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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来到内阁秘书长和内阁财务长电子书！ 
 
电子书很容易浏览。  只需点击目录中与您的角色相关的部分便可找到您角色的职务内容。  而后，您

会找到有用的信息及直接连到工具、资源、文件等的链接，这些资源能给您一些想法，让您在当地社

区中探索新方法来执行具影响力的服务活动。   

 

准备领导；准备成功 
 
花点时间与您的总监讨论您的职责和计划，与即将卸任的秘书长和/或财务长详细讨论，并尽可能地参

加就职和领导发展会议。 

 
本电子书提供内阁秘书长及/或财务长任期中所需要的重要数据。  电子书中的内容旨在帮助这两个职

位。如果您仅被指派到其中一个角色，则某些内容可能与您的职责无关。  

 

您身为 内阁秘书长/财务长的职责 

 
内阁秘书长和财务长是区领导团队的一部分。  深为秘书长和/或财务长，您是总监的代表。  正确且及

时地回复所有信件对于贵区和总监团队的成功非常重要。   

 
此角色中，您应在总监的监督及指示下行事。  您的职责为：   

 
a) 发扬国际狮子会之目的；  

 
b) 执行本职位所隐含之职责，包括但非限定下列任务: 

 
1. 保管所有区内阁会议之准确记录，并于每次会议结束后十五(15)日内，将各次会议记录副

本送全体区内阁成员及国际狮子会。   

 
2. 制作及保管副区年会记录并提供副本给国际狮子会、总监及副区内各分会之秘书；  

 
3. 应总监及区内阁之要求编制报告给区内阁；  

 
4. 收取各分会以会员人数计算的区会费存入总监所指定之一家或多家银行并承总监之指示付

款；  

 
5. 若收到区内各分会应缴之复合区会费，应转交给复合区执行/主计长并取得收据。   

 
6. 保管所有正确账簿与帐戸记录及区内阁及副区会议之会议记录，并允许总监、任何区内阁

成员或副区内任何分会（或任何区等授权之代理人）于任何合理时间以任何适当理由査阅

之。  在总监或区内阁之指示下、应提供给总监所指派的任何审计人员任何账簿与记录； 

 
7. 提供由总监要求的保证金额及保证公司以保证对其职责之忠诚表现；  

 
8. 在任期结束时，及时将区之一般及/或财务账目、资金、记录移交给继任者。  

 
c) 依国际理事会之指令执行应辧之其他任务及行动。 

 
d) 若区采用秘书长及财务长为分开之职位，各干部之职责依(b) 之职位性质而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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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持记录 

 
其他文件可由内阁秘书长和/或财务长视需要启用。  这些文件可能包括: 

 
• 总监访问的活动日历和总监指派 

 

• 每月会员报告和每月网上活动报告的追踪表 

 

• 区内阁的组织表 

 

• 所有内阁成员的访问清单 

 

• 总监、第一副总监及第二副总监的传记 

 

• 所有内阁成员的完整名册，包含配偶姓名、地址、电话号码和电子邮件地址 

 

• 区内所有授证夜的日期清单 

 

• 当年著名的分会周年纪念日清单（如 25、50、75年）。  寄信至 Marketing@lionsclubs.org 索取

一封特别的周年纪念信。   

 
我能在何处找到重要的数据？  
 
建立会员门户网站的登录账户  

 
会员门户网站- 让您可以访问所有的狮子会应用程序：MyLion、MyLCI、Insights（洞察报告）、

Learn（学习）和 Shop（商店）。 

 

注册和密码的说明- 这些简单说明让您能进入 MyLCI  

 

使用 MyLCI 

 
从 7月 1日开始，你就会有完整进入 MyLCI的授权。  作为内阁秘书长与财务长，你可以:  

 

• 检阅区内所有分会的数据 

• 检阅和打印各种报告 

• 若非内阁财务长(如内阁秘书长和财务长)，则可指派一名内阁财务长 

• 指派一年任期的各个区委员会主席。 

 
与总监合作 

 
与总监的持续沟通非常重要。  在帮助总监制定正式的访问时间表后，内阁秘书长和财务长将需要采取

后续行动。  

 
 此外，应告知分会会长总监的特殊偏好。  在总监抵达时，提醒分会会长与总监会面，告知总监有关

分会信息，以及分会为正式访问所做的安排之详细信息。   

 
 
 
 
 

mailto:marketing@lionsclubs.org
https://myapps.lionsclubs.org/?
https://lionshelp.zendesk.com/hc/zh-cn/categories/360002949274-技术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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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监的旅行 

 
有时总监会要求内阁秘书长协助安排旅行。  若内阁秘书长或财务长实际陪同总监进行正式访问，则应

该是出于特定目的。  例如，总监可能会要求您加入他们的分会访问、参加他们受邀参加的活动，或与

他们见面讨论区计划。   

 
宣传总监访问 

 
区营销主席可以协助宣传访问  分会会长通常喜欢先取得总监的简介，以便分会会员在来访前了解总监

的经历。   

 
总监的访问是推销当地狮子会及其活动的好方法。  无论是通过社交媒体还是地方新闻管道(报纸、新

闻、公告等)，内阁秘书长或通过分会主席安排，都可以提供有关分会的简介、照片和信息，以提高大

众的认知。  

 

内阁会议 
 
在狮子年度期间，至少举行四次总监内阁年度会议，其中第一次是在国际年会后的 30天内举行。  内

阁秘书长和/或财务长应尽快向总监询问会议日期。 

 
有关出席和住宿要求的确认，应在下次会议日期前两到三周内向内阁干部发出通知。  本通知中应附上

含有会议日期、时间和地点的会议议程，以及要求内阁干部提供任何书面报告的请求。  秘书长和财务

长应帮助总监准备及印出这些议程和通知。   

 
建议的议程 

 
在内阁会议之前与总监讨论，以确保在会议之前将任何讨论项目添加到议程之中。  总监可要求内阁秘

书长/财务长代表他们整理议程。安排好议程后，请与总监审查以取得最后核准。  建议列入议程的项

目有：  

 

