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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道德信条及会旗 

 

A. 道德信条 

 

忠于所事，勤勉敬业，竭诚服务，争取荣誉。 

 

守正不阿，光明磊落，取之以道，追求成功。 

 

诚以待人，严以律己，自求奋进，毋损他人。 

 

牺牲小我，顾全大局，争论无益，忠恕是从。 

 

友谊至上，服务为先，决非施惠，贵在互助决非施惠，贵在互助。 

 

言行一致，尽心尽力，效忠国家、献身社会。 

 

关怀疾苦，扶弱济困，人溺己溺，乐于助人。 

 

多加赞誉，愼于批评，但求辅助，切莫诋毁。 

 

 

B. 品德与行为标准 

 

1. 执行干部、国际理事和指派理事 

 

本组织为服务组织，服务态度与服务对我们而言都很重要。  我们的会员、执行干

部、国际理事、指派理事、行政职员、国际狮子会职员与社区等，对您们的日常行

为有高标准的期望。  破坏此纲领，分会及其会员、干部、理事会或国际狮子会的

职员不须采取行动或请求，我们所给予社区或个人之服务就可作为辩解。  狮子会

以四个核心价值观定义诚实与高尚的品德，并作为道德信条的基础： 

  

品德 - 国际狮子会对个人与职业品德标准定有极高的标准。  我们必须尽全力保

障本组织的这项资产。  并须遵守本组织的政策与适用的法规。 

 

负责 – 国际狮子会期望所有的前任或现任执行干部、国际理事、指派理事都认

真执行由国际狮子会所交付之职责，并对其个人行为与工作负责。  国际狮子会绝

不容忍任何违反准则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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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结 – 国际狮子会通过团结，鼓励创新、创造力、肯定的成果以维持服务环

境。  我们必须通过训练、激励、宣传，领导全体会员积极参与及个人发展。  我

们鼓励开放及有效的沟通与互动。 

 

杰出 – 国际狮子会致力于公平、互相尊重、多元化与信任。  我们必须互相挑

战以改进我们的服务、我们的程序、我们自己。  我们一起服务我们的会员与社

区，协助达到本组织服务的目标。 

 

您的责任以深刻了解国际狮子会的核心价值观与行为标准作为开始，  您的角色须

维护国际狮子会行为标准。  国际理事会政策中有多项行为标准规定，包含任务宣

言(第一章 A.)、道德信条(第六章 1.A.)、服务活动与会员的反歧视宣言、 (第一

章 M. 及第十八章 G.)、授证分会的责任(第五章 A.)、向公众所筹款项之用途(第

十五章 G.1.)、稽核规定(第九章 B., 第二十二章 C.)、筹款办法(第十五章

A.2.f)、利益冲突(第十五章 L.)、与隐私权(第十五章 Exh.D.)。  国际宪章与附

则、理事手册提供道德标准与行为的额外纲领。  很多情况，行为标准贯穿于法律

规定中。  若对行为标准与法律规定有不了解之处，您有责任向国际理事会适当的

委员会或国际狮子会之有关司提出，(如财务与总会运作司负责审核利益冲突议

题、宪章与附则委员会及/或法律司审核法律问题)。  有关品德或法律问题亦可向

执行干部、或国际狮子会行政职员提出。 

 

国际狮子会之道德标准的核心价值观及国际理事会政策为您提供了这方面的说明，

使您了解国际狮子会对您的期望并协助您作正确的决定。  这些数据上所提供的答

案并非仅有的答案，您也可应用一般常识来决定什么是 “对”的行为。  请您致

力将狮子会以高尚品德作为服务精神之传统持续下去。 

 

2. 议会议长 

 

本组织为服务组织，服务态度与服务对我们而言都很重要。  我们的会员、执行干

部、国际理事、指派理事、行政职员、国际狮子会职员与社区等，对您们的日常行

为有高标准的期望。  破坏此纲领，分会及其会员、干部、理事会或国际狮子会的

职员不须采取行动或请求，我们所给予社区或个人之服务就可作为辩解。  狮子会

以四个核心价值观定义诚实与高尚的品德，并作为道德信条的基础： 

 

