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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CIFLCIFLCIFLCIF發展微型企業試行活動發展微型企業試行活動發展微型企業試行活動發展微型企業試行活動    

簡介和為什麼微型企業是簡介和為什麼微型企業是簡介和為什麼微型企業是簡介和為什麼微型企業是    LCIF LCIF LCIF LCIF 新的優先事項新的優先事項新的優先事項新的優先事項    

LCIF 四核心活動資助高衝擊和親身動手的四個領域之獅友服務方案：視力保健、對抗殘

障、促進健康、服務青少年。四核心指導性之目的是將LCIF大部分撥款著重於處理關鍵

需求的方案，利用服務的新機會配合 LCIF關鍵的人道主義承諾以幫助社會最弱勢人群。  

這些弱勢人群包括窮人、服務不足、傷殘人士，和那些無法得到關鍵資源者，提高其整體

生活品質。那些生活在貧困中者更容易受到資源缺乏的衝擊。目前，嚴重的經濟危機使得

解決貧困更加急迫。如果目標是減少貧窮人數並幫助低收入個人和家庭改進他們的財務狀

況，減貧戰略必須考慮到窮人的多方面需求。這些人許多有工作，但持續為收支平衡而奮

鬥。 

LCIF認為微型企業微型企業微型企業微型企業是一個重要的管道和機會，支持和促進以下男性和女性的經濟福祉： 

• 生活在或低於貧困水準或被分類為有工作而低收入者 

• 只有有限的技能和教育來競爭正規部門工作的人士 

• 缺乏足夠的資本做小生意和有限的機會獲得財政資源(即資產，抵押等) 和商業教育

服務者  

• 有願望要建立他們自己的收入方法及改善他們的財務狀況的人士 

• 有創建小型風險業務潛在和可行的才能及想法者 

• 有欲望、 時間和精力致力於擁有企業 

• 目前有小業務，正在尋求擴大者；或在社區中創建新工作的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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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之目的和目標活動之目的和目標活動之目的和目標活動之目的和目標    

透過新的微型企業發展活動 （MEDP），將提供資金給小企業家做為周轉資金，購買需要

的庫存、用品、傢俱、燈具、機械或設備，建立或擴大他們的業務。微型企業的例子是： 

街頭供應商、木匠、機器車間操作者、裁縫、珠寶首飾和工藝品的製造商；和農民。所有

類型及各種大小的微型企業家都可來。此活動將尋求支持窮人和其他弱勢群體的微型企業

家之需求，因為提供給這些人的資源有較大差距。婦女和殘障人士將獲優先考慮。 

獅友將有機會與地方上專業從事小額貸款業務的非政府組織建立夥伴關係，充分結合利用

每個合作夥伴的綜合優勢，以確保最多的人擁有一家小型企業，實現其擁有企業和獨立及

經濟安全的夢想。除了為婦女和殘障人士拓展業務擁有權外，獅友將會有一個令人興奮和

新的機會以提高全球對微型企業認識和增加參與減貧活動。 

 

試行活動時間表試行活動時間表試行活動時間表試行活動時間表    

這個試行活動預計將會運行兩年期間；之後將評價活動和結果的評估來確定未來的規劃。 

 

誰可以申請資金誰可以申請資金誰可以申請資金誰可以申請資金？？？？    

微型企業方案有成為大型活動的趨勢，涉及眾多客戶(受益人) 個別的小企業經營，必須經

過一段長時間從策略上管理。規模和運作範圍，資金的請求將由複合區或區階層的獅友受

理。有較強的獅子會認同和多個獅子會參與的撥款申請，可獲優先考慮。 

小額貸款的合作夥伴與獅子會複合區/區之間討論確認之後，才啟動發展授撥款的申請：1) 

這兩個群體都準備好繼續進行，2) 有資格的用戶存在於社區中，和 3) 根據撥款的資格準

則，具備發展方案計劃的基本要素。撥款資金直接給申請的複合區/區，他們會轉發資金

給方案實施的合作夥伴。 

申請書必須由獅友和小額貸款的合作夥伴共同編寫，並由申請的獅子複合區/區提交給 LC

IF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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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活動的地理範圍是什麼該活動的地理範圍是什麼該活動的地理範圍是什麼該活動的地理範圍是什麼？？？？    

全球性，開發中國家和低度開發國家的貧困程度遠遠超過已開發國家的水準。這個試行活

動將提供給發展中國家和地區的獅子複合區/區。可能也考慮大量原住民人口的地區。 

已開發國家中的複合區/區可申請支持發展中國家的方案，當地的獅友須同意積極參與方

案。在這種情況下，申請獅友必須有當地獅友的文件並證明他們的參與。 

 

