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分會授證工作單

請以英文輸入

準分會名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獅子會 
城市 若有可辨識之名稱 

位於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城市 州省或國家

準分會名稱未按實際「行政區」命名，請說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分會種類:    n 傳統獅子會    n 校園獅子會    n青少獅獅子會
特殊興趣分會:   n 運動分會    n 文化/族群分會   n 早退休者分會    n 重要的志業分會    n 其他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分會號碼：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秘書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名 姓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街道地址 

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輔導分會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新會幹部

會長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名  姓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街道地址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城市/省/國名 郵遞區號  城市/省/國名 郵遞區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電話 傳真 電話  傳真

* 美國以外地區請填入國碼及地區碼 * 美國以外地區請填入國碼及地區碼

電子郵件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電子郵件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選擇連絡方式:     n 信件  n 傳真   n 電子郵件 請選擇連絡方式:  n 信件  n 傳真   n 電子郵件

會員發展  

財務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主席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名  姓 名 姓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街道地址   街道地址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城市/省/國名 郵遞區號 城市/省/國名 郵遞區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電話 傳真 電話 傳真 

* 美國以外地區請填入國碼及地區碼 * 美國以外地區請填入國碼及地區碼

電子郵件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電子郵件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選擇連絡方式:  n 信件  n 傳真   n 電子郵件 請選擇連絡方式:  n 信件  n 傳真  n 電子郵件       

從總部辦公室接到申請書起須 45 天 

處理授證時間及收到官方授證證書及分會用品。

恭喜您開始成立為國際獅子會新的授證分會。請參考此授證工作單中的所有資訊，以在MyLCI上完成授證申請表。您不需要將此表寄至LCI
國際總部。

需要繳交的申請資料

1.授證會員報告
2.授證費用。點擊這裡查看付款說明
3.以下人員可以提交新分會：總監、第一副總監、第二副總監

http://members.lionsclubs.org/TC/


輔導分會之職責
輔導分會應協助該新會達到並維持高度的承諾、活動及熱忱。輔導新會之成立負有一定責任。輔導分會必須能做到以下幾點：

• 支持導獅
• 檢查所有的授證會員申請人均符合獅子會會員的標準
• 舉辦有深度的組織會議
• 確保授證分會舉辦新會員受益的講習
• 共同主辦授證之夜
• 鼓勵區參與
• 鼓勵分會交流
• 協助設計保留會員和成長計劃
• 協助準備分會的會議議程
• 支持分會活動
• 隨時在需要時協助分會
• 提供無干涉的指導

作為輔導分會，我們瞭解應給予新會上述所說明之協助責任，且不限於上述之項目。

輔導分會 - 透過MyLCI通知分會會長或分會秘書提交新分會申請

導獅
總監可指派兩位導獅來協助新會。在職總監及新授證分會會員不得擔任。導獅之任期為2年，自授證分會核准日開始並且不得於同時期為兩個
以上分會之導獅。  

導獅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導獅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名     姓 名          姓  

會員號碼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會員號碼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街道地址     街道地址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城市/省/國名                      郵遞區號                      城市/省/國名                 郵遞區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電話                   傳真  電話                   傳真 
* 美國以外地區請填入國碼及地區碼 * 美國以外地區請填入國碼及地區碼

電子郵件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電子郵件地址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導獅是否為輔導分會的會員?  n 是  n 否  導獅是否為輔導分會的會員?   n 是  n 否

若為否，請提供所屬分會:    若為否，請提供所屬分會:

分會名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分會名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分會號碼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分會號碼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該導獅是否為「認證」導獅 ?   n 是   n 否   該導獅是否為 「認證」導獅 ?   n 是   n 否  

請選擇連絡方式:    n 信件   n 傳真    n 電子郵件              選擇連絡方式:  n 信件   n 傳真   n 電子郵件 
 

授證夜 
除非另有指定，授證證書及授證材料將寄給總監或協調獅友。從總部辦公室接到申請書起須 45 天 處理授證時間，請提供確切遞送官方    
授證證書的時間。 

頒發授證日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新會發展獎得獎人
依照國際理事會政策規定，任何一個分會之成立不得發給兩個以上之新會發展獎。在職總監及新授證分會會員不得擔任。此獎項總監必須於
新會核准成立日之後的六個月內提出申請。

總監推薦以下獅友可獲得新會發展獎:  

新會發展獎受獎者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新會發展獎受獎者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名   姓  名  姓  

會員號碼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會員號碼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街道地址         街道地址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城市/省/國名  郵遞區號                       城市/省/國名  郵遞區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電話                   傳真 電話 傳真 

電子郵件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電子郵件地址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分會名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分會名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分會號碼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分會號碼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區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國際會費計費
每半年應向國際總部繳交會費，計算應依自6月30日或12月31日為止之尚餘月數的比例繳交。每位新會員於總部電腦記錄為正會員後的下一
個月第一天，就開始徵收會費。請向總監或國際獅子會詢問會費之金額。

總監核准 
總監將在MyLCI批准申請。

貴區是否已舉行新會發展研討會?      n 是    n 否   n 研討會日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如果是，請提供顧問或新會發展代表的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新的分會標準
1. 申請
 任何以適當的方式組成及選出幹部之團體、分會或集會者都可以向國際獅子會

