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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备好以第一副总监身份领导；准备好成功担任总监  
 
在担任第一副总监的同时，您将完成培训并做好以总监身份带领区的准备。  作为总监，您将执行计

划以实现您的区目标。   
 
您的首要任务之一就是若总监因故不能履行职责时，随时准备好履行总监的职责。  您很有可能会从

总监那里取得其他指定任务，或者让您在本年度带领一个或几个委员会的运作。   
 
除了这些职务外，你还应定出时间做好当总监的准备并完成培训。在任职开始前，了解总监的角色

和所有职责是很重要的。   
 

准备和规划年度  
 
在您担任总监之前，将要花些时间为将来的服务做准备。了解总监的职责、完善您的领导技能、并

与您的领导同仁一起分享最佳的实践，将帮助您有效地准备就任。   
 
第一副总监/当选总监 (FVDG/DGE) 培训计划是一项为期一年的密集培训计划，旨在为第一副总监/当
选总监提供必备的知识和领导技能，以便强化他们的区和团队。 
 
请访问 第一副总监/当选总监培训计划网页 了解最新的计划信息，包括培训日期和时间表，并查看 
第一副总监/当选总监之活动计划概述 PDF 文档，以了解有关活动和任务的具体细节。  以下是一些

活动亮点。  
 
• 第一副总监/当选总监在单区和复合区级的培训 - 单区/复合区全球行动团队协调员已获得课纲

内容，以便在其复合区或邻近单区举行第一副总监/当选总监培训。  
 

• 第一副总监/当选总监的分组 – 第一副总监/当选总监们按语言分成课堂小组，并有一名指定

的小组长作为他们的导师，在整个培训计划中提供指导。  小组长在 8 月底 / 9 月初首次联系他

们分配到的第一副总监/当选总监。  
 

• 第一副总监/当选总监的网上作业 – 第一副总监/当选总监将在其作为第一副总监/当选总监的

整个年度收到指定的电子学习课程和网上作业。这些网上作业将通过狮子会学习中心(LLC)里的

第一副总监/当选总监学习途径，分阶段推出。第一副总监/当选总监的小组长将负责与他的组

员们分享与网上作业相关的通讯。  
 
• 第一副总监/当选总监在复合区级的培训 - 复合区全球行动团队协调员已获得课纲内容，以便

在其复合区或邻近单区举行第一副总监/当选总监培训。 
 
• 第一副总监/当选总监研习会 — 分两个地点举行的为期四天的培训活动：第 1- 3 天于：美国伊

州圣查尔斯（只限第一副总监/当选总监出席）和 第 4 天在国际年会举办地。  
 

https://www.lionsclubs.org/zh-hans/resources-for-members/resource-center/fvdg-dge-seminar
https://myapps.lionsclubs.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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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副总监/当选总监研习会的注册和旅行 – 后勤事项将以电子邮件 
DGESeminar@lionsclubs.org 和 DGETravel@lionsclubs.org 提供。  注册和旅行的通讯将于 9 月下

