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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感謝大家今年對獅子會國際基金會
（LCIF）的支援！今年又是碩果累累的一
年，創造了巨大的成功和多個里程碑；更重要
的是，我們為全球數百萬人創造了奇跡。您幫
助挽救了厄瓜多爾的戈麥斯的視力，透過「獅
子探索」向伊萬教授生活技能，向海地的伊馬
庫拉提供救濟住房，增強了澳大利亞的凱特的
獨立性。
 沒有我們合作夥伴的支援，許多專案都不可
能完成。我們的合作夥伴有各種機構、公司和
其他非政府組織，他們與我們分享共同的願
景。我們並不隨便與任何組織合作，而是與那
些具有獅子會理想的組織合作。它們與我們一
起，提供資金或協助，共同為那些有困難的人 
服務。
 今年的幾個新的合作關係有助於推進我們的
使命，包括與依視路進行的未矯正屈光偏差之
合作，與博士倫早期視力研究所合作治療和預
防兒童白內障，以及與「風疹行動」和比爾和
梅林達蓋茨基金會合作預防風疹。在接下來的
一年，隨著這些活動開始實施，您將會聽到更
多關於這些新的夥伴關係之情況。
 在獅友、合作夥伴和捐款人的支援下，國際
基金會在能與之合作的非政府組織中保持全球
排名第一。我們保持承諾，在財務上對您們的
捐款負責。
 我希望我能依靠您繼續支援本基金會，為全
世界人民再創造更多奇蹟。

攜手一起，「我們服務」！

 

亞伯特布蘭德（Al Brandel）
2009-2010 國際基金會主席 

主席致辭
為數百萬人創造奇跡

國際基金會正在為海地的各個家庭提供住所。

在中國四川，數百個家庭收到了他們新家的鑰匙。

國際基金會加入克林頓全球行動。 在布基納法索的一所孤兒院為患	HIV	愛
滋病的嬰兒提供看護所。



我們關愛。我們服務。我們完成目標。
我們的人道主義活動保護視力、服務青少年、提供賑災援助並與殘疾作鬥爭。國際基金會支援世
界各地的獅子會分會工作，為全球和當地社區提供服務。獅子會國際基金會（LCIF）是國際獅子
會的正式慈善組織。

感謝您的支援！
我們是第一。國際基金會是人道主義服務的全球領袖。在《金融時報》的一項獨立研究中，基金會在全球能與之

合作的非政府組織中排名第一。	

我們在 2009–2010 的年度影響：

v	118,050	人正透過	161	項賑災撥款接受災難

援助，總金額達	155	萬美元。

v	由於獲得了	127	項總額達	507	萬美元的標準

撥款，數百萬人受益於對學校、醫院設備的

改善，使建身障人士操場和數百個其他專案

成為可能。

v	170	萬人因	37	項總額達	1028	萬

美元的「視力第一」撥款能看得

更清楚。

v	由於	30	項總額達	244	萬美元的	

4	核心撥款，可透過「獅子探索」	

接觸到	20	萬青少年。

v	36	項總額達	445,210	美元的國
際援助撥款使	23,569	人有了淨
水。

v	35	項金額達	390	萬元的額外撥
款改善了無數其他人的生活。

我們帶來希望。 
撥款資助各種大規模人道主義專案，包括視力、青少年、殘疾、健康和災難等。在	

2009-2010	會計年度，國際基金會為	426	個專案撥款了	2436	萬美元。

我們開展人道主義活動。 
我們的人道主義活動保護視力、服務青少年、提供賑災援助並與殘疾作鬥爭。	

我們工作效率高。 
捐給國際基金會的每一美元都直接用於支援有困難人士之專案。行政費用則由投資所得

的利息支付。

我們的夥伴關係增加了影響力。 
國際基金會努力透過與地方及國際組織、政府、企業之合作關係，妥善運用所有捐款，

使每項捐款都能物超所值。	

您的捐款很重要。 
在	2009–2010	會計年度，國際基金會收到了	3430	萬捐款。*		

感謝您的支援！

*捐款包含收到的現金及認捐。所有金額均以美元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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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帶來希望。

