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慶祝 100 周年  
服務

百年慶  
的精彩内容



敬愛的獅友和青少獅：
雖然我們為百年舉行了種種之慶祝活動，但仍不足以紀念國際獅子會的第一個100年。我
們也承諾透過服務來領導及以邀請產生影響 ，並與全球各地的社區聯繫起來。  在這四年
的慶祝活動中，興奮的看到獅友及青少獅接受承諾，身體力行。 
 

百年服務挑戰使我們力行“我們服務”的座右銘，通過以青年、視力、飢餓、環境、糖
尿病等方案完成1億人的服務目標。 
 
我們不僅實現了我們的目標，還達到為2.46多億人服務的兩倍目標！這顯示了獅友如何
回應挑戰。

我們的百年慶會員發展獎項激勵我們邀請新會員並創辦新分會，以延長我們組織的服務
任務。  國際獅子會擁有數十萬新會員和數千個新分會，為人類提供更多福祉。

我們的傳承方案讓我們與社區更接近。它們不僅提供真正的價值，而且很明顯證明獅子
會的貢獻。隨著31,000多項傳承方案的完成，社區居民在未來仍繼續受益。

請獅友及青少獅繼續閱讀後續頁面的許多百年慶成就的例子。從南卡羅來納州建造殘疾
兒童公園到建造連接印尼兩個村莊的懸索橋，為建立更美好世界的種種服務方式，激勵
了我。 

我謹代表執行幹部和百年慶行動委員會，感謝所有獅友發揮個人角色營造出許多的成
就。我知道因為有像你這樣的獅友和青少獅，國際獅子會在下個世紀將繼續成為世界上
最偉大的人道組織。
誠摯祝福!

法蘭克摩爾三世
前國際總會長，百年慶行動委員會主席



憲章區 1 美國

   獅子會百年慶  
巴士之旅

包伯科羅百年慶總會長於2016年秋季乘坐獅子會
百年慶車巡迴20個州和兩個加拿大省分享慶祝活
動。     世界各地的獅友和青少獅都在社交媒體上
追隨百年慶車巡迴各地。在整個旅途過程中，包
伯科羅總會長會見了分會會員和公民領袖，參與
了新會員入會儀式、授證分會、獅子會的服務方
案。 

   娛樂  
和學習公園

南卡羅來納州獅友對啟明啟聰學校
有著悠久的支持歷史。  南卡羅來
納州的61個獅子會籌集了10多萬
美元的資金，與獅子會國際基金會
（LCIF）的10萬美元撥款，並與其
他社區專為這些孩子們合作設計建
造供他們玩耍的遊樂場。 

兒童癌症研究健走  
俄亥俄州獅子會舉辦健走籌款活動，一步步的對抗
兒童癌症。他們一起為辛辛那提、托萊多、克利夫
蘭、阿克倫、哥倫布、代頓兒童醫院籌集了25,000
美元，並且提醒人們認識到癌症患兒需要支持。 

  牙買加  
新視力中心

蒙特哥貝獅子會與加拿大視力保健
志願者/紅鹿中央獅子分會，衛生部
和布倫達斯特拉福德基金會合作，
在阿爾比恩蒙特哥灣開設新的視力
診所，那裏的居民接受青光眼和白
內障檢查以及得到處方眼鏡。



憲章區 2 加拿大

   賈維斯獅子會步行道 
安大略省賈維斯的獅子會募集資金，為社區
鋪砌1.1公里（0.68英里）的步道。該分會
並沿路種樹，安裝太陽能燈，擺設國際獅子
會標誌的長椅。這條步行道廣受各年齡層歡
迎，增強了居民和遊客的娛樂機會。

  Westbank獅子會社
區中心

40多年獅友們投入無數時間來維持這個
社區聚會場所。最近該建築物受到火災損
壞，獅子會擴建該設施可為35,000多人
的服務，並作為送交西基隆拿市的百年禮
物。

   Mount Cheam獅
子會 眼科中心 

Mount Cheam獅子會與Steller’s 
Jay 獅子會合作籌集60萬美元及LCIF
撥款為Chilliwack General Hospital
購買白內障手術設備。該中心每年進
行5,300多次手術，400英里外的人們
也前來接受治療。 

   送學童的好友長凳
好友長凳是讓被遺棄、孤獨、被霸凌學童可以坐下來的地
方，表示他們想受邀請去玩或談天。  埃德蒙頓南門獅子會
在學生和老師的協助下，在城內所有學校附近擺設80張好友
長凳，以支持學生的情緒健康。



