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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6章 

 

敘獎 
 

國際總會長可能介紹特殊的獎以表彰成就。請查看國際獅子會網站以取得更多資料。 

 

服務活動奬 

 

100% 青少獅會會長獎 

青少獅會會長任內的表現符合得獎的條件，並經輔導獅子會會長核准可由青少獅會顧問頒發

獎狀。得獎條件包含領導發展、分會及會員發展、行政、青少獅會活動。得獎條件將寄給青

少獅會顧問。 

 

100% 青少獅區/複合區會長奬 

青少獅區/複合區會長其任內的表現符合得獎的條件，並經總監/總監議會議長核准可由區/複

合區青少獅會委員會主席頒發獎狀。得獎條件包含領導發展、分會及會員發展、行政、區/

複合區青少獅活動。得獎條件和獎狀將寄給區/複合區青少獅會委員會主席。 

 

分會傑出獎於維護視力、教育及行動 

每年度提供總監適當的獎以頒獎給在該年度中區內最積極從事與視力有關方案的一分會。 

 

分會結盟奬 

分會結盟活動是不同國家的分會互相交往互換的活動。分會結盟旗幟布章將頒發給於一年度

內的第一次結盟參與本活動的分會或青少獅會。詳情請於國際獅子會網站

www.lionsclubs.org的搜尋框輸入“結盟”  

 

區/複合區糖尿病防治主席奬 

每年度提供總監及總監議會議長適當的獎以頒獎給履行本職位所規定的職務之區/複合區委

員會主席。 

 

區環保委員會主席 

每年度提供總監適當的獎以頒獎給履行本職位所規定的職務之區委員會主席。 

 

區/複合區聽力主席奬 

每年度提供總監適當的獎以頒獎給履行本職位所規定的職務之區委員會主席。 

 

區/複合區國際關係主席獎  

每年度將提供適當的獎供總監及總監議會議長頒發給區與複合區履行本職位所規定的職務之

主席。 

http://www.lionsclubs.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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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複合區青少獅會主席成就獎 

總監或總監議會議長代表總會頒發本奬給區/複合區青少獅會主席，表揚該主席在區/複合區

新會發展、領導發展、青少獅會活動、行政、宣傳有傑出表現。每年度得獎條件和區/複合

區獎狀將寄給總監及總監議會議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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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複合區獅子會塑造青少年機會主席獎 

總監議會議長或總監頒發本獎給傑出獅子會塑造青少年機會主席，表揚該主席在其複合區或

區內宣傳或維持青少年活動。每年度得獎條件和獎狀將寄給總監及總監議會議長。 

 

區/複合區獅子會為兒童服務主席獎  

每年度將提供適當的獎供總監及總監議會議長頒發給區與複合區履行本職位所規定的職務之

主席。 

 

區/複合區視力主席奬 

本奬每年度由總監或總監議會議長代表總會頒發給完成其職務要件的區/複合區主席 

 

青少獅顧問五年服務獎 

完成五年之服務奉獻之青少獅會顧問，可得輔導獅子會會長頒發青少獅會顧問領章及獎狀。 

 

青少獅會顧問傑出服務獎 

本獎表揚在指導及發展青少獅會有傑出服務表現的青少獅會顧問。符合得獎條件的青少獅會

顧問由輔導獅子會會長頒發獎狀。 

 

青少獅會周年慶及輔導青少獅會年度獎 

青少獅會於其第五周年自動收到一個成立五年之旗幟布章獎，以後每個五周年會繼續寄出； 

其輔導獅子會也收到第五周年輔導旗幟布章獎。以後每個五周年會繼續寄出。 

 

傑出青少獅會獎 

每年每一總監可提名該區一所青少獅會為得獎青少獅會。此提名須經區青少獅會委員會主席

背書。申請函最遲於分會提名年度結束後。8月 15日寄至總會青少年活動部。得獎的青少獅

會可獲得旗幟布章及年紋奬。 

 

青少獅會發展獎 

總監議會議長、複合區青少獅會委員會主任委員、青少獅複合區會長，於 6月 30日截止在

其複合區內至少淨增五個新青少獅會，就可獲得青少獅會發展獎狀。總監、區青少獅會委員

會主席、青少獅區會長於 6月 30日截止，在其區內至少淨增三個新青少獅會，就可獲得青

少獅會發展獎狀。 

 

青少獅會輔導旗幟布章獎及新會發展獎狀 

收到新青少獅會成立之正式通知後，輔導旗幟布章獎將發給輔導獅子會。新會發展獎將寄給

輔導獅子會會長及青少獅會顧問。輔導獅子會可索取額外的獎狀以頒給協助組織青少獅會者。 

 