• 出席 

• 核准会议记录 

• 总监发言 

• 第一及第二副总监的报告 

• 收到的信件 

• 内阁秘书长及/或内阁财务长的报告 

• 区主席的报告 

• 分区主席的报告 

• 一般业务 

 
会议记录 

 
在内阁会议期间，秘书长将记录并分发特定报告，并回答内阁成员的问题。  建议录音以帮助内阁秘书

长撰写会议记录。  确保所有与会者都知道会议正在录音。  

 



 

回到目录   4 

 

秘书长应在每次会议后尽快准备好会议记录。  会议记录应立即以电子邮件发送给内阁所有成员，以及

区及分会行政管理司和国际狮子会： PacificAsian@lionsclubs.org。  某些内阁将会议记录副本抄送给议

会议长。  也应在区记录中留存一份副本。   

 
会议报告 

 
当内阁成员被要求在内阁会议上提供书面报告时，内阁秘书长和财务长可要求其提供足够的复印件，

以分发给所有成员。口头报告应准确、事实及抓住要点。   

 
财务长将准备区预算，以在第一次内阁会议上报告。  应在每次例会上提交说明刚刚结束期间的财务报

表，使整个内阁都了解财务状况。  如此将累计为年终财务报表。   

 
在随后每次内阁会议中，除了一般的财务报告外，也应提交一份有关当前预算支出和收入的报告。  

 
应鼓励内阁成员就季度财务报告的细节提出问题。  对个项目提供解释是报告中重要的层面。  每个内

阁干部都应了解区的财务状况。  科技信息部门也是该区领导发展的重要层面。    

 
通讯 

 
内阁秘书长的一项主要职能是妥善、及时地处理内阁信件。  必须尽快打开并阅读所有信件，包括电子

邮件、邮件等。  若有有任何给其他内阁成员的信件，则应立即转发。 

 
建议将收到的所有信件保存在一起，以便总监审查并就需要采取的行动提出建议。  总监可以选择亲自

回复信件或请您协助，代表他们回复。    

  

mailto:PacificAsian@lionsclubs.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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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分会 

 
会员月报表 

 
 每月请所有狮子分会通过 MyLCI 或其地方的报告系统来报告会员变更。  即使分会的会员并无任何变

动，分会亦须报告「本月无任何变更」。  每月报告可确保国际总会能准确寄发月结账单、各类邮件、

奖励和其他福利项目。   

 
协助您的总监跟进每个分会的分会会长和秘书，以确保他们提交其会员月报表。  不能预先提交未来几

个月的会员月报表，但他们可以在两(2)个月前提交错过未交的报告.  

 
分会干部报告 

 
分会需在每年的 5月 15日之前，报告新当选或重新当选的干部给 LCI。  如此可确保分会干部收到与其

职责相关的 LCI通讯。更能取得进入MyLCI及其他资源的权限。   

 
现任分会秘书可以使用 MyLCI 门户网站或其地方报告系统进行报告。   

 
分会干部名单  

 
一个区的分会会长、秘书和财务名单可通过 MyLCI 网站数据下载功能取得。  这份报告可以提供给

总监和区内阁的每一位成员。  

 
总监检查清单 

 
总监 检查清单 是一个很好的资源，可用来鼓励分会保护其信誉良好的地位。  此列表确定了网上付款

选项和有关暂停付款的信息，以及在地方和国际年会之前取得信誉良好地位的详细信息。  作为内阁秘

书长预先联系的部分工作，下载分会表现报告，此报告位于 MyLCI 分会下—每次分会访问前的报告。  

此报告为您进行分会访问提供有用的概述。里面有会员发展、奖项、干部等有用的信息。  

 

时间管理 - 规划你的年度日程  

 
一旦担任内阁秘书长/财务长，您将发现日常时间表会迅速填满。   总监职位需要奉献时间参与和活动

的义务，都应记录于主要日历上，方便分析各活动的优先层次，确定那些活动无法参加。  通过对需要

参加或领导的活动进行优先级安排来开始您的总体计划，并为需要大量时间和旅行投入的那些活动安

排适当的时间。  

 
国际活动  

 

• 国际狮子会活动日历 – 国际总部日历包含即将举行的活动，与重要的奖项申请的截止日期，

并附上全球服务倡议的数据。 

 

• 国际年会 –  LCICON 该网页涵盖了参与国际狮子会此重要国际活动的一切数据，提供了一站式

服务，其中包括网上报名、场地、年会活动和周边旅游。 

 

• 宪章区性的活动 - 国际狮子会宪章区年会 - 邀请宪章区所有狮友参与宪章区年会。  

  

https://myapps.lionsclubs.org/?
https://myapps.lionsclubs.org/?
https://myapps.lionsclubs.org/?
https://www.lionsclubs.org/resources/79878163
https://myapps.lionsclubs.org/?
https://www.lionsclubs.org/zh-hans/resources-for-members/lions-events-calendar
https://lcicon.lionsclubs.org/zh-hans/
https://www.lionsclubs.org/zh-hans/resources-for-members/foru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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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的活动 

 
总监可能在规划区年会或邀请讲者方面上需要协助。   

 

• 了解如何策划年会 网页 ，以了解计划成功的年会之步骤和组成单元，并以人、准备、计划、

活动和推广为专注点。  

 

