，與寗德臻前總監歷史性首次頒發35年獅齡的
終生會員終生成就獎，並將全體芳名刻在區會大
廳，令前輩獅友老懷安慰，覺得區會重視他們。
黃：	馬 獅兄，你多年來寫的文章，對區會和獅友產生
正面積極作用。你創立的北區獅子會，素來以正
派守法贏得全區尊重。而這兩年，我也是終生委
員會一員，發現你知人善任，辦事計劃周詳，執
行時條理分明，實在令與你共事者折服。
馬：	多 謝兩位對我誇獎。其實要歸功於貴會何榮高前
總監。他是我們北區創會指導獅兄，那年，無論
我們開例會，理事會，他逢會必到，有時因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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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事項，到午夜才散會，他也奉陪到底。我們
有何問題，他必定詳盡解答，所以，本人衷心感
謝何總監栽培的大恩大德。
林：	我 相處過的會內外獅友，都很熱誠，有見地，有
責任心，這種氣質，令我深信，303區獅運必長期
昌盛不衰。
(8) 加入獅子會這麼多年，何以仍選擇留下？
黎：	獅 子會乃國際服務社團，目標光明正大。多年聲
譽，深入民間。對會員認識人生，認識朋友，都
非常有用，我願意在這個組織終老。
馬：	在 2013-14年度的終生會員茶話會上，黎獅兄曾
淡淡說過，你百年後，要家人在你身上蓋上獅子
旗，當場贏得滿堂掌聲，你對獅子會的忠誠，令
人敬服。
黃：	獅 子會的組織能力，職位架構，會議禮規，都不
是可從一般社團中學得到。另外服務社會上有需
要人士，可與各種不同工作的獅友並肩工作，使
我感到人間的溫情和暖意，所以我甘心情願留在
本會。
林：	在 獅子會，會認識許多志同道合的朋友，大家携
手做服務，常常碰面，有共同話題，實在充滿樂
趣。
(9) 對貴會現況有何意見，對新一輩獅友有何期望？
黎：	本 會創會至今已卅多年，總有波動起落。現在正
臨現新舊交替處境。但祇要認定獅子會，服務社
會和培養領袖的核心意義，我們老的願意帶新
的，希望新的也積極用心，將本會優良傳統傳承
下去。
黃：	最 近數年，我們開始加入女性會員，希望能夠結
合成莊柔並重的軟硬實力，使本會更光更亮。
林：	我 認為本會新舊獅友要同心同德，尊重傳統和前
輩之餘，也要努力創新，追上時代需要。
(10) 對港澳303區獅運向前發展，有何高見？
黎：	我 年紀已大，祇求在獅子會中得到生榮死哀的結
局。希望303區繼續健康發展。有些項目就讓分會
去做。正所謂有所為，更應有所不為。
黃：	分 會強，區會自然強。近年引入多個新會，會員
突破2,000人。固然人數多了，但新會員對獅子會
認識反而不足，會令整體質素下降，所以區會應
謹慎批核新會。
林：	近 年區會的正副總監競選費用太龐大，過於勞民
傷財。希望競選人和全體會員三思。
另外，區職員多由會長提升，會長質素影響區職
員表現。祇有在分會內按部就班，累積經驗心得
才可成為合格的正副會長，才有望成為合格區職
員，才得以選出理想的區領導。

2016年9月至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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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BBLES》
Lions' Joint Charity Ball ( April, 1973 )
獅子會聯合慈善餐舞會(1973年4月)
(原載<<PEBBLES>>第67-68頁,作者潘光迥前國際理事)

1

973年的慈善餐舞會和籌款運動，終於圓滿落
幕。廣告各方本年度所作最龐大的動員。我們
要向參與此隆重活動的獅友祝賀致謝。感謝餐舞會主
席之餘，更應讓他轉達，向全體籌備委員會暨附屬小
組 (Sub-Committee) 的成員，又創另一佳績的敬意。
獅友們素來對這個頗具歷史成就的每年盛事，感到
萬分自豪。多年來，大家都謹慎沿用這種穩重可靠
的方式。許多香港民間團體很羨慕我們的成績。但
是我們也面臨財政預算與目標正不斷持續增加的重
壓。無論怎樣殫精竭慮，都難免出現飽和點。我們
唯有按比例，相應地去增加人力物力，來解決問
題。最重要者，祇有我們自己，才可以決定如何向
前發展，知所堅持，確立全新價值觀，釐定目標，
繼而鼓勵推動。獅友們須認清福利事業的潮流趨

向，對服務項目的先後取捨。種種情況，要心中有
數。籌募金錢固非易事，適當分配，用得其所，更
是知易行難。受授高明，物有所值的概念理想，一
旦有所閃失削弱，也就是說，得來不易的捐款，竟
然浪費在價值不高的項目上。這樣一來，獅子會執
社會服務牛耳的美譽，勢難名副其實。我們最終可
能淪為乞求者，竟任人施捨。要使扶助顯得堂皇可
貴，不外瞭解需要者所需，明白雪中送炭的要訣。
因此祇有謹小慎微，精打細算，才配保管善用這些
珍貴捐款。

我 們要提高警惕，為求大眾認同獅子會值得信賴託
付，必須證明我們擁有無可置疑的真本事。成立社
會服務基金誠然不易。要明智善用所籌資金，確是
難上加難！
香港北區獅子會創會會長
馬祥發敬譯

《PEBBLES》
Lions Older And Bolder
獅子會會員必須老而彌勇
(1969年11月, 國際獅子總會303區成立十周年)
(原載”PEBBLES”第36-41頁,作者潘光迥前國際理事)

十

年前，即1960-61年度，國際總會批准303
區成立為暫准區，任命阮潤桓為首任總監。
那時，共有三個分會，會員總數不足160人。十年
後的今天，潘約翰已是第十位總監，我們擁有10個
分會，會員超過500人。
假如和日本獅友的增長率相比，明顯並不出色。
但任何增長，也須考慮當地情況和變遷。這樣說
來，我們或者可以稍為自豪無愧地作些回顧。香港
獅友的增長實情，和我們的工業和繁榮景況，顯然
同步。換句話說，我們的前輩和開創獅友，都做到
不遺餘力，與時並進。我們的穩定成長，可從當初
開辦時，難以避免的空白階段得見，因為從第一個
獅子會，即現時的主會獅子會，用了整整三年，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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龍獅子會才誕生。在1960年，半島會加入這個家
族。由那時開始，差不多每年都增加一個新會。
平 心而論，獅子會的組織和活動方式，令香港能夠
見識一個服務社團的應有樣貌。此前，從未有過提
供會籍和參與實踐的社團，可以如此民主，友善和
國際化。時至今天，獅友在一切獅子會工作上，完
全同心協力。又是社會上最大的慈善捐獻者。他們
在香港服務團體中，組成最大的團契。從發起的多
種破紀錄，創歷史的社區服務計劃，他們的優越表
現，贏得公認。
我 想提提幾項303區足以自豪而重要的表現。重溫
舊事，十分必要，因為並非自我炫耀，而是提醒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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勵今天的獅友，他們的先輩曾經寫下的光輝篇章，
他們應該珍之重之地把這些富有意義的工作傳承下
去。
1. 青 年 至 上 – 早 在 1 9 5 6 年 ， 獅 子 會 首 個 服 務 項
目，就是位於船灣的國際青年營。每年有5,000
位生活環境欠佳的青年，在此享受一些靜修和
康樂活動。香港中華基督教青年會(Chinese
YMCA)也參與開發。並且負責營地的日常管理
和操作。在當時，這是一項前所未有的新構思，
我們一些資深老會員，可能仍然記得當年費時多
月，徒步翻山越嶺，尋找合適地點。有會員免費
為地盤和整項工程，設計繪圖，而且捐出初步
建築費逾150,000元。當日，這是一筆不少的金
錢。由這時開始，獅子會捐助遊樂場，圖書館，
青年交流(Youth Exchange)，本地和海外獎學
金。我特別想提及在獅子山的獅子亭。為數以千
計的青少年在那裡建造了一個公園和遊樂場，童
軍也可在此露營。
2. 首個在東南亞成立之眼庫 – 在1962年，獅子會
聯同香港眼科學會，成立了東南亞地區，首個
眼庫暨研究基金。直到今天，經費已達110,000
元，這代表獅子會仍承擔整體財政支出。眼庫
能夠操作，純因為管理人員和技術專家的良好
合作。期間，有許多有心的眼科醫生提供免費醫
療。在1968年，這些醫生成立了一個全新醫療
輔助計劃。凡眼角膜模糊，導致可能失明，而仍
有機會復明的患者，都得到全部醫療費用補貼。
下一年(1969年)，這項計劃由九龍會和台北市南
區獅子會(Taipei Downtown Lions Club)合贈
6,000元，作為聯合服務項目。自此該項目命名
為九龍和台北市南區獅子會醫療輔助計劃。在東
南亞地區，這項眼庫計劃的成績和表現，無出其
右。本區十個獅子會中，有七個分會代表，和當
屆區總監，聯同兩位獅子會常任代表，擔任眼庫
的董事會成員。
3. 兒 童 福 利 – 位 於 九 龍 城 的 獅 子 會 政 府 母 嬰 健
康院，是獅子會在該方面的首個項目，共投入
7 0 0, 0 0 0 元 。 在1 9 6 6 年完 成 建 設 。 可 以稱 得 上
是一個服務社團從未肩負過的巨型項目。還不止
此。在1967年，獅子會捐出400,000元，給予大
口環弱能兒童護助會(現稱根德公爵夫人兒童醫
院)。最近又答應資助200,000元，資助獅子會
晨崗學校(現位於跑馬地藍塘道159號)的智障兒
童。
相對於區會和分會所捐助之漫長清單。上述幾項
列舉，可能掛一漏萬。下面這些事蹟，都可自我
說明，也不言而喻。針對這方面，我們重點舉出
數個獅子會家族的優良傳統做法。
(1) 團結一致的陣營 – 由早年開始，已有共識，
即香港獅子會服務應分為兩個層次：中央與
分會項目。很自然地，需要較大集體力量者
歸區會，而需較少財力之項目，由個別分會
承擔，即已足夠。這種明智劃分，使獅子會
有一個明確的公眾形象。在公眾眼中，不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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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會，任何分會，都是一個完整團體，祇有
一個目標。像每年舉行的獅子會聯合籌款運
動，現在已廣具知名度。而分會項目所需財
力，則基本上由分會和會員自行籌募。
(2) 領 導 才 能 訓 練 – 分 會 組 織 架 構 與 日 常 運
作，已含有或代表領導才能之培訓和推動獅
運之精神。在分會活動中，每一位會員對獅
子會目標，會友之間的責任和義務，都時刻
觸及。獅子會力量乃藏在執行會務之過程，
這種過程足以培養和發展領導才能。區會的
責任乃在提倡全面的常設培訓課程。這就是
現在每年都舉辦的“獅子會領導才能論壇”
。在這裡，分會候任職員與區內資深會員，
共聚一堂，研討獅子會管理工作的原則和運
作。
(3) 社會服務精神 – 如果說獅子會這機構是一塊
布料，那應該是由會員的友誼編織合成。同
樣，服務精神也可凝結成為友誼。當然高呼
口號，不足成事。必須實事求是地付出時間
和努力，才是可行之道。
		 一 旦 成 為 獅 子 會 會 員 ， 是 否 得 到 認 同 和 尊
重。完全由他投入的服務質量來評估考慮。
除了有能力尋找服務項目，製定執行步驟也
十分重要。我們很幸運在獅運開展之際，已
擁有這種重要思維。感謝歷任總監的英明領
導，使今天本區的服務精神，仍然朝氣勃
勃，就像當初在1960-61年度，成立本區時
一模一樣。
		 回顧過去十年的區務工作，我們應該感到欣
慰高興，因為我們的集體團結力量仍能夠
保持。我們已找到更有效方法，協助不幸人
士獲得希望和快樂。獅子會之道就是不斷服
務，不斷付出。讓我們繼續嘗試博愛友善的
做法，因為這是理所當然，切實可行，既有
前瞻，亦復影響深遠。基於共同利益和理
解，我們必須結合成一大群，足以緊密合作
的團隊，才可能成功。區會責任，就是協助
和整合每一分會，提高改善其個體靈活之優
點和效率。
		 區會必須團結、鞏固，發揮影響力，使分會
得以創新進步。
在停筆前，我想列出在1965年所寫的一段話。當
時是在香港舉行的第四屆東南亞獅子大會﹐也是前
所未有的最成功的地區國際會議。作為會議主席，
我曾這樣說過：「在目前這個偉大時刻，地球正敲
響月球與火星的大門之際，我期望各位獅友堅定心
志，放開懷抱。若然缺少這種志氣、胸襟，也就是
等於沒有精良武器，在面臨不斷發生，從未經歷的
事物時，我們恐怕準備不足，難堪重任。」
獅子會員是開發者和拓荒者，對於事物變化的基本
原因必定有所領會理解，日後的獅子會會員和其領
袖，對這個機構所不斷發生，而無可避免的內外變
遷，務必時刻關注，謹小慎微。
2016年9月至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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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樹 人 ， 千 秋 功 業

育

才重教乃強國富民之本，本着這一信念，本會創會不久便立下了「在全國每一個省捐建一所學
校」的宏願。值此即將踏入創會四十周年之際，最後一個省的學校終於屹立在祖國的最南方－海

南島土地上，它意味着本會勝利完成光榮的歷史使命，並邁入一個嶄新的里程碑。

憶往事，總有一刻過往的瞬間，讓我們再次駐足；總有一些揪心的感動，讓我們禁不住回望和銘
記。曾記否，那座山上的學校紅旗招展鑼鼓喧天？曾記否，那些山村學童純真的笑臉？曾記否，那些老
師和家長溢於言表的激情？那些年，我們風雨同路，一起走遍祖國大江南北，一起涉足各省的窮鄉僻
壤，也曾一起翻山越嶺，去探訪捐建的學校，連偏遠的新疆和西藏，都留下我們的足跡。

十年樹木，百年樹人。作育英才乃千秋功業，任重而道遠。當今的香港，不管是社會或學校，教育
出了大問題。君不見一些年青人，連基本誠敬的態度都不懂，目無師長。學生關心政治無可厚非，但學
校終究是求學深造的聖地，不是政治的鬥獸場，若把過多精力投入政治爭拗，甚至熱衷於街頭鬥爭，不
僅是本末倒置，也是浪費納稅人的血汗錢，有違社會期待。

香港盛衰，你我責無旁貸。如今的香港，黑白顛倒，世風日下，動感之都已淪為動亂之都。渴望社
會安定，經濟繁榮的香港人，是時候改變了。不在沉默中爆發，便在沉默中滅亡。

香港是法制社會，法制是香港人的核心價值，執法部門對恣意違法亂紀者，理應施以重典。該判不
判，必受其亂。

只有受過屈辱的民族，才明白尊嚴的含義，九七回歸是中國人經過多年艱苦奮鬥贏得的尊嚴。請記
住：香港是中國人永遠的疆土。「子不教，父之過」，這是國民教育必修課。

各省學校贈送的錦旗陳列在會址的櫥窗內，見證着本會「在全國每一個省捐建一間學校」的偉大歷
程，同時也承載着國內貧窮地區萬千學童對未來的希望。三十載廣栽桃李，而今碩果滿園，盡顯鍥而不
捨的獅子精神。

勇於挑戰和創新，是本會的靈魂，是再創輝煌的保證，我們將一如既往，高舉『我們服務』的旗
幟，服務社會各領域，並繼續對香港和國內的教育事業以及香港的繁榮穩定作出應有的貢獻。
香港新界獅子會
前會長陳向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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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會
香港 獅Hong子 會Kong
(Host)

會長
何健成

Editor
Robyn Searl

Club Officer Training

IPP

Patrick Chan , President Pitta Ho , Lion Patrick Li and
Danny Li attended the club officer training at the Lions
District Club Officers school in Macau on the 9th and 10th July.

International President Dinner
International President
Chancellor Robert Corlew
and his wife Lady Lion Dianne
Corlew were guests of Honour
at a dinner at the Cordis
Hotel on 12th July 2016. Past
President Lion Patrick Chan

was the master of ceremonies
for entertainment and Lion
Danny Li and Lion Robyn Searl
also attended. Lion Robyn
Searl was acknowledged for
contributing to be the Second
Century Ambassador.

IP Corlew outlined his theme
of More Mountains to Climb,
acknowledging the celebration
of the first 100 years but also
asking Lions to look outward
a n d f i n d n e w p ro j e c t s n o t
previously considered.

Zone 1 Chairman Visit
Z1 Chairman IPP Lion Patrick
Chan made an official visit
during the Regular meeting on
28th July. He presented Zone

1 activities which would need
s u p p o r t f ro m a l l m e m b e r s
during the coming year. At the
same meeting Leo President

Tiffany Wu outlined the Leo
(Host) Club activities and
budget for the coming year.

District 303 Joint Installation
Eleven members were able to attend the
Joint Installation at the Grand Ballroom
HKCEC on 6th August 2016. President
Pitta Ho invited two friends as an
introduction to Lions club.

Leo District Joint Installation
Lion David Young, Lion Julia Shaw, Lion Patrick Li, Lion Vincent Chan and Lion Robyn Searl were able to
attend the Leo District Joint Installation at the HKCEC on 21st August. The Leo Hong Kong (Host) Club
had a very successful 2015-16 year and it was with pride that our members could attend to see the awards
presented. We extended our sincere appreciation to them for all their hard work.
The Leo (Host) Club and members received the following awards
1. Best Leo Club Award - 2nd runner-up
2. Best Leo Award - Leo Timothy Chan
3. Best Leo President Award - Leo Aries Chow
4. Most Famous Leo President Award - Leo Aries Chow
5. Excellent Leo Club Award
6. Best Leo District Committee Award – with Leo Kylie Law as chairperson of this committ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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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會
九龍 獅Kowloon

L

ions Club of Kowloon is
looking forward to a fruitful
Lionistic year full of services
and fundraising events.

會長
鄧忠華

service project organized by
Clubs from Singapore, Malaysia,
and Guangdong. The trip was

a memorable event bringing
together joy and laughter
among the sister clubs.

Three of our members, Lion
Thomas, Lion Erica, and Lion
Douglas travelled to Shunde on
July 16th and 17th. On behalf
of Lions Club of Kowloon, they
attended the Guangdong DeAi
Lions Club 2016 – 2017 Charity
Night and Handover Ceremony
and participated in a joint
Members of our club gathered together to attend the District Joint Installation on August 6, 2016 at the Hong
Kong Convention and Exhibition Center. On this special occasion, members had the opportunity to meet with
the new District Governor and her cabinet, and fellow Lions from other Lions Clubs.
The newly appointed officers of Lions Club of
Kowloon are as follows:
President:
Lion Alan Tang
IPP:
Lion Thomas Lai
1st VP:
Lion Erica Cheung
2nd VP:	Lion Louisa Lam
3rd VP:	Lion Douglas Wong
Hon. Sec:
Lion Amber Fung
Hon. Treasurer: Lion Terence Fan
Tail Twister:
Lion Helmut Unkel
Lion Tamer:
Lion John Shu
Members participated in
a c h a r i t y m o v i e s c re e n i n g
event organized by Leo Club
of Kowloon on August 6,
2016 at the Open University
Jubilee Theatre. The event
allowed physically handicapped

individuals as well as children
from underprivileged families
to enjoy the movie in a private
and comfortable environment.
Gifts were handed out to each
participant and performances
by local singers concluded the

meaningful afternoon.
The Joint Installation for Leo
Clubs was held on August
21, 2016 at the Hong Kong
Convention and Exhibition
Center. Leo Advisor Lion Erica,
2nd Vice President Lion Louisa,
and Hon. Secretary Lion Amber
attended the event to show
our support. Congratulations
to the Leo Club of Kowloon for
achieving the Best Leo Club
Award.

