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 年 10月 6 日生效 
第十七章 
页码 1 

第十七章 
会员 

 
A. 分类 

 
1. 荣誉会员 

 
a. 荣誉会员总人数不得超过分会正会员总人数之 5％；小数点以下允许増加一位

荣誉会员。 
 

b. 做为纲领，荣誉会员之最低年龄限制为三十歳。 
 

2. 终身会员 
 
a. 所有终身会员之申请应由国际狮子会审査及确认资格。 

 
b. 自 1980 年 7 月 1 日以后，所核准之终身会员，除银卡外，可免费收到一个终身

会员布章。额外之布章也可以购买。 
 

c. 有恰当之原因，国际理事会可命令撤销终身会员资格。 
 

3. 狮子会的会籍类别如下： 
 
a. 正会员有权在该分会、区或本组织中寻求任何职位（如果符合资格条件）；有

权就需要会员投票的所有事项进行投票； 其义务应包括及时缴纳会费、参加分

会活动，以及做出让狮子会在社区保持良好形象的行为举止。此会籍类别应计

入分会计算可派代表的公式内。  
 

b. 留籍会员：分会会员因迁居至别的社区，或因健康问题或因其他正当理由不能

定期参加分会例会，但仍欲保留会籍者，经该分会理事会同意，可成为该分会

的留籍会员。留籍身份每六个月由分会理事会审核一次。留籍会员不得担任该

分会职务，在区或国际会议或年会中亦无投票权但仍应缴纳本会所规定之会

费，其中包括区及国际狮子会之会费。此会籍类别应计入分会计算可派代表的

公式内。 
 

c. 荣誉会员: 对该分会会有卓越贡献但非该分会会员的个人，经本会决议颁赠特

殊荣誉者，为该分会的荣誉会员。  其入会费、国际狮子会及区会费均由该分

会缴纳。荣誉会员可以参加集会，但没有正会员应有的权利。此会籍类别不应

计入分会计算可派代表的公式内。 
 

d. 特别会员: 会籍达十五年或以上之会员，因疾病、年衰或其他分会理事会认为

正当的原因，必须放弃其正会员身份者可为该分会的特别会员。特别会员必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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缴纳该分会所规定的会费，其中包括区及国际狮子会的会费。  除了不得担任

分会、区或国际狮子会职务之外，具有投票权及其他所有正会员之权利。此会

籍类别应计入分会计算可派代表的公式内。 
 

e. 终身会员: 任何分会会员保有狮子会正会员会籍达 20 年或以上，并在分会，社

区或总会中有杰出的服务表现者； 或保有正会员会籍达 15 年或以上并至少年

满 70 岁者； 或是患有重病之会员，如具以下条件即可成为终身会员: 
 
(1) 由分会向总会推荐， 
 
(2) 由分会一次缴纳总会永久会费 650 美元或当地等値之货币，并经 
 
此分会仍可向终身会员收取适当的费用。 
 
终身会员只要能履行其应尽的义务，就可享受正会员的一切权利。 
 
终身会员若迁往他处并接受另一狮子会入会邀请，即可自动成为该会终身会

员。 
 
此会籍类别应计入分会计算可派代表的公式内。 
 

f. 副会员: 在另一个分会中持有其主要会籍，但其居住地或就业地址在此分会之

地区的会员。副会员身份应由分会理事会提出邀请和授予，应每年审核一次。

分会的会员月报表上不应报告副会员。 
 
副会员在亲自出席的分会会议中有投票权，但不得担任该分会的区 (单区、副

区、临时区、及/或复合区) 或国际年会代表。  亦不得代表该分会担任分会、

区或国际职位，或代表该分会担任区、复合区或国际委员会的职务。  副会员

不需支付国际及区(单区、副区、临时区、及/或复合区)会费，但分会若认为合

适，则可向副会员征收会费。此会籍类别不应计入分会计算可派代表的公式

内。 
 

g. 关系会员: 社区中质量高尚、想支持狮子会及其社区服务活动，但无法作为正

会员完全参与的个人，可以关系会员身份加入狮子会。此身份应在分会理事会

邀请和同意下取得。 
 
关系会员在亲自出席的会议中可对分会会务进行投票，但不可成为该分会的区

(单区、副区、临时区及/或复合区)或国际年会代表。 
 
关系会员不可担任分会、区、或国际干部，亦不可接受区、复合区或国际委员

会的职位。关系会员必须支付区和国际会费，及其分会可能收取的分会会费。

此会籍类别应计入分会计算可派代表的公式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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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会籍类别 