總部申請新分會授證。該申請表格須提交給獅子會的國際辦公室並須經國際理
事會核准。並由理事會批准後，發給該分會一份由國際總會長及國際獅子會秘
書長所簽署之分會授證證書。當分會授證證書正式發出即代表該分會已授證。
分會接受授證證書即為承認及同意接受國際獅子會憲章及附則之規範，並依照
國際獅子會法人組織不時修正之有效法令，服從憲章及附則所解釋之國際獅子
會管轄關係。任何以適當的方式組成及選出幹部之團體、分會或集會者都可以
向國際獅子會總部申請新分會授證。自2018年1月1日起，所有授證申請應經
MyLCI提交。

2. 文件
 確認全額的授證費- 授證費應為US$35。分會支部會員除外，從正常分會轉會之

正常會員應繳 US$20。新會員入會費與授證費一概不退還。
 (1)  任何區、副區或分會不得強制收取國際獅子會國際憲章或理事會授權規定以

外的授證費。
 (2)   美加以外地區，應附該國被認可的銀行機構的匯款單副本，以證明規定的

費用已匯入國際獅子會的帳戸。
 (3)  若國際獅子會不能核准該分會的授證，將收取US $100手續費。

3. 授證會員
 若授證之夜在授證核准日的90天内舉行，所有授證之夜以前加入獅子會之會員

均視為授證會員，並且須90天内向LCI報告授證會員，以及收齊授證費。
4. 輔導分會

a. 依複合區憲章及附則之規定，每一個新分會必須由一個分會、分區、專區、
區内閣或區委員會來輔導成立。新分會的輔導分會必須為新分會所屬區界内
的分會。輔導分會應充份的瞭解其應負的責任。新分會所在地的總監可以授
權一個或以上的共同輔導分會，與該輔導分會一起協助。此共同輔導分會可
來自其他區。在新國家發展新會，協調獅友應加以協助。

 b. 新地區內成立的第一個新會必須由分會與/或區輔導成立。其後成立的新會可
由最初輔導之區輔導，以及他區之分會輔導，輔導者必須了解其規定之責任
並包含指派合格的導獅，直到未成立區成立臨時區。在特殊情形下，國際理
事會或執行委員會成員可指派未成立區之一分會擔任輔導分會。 

 以下為可核准新會的任何特殊情形:
 (1)   當無其他已成立區之獅子會接近此準獅子會之地理區域。 
 (2)   當因為此項輔導工作所附帶之財務責任，而無其他已成立區之獅子會

願意做輔導分會。 
 (3)   當準輔導分會的會員與此申請案的準獅子會及其準會員之間有很強的

私人連繫。 
 (4)  當此未成立區的輔導分會之財務補助金是促進此區域獅子會會員發 展

之唯一的方法，因為其他既存的已設區獅子會不能或拒絶來此發展獅
子主義。但財務補助限於授證費用。

c. 國際獅子會將頒給輔導分會可貼着於官方的獅子會會旗之上的刺繍獅子標
誌，環繞繍有「新分會輔導分會」字樣之布章。

5. 分會名稱
a.  準獅子會應以所在地之地方自治體或同等的細分行政區之正確名稱為名。此

項「行政區」解釋為市、鎮、村、省、縣或類似有名稱的正式行政區。若準
獅子會不在一個行政區内，則應以最適當及當地可辨認的所在地的正式行政
區名稱為名。 

 b. 以「可明顯辨識名稱」來明確地區別同一地方自治體或同等的細分行政區之
其他獅子會。此可明顯辨識名稱應在地方自治體或同等的細分行政區的名稱
之後，在國際獅子會的正式記錄内要以括弧加以分開。

c. 「主要分會」(Host Club)一詞應為一地方自治體的母分會有聲望及表揚性的
分會名稱。不代表任何特別的優先權、利益或特權。 

d. 獅子會不得以現存之個人姓名為會名，除非此人曾任國際總會長的職位。 

e.  任何獅子會不得加上「國際」作為可明顯辨識的名稱。
e. 「青少獅」一詞可加在分會名稱上，作為獅子會明顯辨識名稱
g.    欲將公司名稱加入分會名稱上，須於核准分會使用公司名稱前，一併提交

該公司授權可使用公司名稱為成立分會之名稱的信函或文件 (如從公司代表
使用公司頭銜信紙的信函)。

6. 分會境界
 分會應以所在地的地方自治體或同等的細分行政區之境界為分會境界；或在設

有總監之單區、副區、臨時區、過渡區之內，並得到區內閣核准，但需符合分
會所在的區及/或複合區憲章與附則之規定。

7. 授證核准日
 授證申請核准之日為授證核准日。該日將記載於授證證書及正式的國際總會記

錄。
8. 授證會員

a.   授證證書上有國際總會長及國際獅子會秘書長的簽名，輔導分會或區内閣
或區委員會的名稱也列在上面。  

 b. 新分會的授證證書應直接寄給總監或協調獅友。未設區之分會核准的授證證
書應寄給新分會的會長。 

9. 會費
 授證會員的會費自會員姓名被送至輔導分會、總會協調獅友及國際獅子會之日

的次月一日起算。新分會的會費帳單在授證結束後之短期内，將寄給新分會。
10. 授證申請截止日期
 欲計入本年度新授證分會之記錄，新授證分會申請表須最遲於6月20日寄至美國

伊利諾州橡溪市的國際總部。
11. 確保新會的生存力
 一年內，成立10個或以上新會之區，必須經第一副總監或第二副總監GMT地區

領導人/特別地區顧問簽名。在核准授證之前，仍需付一半的國際會費。
政策可能會改變。最新資料，請隨時與會員發展及新分會運作部門連絡。

Membership and New Club Operations Department 
Lions Clubs International

300 W 22nd St
Oak Brook IL 60523-8842 USA

電話：630.203.3831
傳真：630.571.1691

E-mail: newclubs@lionsclubs.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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