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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獅子會 

印度新德里 
國際理事會例會    

2007 年 9 月 27 日- 10 月 1 日 

 

 

憲章暨附則委員會 
 

1. 將附錄 A 中修改附則國際獅子會介紹次序禮節規定修憲提案提交年會代 表在 

2008 年國際年會中投票決定。附錄 A已寄全體分會並已加入官方修憲提案通告

中。 

 

2. 將國際憲章第 4 條第 1-6 節與附則中第 4條第 3 節改總執行長職稱改為執行
主任之修憲提案提交年會代表在 2008年國際年會中投票決定。 

 

年會委員會 

 

1. 核定 2008 年曼谷國際年會之身份驗證委員、當選總監，及總會員工之每日開

銷。 

 

2. 授權年會委員會決定每年國際年會之訂房截止日期。 

 

區暨分會服務委員會 

 

1. 取銷 219 個分會(1,406 位會員)授證。 

 

2. 核准 MD17(Kansas, USA); MD26(Missouri, USA); MD30(Mississippi, USA); 

及 MD 31(North Carolina, USA)等 4 個重劃區界申請。 

 

3. 核准以下申請: 

 

 - 總監傑出獎(前 100%總監獎) 

 

 - 專區主席傑出獎(新獎) 

 

 - 分會區主席傑出獎(新獎) 

 

- 分會會長傑出獎 

 

4. 修改重劃區界規定，重劃區界申請年度中將繳清分會帳目截止日期改為 5 月 31

日至 6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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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暨總會運作委員會 

 

1. 核准第 1 季之整年度預算，預計中有剩餘。 

2. 核准一位前總監有正當理由，超過 120 天之費用報銷申請。 

3. 核准以下會員繼續擔任 2007-2008 年度之工作團隊之隊員: 

前國際理事 A.P. Singh, 主席 

國際理事 Toru Tanino  

國際理事 Sung-Gyun Choi  

前國際理事 Robert Eichhorn  

前國際理事 Philippe Soustelle 

 

4. 修改政策以澄清取銷新會授證政策，以保障某地理區之權宜。 

  

5. 核准修改政策第 XXII 條中之數條雜項。 

 

6. 核准修改政策第 XII 條中之數條雜項。 

 

獅子會國際基金會 

 

1. 核准為 CSFII 在 Russell 投資公司開戶資本 US$84,515,296，並要求總會職員

修正 2007 年 9月投資結果。 

 

2. 核准人道主義(不指名)撥款使用政策。 

 

3. 核准發展 LCIF 審核工作,並在資訊 CCS 後,要求總會職員準備一份可行性報告

及執行計劃。修正 2007 年 9月投資結果。 

 

4. 核准先補 US$12,000,000 作為 2007-08 年度視力第一活動撥款經費。 
 
5. 核准自 LCIF 之經費出 US$10,000 作為全球在 2020 年消除青光眼之經費。 

 

6. 核准 CSFII 結束後與捐款人連繫計劃。 

 

7. 核准 US$1,000,000 撥款為延長獅子會特別奧林匹克開眼活動一年為期限。 

 

8. 核准以一年為期限之 US$67,700  4 核心視覺篩撿技能協助撥款申請。 

 

9. 核准 50 件標準、國際協助，及 4核心撥款申請，總額為 US$2,415,880。    

 

10. 4 件撥款申請暫時不決定。 

 

11. 核准將政策中 LCIF 投資部分中負責簽名之幹部之個人姓名刪除並以職稱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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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導能力委員會 
 

1.  核准 2008 年當選總監座談會計劃，其中包括班主任的指定、課程及日程表。  

2. 核准複合區 22 之領導能力訓練高級班之撥款經費。 

3. 核准複合區 202 為南太平洋之領導能力訓練高級班之撥款經費。 

4. 核准 335-A 區之領導能力之三層領導能力訓練US$2,000 撥款經費。 

5. 核准政策第 XIV 條中之數條重要雜項之修改決定。 

 

長期計劃委員會 
 

1. 核准 LCI 新形象及公關宣傳經費US$650,000。這項方案將包括 LCI 新形象之發

展、網頁與獅子雜誌之大規模重新設計，及 2008-09 年度國際獅子會整體組織
之建立榮譽感之活動 – 暫稱”只有獅子會會員能夠做到”。 

 

2. 核准籌組一個工作團來負責 LCI/LCIF 之稽核委員會之組成，其中包括挑選成員

及現有稽核委員會之責任。 

 

3. 採用國際獅子會新願景宣言並修改國際獅子會現有任務宣言: 

 

國際獅子會願景宣言 

 

