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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金資金資金資金使用準則使用準則使用準則使用準則 
 

本準則旨在幫助獅子會會員、分會和區（單一區、副區和複合區）遵守國際理事會的資金

使用政策 。  本準則是資金使用政策的補充，無意取代國際理事會已採納的政策。  歡迎
獅友審閱資金使用政策的詳細描述，可透過國際獅子會的網站 www.lionsclubs.org 獲取，
或聯絡法律司 legal@lionsclubs.org或致電 1-630-203-3847 索取。應當注意應當注意應當注意應當注意，，，，這些準則並不這些準則並不這些準則並不這些準則並不
構成法律或稅務建議構成法律或稅務建議構成法律或稅務建議構成法律或稅務建議。。。。  下列問答是非營利組織的典型問答，但各地的法律可能有不同的
要求，因而並非完全準確。  如有關於資金使用和您所在司法管轄區法律的其他問題和意
見，請諮詢當地的法律顧問或諮詢稅務專業人士。 
 

常見問題與解答常見問題與解答常見問題與解答常見問題與解答 
 

財產財產財產財產 
 

1. 一個分會一個分會一個分會一個分會募集募集募集募集公共公共公共公共資金資金資金資金建立建立建立建立了了了了一座社區中心一座社區中心一座社區中心一座社區中心。。。。  該建築物能否用於舉行獅子該建築物能否用於舉行獅子該建築物能否用於舉行獅子該建築物能否用於舉行獅子

會會議並會會議並會會議並會會議並供社區使用供社區使用供社區使用供社區使用？？？？ 能，只要該建築物主要用於社區，分會仍可用來舉
行會議。 
 

2. 我們分會擁有一座建築物我們分會擁有一座建築物我們分會擁有一座建築物我們分會擁有一座建築物，，，，是是是是所在所在所在所在市捐贈的市捐贈的市捐贈的市捐贈的。。。。  我們能否將該建築物出租並我們能否將該建築物出租並我們能否將該建築物出租並我們能否將該建築物出租並

將收益留在我們的將收益留在我們的將收益留在我們的將收益留在我們的行政管理帳戶行政管理帳戶行政管理帳戶行政管理帳戶內內內內？？？？   這取決於當時捐贈建築物的情況以及
是否有任何使用限制。  然而，有可能將分會所擁有建築物的租金收入供行
政管理帳戶使用。   
 

3. 我們分會擁有一座建築物我們分會擁有一座建築物我們分會擁有一座建築物我們分會擁有一座建築物，，，，並允許當地的童子軍並允許當地的童子軍並允許當地的童子軍並允許當地的童子軍（（（（或其他社區相關組織或其他社區相關組織或其他社區相關組織或其他社區相關組織））））

免費使用免費使用免費使用免費使用。。。。  我們我們我們我們能否能否能否能否使用公共帳戶使用公共帳戶使用公共帳戶使用公共帳戶資金資金資金資金支付該等組織使用後的清潔費用支付該等組織使用後的清潔費用支付該等組織使用後的清潔費用支付該等組織使用後的清潔費用？？？？  
能，可以使用公共資金抵消公共使用建築物的直接費用。  

 
4. 我們我們我們我們分會擁有一座多功能建築物分會擁有一座多功能建築物分會擁有一座多功能建築物分會擁有一座多功能建築物，，，，我們在那我們在那我們在那我們在那裡裡裡裡進行公共進行公共進行公共進行公共募捐募捐募捐募捐活動活動活動活動，，，，免費給免費給免費給免費給

其他社區組織使用其他社區組織使用其他社區組織使用其他社區組織使用，，，，若私人活動使用則收取租金若私人活動使用則收取租金若私人活動使用則收取租金若私人活動使用則收取租金，，，，還在那還在那還在那還在那裡裡裡裡舉行舉行舉行舉行獅子會獅子會獅子會獅子會會會會會

議議議議。。。。  我們能否使用公共我們能否使用公共我們能否使用公共我們能否使用公共資金資金資金資金抵消維護和保養費用抵消維護和保養費用抵消維護和保養費用抵消維護和保養費用？？？？  能，可以按照公共使
用建築物的百分比來使用公共資金分攤費用。  
 

