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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LCIF創下記錄。 透過獅友之慷慨解囊， 視力第一募款活動II(CSFII)獲得廣大

之回響， LCIF達成捐款之新記錄， 使得基金會可提高撥款金額來增加受惠人數。

總捐款給LCIF的金額為$78.46百萬， 比前一年多了$2,400萬， 比前幾年多了幾

百萬元。 LCIF 提供的570 件撥款總額為$40.93百萬強調重要的人道須要。

根據以倫敦根據地的金融時報報導， 去年7月獅子會國際基金因與聯合國全球盟

約的夥伴關係被提名為全世界第一的非政府組織。

對 LCIF而言， 這是有許多可歡慶的一年。 6月為基金會成立40周年， 而且是非

常成功的結束CSFII之月份。 全球為期3年之募款運動創下歷史性的成功， 是

LCIF偉大的募款成功記錄。 全球獅友及捐款人共同捐贈超過最低目標1億

5,000萬元， 甚至超過兩億美元。 這些基金將繼續及擴大視力第一活動，

此為獅子會最著名的防盲活動。

LCIF 透過許多為青少年、殘障、健康的活動， 重視了其他的人道須要。 本基金

會繼續提供撥款， 使獅友可援助天災。 除了立即援助外， 基金會也協助長期重建

工作， 如中國地震後， 仍提供$300萬的重建工作。

在回顧LCIF的所有成就， 我知道您也深感同樣的驕傲， 因為我們一起達成的。

謝謝您們幫助 LCIF 來改善許許多多人們的生活。 透過您們的繼續支持我們定

可成就更多。

我們一起從事 “我們服務”

吉米 羅斯

2007-2008 LCIF 主席敬上

來自 LCIF主席之訊息



2007-2008國際獅子會基金會執行委員會
吉米 羅斯 ， 前任國際總會長及主席；馬亨德拉 阿瑪哈束瑞亞， 國際總會長， 執行幹部；亞伯特 布蘭德， 國際第一副總

會長；埃貝哈魏爾夫斯， 國際第二副總會長；Russell Sarver， 副主席；K.G. Ramakrishna Murthy， 秘書；

Yoshitsugu Shigematsu， 財務， 國際理事； Ermanno Bocchini， 國際理事； 阿秀克 梅塔， 前總會長， LCIF 指派

委員；AAsoka de Z.Gunasekera， 前國際理事， LCIF指派委員

“您所賦予能再看到晝夜之生活品質，
我非常感謝您們所做的一切。

您的活動與協助是迫切需要
及非常感謝的。”

美國俄勒崗州， Christine



我們 No. 1。國際獅子會基金會是全球人道服務之領

導人， 幫助獅友服務其社區與全世界社區。 與其他組織夥伴

關係 被列為全世界第一的非政府組織。LCIF是國際獅子會

的官方慈善組織

我們服務。撥款大規模的援助青少年、殘障、健康及

災難人道方案。 2007-2008年度， LCIF 捐贈 $40.93 百萬給

570件方案。

我們提供。LCIF 成立於 1968， 至今已有 9000

件撥款案總額 $6億4,000萬。

我們給予100 %。
捐給LCIF的每一塊錢都直接用於撥款。

我們建立夥伴關係。 LCIF

盡力透過地方及國際組織、政府、企業， 合作關係將所有的

捐款以槓桿原則運用， 使物超所值的運用每項捐款。

您的捐贈。2007-2008年度， LCIF 收到$78.46

百萬捐款， 包含了歷史性的CSFII支持。 比前一年多

了$2,400萬。* 謝謝您的支持!

*捐款包含收到之現金及認捐。

**所有金額是以美元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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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CIF 綜觀