什麼類型的方案或企業有資格獲得資助什麼類型的方案或企業有資格獲得資助什麼類型的方案或企業有資格獲得資助什麼類型的方案或企業有資格獲得資助？？？？    

各種方案將有資格獲得資金審理，包括但不是限於： 

• 農業(作物和牲畜)   

• 街頭小販 

• 小零售業務 

• 食品生產和銷售 

• 工藝製作 

• 女裁縫/剪裁 

• 木工/雜工服務 

• 汽車維修服務 

• 清潔服務 

• 電腦諮詢 

• 運輸和搬家服務 

• 寵物美容 

• 快遞服務 

• 美髮師服務 

• 家教服務 

 

誰有資格成為一個潛在用戶或資金接受者誰有資格成為一個潛在用戶或資金接受者誰有資格成為一個潛在用戶或資金接受者誰有資格成為一個潛在用戶或資金接受者？？？？    

這一活動，將優先撥款給婦女和殘障人士的小額貸款活動。然而，可考慮其他弱勢群體。

潛在的用戶或參與者必須滿足小額貸款組織所概述的所有標準要求。  

潛在的客戶可能會從各種來源中來選擇，包括社會服務機構、教會、就業訓練活動、職業

協助活動及經常歸入此相同社會經濟類別的其他處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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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金參數資金參數資金參數資金參數    

複合區申請撥款必須籌措相當於 25%方案預算的本地資金。可要求撥款達總方案預算的 7

5%，不超過10萬美元。最低撥款為1 萬美元，最高撥款為10萬美元。LCIF的撥款資金將根

據方案的時間表遞增發放。 

 

小額貸款夥伴小額貸款夥伴小額貸款夥伴小額貸款夥伴////組織的要求是什麼組織的要求是什麼組織的要求是什麼組織的要求是什麼？？？？    

夥伴合作組織在提供有效的微型貸款活動應該有良好的記錄並被社區認同為一個有信譽的

企業。夥伴合作組織應該最低有五年的經營歷史。申請獅友應負責審核小額貸款的潛在合

作夥伴或組織。 

 

獅友做為夥伴和共同資助者的責任是什麼獅友做為夥伴和共同資助者的責任是什麼獅友做為夥伴和共同資助者的責任是什麼獅友做為夥伴和共同資助者的責任是什麼？？？？    

做為此一活動中的夥伴，獅友的角色和職責包括以下內容： 

• 研究和選擇一個合適的小額貸款組織做為合作夥伴 

• 捐獻自己應分攤的所需地方配合款 

• 動員足夠的獅友資源，在合作夥伴同意下以志願者身份工作 

• 如果合作夥伴組織要求，協助認定潛在的客戶 

• 由複合區階層背書正式成為夥伴關係並致力於方案的要求 

• 指派夥伴關係委員會，對獅子複合區/區負責，確保方案能成功實施及與夥伴合作

組織的關係。  

• 如果適當，透過所有階段的夥伴關係，與夥伴關係組織及用戶緊密合作 

• 與夥伴合作小額貸款組織建立一份諒解備忘錄，概述商定後夥伴的角色和責任以及

再投資的策略和行動計畫。 

• 基於每月從小額貸款夥伴接收的報告，向LCIF提供季度報告和更新。 

 

小額貸款合作夥伴的職責是什麼小額貸款合作夥伴的職責是什麼小額貸款合作夥伴的職責是什麼小額貸款合作夥伴的職責是什麼？？？？    

與當地獅友合作的小額貸款組織將負責與客戶貸款運作通常相關的所有活動。要求此夥伴： 

• 選擇和評估用戶和方案；歡迎並鼓勵獅友參與選擇過程。 

• 提供人員配備、訓練和技術的專業知識來管理方案的財務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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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瞭解、適應和建立獅友及夥伴之間對該方案的熱情 

• 教育獅友關於小額貸款程式並找出合適的志願者機會讓獅友參與 

• 任命一位夥伴關係協調員，負責與國際獅子會的合作夥伴進行協調 

• 與獅友簽署一項諒解備忘錄，概述商定後的角色和責任的夥伴，以及再投資的策略

和行動計畫。 

• 透過夥伴關係方案的所有階段與獅友的合作夥伴密切合作  

 

• 提供定期的每月報告和更新給向 LCIF 提供季度報告的獅友。 

夥伴合作組織將向用戶概述和管理將提供資金的活動、貸款金額、利息和手續費、貸款還

款時間表、 分期付款金額等。 

 