• 演讲者申请表 - 填写演讲者申请通知表 并为全复合区的活动或年会申请演讲者。  

 
至少在所有复合区和区地方选举开始前 30天，您应查看网上认证名单，该名单位于 MyLCI 中我的区下

方。  与总监一起查看清单。  可能需要联系分会，鼓励分会达到信誉良好地位以便投票。  

 
年会 

 
区和复合区年会对内阁秘书长/财务长非常重要。  鼓励下一任内阁秘书长/财务长在上任前参加复合区

年会，以观察分会代表的注册和认证流程。  这些程序通常由区议会的内阁秘书长/财务长负责。  

 
由于年会是其各自领域内的决策机构，故秘书长/财务长应鼓励所有分会不仅出席参加业务会议，更参

加庆祝活动。  

 
在年会上，狮友可通过民主程序最有效地表达其意愿。  因此，规划年会非常重要，以便代表和其他狮

友都能充分参与所有活动。  应为公开讨论提供充足的时间，并应鼓励代表们在业务会议期间充分参与

并提供反饋。  请访问如何规划区年会 网页 ，与总监一起审查规划区年会的实用信息。  

 

区通讯簿和电子通讯 

 
区通讯簿 

 
许多区和复合区都有自己的通讯簿，如此可大力地促进有效的沟通。  通讯簿将包含比名册更多的信

息，如完整地址、电话号码和电子邮件地址。  通讯簿的数据可从  MyLCI 资料下载中取得。  这些详细

的通讯簿可分发给内阁成员和分会干部。  在打印之前，请联系分会干部，查证其在数据库中的邮件地

址、电话号码和电子邮件地址是否正确。   

 
为了使每个人都能在整年之中更新区通讯簿，总监应在月报、通讯或电子邮件中纳入任何联系信息的

变更。  

 
以下是范例通讯簿：  

 
1. 按字母顺序排列的分会与专区和分区 

 
2. 列出每位内阁成员的姓名、配偶或伴侣的姓名、地址、电话号码、电子邮件地址  

 
3. 列出每位委员会主席的姓名、配偶或伴侣的姓名、地址、电话号码、电子邮件地址  

 
4. 专区列表，包括姓名、配偶或伴侣的姓名、地址、电话号码和电子邮件地址：  

 

• 专区主席 

• 分区主席 

• 分会会长 

https://www.lionsclubs.org/en/resources-for-members/resource-center/plan-a-district-convention
https://www.lionsclubs.org/zh-hans/resources-for-members/resource-center/speaker-request-form
https://myapps.lionsclubs.org/?
https://www.lionsclubs.org/en/resources-for-members/resource-center/plan-a-district-convention
https://myapps.lionsclubs.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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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会第一副会长 

• 分会秘书 

• 分会财务 

 
5. 地址、电子邮件地址和电话号码： 

• 国际狮子会。  这可于 联系我们 网页上取得。 

• 区和复合区的现任和过去之国际干部。 

• 区内的每一位前总监(包括他们任职的年份)。 

 

制作通讯簿的管理建议 

 
在编辑通讯簿前，应记得以下几点： 

 
▪ 提前告知分会，他们需要提供通讯簿的详细信息。  大部分的分会信息都可以自 MyLCI上的资

料下载中取得。 

 
▪ 在区电子通讯中公布如何取得复印件或网上通讯簿，以便没有收到的分会知道如何取得。 

 
▪ 如果区收取通讯簿的复印件费用，该费用可以包含在分会的半年会费报表中。  

 
▪ 按照建议，在通讯簿中包括配偶或伴侣的姓名。  

 
区电子通讯 

 
区电子通讯是区与分会之间最好的沟通工具。  可由总监、营销主席或内阁秘书长/财务长撰写并发

布。   

 
设定发送电子通讯的时间表，并确保在任何需要提交的截止日期前完成。  与总监讨论发送的频率。  

确保在发送电子通讯时，也寄送给议会议长。  同时考虑贵复合区内包括其他区的总监。   

 
以下是有助于建立区电子通讯的建议： 

 
1. 网络上提供了几个易于使用和编辑的模板。  每月将电子通讯以电子邮件发送给分会干部，并

鼓励他们与会员分享。  

 
2. 确保电子通讯易读。 

 
3. 优先提供未来事件和方案的新闻。 

 
4. 区或区内分会举办，即将推出的服务方案。 

 
5. 即将举办的研讨会、网络研讨会 

 
6. 提前提及国际年会和任何狮子会领导学院，以便区会员有时间报名。 

 
7. 总监正式访问的日历和任何就职日期。  

  

https://www.lionsclubs.org/zh-hans/footer/contact-us
https://myapps.lionsclubs.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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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尽可能提及狮友的名字。  

 
9. 庆祝任何新授证的分会。  

 
10. 为区提供会员发展的最新消息。 

 
11. 报告任何内阁做出的决定。  

 

新银行安排 
 

应分配时间与即将上任的内阁财务长见面，以审查并最后确定以下内容：  

 
1. 查看是否有任何未结清的发票需要支付。若有，明智的做法是预留一定的金额来支付这些账

单。     

 
2. 即将上任的内阁财务长安排在银行见面以确定： 

 
1. 新的授权签名 

2. 若正在开立新账户，请进行银行安排以存入转移的资金 

 
若讨论更换银行，必须在第一次内阁会议上，以正式动议核准才可。   

 
程序： 

 
内阁财务长应取得新的银行存折和银行存款簿，以及新的现金日记账和分会分类账表格。  若内阁要在

几个月内自方案中收取资金，可通过拥有两个银行账户来增加收入：一个储蓄账户和一个支票账户。   

 
转移资金 

 
在财务年度结束前，即将卸任的团队应考虑为新任团队预留部分资金。  如此将有助于新任的内阁长支

付准备新内阁名册、印刷文具等所产生的初始费用。  

 

预算和财务职责 

 
区内预算 

 
在上任前，很可能会要求财务长协助总监准备下一年的区预算。  预算应反映通常的收入和支出项目。  

 
自我支持的活动也应包括在预算中。  应预览所有区的财务活动。  财务长可能希望对总监的行政开支

(如邮资、电话和杂项)进行更详细的预算分析。  

 
此预算及报告的累计收入和支出将在每次内阁会议上提交。  建议您的范例预算大纲包括两个部分。  

 
1. 预期收入 

 