旬 /10 月初开始。  如果您需要签证才能进入该国，请考虑提前申请。  根据国际狮子会理事会

政策，所有的旅行安排都应经由本组织的首选旅行社进行。  
 
这个 第一副总监/当选总监培训计划 网页将会不断提供所有注册、住宿和旅行物流的细节和说明的

更新信息。  请经常访问该网页，获取最新信息。  
 
建立您的会员发展计划 - 使用全球会员发展措施可以帮助您确保成功：  拟定的过程将帮助您领导贵

分会。  该过程的宗旨不仅在发展贵分会…并且激发新的构想，真正让您的会员参与及投入（提高会

员的保留），并且赋予现任的和潜在的分会领导人力量来进行领导。  建立团队、建立愿景、建立计

划、建立成功！  
 

我能在何处找到重要信息？  
 

建立您的 Lion Account Login (狮子会账户）   
 

会员门户网站- 让您可以访问所有的狮子会应用程序：MyLion、MyLCI、Insights（洞察报告）、

Learn（学习）和 Shop（商店）。 
 
使用您的 Lion Account （狮子会账户）的数据输入到 MemberPortal（会员门户网站）这个易于使

用的单点数字生态系统 。  还没有 Lion Account （狮子会账户）？在此注册  
 

注册和密码的说明- 如果您还没有在 MyLCI 设立账号，这些简单说明将助您进入查看该系统。  
 

MyLION – 联系.服务.报告! 在此，分会报告他们的服务，计划服务方案，与其他的狮友建立联系，

并建立个人的数据。如果您对 MyLION 有进一步的问题，请发送电子邮件至 MyLION@lionsclubs.org  
 

MyLCI –狮子会领导人的工具！在此，分会可以管理与其会员相关的资料，设立区和分会的简介，

检查分会投票人的资格，记录和计划年会，以及查看新分会授证申请的情况。  如果您对 MyLCI 有进

一步的问题，请发送电子邮件至：myLCI@lionsclubs.org  
 

• 分会表现报告：  此报告为您进行分会访问提供有用的概述。里面有会员发展、奖项、干

部等有用的信息。  
 

• 区的来宾   - 总监最多可额外指定五位狮友来协助行政工作。   
 

• 谁可以访问 -确保贵区团队充分了解如何使用 MyLCI 作为关键信息资源。 
 

• 下载会员联系资料  - 使用 MyLCI 的关键功能，建立邮件地址、电子邮件地址、电话列表以

便沟通。 
 

mailto:DGESeminar@lionsclubs.org
mailto:DGETravel@lionsclubs.org
https://www.lionsclubs.org/zh-hans/resources-for-members/resource-center/fvdg-dge-seminar
https://www.lionsclubs.org/zh-hans/global
https://myapps.lionsclubs.org/?
https://lci-user-app-prod.azurewebsites.net/account/register
https://lionshelp.zendesk.com/hc/zh-cn/categories/360002949274-%E6%8A%80%E6%9C%AF%E6%94%AF%E6%8C%81
mailto:MyLION@lionsclubs.org
mailto:myLCI@lionsclubs.org
https://lionshelp.zendesk.com/hc/zh-cn
https://lionshelp.zendesk.com/hc/zh-cn
https://lionshelp.zendesk.com/hc/zh-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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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表名单  - 各分会符合投票资格的成员名单。  
 

• 已故名单  - 最近逝世的狮友名单。 
 

• 会员报告 – 在您登入 MyLION/MyLCI 后，可于首页的支持中心选单下取得此信息。  
 
• 会员登记报告 - 显示分会列表和地位、会员数、上次会员报告的日期。 

 
• 遗漏分会干部 - 列出每个分会遗漏的干部。 

 
• 会员发展摘要 - 各分会的会籍类别和性别之摘要。 

 
• 累计报告  - 年度到今日的会员和分会累积摘要报告。 

 
• 分会健康评估报告  - 显示区内所有分会的关键资料、会员数、所有过去报告的情形。  

 
Insights（洞察报告）– 是 LCI 在会员发展、服务活动、捐赠和分会优势各领域的全面概述。  也包

「区目标进展」和 Learn（学习）。   
 
LEARN（学习）–为狮友提供一个集中的地点完成狮子会学习中心（LLC）的课程、搜寻国际狮子会

（LCI）的国际学院（ALLI、FDI 和 LCIP）、查看由区及复合区 GLT 协调员报告的当地培训、并让狮友

或青少狮取得他们个人的「我的学习记录」报告。  
 
Lions Shop（狮子会商店）是订购带有国际狮子会品牌的常用分会用品的简便途径。  分会会

长、秘书或财务可以通过 Member Portal (会员门户网站）登录他们的 Shop （商店）账户，并使

用分会资金购买物品。  如果您对分会用品有进一步的问题，请发送电子邮件至

clubsupplies@lionclubs.org. 
 
