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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会重组报告 
 
 

分会英文名称     分会编号   区 
 
在提交本表格之前，完成下列项目： 

 
分会已经支付其帐户余额（附上收据）。  
 
分会有最少十名会员。 
 

恢复正常地位后，将向分会收取每名新会员 35 美元费用及该年度之半年会费。 

 
以下资料请以英文填写 
分会干部  
 
会长 
 

姓名           会员号码           前分会英文名称和号码(如果转会) 
    
 

地址                         邮编 
 

           家庭单位           是   户长姓名（如果适用） 
推荐狮友姓名和号码（如果是新会员）       否  
  
 
第一副会长 
 

姓名           会员号码           前分会英文名称和号码(如果转会) 
    
 

地址                         邮编 
            

           家庭单位      是        
   推荐狮友姓名和编号（如果是新会员）                                                        否           户长姓名（如果适用） 
       
 
秘书 
 

姓名           会员号码           前分会英文名称和号码(如果转会) 
    
 

地址                         邮编 
            

           家庭单位      是        
   推荐狮友姓名和编号（如果是新会员）                                                        否           户长姓名（如果适用）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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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 
 

姓名           会员号码           前分会英文名称和号码(如果转会) 
    
 

地址                         邮编 
            

           家庭单位      是        
   推荐狮友姓名和编号（如果是新会员）                                                        否           户长姓名（如果适用） 
 
 
会员主席  
  

姓名           会员号码            前分会英文名称和号码(如果转会) 
    
 

地址                         邮编 
            

           家庭单位      是        
   推荐狮友姓名和编号（如果是新会员）                                                        否           户长姓名（如果适用） 
 
 
服务主席 
 

姓名           会员号码           前分会英文名称和号码(如果转会) 
    
 

地址                         邮编 
            

           家庭单位      是        
   推荐狮友姓名和编号（如果是新会员）                                                        否           户长姓名（如果适用） 
 
 
行销沟通主席  
 

姓名           会员号码           前分会英文名称和号码(如果转会) 
    
 

地址                         邮编 
            

           家庭单位      是        
   推荐狮友姓名和编号（如果是新会员）                                                        否           户长姓名（如果适用） 
 
 
 
 
 
 
 
 

4. 

5. 

6.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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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CIF 协调员 
 

姓名           会员号码           前分会英文名称和号码(如果转会) 
    
 

地址                         邮编 
            

           家庭单位      是        
   推荐狮友姓名和编号（如果是新会员）                                                        否           户长姓名（如果适用） 
 
增加会员 
 
 

姓名           会员号码           前分会英文名称和号码(如果转会) 
    
 

地址                         邮编 
            

           家庭单位      是        
   推荐狮友姓名和编号（如果是新会员）                                                        否           户长姓名（如果适用） 

 
 
 

姓名           会员号码           前分会英文名称和号码(如果转会) 
    
 

地址                         邮编 
            

           家庭单位      是        
   推荐狮友姓名和编号（如果是新会员）                                                        否           户长姓名（如果适用） 
 
 
 

姓名           会员号码           前分会英文名称和号码(如果转会) 
    
 

地址                         邮编 
            

           家庭单位      是        
   推荐狮友姓名和编号（如果是新会员）                                                        否           户长姓名（如果适用） 
 
 
 
  

姓名           会员号码           前分会英文名称和号码(如果转会) 
    
 

地址                         邮编 
            

           家庭单位      是        
   推荐狮友姓名和编号（如果是新会员）                                                        否           户长姓名（如果适用） 

9. 

10. 

11. 

12.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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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会员号码           前分会英文名称和号码(如果转会) 
    
 

地址                         邮编 
            

           家庭单位      是        
   推荐狮友姓名和编号（如果是新会员）                                                        否           户长姓名（如果适用） 
 
  

姓名           会员号码           前分会英文名称和号码(如果转会) 
    
 

地址                         邮编 
            

           家庭单位      是        
   推荐狮友姓名和编号（如果是新会员）                                                        否           户长姓名（如果适用） 
 
 
  

姓名           会员号码           前分会英文名称和号码(如果转会) 
    
 

地址                         邮编 
            

           家庭单位      是        
   推荐狮友姓名和编号（如果是新会员）                                                        否           户长姓名（如果适用） 
 
 
 
 

姓名           会员号码           前分会英文名称和号码(如果转会) 
    
 

地址                         邮编 
            

           家庭单位      是        
   推荐狮友姓名和编号（如果是新会员）                                                        否           户长姓名（如果适用） 
 
  

姓名           会员号码           前分会英文名称和号码(如果转会) 
    
 

地址                         邮编 
            

           家庭单位      是        
   推荐狮友姓名和编号（如果是新会员）                                                        否           户长姓名（如果适用） 
 

13. 

14. 

15. 

16.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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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会员号码           前分会英文名称和号码(如果转会) 
    
 

地址                         邮编 
            

           家庭单位      是        
   推荐狮友姓名和编号（如果是新会员）                                                        否           户长姓名（如果适用） 
 
 
  

姓名           会员号码           前分会英文名称和号码(如果转会) 
    
 

地址                         邮编 
            

           家庭单位      是        
   推荐狮友姓名和编号（如果是新会员）                                                        否           户长姓名（如果适用） 
 
 
 
  

姓名           会员号码           前分会英文名称和号码(如果转会) 
    
 

地址                         邮编 
            

           家庭单位      是        
   推荐狮友姓名和编号（如果是新会员）                                                        否           户长姓名（如果适用） 
 
 
 
 
 
 
 
 
 
 

导狮 (选择性) 

根据分会会长和总监的同意以下狮友将担任分会的导狮。  

姓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会员号码 : __________________ 

分会英文全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分会号码: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电邮地址: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分会会长签名                                                                        日期 

 
 
 

18. 

19.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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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监签名 
 
这些签名证明，本表格和干部报告表格已正确填写。请将本表格提交给国际狮子会的亚太部门，电邮至：

pacificasian@lionsclubs.org或传真至：630-706-9107。 
 
 
 

总监签名           日期 
 

第一副总监签名           日期 
 

分区主席签名            日期 

mailto:pacificasian@lionsclubs.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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