重大災難援助
6 件/ $135 萬

緊急撥款
229 件/ $193 萬

四核心撥款
47 撥款/ $371 萬

其他
69 撥款/ $589 萬

標準撥款
143 方案/ $653 萬

國際協助撥款
34 撥款/ $389,229

視力第一
42 方案/ $2,114 萬



視力之勝利
2008 年國際年會， 全球1萬4,000位獅友聚集一堂慶祝LCIF募

集超過$2億300萬給視力第一活動。 獅友及許多捐款人有充分

理由來慶祝本組織及基金會有史以來最大的募款運動。 透過

視力第一募款活動II(CSFII)所募集到的款項將繼續擴大獅子會

的視力第一活動以重視盲症形態之變遷。

CSFII 由2005 年國際獅子會年會時發起。 CSFII 募款象徵

獅友對視力第一活動之奉獻。 全球各地之大多數分會3年來參

與全球募款運動， 甚至還有企業及政府機構之參與。

20多年前， 透過獅友大規模努力募集成果。 包含1990年代所

推動為視力第一活動之第一次募款運動在內， 獅友已募集3億

4,600多萬以維持全球之視力活動。

全世界的視力第一
透過視力第一募款活動II所募集的款項繼續了獅子會的改變生

活之慈善大業。 透過運動募集到兩億300多萬元， 1億多元

將支持可控制及消除盲症之主要原因活動， 如白內障、沙眼、

河盲。

另外5,000萬將援助對抗威脅視力的新病症方案， 如低視力、

青光眼、糖尿病視網膜病變。 剩下的5,000萬用於“給大眾光

明” 以支持新的研究及復健方案。

CSFII 成就
•募集2億300多萬

• LLCIF歷史上最大一筆由基金會捐贈–

美國全球健康及教育基金會所捐贈750萬元

• LCIF歷史上最大一筆個人捐贈– 印度Aruna A.

Oswal獅友所捐贈320萬元

• 全球有67%分會參與

• 10萬元以上之捐款者有91 位， 兩萬五千元以

上之捐款者有123位

• 3,400多模範分會其會員平均每位捐 $400

2 建立堅強之基金會， 創造美好的世界。

視力第一募款活動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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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大眾光明



4 建立堅強之基金會， 創造美好的世界。

Aruna A. Oswal夫人
前總監
2008年4月， Aruna A. Oswal 夫人一家人捐贈 $320萬是

LCIF歷史上最大一筆個人捐贈。 Oswal是印度孟買的Juhu

獅子會的會員， 也是前總監。

美國全球健康及教育基金會
5月， LCIF

收到$750萬捐款是40年來最大一筆的基金會贈款。 此捐款

來自美國慈善家 Kenneth E. Behring及其成立的基金會，

美國全球健康及教育基金會。 此贈禮是支持Operation

Global Vision (OGV) 的創立， $1,500萬 為LCIF 與

GHEF夥伴合作。

Moorfields眼科醫院
信託基金會
2008年3月， LCIF收到Moorfields眼科醫院的信託基金會的

$400萬贈款， 設立於英國的國際治療眼疾中心及領導眼科護

理研究及訓練中心。 該贈禮將直接支持 在迦納的Accra建造

及成立 Korle Bu 眼科醫院。

捐款地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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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CIF史無先例的機會
LCIF 獲得史無先例的機會。 此刻是比

