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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年 11 月 17 日 
 
Dr. Ta-Lung Chiang 
International Director 
No. 166 Sinyi St. East District 
Taichung 401 
Taiwan 
Republic of China 
 
 
 
敬愛的江國際理事: 
 
您盡全力的鼓勵  300 複合區台灣捐款給 LCIF 以支持曼谷水災與土耳其地震的救援工作， 
我們由內心真的感激您及非常的謝謝您。 
 
您身為 LCIF 信託理事及 LCIF 執行委員會一員，您在台灣盡全力宣揚 LCIF 並宣導捐款

來幫助全球各地苦難人們的工作，您的卓越表現真令人感動。 
 
我們了解您所提出的建議，要求未來兩個月所有 300 複合區台灣的 LCIF 指定捐款 -給曼

谷水災及土耳其地震- 都能獲得茂文鐘士會員 (MJF) 獎章。我們對台灣獅友慷慨解囊的印

象一直深植於我們的心中。 
 
但您也知道，基金會最近對於茂文鐘士會員的政策已有改變，這樣將使您的要求能夠更有

榮譽感。我們與 LCIF 職員也討論過，請您考慮此新的建議  – 不但可得到茂文鐘士會員之

表揚且更提高台灣獅友慷慨解囊的榮譽，又能尊重 LCIF 的政策。 
 
首先，讓我解釋新 MJF 政策的背景。 
 
背景資料 
 
第 1 項議題，正如您已知道，以前 LCIF 對每一災難捐款並非都能得到 MJF 表揚。MJF 表
揚僅在大規模災難偶而才經核准，如日本海嘯、台灣莫拉克颱風、四川地震等。但有時候 
LCIF 信託理事決定大規模災難捐款不頒 MJF，如海地地震。因為每項災難性質不同，而

且災區獅友對的情緒反應也會影響到捐款之激勵。由於舊政策對災難捐款是否能取得

MJF 表揚有不同之規定，因而獅友產生誤解與不平等之觀感。  
 
第 2 項議題，當 LCIF 對每單一災難設立災難資金，我們發現有些災難得到過多款項，有

些又過少。如，為日本募集到 2000 萬美元，須要好幾年才能有效的運用此款項。但同

時，我們每月都有新災難發生。特別是在得到 LCIF 大筆獅友捐款之後所發生的災難，有

時就得不到 LCIF 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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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解決上述 2 個議題， 使 LCIF 的救災捐款能更有效率，於上次理事會，基金會的信託理

事剛核准 MJF 新政策。該政策給予全球獅友 4 項捐款選擇  – 視力、青少年， 救災捐款， 
人道援助 – 這類捐款都可得到茂文鐘士會員。 
 
獅友非常歡迎此政策之改變，因為方便他們指定捐款之用途又可得到 MJF 表揚。您也知

道，在政策改變前，只有非常少數之指定 捐款可得到 MJF 表揚， 如視力第一募款、特定

救災捐款。現在許多捐款都可得到 MJF 獎。 
 
您也指出新政策之下，獅友對特定災難之指定捐款– 如曼谷水災與土耳其地震 --不能獲得 
MJF 表揚。只有捐款至 LCIF 救災捐款項目下可得 MJF 表揚。然而新政策之下，除所有

災難捐款可得 MJF 表揚，以及基金會保證所有這類捐款一定用在救災，又可迅速進行等

的好處。新救災捐款之另一好處是 LCIF 基金會的主席與國際總會長，對災區可以迅速提

供救援資金 – 比起以前我們得在特定災難發生後幾個月，視獅友之捐款情形才能行動而言

快了很多。 
 
 
考量之建議 
 
基於上述解釋，我們讓 300 複合區台灣能支持曼谷水災和土耳其地震災民，又可使台灣獅

友得到巨大宣揚及高能見度的表揚方法，就是宣揚 LCIF 新的災難援助基金以及參與一針/
一個生命之麻疹籌款運動。這是我們 取得蓋茨基金會 500 萬美元的挑戰贈款之部份行

動。 
 
下面是我們的建議。 
 
過去兩年，台灣獅友 1 月及 2 月的捐款為 60 多萬美元。根據我們的新 MJF 政策，以及可

以幫助我們宣傳與蓋滋基金會撥款運動，即一針/一個生命之新項目；此兩項考量下，我

們建議台灣獅友 的捐款可用於: 
 

