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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核心糖尿病撥款綱領 

及申請表

引言與全球情況

糖尿病是一種慢性疾病，身體不能產生或有效運用可控制血糖的胰島素。糖尿病的併發症很多，嚴重的損害身體或死亡。

每個國家糖尿病患者不斷的增加，與本病有關的成本是龐大的，而且快速的成長。國際糖尿病協會1 和世界衛生組織的統計

令人震驚:

有關糖尿病:

• 一半糖尿病患不知道自己有病

• 兒童糖尿病患的發病年齡提早

• 糖尿病患的人數將從現在的3 億7100萬，增至2030年的5億5200萬 

糖尿病患之死亡和費用

• 一半的糖尿病患是60歲以下

• 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國家的糖尿病患佔80 ％以上2

• 2012年有480萬人死於糖尿病，而費用高達US$4710 億

• 預測在2030年糖尿病將為第7大死亡原因 3

醫學專家和糖尿病支持者同意，與糖尿病有關的最大挑戰，包括確定糖尿病，預防糖尿病的發病，和減少因併發症所造成

的相關殘疾。對於糖尿病患者的額外挑戰和社區醫療保健，包括改善綜合的照顧，以及處理糖尿病人所面對的歧視和羞愧。 

任務宣言及資金策略

四核心糖尿病撥款協助大規模的獅子會所領導的或隸屬的方案，支持擴大以及加強預防、教育、為缺少醫藥人群治療糖尿

病等的公共衛生工作為重點的方案。這些撥款幫助有成功記錄模式的成功糖尿病活動，以便服務更多的人，接觸新人口，

並全面改善糖尿病的管理和教育系統。LCIF資金的策略如下：

防治、公眾教育和認識 

a. 以社區為基礎的教育和認識活動：宣導有關糖尿病前期的教育，以及如何扭轉症狀尤其對高風險人群；注重健康的飲

食、運動之生活方式；讓同事或學生等同儕團體參與，反歧視和羞愧的活動。 

b. 由於糖尿病的發病年齡提早，重點應包括：應讓孩子參與自己健康的社區活動；學校以糖尿病風險的兒童活動課程為

重點；並舉辦以飲食和運動為中心的活動。 

c. 根據國家資料應提供高風險人群糖尿病篩檢活動，而且應包括妊娠糖尿病篩檢。鼓勵篩檢活動利用糖尿病風險評估

測試。請注意典型的篩檢活動既昂貴又難以維持；因此方案的重要組成部分必須與強大的社區夥伴分攤費用。

1 IDF Diabetes Atlas 6th Edition and Update, 2011 and 2012.
2 Mathers CD, Loncar D. Projections of global mortality and burden of disease from 2002 to 2030.PLoS Med, 2006, 3(11):e442.   

http://who.int/mediacentre/factsheets/fs312/en/index.html 
3 Global status report on noncommunicable diseases 2010.Geneva,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2011. 

http://who.int/mediacentre/factsheets/fs312/en/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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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人教育與支持

