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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迎進入分會分會會長及第一副會長電子書! 
 
本指南旨在支持擔任貴分會的分會會長/第一副會長職務。  
 
 本電子書包含的工具和資源不僅使您的角色成功，而且還可以與會員和幹部的團隊成功地合作。 
 
電子書很容易瀏覽。  只需點擊目錄中的標題部分。  您可以從那裡找到有用的資料和能夠直接連接工

具、資源、文件，使您的工作更容易。  
 
 
分會第一副會長 
 
準備擔任分會第一副會長；準備成為成功的分會會長  
 
在擔任第一副會長的同時，您將完成培訓並做好以會長身份帶領分會的準備。  作為分會會長，您將執

行貴分會領導者們的計劃。  您將幫助執行他們的服務、會員成長的計劃，並將分會的服務告訴社區。  
 
作為分會副會長，你的任務是雙重的。  你的首要任務之一就是若會長因故不能履行的職責，隨時準備

履行代理會長的職責。  每個副會長依照會長的授權督導一個或以上委員會的年度運作。   
 
除了這些職務外，你還應該花時間準備擔任分會會長。在擔任職位之前，了解分會會長職責的角色是

很重要。   
 
自修培訓分會會長職務  
 
如果您是新任的分會副會長，或者只想了解職位的最新說明，和可用的工具資源，最好花時間自修線

上培訓單元。   
 
使用您的獅子會帳戶，登錄在 Learn（學習）内的獅子會學習中心，以進入線上分會幹部的課程，該課

程説明了您角色與職責的關鍵層面。  
 
分會幹部培訓 - 此單元對分會幹部的角色、職責，以及分會的結構提供了概括的介紹。  
  

https://www.lionsclubs.org/zh-hant/explore-our-foundation/responsibility-priva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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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會會長的職責 - 此單元提供了準備擔任分會會長的職位所需的基本資訊和資源。  
 

 指派主席 
 

 計劃和舉行會議 
 
 準備積極參加分區會議（總監顧問委員會）。 
 
 管理分會的選舉和領導職位的繼任。 
 
 關於《羅伯特議事規則》的單元。 
 

熟悉貴分會的憲章和附則  
 
貴分會憲章及附則提供基本結構和政策，指導貴分會的運作，以符合國際獅子會之授證分會的義務。  
若有關於分會會務的問題，它也可以作為貴分會的主要參考文件。  
 
標準版分會憲章及附則 - 此範本文件是分會根據國際憲章及附則制定自己的管理文件的基礎。  如果貴

分會沒有自己的章程，請使用此標準版文件。  
 
分會理事會 
  
查看 標準版分會結構。  
 
要成為一名成功的分會會長，您需要給您的領導團隊 - 分會理事會灌注力量。  每個理事會成員都應充

分發揮特定的領導角色，以確保分會成功運作，為社區提供必要的服務。  透過了解分會理事會成員的

角色和責任，您可以幫助確保各成員具備與其工作配合的技能。並確保各幹部沒有擔負超出其成功能

力的工作。   
 
請查閲 標準版憲章及附則中這些職位的幹部職責，來尋找擁有與幹部角色任務對應合適的技能和意願

的潛在領導人。  如此團隊中每位成員有了積極體驗，可增加擔任分會領導者的意願。  國際獅子會網

站上有定製的網頁，提供下列幹部的具體指導。  
 
分會會長 - 分會會長是分會的首席執行幹部。  會長主持會議，並呼籲分會採取行動實現其服務活動的

工作; 協調理事會成員和主席的工作，推動分會所有的會員和服務活動。  
分會第一副會長 - 分會第一副會長不僅隨時準備繼任分會會長， 敦促每年評估分會活動，執行下一年

度擔任分會會長的新目標。 
 
分會第二副會長 - 分會第二副會長也隨時準備繼任分會會長，並依分會會長的要求，領導特定的委員

會或方案。 
 

https://www.lionsclubs.org/resources/79882852
https://cdn2.webdamdb.com/md_kOt3UvJW8gH1.jpg.pdf?v=1
https://www.lionsclubs.org/resources/79882852
https://www.lionsclubs.org/zh-hant/resources-for-members/resource-center/club-president-vice-presid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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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會秘書 - 分會秘書保留分會歷史，會議記錄，準確記錄會員名冊，並協助會員進行各種溝通工作。  
理事會成員是分會、區、國際獅子會之間的溝通聯絡人。 
 
