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道德信條及會旗
A. 道德信條
忠於所事，勤勉敬業，竭誠服務，爭取榮譽。
守正不阿，光明磊落，取之以道，追求成功。
誠以待人，嚴以律己，自求奮進，毋損他人。
犧牲小我，顧全大局，爭論無益，忠恕是從。
友誼至上，服務爲先，决非施惠，貴在互助決非施惠，貴在互助。
言行一致，盡心盡力，效忠國家、獻身社會。
關懷疾苦，扶弱濟困，人溺己溺，樂於助人。
多加讚譽，愼於批評，但求輔助，切莫詆毀。

B. 品德與行為標準
1. 執行幹部、國際理事和指派理事
本組織為服務組織，服務態度與服務對我們而言都很重要。

我們的會員、執行幹

部、國際理事、指派理事、行政職員、國際獅子會職員與社區等，對您們的日常行
為有高標準的期望。

破壞此綱領，分會及其會員、幹部、理事會或國際獅子會的

職員不須採取行動或請求，我們所給予社區或個人之服務就可作為辯解。

獅子會

以四個核心價值觀定義誠實與高尚的品德，並作為道德信條的基礎：
品德 - 國際獅子會對個人與職業品德標準定有極高的標準。
障本組織的這項資產。

我們必須盡全力保

並須遵守本組織的政策與適用的法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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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責 – 國際獅子會期望所有的前任或現任執行幹部、國際理事、指派理事都認真
執行由國際獅子會所交付之職責，並對其個人行為與工作負責。

國際獅子會絕不

容忍任何違反準則的行為。
團結 – 國際獅子會透過團結，鼓勵創新、創造力、肯定的成果以維持服務環境。
我們必須透過訓練、激勵、宣傳，領導全體會員積極參與及個人發展。

我們鼓勵

開放及有效的溝通與互動。
傑出 – 國際獅子會致力於公平、互相尊重、多元化與信任。
以改進我們的服務、我們的程序、我們自己。

我們必須互相挑戰

我們一起服務我們的會員與社區，

協助達到本組織服務的目標。
您的責任以深刻了解國際獅子會的核心價值觀與行為標準作為開始，
維護國際獅子會行為標準。

您的角色須

國際理事會政策中有多項行為標準規定，包含任務宣

言(第一章 A.)、道德信條(第六章 1.A.)、服務活動與會員的反歧視宣言、 (第一章
M. 及第十八章 G.)、授證分會的責任(第五章 A.)、向公眾所籌款項之用途(第十五
章 G.1.)、稽核規定(第九章 B., 第二十二章 C.)、籌款辦法(第十五章 A.2.f)、利益
衝突(第十五章 L.)、與隱私權(第十五章 Exh.D.)。
供道德標準與行為的額外綱領。

國際憲章與附則、理事手冊提

很多情況，行為標準貫穿於法律規定中。

若對

行為標準與法律規定有不了解之處，您有責任向國際理事會適當的委員會或國際獅
子會之有關司提出，(如財務與總會運作司負責審核利益衝突議題、憲章與附則委
員會及/或法律司審核法律問題)。

有關品德或法律問題亦可向執行幹部、或國際

獅子會行政職員提出。
國際獅子會之道德標準的核心價值觀及國際理事會政策為您提供了這方面的說明，
使您了解國際獅子會對您的期望並協助您作正確的決定。

這些資料上所提供的答

案並非僅有的答案，您也可應用一般常識來決定什麼是 「對」的行為。
力將獅子會以高尚品德作為服務精神之傳統持續下去。
2. 議會議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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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您致

