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用心服務 感動人群
正所謂 「笑一笑，十年少」。這次活

動不但讓公公婆婆們展現了 「真我的光
彩」，和一班年輕人在一起，也讓他們變
得更年輕、有活力。 「當天有一位歸僑長
者阮婆婆，不知道今次的理髮服務是免費
的，因她平時都是自己打理頭髮，正當她
剪完後欲付款時，工作人員告知是免費服
務，她的雙眼瞬間泛起淚光。我們從來沒
有想過這樣一個小小的服務能引起這麼大
的感動。」

「長者們普遍不愛拍照，他們總是覺
得自己皓首蒼顏。初時幫他們拍照時，他
們都面無表情或神情呆滯，於是我們就想
到一個方法，想盡辦法逗他們笑，拍出來
的效果意想不到的好。他們漸漸開始享受
拍照的樂趣，有些更相邀其他老友記合
照，當日氣氛十分溫馨、有趣。」……

有份籌備今次活動的葉榮發（前第十
分域主席，會內尊稱 「十叔」）、馮靄紅
（新任會長）、廖麗萍（現屆第三副會
長，曾任兩會合併後首屆會長及連任兩
屆）、馬建釗（現屆第一副會長）、李仲
基（現屆秘書長）等濠江中央獅子會一眾
成員分享了今次活動的花絮和感受。

他們說，縱使籌備過程艱苦，而且活
動當日天公不造美，遇到了八號風球，打
亂了所有的安排導致活動改期舉辦，仍不
減 「獅子」們的熱情和投入，皆因長者們
的笑容和互動就是他們最大的動力和回
饋。最後，活動在協辦機構、嘉賓的支持
下， 「獅子」們的努力下，以及老友記的
積極參與和配合下，取得了圓滿成功。

驚喜不斷 暖在心頭
據悉，該會剛於7月1日評選出新一屆

理監事成員，開始接手所有新工作及需經
過由區會主辦的兩日領袖培訓班，然後於
今年 9 月舉行就職儀式。馮靄紅又表示，
該會每年舉辦多個大型活動，現正籌劃
「八大服務」，將在新一屆理監事成員就

職後陸續舉行。
而 「紅錦斜陽頌親恩」正是上一屆的

最後一個活動，陰差陽錯，一場風暴將活

動 「吹」到現屆舉辦，這對新任會長馮靄
紅而言無疑是 「天降大任」。她坦言，當
時有點措手不及，原因是未做好 「當會
長」的心理準備，畢竟一直以來，她在會
內多擔任秘書等幕後的工作， 「會長」一
職對她來說是一個新的挑戰。然而， 「獅
子精神」讓她鼓起勇氣，擔起了這支 「大
旗」，事實上，是 「獅兄」、 「獅姐」的
默默支持，才讓她得以完成今次的工作。

此外，活動當日還發生了一段感人的
小插曲。原來當日正是馮靄紅的生日，獅
友們偷偷為她準備了蛋糕，在活動的開幕
儀式結束前，突然將蛋糕推到臺上為她以
及在場同日生日的人士慶祝，連當時正擔
任主持的馬建釗也被蒙在鼓裡，好在 「獅
子」們向來甚有默契，在沒有綵排的情況
下，上演了一部精彩、窩心的真情劇場。
而最令她感到開心的是，剛從外國放暑假
回澳的兩位寶貝仔仔也到現場助陣， 「獅
子會」融洽、和諧、團結的氣氛，樂善好
施的精神，感染了他們，仔仔於活動翌日
主動報名參加義工工作，實屬難得。對
此，馮靄紅滿懷安慰。正所謂 「獅子一出
動，魅力無法擋」，確實不可不深入民
心。

「四出」 精神 默默耕耘
葉榮發指出，澳門社團眾多，但具國

際性的服務團體並不多。他所參與的民間
團體超過五十個，唯獨對 「獅子會」有着
特別的感情，除了因為作為該會創辦人之
一外，該會為有意投身服務界的人士提供
了良好的平台，是個人品德修養、訓練團
體合作的最佳場所。其中， 「出心」、
「出錢」、 「出力」、 「出席」的 「四出