分會財務 – 分會財務是分會財務賬戶的主要簿記員;包括行政資金和公共資金（用於服務活動）這兩

個賬戶的管理。  包括會員發票、收取費用，存款、付款，記錄所有支出的收據。  財務準備、分發、

保留所有財務報告和記錄。 
    
分會會員發展主席  – 分會會員發展主席負責招募新會員，指導他們參與分會的機會，培養會員和新

會員之間的關係。   
 
分會服務主席 – 分會服務主席負責協調分會選擇的服務活動，並將這些活動的結果報告給國際總會。  
服務報告可以選擇委託給分會會長或秘書來做。  
 
分會行銷主席 - 分會行銷主席負責向大眾宣傳分會，及分會對社區的所有服務活動。   
 
前任分會會長 – 此幹部以主人身份歡迎所有新的準會員，並在每次會議上問候各位會員和來賓。 
 
分會支部聯絡員 –  如果貴分會有分會支部, 您必須指派一位分會支部聯絡員來支持支部的活動，並保

持讓母會的領導人得知最新情況。 
  
青少獅顧問 -  為了提供有效的指導，輔導分會應指派獅友擔任青少獅會顧問。這名獅友應是樂意與青

少年合作，並鼓勵他人參與服務的人。 
 
LCIF分會協調員 - 這個職位讓會員了解 LCIF的許多方案，並鼓勵他們直接參與並支持 LCIF的工作。 
 
總管 (非必要職位) - 負責保管本會財產及裝備，每次會議負責糾察。   
 
連絡 (非必要職位) - 負責宣傳與保持例會氣氛及會員的友誼和諧。 
 
每年推動分會前進的計劃 
 
作為分會第一副會長，您最重要的任務之一，是在貴分會會員共同審閲其活動和成績之後，帶領分會

進入下一財政年度，並探索尚未實現的潛力。  無論工作是否簡單或複雜，總有可幫助您的工具。   
 
建立您的會員發展計劃 - 使用全球會員發展措施可以幫助您確保成功：  擬定的過程將幫助您領導貴分

會。  該過程的宗旨不僅在發展貴分會…並且激發新的構想，真正讓您的會員參與及投入（提高會員的

保留），並且賦予現任的和潛在的分會領導人力量來進行領導。  建立團隊、建立願景、建立計劃、建

立成功！  
 
分會蛻變活動 - 分會蛻變活動是個有趣、互動的過程。它讓會員一起查看分會今天的情況如何，明天

又能變成怎樣。  這是回顧以前的成就和未來夢想的起點。  
 

https://www.lionsclubs.org/zh-hant/resources-for-members/resource-center/club-secretary
https://www.lionsclubs.org/zh-hant/resources-for-members/resource-center/club-treasurer
https://www.lionsclubs.org/zh-hant/resources-for-members/resource-center/club-membership-chairperson
https://www.lionsclubs.org/zh-hant/resources-for-members/resource-center/club-service-chairperson
https://lionsclubs.org/zh-hant/resources-for-members/resource-center/club-marketing-communications-chairperson
https://www.lionsclubs.org/zh-hant/resources-for-members/resource-center/club-branch
https://www.lionsclubs.org/zh-hant/resources-for-members/resource-center/leo-club-advisors
https://www.lionsclubs.org/zh-hant/resources-for-members/resource-center/club-lcif-coordinator
https://www.lionsclubs.org/zh-hant/global
https://www.lionsclubs.org/zh-hant/resources-for-members/resource-center/club-quality-initia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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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貴分會的成功制定計劃（全球會員發展措施）網頁 – 該網頁旨在幫助分會吸引新會員、克服挑

戰，並製定新的目標和策略。  分會可以使用此籌劃指南 和 PPT 簡報，來發掘貴分會的優點、可

改進的方式，及有助他們成長和茁壯的新機會！  計劃表格幫助擬定一個遠景、評估分會的需求，

並為成功的實施制定計劃。   
 
您的分會，您的方式！ - 此資源提供分會可以自定會議方式，使會議為愉快的會員經驗。 
 
建立您的 Lion Account Login (獅子會帳戶）   
 
會員門戶網站- 讓您可以使用所有的獅子會應用程式：MyLion、MyLCI、Insights（洞察報告）、

Learn（學習）和 Shop（商店）。 
 
使用您的 Lion Account （獅子會賬戶）的資料登錄到 MemberPortal（會員門戶網站）這個易於使

用的單點數字生態系統 。  還沒有 Lion Account （獅子會賬戶）？在此註冊  
 
註冊和密碼的說明- 如果您尚未在 MyLCI 中建立您的個人賬戶，這些簡單的説明將幫助您進入 
MyLCI。  
 

• MyLION – 聯繫．服務．報告! 在此網站，分會報告他們的服務、計劃服務方案，與其他

的獅友建立聯繫，並建立個人的簡介資料。如果您對 MyLION 有進一步的問題，請發送電

子郵件至 MyLION@lionsclubs.org  
 

• MyLCI –獅子會領導人的工具！在此，分會可以管理與其會員相關的資料，設立區和分會

的簡介，檢查分會投票人的資格，記錄和計劃年會，以及查看新分會授證申請的情況。  
如果您對 MyLCI 有進一步的問題，請發送電子郵件至 myLCI@lionsclubs.org   