 青少獅獅友連合服務獎 

青少獅會及其輔導獅子會完成合作之方案或其他支持獅友-青少獅活動，可獲得旗幟布章獎。

請將申請表格寄至總會青少年活動部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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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獅 10月會員成長獎 

10月份頒發青少獅會員成長獎領章給吸收三位或以上新青少獅的青少獅會員。青少獅會顧

問於 11月 15日以前提送青少獅得獎名單給總會青少年活動部門。 

 

年度青少獅獎 

總監議會議長或單區總監可提名一位青少獅會員為此非常殊榮獎的候選人。申請函最遲於 4

月 1日寄至總會青少年活動部。由國際理事會選出得獎人。 

 

青少獅兒童服務活動之獎 

計劃及推動為身處惡劣環境下兒童服務活動之青少獅會可獲得青少獅兒童服務活動旗幟布章

獎。另外高度支持青少獅兒童服務活動之青少獅，可獲得青少獅兒童服務活動之獎狀。兒童

服務活動獎詳情，請向青少年活動部詢問，或由國際獅子會網站取得。 

 

分會文化與社區奬 

總監每年度選出區內舉辦最成功的文化與社區活動的一分會，該分會可獲得旗幟布章奬。  

 

獅子會環保照片競賽 

一鐫刻獎將頒發給六類別中每一類別之得獎者。詳情請於國際獅子會網站

www.lionsclubs.org的搜尋框輸入“照片競賽”  

 

獅子會國際關係獎 

每年度將提供適當的獎供總監頒發給區內一位獅友在獅子會國際關係方案上有傑出表現者。 

總監可向總會索取本獎。  

 

獅子會/UNICEF之箱子中的學校旗幟布章獎 

捐款 500美元或以上給 LCIF的“箱子中的學校” 活動之分會、青少獅會、區、複合區可獲得

該年度之旗幟布章獎。之後，每年繼續捐款 500美元或以上之分會、青少獅會、區、複合區

可得年紋獎(註明捐款年度) 。 

 

獅子會災害警覺旗幟布章獎 

提送總會其社區內緊急預備計劃之分會、區、複合區可獲得一次的旗幟布章獎。 

 

獅子會災害警覺區/複合區主席奬 

每年度提供總監與總監議會議長適當的獎以頒獎給履行本職位所規定的職務之區與複合區主

席。 

 

獅子會青年領導人服務獎 

此獎是分會表揚青少年 (12-18歲) 在社區服務 50 個小時 (銀色章的獎狀)或 100 個小時 (金色

章的獎狀) 的最佳方式。可以向總會青年活動部索取獅子會青年領導人獎資料袋，活動指導

和簡章內含於資料袋，或由國際獅子會的網站取得。 

 

http://www.lionsclubs.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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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地平線獎:糖尿病教育 

每年度提供總監適當的獎以頒獎給年度中，最積極從事糖尿病警覺、教育、防治等活動的一

分會。 

線上感謝狀 

獅子會領導人可下載感謝狀給參與眼鏡回收、文化、國際關係、獅子會災害警覺、獅子會工

作隊、獅子會綠色團隊、獅子會兒童第一方案者。 

 

傑出分會布章奬 

每年總監可選出對國際關係有傑出表現的一分會獲得本獎。總監可向總會索取本獎。  

 

健走活動: 獅子會為糖尿病教育及行動而走活動-旗幟布章獎 

凡舉行“健走活動: 獅子會為糖尿病教育及行動而走” 之分會、區、複合區可獲得健走活動旗

幟布章獎。每一個分會透過線上服務活動報告，報告健走活動可獲得健走活動旗幟布章獎。

每年度每個分會只能獲得一面布章獎。 

 

十大青少獅會發展獎 

於獅子年度內，淨增青少獅會最多的前十名，區青少獅會委員會主席、青少獅區會長就可獲

得十大金色的青少獅會發展獎章。獲得十大金色的青少獅會發展獎章之區，該複合區青少獅

會委員會主任委員及青少獅複合區會長也可獲得十大金色的青少獅會發展獎章。 

 

十大青少年營及交換委員會主席獎 

總監議會或單區內閣可提名一位獅友為本獎的候選人。15個區以上的複合區可提名二位。

申請函最遲於 11月 15日寄至總會青年活動部。由國際理事會選出得獎人 

 

區暨分會行政奬 

總監與總監議會議長感謝狀 

完成任期的總監或總監議會議長可獲得感謝狀。本獎由區暨分會行政司自動寄出。 

 