发展我们的数字工具 

 
几个月后，我们将把 MyLion、MyLCI 和 Insights（洞察报告）以及一些其他的工具和功能整合到一

个称为 Lion Portal （狮子会门户网站） 的统一体验中。  这个新的系统将提供与目前相同的特性和

功能，但体验更加一致和高效。  请在此处了解更多。  
 
区内阁 

 
建立区团队和内阁，若须额外的内阁职位依贵区宪章及附则之规定。   
 
模范的区结构–区内阁的组织结构图 
 

https://lionshelp.zendesk.com/hc/zh-cn
https://lionshelp.zendesk.com/hc/zh-cn
http://www8.lionsclubs.org/reports/membershipregister/
http://www8.lionsclubs.org/reports/gn1067d/
http://www8.lionsclubs.org/reports/gn1569/
http://www8.lionsclubs.org/reports/cumulative/
http://www8.lionsclubs.org/reports/ClubHealthAssessment/
https://www.lionsclubs.org/zh-hans/resources-for-members/digital-products/portal-upda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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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范的区结构图表提供了一个建议的区内阁结构，其中包括全球行动团队区协调员。  国际宪章及附

则有以下职位的规定：   
 
干部 -这些职位只能由区和分会行政司的职员输入。   

 
前任总监 - 是前总监们的资源  ，可帮助前总监了解最新信息、继续保持参与，并精进其领导能力。 

 
总监 - 填妥并附上 总监资历背景 表格。  
 
第一副总监/当选总监 - 填妥并附上 第一副总监的资历背景 表格。  
 
第二副总监 - 填妥并附上 第二副总监资历 表格。   

 
区年会后，请立即提交 年会报告表格，提报即将上任的总监团队干部的选举结果:   
内阁干部 – 可由第一副总监/当选总监在 5 月 15 日之后，于 MyLCI 中 提报 ：  

 
内阁秘书长和内阁财务长 - 内阁秘书长及财务长电子书   

 
如果您无法到 MyLCI 完成干部报告，可以使用可改写的 PDF 文件来填报。 
 

分区和专区主席  
 
身为当选总监，您可以在 MyLCI 建立分区及专区结构，并报告分区及专区主席。  当选总监应该在

MyLCI 尽快完成。   此工作可仅在 MyLCI 完成。 
 
• 区内 设置专区及分区说明包括：  

 
 建立分区及专区结构，并指派主席。 
 分配已成立分会及新分会至分区并维持好各分区。 
 制一份专区及分区的报告。 

 
• 给分区和专区主席的资源  - 分区及专区主席中心让您容易地取得与分区及专区主席相关的信

息。 
 
• 全球会员发展措施 - 专区及分区主席：请浏览专门为协助专区及分区主席顺利走过「成功过

程」所提供的工具和资源的网页。  该过程的宗旨不仅在帮助分会成长，并且激发新的构想，

真正让会员参与及投入（提高会员的保留），并且赋予现任的和潜在的分会领导人力量来进行

领导。  建立团队、建立愿景、建立计划、建立成功！ 
 

• 分区和专区奖项  - 相关要求是以能将所提到资源优化的方式来安排。  请尽早拟定计划，并在

一整年中达到建议的要求，因此每天都很重要！  

https://www.lionsclubs.org/resources/79878287
https://www.lionsclubs.org/zh-hans/resources-for-members/resource-center/past-district-governors
https://www.lionsclubs.org/resources/79877504
https://www.lionsclubs.org/resources/79877978
https://www.lionsclubs.org/resources/79877935
https://www.lionsclubs.org/resources/79878626
https://lionshelp.zendesk.com/hc/zh-cn
https://www.lionsclubs.org/resources/79878303
https://www.lionsclubs.org/resources/79877590
https://lionshelp.zendesk.com/hc/zh-cn
https://www.lionsclubs.org/zh-hans/resources-for-members/resource-center/zone-region-chairpersons
https://www.lionsclubs.org/zh-hans/resources-for-members/resource-center/global-membership-approach/region-zone-chairperson
https://www.lionsclubs.org/zh-hans/resources-for-members/resource-center/zone-and-region-awar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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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区主席研讨会– 这个由讲师指导的研讨会旨在让分区和专区主席对他们的角色和职责有基