重建生活與社區
國際基金會致力於幫助受災害影響的社區。我們	40	年提供即
時及長期賑災的歷史，給了我們豐富的經驗。在國際基金會和

世界各地獅友的努力之下，受災社區再次感受到一個更加光明

未來之希望。獅子會對世界各地的災害做出反應，從海地、智

利和土耳其的地震，到台灣、菲律賓、薩摩亞和美國田納西州

的洪水，再到澳大利亞和美國加利福尼亞州的野火，獅子會都

盡力親臨現場去提供幫助，經常最先抵達，最後離去。

伊馬庫拉的希望
「獅子會幫助我們恢復了希望」，伊馬庫拉西蒙說道。「我

們當時睡在被單下，以抵禦烈日和狂風。我們錢不多，沒有

食品，沒有水，情況非常糟糕。後來，獅子會來了，一切都改	
變了」。

	 在岱爾馬（Delmas）、布蘭查德（Blanchard）和科瑞福-福
義爾（Carrefour-Feuille）鄰裡，獅子會建立了三個帳篷城。西
蒙一家七口人是獅子會帳篷城為其提供住所的	2500	個家庭之
一。國際基金會仍將致力於重建海地。

	 透過獅友們的慷慨支援，獅子會正調動	610	萬美元為海地
人民賑災。獅子會希望重建住宅和醫院，重新開發眼科護理系

統，並為身障人士提供幫助，包括那些因這場災難致殘的人。

第一個專案從	2010	年	10	月開始，為	600	個家庭修建臨時
房屋，其他專案正在進行中。

陳囊衝的家
陳囊衝（Nang	Chong	Chen）現正在她的新家享受生活。她
住在中國四川省的鵬華獅子村。

	 兩年多前，她一家人在一場襲擊中國中部地區、毀滅性的地
震中失去了一切。他們住在由獅子會提供的帳篷裡，直到獅子

會為她和其他	425	人提供了住房。
	 在	2008	年	5	月的地震之後，中國各地的許多村莊都完全
毀滅了。世界各地獅友的捐款使國際基金會能夠提供	300	多
萬美元，用於即時救濟和長期重建。重建鵬華獅子村是國際基

陳囊衝，中國

美國國路易斯安那州

台灣



獅子會國際基金會 
對災難的反應

n 在 1973 年頒發第一筆撥款，用於美國

南達科他州洪水賑災

n 在 41 年裡，已經頒發 3000 多筆緊急

撥款，總金額達 2500 多萬美元

n 基金會每年頒發近 200 萬美元的緊急

撥款

n 資金用於提供食品、水、急救和其他遭

受自然災害後的緊急需要

n 每筆捐款 100% 都直接用於有困難之人

n 專案由獅子會實施

n 為過去發生的災害而調動的資金：

• 1500 萬美元用於南亞海嘯

• 500 萬美元用於在四個州的卡崔娜颶風 

專案

• 300 萬美元用於中國地震

• 610 萬美元用於海地地震

5

金會支援的許多專案之一。位於雲南省的苦竹壩獅子村

正在建設中，其中包括	180	家住宅、一所學校和一家
醫院。總共將有	3.5	萬多村民受益。	

改善學生健康
每天有	50	至	60	名學生接受服務，包括精神科和牙科	
服務，以及在一個新的健康診所開展的全面健康教育

活動。健康診所在	 2009–2010	學年開始之前在路易
斯安那州的沙爾梅特高中（Chalmette	High	School）
開張。

	 有了國際基金會總額達	117	萬多美元的資金支援，
獅子會與沙爾梅特高中學校領導密切合作，建造了健康

診所和圖書館，無論有無保險，服務均免費。在診所開

張之後，學生的效率和出勤率均有所提高。

	 大約	5	年前，卡崔娜颶風在海灣沿岸四個州（密西西	
比、阿拉巴馬、佛羅里達和路易斯安那）造成了巨

大的毀壞。世界各地的獅友支援賑災工作，調動了	
500	多萬美元資金。

「獅子會幫助我們恢復了希望。」 
伊馬庫拉西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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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支援青少年。 

慶祝青少年發展活動 25 週年  

今年，「獅子探索」慶祝了有益的青少年發展活動	
25	週年。該活動已在	60	個國家，為	1200	萬學生提	
供服務。國際基金會和獅子會長期致力於在其當地社

區支援青少年。借助「獅子探索」，獅子會正在做的

就是：在全世界培養健康的青少年。

優秀生伊萬

伊萬韋利亞韋德過去不是一個好學生。他不聽話，注

意力很少集中。現在，由於「獅子探索」的幫助，伊

萬和其他數百名在巴拉圭的學生在教室裡表現優秀。

「獅子探索」協同學校、社區和家庭，共同幫助青	
少年。		
	 「他是一個最好的實例，說明應帶動家長，非常積
極地參與其孩子的教育」，伊萬的「獅子探索」老師莉蓮蒙坦利爾表

