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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摘要 
国际理事会会议 

美国加州圣地亚哥市 
2021 年 10 月 28-31 日 

 
审计委员会 
 

• 本委员会收到了国际狮子会内部审计的最新消息，并将后续追踪且监督行动计划。  
  
(无决议案) 
 

宪章及附则委员会 
 

• 驳回由前国际理事 Rosane Jahnke 提出的第三副总会长选举抗议案，并确认法布雷

西奥•奥利维拉为 2021-2022 年度的第三副总会长。  
• 审查了 3233-E2(印度)区总监停权，移除 Sudhir Kumar Goyal 的总监职位，并宣布

总监职位从缺。指导该区根据国际附则第九章 6(d)节填补总监空缺。 
• 根据理事会政策手册第十五章 A.6.d.3.节，核准 “一般企业组织日本狮子会” 为日

本的基金会。  
 

决议案： 
 

1. 决议如下，驳回由前国际理事 Rosane Jahnke 提出的第三副总会长选举抗议案，并

确认法布雷西奥•奥利维拉为 2021-2022 年度的第三副总会长。 
 
(报告项目 A.1.(1)) 
 

2. 决议如下，将 Sudhir Kumar Goyal 自 3233-E2 区(印度)总监职位移除，并认定 2021-
2022 财务年度的总监职位从缺。  

 
进一步决议如下，2021-2022 财务年度的总监空缺应根据国际附则第九章 6(d)节来

进行填补。 
 

(报告事项 A.3.) 
 

3. 决议如下，根据理事会政策手册第十五章 A.6.d.3.节，核准 “一般企业组织日本狮

子会” 为日本的基金会。 
 

(报告项目 A.6.) 
 

年会委员会 
 

• 核准下一场 2022 年国际年会，2021-2022 年度总监及议会议长亲自出席的注册费用

调降为$100 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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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核准 2022 年国际年会将含有虚拟年会的部分。 
核准国际选举流程中，亲自出席国际年会者可使用电子平台进行投票。 
核准 2022 年国际年会的年会指派和职员之每日津贴。 

• 核准理事会政策手册第八章 C.5.段，将前任或现任信托理事纳入年会中的纪念服务

之中。 
 

决议案： 
 

1. 决议如下，核准下一场 2022 年国际年会，2021-2022 年度总监及议会议长亲自出席

的注册费用调降为$100 美元。 
   
(报告项目 A.1.) 
 

2. 决议如下：2022 年国际年会将包括 “虚拟年会” 这个活动计划。 
 
(报告项目 A.3.) 
 

3. 决议如下，核准国际选举于国际年会将使用电子平台进行投票。 
 
(报告项目 A.4.) 
 

4. 决议如下：以下每日津贴的补助金额将适用于 2022 年蒙特利尔国际年会： 
 
担任指派的身分认证委员会成员且无其他报销的每日餐费应为$95 美元。 
 
总部职员的每日餐费应为每天$95 美元，减去已计划的团体餐费。 
 

(报告项目 A.5.) 
 

5. 决议如下，修订理事会政策手册第八章 C.5.段，将 “仅自上次年会至今逝世的现

任及前任执行干部及理事纳入纪念仪式之中” 改为 “仅自上次年会至今逝世的现

任及前任执行干部、理事及信托理事纳入纪念仪式之中” 。  
 
(报告项目 B.2.) 
 

区及分会服务委员会 
 

• 认可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为临时区，并指派分区主席 Amer Bitar 担任该区域的专区主

席。    
• 指派前总监 David Wilson 担任 105-N 区 (不列颠诸岛)的总监。  
• 指派前国际理事 Geoffrey Leeder 担任 105-N 区(不列颠诸岛)的协调狮友。  
• 核准 325 复合区(尼泊尔)提交的区界重划提案，将该区划分为 325-C、325-D、325-

E、325-F、325-G、325-H、325-I、325-J、325-K、325-L、325-M、325-N、325-
P、325-R 及 325-S 区，并于 2022 年国际年会后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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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核准 322-F 区(印度)提交的区界重划提案，将该区域划分为 322-F 区和 322-H 区，

并于 2022 年国际年会后生效。   
• 指派前总监 Douglas Small 担任 N-1 区(加拿大)总监，直到 2021-2022 年度结束为

止。   
• 修订标准版区附则，分会访问后不再需要提交访问报告。  
• 修订总监报销政策，以纳入在当分会访问以虚拟形式进行时，将物品邮寄给分会的

费用。 
 

决议案： 
 

1. 决议如下，认可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为临时区。 
 
进一步决议如下，指派分取主席 Amer Bitar 担任该区域的专区主席。    
 
(报告项目 A.2.a.) 
 

