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分会授证工作单 

请以英文打字 

准分会名称 狮子会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城市 若有可辨识之 
名称  

位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城市 州省或国家 

准分会会名未按实际“行政区”命名，请说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分会种类:     传统狮子会     校园狮子会    女狮狮子会    青少狮狮子会 
特殊兴趣分会:   运动分会     文化/族群分会      早退休者分会    重要的志业分会    其他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辅导分会 分会号码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新会干部 

会长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秘书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名    姓     名    姓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街道地址       街道地址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城市/省/国名                       邮递区号      城市/省/国名                       邮递区号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电话                传真                         电话                传真  
* 美国以外地区请瑱入国码及地区码                 * 美国以外地区请瑱入国码及地区码 

电子邮件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电子邮件地址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请选择连络方式:   信件   传真   电子邮件    请选择连络方式:   信件   传真  电子邮件  
 会员发展 
财务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主席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名     姓    名     姓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街道地址       街道地址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城市/省/国名                       邮递区号      城市/省/国名                       邮递区号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电话                传真                         电话                传真 
* 美国以外地区请瑱入国码及地区码                 * 美国以外地区请瑱入国码及地区码

电子邮件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电子邮件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请选择连络方式:   信件    传真    电子邮件    请选择连络方式:   信件    传真    电子邮件

从总部办公室接到申请书起须 45 天  
处理授证时间及收到官方授证证书及分会用品。 

1.授证会员报告 
2. 授证费用。点击这里查看付款说明
3.以下人员可以提交新分会总监、第一副总监、第二副总监 

http://members.lionsclubs.org/SC/


辅导分会之职责 
辅导分会应协助该新会达到并维持高度的承诺、活动及热忱。辅导新会之成立负有一定责任。辅导分会必须能做到以下几点： 

• 支持导狮 
• 检查所有的授证会员申请人均符合狮子会会员的标准 
• 举办有深度的组织会议 
• 确保授证分会举办新会员受益的讲习 
• 共同主办授证之夜 
• 鼓励区参与 
• 鼓励分会交流 
• 协助设计保留会员和成长计划 
• 协助准备分会的会议议程 
• 支持分会活动 
• 随时在需要时协助分会 
• 提供无干涉的指导 

作为辅导分会，我们了解应给予新会上述所说明之协助的责任，且不限于以上之项目。 

辅导分会 - 通过MyLCI通知分会会长或分会秘书已提交新分会申请 

导狮 
总监可指派两位导狮来协助新会。除非另有指定授证会员徽章、证书及其他资料将寄给列表上的第一位导狮。在职总监及新授证分会会员不
得担任。导狮之任期为2年，自授证分会核准日开始并且不得于同时期为两个以上分会之导狮。 

导狮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导狮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分会用品收受者)  名    姓  名    姓  
  
会员号码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会员号码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街道地址       街道地址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城市/省/国名                       邮递区号      城市/省/国名                       邮递区号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电话                传真                         电话                传真 

* 美国以外地区请瑱入国码及地区码                 * 美国以外地区请瑱入国码及地区码

电子邮件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电子邮件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导狮是否为辅导分会的会员?   是   否  导狮是否为辅导分会的会员? 是  否 

若为否，请提供所属分会:    若为否，请提供所属分会:

分会名称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分会名称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分会号码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分会号码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该导狮是否为认证导狮 ?   是     否  该导狮是否为认证导狮    是    否 

请选择连络方式:   信件   传真   电子邮件   请选择连络方式:   信件    传真    电子邮件

授证夜 
除非另有指定，授证证书将寄给总监或协调狮友。从总部办公室接到申请书起须 45 天  处理授证时间，请提供确切递送官方授证   
证书的时间。 

颁发授证日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新会发展奖得奖人 
依照国际理事会政策规定，任何一个分会之成立不得发给两个以上之新会发展奖。在职总监及新授证分会会员不得担任。此奖项总监必须于
新会核准成立日之后的六个月内提出申请。 

总监推荐以下狮友可获得新会发展奖:   

新会发展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新会发展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受奖者 名     姓  受奖者 名     姓  
  

会员号码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会员号码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街道地址       街道地址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城市/省/国名                       邮递区号      城市/省/国名                       邮递区号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电话                传真                         电话                传真 

电子邮件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电子邮件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分会名称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分会名称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分会号码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分会号码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区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区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国际会费计费 
每半年应向国际总部缴交会费，计算应依自6月30日或12月31日为止之尚余月数的比例缴交。每位新会员于总部电脑记录为正会员后的下一
个月第一天，就开始征收会费。 请向总监或国际狮子会询问会费之金额。

总监核准  
总监将在MyLCI批准申请。

贵区是否已举行新会发展研讨会?    是    否     研讨会日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如果是，请提供顾问或新会发展代表的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新的分会标准
1. 申请 
 任何以适当的方式组成及选出干部之团体、分会或集会者都可以向国际狮子会

总部申请新分会授证。该申请表格须提交给狮子会的国际办公室并须经国际理
事会核准。并由理事会批准后，发给该分会一份由国际总会长及国际狮子会秘
书长所签署之分会授证证书。  当分会授证证书正式发出即代表该分会已授证。
分会接受授证证书即为承认及同意接受国际狮子会宪章及附则之规范，并依照
国际狮子会法人组织不时修正之有效法令，服从宪章及附则所解释之国际狮子
会管辖关系。任何以适当的方式组成及选出干部之团体、分会或集会者都可以
向国际狮子会总部申请新分会授证。自2018年1月1日起，所有授证申请应经
MyLCI提交。