2016年9月至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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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會
香港半島 獅Peninsula

會長
溫錦泰

資訊委員
蔡百泰

聯誼活動資訊一

本

會會長溫錦泰獅兄連
同第二分域主席丘文
興獅兄帶領半島獅子會八位獅
兄，包括第一副會長鄭嘉源獅
兄、第三副會長巫春華獅兄、
義務秘書周健忠獅兄、義務司

庫陳慶添獅兄、前會長許永渡
獅兄、前會長麥詠光獅兄、前
會長張偉良獅兄和前會長洪响
堂獅兄前往香港北角寶馬山樹
仁大學探訪香港半島獅子會創
會會員胡鴻烈獅兄。一眾獅兄
齊集樹仁大學後，一同前往校
內宿舍與前會長胡鴻烈獅兄會
面，眾獅兄與胡前會長分享本
會近年來的會務和服務事項，
胡前會長面帶笑容並不時招待
獅兄們享用茶點，會長溫錦泰
獅兄更於席間代表國際獅子總
會中國港澳303區頒發終身成

就獎和本會致送的終生會員紀
念品予前會長胡鴻烈獅兄。
及後，前會長許永渡獅兄帶領
一眾獅兄前往參觀樹仁大學即
將落成的新校舍，工程之精闢
令一眾獅兄大開眼界。

參加九龍塘獅子會40周年慈善晚宴暨職員就職典禮
九龍塘獅子會是源於半島獅子
會已故獅友郭雅洪獅兄所創，
成立於1976年2月19日，迄
今已達40年之久。2016年9
月2日九龍塘獅子會假九龍尖
沙咀彌敦道金域假日酒店地庫

宴會廳舉行40周年慈善晚宴
暨2016-2017年度職員就職典
禮。半島獅子會乃九龍塘獅子
會之母會，有見及此，半島獅
子會特認購一席及刊登廣告一
頁以示支持，洪响堂前會長為

表支持亦贊助禮品一份予九龍
塘獅子會。當天除了303區總
監蒞臨主禮外，亦有不少當屆
區職員、多位各屬會上屆和現
屆會長出席參加，場面衣香鬢
影，熱鬧非常。

七月份例會
2016年7月14日(星期四)本會舉行了七月份例會，席間上屆會長梁耀宗獅兄將會長帶移交給新任會長溫錦
泰獅兄，溫錦泰會長即執行會長主持例會，並在席上頒發職員襟章予所有內閣成員，及頒發出任證書給
各小組主席。

八月份例會
2016年8月25日(星期四)本會舉行了八月份例會，席上會長溫錦泰獅兄代表上屆會長梁耀宗獅兄頒發紀念
品給2015-2016年度義務秘書陳慶添獅兄和義務秘書張正平獅兄；更代表上屆會長梁耀宗獅兄頒發20152016年度全勤獎予各位得獎獅兄。

三○三區會2016-2017年區職員暨屬會職員聯合就職典禮
國際獅子總會中國港澳三○三區2016-2017
年度區職員暨屬會職員聯合就職典禮於
2016年8月6日假香港灣仔會議展覽中心新
翼舉行。今年除了本會2016-2017年度聯合
就職典禮外，更高興的是本會前會長丘文興
獅兄被303區總監委任為第二分域主席，本
會一眾獅兄向丘文興前會長致衷心的祝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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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會
香港域多利 獅Victoria
Hong Kong

會長
石家璐

J

uly 3rd – Veronica Cheung, Director of
Fullyace Ltd and Director of Wing On
Jewelry, gave us a presentation on Food
Waste Management. She introduced to
us the process of using probiotics, heat
and ventilation, to turn food waste into
compost to be used as fertilizers. The
machine that works this magic would
be promoted to social enterprises,
government and private organizations.
August 10th – Lucia Po, Training
Manager of Hong Kong St.
John Ambulance, gave us a
presentation on CPAAED (心肺復
甦及去顫法). Lucia explained to
us the importance of immediate

Left: PDG Yun with guest speaker Veronica. Right: President Louis, guest
speaker Lucia, Lions and 303 District guests.

attention when the heart is faced
with sudden complications.
Preventive measures would
always be the most important
and a healthy lifestyle would be
advised.
July 15 – We joined Heep Hong
Society Alice Louey Centre at
their graduation ceremony for
kids with special needs. After
receiving specific training from
the Centre, they will move to
mainstream or special schools.

It was a joyful event with
musical drama performance by
students and a parents sharing
s e s s i o n . We s h o u l d t r e a t
children with special needs just
like any other children because
everybody would serve a
purpose and, with their unique
skills, contribute to the world.
Their extra sensitivity would
serve as a reminder to us, the
current and previous waves,
for we might have become less
sensitive.

Lions Loretta receiving gift from Heep Hong

Leo Club - We would like to take
this opportunity and introduce
this year’s Leo President, 任博
輝 (“輝仔”). In 2011, our Leos
created a successful ongoing
event “EYETOPIA” with the
theme, “The World of Visually
Impaired Persons” photo
competition. 輝仔 had partaken
the event with a visually-abled
friend, 梁紹南, and with their
four photos “擠擁中的休憩”,
won the competition. In his own
words, his feeling towards the
award were: “在最擁擠的時候，
想發呆想懷舊，探索被遺忘的傳
統氣息，尋找美麗淳樸的原始細
節。讓人產生彷若隔世的感覺。
將外面的喧囂擋得乾乾淨淨。那

感覺是超爽。彷若坐在露台上，
一杯茶一本書，聽著人潮海浪
聲，是莫大的享受。” From that
time on, 輝仔 had continued to
participate in Leo services and
activities. Further, he became
a Leo member and might even
be the first visually impaired
person to have joined 303
District. This year, he became
a Leo President. Though vision
had been a focus for our Lions
Club, not many understand how
vision should work. As a person
is part of a culture, and a culture
is cultivated by the many, we
should always inquire from
within, re-cultivate ourselves
and correct our vision.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ourselves
would make us better leaders.
Sometimes it might require
those who do not see with eyes,
but with their hearts, to guide us
and improve our vision. We are
glad to have 輝仔 in the club,
with his honest opinions, we
learn to refine our service to the
community.

任博輝 and Leos

2016年9月至10月

31

子會
香港香島 獅Bayview

會長
何潔芝

資訊委員
陳巧莉

香島獅子會與姊妹會廣東金獅服務隊聯誼活動

於

8月18-19日香島獅友

子活動，這次活動也是我倆於

應姊妹會廣東金獅服

6月17日結盟後第一次聯誼活

務隊邀請，參加了他們2016-

動。十多位獅友與家屬於18日

2017年度第一次會員大會暨親

早上浩浩蕩蕩前往深圳集合，
晚上大會舉行篝火晚會，
當中的親子活動，獅友們
都帶同家屬上台表演，親
情表露無遺，場面溫馨洋
溢。大家經過這兩天的聯
誼活動，兩會獅友的情誼
更邁進一步。

獅友聯誼活動
於8月23日下午，我們8位獅友

紀念醫院」於2014年建成，每

拜訪了香島獅子會創會會董張

天服務約250-

煊昌博士。他多年來對本會默

300人次，提供

默支持，無私的貢獻，令我們

周邊4.3萬居民

獅友萬分敬重。今年3月他慷

優質的醫療服

慨捐贈人民幣250,000元成就

務。當天張會董

了「香港香島金禧紀念醫院」

與眾獅友暢談香

二周年紀念，捐贈救護車造福

島往事，更給予

人群的善舉。「香港香島金禧

我們很多寶貴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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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令獅友獲益良多。

子會
香港青山 獅Castle
Peak Hong Kong

第六分域主席鄭家麒獅兄訪問本會

第

六分域主席鄭家麒獅兄在例會上讚揚香港青山獅子會在過去52年為社區作出無數的服務，當中地標
亦有多個，十分難得，現存有7個地標，可供303區地標及特別出版委員會參考。

鄭獅兄強調本年度總監口號為「堅信共融、邁向高峯」，希望屬會多做不同範疇的服務。
今年區會的重點服務，由六個分區主席分別領導，計有：
第一分區：精彩看人生的視力普查，專注於有關白內障，黃斑點病的服務。
第二分區：童軍服務集中清潔郊野環境及培訓100位訓練員。
第三分區：青少年人生之旅，街舞比賽有關禁毒方面。
第四分區：饑餓，對象隱蔽青年，關懷及與青年增加溝通之道。
第五分區：12月份舉行傷健同行二人三足比賽，明年 1月在澳門舉行。
第六分區：11月份舉行服式文化慈善花生 Show。
303區會將會舉行十大服務選舉，選出全港各慈善團體
最大型之服務項目。
此外，在10月中與籃球總會合辦百周年三人籃球賽，
邀請全港學生參加，名為獅子會百周年籃球賽，並選出
最佳隊，將代表香港出賽。另一項壯舉名為獅子會長跑
馬拉松，有一名長跑好手從北京跑到香港，每日不停地
跑，大約需時50天，主要為籌款興建一個獅子會青少
年服務中心，預計需要三千萬港元建築費。

會訊
(一) 本會於7月4日例會中，何
瑞枝獅兄慷慨捐贈港幣五萬元長
青基金用作本會之服務項目。

第六分域主席鄭家麒獅兄在例會上介紹區會主要服務活動。

(二) 本會於8月6日區職員暨屬
會職員聯合就職典禮中，新舊
會長進行交接儀式。
(三) 8月12日本會3位獅兄(黃
達強、李鉅文及麥國輝) 參加
馬清岳紀念盃高爾
夫球賽。

上圖：何瑞枝獅兄捐贈港幣五萬元長青基金
並由黃達強會長代表本會接受。下圖：黃達
強會長(左)接受施忠民上屆會長(右)之權槌。

(四) 9月3日本會捐
贈1,000個月餅，
藉中秋佳節，人月
兩團圓，為獨居長
者們送上溫暖，當
日分別在上水，粉
嶺，秀茂坪，上
環，華富邨及柴灣
六個區，派發月
餅，黃達強會長、

香港青山獅子會

貴州服務自旅

青山獅子會在15-16年度會長施
忠民獅兄帶領下，已超額完成了
多項社會服務，成績斐然，6月
份，卸任在即，施會長再接再
厲，聯同本會三位獅兄，李鉅
文、林炳勳及陳韶軒，在慈恩基
金會史敏小姐聯系協助下，前往
貴州驗收貯水工程及其他捐助項
目，延續社會服務精神，把青山

獅子會這塊老招牌清刷得更亮
更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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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獅兄們與上水天平邨鄰舍中心一眾長者合照。

6月5日清晨，一行五人從深圳
飛重慶，匯合接待人員後直接驅
車往貴州省赤水市奔去，一路上
風光明媚，近處茂林翠竹，遠處
山巒起伏，高處雲霧飄渺，如詩
如畫般景象，高速公路環繞著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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獅嫂和幼獅及數位獅兄 (吳承
海，陳韶軒，林天意，胡智聰)
選擇上水天平邨鄰舍長者中
心，一同派發月餅予長者，會
後與長者們先後高歌一曲，充
滿愛心和溫馨。

山蜿蜒伸展出去，遇山鑽洞，遇
水過橋，宛如神龍劃破長空，無
處勿界，工程浩瀚，簡直令我嘡
目結舌。經過三個多小時車程，
未到六點，已經抵達赤水土城，
趁天色尚早，順便遊覽此號稱千
年古城。
當年毛澤東帶領紅軍在這裡和國

會長
黃達強

民黨軍週旋，留下四渡赤水戰役
的美名，成為紅色旅遊之熱點。
如今緬懷過去，不過數十年之光
景，俱往矣，數英雄人物，還看
今朝。
夜宿赤水市五星級大酒店，與其
他一線大城市的五星級大酒店相
比，不遑多讓。第二天清晨即
起，九點鐘在習水縣中等職業學
校進行圖書捐贈儀式。此學校由
兩座校舍組成，外觀頗有規模，
內容卻相當貧乏。據前線人員調
查報告一本圖書都沒有，我們送
去3萬元的圖書，校長親自領導
設立一圖書室，學生們合力打造
了五個書櫃，放滿了書本，同學
們非常雀躍自動取圖書閱讀。我
們翻開圖書看看，發現每一本書
上都蓋有一個長者青山獅子會捐
贈，慈恩基金會協辦的印章，這
些細節都顯示出學校對此次捐贈
之重視及感恩。捐贈儀式上，史
敏小姐說了一番語重心長的話，
鼓勵學生們努力學習，獲得師
生熱烈的掌聲。施會長發言，
闡述了獅子會的組織及歷史，由
前會長林炳勳獅兄解釋了LIONS
的含義，以及We Serve我們服
務的宗旨，這是我們不惜千里而
來宣揚獅子精神的重點。儀式後
同學們都捨不得離開，圍著我們
講話，史小姐最受女同學愛戴，
臨別依依，我們還推薦了“追風
箏的人”以及“圍城”給他們閱
讀。在大合照之後完成了是次的
探訪。
緊接著的行程，十一點到達赤水
市天堂村天堂小學送贈圖書及禮
物，天堂村小學的學生們就像在
天堂一樣，他們都穿上乾淨的校
服，接受我們的書包，枱燈，牙
刷，牙膏，糖果等禮物，我們還
為學校配了圖書和體育用品，最
後尚有我們訂製了幾百只應節的
粽子，幸福洋溢在每個小學生
臉上，在送贈儀式上，同樣的史

小姐及施會長亦向同學們宣揚了
一番獅子會的服務精神，在場的
不僅是學生教師，還有許多地方
的基層幹部，他們都發出熱烈的
掌聲。史小姐說，希望你們長大
後有所成就，走出大山到祖國各
地，甚至去香港探訪獅子會的叔
叔伯伯，試想想，對大山裡的孩
子們是多大的期盼。最後，每人
派發兩只粽子，後來在操場上我
見到一個小孩，我問他粽子好吃
嗎? 他說他沒有吃，我問他為什
麼不吃，他回答我說: 我帶回去
給妹妹吃，這句話令我動容，反
應不來，正想去拿多兩個粽子給
他，回過頭來，他已經一溜煙不
知道跑那裡去了。大山裡的孩子
可愛，純真，給予他們一點的溫
暖，關懷，可能在他們的腦海中
已經是一個深深的印記。
草草一頓午餐，繼續我們的行
程，亦是此行的重點項目，驗收
貯水庫及供水工程，去年底本會
在天堂村捐資修建水利工程，在
半山上建了兩個貯水庫，由山頂
引入水源，再用水喉分配給77
戶山區家庭，是次驗收並為碑記
揭幕，由於水庫位於半山，在小
路停車後要爬上500公尺頗為陡
峭的山路始抵達位置，險象環
生，看見水庫及碑記，一切辛苦
都忘記了，代替的是如泉湧的喜
悅，碑記如此寫着:
赤水市葫市鎮天堂村水利項目經
慈恩基金會、遵義政協及赤水市
政協辦公室聯系，由香港青山獅
子會慷慨捐贈人民幣5.5萬元天
堂村受益群眾從投工投勞修建工
程於2015年11月開工，2015年
12月30日竣工 為感謝捐資人的
無私捐助，特立此碑紀念。

們要探訪15戶最貧困的家庭，
發放每戶1,000元的慰問金，整
個計劃的執行由遵義市支邊辦聯
同赤水市政協辦及村委等地區幹
部調查的結果，其身體有永遠殘
疾者，重病者，孤寡長者，無勞
動能力者。不用說每到訪一戶都
是令人心酸的境況，當我們派發
一千元慰問金，小量藥物及水果
之際，有的反應呆滯，亦有面帶
笑容，非常緊繃的在確認書上簽
上名字。
十五戶分散在不同的村落，就算
同一村都要繞行半個小時的山
路，一天內我們只能探訪五戶受
助者，其餘的就委托當地幹部
繼續發放。{最近已完成並拍照
作實}。
最後一天早上短暫遊覽赤水大瀑
布，匆匆上路趕到重慶機場，下
午經深圳返港，到家了已接近晚
上12時。總結今次貴州服務之
旅，感謝遵義市政協智力支邊辦
李海波主任的支援，全程跟進，
史敏女士貼心的安排，更是最佳
的合作伙伴。

第三日是最艱辛的一天，今天我

林炳勳 記

我們沿着水管而下，找到受益群
眾，以前他們要每天擔水食用，
如今引水到戶，給他們太多方
便了。

2016年9月至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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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dv ertis eme nt

夜，並未帶來多少寂寞，沿河兩
岸，七彩繽紛的燈飾散發着夢
幻般的光影，反映在急湍的赤水
河上，閃閃爍濼。寬敞的人行路
上，都是合家歡的笑聲，一遍溫
馨，和諧，安逸。

對這次服務檢討，山區的水利工
程是他們等了十年才有的結果，
而且他們自己也籌募資金，出錢
出力。職校幾年都沒有圖書館，
這些青春期孩子住校，無聊的浪
費時間，急需要好的書籍去引導
他們。對貧困戶的支援更是必須
的，如今很多基層幹部都是大學
畢業生，我們所帶來的是一項嚴
肅的社會服務態度，他們都應
該感受到了，而對學生及小孩子
而言，他們所得到的一點關懷，
說不定能成就他們將來對社會的
貢獻，我們付出少少的金錢，時
間與汗水，絕對是超值的，相
信青山獅子會全體獅兄都會引以
為傲。

會
太平山 獅Tai子Ping
Shan

會長
張振雄

資訊委員
霍寶林

七月十二日

新

任會長張振雄獅兄，上屆會長方鐵鋒獅兄，聯同潘偉基獅兄與黃人航獅兄一同出席國際會長訪港
的歡迎晚宴，一同分享新上任的喜悅及來屆的計劃與發展方向。

七月十四日
香港零售市場一向都是競爭激烈的戰場，能夠在短時
間內打出一片天下，公司領導者一定有過人的能力與
才幹，今天我們特別邀請了759阿信屋的創辦人林偉
駿先生出席我們的七月份午餐例會，為我們作出專題
演講，內容非常豐富，讓我們認識到林先生由工業家
走進零售市場的心路歷程，獅友實獲益良多。

八月六日
太平山獅子會二十多位獅友出席2016-17年度區職員
暨屬會職員聯合就職典禮，特別祝賀潘偉基獅兄榮任
第一分區主席。

八月十一日
英國"脫歐"對全球資產，股市債市均有一定影響，
如何在這個瞬息萬變的金融市場找到致勝關鍵，
今天我們邀請到東驥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董事總經
理龐寶林先生出席我們的八月份午餐例會，為我
們分享他的投資心得。獅友都踴躍發問，一同渡
過一個充實的下午。

