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茂文鐘士會員申請表

請選一項 

___重大需求區域  ___麻疹  

___災難  ___視力  ___青少年 

（以上每個選擇都有資格用來獲得茂文鐘士會員表彰）

___其他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可能沒有資格用來獲得茂文鐘士會員表彰）

利用以前的捐贈獲得茂文鐘士會員表彰

*請注意–本節應只在獅子會國際基金會存入足夠的資金時使用。

要使用的以前捐贈：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編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捐贈詳細資料

捐贈者姓名（個人、分會、公司、基金會）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捐贈者編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受獎人所屬分會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受獎人所屬區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捐贈金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全額付清  ___分期付款  ___最後付款 

向茂文鐘士會員做個人捐贈的捐贈者也會獲得捐獻會員表彰資格積

分！「捐獻會員」活動是年度活動，表彰三個級別的支援：

20 美元（銅牌）、50 美元（銀牌）和 100 美元或更多（金牌）。

☐是！除了獲得捐獻會員表彰資格積分，我還想用我的捐贈獲得捐獻

會員徽章。

捐贈類型

在 www.lcif.org 線上捐贈

___隨寄美元支票（抬頭應為 LCIF，從美國的銀行提款）

___電匯/銀行轉帳（請附銀行轉帳憑條）

___本地 LCI 存款（請附銀行存款票證）

___現金（將捐贈與捐贈者捐贈表一起郵寄到提供的地址)

基金會使用郵箱服務來收取和處理所有捐贈。 

1. 捐贈區

請求的表彰類型（請核選一種）：

___茂文鐘士會員  ___茂文鐘士進級會員  ___稍後指定

___紀念亡者的獎牌 

受獎人姓名（用來刻在獎牌上）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受獎人編號（若適用）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受獎人姓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地址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城市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州/省 _________________

國家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郵遞區號__________________

受獎人所屬分會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分會編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區______________________

用於紀念 請列出將接受紀念獎牌的茂文鐘士會員 (MJF) 的倖存家人。

（用於與獎牌隨寄的表彰函。）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 表彰對像（個人）

請注意：收件人地址不得為郵政信箱。

寄給受獎人編號（若適用）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姓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地址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城市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州/省 _________________

國家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郵遞區號 _________________

電子郵件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電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LCIF 總部收到並處理完捐贈和申請後會將表彰物品寄出。美國國內郵寄至少需

15 天，其他地方至少需 30 天。

特別說明/註釋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 運送資訊

Lions Clubs International Foundation
Department 4547
Carol Stream, IL 60122-4547
美國

電話 : 630-203-3836 
網站 : www.lcif.org 
電子郵件 : donorassistance@lionsclubs.org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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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表人

姓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電子郵件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電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區、分會及個人都可透過茂

文鐘士會員活動向 LCIF 捐

贈，但只有個人才能獲得表

彰。茂文鍾士會員申請採用

多個捐贈者匯總捐贈時，必

須附有所有捐贈者的書面

同意，以便用其捐贈為申請

中指定者獲得茂文鐘士會員

表彰。

• 可以命名茂文鐘士會員，以

向個人表達敬意或紀念。

• 茂文鐘士會員捐贈無需一次

性付款，可向 LCIF 按最低

100 美元的分期付款在五年

期內付清 1,000 美元的總

數，此時茂文鐘士會員申請

即已完成。

• 填妥茂文鐘士會員申請表的

背面，或從 www.lcif.org 下

載，與付款一起遞交。如果

LCIF 已有茂文鐘士會員付

款記錄，可在 www.lcif.org

網 站 上 的 「 捐 贈 方 式 」

(Ways to Give) 部分線上遞

交茂文鐘士會員申請。

您是否知道……
茂文鐘士會員捐贈活動於 1973 年成立，以紀念茂文鐘士先

生創立國際獅子會，特別表彰向獅子會國際基金會 (LCIF) 捐

贈了 1,000 美元。

新茂文鐘士會員會收到一枚徽章、紀念獎牌和一封 LCIF 主

席函。如果捐贈者願意，可用其捐贈積分來向具有茂文鐘士

會員資格的其他個人表達敬意。

茂文鐘士進級會員活動

成為茂文鐘士會員之後，有機會進一步成為茂文鐘士進級會員 (PMJF)。此後每多

捐 1,000 美元，捐贈者即可按捐贈金額收到一枚獨特的茂文鐘士進級會員徽章。

茂文鐘士進級會員也可像茂文鐘士會員一樣向具有茂文鐘士進級會員資格的其他

個人表達敬意。

捐贈區

獅子會國際基金會 (LCIF) 現在可以比以前幫助更多人。茂文鍾士會員 (MJF) 資格

現在包括向五個特別區域捐贈。當捐贈者將其支援導向以下方面時，現在將可獲

得茂文鍾士會員與茂文鐘士進級會員榮譽：

• 重大需求區域：支援所有活動區域，並允許 LCIF 在需要額外資助或在需求最迫
切的地方彈性地補足活動。

• 災難：可讓 LCIF 將基金導向災後最有需要的區域，藉以提供即時、中期及長期
的援助。基金會將能夠立即為大規模的災難援助提供基金，而非在為期數週或
數月的期間之內收集並分發基金。

• 視力：基金希望能為數以百計的視力相關活動提供支援，範圍從購買眼科診所
的設備到為視障人士提供點字電腦。

• 青少年：支持獅子探索活動及其他活動 (例如教育基礎建設改善及活動)，以協
助處境危難的青少年。

• 麻疹：資金支援在某些發展中國家購買和分發麻疹和風疹疫苗。

導向「重大需求區域」的基金讓 LCIF 能夠為任何活動提供財務支援。鼓勵捐贈者

在捐贈時考慮此機會。

LCIF 將聽從這五個特別區域以外的限制，但捐贈

不會獲得茂文鍾士會員與茂文鐘士進級會員榮譽。

例如，限制於特定災難的捐贈 (例如在某特定區域

發生的地震或龍捲風) 將不會獲得茂文鍾士會員與

茂文鐘士進級會員榮譽。

茂文鐘士會員捐贈活動體現了捐贈者的慷慨和對 LCIF 人道主義的承諾。

茂文鐘士會員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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