2. 文件 
 确认全额的授证费- 授证费应为US$35。分会支部会员除外，从正常分会转会之

正常会员应缴 US$20。新会员入会费与授证费一概不退还。 
 (1)  任何区、副区或分会不得强制收取国际狮子会国际宪章或理事会授权规定以

外的授证费。
 (2)  美加以外地区，应附该国被认可的银行机构的汇款单副本，以证明规定的费

用已汇入国际狮子会的帐戸。
 (3)  若国际狮子会不能核准该分会的授证，将收取US $100手续费。 

3. 授证会员
 若授证之夜在授证核准日的90天内举行，所有授证之夜以前加入狮子会之会员

均视为授证会员，并且须90天内向LCI报告授证会员，以及收齐授证费。

4. 辅导分会 
a. 依复合区宪章及附则之规定，每一个新分会必须由一个分会、分区、专区、

区内阁或区委员会来辅导成立。    
 
新分会的辅导分会必须为新分会所属区界内的分会。 
辅导分会应充份的了解其应负的责任。新分会所在地的总监可以授权一个或
以上的共同辅导分会，与该辅导分会一起协助。此共同辅导分会可来自其他
区。在新国家发展新会，协调狮友应加以协助。 

 b. 新地区内成立的第一个新会必须由分会与/或区辅导成立。 其后成立的新会
可由最初辅导之区辅导，以及他区之分会辅导，辅导者必须了解其规定之责
任并包含指派合格的导狮，直到未成立区成立临时区。在特殊情形下，国际
理事会或执行委员会成员可指派未成立区之一分会担任辅导分会。  

 以下为可核准新会的任何特殊情形:
 (1)   当无其他已成立区之狮子会接近此准狮子会之地理区域。 
 (2)   当因为此项辅导工作所附带之财务责任，而无其他已成立区之狮子会

愿意做辅导分会。 
 (3)   当准辅导分会的会员与此申请案的准狮子会及其准会员之间有很强的

私人连系。 
 (4)  当此未成立区的辅导分会之财务补助金是促进此区域狮子会会员发 展

之唯一的方法，因为其他既存的已设区狮子会不能或拒絶来此发展狮
子主义。 但财务补助限于授证费用。

c. 国际狮子会将颁给辅导分会可贴着于官方的狮子会会旗之上的刺繍狮子标
志，环绕繍有“新分会辅导分会" 字様之布章。 

5. 分会名称：
a. 准狮子会应以所在地之地方自治体或同等的细分行政区之正确名称为名。  

 
此项“行政区" 解释为市、镇、村、省、县或类似有名称的正式行政区。 若
准狮子会不在一个行政区内，则应以最适当及当地可辨认的所在地的正式行
政区名称为名。

 b. 以 "可明显辨识名称"来明确地区别同一地方自治体或同等的细分行政区之其
他狮子会。 此可明显辨识名称应在地方自治体或同等的细分行政区的名称之
后，在国际狮子会的正式记录内要以括弧加以分开。 

c. “主要分会”(Host Club)一词应为一地方自治体的母分会有声望及表扬性的
分会名称。不代表任何特别的优先权、利益或特权。 

d. 狮子会不得以现存之个人姓名为会名，除非此人曾任国际总会长的职位。  

e. 任何狮子会不得加上“国际”作为可明显辨识的名称。 
f. “青少狮”一词可加在分会名称上，作为狮子会明显辨识名称。
g. 欲将公司名称加入分会名称上，须于核准分会使用公司名称前，一并提交该

公司授权可使用公司名称为成立分会之名称的信函或文件 (如从公司代表使
用公司头衔信纸的信函)。 

6. 分会境界 
 分会应以所在地的地方自治体或同等的细分行政区之境界为分会境界；或在设

有总监之单区、副区、临时区、过渡区之内，并得到区内阁核准，但需符合分
会所在的区及/或复合区宪章与附则之规定。 

7. 授证核准日 
 授证申请核准之日为授证核准日。该日将记载于授证证书及正式的国际总会记

录。 

8. 授证会员
a. 授证证书上有国际总会长及国际狮子会秘书长的签名，辅导分会或区内阁或

区委员会的名称也列在上面。  
 b. 新分会的授证证书应直接寄给总监或协调狮友。 未设区之分会核准的授证证

书应寄给新分会的会长。 

9. 会费 
 授证会员的会费自会员姓名被送至辅导分会、总会协调狮友及国际狮子会之日

的次月一日起算。新分会的会费帐单在授证结束后之短期内，将寄给新分会。 

10. 授证申请截止日期 
 欲计入本年度新授证分会之记录，新授证分会申请表须最迟于6月20日寄至美国

伊利诺州橡溪市的国际总部。

11. 确保新会的生存力 
 一年内，成立10个或以上新会之区，必须经第一副总监或第二副总监GMT地区

领导人/特别地区顾问签名。在核准授证之前，仍需付一半的国际会费。 
政策可能会改变。最新资料，请随时与Membership and New Club Operations
部门连络。 

Membership and New Club Operations Department 
Lions Clubs International

300 W 22nd St
Oak Brook IL 60523-8842 USA

电话：630.203:3831
传真: 630.571.1691

E-mail: newclubs@lionsclubs.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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