“成為社區和人道主義服務的全球領導人。” 

 

國際獅子會任務宣言:   

 

“透過獅子會，賦予志願者有能力服務於他們的社區，滿足人道主義的需求，  

鼓勵和平並促進國際間之理解。”  
 

4. 核准籌組特別百年紀念計劃委員會來協助國際理事會計劃 2017 年之國際獅子會

百年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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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員發展委員會 
 

1. 核准東歐會員成長初步行動計劃及以現有預算中 US$48,000 支付行動計劃之執

行費用。 

 

2. 修改政策以增加蒙特尼哥羅，取代前獅子國名稱: 賽爾維亞共和國及蒙特尼哥

羅，故現共有 201 個獅子國。 

 
公關委員會 
 

1. 將複合區撥款預算中抽出 US$200,000 作為新形象活動經費。 

 

2. 核准斯里蘭卡版本獅子雜誌。 

 

3. 核准 2008-09 年度獅子雜誌主編人會議。 

 

4. 核准 US$2,000 亞利桑那州茂文鍾士紀念碑修復經費。 

 

5. 核准 US$1,000 亞利桑那州茂文鍾士墳地修復經費。 

 

6. 核准 US$300,000 公關宣傳經費。  

 

7. 修改官方禮儀介紹次序。將“視力第一活動第二期國家/數國協調員”插入在 

“前國際理事” 及“主席與總監議會議長”之間。 

 

服務活動委員會 

 

1. 核准並撰寫獅子會舊眼鏡回收中心(LERCs)之運作辦法(LERCs), 2007 年 10 月 1

日開始生效。 

 

2. 核准 13 個區之 2007-2008 年度青少獅會專區會議撥款。 

 

3. 核准 14 個區之 2007-2008 年度環球兒童會議撥款。  

 

 

 

 

 

 

 

 

以上國際理事會之決定之進一步資料請上國際獅子會網頁 www.lionsclubs.org，或以

電話 630-571-5466 洽詢。    
 

修訂版修訂版修訂版修訂版––––2002002002007777 年年年年 10101010 月月月月 11111111 日日日日修訂修訂修訂修訂    

 

http://www.lionsclubs.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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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整建議重整建議重整建議重整建議  - 2008 2007 國際憲章及附則國際憲章及附則國際憲章及附則國際憲章及附則

憲章憲章憲章憲章 憲章憲章憲章憲章

第一條第一條第一條第一條 - 名稱名稱名稱名稱
第一條 - 口號、標語與座右銘第一條 - 口號、標語與座右銘第一條 - 口號、標語與座右銘第一條 - 口號、標語與座右銘         第1節 -  第1節 -  第1節 -  第1節 - 

"名稱""名稱""名稱""名稱"

第二條第二條第二條第二條 - 目的目的目的目的                             第二條 第二條 第二條 第二條 

第三條第三條第三條第三條 - 會員會員會員會員 
第三條第三條第三條第三條  第第第第1節節節節 - 由分會組成由分會組成由分會組成由分會組成

第四條第四條第四條第四條 -  口號、顏色、標語與座右銘口號、顏色、標語與座右銘口號、顏色、標語與座右銘口號、顏色、標語與座右銘 第一條及第十條第一條及第十條第一條及第十條第一條及第十條  
第1節  - 標誌 第十條, 第2節 - 國際獅子會之標誌
第2節  - 名稱與標誌之使用 第十條, 第2節
第3節 - 顏色 第十條, 第1節 國際獅子會的顏色
第4節- 標語 第一條, 第1節 
第5節 - 座右銘 第一條, 第3節 

第五條第五條第五條第五條 - 幹部與國際理事會幹部與國際理事會幹部與國際理事會幹部與國際理事會 第四條及第五條第四條及第五條第四條及第五條第四條及第五條

第1節 -  - 幹部 第四條, 第1節
第2節 -  會員資格 / 年會代表 第四條, 第2節

第3節 - 憲章地區國際年會代表之組成與選舉
第四條, 第4節 "國際理事會之組成與選舉 "

第4節 - 選舉 任期 出缺 第五條, 第3節
第5節  - 國際理事會之權力 第五條, 第1節
第6節  - 會議 第五條, 第2節
第7節  - 投票權 第四條, 第5節
第8節  - 報酬 第四條, 第6節
第9節 - 革職 第四條, 第7節

第六條第六條第六條第六條 - 國際年會及年會代表國際年會及年會代表國際年會及年會代表國際年會及年會代表 第六條第六條第六條第六條 "國際年會國際年會國際年會國際年會"
第1節 - 日期及地點 第六條, 第1節
第2節 - 年會代表人數之計算法 第六條, 第2節
第3節 - 國際年會代表選舉 第六條, 第3節
第4節 - 法定人數 第六條, 第4節
第5節 - 代理投票 第六條, 第5節