以前更重要的， 全球獅友都須從事LCIF之

工作。 整個CSFII， 是靠獅友堅定的努

力， 以更進一步建立對抗可預防盲症領導

地位的視力第一活動， 也因此奠定LCIF為

全球最聞名的基金會。 唯有LCIF及獅友

可提供對人道服務最了解之需求。

LCIF 40多年來， 已提供了廣泛的人道

服務。視力第一活動只是基金會人道工作

之一部份而已。 LCIF 也對抗殘障， 提供

災難援助， 支持健康教育及青少年。

透過LCIF， 獅子會設計可強調會員之地方

與全球社區立即及長期須要的方案。

對LCIF及全球獅友而言， 確實是振奮人心

的時刻。 基金會不但在幫助獅友服務他人

方面有顯著之成功， 即使在擴展服務新機

會也得到同樣的成功。 LCIF貢獻更多

資源來擴大基金會， 而且強有力的LCIF承

諾了具有轉換獅友全能力量的核心任務。

視力第一的新時代
視力第一顧問委員會正設計長期計劃為引

導視力第一活動未來之綱領。

這些計劃審查公眾眼科衛生活動及建議未

來獅子會每一疾病工作之策略。

LCIF與世界衛生組織合作， 於2002年捐贈

$375萬以推動兒童盲症之活動。該筆基金

於6大洲建立30個需要中心， 提供7100萬

兒童防治、治療、復健之眼科護理服務。

本年度LCIF贈與額外的$879,000， 以添加

設備及擴大中心。 視力第一活動之主要優

先次序是重視兒童失明。

於CSFII募款時， 首次6件撥款案已分配至

全球之方案。 透過6件撥款案， 獅友

於伊索皮亞對抗沙眼， 巴拉圭提供貧困人

們之眼科護理， 重視印度的白內障， 將視

力服務帶給西非人民， 恢復東歐兒童之視

力以及重視北美的屈光誤差(URE)問題。

現在我可以再看報紙了， 我的生活因為我能看清楚而改善了。
手術前， 我無法做日常生活工作。
我非常感謝獅子會恢復我的視力。

Vasant Pandharinath Hawal， 印度的白內障病人



L獅子會視力第一活動與全世界之分會及組織合作以改進眼科護理， 使上百萬人能免於失明之夢想可成真。視力第一拯救及恢復

3,000萬人之視力， 透過白內障手術、視力檢查、控制沙眼、預防河流眼盲活動等等。 還有， 更多上百萬人得到更好的

視力護理。

獅友於防盲方面已建立居於領導地位之名聲。 平均只要$6， 獅友就可拯救及恢復一個人免於失明。雖然獅友有卓越的成功，

但仍然有很多工作須要去做。 專家預測若停止視力第一工作， 全球3,700萬盲人於2020年將增為7,400萬。

6 建立堅強之基金會， 創造美好的世界。

視力第一

自1990年來視力第一的成就:

•核准個90國家922件撥款案， 共2億

3,100萬美元。

•透過白內障手術恢復750萬人視力

•防止3,000萬人嚴重視力之損失

•分發1,000萬份ZithromaxR藥劑及提

供254,000倒睫毛手術以對抗沙眼

•提供河流眼盲114.7百萬件治療

• 建造或擴建308家眼科醫院/診所/病房

•更新372所眼科中心眼科設備

•提供115間設施管理訓練

•訓練345,000 眼科護理專家

• LCIF與世界衛生組織合作， 推動有史

以來第一次對抗兒童盲症之活動。建立

30個兒科眼科護理中心， 嘉惠7,100萬兒

童之生活。

視力護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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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丁美洲國家可控制河盲症
在哥倫比亞赤道疾病onchocerciasis或稱為河盲症之傳染， 是全國衛生之嚴重問題， 現創下歷史性第一次終止傳染。

LCIF 是分發可控制及預防此病症藥品活動之組織成員。 獅友幫助分發 MectizanR 並教育當地社區必須服用此藥品之須要。

獅子會與卡特中心、Merck、及其他地方組織合作， 獅友已幫助分發超過1億1,400萬藥劑。

2007年獅子會世界視覺日
2007年獅子會世界視覺日於斯里蘭卡的可倫坡舉行， 為當地5萬居民檢查視力。 除了提供眼鏡， 還在獅子會視覺贈禮醫院

及Hendala視力第一醫院提供1,500人之白內障手術。 這些手術都是LCIF資助的。 獅友也舉行兒童失明研討會， 這是強調

保護及恢復視力重要性的公開集會， 以及支持視力第一募款II之健行活動 。

KAP 研究
LCIF與全國眼科機構(NEI)發佈2008的調查報告顯示多數成人重視其視力並普遍知道與視障有關的嚴重眼疾。 不過， 他們缺

乏如何和何時應即時尋求偵測這些疾病並進行治療的知識。 這些研究結果均來自2005年公眾對於眼睛健康和疾病相關

知識、態度及實務的調查， 亦稱為 KAP 研究。 這項研究發現， 強調教育民眾一般眼疾之須要， 如青光眼、糖尿病視網

膜病變、老年黃斑病變等。 為提升民眾了解， LCIF已設計獅子會視力保健活動， 讓獅子會以社區為基礎之教育活動。

沙眼治療的里程碑
LCIF於1月份達成沙眼重要治療之里程碑， 當LCIF董事會主席吉米羅斯發放第1000萬ZithromaxR(azithromycin)藥劑給16歲的Me

sseleche Tilahun。 此消炎藥品由Pfizer Inc所捐贈的， 這是對抗此病症之主要策略。 Messeleche 住在伊索皮亞之沙眼疾病區，

大約1800萬人受此威脅。

卡特中心代表、伊索皮亞獅子會、Pfizer、伊索皮亞政府， 及其他夥伴組織一起慶祝此預計於2012年消除此地區沙眼病症之合作

方案。伊索皮亞獅友是該國達成此了不起成果之不可缺之份子。 第1000萬藥劑是在全力推動此目標日期之18個月後收到的。

透過視力第一， LCIF已捐贈無數撥款給伊索皮亞及非洲其他地區之控制沙眼、教育及訓練方案。

“我接受了最好的訓練就能帶回給烏干達人民。
我能提供大量的眼科護理， 這是以前未曾有過。

若沒有獅友之幫忙， 這是無法成真之事。”