本組織為服務組織，服務態度與服務對我們而言都很重要。

我們的會員、執行幹

部、國際理事、指派理事、行政職員、國際獅子會職員與社區等，對您們的日常行
為有高標準的期望。

破壞此綱領，分會及其會員、幹部、理事會或國際獅子會的

職員不須採取行動或請求，我們所給予社區或個人之服務就可作為辯解。

獅子會

以四個核心價值觀定義誠實與高尚的品德，並作為道德信條的基礎：
品德 - 國際獅子會對個人與職業品德標準定有極高的標準。
障本組織的這項資產。

我們必須盡全力保

並須遵守本組織的政策與適用的法規。

負責 – 國際獅子會期望所有的議會議長都認真執行由國際獅子會所交付之職責，
並對其個人行為與工作負責。

國際獅子會絕不容忍任何違反準則的行為。

團結 – 國際獅子會透過團結，鼓勵創新、創造力、肯定的成果以維持服務環境。
我們必須透過訓練、激勵、宣傳，領導全體會員積極參與及個人發展。

我們鼓勵

開放及有效的溝通與互動。
傑出– 國際獅子會致力於公平對待、互相尊重、多元化及信任。我們必須互相挑
戰以改進我們的服務、我們的程序、我們自己。

我們一起服務我們的會員與社

區，協助達到本組織服務的目標。
您的責任以深刻了解國際獅子會的核心價值觀與行為標準作為開始，
維護國際獅子會行為標準。

您的角色須

國際獅子會有多項行為標準規定，例如任務宣言、道

德信條、服務活動與會員的反歧視宣言、授證分會的責任、向公眾所籌款項之用
途、稽核規定、籌款辦法、利益衝突、勸募與隱私權。

國際憲章與附則、議會議

長手冊、國際理事會手冊中提供道德標準與行為的政策之說明與額外綱領。
情況，行為標準貫穿於法律規定中。

很多

若對行為標準與法律規定有不了解之處，您

有責任向國際理事會適當的委員會或國際獅子會之有關司提出，(如財務與總會運
作司負責審核利益衝突議題、憲章與附則委員會及/或法律司審核法律問題)。

有

關品德或法律問題亦可向執行幹部、或國際獅子會行政職員提出。
國際獅子會之道德標準的核心價值觀及國際理事會政策為您提供了這方面的說明，
使您了解國際獅子會對您的期望並協助您作正確的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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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資料上所提供的答

