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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使用准则 
 

本准则旨在帮助狮子会会员、分会和区（单一区、副区和复合区）遵守国际理事会的资金 

使用政策  。  本准则是资金使用政策的补充，无意取代国际理事会已采纳的政策。   欢迎 

狮友审阅资金使用政策的详细描述，可通过国际狮子会的网站 www.lionsclubs.org  获取， 

或联络法律司 legal@lionsclubs.org 或致电 1-630-203-3847 索取。应当注意，这些准则并

不构成法律或税务建议。   下列问答是非营利组织的典型问答，但各地的法律可能有不

同的 要求，因而并非完全准确。 如有关于资金使用和您所在司法管辖区法律的其他问题

和意见，请咨询当地的法律顾问或咨询税务专业人士。 
 

常见问题的解答 
 

财产 
 

1. 一个分会募集公共资金建立了一座社区中心。 该建筑物能否用于举行狮子 

会会议并供社区使用？  

能，只要该建筑物主要用于社区，分会仍可用来举 行会议。 
 

2. 我们分会拥有一座建筑物，是所在市捐赠的。 我们能否将该建筑物出租并 

将收益留在我们的行政管理账户内？  

这取决于当时捐赠建筑物的情况以及 是否有任何使用限制。  然而，有可

能将分会所拥有建筑物的租金收入供行 政管理账户使用。 
 

3. 我们分会拥有一座建筑物，并允许当地的童子军（或其他社区相关组织） 免

费使用。 我们能否使用公共帐户资金支付该等组织使用后的清洁费用？  

能，可以使用公共资金抵消公共使用建筑物的直接费用。 
 

4. 我们分会拥有一座多功能建筑物，我们在那里进行公共募捐活动，免费给 

其他社区组织使用，若私人活动使用则收取租金，还在那里举行狮子会会 

议。 我们能否使用公共资金抵消犁护和保养费用？  

能，可以按照公共使 用建筑物的百分比来使用公共资金分摊费用。 
 

5. 我们分会犁护一个公共停车场。 我们能否使用公共资金维护公共停车场？ 

能，因为停车场是公用的，可使用公共资金进行保护。 

http://www.lionsclubs.org/
mailto:legal@lionsclubs.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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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我们分会拥有一座会所，我们想把它卖掉。 所得收益能否视为公共资金？  

必须按照分会所在地的管辖法律解散分会财产。 许多司法管辖区对各级组 

织依据其性质有具体的规定。 因此，您应当寻求当地法律指导，查看是否 

有适用的当地具体规定。 一般来讲，如果公开募集的资金用于收购和／或 

犁护财产，财产销售所得收益将视为公共资金。 如果行政管理资金用于收 

购／犁护财产，其会员可合法要求按比例获得财产／收益的份额，否则该财 

产／收益可用于公共资金。 
 

运作开销 
 

7. 我们分会为董事和干部购买了责任险，承保范围为犯罪／忠实（保险契约），

保护分会的干部并保护分会免受欺诈行为的损失。 哪些资金可用于 购买这

些保险？  

此保险应视为一管理费用，必须从行政管理资金中支 付。 
 

8. 我们分会为我们的年度募捐活动购买了伞护式责任保险和酒类责任保险。 哪

些资金可用于购买这些保险呢？  

这些保险是募捐活动的直接成本，因此 可以使用公共资金购买。 
 

9. 我们分会购买了补充保险计划的意外伤害保险。 应该用哪些资金支付这笔 

费用？  

意外伤害保险是一种行政管理费用，因此必须使用行政管理资金支 付。 
 

10. 我们分会想正式组成社区。 能否使用公共资金支付组建社区所猀的法律和 

立档手续费？   

不能，这应视为行政管理费用，应使用行政管理资金支付。 
 

11. 我们分会决定建立一个独立的狮子会基金会。 我们能否使用公共资金来支 

付组建法人实体的筹备费用？  

不能，这属于行政管理费用，必须使用行政 管理资金支付。 然而，公共资

金可以捐赠给基金会使用，以扩展基金会的 慈善目的。 
 

12. 我们分会收到了一大笔遗赠，想创建一个永久性的奖学金捐赠资金。 我们 

可以使用哪些资金来支付设立和管理捐赠资金的相关费用？  

一般来讲，捐 赠资金的运作开销，可使用捐赠资金的本金支付。 然而，有

关捐赠资金以 及能否使用捐赠资金本金支付运作开销的相关法律，不同司

法管辖区的规定 各不相同，因此需要咨询当地的法律和／或税务顾问的意

见。 
 

13. 我们分会为我们的会所购买了财产保险，该会所供分会和公众使用。 公共 

资金能否用于购买此保险？  

可根据公共使用会所的比例来计算公共资金支 付保险费用的比例。  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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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该建筑物 60% 的时间为公共使用，则保险 费用的 60% 可用公共资金

支付。 

 

