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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年的服務。 
200 個國家。 

一個慶祝的機會。

請出席

獅子會第100屆 
國際年會

2017年6月30日 - 7月4日

McCormick Place 
（麥考密克廣場） 
會展中心
美國 伊利諾州 芝加哥
 

“海灘男孩”樂隊
將上演國際表演的主題  
“將地球搖滾起來”

百週年紀念 
展覽
透過互動和虛擬的屏幕顯示，探
索我們的歷史

国際游行
為你的獅友們展示 
自豪！位於 
State 街

一個地點
所有的娛樂都在這裡 
McCormick Place

有機會在每個會員大會贏大獎！

共同 慶祝，今
天就請註冊！



提交截止日期：2017年5月1日
• 提早註冊和旅店訂房的截止日期(此日期之後的註冊將在芝加哥年會現場處理。 • 提交註冊費退費、住房和/或活動門票取消之申請的截止日期  

註冊資料： 請輸入護照/身份證上的名字.

名 / 姓 / 稱呼的名字

地址 

城市    省    郵遞區號   國家

日間電話    電郵 

  青少 獅轉 成的獅子會、女獅、 青獅 (Omega) 分會號碼     會員 號碼       區 

伴侶： 名 / 姓 /  稱呼的名字

  青少 獅轉 成的獅子會、女獅、 青獅 (Omega) 分會號碼     會員 號碼       區 

孩子： 名 / 姓      年齡     少獅 (Alpha)

套票 A: 
包括上述每人的年會註冊，加上一（1）晚旅店和年會期間的 交通巴士服務 

  在2017年1月13日 之前，預定代表團旅店 
  在2017年1月13日 之後，我想住我的代表團旅店      我想住其他的店  

旅店名稱 

抵達日期/星期幾          出發日期/星期幾 

房間内人數   ____    需要的床數   1    2
特殊要求： 非吸煙         輪椅可進入         其他 
旅店住房的定金是每個房間200美元。您的訂金會在退房結帳時併入您
的旅店住房費用。 

套票 B: 
  不需要住房 （只需註冊以上列出的每個人。）
 
可選擇出席的售票活動 
我/我們計劃出席以下活動：（必須註冊年會才能出席）
 

活動： 茂文鐘士會員午餐會 
日期/時間  費用        數量              應付金額
7月3日/ 13:30-15:00   US $75    _____  $  ______ 

活動： 總監/前總監晚宴 
日期/時間  費用        數量              應付金額
7月3日/ 下午 08:00-22:00  US $125    _____  $  ______ 

付款： 全額費用須與本表格一併提交。只限使用美元。支票和匯票必須出自美國的銀行。可以使用 Visa, MasterCard 和 Discover 信用卡。 
註冊費：   成人  兒童（17歲或以下）少獅 (Alpha)  青獅 (Omega)  套票 A:    套票 B: 
早註冊（2017年1月13日前）  US$130  US$10  US$60   註冊:   US$  _________ 註冊:  US$  __________
正常時間註冊  (2017年1月14日至3月31日)  US$180  US$10  US$60   售票活動:   US$ _________   售票活動 US$  __________
晚註冊   (2017年4月1日 – 年會現場)   US$200  US$10  US$60   旅店定金:   US$ _________ 
      總計應付金額：US$ _________  總計應付金額：US$ __________ 
 
  支票號碼  ______            電匯 （將付款底單連同此表格一起提交）  Visa  MasterCard   Discover

信用卡上的名字               信用卡的持有者必須與註冊人名字相同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   ___-___-___
信用卡號                    到期日期 月/年        驗證號碼（3位數） 

持卡人簽名

獅子會第100屆國際 年會
年會註冊和旅店預訂表格

美國 伊利諾州 芝加哥 • 2017 年 6 月 30 日星期五 – 7 月 4 日星期二

X

請注意：國際獅子會將為宣傳目的記錄下這次國際年會。您的參加可能被拍攝或拍照。您的註冊表示您同意國際獅子會可使用這些圖像。

芝加哥的百年慶服務挑戰方案
  我有興趣在芝加哥百年慶年會期間，參加一個親自動手的社區服務方案。 報名參加這個服務方案的更多詳情，會在稍後幾個月發送給您。

郵寄地址： Lions Clubs International Attn: Convention Division •  300 West 22nd Street Oak Brook, IL 60523-8842 USA • 傳真: +1 630.571.1689 • 電郵: registration@lionsclubs.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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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GO / PIN 
CHICAGO, ILLINOIS 

2nd PROOF
January 13, 2016

LOGO
Approx.Size: 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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