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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六章 
科技 

 
A. 数据之储存及取得 

 
1. 会籍的个人资料 ─ LCI仅将会籍数据用于强化所有狮友会员体验之目的。若 LCI

开发需要额外个人资料的流程，或将现有数据用于其他用途时，我们将更新如下的

必要个人资料和非必要个人资料。 
 
a. 必要个人资料 

(1) 名 
(2) 姓 
(3) 中间名(若适用) 
(4) 生日 
(5) 性别 
(6) 电子邮件地址 
(7) 会员号码 
(8) 入会日期 
(9) 退会日期 

(10) 地址(城市、州、国家) 
 

b. 非必要个人资料 
(1) 语言 
(2) 住宅电话号码 
(3) 移动电话号码 
(4) 工作电话号码 
(5) 传真号码 
(6) 地址(住宅地址、邮政编码) 
(7) 配偶/伴侣 
(8) 配偶姓名  
(9) 职业 

(10) 旅行信息  
(11) 饮食限制 
(12) 行动需求 
(13) 特殊场合地址 
(14) 捐款金额 
(15) 荣誉表扬姓名 
(16) 荣誉表扬地址 
(17) 得奖人姓名 
(18) 得奖人寄送地址 
(19) 退会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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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服务活动参与 
(21) 邀请人 
(22) 对话 
(23) 获得的奖牌 
(24) 语言偏好 
(25) 总费用 

 
2. 个别分会数据  

 
a. 分会号码 
b. 分会名称 
c. 区 
d. 地点 
e. 授证核准日 
f. 地区 
g. 分区 
h. 偏好语言 
i. 年度至今新增会员数 
j. 年度至今退会会员数 
k. 目前的总会员数 
l. 新分会刚成立之人数 
m. 都会、都市、郊区、乡下  
n. 由代表或狮友义工组成  
o. 分会例会于上午、中午或晚上举行  
p. 分会例会每周举行或每周举行两次 
 
 

B. 已认证之国际第三副总会长及国际理事候选人可得到之信息  
 

1. 国际宪章及附则 
 

2. 《国际理事 ─ 通过领导来服务》指南。  
 

3. 现任及前干部之联系数据应提供给已认证的候选人。联系数据将以电子方式寄出。

在有隐私规范的宪章区中，唯有在组织取得现任和前干部的通讯许可后才会提供联

系数据。 
 

4. 所有分会干部的联系资料可以提供给已认证的执行干部候选人，根据要求，各个候

选人应付总会相同的供应成本。  
 

5. 联系数据的范围和递送的成本应由相关的操作过程来确定。  请求人可能需负担运

送相关之开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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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联系信息 

 
1. 狮子分会的会员名单仅能以电子方式寄给各(单、副、复合)区，且仅供其区内使

用。  总监应出示书面声明，若为复合区，则由议会议长分别代表区内阁和总监议

会，说明使用名册之目的及本名册不得用于超过第十九章中之规定，以及商业目

的。各个(单、副或复合)区若将会员数据用于不当场合或未获授权复制，将课以

$5,000 美元之罚金。在有隐私规范的国家中，仅唯有经由会员适当同意的联系信息

才会寄出。数据之准备仅限于国际狮子会总部使用之系统。 
 

2. 名册 ─ 直到名册完成且准备分发为重要信息以前，不得要求提供当选区干部之名

单。 
 

3. 宪章区之现任总监、区委员会主席或分会会长之名册可由计划或活动相关之狮友要

求。这些请求必须由国际理事会或狮子会国际基金会信托理事会之成员提出。  请
求必须遵循以下规定： 

 
a. 将如何使用该名册之目的声明。  
b. 名册不得用于政治活动，也不得用于与外界商业利益相关之用途。  
c. 每项请求是仅供一次性使用，并且其中必须包括一向协议，同意在达到使用数

据的目的后，应删除该信息。  
d. 此名册同样受到上述 C.1 节之限制。 
 

4. 联系数据的范围应由相关的运作流程来决定。  请求人可能需负担运送相关之开

销。 
 
 
D. 隐私政策 

 
1. 组织完整的隐私政策将附于本章节后的附录 A。 

 
2. 职员将依需求在 Lionsclubs.org 上更改隐私政策，并在下次的理事会会议中更新理

事会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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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国际狮子会 
隐私政策 

 
 
