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慈善为本”服务奖 

第一宪章区 

 

Thornapple Valley 狮子分会|美国| “狮友嘉宾阅读者计划” 

方案概述：11 复合区的狮友们帮助 Lowell 学区 2 年级和 3 年级学生购买获奖书籍。狮友们随后还

组织了课堂访问活动，为学生们读书。在为学生们读书之后，这些书被捐赠给学校，增加学校的

书本供应。 

全球志业：青少年 

获得服务的人数：684 

义工工作时数: 60 

义工人数：16 

 

La Center 狮子分会|美国| “漂亮的连体衣” 

方案概述：19 复合区的狮友们为接受化疗的婴儿制作了医用连在体衣并在全国各地的医院分发。

许多 1 岁以下的儿童没有接受治疗时的合适衣服，狮友制作的连体衣有助于解决这个问题。 

全球志业：儿童癌症 

获得服务的人数：132 

义工工作时数: 312 

义工人数：25  

  

Nisswa 狮子分会|美国| “钱包和工具宾果游戏帮助对抗糖尿病” 

方案概述：农村社区活动，为糖尿病青年营提供奖学金，并向社区提供糖尿病教育。 

全球志业：糖尿病 

获得服务的人数：500 

义工工作时数: 920 

义工人数：62 

 



 

第一宪章区 I续 

 

Up Country 88 狮子分会|美国| “Pioneer 学校社区花园” 

方案概述：与社区学校合作，建设社区花园并提供花园维护服务。学校为学生提供环境教育。 

全球志业：环境/饥饿 

获得服务的人数：853 

义工工作时数: 146 

义工人数：26 

 

 

  



 

 “慈善为本”服务奖 

第二宪章区 

  

Garnish 狮子分会| 加拿大| “前总监 Morgan Pardy 狮友的针织服务方案” 

方案概述：创建了一个针织小组，志愿者可以在这里编织衣服，捐赠给当地无家可归者的社区。 

全球志业：人道主义 

获得服务的人数：2200 

义工工作时数: 760 

义工人数：50 

 

 

  



 

 “慈善为本”服务奖 

第三宪章区 

 

Quevedo 狮子分会 | 厄瓜多尔| “Guayacanes 公园” 

方案概述：与当地市政当局合作，在一条主要道路上种植了 10,000 多棵树，美化了该地区并为社

区创造了旅游机会。 

全球志业：环境 

获得服务的人数：400 

义工工作时数: 106 

义工人数：23 

 

Trujillo California 青狮会 | 秘鲁 | “Panquchiy” 

方案概述：创建了一个社区锅，向食品不足的人捐赠秘鲁本地食物，同时提供有关食物营养价值

的教育。 

全球志业：饥饿 

获得服务的人数：296 

义工工作时数: 46 

义工人数：13 

 

Aracaju Bertha Lutz 狮子分会 |巴西| “Tampas 宠物方案” 

方案概述：收集可回收材料并向基金捐款，善款用于为区内数量过剩的流浪猫做绝育手术 

全球志业：环境 

获得服务的人数：1700 

义工工作时数: 60 

义工人数：60 

 

 

 

 



 

 

第三宪章区 - 续 

 

São Leopoldo Padre Réus 狮子分会 | 巴西 | “Steigleder 安置点的社会化和职业化” 

方案概述：创建了一个工作坊计划，为家庭提供基本的食物和住房，同时也提供学习机会以便他

们能进行获得稳定收入的营生 

全球志业：人道主义 

获得服务的人数：800 

义工工作时数: 1250 

义工人数：33 

 

Los Angeles Siete Rios 狮子分会 |智利| “更好的视力帮助我学习” 

方案概述：在新冠疫情期间创建了在线视力筛查计划，还为需要参与虚拟学习的学生提供了网上

资源。 

全球志业：视力 

获得服务的人数：5028 

义工工作时数: 220 

义工人数：15 

  