2. 决议如下，指派前总监 David Wilson 担任 105-N 区(不列颠诸岛)的总监。  
 
进一步决议如下，指派前国际理事 Geoffrey Leeder 担任 105-N 区(不列颠诸岛)的协

调狮友。  
 
(报告项目 A.2.b.)  
  

3. 决议如下，核准由 325 复合区(尼泊尔)提交的区界重划提案，将该区根据以下规划

进行划分，并于 2022 年国际年会后生效。   
325-A1 区划分为 325-C、325-D、325-E 区 
325-A2 区划分为 325-F、325-G、325-H 区 
325-B1 区划分为 325-I、325-J、325-K、325-L、325-M 区  
325-B2 区划分为 325-N、325-P、325-R、325-S 区  

 
(报告项目 A.3.a.) 
 

4. 决议如下，核准由 322-F 区(印度)的提案，将该区划分为 322-F 及 322-H 区，并于

2022 年国际年会后生效。   
  
(报告项目 A.3.b.)  
 

5. 决议如下，指派前总监 Douglas Small 担任 N-1 区(加拿大)总监，直到 2021-2022 年

度结束为止。   
 
(报告项目 A.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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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决议如下，修订理事会政策手册第七章附录 A 标准版区附则第三章 1(f)节，在 
“访问”一词后插入 “(虚拟或亲自)”，并移除 “分会”一词后的 “访问干部在

每次访问后向国际总部提交访问报告”之字句。  
 
(报告项目 B.1.)  
 

7. 决议如下，修订第九章 B.4.g.2 节，将 “邮寄奖项” 改成 “至分会” 。    
 
(报告项目 B.1.)  

 
财务及总部运作委员会 
 

• 核准 2021-2022 财务年度第一季之预测，反映为赤字。 
• 修订执行干部旅行和费用报销政策。 
• 修订国际狮子会之采购政策。 
• 核准直到 2022 年 6 月 30 日免除入会费和授证费。  

 
决议案： 

 
1. 决议如下，免除所有授证和入会费直到 2022 年 6 月 30 日止。 

 
(报告项目 A.2.)  

 
2. 决议如下，理事会核准 2021-2022 财务年度第一季度的估计预算，反映赤字。 

 
(报告项目 A.2.) 

 
3. 决议如下，执行干部旅行和费用报销政策将依照随后附上的附录 A 而修订。 

 
(报告项目 B.1.) 

 
4. 决议如下，国际狮子会的采购政策将根据以下而修订， 

 
第 10 页 G.1.节，以 “管理者” 一词取代 “委员会” 一词。 

 
进一步决议如下，国际狮子会的采购政策将根据以下而修订， 
 

第 15 页 R 节 第五点，在 “职员”一词前插入 “各”一词。 
 

进一步决议如下，自国际狮子会采购政策中的签名授权级别表格中，将 “法律总

顾问”自第一级的移除。 
 

(报告项目 B.1.) 
 
 



5 
 

领导发展委员会 
 

• 确认了以网络虚拟形式举办 2022 年第一副总监/当选总监（FVDG / DGE）研讨会第 1-3
天培训的替代计划，以取代原定于 2022 年 2 月的研讨会内容。 

• 确认在蒙特利尔年会中新增第二天的第一副总监/当选总监研习会，使其成为为期两天的

研习会。 
• 核准在 2021-2022 年度第一副总监/当选总监研习会中新增尼泊尔小组，以及给今年研习

会的尼泊尔小组长破例解除 LCIP 的要求。 
• 核准前国际理事 Sanjay Khetan 为 2021-2022 年度的尼泊尔小组长。 
• 核准将 2021-2022 年度第一副总监/当选总监的礼品预算增加$38354 美元。 

 
决议案： 
 

1. 决议如下，核准给 2021-2022 年第一副总监/当选总监研习会尼泊尔语言小组选定

的小组长，破例解除理事会政策手册第十四章 D.10.a.段中所规定的狮子会认证讲

师计划认证要求。 
 

2. 进一步决议如下，核准更新 2022 年当选总监研习会小组长团队，列于随后附上的附录

B。 
  
(报告项目 1.a.) 
 

