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10-13 製 

國際獅子會 300-D1區 第 O 專區  第 OO 分區 

OO獅子會、OO獅子會、 OO獅子會  OO獅子會 

分區聯合例會暨總監訪問【司儀稿】 

 

【本資料提供各分區參照執行，請視情況增刪。】 

【請至 300-D1區官網/公文查詢下載】 

 

※歡迎各位貴賓及領導獅友蒞臨第 OO 分區聯合例會暨總監訪問典禮，為

維護會議最高品質，請各位獅友及來賓將手機切換至靜音或震動模式，

若您有重要電話需接聽，請到會場外接聽，感謝你的配合!會議進行中，

除攝影及工作人員外，請勿隨意走動及交談，謝謝大家！ 

 

各位貴賓及領導獅友請以熱情掌聲為今天的聯合例會暨總監訪問 

揭~開~序~幕 

現在我們要進行進場儀式， 

首先歡迎今天大會主席第 OO 分區主席 OOO 獅友帶領所轄分會會長進場 

請以熱烈掌聲歡迎第 OO 分區主席 OOO獅友 

OO會 會長 OOO 獅友 

OO會 會長 OOO 獅友 

OO會 會長 OOO 獅友 

OO會 會長 OOO 獅友 

 

歡迎總監張兆榮獅友暨服務團隊進場 

請以熱烈掌聲歡迎 2021-2022年度總監張兆榮獅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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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副總監  施松吉獅友 

第二副總監  蘇明宙獅友 

秘書長  吳呈隆 獅友 

財務長  姜達祥 獅友 

辦事處主任  鄭女勤 獅友 

事務長  王盛發 獅友 

公關長  胡晶明 獅友 

資訊長  曹晉維 獅友 

活動長  林建霖 獅友 

守時惜時宣導長  林俊良獅友 

文宣長  文榮凱獅友 

GMT區協調長   張瑛珊 獅友 

GLT區協調長   楊瓊淑 獅友 

GST 區協調長   吳朝曄 獅友 

國際基金 區協調長  謝登源 獅友 

台灣基金 區協調長  謝明景 獅友 

駐區總監特別助理  OOO 獅友 

第 O 專區主席  OOO 獅友 

 

請各位領導獅友入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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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獅子會 300-D1區 第 OO專區第 OO分區 

OO獅子會、OO獅子會、OO獅子會、OO獅子會 

聯合例會暨總監訪問 

 

一.會議開始 

※請大會主席第 OO 分區主席 OOO 獅友鳴鐘宣佈～會議開始 

大會主席說: 

國際獅子會 300-D1區 

第 O專區第 OO分區 OO獅子會、OO獅子會、OO獅子會、OO 獅子會 聯

合例會暨總監訪問 

會議開始 (主席鳴鐘) 

 

二.主席就位 

 

三.全體肅立 

※請 前排貴賓 向後轉 面向國旗 

【待主席就好定位後】 

 

四.唱 國歌～ 

 

五.向國旗 暨獅子會旗 行最敬禮 

請脫帽   敬禮  禮畢 

請前排貴賓及領導獅友 復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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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誦讀 獅友八大信條 

    請全體獅友 一起朗讀 

     獅友八大信條 

1. 忠於所事，勤勉敬業，竭誠服務，爭取榮譽。 

2. 守正不阿，光明磊落，取之以道，追求成功。 

3. 誠以待人，嚴以律己，自求奮進，毋損他人。 

4. 犧牲小我，顧全大局，爭論無益，忠恕是從。 

5. 友誼至上，服務為先，絕非施惠，貴在互助。 

6. 言行一致，盡心盡力，效忠國家，獻身社會。 

7. 關懷疾苦，扶弱濟困，人溺己溺，樂於助人。 

8. 多加讚譽，慎於批評，但求輔助，切莫詆譭。 

    

※全體請就坐 

 

七. 介紹貴賓暨與會代表     

    首先介紹今天 

大會主席第 O 分區主席 OOO  獅友 

300-D1 區 總監 張兆榮  獅友 

台南市市長        黃偉哲  市長 

前任總監 林江和  獅友 

第一副總監 施松吉  獅友 

第二副總監 蘇明宙  獅友 

前總監         獅友 

前總監         獅友 

前總監         獅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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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總監         獅友 

秘書長 吳呈隆  獅友 

財務長 姜達祥  獅友 

辦事處主任 鄭女勤  獅友 

事務長 王盛發  獅友 

公關長 胡晶明  獅友 

資訊長 曹晉維  獅友 

活動長 林建霖  獅友 

守時惜時宣導長 林俊良  獅友 

文宣長 文榮凱  獅友 

GMT 區協調長 張瑛珊  獅友 

GLT 區協調長 楊瓊淑  獅友 

GST 區協調長 吳朝曄  獅友 

國際基金 區協調長 謝登源  獅友 

台灣基金 區協調長 謝明景  獅友 

駐區總監特別助理 OOO  獅友 

第 O 專區主席 OOO 獅友 

年會籌備委員會 主席 陳俊吉  獅友 

OO 會 會長 OOO 獅友 暨全體獅友請起立 

OO 會 會長 OOO 獅友 暨全體獅友請起立 

OO 會 會長 OOO 獅友 暨全體獅友請起立 

OO 會 會長 OOO 獅友 暨全體獅友請起立 

 

以上貴賓介紹到此，如有遺漏，敬請見諒，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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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新會員入會宣誓 

