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分會支部會員報告

� 新分會支部 - 提交分會支部通知 (CB-1)              �現存的分會支部 

提交本表格，連同所有新會員的申請表格至母會會長，以取得同意讓新分會支部會員加入，更新現存會員或退會會員的聯絡資料。母會秘書應將此報告連
同會員月報表一起提交給國際總部。 如果使用MyLCI，則本報告不需提交給國際總部，除非是申請新分會支部。

日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母會英文全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母會號碼: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分會支部英文名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母會會長或秘書署名                                                                                                 日期

意圖代碼 名                                                                                 姓 出生年份 性別     
� 男   � 女

地址 市 州/省 郵遞區號

國家 電郵 電話

如果是，請提供轉會前的分會及會員號碼 推薦獅友的姓名及分會號碼 退會原因

會員資料請以英文工整填寫。 請在本表格背後找到相應的意圖代碼及退會原因代碼，填寫本表格。

如有更多資料，請另附表格填寫。

該會員是否轉會會員?
� 是  � 否

意圖代碼 名                                                                                 姓 出生年份 性別     
� 男   � 女

地址 市 州/省 郵遞區號

國家 電郵 電話

如果是，請提供轉會前的分會及會員號碼 推薦獅友的姓名及分會號碼 退會原因該會員是否轉會會員?
� 是  � 否

意圖代碼 名                                                                                 姓 出生年份 性別     
� 男   � 女

地址 市 州/省 郵遞區號

國家 電郵 電話

如果是，請提供轉會前的分會及會員號碼 推薦獅友的姓名及分會號碼 退會原因該會員是否轉會會員?
� 是  � 否

意圖代碼 名                                                                                 姓 出生年份 性別     
� 男   � 女

地址 市 州/省 郵遞區號

國家 電郵 電話

如果是，請提供轉會前的分會及會員號碼 推薦獅友的姓名及分會號碼 退會原因該會員是否轉會會員?
� 是  � 否

意圖代碼 名                                                                                 姓 出生年份 性別     
� 男   � 女

地址 市 州/省 郵遞區號

國家 電郵 電話

如果是，請提供轉會前的分會及會員號碼 推薦獅友的姓名及分會號碼 退會原因該會員是否轉會會員?
� 是  � 否



意圖代碼：
A: 新會員   
B: 復籍會員 (若退會已超12個月，則以新會員計)   

C:轉會會員 (若退會已超12個月，則以新會員計)

D: 退會會員 
E: 更改地址、電話或電郵   
F 更改姓名 (在括號内註明曾用名)

退會原因:
1: 未能保持正常身份(個人原因)

2: 未付會費     
3: 不參與會議或活動
4. 不參與會議或活動且不繳會費     
5: 以正常身份之會籍轉會(使用ME-20表格)

6: 遷移(未繳會費) 

7: 離世
8. 其他 (請說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CB-2  10/12  CH

新分會支部將填妥的表格寄至：
Membership Programs and New Clubs Marketing Department
Lions Clubs International
300 W. 22nd Street 
Oak Brook, IL 60523 USA
傳真: 630.571.1691 
電郵：newclubs@lionsclubs.org 

現存分會支部將填妥的表格寄至：
Club and Officer Record Administration Department
Lions Clubs International
300 W. 22nd Street 
Oak Brook, IL 60523 USA
傳真: 630.571.1687
電郵：stats@lionsclubs.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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