本的了解，制定有意义的分区目标、评估分会的健康状况、并使用 5 个「为什么」方法来解决

分区内的问题。  该研讨会也包括了一份分区主席研讨会虚拟传授要诀单，以便可以将研讨会

从讲师引导的传授调整为虚拟方式的传授。  
 
区协调员   

 
全球行动团队协调员作为一个团队来制定和实现区的各项目标，创造协同效应和新的机会，让分会

领导、成长和服务。   
 
以下是各项职务说明的链接。  其他辅助材料可在 全球行动团队 网页上找到。  
 
• 全球领导开发团队区协调员 - 该协调员任期一年，并根据区宪章和附则指派/挑选。   

 
• 全球会员发展团队区协调员 - 该协调员任期一年，并根据区宪章和附则指派/挑选。   

 
• 全球服务团队区协调员 – 此协调员任期一年，根据区宪章及附则来任命/选出。   

 
• 全球新会扩展团队区协调员 - 该协调员任期一年，并根据区宪章及附则指派/选出。   

 
区 LCIF 协调员 –通过 LCIF 指派的协调员有助于创建更强大的 LCIF，使基金会能够在全球范围内推进

其人道主义工作。  
 

区委员会主席   
 
国际狮子会官方认定 14 个委员会。  使用 MyLCI 或 可书写的 PDF 表格向总部报告各委员会主席。  
除非另定，任期均为一年。   
 
• 年会  - 年会主席与总监合作为全区狮友举行成功的区年会。 

 
• 儿童癌症 –这位狮友提高了狮友和青少狮对儿童癌症的认识，并教育狮友和青少狮，并确定

了可行的服务机会，使病童家庭受益，并支持现有的医疗服务。 
 
• 糖尿病 - 该狮友负责组织区内对抗社区糖尿病的有效服务方案。 

 
• 环境 - 狮子会提供分会组织其区环境服务方案。  

 
• 荣誉委员会该网页支持前总监继续参与支持区内分会促进整个区的和谐。  

 
• 饥饿 - 这个狮友提供分会所需的帮助组织其区饥饿服务方案。  

 

https://lionsclubs.org/zh-hans/resources-for-members/resource-center/zone-chairperson-training-materials
https://www.lionsclubs.org/zh-hans/resources-for-members/resource-center/global-action-team-resources
https://www.lionsclubs.org/resources/79877860
https://www.lionsclubs.org/resources/94598082
https://www.lionsclubs.org/resources/94590974
https://www.lionsclubs.org/resources/134671172
https://www.lionsclubs.org/resources/79878988
https://myapps.lionsclubs.org/?
https://www.lionsclubs.org/resources/79878087
https://lionsclubs.org/zh-hans/resources-for-members/resource-center/plan-a-district-convention
https://lionsclubs.org/zh-hans/resources-for-members/resource-center/info-for-childhood-cancer-chairperson
https://lionsclubs.org/zh-hans/resources-for-members/resource-center/info-for-childhood-cancer-chairperson
https://lionsclubs.org/zh-hans/resources-for-members/resource-center/info-for-environment-chairperson
https://lionsclubs.org/zh-hans/resources-for-members/resource-center/past-district-governors
https://lionsclubs.org/zh-hans/resources-for-members/resource-center/past-district-govern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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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训科技 - 该主席协助区和分会领导使用社交媒体、电子区会所及电子分会会所等工具。  
 