1. 每位成员的费用乘以成员数 

2. 预计年中的新会员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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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预计费用和资金分配 
 

1. 区电子通讯(若印出) 

2. 议会的旅行、膳食、住宿 

3. 内阁会议午餐 

4. 区干部的差旅津贴 

5. 印刷和文具 

6. 总监行政费用 

7. 内阁秘书长行政费用 

8. 杂项储备  

9. 其他 

 
内阁资金 

 
内阁的唯一收入来源是该区的半年会费。  该金额通常由区或复合区年会投票通过的决议来确定。   

 
个人费用 

 
内阁秘书长/财政长必须准备亲自支付自己的一些费用。   

 
区支出 

 
所有账单/发票应保存在一起，以便总监审查和核准款项。  若总监已将某些财务职责指派给内阁财务

长，则总监仍在对内阁负责区财务上承担直接责任。   

 
记录保存 

 
整年之中，总监可请求更新该区的财务账簿。  保持最新记录将有助于在请求时提供准确的记录。  请

务必记下已支付的发票/账单、未支付的发票/账单，以及未收的任何款项。  

 
收到的钱 

 
以下是记录收到的款项之建议程序：  

 
1. 当从分会收到款项时，记录款项  

 
2. 在分类账上注明贷记的资金   

 
3. 一定要及时记录贷记，否则将累积，导致难以正确追踪款项。  

 
4. 及时将支票存入区账户。  

 
5. 查看账簿以确定每月余额，否则将难以找到过账中的错误。  

 
6. 内阁主席负责提供所有签发的支票之明细收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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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账单 

 
LCI 会费账单于 6月和 12月发布。  建议在 LCI会费发布后 30天内，发布区和复合区的会费。   

 
为协助完成分会会费的任务，以下是一些建议的程序：  

 
1. 拥有一份区内所有分会的主清单  随着分会授证而更新此清单 

2. 为每个分会准备账单，并将其发送给分会秘书(若适用，请务必也包括复合区费用的会费)。  

3. 在第二次收费之前，准备一份潜在分会名单，这些分会可能有未付余额，可能会影响投票或潜

在的地位变化。  

 
应在下一次会费结算前，联系有逾期未支半年会费的分会，以讨论付款事宜。  

 
缴纳会费和每月账目   

 
内阁财务长通常协助总监监督分会会费支付的情况。  每个分会必须在 120天内提前收取所有(国际、

复合区和区)的半年会费，但建议在账单发布后 60天便进行。  宪章要求必须及时支付半年度的会费账

单，以确保分会维持信誉良好的地位。  分会财务可以在 MyLCI上，通过信用卡或电子支票在网上付

款。  干部(分会财务必须注册并建立 MyLCI 用户名称和密码才能登录及处理网上分会付款)。 

 
分会的欠款，每位会员超过 20美元或整个分会超过 1000美元，视何者较少且超过 120天者，将暂时

停权其分会的授证、权利、义务。  停权的分会必须付清未结余额的全额，或承诺遵守财务司核准的付

款计划并每月付款，以避免在停权后的下个月 29日被自动取消授证。  立即与总监和分区主席密切合

作，可防止区内被停权的分会之授证不必要地被取消。   

 
给总监的账户概述 

 
在 LCI每月通过电子邮件发送给每位总监的账户回顾报告的帮助下，内阁财务长和总监能确保分会账

户整年度中都保持在最新的状态。  此月末报告包括上次提交的 MMR，并总结了当前到期的余额，以

及该区的老化账户。   

 
区帐审计 

 

应在财务年度结束时尽快对内阁财务长的记录进行审计，以便新任财务长能够立即开立银行帐户并准

备记录。  以下是建议的审核程序：  

 
1. 新任财务长自即将卸任的内阁财务长处取得经审计的账簿、记录和资金。  这应在双方协议的

时间和地点，以个人方式完成，以便新任财务长能够充分了解状况。   

 
2. 在第一次内阁会议上提交经审计的财务报表，并根据复合区宪章的要求，将副本转发给各分

会。   

 
3. 在年度结束时，确定是否有未收到发票的未结费用，以便审计员可以正确地了解应付帐款或应

收账款。  

 
4. 在财务年度结束时，立即向审计员提供所有账簿、支票簿、已取消的支票、每月银行对账单、

年度会议记录和预算副本。  

 
 
 

https://myapps.lionsclubs.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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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处找到重要的数据？  
 

会员门户网站- 让您可以使用所有的狮子会应用程序：MyLion、MyLCI、Insights（洞察报告）、

Learn（学习）和 Shop（商店）。 
 
MyLION – 联系.服务.报告! 本网站让分会报告服务、规划其服务方案，让狮友与其他狮友交流，并建

立个人的档案。如果您对 MyLION 有进一步的问题，请发送电子邮件至： MyLION@lionsclubs.org。 

 
MyLCI –狮子会领导人的工具！在此，分会可以管理与其会员相关的资料，设立区和分会的简介，检

查分会投票人的资格，记录和计划年会，以及查看新分会授证申请的情况。  如果您对 MyLCI有进一步

的疑问，请发送电子邮件至 myLCI@lionsclubs.org或致电 (630)468-6900。  

 

• 分会表现报告：  此报告为您进行分会访问提供有用的概述。里面有会员发展、奖项、干

部等有用的信息。  

 

• 区特定人员密码 - 总监可以最多指定额外五位狮友以支持行政工作。   

 

• 谁可以访问 - 确保贵复合区团队及区团队充分了解如何使用 MyLCI作为关键信息资源。 

 

• 下载会员联系资料  - 使用 MyLCI的关键功能，建立邮件地址、电子邮件地址、电话列表以

便沟通。 

 

• 代表名单  - 各分会符合投票资格的成员名单。  

 

• 已故名单  - 最近逝世的狮友名单。 

 

