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獅子會各項典禮類別程序 
【本資料提供獅友參照執行，可視情況增刪】 

壹、授證紀念典禮 

一. 名 稱：國際獅子會 xxx 區 xx 獅子會授證△週年紀念典禮 

二. 程 序： 

1. 典禮開始 

2. 主席就位- 鳴鐘宣佈典禮開始 

3. 全體肅立- 唱國歌 

4. 向國旗暨獅子旗行最敬禮（一鞠躬） 

5. 向已故獅友默唸一分鐘（無此項者從略） 

6. 誦讀獅友八大信條 

7. 介紹來賓及友會代表 

8. 宣讀賀電、賀函 

9. 新會員入會宣誓（無此項者從略） 

10. 主席致詞 

11. 總監致詞 

12. 專題演講—闡述獅子主義（無此項者從略） 

13. 講述本會會史（或逢五逢十週年回顧報告，可請資深獅友擔任） 

14. 來賓致詞 

15. 輔導會會長致詞  

16. 社會服務（無此項者從略） 

17. 敘獎 (包括 300-D1 區資深會員) 

18. 唱我獲得獅子精神 

19. 獅子吼 

20. 鳴鐘宣佈閉會 

21. 禮成 

備 註： 

1.300-D1 區表揚入會滿第十年及以後滿逢五、逢十年之資深會員。 

2.授證會員：本會成立舉行授證大會時或之前（指籌備期間）加入本會之會

員，且國際總會有登記者。 

3.在典禮完畢用餐時或用餐後，可安排致贈紀念品，高水準之娛樂節目。 



貳、結 盟 典 禮 
一. 典禮名稱： 

國際獅子會 xx 區 xx 獅子會與 xx 區 xx 獅子會締結姊妹會結盟典禮。 

或國際獅子會台灣總會 xx 獅子會與 xx 國 xx 獅子會姊妹會結盟典禮。 

二. 程序表： 

（一） 典禮開始（奏樂） 

（二） 主席就位 

（三） 主席鳴鐘宣佈典禮開始 

（四） 全體肅立 

（五） 唱國歌 

1、中華民國國歌 

2、xx 國歌（結盟會之國歌） 

（六） 向兩國國旗暨獅子旗行最敬禮 

（七） 誦讀獅友八大信條 

（八） 介紹來賓，姊妹會獅友及友會代表 

（九） 宣讀賀電 

（十） 主席致詞 

（十一）簽訂結盟證書 

1、證盟人就位 

2、雙方結盟代表就位 

3、宣讀結盟證書及結盟備忘錄 

4、簽名 

5、交換結盟證書 

6、互贈結盟紀念旗及紀念品 

（十二）證盟人致詞 

（十三）結盟代表致詞 

（十四）來賓致詞 

（十五）社會服務（無此項者從略） 

（十六）表揚暨贈送紀念品 

（十七）唱我獲得獅子精神 

（十八）禮成，鳴鐘宣佈典禮完成 



參、交 接 典 禮 

甲、 各會單獨舉行交接典禮之程序： 
一、 名稱：300 xx 區 xx 獅子會新、現任會長交接暨新任理監事與職員就職典禮。 

二、 程序： 

（1） 典禮開始 

（2） 主席（現任會長）就位━鳴鐘宣佈典禮開始 

（3） 全體肅立━唱國歌 

（4） 向國旗暨獅子旗行最敬禮（一鞠躬） 

（5） 誦讀獅友八大信條 

（6） 介紹來賓暨與會獅友 

（7） 新會員入會宣誓（無此項者從略） 

（8） 主席致詞（現任會長） 

（9） 敘獎 

（10） 新、現任會長交接 

1. 監交人就位 

2. 新、現任會長就位 

3. 交接印信、權槌、會長職務帶 

（11） 新任理監事職員宣誓就職 

1. 佩掛職員職務帶（由新任會長佩掛） 

2. 監誓人就位 

3. 新任理監事暨職員就位 

4. 宣誓就職 

（12） 監交人致詞 (總監致詞) 

（13） 來賓致詞 

（14） 輔導會會長致詞 

（15） 新任會長致詞 

（16） 社會服務（無此項者從略） 

（17） 致贈紀念品（無此項者從略） 

（18） 唱我獲得獅子精神 

（19） 獅子吼 

（20） 禮成主席（現任會長）鳴鐘宣佈典禮完成 

 



乙、分區或專區聯合交接典禮程序： 
1. 仍採用上例程序（分區主席或專區主席為指導人） 

2. 會議名稱：國際獅子會 300 x 區第 x 分區（或第 x 專區） 

新、現任會長聯合交接典禮。 

3. 在原程序（9）項主席致詞係會長致詞（現任）        ，如恐影響時

間，可推派一人致詞，其他邀請上台一一介紹即可。 

4. 新任會長致詞亦可依上述辦法辦理。 

一. 名稱：國際獅子會 xxx 區            聯合會長交接典禮 

二. 程序： 

1. 典禮開始 

2. 主席（現任各分會會長共同上台）就位-【請主席（一位會長代表）鳴鐘

宣佈典禮開始】 

3. 全體肅立- 唱國歌 

4. 向國旗暨獅子旗最敬禮（一鞠躬） 

5. 向已故獅友默唸一分鐘（無此項者從略） 

6. 誦讀獅友八大信條 

7. 介紹來賓 

8. 新會員入會宣誓（無此項者從略） 

9. 主席致詞（現任會長 1 位代表） 

10. 總監致詞 

11. 來賓致詞 

12. 敘獎 

13. 新舊任會長交接儀式（儀式細節見〞甲、各會單獨舉行交接典禮之交接

儀式） 

14. 監交人致詞 

15. 輔導會長致詞 

16. 新任會長致詞（新任會長 1 位代表） 

17. 社會服務（無此項者從略） 

18. 致贈紀念品（無此項者從略） 

19. 唱我獲得獅子精神 

20. 獅子吼 

21. 禮成主席（現任會長一位代表）鳴鐘宣佈典禮完成 

xx 獅子會 

xx 獅子會 

xx會會長 
xx會會長  
xx會會長 

xx 獅子會 

xx 獅子會 

 