 
• Insights（洞察報告）– 是 LCI 在會員發展、服務活動、捐贈和分會優勢各領域的全面概

述。  也包括了「區目標進展」和 Learn（學習）。   
 

• Learn（學習）–為獅友提供一個集中的地點，完成獅子會學習中心（LLC）的課程、搜尋

國際獅子會的國際學院（ALLI、FDI 和 LCIP）、查看由區及複合區 GLT 協調員報告的當地培

訓、並讓獅友或青少獅取得他們個人的「我的學習記錄」報告。   
 

• Lions Shop（獅子會商店）是訂購帶有國際獅子會品牌的常用分會用品的簡便途徑。  分會

會長、秘書或財務可以透過 Member Portal (會員門戶網站）登錄他們的 Shop （商店）帳

戶，並使用分會資金購買物品。  關於分會用品的問題，請發電子郵件至 
orderdetails@lionsclubs.org  
 
 
 

https://www.lionsclubs.org/resources/118940607
https://www.lionsclubs.org/resources/118940838
https://www.lionsclubs.org/resources/79883237
https://myapps.lionsclubs.org/?
https://lci-user-app-prod.azurewebsites.net/account/register
https://lionshelp.zendesk.com/hc/zh-tw/categories/360002949274-%E6%8A%80%E8%A1%93%E6%94%AF%E6%8F%B4
mailto:MyLION@lionsclubs.org
mailto:myLCI@lionsclubs.org
mailto:orderdetails@lionsclubs.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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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我們的數位工具 
 
幾個月後，我們將把 MyLion、MyLCI 和 Insights（洞察報告）以及一些其他的工具和功能整合到一個稱

爲 Lion Portal （獅子會門戶網站） 的統一體驗中。  這個新的系統將提供與目前相同的特性和功能，但

體驗更加一致和高效。  請在此處了解更多。  
 
任職分會第一副會長開始的 30 天 
 
出席貴區提供的分會幹部培訓 
 
該培訓透過貴區提供的培訓，幫助您的整個領導團隊更有效能，並提供機會讓每位幹部學習有效分會

運作的基本技能。  
 
每月會議和活動 
 
分會會議 - 如果會議有主桌，例會時可坐在會長旁。   
 
理事會會議 -  以理事會成員身份積極參與會議，對做好擔任分會會長的準備、及充分了解分會運作、

活動和問題都至關重要。 
 
服務活動 - 作為分會領導與同儕一起服務是重要的。  
 
委員會會議 - 分會會長可能須主持委員會或負責委員會工作。 
 
季度會議 
 
分區會議  
 
分區由 4 至 8 個分會組成。  這些分會的幹部每季度開會一次，通常是在會計年度的前三個季度，並由

分區主席主導會議。  您可以在 MyLCI 分會主頁上找到所有區幹部的聯絡資料。   查看貴分區主席的姓

名和聯繫方式。   
  
總監顧問委員會會議範例 - 本指南協助分區主席和分會幹部了解季度會議預計應有的內容。  通常情況

下，分區主席要求分會報告服務、會員或其他活動。    每次會議都能有一個特別的重點，並為分會幹

部提供彼此相互學習的機會。 
 
  

https://www.lionsclubs.org/zh-hant/resources-for-members/digital-products/portal-updates
https://www.lionsclubs.org/resources/79883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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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活動 
 
年度會務會議及分會選舉  
 
選舉通常在第四季（4 月）開始。請參閱標準版分會憲章及附則有關選舉的規定。   
提名委員會提名有關幹部和理事職位候選人的姓名。  隨後，秘書將根據政策準備選票。  請參閱標準

