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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 册 
 

 

 

 

Chinese 



 
 

国际狮子会目的 
 
创设督导狮会，落实社会服务。 

协调会务活动，建立运作准则。 

增进国际了解，促进世界大同。 

宏扬仁政理论，培育优秀公民。 

关怀社会福祉，恪守道德规范。 

加强会际交流，巩固狮子友谊。 

热心讨论公义，勿涉政教纷争。 

不求个人利益，提升工商水平。 

 

 

国际狮子会的 

愿景宣言 
 

成为社区和人道主义服务的 

全球领导人。 

国际狮子会的 

道德信条 
 
忠于所事，勤勉敬业，竭诚服务，争取荣誉。 

守正不阿，光明磊落，取之以道，追求成功。 

诚以待人，严以律己，自求奋进，毋损他人。 

牺牲小我，顾全大局，争论无益，忠恕是从。 

友谊至上，服务为先，热心奉献，互助互信。 

言行一致，尽心尽力，效忠国家，献身社会。 

关怀疾苦，扶弱济困，人溺己溺，乐于助人。 

多加赞誉，愼于批评，但求辅助，切莫诋毁。 

 

 

国际狮子会的 

任务宣言 
 

透过狮子会，赋予志愿者能力来服务他们的社区，满足人道主义的需求， 

鼓励和平并促进国际间之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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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言 
 

恭喜您荣任内阁秘书长，内阁财务长或内阁财务长及秘书长! 

 
下年度的区务是否成功非常有赖秘书长及财务长的效率。以下是充分准备这项挑战 

的工作，与总监讨论工作与计划、与将卸任秘书长及 财务长交谈以吸取经验、参 

加讲习训练与领导能力发展课程、并详读本手册。 

 

内阁秘书长及财务长是区领导团队的一员，内阁秘书长及/或财务长也是总监的一 

名代表。 适时迅速的回复信件是贵区及总监团队成功的关键。 

 

与总监及其他区干部之工作必须密切配合，因此团队合作精神也是十分重要。 

 
本手册包含适用于您的职位之狮子主义的基本政策与指导要领。它包含了内阁财务 

长及秘书长职责。若您的职位是分开的内阁财务长，或秘书长。请参考您的部份职 

责就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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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阁财务长 & 秘书长职责 

 
请注意: 秘书长特定的职责，则以（秘书长）表示。而财务长的特定职责则以（财 

务长）表示。如果是秘书长兼财务长，则全适用于您。如果没有特别注明秘书长 

或财务长，则所有数据皆适当而且有益。 
 

内阁秘书长及财务长接受总监的督导。其特定职责如下: 

 

 维持总监内阁所有会议记录之正确与完整。(秘书长)。 

 在会议后，立即将会议记录副本寄给各内阁成员及国际狮子会区暨分会 

行政司。(秘书长)。 

 每月收齐区内所有分会之会员月报表，必要时总监可要求将副本寄给其 

他干部。(秘书长)。 

收齐区内所有分会按规定须缴的会员会费。（注意 – 内阁秘书长与财务 

长可在 MyLCI 上制作 MMR 报告。这份报告可以电子储存并以同样方

式 转递。）(财务长)。 

 将收款存入内阁所指定的银行账户。(财务长)。 

 支付经内阁核准的费用。(财务长)。 

 应为其职守提供担保，保额及保人由内阁决定。(财务长)。 

 每半年向内阁作财务报告以及内阁所要求的其他特别报告。(财务长)。 

 若区内阁要求稽查须提送所有账簿及银行账目。(财务长)。 

 任期结束后，立即将所有的财务及其他方面的存款及记录移交给下任之 

秘书及财务长。(财务长)。 

 履行所规定的职务及内阁和总监的其他方面指示。(秘书长/财务长)。 
 

 
内阁会议 

 

内阁在每个会计年度内至少举行 4 次年度会议，第一次在国际年会结束后 30 天

内 召开。内阁秘书长及/或财务长应尽早向总监询问会议日期。 
 

为了确认能够出席及安排住宿，会议通知应在会议召开 2-3 周前寄给所有内阁成 

员，内容应包括会议议程、会议的时间及地点、及须要书面报告的内阁成员。秘书 

长及财务长应帮助总监准备并印制会议议程及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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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记录(秘书长) 

 
秘书长负责内阁会议的记录、各种报告的分发、并为内阁成员解答问题。会议由总 

监主持。 
 

秘书长在每次会议结束后应尽快誊写会议记录，立即将副本分送所有的内阁成员， 

并呈缴国际总会的区暨分会行政管理司。有些内阁在礼貌上分送副本至总监议会议 

长及主计长。另一副本存入区档案。 
 

报 告 
 

当内阁成员须为内阁会议作书面报告时，内阁秘书长及财务长应要求其准备足够影 

印本以便分发给所有成员。口头报告必须准确、眞实、与重点。 
 

财务长必须准备区预算，并在第一次内阁会议中报告。每一例会中须作该期财务报 

告以便所有内阁成员皆了解财务情况。年终财务报告由此类报告累积而成。 
 

在以后的内阁会议中，除了例行财务报告之外，亦须做一份费用和收入与预算之对 

比的现况报告。 
 

鼓励内阁成员询问每季财务报告上的细节问题。解释其中的项目是该报告会的重要 

环节。使内阁成员了解区的财务状况是区内领导发展的重要工作。 
 

议程的建议(秘书长) 

