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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和复合区领导发展拨款计划是什么? 

复合区阶层: 

此拨款活动提供资金，以培训复合区阶层的第一和第二副总监。合于规定的费用 (参考区和

复合区领导发展拨款计划报销政策) 将以不超过以下金额的费用报销： 
 

• 确认之第一副总监出席者每人 100 美元（不得超过实际发生的费用）。  
• 确认之第二副总监出席者每人 75 美元（不得超过实际发生的费用）。  

 
所有复合区都有资格参加这个拨款活动。所有完成的申请都将获得拨款。 
 

区阶层: 
 

该拨款活动提供资金，以支持区内分区主席的训练。合于规定的费用 (参考区和复合区领导

发展拨款计划报销政策) 将不超过 500 美元：    
 
所有区都有资格参加此项拨款活动，然而资金有限，并非所有申请人都会获得资助。  
 

 
拨款申请的审核步骤为何?   

复合区阶层: 
 

国际总会记录中的所有全球行动团队/全球领导开发团队（GLT）复合区协调员（各个复合

区 1 位）都有资格申请拨款，方法是提交填妥的 2019-2020 区和复合区领导发展拨款计划申

请书。 
 
将接受所有完成的申请。 

区阶层: 

国际总会记录中的所有全球行动团队/全球领导开发团队 (GLT) 区协调员 (每区 1 位) 都有资

格申请拨款，方法是提交填妥的 2019-2020 区和复合区领导发展拨款计划申请书。 
 
所有区都有资格参加此项拨款活动，然而资金有限，并非所有申请人都会获得资助。 

 
这些训练活动是否有指定的课程？ 

复合区阶层: 

 
领导发展司将就各个训练活动中包含的具体课程主题提供指导。附加及/或选修主题由负责

复合区训练者决定，包括全球行动团队 GLT 协调员，并且必须为满足复合区的不同需求来

设计。    
 

第一副总监：复合区阶层的第一副总监/当选总监训练课程是理事会批准的当选总监训练活

动的主要组成部分并且必须纳入。 规定的课程将于 2019 年 8 月由国际狮子会领导发展司提

供。 
 
第二副总监： 该训练活动有效地结合在线训练 (第 1 阶段) 和讲师引导的训练研讨会 (第 2 阶
段)，以充分发挥学习成效，并满足第二副总监的需求。尽管建议两项训练内容都提供给第

二副总监，但是必须完成第 2 阶段的讲解以便取得这项拨款活动的拨款。训练课程可联结

至国际总会网站取得。 
  

区阶层: 
 
所需的分区主席训练课程可联结至国际总会网站取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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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拨款的使用期限是什么？ 
2019-2020 区和复合区领导发展拨款计划将用于 2019 年 7 月 1 日至 2020 年 6 月 30 日期间的训练。例如，区举办

分区主席训练可以选择训练现任分区主席或等到本财政年度后期确定 2020-2021 新任分区主席后再使用该拨款来

培训新任分区主席。  
 

获得拨款活动的报销需要具备什么？ 
为了获得拨款活动的报销，必须将以下内容提交给国际狮子会的领导发展司。  

1. 完成的 2019-2020 区和复合区领导发展拨款计划申请书必须由领导发展司存档 
2. 2019-2020 区和复合区领导发展拨款计划报销表格 (逐项填写所有符合资格的训练活动费用) 
3. 合于规定费用的收据（请参阅 2019-2020 区和复合区领导发展拨款计划报销政策以获取更多讯息） 
4. 2019-2020 领导发展每日出席表 (参加者签名做为出席证明) 
5. 训练活动所有日期的议程/纲要 
6. 完成领导发展结业评估报告 

 
根据国际狮子会的政策，必须在完成训练活动后的 60 天内及时提交已填写完整的费用报销表。不受理 60 天之后

收到的费用报销申请表。 
 
报销支票的抬头将会是提出申请的复合区/区。 
 

 
填写完整的表格或问题应寄到何处？ 
以电子邮件寄到领导发展司 leadershipdevelopment@lionsclubs.org 
 
请邮寄至:    
Lions Clubs International, Leadership Development Division (LD Grant) 
300 W. 22nd St.      
Oak Brook, IL 60523-8842 USA 
 
电话：630.468.7117  

mailto:leadershipdevelopment@lionsclubs.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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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写并提交此申请表，以保留区和复合区领导发展拨款计划的资金给适用的复合区或区阶层。领

导发展司将确认收到所有已完成的拨款活动申请表。 

国际狮子会领导发展司需要预先批准训练预留资金。将提供确认批准的申请。 
 
第 1 部分︰训练活动类型和细节：  
 
请说明训练活动的类型并提供训练活动数据。 

• 领导发展拨款 - 复合区活动 - 该拨款活动提供资金，用于支持复合区阶层第一和第二副总监训

练。  
 

复合区活动 – 第一副总监训练 

 

 

复合区活动 – 第二副总监训练 

 

 

  

复合区编号：  

• 预计参加的第一副总监人数 
 

 

活动日期 
 

 

活动地点 
 

 

活动议程/纲要必须连同申请表一起提供以便批准 

复合区编号：  

• 预计参加的第二副总监人数 
 

 

活动日期 
 

 

活动地点 
 

 

活动议程/纲要必须连同申请表一起提供以便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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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领导发展拨款– 区活动 - 该拨款活动提供资金，用于支持区阶层分区主席训练。 
 

区活动 – 分区主席训练 

区编号：  

• 预计参加的分区主席人数  
活动日期： 
 

 

活动地点： 
 

 

活动议程/纲要必须连同申请表一起提供以便批准 

 

第 2 部分︰复合区/区联系数据：   

全球行动团队/全球领导开发团队（GLT）复合区/区协调员联系数据： 
 

GLT 复合区/区协调员姓名  

协调员会员编号  

协调员电子邮件地址  

常用电话号码  
 

第 3 部分︰确认 

 
请检查下面的各个陈述以确认您对该活动详情的理解。 
 
     我了解，提交此申请会保留资金，并且其报销将基于区和复合区领导发展拨款计划报销政策

和实际发生的费用。. 

我了解并确认，训练活动必须基于国际狮子会理事会所批准的这些活动的课程。  

我了解，根据区和复合区领导发展拨款计划报销政策，已报销的资金将被发送给适用的复合

区或区。  

全球行动团队 GLT 复合区/区协调员签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 
工整书写名字     签名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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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 部分︰申请批准 
 
领导发展拨款 - 复合区活动 
 
复合区 #︰________ 
 
总监议会议长︰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 
工整书写名字     签名                日期 

 
 
领导发展拨款 - 区活动 
 
区 #︰________ 
 
总监签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 
工整书写名字     签名                日期 

 
 
 
第 5 部分︰申请提交 
 
寄电子邮件到领导发展司 leadershipdevelopment@lionsclubs.org 
 
请邮寄至:    
Lions Clubs International, Leadership Development Division (LD Grant) 
300 W. 22nd St.      
Oak Brook, IL 60523-8842 USA  
 

mailto:leadershipdevelopment@lionsclubs.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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