 
 
 
 
 
 

类别 速缴会费(分会、

区和国际) 参与分会活动 行为举止表现出

良好形象 
可竞选分会 、
区或国际职位 投票权 区或国际年会代

表 

正会员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关系会员 
 

是 是，若有能力 是 否 仅限分会会务 否 

副会员 是，仅缴分会会

费 
是，若有能力 是 否 仅限于区年会 

(主要) 分会事

务  

否 

荣誉会员 否，分会付区及

国际会费  
是，若有能力 是 否 否 否 

终身会员 是，仅缴区和分

会会费不须缴国

际会费 

是，若有能力 是 是，若能履行

正会员的义务 
是，若能履行

正会员的义务 
是，若能履行正

会员的义务 

留籍会员  是 是，若有能力 是 否 有，只限分会

事务 
否 

特别会员:  是 是，若有能力 是 否 是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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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家庭会员计划及家庭会费规定  
 

1. 家庭会员计划提供家庭经邀请有机会加入狮子会，享有特别家庭会费的优待。本活

动是为欲邀请其家人加入其分会的狮子会员， 或者分会为了扩展其社区服务而欲

邀请更多家庭加入他们的分会所设计的， 
 

2. 下列为有关之规定及规则。家庭包含所有成员并于同一户籍其关系由于出生、婚

姻、领养或其他法律途径产生的。此类常见的家庭关系包括父母、子女、配偶、姑

姨叔舅、堂/表兄弟姊妹、祖父母、姻亲和其他法定抚养者。 
 

3. 家庭会员计划开放给符合（1）具狮子会会员资格，（2）目前已在或将参加同一个

分会，（3）生活在同一家庭，具有相关出生证，结婚证或其他法律关系证明。新

的家庭成员必须经邀请，并得到分会理事会核准。家庭会员的人数限制在每户最多

五位符合条件的会员，且新分会必须至少有十 (10) 位支付全额会费的会员。同一

住户居住不限于未满 26 岁的家庭成员，如果他们追求更高的教育或在自己国家服

兵役。  
 

4. 第一位家庭会员  (户长)  须缴入会费及全额国际会费(及任何分会、区、复合区的

会费)。但每个家庭不得超过四位另外符合资格的会员，可缴一半的国际会费。终

身会员视为第一位付全额会费之会员。所有家庭会员须缴一次入会费并可享有正会

员之权利及义务。指定的户长不符合其他会费优惠活动。 
 

5. 为符合家庭会费的优待计算，符合资格之家庭会员，须于 5 月 31 日及 11 月 30 日

截止之前经国际狮子会证实为家庭会员，才能在该半年会费周期得到会费之优待。

但每个家庭不得超过四位另外符合资格的会员，可缴一半的国际会费。分会干部向

国际狮子会 
 
报告新的家庭单位成员时，应证实家庭关系以及户籍数据。分会使用书面会员月报

表必须记录该新的家庭会员为新会员，应同时提送家庭单位证明表格。分会在新会

员加入后再呈报家庭单位证明表格，国际狮子会不会退费，家庭单位之优待将于下

一个会费周期才生效。 
 

6. 若为新授证分会，家庭单位证明须通过 MyLCI 添加新会员或在授证会员报告表格

上填妥。而新分会使用家庭会员计划则至少要有 10 位付全额会费之会员。  
 

7. 依总会的宪章规定，正式会员限于超过法定年龄家庭成员。因此青少年及儿童不算

正式会员不得列入会员名单内。在此情形下，应鼓励分会为这些年青家庭成员辅导

一青少狮会。 
 

8. 为取得家庭会费之优待办法，而更改入会日期之分会，国际狮子会不予以退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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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为了证实同一户籍和其他资格条件，分会秘书应以每个家庭为单位完成证明，提供

