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执行摘要 国际

理事会会议  

德国汉堡 

2010 年 4 月 10-15 日 

 
1.      选定美国夏威夷州的檀香山为 2015 国际年会地点。 

2. 选定美国伊利諾州芝加哥市将为 2017 国际年会地点以庆祝本组织 100 周年。 

宪章暨附则委员会 

1. 审查 324-A1 区(印度) Chennai Ashok Pillar 分会以及 Madras Greater 分会所提出的宪

章 抗议案，确认复合区调停委员会的最后决定，支持抗议案并否决 324-A1 区之重划

区 界提案。经考虑所有有关的因素而做的本抗议案结论，该决定是最后而且所有各

方， 即 324-A1 区与 324-A1 区之所有分会都应遵守之。 

2.        免除 Wichaidid Chalin 担任 310-B 区(泰国)总监之职务，因他不遵守经由多数调停员根 

据复合区纠纷之解决办法，所做的各方均应遵守之最后决定，以及他支持狮友事务參 

与诉讼案。在此宣告 Wichaidid Chalin 不得在将來宣称为国际狮子会、任何分会、区 

的前总监，而且他不得享有此职务的任何权利。宣布因而空缺的 310-B 区总监职位不 

得弥补，由 310-B 区之当选总监担任代理总监直到 2010 国际年会止。 

3. 取消 310-B 区(泰国)的 Krabi 分会，由于该会会员不遵守国际狮子会法律司的指令以

及 经由多数调停员根据复合区纠纷之解决办法，所做的各方均应遵守之最后决定。宣

告 该取消分会以及其会员，不再是国际狮子会、310 复合区、310-B 区的会员，不得

享有 国际狮子会、 该复合区或副区之会员权利；亦不得使用及丧失 “狮友” 、狮子会

标 志，或任何前分会或本组织之饰物；包含任何以往之狮子会职务或职称。 

4. 核准修改国际理事会政策手册第三章与第十五章使用 “一位成人伴侣”來取代 “配偶” 

一词。 

5. 核准向 2010 国际年会报告之修正宪章提案，将国际宪章第九条费用及会费 

之整个条文应转至国际附则，并列为新的第十二条。国际宪章与国际附则在 

该条文后，须按顺序重新编号。 
 
 

年会委员会 
 

1. 核定 2011 年西雅图国际年会之注册费。该注册费将与 2010 雪梨国际年会 一样。国际 

年会之正常注册截止日期改为 3 月 31 日。4 月 1 日至西雅图现场注册为晚注册期间。 



2. 核准修改国际理事会政策手册第八章使用 “一位成人伴侣” 或其他适当的不同名词來取 

代 “配偶” 一词。 

 

区暨分会服务委员会 
 

1. 取销有 10 位会员的 Onteora 分会 (20-O 区)之授证。 

2. 填补 3 位当选总监之空缺。 

3. 核准 324-C5 区之重划区界提案并于 2010 国际年会闭幕后生效。 

4. 核准 324-A4 区之重划区界提案并于 2010 国际年会闭幕后生效，但所有分会必须于 

2010 年 5 月 15 日前付清所有超过 US$50 的欠款。 

5. 核准乌克兰为临时专区， 9 分会与 229 位会员。 

6. 同意在国际狮子会的 Vital 资料与国际狮子会的通讯錄内包含协调狮友以及

担任临时专 区与分区主席的狮友之姓名与其联络资料。 

7. 核准中国北京未成立区之分会为 385 临时区，并于 2010 国际年会闭幕后生效。 

8. 根据临时区当地之狮子会領导人建议指派该地狮友担任 2010-2011 年度临时区总监。 

9. 修改 2009-2010 年度杰出奖，以增加得奖人。重新设计可进一步支持团队合作而且更 

有弹性的 2010-2011 年度杰出奖。 

10. 核准修改国际理事会政策手册第五章以阐明与更有效的处理不正常分会与重组程序。 

11. 核准修改国际理事会政策手册第九章使用 “一位成人伴侣”来取代 “配偶” 一词，阐明 

临时区于年终时达到正常区最低 35 个分会，1,250 位正会员之规定，以及阐明再提

出 之被否决或不完整重划区界提案的程序。 

12. 核准修改国际理事会政策手册第十章鼓励导狮为认证导狮并取消以往的导狮奖。 

财务暨总会运作委员会 

 

1. 核准 2009-2010 年度修正之预算，以反映盈余。 

2. 核准 Charles Schwab Trust Company 为退休收入计划之信托公司。 

3. 核准 2010-2011 年度 3 月/4 月理事会增加额外的 US$50,000。 

4. 核准修改国际理事会政策手册第十二章总会辧公室及职员，与第二十二章演讲邀约、 

旅行规章、及费用报销，使用“一位成人伴侣”來取代 “配偶” 一词。 



5. 核准修改国际理事会政策手册第十一章分会停权与取消政策如下: 

分会停权与取消 

分会的欠款每位会员超过 US$20，或整个分会 US$1,000，视何者较少，

而 欠款期超过 120 天者，将暂时停止其分会的授证、权利、义务。 
 

若理事会政策上未要求正常分会的规定，于停权处分后该月份之 28 日或 28 

日之前，其授证将自动被取销。财政停权分会取消日后 12 个月内，若该会 

付清所有的欠款，并将完整的重组报告送达总会，则可恢復该分会。 
 

任何分会与财政司达成核准之付款计划，则不会被暂时取销，但须要继续履 

行其付款计划。 

6. 核准修改国际理事会政策手册第二十二章 第 B.2.段包含澳洲、新西兰、巴布

新 几内亚、印度尼西亚及南太平洋诸岛的宪章区年会之整个星期日程表于 8 

月第 4 周或 9 月第 1 周。 

7. 核准稍微修改执行干部旅行与费用报销政策。 

 
 