• 青少狮会 -青少狮会主席有助于其区宣传、发展和持续支持青少狮会的成功。  任期可为一年或

三年。  
 

• 青少狮和青狮狮友联系员 – 帮助将年轻的声音和观点带到区级，并建立青少狮和狮友间更紧

密的联系。    
 

• 营销主席–网页包含基本小册子到社交媒体。  
 
• 和平海报比赛主席 – 该主席协助总监举办区的和平海报比赛。  

 
• 视力 -该主席组织并激励狮友从事区内视力服务方案。 

 
• 青少年营及交换计划– 该主席负责监督青少年营和交换计划，并帮助不同国家的年轻人彼此

进行有意的接触，促进思想、习俗和文化观点的交流。  
 
• 狮子探索 -这是狮子会国际基金会提供的最全面的青少年活动。它给青少年提供积极生活的技

能。   
 

通过 LCI 分会 用品订购用品    
 
每年 7 月 1 日总监就有其区账户。  以下是 Lions Shop(狮子会商店）中最常购买物品的一些快速链

接： 
 
• 奖项和表扬 - 本节包含各种各样的产品，有助您表扬杰出的狮子会。  一些较受欢迎的区奖项

包括：  
• 区干部奖章 
• 区委员会主席之悬挂章 
• 总监奖奖章 
• 丝带和横条 

 
• 区干部名牌 - 区干部名牌提供给除总监或前总监以外的所有区干部使用。总会给下列干部及其

配偶只提供一次免费的名牌。  任何额外需要或更换名牌请务必直接向分会用品司订购。  
 

• 当选总监和同伴  
• 即将离任的总监和同伴 

 
• 区干部领章 – 提供给所有主要的区干部职位。  

 
• 前总监领章 – 除了标准的领章外，还有特殊物品可用于表彰前总监。  

https://lionsclubs.org/zh-hant/resources-for-members/resource-center/create-e-district-house
http://members.lionsclubs.org/TC/resources/communicate-your-activities/create-website-eclubhouse.php
https://lionsclubs.org/zh-hans/resources-for-members/resource-center/leo-club-chairpersons
https://cdn2.webdamdb.com/md_gL7c8MpPd32Az8GB.jpg.pdf?v=1
https://lionsclubs.org/zh-hans/resources-for-members/resource-center/club-marketing-communications-chairperson
https://www.lionsclubs.org/resources/79878683
https://www.lionsclubs.org/zh-hans/start-our-approach/youth/peace-poster
https://lionsclubs.org/zh-hans/resources-for-members/resource-center/info-for-vision-chairperson
https://www.lionsclubs.org/zh-hans/resources-for-members/resource-center/information-for-YCE-chairpersons
https://www.lionsclubs.org/zh-hans/start-our-approach/grant-types/lions-quest-grants
https://lionsclubsinternational.myshopify.com/
https://lionsclubsinternational.myshopify.com/collections/awards-recognition
https://lionsclubsinternational.myshopify.com/collections/medals/products/m1
https://lionsclubsinternational.myshopify.com/collections/medals/products/g4682
https://lionsclubsinternational.myshopify.com/collections/medals/products/g171
https://lionsclubsinternational.myshopify.com/collections/ribbons-bars
https://lionsclubsinternational.myshopify.com/collections/meeting-supplies/Name-Badges
https://lionsclubsinternational.myshopify.com/collections/pins/products/b14
https://lionsclubsinternational.myshopify.com/search?q=Past+District+Governor+Lapel+Ta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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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监布章 – 直径为 5 1/8 英寸的豪华徽章，用于总监的西装外套或其他服装上。 
 