Emanuel，
在馬利之非洲熱帶眼科機構(IOTA)學生



LCIF的回應

8 建立堅強之基金會， 創造美好的世界。

獅友幫助中國
2008年5月， 四川省發生威力強大7.4級地震， 造成68,000多人死

亡及360,000人受傷。國際獅子會基金會及全球獅友迅速回應此救

援工作， 募集300萬及發放物資。

LCIF承諾$100萬重大災難撥款。 廣東、深圳、香港、澳門獅友募

集$100多萬並前往災區運送必需品如帳篷、藥品、食物等。

另外， 獅友協助重建工作。 獅友與中國紅十字會合作， 購買10輛

援助及救護車。

3個獅子區及中國聯會成立委員會督導立即及長期 援助方案。

LCIF及瑞典獅友提供了3000多件帳篷以形成獅友帳篷社區， 提供

救援工作員之休憩處。

在Weicheng， 獅友重建幼稚園及小學以嘉惠1,500位學童。 獅友

捐贈800多張桌椅及文書用品。 深圳獅友連開3天的路程並以

不到72小時成立一Longfeng學校。 他們與中國政府合作為360位

學童建造一小學及校舍。 獅友建造獅子會PengHua村， 因為該

社區整個被摧毀。 獅友幫助政府重建道路、房屋、學校、水源嘉

惠當地村民， 他們一日的平均收入不到$1。

國際獅子會是中國唯一的服務組織。

LCIF及獅友具備災難援助的經驗， 也曾動員募集$2,000多萬援助

海嘯、卡翠納颶風及許多其他的重大災難。

重大災難
6月， 密西西比河氾濫成災造成愛荷華州水災。 4萬多居

民須遷移因為整個鄉鎮被摧毀。 LCIF提供$6萬緊急

撥款以解決緊急需求。 LCIF也核准$10萬重大災難

撥款， 幫助重建老人中心。

11月孟加拉之龍卷風， 造成3500人死亡及100萬無家可

歸。 LCIF曾動員募集$224000援助重建工作， 包含

建立兩個學校兩倍大的收容所。 秘魯中部及南部地

區8月發生大地震， 造成大規模之損害。 LCIF撥

出$136,000援助款近145間房屋快建造完成。 在美國

加州摧毀性之野火災害後， LCIF撥出幾件緊急撥款案為

短期及長期重建工作。

LCIF緊急撥款總額近$200萬， 可立即發放食物、水、衣

物、藥品等必需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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殘障服務
殘障服務是獅友LCIF四核心撥款中重視的四項活動之一。

四核心撥款優先次序以大規模方案視力、健康、殘障、青少

年為主。 LCIF對殘障承諾的兩個例子為國際人道建屋組

織以及特殊奧會的開展視覺活動。

透過國際人道建屋組織第1,000間房屋
已完成

2008年6月， 透過LCIF的國際人道建屋組織夥伴關係第1,000

間房屋已完成。 這項以房屋服務為主的夥伴關係活動， 是於

2000年正式開始的。

LCIF已承諾$1,200萬給國際人道建屋組織建造房屋給智障及

殘障之家庭。 來自LCIF 及獅友的捐款全球使24國的受惠家庭

感受到新自由。

獅友承諾提供貧困者之須要。透過LCIF撥款及全球獅友的服

務， 受惠家庭感受到未來有希望的感覺。

開展視覺的活動夥伴關係
特殊奧會 -國際獅子會一起開展視覺的活動之夥伴關係於

2001年開始。之後， LCIF提供了$1,000萬於全球擴展此活動。

已有10多萬運動員接受視力檢查並且44,000位獲得眼鏡及運

動護鏡。 全球有8,000多位獅友志工參與視力檢查。

馬亨德拉阿瑪哈束瑞亞國際總會長及吉米羅斯主席， 與全世

界領袖出席2007年10月在中國舉行的全球政策高峰會議， 討

論全人類的挑戰及機會， 也包含了智障者。高峰會議中，

LCIF宣佈$100萬撥款繼續開展視覺的活動之夥伴關係

至2009年10月。

四核心撥款

重點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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獅子探索繼續
於全球擴展
獅子探索以學校為基礎的， 是一完整的正面青少年發展及防治