国际狮子会会员个人资料的收集及使用 

 
国际狮子会 (LCI) 了解保护其会员隐私信息的重要性。  国际狮子会所收集的狮子会会员及青少狮的个人

资料限在沟通及会员间使用。  使用这个信息完全是为了促进 LCI 的宗旨，包括“加强会际交流，巩固狮

友的友谊”，并实施其必要的运作活动，包括： 
 

• 会费及其他费用 

• 邮寄狮子杂志、会员/干部数据、更新数据  

• 所收集的会员资料用来支持会员成长、新会发展、会员保留等活动 

• 年会及会议的策划 

• 与狮子会/青少狮领袖的联系资料，包含现任及前国际干部、国际理事及指派委员、议会议长及总

监议会、总监、副总监、分会干部等 

• 推动公关及合作联盟活动 

• 支持狮子会国际基金会及其他核准的服务活动 

• 遵守国际理事所决定的国际狮子会目标及目的下所作的特别广告、非会费收入的活动、或其他目的 

• 根据法律要求或与司法或政府调查有关时披露信息 
 
国际狮子会通过采取密码保护区域以及限制信息获取范围的方式，对个人信息进行保护。  保护好自己的密

码非常重要。 
 
收集的任何付款信息，在传送时软件会加密所有的个人信息进行保护，以便在网络渠道上得到保障。  在确

认一个订单时，我们仅显示您的信用卡的有限部分。 
 
官方通讯簿在没有密码的情况下不提供。取得官方通讯簿或任何包含会员个人信息之文件的个人，仅限将

信息用于发扬 LCI 之目的，且必须在使用后删除所有这类记录。还提供含有分会干部联系信息的分会定位

器。  分会定位器被设计为不能用于商业上邮件列表，而狮子会/青少狮会员应确保此数据不供该目的使

用。  
 
网站 
 
为了使用我们网站的某些功能，您可能会被要求分享个人信息。注册属于自愿行为。不过，您必须注册，

才能看见网站的这些部分。虽然注册需要个人信息的披露，但是您能够通过更新您的电子通讯偏爱的数

据，掌控我们如何使用您的信息。  
 
Cookies （小型文本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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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okie 是一个小量的数据，它通常包括一个独特的匿名标识符，从一个网站的计算器发送到你的浏览器，

并储存在您的电脑硬盘中。如果您的浏览器允许，则每个网站都可以发送自己的 cookies 到您的浏览器。

但（为了保护您的隐私）大多数浏览器只允许一个网站进入和那个已经发送给您的相同网站的 cookies，而

不接受其它网站发送给您的 cookies。 
 
LCI 可能在您的电脑中设置和进入我们自己的 cookies。LCI 可能使用 cookies 来辨识您作为重复访问者

或网站用户（若适用）的身分，以维持已登录用户的内容信息，并跟踪使用趋势和模式，以便更好地了解

和改善我们网站的各方面。 
 
LCI 还允许在我们网站中投放内容的其它公司在您的电脑中设置和进入他们自己的 cookies。其它公司对 
cookies 的使用由其各自的隐私政策来决定。我们不能进入由第三方广告用户储存的关于您的任何信息。 

 
我们可以使用第三方广告公司代表我们来做广告。这些公司可使用 cookies 和行动标签（也称为单像素 gif
或网络信标）来衡量广告的有效性。这些第三方公司通过 cookies 和行动标签收集的任何信息，都是完全

匿名的。如果您想知道更多关于这个做法及您的可选做法的信息，请点击这里。 
 
您提供电邮地址，即表示您同意 (选择加入) 接收国际狮子会及其所属系列活动的信息。您可以选择退出

（退订），在您的订阅数据中，更改您的电子邮件提示设置或调整偏爱。  
 
您应该知道，当您在我们的网站上时，您可能会被引导至其他我们无法掌控的网站。如果您访问一个与我

们的网站连接的网站，在提供个人信息之前，您应该查询隐私政策。 
 
如果您不同意我们的政策和做法，就不应该使用我们的网站。  
 
分会/青少狮会、区、复合区及基金会隐私政策的建议 
 
贵分会分会/青少狮会、区、复合区及/或基金会应慎重考虑您的隐私政策，当使用会员、捐款人、人道活动

受惠者等的个人资料或者您举行活动时所取得的他人数据，均应遵守类似的规定。  当您要透露任何个人资

料如姓名、住址、电话、财务、病历、电子邮件等，须先取得书面许可。如果您要在网络上刊登任何个人

资料，或告诉第三者(方)他人的电子邮件，请您须慎重处理。  请注意，本地法律可能会涉及此问题，并且

各个国家/地区之间的法律差异很大，因此在使用任何个人信息之前，您应该寻求当地专家的建议以获取更

多信息。 
 
关于本政策如果您有疑问之处，请与国际狮子会联系，请寄信至 infosec@lionsclubs.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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