Berazategui 狮子分会和 Quilmes 狮子分会(联合方案) |阿根廷| “阿根廷 O5 区 Media Luna 

眼科” 

方案概述：免费为农村和原住民社区提供视力支持 

全球志业：视力 

获得服务的人数：476000 

义工工作时数: 105504 

义工人数：23344 

 

  



 

 “慈善为本”服务奖 

第四宪章区 

 

Warszawa Host 狮子分会|波兰| ““华沙狮子会为乌克兰难民提供的慈善点（更大方案的

第 1 和第 2 阶段）” 

方案概述：为乌克兰难民提供基本生活必需品，包括在波兰居住需要的身份证件、住房和食品供

应。主要帮助母亲和儿童，以及老人 

全球志业：灾难援助 

获得服务的人数：3000 

义工工作时数: 400+ 

义工人数：28 

 

Cluj-Napoca Transilvania |罗马尼亚| “帮助乌克兰” 

方案概述：直接向乌克兰运送了价值 28,000 美元的食品和用品，同时还为罗马尼亚境内的乌克兰

难民提供了价值 33,000 美元的安置场所和用品 

全球志业：饥饿/人道主义 

获得服务的人数：300 

义工工作时数: 48 

义工人数：3 

 

Rochefort Famenne 狮子分会|比利时| “救援洪水灾民” 

方案概述：为受洪水灾害影响的家庭提供基本生活必需品以及心理健康援助 

全球志业：灾难援助 

获得服务的人数：1500 

义工工作时数: 4000 

义工人数：22 

 

 

 



 

第三宪章区 - 续 

 

Agora 青狮会|土耳其| “像狮友一样刷牙” 

方案概述：与当地牙医合作，为低收入中学生提供口腔卫生用品和教育 

全球志业：青少年 

获得服务的人数：350 

义工工作时数: 5 

义工人数：8 

 

Skopje St. Pantelemon 狮子分会| 北马其顿| “国际狮子会混合门球友谊赛” 

方案概述：为来自多个国家的视障青年组织了一次门球比赛。让视障青少年有机会参加大型体育

赛事，同时也为视力事业筹款 

全球志业：视力 

获得服务的人数：70 

义工工作时数: 1044 

义工人数：25 

 

Fairlop (Robert Clack) 少狮会|英格兰| “帮助老人” 

方案概述：在疫情期间以帮助遛狗、收集处方和购买生活用品的方式，为免疫功能低下的老年人

提供支持 

全球志业：饥饿/环境 

获得服务的人数：13 

义工工作时数: 2600 

义工人数：15 

 

 

 

 

 

 



 

第三宪章区 - 续 

 

伊兹密尔 Alaybey 狮子分会|土耳其| “提高意识的方案” 

方案概述：与当地大学合作提供了一个营地机会，旨在就该国的一些社会问题对青年进行教育，

例如环境、残疾和饥饿 

全球志业：青少年 

获得服务的人数：2650 

义工工作时数: 1200 

义工人数：620 

 

Iisalmi 狮子分会|芬兰| “安全上学路” 

方案概述：为骑自行车上学的学生提供安全装备和安全教育 

全球志业：青少年 

获得服务的人数：100 

义工工作时数: 18 

义工人数：6 

 

  



 

 “慈善为本”服务奖 

第五宪章区 

 

青森睡魔狮子分会 |日本| “青森县浪冈残障人学校“清扫和苹果节”活动” 

方案概述：从当地一所残障人学校召集义工收集尚未收获的苹果，然后将这些苹果制成果汁供同

一所学校的学校午餐使用 

全球志业：青年/环境 

获得服务的人数：45 

义工工作时数: 10 

义工人数：16 

 

吉隆坡狮子分会(主办) | 马来西亚| “每天一餐” 

方案概述：为缺乏食物的学生提供健康和营养的膳食，同时监测他们在学校的进步，以确保狮友

们的努力对提高学生的学习成绩有效 

全球志业：饥饿/青少年/人道主义 

获得服务的人数：128 

义工工作时数: 680 

义工人数：30 

 

