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分 會 秘 書 實 務 

(300-D1 區辦事處彙編) 

 

一、月報表  ＜秘書每月例行工作＞ 

(1)請秘書於每月 25 日前寄達：○1 300-Ｄ1區辦事處轉國際總會(附上 活

動相片至多 1張)、○2 專區主席、○3 分區主席。【詳如 附件 1】 

(2)會員入會、復會、轉會、更改地址和變更姓名，請用Ｂ表。【詳如 附

件 2】 

(3)第一份報表(2021 年 7 月份報表)繳交的時間 7 月 25 日前。以後即使

當月份沒有人員進退或服務活動，仍應繳交月報表，只填寫日期、會

名和人數即可。 

(4)最後一份報表(2022年 6月報表) 繳交的時間 6月 25日前。務必有始

有終。 

(5)轉會會員要先從原所屬分會報退會，再由新加入分會報轉入，全部在

月報表上作業。 

(6)前會員退會超過一年再入會，推薦人可以變更為新的，之前的會籍可以

追溯。 

(7)月報表一律以 e-mail 填報。報表格式可由本區官網下載 

www.300d1.org 的【表單下載】  

請註明：XX獅子會 X月報表 

＜辦事處收到後 2日內回傳收到，如果沒有回傳，表示沒有收到，應

去電辦事處 06-2510718。＞ 

(8)300-D1區辦事處以網路填報方式，代各會陳報月報表給國際總會。 

(9)相片和月報表應同時寄達，避免先來後到，造成混亂。 

 

二、會刊： 

(一)300-D1 區獅吼會刊   ＜秘書每個月例行工作＞ 

(1) 本區「獅吼會刊」每 3個月出刊一次，共出版 4 期。 

【會務動態】：300-D1 區辦事處從各分會【月報表】內選取可用的題

http://www.300d1.org/


 

材來報導，秘書不需再另外投稿。各會每月最多提供

相關相片 1 張。請提供相片原始檔案，畫質要好(如

jpg 檔)，不要將相片貼在 word 檔上。 

【專欄文章】：有關總會目標文章、生活感言、旅遊雜記等皆可。 

(2) 文章內容應有可看性。因篇幅有限，區獅訊編輯委員會視需要有權刪

改。專欄文章若已投稿複合區，本區不再刊登。 

(3) 請使用 e-mail 投稿： service.lionsd1@msa.hinet.net 

請註明：「XX 獅子會 X月 獅吼會刊投稿」＜辦事處收到後 2日內回

傳收到＞ 

 

(二)300 複合區(台灣總會) 獅子會刊 ＜秘書每月例行工作＞ 

(1)每月 5 日截稿。請各會自行投稿。 

(2)分會投稿 複合區 獅子會刊，請自行 e-mail 投稿，

keny@lionsclubs.org.tw，註明：「獅子會 300-D1區 OO獅子會 獅子

月刊投稿」。電話: (02)27638088。 

 

三、300複合區(台灣總會)全國會員通訊錄  

(1)台灣總會(300 複合區)每年編印全國會員通訊錄，請分會秘書提供最

正確的資料，於 8月 15日 前寄達本區辦事處彙整。為保護個人資

料，避免不必要之糾紛，務請各會員簽署同意書，同意個人資料等列

入通訊錄。 

(2)請將通訊錄 e-mail: service.lionsd1@msa.hinet.net，【註明：xxx

獅子會會員通訊錄】。表格可由本區網路下載 www.300d1.org 的 

【表單下載】 

(3)預定在本年度加入的新會員資料可先填入，屆時月報表仍應填報入

會。 

 

四、復會會員 & 追溯服務年資 

(1)會員退會 1 年內再入會，始可成為復會會員，不影響未來的年資計

mailto:service.lionsd1@msa.hinet.net
mailto:keny@lionsclubs.org.tw
mailto:service.lionsd1@msa.hinet.net
http://www.300d1.org/