• 会员报告 – 在您登入MyLION/MyLCI后，可于首页的支持中心选单下取得此信息。  

 
• 会员登记报告 - 显示分会列表和地位、会员数、上次会员报告的日期。 

 

• 遗漏分会干部 - 列出每个分会遗漏的干部。 

 
• 会员发展摘要 - 各分会的会籍类别和性别之摘要。 

 
• 累计报告  - 年度到今日的会员和分会累积摘要报告。 

 

• 分会健康评估报告  - 显示区内所有分会的关键资料、会员数、所有过去报告的情形。  

 
INSIGHTS（洞察报告）– 是国际狮子会（LCI）在会员发展、服务活动、捐赠和分会强项方面的全面概

述。  也包「区目标进展」和 Learn（学习）。  利用 Learn的洞察数据，监控复合区领导发展并支持区

领导实现其区的领导发展目标。   

 
LEARN（学习）–为狮友提供一个集中的地点，以完成狮子会学习中心（LLC）的课程、搜寻国际狮子

会（LCI）的国际学院（ALLI、FDI 和 LCIP）、查看由区及复合区 GLT 协调员报告的当地培训、并让狮友

或青少狮取得他们个人的「我的学习记录」报告。  议会议长也可访问毕业生和认证报告，其中提供了

贵复合区的狮子会认证讲师和讲师发展学院(FDI)之名单。   

 
SHOP（商店）– LCI商店是订购带有国际狮子会品牌的常用分会用品的简便途径。   如果您对分会用

品有进一步的问题，请发送电子邮件至 orderdetails@lionsclubs.org  

 

https://myapps.lionsclubs.org/?
mailto:MyLION@lionsclubs.org
mailto:myLCI@lionsclubs.org
https://lionshelp.zendesk.com/hc/zh-cn
https://lionshelp.zendesk.com/hc/zh-cn
https://lionshelp.zendesk.com/hc/zh-cn
https://lionshelp.zendesk.com/hc/zh-cn
https://lionshelp.zendesk.com/hc/zh-cn
http://www8.lionsclubs.org/reports/membershipregister/
http://www8.lionsclubs.org/reports/gn1067d/
http://www8.lionsclubs.org/reports/gn1569/
http://www8.lionsclubs.org/reports/cumulative/
http://www8.lionsclubs.org/reports/ClubHealthAssessment/
mailto:orderdetails@lionsclubs.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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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 LCI 分会 用品订购用品    
 
以下是在 LCI商店中最常购买物品的快速链接：  

 

• 奖项和奖牌 - 本节包含各种各样的产品，以帮助您表扬杰出的狮子会。  

 
• 名牌 – 此部分是复合区和区干部的名牌。   

 
• 新会员入会仪式资料袋 - 该数据袋提供给加入现有分会的新会员。  每个总监在年度初

会收到 50 份。     

 
• 新授证分会的新会员数据袋有不同处理方式，而无法通过分会用品。如有需要进一步

协助，请联系 newclubs@lionsclubs.org。  

 

• 总监补丁 – 一个直径为 5又 1/8 英寸的豪华徽章，用于总监的西装外套和其他服装  

 
• 区干部徽章 – 一个 5又 1/8 英寸直径的豪华徽章，用于区干部的西装外套和其他服

装。 

 
• 前总监徽章 -可以购买的徽章。  

 
• 和平海报资料袋 - 每年自 10月 1日到 1月 15日可购买该资料袋。 

 
• 奖牌、奖项、表扬 - 本节包含各种各样的产品，以帮助您表扬杰出的狮子会。 

 
关于分会用品的问题，请发电子邮件至 orderdetails@lionsclubs.org. 

 

会员发展  

 
会员发展司开发各种策略来鼓励区和未定区的地区发展新会、招募会员加入现有的分会，及提高所有

会员的满意度。  

 
该司通过制定活动计划、通过各种管道推广新的和现有的行动倡议、提供培训、开发和推广各项工具

和资源以支持会员发展，并通过奖励计划激励会员发展来实现这一目标。  

 
该司的优先工作是吸引年轻会员、为分会更适宜全家参与提供支持、使分会在虚拟世界中活跃起来、

在分会级做好会员保留、支持狮友为青少是提供更好的体验、建立青少狮运动、鼓励从青少狮转成狮

子会员。  

 

会员发展之国际理事会政策 

 

• 理事会政策手册第十章：  新会发展 

• 国际理事会政策手册第十七章: 会员发展  

• 国际理事会政策手册第十七章： 青少狮会计划  

  

https://lionsclubsinternational.myshopify.com/
https://lionsclubsinternational.myshopify.com/collections/awards-recognition
https://lionsclubsinternational.myshopify.com/collections/meeting-supplies/Name-Badges
https://lionsclubsinternational.myshopify.com/products/nm10p
mailto:newclubs@lionsclubs.org
https://lionsclubsinternational.myshopify.com/products/a150dg
https://lionsclubsinternational.myshopify.com/products/a150
https://lionsclubsinternational.myshopify.com/products/b7pdg
https://lionsclubsinternational.myshopify.com/products/ppk1?variant=31075715154000
https://lionsclubsinternational.myshopify.com/collections/awards-recognition
mailto:orderdetails@lionsclubs.org
https://lionsclubs.org/sites/default/files/Board-Policy-Manual/Chapter_10_zh-hans.pdf
https://lionsclubs.org/sites/default/files/Board-Policy-Manual/Chapter_10_zh-hans.pdf
https://lionsclubs.org/sites/default/files/Board-Policy-Manual/Chapter_17_zh-hant.pdf
https://lionsclubs.org/sites/default/files/Board-Policy-Manual/Chapter_17_zh-hans.pdf
https://cdn2.webdamdb.com/md_Un53NM9g6Bh6.jpg.pdf?v=1
https://cdn2.webdamdb.com/md_sGGidghGEd51.jpg.pdf?v=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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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销   

 
• 品牌指南和标志 – 当您代表世界首屈一指的服务组织时，请访问我们的品牌指南页面以取得指

导和灵感。  也可下载标志。  

 
• 营销主席指南 – 了解您能如何宣传贵分会及贵复合区中的分会，并取得您所需的工具。  

 
• 区电子会所 _ - 这就是您所要的免费又简单地建立贵区或复合区网站的方法！ 

 

• 分会电子会所 – 这就是您所要的免费又简单建立贵分会网站的方法！ 

 

• 青少狮会电子会所 – 这就是您所要的免费又简单建立青少狮会网站的方法! 

