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會員月報表

 事務代碼:   A - 新增入會會員        B - 新增復會會員 
D - 退會會員C - 新增轉會會員

E - 會員資料變更      

名字:

男

區號碼:

分會會長 簽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若還有額外的會員請另紙填寫

Lions Clubs International – Attn: Member Service Center,  300 W. 22nd St. , Oak Brook IL 60523-8842 USA 
電子郵件: MemberServiceCenter@lionsclubs.org       傳真: 630-706-9295

C23A  1/17

分會號碼:

秘書會員號碼:

分會名稱: 

秘書姓名:

會員號碼:

事務代碼: 姓氏:

郵寄地址
出生
日期:

城市: 郵遞
區號:

國家:州或省:

女 
其他

青少獅轉獅子會員 

(C)

(D) 

2      

 青少獅開始日期: 結束日期:

費用/會費折扣

(選擇 1 - 參閱
第二頁備註)

 出生日期驗證代碼:

月月/年年

列出會籍變更如下:選擇事
務代碼和完成必填字格。

1      3      

報告月/年:

年輕 成人

(A) 添加新會員或
(E) 會員資料變更 工作地點電話:

電郵:

*學生 - 學生 關鍵代碼:

前青少獅

2      44            1      3       關鍵代碼:

住家: 行動:

(A)添加新會員
(C)添加轉會會員
(D) 退會會員

月月/日日/年年

    ++家庭會員
會員名字: 姓:

月月/年年

(A) 推薦人姓名:
推薦人會員號碼: 推薦人分會號碼:   :

前分會名稱:

+退會原因關鍵代碼: 前分會號碼:

傳真:

寄至:

**學生、年輕人、青少獅的出生
日期驗證

  獅子會員及前青少獅。
青少獅會號碼:

月月/年年

名字:

男
會員號碼:

事務代碼: 姓氏:

郵寄地址
出生
日期:

城市: 郵遞
區號:

國家:州或省:

女 
其他

青少獅轉獅子會員

(C)

(D) 

 青少獅開始日期: 結束日期:

(A) 添加新會員或
(E) 會員資料變更

費用/會費折扣

(選擇 1 - 參閱
第二頁備註)

 出生日期驗證代碼:

年輕 成人
工作地點電話:

電郵:

*學生 - 學生 關鍵代碼:

前青少獅

22            44            11 33            關鍵代碼:

住家: 行動:

(A)添加新會員
(C)添加轉會會員
(D) 退會會員

月月/日日/年年

    ++家庭會員
會員名字: 姓:

月月/年年

(A) 推薦人姓名:
推薦人會員號碼: 推薦人分會號碼:   :

前分會名稱:

+退會原因關鍵代碼: 前分會號碼:

傳真:

**學生、年輕人、青少獅的出生
日期驗證

  獅子會員及前青少獅。
 
青少獅會號碼:

月月/年年

會員沒有變更



青少獅轉獅子會員/前青少獅 
所有曾經服務至少一年零一天的前青少獅都會獲得入會費減免。在法定成人年齡到30歲之間的前青少獅被認為是青少獅轉獅子會
員。他們只需付減半的國際會費。(需要年齡驗證，使用出生日期驗證代碼)。

年輕成人 
年輕成人（到年滿30歲為止）加入至少有10位前青少獅的獅子會分會，有資格享受豁免授證費，並支付一半的國際會費（需要
年齡驗證，使用出生日期驗證代碼）。

*學生會員
在法定成人年齡到30歲之間的已註冊學生加入任何類型的獅子分會，都符合學生會員的會費折扣，只需付減半的國際會費，不
需付授證費。使用下面的關鍵代碼確認註冊證明（需要年齡驗證，使用出生日期驗證代碼）。

學生關鍵代碼:
用於驗證註冊的文件:

PP –  護照 BC–  出生證明 SC –  政府發的身份證

具有正常會籍的會員在12個月內從一個分會轉移到另一個分會，被視為轉會會員，不必支付 入會費。前分會的幹部將被通知轉
會的意願。轉會會員被退會或在30天內完成手續，以時間較早者為準。

++家庭會員
家庭會員折扣活動是當家庭成員一起加入獅子會時提供的特別會費折扣。第一位家庭會員 (戶長) 支付全額的國際會費 (稱為全額
會費家庭會員)，以及最多四個額外的家庭會員只需繳交一半的國際會費。每位家庭會員需繳交一次性的入會費。家庭會員折扣
活動適用於以下家庭成員:

• 符合獅子會會員資格,
• 目前在或加入同一個分會, 和
•活在同一個家庭，其關係由於出生、婚姻或其他法律途徑產生。此類常見的家庭關係包括父母、子女、配偶、姑姨叔 舅、
堂/表兄弟姊妹、祖父母、姻親和其他法定撫養者。同一住戶居住不限於未滿26歲的家庭成員，如果他們追求更高的教育或 服兵
役。

請使用以下提供的關鍵代碼報告 (1) 全額會費/折扣會費 (2) 與全額會費會員的關係, (3)使用來 驗證關係的文件, 及 (4) 使用來驗
證住址的文件。
家庭會員關鍵代碼:

D - 折扣會費家庭會員 
1) 全額會費

F - 全額會費家庭會員
2) 與全額會費會員的關係

GP – 祖父母
CN – 堂表親

SP - 配偶/夥伴
UC – 叔伯
IN – 姻親

SB – 兄弟姐妹
AT – 姑姨
MS – 在服兵役或在校學生  

CD – 兒女
PT – 父母
OL – 其他法定關係 

3) 關係驗證

RS – 宗教聖禮證明 (受洗、初領聖體、猶太男孩的成人式、猶太女孩的成人式等))
4) 地址驗證 (顯示一般姓氏/地址）

ST – 政府機關/州/省發出的身份證件 
DL – 駕駛執照 

ML –  結婚證 BC – 出生證明 NT –  公證 OT –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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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優惠活動及關鍵代碼

BS – 銀行賬單
 PP - 護照NT – 公證 BL – 帳單 

OT - 其他

+退會原因關鍵代碼:
DD -  死亡退會 DM -  遷居退會  DO -  其他原因退會  
DR -  正常會員辭職退會

DN - 欠費退會 

TR - 成績單 CS - 班級課表 OT - 其他 BL - 帳單

Lions Clubs International

**出生日期驗證
        DR – 駕照
 轉會會員

DT -  正常會員轉會退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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