 

所有应添加到议程之一般会务项目，应于会议开始前以书面提交给秘书长，在某些 

情况下，于准备议程前以电子邮件发送。最终的议程须经总监核准。 
 
 

虽然内阁会议的议程各有不同，以下是一般议程的建议: 

 

 出席 

 核准记录 

 总监的评语 

 第一和第二副总监的报告 

 收到的信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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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阁秘书长 - 财务长的报告 

 区委员会主席的报告 

 专区主席的报告(若有设置) 

 分区主席的报告 

 一般区务 
 

 

与总监合作 
 
经常与总监联络是非常重要的。内阁秘书长及财务长协助总监订访问日程表，并应 

随时查询。 
 

区公关主席应协助宣传总监之访问。事先将总监的简短背景资料寄给分会会长以便 

该会会员及当地居民多了解总监。内阁秘书长或由分会会长可事先直接将总监的照 

片寄给当地报社。提醒分会会长总监来访时，应邀请媒体参加，有效的宣传国际狮 

子会与其服务社区之方案。 
 
 

内阁秘书长应预先通知分会会长总监的特殊喜好。提醒分会会长，总监来访时，应 

实时接见，并告知分会的情况，还有已安排好的访问细节。 
 

总监的旅行 
 

总监有时请内阁秘书长安排行程。若内阁秘书长或财务长与总监同行作正式访问， 

则必须有具体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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宪章暨附则 

内阁秘书长及财务长应常参考下列刊物，可由总会网站 www.lionsclubs.org 取得: 

 

 国际宪章暨附则 (LA-1) 

 标准本分会宪章暨附则(LA-2) 

 标准本区宪章暨附则(LA-4) 

 标准本复合区宪章暨附则(LA-5) 

 
若贵区无区宪章暨附则，则需依据标准本区宪章暨附则。 

 

内阁秘书长及财务长若能熟悉上述各刊物就能了解狮子主义各阶层的运作。优秀的 

内阁秘书长及财务长应可解答分会干部或会员的问题；或至少可以让他们知道如何 

取得正确答案的方法。作任何决定需依据各宪章及手册。任何疑问，则由总监解 

决。 
 

信 件 (秘书长) 
 
合理迅速地处理内阁信件是内阁秘书长的主要职责之一。立即拆阅所有信件包含电 

子邮件及传真是很重要的。如果信件属于别区应立刻转交。 
 

所有信件须归于同一档案，以便总监检阅并按顺序处理。总监可以自己答复或由内 

阁秘书长- 财务长代为答复。 
 

下列为有效处理信件的方法: 

 

 日常事务外之信件，应送副本至总监处。 

 使用正规的信件格式和文章语调。 

 答复所有要求回复的信件。 

 以电子邮件回复确认收到报告或信息。 

 书写有关法律或宪章方面文章须引用合适的宪章及附则的确切的文段节选。 

http://www.lionsclubs.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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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与档案 

应总监的需要，每一分会应有一份档案，包含该分会过去的会员月报表、分会干部 

报告表、及其他数据。总监可能继续将最新的会员月报表存入同一档案。此外，另 

一份档案可包含总监个人的信函及内阁会议文件。某些表格和报告须由总监亲自处 

理，如每月向总会申请的办公室和旅费报销表格、顾问会议报告、分会访问报告 

等。每个月国际狮子会的计算机系统将列出区内各分会账目的情况，并分发给总监、 

第一副总监和第二副总监。分会的授证日期等数据则在国际狮子会网上可以找到。 
 

总监须随时转告内阁秘书长及财务长重要的事项，必要时提供来往信函之副本给内 

阁秘书长及财务长。 
 

 

文件系统 
 

内阁秘书长及财务长最重要的职责之一就是建立完善的文件系统。下列数据各需要 

一份档案夹，例如: 

 

 一般数据 

 一般通信 

 分会名单 

 内阁会议(包含记录) 

 授证夜/正式访问 

 会员月报表 

 分会活动报告 

 国际狮子会/ 区会费 

 区的公告/月刊 

 已付的账单 

 奖/徽章 

 有问题的分会 

 总监信函副本 

 年会/会议 

 专区主席报告/信件(若有) 

 分区主席报告/信件 

 其他内阁成员报告/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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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yLCI 和报告 
 