精神」，是凝聚他以及所有 「獅子」的核
心理念。因此，要成為合格的 「獅子」，
首先要做到這四點，而要成為優秀的 「獅
子」，還要具備竭誠服務、堅守責任、互
助互信、樂於助人，以及默默耕耘、不求
回報的無私精神。

今日領導 明日追隨
廖麗萍表示，獅子會沒有 「永遠的會

長」，只要有能者、肯承擔，就有機會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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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心去剪，髮絲暖流，長者歡顏，倩影永留，暖在心
頭」 。看着這一張張發自內心的純真笑臉，細閱那一幕幕歷經
磨練的色彩人生，體會到的是那班 「獅子」 誠摯的心意、無盡
的心思。由濠江中央獅子會主辦的 「紅錦斜陽頌親恩」 活動，
大會特別安排了免費理髮和拍攝證件相服務，為獨居長者留住
美好一刻，擁有美好回憶。獅子精神就在這歡笑中長流不息。

記者：丁曉萍

推舉為會長。內閣每年一屆，必須經過嚴
謹的評選過程，而今屆如擔任會長，下一
屆就會退下來，推選和輔助新的會長，目
的是不斷培養新的領袖人才。該會更贊助
創立了年齡介乎十八至二十八歲的 「濠江
中 央 青 年 獅 子 會」， 以 培 養 一 班 「青
獅」，將 「獅子精神」薪火相傳，也為澳
門培養了一批未來的領袖。

最小資源，發揮最大力量
廖麗萍強調，濠江中央獅子會是一個

服務團體，而非慈善團體，因此，所舉辦
的活動均為參與者用心服務，使他們能夠
直接受惠。而有關活動的經費則來自熱心
人士和機構的援助及不定期的籌募活動，
所得善款是專款專用，不會用作行政經
費， 「獅子」們不但自掏腰包，凡事也親
力親為，務求以最小的資源，發揮最大的
效力，完成每一項服務計劃。

「我們服務」 惠澤社群
秉承着 「獅子會」的宗旨，該會盡心

盡力為教育、醫療、頤老、青少年、扶貧
及救災等等方面都能顧及，惠澤社群。當
中包括有：為獨居及年長無依的長者安排

綜藝晚會，設有抽獎及贈送禮物，過去已
連續舉辦了十八次、為孤兒及單親兒童在
澳門賽馬會舉辦團隊遊樂活動，並提供機
會與馬匹近距離接觸及觀賞馬術表演、免
費為學童及長者驗眼及配送眼鏡、免費檢
查脊骨及足部健康、在暑期組織小童外展
營，培養團隊合作精神，啟發正面的獨立
思考能力、為廣泛向澳門市民宣傳抗毒的
訊息，舉辦抗毒口號比賽及綜合嘉年華活
動、澳門區和平海報設計比賽、公益金百
萬行、災難救災捐獻援助、組織探訪老人
中心、青年中心、弱健中心、服康中心及
戒毒中心等機構，贈送合符需要的物資。
各項服務，成績令人鼓舞，將獅子會崇高
理想精神發揚光大，並取得顯著的成果，
受到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表示高度之讚
揚。

該會除了在澳門本地區建立起崇高的
社會地位，近年也將服務精神宣傳至內地
及其他地區，遍地開花結果。該會表示，
展望未來，將有一番新景象，希望能繼續
為社會有需要之人士服務，同心協力繼續
為澳門廣大市民謀求福祉，以回饋社會。

濠江中央獅子會概況
「濠江中央獅子會」 由原來的 「澳門中央獅子會」 以及澳

門第一個由全女性組成的 「濠江獅子會」 所合併而成。其隸屬
於國際獅子總會之分會。 「獅子」 的英文是 LIONS，代表了
Liberty（自由）、Intelligence （智慧）、Our（我們的）、
Nations（祖國）、Safety（安全），五種涵義。