示。他的母親烏蘇麗娜德比利亞韋德承認，她的兒子以前有點調皮，

但現在他正在做出很好的選擇。	

在全球發展

在「獅子探索」慶祝從事青少年工作	25	週年之際，該活動繼續在世
界各地發展壯大。今年，由於國際基金會的撥款，保加利亞、毛里求

斯和菲律賓這三個新的國家正在實施該活動。	

在芝加哥的發展 
美國銀行的	1	萬美金撥款，正用於美國伊利諾伊州芝加哥的多所公立	
學校，支援該活動的發展。美國銀行芝加哥分行給予此項撥款，是由

於該活動在芝加哥公立學校（CPS）中的積極表現。在芝加哥公立學
校，高中畢業率只有	50%	過一點，達到或超過其年級標準的高中生
不足三分之二。透過此項撥款，「獅子探索」接觸到了更多需要生活

技能的學生。

佛蒙特州的英雄

「青少年極有能力在其社區為有困難的人提供服務」，國際基金會主

席亞伯特布蘭德爾表示，「「愛心食品」專案顯示，青少年與獅子會

合作能產生很好的效果」。

「青少年極有能力 

在其社區為有困難的人 

提供服務。」  亞伯特布蘭德爾

莉蓮和伊萬，巴拉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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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匹茲津（Pittsford）獅子會與美國佛蒙特州拉特蘭鎮學校（Rutland	
Town	School）的一個三年級班合作，共同主持由「獅子探索」贊助的
「社區英雄」競賽。學生透過該活動定期參與服務學習，完成在社區的

服務專案以促進課堂學習。

	 透過聯合服務專案和在學校的「100天」捐獻食品活動，獅子會和學
生收集到	1240	鎊食品。收集到的食品捐給了當地的食品店，以分發給
有困難的人。在出席比賽頒獎時，布蘭德爾主席參觀了獅子會和該三年

級教室，對他們的服務工作予以肯定。

在挪威的高分

因預防有問題行為和提高兒童社會技能，挪威「獅子探索」獲得由挪威

教育部教育與訓練署長獎勵的最高可能分數。在挪威參評的	30	項活動
中，只有	10	項取得有證明的效果之高排名。

安吉拉：明星教育家 
「「獅子探索」給我們學校的學生提供了更好的社區意識，教他們更有

效地控制情緒和與人相處」，安吉拉托拉帕表示。她獲得提名，成為	
「獅子探索教育家獎」大獎的得主。托拉帕是美國伊利諾州春田市費

爾福（Fairview）小學的一名社工，因成功實施「獅子探索」專案而當
選。設立教育家獎是為了表彰全美教育家積極培養青少年的貢獻。

提高學習成績

減少輟學

增加與學校的聯繫

減少濫用毒品、酒精和煙草

更用心服務 

提高決策能力

降低總體暴力

3

3

3

3

3

3

3

「獅子探索」的益處

EDUCATOR
AWARD

日本 挪威 安吉拉托拉帕，美國伊利諾伊州



n 為在 102 個國家的 1005 個專案撥款 2.41 億美元

n 提供了 768 萬例白內障手術恢復視力

n 防止了 3 千萬人嚴重視力衰退

n 為數億人改善了視力保健服務

n 治療了 1.37 億例河盲症

n 建造或擴建了 315 家眼科醫院/診所/病室

n 對 389 家眼科中心的設備進行了升級

n 為 186 家醫療機構提供了管理訓練

n 訓練了 65.9 萬名眼科醫師、眼科護士、其他眼科保

健專業人員及鄉村衛生工作人員 

n 與世界衛生組織合作，發起了全球首個倡議，向兒童

盲症開戰。成立或加強了 35 個小兒眼科保健中心，

已對 1.12 億名兒童的生活產生影響

我們的成功

3 千萬人的視力⋯⋯還在增加
亞利桑那州的伊芙琳、喀麥隆的哈桑、中國的黃氏和阿根廷的

柯裡亞，只是因「視力第一」而改善視力的	3	千多萬人中的其
中幾位。

	 於	1990	年發起的「視力第一」活動，正值慶祝其在全球範	
圍內拯救視力和預防盲症的第	20	個年頭。「視力第一」活動在	
服務不足的社區中開發可持續的眼科保健系統，以減少盲症和