5. 我們分會維護一我們分會維護一我們分會維護一我們分會維護一個個個個公共停車場公共停車場公共停車場公共停車場。。。。  我們能否使用公共我們能否使用公共我們能否使用公共我們能否使用公共資金資金資金資金維護公共維護公共維護公共維護公共停車場停車場停車場停車場？？？？ 
能，因為停車場是公用的，可使用公共資金進行維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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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我們我們我們我們分會擁有一座會所分會擁有一座會所分會擁有一座會所分會擁有一座會所，，，，我們想把它賣掉我們想把它賣掉我們想把它賣掉我們想把它賣掉。。。。  所得收益能否視為公共所得收益能否視為公共所得收益能否視為公共所得收益能否視為公共資金資金資金資金？？？？  
必須按照分會所在地的管轄法律解散分會財產。  許多司法管轄區對各種組
織依據其性質有具體的規定。 因此，您應當尋求當地法律指導，查看是否
有適用的當地具體規定。 一般來講，如果公開募集的資金用於收購和／或
維護財產，財產銷售所得收益將視為公共資金。  如果行政管理資金用於收
購／維護財產，其會員可合法要求按比例獲得財產／收益的份額，否則該財

產／收益可用於公共資金。 
 

運作開銷運作開銷運作開銷運作開銷 
 

7. 我們分會我們分會我們分會我們分會為為為為董事董事董事董事和幹部和幹部和幹部和幹部購買了購買了購買了購買了責任險責任險責任險責任險，，，，承保範圍為犯罪承保範圍為犯罪承保範圍為犯罪承保範圍為犯罪／／／／忠實忠實忠實忠實（（（（保險契保險契保險契保險契

約約約約），），），），保護分會的保護分會的保護分會的保護分會的幹部並幹部並幹部並幹部並保護分會免受欺詐行為的保護分會免受欺詐行為的保護分會免受欺詐行為的保護分會免受欺詐行為的損失損失損失損失。。。。  哪哪哪哪種種種種資金資金資金資金可用於可用於可用於可用於

購買這種保險購買這種保險購買這種保險購買這種保險？？？？  此保險應視為一種管理費用，必須從行政管理資金中支
付。  
 

8. 我們我們我們我們分會為我們的年度分會為我們的年度分會為我們的年度分會為我們的年度募捐募捐募捐募捐活動購買了活動購買了活動購買了活動購買了傘護式傘護式傘護式傘護式責任責任責任責任保險和保險和保險和保險和酒類酒類酒類酒類責任保險責任保險責任保險責任保險。。。。  
哪哪哪哪種種種種資金資金資金資金可用於購買這種保險呢可用於購買這種保險呢可用於購買這種保險呢可用於購買這種保險呢？？？？  這種保險是募捐活動的直接成本，因此
可以使用公共資金購買。  
 

9. 我們分會購買了補充保險我們分會購買了補充保險我們分會購買了補充保險我們分會購買了補充保險計劃計劃計劃計劃的意外傷害保險的意外傷害保險的意外傷害保險的意外傷害保險。。。。  應該用哪應該用哪應該用哪應該用哪種種種種資金資金資金資金支付這筆支付這筆支付這筆支付這筆

費用費用費用費用？？？？  意外傷害保險是一種行政管理費用，因此必須使用行政管理資金支
付。   
 

10. 我們分會想我們分會想我們分會想我們分會想正式組成社區正式組成社區正式組成社區正式組成社區。。。。  能否使用公共能否使用公共能否使用公共能否使用公共資金資金資金資金支付組建支付組建支付組建支付組建社區社區社區社區所需的法律和所需的法律和所需的法律和所需的法律和

立檔立檔立檔立檔手續手續手續手續費費費費？？？？  不能，這應視為行政管理費用，應使用行政管理資金支付。  
 

11. 我們分會決定建立一個我們分會決定建立一個我們分會決定建立一個我們分會決定建立一個獨獨獨獨立立立立的獅子會的獅子會的獅子會的獅子會基金基金基金基金會會會會。。。。  我們能否使用公共我們能否使用公共我們能否使用公共我們能否使用公共資金資金資金資金來支來支來支來支

