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慈善為本」服務獎 

第一憲章區 

 

Thornapple Valley 獅子分會|美國| “獅友嘉賓閱讀者計劃” 

方案概述：11 複合區的獅友們幫助 Lowell 學區 2 年級和 3 年級學生購買獲獎書籍。獅友們隨後還

組織了課堂訪問活動，為學生們讀書。在為學生們讀書之後，這些書被捐贈給學校，增加學校的

書本供應。 

全球志業：青少年 

獲得服務的人數：684 

義工工作時數: 60 

義工人數：16 

 

La Center 獅子分會|美國| “漂亮的連體衣” 

方案概述：19 複合區的獅友們為接受化療的嬰兒製作了醫用連體衣並全國各地的醫院分發。許多 

1 歲以下的兒童沒有接受治療時的合適衣服，獅友製作的連體衣有助於解決這個問題。 

全球志業：兒童癌症 

獲得服務的人數：132 

義工工作時數: 312 

義工人數：25  

  

Nisswa 獅子分會|美國| “錢包和工具賓果遊戲幫助對抗糖尿病” 

方案概述：農村社區活動，為糖尿病青年營提供獎學金，並向社區提供糖尿病教育。 

全球志業：糖尿病 

獲得服務的人數：500 

義工工作時數: 920 

義工人數：62 

 



 

第一憲章區 I續 

 

Up Country 88 獅子分會|美國| “Pioneer 學校社區花園” 

方案概述：與社區學校合作，建設社區花園並提供花園維護服務。學校為學生提供環境教育。 

全球志業：環境/飢餓 

獲得服務的人數：853 

義工工作時數: 146 

義工人數：26 

 

 

  



 

「慈善為本」服務獎 

第二憲章區 

  

Garnish 獅子分會| 加拿大| “前總監 Morgan Pardy 獅友的針織服務方案” 

方案概述：創建了一個針織小組，志願者可以在這裡編織衣服，捐贈給當地無家可歸者的社區。 

全球志業：人道主義 

獲得服務的人數：2200 

義工工作時數: 760 

義工人數：50 

 

 

  



 

「慈善為本」服務獎 

第三憲章區 

 

Quevedo 獅子分會 | 厄瓜多爾| “Guayacanes 公園” 

方案概述：與當地市政當局合作，在一條主要道路上種植了 10,000 多棵樹，美化了該地區並為社

區創造了旅遊機會。 

全球志業：環境 

獲得服務的人數：400 

義工工作時數: 106 

義工人數：23 

 

Trujillo California 青獅會 | 秘魯 | “Panquchiy” 

方案概述：創建了一個社區鍋，向食品不足的人捐贈秘魯本地食物，同時提供有關食物營養價值

的教育。 

全球志業：饑餓 

獲得服務的人數：296 

義工工作時數: 46 

義工人數：13 

 

Aracaju Bertha Lutz 獅子分會 |巴西| “Tampas 寵物方案” 

方案概述：收集可回收材料並向基金捐款，善款用於為區內數量過剩的流浪貓做絕育手術 

全球志業：環境 

獲得服務的人數：1700 

義工工作時數: 60 

義工人數：60 

 

 

 

 



 

 

第三憲章區 - 續 

 

São Leopoldo Padre Réus 獅子分會 | 巴西 | “Steigleder 安置點的社會化和職業化” 

方案概述：創建了一個工作坊計劃，為家庭提供基本的食物和住房，同時也提供學習機會以便他

們能進行獲得穩定收入的營生 

全球志業：人道主義 

獲得服務的人數：800 

義工工作時數: 1250 

義工人數：33 

 

Los Angeles Siete Rios 獅子分會 |智利| “更好的視力幫助我學習” 

方案概述：在新冠疫情期間創建了在線視力篩查計劃，還為需要參與虛擬學習的學生提供了線上

資源。 

全球志業：視力 

獲得服務的人數：5028 

義工工作時數: 220 

義工人數：15 

  