a. 宣導糖尿病人行為持續變化之活動；擴大糖尿病自我管理教育活動；支持兒童糖尿病的活動；妊娠糖尿

病的活動。

b. 發展或擴大地方糖尿病患團體活動的工作。

取得治療

a. 透過基層和以社區為基礎的人力資源培訓和設備，改善和擴大目前缺少醫療的人口。 

b. 提高全面糖尿病治療活動，包括獲得醫療支援服務，以及與糖尿病有關的護理，如眼科護理和足科服務。 

• 獅子會領導的大規模公眾認識 活動，可以結合地方，國家的衛生機構或糖尿病組織。 

• 提供高風險群，固定設施或流動篩檢活動，甚至綜合運用以增加獲得和提供照顧。篩

檢過程中鼓勵利用糖尿病風險評估測試。

• 增強糖尿病患的活動，包括擴大兒童糖尿病營，納入患者活動團體或分期的自我管理

活動，以防止進一步的併發症。 

• 在目前沒有材料的地區翻譯成適當語言並附加文化的發展。

• 擴展衛生設施，如包括糖尿病教育活動和全面的糖尿病護理。

• 兒童和成人健康的生活方式活動，包括飲食和運動。支持組織團體活動，如健步組。

¸ 重視地方或國家糖尿病的需求 

¸ 支持區或複合區獅子會的工作

¸ 提供長期利益， 撥款後能繼續維持

¸ 服務大規模人口或地區

¸ 明顯辨認出獅子會與方案之密切關係

¸ 獅友親手參與活動

¸ 獲得地方獅子會資助 

7 一般大眾篩檢

7 科學研究

7 新開辦的工作

7 篩檢消耗品和藥品費用 

7 單一分會方案

7 購買土地及建築物

符合申請條件方案的實例 不符合申請條件方案的實例

符合申請條件方案的實例

符合資格方案的實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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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方案應能促進支持國家糖尿病目標的活動。

2. 活動應根據國家、地方醫療機構、衛生設

施、糖尿病協會、大學、學校系統之需要調

整和發展合作夥伴關係。

3. 撥款方案應超過申請區和參與分會財務 和募

款能力。

4. 方案應能服務整個社區，全力發揮LCIF資助

慈善的影響力。 此外，方案必須直接受惠缺

少醫藥和財務困難的人群。

5. 尋求國際基金會資助的方案須能很明顯的認

出是獅子會以及當地獅友持續的參與。

優先考慮給獅友提供志願服務，以及之前有

支持的記錄，並可明確認出幫助管理方案角

色及/或機構參與的方案。

6. 除了獅子會的參與和明顯的獅子會方案外，

申請區和參與分會必須對方案的財務做出明

確的承諾。

7. 地方資金必須是現金捐款。方案中可重點含

入加強提案的適當實物捐贈，如人力資源和

消耗品，但不能包含在LCIF 撥款中地方應募

集的款項預算內。此外，地方資金必須是可

用的現金或該方案目前所提之認捐金額。

8. 地方獅友必須募集預算的25％，並且至少一

半的資金應為獅友的現金捐。 

9. 方案在LCIF資助之後，必須能高度的持續發

展和操作。

10.若透過其他LCIF的撥款活動更適當，則不適

用於四核心糖尿病撥款方案。改造糖尿病營

或建設方案，應透過標準撥款活動。視網膜

病變為重點方案應交由視力第一活動。其他

基金會信息可在www.lcif.org或聯繫LCIF 。

11.收到撥款資金的方案應以適當的標誌、表

揚、公關活動清楚的讓民眾知道，本方案因

為透過LCIF的資助才能實現。最終撥款報告

必須包括受到社區表揚。

12.每次撥款申請案之決定僅依其本身的價值以

及符合撥款條件 ，並以LCIF信託理事會所確

立的人道主義撥款的優先次序來決定。

四核心糖尿病撥款資格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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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撥款申請者必須使用四核心糖尿病撥款申請表