付組建法人實體的籌備費用付組建法人實體的籌備費用付組建法人實體的籌備費用付組建法人實體的籌備費用？？？？  不能，這屬於行政管理費用，必須使用行政
管理資金支付。  然而，公共資金可以捐贈給基金會使用，以擴展基金會的
慈善目的。  
 

12. 我們分會收到了一大筆遺贈我們分會收到了一大筆遺贈我們分會收到了一大筆遺贈我們分會收到了一大筆遺贈，，，，想創建一個永久性的獎學金捐贈想創建一個永久性的獎學金捐贈想創建一個永久性的獎學金捐贈想創建一個永久性的獎學金捐贈資金資金資金資金。。。。  我們我們我們我們
可以使用哪可以使用哪可以使用哪可以使用哪種種種種資金資金資金資金來支付設立和管理捐贈來支付設立和管理捐贈來支付設立和管理捐贈來支付設立和管理捐贈資金資金資金資金的相關費用的相關費用的相關費用的相關費用？？？？  一般來講，捐
贈資金的運作開銷，可使用捐贈資金的本金支付。  然而，有關捐贈資金以
及能否使用捐贈資金本金支付運作開銷的相關法律，不同司法管轄區的規定

各不相同，因此需要諮詢當地的法律和／或稅務顧問的意見。  
 

13. 我們分會為我們的會所購買了財產保險我們分會為我們的會所購買了財產保險我們分會為我們的會所購買了財產保險我們分會為我們的會所購買了財產保險，，，，該會所供分會和公眾使用該會所供分會和公眾使用該會所供分會和公眾使用該會所供分會和公眾使用。。。。  公共
資金能否用於購買此保險？  可根據公共使用會所的比例來計算公共資金支
付保險費用的比例。  例如，如果該建築物 60% 的時間為公共使用，則保險
費用的 60% 可用公共資金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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獅友獅友獅友獅友或家庭成員的或家庭成員的或家庭成員的或家庭成員的福利福利福利福利 

 
14. 最近我們分會的一名會員因火災失去了他們的房屋最近我們分會的一名會員因火災失去了他們的房屋最近我們分會的一名會員因火災失去了他們的房屋最近我們分會的一名會員因火災失去了他們的房屋。。。。  我們能否使用公共我們能否使用公共我們能否使用公共我們能否使用公共資資資資

金金金金協助他呢協助他呢協助他呢協助他呢？？？？  不允許使用公共資金讓分會會員受益。  然而，分會會員可
進行個人捐贈，以協助該會員。  
 

15. 我們分會一名會員的妹妹最近因洪水失去了自己的房屋我們分會一名會員的妹妹最近因洪水失去了自己的房屋我們分會一名會員的妹妹最近因洪水失去了自己的房屋我們分會一名會員的妹妹最近因洪水失去了自己的房屋。。。。  我們能否使用公我們能否使用公我們能否使用公我們能否使用公

共共共共資金資金資金資金協助她呢協助她呢協助她呢協助她呢？？？？  不得使用公共資金讓獅友本人受益。  只要該會員本人
不從該資助中獲得財務好處，非會員家屬的家庭成員有資格接受分會的公共

資金資助。   
 

16. 最近我們最近我們最近我們最近我們鎮鎮鎮鎮遭受了一場毀滅性的水災遭受了一場毀滅性的水災遭受了一場毀滅性的水災遭受了一場毀滅性的水災，，，，許多獅友以及許多獅友以及許多獅友以及許多獅友以及整個整個整個整個社區的家園遭受社區的家園遭受社區的家園遭受社區的家園遭受

了重大損失了重大損失了重大損失了重大損失。。。。  我們能否使用公共我們能否使用公共我們能否使用公共我們能否使用公共資金資金資金資金協助社區協助社區協助社區協助社區，，，，其中包括受影響的獅友其中包括受影響的獅友其中包括受影響的獅友其中包括受影響的獅友？？？？  
在受災的情況下，可使用公共資金協助社區，包括受影響的分會會員，但會

員須具有既定資金撥付與協助標準的同等資格。 
 

17. 我們分會的一名會員需要做心臟移植手術我們分會的一名會員需要做心臟移植手術我們分會的一名會員需要做心臟移植手術我們分會的一名會員需要做心臟移植手術。。。。  我們能否以他的名義舉行我們能否以他的名義舉行我們能否以他的名義舉行我們能否以他的名義舉行募捐募捐募捐募捐

