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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會重組報告 
 
 

分會英文名稱     分會編號   區 

 

在提交本表格之前，完成下列專案： 

 

分會已經支付其帳戶餘額（附上收據）。  

 

分會有最少十名會員。 
 

恢復正常地位後，將向分會收取每名新會員 35 美元費用及該年度之半年會費。 

 

分會幹部  
 
 

會長 
 

姓名           會員號碼           前分會英文名稱和號碼(如果轉會) 
    
 

地址                         郵編 
 

           家庭單位           是   戶長姓名（如果適用） 

推薦獅友姓名和號碼（如果是新會員）       否  
  
 

第一副會長 
 

姓名           會員號碼           前分會英文名稱和號碼(如果轉會) 
    
 

地址                         郵編 
            

           家庭單位      是        

   推薦獅友姓名和編號（如果是新會員）                                                        否           戶長姓名（如果適用） 
      
  
 

秘書 
 

姓名           會員號碼           前分會英文名稱和號碼(如果轉會)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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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                         郵編 
            

           家庭單位      是        

   推薦獅友姓名和編號（如果是新會員）                                                        否           戶長姓名（如果適用） 
 
 
 

財務 
 

姓名           會員號碼           前分會英文名稱和號碼(如果轉會) 
    
 

地址                         郵編 
            

           家庭單位      是        

   推薦獅友姓名和編號（如果是新會員）                                                        否           戶長姓名（如果適用） 
 
 

會員主席  
  

姓名           會員號碼            前分會英文名稱和號碼(如果轉會) 
    
 

地址                         郵編 
            

           家庭單位      是        

   推薦獅友姓名和編號（如果是新會員）                                                        否           戶長姓名（如果適用） 
 
 

服務主席 
 

姓名           會員號碼           前分會英文名稱和號碼(如果轉會) 
    
 

地址                         郵編 
            

           家庭單位      是        

   推薦獅友姓名和編號（如果是新會員）                                                        否           戶長姓名（如果適用） 
 
 

行銷溝通主席  
 

姓名           會員號碼           前分會英文名稱和號碼(如果轉會) 

4. 

5. 

6.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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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                         郵編 
            

           家庭單位      是        

   推薦獅友姓名和編號（如果是新會員）                                                        否           戶長姓名（如果適用） 
 
 

LCIF 協調員 
 

姓名           會員號碼           前分會英文名稱和號碼(如果轉會) 
    
 

地址                         郵編 
            

           家庭單位      是        

   推薦獅友姓名和編號（如果是新會員）                                                        否           戶長姓名（如果適用） 
 

增加會員 
 
 

姓名           會員號碼           前分會英文名稱和號碼(如果轉會) 
    
 

地址                         郵編 
            

           家庭單位      是        

   推薦獅友姓名和編號（如果是新會員）                                                        否           戶長姓名（如果適用） 
 

 
 

姓名           會員號碼           前分會英文名稱和號碼(如果轉會) 
    
 

地址                         郵編 
            

           家庭單位      是        

   推薦獅友姓名和編號（如果是新會員）                                                        否           戶長姓名（如果適用） 
 
 
 

姓名           會員號碼           前分會英文名稱和號碼(如果轉會) 
    
 

地址                         郵編 

9. 

10. 

11.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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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庭單位      是        

   推薦獅友姓名和編號（如果是新會員）                                                        否           戶長姓名（如果適用） 
 
 
 
  

姓名           會員號碼           前分會英文名稱和號碼(如果轉會) 
    
 

地址                         郵編 
            

           家庭單位      是        

   推薦獅友姓名和編號（如果是新會員）                                                        否           戶長姓名（如果適用） 
 
 
  

姓名           會員號碼           前分會英文名稱和號碼(如果轉會) 
    
 

地址                         郵編 
            

           家庭單位      是        

   推薦獅友姓名和編號（如果是新會員）                                                        否           戶長姓名（如果適用） 
 
  

姓名           會員號碼           前分會英文名稱和號碼(如果轉會) 
    
 

地址                         郵編 
            

           家庭單位      是        

   推薦獅友姓名和編號（如果是新會員）                                                        否           戶長姓名（如果適用） 
 
 
  

姓名           會員號碼           前分會英文名稱和號碼(如果轉會) 
    
 

地址                         郵編 
            

           家庭單位      是        

   推薦獅友姓名和編號（如果是新會員）                                                        否           戶長姓名（如果適用） 
 
 
 

12. 

13. 

14.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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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會員號碼           前分會英文名稱和號碼(如果轉會) 
    
 

地址                         郵編 
            

           家庭單位      是        

   推薦獅友姓名和編號（如果是新會員）                                                        否           戶長姓名（如果適用） 
 
  

姓名           會員號碼           前分會英文名稱和號碼(如果轉會) 
    
 

地址                         郵編 
            

           家庭單位      是        

   推薦獅友姓名和編號（如果是新會員）                                                        否           戶長姓名（如果適用） 
 
 

姓名           會員號碼           前分會英文名稱和號碼(如果轉會) 
    
 

地址                         郵編 
            

           家庭單位      是        

   推薦獅友姓名和編號（如果是新會員）                                                        否           戶長姓名（如果適用） 
 
 
  

姓名           會員號碼           前分會英文名稱和號碼(如果轉會) 
    
 

地址                         郵編 
            

           家庭單位      是        

   推薦獅友姓名和編號（如果是新會員）                                                        否           戶長姓名（如果適用） 
 
 
 
 
 
 
 
 
 
 

16. 

17. 

18.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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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會員號碼           前分會英文名稱和號碼(如果轉會) 
    
 

地址                         郵編 
            

           家庭單位      是        

   推薦獅友姓名和編號（如果是新會員）                                                        否           戶長姓名（如果適用） 
 
 
 
 
 
 
 
 
 
 

導獅 (選擇性) 

根據分會會長和總監的同意以下獅友將擔任分會的導獅。  

姓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會員號碼 : __________________ 

分會英文全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分會號碼: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電郵地址: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分會會長簽名                                                                        日期 

 
 
 
 
 
 

總監簽名 
 

這些簽名證明，本表格和幹部報告表格已正確填寫。請將本表格提交給國際獅子會的亞太部門，電郵至：

pacificasian@lionsclubs.org或傳真至：630-706-9107。 
 
 

總監簽名           日期 

 

第一副總監簽名           日期 

 

分區主席簽名            日期 

20. 

mailto:pacificasian@lionsclubs.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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