 

算。但是要補交這一年的上級常年會費。 

(2)退會超過 1 年再入會的前會員，總會以新會員身份收費(註：入會費美

金 35 元，常年會費另計)，但過去的服務年資可以併入計算。未來

計算年資要扣去中斷的部份。但此項規定只限以往有良好紀錄的會員

資格，不適合未繳會費而退會的會員。前會員再入會，之前的會籍可以

追溯，推薦人可以變更為新的。 

 

五、留籍會員 ≠ 休會會員 

 留 籍 會 員 休 會 會 員 

來源 國際憲章規定 許多分會的內規 (僅供參考★) 

情況 1. 因不能按期參加開會而提

出申請。 

2. 必需繳交各種會費。 

3. 不能擔任幹部。 

4. 每半年理事會檢討一次。 

1. 因不能按時參加開會而提出申請 

2. 只繳上級會費，分會部份不繳費

或只繳行政費(不繳餐費)。 

3. 分會內部作業，不往上陳報。 

檢討 1. 權利和義務失衡。 

2. 只盡繳費義務，未盡參加

開會的義務，不能享受

擔任幹部的權利。 

1. 留住會籍但違背憲章。 

2. 權利和義務失衡。 

 

 ★退會規定: 請參照 分會憲章及附則 第三條第 3 節、附則第一條第 7 節。 

 

六、會員人數計算 

(1)國際總會繳費人數:依 6月或 12月報表人數收費，如有退會最遲應在

該月份 25日前向 300-D1區報退，逾期會費照收。 

(2)【國際總會 傑出分會獎】敘獎人數 = 2022/06 報表人數 – 2021/06

報表人數  (★退會人數包括死亡、轉會) 



 

(3)【300-D1區敘獎人數】 

起算人數 = 2021/6報表人數 - 2021/07報表退會人數 

年終浄增減人數 = 2022/05報表人數 - 起算人數    

 
例:  中央會, 2021/06 報表人數 45 人  

2021/07  新會員 5 位，退會 3 位，實有 45 人+5 人-3 人= 47 人 

但是 D1 區敘獎起算人數: 45-3 = 42   (以對分會最有利的方式計算！)  

 

2022/05 報表人數   50 人 

年終敘獎浄增人數 = 50-42=8  (僅供 300-D1區敘獎使用) 

 

 七、終生會員  【請至官網下載表格】 

(1)共計為正會員達 20 年以上，並對本會、社區或總會有卓越貢獻者；或

正會員連續達 15 年以上且年逾 70 歲者；任何罹患重病者等，得因該

分會之推薦，一次繳納總會永久會費美金 650 元(或等值當地貨幣)，

經國際理事會通過，成為該會終生會員。   

(2)終生會員遷往他處並接受另一獅子會入會邀請，即可成為該會終生會

員。 

(3)終生會員一定要有所屬分會。 

(4)獅友獲得國際總會核准成為終生會員會後，不再繳納國際總會會費，

其他會費仍應照繳。 

 

八、【國際總會】優惠 「家庭會員」 

申請條件：同一分會、同一戶籍 所在地的家人(需提出戶口名簿影本等證

件)。第 1 位家人正常繳入會費和常年會費，第 2-5 位家人繳入會費和一

年只繳一半的常年會費。 

【台灣總會和 300-D1 區的收費另有規定，詳如財務實務。】 

 



 

九、國際總會/創會元老會員 & 元老會員 年紋掛章 

(1) 於授證時表彰資深會員。總會自動寄來，區總監於分會授證週年慶時

頒發。 

(2) 有 10 年.15 年.20 年等 5 的倍數年掛章。 

【註：300-D1 區主動於年會表揚當年度 滿 30 年、35 年、40 年、45 年的

資深元老獅友。】 

 