内阁秘书长与财务长使用 MyLCI 

 
你担任区内阁秘书长与财务长的职位报告到国际总部以后，你会收到一份欢迎你使 

用 MyLCI 系统的电邮资讯。这个信息通常是在五月底发出。自五月底到 7 月 1 日，

新使用 MyLCI 的干部将可进入 MyLCI 的训练区域。 从 7 月 1 日开始，你就 会有

完整进入 MyLCI 的授权。你在 MyLCI 上可用到的功能取决于你在区中的职 位。 
 
 
重要事项：如果你之前已是干部并已建立 MyLCI 的用户名和密码，你可以继
续使 用那套用户名和密码进行内阁秘书长与财务长的业务操作。但是，你只
会享受现 任干部职位，即内阁秘书长与财务长在  MyLCI 的操作权限。 

 

内阁秘书长与财务长在 MyLCI 的权限 
作为内阁秘书长与财务长，你可以: 

 

1.   查阅区里所有分会的数据， 

2.   查阅和打印各种报告， 

3.   指定一位内阁财务长（若不是自己兼任）， 

4.  指定一年任期的各个区委员会主席。 内阁秘书长与财务长

不能够： 

1.   指定三年任期的各个区委员会主席， 

2.   更新分会记录， 

3.   提交会员发展或服务活动报告， 

4. 指定下一年的干部 以下是提交分会会员及干部报告之详细

步骤的复习，供你参考。 

分会会员报告 
 

所有的狮子分会都必须每月提报会员变动的数据。即使没有会员变动，分会应报告 

“该月没有变动”。每月报告可确保国际总会能准确寄发月结账单、杂志、各类邮 

件、奖励和其他福利项目。请按照以下路径或点击 http://mylci.lionsclubs.org/进入 

MyLCI 网站。 

http://mylci.lionsclubs.org/進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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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入国际总会网站主页 www.lionsclubs.org 

或 http://www.lionsclubs.org/SC/index.php 

点击页面最上端中间的 MyLCI 链接 
 

分会会长和秘书可以使用 MyLCI 网站，提交他们的每月会员变动报告。使用 

MyLCI 提交的会员变动数据会被立即录入并显示在国际总部的记录里，供区和复 

合区干部及各委员会主席查阅。当月份报告可以于整月份期间提送 – 由当月之第一 

日至最后一日。当月若已提报"该月没有变动" ，还可于之后重新提交该月之报 告。

有关报告也可随时依须要更新之。每个月截止提交会员报告的时间是该月份最 后

一天的凌晨 12:00 点（美国中部时间)。 

 
如果你是在网上提交会员报告，则 MyLCI 网站只接受当前月份的报告。你可以最 

多追溯回两(2)个月前登记会员变动，但这些变动会体现在当前月份报告的内容 中。

如需报告超过两(2)个月前的变动，你必须提交打印出来的会员月报表(c23a)到 
 

Lions Clubs International 

Member Service Center 

300 W. 22nd Street 

Oak Brook Illinois, 60523, USA 

传真 630-706-9295 

电邮 stats@lionsclubs.org 
 

 

会员报告不能提前到该月之前提交。 分会会长和秘书还可以使用打印出来的会员

月报表(c23a)，提交他们的每月会员变 动报告。每个月 20 号（比如 7 月 20 日、8 

月 20 日）之前寄抵总会的会员月报表 的数据将会在当月被录入到总会记录。使用

打印出来的会员月报表提报的分会，将 收到总会邮寄来的一叠空白的月报表格

(c23A).你也可以从总会网站 www.lionsclubs.org 搜索关键词 MMR 或 c23a 来下载和

打印这份表格。 
 

打印出来的会员月报表可以用邮件、传真或电邮寄送到 
 

Lions Clubs International 

Member Service Center 

300 W. 22nd Street 

Oak Brook Illinois, 60523, USA 

电话: 630-203-3830 

传真 630-706-9295 

电邮 memberservicecenter@lionsclubs.org 

http://www.lionsclubs.org/
http://www.lionsclubs.org/SC/index.php
mailto:stats@lionsclubs.org
http://www.lionsclubs.org/
mailto:memberservicecenter@lionsclubs.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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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会干部报告 
 

每年在新的分会干部当选以后，分会都必须报告他们的新干部给国际总部。新的干 

部报告以后，他们就会开始收到总部寄来的关于如何进入 MyLCI 和查看其他资源 

的信件。为了这个原因，总会要求你还需报告任何在本年度发生的任何干部的变 

动。每个分会需在每年的 5 月 15 日之前，报告他们的新当选或重新当选的干部给 

国际总部。 

分会会长和秘书可以使用 MyLCI 网站，提交他们的新干部资料和变动。干部们

使 用 MyLCI 报告的信息将立即进入国际总部的记录，供复合区及区干部及委员

会主 席们查阅。 

分会会长和秘书也可以使用打印的分会干部报告表格(PU101)，提交他们的新干部 

资料和/或变动。没有使用 MyLCI 网站的分会秘书，将收到国际总会邮寄来的空

白 的分会干部报告表格。你也可以从总会网站 www.lionsclubs.org 搜索关键词 分

会干 部报告表格 或 PU101 来下载和打印这份表格。 

打印出来的分会干部报告表格可以用邮件、传真或电邮寄送到 
 

Lions Clubs International 

Member Service Center 

300 W. 22nd Street 

Oak Brook Illinois, 60523, USA 

电话: 630-203-3830 

传真 630-706-9295 

电邮 memberservicecenter@lionsclubs.org 

 