活動， 連合家庭、學校、社區。今日， 已有1,100多萬青少年參

與， 以及40多萬教育家、其他成人接受可推動此活動的訓練。

獅子探索培養有能力及健全的青少年， 具備堅定的個性，

透過社交-情緒技巧、 個性教育、自信的行為、服務-學習之教

育。LCIF提供撥款給區設立新活動或將已有的活動擴展至區內

學校。

LCIF已成功的擴展與美國國務院之夥伴關係， 獲得第2個5年

期之契約， 允許超過$100萬金額於中歐及東歐推動獅子探索

活動。LCIF也擴展與美洲國際組織(OAS)的夥伴關係至拉丁美

洲的獅子探索預防工作。

2008獅子探索的重要成就:
•增添奧地利、孟加拉、墨西哥3國後， 本活動就

擴展至50國了。

•獲得加州教育局及加州衛生兒童資源中心的表

揚。

•與羅格斯大學社交及情緒學習實驗室舉辦服務

學習研討會， 發展安全及學校活動(DSACS)， 設

計建立地方教育資源以改進參與學區的社交及

情緒學習情況。

•參與社區聯合可以強化藥物濫用防制毒品組織

(CADCA)強調社區聯合可以強化藥物之濫用防

制， 可幫助青少年抗拒酗酒及其他藥物濫用。

“我於獅子探索所學到的東西， 可立即適用， 對自己的行動負
責而無懼於同伴的威脅 。”

德國， Marius Reinstadt



12 建立堅強之基金會， 創造美好的世界。

國際協助撥款(IAG)
提供款項由5,000至30,000美元不等， 給工業國家分會援助

尚未完全發展地區獅友。IAG支持基本保健、教育及識字、清潔水源

和衛生、農村發展和自給自足、為盲人和殘障服務及環保方案等。

撥款也可視為國際醫療任務， 及支持獅子會棺閬^收中心的工作。

撥款

日本
撥款$3萬支持日本的第34次菲律賓醫療任務。 日本334-E區獅友，

前往馬尼拉幫助菲律賓301-D2區獅友之醫療檢查。 1萬多人受惠。

南韓
馬來西亞308-A2區之Kota Kinabalu Host分會獅友、韓國354-D區、

Seoul Hanam分會獅友合作引進水源來改進兩個農村的生活品質。

LCIF 核准$2萬的等量撥款。

標準撥款是規模大而緊急性人道須
要的撥款， 而且是許多獅友普遍申
請的撥款項目。 LCIF 提供最高$75,000的

等量撥款金額來擴展或開始一項人道方案。 標準撥

款協助的方案有衛生巡迴車、養老院、醫療及眼科

診所、流浪兒之家、殘障及盲人中心、發展中國家的

學校。

烏拉圭
核准$5萬撥款給烏拉圭邊緣都市的Artigas醫院購買電

腦斷層掃瞄攝影器。

電腦斷層掃瞄攝影器可提升該區之健康服務， 每年可受

惠1000多人 。

紐西蘭
核准$5萬撥款給紐西蘭202-J區獅友建造及增添該區

癌症中心家庭接待室的設備。每年大約1000位病人及

其家人可使用新的獅子會公寓。

美國肯塔基州
核准$20190 撥款給Camp Crescendo修建浴廁設施。

該中心服務各年齡的殘障兒童， 每年約服務2500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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夥伴/捐款人
LCIF要感謝下列夥伴的幫助使獅子會更進一步完成人道任

務及資源的槓桿運用。 根據金融時報報導， 這些夥伴也幫

助推動 LCIF為全世界第一的非政府組織。 夥伴共同奉獻於

改善全球各地人們的生活須要。

Alcon

Allergan, Inc

卡特中心

Community Anti-Drug Coalitions of America

康拉德希爾頓基金會

Eil Lilly & Co.

Essilor of America

全球健康與教育基金會

國際人道建屋組織

Johnson & Johnson Asia & Corp.