肆、新會員入會宣誓典禮 

儀式程序： 

1. 會長（或主席）宣佈新會員入會儀式開始 

這是非常隆重的典禮，請大家保持肅靜。我現在為新會員和推薦他們入

會的會員唱名，請他們起立到台前準備宣誓，他們的夫人也請到台前觀

禮同時起立。 

2. 監誓人就位 

如監誓人為會長，則稱〝請會長就監誓人位〞 

如非會長則稱〝特請（職稱）xxx 獅友監誓，請就監誓人位〞 

3. 監誓人致詞（標準言詞見後）並請徵詢是否願意入會 

4. 宣誓開始（監誓人移位至左側監誓） 

監誓人請全體觀禮獅友起立，請宣誓人高舉右手，朗誦誓詞。（誓詞附

後）━宣誓畢（監誓人復位）監誓人代表國際總會長向新獅友祝賀並請

觀禮者坐下。 

5. 推薦人為新會員佩帶獅章 

司儀旁白：你現在已經是國際獅子會的會員，這枚獅子徽章代表你的身

份，也是榮譽標誌，請你珍惜它，並經常佩帶它。 

6. 會長發給新會員證書，新會員資料袋及獅衣帽(新會員證書請會長事前先

簽名) 

7. 頒發推荐獅友證書。 

8. 全體起立歡迎新會員及新獅嫂。鼓掌或唱歡迎新獅友歌 

9. 禮成 

                     

 



 

新會員入會宣誓位置圖 
 
 

 
 
 

 

觀眾席 

新會員入會宣誓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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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展獅子主義，促進國家社會之進步而努力，

信守不渝。 

謹誓    ○○獅子會  會 員：○○○ 

監誓人：○○○ 

○○○○ 年 ○ 月 ○ 日 

 

監 誓 人 致 詞 

我們現在舉行入會宣誓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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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進世界大同的一國際性社團。 

當你成為會員之後，你會享受到獅友的互助與友誼、同胞的讚揚與感激、合作

的成就與樂趣。獅子主義將使你獲得永恆的生命價值。 

(介紹將加入的獅子會之宗旨及特色) 

現在讓我慎重的請問：你是否願意加入國際獅子會為會員，OOO 新會員（答） 

請舉起右手朗讀誓詞（宣誓） 

我謹代表國際總會向你致賀！（宣誓完畢、監誓人才致賀） 

國旗、獅子會旗 

監誓人 帶領宣誓人  

宣誓人 

 



伍、新會成立大會 

一. 名稱：國際獅子會 300 △區○○獅子會成立大會 

二. 程序： 

1. 典禮開始 

2. 主席就位（籌備會召集人擔任） 

3. 全體肅立 

4. 唱國歌 

5. 向國旗暨獅子旗行最敬禮 

6. 介紹來賓及友會代表 

7. 主席致詞 

8. 總監致詞 

9. 主管官署代表致詞 

10. 來賓致詞 

11. 輔導會會長致詞 

12. 討論事項： 

（1）審議本會章程草案 

（2）審議本會○年度財務預算草案 

（3）審議○年度工作計劃草案 

13. 選舉 

14. 介紹會職人員 

15. 會長當選人致詞 

16. 禮成 

附註: 新會成立大會必須邀請主管官署代表、總監及區 GMT 協調長出席。 

 
 

 
 



陸、新 會 授 證 典 禮 
一. 名稱：國際獅子會 300 x 區 xx 獅子會授證典禮 

二. 程序： 

1.典禮開始 

2.主席就位（籌備會召集人擔任）【鳴鐘宣佈典禮開始】 

3.全體肅立 

4.唱國歌 

5.向國旗暨獅子旗行最敬禮 

6.誦讀獅友八大信條 

7.介紹來賓及友會代表 

8.授證 

(1)全體獅友出列（請全體獅友出列到主席台前） 

(2)總監就位 

(3)宣讀證書（恭請總監宣讀總會證書） 

(4)頒發證書（恭請總監代表國際總會長頒發證書） 

(5)贈送萬國旗、會旗、會鐘 

(6)新會員入會宣誓（恭請總監監誓）（新會員如於成立大會時完成宣誓者

從略） 

(7)穿戴獅子衣帽（輔導會長及資深獅友給予穿戴） 

(8)理監事暨會職員宣誓就職（宣誓前，會長由監誓人佩掛職務彩帶，各

會職員由會長佩掛） 

9.主席致詞（授證會長） 

10.總監致詞（總監頒贈授證會長總監章、總監旗） 

11.來賓致詞 

12.GMT 代表致詞  

13.導獅致詞 

14.輔導會會長致詞 

15.社會服務（無此項者從略） 

16.致謝詞（通常由第一副會長擔任） 

17.唱我獲得獅子精神 

18.獅子吼 

19.禮成主席鳴鐘宣佈典禮完成 

20.獅子之夜 

附註: (1) 授證典禮(授證之夜)應於國際總會核准日起 90 天之內舉行，本日以          
前入會之會員均為授證會員。 

(2) 只有授證會員可以於授證證書上署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