版分會憲章及附則的「附錄 B」。   
 
在分會完成選舉之後，或於 4 月 15 日之前，秘書和分會會長報告新幹部，透過  MyLCI 或 PU101 幹部

報告表報告幹部和理事 
 
區/複合區年會 
 
如果貴區提供分會幹部培訓，是直接接受地方培訓並與區內同一年所有分會會長會面的最佳機會。   
 
國際年會代表 
 
各分會有權參加國際幹部選舉，指派分會會員擔任年會的投票代表。     
 
分會會長移交 
 
完成策略規劃和制定計劃 
 
一旦分會選舉完成，已經確定理事和幹部，您可以開始計劃下一個年度。    如果貴分會以前沒有完成

任何類型的計劃活動，分會優質倡議和為分會的成功做好計劃是很好的著手點。 
 
確保評估以前的方案、活動和流程。  
 
制定分會會議、活動、服務活動等計劃，並提供更多參與區的機會。   
 
授予分會幹部（會員、服務和行銷溝通）有關的分會目標和活動的職責。   
 
與新任幹部合作完成分會行事曆，以便有效和及時地溝通。  
 
協助現任會長與新舊任幹部之間進行移交程序。 
 
您還可以查閲新的 分會及社區需求之評估，以找出貴分會支持社區的最佳做法。   
 
分會會長的角色 - 計劃分會的行動！  
 
如果分會已有下一年度要完成的目標，你應有讓所有會員一起參與行動的計劃。  
 

https://www.lionsclubs.org/resources/79882852
https://www.lionsclubs.org/resources/79882852
https://www.lionsclubs.org/resources/79882852
https://extranet.lionsclubs.org/common/docs/Officer/OfficerFAQ_ZH-HANT.pdf
https://cdn2.webdamdb.com/md_UL9c1JtXjR66.jpg.pdf?v=2
https://www.lionsclubs.org/zh-hant/resources-for-members/resource-center/club-quality-initiative/
https://www.lionsclubs.org/resources/118940607
https://www.lionsclubs.org/resources/81796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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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月工作 
 
分會會議  
 
您負責分會的活動、會議演講者與嘉賓。  這是培養有趣和有意義的活動的好機會。  分會會議是專注

於分會為其社區提供優質服務的時候。 
 
您的分會，您的方式！- 此資源提供分會可以自定會議方式，使會議為愉快的會員經驗。 
 
接待LCI嘉賓 -貴分會可決定希望遵循的接待禮儀，包括總監和國際貴賓。  歡迎賓客時，請務必讓他們

了解貴分會的傳統和形式，以便賓客在拜訪貴分會時有適當的預期。 
 
新會員入會儀式 - 本指南包含引新會員入會時建議的措詞。 
 
準備議程 - 與您的分會秘書合作，組織、準備、分發會議議程。  
 
領導會議 - 準備主持會議，可包括傳達不同意見，會議按議程進行，善用會員的時間。    
 
會議後的後續行動 - 會議後及時完成後續工作。 
 
理事會 
 
理事會會議的重點是分會的會務：  這包括會務功能、活動的運作、會員滿意度、社區服務、行銷溝

通。   
 
議程 - 所有幹部和主席每月須提出報告，確保會務透明的運作。  
 
會議記錄和委員會報告 - 在理事會會議之前與理事會成員溝通，準備好適當的書面報告文件。  包括每

月會議記錄、活動、所有財務交易，以確保會員完全了解分會的會務。  
 
後續追蹤 - 透過確保分會滿足總會對所有報告及應盡義務的要求、任何當地法律要求和任何當地管理

機構的規定，保持分會的正常地位。  
 
 
 
 
 
 
 
 
 

https://www.lionsclubs.org/resources/79883237
https://www.lionsclubs.org/resources/79884208
https://www.lionsclubs.org/resources/798836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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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度會議 
 