第七條第七條第七條第七條 - 區組織區組織區組織區組織 第七條第七條第七條第七條

第八條第八條第八條第八條  - 分會分會分會分會 第三條第三條第三條第三條"會員會員會員會員"
第1節 - 分會的成立 第三條, 第2節"授證分會之權力"
第2節 - 分會會員資格 第三條, 第3節

以下國際憲章及附則重整建議案將交給年會代表在2008年會中投票決定。左欄為國際憲章及附則重整建議案，右欄為須重整之以下國際憲章及附則重整建議案將交給年會代表在2008年會中投票決定。左欄為國際憲章及附則重整建議案，右欄為須重整之以下國際憲章及附則重整建議案將交給年會代表在2008年會中投票決定。左欄為國際憲章及附則重整建議案，右欄為須重整之以下國際憲章及附則重整建議案將交給年會代表在2008年會中投票決定。左欄為國際憲章及附則重整建議案，右欄為須重整之
2007 國際憲章及附則部份。  2007 國際憲章及附則部份。  2007 國際憲章及附則部份。  2007 國際憲章及附則部份。  
本國際憲章及附則重整建議案中無內修改。本國際憲章及附則重整建議案之通過須三分之二贊成票。本國際憲章及附則重整建議案中無內修改。本國際憲章及附則重整建議案之通過須三分之二贊成票。本國際憲章及附則重整建議案中無內修改。本國際憲章及附則重整建議案之通過須三分之二贊成票。本國際憲章及附則重整建議案中無內修改。本國際憲章及附則重整建議案之通過須三分之二贊成票。

國際國際國際國際 憲憲憲憲 章章章章 及及及及 附附附附 則則則則
重整建議案重整建議案重整建議案重整建議案

NOTE: The LEFT column contains the proposed reorganization and the RIGHT column contains references to where 
the proposed sections are presently loca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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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整建議重整建議重整建議重整建議  - 2008 2007 國際憲章及附則國際憲章及附則國際憲章及附則國際憲章及附則

第九條第九條第九條第九條 - 會費及費用會費及費用會費及費用會費及費用 第八條第八條第八條第八條

第1節 - 會員月報表 第八條, 第1節
第2節 - 半期國際會費 第八條, 第2節
第3節 - 滯納金 第八條, 第3節

第十條第十條第十條第十條 - 緊急儲備金緊急儲備金緊急儲備金緊急儲備金 第九條第九條第九條第九條

第1節 - 特別經費 第九條, 第1節
第2節 –基金金額 第九條, 第2節
第3節 - 基金管理 第九條, 第3節

第十一條第十一條第十一條第十一條  - 修憲提案修憲提案修憲提案修憲提案 第十一條第十一條第十一條第十一條

第1節 - 修憲程序 第十一條, 第1節 
第2節 - 通知 第十一條, 第2節 

附則附則附則附則 附則附則附則附則

第一條第一條第一條第一條 -  名稱及口號名稱及口號名稱及口號名稱及口號
第九條第九條第九條第九條, 第第第第1節　節　節　節　"名稱、徽章及其他標誌名稱、徽章及其他標誌名稱、徽章及其他標誌名稱、徽章及其他標誌 "

第二條第二條第二條第二條 -  國際理事會選舉國際理事會選舉國際理事會選舉國際理事會選舉 第三條第三條第三條第三條 "選舉選舉選舉選舉"

第1節 - 國際年會選舉
第三條, 第1節"國際理事會選舉"

第2節- 第二副總會長候選人資格 第三條, 第2節
第3節- 國際理事之候選資格 第三條, 第3節

第4節- 候選人之簽署及證書之規定
第三條, 第5節

第5節 - 各地區應有之代表人數 第三條, 第6節
第6節 - 國際提名委員會 第三條, 第8節

第三條第三條第三條第三條 - 幹部職責幹部職責幹部職責幹部職責
第六條第六條第六條第六條 "國際幹部及其他幹部之職責國際幹部及其他幹部之職責國際幹部及其他幹部之職責國際幹部及其他幹部之職責 "

第1節- 總會長 第六條, 第1節
第2節- 副總會長 第六條, 第2節
第3節 - 行政職員 第六條, 第3節

第四條第四條第四條第四條 - 國際理事會之委員會國際理事會之委員會國際理事會之委員會國際理事會之委員會 第七條第七條第七條第七條

第1節 - 常設委員會 第七條, 第1節
第2節- 資格審查、程序規定、提案、選舉委員會 第七條, 第2節
第3節 - 特別委員會 第七條, 第3節
第4節 - 主席, 出缺 第七條, 第4節
第5節 - 指派之限制 第七條, 第5節