品德 - 国际狮子会对个人与职业品德标准定有极高的标准。  我们必须尽全力保

障本组织的这项资产。  并须遵守本组织的政策与适用的法规。 

 

负责 – 国际狮子会期望所有的议会议长都认真执行由国际狮子会所交付之职

责，并对其个人行为与工作负责。  国际狮子会绝不容忍任何违反准则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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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结 – 国际狮子会通过团结，鼓励创新、创造力、肯定的成果以维持服务环

境。  我们必须通过训练、激励、宣传，领导全体会员积极参与及个人发展。  我

们鼓励开放及有效的沟通与互动。 

 

杰出– 国际狮子会致力于公平对待、互相尊重、多元化及信任。我们必须互相挑

战以改进我们的服务、我们的程序、我们自己。  我们一起服务我们的会员与社

区，协助达到本组织服务的目标。 

 

您的责任以深刻了解国际狮子会的核心价值观与行为标准作为开始，  您的角色须

维护国际狮子会行为标准。  国际狮子会有多项行为标准规定，例如任务宣言、道

德信条、服务活动与会员的反歧视宣言、授证分会的责任、向公众所筹款项之用

途、稽核规定、筹款办法、利益冲突、劝募与隐私权。  国际宪章与附则、议会议

长手册、国际理事会手册中提供道德标准与行为的政策之说明与额外纲领。  很多

情况，行为标准贯穿于法律规定中。  若对行为标准与法律规定有不了解之处，您

有责任向国际理事会适当的委员会或国际狮子会之有关司提出，(如财务与总会运

作司负责审核利益冲突议题、宪章与附则委员会及/或法律司审核法律问题)。  有

关品德或法律问题亦可向执行干部、或国际狮子会行政职员提出。  

 

国际狮子会之道德标准的核心价值观及国际理事会政策为您提供了这方面的说明，

使您了解国际狮子会对您的期望并协助您作正确的决定。  这些数据上所提供的答

案并非仅有的答案，您也可应用一般常识来决定什么是“对”的行为。  请您致力

将狮子会以高尚品德作为服务精神之传统持续下去。 

 

3. 总监 

 

本组织为服务组织，服务态度与服务对我们而言都很重要。  我们的会员、执行干

部、国际理事、指派理事、行政职员、国际狮子会职员与社区等，对您们的日常行

为有高标准的期望。  破坏此纲领，分会及其会员、干部、理事会或国际狮子会的

职员不须采取行动或请求，我们所给予社区或个人之服务就可作为辩解。  狮子会

以四个核心价值观定义诚实与高尚的品德，并作为道德信条的基础： 

 

诚信 – 国际狮子会坚持最高的个人及专业诚信标准。  我们必须尽全力保障本

组织的这项资产。  并须遵守本组织的政策与适用的法规。 

 

负责 – 国际狮子会期望所有的总监都认真执行由国际狮子会所交付之职责，并

对其个人行为与工作负责。  国际狮子会绝不容忍任何违反准则的行为。 

 

团结 – 国际狮子会通过团结，鼓励创新、创造力、肯定的成果以维持服务环

境。  我们必须通过训练、激励、宣传，领导全体会员积极参与及个人发展。  我

们鼓励开放及有效的沟通与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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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出 – 国际狮子会致力于公平、互相尊重、多元化与信任。  我们必须互相挑

战以改进我们的服务、我们的程序、我们自己。  我们一起服务我们的会员与社

区，协助达到本组织服务的目标。 

 