傑出分會奬 

每年度符合國際理事會在會員成長、服務、分會管理等方面所規定的得奬條件之 

分會及會長，就有獲奬資格。申請表格須於 9月 30日前寄至亞太部門。 

 

傑出總監團隊奬 

總會爲表揚有傑出貢獻的總監團隊，在其任期結束後頒發給符合國際理事會所規定條件之總

監團隊奬成員。申請表格須於 9月 30日前寄至亞太部門。 

 

分會重建獎 

本獎頒發給總監推薦對重建不正常分會、被取消分會或增加小型分會的會員之有功獅友。 

   

認證導獅證書 

成功完成認證導獅課程之獅友可獲得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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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會長認證導獅獎 

透過服務成功的指導剛新分會成立的前兩年，達到會員淨成長，並達到總會長認證導獅獎 

申請表上其他得獎條件之認證導獅可獲得總會長認證導獅獎。 

 

會員發展奬 

會員/分會 

校園分會旗幟布章獎 

校園分會布章將頒發輔導新校園分會之分會。校園分會徽章將頒發給任何對組織校園分會有

特別貢獻者。由總監決定得獎者。旗幟布章獎及徽章將連同新分會授證一起寄出。   

 

分會支部旗幟布章獎 

分會支部旗幟布章獎頒發給輔導支部之分會。分會支部連絡員成立新分會支部可獲得一枚獎

章。獎章寄給母會會長與旗幟布章獎一起頒發 

 

分會家庭會員獎旗幟布章獎 

於一年度內新授證分會增加 10位或以上新家庭會員之可獲得家庭會員旗幟布章獎。旗幟布

章獎將連同新分會授證一起寄出。 

 

新會發展奬 

新會發展奬將頒發給總監認為在新分會成立時最有貢獻的兩位會員。被提名新會發展奬之獅

友- 於第 1至第 5分會之內每成立的新分會，其授證能維持一年又一天就可獲得勳章。輔導

第 10、15、20、25、30、40 、 50、75、100、 150等新分會的成立，可獲更高的奬。 

 

新會發展獎將寄給總監以頒發給組織分會者。已被提名新會發展奬獅友之感謝狀將連同新分

會授證一起寄出。除了總監外，包含轉會授證會員、新授證分會的新會員，國際總會代表皆

可獲得此奬。分會授證後一年又一天，才可頒發新會發展獎。新會發展獎將寄給總監以頒發

給組織分會者。 

會員鑰奬 

本奬自動頒發推薦新會員給已成立分會的獅友，新會員包含了新分會的授證會員。依照推薦

新會員的人數，而有不同的鑰奬，共有 17種鑰奬。 

 

新會輔導布章獎 

輔導新會之字環繞著獅子會的標誌，可以貼在官方的分會旗幟上，此獎將頒發給輔導新會之

分會。 

 

校園分會布章之設計是開著大門的房子裏面有獅子會的標誌，房子下面繡著“校園分會” ，可

以貼在官方的分會旗幟上，此獎將頒發給輔導校園分會之分會。 

 

推薦會員奬狀 

凡推薦新獅友的會員將收到總會長簽名的推薦會員奬狀。這些獎狀包含於新會員入會儀式資

料袋內，可由分會用品販賣部門免費取得。新會員入會時，由資料袋取出推薦會員奬狀可頒

給新會員之推薦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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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員滿意獎 

除了歡迎新會員外，確保新與現任會員之滿意是非常重要的。如果分會會員感到賓至如歸，

舒適，並參與社區服務，他們將長久留在分會。為表揚分會提供其會員有意義的經驗，透過

會員保留之展現，分會可獲得滿意旗幟布章獎。 

 

分會於年底會員淨增則可獲得本獎的兩種方式: 

 

1. 依照任何年度 7月 1日的分會，於下一年度 6月 30日仍有 90%的會員。死亡與轉會

不算。 

2. 停止分會人數減少的現象。不論分會的大小，如果該分會在前兩年會員人數淨減。而

該分會的會員人數在年底 6月 30日止， 達到〝零〞 減少或更好的結果。該分會也會

收到旗幟布章獎以茲表揚。 

 

整年會員成長傑出領章 

於一年度內推薦 3位或以上新會員的獅友將獲得一枚傑出整年會員成長活動傑出領章。領章

將於年度結束後，自動寄給分會秘書頒發。 

 

整年會員成長傑出旗幟布章獎 

分會於年度結束，分會的會員人數淨增就可獲得整年會員成長傑出旗幟布章獎。 

 