分區會議  
 
分區由 4 至 8 個分會組成。  這些分會的幹部每季度開會一次，通常是在會計年度的前三個季度，並由

分區主席主導會議。  您可以在 MyLCI 分會主頁上找到所有區幹部的聯絡資料。   查看貴分區主席的姓

名和聯繫方式。   
  
總監顧問委員會會議範例 - 本指南協助分區主席和分會幹部了解季度會議預計應有的內容。  通常情況

下，分區主席要求分會報告服務、會員或其他活動。    每次會議都能有一個特別的重點，並為分會幹

部提供彼此相互學習的機會。 
 
年度活動 
 
年度分會會務會議和選舉  
 
選舉通常在第四季（4 月）開始。請參閱標準本分會憲章和附則有關選舉的規定。   
 
作為分會會長，您負責提名委員會的工作，在分會秘書的協助下準備選舉文件，並根據貴分會憲章暨

附則的政策和程序來管理選舉過程。   
 
提名委員會將向會長提名幹部和理事會職位的候選人名單。  隨後，秘書將根據政策準備選票。  請參

閱標準版分會憲章及附則的「附錄 B」。 
 
區/複合區年會 
 
作為分會會長，您是貴分會的領導代表，應鼓勵您的會員積極出席區年會，以加強教育、與獅友同伴

們分享最佳做法，並參與區幹部的選舉。  可能須協助與區或複合區年會相關的工作。   
 
為準備區年會，區可能與分會領導人聯繫，以確認分會代表的名單。  國際附則第九條定義代表計算公

式。 
與分會秘書合作完成區活動的註冊，包括廣告、接待室、年會出席者。 
 
與年會組織者查詢在年會活動手冊登廣告或分會報告的機會。 
 
處理各類文件和任何在競選更高幹部職位時要求的所屬分會背書。 
 
憲章區內的活動  
 
國際獅子會憲章區年會 - 所有獅友都受邀參加其所在憲章區的憲章區年會。  
 
 

https://www.lionsclubs.org/resources/79883223
https://www.lionsclubs.org/resources/79882852
https://www.lionsclubs.org/resources/79882852
https://www.lionsclubs.org/resources/79884392
https://www.lionsclubs.org/zh-hant/resources-for-members/foru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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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活動   
 
國際獅子會活動日曆 - 國際總部日曆包含即將舉行的活動，與重要的獎項申請的截止日期，並附上全

球服務倡議的資料。 
 
分會會長移交 
 
表揚和慶祝成功 — 年度結束之際，是表揚在達成目標的工作中表現傑出的分會領導人的好時機。 請
到您的 Member Portal（會員門戶網站）進入 LCI Shop（商店）查看可購買的商品。  
 
傑出分會獎 - 在社區服務、會員成長、溝通和組織管理方面有傑出表現的分會和區可以符合資格獲得

此尊貴的傑出獎 。 
 
幹部就職儀式 – 分會會長最終的工作是為下一年度新幹部就任 。   
 
關於獅子會國際基金會 
 
獅子會國際基金會（LCIF）是國際獅子會的慈善部門。LCIF 的使命是賦予獅子分會、義工和合作夥伴力

量，藉著影響全球生活的人道主義服務和撥款，改善健康和福祉、加強社區及支持有需要的人，並鼓

勵和平與國際理解。 
 
自 1968 年以來，LCIF 透過國際獅子會會員、普通大衆，及合作夥伴的捐款，為人道主義服務提供了資

金。LCIF 的融資模式可確保 100％的捐款用於支持撥款和活動計劃。   
 
作為賦予全世界的獅子會服務力量的唯一基金會， LCIF 在全世界已頒發了超過 19,000 筆撥款，總額超

過 11 億美元。在 LCIF 資助的眾多服務方案中，亮點包括：  
 

• 資助了 960 萬個白內障手術  
 

• 透過基金會首要的青少年發展及社交和情緒學習計劃 - 獅子探索，幫助了超過 110 個國家

的青少年和教育工作者 
 

• 提供了超過 1.4 億美元用於救災和備災 
 
 
50 多年來，LCIF 一直堅定不移地致力於增強獅友在全球服務的能力。每撥出一筆撥款，受益人就有機

會享受更安全、更健康、更有建樹的生活。  
 
請聯絡我們 :lcif@lionsclubs.org 
 
 

https://www.lionsclubs.org/zh-hant/resources-for-members/lions-events-calendar
https://lionsclubsinternational.myshopify.com/
https://www.lionsclubs.org/zh-hant/resources-for-members/resource-center/club-excellence-awards
https://www.lionsclubs.org/resources/79883732
https://www.lionsclubs.org/zh-hant/discover-our-foundation/mission
mailto:lcif@lionsclubs.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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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CIF 撥款  
 
LCIF 提供各種不同的撥款來支持獅友在當地社區和全世界提供服務。數十年來，LCIF 為獅子會在視

力、災難援助、青少年及人道主義等重點領域的志業做出了貢獻。請查閲 LCIF 撥款工具袋 取得更多資

訊。  
 

• 兒童癌症撥款幫助支持和改進癌症兒童及其家庭的生活品質。 
 

• 糖尿病撥款幫助減少糖尿病的患病率及提高患者的生活品質。 
 
 

