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请将申请书寄至: 国际狮子会年会司 
300 West 22nd Street, Oak Brook, Illinois 60523-8842, USA 
如有进一步寻问，请写信或致电：电话：+1 630-468-6729  传真: +1 630-571-1689  
电邮： parade@lionsclubs.org   Facebook.com/LCICon 

 
 

网络虚拟游行规则、规定及视频要求 
国际狮子会第103届年会-网络虚拟各国游行 

6月26日星期六（时间：待定） 

崔重烈博士国际总会长 
前国际总会长，年会委员会主席 Joseph L. Wroblewski 

参加网络虚拟游行 
• 请观看附件中的指导视频，了解规范以及最佳做法。  
• 在收到/批准游行申请书以及情况介绍表之后，国际总会将向您提供一个网址，用于上传您的视频。  
• 游行申请书、情况介绍表（包括在本表中）和视频的提交期限为2021年4月15日。 
• 未提交申请书者不得参加游行。 
• 参加游行的单位仅限狮子会的复合区、副区或单区。 

 

游行视频要求 
• 视频时长应在20秒到1分钟之间。请在行动开始之若干秒启动录像，并在视频内容结束后继续保持几秒钟的录像状态。平稳

握住相机。 
• 视频可以包括国际总会长提出的在慈善和多元中携手共进的因素。  
• 视频可用您的母语录制。 
• 视频应展示代表团在游行时行进或舞蹈的场面，也可以包含音乐或欢呼声。  
• 视频中的游行人员应从左侧进入画面，从右侧离开画面。请从游行人员的正前方拍摄，不要从侧面拍摄。如果使用手机拍

摄，请横屏拍摄（风景模式），不要竖屏拍摄（人像模式）。请水平横向拍摄。  
• 如有需要，可以在游行中加入花车或装饰性的横幅。要有创意！ 
• 视频应充分打光，效果良好，最好在户外拍摄。 
• 视频中必须有复合区/单区的横幅，游行人员应穿着民族服饰或复合区/单区制服，游行背景应是所在国/州或省/城市的标志

性地点。  
• 游行代表应遵守当地的新冠疫情防控规定和相关安全指南。  
• 任何可能置国际狮子会于尴尬境地的单位或个人行为，均会被国际狮子会工作人员立即清除。 
• 视频在提交后即为国际狮子会所有，意味着提交人授权国际狮子会使用该视频。国际狮子会保留在需要时对视频进行修改的

权利。  
• 应由18岁及以上人士提交视频。  

 

网络虚拟游行规则和规定 
• 参与有奖竞赛的单位必须是非专业性的。只有在2021年4月15日前收到的申请，才能参加竞赛类别。 
• 复合区内的每个副区都可以提交一部视频。  
• 游行申请表上所填之狮子区或副区在获奖后将得到奖金。 
• 在2021年6月29日星期二的全体会员大会闭幕会议上将公布获奖者。 
• 国际总会将联络获奖人员，随后发放奖金。  

 

关于游行的问题请联络 parade@lionsclubs.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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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视频的评价标准： 
 
各游行代表团和/或乐队将争夺奖项。以下是对他们的评判标准。在2021年6月29日星期二的全体会员大会闭幕会议上将公

布获奖者。  
  
 

类别 标准 

主题 最佳展示在慈善和多元中携手共进主题的视频。 

舞蹈设计 庆祝动作和舞蹈 

原创音乐 歌唱庆祝歌曲或播放音乐 

服饰 在视频中穿着的庆祝服饰或复合区制服 
艺术/设置的设计 体现视频的创意 
地点 最好在能体现文化背景的地标性地点拍摄 

 

 

代表团的奖金：    一等奖：1500美元  二等奖：750美元   三等奖：500美元 
乐队的奖金：    一等奖：1500美元 二等奖：750美元 三等奖：500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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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频竞赛情况介绍表 

国际总会将审核和批准填妥的情况介绍表，请确保在2021年4月15日前交至国际总会。  
 

区/国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视频中人员的数量：  ___________   游行队列数 (参考游行队列文件)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请列出贵代表团中所有的重要人士（包括前国际总会长（任期）、国际理事（任期）、前国际理事（任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请描述视频内容：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有任何关于贵代表团的有趣情况可以分享吗？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乐队名称（如有）: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请告诉我们关于这次网络虚拟游行的乐队的更多信息（比如乐队的成就、获奖情况、成员的有趣故事、游行期间演奏

音乐的曲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花车名称（如有）: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请告诉我们关于游行中的花车的更多信息（比如主题、花车的历史、或者其他您想分享的内容）：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填表人： 

姓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电子邮件: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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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频比赛申请表 
 

填妥的申请表应于2021年4月15日前提交至国际总会，以供审核。 
 

填写贵代表团希望参与竞赛的类别： 

___ 主题    ___ 舞蹈设计     ___ 音乐 
 
___服装    ___艺术/设置的设计    ___地点 
 
 
请用英文工整填写上述表格。每个参赛单位填写一张表。本表格可自行影印。 
 
区/国家名称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游行参加者人数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申请者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电子邮件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乐队名称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乐队人数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乐队指挥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电子邮件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制服/特殊服装/花车主题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若贵代表团获奖: 
 
支票抬头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联络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地址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城市/州或省/邮政区号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国家 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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