里程碑年紋獎活動 

年紋獎表彰會員長期服務，自 10年開始，每 5年遞增，直到 75年的服務。有兩種不同類型

的年紋獎，創會元老年紋獎與元老年紋獎。 

 

每年度年紋獎將自動於第一季寄給總監，應於區年會或其他慶祝的適當場合頒發，以表揚會

員對社區的長期服務。 

 

分會周年布章 

已設計特別的旗幟布章獎來表揚分會服務社區之年資 。布章獎將與總會長賀函一起寄出。  

 

10月和 4月會員成長獎徽章 

10月或 4月之新會員推薦獅友可收到銀色會員成長獎徽章。10月及 4月之新會員推薦獅友

可收到銀色及金色會員成長獎徽章。 

 

會員成長獎旗幟布章  

2013-14年度開始，獅子會在 10月和 4月添加新會員可獲得會員成長獎旗幟布章和年度布章。

此後，重複獲獎者可收到年度布章獎可添加於旗幟布章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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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 

總監新會發展獎 

總監新分會發展獎頒發給成立一個或以上的分會。該珍貴獎將個人化可顯示於該年度所成立

的新分會數目 

 

總監新分會發展獎 於其年度後的 6月 1日後，才發給前任總監。該獎表示前一年度所成立的

新分會數目，於下年度的 5月 31日止仍為正常分會之數目。 

 

區家庭徽章獎 

凡於獅子年度內，符合下列條件之總監就可獲得區家庭徽章獎: 

 一顆水晶徽章獎 – 增加 30位新家庭會員或成立一新家庭會員之分會該分會會員至少

40%為家庭會員。  

 兩顆水晶徽章獎–增加 30位新家庭會員及成立一新家庭會員之分會該分會會員至少

40%為家庭會員。 

女性聯合服務 

凡於獅子年度內，區內女性會員淨增 25位或以上，總監就可獲獎。 

 

國際總會長奬 

親善大使 

總會長在其任期內，最高可頒發 35個親善大使奬。得過親善大使奬的獅友，不能再得到本

奬。 

首長奬 

國際總會長可頒發給州政府或國家機構的首長，以表揚他們支持國際獅子會。 

 

國際理事表揚奬 

此奬頒發給卸任的國際理事，以感謝他們爲國際獅子會所付出的辛勞。 

 

國際領導獎 

凡在一總會長任期內，表現傑出領導能力的獅友就有得到本奬的資格。 

 

國際總會長功績奬章 

總會長可決定頒發此奬給地方政府官員，如市長。 

 

國際總會長感謝狀 

總會長可決定頒發此奬給對本組織有顯著貢獻的獅友。 

 

國際總會長榮譽勳章奬 

總會長可決定頒發此奬給首相、州長、或其他同等職位者。 

 

榮譽獅友勳章 

本獎為死後追贈之獎，由總會長決定頒發給在人道服務方面有傑出貢獻之獅友或非獅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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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會長奬 

國際總會長在其任期內，最高可頒發 775個奬。 

 

獅子會的國際勛章奬 

總會長以此奬表揚在人道主義、科學、宗教等方面有卓越貢獻者。由總會長自行決定。 

 

 

LCIF獎 

100%分會支持感謝狀 

本奬頒發給每一分會皆捐款給 LCIF之區。 

 

100%區會員支持證書 

表揚一區的每位會員至少捐 20美元給 LCIF(以年終的會員人數爲準)。 

 

五大區獎狀(憲章區) 

每個憲章區捐款給 LCIF的前 5名之區可獲得一份獎狀。LCIF區協調員也收到獎狀。每個憲

章區每個會員平均捐款最多的的前 5名之區，LCIF區協調員也收到獎狀。 

 

五大獎狀(複合區) 

一個年度內一複合區內捐贈給 LCIF的前 5名之區可獲得一份獎狀。LCIF區協調員也收到獎

狀。一複合區平均每名會員捐款最多前 5名之區可獲得一份獎狀。LCIF區協調員也收到獎

狀。 

 

最高複合區獎狀 

每個憲章區捐款最多，及每個會員平均捐款最多的複合區協調員可獲得一份獎狀。 

 

十大證書 

表揚全球捐款給 LCIF的前十名之區。 

 

五大分會證書  

每年度每個憲章區捐款前 5名分會可獲得證書。 

 

LCIF 援手獎 

LCIF 援手獎表揚在分會、專區、區、複合區階層宣導及支持 LCIF 的獅友。每年度沒有得獎

名額的限制，並且可以重複得獎。得獎人可獲得一枚年度徽章。該獎由 LCIF主席決定。  

 