微型企業家微型企業家微型企業家微型企業家((((即用戶即用戶即用戶即用戶////參與者參與者參與者參與者))))的職責是什麼的職責是什麼的職責是什麼的職責是什麼？？？？    

• 同意遵循與小額貸款組織所協定的規則和政策 

• 根據協定的內容接受償還貸款的責任 

• 同意參加由小額貸款組織提供的任何額外的訓練和教育資源(即理財知識和輔導、

業務和資產管理等）  

• 同意由獅友和 LCIF 拍照/錄影/採訪並為宣傳方案提供證言。 

 

制定方案的行動計劃制定方案的行動計劃制定方案的行動計劃制定方案的行動計劃    ((((發展計畫發展計畫發展計畫發展計畫、、、、預算和撥款申請預算和撥款申請預算和撥款申請預算和撥款申請))))    

合作夥伴開發的方案和行動計畫應包括以下微型企業的成功方案所需之關鍵要素: 

• 參與的有信譽之小額信貸款人/夥伴關係須有良好的記錄 

• 獅友親身參與 

• 明確定義目標，包括目標和將用於實現目標的策略 

• 解釋如何選擇客戶/方案計劃、 經費籌措/還款計劃、 遵從法規和不遵守情

事程式等。  

• 證明LCIF的資金對增加服務更多的人將有影響 

• 除LCIF撥款之外，捐獻方案的可持續性計畫 

• 具體的執行時程表、基金收取和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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償還貸款的再投資策略償還貸款的再投資策略償還貸款的再投資策略償還貸款的再投資策略    

期望用戶接收貸款將同意小額信貸合作夥伴的協定中所述的還款條件。收取和監控這些貸

款的償還將是小型貸款機構的責任。這些貸款的償還將為小額、個別的金額，理想為集合

起來再投資。這些資金應當保留於當地用於再投資於未來和正在進行的微型企業家方案，

經本地合作夥伴(當地獅友和小額貸款機構) 決定和同意，以及如獅友和小額貸款夥伴之間

的諒解備忘錄所述。 

 

試行標準和申請的要求試行標準和申請的要求試行標準和申請的要求試行標準和申請的要求    

1. 撥款資金可提供給獅子複合區和區。個別分會不能適用。每個獅子年度（7月1日– 

6月30日）只能給予一件撥款。 

2. 撥款是可用來支援微型企業家需要種子資金的方案之小額貸款活動，建立或擴大他

們的小型企業。 

3. 弱勢人群是此方案的受益者。為婦女和殘障人士的方案將獲優先考慮。 

4. 撥款只可要求達方案預算的75 ％。申請獅友負責捐獻25%金額的地方配合款。  

5. 最低可要求撥款為1萬美元。最高可要求撥款為10萬美元。撥款資金將根據方案的

時間表遞增發放。  

6. 由複合區提交的申請書，在向 LCIF 提交申請之前，需要複合區議會的背書。  

由區提交的申請書，在向 LCIF 提交申請之前，需要區內閣的背書。撥款批准時在

職的總監議會議長/區總監被認為是撥款管理員。 

7. 任何方案或貸款協定的最大期間不得超過24個月(2年)。 

8. 撥款資金不得用於建立新的小額貸款組織/公司、購買土地或財產；或支付小額貸

款組織的現行運作成本。  

9. 申請書必須在 LCIF 預定的理事會會議至少60天之前收到。這些會議通常在3月/4月、

6 月、9 月/10月間舉行。連絡 LCIF取得確實的申請截止日期。  

10. 不完整的申請書或那些需要大量的補充資料或進一步澄清，可能會推延和轉入以後

的信託理事會議審議。  

11. 凡LCIF援助的方案，獅友及/或其家屬不得接受直接或職業利益，或有私人利益。  

12. LCIF和當地的獅友對用戶的業務、抵押、所擁有或製造的設備或貨品，沒有所有

權或權力。 

13. 在LCIF批准前就開始的方案可能無法受理資助。LCIF將不會考慮為基於償還費用

的方案提供資助。 

14. 兩年的時間內未啟動或沒有取得足夠進展，LCIF保有撤銷撥款的權力。如果LCIF

撤銷撥款，任何無充分佐證文件的已支付資金，應退還給LCI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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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的問題申請的問題申請的問題申請的問題    