你可以在 MyLCI 的登入页面上看到没有提报干部报表(PU101)的分会名单。查阅

这个信息不需要密码。进入 MyLCI 的登入页面 http://mylci.lionsclubs.org/ 可以得到

这 份报告。在页面右边的“支持中心”点选“会员报告”，然后点击“缺少分会干部”。 

 

宝贵的在线报告 
 

有 4 项宝贵的报告是不需要登入或注册就能在网上查看的。它们是： 

• 注册的会员 (按照区内分会名称排序，该报告列出 从年度开始，该区每个

分会增加的会员、退会的会员或转会的会员数量） 

• 缺少的分会干部报告 (按照区名排序，该报告列出所有 没有报告分会干部的分

会） 

http://www.lionsclubs.org/
mailto:memberservicecenter@lionsclubs.org
http://mylci.lionsclubs.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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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分会的会员类型和性别摘要 (按照区内分会名称排序，该报告列出男女性会 

员及获得优惠会费的会员（家庭单位、青少狮、学生、年轻成人）的数量 

• 累计会员报告 (按照区名排序，该报告列出自年度开始以来，区内分会数量， 

及累计会员增加、退会或转会的数量。) 

 

进入 MyLCI 的登入页面 http://mylci.lionsclubs.org/ 可以得到这些报告。在页面右

边 的“支持中心”点选“会员报告”。 
 

给 MyLCI 的支持 
 

如需更多关于 MyLCI 的信息，或提交打印出的分会阶层的报告表格，请联

络 MyLCI 支持中心，电话是  630-468-6900 ，或致电邮 mylci@lionsclubs.org。 
 

 

分会名单(秘书长) 

 
应准备区内分会会长、秘书、财务之名单 (名字及职位)及分发给总监、内阁秘书长 

及财务长、各内阁成员。名单资料可由 MyLCI 网站下载，或印出来的分会干部报 

告 PU101 表。若数据正确输入 MyLCI，就可以下载编列成分会名单或联络数据/邮 

寄清单。 
 

其他文件 
 

其他表格可经内阁秘书长及财务长根据需要申请。其中包括: 

 

 总监访问及活动日期记录。 

 会员月报表及每月在线活动报告跟踪记录。 

 区内阁组织表。 

 内阁成员访问记录。 

 总监、第一副总监、第二副总监背景资料。 

 所有内阁成员及其配偶的姓名、地址、电话、传真和电子邮件地址。 

 区内各分会的授证日期表。 

 本年度须注意的分会周年庆名单（如 25、50、75 周年）。 

http://mylci.lionsclubs.org/
mailto:mylci@lionsclubs.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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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的通讯簿及月刊 
 

区的通讯簿 
 

许多区、复合区有自己的通讯簿，可大大促进有效的沟通。通讯簿的姓名、地址、 

电话、传眞号码、电子邮件地址一定要正确。 通讯簿的数据可由 LCI 网站下载或 

由分会干部报告表格 PU101 的书面报告取得。更详细的通讯簿，可以分发给内阁 

成员和分会干部。通讯簿必须正确输入姓名和准确地址，电话和传真号码和电子邮 

件地址。若数据已正确输入 MyLCI，就容易下载而编成通讯簿。 
 
 

因此，年度内每个人都可以更新区的通讯簿，总监应在每月布告栏或通过电子邮件 

通知任何人更改联络数据之信息。 
 

通讯簿应包含下列内容: 

 

1.   专区和分区内的分会以会名笔划来排列。 

2. 内阁成员的姓名、地址、电话、传眞号码、电子邮件地址、住宅和公司 

电话。 

3. 委员会主席的姓名、地址、电话、传眞号码、电子邮件地址、住宅和公 

司电话。 

4.   专区名单包含: 

a. 专区、分区、分会会长、秘书的姓名、地址、电话、传眞号码及电子 

邮件地址。 

b.   分会会议的地点及时间。 

5. 下列姓名、地址、电话、电子邮件地址: 

a.   国际总会 

b.   区内现任和前国际干部 

6.   前总监的姓名、地址、电话、传真、电子邮件地址及服务任期。 
 

制作通讯簿的管理性建议 
 

编通讯簿前应注意之事项: 

 

 尽早通知各分会提供必要的数据。很多资料可于 PU-101 取得。 

 区月刊应刊登未收到通讯簿的分会可自何处取得。 

 通讯簿的费用应由分会负担，包含在分会的会费内。 

 征得同意后，通讯簿应列配偶或伴侣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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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月刊 
 