主席的勳章 

表揚總監、總監議會議長、LCIF區協調員、LCIF複合區協調員達到他們的年度募款目標。

財務指標是基於比上年度的最低捐款層次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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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CIF 人道之友獎 

頒發給選出對 LCIF非常傑出服務的獅友，每年不超過 50位。獲得本獎之獅友必須大筆捐款

或協助增加基金會的知名度及地位者。LCIF主席決定得獎人。得獎人可獲得配有絲帶的金

色獎章。一人只能獲獎一次。 

 

20名新茂文鐘士會員 

分會會長的任內負責或承諾 20個或以上會員成為茂文鐘士會員，會長可獲得一份獎狀。 

 

超越財務捐款目標的區 

一年度內，每個憲章區每個會員平均捐款超過其總監財務捐款目標的區，總監可獲得一枚獎

章。 

 

總體捐款增加 

凡整體的捐款比前一年增加之總監可獲得一份獎狀。 

 

增加分會參與 
凡分會參與捐款比前一年增加之總監可獲得一份獎狀。 

 

LCIF 表揚 

分會獎牌 

分會捐款 1000美元或以上可獲得分會獎牌。或可索取旗幟布章及年紋奬。 

 

捐獻會員 

捐款 20、50、100美元者可獲獎勵，或以某人名義捐款。如果一分會的全體會員皆為捐獻會

員，則分會可獲得旗幟布章及年紋奬。 

 

100 ％捐獻會員 

一年度內分會每個會員至少捐 US$20給 LCIF分會可獲得旗幟布章奬。 

 

企業公司奬牌 

企業公司做 1000美元或以上不指定用途的捐款，可獲奬牌一面。 

 

榮譽奬 

100美元的捐款人可獲奬狀，或以某人名義捐款 100美元之該某人均可獲此頭銜。 

 

LCIF 為獅友遺產受益人 

捐款人指定 LCIF 爲保險金或信託基金等遺產受益人均屬於之。 

 

茂文鐘士會員 

1000美元的捐款人，或以某人名義捐款 1000美元之該某人均可獲此頭銜。茂文鍾士會員將

獲得個人奬牌和領章。分會可以獲得旗幟布章和年紋獎以表揚該分會會員參與茂文鍾士會員

的層次。總會的表揚室之螢幕上顯示此頭銜者之姓名，每一層次的捐款都可獲得特別的領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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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類別的捐款可以獲得茂文鐘士會員: 麻疹，最廣泛的需求、災難 、人道主義需求、視覺

和青少年。 

茂文鐘士進級會員 

茂文鐘士會員之後就有機會進一步成為茂文鐘士進級會員 (PMJF) 。由第一個 US$1,000 之後

之每一 US$1,000 就可獲得獨特之新層次 PMJF 。PMJF 活動共有 100 個層次， 贈禮於

US$2,000 –US$100,000之間。PMJF 也可像MJF一樣以其他人為頭銜得主。 

 

100 ％茂文鐘士員分會 

100 ％分會的成員成為茂文鐘士會員，將頒給該分會一幅 3英尺 5英尺的茂文鐘士會員的旗

幟。這些分會的每個成員成為茂文鐘士進級會員，將另給予額外的旗幟獎。分會會長還可獲

得一枚獎章。 

 

紀念捐款 

爲紀念某人而捐款(25美元以上)給 LCIF，捐款人，及過世家人會收到一張感謝卡。 

 

特別活動捐款 

分會或個人以特別場合捐款，如慶祝分會會長生日，或親友結婚周年慶祝等，感謝卡將頒發

給頭銜得主。 

 

特別表揚 

一年度內分會捐出單一筆 US$1,000或以上的非指定捐款，但未收到其他 LCIF的表揚或榮譽

獎之下，可獲一面奬牌。 

 

 

公關奬 

有關下面所列出各項奬的細節，請參閱本手冊公關一節，或和總會公關& 溝通司連絡。  

 

國際月刊比賽 

分會和區都有資格參加。必須交兩份同期的最佳月刊參加比賽。將選出冠軍一名及佳作四名。 

國際網路比賽 

凡有設計網路的分會、區、複合區都可參加比賽。將選出冠軍一名及佳作兩名。 

 

獅子會國際論文比賽 

11-13歲視障兒童參加比賽，依照得奬名次的不同，頒發不同的奬品。 

 

獅子會國際和平海報比賽 

11-13歲參加比賽的兒童，依照得奬名次的不同，頒發不同的奬品。 

 

電子會所旗幟布章獎 

精美的旗幟布章獎將頒給每一參加電子會所之分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