憲章區 3 FOLAC

   救濟巴拉圭的水災
巴拉圭洪水後的18個月，當地獅子會完成修建五所被
摧毀的小學，使1725名學生回到學校。LCIF在洪水發
生後立即提供緊急救援，並繼續為社區的長期重建提供
資金。 

   全國百年慶石碑
阿根廷的獅友和建築師設計統一代表其全國獅子會
的石碑做為傳承方案。這些獅子會百年慶石碑將選
在能見度高的廣場和其他可吸引民眾和社交媒體的
地點，從北部到南部區和分會將分別安裝之。

  獅子會為兒童舉
行 馬拉松比賽

整個O4區為殘疾和自閉症兒童的教育活
動中心籌款，籌備一年多時間舉辦馬拉松
比賽，得到500名馬拉松跑者參加。幫助    
在場發T卹以展示國際獅子會百年慶和對
兒童的支持。 

   拉丁美洲 救援飢餓
百年服務挑戰的一部分，加勒比海地區和拉
丁美洲的青少獅和獅友聚在一起救援飢餓。 
 
來自17個國家的800多個分會和近13000個
青少獅收集社區捐贈的食物，並將食物分發
給弱勢家庭。



憲章區 4 歐洲

   峰頂 國際會議 
來自法國、意大利、瑞士的獅友決定
在歐洲最高峰即勃朗峰頂會面，作為
百年慶典一部分。登山者定於國際獅
子會100週年生日即2017年6月7日會
面，並於兩天后達到高峰。之後在意
大利馬約爾舉行慶祝節日。 

   腳踏車之旅帶來糖尿病防
治教育

持續21天穿越該國大部分地區的意大利之旅。意
大利獅友和青少獅在46個社區的站點，邀請觀眾
參加糖尿病篩檢測試。獅子會的車輛也加入巡迴
車隊的一部分，該路線上有數百萬觀眾觀看。

我們跑步 - 我們服務   
每一步宣傳我們服務，波蘭的獅友每年舉
辦百年慶，為貧困兒童募集資金。2017
年，他們從阿拉巴馬州海倫凱勒的家鄉跑
到伊利諾伊州國際獅子會總部。有1,000
名跑者參與，共收集了7萬美元，惠及7個
國家的1,000多名兒童。 

   青少年需要能生活 &娛樂
的空間

荷蘭獅子會與被遺忘基金會合作，提供每個區一魔法
花園（適合兒童）和寒意旅館（適合青少年）。這筆
62萬多歐元的捐款，將改變5萬名青少年的娛樂和生
活環境。 



憲章區 5 OSEAL

    學校種菜 和養魚場
菲律賓獅子會、學校工作人員、學生、家長共
同建立了菜園和養魚場。還提供了研討會，讓
學校社區可以繼續發展維持農場，並學到受益
的技能。

   創下建造一所學
校的紀錄

334-B區捐贈一所太陽能小學給緬
甸的一個村莊。該學校僅用了6個月
的時間就建成了，受到村里人民的
讚賞。獅子會分享他們快樂與成就
感，因為他們接受籌集200多萬日元
的挑戰完成此社區贈禮。

未來領導者的宿舍 
在韓國的獅友、馬來西亞的哥打京那巴魯獅子會、LCIF等合
作之下，讓多年來上學須走四個小時的路或乘坐不安全交通
工具的學生現在可以在學校附近留宿。學生不僅可以有更多
時間學習，還可以享受健康的膳食，並參加課外活動。  

   台灣的視力篩檢
百年慶典期間2014年10月第一次
在分享視力月份舉行本活動。了解
視力問題可能阻礙兒童在學校的表
現，台灣基隆信義獅子會在當月為
當地兒童舉辦視力篩查 - 這是獅友
及青少獅顯示他們關懷社區的很好
例子。



憲章區6 ISAAME

   地震 之後重建
地震後，有許多緊急的人道需求。獅子會仍繼續捐贈，
直到社區恢復。地震後Ridvan Academy學校的建築
遭受破壞，加德滿都Laligurans獅子會捐贈新的6間校
舍給社區的孩子。  

    獅子會洗腎 中心
獅子會已經捐贈眼科護理中心和血庫給印度Ognaj
的一家醫院。Ahmedab  ad Karnavati獅子會與
印度國家銀行合作提供新醫療中心10台洗腎機，
造福患有腎功能衰竭的患者作為百年慶典活動的一
部分。 

