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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问题 

 我如何注册？ 

• 注册请前往 LCICon.lionsclubs.org 。  

 

 我如何找到注册用的分会/会员号码？ 

• 只有分会代表需要提供会员识别号码。贵分会秘书可在 MyLCI

中找到您的会员号码。 

 

 注册是否有截止日期？我能在年会期间注册吗？ 

• 以参加者的身分注册活动没没有截止日期，但分会代表必须在美

国中部夏令时间 2021年 6月 23日 23:59前注册才可投票。 

 

 参加 2021年虚拟 LCI年会多少钱？ 

• 注册费为$75美元。青狮(Omega)$30美元，少狮(Alpha)免费。 

 

 注册费的退款政策为何？ 

• 所有的注册非皆不可退费且不可转给他人或于未来的年会使用。 

 

 我能与我分会或家庭的其他成员分享注册码吗？ 

https://lcicon.lionsclubs.org/zh-hans/


 

 

• 每个注册号码一次仅能于一个装置上使用。  

 
 是否有团体票价？ 

• 一次注册超过 500位以上参加者的团体享有 10%的优惠。此注

册选项没有期限。  

 

 接受什么付款方式？我可否使用银行转账、Zelle、Venmo或

PayPal？ 

• 可使用支票、信用卡(Visa®、MasterCard® 和 Discover®) 或电汇

的方式来支付 2021年 LCI年会注册费。国际狮子会不再接受当

地的非美国运作的银行存款作为年会的付款方式，我们无法接受

通过如 Zelle、Venmo或 Paypal等其他方式进行支付的款项。 

 
 我需要更新或变更我的注册信息。我该怎么进行？ 

• 前往我们官方的 注册网页 ，并使用 “修改既有的注册”之选项。 

 

年会平台问题 

 我如何进入虚拟 LCI年会？我需要下载应用程序吗？ 

• 虚拟 LCI年会可通过网上平台参加。不需要下载应用程序便可

参加。活动开始前一周将寄给所有注册的参加者一封含有链接

的电子邮件，其中带有用户名称和密码。  

 

 活动的系统需求为何？ 

• 需要有能连上网络的良好Wi-Fi或以太网络。 

除了 Internet Explorer以外，您能通过任何其他浏览器参加活

动。最佳体验，建议使用谷歌浏览器 (Google Chrome)。  

 

 我能以手机进入 LCI年会吗？  

• 只要您有稳定的网络连接性，虚拟 LCI年会能以任何装置参

加，包括智能型手机。为了确保有最佳的体验，我们建议使用

有较大屏幕的装置。请注意，您独特的注册号码一次仅能于一

https://www.mcisemi.com/lci2021/


 

 

台装置上登入。 

 
 如果我有登入年会的问题，我能在何处寻求帮助？ 

• 在 虚拟 LCI年会登入页面上，请点选 “登入帮助“以寻求协助。

若您忘记了密码，请点选 “忘记密码”的链接以重置您的密码。 

 
 我是视障者。我能使用如 JAWS的屏幕阅读程序来参与年会吗？ 

• 虚拟 LCI年会平台不支持屏幕阅读器、键盘导览或其他装置。

不过，主要舞台的内容提供所有语言的语音版本。 

 

 是否会录下会议以便日后观看呢？ 

• 所有研讨会和主要舞台的节目之录像文件将在初始播出后不久按

需求提供。虚拟 LCI年会的内容将提供至 7月 31日。 

 

活动体验问题 

 研讨会、活动和年会平台是否提供许多种的语言？ 

• 大部分的年会内容将翻译成国际狮子会的官方语言。 

 

 年会时，我可否与其他狮友和青少狮聊天？ 

• 可以，有参与的机会，可利用所有展览大厅摊位、研讨会和主要

舞台节目中的聊天功能。仅需点选您希望交流者的名字，便能寄

出一封个人电子邮件或请求进行一对一的视讯通话。  

 

 我可以和与我说不同语言的狮友和青少狮聊天吗？ 

• LCI年会中的聊天功能包括实时、机器产生的翻译，让您可以与

国际狮子会职员以及来自世界各地的狮友和青少狮联系。  

 

 活动将在什么时区中举行？ 

https://onlinexperiences.com/scripts/Server.nxp?LASCmd=L:0&AI=1&ShowKey=153882&LoginType=0&InitialDisplay=1&ClientBrowser=0&DisplayItem=NULL&LangLocaleID=0&SSO=1&RFR=https://onlinexperiences.com/Launch/Event.htm?ShowKey=153882&RandomValue=1622838455401
mailto:INXPOeventsupport@west.com


 

 

• 虚拟 LCI年会是根据美国中部夏令时间安排的。不过，有些活动

特色(包括虚拟展厅、主要舞台回放和服务方案展示)在年会结束

前皆可参与。 

 
 我可否在年会时支付分会余额？ 

• 在职员服务的时间内，参加者可访问展览大厅的财务摊位寻求协

助，并支付其分会的余额。 

 

选举/投票问题 

 我如何为我的分会注册代表？截止日期是何时？ 

• 分会会长和分会秘书可于 MyLCI或其地方的系统，通过遵循此

文件中所列出的步骤来指派代表。(可于 LCI年会投票页面中取

得) 欲符合投票资格，代表必须于美国中部夏令时间 2021年 6

月 23日 23:59前获得指派。 

 