八月二十六日
本會獅友在上屆會長方鐵鋒獅兄帶領下出席國際獅
子會腎病教育中心及研究基金二十五周年紀念慈善
餐舞會暨二十六屆董事局就職典禮，一同慶賀方獅
兄榮任第七常務副主席，方獅兄更身體力行，捐款
二十五萬元給基金會作購買洗腎機器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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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會
北九龍 獅North
Kowloon

會長
李曉勇

北九龍獅子會 2016-2017年度職員就職典禮暨51周年紀念慶典

北

九龍獅子會本年度盛事 「2016-2017年度職員就

職典禮暨51周年紀念慶典」，得到
一眾來賓百忙中抽空出席、熱烈支
持，已於9月3日假座九龍海逸君綽
酒店，在一片熱鬧歡樂的氣氛中，
圓滿舉行。

就職典禮，由年屆91，健步如飛的鄺啟濤前會長，高舉北九龍獅子
會會旗，聯同大會主席董智成獅兄，引領一眾主禮台嘉賓浩浩蕩蕩
進場而揭開序幕。
在莊嚴的「職員宣誓就職」儀式中，我們全體北九龍理事職員，承
諾付出精神時間，執行會務，服務社會。而新任會長李曉勇獅兄，
在上屆會長林惠轉獅姐手上接過佩帶及權槌之後，代表著他將肩負
帶領北九龍獅子會向前邁進的任務。李會長，Fighting！
典禮結束，隨即彌漫周年慶典喜氣洋洋的氣氛。當晚出席的有：馮妙雲總監、范佐浩及文錦歡前國際理
事、上屆總監、前總監、副總監、區職員等；我們的結盟會獅友（包括台北建成、台南赤嵌、深圳八卦
嶺及新加坡國基）亦遠道而來，蒞臨參加。連同多位友好會長、嘉賓、獅友，出席人數達200多人之眾。
整晚晚宴洋溢一片熱鬧歡樂；觥斛交錯，各人盡興而歸。

歡迎新獅友加入北九龍獅子會
是次就職典禮，3位新成員宣誓加入。這標誌著新的力量、新的動力、新的思維，讓北九龍獅子會繼續茁
壯成長，服務社群！我們熱烈歡迎：陳文嘉獅兄、謝文禮獅兄及任恒輝獅兄。

「 中 秋 聯 歡 晚 會 」長 者 服 務
中秋佳節將至，於9月13日，我們為東華
三院寶鍾全英安老院近90名長者送上心
意祝福。由大會主席盧志超獅兄，率領李
曉勇會長、林惠轉上屆會長、盧民生前會
長、周啟榮前會長及獅嫂、馮國峰獅兄、
何家威獅兄等，到寶鍾全英安老院，獻上
一個「中秋聯歡晚會」。與長者們一起動腦筋猜燈謎、唱歌助興；引得他們開懷大笑，笑逐顏開！
然後，我們或推輪椅、或攙扶長者們到院舍外的花園賞月。平日他們外出的機會本就不多，更遑論夜間
賞月呢！我們一個簡單的行動，就能令長者們滿懷安慰，何樂而不為！最後，為長者們敬送上月餅、生
果及心意福袋，祝願他們有一個平安愉快的中秋節！
撰稿：周啟榮
2016年9月至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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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會
快活谷 獅Happy
Valley

會長
姚君偉

資訊委員
薛來鏹

香港快活谷獅子會贊助活動之《小願望•大理想》
實踐計劃-2016聚餐暨進步大獎頒獎禮

今

次香港快活谷獅子會

小願望。透過他們的「自身資

是次活動中，我們儘管擔任了

服務的對象為香港小

源」，把歌聲、舞蹈及自身表

陽光與水份的角色，以有限的

演意念觸動觀眾。

資源燃點了一顆顆小種子的無

童群益會 - 兒童之家的小朋
友。讓小朋友發揮潛質和實現

限潛能，讓他們在屬於自己的

願望是本活動目的。看著小朋

香港快活谷獅子會於2016年8

舞台上盡放光芒之外；小小的

友們從實踐理想的過程中學習

月20日星期六，在灣仔利景酒

生命亦體驗到，儘管他人幫

並建立信心、培養興趣及發揮

店舉行2016聚餐暨進步大獎頒

助，但是最終只有他們自己才

創意實在令人鼓舞。以生命影

獎禮。當日香港小童群益會總

能夠勾畫出自己的彩虹，擁抱

響生命，我們期望小朋友將來

幹事羅淑君太平紳士及香港小

屬於自己的天空。

能為兒童之家、社區、社會注

童群益會服務總監黎小玲女士

入一股新力量。

一同出席當天活動，全力支持
小朋友的表演項目，同時也鼓

《小願望•大理想》本著的宗

勵及印證著小朋友的成長。各

旨是「一步實現小願望，一步

位表演的小朋友都悉心裝扮造

邁向大理想」。我們堅信運用

型，興高采烈地發表他們的學

小朋友自身的「資源」，儘管

習成果，透過表演拉丁舞、粵

沒有任何華麗的工具，而只運

曲及唱歌等，滿腹熱忱地一展

用身體及姿態發揮創意，也

他們的能力及潛能。當天下午

能體現他們無窮的小宇宙。當

亦播放了回顧他們於過去一年

中的自選表演活動包括了跳拉

的學習、挫敗及成功經驗的片

丁舞、粵曲及唱歌等。這群小

段，與觀眾一同分享實踐願望

小朋友得到社會人士的幫助、

朋友經過學習、挫折及反覆練

的心路歷程。大家也藉此難得

鼓勵及肯定，對生命有了重新

習，終於能夠成功達成自己的

的相聚互相交流和學習，當然

的定義，對自己有著重新的認

少不了的是開心

同。他們回到社區，那一份發

大吃一頓！小朋

自內心的感染力，於同儕之中

友在接觸不同人

互相薰染，以正面的化學作用

和事物的環境

帶出一種氛圍。這一種以生命

下，在愉悅氣氛

去影響生命的使命感，為小朋

的酒店裡一同享

友走向成為社會棟樑之路擔起

用自助午餐。

其中一個重要的階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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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尖沙咀 獅Tsim子 會Sha Tsui, Hong Kong

會長
王世聰

資訊委員
伍于宏

第42屆職員就職典禮

本

會於7月2日晚上7時30
分假座富豪九龍酒店舉
行第42屆職員就職典禮晚會。
大會特別邀請總監馮妙雲獅姐
為大會主禮嘉賓。出席晚會嘉
賓中有前國際理事范佐浩獅
兄、區職員和友會會長。中國
獅子聯會浙江會員管理委員慈
航服務隊的獅友不遠千里來港
出席典禮。嘉賓獅友近百人歡
聚一堂，場面非常熱鬧。

大會在雄壯的獅子
歌聲中揭開了序
幕。首先由大會主
席王世獅兄致歡迎
詞；接著由15/16
年度會長袁兆豐獅
兄作會務報告。跟
着總監馮妙雲獅姐主持職員理
事就職宣誓儀式。儀式後，在
馮總監見證下，新任會長王世
聰獅兄從上屆會長手上接過權
槌和戴上會長佩
帶後，就職儀式
便順利完成。

左圖：就職宣誓。右圖：在馮總監(圖中)的見證下，新任會長王世
聰獅兄(左一)正式上任

在會上，總監馮
妙雲獅姐和前國

本會職員理事、獅兄與嘉賓大合照

際理事范佐浩獅兄先後致詞，讚
揚本會對區會和社會的貢獻；新
任會長王世聰獅兄在會上致詞
中，感謝本會獅兄的支持。
典禮在大會副主席伍于宏獅兄
致謝詞後便圓滿結束。
在晚宴上，獅友嘉賓獅情洋溢，
共同度過了一個愉快的晚上。

接受「新世紀大使」獎項
在7月12日303區歡迎國際總會長訪港晚宴上，總會會長Lion Robert Corlew頒
發「新世紀大使」獎項給本會梁志仁獅兄，表彰他對國際獅子總會未來成功的
奉獻。

出席區聯合就職典禮晚會

梁志仁獅兄(圖中)接受
「新世紀大使」獎項

8月6日晚上7時，本會獅兄出席303區區職員暨屬會職員聯合就職典禮餐舞會。本會方繼元準獅兄在晚會
上宣誓入會，為本會增添了新動力。

舉辦第一次例會及開展聯誼加深獅誼
為感謝本會獅兄、獅嫂過去一
年來對本會活動支持和參與，
並希望在未來一年裡繼續給本

會以支持，會長王世聰獅兄與
上屆會長袁兆豐獅兄於8月13
日晚聯合舉辦聯誼聚會，邀請

本會獅兄獅嫂及幼獅出席。在
聚會上，獅兄獅嫂談笑風生，
洋溢深厚的獅子情誼。

悼念我們的良獅益友-----何謂熾獅兄
敬愛的前會長何謂熾獅兄已於
2016年7月7日安然辭世，享壽
八十三歲。
何謂熾獅兄於1975年9月加入
香港尖沙咀獅子會。曾先後出
任過本會義務司庫15年；曾當
選本會2009-2011年度會長，是

國際獅子總會一位終生會員。
何謂熾獅兄服務獅子會超過四
十年，他四十年如一日，全力
支持、參與本會各項活動，出
謀獻策，建樹良多。何獅兄一
生熱心公益，樂善好施，為社
會服務不遺餘力。他以其有

限的生命投入無限的社會服務
中。這種高尚的獅子精神值得
我們敬仰和學習！
今日，何獅兄離我們而去，我
們痛失了一位良獅益友，內心
感到惋惜和悲痛，但他的精神
將永遠活在我們的心裡！
2016年9月至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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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
鑪峯 獅The子Peak

會長
林振坤

資訊委員
李福謙

一年一度就職典禮

本

會創會41屆紀念暨

就職典禮暨慈善晚宴已於2016

兄、第二副總監郭美華獅姐、

2016-2017年度職員

年8月13日晚上7時15分假香港

第二分區主席戴桂洪獅兄、第

銅鑼灣香港富

六分域主席鄭嘉麒獅兄撥冗出

豪酒店地庫宴

席。當晚多謝總監馮妙雲獅姐

會廳舉行。當

為 2016-2017年度職員主持就

晚榮邀國際獅

職典禮。到場參加的嘉賓有多

子總會中國港

位前總監、今屆區職員和各屬

澳303區總監馮

會會長外，更有特地由台灣到

妙雲獅姐蒞臨

訪的台北光華姊妹會和台中光

主禮，第一副

華姊妹及中國深圳龍華姊妹會

總監陳立德獅

獅友一同蒞臨到賀。

聯誼郊遊樂
本會藉著41周年紀念台北和台
中獅友訪港期間，上屆會長黃
怡凌獅姐特別安排各位姊妹會
訪港獅友和家屬由本會獅兄、
獅嫂、獅姐們陪同下一行36多
人參加香港一天遊，使姊妹會
獅友、獅嫂欣賞香港風景和享
用香港風味餐。

2016-2017年度
區職員暨屬會職員聯合就職典禮
國際獅子總會中國港澳三○三區2016 - 2017年度區職員暨屬
會職員聯合就職典禮於2016年8月6日晚上七時正假香港灣仔
會議展覽中心新翼大禮堂舉行。當天榮邀勞工及福利局張建
宗局長、教育局吳克儉局長蒞臨作主禮嘉賓，更有陣容龐大
的新會員入會儀式，令當晚活動更添光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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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
獅子山 獅Lion子Rock

會長
陸嘉暉

資訊委員
曾飛燕

探訪扶康家舍(2016年7月21日)

獅

友們懷著關切的心前往窩打老道扶康家舍作定期探訪，獅友
們對舍友及家屬噓寒問暖，大家交談甚歡，並邀請他們一同
前往富臨酒樓午膳。

「 從 零 開 始 」訓 練 營 ( 2 0 1 6 年 7 月 2 6 日 )
由香港傑出學生協會主辦，香港獅子山獅子會協辦的「從零開始」服務活動，
整個服務透過前後一個月的一系列的活動完成。
從7月初舉行工作坊，7月中為期5天之訓練營包括露宿一晚、扮演傷健人士乘
搭交通工具、學習尼泊爾語言去見工等實戰體驗另類生活，再分組將過去生活
遇到之問題及個人感受拍攝成微電影，於7月26日假座尖沙咀UA iSqaure放
映，並舉行閉幕儀式，頒授獎狀給學員。

廣東獅子會藍天服務隊【藍天•携手跨越】換屆慈善晚宴(2016年8月5日)
今年是本會與廣東獅子會藍
天服務隊結盟為姐妹會的兩
周年紀念，往年我們獅友浩浩
蕩蕩遠赴廣州參加換屆晚宴及
活動，順道交流獅務與聯誼一
番，可惜今年換屆晚宴剛好與

本區區職員暨屬會職員聯合就
職典禮日期相撞，導致獅友們
未能一同參加。
本會最後派出第一副會長曾飛
燕獅姐及獅姐夫代表本會出席

一連兩晚的歡迎晚宴，並進行
友好結盟紀念禮牌交接及【藍
天•携手跨越】換屆慈善晚
宴，並代表交接了結盟周年紀
念品。期待盡快再有機會與藍
天服務隊聚首並攜手服務！

L ION R OCK ( 2 0 1 6 年 8 月 1 日 )
「香港百盛獅子會」是本會第7
個贊助屬會，雖然當天掛上8號
風球，但各區領導、會長們衣
著整齊盛裝，風雨不改赴宴支
持見證「香港百盛獅子會」的
創會授證典禮。今年國際總會長
Chancellor Bob Corlew 的口號

為「踏進新紀元 挑戰新高峯」，
適逢踏進獅子會成立100周年，
希望獅子會能發展得更豐盛，創
造出更多高峰。而「香港百盛獅
子會」正是恰逢本年度的百周年
誌慶，而命名為「百盛」，實在
充滿紀念之意義！

我會在此祝願「香港百盛獅子
會」由創會會長陳笑容獅姐帶
領下，一展抱負，以服務社群
為宗旨，各獅友齊心努力發展
獅務，將獅子精神發揚光大！
本會繼續擴展獅子版圖，做到
兒孫滿堂。

2016-2017年度區職員暨屬會職員聯合就職典禮(2016年8月6日)
恭賀本會羅少雄獅兄榮任上屆總監、林雪艷獅姐榮任第八分域主席及陸嘉暉獅兄榮任本會會長，本會共
有31名獅友及嘉賓賞光出席，見證303區一眾獅友舉行就職儀式。今屆聯合就職典禮筵開一百多席，各獅
友及嘉賓都經悉心打扮出席本區盛宴，衣香鬢影，場面浩大，喜氣洋洋！

「暖在心情繫獅子山-青年義工訓練服務計劃」住友探訪技巧工作坊(2016年8月8日)
本會聯同香港懲教署合辦，由
救世軍協辦『暖在心情繫獅子山
~青年義工訓練服務計劃』，計
劃目的是透過小組活動、義務
工作訓練與實踐、獅子會獅友
的分享，提升更生中心的青少
年宿生的人際技巧及解決問題
能力、自我認識及對社會的責
任感，從而提升其抗逆能力。

此外，本服務計劃亦會透過籌
備及推行社會服務，協助參加
者建立正面的人生觀。

友們學習了探訪更生青年的技
巧，需注意之細節及處理手法
等，眾人都獲益良多！

當天，本會獅友們為了是次服
務計劃做好準備，專程前往救
世軍教育及發展中心參加工作
坊。在3小時工作坊中，由講
解、遊戲，到分組討論，獅
2016年9月至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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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會
南九龍 獅South
Kowloon

會長
施新築

資訊委員
高衍文

新年度第一次董事會會議

香

港南九龍獅子會創立於1976年，轉眼已渡過了39個寒暑，2016-2017年的工作又開始了，本年度
第一次董事會已於2016年7月29日舉行，出席獅兄、青獅30多人。會議商討策劃新一年的服務事

工，包括敬老、獎學、探訪等各項服務大綱，目標都是以服務社群為宗旨。

總監馮妙雲獅姐探訪本會
國際獅子總會中國港澳303區總監馮妙雲獅姐，於2016年7月29日親臨探訪本會，簡介本年度303區的工
作目標及大綱與推廣事宜。
她勗勉各位獅兄繼續努力參與社區服務，發揚國際獅子總會「我們服務」的獅子精神。獅兄們對總監的
支持和鼓勵，深表感謝，並表示會全力支持總會的服務及竭力推廣南九龍獅子會所推行的各項服務事工。

香港南九龍獅子會韶關沙溪中心小學畢業禮
香港南九龍獅子會韶關沙溪中

副會長鄭瑞欽獅兄與十多位獅

成，服務人群。同時並與學校

心小學畢業禮於2016年7月1

兄前往韶關出席參與典禮，鼓

商討協助改善校內的設施，使

日在韶關該校舉行，當日第一

勵同學努力向學，將來學有所

同學們有更美好的學習環境。

參與303區
2016-2017年度區職員暨屬會職員聯合就職典禮
2016年8月6日國際獅子總會
中國港澳303區舉行區職員暨
屬會職員聯合就職典禮及餐舞
會，本會會長施新築獅兄、指
導會長施必芳獅兄、第一副會
長鄭瑞欽獅兄、鄭嘉財獅兄、
湯俊傑獅兄聯同二十多位獅兄

本會獅兄出席2016-2017年度區職員暨屬會職員聯合就職典禮時合照

出席典禮，並由教育局局長吳
克儉、總監馮妙雲主持缷任會
長移交佩帶及權槌予新任會長
教育局局長吳克儉、總監馮妙雲主持新舊任
會長移交權槌儀式。(左起施新築會長、吳克
儉局長、馮妙雲總監、施必芳上屆會長)

監交儀式，當晚本會亦有三位
新獅兄參與新會員入會儀式。
總監馮妙雲獅姐探訪本會，
致詞勗勉獅兄繼續努力參與
社區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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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
香港城市 獅The子City

會長
何志剛

資訊委員
潘秉祺

2016年7月份例會

本

會於7月12日舉行了本年度第一次例會，很榮幸邀請到
天祥旅遊有限公司董事麥湛天先生為主講嘉賓，麥先生

向我們介紹了互聯網對今天旅遊業的幫助，獅友們獲益良多。

2016-2017年度區職員暨
屬會職員聯合就職典禮及餐舞會
本會十多位獅友出席了8月6日之2016-2017年度區職員暨屬會職
員聯合就職典禮餐舞會，本會所有幹事正式在大會安排的集體宣
誓儀式中宣誓，欣然迎接新一屆工作的挑戰 。

2016年8月份例會暨第三分域主席親善探訪
本會於8月9日舉行午餐例會，

劃總監周迪華小姐為主講嘉

當天邀請了「全城街馬」之策

賓，周小姐向我們講述了「全

面對人生，挑戰自我。

城街馬」

當天亦是第三分域主席曾建文

吸引了很

獅兄對本會的親善探訪，在第

多年青人

一分區主席潘偉基獅兄的陪同

投入跑步

下，曾主席向本會獅友詳述今

活動，使

年度內區會及第三分域的服務

更多年青

計劃方向，使獅友們加深了解

人能正面

區會服務路向。

2016年9月份之長者服務
本會於9月10日在尖沙咀松柏鄰舍中心舉辦敬老服
務，名為「明月耀松柏，歡樂迎中秋」，活動中招
待了70多位長者，本會獅兄分別與長者們玩遊戲，
唱歌及送贈福袋，當天更邀請到一位老人科專科羅
國文醫生為長者講述健康之道。而第一分區主席潘
偉基獅兄及第三分域主席曾建文獅兄亦有蒞臨，為
長者們送上暖意。