   獅子會第二眼科護理醫院
2017年總會長納雷什阿噶沃博士為Siliguri Greater 
Lions Shri Vidya Sagar Oswal眼科醫院和培訓學
院揭幕。這是Siliguri Greater 獅子會的第二個旗
艦方案，30年前他們建設了第一家醫院。在LCIF的
支持下，全新的100張床位設施擴大東印度的眼科
護理。 

 聖母峰上面 的獅子會旗 
紐西蘭Edmund Hillary爵士和尼泊爾夏爾巴登山
家Tenzing Norgay是第一批登上聖母峰者。2017
年，Pema Sherpa和Pemba Ongchuk Sherpa各自
在世界的最高峰插上獅子會旗幟， 紀念國際獅子會歷
史。這項活動由Tensing Norgay先生的兒子Jamison 
Norgay所協調的。



憲章區 6- 非洲

   治療糖尿病性視網膜
病變

糖尿病之高血糖，會損傷視網膜血管，導致
視力下降，甚至失明。Casa Anfa獅子會與
LCIF合作捐贈醫療雷射設備，每天可治療20
位糖尿病視網膜病變者。

  拯救 突尼西亞兒童
獅子會捐贈醫療復甦設備給突尼西亞Charles 
Nicolle醫院的兒科病房。這個復甦單位將拯救
突尼西亞北部地區500萬患腎病或肝功能衰竭等
疾病的兒童生命。

   電子產品 回收
埃及、中東、非洲的七個獅子
會通過收集電子垃圾，整修後
再用的設備，以及將剩餘安全
的垃圾放入適當的垃圾填埋
場，為後代保護我們的環境。
該方案生產的八台電腦正用於
獅子會的教室。 

獅友為犀牛 
據估計，全世界只有28,000頭犀牛。如果偷獵犀牛以目前的速度持續下
去，15年內野生的犀牛將消失。MD 410獅子會發起國際宣傳教育，以
提高認識犀牛困境，並幫助結束偷獵這些雄偉動物的行為。



憲章區7 ANZI

   獅子會的樹叢 
202 L區和Ngongotaha獅子會為新西蘭本土植物開
創了綠洲。他們通過辛勤的工作和捐款的支持，種了
6000多棵樹和灌木，還添了公園長椅和草地。這個正
在進行的傳承方案將為居民和遊客帶來多年的歡樂。 

   我們的百年事
100年來，獅子會共享了一個核
心信念，即我們所做的就是改
善社區。整個澳大利亞的獅子
會捐贈10萬多美元給當地100多
個方案，以慶祝這一信念。社
區100活動將澳大利亞各地的分
會聚集在一起，加強了當地關
係。一本我們百年故事的電子
書，是為了記錄我們百年的人
道服務故事。 

糖尿病防治教育活動   
印尼獅友展開大規模的對抗糖尿病。47個分會同時舉辦了
糖尿病宣傳活動，為1萬多人服務。活動包括測試血糖及
如何預防、控制、治療糖尿病的研討會。參加者還參加運
動以支持健康的生活方式。 

  獅子會將人們  連繫
起來

這座吊橋由萬隆拉雅獅子會與垂直救援組
織合作建造。它連接印尼西爪哇的一條河
流上的兩個村莊。下一個最近的十字路口
不只要一個多小時，而且在雨季泛濫時無
法通行。這座橋每天有1000多人來來往
往，象徵著獅子會通過人道服務致力於聯
繫人們。 



我們的第二個  
服務世紀
100年來，國際獅子會的服務任務宣言為無數人的
生活帶來了光明。激勵了全球獅友和青少獅的百年
火炬，現在就在我們的全球總部展示。 

由於LCI前進的五年策略使我們百年慶典非常成功。支
持獅子會國際基金會（LCIF），LCI前進正在加強我們
的組織，賦予獅子會和青少獅每年服務2億人力量，而
不是4年期間。

所以，您對我們百年慶的貢獻應感到自豪。我們一起
創造的成就使我們的組織，在下一世紀  
仍為人類服務。

題詞寫道：“照亮前往
我們的第二個世紀 
服務的道路。 



“我希望國際獅子會永遠有一片
可超越之地，而且有一個目標，
它可隨著我們的努力，會自動越
來越大，不斷挑戰我們要跑得更
快，更努力工作，思考更大，付
出更多的。”

茂文鐘士 
國際獅子會創始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