LCIF 
 

1. 更新投资政策宣言中有关加州之慈善捐赠年金。 

2. 核准开始执行成立一顾问单位的 LCIF 管理指导委员会，首届委员会之指派

及 政策之变更将于 2010 年 6 月澳洲雪梨年会审理。 

3. 核准变更制造茂文钟士进级会员 (PMJF) 领章的材料。 

4. 授权职员向过期非常久未呈报告之几笔种子拨款的方案管理人，索回 LCIF 

拨 款款项，必要时采取法律行动。 

5. 支付 US$56,560 延续国际防盲组织(IAPB) 的会员会费。 

6. 将 US$150 万转至第一下年度为视力第一年度非义务性的拨款预算。 

7. 核准 64 件标准、四核心、国际协助等拨款案总金额为 US$2,504,948。 

8. 搁置 2 件拨款案。 

9. 否决 1 件拨款案。 

10. 核准 US$7,500 加入全球听力联盟会费。 

11. 核准 US$50,000 拨款给“ 听我们狮吼” 活动，支持一年期听力护理服务之试

验方案。 

12. 选出 3 位 2010 年的人道奖候选人。 

13. 核准 US$20,000 加入柯林顿全球行动计划会费(CGI)。 

14. 更新基金会 Scottrade 账号的签名人，以利证券捐款。 

15. 修改国际理事会政策手册内 LCIF 的审计规定。 
 

 
 

SC.doc 3 



领导能力委员会 

 

1. 依据申请经费之核准，2010-2011 年度学院/研习会日程表将增添一资深狮友領 

导学院以支持非洲之狮子会領导人发展 。 

2. 依据申请经费之核准，2010-2011 年度学院/研习会日程表将增添一讲师发展学 

院以支持非洲之狮子会領导人发展 。 

3. 更改复合区領导发展补助款活动规定，补助款可包含支持地方的第二副总监训 

练。 

4. 赞同由联合委员会所提出与 MERL 有关的观念 提升地方会员成长工作与全球

会 员发展团队工作之整合并强调支持本组织内各阶层领导发展为重点。 

5. 核准修改国际理事会政策手册第十四章有关即将上任之总会长、当选总监研习 

会之主席与副主席可使用 “一位成人伴侣” 來取代 “配偶” 一词。 

6. 核准修改国际理事会政策手册第十四章有关当选总监研习会之讲师可使用 “一 

位成人伴侣” 來取代 “配偶” 一词。 

7. 修改国际理事会政策手册第十四章有关当选总监研习会中之成人伴侣讲习课程 

政策之章节将移动。 

8. 核准修改国际理事会政策手册第十四章有关总监团队手册之适用。 

 

长期计划委员会 
 

1.         核准财务暨总会运作委员会建议于 2012-2013 年度后之两年，提出增加 US$4 

会 费之议案。不论持续进行的衡量节省费用措施结果，由预测显示，现金流动

将 不够运作。 
 
 

会员发展委员会 
 

1. 成立非洲为国际狮子会的单独一区，并立即生效，包含其狮子区与未成立区之 国

家，行政与运作上的支持将与国际狮子会的其他宪章区一样。 

2. 同意一旦非洲经证实符合资格的会员超过 30000 人，宪章暨附则委员会将起草 并

提出宪章修正案，将非洲 进一步成为国际狮子会的一宪章区，但须经当时的 

国际理事会核准，才能由下一年的国际年会代表表决。 

3. 否决 Hod Hashron 分会关于新分会的抗议案。 

4. 同意支持 MERL 重建建议并合作整合新会发展、会员发展、会员保留工作进入 总

监团队与全球会员发展团队。 

5. 核准网路分会会员之规定， 75%的会员必须居住或工作于同一复合区。 

6. 核准更新理事会政策，授证费退回给年终止尚等待之分会。 

7. 取消理事会政策手册中有关地区运作经理配偶旅行之条文，理事会政策其他部分所

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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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更新理事会政策以反映最近设计的会员发展及新会行销部门名称。 

公关委员会 
 

1. 修改复合区/单区及区的连续年度公关拨款之申请条件须自每年度 1 月 1 日后。 

2. 自 2010-2011 年度始，设立失明与视障儿童论文比赛。 

3. 自 2010-2011 年度始，设立 新的狮友表扬奖章。 

4. 自 2010-2011 年度始，修改国际狮子会 Vital 资料包含过世之前国际总会长

与 前国际理事之配偶或伴侣之联络资料。 

5. 核准将国际通讯录登在国际狮子会的网站，自 2011-2012 年度起不再印制。 
6. 阐明一旦狮友宣布为总监、副总监、总监议会议长、国际理事、国际执行干部 

候选人，该候选人以及其直属家人(父、母、配偶、兄弟姊妹、子女、或姻亲) 

不得担任任何官方版之狮子杂志之编辑或杂志委员会成员，当凡经其分会/区 

(副、单、复合，不论那一项) 的提名的狮友就是候选人。 

 
 

服务活动委员会 
 

1. 更改国际活动与活动计划司为服务活动司。 

2. 核准国际狮子会与国际导盲犬联盟之合作结盟。 

3. 选出 2008-2009 年度十大青少年营及交换主席奖之得奖人。 

4. 修正理事会政策有关青少狮会活动顾问专门小组提名条件。 
 

 

上述决议案之进一步资料，登在国际狮子会的网站 www.lionsclubs.org 或电 630-571-546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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