 
• 国际和平论文比赛 – 这个论文比赛的目的是让视障的年轻人有机会表达他们对和平的感受。 

 
• 狮子杂志 – 了解可以在何处找到地球上最伟大的故事，无论是来自我们的总部版还是来自世界

各地 狮子杂志众多数字出版物之中。  

 
• 狮子会新闻中心 –此在线新闻编辑室通过提供全面的公关和宣传材料(例如媒体发布模板、媒体

工具包、公共服务公告等)来帮助您分享好消息。  

 
• 和平海报比赛 – 这个为孩子举办的艺术比赛鼓励全球青少年展现他们对和平的愿景。30多年

来，近 100 个国家中数以百万的儿童都参加过这项比赛。 

 

• 社交媒体 – 访问我们的社交媒体资源页面，取得可下载或可客制化的社交媒体图像、教学影

片、博客文章，以及随时准备提供帮助的全球狮友和青少狮社群。  

 

• 狮子会博客 –我们的博客展示了我们全球服务核心的新闻和故事。  

 
服务承诺  
 
国际狮子会的使命是通过增强志愿者的能力，服务社区、满足人道主义需求、鼓励和平，并促进国际

之理解。  国际狮子会致力于通过发展和支持各项策略，及综合的、可衡量的服务机会，团结狮友和青

少狮应对紧迫的全球挑战。  

 
服务报告 

 
为了有效地讲述我们的故事、衡量我们的影响力和增长会员数量，所有分会都提交服务报告是非

常重要的。  我们作为狮友和青少狮参与的无论大小的方案，在我们的社区和全球服务的旅程中都

是宝贵的。   与总监合作，确保每个分会都报告了一位分会服务主席，并进行服务方案报告。  欲

了解更多服务报告的信息，请访问服务报告 网页。  

 
关于狮子会国际基金会  
 

狮子会国际基金会（LCIF） 是国际狮子会的慈善部门。LCIF 的使命是赋予狮子分会、义工和合作伙伴

力量，借着影响全球生活的人道主义服务和拨款，改善健康和福祉、加强社区及支持有需要的人，并

鼓励和平与国际理解。  

  

https://www.lionsclubs.org/zh-hans/resources-for-members/brand-guidelines
https://www.lionsclubs.org/resources/96727923
https://www.lionsclubs.org/zh-hans/resources-for-members/resource-center/create-e-district-house
https://www.lionsclubs.org/zh-hans/resources-for-members/resource-center/create-e-clubhouse
https://www.lionsclubs.org/zh-hans/resources-for-members/resource-center/create-e-leoclubhouse
https://www.lionsclubs.org/zh-hans/start-our-approach/youth/peace-essay
https://www.lionsclubs.org/zh-hans/footer/lion-magazine
https://www.lionsclubs.org/zh-hans/footer/lions-press-center
https://www.lionsclubs.org/zh-hans/start-our-approach/youth/peace-poster
https://lionsclubs.org/zh-hans/resources-for-members/resource-center/lions-and-social-media
https://www.lionsclubs.org/zh-hans/blog
https://www.lionsclubs.org/zh-hans/service-reporting
https://www.lionsclubs.org/zh-hans/discover-our-foundation/mi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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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1968年以来，LCIF通过国际狮子会会员、普通大众，及合作伙伴的捐款，为人道主义服务提供了资

金。LCIF的融资模式可确保 100％的捐款用于支持拨款和活动计划。   
 

作为赋予全世界的狮子会服务力量的唯一基金会， LCIF 在全世界已颁发了超过 18,000 笔拨款，总额超

过 11 亿美元。通过这些拨款，基金会藉以下的方式扩大了狮子会的工作：  

 

• 资助了 960 万个白内障手术  

 

• 通过基金会第一个青少年发展及社交和情绪学习计划狮子探索来帮助超过 110个国家中的青少

年和教育家。 

 

• 提供了超过 1.4 亿美元用于救灾和备灾  
 

LCIF 支持解决视力问题、为年轻人提供宝贵的生活技能、应对重大灾难，并制定计划以解决高危人群

和弱势人群的需求。LCIF的许多拨款都致力于减少糖尿病的患病率，并改善该疾病患者的生活质量。

该基金会还提供拨款来支持儿童癌症、饥饿和环境这几项新的全球志业。  
 

50多年来，LCIF 一直坚定不移地致力于增强狮友在全球服务的能力。每拨出一笔拨款，受益人就有机

会享受更安全、更健康、更有建树的生活。  

 
请联系我们： lcif@lionsclubs.org 
 

支持 LCIF 

 
上述的拨款只有在狮友、青少狮、狮子会、基金会的合作伙伴和朋友对 LCIF 的持续支持下才成为可

能。  对 LCIF 的每一笔捐款，无论金额量，都会产生影响。捐赠的每一元都会转化为改变生活的服务，

为一个有需求的世界带来希望。  我们的世界继续需要狮子会，  而狮子会需要我们全球基金会的资金

来扩大他们服务的影响。  

 

立即支持 LCIF。    

 
表扬计划 

 
为了感谢那些极力帮助我们的人，我们以徽章、牌匾、致谢卡等形式作为表扬。  表扬因支持的程度而

异，提供给个人、分会、区和集团公司。  

 
查看 LCIF中最受欢迎的一些个人表扬计划。 

 
茂文钟士会员 (MJF) 

 