Berazategui 獅子分會和 Quilmes 獅子分會(聯合方案) |阿根廷| “阿根廷 O5 區 Media Luna 

眼科” 

方案概述：免費為農村和原住民社區提供視力支持 

全球志業：視力 

獲得服務的人數：476000 

義工工作時數: 105504 

義工人數：23344 

 

  



 

「慈善為本」服務獎 

第四憲章區 

 

Warszawa Host 獅子分會|波蘭| ““華沙獅子會為烏克蘭難民提供的慈善點（更大方案的

第 1 和第 2 階段）” 

方案概述：為烏克蘭難民提供基本生活必需品，包括在波蘭居住需要的身份證件、住房和食品供

應。主要幫助母親和兒童，以及老人 

全球志業：災難援助 

獲得服務的人數：3000 

義工工作時數: 400+ 

義工人數：28 

 

Cluj-Napoca Transilvania |羅馬尼亞| “幫助烏克蘭” 

方案概述：直接向烏克蘭運送了價值 28,000 美元的食品和用品，同時還為羅馬尼亞境內的烏克蘭

難民提供了價值 33,000 美元的安置場所和用品 

全球志業：飢餓/人道主義 

獲得服務的人數：300 

義工工作時數: 48 

義工人數：3 

 

Rochefort Famenne 獅子分會|比利時| “救援洪水災民” 

方案概述：為受洪水災害影響的家庭提供基本生活必需品以及心理健康援助 

全球志業：災難援助 

獲得服務的人數：1500 

義工工作時數: 4000 

義工人數：22 

 

 

 



 

第三憲章區 - 續 

 

Agora 青獅會|土耳其| “像獅友一樣刷牙” 

方案概述：與當地牙醫合作，為低收入中學生提供口腔衛生用品和教育 

全球志業：青少年 

獲得服務的人數：350 

義工工作時數: 5 

義工人數：8 

 

Skopje St. Pantelemon 獅子分會| 北馬其頓| “國際獅子會混合門球友誼賽” 

方案概述：為來自多個國家的視障青年組織了一次門球比賽。讓視障青少年有機會參加大型體育

賽事，同時也為視力事業籌款 

全球志業：視力 

獲得服務的人數：70 

義工工作時數: 1044 

義工人數：25 

 

Fairlop (Robert Clack) 少獅會|英格蘭| “幫助老人” 

方案概述：在疫情期間以幫助遛狗、收集處方和購買生活用品的方式，為免疫功能低下的老年人

提供支持 

全球志業：飢餓/環境 

獲得服務的人數：13 

義工工作時數: 2600 

義工人數：15 

 

 

 

 

 

 



 

第三憲章區 - 續 

 

伊茲密爾 Alaybey 獅子分會|土耳其| “提高意識的方案” 

方案概述：與當地大學合作提供了一個營地機會，旨在就該國的一些社會問題對青年進行教育，

例如環境、殘疾和飢餓 

全球志業：青少年 

獲得服務的人數：2650 

義工工作時數: 1200 

義工人數：620 

 

Iisalmi 獅子分會|芬蘭| “安全上學路” 

方案概述：為騎自行車上學的學生提供安全裝備和安全教育 

全球志業：青少年 

獲得服務的人數：100 

義工工作時數: 18 

義工人數：6 

 

  



 

「慈善為本」服務獎 

第五憲章區 

 

青森睡魔獅子分會 |日本| “青森縣浪岡殘障人學校“清掃和蘋果節”活動” 

方案概述：從當地一所殘障人學校召集義工收集尚未收穫的蘋果，然後將這些蘋果製成果汁供同

一所學校的學校午餐使用 

全球志業：青年/環境 

獲得服務的人數：45 

義工工作時數: 10 

義工人數：16 

 

吉隆坡獅子分會(主辦) | 馬來西亞| “每天一餐” 

方案概述：為缺乏食物的學生提供健康和營養的膳食，同時監測他們在學校的進步，以確保獅友

們的努力對提高學生的學習成績有效 

全球志業：飢餓/青少年/人道主義 

獲得服務的人數：128 

義工工作時數: 680 

義工人數：30 

 

