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註冊問題 

年會平台問題 

活動體驗問題 

選舉 / 投票問題 

Lions Shop 問題 

LCIF 捐款問題 

 

註冊問題 

 我如何註冊？ 

• 註冊請前往 LCICon.lionsclubs.org 。   

 

 我如何找到註冊用的分會/會員號碼？ 

• 只有分會代表需要提供會員識別號碼。貴分會秘書可在 MyLCI中找到您的

會員號碼。 

 

 註冊是否有截止日期？我能在年會期間註冊嗎？ 

• 以參加者的身分註冊活動沒沒有截止日期，但分會代表必須在美國中部夏令

時間 2021年 6月 23日 23:59前註冊才可投票。 

 

 參加 2021年虛擬 LCI年會多少錢？ 

• 註冊費為$75美元。青獅(Omega)$30美元，少獅(Alpha)免費。 

 

 註冊費的退款政策為何？ 

• 所有的註冊非皆不可退費且不可轉給他人或於未來的年會使用。 

 

 我能與我分會或家庭的其他成員分享註冊碼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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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每個註冊號碼一次僅能於一個裝置上使用。  

 
 是否有團體票價？ 

• 一次註冊超過 500位以上參加者的團體享有 10%的優惠。此註冊選項沒有

期限。  

 

 接受什麼付款方式？我可否使用銀行轉帳、Zelle、Venmo或

PayPal？ 

• 可使用支票、信用卡(Visa®、MasterCard® 和 Discover®) 或電匯的方式來

支付 2021年 LCI年會註冊費。國際獅子會不再接受當地的非美國運作的銀

行存款作為年會的付款方式，我們無法接受透過如 Zelle、Venmo或

Paypal等其他方式進行支付的款項。 

 
 我需要更新或變更我的註冊資訊。我該怎麼進行？ 

• 前往我們官方的 註冊網頁 ，並使用「修改既有的註冊」之選項。 

 

年會平台問題 

 我如何進入虛擬 LCI年會？我需要下載應用程式嗎？ 

• 虛擬 LCI年會可透過線上平台參加。不需要下載應用程式便可參加。活動

開始前一周將寄給所有註冊的參加者一封含有連結的電子郵件，其中帶有

使用者名稱和密碼。  

 

 活動的系統需求為何？ 

• 需要有能連上網路的良好Wi-Fi或乙太網路。 

除了 Internet Explorer以外，您能透過任何其他瀏覽器參加活動。最佳體

驗，建議使用谷歌瀏覽器 (Google Chrome)。  

 

 我能以手機進入 LCI年會嗎？  

• 只要您有穩定的網路連接性，虛擬 LCI年會能以任何裝置參加，包括智慧

型手機。為了確保有最佳的體驗，我們建議使用有較大螢幕的裝置。請注

意，您獨特的註冊號碼一次僅能於一台裝置上登入。 

 
 如果我有登入年會的問題，我能在何處尋求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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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在 虛擬 LCI年會登入頁面上，請點選「登入幫助」以尋求協助。若您忘記

了密碼，請點選「忘記密碼」的連結以重置您的密碼。 

 
 我是視障者。我能使用如 JAWS的螢幕閱讀程式來參與年會嗎？ 

• 虛擬 LCI年會平台不支援螢幕閱讀器、鍵盤導覽或其他裝置。不過，主要

舞台的內容提供所有語言的語音版本。 

 

 是否會錄下會議以便日後觀看呢？ 

• 所有研討會和主要舞台的節目之錄影檔將在初始播出後不久按需求提供。虛

擬 LCI年會的內容將提供至 7月 31日。 

 

活動體驗問題 

 研討會、活動和年會平台是否提供許多種的語言？ 

• 大部分的年會內容將翻譯成國際獅子會的官方語言。 

 

 年會時，我可否與其他獅友和青少獅聊天？ 

• 可以，有參與的機會，可利用所有展覽大廳攤位、研討會和主要舞台節目中

的聊天功能。僅需點選您希望交流者的名字，便能寄出一封個人電子郵件或

請求進行一對一的視訊通話。  

 

 我可以和與我說不同語言的獅友和青少獅聊天嗎？ 

• LCI年會中的聊天功能包括即時、機器產生的翻譯，讓您可以與國際獅子會

職員以及來自世界各地的獅友和青少獅聯繫。  

 

 活動將在什麼時區中舉行？ 

• 虛擬 LCI年會是根據美國中部夏令時間安排的。不過，有些活動特色(包括

虛擬展廳、主要舞台重播和服務方案展示)在年會結束前皆可參與。 

 

 我可否在年會時支付分會餘額？ 

• 在職員服務的時間內，參加者可訪問展覽大廳的財務攤位尋求協助，並支付

其分會的餘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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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選舉/投票問題 

 我如何為我的分會註冊代表？截止日期是何時？ 

• 分會會長和分會秘書可於MyLCI或其地方的系統，透過遵循此文件中所列出的步

驟來指派代表。(可於 LCI年會投票頁面中取得) 欲符合投票資格，代表必須

於美國中部夏令時間 2021年 6月 23日 23:59前獲得指派。 

 