活動活動活動活動，，，，幫他度過醫療過程的經濟困難時期幫他度過醫療過程的經濟困難時期幫他度過醫療過程的經濟困難時期幫他度過醫療過程的經濟困難時期？？？？ 不能，這應視為會員的私人利
益。  然而，分會會員可進行個人捐贈對其協助，或要求其他人進行個人捐
贈。  
 

18. 我們分會的一名會員最近失去了我們分會的一名會員最近失去了我們分會的一名會員最近失去了我們分會的一名會員最近失去了工作工作工作工作，，，，經濟非常困難經濟非常困難經濟非常困難經濟非常困難。。。。  我們能否從公共我們能否從公共我們能否從公共我們能否從公共資資資資

金金金金中貸款給她來協助她中貸款給她來協助她中貸款給她來協助她中貸款給她來協助她？？？？  不能，這應視為分會會員的私人利益。  
 

19. 我們我們我們我們分會希望為會員的子女或孫輩建立一項獎學金分會希望為會員的子女或孫輩建立一項獎學金分會希望為會員的子女或孫輩建立一項獎學金分會希望為會員的子女或孫輩建立一項獎學金資金資金資金資金。。。。  我們能否進行公我們能否進行公我們能否進行公我們能否進行公

共共共共募捐募捐募捐募捐來支援這項來支援這項來支援這項來支援這項資金資金資金資金？？？？  不得使用公共資金讓獅友本人受益。  只要該會
員本人不從該資助中獲得財務利益，非會員家屬的孫輩有資格接受分會公共

資金的資助。  如果分會想為公眾建立一項獎學金，獎學金接受者可包括家
庭成員和公眾，但必須符合資格，並由不受分會控制的組織（如學校）選定

方可。  
 
公眾公眾公眾公眾募捐募捐募捐募捐活動與獅友私人活動與獅友私人活動與獅友私人活動與獅友私人募捐募捐募捐募捐活動活動活動活動 

 
20. 我們分會正在舉行一場高爾夫球比賽我們分會正在舉行一場高爾夫球比賽我們分會正在舉行一場高爾夫球比賽我們分會正在舉行一場高爾夫球比賽，，，，同時同時同時同時向獅友和公眾售票向獅友和公眾售票向獅友和公眾售票向獅友和公眾售票。。。。  獅友的票獅友的票獅友的票獅友的票

是藍色的是藍色的是藍色的是藍色的，，，，公眾的票是黃色的公眾的票是黃色的公眾的票是黃色的公眾的票是黃色的。。。。  我們能否使用獅友門票銷售的收益我們能否使用獅友門票銷售的收益我們能否使用獅友門票銷售的收益我們能否使用獅友門票銷售的收益（（（（由由由由藍藍藍藍

色票確認色票確認色票確認色票確認））））作為我們的作為我們的作為我們的作為我們的行政管理資金行政管理資金行政管理資金行政管理資金？？？？  不能，只要活動向公眾開放，所有
收益都應視為公共資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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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我們我們我們我們正在正在正在正在舉行一場對區內所有分會開放的獅子會晚宴舉行一場對區內所有分會開放的獅子會晚宴舉行一場對區內所有分會開放的獅子會晚宴舉行一場對區內所有分會開放的獅子會晚宴。。。。  我們能否將晚宴門我們能否將晚宴門我們能否將晚宴門我們能否將晚宴門

票收益用於我們的票收益用於我們的票收益用於我們的票收益用於我們的行政管理資金行政管理資金行政管理資金行政管理資金？？？？  可以。  由於該活動僅限於獅子會會
員，收益可指定用於行政管理資金和公共資金。  
 

22. 我們我們我們我們分會負責分會負責分會負責分會負責當地足球比賽當地足球比賽當地足球比賽當地足球比賽現場現場現場現場的的的的銷售銷售銷售銷售，，，，體育場根據銷售額按比例給我們體育場根據銷售額按比例給我們體育場根據銷售額按比例給我們體育場根據銷售額按比例給我們

