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執行摘要 
國際理事會會議 

德國漢堡 
2010 年 4 月 10-15 日 

 
 

1. 選定美國夏威夷州的檀香山為 2015 國際年會地點。 
2. 選定美國伊利諾州芝加哥市將為 2017 國際年會地點以慶祝本組織 100 周年。  

 
憲章暨附則委員會 
 

1. 審查 324-A1 區(印度) Chennai Ashok Pillar 分會以及 Madras Greater 分會所提出的憲章

抗議案，確認複合區調停委員會的最後決定，支持抗議案並否決 324-A1 區之重劃區

界提案。經考慮所有有關的因素而做的本抗議案結論，該決定是最後而且所有各方，

即 324-A1 區與 324-A1 區之所有分會都應遵守之。 
2. 免除 Wichaidid Chalin 擔任 310-B 區(泰國)總監之職務，因他不遵守經由多數調停員根

據複合區糾紛之解決辦法，所做的各方均應遵守之最後決定，以及他支持獅友事務參

與訴訟案。在此宣告  Wichaidid Chalin 不得在將來宣稱為國際獅子會、任何分會、區

的前總監，而且他不得享有此職務的任何權利。宣佈因而空缺的 310-B 區總監職位不

得彌補，由 310-B 區之當選總監擔任代理總監直到 2010 國際年會止。 
3. 取消 310-B 區(泰國)的 Krabi 分會，由於該會會員不遵守國際獅子會法律司的指令以及

經由多數調停員根據複合區糾紛之解決辦法，所做的各方均應遵守之最後決定。宣告

該取消分會以及其會員，不再是國際獅子會、310 複合區、310-B 區的會員，不得享有

國際獅子會、 該複合區或副區之會員權利；亦不得使用及喪失 “獅友” 、獅子會標

誌，或任何前分會或本組織之飾物；包含任何以往之獅子會職務或職稱。 
4. 核准修改國際理事會政策手冊第三章與第十五章使用 “一位成人伴侶”來取代 “配偶” 

一詞。 
5. 核准向 2010 國際年會報告之修正憲章提案，將國際憲章第九條費用及會費

之整個條文應轉至國際附則，並列為新的第十二條。國際憲章與國際附則在

該條文後，須按順序重新編號。 
 
 
年會委員會 
 

1. 核定 2011 年西雅圖國際年會之註冊費。該註冊費將與 2010 雪梨國際年會 一樣。國際

年會之正常註冊截止日期改為 3 月 31 日。4 月 1 日至西雅圖現場註冊為晚註冊期間。  

 



2. 核准修改國際理事會政策手冊第八章使用 “一位成人伴侶” 或其他適當的不同名詞來取

代 “配偶” 一詞。 

 
區暨分會服務委員會 
 

1. 取銷有 10 位會員的 Onteora 分會 (20-O 區)之授證。 
2. 填補 3 位當選總監之空缺。  
3. 核准 324-C5 區之重劃區界提案並於 2010 國際年會閉幕後生效。  
4. 核准 324-A4 區之重劃區界提案並於 2010 國際年會閉幕後生效，但所有分會必須於

2010 年 5 月 15 日前付清所有超過 US$50 的欠款。     
5. 核准烏克蘭為臨時專區， 9 分會與 229 位會員。   
6. 同意在國際獅子會的 Vital 資料與國際獅子會的通訊錄內包含協調獅友以及擔任臨時專

區與分區主席的獅友之姓名與其聯絡資料。 
7. 核准中國北京未成立區之分會為 385 臨時區，並於 2010 國際年會閉幕後生效。 
8. 根據臨時區當地之獅子會領導人建議指派該地獅友擔任 2010-2011 年度臨時區總監。   
9. 修改 2009-2010 年度傑出獎，以增加得獎人。重新設計可進一步支持團隊合作而且更

有彈性的 2010-2011 年度傑出獎。   
10. 核准修改國際理事會政策手冊第五章以闡明與更有效的處理不正常分會與重組程序。   
11. 核准修改國際理事會政策手冊第九章使用 “一位成人伴侶”來取代 “配偶” 一詞，闡明

臨時區於年終時達到正常區最低 35 個分會，1,250 位正會員之規定，以及闡明再提出

之被否決或不完整重劃區界提案的程序。 
12. 核准修改國際理事會政策手冊第十章鼓勵導獅為認證導獅並取消以往的導獅獎。   

 
財務暨總會運作委員會 
 

 
1. 核准 2009-2010 年度修正之預算，以反映盈餘。 
2. 核准 Charles Schwab Trust Company 為退休收入計劃之信託公司。 
3. 核准 2010-2011 年度 3 月/4 月理事會增加額外的 US$50,000。 
4. 核准修改國際理事會政策手冊第十二章總會辧公室及職員，與第二十二章演講邀約、

旅行規章、及費用報銷，使用“一位成人伴侶”來取代 “配偶” 一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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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核准修改國際理事會政策手冊第十一章分會停權與取消政策如下:  
  分會停權與取消 

 分會的欠款每位會員超過 US$20，或整個分會 US$1,000，視何者較少，而

欠款期超過 120 天者，將暫時停止其分會的授證、權利、義務。 
 

 若理事會政策上未要求正常分會的規定，於停權處分後該月份之 28 日或 28
日之前，其授證將自動被取銷。財政停權分會取消日後 12 個月內，若該會

付清所有的欠款，並將完整的重組報告送達總會，則可恢復該分會。  
 

 任何分會與財政司達成核准之付款計劃，則不會被暫時取銷，但須要繼續履

行其付款計劃。 
6. 核准修改國際理事會政策手冊第二十二章 第 B.2.段包含澳洲、紐西蘭、巴布新

幾内亞、印尼及南太平洋諸島的憲章區年會之整個星期日程表於 8 月第 4 週或

9 月第 1 週。 
7. 核准稍微修改執行幹部旅行與費用報銷政策。 
 
  
LCIF 
 
1. 更新投資政策宣言中有關加州之慈善捐贈年金。   
2. 核准開始執行成立一顧問單位的 LCIF 管理指導委員會，首屆委員會之指派及

政策之變更將於 2010 年 6 月澳洲雪梨年會審理。  
3. 核准變更製造茂文鐘士進級會員 (PMJF) 領章的材料。 
4. 授權職員向過期非常久未呈報告之幾筆種子撥款的方案管理人，索回 LCIF 撥