 代表是否将收到确认电子邮件？ 

• 及时注册年会的指定代表将在美国中部夏令时间时间 6月 26日

星期六下午 06:00左右，收到来自投票系统的电子邮件，里面将

提供分配给该代表个人使用的链接。 

 

 我是我分会指派的代表。为什么我的代表确认号码在我的 Lion 

Account中显示不正确？ 

• 请与您的分会干部确认，在 MyLCI上或您的议会办公室，于 6

月 23日 23:59截止日期前，已经将您指派为代表。代表确认号

码无法在截止日期后发出。 

 

 我试着为我的分会登记待表，但系统拒绝了我的申请并显示该电子邮

件已被使用。我该如何解决？ 

https://www.lionsclubs.org/resources/122634225
https://lcicon.lionsclubs.org/zh-hans/attend/voting/
https://lcicon.lionsclubs.org/zh-hans/attend/voting/


 

 

• 许多分会分享电子邮件地址。为了指派 2021年 LCI年会的代

表，代表必须有其个人使用的电子邮件地址，且纪录于国际狮子

会档案之中。分会干部或议会职员皆可更新代表的电子邮件地

址。 

 

 我找不到确认号码或投票信息。我该怎么办？ 

• 请与分会会长或分会秘书核证，确定他们没有将分会代表重新指

派给另一位会员。如果您仍是被指派的代表，请发送电子邮件至 

ElectionsSupport@lionsclubs.org 以获得协助。 

 

 我是有被财务停权风险的分会之代表。我还能投票吗？ 

•  要被视为 “信誉良好”的狮子会，并有资格在国际年会上派代表，

该分会不得处于不正常地位或财政停权，并且必须： 

▪ 付清所有区 (单区、副区及复合区) 之会费及费用；及 

▪ 不得有超过 $10 美元以上未付的国际狮子会会费及费用；

及 

▪ 不得有超过 $50 美元、  

▪ 超过付款期限九十 (90) 天或以上未付的国际狮子会账户余

额。 

 

 我应该是一位代表。我能如何确认投票的一切设定皆正确？ 

• 所有登记及指派的代表将于 6月 24日收欢迎电子邮件，其中说

明投票流程。若您没收到此电子邮件，请查看该信是否在垃圾邮

件夹中。 

 

 我是登记的代表。我该准备什么才可以登入投票？ 

• 需要以下的数据才可投票： 

▪ 电子邮件中提供的密码。 

▪ 从 MyLCI 收到的确认号码。 

 



 

 

 我在 6月 23日以前没有于MyLCI中或通过议会办公室指派代表。有

没有补救的方式？ 

• 很遗憾，如最新的流程规定中所公告，代表确认信无法于 6月

23日截止日期后发出。 

 

 投票什么时候发生？ 

• 由于电子投票以虚拟形式进行，分会代表可在此预先确定的 48

小时投票期内，随时进行投票： 

 

投票开始时间：美国中部夏令时间 6月 27日星期日 08:00 

投票结束时间：  美国中部夏令时间 6月 29日星期二 08:00  

 

 投票流程如何进行？ 

• 请参考 https://lcicon.lionsclubs.org/attend/voting/ 

 

 我的网络有问题，而选票显示不正确。 

• 试着前往有较佳网络服务的地方，或使用其他如智能型手机的装

置来前往选票页面。如需其他支持，请联系 

ElectionsSupport@lionsclubs.org。  

 

 我该如何得知我的选票已成功提交了？ 

•  在您提交选票后，投票系统将显示通知。  若您再次登入，系统

将显示您已投过票了。 

 

 我提交选票后，是否仍能更改？ 

• 一旦提交选票后便不能变更。 

 

 选举结果将于何时公布？ 

• 选举结果将于 6月 29日会员大会闭幕时公布。 

 

https://lcicon.lionsclubs.org/attend/voting/
https://lcicon.lionsclubs.org/attend/voting/


 

 

Lions Shop 问题 

 我可否在 Lions Shop中订购商品？ 

• 可以，Lions Shop将提供一系列狮子会的产品，包括限量版的

2021年 LCI虚拟年会的商品。请访问虚拟展览大厅购买您最喜

欢的狮子会商品。将给注册的参加者提供独家优惠。 

 

 是否有年会别针？ 

• 官方的年会别针和别针名牌组，以及其他多样的限量版商品，将

可于虚拟 Lions Shop中购得。所有注册的参加者皆可于虚拟

LCI年会活动平台的首页中，下载虚拟年会别针和出席证书。 

 

 若我对订单有问题，我该与谁联系？ 

• 若您需要协助或对您在 Lions Shop 的订单有问题，请寄信至 

clubsupplies@lionsclubs.org。 

 
 

LCIF 捐款问题 

 我能如何在年会时给 LCIF捐款？ 

• 请于虚拟 LCI年会活动平台的上方点选 “捐款”按钮。  

 

 若我在年会期间给 LCIF捐款，捐款是否计入我的会员之中？ 

• LCIF将把所有捐款计入网上捐赠表格中书写的捐赠人名下。 

 

 我可否将在年会时的捐款计入他人的名下？ 

• 可以，捐款可以他人的名义捐出。 

 

 年会期间的捐款是否可以抵税？ 

• 将承认所有捐款，但抵税仅适用于美国的捐赠者。 

 

mailto:clubsupplies@lionsclubs.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