2016年9月份例會
本會於9月13日舉行了午餐例會，當天邀請了陳曉靜小姐為主講嘉賓，陳小姐向我們講述了有關對鑽石的
鑑定，獅友們獲益良多，躍躍欲試，獅嫂們有福了。
撰稿：潘秉祺獅兄
2016年9月至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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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會
九龍塘 獅Kowloon
Tong

會長
王慶廷

資訊委員
英子烈

2016-2017年度
區職員暨屬會職員就職典禮及餐舞會

國

際獅子總會中國港澳

屆的會長及各位就任理事，同

帶領下，本會上下齊心、全力

三○三區2016-2017

時本會亦邁進四十周年的新里

以赴、發揚獅子會精神，定必在

年度區職員暨屬會職員就職典

程，在新任的會長王慶廷獅兄

會務及社會服務上再創高峰！

禮及餐舞會於八月六日（星期
六）假灣仔香港會議展覽中心
新翼第五層大禮堂舉行順利舉
行。本會合共十位獅友一同出
席是次盛事。當晚總監馮妙雲
獅姐為新一屆會長王慶廷獅兄
戴上會長帶，並熱烈恭賀新一

青年獅子區會
2016-2017年度區職員暨屬會職員聯合就職典禮
於8月21日是國際獅子總會中國港澳三○三區青年獅
子區會區職員暨屬會職員聯合就職典禮，九龍塘青年
獅子會於2015-16年正式復會，今年由韓孝安獅兄及
黎偉業獅兄帶領及監察下健康地發展，會員加入人數
有著平穩的增長，已有18位青獅。希望來年能在社
區服務上帶出 “WE SERVE” 精神！

40周年紀念慈善晚宴暨
2016-2017年度職員就職典禮籌備委員會
為慶祝本會踏入40周年，本會謹訂於二零一六
年九月二日 (星期五) 晚上七時假座金域假日酒
店舉行「九龍塘獅子會40周年紀念慈善晚宴 暨
2016-2017年度職員就職典禮」，在7月至8月
份，各獅友上下一心、群策群力、各施所長、不
計勞苦，以作籌備40年周年晚宴。務必令當晚
能籌得更多善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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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九龍 獅West子 會Kowloon

會長
王閩

資訊委員
陳靜儀

熱

熾的氣溫下，每年的七
八月都是各莘莘學子能
盡情放鬆遊樂的假期。大部分
的家長們都會趁機與子女們外
出遊玩，因此可以說是一個遊
玩的季節。但對獅子會來說，
這兩個月卻是集合著汗水及口
水的季節。
八月六日，為2016-17年度區
職員暨屬會職員聯合就職典
禮，是次活動於灣仔會議展覽
中心舉行，本會王閩會長偕同
嚴鉅基指導會長率領本會獅友
共十數人出席是次活動，與及
為新獅兄佘俊人進行入會儀式
助興。
隨著區會晚宴之謝幕，一連串
籌備八月二十日 - 本會四十周
年晚宴的各項活動亦正式踏
上了高峰期。由於是次晚會為
五年一次的大屆，本會特別
重視，特別邀請各姐妹會蒞臨
指導。分別有台北市中山獅子

會、員林國際獅子會、名古屋
本丸獅子會、台南市中正獅子
會及廣州光大獅子會。為了妥
善照顧各姐妹會蒞臨的嘉賓，
本會特設一專案小組，由前會
長蘇婉雯為主席，負責各項招
待事宜。
此外又為籌劃場刊事宜，由張
健業獅兄帶領隊員分工籌謀，
還有禮品事宜，場地安排事
宜，林林總總，於這段期間每
天於群組內互傳的消息不下一
百條，正是確確切切的付上不
小的口水。
令人感到鼓舞及感動的是，本
會的三頭馬車，嚴鉅基指導會
長、王閔會長及大會主席劉卓
娃第一副會長，特別為當晚排
演一支華爾茲舞曲。於當晚所
見，真不敢相信於短短的一個
月期間，能排出這麼優美曼妙
的舞姿。就是這樣，領導們又
一次優美的展示出只要有心，
世間是沒有辦不到的事情！我
們感動了！
還有更感動的是我們那位以上
海為家的劉冠業獅兄，專程回
港參與當晚宴會，更在下機
後，第一時間趕往現場幫忙安
排事宜。於翌日又要趕往美國
開會，雖然只是匆匆一敍，獅
誼之深已記在心內。
當晚有兩位新獅友宣誓入會，

分別為周方曉獅姐及莫樹基獅
兄，他們分別都是業界翹楚，
他們的加入，令西九龍獅子會
又加添更多的動力。值得一提
的是當晚劉冠業獅兄夥拍莫樹
基獅兄，於迎戰姐妹會的啤酒
競賽中取得第一名，為本會於
“牙骹戰”增光。
此外，於晚會翌日，本會特為
眾姊妹會安排的旅遊節目，包
括到文化博物館參觀李小龍
展，到屯門三聖邨品嚐港式烹
調海鮮，之後往元朗參觀地
道食品製作，更少不了的是當
晚的重頭戲 - 歡送晚宴。各人
卸下平日拘謹的包袱，盡情高
歌、跳舞、相互敬酒，各人盡
興而回。
節錄台北姊妹會會長來感謝
函，便可窺情一二：
感謝+感恩，感恩+感謝 西九
龍全體獅兄艘獅姐的熱情招
待，銘記在心永生難忘，授
證大會圓滿成功，旅遊聯誼和
樂，豐盛佳餚嘴裡洋溢笑容，
禮物滿載需再購袋子，無法形
容這次的相聚聯誼，只有再感
謝。
是次晚會於歡樂及掌聲中圓滿
結束，乃同時是本會新一年度
的開始。寄望在三頭馬車帶動
下，於來屆更創佳績，讓更多
的受眾能享受獅子會的服務。

2016年9月至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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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港南 獅Hong子 會Kong South

8

會長
黃愛玲

資訊委員
張耀成

月25日香港港南獅子會二十多名獅友
及嘉賓出席了於灣仔會展舉行之2016 -

2017年度第28屆職員就職典禮。大家一起
見證了本會會長黃愛玲獅姐、第一副總監陳
立德獅兄、第十一分域主席張立基獅兄及各
港南職員及董事之就職，我們非常多謝到場
支持本會之嘉賓。
會長黃愛玲獅姐(前排右三)、第一副總監陳立德獅兄(後排右三)、
第十一分域主席張立基獅兄 (後排左一)及各港會職員及董事之就職

在7月29日陳立德獅兄、黃秀

新一屆之「獅友伴童行」計

止自殺研究中心及新福事工協

萍獅姐及張耀成獅兄代表本會

劃。 「獅友伴童行」計劃是

會。在這服務港南需要招募、

與信義會社會服務部商討合作

香港港南獅子會一項恒久的服

訓練及挑選導師，安排學童與

務，本次已

導師之會面及活動和最後之結

是第四屆，

業禮等工作。本會獅友亦會參

每屆服務為

與導師工作。我們多謝黃秀萍

期亦最少一

獅姐擔任新一屆「獅友伴童

年。以往合

行」計劃之主席，我們相信總

作機構包括

結以往經驗及黃獅姐帶領下，

東華三院、

新一屆「獅友伴童行」計劃將

香港大學防

會更成功及完美。

7月29日會長請食飯，大家樂也融融，
同日例會商討「獅友伴童行」計劃

8月28日例會後的生日會陳立志
前總監邀請他的「獅友伴童行」
指導學員參加，即場表演計劃中
學到解決困難的四步曲。各獅友
和學員談得開心。

本會與耀能協會在9月10日於

藝術彩繪、抽獎及自助午餐。

是自閉症及語言障礙兒童之家

筲箕灣合辦耀能藝彩繪服務，

另於12月17日亦與耀能協會在

庭。

這活動將與60名弱能學員進行

荃灣合辦聖誕派對，服務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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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
香港新界 獅The子New
Territories, Hong Kong

會長
林錦清

資訊委員
鄺琼

會務訊息

本

屆至今本會共已舉行

此外，亦已舉行了兩次理事

以支持該會的寧養服務工作。

了四次例會，首先在

會，製定了年度內的財政

七月份第一次例會上，召開

預算，又訂定了今年服務

其餘兩次例會分別邀請不同主

小組聯席會議，訂定本年度工

的方針，並已首先通過捐款

講嘉賓蒞臨演講。首先是8月9

作大綱以及活動，交由各小組

US$5,000予國際獅子總會成

日例會，邀請查理事人資訊服

依例執行。7月26日的例會對

為【新世紀大使】，以及捐款

務顧問公司私家偵探社長李亞

「第四十屆職員就職典禮慈善

$20,000予靈實協會贊助其舉

倫先生主講「旅遊危機」。而

餐舞會」作出檢討，留待下屆

辦之【靈實司務道寧養院十周

8月23日例會則邀請了胡良利

作為參考。

年呈獻：用愛擁抱晚晴慈善音樂

(萬益)珠寶行總裁胡楚南太平

會】，成為該項目的翡翠贊助，

紳士介紹「彩鑽」。

參加區會活動
本會貫徹一向支持303區的做
法，積極參與各項區會舉辦之
活動，年度初開經已分別參加
了7月9-10日假座澳門喜來登
酒店舉行之屬會職員領導才能
培訓課程、7月12日歡迎國際
會長晚宴並於會上接受由國際
會長頒發之百年慶百年大使勲
章及證書及8月8日區職員暨屬
會職員聯合就職典禮。

本會獅兄參加區會舉辦的「屬會職員領導才能培訓課程」
時在會場與總監合照留念。左起：鄺琼秘書、黃志輝副會
長、林錦清會長、馮妙雲總監、戴桂洪第二分區主席、黃
大勝上屆會長

本會獅兄獅嫂出席303區聯合就職典禮

歡迎國際會長晚宴席上，本會接受由國際會長頒發之百年慶百年大使勲
章及証書。左起：戴桂洪第二分區主席、黃大勝上屆會長、國際總會會
長、陳燁志獅兄、張達威獅兄

2016年9月至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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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東 獅Hong子 會Kong East

本

會長
陳國屏

資訊委員
劉劍雄

會六月份午餐例會，主講嘉賓為港東
獅子會獅兄：腸胃肝臟科專科 - 李恒

輝醫生。是午講解大腸檢查程序及淺談大腸
癌，讓一眾獅兄嫂進一步認識本港頭號癌症 大腸癌。
港東獅子會貴為大埔獅子會之母會，自當鼎力
支持和慶祝大埔獅子會創會授證暨慈善晚宴，
是晚港東獅兄嫂傾巢而出，熱烈慶賀。
港東獅嫂盛裝赴會

本會於二○一六年七月二十二日(星期五) 假座
香港九龍紅磡海逸酒店舉行之第四十屆職員就
職典禮，得各界支持已圓滿完成。並選出及就
職2016-2017年度職員，名單如下：
會長

：陳國屏獅兄

第一副會長 ：黃丁祥獅兄
第二副會長 ：李恒輝獅兄
第三副會長 ：何心源獅兄
義務秘書長 ：霍建康獅兄

港東獅子會就職晚宴

義務司庫

：劉國平獅兄

糾察

：葉榮鉅獅兄

總務

：周富昌獅兄

本會八月份午餐例會，是午

出，介紹治療坐骨神經痛，椎

引得全場獅兄嫂離座跟隨動作

探 會有國際獅子總會中國港澳

間盤突出的醫療新科技，糾正

以舒緩筋骨，並紛紛詢問陳竣

三○三區第一分區主席潘偉基

早上運動要注意的地方，說出

煒醫生有關手腳痛、無力、痳

獅兄及第三分域主席曾建文獅

現今大部份人低頭玩手機，形

痺與背痛等問題，一時會場變

兄。

成低頭族及其後患。而且即場

得熱鬧活潑。

由陳竣煒醫
本會所舉辦的午餐例會素來都

生請來示範

有豐富的健康知識，八月份午

姐姐席地示

餐例會邀請到青年才俊：註冊

範有效舒緩

脊醫、功能腦神經科陳竣煒醫

痛楚的簡易

生，主講 :「坐立不安」認識

運動及示範

坐骨神經痛、椎間盤突出及背

伸展肌肉和

痛問題，陳竣煒醫生詳細解釋

放鬆筋骨關

何謂坐骨神經痛，椎間盤突

節的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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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左至右: 本會第二副會長李恒輝獅兄、第一分區主席潘偉基獅兄、
本會會長陳國屏獅兄、陳竣煒醫生、第三分域主席曾建文獅兄、本會
第三副會長何心源獅兄

子會
香港金鐘 獅Queensway,
Hong Kong

會長
梁念卿

區職員暨屬會職員聯合就職典禮

本

年度區職員暨屬會職
員聯合就職典禮已於

2016年8月6日晚上舉行。在總
監馮妙雲獅姐主持及主禮嘉賓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教育局局
長吳克儉,SB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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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梁念卿

期望在梁念卿會長英明領導

獅姐接過權鎚及佩帶後，便正

下，金鐘團結多作實事延續獅

式就任成為2016-2017年度會

子服務精神。與各屬會一同齊

長了。梁會長一向做事積極投

心服務，以響應國際總會會長

入，今年度連任，會務駕輕就

「踏進新紀元，挑戰新高峰」

熟，深信定會為金鐘獅子會帶

的口號，為下一個新紀元的獅

來另一番新景象。

子服務再創高峰。

本會金鐘青年獅子會喜獲全區最佳青獅會金獎
「青獅區會職員暨屬會聯合
就職典禮」於8月21日順利舉
行，本會贊助之金鐘青年獅子
會，榮獲總會Leo Excellence
Award，及303區會最佳青年
獅子會金獎。非常感恩本會青
獅連續4年榮獲最佳青年獅子
會金獎，冀望金鐘青獅繼續團
結合作，默默耕耘，持續投
入，為社會服務。
及後於8月26日晚上，本會安
排「金鐘獅家派對」於北角Bar
Pacific 恭賀青獅會順利換屆，
同時慰勞青獅會歷年獲獎佳績，
亦為新一屆青獅接班人及青獅會
所屬的第四分組打氣，氣氛熱鬧
高漲。特此感謝梁 念 卿 會 長 聯

同余柏岐前會長贊助當晚到會
食物；另第一副陳威獅兄安排
場地及贊助全場酒水。
當晚梁念卿會長，第一副會長
陳威獅兄，第三副會長陳進
銘獅兄，成爾斌義
務秘書，余柏岐，
陳淑嬌，鄧忠強理
事，余慧芬及黃強
輝青獅指導和獅
嫂、少獅，也一同
出席，與青獅們聯
誼共聚。席間，梁
念卿會長代表本會
特頒發「傑出青獅
成就獎」予蔡永耀
青獅前會長以表揚

其加入金鐘青獅會逾十載，摰
誠服務社會，為青獅生涯畫上
圓滿句號。梁會長亦同時亦頒
發總會「百分百會長獎」予胡
智樂青獅上屆會長以表揚其過
去一年的付出。

2016年9月至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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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會
香港筆架山 獅Beacon
Hill

資訊委員
程詠珊

會長
吳志文

7月4日

2

016-2017年度第38屆第一次筆架山會員例會假旺角帝京酒店中餐廳舉行，會長為感謝眾獅兄獅姐支
持，不但提供免費影相服務以製作卡片，更訂製了紅色風衣，以讓今年出席活動時可顯示凝聚力及團

體精神！

8月6日
本會獅友鼎力支持2016-17年度區職員暨屬會職員就職典禮及餐舞會，聯同出席見證吳志文獅兄就職，共
慶新一屆班子誕生。

8月8日
2016-2017年度第38屆第二次筆架山會員例會假旺角帝京酒店中餐廳舉行，以商討就職典禮細節及來年
計劃。是晚有多位新加入的獅兄獅姐出席，使我們的會員人數再創新高。

8月9日
本會吳志文會長帶領新加入的獅兄獅姐出席由港澳303區主辦的新會員研討會，將獅子會的歷史，架構，
信條，傑出服務及貢獻，從國際層面，區會層面以至屬會層面向新會員逐一介紹。會後新獅友都對獅子
會有進一步的認識，獲益良多。

8月21日
2016至2017年度青年獅子會聯合就職典禮於8月21日灣仔會展中心舉行，多位獅兄獅姐都撥冗出席支
持，希望在新任青獅會長黃詠詩的帶領下，在未來日子將「我們服務」的獅子精神繼續發揚光大，推廣
到年輕人的層面，為社會作出更多貢獻。

8月26日
本年度的就職典禮假帝京酒店

會，實在難得。

舉行，兩岸三地的台南、台北

當晚衣香鬢影，

及深圳的姊妹獅子會都前來赴

氣氛熱烈，大家
共同祝願明天會
更好。翌日四個
獅子會的獅友及
眷屬，一同參與
三日兩夜的惠州之旅。這次旅

地產發展。在筆架山獅子會領

程除旅遊外，亦得到本會朱浴

導們的精心策劃下，三日兩夜

龍獅兄招待，參觀其位於惠州

的聯誼活動下，獅誼又增進了

的樓盤項目，以了解當地的房

不少。

慈善
過去數月，中國湖南正在遭受1998年以來最大的洪水災害，身兼深圳益陽商會會長的張志高獅兄發起募
捐賑災行動，筆架山獅兄獅姐為善不甘後人，積極捐款，短短兩星期，善款數字達人民幣55,000元，可
謂眾志成城，善心無遠弗屆，謹祝願湖南受災人士能得到幫助，早日重建家園，盡快過新生活！

會員動向
本會的程詠珊獅姐勇奪由香港人壽保險從業員協主辦的2016年傑出財務策劃師Best Financial Award金獎，
表彰她為客戶提供優質理財策劃服務及對社會的貢獻，謹此恭賀程獅姐事業更上一層樓，繼續發光發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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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會
寶馬山 獅Braemar
Hill

會長
黃自勇

資訊委員
陳偉明

7月份就職典禮

2

016年7月7日為本會香港
寶馬山獅子會2016/17年

度職員就職典禮，於銅鑼灣紀
利華木球會舉行。當晚由金冠
忠獅兄作為大會主席，伍樂民
獅兄和陳振中獅兄作為大會聯
合主席。並邀請了馮妙雲獅姐
作為就職典禮主禮嘉賓，負責
主禮嘉賓致詞和2016至2017
後由上屆會長黃志雄獅兄傳承