• 区干部徽章 – 一个 5 又 1/8 英寸直径的豪华徽章，用于区干部的西装外套和其他服装。  
 

• 新会员入会仪式资料袋 - 该数据袋提供给加入现有分会的新会员。  每个总监在年度初会收到 
50 份。     
 
 在整年中如果需要额外的资料袋，您可以登录您的 Lion Account (狮子会账户)，通过  

Lions Shop（狮子会商店）订购数据袋。  请注意，如果您未登录，则无法将数据袋添

加到您的购物车。  
 新授证分会的新会员数据袋有不同处理方式，而无法通过分会用品。如有需要进一步

协助，请联系 newclubs@lionsclubs.org。  
 
• 和平海报资料袋 - 每年自 10 月 1 日到 1 月 15 日可购买该资料袋。 

 
• We Serve 收藏品 – 不要忘记经常来查看 We Serve（我们服务）系列新产品！ 

 
关于分会用品的问题，请发电子邮件 clubsupplies@lionsclubs.org 
 

拨款 
 
LCI 拨款 - 拨款可用于几项旨在提高会员数量、宣传分会活动和培养青少年领导力的国际总会活动计

划。    
 
• 新声音专题研讨会- 此专题研讨会是准确地指出需求和相关的服务机会之有用的工具，它们将

激发社区中所有年龄和背景的人们的兴趣。   
 
• 新声音研讨会 - 此研讨会汇集了一个多元化的狮友小群体，以探讨在世界上特定的地区，与招

募和保留各种文化种族、性别和年龄层的所有人士相关的因素。  
• 青少狮领导拨款 - 提供资金以援助有意组织青少狮领导会议的复合区、 副区、或单区。 

 
• 会员发展拨款 - 专注于开始新分会和会员成长的目标营销活动。 

 
• 营销拨款 – 此拨款旨在协助复合区或单区用于提高公众对狮子会和狮子会活动计划的了解。  

 
• 领导发展复合区拨款计划 -此拨款计划提供资金支持与第一和第二副总监在复合区/区级培训的

相关费用。  
 
• 领导发展的区拨款计划 – 该拨款计划提供资金支持与分区主席在复合区/区级培训的相关费

用。  
 

https://lionsclubsinternational.myshopify.com/products/a150dg
https://lionsclubsinternational.myshopify.com/products/a150
mailto:newclubs@lionsclubs.org
https://lionsclubsinternational.myshopify.com/collections/all/products/ppk1
https://lionsclubsinternational.myshopify.com/collections/we-serve
mailto:clubsupplies@lionsclubs.org
https://www.lionsclubs.org/resources/79879227
https://www.lionsclubs.org/resources/79879244
https://lionsclubs.org/zh-hans/start-our-approach/grant-types/leo-grants
https://www.lionsclubs.org/zh-hans/start-our-approach/grant-types/membership-development-grants
https://www.lionsclubs.org/zh-hans/start-our-approach/grant-types/marketing-grants
https://www.lionsclubs.org/zh-hans/start-our-approach/grant-types/leadership-development-grant-program
https://www.lionsclubs.org/zh-hans/start-our-approach/grant-types/leadership-development-grant-progr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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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领导发展学院拨款计划 - 此拨款计划给复合区、单区、临时区/专区/分区提供资金，以举办潜

能狮友领导学院 (ELLI)或地方狮子会领导学院 (RLLI)。  
 

LCIF 拨款  
 
LCIF 提供各种不同的拨款来支持狮友在当地社区和全世界提供服务。数十年来，LCIF 为狮子会在视

力、灾难援助、青少年及人道主义等重点领域的志业做出了贡献。请查阅 LCIF 拨款工具袋 取得更多

信息。  
 
时间管理 - 规划你的年度日程  

 
一旦担任总监，您将发现日常时间表会迅速填满。  如果您能从定出时间参与各项您的职务要求的会

议和活动来开始制定您的日历，您将可以更轻松地确定您可能未曾预料到的其他活动的优先级。  通
过对需要参加或领导的活动进行优先级安排来开始您的总体计划，并为需要大量时间和旅行投入的

那些活动安排适当的时间。  
国际活动  
 
• 国际狮子会活动日历 - 国际总部日历包含即将举行的活动，与重要的奖项申请的截止日期，并

附上全球服务倡议的数据。 
 
• 国际年会 - LCICON 该网页涵盖了参与国际狮子会此重要国际活动的一切数据，提供了一站式服

务，其中包括网上报名、场地、年会活动和周边旅游。   
 
全区的活动 - 您直接负责主持或积极参与这些活动。  
 
• 本年度每个季度举行的区内阁会议。   

 
• 区年会- 每个区必须按国际宪章及附则每年举行一次区年会。    

 
• 总监议会会议 - 您的总监议会 – 它描述了复合区的活动和您的角色。  

 
分会访问 - 您可对区内每个分会进行年度访问，以支持分会的健康、引导开放的沟通并宣传各项活

动。   请访问「让您的分会访问算数！」 网页了解更多。  
 
 
 
 
 