长期计划委员会(2021 年 1 月会议报告) 
 

• 听取了国际狮子会策略计划的更新信息。 
• 听取了总监角色的研究更新，并审查了目前总监预算分配方式的分析。  
• 审查国际理事背书资格。 
• 讨论建立营销智囊团，以及在分会级中发展营销技能、信心，以及能力的方法。  
• 审查 LCI国际理事及第三副总会长的选举流程。  

 
(无决议案) 

 
营销沟通委员会 
 

• 审查公关拨款计划，并认可此倡议增加的受欢迎度。今年，核准了 32 笔公关拨款

资金，这些资金有效地用尽了给此计划的$400000 美元之年度预算。 
• 审查印度 318 复合区、3232 复合区及 3233 复合区的请求，利用多余的资金来取得

办公空间，以支持狮子会的活动、培训及其他倡议。本委员会搁置决议，以更详细

审查此请求，并请财务委员会考虑此请求。本委员会将于下次理事会时再次审查。 
• 修订理事会政策手册第十九章，自国际礼节规定中移除停用的新声音宪章区主席及

新声音宪章区发言人之职位。 
• 修订理事会政策手册第二章、第十六章及第十九章，使营销委员会的名称与先前的

决定保持一致。  
 



6 
 

决议案： 
 

1. 决议如下，理事会政策手册第十九章国际礼节规定将依照随后附上的附录 B 而修

订。 
 
(报告项目 B.2.)  
 

2. 决议如下，核准修订理事会政策手册第二章 J 节、第六章 B.13 节及第十九章 D 节中，将 
“营销沟通委员会” 修订为 “营销委员会” 。 
 
(报告项目 B.3.)  
 

会员发展委员会 
 

• 请求财务委员会考虑延长免除会费的期间。  
• 审查特殊兴趣分会计划的进度更新。 
• 审查全球会员发展措施推出的进度更新，数据显示试行区的成功。 
• 审查并核准会员发展拨款。 
• 审查并核准 2022-2024 年度青少狮会专门顾问专门小组。 
• 审查 Mumbai Choice 狮子分会的会籍资料调查，并建议因虚假的会籍资料而取消该

分会。 
• 审查并更新理事会政策手册第二十二章中数节，使计划更新保持一致，并支持未来

的计划成长。  
• 更新理事会政策手册第十章，新增 300 D 复合区台湾。 

 
决议案： 
 

1. 决议如下，以下狮友和青少狮应在 2022 年 7 月至 2024 年 6 月期间担任青少狮会顾

问专门小组的成员。 
 
姓名 职位 区/复合

区 
国家 宪章区 

Brandon Johnson 议会议长 12N 美国田纳西州 一 
Timothy Beer 区青少狮会主席 C2 加拿大 二 
Veronica Perez 
Caballero 

复合区青少狮会主席 F2 哥伦比亚 三 

Dorina Szalagyi 青少狮区会长 119 匈牙利 四 
Timothy Chan 青少狮区会长 303 香港 五 
K H Lasantha 
Gunawardana 

议会副议长 306 C2 斯里兰卡 六 

Andrew Roberts-
Thomson 

区青少狮会主席 201N3 澳大利亚 七 

Naphtali Chilenga 复合区主计长 412B 马拉维 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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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职位 区/复合

区 
国家 宪章区 

Nichele Smith-
Abreu 

青少狮区会长 60B 圣马丁 一 

Sophia Nguyen 青少狮会副会长 19H 加拿大 二 
Adriana Godoy 青少狮区会长 D3 危地马拉 三 
Patrik Stefan Sandu 青少狮区会长 124 罗马尼亚 四 
Rhea Maringal 青少狮复合区秘书 308A2 马来西亚 五 
Muhammad Arslan 青少狮会会长 305N1 巴基斯坦 六 
John William 
Candra 

青少狮区副会长 307A1 印度尼西亚 七 

Djibrilla Yaye 
Moussa 

青少狮区会长 403A1 尼日 八 

 
进一步决议如下：如果相应宪章区的小组成员无法完成其 2021 年 7 月至 2023 年 6
月的任期，则以下青少狮和狮友应被指派为其各自宪章区的青少狮会顾问专门小组