大垣杜鹃花青狮会|日本| “收集旧书、DVD、CD 和游戏； 在大垣城西广场筹款并捐赠 23

株杜鹃花和除草” 

方案概述：收集旧书等，卖给回收店。将收益捐给了社区的一家医疗机构。通过种花除草促进社

区绿化 

全球志业：环境 

获得服务的人数：100 

义工工作时数: 16 

义工人数：36 

 

  



 

第五宪章区 - 续 

 

Hatyai 狮子分会|泰国/马来西亚| “2022-2023 年度联合遗产项目为学校建造厕所和可用

于活动的屋顶” 

方案概述：为当地幼儿园和学前班建造厕所，那里只有一个厕所供 200 多名学生使用 

全球志业：青少年 

获得服务的人数：300 

义工工作时数: 600 

义工人数：120 

 

宿务狮子分会|菲律宾| “Pasil 小学三号楼屋顶修复方案” 

方案概述：在遭受台风奥黛特摧毁后，为当地一所小学修复屋顶。启动筹款并开始建设项目 

全球志业：灾难援助/人道主义 

获得服务的人数：1000 

义工工作时数: 50 

义工人数：9 

 

  



 

 “慈善为本”服务奖 

第六宪章区 

 

达喀尔世纪 97-99 狮子分会 | 孟加拉国| “确保边缘化社区获得饮用水” 

方案概述：为 South Bedkashi Union 地区的边缘化社区提供了 14 个储水池，使 2,000 多人获得清

洁饮用水 

全球志业：环境 

获得服务的人数：2865 

义工工作时数: 576 

义工人数：12 

 

班加罗尔 BTM 夜莺狮子分会|印度| “免费糖尿病营-流动医疗机构” 

方案概述：开设免费流动糖尿病诊所，将糖尿病诊断和治疗带到人们家中。设备齐全的面包车为

社区服务不足的人群（例如无家可归者和老人）提供糖尿病护理，并让他们有机会就其他健康问

题去看医生。 

全球志业：糖尿病 

获得服务的人数：2882 

义工工作时数: 2880 

义工人数：720 

 

  



 

 “慈善为本”服务奖 

第七宪章区 

 

雅加达 Taman Anggrek 狮子分会|印度尼西亚| “ASIP (妈妈的母乳)” 

方案概述：从母乳喂养的母亲那里收集母乳并将其分发给孤儿院，将母乳提供给需要更好营养的

婴儿和没有母乳或母乳较少的母亲 

全球志业：饥饿/人道主义 

获得服务的人数：2000 

义工工作时数: 1000 

义工人数：200 

 

Cromwell 狮子分会|新西兰| “用集装箱向汤加提供援助” 

方案概述：帮助将一个 20 英尺的集装箱用食品和物资装满，并将其运往汤加岛，该岛受到火山喷

发和海啸的影响，限制了其获得大陆物资的途径 

全球志业：饥饿/环境/灾难援助/人道主义 

获得服务的人数：140 

义工工作时数: 300 

义工人数：46 

 

 

 

 

 

 

 

 

 



 

 

 “慈善为本”服务奖 

第八宪章区 

 

Lagos 盲者的骑士网上狮子分会|尼日利亚| “ Ilaje 青年的文化和社区联系” 

方案概述：通过体育和教育讲座创建青年活动，重点是毒品和帮派暴力的积极替代活动 

全球志业：青少年/人道主义 

获得服务的人数：150 

义工工作时数: 35 

义工人数：7 

 

亚历山大运动狮子分会|埃及| “捐赠建造一个诊所” 

方案概述：创建了一个免费治疗癌症儿童的诊所，同时也为孩子们提供了一个安全的空间来接受

必要的化疗 

全球志业：儿童癌症 

获得服务的人数：150 

义工工作时数: 150 

义工人数：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