接著，由新任會長黃自勇獅兄

權槌及會長佩帶予新任會長黃

及三位大會聯合主席向主禮嘉

自勇獅兄。新任會長黃自勇獅

賓致送紀念品。此外，當晚頒

兄表示在他擔任會長期間，他

發保薦獅友計劃獎項，進行支

希望每次晚餐例會都能邀請有

票捐贈儀式及接收友會服務

意義的嘉賓，令各獅兄也能從

金。 最後，新任會長黃自勇獅

而獲益。以及，他希望我會更

兄切蛋糕，進行祝酒儀式。及

能有效幫助社會上的弱小社

全體獅友及嘉賓進行大合照作

群，從而為社會更出一分力。

為就職典禮的完美結束。

8月份晚餐例會是2016至17

機場去橫琴只需要10分鐘，

以各獅友及嘉賓進行大合照作

年度第一次晚餐例會，同時亦

可見交通十分方便。以及，現

為晚餐例會的結束。

是16/17年度會長黃自勇獅兄

時橫琴自貿區有多於40家銀

第一次以會長身份主持晚餐例

行，2萬家企業。橫琴自貿區

會。晚會在8月9日(星期二)於

亦鼓勵產業，分別在高新科

銅鑼灣香港遊艇會舉行。當晚

技，文化創意，醫療福利，中

邀請了羅建偉先生作為該月例

醫保健，旅遊休閒方面，對橫

會主講嘉賓，主題為「橫琴自

琴自貿區來說都是一種的機

貿區的發展與機遇」。羅建偉

遇。各獅友都對橫琴自貿區感

先生為各位獅友及嘉賓講解橫

興趣，希望期後有機會去考

琴自貿區的環境，橫琴自貿區

察。

年度會長及內閣宣誓就職。然

8月份晚餐例會

有七成地方用來開發，要綠化
不可開發的地方，而南面有28

最後由副會長金冠忠獅兄向羅

平方公里填海。現時香港，珠

建偉先生致送紀念旗，並與各

海，澳門連成一線。從機場去

位獅友及嘉賓一同享受豐富的

亞洲博覽館需時28分鐘；而從

晚餐。
撰稿人：陳偉明獅兄
2016年9月至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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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會
香港沙田 獅Shatin,
Hong Kong

會長
關斯樂

資訊委員
賴偉聯

2016-17年度區職員暨屬會職員聯合就職典禮及餐舞會

2

016-17年度區職員暨屬會

座無虛席，氣

職員聯合就職典禮及餐舞

氛非常熱鬧。

會於2016年8月6日假座灣仔

恭賀303區的

香港會議展覽中心圓滿舉行。

2016-17年度

當晚的就職典禮榮幸的邀請到

總監及領袖，

香港特區政府勞工及福利局局

總監馮妙雲獅

長張建宗, GBS, JP 及教育局

姐、上屆總監

局長吳克儉, SBS, JP為主禮

羅少雄獅兄、

嘉賓，各區職員、屬會獅友及

第一副總監陳

香港沙田獅子會全體獅兄、獅

立德獅兄、第

姐出席了是次餐舞會，餐舞會

二副總監郭美
華獅姐，祝賀
三位當選人在未來的日子一展

獅子精神，服務社會，惠澤社

抱負，繼續切實執行區務，帶

群！

領303區全體獅友展開今個獅
子年度光輝燦爛的新里程。

歡迎新獅友的加入：本會榮幸
的又新增一位生力軍：何應祥

在馮妙雲總監及主禮嘉賓教育

獅兄(David Ho)，何獅兄在保

局局長吳克儉先生SBS, JP監

薦獅友陳仁獅兄陪同下由第一

禮下香港沙田獅子會關斯樂獅

副總監陳立德獅兄鑑誓下正式

姐正式從上屆會長廖漢財獅兄

宣誓成為獅子會會員，並飲獅

手上接任2016-17新任會長一

子奶正式加入香港沙田獅子會

職，關會長將會帶領本會全體

的大家庭！當晚何獅兄夫人及

獅友繼續秉承『我們服務』的

公子亦到場觀禮支持！

8月份理事、例會暨天使同路人講座及生日會
2016年8月30日香港沙田獅子

大幅度提升

會例會會議榮幸邀請到香港天

患者有序地

使綜合症基金會的創辦人陳頌

進步...，期

慈先生，主席吳芷樺小姐及外

待未來合作

務長陳永軒先生的親善探訪，

空間，協助

分享如何經歷尋找女兒病因的

更多天使成

煎熬和照顧天使困難和心得，

長！

並為尋找同路人，而無私決心
成立病友會，並透過天使醫生

會後去了朱

速成今天的小規模！未來透過

慧敏的明星客棧舉行生日會，

獅兄慶祝生日，祝賀廖獅兄生

PODD 電子工具及軟件，更能

為八月之星...指導會長廖漢財

日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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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北區 獅Hong子 會Kong North

會長
曾向得

資訊委員
馬祥發

馬清岳紀念盃高爾夫球比賽

303

區《香港北區獅子會馬清岳紀念盃》高
爾夫球比賽已於8月12日假粉嶺香港高
爾夫球會圓滿舉行。比賽當日的天氣雖然不太好，
但各位參賽球手均有傑出的表現。在馬清岳紀念盃
賽事中，本會創會會長馬祥發獅兄奪得長春獎，而
前會長黃作英獅兄奪得最近洞獎。恭喜!恭喜！
比賽完畢後，由本會安排在球會餐廳設宴慰勞各位
出席獅友，以感謝大家的鼎力支持。

香港北區青年獅子會2016-2017年度新職員就職典禮
香港北區青年獅子會於8月12

日共約四十多位青獅，獅友及

下，流程十分暢順，全體青獅

日舉行就職典禮。當晚第十二

區職員等參與。

都非常投入，個個充滿朝氣；
祝願各位青獅在未來的日子，

分域主席蔡小平獅兄，青獅指
導陳錦榮獅兄，以及本會多位

在大會主席蔡頴儀青獅，以及

積極參與社會服務，全情投

大獅均有出席支持及鼓勵，當

一眾青獅籌委會成員之安排

入。

社會服務 - 伊中中暑期工作影子計劃
香港北區獅子會與伊利沙伯
中學舊生會中學合辦之20162017成長課事業教育活動–暑
期工作影子計劃已於8月15日
至8月26日順利舉行，是項活

動計劃為期兩星期。
在 第二副會長尹國根獅兄與學
校的悉心安排下，分別為有興
趣參與實習的同學安排到不同
行業的公司進行實習體
驗，在不同的工作崗位上
嘗試參與工作，從而在
現實的工作環境中觀摩
學習。
在 此多謝參與此項目的獅
兄以及所屬公司的鼎力支
持。參與計劃的獅兄包括
有會長曾向得獅兄、陳

俊民獅兄、陳偉崇獅兄、莊碩
獅兄、吳漢英獅兄、黃國泰獅
兄及袁啟康獅兄等；為伊中中
的中五的同學安排工作崗位及
實習機會，對未來工作環境，
情形，時間有所掌握，擴闊視
野，加深對各行各業的了解及
體驗，使他們獲益良多。
在 9 月 1 0 日 第 二 副 會 長 尹 國 根
獅兄，第三副會長袁啟康獅兄
獅嫂，以及陳俊民獅兄代表出
席實習分享會，會上參與計劃
的同學各自分享在實習過程的
喜樂及收穫。

聯誼活動 - 中秋聯歡晚會
9月9日第三副會長康寶明獅兄為眾獅友首次安排在沙
田賽馬會會所舉行中秋聯歡晚會，希望趁此讓大家感
受節日帶來的熱鬧和歡樂，與獅友們一起慶團圓共度
佳節。當晚有數十位獅子家庭成員，多位青獅及嘉賓
參加。是次活動感謝晚會主席陳錦榮獅兄及多位獅嫂
精心策劃及安排遊戲環節，以及準備多份精美禮物，
使大家樂也融融共渡過這個溫馨愉快的晚上。
2016年9月至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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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會
香港鳳凰 獅Phoenix
Hong Kong

會長
袁林娣

歡迎台灣姊妹會 - 桃園鳳凰獅子會到訪

8

月6日2016-2017年度區

賓參與當天典禮及晚餐

職員暨屬會職員聯合就職

舞會。

典禮及餐舞會，本會獅姐及嘉
國際獅子會 300G2區
創區總監黃簡美桂獅
姐帶領14位台灣桃園
巿鳳凰獅姐及嘉賓到港參

姐夫與台灣姊妹會獅姐及嘉賓

加就職典禮，獅姐們及獅

聚首一堂，分亨我們的喜悅。

歡迎本會新成員
非常高興，本會增添了二位新成員啊。熱烈歡迎周秀娥獅姐、
周明寵獅姐加入香港鳳凰的大家庭，共同發揮我們服務的獅子
精神，服務社群。二位新獅姐與保薦獅友梁彩意獅姐合照。

子會
紫荊 獅Bauhinia
時

會長
勞潔儀

光飛逝，很快又到中

順英獅姐和司庫孫淑

秋，是時候去探訪扶康

貞獅姐一起探訪並代

會屯門大興潔康之家的院友了。

會捐贈院友必須用品
濕紙巾及坐輪椅用的

潔康的院友由荃灣象山邨搬遷

雨衣。孫獅姐還送上

至到大興邨十餘年，而過去服務

三箱梨子作中秋之禮

每年捐贈及探訪也有廿年了。

品。
多年的接觸，協助院友的同

今年九月十日，也不例外，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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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也添上了一點親切感！

屯門 獅Tuen子 會Mun

會長
葉笑彤(梓怡)

資訊委員
呂宛恩

7月12日心願成真計劃及九部洗腎機支票捐贈儀式

為

完成屯門醫院病人的心願及其家
人留下珍貴的回憶，屯門獅子會

與屯門醫院合作舉辦心願行動。現時已為
數位病人製作精美相簿留念，更已捐助
17萬支票作計劃延續之用。當天屯門獅
友更到醫院日間療養院作探訪及參觀，為
改善屯門醫院醫療設施及提升病人服務，
當天本會更捐贈81萬支票作購置九部洗
腎機予屯門醫院之用。

8月25日屯門獅子會2016-2017年度第廿八屆職員就職典禮
暨
屯獅情懷廿八載慈善餐舞會
假座尖東唯港薈宴會廳圓滿舉
行。當晚場面非常熱鬧共筵開
26席，大會主席暨候任會長葉
笑彤獅姐與籌委會成員策劃數
月而成。當晚非常榮幸邀請到
馮妙雲總監、上屆總監羅少雄
獅兄、范佐浩前國際理事、文
錦歡前國際理事、仁愛堂主席
鄧錦雄先生、中聯辦新界部副

罪行委員會主席李洪森先生、

晚會生輝不少。當晚主題為

處長郭永賓先生、屯門區撲滅

屯門醫院副行政總監董煜醫

「屯獅情懷廿八載」，嘉賓可

生、榮譽顧問楊少

穿著懷舊晚裝，務求使各嘉賓

偉太平紳士等蒞臨

經歷愉快和難忘一夜。會長葉

主禮。亦衷心感謝

笑彤獅姐更帶領三位專業人

到臨之嘉賓及眾前

士，社會服務者加入獅子會；

總監、區職員、友

他們包括梁晏菁獅姐、梁鳳華

好會長及親友等出

獅姐及梁鳳嫦獅姐。當晚共籌

席支持，聚首一堂

得善款約31萬元多，將撥入本

令當晚衣香鬢影，

會服務基金中。
2016年9月至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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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
香港太平洋 獅Hong子 Kong
(Pacific)

會長
韋子邦

資訊委員
顧明仁

參與石鼓洲康復院中秋晚會

本

會獅友在韋子邦會長帶

和嘉賓乘船抵達而結

領下，聯同友會獅友及

束。總結這次的收

朋友等十多人，於九月十三日

穫，還是女士優勝，

出席了香港戒毒會石鼓洲康復

魚兒始終避不開美色

院的中秋聯歡晚會。

所迷而上釣！

在長洲彼岸的石鼓洲康復院

夜幕低垂，掛滿美

屬於禁區，附近的海域也是

麗吸引注意力花燈的

船隻禁航區，沒有漁船在那裡

石鼓洲廣場傳來陣陣

作業，所以蘊藏豐富的不同魚

動人的歌聲，其中夾

類，是理想的垂釣地方，但也

雜著節拍強勁的音

基於是禁區，非法進入屬觸犯

樂，BBQ晚會快開始

香港法律。當天午飯後，十多

了。晚會儀式在獅友

位釣魚發燒獅友和初哥們，於

與嘉賓魚貫入座後開

獲得石鼓洲康復院胡院長的批

始，石鼓洲的院友也

准下，在會長的率領下從長洲

預備了多款精美令人

乘坐往石鼓洲的專船新德四號

食慾大振的美食招待賓客；美

口看來非常好；加上美味菜色

經過二十多分鐘的航程，到達

味的燒豬扒、香腸、雞翼外還

的吸引，食物枱經常出現排隊

了垂釣聖地－石鼓洲碼頭。釣

有特色錫紙魚塊、小巧魚丸、

人龍，負責食物的社友也忙於

友在石鼓洲老友記指導下，各

長洲牛丸及青甜的蔬菜和石鼓

加添各類美食。獅友們除了忙

自佔領有利陣地垂釣。歡呼聲

洲炒飯，配合不同的飲料及合

於拍照留念，也互相祝賀中秋

不時此起彼落，因為又有魚兒

時水果，確實豐富。大會還加

節快樂。為了協助石鼓洲的院

上釣了！各人耐心等待魚兒上

插一項生日會為九月份生日的

友合作社舉辦不同類型的益智

釣其間互相分享垂釣心得，也

獅友及嘉賓慶祝。為了增加晚

活動，令戒除毒癮的過程更為

有獅友忙於為漁獲拍照。三個

會氣氛，大會除了有花燈比賽

流暢，本會當晚捐贈了三千元

多小時的歡樂時光在中港獅友

外還舉辦了歌唱比賽，由石鼓

作經費，拋磚引玉希望其它社

本會獅友及朋友和香港戒毒會執委顧明仁獅兄與楊駿昇獅
兄、總幹事譚太(前排中)及石鼓洲胡院長(前排右三)合照

韋會長代表本會捐贈石鼓洲合助社活動經費予胡院長

洲樂隊現場伴奏各社派

會人士及團體也作出捐贈。

出歌手代表演唱名曲。

本會及友會獅友於石鼓洲碼頭垂釣前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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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港獅子會張會長及本

歡樂時光通常都是短暫的。由

會韋會長也是評判團成

於獅友與嘉賓次日還要上班工

員，負責選出當晚獲獎

作，晚會在八時左右完結，獅

的三甲花燈及優勝歌

友與嘉賓依依不捨分乘新德四

手。現場獅友和嘉賓在

號及五號專船到長洲乘坐到中

悠揚動聽的歌聲及吹來

環的渡輪，一年一度的中秋聯

的陣陣清爽海風下，胃

歡晚會也隨着結束。

子會
銀綫灣 獅Silverstrand

會長
謝香鶯

資訊委員
鮑少群

銀綫灣獅子會創會二十五周年誌慶慈善晚宴
承先啟後．延續「銀禧傳奇」

逢

銀綫灣獅子會創會二十五
周年，眾銀綫灣獅友及青
獅於八月二十日聚首一堂，共同
參與「銀禧傳奇」慈善晚宴，場
面非常熱鬧。當晚還進行本年度
的職員就職儀式，為銀綫灣獅子
會會務和服務活動揭開新一頁。
於大會主席陳浩賢獅兄的鳴鐘
下，是次誌慶慈善晚宴正式開
始。難得全體獅友再次相聚，
當然少不免齊唱獅子歌「It's a
great thing to be a Lion」的環
節，抒發大家對獅子會的歸屬感
和為大眾服務的熱誠。陳浩賢獅
兄、銀綫灣2015-2016年度會長
葉偉倫獅兄、第一副總監陳立德
獅兄、新任銀綫灣會長謝香鶯獅
姐、母會港島會長張國強獅兄及
大會副主席蘇漢發獅兄亦分別致
辭，分享在會點滴和感受。大會
更悉心安排周年誌慶切餅和祝酒
儀式，讓眾嘉賓及銀綫灣獅友共
同分享喜悅。
為誌慶慈善晚宴這個特別的晚
上，實在要感謝上屆會長葉偉倫
獅兄在過去一年帶領銀綫灣獅子
會取得豐碩的成果，以及歡迎謝
香鶯獅姐接任和新會員加入，為
本會承先啟後，再創高峯。過去
一年，葉獅兄在兼顧繁忙的工作
和家庭生活的同時，仍盡心盡力
地帶領本會一眾獅友進行服務計
劃，惠及長者、學童等眾多對
象。在支持區會和總會活動上，
葉獅兄亦不遺餘力，與會員出心
出力支持和參與多項分區活動及
籌備會議。他還格外重視維繫獅
友間的感情，於任期內舉辦大大
小小的聯誼活動，促進彼此間的
溝通。
晚宴當晚，葉獅兄更為上年度的
義務司庫韋百昌獅兄、義務秘
書兼最佳獅友李婉芳獅姐頒發獎
牌，報答他們的無私付出。
今年，謝
獅姐將秉
承「我們
服務」的
宗旨，擴
展更多不
同類型的
服 務 項
目，造福
更多市民

和推動本會發展。在一眾嘉賓和
獅友的見證下，三位新會員，包
括鄭道莉(Bessie)獅姐、張月芬
(Karen)獅姐和王杰森(Kitson)獅
兄亦在晚宴上正式加入本會，相
信能為本會注入新動力。
除以上儀式上，是次晚宴更盡顯
本會一眾獅友群策群力的精神。
在表演項目「銀禧鼓響譜傳奇」
中，會長謝獅姐持旗帶領一班銀
綫灣演出者進場，並為台上嘉
賓和獅友們在百忙中抽空見面和
練習而成，可見各位對本會的熱
誠。席上還邀得今屆和上屆會長
為大家獻唱「千個太陽」、「友誼
之光」、「千載不變」和「邁向新
一天」，上屆會長Roy和Faye更
以父女檔演奏和獻唱「月半小夜
曲」和「火舞艷陽」，為晚宴生
色不少。此外，獅嫂、獅姐夫和
青獅們都為此場晚宴獻上己力。
林修基獅嫂和陳卓琪獅姐夫擔任
儀式司儀；青獅到場協助銷慈
善獎券，呼籲來賓共襄善舉。由
此可見，本會上下一心為是次慶
典付出，發揮「大家庭」和傳承
精神。

銀綫灣獅子會創會二十五周年誌
慶晚宴終於在歡樂的氣氛下圓滿
結束。此夜為眾獅友帶來相聚的
機會，互相交換近況、確立來年
為本會服務的目標。不經不覺，
本會已走過四分一世紀，相信憑
著會長和獅友們的努力，定必能
為本會再創傳奇！
經過是次慈善晚宴後，本會添上
三位新力軍，變得人才濟濟。三
位新獅兄姐都想對會長謝獅姐的
入會邀請致以由衷謝意，並表示
對本會懷有抱負。以下為他們所
分享的入會契機和心聲：
Bessis獅姐坦言過去大半生都被
家庭和工作佔據了大部分的時
間，好像並沒有為自己做過甚
麼。年初，她與份屬好友的謝
獅姐傾談時，發覺謝獅姐這三
年來參加獅子會後有很明顯的改
變。Bessis獅姐在入會前亦曾參
加過本會的例會、培訓和活動，