的候补成员。 
 
候补狮友 

  
姓名 职位 区/复合

区 
国家 宪章区 

Ava-Loi Forbes 区青少狮会主席 60B 牙买加 一 
Laura Fernandez 
Salazar 

区青少狮会主席 D4 哥斯达黎加 三 

Berk Burgurlu 区青少狮会主席 118Y 土耳其 四 
Wai Koong Lee 区青少狮会主席 308B1 马来西亚 五 
Manoj Seeralan 区青少狮会主席 324L 印度 六 
Chipo Green 区青少狮会主席 412A 津巴布韦 八 

 
候补青少狮 

姓名 职位 区/复合

区 
国家 宪章区 

Kefin Francisco 
Marroquin Rosales 

青少狮复合区秘书 H 1  秘鲁 三 

Yevhen 
Kravchenko 

青少狮区会长 134  乌克兰 四 

Shyan Jong Ling 青少狮会会长 308A2 马来西亚 五 
Charith Peiris 青少狮复合区会长 306A1 斯里兰卡 六 
Issouf Zerbo 青少狮区会长 403A3 布基纳法索 八 

 
(报告项目 A.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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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决议如下，因虚假会籍资料而取消 Mumbai Choise 狮子分会。  
 
(报告项目 A.9.) 
 

3. 进一步决议如下，修订理事会政策手册第二十二章附录 B 第三条，增加以下文字

作为新的 C 段，并对剩余部分进行重新编号： 
 
C. 组成 

 
若总监授权成立青少狮区，总监也应授权成立区组织委员会，并适时指派青少

狮和狮友，以适当地监管该区的发展。该委员会的成员应包括代表来自区青少

狮顾问委员会、副青少狮主席(若先前已指派)、青少狮/青狮狮友区联系员(若已

指派)、区青少狮主席，以及一位来自区内至少六个青少狮会的青少狮代表所组

成。组织委员会也负责以下事项： 
 
1. 确保将该区的成立告知区内的每个青少狮会。  
2. 组织青少狮区年会。 
3. 发展建议的宪章及附则，以在青少狮区年会时通过。 
4. 在区年会前至少六十(60)天前，分享区年会的时间、日期和地点，并要求在

规划的年会前至少三十天(30)，将青少狮区干部的提名提交给区青少狮会主

席。 
 

进一步决议如下，修订理事会政策手册第二十二章附录 C 第三条，增加以下文字

作为新的 C 段，并据此对剩余部分进行重新编号。 
 
C. 组成 

 
若总监议会授权成立青少狮复合区，他们也应授权成立一个复合区组织委员

会，并适时指派青少狮和狮友，以适当地监管该复合区的发展。该委员会的成

员应包括代表复合区青少狮主席、青少狮/青狮狮友区联系员(若已指派)、区青

少狮主席，以及一位来自复合区内至少十个青少狮会的青少狮代表所组成。组

织委员会也负责以下事项： 
 
1. 确保将该区的成立告知每个复合区内的青少狮会及区青少狮会主席。  
2. 组织青少狮复合区年会。 
3. 发展建议的宪章及附则，以在青少狮复合区年会时通过。 
4. 在复合区年会前至少六十(60)天前，分享区年会的时间、日期和地点，并要

求在规划的年会前至少三十天(30)，将青少狮区干部的提名提交给复合区青

少狮会主席。 
 

(报告项目 B.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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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决议如下，修订理事会政策手册第二十二章附录 B 第三条 C.1.a(2)段，将 “大部

分”等字以 “大多数”取代。 
 
进一步决议如下，修订理事会政策手册第二十二章附录 C 第三条 C.1.a(2)段，将 
“大部分”等字以 “大多数”取代。  
 
(报告项目 B.1.) 

 
5. 进一步决议如下，修订理事会政策手册第二十二章附录 B 第三条 C.5 段，删除现有

的全部文字，用以下文字代替： 
 
其他青少狮区干部，包括青少狮区秘书及青少狮区财务长，可根据该区的宪章及附

则进行指派或选出。若经指派，青少狮区会长就职时应指派青少狮区财务长及其他

青少狮区干部。青少狮区年会或青少狮区议会不时认为需要时可设立其他干部，须

经狮子会区议会核准。若经选出，提名及选举程序应与青少狮区会长相同。 
 
进一步决议如下，修订理事会政策手册第二十二章附录 C 第三条 C.5 段进行修订，

删除现有的全部文字，用以下文字代替： 
 
其他青少狮复合区干部，包括青少狮复合区秘书及青少狮复合区财务长，可根据该

区的宪章及附则进行指派或选出。若经指派，青少狮复合区会长就职时应指派青少

狮复合区秘书长和青少狮复合区财务长其他青少狮复合区干部。青少狮复合区年会

或青少狮复合区议会不时认为需要时可设立其他干部，须经狮子会复合区总监议会

核准。若经选出，提名及选举程序应与青少狮复合区会长相同。 
 
(报告项目 B.1.)  
 

