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場為全球服務的籌款活動



親愛的獅友們：

2018 年 6 月標誌著獅子會國際基金會 (LCIF) 已成立 50 
週年，而 LCIF 已透過為 13,000 多筆撥款提供 10 億多美元
的驚人資金資助了獅子會的全球服務。

是的，這是非常傲人的成就，但這只是開始。在我們回顧基
金會為您和其他獅友所做出改變生活的努力之時，我們

也必須向前看，展望未來的 100 年。因此，為了保證一個健康的未來，我驕傲
地介紹[行動 100 ：LCIF 服務全球]。 

我特此邀請您進一步了解這場史無前例的 3 億美元募款活動的重點，包括：

n 一個充滿需求的世界 
n 一個為服務而存在的基金會 
n 募款活動概述 
n 表彰：模範分會以身作則

感謝您參與行動100。讓我們團結起來，為基金會奉獻心力和捐款，確保未來
的 100 年將是一個燦爛的未來，而且永永遠遠。

順頌獅祺！

行動 100 活動主席
前國際總會長
山田實紘醫師

籌款活動主席致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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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面臨著巨大的挑戰。但是，有需求的地方，就有獅友在。在我們的百
年歷史中，現在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需要獅友挺身而出，奉獻服務。我們

的使命純潔高尚，我們的身心準備就緒。是時候了。 

15%

2/3
有 2.53 億人失明或視
力受損，而全球趨勢表
明，這個數字到 2050 
年可能會增長三倍。

                             地球上的自然災害 
                           每年增加 15%， 
                           讓無辜的人們  
失去家園、工作和生命。

每天都有 245 人死於麻
疹，而一支安全廉價的
疫苗即可輕易預防。

三分之二的孩子報告
稱是霸淩的受害者。

4 億人患有糖尿病，到 
2040 年，這個數字可
能會飆升至近 6.5 億。

每天晚上都有 
8 億多人忍受
饑餓入睡。 

每隔兩分鐘就有一個孩
子被診斷患有癌症。

到 2025 年，全球有一半的
人口將生活在缺水地區。

2.53 億

8 億

245

1/2 4 億

2 分

一個充滿需求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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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7 年，茂文鐘士將芝加哥商人團結起來以改善他所在的社區。我們的
創始人是否想到過，僅僅 100 年後會有 140 多萬的獅友在志願服務？他是
否知道，這個世界上最大的服務組織有一天會使用他心愛組織名字的基金
會作為主要資金來源？我們無法確定。但毫無疑問，茂文鐘士會為獅子會
的頭 100 年感到自豪，並對後 100 年充滿希望，因為獅子會國際基金會會
帶來更大的影  響。 

50 年來，獅子會國際基金會一直在鼓勵獅友們奉獻服務，而資金完全來自
像您這樣的獅友及我們的朋友和合作夥伴提供的慈善捐贈， 已透過 13,000 

多筆撥款授予了 10 億美元，主要側重四個核心領域：

視力 – 透過我們的視力第一活動防止可避免的失明，提供了 900 多萬次白
內障手術和 2.7 億多次河盲症治療，並訓練了 300 多萬醫療工作者。

青少年 – 透過獅子探索活動，由經過專門訓練的教育工作者創建社交和情
感學習計劃，讓全球 1,600 多萬青少年受益。 

一個為服務而存在的基金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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賑災 – 迄今為此已提供了逾 1.18 億美元，以滿足受自然災害影響社區的即
時和長期需求。

人道主義計劃 – 幫助數百萬人獲得教育、技術、醫療保健、安全的娛樂場
所和其他改變生活的改善。  

在獅友們努力增強我們核心服務領域的影響並將我們的全球志業擴展到糖

尿病、饑餓、兒童癌症和環保方面之際，LCIF 會作為他們奉獻服務的堅強
後盾。

全球基金會， 
當地影響力。

LCIF：提供撥款，服務全球

LCIF 的核心是為獅友們提供撥款，幫助他們盡其所能地奉獻服務。
n 我們的基層方針讓獅友們在當地採取行動，同時產生全球影響力。
n 專門的義工領導、顧問和工作人員提供撥款監督。慈善導航第六個連續

四星級的評級顯示了 LCIF 的高效性、透明度和問責制。
n 與全球領先組織的合作夥伴關係擴展了獅友們的服務範圍。

LCIF 的使命
支援獅子會及合作夥伴在全球及當地服務社區的工作，透過人道服務專案和
撥款帶給人們希望並改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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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我們世界面臨的挑戰不斷增加，我們與之抗衡的能力也必須加強。
為了構建一個保證帶來更大服務影響力的未來，您的基金會 LCIF 自豪地
推出募款 100 活動：LCIF 服務全球。

LCIF 歷史上最雄心勃勃的募款活動 – 募款 100 活動 – 將跨越三年，力求
籌集 3 億美元。到 2021 年 6 月 30 日，募款 100 活動將讓獅友們每年能
為 2 億多人服務，並確保您能夠擁有資源：