 代表是否將收到確認電子郵件？ 

• 及時註冊年會的指定代表將在美國中部夏令時間時間 6月 26日星期六下午

06:00左右，收到來自投票系統的電子郵件，裡面將提供分配給該代表個人

使用的連結。 

 

 我是我分會指派的代表。為什麼我的代表確認號碼在我的 Lion 

Account中顯示不正確？ 

• 請與您的分會幹部確認，在 MyLCI上或您的議會辦公室，於 6月 23日

23:59截止日期前，已經將您指派為代表。代表確認號碼無法在截止日期後

發出。 

 

 我試著為我的分會登記待表，但系統拒絕了我的申請並顯示該電子郵

件已被使用。我該如何解決？ 

• 許多分會分享電子郵件地址。為了指派 2021年 LCI年會的代表，代表必須

有其個人使用的電子郵件地址，且紀錄於國際獅子會檔案之中。分會幹部或

議會職員皆可更新代表的電子郵件地址。 

 

 我找不到確認號碼或投票資訊。我該怎麼辦？ 

• 請與分會會長或分會秘書核證，確定他們沒有將分會代表重新指派給另一位

會員。如果您仍是被指派的代表，請發送電子郵件至 

ElectionsSupport@lionsclubs.org 以獲得協助。 

 

 我是有被財務停權風險的分會之代表。我還能投票嗎？ 

•  要被視為「信譽良好」的獅子會，並有資格在國際年會上派代表，該分會

不得處於不正常地位或財政停權，並且必須： 

▪ 付清所有區 (單區、副區及複合區) 之會費及費用；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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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不得有超過 $10 美元以上未付的國際獅子會會費及費用；及 

▪ 不得有超過 $50 美元、  

▪ 超過付款期限九十 (90) 天或以上未付的國際獅子會帳戶餘額。 

 

 我應該是一位代表。我能如何確認投票的一切設定皆正確？ 

• 所有登記及指派的代表將於 6月 24日收歡迎電子郵件，其中說明投票流

程。若您沒收到此電子郵件，請查看該信是否在垃圾郵件夾中。 

 

 我是登記的代表。我該準備什麼才可以登入投票？ 

• 需要以下的資料才可投票： 

▪ 電子郵件中提供的密碼。 

▪ 從 MyLCI 收到的確認號碼。 

 

 我在 6月 23日以前沒有於MyLCI中或透過議會辦公室指派代表。有

沒有補救的方式？ 

• 很遺憾，如最新的流程規定中所公告，代表確認信無法於 6月 23日截止日

期後發出。 

 

 投票什麼時候發生？ 

• 由於電子投票以虛擬形式進行，分會代表可在此預先確定的 48小時投票期

內，隨時進行投票： 

 

投票開始時間：美國中部夏令時間 6月 27日星期日 08:00 

投票結束時間：  美國中部夏令時間 6月 29日星期二 08:00  

 

 投票流程如何進行？ 

• 請參考 https://lcicon.lionsclubs.org/attend/voting/ 

 

 我的網路有問題，而選票顯示不正確。 

• 試著前往有較佳網路服務的地方，或使用其他如智慧型手機的裝置來前往選

票頁面。如需其他支持，請聯繫 ElectionsSupport@lionsclubs.org。  

 

 我該如何得知我的選票已成功提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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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在您提交選票後，投票系統將顯示通知。  若您再次登入，系統將顯示您已

投過票了。 

 

 我提交選票後，是否仍能更改？ 

• 一旦提交選票後便不能變更。 

 

 選舉結果將於何時公布？ 

• 選舉結果將於 6月 29日會員大會閉幕時公布。 

 

Lions Shop 問題 

 我可否在 Lions Shop中訂購商品？ 

• 可以，Lions Shop將提供一系列獅子會的產品，包括限量版的 2021年 LCI

虛擬年會的商品。請訪問虛擬展覽大廳購買您最喜歡的獅子會商品。將給註

冊的參加者提供獨家優惠。 

 

 是否有年會別針？ 

• 官方的年會別針和別針名牌組，以及其他多樣的限量版商品，將可於虛擬 

Lions Shop中購得。所有註冊的參加者皆可於虛擬 LCI年會活動平台的首

頁中，下載虛擬年會別針和出席證書。 

 

 若我對訂單有問題，我該與誰聯繫？ 

• 若您需要協助或對您在 Lions Shop 的訂單有問題，請寄信至 

clubsupplies@lionsclubs.org。 

 
LCIF 捐款問題 

 我能如何在年會時給 LCIF捐款？ 

• 請於虛擬 LCI年會活動平台的上方點選「捐款」按鈕。  

 

 若我在年會期間給 LCIF捐款，捐款是否計入我的會員之中？ 

• LCIF將把所有捐款計入線上捐贈表格中書寫的捐贈人名下。 

 

mailto:clubsupplies@lionsclubs.org


 

 

 我可否將在年會時的捐款計入他人的名下？ 

• 可以，捐款可以他人的名義捐出。 

 

 年會期間的捐款是否可以抵稅？ 

• 將承認所有捐款，但抵稅僅適用於美國的捐贈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