提交他們的方案，填妥申請表格。方案預算

必須清楚地逐項列出所有方案收入來源和支

出。方案收入必須等於支出。不完整的申請

案或提交其他表格則不格規定。

2.任何獅子區（單、副或複合）可提交撥款

案。將優先考慮在區域、州、省有高影響力

的方案。單或副區申請案必須由現任總監及

總監議會議長簽署，以及內閣會議決議核准

之證明並通知總監議會議長。複合區申請案

應由議會議長簽署，並經總監議會決議核准

之證明。提交內閣會議或總監議會會議記錄

中核准該申請案之證明。會議記錄必須是提出

申請案之年度，將經LCIF信託理事會審查。

3.如果四核心的糖尿病撥款方案 非為申請區的

國家，則該方案應有複合區、區、未成立區

的國家、地方獅子會積極參與。

4.四核心糖尿病撥款單區最高金額10萬美元，

複合區則 20萬美元，而且不得超過總方案成

本75％以上。採用效率成本策略的方案將優

先考慮，因此撥款資金上限只能用於大規模

的區域或眾多的受惠者。

5.指導委員會應包括獅友、地方糖尿病和衛生

局、方案之其他主要參與者。該委員會將監

督並確保方案成功的實施。該委員會將監督

並確保方案成功的實施。

6.撥款不適用於營運與現有活動的薪資。然

而，某些情況下，預算的微小部分（不超過

10％），可以協助這些行政成本。這類持續

性的補助支出，在完成LCIF之資助，必須與

撥款申請案一併提交。

7.撥款不適用於建設新的糖尿病衛生保健設

施，以包括糖尿病護理和教育活動的空間。

優先給提升或擴大現有診所/醫院的方案。若

社區缺乏或沒有衛生保健設施，可撥款給建

設新診所並且結合已成立的醫療機構或組織

進行管理。

8.凡LCIF援助的方案，獅友和/或其家屬不得接

受直接或專業利益，或有私人利益。

9.撥款申請案必須在LCIF信託理事會會議前，

至少90天寄達LCIF辦公室，才能列入考慮。

董事會會議於每年八月、一月及五月舉行；

LCIF的 網 頁 登 出 截 止 日 期 或 直 接 聯 繫

LCIF。由於常常要求提供額外的資料，截止

日期之前提交申請案，比較不會延遲到下一

個信託理事會議。

四核心撥款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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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之前被撤回或拒絕的申請案，可重新提交，

但須已經對拒絕/撤回原因做修訂。

11. 撥款經核准時的總監或總監議會議長，為撥

款方案管理員。此方案管理員負責設立本方

案專用的特別銀行帳戶，支付方案夥伴和供

應商之款項。如果方案進入另一個年度，方

案管理員必須提供的進度和最終方案報告的

副本提交給LCIF給現任區內閣或複合區議

會。必要時，LCIF有權更換撥款管理員。

12. 撥款接受者於方案完成後，負責提交報告，

詳細列出方案成果和確切使用LCIF資金的

報告。報告表格是與撥款信件一起發出。未

能提交方案已完成報告的區，不得再獲得撥

款。

13. 核准的撥款方案應在合理的時間內完成。與

區充分的諮詢後，對於尚未啟動、或在合理

時間內沒有足夠的進展，LCIF有權撤銷撥

款。如果LCIF撤銷撥款，任何已支付而未

清楚記錄的資金應退還給LCIF。

14. 申請者未能 在120天之內回答LCIF有關其

申請案，則該申請案將不被考慮和撤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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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核心糖尿病撥款申請案表格

綱領

填寫本申請案之前，請仔細閱讀LCIF四核心撥款標準和法規。下面列出每個問題，在LCIF信託理事會考慮

前，必須填寫完整。不接受其他組織或機構的申請表格。請按以下順序回答問題。

A. 方案概述

1. 呈交日期

2. 方案名稱

3. 提交方案之區、副區、複合區 

4. 合作夥伴

5. 向LCIF申請金額

6. 方案目標

7. 該方案的直接受惠人數

8. 方案的主要協調員聯繫資料，包括：

姓名、郵寄地址、電話、電子郵件地址

B. 方案設計

9. 國家和目標區之背景–提供將實施本申請方案的背景。普遍程度之資料/預估，包括目前國家糖尿病政

策、策略、行動計劃的資料。另外，說明如何在國家層次和目標區域解決糖尿病保健； 說明在目標區域

任何已有的預防和護理糖尿病活動行動；列出最重要的障礙；並提供目標區域的其他相關資料。

10. 宗旨和目標 –說明方案宗旨和目標(通常為3 - 4項)。總目標應該是實際並說明宗旨應該可支持目標。 

11. 方案活動– 描述每個方案目標的詳細活動。例如，詳細描述所有培訓的類型、篩檢和宣傳教育活動，

以及社區宣傳認識活動。以下應包括： 活動內容包括；如何組織活動；活動的頻率和持續時間；將開

發那些新類型的材料；採用那些教材和培訓課程的內容；誰舉辦活動；有多少人會接受培訓；篩選，提

供教育；活動如何連接到目前全國的衛生系統。

12. 目標群體–請描述本方案包括的目標群體，以及為什麼選中他們。

13. 方案合作夥伴–註明方案的主要參與者包括執行夥伴和技術貢獻者。描述有關各方的角色和責任。若有

合作夥伴參與，應包括參與方案的組織說明其角色之信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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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方案預算及持續性 