重要代码，表明他已审查家庭成员符合资格要求的支持文件。此项申请须使用

MyLCI 完成，或分会提交会员月报表书面报告显示增加会员。 
 

10. 分会在一个月期间增加 10 位以上家庭成员，须提供额外的文件给国际狮子会以确

认这些家庭成员符合规定，文件经审核确认后，这些会员才能加入总会之记录。 
 

11. 在此家庭会员计划及家庭会费优待下之家庭会员单位，只能收到一份狮子杂志。  
 

12. 家庭会员也遵守有关一年又一天计入分会代表人数之规定。 
 

13. 若总会认定分会滥用家庭会费优待，或错误计算以影响投票代表人数之时，可能要

求该分会补偿所有家庭会员全额的会费至发现滥用时间止。更进一步，总会有权禁

止该分会于违法后两年期间不得再适用学生会员计划。 
 

14. 在家庭会员计划中新增惩罚性条款，以避免不住在同一家庭中的成员或非家庭成员

滥用或误用会费家庭会员折扣(除了 26 岁以下，因受高等教育而不住在家中或在服

其国家兵役的会员)。 
 
 

C. 学生会员计划和会费规定 
 
1. 学生会员计划提供学生可经邀请加入包含校园分会在内的狮子会之机会，并给学生

一项特别的会费折扣。该活动之设计专为校园狮子会以及社区希望更多的学生参与

狮子会以扩大人道服务范围。本活动之规定如下。 
 

2. 学生会员计划开放对象为学生年龄为其居住地之法定年龄与 30 岁之间，  
 
a. 符合“学生”资格之定义: 大专院校的注册学生。新学生会员须经邀请并获得

分会理事会核准。  
 

b. 任何会员奖励活动包括表扬校园分会或学生会员的部分，若未付清所有会费欠

款及费用不得获奖。 
 

3. 符合上述第 2 段之学生会员可以获得一项特别的会费折扣，只须支付一半的国际会

费，而可免除任何的入会费。一旦合格之学生可继续此会费之优待直到毕业，通知

学生身份改变，或学生年龄达 31 岁，视何者先发生。国际狮子会更进一步建议区

及复合区可考虑免除或者降低学生会员之会费，视何者适当。  
 

4. 年龄在 30 岁以上欲加入校园分会的学生，须缴付 10 美元的优惠入会费/授证费。

合格之学生会员给予正会员的资格并拥有所有的权利和特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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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学生会员须提送大专院校的学生注册证明及证实年龄的文件。总监、导狮或分会秘

书须经由 MyLCI 提送每位学生会员一份学生会员及青少狮成为狮子会员证明表

格，注明您已审查大专院校的学生注册证明及证实年龄的文件。 
 

6. 本活动也给予校园分会延长会费调整的期间以配合学校的学期。现在，校园分会的

一月份按人头计费的会费会从 3 月 31 日开始，而七月份按人头计费的会费则会

从 9 月 30 日开始，来修订分会名册。国际狮子会在此调整会员名单期间，将退

款计入分会账号。 
 

7. 新成立之校园分会学生，或大多数会员是学生之授证分会，每位符合学生会员会费

优待办法规定之学生会员，在申请授证时须先预付一年学生优惠之国际会费。 
 

8. 若分会被查觉错用学生会员计划，则国际狮子会向分会征收所有学生会员至发现错

用时期止之间的全额会费。更进一步，总会有权禁止该分会于违法后两年期间不得

再适用学生会员计划。 
 
 

D. 青狮狮友计划和会费规定  
 
1. 青狮狮友计划为当前或前青少狮提供转为狮友的便捷途径。现任或前青少狮其年龄

为其居住地之法定年龄与 35 岁之间符合学生会员计划条件，须要缴一半之国际会

费但免缴任何入会费。一开始符合青狮狮友要求之学生可继续适用本活动至该学生

年龄达 36 岁。 
 

2. 如一群至少 10 名志趣相投的当前或前青少狮申请授证一个新分会，该分会可授证

为一个青狮狮友分会。如果年龄介于其居住地规定的法定成年年龄和 30 之间的其

他会员加入青狮狮友分会，则应分类为年轻成人会籍。青狮狮友分会中的年轻成人

会员应获得与青狮狮友计划相同的折扣，国际会费减半并免入会费/授证费。超过

30 岁的会员可加入青狮狮友分会，但不享有青狮狮友国际会费半价及免入会/授证

费之优惠。 
 
3. 前青少狮应被要求提供青少狮会员和年龄的证明文件。加入青狮狮友分会的年轻成

人应被要求提供证明年龄的文件。总监、导狮或分会秘书对于每位前青少狮须经由

MyLCI 提送青少狮成为狮子会员证明表格，且须注明您所审查证实青少狮会员及/
或年龄的文件类别。 
 

4. 已入会会员在其会籍历史必须先列为青少狮或前青少狮，才能更新为青少狮转为狮

子会员的类别。已入会会员为取得前青少狮的会籍，须提送青少狮完成服务证明 
(LL-2)至国际通过 MyLCI 提交信息狮子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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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会籍连续 
 