視力衰退，並幫助盲人和視障人士。獅子會與當地衛生部門、

眼科保健專業人士和其他非政府組織合作，開發和管理「視力

第一」專案。

	 透過兩次籌款活動，獅子會正投資	4.15	億美元於「視力第
一」活動。平均而言，大約每	6	美元的捐款已使得一人恢復視
力或免於盲症。

	 每年該活動都在繼續擴大。今年，「視力第一」開始在中非
共和國和布隆迪展開專案。	

我們拯救視力

防止戈麥斯失明

「我的父母都已經去世了。他們是盲人，因為他們的眼睛受到了一種

小蠕蟲侵襲。現在情況大不同了，現在這裡很少看到盲人」，戈麥斯

帕特裡西奧說道。她不再擔心她會

遭受像她父母同樣的命運。厄瓜多

爾已成為第二個美洲國家，終止了

盤尾絲蟲病或河盲症的傳染。

	 透過美洲「盤尾絲蟲病消除活
動」，才使終止傳染成為可能。該

活動是一個基於社區的合作社，其

中包括獅子會和疾病流行國家的其

他義工。國際基金會透過提供資金

和草根義工的工作，在疾病流行的

國家提供關於該疾病的教育和分發

藥品。基金會已在世界各地支援了	
1.37	億次	Mectizan®	治療，以控制	
和消除該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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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芙琳，美國亞利桑那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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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妮珂重見光明

「這些獅友將會使你重見光明」，妮珂說道。妮珂是一位	63	歲的奶奶，透過社區
篩檢被轉診到剛果民主共和國的馬西納（Masina）眼科學中心	，接受後續治療。
於	2009	年	10	月正式投入使用後，該中心將每年訓練	12	名眼科醫生、40	名白內障	
手術醫生、140	名眼科臨床管理人員，以及在不同層次參與不同附屬專案的	300	名	
社區義工和	4	名訓練師。國際基金會批准撥款	320	萬美元，以幫助為該專案提供	
資金，德國	111	複合區也慷慨捐助了該專案。

格蘭特的樹

「媽媽，樹上長有刺樣的東西」，格蘭特第一次看到松樹上的針刺時說道。格蘭

特四歲時被轉診進行後續篩檢，結果發現他視力有問題，且可能導致弱視。經過

治療後，醫生預計他的視力將有	20/20，不再需要戴眼鏡。今年，格蘭特成為透
過視力篩檢活動篩檢到的第一百萬名兒童，視力篩檢活動是在	2001-2009	期間
國際基金會	4	核心支援的一項活動。
	 「我對獅子會感激不盡！	 我們原先根本不知道，他從來沒有抱怨過任何問
題。如果任其不治療和未被發現，他可能到	9	歲時就會失明」，格蘭特的母親
賈楠路斯坦說道。	

翰達龐格達吉的視力

斯裡蘭卡帕納杜拉市的翰達龐格達吉佩雷拉（Handapangodage	Don	Rusiru	Harita		
Perera）現在能夠在他的四年級班上看見黑板了。直到「關心孩子的視力」在他的
學校做篩檢時，他才知道他的視力很差。他被轉診進行後續治療。他的一只好眼睛
得到修補，很快恢復了視力，幾乎與他的那只健康眼睛一樣。獅子會還為他提供了
免費的眼鏡。
	 他是受益於「關心孩子的視力」的	1	千萬兒童之一。該活動於	2002	年推出，是
強生公司與國際基金會之間的一項合作計劃。迄今，強生公司已承諾捐款	155	萬	
美元資助該活動。在接受篩檢的	1	千萬兒童中，有超過	27.5	萬人被轉介給醫生	
接受進一步檢查，7.5	萬多人收到了眼鏡，另有	5.5	萬多人因各種不同的眼科問題	
而接受了治療。

格桑的「 完整生活」

當格桑摘下眼睛的繃帶時，她感動得流下眼淚，並表達了感激之情。這位來自西藏

的	77	歲婦女，只是透過「視力第一」中國行動（SFCA），使視力得以恢復的	5	百萬	
人之一。格桑在五年前因患白內障而失明，不得不由	8	歲大的家人照顧她。然而，
透過	SFCA	提供的免費手術，格桑現已恢復了視力，再次過上了完整的生活。16	年	
以來，國際基金會與當地政府和衛生部合作，透過在各個醫院建立二級眼科保健單