20. 各自列出所有分開的收入來源和美元金額（例如區、LCIF、夥伴組織、政府和企業）

•包括每項提供資源的金額和說明情形（已收到，認捐、或預期），以及任何預期/認捐資金將支付

的日期。 

21. 整個方案使用下面的表格，以包括逐項列出預算。 

•提交的預算以美元計。 

•逐條列出所有方案的支出項目，並註明誰負責哪項部分的費用。

•地方應負責之資金必須是現金捐款。歡迎志工服務和實物捐贈的項目，但這種支持不能作為收入

來源。至少一半的資金應由提出撥款申請案獅友負責及/或募集。

•預算中列出的支出項目須包括證明文件。支出欄每個項目須包括：發票、供應商報價、裝修工程

成本估算、及/或其他費用文件。任何類型設備的採購須附上產品說明書。

C. 辨認出獅子會參與

17. 簡述歷史如本申請案以前或目前已參與糖尿病防治工作，包括教育活動、發布的資料、篩檢或籌款。

18. 說明參與該方案的分會將數，並描述他們在方案管理、籌款、支持、宣傳和指導方案進行的角色。

19. 說明本方案因為得到LCIF之資助才成為可能。關於這個方案任何宣傳材料和媒體都應該表揚LCIF和

獅友雙方的支持和參與。 

14. 方案預期成果–說明預期成果以及本方案可受惠之總人數。該數字應是可衡量的和可實現的，並明

確支持該方案的目標和活動。

15. 監督和評估–描述計劃中的監督和評估活動。細述和監督和評估工作的方法及頻率。說明負責人，

以及如何將資料和結果用來改進方案活動。

16. 時間表 - 包括方案實施和完成的時間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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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方案預算下每項支出須提供說明。解釋為何需要該項目和相關的費用。

23. 解釋未來幾年該方案是否能持續。 描述負責運營、維護、管理費用者。

提交填妥之撥款申請案及所有支持文件，寄至獅子會國際基金會辦公室。LCIF將寄出包含撥款代號之確認

收到申請表信函。LCIF信託理事會和職員根據需要有權要求提供更多的相關資料。若須提供更多的相關資

料，將以電子郵件寄給方案總監或總監議會議長。 

方案支出 第一年 第二年合計 總數

LCIF 獅友 合作夥伴 LCIF 獅友 合作夥伴

方案總額

向 LCIF 申請總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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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申請案簽署

每個撥款申請案必須包含內閣會議或總監議會之會議決議證明。請提交內閣會議記錄的副本，必須是提出申請案之年度，將經

LCIF信託理事會審查。單及副區申請案必須由現任總監及總監議會議長簽署。複合區申請案應由議會議長簽署。（請參閱申請

條件之第2及3項）。請注意，簽署和內閣會議記錄證明必須是提出申請案之年度，LCIF信託理事會才會列入考慮。

簽署以下聲明:“玆證明我已審查LCIF核心糖尿病撥款條件與撥款申請案。據我所知所提交的資料是準確的，而確實有此需求。

我簽署此申請案並會盡我一切的力量管理撥款資金，使其能有效的使用，正確的會計及向獅子會國際基金會定期報告”。

總監議會議長簽名

總監議會議長姓名    複合區號碼 

地址

電話    傳真： 

電子郵件

簽名 日期

總監簽名

總監姓名        區號碼 

地址

電話    傳真： 

電子郵件

簽名 日期

方案主席簽名

方案主席姓名         複合區/區號碼

地址

電話    傳真： 

電子郵件

簽名 日期



獅子會國際基金會
300 West 22nd Street

Oak Brook, IL 60523-8842 USA

電話：(630) 203-3819

傳真：(630) 571-5735

網站: www.lcif.org

電子郵件：lcif@lionsclubs.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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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關心。

我們服務。

我們完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