請在完成此申請書之前，查看撥款條件。下面列出每個問題，在LCIF信託理事會考慮前，

必須填寫完整。已完成的撥款申請書和所有支持或請求的文檔應送交 LCIF的人道活動部

門。申請書必須在預定的理事會會議60天之前收到。  

1. 日期： 

2. 撥款申請人: 

• 獅子複合區/區 

• 合作夥伴的小額貸款組織/公司 

3. 從 LCIF請求的撥款金額(最低1萬美元；最高10萬美元)： 

4. 方案總成本： 

5. 由獅友捐獻的地方配合款金額： 

6. 提供有關合作的組織/企業的背景資料，包括詳細的： 

• 組織或公司存在多久的時間、管理結構、經營領域和年度運作預算 

• 目前的業務組合(目前管理的用戶/貸款數目；社會經濟現況等) 

• 資助的活動或業務類型 

• 提供給用戶的外展、訓練和其他教育資源的類型 

• 用戶/方案的評估和選擇程式 

• 發放和收款程式 

• 監控和監督實務 

• 遵從和不遵守法規程式 

• 拖延償還貸款和收取的比率  

如果可行，提交申請書時請一起包括該組織的年度報告、運營手冊和最新的財務報表複本。 

7. 關於選擇接受資助的用戶和方案之訊息： 

• 有多少用戶將會收到貸款？ 

• 用戶名稱和業務目標 

• 資助的活動和實施時程表 

• 貸款金額；包括利息和手續費(如果適用) 

• 還款的時間框架和分期付款金額 

• 任何其它相關資訊 

8. 詳細說明方案的行動計畫和策略。指出方案進度計畫和時程表；明確定義目標，包

括目標和將用於實現目標的策略。  

9. 描述此一方案將如何使婦女/殘障人士和當地社區受益。 

10. 解釋除LCIF撥款之外，該方案在未來幾年將如何持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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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解釋除提供資金支援之外，獅友將如何參與該方案。 

12. 說明將如何認定及宣傳獅友以及 LCIF所支持的方案。 

13. 整個方案使用下面的表格，以包括逐項列出預算。 

• 指出使用哪種貨幣及與美元的匯率 

• 收入必須等於支出費用 

• 預算的支出側應顯示實際開支並提供任何大量支出的明細。 

• 地方配合款必須為現金形式。歡迎志工服務和實物捐贈給方案，但這

種支持不能做為符合25%配合款要求的收入來源。 

 

預算格式：    請以美元提交     

收入來源 

 

金額 支出 金額 

獅友的捐獻    

    

LCIF撥款    

 

總數： 

  

總數： 

 

 

 

14. 請提交獅友和夥伴組織之間所簽署諒解備忘錄副本。 

15. 請提供被任命擔任此方案的夥伴關係委員會獅友之姓名和職稱。  

16. 複合區階層提交的申請書要求總監議會議長簽名。區階層提交的申請書要求總監簽

名。（請參閱標準#6關於提交申請書所需的本地背書）。  

請將完成的申請書及支持文檔郵寄到： 

Lions Clubs International FoundationLions Clubs International FoundationLions Clubs International FoundationLions Clubs International Foundation    

Attn:Humanitarian Programs DepartmentAttn:Humanitarian Programs DepartmentAttn:Humanitarian Programs DepartmentAttn:Humanitarian Programs Department    

300 W. 22300 W. 22300 W. 22300 W. 22
ndndndnd
    StreetStreetStreetStreet        

Oak Brook, IL 60523Oak Brook, IL 60523Oak Brook, IL 60523Oak Brook, IL 60523----8894889488948894    

lcif@lionsclubs.orglcif@lionsclubs.orglcif@lionsclubs.orglcif@lionsclubs.org    

1111----630630630630----203203203203----3819381938193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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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的要求報告的要求報告的要求報告的要求    

• 小額貸款夥伴需依照獅友的要求，在方案的持續時間內必須定期向獅子複合區/區

提交報告。建議每月提交報告。  

• 獅子複合區/ 區在方案的期間應按照 LCIF 的要求，定期向LCIF提交報告  。建議提

交季度報告。 

• 在方案結束後LCIF 要求提交一份最終報告。應包括利用所有撥款資金和償還貸款

的財務報告、照片和客戶的證言。將由 LCIF 提供最後報告表格。 

• 所有報告提交LCIF 之前應由複合區總監議會/區內閣進行審查和批准 。 

• 除方案完成的報告之外，LCIF可能需要其他的報告。此報告對我們收集服務受益

人數和方案成果的數據是寶貴的。再投資的資金支援方案兩年至三年之後以及五年

後可能需要報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