• 茂文钟士会员 (MJF) - 是表扬 1,000 美元的捐款者。  您可以个人 (包括非狮友)、狮子会

或区的身份捐款。 

 

• 茂文钟士会员申请表  -此表格用于已捐款给狮子会国际基金会一旦达到足够认捐的金

额就可申请。 

 

狮友共捐 - 狮友共捐计划表扬每年以三种级别之一（50 美元、100 美元和 200 美元）向基金会捐赠的

狮友。  

 

联系 LCIF 发展部：lcifdevelopment@lionsclubs.org 

联系 LCIF 捐赠者服务部： donorassistance@lionsclubs.org   

mailto:lcif@lionsclubs.org
https://www.lionsclubs.org/zh-hans/give-how-to-give/more-ways-to-give
https://www.lionsclubs.org/zh-hans/give-how-to-give/melvin-jones-fellowship
https://www.lionsclubs.org/resources/79879140
https://www.lionsclubs.org/zh-hans/explore-our-foundation/recognition-programs/lions-share-program
mailto:lcifdevelopment@lionsclubs.org
mailto:donorassistance@lionsclubs.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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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CIF 拨款 

 
LCIF 提供各种不同的拨款，以支持狮友在当地社区和全世界提供服务。数十年来，LCIF 为狮子会在视

力、灾难援助、青少年及人道主义等重点领域的志业做出了贡献。请查阅 LCIF 拨款工具袋 取得更多信

息。  

 

• 儿童癌症拨款 帮助支持和改进癌症儿童及其家庭的生活质量。 

 

• 糖尿病拨款 帮助减少糖尿病的患病率及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 

 

• 灾难拨款 提供各种资金选择，旨在支持狮子会领导的救灾行动的各个阶段之工作，包

括： 

 

• 紧急拨款帮助狮友向自然灾害的受害者提供紧急援助。 

 

• 备灾拨款支持与地方当局和组织的合作，为未来的救援工作做准备。 

 
• 社区恢复拨款在其他组织已经解决了实时需求的情况下，帮助支持短期清理

和修复。 

 
• 重大灾难拨款为发生自然灾害或民事灾难，造成国际影响重大的救灾工作提

供支持。 

 

• 区及分会社区影响拨款 在分会和区的级别资助当地的人道主义方案。 

 

• 救济饥饿拨款 支持专注于缓解饥饿和改善获得食物资源的狮子会服务方案。  

 
• 青少狮服务拨款 支持青少狮评估、计划并实施他们自己的服务方案。 

 
• 狮子探索拨款 支持针对学前班到 12年级的青少年在学校和社区的社交情绪学习

（SEL）计划。   

 

• 拨款是在狮子会有详细的规划和当地学校的承诺，或是在 SEL 计划已准

备好扩展的情况下实施的。 

 

• 宣传拨款协助各区增进对狮子探索计划的了解及传达该计划的价值。 

 
• 社区合作伙伴拨款在新的地区开始狮子探索计划，或是重新启动暂停

的计划。 

 

• 配合拨款 资助基本建设或设备，以帮助在人道主义需求未得到满足的方面，建立

或扩大狮子会发起的方案。 

 

• 视力第一拨款 通过专注于基础设施发展、人力资源培训、眼保健服务提供和眼保健教

育的方案，支持综合眼保健系统的开发。 

 
有关这些描述的可打印版本，请下载 支持您的服务： LCIF 拨款指南。 

 

联系我们：LCIFGlobalGrants@lionsclubs.org  

 

https://www.lionsclubs.org/zh-hans/lcif-grants-toolkit
https://www.lionsclubs.org/zh-hans/start-our-approach/grant-types/cancer-pilot-grant
https://www.lionsclubs.org/zh-hans/start-our-approach/grant-types/diabetes-grants
https://www.lionsclubs.org/zh-hans/start-our-approach/grant-types/disaster-grants
https://www.lionsclubs.org/zh-hans/start-our-approach/grant-types/district-club-community-impact-grants
https://www.lionsclubs.org/zh-hans/start-our-approach/grant-types/hunger-pilot-grant
https://www.lionsclubs.org/zh-hans/start-our-approach/grant-types/leo-grants
https://www.lionsclubs.org/ezh-hans/start-our-approach/grant-types/lions-quest-grants
https://www.lionsclubs.org/zh-hans/start-our-approach/grant-types/matching-grantshttps:/www.lionsclubs.org/zh-hans/start-our-approach/grant-types/matching-grants
https://www.lionsclubs.org/zh-hans/start-our-approach/grant-types/sightfirst-grants
https://cdn2.webdamdb.com/md_IWGOTLuFp912.jpg.pdf?v=1
https://cdn2.webdamdb.com/md_os5eORAYsR21.jpg.pdf?v=1
mailto:LCIFGlobalGrants@lionsclubs.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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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地着手开始 

 
有许多演讲和学习机会可供分会、区和复合区做好准备，以便计划和实施由 LCIF 资助的方案。为了促

进贵地区有关 LCIF 拨款的教育： 

 

• 请与您的 LCIF 区协调员联系，了解有关 LCIF 在贵区的拨款历史的更多信息。  

 

• 详细了解如何识别社区中的需求、找到区的资源，及申请拨款的流程，请参考 申请 

LCIF 拨款 的 10项要诀。 

 
与 LCIF区协调员合作 

 
LCIF主席任命 LCIF区协调员为区内阁成员，此协调员应纳入区内阁中。  他们的角色是帮助区和总监实

现其 LCIF筹款目标。  请立即开始与您的区协调员合作制定策略，包括：  

 

• 对贵区的筹款机会进行策略规划。  

• 制定对贵区狮友的重要信息的主题。  

• 计划贵区每个分会的联系时间表。 

• 设定区的表扬目标。  

• 确保邀请您的区协调员在区年会和分区会议上发言。  

 

管理文件  
 

• 国际宪章及附则 – 这是本组织的治理文件。 

 