位，在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不斷強化眼科保健的基礎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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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強獨立性

獅子會國際基金會的服務領域之一就是幫助身障人士。

基金會資助各種活動，以改善教育、提供就業訓練和機

會、增加獨立性以及為身心健康提供支援。國際基金會

致力於讓身障人士獲得力量。

凱特的金牌

「當凱特經過「睜開眼睛」活動篩檢時，我們發現她被

誤診，她其實患有遠視，不是原來診斷的近視。「睜開

眼睛」活動對我們一家太重要了」，凱特的父親葛列格

西蒙斯說。由於凱特收到了新眼鏡，她在網球和游泳

上，贏得了一枚金牌、兩枚銀牌和兩枚銅牌。

	 凱特是在	 85	個國家中因「睜開眼睛」活動而改善
視力的	20	萬名運動員之一。「睜開眼睛」活動是與特
奧會的一項合作計劃，為特奧運動員提供視力篩檢和眼

鏡或後續照護。國際基金會已提供	1100	萬美元資助此
項活動，而且世界各地的獅友們也自

願奉獻自己的時間，參加篩檢活動。	
今年，我們的合作計劃進入了第	10	個	
年頭。

我們讓身障人士獲得力量。

國際基金會致力於讓 
身障人士獲得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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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與政府夥伴：

愛爾康

美國銀行

博士倫早期視力研究所

克林頓吉烏斯特拉基金會

依視路

強生公司亞太視力保健部

默克 
杜拜之光

美洲國家組織泛美藥物濫用管制委員會

雷克斯頓

美國國際開發署

美國國務院

合作夥伴：

卡特中心

美國社區反毒品聯盟

國家眼科學會

國際特奧會

世界衛生組織

表彰我們的合作夥伴參與服務

在活動世界各地獅子會會員的慷慨支援同時，國際基金會也感謝我們許多寶貴的合作夥伴。

	 透過國際基金會的合作夥伴，世界各地的獅子會能夠提供更多的全球人道主義服務：拯救視力、幫助身障人
士、支援青少年和提供賑災援助。

	 對於我們所有過去、現在和未來的合作夥伴，感謝您們與國際基金會合作，加入我們服務的	206	個國家和地
區的	135	萬名獅友網絡！	只有團結起來，我們才能更好地服務於我們的社區和全球社會。

強化我們的努力

今年，國際基金會要感謝下列財務夥伴與合作夥伴，他們幫助獅子會進一步執行人道主義使命和有效利用其資

源。根據《金融時報》的一項獨立調查，這些合作夥伴也幫助促使國際基金會在全球能與之合作的非政府組織

中排名第一。我們的合作夥伴亦懷有人道主義精神，並為改善大眾生活竭誠奉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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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合作。

除了上面列出的合作夥伴之外，世界各地的獅子會還與當地政府、組織、企業、衛生與教育部，以及其他地方

團體進行合作。這些夥伴關係對於支援獅子會在當地社區的專案至關重要。

Vision Car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



我們合作夥伴的評語

“「透過「兒童白內障行動」，博士倫與獅子會將會改變兒童的生活、他們的家

庭及其社區。在我們達成幫助這些兒童的使命之時，我想不出還有更好的合作

夥伴……因為他們的願景就是我們的願景」。

保羅薩托利（Paul H. Sartori），公司副總裁，博士倫公共事務與人力資源部  

「確保一個非營利組織可以得到捐款的最好方法，就是向潛在的捐款人證

明，我們確實在用您的錢做一些值得做的事情」。這正是獅子會已在世界

各地所做的工作，而且就我所知，做得與任何非政府組織一樣好，甚至更

好。」 

美國前總統吉米卡特，卡特中心創始人

「依視路國際公司很榮幸能與國際基金會開始新的長期合作關係。依視路的公司

使命旨在幫助人類「更清晰地看世界」，從根本上補充了國際基金會與盲症作鬥

爭的核心使命」。如今，依視路和國際基金會組成團隊，以便將來改善那些視障

者的視力，讓他們過上更有意義的生活」。

休伯特薩尼爾斯（Hubert Sagnières），依視路國際公司首席執行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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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特殊奧運史上，我們從未有過像現在與獅子會這樣重要的夥