款款項，必要時採取法律行動。  
5. 支付 US$56,560 延續國際防盲組織(IAPB) 的會員會費。 
6. 將 US$150 萬轉至第一下年度為視力第一年度非義務性的撥款預算。 
7. 核准 64 件標準、四核心、國際協助等撥款案總金額為 US$2,504,948。 
8. 擱置 2 件撥款案。 
9. 否決 1 件撥款案。  
10. 核准 US$7,500 加入全球聽力聯盟會費。 
11. 核准 US$50,000 撥款給“ 聽我們獅吼” 活動，支持一年期聽力護理服務之試驗

方案。 
12. 選出 3 位 2010 年的人道獎候選人。 
13. 核准 US$20,000 加入柯林頓全球行動計劃會費(CGI)。 
14. 更新基金會 Scottrade 帳號的簽名人，以利證券捐款。 
15. 修改國際理事會政策手冊內 LCIF 的審計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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領導能力委員會 
 

1. 依據申請經費之核准，2010-2011 年度學院/研習會日程表將增添一資深獅友領

導學院以支持非洲之獅子會領導人發展 。 
2. 依據申請經費之核准，2010-2011 年度學院/研習會日程表將增添一講師發展學

院以支持非洲之獅子會領導人發展 。  
3. 更改複合區領導發展補助款活動規定，補助款可包含支持地方的第二副總監訓

練。 
4. 贊同由聯合委員會所提出與 MERL 有關的觀念 提升地方會員成長工作與全球會

員發展團隊工作之整合並強調支持本組織內各階層領導發展為重點。 
5. 核准修改國際理事會政策手冊第十四章有關即將上任之總會長、當選總監研習

會之主席與副主席可使用 “一位成人伴侶” 來取代 “配偶” 一詞。 
6. 核准修改國際理事會政策手冊第十四章有關當選總監研習會之講師可使用 “一

位成人伴侶” 來取代 “配偶” 一詞。 
7. 修改國際理事會政策手冊第十四章有關當選總監研習會中之成人伴侶講習課程

政策之章節將移動。  
8. 核准修改國際理事會政策手冊第十四章有關總監團隊手冊之適用。 

 
長期計劃委員會 
 
1. 核准財務暨總會運作委員會建議於 2012-2013 年度後之兩年，提出增加US$4 會

費之議案。不論持續進行的衡量節省費用措施結果，由預測顯示，現金流動將

不夠運作。 
 

 
會員發展委員會 
 

1. 成立非洲為國際獅子會的單獨一區，並立即生效，包含其獅子區與未成立區之

國家，行政與運作上的支持將與國際獅子會的其他憲章區一樣。 
2. 同意一旦非洲經證實符合資格的會員超過 30000 人，憲章暨附則委員會將起草

並提出憲章修正案，將非洲 進一步成為國際獅子會的一憲章區，但須經當時的

國際理事會核准，才能由下一年的國際年會代表表決。  
3. 否決 Hod Hashron 分會關於新分會的抗議案。 
4. 同意支持 MERL 重建建議並合作整合新會發展、會員發展、會員保留工作進入

總監團隊與全球會員發展團隊。 
5. 核准網路分會會員之規定， 75%的會員必須居住或工作於同一複合區。  
6. 核准更新理事會政策，授證費退回給年終止尚等待之分會。  
7. 取消理事會政策手冊中有關地區運作經理配偶旅行之條文，理事會政策其他部

份所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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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更新理事會政策以反映最近設計的會員發展及新會行銷部門名稱。 
 
 

公關委員會 
 

1. 修改複合區/單區及區的連續年度公關撥款之申請條件須自每年度 1 月 1 日後。 
2. 自 2010-2011 年度始，設立失明與視障兒童論文比賽。 
3. 自 2010-2011 年度始，設立 新的獅友表揚獎章。 
4. 自 2010-2011 年度始，修改國際獅子會 Vital 資料包含過世之前國際總會長與

前國際理事之配偶或伴侶之聯絡資料。 
5. 核准將國際通訊錄登在國際獅子會的網站，自 2011-2012 年度起不再印製。 
6. 闡明一旦獅友宣佈為總監、副總監、總監議會議長、國際理事、國際執行幹部

候選人，該候選人以及其直屬家人(父、母、配偶、兄弟姊妹、子女、或姻親)
不得擔任任何官方版之獅子雜誌之編輯或雜誌委員會成員，當凡經其分會/區
(副、單、複合，不論那一項) 的提名的獅友就是候選人。 

 
 

服務活動委員會 
 

1. 更改國際活動與活動計劃司為服務活動司。 
2. 核准國際獅子會與國際導盲犬聯盟之合作結盟。 
3. 選出 2008-2009 年度十大青少年營及交換主席獎之得獎人。 
4. 修正理事會政策有關青少獅會活動顧問專門小組提名條件。 

 
 
上述決議案之進一步資料，登在國際獅子會的網站www.lionsclubs.org 或電 630-571-5466 
 

 
 
 

********* 

http://www.lionsclubs.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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