十、【國際總會】的會員發展獎 

(1)會員滿意獎：○1 以 7 月 1 日為基準，次年 6 月 30 日仍保有 90%的會員。

死亡與轉會不算。 或  ○2 分會在前 2 年人數減少，但在本年度 6 月 30 日

止，達到「零」減少或更好的結果，亦可收到表揚。 

【註：國際總會約在明年 10 月以後才會將以上獎勵寄到 300-D1 區辦事

處 統一分發】 

(2)會員鑰獎(KEY)：發給獅友個人。推薦會員入會（可跨會介紹）年滿一

年又一天，累積 2 人、5 人、10 人、15 人….等 5 的倍數人，總會自動

發給 會員鑰獎(KEY)。同一款鑰獎只能獲得一次。國際總會將鑰獎寄來

本區辦事處 再轉發各會秘書。 

 

十一、國際總會 傑出分會獎：【詳如  附件 3】於 2022年 6月底由 300-D1

區辦事處統一處理，分會不需再填寫。 

 

十二、國際總會長 賀詞  

分會如果需要 國際總會長授證週年紀念賀詞，請於授證 2個月前以書

面通知 300-D1區辦事處協助辦理。  

 



 

十三、申請 國際總會/國際基金(LCIF)撥款 

(一) LCIF/DCG，15%回撥 (分會可以申請) 

國際總會 LCIF在 2018年 9月推出新的撥款申請辦法:「區及分會社區

影響撥款(DCG)」。分會當年度非指定用途捐款至少 US$5000，可以

在下年度得到 15%的回撥。 分會依照國際基金的請款程序，提出社會

服務計畫案，活動三個月前提出申請，不必配合款，沒有 LCIF董事會

會期限制，也可以指定用於「匹配撥款」。回撥款可保留 15 年。本申

請案從 2017-2018起算，2018-2019年度開始執行，分會可以善加利

用。申請前請先與 D1區辦聯絡了解可用的金額及活動項目是否合乎規

定。 

【申請 DCG做服務紀錄】 

北英會(購買失親兒交通車 US$1500) 

永康會(偏遠學校課後輔導 US$1500) 

虎女會(家扶親子球鞋 US$1,500)  

南媖會(小學圖書室冷氣機 US$2850) 

嘉鳳會(社區運動器材 US$2400) 

崙背會(捐血活動禮物 US$750) 

北英會(北香湖公園獅子雕像 US$1,500) 

吳鳳會(兒童繪圖比賽 US$2550) 

台西會(淨灘活動 US$1500) 

城中會(捐贈醫院輪椅 US$1500) 

台南市真善美會(捐小學投影機 US$900) 

嘉義會(書法繪圖比賽 US$1800) 

永美會(寒冬送暖物資 US$4050) 

桃城會(偏鄉小學球隊制服 US$750) 

成功會(整修公園入口意象 US$2850) 

 

 

 

本會有多少錢? 

 
申請表 

 

 

更多服務紀錄 



 

(二)LCIF匹配撥款 

(1)單獨分會不能向總會申請，必需透過區辦事處協助提出。 

(2)自備款 50%，限購買或建設符合人道主義需求的硬體設施。申請案

撥款最少 1萬美元，最高 10萬美元。 

(3)該設施必需有長期不間斷使用的功能。 

(4)申請案必需在國際理事會召開前 90天寄達，有意申請的分會必需

在【120天前】，將詳細需求報告、效益評估、存款證明等資料寄

達 300-D1區辦事處匯整送件。 

(5)LCIF 撥款申請有件數的限制，每次會期每區至多 2件，如果之前

的申請案未結案，會影響下次會期的申請。請先與 D1區辦聯絡和討

論是否合乎申請條件。 

 