第五條第五條第五條第五條 - 國際理事會之會議國際理事會之會議國際理事會之會議國際理事會之會議 第五條第五條第五條第五條 "會議會議會議會議"

第1節 - 例會
第五條, 第1節 "國際理事會之例會"

第2節 - 特別會議 第五條, 第2節
第3節 - 以通信方式處理會務 第五條, 第3節
第4節 - 法定人數 第五條, 第4節
第5節 - 執行委員會 第五條, 第5節

NOTE: The LEFT column contains the proposed reorganization and the RIGHT column contains references to where 
the proposed sections are presently loca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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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整建議重整建議重整建議重整建議  - 2008 2007 國際憲章及附則國際憲章及附則國際憲章及附則國際憲章及附則

第六條第六條第六條第六條 -國際年會國際年會國際年會國際年會 第四條第四條第四條第四條

第1節 - 國際理事會在有關國際年會的職權 第四條, 第2節
第2節 - 國際年會之正式召開 第四條, 第2節
第3節 - 年會幹部 第四條, 第3節
第4節 - 總監 - 參加國際年會可報銷的費用 第四條, 第4節

第七條第七條第七條第七條  -  國際帳國際帳國際帳國際帳戶戶戶戶 第九條第九條第九條第九條 "其他規定其他規定其他規定其他規定"
第1節 - 審核帳目 第九條, 第2節
第2節 - 被凍結之帳戶 第九條, 第3節

第八條第八條第八條第八條  - 區組織區組織區組織區組織 第三條第三條第三條第三條

第1節 - 區成立之管轄權 第三條, 第2節
第2節 - 區成立的基本條件 第三條, 第2節
第3節- 重劃區界 第三條, 第3節
第4節 - 總監議會 第三條, 第4節
第5節 - 複合區總監議會之職權 第三條, 第5節
第6節 -區內閣t 第三條, 第6節
第7節 - 區內閣會議 第三條, 第7節

第九條第九條第九條第九條  - 國際年會選舉國際年會選舉國際年會選舉國際年會選舉 第三條第三條第三條第三條, 第四第四第四第四, 及第五條及第五條及第五條及第五條

第1節 - 區(單、副、及複合)年會 第五條, 第6節
第2節 - 區年會之職權 第五條, 第7節
第3節 - 分會年會代表人數計算方法 第五條, 第8節
第4節 - 區總監候選人資格 第三條, 第4節

第5節 -區選舉程序規定
第三條, 第7節 "區候選人資格"

第6節 - 總監 /副總監選舉
第三條, 第9節 "總監 /副總監選舉程序規定 "

第7節 - 票數相同時之解決辦法 第三條, 第10節
第8節 - 區年會報告 第二條, 第8節

第十條第十條第十條第十條 - 區幹部職責區幹部職責區幹部職責區幹部職責
第六條第六條第六條第六條"國際幹部及其他幹部之職責國際幹部及其他幹部之職責國際幹部及其他幹部之職責國際幹部及其他幹部之職責 "

第1節 - 總監議會議長 第六條, 第4節
第2節 - 區幹部 第六條, 第5節

第十一條第十一條第十一條第十一條  - 分會會員分會會員分會會員分會會員  第一條第一條第一條第一條 "會員會員會員會員"
第1節  -分會組織 第一條, 第1節
第2節  - 分會名稱 第一條, 第2節
第3節  - 申請成立之程序 第一條, 第3節
第4節  - 分會之義務 第一條, 第4節
第5節  - 不正常地位/取消授證 第一條, 第5節
第6節  - 分會自行退出 第一條, 第6節
第7節  - 會籍類別 第一條, 第7節
第8節  - 雙重會籍 第一條, 第8節

第十二條第十二條第十二條第十二條 - 開會及議事規程開會及議事規程開會及議事規程開會及議事規程
第九條第九條第九條第九條, 第第第第5節節節節 "開會及議事規程開會及議事規程開會及議事規程開會及議事規程 "

第十三條第十三條第十三條第十三條  - 修憲修憲修憲修憲 第八條及第八條及第八條及第八條及  第九條第九條第九條第九條

第1節  - 修憲規程 第八條, 第1節
第2節  - 通告 第八條, 第2節
第3節  - 生效日期 第九條, 第4節

NOTE: The LEFT column contains the proposed reorganization and the RIGHT column contains references to where 
the proposed sections are presently locate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