 
 
 
 

https://lionsclubs.org/zh-hans/resources-for-members/leadership-development/institute-grant-program
https://www.lionsclubs.org/zh-hans/lcif-grants-toolkit
https://lionsclubs.org/zh-hans/resources-for-members/lions-events-calendar
https://lcicon.lionsclubs.org/zh-hans/
https://www.lionsclubs.org/resources/79877598
https://www.lionsclubs.org/zh-hans/resources-for-members/resource-center/club-visi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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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机会或活动 - 您将在为分会干部和区领导人提供培训机会上发挥重要作用。若对以下事项需要

有近一步疑问或需要协助，请与您的地方全球行动团队─GLT 协调员联系。  
 
• 分会干部的讲习 – 狮子会学习中心(LLC)提供了用于个人自修的培训工具。  

 
• 分区主席研讨会 –  这个由讲师指导的研讨会旨在让分区和专区主席对他们的角色和职责有基

本的了解，制定有意义的分区目标、评估分会的健康状况、并使用 5 个「为什么」方法来解决

分区内的问题。  该研讨会也包括了一份虚拟进行分区主席研讨会的要诀单，以便可以将研讨

会从讲师引导的传授调整为虚拟方式的传授。  
 

• 第二副总监的培训 – 该培训结合了狮子会学习中心（LLC）提供的网上作业以及讲师指导的研

讨会，以强调其角色和责任，及成功担任该职位所需的技能。  
 
• 狮子会指导计划-本计划提供个人发展机会，帮助会员认识自己具有潜在的独特技能和知识。 

 
• 资深狮友领导学院 (ALLI) – 本学院为希望在分会外担任领导职务的狮友培养宝贵的 LCI/LCIF 技

能和知识。  
 

• 讲师发展学院(FDI) – 本学院为希望在地方领导和培训他人的狮友提供基本的培训传授技能。  
其中包括在课堂环境中练习引导的机会。    
 

• 狮子会认证讲师活动 (LCIP) – 此计划是作为狮友能够申请成为认证讲师的途径，以及通过专业

发展来维持认证。获得认证的狮友有资格在地方核准的学院担任讲师。国际狮子会的培训学院

*、第一副总监/当选总监研习会和其他培训相关的活动。  LCIP 培训为合格的狮友提供有关 LCI
引导方法的知识，以及通过评估以获得认证的机会。  认证要求狮友成功引导 60 分钟的培训课

程。  认证狮友必须通过每四年完成所需的网上专业发展课程来重新认证，以维持其 LCIP 认

证。*候选人必须能以英文沟通，才能被考虑成为国际狮子会培训学院的讲师。 
 
• 潜能狮友领导学院 (ELLI) –本学院由地方学院计划提供 并让狮友为分会级的领导职位做好准

备。  复合区、单区和未定区的临时区/专区/分区可通过 领导发展学院拨款计划来申请财务支

持。  
 
• 地方狮子会领导学院(RLLI) - 本学院由地方学院计划提供，让狮友为担任各级的领导职务做好准

备。  该教程可加以客制化修改，以适应每个地区的培训和发展需求。  复合区、单区和未定区

的临时区/专区/分区可通过 领导发展学院拨款计划来申请财务支持。  
 
 
 
 
 
 

https://myapps.lionsclubs.org/?
https://lionsclubs.org/zh-hans/resources-for-members/resource-center/zone-chairperson-training-materials
https://www.lionsclubs.org/zh-hans/resources-for-members/resource-center/second-vice-district-governor-training
https://lionsclubs.org/zh-hans/resources-for-members/resource-center/mentoring-program
https://lionsclubs.org/zh-hans/resources-for-members/resource-center/advanced-lions-leadership-institute
https://lionsclubs.org/zh-hans/resources-for-members/faculty-development-institute
https://lionsclubs.org/zh-hans/resources-for-members/resource-center/lions-certified-instructor-program
https://lionsclubs.org/zh-hans/resources-for-members/resource-center/emerging-lions-leadership-institute
https://www.lionsclubs.org/zh-hans/resources-for-members/leadership-development/institute-grant-program
https://www.lionsclubs.org/zh-hans/resources-for-members/resource-center/rlli-curriculum
https://www.lionsclubs.org/zh-hans/resources-for-members/leadership-development/institute-grant-program