認為本會的服務宗旨、團隊精神
和安排社會活動的積極性，都與
她平時接觸的圈子截然不同。她
深深體會到這份齊心的態度產生
出強大的力量，終明白謝獅姐對
本會的歸屬感從何而來。因此，
當謝獅姐邀請她加入本會時，她
立時答應，除向謝獅姐以示支持
外，她亦希望能在未來的日子中
跟各獅友前輩學習，盡己所能，
過著充實有意義的生活。
Ｋaren 獅姐的
正職是健身教
練，也在香港
理工大學附屬
的香港專上學
院兼職教授健
身課程。她加入本會的契機來自
謝獅姐的一次活動邀請，到「健
康‧我話事」之運動轉乾坤嘉年
華會中幫助攝影。活動當日，
Ｋaren獅姐看到獅友及義工盡
心盡力為長者服務，心裡滿是感
動。她自己亦無懼當日炎熱的天
氣，努力地去每一個角落為大家
拍下珍貴的一刻。活動後Karen
獅姐雖感疲憊，但當重溫相片
時，滿足感一下子湧上心頭，和
一向在運動場上追求勝利的滿足
感是兩碼子的事。她期望在正式
加入本會後，能跟隨本會及各獅
友，一起盡心盡力為社會服務。
Ｋitson獅兄從小便熱愛足球，一
直積極組織足球活動。沒想到，
他加入獅子會的緣份亦由足球帶
來。半年前，他第一次參加獅子
會足球比賽。當日，他認識了很
多友善的獅兄，並發現他們十分
團結及充滿正能量，於是決定自
己也要成為獅子會的一份子。去
年，Ｋitson獅兄喜獲麟兒，縱
然審計工作愈見繁重，但兒子的
出現令他每天都充滿快樂之餘，
更驅使他不斷進步。他遂決心要
用自己的力量貢獻社會、幫助有
需要的人。因此，他很期待在加
入本會後，能認識更多不同領域
的獅兄獅姐，在參加更多義工活
動以回饋社會之餘，還可與家人
共同參與活動，讓兒子在成長路
上學習獅子會服務社會的精神。
冀望眾獅友在認識這三位獅兄姐
後，來年能與他們攜手協力，
發揮薪火相傳的精神，推動本會
進步。
2016年9月至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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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山 獅Red子Hill會
2

會長
陳雅之

資訊委員
趙玉娟

016/17年紅山獅子會換了一個年青的新領導班子，會長團隊、秘書和司庫均為我會最年輕、最有幹勁
的會員。

領導班子芳名：
會長
：陳雅之獅姐
上屆會長 ：蔡輝雄獅兄
第一副會長 ：鄭永基獅兄
第二副會長 ：麥嘉敏獅姐
第三副會長 ：顏震宇獅兄
秘書
：楊應沁獅兄
司庫
：林笑琴獅姐
謹此祝願紅山獅子會在 陳雅之會長帶領下，在會務、服務及聯誼各方面都是豐盛的一年。

會長感言
有幸擔任紅山會長一職，本人
於就職時訂立的個人領導方向
為「一切事務以本會會員及服
務置首位，希望建立一個開
心、團結的分會氛圍」，幸得
到會員的支持、副會長們的熱
心努力及盡職，漸漸形成了本
年度各方面的計劃及執行方向。
加入紅山至今才踏入第4年，
以獅齡計算，仍屬新人，但會
內的資深會員前輩們從不吝嗇
扶持新人，提拔新會員之同
時，亦常常以鼓勵的方式接納
新會員的活動方案，回想當初
加入的首年度，提議大家一起

到台灣旅行，由計劃到執行，
大家都十分支持及參與，接著
第二年擔任第二副會長時提出
加入中學生參與平安相拍攝及
探訪活動，由聯絡學校至事務
完成，當中會員都全力協助；
至去年擔任第一副會長負責籌
款事宜，與籌委會討論後提出
以演唱會方式進行，由準備到
完成，各位會員不但沒有否決
此大膽嘗試的建議，還全力同
心協力去完成。當初我加入獅
子會時，曾有位獅姐分享，加
入獅子會最大的得著，是學習
到如何與不同界別的會員共同
合作及相處，加上經歷以上這

一切的過程，都讓我更成長。

sponsored the hands-on
mooncake workshop provided
by the community centre and
we distributed these low-sugar
healthy mooncakes during the
event to the participants that
day. Simplified interactive
Tai-chi exercises were taught.
We rounded up the event with

home visits to the elderly who
couldn’t make it to the party.
We learnt a lot from them while
chatting about their old days.
It was quite an eventful day
with lots of laughter and love. I
look forward to more interactive
services to come!

會內氣氛亦充斥令人舒坦的互
動氛圍，大家都敢於發表自己
的意見，而亦非常尊重討論的
過程，往往於討論完成後，都
會支持討論結果及接受對方的
意見，做事樸實努力，這一
切，都使我深深著迷及欣賞。
紅山今年度將會舉辦不少於六
項的服務及六次會內聯誼，希
望於年度結束時，大家於精
神、心靈及情感上都充滿正面
力量及滿載而歸。

陳雅之獅姐
A s t h e 2 n d v i c e p re s i d e n t
this year, I am very honored
to be responsible for service
in 2016-2017. We enjoyed a
fun morning with the elderly
in Shatin Lek Yuen Estate.
Together with ELCHK, Shatin
District Community Centre
for the Golden-Aged, we

撰稿: Lion Stella Mak

紅山本年度的第一個服務《花好月圓齊歡唱，獅友老友齊迎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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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會
香港淺水灣 獅Repulse
Bay Hong Kong

本

會長
何家傑

資訊委員
繆雲龍

年度(2016-2017)淺水
灣獅子會的董事會已於

較早時候順利組成，預祝本會
今年事事順利、更上一層樓。
由本屆會長何家傑獅兄帶領
下，第一次董事會議已於7月

本會各會員很高興參加了於8

誓儀式。此外，晚會舉行日期

14日舉行，亦為本會今年緊密

月6日晚上的2016-2017年度

前加入獅子會大家庭之新獅友

的服務及活動的籌備工作揭開

區職員暨屬會職員聯合就職典

們，同樣於當晚進行了正式入

序幕。是次會議主要商討9月

禮。當晚典禮假座於灣仔會

會儀式。本會很高興今年也有

中之「獅子溫情慶中秋2016」

議展覽中心舉行，303區各分

四位新獅友加入，分別是袁凱

的服務工作作出安排。該服務

區及分會之職員和會員們都十

英獅兄、曾新華獅兄、謝建星

由第二副會長李輝榮獅兄為大

分踴躍參與該晚慶典。當晚除

獅兄及林偉豪獅兄，淺水灣獅

會主席，服務對象是沙田馬鞍

了是新年度第一次區活動，亦

子會在此熱烈歡迎四位加入，

山恆安老人中心。活動將會探

是各職位新舊班子正式交替的

令本會更強大，大大增加了本

訪超過100位長者，有關活動

日子，所以晚會上亦為本屆新

會服務社區的資源及能力！

詳情會於下期獅聲報導。

職員們進行了簡單而莊嚴的宣

國際獅子總會中國港澳303區青年獅子區會(青
獅)2016-2017年度聯合就職典禮已於8月21日
假座灣仔會議展覽中心順利舉行。當日共有48
個屬會出席，淺水灣青年獅子會很榮幸能參與
其中，當日由本年度會長聯同青獅指導，帶領

青獅內閣成員一同出席，場面熱鬧。除了有宣誓儀式
外，還有表演和頒獎環節。今年淺水灣青年獅子會由美
貌與智慧並重的新會長蔡盈盈帶領，希望今年青獅有更
好的成績，在此祝她事事順利，淺水灣獅子會將在各方
面全力支持她。

2016年9月至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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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會
中區 獅Central

會長
蔡卓麗

聯誼活動

本

會全體會員在7月20日

肌健協會合辦的重點項目－

受和交流見聞，整晚氣氛溫馨

假康得思酒店宴請上

《肌健齊關心·獅愛喚社群》，

融洽，大家共同渡過一個難忘

屆會長劉秀芬獅姐，答謝她於

此系列服務得到眾多當紅藝人

和歡樂的晚上。

去年度獻出寶貴時間，再度出

支持，在社會上產生了巨大迴

任本會會長。

嚮。

劉秀芬獅姐凡事身先士卒、親

當晚本會獅姐出席率是百分之

力親為，帶領本會舉辦一個個

百，連同家屬及三位交流生，

有意義又出色的服務，這些服

總人數超過60人，充分體現會

務成果令人滿意，她的付出是

員們的團結精神。席間劉秀芬

有目共睹的。其中一項尤為突

獅姐分享她擔任會長期間的趣

出的服務是本會去年度與香港

事及點滴，其他獅姐亦分享感

2016家庭健康論壇
8月20日假香港心理衛生會臻

健康講座、瑜珈示範、為運動

令有智障的青少年重拾信心，

和學校舉行，此活動由香港特

員檢查口腔，以及特奧會領袖

繼而融入社群。連同馮妙雲總

殊奧運會家庭支持網主辦，中

和家庭支持網家庭領袖分享感

監，當天本會有十位獅姐出席

區獅子會協辦並由國際獅子總

受，節目完畢時大會預備了

支持活動。

會贊助。

豐富自助午
餐招待參加

節目開始由大會代表致歡迎

者。

辭，接著由本會會長蔡卓麗
獅姐和前會長葉崇鈺獅姐介紹

香港特殊奧

中區獅子會，之後由馮妙雲總

運會是值得

監介紹國際獅子會及本年度的

支持的，他

服務目標。其他豐富節目包括

們藉著運動

葉鳳鳴獅姐撰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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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中港 獅Hong子 會Kong (Mainland)

會長
張家驥

資訊委員
區婉珊

香港中港獅子會2016-2017年度就職典禮
暨第二十四屆慈善晚宴
暨姊妹會台南市自強獅子會結盟二十周年
廣東獅子會嘉應服務隊結盟二周年

本

會2016-2017年度職員

在此介紹一下我們的新獅兄 –

他仍盡量抽空參與及出席本會

就職典禮暨第二十四屆

甘澳文獅兄，由第三副會長傅

活動，我們祝願何獅兄的小寶

慈善晚宴已於2016年7月22日

佳濱獅兄推薦了一位年輕有為

寶，快高長大，聰明伶俐，身

在譽宴圓滿舉行！當晚有幸邀

的牙科醫生加入中港獅子會的

體健康！

請到第一副總監陳立德獅兄出

大家庭，在就職典禮中宣

任主禮嘉賓並主持新會員入會

誓加入獅子會成為本會獅

儀式。還有遠道而來的台南市

友，令本會人力陣容壯大

自強獅子會及廣東獅子會嘉應

強健，祝願他能與我們一

服務隊的獅友到賀，整晚活動

起拓展更多服務，惠澤社

流程暢順，表演節目精彩、拍

群，發揮獅子會精神。

賣環節緊湊，抽獎禮物豐富，
使大會充滿歡樂和喜悅，在此

還要和大家分享另一位早

感 謝 大 會 主席周瑞興獅兄及副

前入會的何梖榮獅兄喜獲

主席傅佳濱獅兄的精心策劃和執

麟兒的好消息，他也是一

行，籌委會成員的共同努力、青

位年輕有為的脊骨神經科

獅的協助、眾獅友和嘉賓的出席

醫生。他的小寶寶精靈可

與支持！給所有來賓一個愉快的

愛，現在忙於親子照料，

晚上！

加上何獅兄醫務繁忙，但

2016年9月至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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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會
香港荷李活 獅Hollywood
Hong Kong

會長
陳漢文

資訊委員
林榮填

2016年8月10日 - 第三分區主席馮翠屏獅姐及
第八分域主席林雪艷獅姐親善探訪香港荷李活獅子會

我

們香港荷李活獅子會

獅兄及高文開獅兄。這

在8月份例會及理事會

是我們荷李活獅子會大

中，熱列歡迎第三分區主席馮

家庭連續第三個月有新

翠屏獅姐及第八分域主席林雪

獅友會加入。隨著我們

艷獅姐親善探會。我們香港荷

日漸強大，就可以有更

李活獅子會更加歡迎兩位新獅

多人才，為社會做更多

兄加入本會，他們就是余忠寶

社群服務。

2016年8月27日 - 探訪聖母潔心會白田安老之家
早上我們香港荷李活獅子會大

白 田 安 老

獅和香港荷李活獅青獅會一起

之 家 」 。

做了一個長者探訪服務。拜訪

今 次 探 訪

長者服務機構是「聖母潔心會

服務中大獅
及青獅們與
39位長者
一起做毛巾
操，還有表
演 魔 術 、
扭氣球，令整個長者之家充滿

港荷李活獅青獅依依不捨，期

歡樂。有一位93歲的婆婆對我

待我們下次再來和她們一起玩

們香港荷李活獅子會大獅和香

遊戲。

服務預告
2016年9月3日 - 深水埗區內獨居長者/兩老共住之長者的服務
我們香港荷李活獅子會將會在

埗區內獨居長者/兩老共住之長

樂帶給受訪長者家中，兩個社

9月3日將會與明愛鄭承峰長者

者的服務。為了嚮應中秋節的

會機構將準備了中秋福袋送給

社區中心一起做一個探訪深水

來臨，及將中秋節的氣氛及歡

每位受訪長者。

2016年9月10日香港荷李活獅子會
「 共 建 《 深 》《 情 》 在 蘇 屋 - 啓 動 禮 」
「共建《深》《情》在蘇屋 - 啓

港荷李活獅子會」主辦，「明

者及低收入家庭完成室內裝

動禮」是我們香港荷李活獅子

愛鄭承峰長者社區中心 」、

修、設計及維修之服務。當大

會在2016年7月31日的慈善電

「 救 世 軍 」、 「 新 生 精 神 康 復

家每捐$1,000 時，就可以幫助

影籌款後的延續。「共建《深》

會」、「家居維修義工協會」

一位獨居長者及低收入家庭的

《情》在蘇屋」的服務是為了

及「香港復康力量會」一起協

家居鋪地板。

配合蘇屋邨即將落成，由「香

辦，免費幫助1,000位獨居長
撰稿人：林榮填獅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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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會
香港鑽石 獅Diamond
Hong Kong

會長
麥偉玲

資訊委員
林廣安

2016-2017年度慈善電影籌款

2

016年9月11日香港鑽

感人而又真實的電影，令觀眾

次成功合力籌得16萬港元服務

石獅子會在尖沙咀UA

對老年長者的慢性失憶健忘疾

基金，本會全體獅友將盡力協

ISquare電影院舉辦了每年一

病關注，本會將致力多參與這

助有需要的人，同心協力實踐

度的慈善電影籌款，電影是

類長者服務計劃。本會全體是

獅子精神「我們服務」。

2016年8月本會舉行理事會議

為本會個人籌到10萬港幣善

Yang、Lion Takeaki Ogino和

及例會，籌備本年度的各項服

款，更在本年帶進了五位新獅

Lion Libra Lai，她全心全力的

務計劃。而本會現時有多位獅

友，Lion Victor Tong、Lion

獅子精神，值得我們讚揚和學

友懂得說不同各種語言，如日

Wendy Cheong、Lion Milson

習的！

「 幸 運 是 我 」。 這 是 一 部 非 常

本語、泰國語、德國語、馬來
西亞語、英語、國語、潮州語
等，本會各獅友都希望能全力
投入為獅子會服務。

香港鑽石獅子會2016-2017
年度會長麥偉玲獅姐，不但

2016年9月至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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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會
香港青馬 獅Tsing
Ma

會長
鄧國威

資訊委員
陳中正

2016-2017年度區職員暨屬會職員聯合就職典禮及餐舞會

2

016年8月6日，青馬獅兄獅嫂一行廿多人出席
區職員暨屬會職員聯合就職典禮及餐舞會。當

晚典禮莊嚴隆重，有勞工及福利局張建宗局長,GBS,
JP 及教育局局長吳克儉, SBS, JP監禮，場面盛大。
是晚，青馬在全場逾千位嘉賓及獅友的見證下，正
式由鄧國威獅兄接棒，成為青馬2016至2017年度的
會長。在此預祝青馬在鄧會長的領導下，邁向更高
峰！

恭賀新一屆的青馬班子及感謝獅嫂們的支持

青馬例會親善探訪及嘉賓分享
8月16日，第七分域主席黃頴

會盛德中心學校

信獅兄蒞臨本會例會作親善訪

的胡忠興校長

問，介紹了區會的未來服務方

和何兆祥同學

向及第三分區和第七分域的服

來到青馬例會，

務，期望增加彼此交流，為展

分享群育學生在

開未來一年的獅子服務而努

特殊學校的生活

力！

和訓練。其中何
兆祥同學分享他

席間，陳永良獅兄邀請了扶幼

讀群育學校而考

送上生命勇士的書籍，鼓勵何兆祥同學(中)繼續奮鬥努力

入台灣大學

聽到何同學自信自強的分享，

的過程和他

獅兄們都熱烈鼓掌讚賞，很欣

的人生價值

賞何同學能夠以他的行動去證

觀，感謝過

明他是做到的，又願意做兼職

去幫助過他

洗廁所賺錢作為自己去台灣讀

的人，承諾

大學的第一年學費及計劃日後

日後一定會

將繼續半工讀供自己讀書，充

回饋社會！

滿正能量和陽光！

青馬獅兄們與第七分域主席黃頴信獅兄合照留念

LKEC二十五周年紀念慈善餐舞會暨董事局就職典禮
恭喜國際獅子會腎病教育中心及研究基金創立25周年，及祝賀本會陳中正獅兄榮任永遠榮譽會長，許國
光獅兄及姚國安獅兄榮任總理，祝賀LKEC繼續再創新猷、提供更多更好的洗腎服務予有需要的人！
撰稿人：陳中正獅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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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
香港千禧 獅Hong子Kong
Millennium

會長
冼兆龍

香港千禧獅子會《獅誼隆情》

本

會自1999年由創會會長高朗齡獅姐成立，轉
瞬間已踏入第十七個年頭。每一屆的會長均

是會的靈魂和核心，如會長有能力及有智慧，能與獅
友共融和諧，求同存異，不論會務或對外的一切活動
均能順理成章。千禧去年的風起雲湧，最終開了兩次
緊急仝人大會而罷免了會長。以史為鑑，可知興嘆！
處於谷底的千禧還能站起，全賴千禧十五位餘下同心
獅友的團隊，鼎新格故、去蕪存菁。使筆者深感受到
團隊力量是宏如巨浪，無事不可為。然而歷史的事是
過去了，向前看才是明天，而世上的事與物，有變才能有永恆，這就是朝代興替。
於2016年8月30日，革新的千禧終於從沉淪中站立起來。
由就職典禮主席，第一副會長高博豪獅兄(博士)帶領眾千禧
獅友，在主禮嘉賓應屆總監馮妙雲獅姐帶領下宣誓。感謝嘉
賓：第一副總監陳立德獅兄、第二副總監郭美華獅姐、第六
分區主席鄺海翔獅兄、創會指導前總監冼姵璇獅姐、前總監
高敏華獅姐、前總監馮炳壽獅兄、十六分區主席陳智健獅兄
及中聯辦九龍工作部謝益明處長見證下，應屆會長冼兆龍獅
兄帶領他的領導班子就職了。
就職後的晚宴，盡是歡樂之聲，因出席的廿多位應屆區職員，三十多位應屆會長，舉杯祝賀之聲不絕於
耳，是筆者在千禧日子裡，從未見過如此熱鬧歡欣的慶賀場面。這確是一個慶典，而所有出席的嘉賓，
獅友均能與眾同樂互相交流，盡表獅誼，使氣氛澎湃高漲。宴會結束了，還有數拾位獅友在吶喊舉杯
中，大家都捨不得離開這近距離的歡樂。
筆者確需讚賞應屆的第十六分域主席
陳智健獅兄， 應屆千禧會長冼兆龍獅
兄，他們的人際關係廣闊和諧，將獅
友、區職員及會長們打成一片，這是
真確的「獅誼隆情」。
在此謹代表千禧2016-2017年度全體
獅友，感謝大家的蒞臨出席，更感謝
出席嘉賓的隆情厚意。

2016年9月至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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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會
香港特區中央 獅Center
Point H.K.S.A.R.