「濠江中央獅子會」 於 1999 年 6 月 20 日進行合併簽盟儀
式，英、葡文名字維持不變。兩會合併在國際獅子總會中國港
澳303區屬是首次，當晚主題為 「獅子共渡千禧年、和諧邁向
新里程」 ，標榜兩會藉着合併後更有效地發揮團結力量，繼續
積極為社群服務。合併後首屆會長為廖麗萍，至今已有超過21
年寒暑。該會會員分別來自娛樂、旅遊、餐飲、零售、投資、
製造、地產、工程、教育、社會文化等不同專業範疇之經營者
及技術人員。

獅 子 會 宗 旨 ：

獅子會是超政治、超宗教的國際性服務團體，由
社會上各行業領袖所組成，入會者須經會員的推薦及
會方的邀請。獅子會的宗旨，除聯絡會員間感情及從
事社交活動外，亦運用其本身的力量，或在其他社團

的合作下，針對社會的需要，提供適當的服務計劃。
獅子會採取積極而有效的方法，進行各項服務工
作，範圍包括地方性和世界性的事工，如國民福
利，國際友誼及和平、人類在社會、文化、經濟
各方面的進展等。

獅 子 會 目 的 ：

增進國際了解，促進世界大同。
宏揚仁政理論，培育優秀公民。
關懷社會福祉，恪守道德規範。
加強會際交流，鞏固獅子友誼。
熱心討論公益，勿涉政教爭議。
不求個人利益，提升工商水平。

▲

現屆會長馮靄紅
坦然接受新挑戰，將承
擔引領團隊的重大責任▲

組織兒童前往海
洋公園遊玩

1. 1991 年澳門首宗眼角膜移植服
務：邀請香港著名眼科醫生何志平於澳門
鏡湖醫院聯同澳門白彼德眼科醫生，為澳
門一名患眼疾貧困病人，免費進行澳門首
宗眼角膜移植手術，成功使患者重拾光
明。

2. 獅子敬老運動日，於綜藝館舉行大
型綜合性表演及活動項目，招待一千名來
自社會工作局轄下老人中心及安老院舍之
獨居、貧困長者和院友。

3. 1998 年邀請美國 「長島青少年管
弦樂團」舉行慈善演奏會，籌得善款為澳
門聾人協會購置一批電腦文儀器材。

4. 1998 年前往武漢市捐獻米糧和慰
問受水災禍害影響之災民，武漢市政府為
表答謝之情，於1999年致送武漢千禧鼎作
為紀念。並於新落成的澳門大學國際圖書
館舉行移鼎儀式。

5. 1999 年於聾人協會成立濠江中央
獅子會培訓室，前澳督韋奇立將軍聯同主
持開幕啟用儀式。

6. 獅子幼吾幼童樂日於馬會舉辦園遊
活動，招待六百名小學生。

7. 青光眼普查大行動：提供免費眼科
檢查，配合 「視覺第一，中國行動」。

8. 耆英護眼關懷大行動，送出465副
眼鏡予55歲以上貧困長者。

9. 前社會工作局局長葉炳權榮任該會
榮譽會員。

10. 仲夏童樂外展營：邀請五十名院
童參加於凱悅酒店度假村舉行 2 日 1 夜外
展營。同時邀請30多名智障兒童出席閉幕
聯歡晚會，共聚一堂，傷健共融。

11. 勵志薈萃耀濠江：邀請中國殘疾
人藝術團表演，展現藝術魅力，揭示生命
價值。

12. 獅子新春 「鞋」與 「樂」：於春
節探訪嗚道苑及望夏青年中心，向院童送
上新運動鞋及食品禮包。

13. 濠江護脊檢查大行動：為學童免
費檢查脊髓和安排講座，推動社區以至家
庭建立健康的生活模式。

14. 紅綿斜陽頌親恩：舉行免費為長
者拍攝證件相和提供免費的理髮服務，使
長者直接受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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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濠江中央獅子會與眾嘉賓慶祝二十周年會慶

▲舉辦青光眼普查大行動▲

驚喜一刻

濠江中央獅子會大事件及服務回顧：

用心去剪，髮絲暖流

長者歡顏，倩影永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