1. 未來兩個月，台灣獅友 30 萬美元捐款用於新救災捐款。根據此政策， LCIF 將 頒
發 MJF 給所有本項捐款獅友，然後 LCIF 將對全球發佈 ，300 複合區台灣是此資金

的第一個重要捐款者。LCIF 將向全球發出電子郵件以及在國際獅子會的網站、獅

子雜誌刊登此重要新聞。 而且西得史古洛格斯主席將親身前往台灣感謝您們的捐

款。 
 

2. 總會長與主席將列 20 萬美元重大災難援助撥款給曼谷水災，並向全球宣佈此款項

來自 300 複合區台灣獅友，以更進一步表揚 300 複合區台灣。我們也接受您的建

議，指定前國際理事 Lovisuth 參與督導此資金，並擔任此援助資金之稽查人員。

同樣的也撥給土耳其 5 萬美元援助地震。剩下 5 萬用於支持未來的災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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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為讓 300 複合區台灣獅友得到全球更多的表揚，我們讓貴複合區以 25 萬 美元獲得

麻疹募款運動中一針/一個生命之新項目的第一個重要捐款者的榮譽。此款項來自

1 月和 2 月之捐款部份。提供正如你所知道的，LCIF 剛剛收到我們最大一筆之外

界贈款，即蓋茨基金會捐贈 500 萬美元以進行 2012 年在非洲及南亞的麻疹疫苗接

種運動，以保護 150 萬兒童的生命。麻疹導致每天 450 人死亡的悲劇，但不足一美

元的麻疹疫苗可以幫助控制麻疹。 
 

蓋茨所資助是“挑戰 LCIF 的撥款” ，為麻疹每募集 2 美元他們會給 1 美元。因此，

我們欲於 7 月募到 1,000 萬美元，以符合蓋茨基金會 500 萬美元的挑戰。所有捐款

給一針/一個生命麻疹募款運動者可得 MJF 表揚。 
 
如果台灣獅友為第一個捐款給蓋茨的挑戰撥款，我們可以向你們保證，我們將透過

群發電子郵件、雜誌上，以及在 LCI/ LCIF 的網站向世界各地廣大群眾專題報導台

灣獅友的此項捐款。我們也將確保台灣獅友能在釜山年會的第二天全體會員大會得

到 LCIF 的公開表揚。 
 
 
總之，我們建議未來兩個月 MD300 的 60 萬美元捐款的用途如下： 
 

• 30 萬美元用在新的 LCIF 災難救濟基金，其中 20 萬美元為曼谷水災的重大災難援

助撥款； 5 萬美元為土耳其地震的重大災難援助撥款；剩下 5 萬用於支持未來的全

球緊急災難撥款。  
 

• 25 萬美元用於一針/一個生命麻疹募款運動 
 

• 5 萬美元支持 LCIF 的一般人道主義工作。例子包含最近在香港理事會會議批准的

MD300 標準撥款。任何 1 月和 2 月 60 萬美元的剩餘捐款也將支持此重要且持續的

需求。 
 
300 複合區台灣獅友根據新救災捐款的系統將收到 LCIF 的非常特殊表揚，以及最難得的

是成為我們與蓋茨的挑戰撥款的第一個主要捐款者。 
 
江國際理事，我們希望本函能發出新 MJF 政策背後理念上的更大光芒，而且如何使 LCIF
更有效地- 和公平 – 除了文字上反應人道主義援助和救災，同時也確保所有 
捐款者得到 MJF 表揚。 
 
我們將很樂意下週與您在遠東年會討論這個建議，必要時，可更詳細地解釋我們的建議。

我們希望您同意我們的建議，不僅符合我們的政策，並盡可能的滿足您的要求，同時也讓

全世界獅友有機會表揚與感激 300 複合區台灣獅友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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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期盼您的回音並先感激您的關懷。 
 
敬頌獅運昌隆!  
 
 
 
 
 
 
譚榮根     西得史古洛格斯三世  
國際總會長     國際基金會主席   
 
副本提送: 偉恩 麥登，國際第一副總會長 

貝里龐爾莫，國際第二副總會長 
Peter Lynch，執行理事   

  Rebecca Daou， 司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