會長
王浩然

資訊委員
梁仁富

參加2016-17年度303區屬會職員領導才能工作坊

2

016年7月9-10日，我們會長王浩然獅兄和一二三
副、秘書，於澳門喜來登金沙城酒店，參加由本會

的新任區秘書區玉瑛獅姐統籌的2016-17年度303區屬會
職員領導才能工作坊。會議邀請了多位重量級嘉賓，各
獅友兩日課程意猶未盡、獲益良多。會後我們也開會定
下今年度的服務和會務發展方向。

密鑼緊鼓籌備全年度多項服務活動
8月22日，會長王浩然獅兄假

動，包括9月份探訪香港戒毒

心）合作舉辦的大型老人探訪

灣仔浙江軒宴請眾獅友晚宴，

會石鼓洲復康中心活動，給康

送暖活動【獅情長意】；與本

並舉行理事會會議。隨著新一

復人士帶來溫暖和希望之光；

會親善大使袁鳳瑛小姐共同策

年度的到來，眾位獅友已經急

明年2月和三間NGO（東華三

劃，把“愛心關懷”與“音樂

不及待積極籌備多個服務活

院黃祖棠長者地區中心、聖

及文化表演”融合的慈善活動

公會聖匠堂

【獅吼金曲贈知音】活動。各

長者地區中

位獅友都磨拳擦掌，希望藉著

心及香港聖

這些服務活動，回饋社會。之

公會福利協

前舉辦活動都獲得區會領導和

會有限公司

多個分會獅友參與，實屬榮幸

樂民郭鳳軒

可貴，希望以後也多多支持本

綜合服務中

會，謝謝！

多名新獅友加入我會
我們欣然宣布，8月6日於灣

加入獅子會這個國際性組織，

2014年回港。去年得到獅友的

仔香港會議展覽中心舉行之

貢獻社會。

邀請，參加了石鼓洲康復院探

16-17年度區職員暨屬會職員

訪活動，覺得很有意義。加入

聯合就職典禮中，邀請幾位新

第二副會長何宇軒獅兄介紹郭

獅子會，希望可以更多參與慈

獅友加入，包括郭文義獅兄、

文軒獅兄加入我會。身為多家

善公益的工作，增廣見聞。同

郭文軒獅兄、鄧振琮獅兄，並

餐廳老闆的他，熱心公益，希

時盼望多認識新朋友，令生活

進行宣誓及飲獅奶儀式。

望透過加入獅子會，更多地為

更充實。

社會做出貢獻。
會長王浩然獅兄介紹新獅友郭
文義獅兄入會，曾為私人銀行

青獅主席鄧少輝獅兄介紹

家的他，現為連鎖餐飲集團及

鄧振琮獅兄加入我會，他

上市公司董事，除了是南昌市

在美國伊利諾大學修讀環

的政協委員，亦都活躍於僑聯

境工程，畢業後在當地從

等多個社會組織。他希望透過

事顧問工程師六年，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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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會
維港 獅Harbour
View

會長
簡榮耀

2016-2017年度區職員暨屬會職員就職典禮及餐舞會

國

際獅子總會中國港澳三

當 日 晚

○三區2016-2017年度

宴 以 莊

區職員暨屬會職員聯合就職典

嚴而隆重

禮及餐舞會已於八月六日（星

的就職典

期六）假座灣仔香港會議展覽中

禮拉開序

心新翼第五層大會堂順利舉行。

幕，而本
會2016-

而為支持區一年一度的盛會，

2017年度

本會有逾20名獅友報名出席；

的新任的

其中包括：會長簡榮耀獅兄、

職員亦同

指導會長黃鳳蓮獅姐、創會會

時參與了屬會職員聯合就職並

另外，本會新獅友蔡雪亮獅姐

長暨第三分區主席馮翠屏獅

與全區屬會獅友一同宣誓並緊

亦於當晚完成了入會儀式，飲

姐、前會冼慧詩獅姐、梁錦

守獅子會的誓言，牽動身邊的

下獅子奶，扣上獅子章宣誓承

明獅兄、陸詠儀獅姐、麥月愛

好友，於社會不同領域貢獻一

諾為社區服務。

獅姐、李燕芬獅姐、獅友何賢

己之力，而新任會長簡榮耀獅

忠獅姐、鍾鳳愛獅姐、余綺敏

兄於指導會長黃鳳蓮獅姐手中

而為祝賀我會創會會長馮翠

獅姐、崔桂華獅姐、陳達人獅

接過會長帶後，本會新任會長

屏獅姐擔任本年度第三分區

兄、冼詠珍獅姐、林秀甜獅

亦隨即誕生，一如既往繼承歷

主席以及簡榮耀獅兄擔任我會

姐、陳朗雲獅姐、余華強獅

屆會長的獅子心，努力做好社

2016/17年度會長一職，我會

兄、阮佩嫻獅姐、黎美寶獅姐

會服務，福澤社群。

及多名獅友亦訂購紀念場刊內

以及蔡雪亮獅姐等。

頁以作祝賀及對大會的支持。

第三分區主席馮翠屏獅姐及第八分域主席林雪艷獅姐親善拜訪
本會分別於7月20日及8月18

任，我會獅

日之例會上有幸邀得本年度第

友全體獅友

三分區主席馮翠屏獅姐及第八

將會全力支

分域主席林雪艷獅姐作親善拜

持外，亦證

訪。

明了我會人
才濟濟，各

首先，本年度第三分區主席是

方面都可以

由我會創會會長馮翠屏獅姐擔

領導群雄，
亦可見我會
獅 友 的 獅
友 心 並 分
別連續3年喜獲擔任區內重要

會近期及未來的各項活動，亦

職位。

與本會各獅友作最直接及深入

而第八分域主席林雪艷獅姐的

過去多年來的服務成績，令我

拜訪，除了詳細介紹了303區

的了解，另外亦並讚揚本會在
會獅友得到了很大的鼓勵。

2016年9月至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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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
香港灣仔 獅Wan子Chai,
Hong Kong

會長
鍾慧賢

資訊委員
何淑雲

轉屆

一

年容易，轉眼之間2016至2017
年度又開始了，在今個年度本會

的第一次理事會中，鍾慧賢獅姐從上屆
會長黃國泉獅兄手中接過會長佩帶及權
鎚後便成為新一屆會長，期望在鍾慧賢
獅姐的帶領下，會務蒸蒸日上，為有需
要的社群服務。

海南島獅友探訪
在8月份本會的第二次例會中，中國
海南的獅友到訪本會，席間談論到
服務項目、感召獅友、籌款項目...等
等，氣氛相當熱烈，加深了對中國
獅子會的認識，期望有機會到海南一
行，彼此互相交流以增加獅誼。

就職典禮
2016至2017年度區職員暨屬會職員聯
合就職典禮及餐舞會於8月6日假座灣仔
香港會議展覽中心新翼第五層大會堂舉
行，本會獅友亦有出席參與這一年一度
的盛事，大家過了一個愉快的晚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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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會
銅鑼灣 獅Causeway
Bay

銅

會長
羅運萍

資訊委員
陳泊廷

鑼灣獅子會於8月6日，在2016
- 2017年度區職員暨屬會職員聯

合就職典禮及餐舞會上完成會長交接，
恭賀羅運萍獅姐擔任2016-2017會長。
於新一年，本會相信在羅運萍會長帶領
下取得驕人的成績，幫助更多的人。

本會於2016 - 2017 年度區職員暨屬會職員就職典禮及餐舞會上加添一
位新獅友，新獅友溫嘉翹(Kenneth )從事廣告及網頁設計超過10年，於
2009年開展個人事業，成立Black Media Group Limited。

本會熱烈祝賀前會長蘇建霖獅兄弄璋之喜。祝願"小小蘇"聰明健康，在蘇
獅兄及獅嫂的精心照料下茁壯成長。養子任重而道遠，加倍努力賺錢啊！

2016年9月至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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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會
香港半山 獅Mid-Levels,
Hong Kong

常

言道「施比受

會長
羅柯淑慧

資訊委員
謝月娥

更有福」，幸福不

是一種私藏，而是將它給予有需要

幫助的弱勢社群，這項行為，讓施恩者如沐
春風，受惠者嚴冬逢春。獅子會這個大家
庭，把相互不認識的有心人拉合，踏上服務
的平台，每一個人生命裡都有背後的故事，
人生旅途踏過的足跡，作為半山獅子會的一
份子，無論是資深會員或是新加入的獅姐，
均全心全意服務社會。

我們今年度已安排各項服務及聯誼活動，包括：
- 中秋節進行外展服務，探訪獨居長者。
- 將於十月份探訪沙田耆智園，讓獅姐和獅友認識腦退化症的病徵
- 來年新春人日將舉行大型盆菜宴，與長者共慶人日
- 來年端午節再度探訪獨居長者外展服務

新知舊雨，經歷時間的磨合，深入了解和溝通，讓獅子會運動踏遍香江，宏揚獅聲，堅信共融，邁向高
峯。

努力吧！半山獅姐們，把今年度的服務做到完善和完美，伸出愛心的手，合拍，合群，合作，合什。加
油！！

「美麗的一夜」

2016-2017年度區職員暨屬會職員聯合就
職典禮及餐舞會於8月6日假座香港會議展
覽中心舉行，一眾獅姐穿上華衣，出席支
持，盡表團結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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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新民 獅Hong子 會Kong Citizens

會長
袁秀齡

資訊委員
黃國經

2016-2017三○三區屬會職員領導才能工作坊

2

016-2017年度三○三區屬會各級職員領導才
能工作坊，已於2016年7月9至10日於澳門喜

來登金沙城中心大酒店順利舉行。是次工作坊不
但有助會員更加了解獅子會的歷史文化，更令大
家增加互信和提高解決困難的技巧，使會員在舉
行活動時更有效率及提高服務效果。而會議更使
各會的獅友藉是次活動互相交流，不但增加各會
之間的了解和認識，也令各會服務更協調；令日
後的社區活動的規模變得更好更大，服務的人群
更多。

2016-2017年度
區職員暨屬會職員聯合就職典禮及餐舞會
於2016年8月6日舉行之年度區職員暨屬會職員聯合就職典禮及餐舞會圓滿
結束。今屆會長袁秀齡獅姐從本會上屆徐玲玲會長的手上接過會長之位，
順利完成了會長交接。而袁獅姐也會繼承歷屆會長的志向，繼續為社區服
務。另外是次活動也舉行了新會員入會儀式，本會今屆已有1位會員加入，
使本會的活躍會員人數增加至26人。全賴會員的積極參加活動，才能令本
會繼續為社會服務，繼續弘揚獅子精神。
左：本會上屆徐玲玲前會長，中：本會今屆會長
袁秀齡會長，右：第十七分域主席梁麗琴主席

新民獅子會[ Dignity Moves 敢動尊嚴 ] 歡樂跑
8月14日，新民獅子會與Global

分區主席，鄺海翔第六分區主

邀請了著名歌手陳奐仁先生獻

Dignity Hong Kong於中環

席，陳健明第一分域主席，梁

唱，為在場所有參加者和義工

海濱長廊合辦舉行 [ Dignity

麗琴第十七分域主席等等。

打氣； [ 敢動˙唱 ] 音樂會同
時進行，給維港的夕陽更添一

Moves 敢動尊嚴 ] 歡樂跑活
動，目的是為年輕人打氣，支

[ 敢動˙跑 ] 四公里歡樂跑在

持他們建立自身尊嚴，為整個

新民獅子會會

社會注入更多正能量。

長袁秀齡獅姐

份歡樂。

鳴槍及帶領下
適逢當日天公造美，烈日不當

開始，新民獅

空，在各位獅友的合作下，準

友，青獅及其

備工作順利進行。一眾熱心的

他參與者，沿

國際獅子總會中國港澳303區

著 涼 風 拂 面

領袖前來支持，包括馮妙雲總

的維多利亞港

監，陳立德第一副總監，郭美

緩步跑。與此

華第二副總監，郭錦棠第四

同時，大會更
2016年9月至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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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新界東 獅Hong子 會Kong New Territories East

會長
潘治忠

資訊委員
羅麗君

《老友繽紛同樂日》

2

016年7月11日新界東獅子會與
好運街市在沙田禾輋邨與100

名邨內獨居長者舉辦《老友繽紛同
樂日》活動，當日捐出100個福袋之
餘，還邀請到上屆會長楊仲賢獅兄及
蘇淥銘獅兄為長者高歌及合唱，令全
場氣氛高漲，每位長者有福袋之餘更
有幸運抽獎，令獅友們、義工們及在
場長者有個開心愉快的下午。
撰稿：伍忠豪

《2016-2017年度職員就職典禮暨九周年慈善晚宴》
2016-2017年度職員就職典禮
暨九周年慈善晚宴於2016年8
月17日圓滿舉行。職員就職典
禮除了標誌着新一屆職員任期
的開始外，同時亦予肯定過往
一屆職員的努力和貢獻。隨着
時間的推移，本會將就職典禮
的意義更推進一步，與慈善性
質掛鈎，把晚宴中籌得款項用
於服務社群活動，發揮獅子會
的精神。

本會感謝總監馮妙雲獅姐出任主禮嘉賓，亦感謝第一副
總監陳立德獅兄為本會主持新會員入會儀式，同時亦有
幸得到各區職員、前總監、各會長及獅友在百忙中撥冗
出席，一起見證本會新一年度的開始。
撰稿：羅麗君
攝影：Bar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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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
香港壽臣山 獅HK 子Shouson
Hill

會長
沈顏

資訊委員
譚綺華

陳慶社區會堂《故事天地》

大

角咀陳慶社區會堂

培養小朋友

「故事天地」活動自

的閱讀興趣

6月至8月期間，每個星期六都

與習慣。

會由一班故事爸媽、故事種子
人和壽臣山的青獅和義工們一

9月3日更有

起和小朋友講故事，協助小朋

幸邀來王素

友和家長借故事書，藉以從小

瑩老師的分
享，本會會
長沈顏獅兄、鄺國威獅兄以及

培養閱讀的習慣不是一朝一夕

唐凱偉獅兄都一同出席活動。

的事，這次「故事天地」的成

當日進行了一個簡單而隆重的

功令講故事活動得以延續，希

嘉許禮，由陳慶社區會堂頒發

望陳慶社區會堂日後能繼續將

證書予這段時期熱心幫忙的義

培養閱讀的種子從社區傳開。

工。

建校助學
知識改變命運！香港壽臣山獅

活動首先由沈顏會長和前國際

予小二至小六成績優異學生，最

子會2015年3月30日由吳麗娜

理事文錦歡獅姐給予學生訓

後獅友一同分派由國泰航空捐贈

前會長領導下籌得善款30萬，

詞，勉勵他們努力學習，然後

的450份愛心福袋，所有獅友和

協助秦皇島盧王莊壽臣山獅子

由本會前會長頒發50份獎學金

學生都渡過一個愉快的下午。

會小學重建，1年半後本會獅
友再訪壽臣山獅子會小學，受
該校師生熱烈歡迎，校舍的教
學樓，圖書館，科學標本室已
正式啟用，全校400多位幼稚
園和小學生都可以在舒適的環
境學習，我們都感到很安慰。

2016年9月至10月

73

香港太陽 獅Hong子 會Kong Sun

會長
張海珊

中秋關懷服務日

香

港太陽獅子會順利於

餅活動」，會長張海珊獅姐

2016年9月11日完成

率領太陽獅友及來自各方的

兩項愛心服務，感謝本年度會

義工上門探訪基層家庭及有

長張海珊獅姐、創會會長鄺海

需要人士及派發食物福袋；

翔獅兄、2013-14年度會長林

中午12時30分，獅友們又參

顯輝獅兄及一眾出心出力地支

與由香港太陽青年獅子會與

持服務的太陽獅友！當日，獅

民社服務中心合辦之「中秋

友穿梭新界及九龍，為兩地居

關懷大行動」，發揮關愛社

民送上溫暖。早上9時30分，

會的精神。同一太陽下，大

獅友們先參與由香港太陽獅子

家無分彼此，臉掛笑容迎接

會主辦之「中秋關懷長者派月

中秋。

撰稿人：香港太陽獅子會秘書梁凱喬Cel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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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會
香港深水埗 獅Sham
Shui Po Hong Kong

會長
楊廣源

深水埗小學生課後支援計劃 – 服務成效分享會

本

會與YMCA舉辦了一個分享會檢討過去一年課
後支援計劃的成效。當日我們邀請了數位小學
生分享他們對計劃的意見及作出一個小雜技表演，
是項雜技是他們從課程中學會的。是次活動令我們
明白到課後支援計劃可以幫助深水埗區低收入家庭
托管小朋友，讓家長能安心上班及改善他們學業上
的成績。深水埗獅子會一向以協助低收入家庭及栽
培青少年作為服務目標，下年本會繼續此計劃，並
將今年度的不足加以改善。

全港青少年繪畫日 – 深水埗區
本會於7月10日在佛教大雄中
學協辦了『全港青少年繪畫日
比賽 (深水埗區)』，活動目

的以現場寫生活動為平台，為
青少年提供藝術交流機會令青
少年更了解香港地貌，鼓勵他
們透過畫筆
留住香港景
緻讓更多青
少年接觸繪
畫藝術，將
藝術融入社
區。參加者
是13-18歲
之青少年學
生，深水埗
區約有80人

參加。得獎者有機會參加一星
期的海外藝術之旅。當日，首
先進行了開幕禮，一眾嘉賓致
詞及對各位參加者作出鼓勵訓
勉， 然後出發步行到漢花園，
作出戶外寫畫比賽。各參加者
選擇有利位置，即席揮毫、盡
展各人所長。
本會十分支持是次活動，認為
可以給予精於繪畫的青少年一
個競技的機會及提供一個平台
予他們往海外交流，推廣中國
的文化及藝術。

區職員暨屬會職員聯合就職典禮
本會於8月6日參加了區職員暨屬會職員聯合就職典禮，當日邀請了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張建宗先生及教育
局局長吳克儉先生作主禮嘉賓，致詞中表揚了獅子會對香港社會的貢獻，我們會繼續為建設一個和諧及
美滿的香港而努力。與此同時，亦恭喜楊廣源獅兄正式上任16-17年度香港深水埗獅子會會長及郭美華獅
姐就任第二副總監。在會長的英明領導，本會繼續齊心做好本年度的服務。

第八屆就職及籌款晚會
本會於8月12日在旺角帝京酒店舉行了『第八屆就職及籌款晚會』。我們邀請了眾多區會、友會及社區的
嘉賓蒞臨，令活動生色不少。同場更有三位準獅友宣誓，為我會注入新動力。儀式完成後，接著是豐富
的娛樂節目，先有歌手現場助慶，然後是卡拉OK環節為當晚的氣氛推向高潮，最後是Music Bingo及幸
運大抽獎。本會非常感謝各區社會領導及獅友出席，大力支持及捐獻，希望各人都能盡興而歸。