若一个国家中受政治情况影响，执行委员会可使用自由裁量权给予会籍连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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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会费 
 
1. 新会员应缴 25 美元入会费。。 

 
2. 前或现任青少狮会员出示其少狮服务证书可免缴入会费。 

 
3. 前或现任青少狮会员出示其少狮服务证书可免缴授证费。 

 
 

G. 会员发展奖活动 
 
钥奖活动 
 
1. 自 2002 年 7 月 1 日起会员钥奖以所推荐之新会员人数为准则，亦包含推荐授证新

会之新会员。钥奬的等级如下: 
 
  2 个-会员钥奬 100 个-会员钥奬 
  5 个-会员钥奬 150 个-会员钥奬 
10 个-会员钥奬 200 个-会员钥奬 
15 个-会员钥奬 250 个-会员钥奬 
20 个-会员钥奬 300 个-会员钥奬 
25 个-会员钥奬 350 个-会员钥奬 
50 个-会员钥奬 400 个-会员钥奬 
75 个-会员钥奬 450 个-会员钥奬 

500 个-会员钥奬 
 
钥奬依理事会所核准设计之，除了其上所刻之新会员人数之外，都有其特色。 
每一钥奬都是可配戴的领章形式。 
 
所有会员钥奬自 25 个层次起，将配着同型较大形勋章。  该勋章配有可配带的丝

带。 
 
钥奬是国际狮子会之官方叙奬，任何分会、区不能随便使用。 
 

2. 获奬资格 
 
a. 新会员必须保持狮友身分一年零一天，才能有资格获得会员钥奬。  
B. 新会员及推荐狮友之姓名须通过 MyLCI 申报，以及推荐狮友之会员号码及分会

号码。  
c. 推荐狮友不得收到超过一支相同式様的钥奬。  
d. 转会会员及复籍会员不适用会员钥奬。  
e. 一位新会员只有一位推荐狮友可计获奬点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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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变更推荐狮友的申请，必须于新会员入会 90 天内向 LCI 总部报告。  
g. 钥奬将颁发给推荐狮友，如果新会员的分会必须是正常分会。 
 

3. 年纹奬  
 

a. 创会元老年纹奬及元老里程年纹奬将颁发给每年达到下列年度类别之狮友: 10、
15、20、25、30、35、40、45、50、55、60、65、70、75及以上。  

 
b. 前青少狮成为狮子会员，将青少狮服务年资计入狮子会员记录。提送青少狮完

成服务证明(LL2) 使用于此目的。  
 

4. 杰西·罗宾逊的会员成长杯 
 
为传承历史，继往开来，区团队可争取获得杰西·罗宾逊的会员成长杯，为未来打

下基础。这是一个将永远镌刻姓名，鼓励未来世代的奖杯。 
 
在 2022-2023 财务年度结束时，每个宪章区会员净增长率最高的区将获得杰西·罗

宾逊的会员成长杯。如果出现平局，会员增长数量最多的区将胜出。在奖杯上将雕

刻区团队的姓名，包括总监、第一副总监和第二副总监以及前任总监。每位团队成

员将获得奖杯的复制品。下一年度，奖杯将被发给下一个实现成就的区，将增添该

区团队的姓名，让奖杯成为历史的传承。 
 
 
 

H. 报告 
 
会员累计人数及分会摘要报告一律于每月历月份最后一天结束时及月历年度之 6 月 30
日统计，应含有分会及授证会员数据与会籍数据。 
 
 

I. 无差别待遇政策  
 
国际狮子会声明其会员资格为不歧视政策。国际狮子会之所有服务活动与方案均采不

歧视政策，即在种族、肤色、宗教、信仰、国籍、祖籍、性别、婚姻情况、年龄、伤

残、退役身份、或任何法律所保护的身份等方面不歧视政策。  如果分会及/或狮子会

违反这一政策将被视为不当的行为，可能导致分会置于 “不正常地位” 及/或分会授

证被取消将按照国际理事会所规定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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