LensCrafters

Merck & Co, Inc.

Moorfields眼科醫院的信託基金會

國家眼科研究所

美洲國家組織泛美藥物濫用管制委員會

Pfizer Inc.

Rexton, Inc.

特殊奧會

美國國際開發署

美國國務院

婦女眼科衛生

世界衛生組織

前25名最大百分比增加捐款之區
區 國名 %增加
H-3 祕魯 8802
LC-4 巴西 5458
315-B4 孟加拉共和國 4762
121 波蘭 3383
305-N1 巴基斯坦 1714
LD-6 巴西 1668
LB-1 巴西 1637
S-2 玻利維亞 1428
S-1 玻利維亞 1403
D-4 哥斯大黎加 1364
107-F 芬蘭 1351
B-8 墨西哥 1307
315-B2 孟加拉共和國 1260
300-F 300複合區台灣 1197
LD-2 巴西 1046
R-3 多明尼加共和國 973
124 羅馬尼亞 968
321-C1 印度 948
T-4 智利： 918
323-G2 印度 903
103-CC 法國 834
51-C 波多黎各 823
B-2 墨西哥 702
308-B2 馬來西亞 689
324-D2 印度 679

2007-2008 前25名捐款區
區 國名 捐款(US$)
334-A 日本 1,603,306
330-A 日本 1,220,567
335-B 日本 975,991
336-A 日本 936,527
337-A 日本 931,911
354-D 韓國 841,597
335-C 日本 771,906
330-B 日本 730,228
336-C 日本 689,817
333-A 日本 665,238
333-C 日本 650,688
336-B 日本 618,308
336-D 日本 606,043
331-A 日本 546,792
334-B 日本 539,079
111-BS 德國 536,320
354-B 韓國 517,232
334-D 日本 511,610
337-C 日本 502,332
334-C 日本 492,268
337-D 日本 482,235
330-C 日本 466,938
355-D 韓國 465,930
355-A 韓國 462,554
108-IB1 義大利 437,531

“身為獅子會員， 我要告訴您們，
對於您們的成功我深感驕傲。

這一直是我生命中 最滿足的夥伴關係。”

美國前總統及諾貝爾獎得主吉米卡特
對獅子會及LCIF視力第一活動的演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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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LCIF

表現奇蹟

2007-2008茂文鐘士會員捐款

22,994
茂文鐘士會員捐款總額:

284,875
2007-2008 茂文鐘士進級會員捐款:

10,079
茂文鐘士進級會員捐款總額:

51,045
100% 茂文鐘士會員分會總數

216

茂文鐘士會員捐款活動於1973年成立， 以紀念茂文鐘士先生創立國際獅子會。
茂文鐘士會員捐款(MJF)表揚$1000捐款給LCIF的個人。這類捐款表現出對人道服務的重大承諾並允許LCIF能透過服務創造奇

蹟。 每一筆額外的$1000捐款就是茂文鐘士進級會員捐款。 進級會員活動共有100多級。 分會的每一位會員都是茂文鐘

士會員， 該分會就為100 %茂文鐘士會員捐款分會。

支持 LCIF的方法有很多。 LCIF 與主席乘坐遊輪是年度的遊輪活動可受惠 基金會。 過去10多年， 全球獅友和LCIF主席參與愉

快的遊輪之旅。「捐獻會員」活動是年度活動， 此活動表揚三種程 度的支援： $20、$50、$100。每一階層， 有不同的年度捐

獻會員領章。 獅友做任何形態或款項之有計劃的捐獻可參與獅子會遺產活動。 有計劃的捐獻是 LCIF表揚遺產或終生贈禮者。

透過等量贈禮活動， 獅友所工作的企業會等量捐款， 以增加捐款之價值。也可透過美國政府或由 企業公司之Combined Federal

活動自動由薪資中扣除LCIF捐款。 另外， 透過GiveBackAmerica.org 線上購物， 可捐款給LCIF。

支持全球LCIF工作之進一步資料， 請拜訪www.lcif.org或電話630-571-5466。



國際獅子會基金會

活動報告2008年6月30日止

暫時 永久
非指定 指定 指定 總數

收入、獲利及其他支持
捐款

一般 $ 2,970,782 $ 3,242,337 $ – $ 6,213,119

視力第一募款活動II – 72,253,231 – 72,253,231

慈善贈禮年金、淨值 – (3,796) – (3,796)