同深同心樂悠遊
8月21日，深水埗青年獅子會與深恩軒
舉辦了“同深同心樂悠遊”，帶領低收
入家庭的小朋友前往大棠生態園參觀、
餵飼小動物、坐牛車和騎馬，讓平日長
時間留於家中的小朋友，有機會走出深
水埗接觸大自然。多謝當日出席青獅的
幫忙，令小朋友玩得十分開心。

第八屆就職及籌款晚會

同深同心樂悠遊

2016年9月至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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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
香港新時代 獅Hong子Kong
New Era

會長
劉美琪

資訊委員
簡裕童

2016-2017年度香港新時代創會六周年紀念暨
第七屆理事會就職典禮慈善晚宴

香

港新時代獅子會創會六周年紀念暨第七屆理
事會就職典禮慈善晚宴於9月7日由曾鈺成主

席、馮妙雲總監及吳克檢局長見證下圓滿舉行。當晚
各界嘉賓好友聚首一堂，星光熠熠，場面非常熱鬧。

本次慈善晚宴有幸得到各界善長鼎力支持，贊助晚宴
席位、紀念場刊賀稿及廣告、慈善獻唱、紀念品銷
售、幸運抽獎禮物贊助等等，濃情厚意。還有所有台
前幕後為典禮付出的每一位獅友、青獅，令今次典禮
取得圓滿成功。

相信在劉美琪會長的帶領下，本會會務在新的一年度
定能蒸蒸日上，邁向新輝煌。

2016-2017年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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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

儀式，而劉美

就職典禮已於2016年8月6日

琪獅姐接過權

舉行。在總監馮妙雲及主禮嘉

槌和佩帶後，

賓的監禮下，本會與其他屬會

便正式成為

新一屆職員一同進行宣誓就職

2016-2017年

度會長。新

來一番新景象。

任會長一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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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事積極投

期望在劉美琪會長的英明領導

入，深信定

下，新時代獅子會一定團結一致

能為本會帶

多做實事延續獅子會服務精神。

子會
荃灣 獅Tsuen
Wan

會長
吳騰

資訊委員
鄭堅楚

「荃灣獅子會．懲教署．香港動漫畫聯會」滅罪漫畫
「一念天堂．一念監獄」動漫節宣傳活動

荃

灣獅子會應懲教署之邀請合作製作滅罪漫
畫「一念天堂．一念監獄」，在前會長

曹貴子醫生的協助下，本會成功邀得香港動漫畫
聯會將真實個案改編成漫畫，以輕鬆的形式讓
青少年了解犯罪之後果。
本會與懲教署及香港動漫畫聯會更應邀於7月31日
出席香港動漫節宣傳滅罪漫畫，吸引過百名觀眾
圍觀。

助理署長(更生事務) 鄧秉明先生CSDSM (中)、荃灣獅子會前會長曹
貴子醫生 (左三)、香港動漫畫聯會會長黃玉郎先生 (左二)、漫畫主筆
徐大寶先生 (右三)、荃灣獅子會會長吳騰先生 (右二)、懲教署代表及
董嘉儀小姐 (右一)為滅罪漫畫「一念天堂．一念監獄」進行宣傳

「2016-2017年度區職員暨
屬會職員聯合就職典禮及餐舞會」
「2016-2017年度區職員暨屬會職員聯合
就職典禮及餐舞會」已於8月6日假香港會
議展覽中心新翼大會堂圓滿舉行，本會近
40名獅友出席，除祝賀現屆總監及職員
就職上任，本會新一屆理事會成員亦宣誓
就職，吳騰獅兄亦正式就任，一同為服務
社群而努力。
左圖：新獅友們進行入會儀式加入荃灣獅子會。
右圖：吳騰獅兄正式就任荃灣獅子會會長。

「獅子會與香港浸會大學中醫藥慈善基金」
十周年慈善晚宴
本會一直支持「獅子會與香港浸會大學中醫藥
慈善基金」推出「長者愛心診症咭計劃」，故
特別擔任「獅子會與香港浸會大學中醫藥慈善
基金十周年慈善晚宴」冠名贊助。晚會已於8月
29日順利舉行，多名獅友應邀出席支持，場面
熱鬧。

2016年9月至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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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又一村 獅Hong子 會Kong Yau Yat Chuen

本

會捐贈大澳佛教筏可紀念中學“正念人
生，喜樂校園”校園計劃禪修課程，給

予全體師生於9月1號正式開課，計劃目標是讓學

生能學以致用，應付人生旅途上高低起伏和生活壓
力，建立積極和美好的人生觀，受惠對象高達500
多人，包括老師、學生及家長，課程為期一年。
蔡來順撰文

本會戴天為獅兄，去年承擔
腎病中心主席一職，出錢出
力，一年來建樹良多，促成第
三間腎病中心即將在大埔區啟
用，為有需要的腎病患者出一
分力，姚會長及獅兄們引以為
榮，天為獅兄充份發揚本會“
行善積德，樂施添壽”的精
神，2016年8月27日晚上，

任的日子，本會十多位獅友出

兄，在他感召下也榮任腎病中

是他順利完成一年主席職務卸

席晚宴恭賀！另一位龔華海獅

心總理。通過本會感召及捐
獻，戴天為獅兄一年主席任
期，合共捐贈6部洗腎機給予
中心，為弱勢的病患者提供優
質的服務！人生路上，彼此共
結善緣，分享善行，快樂慈
善，誠一樂事。
蔡來順撰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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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長
姚瑞添

資訊委員
蔡來順

長者喜迎中秋樂融融2016，葉
文龍獅兄2015年獲委託出任這
個服務的大會主席，憑藉葉獅兄
廣結善緣的感召力，獲各方好友
支持，出心出力，為獨居無依長
者在人月兩圓的節日中，感受到
關懷的心意，結果成果美滿，大
獲好評， 2016繼續由葉獅兄擔
任本次服務大會主席。今年服務

範圍更推廣至全港10個區，為超
過800名長者、義工、善長及學
生，在天降甘露的早上，12台大
巴士，有序地接送大家到大嶼山
寶蓮禪寺樸初堂，佛聯會釋智慧
會長親臨為大家祝福，馮妙雲總
監及15分域主席出席見證，活動
在中秋前夕為大家帶來歡欣，關
懷，體驗我們服務的樂趣。

2016年9月至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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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dv ertis eme nt

蔡來順撰文

子會
南區 獅South

會長
馮志豪

資訊委員
謝燿全

活動一

八

月六日香港南區獅子會新一屆
理事們一起出席2016－2017

年度區職員暨屬會職員就職典禮。南
區獅子會當晚人才濟濟，在新一屆會
長馮志豪的帶領下，南區獅子會的理
事們會將獅子會精神一代一代傳承下
去。

活動二
古語云：「施比受更為有福」，

中秋美食「月餅」外，更與他

族群尤如父母對子女的愛與包

九月六日香港南區獅子會一眾

們一起暢玩傳統燈籠，令整個

容。在今次探訪活動順利完成

獅兄獅姐一同參與社區服務探

探訪活動都洋溢著中秋氣氛。

後，南區獅子會期望在今年繼
續與不同團體合辦更多這類型

訪扶康家庭，與他們一起慶祝
中秋佳節。在今次活動中各獅

此 外，我們更安排與扶康家庭

的探訪活動，繼續服務社會，

兄獅姐各出奇謀，與扶康家庭

共晉晚宴，在晚宴中與扶康家

關愛弱勢社群。

各成員除了團團圓圓一起分享

庭成員慶祝生日及表演色士
風，令他們開
懷歡笑。是次
主要目的除了
是探訪社區中
的弱勢社群，
讓他們感受到
被社會接納及
被關懷外，也
表揚一眾退而
不休的退休義
工人士對弱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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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會
九龍灣 獅Kowloon
Bay

會長
陳惠儀

資訊委員
李淑芳

獅路“漫漫”喜同行

在

過去的短短一年，九龍

景，組織架構，服務宗旨及禮

灣獅子會獅友共籌辦了

規外，還提升了大家對服務的

四個服務計劃，參與多個培訓

熱心及使命。

課程及區會活動，大家並肩攜

障人士。
進行每個活動前，大家均釐定
全盤計劃，包括成立籌委會，

手，全力以赴，努力完成每件

本會的服務活動包括探訪得寶

擬定工作分配，財務預算，活

工作。

安老院，為曉光護老院長者進

動程序及事後檢討等，所以各

行義剪服務，了解觀塘啟德大

參與者均能全程投入並作出適

透過培訓及講座，獅友們除了

廈新移民的生活情況，關懷黃

當調整，令服務順利完成。

更深入認識獅子會的歷史背

大仙白普理宿舍輕度自閉及智

獅情畫意 點滴在心頭
安老院的長者及白普理宿舍的

着，仿似在訴說自己的心聲。

眾，他們目前最徬徨的是在

智障者最需要的，是社會人士

歌聲是否動聽，節奏是否合

指定限期前遷出衛生及治安都

的關懷。我們的到訪除了帶來

拍，此時此刻都不重要，最重

很差劣的住所，在愛莫能助的

慰問及禮物外，原來最投入的

要的是讓他們透過歌聲盡訴心

情況下，我們只能送出小小的

環節是和他們唱歌。最叫人感

中情...

禮物聊表心意，及專注聆聽他

動的是他們會主動請纓領唱，
他們充滿自信，熱情忘我地唱

們的訴求，讓他們知道人間有
啟德大廈的住戶都是貧苦大

情。

回顧過去 策劃現在 展望將來
回顧過去一年的工作後，是熱

繼續為本區服務外，更會舉辦

會理念及文化等的培訓，做個

切計劃未來。本屆獅友將更同

一次較大規模的綜合活動，讓

實至名歸的獅子會會員，積極

心、同步服務社群，以「屬會

更多人受惠。在會員成長發展

活出獅子會的「四出」精神，

為本，服務為先」的宗旨擬定

方面，大家會積極參與有關禮

令會務蒸蒸日上！

全年會務。在活動方面，除了

規，屬會與區會架構，及獅子

2016年9月至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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圓方 獅Hong子 會Kong Elements
2016年7月9-10日圓方獅子會創會會長Jojo Tang
和候任新會長Leo Wong,以及其他六位會員一起
出席了在澳門喜來登金沙城中心大酒店舉行的
“獅子會2016-17屬會職員領導才能工作坊”

2

016/2017 lions club international district 303 workshop for club presidents and officers Macao

新舊會員通過該次工作坊學習了獅子會的規程和文化，對獅子會有了更深的認識，大家都獲益良多，又
認識了更多的友會同仁，好開心！

2016年7月12日，
在“歡迎候任國際總會長Robert E. Corlew LCI 2016”
我們的新會長Leo Wong和創會會長Jojo
Tang帶領大家出席了歡迎晚宴，在晚宴
上良朋歡聚，歡欣雀躍。

2016年7月23日-圓方獅子會
celebration party - Club Vendome, 6/f Imperial Cullinan
我們圓方獅子會在各界人士的關心下，在303區各位高
層和職員的指導下，走過了初創階段的摸索路程，在新
會長Leo Wong帶領下，會員人數有顯著的增長 。在這
美好的日子，為答謝各位人士的關心和加強新舊會員的
交流接觸，我們舉行了一個簡單而難忘的聚會，在聚會
上大家歡樂慶祝，輕鬆交流，度過了一個美好的週末。

2016年7月29日圓方獅子會7月份會議
在該次會議上，我們的新會長Leo Wong和創會會長
Jojo Tang進行了簡單而隆重的交棒儀式，會員們都舉
杯慶祝會長交接順利，對新的一年充滿期盼和希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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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長
黃嘉俊

資訊委員
黃玉玲

2016年8月1日國際青年交流之“國際之夜及歡送會”
我們的創會會長Jojo Tang 出席了活
動，在歡送會上與世界各地的青年交
流接觸，分享了世界各地不同的文
化，為獅子會能成功舉辦這麼大型的
國際活動感到自豪和驕傲。

2016年8月6日國際獅子總會中國港澳三○三區2016-2017年度
區職員及屬會職員就職典禮及餐舞會在
灣仔香港會議展覽中心新翼第五層大會堂舉行
圓方獅子會在新會長Leo Wong和創會會長
Jojo Tang的帶領下，以全新的面貌出席了
此次盛會，越見年輕的會員為我們圓方獅子
會帶來了更大的活力和凝聚力，大家都對來
年的獅子會活動充滿信心和期待。

2016年8月11日圓方獅子會8月份會議在Isquare 24樓桃源酒家舉行
在該次會議上，圓方獅子會首次迎來了探會
的嘉賓，我們的北區創會會長馬祥發獅兄和
Zone 1負責人Patrick Chan獅兄，他們對我
們的會務做出了指導，令我們受益非淺，決心
A dv ertis eme nt

繼續努力，發揚獅子精神，令圓方獅子會更獅
運興隆。

2016年9月至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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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新界西 獅子會
Hong Kong New Territories west

香

會長
李星強

港新界西獅子會會
長，副會長，4位獅友

及子女與25位中學生於2016
年7月8日探訪喜靈洲勵新懲

教所，由懲教署警長介紹包括

此外，院所亦會安排參加者與

島上的戒毒所、環保花園及綠

正在接受戒毒治療的青少年會

島資源中心。透過參觀島上的

面，希望透過戒毒者第一身的

不同設施，希望讓參加者明白

角色，親身闡述毒品對他們所

到保護環境的重要性，並且對

帶來的嚴重後果。是次探訪學

毒品所帶來的禍害及香港的強

生們深深體驗毒品的禍害，提

制戒毒計劃有更深切的認識。

醒他們遠離毒品。

長，基金會創辦人暨主席，本

會以「鼓勵創新精神，發揮無

『曹貴子基金會大樓』位於大

着「取之於社會，用之於社

限可能」為宗旨，致力推動教

學正門旁，面積約一萬六千平

會」的精神，過去20年積極參

育及青少年工作、學術研究及

方米。

與公益事務，回饋社會。基金

文化傳承。

香港新界西獅子會會長與8位
獅友於2016年8月10日出席
香港教育大學『曹貴子基金會
大樓』命名典禮，現任香港食
物及衛生局高永文局長及前財
政司梁錦松司長也出席典禮，
曹貴子醫生是荃灣獅子會前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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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百盛 獅Hong子 會Kong Centennial Passion

會長
陳笑容

出世了！

我

們是香港百盛獅子
會，於2016年6月30

日獲得國際總會批准成立。

我們一眾獅兄、獅姐，經過差
不多一年的籌備，獲得國際總
會批准成立後，選定了2016年
8月1日作為本會的創會授證暨
第一屆職員就職典禮。

縱使那天天氣未如理想，本會

前國際會長譚榮根博士，總監馮妙雲，前國際理事范佐浩及
308B2區議長李建松與本會各位獅兄、獅姐合照

以及各位朋友，亦在八號暴風

各位前總監、區職員，母會 -

訊號生效的天氣下出席。當晚

獅子山獅子會的各位獅兄、獅

座無虛席，場中歡欣愉悅。

姐，各位獅友及各位朋友對本
會的支持及鼓勵。我們會繼續

各位獅兄、獅姐，亦如時到達
會場準備。被邀請的包括主禮

在此，再一次感謝主禮嘉賓 -

本著「我們服務」的精神，服

嘉賓、各位區職員、各位獅友

前國際會長譚榮根博士，以及

務有需要的一群。

總監馮妙雲授證給本會，由創會會長陳笑容接受

前國際會長譚榮根博士(圖右)及前總監羅少雄(圖左)在典禮中致詞

撰稿：Johnson梁頌聲獅兄

2016年9月至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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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星嶺 獅子會
Mt Davis Centennial

會長
李寶儀

資訊委員
鄭錦嬋

創會會長的話

十

分高興能夠和大家分享

太陽系內唯一適宜人類居住的

遺跡的保育尤為艱巨。有云

我成為摩星嶺獅子會創

行星，究其原因是在地球大氣

「前事不忘，後事之師」，藉

層內存在著一個平衡大自然生

着對戰爭歷史的認識，喚醒大

態的循環系統。近年隨著人口

家對和平的可貴。盡力避免發

摩星嶺獅子會能夠成功創立，

的急速增長，社會發展越趨複

生戰事，免除炮火對地球環境

首先要感謝全體創會會員的支

雜，使地球這個平衡生態環境

的無情傷害。愛護我們的家

持和協助。

系統開始受到干擾，令未來世

園，愛護我們的地球村。

會會長的喜悅！

代的地球生命受到威脅。本會
因為我們有共同遠大的理念：

的一個重要宗旨就是要為維持

我們全體創會會員承諾上下一

「維護自然生態、保育歷史遺

這個平衡生態環境系統免受干

心，秉承「我們服務」的獅子

跡」。

擾出一分力。

精神，朝著本會的宗旨而奮
進！

根據現今的天文知識，地球是

在社會高速發展的世代，軍事
創會會長

創會首個保育活動：
《保育環境 救救地球》清潔海灘

李寶儀

日期: 2016年8 月21日(星期日) 清理地點： 大澳寶珠潭（泥灘及石灘）
海洋垃圾湧現，對環境生態和自然景觀造成極大破
壞。堆積的膠樽、膠袋、發泡膠和木頭，不但造成衞
生問題，更侵佔了魚蝦蟹和各式各樣生物的家園，而
尼龍繩把大片紅樹林都糾纏死了，清理這些海洋垃圾
已刻不容緩，摩星嶺獅子會希望通過本活動加強市民
對海洋垃圾問題的關注。
多謝是次服務之主席李文獅兄，帶領及籌組義工團
隊，大約60人在炎熱的天氣下流下無盡的汗水，齊為
地球出一分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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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摩利臣山 獅Hong子 會Kong Morrison Hill

本

會長
何家輝

會於2016年7月29

先生為本會的

日獲國際總會批准成

服務大使，未

立，是本年度成立的第一個屬

來的服務計劃

會，更是港澳303區的第八十

包括︰

間屬會。本會於9月8日假富豪

一. 啟動人生

香港酒店舉行 「香港摩利臣山

計劃 Enlight-

獅子會創會授證儀式暨職員就

en Your Life

職慈善晚會」，在此特別感謝

此計劃協助

馮妙雲總監、范徐麗泰 GBM

13至19歲高

GBS CBE 太平紳士、高永文

能力自閉症

BBS 太平紳士及陳天柱太平

青年重新認識自己，啟動他們

醫生諮詢服務，喚醒市民定期

紳士擔任晚會主禮嘉賓，並感

人生規劃第一步，並為他們在

檢查血糖指數以及注意飲食健

謝各前總監、區職員、友會會

體、智，群的成長提供可持續

康。

長、灣仔地區賢達、各獅友及

支援。

邀請303區總監馮妙雲獅姐及全球會員發展團隊郭綠華獅姐
出席例會分享會員發展經驗

商界好友大力支持及贊助，令

三. 全港青少年籃球比賽

本會籌得服務基金開展本年度

二. 港島區血糖指數大普查

本會非常重視青少年全面身心

的服務計劃。

有見糖尿病漸趨年輕化，希望

發展，希望透過籃球比賽，鼓

透過此計劃為全港十八區的市

勵青少年以正面積極態度迎對

民快速檢查血糖指數，並提供

挑戰。

本會很高興委任了歌手劉浩龍

本會委任了歌手劉浩龍先生為本會的服務大使

香港摩利臣山獅子會創會授證暨職員就職晚宴

2016年9月至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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