• 災難撥款 提供各種資金選擇，旨在在救災行動的各個階段支持獅子會領導的救災工作，包

括： 
 
 緊急撥款幫助獅友向自然災害的受害者提供緊急援助。 

 
 備災撥款支持與地方當局和組織的合作，為未來的救援工作做準備。 

 
 社區恢復撥款在其他組織已經解決了即時需求的情況下，幫助支持短期清理和修復。 

 
 重大災難撥款為發生自然災害或民事災難，造成國際影響重大的救災工作提供支持。 

 
• 區及分會社區影響撥款 在分會和區的級別資助當地的人道主義方案。 

 
• 救濟饑餓撥款支持專注於緩解饑餓和改善獲得食物資源的獅子會服務方案。  

 
• 青少獅服務撥款支援青少獅評估、計畫並實施他們自己的服務方案。 

 
• 獅子探索撥款 支持針對學前班到 12 年級的青少年在學校和社區的社交情感學習（SEL）計

劃。   
 

 撥款是在獅子會有詳細的規劃和當地學校的承諾，或是在 SEL 計劃已準備好擴展的情

況下實施的。  
 

 宣傳撥款協助各區增進對獅子探索計劃的了解及傳達該計劃的價值。 
 

 社區合作夥伴撥款在新的地區開始獅子探索計劃，或是重新啓動暫停的計劃。 
 

• 配合撥款用於幫助建立或擴展由獅子會發起的方案，以滿足重要的人類和社會需求。  
 

https://www.lionsclubs.org/zh-hant/lcif-grants-toolkit
https://www.lionsclubs.org/zh-hant/start-our-approach/grant-types/cancer-pilot-grant
https://www.lionsclubs.org/zh-hant/start-our-approach/grant-types/diabetes-grants
https://www.lionsclubs.org/zh-hant/start-our-approach/grant-types/disaster-grants
https://www.lionsclubs.org/zh-hant/start-our-approach/grant-types/district-club-community-impact-grants
https://www.lionsclubs.org/zh-hant/start-our-approach/grant-types/hunger-pilot-grant
https://www.lionsclubs.org/zh-hant/start-our-approach/grant-types/leo-grants
https://www.lionsclubs.org/zh-hant/start-our-approach/grant-types/lions-quest-grants
https://www.lionsclubs.org/zh-hant/start-our-approach/grant-types/matching-grants#_ga=2.119997773.496672518.1612886333-1771807562.1548777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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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視力第一撥款透過專注於基礎設施發展、人力資源培訓、眼保健服務提供和眼保健教育的

方案，支持綜合眼保健系統的開發。 
 
有關這些描述的可打印版本，請下載 支持您的服務： LCIF 撥款指南. 
 
聯絡我們：LCIFGlobalGrants@lionsclubs.org  
 
在當地著手開始 
 
有許多演講和學習機會可供分會、區和複合區做好準備，以便計劃和實施由 LCIF 資助的方案。  為了

促進了解有關 LCIF 的撥款：  
 

• 請與您的 LCIF 區協調員聯繫，了解有關 LCIF 在貴區的撥款歷史的更多訊息。 
 

• 詳細了解如何識別社區中的需求、區的資源，及使用以下申請 LCIF 撥款的 10 個提示來申請撥

款的流程。  
 

支持 LCIF 
 

上述的撥款只有在獅友、青少獅、獅子會、基金會的合作夥伴和朋友對 LCIF 的持續支持下才成為可

能。  對 LCIF 的每一筆捐款，無論金額量，都會產生影響。捐贈的每一元都會轉化為改變生活的服務，

為一個有需求的世界帶來希望。  我們的世界繼續需要獅子會，  而獅子會需要我們全球基金會的資金

來擴大他們服務的影響。  
 

表揚計劃 
 

為表揚和 re 認可我們的捐贈者，LCIF 建立了一個綜合的表彰結構。  根據捐贈的程度，給個人、分

會、區、複合區、公司企業及其他捐贈合作夥伴提供各種不同的表彰。  
 

• 獅友/青少獅共捐計劃 
• 茂文鍾士會員及茂文鍾士尊榮會員 
• 領先和大額捐款者的表彰 
• 獅子會傳承社群 
• 分會表揚 
• 區的表揚 
• 紀念捐款 
• 榮譽捐款 
• 企業表揚 