月刊是区与分会之间最好的沟通工具。由总监、公关委员会主席、或内阁秘书长- 财 

务长负责及印制。 
 

以下对出版月刊的几项建议: 

 

 以便宜、简单方法印制月刊。提供会员数据的方法有很多，包含以电子邮件 

的方式。 

 使月刊易读。 

 优先报道即将举行的活动及方案: 

1.   即将来临的分会与区的活动。 

2. 即将来临的研习会和会议。国际年会和狮子会领导学院须于数月前就 

宣布。 

3.   总监访问的行事历。 

4.   就任日期。 

 尽量提及会员的名字。 

 提供新授证分会的细节数据。 

 根据会员月报表做统计。 

 将内阁重要决议做综合简报。 

 定好区信息布告的邮寄日期并确保按期寄出。很多区现采用电子邮件的形式 

寄月刊给每位会员。 

 各寄一份月刊给总监议会议长、复合区执行长、复合区内各总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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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财务安排 (财务长) 
 
若内阁财务长即将卸任时仍有未付清的账单，最好是能预留一定的现款以便付清。 

新任内阁财务长应备好当前银行账户的授权签名，并把移交款项存入就近的银行。 

改变新银行的安排应在第一次内阁会议中正式投票通过。 
 

程 序 (财务长) 

 
内阁财务长应有银行账本、存款簿、新的现款记录本、分会总账簿。内阁如果有长 

期性的活动，则收入应设两个银行账户以增加利息收入: 存款帐户及支票帐户。短 

期内不须动用的现款可存进存款帐户内。 
 

转交账户余款 (财务长) 

 

年终时即卸任的干部应保留部分余款给给继任者，以便新任的内阁财务长可使用于 

印制内阁新干部名单和信纸、信封等费用。 
 

 

预算及财务上的职责(财务长) 

区预算(财务长) 

 
内阁财务长就任前，须协助总监准备下年度的预算。该预算应反映通常的收入和支 

出项目。 
 

不须补助费用的活动也须列入预算内。所有区活动的计划须事先核准。内阁财务长 

须分析总监的行政支出，如邮费、电话、及杂项。 
 

这个预算连同累计收入和支出报告一起，需在每个内阁会议上公布。任何对该预算 

所作的调整都必须通过内阁的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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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为预算样本: 

 

预期收入 

 

1250 位会员，每位$6 $7,500 

100 位年度中之新会员，每位$3   300 

总数 $7,800 

 
 

预期支出及资金分配 

区月刊(每位$2) 

 
 

$2,500 

总监议会的餐、旅、住宿费 1,400 

内阁会议午餐 600 

区干部旅费之报销(每位 60¢) 750 

勋章、旗帜、奖品等 600 

印制信纸、信封 400 

葬礼、纪念物品 200 

总监行政费用 500 

内阁秘书长- 财务长行政费用 500 

其他准备金   350 

总数 $7,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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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阁资金(财务长) 

 
内阁唯一的收入是区内会员所缴的半年区会费。会费的数目是由区或复合区年会中 

投票决定。 
 

 
 

个人费用 
 

内阁秘书长及财务长必须了解自己也要负担一些其个人费用。请记住年终时，由于 

您对区的服务奉献和对总监的支持，使得区有很好的服务社会成就，您的心灵满足 

就是最大的报偿。 
 

内阁秘书长及财务长个人费用也可能包含下列费用: 

 

 长途电话 (可能可以报销一些费用) 

 出席授证夜 

 与总监一起访问分会 
 

区的支出(财务长) 

 
保存所有的账单并归档，以便总监审查、署名、登记日期、并作付款记录。虽然总 

监将部分职务指派给内阁财务长，但是区之财务仍由总监对区内阁负责。总监这项 

职权在区年会当选和由总会长监誓就任后立即取得。 
 

簿 记(财务长) 

 
总监应随时了解区之财务状况，这是内阁财务长必须每周作一次簿记的原因。每笔 

开支，须作两项记录: 
 

1.   支票号码记入已付账单，以便日后查证。 

2.   已付账单，应按支票号码入文件(以便审计人员年终查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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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列为记录收入的程序: 

收 入(财务长) 

 

1.   将每日收到的分会支票记入该分会之总账内。 

2.  将总数记入现款账目。每日收到的现款须按分类分别记账。以现款账目表来 

登记每项收入在账户及国际年会的分配。 

3.   定期纪录各项收支若累积过多便不易处理。 

4.   适时将支票存入该区账户。 

5.   每月平衡账目，否则很难查出总账簿上的错误。 

6.  要求所有有权批准款项的区委员会主席报告他们经手的支出。所有的账单或 

收据须保存以便和内阁秘书长- 财务长的支票存根对照。 

 
 

分会账单(财务长) 

