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活動

獅子會國際基金會

獅子會國際基金會（Lions Clubs International Foundation, LCIF）支援世界各地的獅子會分會為當地和全球
社區服務所作出的努力。LCIF的各種活動致力於保護視力、對抗身障、促進健康生活、服務青少年以

及提供賑災援助等。LCIF 是國際獅子會的官方慈善組織。

自1968年創建以來， LCIF已頒發10,268多項撥款， 總額超過 7.29億美元， 用於協助獅子會分會和各區

實施目標遠大的人道主義專案。全球135萬獅友富有付出的偉大精神並致力於改善人們的生活， 使 LCIF

在人道主義服務方面成為全球領導者。事實上， 根據《金融時報》Financial Times 的一項獨立調查，

LCIF被列為全世界最值得合作的非政府組織第一名。

我們關愛。我們服務。我們完成目標。

LCIF 的活動所造成的影響舉例：

視力

•為 102 個國家提供 1005 筆視力第一撥款， 總額超過 2.55 億美元
•為 768 萬名患者實施白內障手術恢復了視力
•為 3 千萬人預防了嚴重的視力衰退
•治療了 1.48 億例河盲症
•透過開眼活動為 85 個國家的 250,000 名特奧會運動員進行了視力篩檢
•建造或擴建了 315 家眼科醫院/診所/病室
•訓練了 659,000 名眼科專家
•透過兒童視力活動為 1,400 萬兒童進行了視力篩檢

人道主義

•提供了 3,000 多筆緊急撥款， 總額超過 2,500 萬美元
•為視力第一活動 II 籌款 2 億多美元， 成為 LCIF 歷史上最成功的籌款活動
•有 1,200 萬名學生從獅子探索這個青少年發展活動中受益



視力第一已成為世界上最有效、最經濟的公共健康行動之一， 挽救了數百萬人的視力， 每人平均僅
為 6美元， 成本低得令人難以置信。

我們拯救視力
自1925年以來， 幫助失明及視障人士已成為國際獅子會的首要使命。LCIF一直透過視力第一活
動和其他視力行動來支持這項工作。

視力第一活動

自1990年活動開始以來， 視力第一活動已幫助全球3,000多萬人恢復了視力。為實現其消除所
有可預防性盲症的目標， 視力第一活動已提供數百萬例的視力恢復手術， 建立或改善了數百所

視力保健中心， 並訓練了數千名視力保健專業人員。

視力第一活動：

獅子會-世界衛生組織兒童盲症行動

2002年， 獅子會與世界衛生組織合作， 在全球建立需求型眼科照護中心， 一
起應對兒童盲症問題。迄今已有 35家照護中心為 1.21億名兒童提供了視力照
護服務。

中國視力第一活動專案

自1997年以來， LCIF與中國衛生部和中國殘疾人聯合會合作， 發起了視力第
一中國行動（SightFirst China Action SFCA）。迄今視力第一中國行動已使 530
萬人重見光明。

河盲症行動

視力第一活動已在非洲和拉丁美洲為 1.37億次河盲症治療提供了支援。1999
年， LCIF與卡特中心（The Carter Center）進行合作， 擴展其工作範圍。結果，
專家們預計將於 2012年在拉丁美洲根除河盲症。

砂眼行動

獅子會與 LCIF一起， 透過藥物治療、手術治療、保健工作人員訓練和健康教育
等方式， 為砂眼患者和潛在砂眼患者提供支援。獅子會透過與其他非政府組織

合作， 目前已制定出一項全面的長期計劃， 將在 2020 年之前根除砂眼。

為丹尼爾恢復視力

90歲的丹尼爾唐巴（Daniel Tumbo）住在肯雅的一個偏遠村莊裡，
已經失明近 10年。由於無法獲得治療， 也不知道他的視力可以恢
復， 丹尼爾服從了命運的安排。直到一位鄰居說服他去一個獅子

會服務擴展營地去看一下， 在那裡他得知他的眼睛可以在肯雅內

羅畢的視力第一眼科醫院進行手術治療。

在接受了白內障手術後， 丹尼爾重獲新生。回到村子後， 他告訴

他的鄰居， 他「去內羅畢的時候像行李， 回來時像一個真正的

人」。他現在可以看見他的四個子女， 並且第一次能夠看見他的

兩個孫子。對他來講， 視力就是生命。



我們支援青少年。
支援青少年的發展是確保使其將來更加健康、更加幸福的重要舉

措之一。獅子會和 LCIF 堅定不移地為青少年提供積極的機會。

獅子探索

獅子探索創建於 1984年， 是在學校開展的一個生活技巧活動， 為
從幼稚園到 12年級的兒童提供服務。該活動聯合家庭、學校和社
區， 教育兒童作出負責任的決定、有效的交流和預防毒品。有來

