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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和複合區領導發展撥款計劃是什麼? 

複合區階層: 

此撥款活動提供資金，以培訓複合區階層的第一和第二副總監。合於規定的費用 (參考區和

複合區領導發展撥款計劃報銷政策) 將以不超過以下金額的費用報銷： 
 

• 確認之第一副總監出席者每人 100 美元（不得超過實際發生的費用）。  
• 確認之第二副總監出席者每人 75 美元（不得超過實際發生的費用）。  

 
所有複合區都有資格參加這個撥款活動。所有完成的申請都將獲得撥款。 
 

區階層: 
 

該撥款活動提供資金，以支持區內分區主席的訓練。合於規定的費用 (參考區和複合區領導

發展撥款計劃報銷政策) 將不超過 500 美元：    
 
所有區都有資格參加此項撥款活動，然而資金有限，並非所有申請人都會獲得資助。  
 

 
撥款申請的審核步驟為何?   

複合區階層: 
 

國際總會記錄中的所有全球行動團隊/全球領導開發團隊（GLT）複合區協調員（各個複合

區 1 位）都有資格申請撥款，方法是提交填妥的 2019-2020 區和複合區領導發展撥款計劃申

請書。 
 
將接受所有完成的申請。 

區階層: 

國際總會記錄中的所有全球行動團隊/全球領導開發團隊 (GLT) 區協調員 (每區 1 位) 都有資

格申請撥款，方法是提交填妥的 2019-2020 區和複合區領導發展撥款計劃申請書。 
 
所有區都有資格參加此項撥款活動，然而資金有限，並非所有申請人都會獲得資助。 

 
這些訓練活動是否有指定的課程？ 

複合區階層: 

 
領導發展司將就各個訓練活動中包含的具體課程主題提供指導。附加及/或選修主題由負責

複合區訓練者決定，包括全球行動團隊 GLT 協調員，並且必須為滿足複合區的不同需求來

設計。    
 

第一副總監：複合區階層的第一副總監/當選總監訓練課程是理事會批准的當選總監訓練活

動的主要組成部分並且必須納入。 規定的課程將於 2019 年 8 月由國際獅子會領導發展司提

供。 
 
第二副總監： 該訓練活動有效地結合線上訓練 (第 1 階段) 和講師引導的訓練研討會 (第 2 階
段)，以充分發揮學習成效，並滿足第二副總監的需求。儘管建議兩項訓練内容都提供給第

二副總監，但是必須完成第 2 階段的講解以便取得這項撥款活動的撥款。訓練課程可聯結

至國際總會網站取得。 
  

區階層: 
 
所需的分區主席訓練課程可聯結至國際總會網站取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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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撥款的使用期限是什麼？ 
2019-2020 區和複合區領導發展撥款計劃將用於 2019 年 7 月 1 日至 2020 年 6 月 30 日期間的訓練。例如，區舉辦

分區主席訓練可以選擇訓練現任分區主席或等到本財政年度後期確定 2020-2021 新任分區主席後再使用該撥款來

培訓新任分區主席。  
 

獲得撥款活動的報銷需要具備什麼？ 
為了獲得撥款活動的報銷，必須將以下內容提交給國際獅子會的領導發展司。  

1. 完成的 2019-2020 區和複合區領導發展撥款計劃申請書必須由領導發展司存檔 
2. 2019-2020 區和複合區領導發展撥款計劃報銷表格 (逐項填寫所有符合資格的訓練活動費用) 
3. 合於規定費用的收據（請參閱 2019-2020 區和複合區領導發展撥款計劃報銷政策以獲取更多訊息） 
4. 2019-2020 領導發展每日出席表 (參加者簽名做為出席證明) 
5. 訓練活動所有日期的議程/綱要 
6. 完成領導發展結業評估報告 

 
根據國際獅子會的政策，必須在完成訓練活動後的 60 天內及時提交已填寫完整的費用報銷表。不受理 60 天之後

收到的費用報銷申請表。 
 
報銷支票的抬頭將會是提出申請的複合區/區。 
 

 
填寫完整的表格或問題應寄到何處？ 
以電子郵件寄到領導發展司 leadershipdevelopment@lionsclubs.org 
 
請郵寄至:    
Lions Clubs International, Leadership Development Division (LD Grant) 
300 W. 22nd St.      
Oak Brook, IL 60523-8842 USA 
 
電話：630.468.7117  

mailto:leadershipdevelopment@lionsclubs.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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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寫並提交此申請表，以保留區和複合區領導發展撥款計劃的資金給適用的複合區或區階層。領

導發展司將確認收到所有已完成的撥款活動申請表。 

國際獅子會領導發展司需要預先批准訓練預留資金。將提供確認批准的申請。 
 
第 1 部分︰訓練活動類型和細節：  
 
請說明訓練活動的類型並提供訓練活動資料。 

• 領導發展撥款 - 複合區活動 - 該撥款活動提供資金，用於支持複合區階層第一和第二副總監訓

練。  
 

複合區活動 – 第一副總監訓練 

 

 

複合區活動 – 第二副總監訓練 

 

 

  

複合區編號：  

• 預計參加的第一副總監人數 
 

 

活動日期 
 

 

活動地點 
 

 

活動議程/綱要必須連同申請表一起提供以便批准 

複合區編號：  

• 預計參加的第二副總監人數 
 

 

活動日期 
 

 

活動地點 
 

 

活動議程/綱要必須連同申請表一起提供以便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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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領導發展撥款– 區活動 - 該撥款活動提供資金，用於支持區階層分區主席訓練。 
 

區活動 – 分區主席訓練 

區編號：  

• 預計參加的分區主席人數  
活動日期： 
 

 

活動地點： 
 

 

活動議程/綱要必須連同申請表一起提供以便批准 

 

第 2 部分︰複合區/區聯繫資料：   

全球行動團隊/全球領導開發團隊（GLT）複合區/區協調員聯繫資料： 
 

GLT 複合區/區協調員姓名  

協調員會員編號  

協調員電子郵件地址  

常用電話號碼  
 

第 3 部分︰確認 

 
請檢查下面的各個陳述以確認您對該活動詳情的理解。 
 
     我了解，提交此申請會保留資金，並且其報銷將基於區和複合區領導發展撥款計劃報銷政策

和實際發生的費用。. 

我了解並確認，訓練活動必須基於國際獅子會理事會所批准的這些活動的課程。  

我了解，根據區和複合區領導發展撥款計劃報銷政策，已報銷的資金將被發送給適用的複合

區或區。  

全球行動團隊 GLT 複合區/區協調員簽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 
工整書寫名字     簽名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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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 部分︰申請批准 
 
領導發展撥款 - 複合區活動 
 
複合區 #︰________ 
 
總監議會議長︰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 
工整書寫名字     簽名                日期 

 
 
領導發展撥款 - 區活動 
 
區 #︰________ 
 
總監簽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 
工整書寫名字     簽名                日期 

 
 
 
第 5 部分︰申請提交 
 
寄電子郵件到領導發展司 leadershipdevelopment@lionsclubs.org 
 
請郵寄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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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