分成分成分成分成。。。。  我們能否將該收益指定為我們的我們能否將該收益指定為我們的我們能否將該收益指定為我們的我們能否將該收益指定為我們的行政管理資金行政管理資金行政管理資金行政管理資金？？？？  能，只要這是體
育場與貴分會之間的協議，並且並且並且並且不得在舉辦活動期間透過標牌或衣物展示

獅子會名稱或標誌。   
 

23. 我們分會能否接受來自公眾我們分會能否接受來自公眾我們分會能否接受來自公眾我們分會能否接受來自公眾（（（（非獅友非獅友非獅友非獅友））））的指定為的指定為的指定為的指定為行政管理資金行政管理資金行政管理資金行政管理資金的個人遺的個人遺的個人遺的個人遺

贈贈贈贈？？？？  能，如果收到的遺贈具體指定用於分會的行政管理資金。   
 

24. 我們我們我們我們分會希望籌集資金建立一座新的分會會所分會希望籌集資金建立一座新的分會會所分會希望籌集資金建立一座新的分會會所分會希望籌集資金建立一座新的分會會所。。。。  如果我們做廣告宣稱這些如果我們做廣告宣稱這些如果我們做廣告宣稱這些如果我們做廣告宣稱這些

資金將用於會所並將用於我們的資金將用於會所並將用於我們的資金將用於會所並將用於我們的資金將用於會所並將用於我們的行政管理資金行政管理資金行政管理資金行政管理資金，，，，這可以嗎這可以嗎這可以嗎這可以嗎？？？？ 不可以。如果
會所將主要由獅友使用，則該資金必須來自獅友，而非公眾，無論如何宣

稱。  
 

25. 一個分會一個分會一個分會一個分會贊助贊助贊助贊助一次一次一次一次古董展古董展古董展古董展之類的之類的之類的之類的活動活動活動活動。。。。  該分會該分會該分會該分會獲得了所需展位獲得了所需展位獲得了所需展位獲得了所需展位，，，，並安排並安排並安排並安排了了了了

估價師對獅友和非獅友帶來的展品進行估價估價師對獅友和非獅友帶來的展品進行估價估價師對獅友和非獅友帶來的展品進行估價估價師對獅友和非獅友帶來的展品進行估價。。。。  對於評估的物品將收取固定對於評估的物品將收取固定對於評估的物品將收取固定對於評估的物品將收取固定

費用或按件收費費用或按件收費費用或按件收費費用或按件收費，，，，分會將從中分成分會將從中分成分會將從中分成分會將從中分成。。。。  這些收益能用在何處這些收益能用在何處這些收益能用在何處這些收益能用在何處？？？？  這是分會針
對公眾的活動，因此該活動的淨收益應視為公共資金。  
 

26. 一個分會一個分會一個分會一個分會在在在在募捐募捐募捐募捐活動中為參與者提供免費食物活動中為參與者提供免費食物活動中為參與者提供免費食物活動中為參與者提供免費食物（（（（並獲得了認可並獲得了認可並獲得了認可並獲得了認可），），），），該活動該活動該活動該活動

為非獅子會活動為非獅子會活動為非獅子會活動為非獅子會活動，，，，如癌症協會的如癌症協會的如癌症協會的如癌症協會的 5000 米競賽米競賽米競賽米競賽。。。。  一些參與者希望為食物捐一些參與者希望為食物捐一些參與者希望為食物捐一些參與者希望為食物捐

贈贈贈贈。。。。  如果分會在桌子上放置一個捐款箱如果分會在桌子上放置一個捐款箱如果分會在桌子上放置一個捐款箱如果分會在桌子上放置一個捐款箱，，，，捐款應當如何處理捐款應當如何處理捐款應當如何處理捐款應當如何處理？？？？ 如果捐款如果捐款如果捐款如果捐款只只只只

是交給獅子會是交給獅子會是交給獅子會是交給獅子會而不指明用途而不指明用途而不指明用途而不指明用途，，，，該怎麼辦該怎麼辦該怎麼辦該怎麼辦？？？？  無論捐款是放進了捐款箱還是參
與者親自交給了獅友，該資金都應視為公共資金。  請注意，在這種情況
下，為比賽購買食物的費用可以使用分會的公共資金支付。  