案並非僅有的答案，您也可應用一般常識來決定什麼是 「對」的行為。

請您致

力將獅子會以高尚品德作為服務精神之傳統持續下去。
3. 總監
本組織為服務組織，服務態度與服務對我們而言都很重要。

我們的會員、執行幹

部、國際理事、指派理事、行政職員、國際獅子會職員與社區等，對您們的日常行
為有高標準的期望。

破壞此綱領，分會及其會員、幹部、理事會或國際獅子會的

職員不須採取行動或請求，我們所給予社區或個人之服務就可作為辯解。

獅子會

以四個核心價值觀定義誠實與高尚的品德，並作為道德信條的基礎：
誠信 – 國際獅子會堅持最高的個人及專業誠信標準。
織的這項資產。

我們必須盡全力保障本組

並須遵守本組織的政策與適用的法規。

負責 – 國際獅子會期望所有的總監都認真執行由國際獅子會所交付之職責，並對
其個人行為與工作負責。

國際獅子會絕不容忍任何違反準則的行為。

團結 – 國際獅子會透過團結，鼓勵創新、創造力、肯定的成果以維持服務環境。
我們必須透過訓練、激勵、宣傳，領導全體會員積極參與及個人發展。

我們鼓勵

開放及有效的溝通與互動。
傑出 – 國際獅子會致力於公平、互相尊重、多元化與信任。
以改進我們的服務、我們的程序、我們自己。

我們必須互相挑戰

我們一起服務我們的會員與社區，

協助達到本組織服務的目標。
您的責任以深刻了解國際獅子會的核心價值觀與行為標準作為開始，
維護國際獅子會行為標準。

您的角色須

國際獅子會有多項行為標準規定，例如任務宣言、道

德信條、服務活動與會員的反歧視宣言、授證分會的責任、向公眾所籌款項之用
途、稽核規定、籌款辦法、利益衝突、勸募與隱私權。

國際憲章與附則、總監手

冊、國際理事會手冊中提供道德標準與行為的政策之說明與額外綱領。
況，行為標準貫穿於法律規定中。

很多情

若對行為標準與法律規定有不了解之處，您有

責任向國際理事會適當的委員會或國際獅子會之有關司提出，(如財務與總會運作
自 2019 年 4 月 6 日生效
第六章
頁碼 4

司負責審核利益衝突議題、憲章與附則委員會及/或法律司審核法律問題)。

有關

品德或法律問題亦可向執行幹部、或國際獅子會行政職員提出。
國際獅子會之道德標準的核心價值觀及國際理事會政策為您提供了這方面的說明，
使您了解國際獅子會對您的期望並協助您作正確的決定。

這些資料上所提供的答

案並非僅有的答案，您也可應用一般常識來決定什麼是 「對」的行為。

請您致

力將獅子會以高尚品德作為服務精神之傳統持續下去。
4. 分會幹部
本組織為服務組織，服務態度與服務對我們而言都很重要。

我們的會員、總監、

國際理事、執行幹部、行政職員、國際獅子會職員與社區等，對您們的日常行為有
高標準的期望。

破壞此綱領，分會及其會員、幹部、理事會或國際獅子會的職員

不須採取行動或請求，我們所給予社區或個人之服務就可作為辯解。

獅子會以四

個核心價值觀定義誠實與高尚的品德，並作為道德信條的基礎：
品德 - 國際獅子會對個人與職業品德標準定有極高的標準。
障本組織的這項資產。

我們必須盡全力保

並須遵守本組織的政策與適用的法規。

負責 – 國際獅子會期望所有的分會幹部都認真執行由國際獅子會所交付之職責，
並對其個人行為與工作負責。

國際獅子會絕不容忍任何違反準則的行為。

團結 – 國際獅子會透過團結，鼓勵創新、創造力、肯定的成果以維持服務環境。
我們必須透過訓練、激勵、宣傳，領導全體會員積極參與及個人發展。

我們鼓勵

開放及有效的溝通與互動。
傑出 – 國際獅子會致力於公平、互相尊重、多元化與信任。
以改進我們的服務、我們的程序、我們自己。

我們必須互相挑戰

我們一起服務我們的會員與社區，

協助達到本組織服務的目標。
您的責任以深刻了解國際獅子會的核心價值觀與行為標準作為開始，
維護國際獅子會行為標準。

您的角色須

國際獅子會有多項行為標準規定，例如任務宣言、道

德信條、服務活動與會員的反歧視宣言、授證分會的責任、向公眾所籌款項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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途、稽核規定、籌款辦法、利益衝突、勸募與隱私權。

國際憲章與附則、分會幹

部手冊、國際理事會手冊中提供道德標準與行為的政策之說明與額外綱領。
情況，行為標準貫穿於法律規定中。

很多

若對行為標準與法律規定有不了解之處，您

有責任向國際理事會適當的委員會或國際獅子會之有關司提出，(如財務與總會運
作司負責審核利益衝突議題、憲章與附則委員會及/或法律司審核法律問題)。

有

關品德或法律問題亦可向執行幹部、或國際獅子會行政職員提出。
國際獅子會之道德標準的核心價值觀及國際理事會政策為您提供了這方面的說明，
使您了解國際獅子會對您的期望並協助您作正確的決定。

這些資料上所提供的答

案並非僅有的答案，您也可應用一般常識來決定什麼是「對」的行為。

請您致力

將獅子會以高尚品德作為服務精神之傳統持續下去。

C. 官方獅子會會旗
1. 國際獅子會會旗應為:
白底，室内使用旗邊為金色飾穗，戸外使用為金邊，獅子會標誌在中央，以適當的
比例書寫 “Lions International”｡(EC)
2. 國際獅子會會旗應由分會用品供應司出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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