 
分会账单是内阁财务长的主要职责之一。每区之处理程序有所不同。以下为建议之 

程序: 
 

1.   设立一总账单上列出区内所有分会的账目。 

2. 在总账簿列出各分会之正确会费后，寄会费的账单给分会，如须征收贵复合 

区会费时也应一并算入。 

3.   6 月及 12 月寄出会费账单。贵区及复合区会费最好于国际会费发出后 30 

天 发出以确保所有入会与退会会员都已处理。 

4.   在 5 个月内、准备寄出第二次账单前，应再整理出一份最新的各分会账目， 

以防漏计任何未付之款项。 
 

 

缴清欠款(财务长) 

 
以电话催缴半年的会费，比邮寄有效。可以请分区主席协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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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会费及每月账单(财务长) 

 
 

内阁财务长协助总监管理各分会缴纳会费。各分会应于发出账单后 120 天内预收

半 年一期的会费(国际、区、复合区)。按照宪章要求，为保持分会于正常分会地位， 

半年会费应及时收取。分会财务可以透过 MyLCI 网站 https://mylci.lionsclubs.org， 

以信用卡或电子支票在在线付款。干部（分会财务）必须先注册并建立一个 

MyLCI 的用户名和密码才能登入并处理在线分会付款。 
 
 

分会的欠款金额达到 US$1000，或平均每位会员超过 US$20，视何者较少，而欠 

款期超过 120 天者，分会将被停权。被停权的分会应一次全部付清欠款，或承诺一 

个由财务司核准之付款计划，并按月付款，才可避免授证被自动取销。分会在停权 

之后该月的 28 日或之前未能获得正常分会地位者，其授证将自动被取销。请勿耽 

搁与总监及分区主席密切合作，以防止不必要的授证被取消。 
 

 

给总监的账目总结(财务长) 

 
内阁财务长及总监应以国际总部每个月用电子邮件寄出的总监账目总结作为协助， 

来维持分会账目在整个年度当中的准确性。该月底报表会列出上次提交的 MMR 及 

目前欠款的摘要，还有区里的过期欠款的账户。 
 

分会健康评估 
 

每月第 2 周总会将分会健康评估寄给总监团队，内容包括会员报告付款捐款等资料 

之整体报告。红字表示有问题。绿色代表表现优良。该报告是重要的工会让区团队 

更能监管分会之进展。 
 

审查区账簿(财务长) 

 
内阁财务长在年终后尽速稽查账簿，以便新任内阁财务长能及时开银行账户、准备 

档案。稽查的程序如下: 

 

1. 新任内阁财务长接收前任稽查过的账簿、档案记录、银行存款。此步骤应在 

双方同意的时间和地点完成，以便继任者能全盘了解情况。 
 

2. 稽查过的账簿应在第一次内阁会议中报告，根据复合区规定须将副本寄给各 

分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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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年终时检查并决定是否有因未收到发票而引起的费用项目，并告知稽查人员 

该账户是否有应收或应付的账目。 

4. 年终时将账簿、支票簿、作废支票、银行月报、年度会议记录和预算副本交 

给稽查人员。 
 

 

订购用品(财务长) 

 
内阁财务长有时须向总会或其他国际狮子会的用品办公室订购内阁须要之用品。帐 

单只会寄给内阁财务长。所订购用品也会寄给内阁财务长，以便查证货品是否全部 

收到，或须再订购。 
 

总监、内阁秘书长和/或内阁财务长可将订单计帐到他们在 MyLCI 建立的用户名

和 密码的区帐户上。 
 

 

年 会 

区及复合区年会对内阁秘书长及财务长非常重要。内阁秘书长及财务长应鼓励其继 

任者在正式就任前参加复合区的年会，以便对注册与分会代表之证明过程有仔细的 

观察。该过程通常是内阁秘书长及财务长对其区的责任。 
 

因为年会是区的最高决策活动，秘书长及财务长应鼓励所有分会意识到年会这种聚 

会并不仅仅是庆祝活动。 
 

会员可在年会发表意见，因此年会的筹划应让各代表及会员有充分参与各项活动的 

机会。应有足够讨论问题的时间，在讨论区务的会议中应鼓励各代表多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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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狮子会付款说明 
 

分会理事会核准了月结单以后，分会财务负责将适当的金额汇入总部的银行账户。不 

管任何情况，请将完整的英文分会全名、分会号码及付款目的填写在支票的正面或汇 

款单上。 
 

 美元付款 – 在美国本地的银行或支行使用美元汇票付款时，付款应邮寄至国际总 

会的邮政箱。（注意：请不要在支票的背后填写存款信息）： 
 

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Lions Clubs 

35842 Eagle Way 

Chicago, IL 60678-1358 USA 
 

 信用卡付款  已在 MyLCI 建立有效用户名及密码的分会财务，可以使用信用

卡 在国际总会网站上付款。分会财务请到 www.lionsclubs.org，使用 Visa, 

MasterCard, Discover 或 American Express 及银行借记卡支付。请注意：汇率将 

由信用卡公司决定。 
 

PayPal 可提供安全的方式，让您使用信用卡或银行账户付款，而无须在每次 
交易中输入个人信息。 

 美元电汇 – 使用美元进行电汇时，应电汇至以下本组织的帐户： 

JP Morgan Chase Bank, N.A. 