• 标准版复合区宪章及附则 – 此 pdf文件也有 Word 文檔 提供。它作为一个模版，让复

合区议会可以自行更新其管理文件。  

 

• 标准版区宪章及附则 - 此 pdf文件也可以 Word文檔 提供，作为一个模版，让区内阁可

以自行更新其管理文件。 

 

• 标准版分会宪章及附则 - 此 pdf 文件也可提供 Word文檔 ，作为一个模版，让分会可以

自行更新其治理文件。 

 
• 国际理事会政策手册 –此登录页面为每章提供超链接，分别包含您经常引用和遵守的

重要政策。 

 

• 执行摘要 –在国际理事会每次会议之后查阅可能影响区或分会运作的政策更新。  在

「资源中心」搜索「执行摘要」。  

 

合法性和法律细则 

 
• 国际狮子会隐私政策 – 国际狮子会的隐私政策。  

 

• 接待国际访客和礼仪政策 –本指南提供如何让您的访客有一个愉快的访问经历的提

示，并提供关于本组织正式介绍狮子会领导人的官方礼仪政策。  

 

• 资金使用指南 -提供分会和区适当使用公共资金或行政资金的纲领。 

https://cdn2.webdamdb.com/md_kwnbwpPcbbO6.jpg.pdf?v=1
https://cdn2.webdamdb.com/md_kwnbwpPcbbO6.jpg.pdf?v=1
https://cdn2.webdamdb.com/md_c6xrnWbNlJF8.jpg.pdf?v=1
https://www.lionsclubs.org/resources/79878352
https://www.lionsclubs.org/resources/79878388
https://www.lionsclubs.org/resources/79877139
https://www.lionsclubs.org/resources/79878270
https://www.lionsclubs.org/resources/79877671
https://www.lionsclubs.org/resources/79879020
https://www.lionsclubs.org/resources/79878105
https://lionsclubs.org/zh-hans/resources-for-members/resource-center/board-policy-manual
https://www.lionsclubs.org/zh-hans/search-results?keys=executive+summaries
https://www.lionsclubs.org/resources/79878760
https://www.lionsclubs.org/resources/79878685
https://www.lionsclubs.org/resources/798787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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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金使用政策常见问题 – 旨在协助狮子会会员、分会和区遵守国际理事会采纳的资金

使用政策。  

 

• 一般责任险计划 - 国际狮子会有一项商业的一般责任保险计划，保护全球的狮友。所

有分会和区都自动受保。 

 

• 保险证明书 - 为了加快提供保险证明的程序，您现在可以自己在网上创建保险证明

书。 

 

• 补充保险 - 除了上述的自动投保之外，国际狮子会还提供美国的区和分会的补充保

险，包括理事及干部的责任险、犯罪/诈欺险、额外的责任险及意外险。 

 

• 狮子会商标概述 – 旨在帮助您了解狮子会标志和商标的适当用途，以及何时需要批准

使用。  

 

• 国际狮子会和狮子会国际基金会隐私政策 – 国际狮子会 (LCI) 和 LCIF 认识到保护我们会

员隐私的重要性。 

 
预防和解决纠纷   

 
狮子会解决纠纷程序 (DRP) 之目的是在狮子会组织内，提供一解决纠纷之机制，而不须要正式的证据

听证会。  为达到此目标，国际理事会通过因国际宪章暨附则，国际理事会政策或由分会或区 (单、

副、复合区)层面所产生的抗议、纠纷或控告的听证之程序规则。  所有会员之抗议、纠纷或控告有义

务遵守国际宪章暨附则，以及国际理事会所通过之政策和程序。  因此国际理事会已核准分会解决纠纷

程序、区解决纠纷程序、复合区解决纠纷程序作为解决分会、区、复合区层面可接受的狮子会 DRP政

策。  

 

• 纠纷解决纲领 -该纲领旨在协助狮子会员、分会及区 (单、副、复合区)经依照分会、

区、复合区解决纠纷程序之后，无法由非正式方法解决之冲突。  这些纲要是国际理事

会所核准政策之补充，不能取代国际理事会所核准之政策。 

 

• 分会纠纷解决程序 - 这个程序专为解决分会内部纠纷的问题。 

 

• 区纠纷的解决程序 - 这个程序是专为解决任何分会之间，或者区与分会间因区宪章与

附则、政策之解释所产生行政事务的纠纷 

 

• 复合区解决纠纷程序 - 本文件旨在解决 复合区内任何分会或副区，或副区与复合区行

政之间所产生的任何其他事务之纠纷。 

 

• 总监/副总监选举抗议程序 - 本文件包含审理有关宪章、总监/第一及第二副总监选举/

违法抗议程序。 

 

国际狮子会总部 

 
联系我们 – 此网页包含总部和地区办事处的联系信息、电子邮件地址和电话号码。  

 
 
 

 
 

https://www.lionsclubs.org/resources/79878939
https://www.lionsclubs.org/zh-hans/resources-for-members/resource-center/insurance
https://lionsclubs.org/zh-hans/resources-for-members/resource-center/certificate-of-insurance
https://lionsclubs.org/zh-hans/resources-for-members/resource-center?query=insurance
https://www.lionsclubs.org/resources/79878475
https://lionsclubs.org/zh-hans/footer/connect/your-privacy
https://www.lionsclubs.org/resources/79878029
https://www.lionsclubs.org/resources/79877926
https://www.lionsclubs.org/resources/79878274
https://www.lionsclubs.org/resources/79879183
https://www.lionsclubs.org/resources/79878239
https://www.lionsclubs.org/zh-hans/footer/contact-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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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及分会行政管理司 

300 W. 22nd Street 
Oak Brook, IL 60523-8842, USA 
www.lionsclubs.org   
电子邮件： pacificasian@lionsclubs.org   

 
 
 
 

https://www.lionsclubs.org/zh-hant
mailto:pacificasian@lionsclubs.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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