狮友或家庭成员的福利 
 

14. 最近我们分会的一名会员因火灾失去了他们的房屋。 我们能否使用公共资 

金协助他呢？  

不允许使用公共资金让分会会员受益。 然而，分会会员可 进行个人捐赠，

以协助该会员。 
 

15. 我们分会一名会员的妹妹最近因洪水失去了自己的房屋。 我们能否使用公 

共资金协助她呢？  

不得使用公共资金让狮友本人受益。 只要该会员本人 不从该资助中获得财

务好处，非会员家属的家庭成员有资格接受分会的公共 资金资助。 
 

16. 最近我们镇遭受了一场毁灭性的水灾，许多狮友以及整个社区的家园遭受 

了重大损失。 我们能否使用公共资金协助社区，其中包括受影响的狮友？ 

在受灾的情况下，可使用公共资金协助社区，包括受影响的分会会员，但会 

员须具有既定资金拨付与协助标准的同等资格。 
 

17. 我们分会的一名会员须要做心脏移植手术。 我们能否以他的名义举行募捐 

活动，帮他度过医疗过程的经济困难时期？  

不能，这应视为会员的私人利 益。 然而，分会会员可进行个人捐赠对其协

助，或要求其他人进行个人捐 赠。 
 

18. 我们分会的一名会员最近失去了工作，经济非常困难。 我们能否从公共资 

金中贷款给她来协助她？   

不能，这应视为分会会员的私人利益。 
 

19. 我们分会希望为会员的子女或孙辈建立一项奖学金资金。 我们能否进行公 

共募捐来支持这项资金？  

不得使用公共资金让狮友本人受益。 只要该会 员本人不从该资助中获得财

务利益，非会员家属的孙辈有资格接受分会公共 资金的资助。 如果分会想

为公众建立一项奖学金，奖学金接受者可包括家 庭成员和公众，但必须符

合资格，并由不受分会控制的组织（如学校）选定 方可。 
 

公众募捐活动及狮友私人募捐活动 
 

20. 我们分会正在举行一场高尔夫球比赛，同时向狮友和公众售票。 狮友的票 

是蓝色的，公众的票是黄色的。 我们能否使用狮友门票销售的收益（由蓝 

色票确状）作为我们的行政管理资金？  

不能，只要活动向公众开放，所有 收益都应视为公共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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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我们正在举行一场对区内所有分会开放的狮子会晚宴。 我们能否将晚宴门 

票收益用于我们的行政管理资金？  

可以。 由于该活动仅限于狮子会会 员，收益可指定用于行政管理资金和公

共资金。 
 

22. 我们分会负责当地足球比赛现场的销售，体育场根据销售额按比例给我们 

分成。 我们能否将该收益指定为我们的行政管理资金？  

能，只要这是体 育场与贵分会之间的协议，并且不得在举办活动期间通

过标牌或衣物展示 狮子会名牟或标识。 
 

23. 我们分会能否接受来自公众（非狮友）的指定为行政管理资金的个人遗 

赠？   

能，如果收到的遗赠具体指定用于分会的行政管理资金。 
 

24. 我们分会希望筹集资金建立一座新的分会会所。 如果我们做广告宣传这些 

资金将用于会所并将用于我们的行政管理资金，这可以吗？  

不可以。如果 会所将主要由狮友使用，则该资金必须来自狮友，而非公众，

无论如何宣 传。 
 

25. 一个分会赞助一次古董展之类的活动。 该分会获得了所猀展位，并安排了 

估猜师对狮友和非狮友带来的展品进行估猜。 对于评估的物品将收取固定 

费用或按件收费，分会将从中分成。 这些收益能用在何处？  

这是分会针 对公众的活动，因此该活动的净收益应视为公共资金。 
 

26. 一个分会在募捐活动中为参与者提供免费食物（并获得了状可），该活动 

为非狮子会活动，如癌症协会的 5000 米竞赛。 一些参与者希望为食物捐 赠。 

如果分会在桌子上放置一个捐款箱，捐款应当如何处理？  

如果捐款只 是交给狮子会而不指明用途，该怎么办？ 无论捐款是放进了捐

款箱还是参与者亲自交给了狮友，该资金都应视为公共资金。 请注意，在

这种情况 下，为比赛购买食物的费用可以使用分会的公共资金支付。 
 

公共资金的利息／投资。 
 

27. 如果我们分会将我们的公共资金进行投资，我们能否将利息用于行政管理 

费用？   

不能，所产生的利息应视为公共资金。 
 

28. 我们分会在动用公共资金前能将其投资多久？  

资金应当在收到的当年用完，除非已指定用于长期项目。 
 

其他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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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我们分会在我们的日历上销售广告。 我们能否将广告销售收益用于行政管 

理资金？   

能，然而广告销售收入可能视为无关的业务收入，并可能需要缴纳联邦和

／或州所得税。 关于无关业务收入的其他信息，请咨询当地税务 或法律顾

问。 
 

30. 行政管理资金和公共资金能否储存在同一支票账户内？  

能，但每种资金的 存款和支出须有明细核准。 
 

31. 我们分会在资助一个青少狮会。 我们能否使用公共资金为青少狮会授证？ 

能，青少狮会应视为狮子会的一个项目，因此可用公共资金来支持青少狮 

会。 
 

32. 我们想派青少狮会会员参加国际年会。 我们能否使用公共资金来抵消学生 

参加国际年会的注册费和旅费？  

不能，这应视为青少狮友和狮友的私人利 益。 

 
摘要图表 

 

资金募集方式 用于公共项目？ （活动 

账户） 

用于行政管理费用？ （行 

政管理账户） 

行政管理：会费、租赁 
费、罚款、广告收入 

 
是 

 
是 

公共：任何对公众开放 

的募捐活动、公众捐助 

和遗赠 

 
是 

 
否 * 

利息：来自公众资金的 
累计投资 

 
是 

 
否 * 

募捐活动的直接费用。   公共募捐活动的直接费用可从所得收益中扣除，以补
充用于举行募捐活动的行政管理账户支出。 

 

分会财产。 如果分会（或区）拥有的财产主要满足整个社区的须要，使用该
财产 募集的资金收益可按比例支付财产的运作开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