大垣杜鹃花青獅會|日本| “收集舊書、DVD、CD 和遊戲； 在大垣城西廣場籌款并捐贈

23 株杜鵑花和除草” 

方案概述：收集舊書等，賣給回收店。將收益捐給了社區的一家醫療機構。通過種花除草促進社

區綠化 

全球志業：環境 

獲得服務的人數：100 

義工工作時數: 16 

義工人數：36 

 

  



 

第五憲章區 - 續 

 

Hatyai 獅子分會|泰國/馬來西亞| “2022-2023 年度聯合遺產項目為學校建造廁所和可用

於活動的屋頂” 

方案概述：為當地幼兒園和學前班建造廁所，那裡只有一個廁所供 200 多名學生使用 

全球志業：青少年 

獲得服務的人數：300 

義工工作時數: 600 

義工人數：120 

 

宿務獅子分會|菲律賓| “Pasil 小學三號樓屋頂修復方案” 

方案概述：在遭受颱風奧黛特摧毀後，為當地一所小學修復屋頂。啟動籌款並開始建設項目 

全球志業：災難援助/人道主義 

獲得服務的人數：1000 

義工工作時數: 50 

義工人數：9 

 

  



 

「慈善為本」服務獎 

第六憲章區 

 

達卡世紀 97-99 獅子分會 | 孟加拉| “確保邊緣化社區獲得飲用水” 

方案概述：為 South Bedkashi Union 地區的邊緣化社區提供了 14 個儲水池，使 2,000 多人獲得清

潔飲用水 

全球志業：環境 

獲得服務的人數：2865 

義工工作時數: 576 

義工人數：12 

 

班加羅爾 BTM 夜鶯獅子分會|印度| “免費糖尿病營-流動醫療機構” 

方案概述：開設免費流動糖尿病診所，將糖尿病診斷和治療帶到人們家中。設備齊全的麵包車為

社區服務不足的人群（例如無家可歸者和老人）提供糖尿病護理，並讓他們有機會就其他健康問

題去看醫生。 

全球志業：糖尿病 

獲得服務的人數：2882 

義工工作時數: 2880 

義工人數：720 

 

  



 

「慈善為本」服務獎 

第七憲章區 

 

雅加達 Taman Anggrek 獅子分會|印度尼西亞| “ASIP (媽媽的母乳)” 

方案概述：從母乳喂養的母親那裡收集母乳並將其分發給孤兒院，將母乳提供給需要更好營養的

嬰兒和沒有母乳或母乳較少的母親 

全球志業：飢餓/人道主義 

獲得服務的人數：2000 

義工工作時數: 1000 

義工人數：200 

 

Cromwell 獅子分會|新西蘭| “用集裝箱向湯加提供援助” 

方案概述：幫助將一個 20 英尺的集裝箱用食品和物資裝滿，並將其運往湯加島，該島受到火山噴

發和海嘯的影響，限制了其獲得大陸物資的途徑 

全球志業：飢餓/環境/災難援助/人道主義 

獲得服務的人數：140 

義工工作時數: 300 

義工人數：46 

 

 

 

 

 

 

 

 

 



 

 

「慈善為本」服務獎 

第八憲章區 

 

Lagos 盲者的騎士線上獅子分會|尼日利亞| “ Ilaje 青年的文化和社區聯繫” 

方案概述：透過體育和教育講座創建青年活動，重點是毒品和幫派暴力的積極替代活動 

全球志業：青少年/人道主義 

獲得服務的人數：150 

義工工作時數: 35 

義工人數：7 

 

亞歷山大運動獅子分會|埃及| “捐贈建造一個診所” 

方案概述：創建了一個免費治療癌症兒童的診所，同時也為孩子們提供了一個安全的空間來接受

必要的化療 

全球志業：兒童癌症 

獲得服務的人數：150 

義工工作時數: 150 

義工人數：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