 
了解更多： https://www.lionsclubs.org/zh-hant/give-how-to-give/recognition-programs  
 
聯絡 LCIF 發展部：lcifdevelopment@lionsclubs.org 
聯絡 LCIF 捐贈者服務部：donorassistance@lionsclubs.org  

https://www.lionsclubs.org/zh-hant/start-our-approach/grant-types/sightfirst-grants
https://cdn2.webdamdb.com/md_iyrjMVThc751.jpg.pdf?v=1
https://cdn2.webdamdb.com/md_IWGOTLuFp912.jpg.pdf?v=1
mailto:LCIFGlobalGrants@lionsclubs.org
https://www.lionsclubs.org/resources/110410125
https://www.lionsclubs.org/resources/110410114
https://www.lionsclubs.org/zh-hant/give-how-to-give/recognition-programs#LionsLeoShareProgram
https://www.lionsclubs.org/zh-hant/give-how-to-give/recognition-programs#MelvinJonesFellows
https://www.lionsclubs.org/zh-hant/give-how-to-give/recognition-programs#LeadAndMajorGiftRecognition
https://www.lionsclubs.org/zh-hant/give-how-to-give/recognition-programs#LionsLegacySociety
https://www.lionsclubs.org/zh-hant/give-how-to-give/recognition-programs#ClubAwards
https://www.lionsclubs.org/zh-hant/give-how-to-give/recognition-programs#DistrictAwards
https://www.lionsclubs.org/zh-hant/give-how-to-give/recognition-programs#MemorialDonations
https://www.lionsclubs.org/zh-hant/give-how-to-give/recognition-programs#InHonorDonations
https://www.lionsclubs.org/zh-hant/give-how-to-give/recognition-programs#CorporatePlaque
https://www.lionsclubs.org/zh-hant/give-how-to-give/recognition-programs
mailto:lcifdevelopment@lionsclubs.org
mailto:donorassistance@lionsclubs.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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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會 LCIF 協調員 
 
每個分會需確定並指派一位分會 LCIF 協調員。  分會 LCIF 協調員的主要職責包括：  
 

• 募款。實施支持 LCIF 的募款策略，包括會員個人的捐款、募款活動、分會財政捐款、及當

地非獅友和企業的捐款。  
 

• 擬定計劃。為分會制定一系列在某個指定年度支持 LCIF 的具體活動。  
 

• 傳講 LCIF 的故事。教育分會關於 LCIF 的重要性和影響力。   
 

• 建立一個團隊。邀請其他分會會員一起參與計劃募款活動。  
 

• 深入了解 LCIF 撥款。  探索區及分會社區影響撥款計劃（見上面的 LCIF 撥款部分），了解

如何將一定比例的 LCIF 非指定捐款轉化為資助當地方案的撥款。  
 
分會 LCIF 協調員建立每個分會和基金會之間的聯繫，並幫助貴區實現其目標。  您可與 LCIF 區協調員

合作，以確保貴區所有的分會已經確定並指派一位協調員履行此職責。  
 
應該盡一切努力，委派一位對基金會瞭若指掌，並致力於提高對 LCIF 的意識和和支持募款工作的分會 
LCIF 協調員。  如果 8 月 1 日之前在 MyLCI 中還未指派人選，前任分會會長將自動被指派。  分會可以

重新指派上一年的分會 LCIF 協調員任職，但分會必須於 8 月 1 日前進行指派，以避免系統的自動替

換。   
 
責任和隱私權  
 
LCIF 管理捐贈資金的重點是透明度、治理、領導和結果。  LCIF 對其捐助者有所承諾，他們是使獅子會

改變生活的服務成為可能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由於 100％的捐款都用於撥款和計劃，LCIF 得以為獅友

的慈善服務以及那些需要我們協助的人灌注力量，以從事慈善服務工作。  
 
了解更多： https://www.lionsclubs.org/zh-hant/explore-our-foundation/responsibility-privacy  
 
用於分會的政策和程序 
 
分會的變更  
 
分會合併  -  讓兩個分會合併成為一個授證分會的流程。 
   
分會名稱更改  - 分會按照理事會政策填妥並提交本表格，可更改其名稱。  

https://www.lionsclubs.org/zh-hant/explore-our-foundation/responsibility-privacy
https://www.lionsclubs.org/resources/79883525
https://www.lionsclubs.org/resources/798835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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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文件和政策 
 