伴關係」。

提姆斯施萊佛（Timothy Shriver）博士，國際特奧會主席兼首席執行官



預防兒童白內障

博士倫早期視力研究所與國際基金會正在就有關「兒童白內障行動」

進行合作，以識別、資助和促進克服該問題的創新方法，使兒童、	
其家庭及其社區長期受益。

	 在第一年，該活動的工作將集中於中華人民共和國，在那裡估計	
有至少	4	萬名兒童罹患小兒白內障。該行動也將資助基本研究活動，	
旨在更好地暸解兒童白內障的原因和/或療法。
	 博士倫在第一年裡向國際基金會撥款了	35	萬美元，以啟動該合作
計劃。

新夥伴關係活動
Establishing New Partners

預防未矯正屈光偏差

國際基金會和依視路國際正在啟動一項新的合作計劃，

以支援未矯正屈光偏差（USE）的全面服務。該合作計
劃將針對服務不足的群體，開發、擴大和加強可持續的

系統。

	 獅子會和依視路將在有迫切防盲需要和缺乏未矯正屈光偏差服務的
地區確定醫療機構。當地獅子會將制訂行動計劃，然後將計劃呈遞給

「視力第一」以申請資金。依視路將提供低收費的設備和專業人員，

然後明年選擇一些非洲國家進行初步試點活動。依視路還將低價向獅

子會提供一種專用鏡片，用於獅子會的全球人道主義目的。

對青少年的承諾

獅子會國際基金會已經加入克林頓全球行動，該行動召集全
球領導者，制訂和實施創新型解決方案，以應對一些全球最
緊迫的挑戰。我們已經承諾，到	2013	年以前，透過在一個
美國校區實施全校區的「獅子探索」活動，提高社交和情感
學習（SEL）有益的覺悟，以幫助我們的青少年。
	 作為成員之一，國際基金會希望各龍頭公司、非贏利組織和基金會，
增加對「獅子探索」的夥伴支援，並希望在人道主義發展事業中，與其
他領導者合作。透過這種網路聯繫，勢必有利於國際基金會的許多其他
活動領域，如視力和賑災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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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爾維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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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謝您！