十四、處理來自 300-D1 區的公文 

(1)300-D1區的公文都寄往會長處，有些公文應轉知會員，有些公文需填

寫回報，請秘書經常與會長保持聯絡。也請務必轉知幹事處理。 

(2)300-D1區的一般會務公告於網站。www.300d1.org 

(3)各分會的開會通知、一般社會服務通知 不需要寄來辦事處，  

★(4)總監因公務繁忙，為避免耽誤，給總監的邀請函請寄來 300-D1 區辦事

處，有專人處理。 

(5)分會可利用本區官網功能，連結分會 FB 或 Google 相簿等與大家分享。＊各

分會亦可將訊息發佈在 台灣總會(300 複合區)網站 www.lionsclubs.org.tw 

 

十五、授證日期：請各分會早日向辦事處確認授證日期，如有撞期，以先登

記的分會優先參加。辦事處在授證日 10 天前聯絡相關事宜，請至網站

【行事曆】瀏覽。 

 

十六、300-D1區敘獎評鑑 的校正： 

2022年 1月：寄給各分會 上半年度各分會的評鑑結果  

2022年 6月：寄給各分會 全年度各分會的評鑑結果 

http://www.300d1.org/


 

 

十七、各縣市政府社會局(處) 

(1)各分會除了接受 300-D1區的輔導，還受各縣市政府「社會處 社會行政

科」督導，受「人民團體法」的規範，但以遵守國際獅子會規章優先。 

(2)各分會每年召開會員大會前應向社會處報備，會後 30天以內以○1 正式

公文，附○2 會議紀錄(要有理監事改選得票數)、○3 當選理監事名冊、○4

新年度工作計劃、○5 新年度預算表、○6 去年度結算表，送寄社會局(處) 

辦理幹部變更，申請核發理事長當選證書。 *注意:理監事人數應與章

程相符。 

(3)各縣市社會處聯絡電話 

縣 市 社會局/處 社會行政科(或人團科) 

雲林縣政府社會處 05-5522656   

嘉義市政府社會處

政府社會處 

05-2254321#153   

嘉義縣政府社會處 05-3620900 #2303   

台南市政府社會局 06-2982558   

 

十八、認識不同的單位 

(1) 國際總會 =  世界總會 (設在美國) 

(2) 台灣總會 = 300 複合區 = MD300  

(3) 國際獅子會 300-D1區 = 國際獅子會台灣總會台灣省第三聯合會 

(4) 300-D1區辦事處(台南市西門路) ≠(不是) 台南市聯合會館(台南市永

福路 ) 

■ 300-D1 區上班時間：週一~週五 上午 8:30-12:00，下午 1:00-5:30 

 

十九、參考網站 

(1) 國際總會 www.lionsclubs.org 

手機：先點≡, 再找到 ▼，可轉換為中文。 

電腦：右上找到 ▼，可轉換為中文。 

(2) 台灣總會 www.lionsclubs.org.tw 

http://www.lionsclubs.org/


 

(3) 300-D1 區 www.300d1.org  

 

廿、會員卡 

新年度的會員卡可由國際總會網站下載。分會如有需要，請通知 300-D1 區

辦事處協助下載。 

 

廿一、各種年會 

(1)遠東暨東南亞地區年會 (因新冠疫情訊息未發佈) 

(2)300-D1 區會員代表大會 2022/03/19 台南市、年會 2022/03/27 台南新營文化

中心 

(3)台灣總會(300 複合區年會): 2022/05  台北 

(4)國際年會: 2022/06 (因新冠疫情訊息未發佈)  

 

 

 

更多訊息，請至本區官網瀏覽或下載 

表單下載 

(1)AB 月報表 

(2)300 複合區(台灣總會)全國會員通訊錄、 

(3)申請國際總會終身會員 

 

資源分享 

(1)國際總會: 創會元老會員&元老會員 年紋掛章介紹 

(2)國際總會: 會員滿意獎介紹 

(3)國際總會: 會員鑰獎(KEY) 介紹 

(4)國際總會:  2021-2022 傑出分會獎  

 

 

2021/6/21 

http://www.300d1.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