131 South Dearborn Street – 6th Floor 
Chicago, IL  60603 USA 

Swift Number: CHASUS33 

Routing ABA #: 0210 0002 1 

国际狮子会账号: 105732 

收款人: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Lions Clubs 

 

 非美元付款 – 使用非美元货币的汇票或电汇时，资金应存入本组织在当地设立的 

银行账户。这个账户的地点和账号可以向总监、会计应收帐及会员账号服务部门或 

国际总会的网站索取。如果在当地没有银行，请联络国际总部的会计应收帐及会员 

账号服务部门。 
 

使用美元电汇付款或非美元货币汇票或电汇的分会，应把存款数据传真给会计应收帐 

及会员账号服务部门，以确保能准确及时地销账。请附上存款或电汇的存根，连同分 

会英文会名，分会号码、存入金额及付款目的一起提交。 
 

如有任何关于分会账户与会计应收帐及会员账号服务部门的问题，请传真 630-571- 

1683，或电邮 acountsreceivable@lionsclubs.org 。 

http://www.lionsclubs.org/
mailto:acountsreceivable@lionsclubs.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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狮子会国际基金会(LCIF)付款说明 

为了确保您的捐款能被 LCIF 收到。请在捐款时注明此款是付给 LCIF。 

美国金融机构出具的美元支票应寄到以下地址给 LCIF： 

Lions Clubs International 

Department 4547 

Carol Stream, Illinois 60122-

4547 USA 

若使用美元电汇，应该使用以下数据汇款给 LCIF： 

Lions Clubs International Foundation 

JP Morgan Chase Bank, N.A. 
10 South Dearborn Street – 6th Floor 

Chicago, IL  60603 USA 

账号： 754487312 

Routing ABA #: 0210 0002 1 

Swift Code: CHASUS33 

 
 

请在电汇的付款说明上注明此捐款是给 LCIF 的。请填写完整的捐款人数据（包括捐款

人 英文姓名和会员号码）。并以电邮 lcif@lionsclubs.org 或传真 630-571-5735 通知 LCIF 

即 将到帐的电汇款。 
 

以下有几种非美元的捐款或付款方式供您选择： 
 

 美元电汇 

 美元捐款给国际狮子会的一个美元银行账户 

 非美元捐款给一个国际狮子会设立在当地的银行账户 

 信用卡捐款仅限美元刷卡 

mailto:lcif@lionsclubs.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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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财政数据 
 
国际狮子会的网站财有下列重要资料: 

 

 兑换率 

 付款说明 

 未销账的付款 

 
请上国际狮子会的网站: www.lionsclubs.org 再选出您的语言 ->会员中心->资源-> 

财政信息，再选您所要的网页。 
 

每月的第一天更换兑换率，定期更新未销账的付款之数据。 

寄给分会财务之账单包含了每月之兑换率。记住，若是连续几个月支付一笔款项， 

国际狮子会的网站只登当月份之兑换率。 
 

适合贵地之付款说明，与每月账单一并寄出。该付款说明也登在国际狮子会的网 

站。 
 

当发生未销账的付款时，未销账的付款之列表将寄给总监。未销账的付款也登在国 

际狮子会的网站上 www.lionsclubs.org。未销账之付款，请与会计应收帐及会员帐 

号服务部门 accountsreceivable@lionsclubs.org 联络，并附上付款证明。 

http://www.lionsclubs.org/
http://www.lionsclubs.org/
mailto:accountsreceivable@lionsclubs.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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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总会之组织结构 

国际狮子会总部有许多您可使用的资源。职员乐意提供各方面之协助，包括回答问 

题、邮寄资料、订购协会用品等。请各分会浏览国际狮子会的网站 

www.lionsclubs.org。 
 

国际狮子会的网站是区和分会干部之重要工具。网站上有数百的网页数据，并且非 

常便利使用者。每月增添新项目，并随时创新。 
 

下列说明总部各司，使分会及会员能联络到正确的司。国际狮子会之总机电话 (630) 

571- 5466。 
 

区和分会服务及领导发展群组 
 

区暨分会行政 
电邮：districtadministration@lionsclubs.org 

 

本司协助全球之区与分会的行政工作。提供总会官方语言之语言服务。颁发总监团 

队奖、杰出分会奖，并且提供认证导狮活动及分会重建奖，以支持分会发展。亚太 

部门是中文、日文、韩文之总监的重要沟通资源。 

 

领导发展 
电邮：leadership@lionsclubs.org 

 