 
公共公共公共公共資金資金資金資金的利息的利息的利息的利息／／／／投資投資投資投資。。。。   

 
27. 如果我們分會將我們的公共如果我們分會將我們的公共如果我們分會將我們的公共如果我們分會將我們的公共資金資金資金資金進行投資進行投資進行投資進行投資，，，，我們能否將我們能否將我們能否將我們能否將利息用於利息用於利息用於利息用於行政行政行政行政管理管理管理管理

費用費用費用費用？？？？  不能，所產生的利息應視為公共資金。  
 

28. 我們分我們分我們分我們分會在動用公共會在動用公共會在動用公共會在動用公共資金資金資金資金前能將其投資多久前能將其投資多久前能將其投資多久前能將其投資多久？？？？  資金應當在收到的當年用
完，除非已指定用於長期專案。  

 
其他問題其他問題其他問題其他問題：：：： 

 
29. 我們分會我們分會我們分會我們分會在我們的在我們的在我們的在我們的日曆日曆日曆日曆上上上上銷售銷售銷售銷售廣告廣告廣告廣告。。。。  我們能否將廣告銷售收益用於我們能否將廣告銷售收益用於我們能否將廣告銷售收益用於我們能否將廣告銷售收益用於行政管行政管行政管行政管

理資金理資金理資金理資金？？？？  能，然而廣告銷售收入可能視為無關的業務收入，並可能需要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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納聯邦和／或州所得稅。 關於無關業務收入的其他資訊，請諮詢當地稅務
或法律顧問。  
 

30. 行政管理資金行政管理資金行政管理資金行政管理資金和公共和公共和公共和公共資金資金資金資金能否儲蓄在同一支票帳戶內能否儲蓄在同一支票帳戶內能否儲蓄在同一支票帳戶內能否儲蓄在同一支票帳戶內？？？？  能，但每種資金的
存款和支出需有明細核算。   
 

31. 我們分會在我們分會在我們分會在我們分會在資助資助資助資助一個青少獅會一個青少獅會一個青少獅會一個青少獅會。。。。  我們能否使用公共我們能否使用公共我們能否使用公共我們能否使用公共資金資金資金資金為青少獅會授證為青少獅會授證為青少獅會授證為青少獅會授證？？？？  
能，青少獅會應視為獅子會的一個專案，因此可用公共資金來支持青少獅

會。  
 

32. 我們想派青少獅會會員參加國際年會我們想派青少獅會會員參加國際年會我們想派青少獅會會員參加國際年會我們想派青少獅會會員參加國際年會。。。。  我們能否使用公共我們能否使用公共我們能否使用公共我們能否使用公共資金資金資金資金來抵消來抵消來抵消來抵消學生學生學生學生

參加國際年會的註冊費和參加國際年會的註冊費和參加國際年會的註冊費和參加國際年會的註冊費和旅費旅費旅費旅費？？？？  不能，這應視為青少獅友和獅友的私人利青少獅友和獅友的私人利青少獅友和獅友的私人利青少獅友和獅友的私人利

益益益益。  
 

摘要圖表摘要圖表摘要圖表摘要圖表 

資金資金資金資金募集方式募集方式募集方式募集方式 用於公共項目用於公共項目用於公共項目用於公共項目？？？？ （（（（活動活動活動活動
帳戶帳戶帳戶帳戶）））） 

用於用於用於用於行政行政行政行政管理費用管理費用管理費用管理費用？？？？ （（（（行行行行
政管理帳戶政管理帳戶政管理帳戶政管理帳戶））））  

行政管理行政管理行政管理行政管理：：：：會費、租賃

費、罰款、廣告收入  
 

是 

 

是 

公共公共公共公共：任何對公眾開放

的募捐活動、公眾捐助

和遺贈 

 

是 

 

否 * 

利息利息利息利息：來自公眾資金的

累計投資 
 

是 

 

否 * 

 

募捐活動的直接費用。  公共募捐活動的直接費用可從所得收益中扣除，以補充用
於舉行募捐活動的行政管理帳戶支出。   

分會財產分會財產分會財產分會財產。  如果分會（或區）擁有的財產主要滿足整個社區的需要，使用該財產
募集的資金收益可按比例支付財產的運作開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