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道主義服務是國際獅子會的一項中心任務。我們遍佈世界各地 206 個國家和地區的 135

萬獅友團結一致幫助有需求者。作為國際獅子會的官方慈善組織， 獅子會國際基金會（Lions

Clubs International， LCIF）為獅子會的慈善工作提供資金支援。LCIF 支援獅友們不能獨自籌資

的獅子會項目， 這樣可以幫助獅友們提高其在當地和全球社區的影響， 並為世界各地更多的

有需求者提供服務。

LCIF 撥款支援 4 個領域的服務：

• 保護視力

• 為青少年服務

• 提供賑災援助

• 支援人道主義工作

自 1968 年成立以來， LCIF 已頒發 10,268 多筆撥款， 總金額超過 7.29億美元。世界各地的獅子會和個

人會員的捐贈提供了絕大部分的撥款資金。基金會、公司、政府、非獅友的捐贈及投資收益， 亦增加

了可用的資金。

向 LCIF 捐贈的每一美元都幫助了有需求者；所有的管理費用都由投資收益支付。

LCIF 不接受分會會費。

我們關愛。

我們服務。

我們完成目標。

撥款

獅子會國際基金會



撥款類型

獅子會的視力第一活動建立了綜合眼科保健系統， 用於消除盲症的主要病因並照護失明和視障人士。這個活動支援

各種高品質的可持續專案， 提供視力保健服務、訓練人員、開發基礎設施和/或為服務欠缺社區提供康復和訓練服務

等。獅友與 LCIF 工作人員以及區域視力第一技術顧問一起合作完成撥款申請和專案提議。

吳德吉爾的白內障專案獲得成功

為提供更好的視力保健服務， 吳德吉爾（Udgir）獅子會

多年以來一直在印度中部一處偏遠的地區運營著烏德耶吉

裡獅子會眼科醫院（Udayagiri Lions Eye）。由於白內障

手術的需求量巨大， 吳德吉爾獅子會向視力第一活動發出

求助， 請求一筆撥款用於更新並添置醫院設備， 以便更好

地為患者服務。

該獅子會收到了147,700 美元用於更新設備， 還有一輛可

容納 31人的流動服務擴展車， 使他們每週都可以到偏遠

地區進行視力篩檢。在改善工作完成後， 結果超出了他們

的預期：醫院頭七個月的白內障手術量超出他們全年目標

的 14%。由於吳德吉爾獅子會的努力工作和視力第一的資

金， 社區數千人的視力得以恢復或改善。

在克蘭弗德培養品德

美國新澤西州克蘭弗德（Cranford）獅子會在其所在

城市幫助青年人大大超出了他們的預期。從 1994 年

開始， 就在克蘭弗德的學校針對從幼稚園到 12 年級

的學生開展了獅子探索活動。獅子探索是一個積極

的全面活動， 聯合家庭、學校和社區共同進行青少

年發展和預防。透過獅子探索活動， 學生們可以發

展其決策技巧、從事社區服務、學習如何協同工作

以及獲得有效處理同伴壓力的策略。

有了LCIF 的撥款資助， 克蘭弗德獅子會為其社區的

青少年帶來了真正持久的積極影響。在 2004 年， 克

蘭弗德中學被授予全國品德學校獎（National School
of Character Award）。

4 核心撥款資助符合以下 4 個核心領域之一的大型專案， 撥款額可達 20 萬美元：預防視力、對抗身障、

促進健康和服務青少年。撥款請求所支援的專案必須與這些資金優先支援項目相關。4 核心撥款案例之

一就是為實施獅子探索提供資金， 獅子探索是一個在學校開展的針對小學生和中學生的生活技巧活動。



標準撥款用於大型人道主義專案， 是提供撥款的最常見類型。符合資格的專案必須為大量的人提供服務，

並超出傳統的分會和/或區/複合區的籌資能力。 LCIF 可提供多達 75,000 美元的搭配資金用於設備和基礎設

施。在發展中國家， 典型的標準撥款專案包括流動健康服務站、照護之家、醫療和眼科診所、失明和殘障

者中心和學校。

安伯的遊樂場

安伯法洛（Amber Farlow）生命的頭 6年都在輪椅上渡過。由於出

生時呼吸困難， 安伯生命的頭 18 個月一直呆在醫院裡， 接受了 55