獅子探索、淨值 789,372 – – 789,372

投資報酬 (18,992,486) – – (18,992,486)

貨幣兌換淨賺 250,737 – – 250,737

釋放指定捐款之淨資產 29,519,264 (29,519,264) – –

收入、獲利及其他支持總額 14,537,669 45,972,508 – 60,510,177

支出及虧損
活動有關的支出

撥款

視力第一， $1,258,965撥款調整淨值 23,218,016 23,218,016

及 $413,611的折扣調整

視力第一， $160,941撥款調整淨值 6,371,771 – – 6,371,771

四核心， $74,061 撥款調整淨值 3,595,653 3,595,653

及$35,710的折扣

視力第一， $134,524 撥款調整淨值 1,790,476 – – 1,790,476

國際協助， 撥款調整淨值

$13,592 375,637 – – 375,637

視力第一， $20,783 撥款調整淨值 5,636,756 – – 5,636,756

重大災難 1,350,000 – – 1,350,000

人道主義獎 200,000 – – 200,000

Seed 29,840 – – 29,840

活動服務

視力第一 2,440,431 – – 2,440,431

獅子探索 1,247,966 – – 1,247,966

其他 656,896 – – 656,896

活動有關的支出總額 46,913,442 – – 46,913,442

非活動有關的支出

管理 4,472,462 – – 4,472,462

發展 8,403,932 – – 8,403,932

非活動有關的支出總額 12,876,394 – – 12,876,394

支出及虧損總額 59,789,836 – – 59,789,836

淨資產變動 (45,252,167) 45,972,508 – 720,341

年度開始之淨資產 215,042,603 70,881,847 1,643,442 287,567,892

年終之淨資產 $169,790,436 $116,854,355 $1,643,442 $288,288,233

國際獅子會基金會年度報告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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獅子會國際基金會

財務狀況
報告
2008年6月30日

資產 2008 2007

現金及現金等值 $ 28,011,123 $ 12,977,052

應收帳 154,075 263,937

應收認捐， 淨值 16,807,697 5,027,711
非美國地區欠款

獅子區 2,970,493 1,042,997
國際獅子會
應付款 2,095,710 3,392,528

應收利息 1,787,645 1,206,788
庫存量， 淨值

2008年$239,345及
2007年$388,048 922,533 922,477

投資 288,331,359 308,497,467

財產及設備， 淨值 1,873,061 2,756,188

商譽 943,839 982,755

其他資產 467,513 494,214

資產總額 $344,435,048 $337,564,114

負債及淨資產

應付帳 $ 608,142 $ -

應付支出 20,910 14,972

應付撥款， 淨值 55,198,569 49,730,943

慈善年金贈與： 319,194 250,307

負債總額 56,146,815 49,996,222

資產淨值

非指定 169,970,436 215,042,603

暫時指定 116,854,355 70,881,847

永久指定 1,643,442 1,643,442

資產淨值總額 288,288,233 287,567,892

負債總額
及資產淨值 $344,435,048 $337,564,114

獅子會國際基金會

現金流動報告
2008年6月30日止

2008 2007
現金流動由
運作活動

淨資產變動 $ 720,341 $ 49,740,293

由運作活動
提供調整淨資產
變動為現金
項目

折舊及銷攤 951,344 1,016,823

實現及未實現
投資淨(增)虧 35,354,314 (36,481,742)

運作資產及負債
變動

應收帳 109,862 5,081

應收認捐淨值

應收利息 (580,857) (101,164)

美國地區欠款
獅子區 (1,927,496) (644,388)

庫存 (70,056) (325,697)

應付款及
應付支出 614,081 (12,825)

應付撥款 5,467,626 1,265,799

慈善年金贈與： 68,887 18,294

國際獅子會
應付款 1,296,818 (2,056,063)

運作活動提供的
現金淨值 30,224,878 9,973,606

現金流動由投資
活動

投資現金變動 (15,188,207) (6,541,507)

購置財產、
工廠及設備淨值 (2,600) (41,882)

於投資活動使用
現金淨值 (15,190,807) (6,583,389)

現金及現金等值
增加 15,034,071 3,390,217

年初
現金及現金等值 12,977,052 9,586,835

年終
現金及現金等值 $28,011,123 $ 12,977,0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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