國際憲章及附則 - 《國際憲章及附則》包含具體針對會員結構和分會運作的章節。  
 
標準版分會憲章及附則  -  這是給分會用於擬定其本身的治理文件的標準模板。 
   
理事會政策手冊 - 此文件包含本協會之國際理事會的政策。 
 
保持貴分會的良好信譽 
 
每個分會領導都必須了解做為國際獅子會授證分會的義務。   
 
信譽良好的定義 – 可以在理事會政策手冊  第五章 - 分會中找到，上面完整解釋了一個分會應盡的義

務。  
 
財政停權政策 - 迅速支付各層級 (區/複合區/國際) 的會費對分會很重要。財政停權政策專門適用於不

付清國際會費。 
   
分會重組報告 - 經總監、第一副總監、 分區主席的批准，將處於不正常地位的分會重組時，請填妥此

表格。 
 
財務透明的最佳實踐 – 此簡要指南包含了分會會計和向分會會員報告的最佳實踐。  
 
合法性和法律細則  
 
資金使用指南 - 提供分會和區適當使用公共資金或行政資金的綱領。 
 
一般責任險計劃  - 國際獅子會有一項商業的一般責任保險計劃，保護全球的獅友。所有分會和區都自

動受保。 
 
保險證明書 - 為了加快證明保險程序，您現在可以自己製作保險證明。 
 
補充保險 - 除了上述的自動投保之外，國際獅子會還提供美國區和分會的補充保險，包括理事及幹部

的責任險、犯罪/詐欺險、額外的責任險及意外險。 
 
獅子會商標概述 - 此指導方針旨在幫助您了解獅子會標誌和商標的適當使用，以及何時需要批准。  
 
國際獅子會和獅子會國際基金會隱私政策 - 國際獅子會 (LCI) 和 LCIF 認識到保護我們會員的私人資訊的

重要性。 
 
 

https://www.lionsclubs.org/resources/79884392
https://www.lionsclubs.org/resources/79882852
https://www.lionsclubs.org/zh-hant/resources-for-members/resource-center/board-policy-manual
https://www.lionsclubs.org/zh-hant/resources-for-members/resource-center/board-policy-manual
https://www.lionsclubs.org/resources/79884250
https://www.lionsclubs.org/resources/79883084
https://www.lionsclubs.org/resources/79883039
https://www.lionsclubs.org/resources/79884573
https://www.lionsclubs.org/zh-hant/resources-for-members/resource-center/insurance
https://lionsclubs.org/zh-hant/resources-for-members/resource-center/certificate-of-insurance
https://lionsclubs.org/zh-hant/resources-for-members/resource-center?query=insurance
https://www.lionsclubs.org/resources/79884081
https://lionsclubs.org/zh-hant/footer/connect/your-priva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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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貴分會的憲章及附則  
 
貴分會可能會不時修訂分會的憲章及附則。  作為分會會長，您將領導和管理此過程。   請檢查你們分

會的憲章及附則中有關修改的規定，以確保按照政策處理。   分會秘書可能須提供必要的修改草案，

並與分會會員就擬議的變更進行溝通，並協助推動必要的程序以完成修正。 
 
宣導分會間之和諧  
 
預防和解決糾紛  
 
獅子會解決糾紛程序 (DRP) 之目的是在獅子會組織內，提供一解決糾紛之機制，而不須要正式的證據

聽證會。  為達到此目標，國際理事會通過因國際憲章暨附則，國際理事會政策或由分會或區 (單、

副、複合區)階層所產生的抗議、糾紛或控告的聽證之程序規則。  所有會員之抗議、糾紛或控告有義

務遵守國際憲章暨附則，以及國際理事會所通過之政策和程序。  因此國際理事會已核准分會解決糾紛

程序、區解決糾紛程序、複合區解決糾紛程序作為解決分會、區、複合區層級可接受的獅子會 DRP 政

策。  
糾紛解決綱領 -該綱領旨在協助獅子會員、分會及區 (單、副、複合區) 在無法由非正式途徑解決衝突

時，將遵循《分會、區和複合區糾紛解決程序》來處理糾紛。  這些指導是國際理事會所核准政策之補

充，不能取代國際理事會所核准之政策。 
    
分會糾紛解決程序 - 該程序專為解決分會內部糾紛的問題。 
 
區糾紛的解決程序 - 該程序是專為解決任何分會之間，或者區與分會間因區憲章及附則、政策之解釋

所産生行政事務的糾紛。 
 

• 複合區糾紛的解決程序 - 此程序專為解決 複合區内任何分會或副區之間，或任何分會或副區與

複合區之間的糾紛。 
 

• 憲章抗議程序   - 此程序用於解決有關解釋、違反或應用國際獅子會的憲章及附則，或任何國

際理事會政策的問題。 
 
 
  

https://www.lionsclubs.org/resources/79883150
https://www.lionsclubs.org/resources/79883239
https://www.lionsclubs.org/resources/79884089
https://www.lionsclubs.org/resources/79883622
https://www.lionsclubs.org/resources/79883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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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及分會行政管理司 
300 W. 22nd Street 
Oak Brook, IL 60523-8842, USA 
www.lionsclubs.org  
電郵: pacificasian@lionsclubs.org  

https://www.lionsclubs.org/zh-hant
mailto:pacificasian@lionsclubs.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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