6. 决议如下，修订理事会政策手册第二十二章第 A.8.e 段，在第一剧中 “国际狮子

会”后，插入 “，除了通过提供核准的拨款”。  
 
(报告项目 B.1.) 
 

7. 决议如下，修订理事会政策手册第二十二章 A.16 段进行修订，删除现有的全部文

字，用以下文字代替： 
 
重要的青少狮日期 
a. 四月 – 青少狮会意识宣传月 
b. 十月 – 青少狮会员成长月 
c. 十二月五日 – 国际青少狮日 
 
(报告项目 B.1.) 
 

8. 决议如下，修订理事会政策手册第十章 F.3.c.段，在 “300 复合区台湾”后插入 
“300 D 复合区台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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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项目 B.2.) 
 
 

服务活动委员会 
 

• 解决更新理事会政策手册第一章，反映 LCI的新任务宣言，并更新常用语言以保

持一致。  
• 审阅了服务报告，包括被服务人员的数量、服务活动数量以及报告活动的分会比

例。   
• 听取了倡导活动的最新情况报告，包括联合国狮子会日以及国会山狮子会日。  
• 听取了 LCI与糖尿病护理和教育专家联合会的谅解备忘录之最新情况报告。  
• 选出十大最佳青少年营及交换活动主席奖。 
• 讨论服务计划、LCI全球志业的发展，以及狮子会国际策略计划的实施。  
• 听取 “慈善为本”服务奖的最新信息。 

 
决议案： 
 

1. 决议如下，理事会政策手册的第一章将依照随后附上的附录 B 而修订。 
 
(报告项目 B.1.) 

 
科技委员会 
 

• 本委员会讨论了 2021-2022 年度该司第一季度预测与预算的比较，并要求进一步说

明$850000 美元的负差额。本委员会对职员为此负差额所提供的解释感到满意。 
• 本委员会听取了有关隐私权举措和通用数据保护条例（GDPR）的最新信息。本委

员会审查了有关采用国际标准化组织(ISO) 27001 的现行计划之更新信息。  本委员

会批准了对未来三到六个月内计划的安全和隐私行动倡议。   
• 本委员会听取了基础设施行动倡议的更新。本委员会很高兴得知三项前线工作的进

展：合规性、网络安全，以及基础设施的改善。本委员会意识到安全威胁的频率越

来越高，并很高兴知道此仍然是组织的优先事项。 
• 职员对完善的 CRM 方案提供了完善的更新。本委员会同意推荐的方式 

(Salesforce)，并对此方式在方案的第六年将提供正向的回报充满期待。本委员会很

高兴职员将致力于尽速提供利益，并期待在 2022 年 4 月的理事会会议中获得最新

消息。 
• 本委员会讨论了数字产品的状态。职员持续探索会员要求的新特色和功能。职员认

可，所有已规划的产品工作可能/将受 Salesforce 方案的影响，并持续向委员会更新

任何优先事项的改变。   
• 本委员会就我们数字产品的使用，以及增加采用和使用我们产品的重要性进行了全

面讨论。本委员会寻求国际理事的支持，推广采用数字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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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职员报告了 Connect 的数据，并强调此应用程序近期的使用趋势。  有鉴于支持

Connect 的大量投资($350000 美元)和低使用量(过去 12 个月来约 2500 次会议)，本

委员会建议职员评估如何在不给会员造成重大影响的情况下停用该应用程序。   
• 本委员会听取了职员对行动应用程序的报告更新。职员担心目前行动平台的长期生

存力，由于安卓应用程序将在 2022 年 12 月后失去供货商的支持，故需要立即对安

卓应用程序采取行动。本委员会建议不继续支持行动应用程序，直到可以通过 
Salesforce 方案来实施适用于任何装置的行动解决方案为止。 

• 本委员会听取了 2022 年国际年会选举的更新信息。指导职员继续评估支持现场数

字选片的硬件需求。   
• 本委员会与服务活动委员会举行联合会议，听取服务报告和科技产品采用度的最新

信息。 
 

(无决议案) 


	1. 决议如下，理事会政策手册的第一章将依照随后附上的附录B而修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