    這是很隆重的宣誓儀式，請全體來賓及獅友保持肅靜，讓我 

    們一起見證新獅友宣誓儀式 

1.請唱到名字的新獅友儘快上台準備宣誓 

    OO 會 新獅友 OOO 先生、OOO 女士 

    OO 會 新獅友 OOO 先生、OOO 女士 

    OO 會 新獅友 OOO 先生、OOO 女士 

    OO 會 新獅友 OOO 先生、OOO 女士 

 

2.監誓人就位 

     恭請 300-D1 區總監 張兆榮獅友上台監誓   

 

3.監誓人致歡迎詞 

  監 誓 人 致 歡 迎 詞 

現在舉行入會宣誓儀式，歡迎新獅友入會 

國際獅子會以服務社會，造福人群為目標，是優秀公民為同胞

服務的橋樑，更為發揚博愛精神，增進國際友誼，促進世界大

同的一個國際性社團。當您成為會員之後，您會享受到獅友的

幫助與友誼、同胞的讚揚與感激、合作的成就與樂趣。獅子主

義將使您獲得永恆的生命價值。現在我慎重地請問：您是否願

意加入國際獅子會為會員 

(宣誓人回答”願意”之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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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請第 OO 專區主席 OOO 獅友上台帶領新獅友宣誓    

請宣誓人向後轉，面向國旗 

全體來賓及獅友請起立 

請交付宣誓詞 

 

5.宣誓開始： 

  請宣誓人高舉右手 

  請專區主席引導宣讀宣誓詞 

 

  專區主席帶領～～(請一起朗讀) 

 

會員入會宣誓 

    余謹以至誠，服膺國際獅子會憲章所訂之宗旨，並遵守總會

與本會之章程精誠團結，增進友誼，為服務人群，發揚獅子 

主義，促進國家社會之進步而努力，信守不渝。  

             謹 誓 

               宣誓人：○○○(唸出自己的名字) 

 

     監誓人：國際獅子會 300-D1區 總監 張兆榮 

     110  年 OO  月  OO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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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宣誓完畢，請新獅友手放下，請復位，面向獅友。          

 

 

 

 

 

 

請所有來賓以熱烈掌聲，歡迎他們加入獅子會服務的行列 

 

  7.全體請坐下 

    第 OO 專區 OOO 主席請回座 

 

8. 請會長為新獅友穿戴獅子衣帽 

9. 總監贈送新獅友紀念品、GMT協調長為新獅友佩戴紀念章 

GMT 協調長為新獅友配戴紀念章 

 

10. 請以熱烈的掌聲歡迎新獅友加入獅子會服務的行列。 

※新獅友請回座 

  

監誓人： 

國際獅子會 300-D1區 總監 張兆榮 

我謹代表國際總會長 道格拉斯 亞歷山大 

向您祝賀！ 歡迎加入國際獅子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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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總監贈送新會員推薦人紀念品、GMT協調長贈送推薦人紀念章 

    ◎請推薦人○○○獅友盡速上台接受表揚 

    ◎感謝推薦人，介紹優秀精英加入獅子會 

    ◎請全體獅友給予推薦人熱情掌聲，感謝他的付出。 

  *總監、GMT 協調長請回座 

 

十. 主席致詞 

請以熱情掌聲歡迎大會主席第 OO 分區主席 OOO 獅友致詞 

＊感謝 OOO 分區主席的致詞。 

 

十一.各分會會長會務報告 

-請以熱烈掌聲歡迎 OO 會會長 OOO 獅友上台，做會務報告 

謝謝 OO 會會長 OOO 會長的會務報告 

-請以熱烈掌聲歡迎 OO 會會長 OOO 獅友上台，做會務報告 

謝謝 OO 會 OOO 會長的會務報告 

-請以熱烈掌聲歡迎 OO 會會長 OOO 獅友上台，做會務報告 

謝謝 OO 會會長 OOO 會長的會務報告 

-請以熱烈掌聲歡迎 OO 會會長 OOO 獅友上台，做會務報告 

謝謝 OO 會會長 OOO 會長的會務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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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總監訪問 

接下來總監訪問由 300-D1 區秘書長吳呈隆獅友主持，請以掌聲歡迎

吳呈隆秘書長。 

1. 總監致詞 

2. 區務報告【由秘書長報告】 

3. 贈送紀念品和頒獎  【由秘書長唱名】 

(1)總監贈送「訪問紀念牌」→分區主席、專區主席、分會會長 

(2)總監贈送訪問紀念品→本年度區級成員、專區、分區和分會

的秘書和財務。 (D1區以公文另通知名單) 

(3)國際基金(LCIF) 捐獻獎  

  (請捐款人上台，包括本年度已捐或承諾捐款者) 

  請區 LCIF 協調長 謝登源 贈送禮品 

(4)台灣基金(LCTF)捐獻獎 

(請捐款人上台，包括本年度已捐或承諾捐款者) 

請區 LCIF 協調長 謝明景 贈送禮品 

(5)其他…… 

4. 區務建言 

5. 總監總結 

 

※接下來 麥克風交回大會司儀。 

大會司儀說: 謝謝總監、秘書長。請回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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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 大會主席總結。 

 

 

十四. 唱『我獲得獅子精神』 

全體來賓及獅友請起立 

音樂~ 

 ※全體請就坐 

 

十五.禮成 

 ※請 大會主席 鳴鐘 宣佈典禮完成 

大會主席說: 

國際獅子會 300-D1區 

第 O專區第 O分區 OO獅子會、OO獅子會、OO獅子會、OO獅子會 

聯合例會暨總監訪問，會議圓滿完成 

  

 

  ※各位貴賓、各位領導獅友，感謝大家的全程 參與，使大會能圓滿完

成。稍後精彩的『獅子之夜』即將開始。敬請各位嘉賓拭目以待，再

次的謝謝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