增加服務影響

LCIF 將擴大獅友們對我們 
社區的承諾，重點是：
視力 – 我們將率領全球，根除傳染性失明，減少可避免的
失明和視力損害，並改善失明或視力障礙者的生活質量。  

青少年 – 我們將透過改善獲得優質教育、重要醫療服務、
包容性社會和娛樂機會以及積極的青少年發展來為少青年
服務。 

賑災 – 我們將深入參與賑災工作，並隨時隨地準備和應對
自然災害。

人道主義志業 – 我們將贊助和實施各種計劃，滿足高危及
弱勢群體的獨特需求，如年長者、身障人士、女性、孤兒
和其他受到社會和經濟因素嚴重影響的人群。

募款 100 活動：LCIF 服務全球



對抗糖尿病 

LCIF 將減少糖尿病的患病率，提高患者的生活質量。

我們將共同應對這一全球性流行病，透過針對我們生活
和服務社區的多方面綜合健康措施來幫助預防糖尿病。

擴大我們的全球志業

LCIF 將確定需求和機會最大的領域，開展試點專案 
以發展專業知識，並建立可持續的長期計劃，涉及：

饑餓 – 我們將努力建設一個無人挨餓的世界，擴大解決全球糧
食短缺所需的資源和基礎設施。  

兒童癌症 – 我們將加強醫療和社會服務，提高患癌症兒童的預
期壽命，並提升他們及其家人的生活質量。

環境 – 我們將保護我們全球社區的環境健康，產生長期的積極
生態影響。

向募款 100 活動捐款

自 1968 年以來，LCIF 一直透過像您這樣的獅友個人捐款資助服務工作。 
馬上捐款 – 您捐款的 100% 都將用於支援對您最重要的募款 100 活動基金：
n 服務全球基金，支援所有 LCIF 志業
n  賑災基金 ，保留用於賑災

造訪 lcif.org/BE100，在未來 100 年甚至更長的時間為獅友們奉獻服務提供
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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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想在 2021 年 6 月30 日之前實現募款 100 活動 3 億美元的募款目標，需要
全球所有獅友和分會的參與。為了獎勵那些響應這個號召的個人和分會，特
此設立了個人和分會表彰計劃。模範分會將在以下方面以身作則： 
n 透過以下策略籌集資金： 

• 要求個人會員捐贈或做出捐款承諾。 
• 為募款 100 活動安排一次專門的募捐活動。 
• 從分會經費向 LCIF 捐贈。 
• 要求社區成員捐贈。

n 努力確保其募款 100 活動募捐努力至少能夠募捐到每位會員至少平均額 

(PMA) 750 美元。根據每位獅友的財務能力量身定制捐款金額，個人捐款
承諾可以根據捐款承諾金額在三至五年內付清。  

n  宣傳募款 100 活動的志業。 
n 激勵其他分會成為模範分會。 

您的分會是否準備好成為模範分會，並幫助您的基金會擴大我們的全球
志業和為更多人服務？要進一步瞭解成為模範分會的諸多益處，請造訪  
lcif.org/BE100，與您的 LCIF 分會協調員或區協調員聯絡，或發送電子郵件
至 Campaign100@lionsclubs.org。  

模範分會表彰

模範分會對於推動募款活動的積極性和因此獲得獎勵至關重要。在募款 100 

活動三年期間，承諾成為模範分會，並達到每位會員至少平均額 750 美元，
甚至成倍增加。在達到三個里程碑每一個時，貴分會都將獲得特別表彰： 
n 上交模範分會承諾表 
n 上交 LCIF 的現金捐款和/或有文件 

記錄的捐款承諾達到了宣佈的每位 
會員平均額目標 

n 履行承諾

表彰：典型分會以身作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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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範分會 750 美元

1,500 美元

2,250 美元

3,000 美元

3,750 美元

4,500 美元

5,000 美元以上

200% 
模範分會

300% 
模範分會

400% 
模範分會

500% 
模範分會

600% 
模範分會

高級模範分會 大量的書面和公開表彰
加上下面的所有益處

旗幟分會
加上下面的所有益處

書面和公開表彰、
證書、旗幟布章

模範分會指定 按美元計算的每
位會員平均額 

(PMA)

表彰 

表彰：典型分會以身作則 

注意：書面表彰包括月刊、網站和其他可能有的機會。公開表彰包括在年會、當
地大會上展示的滾動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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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您的未來 

在過去的 100 年中，我們已經證明，只要獅友團結一心，奉獻服務，
就能改變數以百萬計人的生活。在每個分會每位獅友的幫助下，獅子
會國際基金會將能夠做好準備，擴大我們的全球志業，並在 2021 年
前每年為 2 億多人服務。您向基金會的募款 100 活動：服務全球的個
人捐款對實現這一目標至關重要。

馬上捐款，更徹底地改變世界。
n 造訪 lcif.org/BE100，做出安全的一次性或重複性捐款，並瞭解其

他捐款方法。
n 聯絡 LCIF 捐贈人服務部門獲取更多資訊，電話 +1.630.203.3836 或

網站 donorassistance@lionsclubs.org。

如果 100% 的獅友都向募款 100 活動 
捐款會怎麼樣？

您每年 100 美元的捐款如何讓您服務全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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