10,000-24,999 美元捐款人 

Jagdish Aggarwal，印度

Gyou-Ho Ahn，韓國

Isamu Arino，日本

Kanaksinh Babla，肯尼亞

Po-Kuang Chang，台灣 300 複合區

Kun-Mao Chen，台灣 300 複合區

Li-Fung Chen，台灣 300 複合區

Ta-Lung Chiang，台灣 300 複合區

Wen Shien Chiu，台灣 300 複合區

Richard Davis，美國得克薩斯州

Yasumasa Furo，日本

Alexis Gomes，剛果共和國

Jin-Ok Ha，韓國

Soon-Tai Hong，韓國

Kwang-Soo Jang，韓國

Shin-Chul Kang，韓國

Susan Lanier，美國阿拉巴馬州

Yoshio Mizobuchi，日本

Yukinori Omura，日本

Asit Patra，印度

Natwarlal Pattni，坦桑尼亞

Kang Hoon Rhee，韓國

Suwan Saengsukiam，泰國

Satoshi Sakama，日本

Allan Scott，澳大利亞

Shigeharu Shibuta，日本

Dong-Min Shin，韓國

Salvador Sindona Filho，巴西

Yasuo Suzuki，日本

Jung-Chi Tai，台灣 300 複合區

譚榮根，中國香港

Viwat Tungwiwat，泰國

Constance Vann，美國伊利諾伊州•

Elmer Wang，台灣 300 複合區

Jennie Wu，台灣 300 複合區

Yung-Chang Yang，台灣 300 複合區

Young-Do Yoo，韓國

25,000-49,999 美元

Naresh Aggarwal，印度

Jin Chang Diao，中國

J Moritz Grolimund，美國印第安納州

Alice Chitning Lau，中國

Robert Libin，美國紐約

Weiwen Lu，中國

Hong Joo Kim，韓國

Yoshinori Nishikawa，日本

Murusupally Rao，印度

Henry Robinett，美國華盛頓州

Kishore Verma，印度

Seiki Yamaura，日本

75,000-90,000美元

Sang-Do Lee 博士，韓國 
V Venkata Krishna Reddy，印度

*反映在 2009 年 7 月  1 日
至 2010 年 6 月 30 日期間 
收到的個人現金捐款

感謝我們的個人捐款人！您們幫助推進了國際基金會的使命，增加了今年的人道主義活動。

結案款判給國際基金會

美國新澤西州梅普爾伍德（Maplewood）獅子會的會員菲力浦斯特恩
（Philip Stern）是位區總監，最近將騷擾轉化為人道主義服務的捐款。
作為律師，斯特恩解決了一項集體訴訟，涉及非法債務追討；根據他的
建議，法院將 9.5 萬美元的結案款判給了國際基金會。「在我的律師專
業工作和我個人作為獅友參與的活動之間始終存在著相似之處。我感到
很幸運，有這個機會把兩者結合起來，因為我知道，國際基金會將把每
一美元都用於幫助那些有困難的人」，他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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幫助擴大我們的影響

每筆捐款都直接用於一個人道主義專案。您的支援能夠幫助我們，對世界產生甚至更大的影響。

可在	www.lcif.org/donate	上進行捐款。

拯救 50 萬人的視力

奧斯維爾（Aruna A. Oswal）一家做出了國際基金會 
40 年歷史上最大的單筆個人捐款。2008 年 4 月，

她為「視力第一」活動 II 認捐了 300 萬美元，以幫

助繼續和擴大「視力第一」活動。今年，除了為海

地賑災援助做出了最大的個人捐款之外，她還捐款 
100 多萬美元兌現這一承諾。奧斯維爾的捐款有可

能拯救多達 50 萬人的視力。「我熱愛「視力第一」 
活動，真的想做得更多。我夢想在全世界消滅

盲症」，她表示。奧斯維爾是印度孟買市菊輝 
（Juhu ）分會的會員，曾擔任該區獅子會總監。

頭 10 個捐款區

國家，地區	 捐款（美元）

日本，334-A $1,077,123

印度，323-A3 $1,057,631

日本 335-B $559,626

日本 330-B $470,097

韓國，354-D $438,953

韓國，354-B $380,407

台灣 300 複合區， 
300-C3 $350,000

日本，335-C $323,556

日本，336-A $292,927

日本，337-A $288,807

頭 10 個人均捐款區

國家，地區	 會員人均捐款	
	 	 （美元）

日本，334-A $202

印度，323-A3 $188

台灣300複合區，300-B2 $156

香港 / 澳門，303 $145

中國，381 $137

盧森堡，113 $122

台灣300複合區，300-C3 $115

台灣300複合區，300-E1 $114

美國紐澤西州，16-E $103

台灣300複合區，300-B1 $98

頭 10 個最大百分比增加捐款區

國家，地區	 增加	%

印度，321-D 2773%

加拿大，N3 1496%

印度，324-D6 1494%

巴西，LC-5 1192%

盧森堡，113 1115%

巴西，LD-8 1006%

印度，323-G1 984%

台灣 300 複合區， 
300-C1 910%

巴西，LC-2 783%

埃及，352 764%

*在 2008-09 至 2009-10 期間 
最少捐款 1 千美元



2009-2010 年度國際基金會執行委員會
主席及前任國際總會長亞伯特布蘭德，國際總會長埃貝哈魏爾夫斯，執行幹部（中間）；

國際第一副總會長西得史古洛格斯（前排右）；國際第二副總會長譚榮根（前排左）；	
（後排，從左至右）理事會指派委員	Klaus	Tang；前國際總會長兼理事會指派委員李台燮
博士；副主席兼國際理事	Tadao	Sugimoto；秘書兼國際理事	Anne	Smarsh；財務長兼國
際理事	Ing.	Enrico	Cesarotti	博士；（不在照片內）國際理事	Kwang-Soo	Jang

海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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獅子會國際基金會 

現金流動報告 
年度於 6 月 30 日截止 

  2010 2009

運作活動生成的現金流動（美元） 

淨資產變動  25,139,915 (71,604,025)

調整淨資產變動以適合運作活動 
（所用）提供生成之淨現金 

折舊及銷攤  1,015,537  900,913

信譽及無形資產減損  –  1,370,790

實現及未實現淨值  
投資淨（增）虧  (19,107,809) 64,417,020

運作資產及負債變動  

應收帳  49,319  (97,774)