次手術。但如同其他兒童一樣， 安伯想到遊樂場玩耍。

澳大利亞的當地獅子會找到安伯的學校， 提議為有特殊需求的學生

建立一個活動中心。對於這所位於新南威爾士的學校來講， 建立一

個這樣的遊樂場在以前只是一個的夢想。在獅子會和 LCIF 的幫助

下， 這個夢想很快就變成了現實。該獅子會向 LCIF尋求幫助， 收到

了一筆標準撥款用於幫助建造價值 170,000 美元的遊樂場。

「對這座遊樂場的落成我感覺欣喜若狂。這可能是因為超出了我的

預期， 我從一開始就參與其中。看到孩子們在那裡玩耍， 特別是坐

輪椅和使用助行裝置的兒童， 看到我們的工作成果的感覺真是好極

了。」東格斯福德（East Gosford）獅子會分會的傑夫庫庫拉（Jeff
Kukura）如是說。

國際援助撥款（International Assistance Grants, IAG）支援獅子會

人道主義服務的跨國界行動。這些撥款可提供 5千美元至 3 萬美元

的搭配資金， 用於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獅子會分會的合作專

案。國際援助撥款支援基本保健、教育及識字、清潔水源和衛生、

農村發展和自給自足活動， 為失明和殘障者的服務及環保專案等。

亦可考慮將國際援助撥款用於獅子會的國際醫療使命和大規模的獅

子會眼鏡回收中心。各區一次只能有一個正在進行中或已核准的國

際援助撥款。

「水是人類最基本的需求……有太多的機會去幫

助群眾。這個專案真正能滿足很多需求。我們正

在履行我們的使命。」—韓國撥款管理人 Eugene
Lee 在與馬來西亞 308 A2 區合作時作出上述表

示， 該合作項目是為配合國際援助撥款， 為馬來

西亞莫吉士（Monggis）村引進水源。收到撥款後

的短短四個月內， 這個村子就有了自來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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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欲瞭解詳細資訊以及討論專案資格， 請發電子郵件至 lcif@lionsclubs.org 或致電 1-630-468-6769
聯絡 LCIF 工作人員。

• 瀏覽 www.lcif.org 可獲取大部分申請表格、附加資訊和申請截止日期等。

• 在填寫申請之前， 請閱讀撥款申請的全文。

• 在申請之前， 請收集足夠的背景資料並為
專案制定出一套全面的計劃。

• 請確保該專案能夠滿足重要的人道主義需求、服務相對
較大的人群、成本效益高、擁有強大的獅子會財務支持並超出
當地籌資能力。

• 完整填寫撥款申請表， 確保獲得
貴區/複合區領導的簽名 / 贊同。

請瀏覽 www.lcif.org 或致電 1-630-468-6769 瞭解更多資訊。

開始撥款申請程序的建議

賑災援助撥款為自然災害和特大災難提供資金。對於受自然災害影響人數達

100 人以上的地區， 可提供多達 1萬美元的緊急撥款， 這些自然災害包括龍捲風、颶

風、洪水及颱風。這些資金用於提供最迫切需求的物資， 例如食物、水、衣物和醫

療用品等。LCIF 的緊急撥款通常每年提供 200 多萬美元。

重大災難撥款由 LCIF 執行委員會調配， 獅友不能申

請。這些撥款向造成重大國際影響的重大災難提供

大量資金， 如中國地震、南亞海嘯、美國的卡特裡

娜颶風和海地地震。

「我不知道如何表達我對獅友們的感激之情， 是他

們幫助我們從這次災難中恢復過來。LCIF 提供了很

大 的 幫 助 並 及 時 處 理 了 我 的 撥 款 申 請 。」—

美國路易斯安那州區總監羅伯特安德烈龐德（Robert
Andrepon）在卡特裡娜颶風災後收到獅友和 LCIF
的援助時作出上述表示。向受颶風影響的四個州撥

款共計 5 百萬美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