您的责任以深刻了解国际狮子会的核心价值观与行为标准作为开始，  您的角色须

维护国际狮子会行为标准。  国际狮子会有多项行为标准规定，例如任务宣言、道

德信条、服务活动与会员的反歧视宣言、授证分会的责任、向公众所筹款项之用

途、稽核规定、筹款办法、利益冲突、劝募与隐私权。  国际宪章与附则、总监手

册、国际理事会手册中提供道德标准与行为的政策之说明与额外纲领。  很多情

况，行为标准贯穿于法律规定中。  若对行为标准与法律规定有不了解之处，您有

责任向国际理事会适当的委员会或国际狮子会之有关司提出，(如财务与总会运作

司负责审核利益冲突议题、宪章与附则委员会及/或法律司审核法律问题)。  有关

品德或法律问题亦可向执行干部、或国际狮子会行政职员提出。  

 

国际狮子会之道德标准的核心价值观及国际理事会政策为您提供了这方面的说明，

使您了解国际狮子会对您的期望并协助您作正确的决定。  这些数据上所提供的答

案并非仅有的答案，您也可应用一般常识来决定什么是“对”的行为。  请您致力

将狮子会以高尚品德作为服务精神之传统持续下去。 

 

4. 分会干部 

 

本组织为服务组织，服务态度与服务对我们而言都很重要。  我们的会员、总监、

国际理事、执行干部、行政职员、国际狮子会职员与社区等，对您们的日常行为有

高标准的期望。  破坏此纲领，分会及其会员、干部、理事会或国际狮子会的职员

不须采取行动或请求，我们所给予社区或个人之服务就可作为辩解。  狮子会以四

个核心价值观定义诚实与高尚的品德，并作为道德信条的基础： 

 

品德 - 国际狮子会对个人与职业品德标准定有极高的标准。  我们必须尽全力保

障本组织的这项资产。  并须遵守本组织的政策与适用的法规。 

 

负责 – 国际狮子会期望所有的分会干部都认真执行由国际狮子会所交付之职

责，并对其个人行为与工作负责。  国际狮子会绝不容忍任何违反准则的行为。 

 

团结 – 国际狮子会通过团结，鼓励创新、创造力、肯定的成果以维持服务环

境。  我们必须通过训练、激励、宣传，领导全体会员积极参与及个人发展。  我

们鼓励开放及有效的沟通与互动。 

 

杰出 – 国际狮子会致力于公平、互相尊重、多元化与信任。  我们必须互相挑

战以改进我们的服务、我们的程序、我们自己。  我们一起服务我们的会员与社

区，协助达到本组织服务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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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的责任以深刻了解国际狮子会的核心价值观与行为标准作为开始，  您的角色须

维护国际狮子会行为标准。  国际狮子会有多项行为标准规定，例如任务宣言、道

德信条、服务活动与会员的反歧视宣言、授证分会的责任、向公众所筹款项之用

途、稽核规定、筹款办法、利益冲突、劝募与隐私权。  国际宪章与附则、分会干

部手册、国际理事会手册中提供道德标准与行为的政策之说明与额外纲领。  很多

情况，行为标准贯穿于法律规定中。  若对行为标准与法律规定有不了解之处，您

有责任向国际理事会适当的委员会或国际狮子会之有关司提出，(如财务与总会运

作司负责审核利益冲突议题、宪章与附则委员会及/或法律司审核法律问题)。  有

关品德或法律问题亦可向执行干部、或国际狮子会行政职员提出。  

 

国际狮子会之道德标准的核心价值观及国际理事会政策为您提供了这方面的说明，

使您了解国际狮子会对您的期望并协助您作正确的决定。  这些数据上所提供的答

案并非仅有的答案，您也可应用一般常识来决定什么是“对”的行为。  请您致力

将狮子会以高尚品德作为服务精神之传统持续下去。 

 

 

C. 官方狮子会会旗 

 

1. 国际狮子会会旗应为: 

 

白底，室内使用旗边为金色饰穗，戸外使用为金边，狮子会标志在中央，以适当的

比例书写 “Lions International”｡(EC) 

 

2. 国际狮子会会旗应由分会用品供应司出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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