本司负责所有国际、复合区、区及分会等阶层之领导发展活动、研习会、会议等的 

设计、发展、执行、评估。提供在线学习机会(领导资源中心) ，及地方可使用的课 

程工具与资源。支持并与全球领导开发团队（GLT）合作，来确认及符合世界各地 

的狮友训练与发展的需求。 

 

全球发展群组 
电邮: globaldevelopment@lionsclubs.org 

 

服务活动 
电邮：programs@lionsclubs.org 

 

通过提供方案规划资源，支持狮友和青少狮 推动有意义的服务方案和活动。目前

的服务类别包括儿童、青少年、健康、环境、 国际关系以及特殊的倡议，例如百

年庆服务的挑战和阅读行动。本司还运用服务活 动报告，所收集到的狮友和青少

狮活动的数据，可以展示会员在地方如何对全球发 

http://www.lionsclubs.org/
mailto:districtadministration@lionsclubs.org
mailto:leadership@lionsclubs.org
mailto:globaldevelopment@lionsclubs.org
mailto:programs@lionsclubs.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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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重点事项做出积极的贡献。服务活动司包含青少狮会活动部门和活动&服务倡议 

部门。 

 

营销及会员发展 
 

会员发展 

电邮：membershipdev@lionsclubs.org 
 

指导以及由会员和会员委员会的初步工作，建立会员标准和以引进新会员加入狮子 

会的活动。督导 GMT 和运作功能。 
 

公关事务 
电邮：pr@lionsclubs.org 

 

指导所有公关事务活动，包括管理公共关系和媒体关系。管理所有声/影像的产品 

和活动，包括如百年庆及 LDUN 等高知名度的活动提供领导和创新的意见。 

 

营销 
电子邮件：marketing@lionsclubs.org 

 

指导、发展和推行市场营销策略来支持本组织的重要活动，包括新会和会员发展的 

倡议、服务倡议、还有所有表扬活动及其他重要的狮子会活动的营销。监管图片设 

计的工作。 
 

沟通 
电子邮件： communications@lionsclubs.org 

 

督导所有内部和外部的沟通、广告品牌管理、企业信息。这包括所有在线沟通和狮 

子杂志。 
 

 

财务、财政 & 会务运作群组 

财务 
电邮：finance@lionsclubs.org 

 

管理国际狮子会之资源，包括人力及财务。督导执行总会财务政策，其中包括银行 

账号、转账、一般会计作业、成本会计、投资等。为会员提供多种财政服务。 

mailto:membershipdev@lionsclubs.org
mailto:pr@lionsclubs.org
mailto:marketing@lionsclubs.org
mailto:communications@lionsclubs.org
mailto:finance@lionsclubs.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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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信息 
电邮：informationtechnology@lionsclubs.org 

 

提供科技服务，包括科技的基础设施、会员和财务系统，会务报表智能系统、服务 

会员的网站，包括 MyLCI、通讯系统、文文件管理系统、分会干部和会员的数据

管 理，支持区和国际年会以及职员和会员的技术支持（网址：www.lionsclubs.org 

或 MyLCI)。 

 

分会用品供应分发 
电邮：clubsupplies@lionsclubs.org 

 

本司负责存货、营销与全球分会用品之分发。管理全球各地之执照。协调协助其他 

各部门之采购、存货、宣传，并且运送分会用品及寄账单至全球各地。 
 

 

其他总部群组 
 

年会 
电邮：convention@lionsclubs.org 

 

年会司负责设计、管理及协调一切有关国际年会、当选总监研习会、与国际理事会 

例会之所有场地与重要活动。 
 

法律 
电邮：legal@lionsclubs.org 

 

维持国际狮子会在全球商标之注册、全球保险活动、危机管理和诉讼等。提供狮友 

对于国际狮子会宪章及附则、国际理事会政策等的建议或指导，包括区选举、国际 

理事之提名要求、解决纷争及宪章抗议等。 
 

 

狮子会国际基金会 
 

网站：www.lcif.org  

电邮:lcif@lionsclubs.org 
 

负责基金会之行政管理，其中包括宣传、募款、投资管理、执行拨款，并为基金会 

信托理事与国际理事会之间的联络。管理紧急拨款、视力第一活动、狮子探索活动 
，及其他人道拨款活动，并处理捐款及提供表扬。 

mailto:informationtechnology@lionsclubs.org
http://www.lionsclubs.org/
http://www.lionsclubs.org/
mailto:clubsupplies@lionsclubs.org
mailto:convention@lionsclubs.org
mailto:legal@lionsclubs.org
http://www.lcif.org/
mailto:lcif@lionsclubs.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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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服务 
 

 

国际狮子会 
 

300 W. 22nd Street 

Oak Brook, IL 60523-8842, USA 

Phone: (630) 571-5466 

Fax: (630) 203-3777 
E-mail: pacificasian@lionsclubs.org 

www.lionsclubs.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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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ilto:pacificasian@lionsclubs.org
http://www.lionsclubs.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