自 64個國家的 1,200多萬名學生參加了獅子探索， 並訓練了 50多
萬名教師及成人， 以便在學校和社區中開展該活動。

為馬文的未來提供技巧

馬文霍夫曼（Marvin Hoffman）是德國賴恩施泰特（Reinstadt）馬丁
尼莫勒學校（MartinNiemoller School 9）年級的學生， 每天都要應對
與世界上數百萬青少年面臨的同樣挑戰。恃強淩弱和未解決的衝

突在學生們中間時有發生， 他的學校未能為所有的學生建立一個

他們應得的、積極的、安全的學習環境。

該校5年前開始與當地獅子會合作實施獅子探索， 自此便有了顯著
的改善。在馬文班上的學生運用他們從獅子探索學到的技巧化解

了與另一所學校學生發生的一次恃強淩弱事件。「獅子探索教我

要將我面臨的問題告訴老師。可以向其他人說出心裡話。」馬文

表示。

Vision Care

捐給 LCIF 的每一美元都直接用於幫助有需求者的專案；所有的管理費用都由投資收益支付。

LCIF 的其他視力行動：

兒童視力活動

LCIF與強生公司眼科部（Johnson & Johnson Vision Care）合
作， 已為南亞各地的兒童進行了 1,400萬次視力篩檢和視力
保健教育活動。

兒童白內障防治行動

博士倫早期視力研究所（Bausch+Lomb Early Vision Institute）
與 LCIF合作， 識別、發現並推廣創新的方法治療兒童白內
障， 使患兒及其家庭和社區長期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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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帶來希望。
獅子會國際基金會 LCIF為許多人道主義活動提供支援， 其中包括從提供清潔飲用水到賑災工作等一系列廣泛的活動。獅子會開
發滿足當地和全球社區需求的各種專案。

賑災活動

為了能讓獅友去幫助他們遭遇了自然災害的社區， LCIF為緊急賑災和長期的災後重建專案提供緊急撥款和重大災難撥款。LCIF和獅子
會對全球發生過重大災難的國家都曾積極援助， 包括中國的地震、美國的卡特裡娜颶風、南亞海嘯和海地地震。

伊馬庫拉 的希望

海地地震的受害者伊馬庫拉西蒙（Immacula Simeon）表示， 「獅子會幫助我們重獲希望。 我們當時睡在被單下， 以抵禦烈日和狂風。

我們錢不多， 沒有食品， 沒有水， 情況非常糟糕。 後來， 獅子會來了， 一切都改變了」。

獅子會調動了600多萬美元用於為海地災民提供賑災物資。包括伊馬庫拉家在內的 2,500名災民都住在太子港的三個獅子會帳蓬城市內，
LCIF正在為 600個家庭重建家園。新的專案正在實施中， 例如重建國立太子港護士學校（National Nurses School of Port-au-Prince），

以及與 HumiTerra International合作建立一家醫療中心， 集醫學專家、培訓和醫療用品供應於一體， 為海地人民服務。在未來的幾年
裡， LCIF 將致力於為伊馬庫拉這樣的海地人民帶來希望並提供賑災物資。

LCIF 為有需求者服務的其他方法包括：

糖尿病防治

在1999年， LCIF將糖尿病防治定為4核心撥款方案的一部分。自從這些工作開展
以來， LCIF 已批准了 102 項與糖尿病相關的撥款， 資金總額超過了 700萬美元。

風疹活動

4,100多萬名兒童將受益於一項全新的旨在消除風疹和兒童盲症的 LCIF/風疹防治

行動合作計劃。接種疫苗試點活動正在四個非洲國家展開。

我們讓殘障者獲得力量。
LCIF支援各種活動， 旨在為殘障者改善教育、提供職業培訓和就業機會， 並支
援其增強獨立能力和改善身心健康。

獅子會國際特奧會開眼活動

自 LCIF 與特奧會於 2001 年開展合作以來， 共進行了 211,000 多次視力篩檢並有
99,000 多名特奧會運動員獲贈免費的處方眼鏡。

獅子會經濟型助聽器專案

這項基於美國的試點計劃為獅子會分會提供高品質的經濟型助聽器， 然後由分會提

供給低收入人群。LCIF與一流的助聽器製造商力斯頓公司（Rexton, Inc.）合作， 為
獅子會分會提供耳掛式助聽器。

欲瞭解有關 LCIF 計劃的更多資訊， 請瀏覽 www.lcif.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