應收認捐，淨值  8,677,862  7,156,895

應收利息  (518,743) 1,754,586

非美國地區獅子會各區欠款  (151,230) (173,822)

國際獅子會欠款  (3,906,106) 1,795,928

儲備金  234,403  65,932

其他資產  4,000  (4,000)

應付款及應付支出  (45,220) (255,203)

應付撥款  (8,930,040) (9,907,815)

慈善年金贈與  (11,457) (18,230)

運作活動（所用）提供 
生成之淨現金 2,450,431 (4,598,805)

運作活動生成的現金流動

投資現金變動  (21,688,304) 8,146,504

購置財產、工廠及設備淨值 (55,034) (74,613)

投資活動（所用）提供 
生成之淨現金  (21,743,338) 8,071,891

現金及現金等值（減少）增加 (19,292,907) 3,473,086

年初現金及現金等值 31,484,209  28,011,123

年終現金及現金等值 12,191,302 31,484,209

獅子會國際基金會 

財務狀況報告 

2010 年 6 月 30 日 

  

資產（美元）  2010 2009
  

年終現金及現金等值  12,191,302 31,484,209 

應收帳 202,530 251,849

應收認捐，淨值 972,940 9,650,802

非美國地區獅子會各區欠款 
  3,295,545 3,144,315

國際獅子會欠款 
  4,205,888 299,782

應收利息 551,802 33,059

儲備金，2010 年 126,383 美元 
備用資金淨值，2009 年  
為 191,696 美元 692,198 926,601

投資 256,563,948 215,767,835

財產及設備，淨值 126,820 1,087,323

其他資產  – 4,000

   

資產總額 278,802,973 262,649,775

   

   

   

負債及淨資產  

   

應付帳 $155,050 $361,281

應付支出 173,579 12,568

應付撥款 36,360,714 45,290,754

慈善年金贈與 289,507 300,964

負債總額 36,978,850 45,965,567

資產淨值 

非指定 120,215,559 100,091,717

暫時指定 121,108,564  116,092,491

永久指定 500,000  500,000

  

資產淨值總額 241,824,123 216,684,208

  

負債總額  

資產總額 278,802,973 262,649,775

18			為數百萬人創造奇跡



19

獅子會國際基金會 

活動報告 
年度於 2010  年 6 月 30 日結束 

     
  非指定（美元） 暫時指定（美元） 永久指定（美元） 合計 （美元）
收入、獲利及其他支持

捐款

一般   14,387,015 10,915,903  –  25,302,918
視力第一活動 II  –  9,040,392  –  9,040,392 

慈善贈禮年金、淨值  –  (27,719)  –  (27,719)
獅子探索、淨值 529,690  –  –  529,690 
投資獲利 26,679,594 76,914   –  26,756,508
貨幣兌換淨賺 208,273  –   –  208,273
指定捐款解除之淨資產  14,989,417  (14,989,417)  –   – 

收入、獲利及其他支援總額 56,793,989 5,016,073  –   61,810,062

開支  
活動相關的支出 
撥款 
視力第一，332,181 美元撥款調整淨值  10,275,656  –   –  10,275,656 
標準，280,231  美元撥款調整淨值  5,066,907  –   –  5,066,907 
4 核心，173,978  美元撥款調整淨值  2,439,708  –   –  2,439,708 
緊急情況，105,822  美元撥款調整淨值  1,134,178  –   –  1,134,178 
國際協助，3,297 美元撥款調整淨值  445,210   –   –  445,210 
指定撥款，$29,587  撥款調整淨值  3,649,414   –   –  3,649,414 
其他撥款，222,812 美元撥款調整淨值  197,188   –   –  197,188 
活動服務

視力第一  2,771,419   –   –  2,771,419 
「獅子探索」  1,450,925   –   –  1,450,925 
其他  426,851   –   –  426,851 

活動相關的支出總額  27,857,456   –   –  27,857,456 

非活動相關的支出 
行政  5,063,455   –   –  5,063,455 
發展   3,749,236   –   –  3,749,236 

非活動相關的支出總額  8,812,691   –   –  8,812,691 

支出總計   36,670,147   –   –  36,670,147 

淨資產變動 20,123,842 5,016,073   –  25,139,915

年初之淨資產  100,091,717  116,092,491  500,000  216,684,208 
      
年終之淨資產 120,215,559 121,108,564   500,000   241,824,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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