 

 
   
          回到目录  District E-Book |12 

• 地方学院计划 - 本计划为当地的领导人提供管理和定制在区、复合区或未定区地区的培训之选

择，藉此增强领导发展国际学院计划。  可对以下学院提出申请：地方狮子会领导学院(RLLI)、
潜能狮友领导学院(ELLI)、资深狮友领导学院(ALLI)或讲师发展学院(FDI)。  如需更多信息，请联

系︰institutes@lionsclubs.org  
  

狮子会学习中心 (LLC)，利用您的 Lion Account(狮子会帐户)信息登入， 为所有狮友及青少狮提供机

会，通过网上的互动课程，学习和强化其狮子会基本知识与领导技能。 
 
全宪章区的活动 - 宪章区年会  - 宪章区内的所有狮友都受邀出席该宪章区的年会。 
 

区年会、选举和空缺填补部份 
 

区年会 
 
• 如何规划区年会–此网页包含有关成功举行区或复合区年会的关键组成部份的指南。 

 
• 申请演讲嘉宾  –可使用此网上表格来申请国际演讲嘉宾。 

 
区选举 

 
• 区选举程序     向区提供关于举行区年会和选举的政策及规定方面的指导。  

 
• 区年会报告 - 使用此可书写表格确认选举结果 。  

 
• 国际干部及副总监选举的抗议程序 - 提供了听取有关总监/第一及第二副总监选举违规行为的

宪章抗议程序。 
 

填补空缺   
 
• 总监 - 如需填补总监职位出缺，请参阅《标准版区宪章及附则》的附录 B，及《推荐狮友担任

总监职位之特别会议的议事规则》。 
 
• 第一或第二副总监-如需填补第一或第二副总监职位出缺，请参阅《标准版区宪章及附则》的

附录 C，《推荐狮友担任第一及第二副总监职位之特别会议的议事规则》。 
 
• 标准版之最高权力-参阅《国际理事会政策手册》第七章第 1 页中的《标准版区宪章及附

则》。   
 

关于 LCI 的报告及从 LCI 获得的支持 - 如果您有关于贵区的选举或填补空缺的问题或疑虑，请发电子

邮件至 pacificasian@lionsclubs.org.  
 

mailto:institutes@lionsclubs.org
https://myapps.lionsclubs.org/?
https://lionsclubs.org/zh-hans/resources-for-members/forums
https://www.lionsclubs.org/zh-hans/resources-for-members/resource-center/plan-a-district-convention
https://members.lionsclubs.org/SC/resources/speaker-request-form.php
https://www.lionsclubs.org/resources/79878486
https://www.lionsclubs.org/resources/79878626
https://www.lionsclubs.org/resources/79878239
https://www.lionsclubs.org/resources/79878270
https://www.lionsclubs.org/resources/79878270
https://www.lionsclubs.org/sites/default/files/Board-Policy-Manual/Chapter_7_zh-hans.pdf
mailto:pacificasian@lionsclubs.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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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会访问 
 

为分会访问做准备 - 以下是深入了解分会健康之关键指标的报告。请访问「让您的分会访问算

数！」 网页了解更多。  
 
• 团队分会访问的方法-总监团队的三个成员可分享分会访问提供区和分会领导许多正面效益。 

  
• 分会健康评估  - 关键的月度报告给分会快速分析区内所有分会关键实力的指标。 

 
• 分会成绩报告 – 此报告可在 MyLCI 上找到，为您进行分会访问提供有用的概述。  当中展示了

会员发展、奖项、干部、服务方案和 LCIF 捐款等信息。  
 
• 总监总结报告-此报告有助于总监追踪分会的 LCI 过期欠款。 

 
• 分会账户账单/会费 - 总监登入 MyLCI 后，可到 「我的狮子分会/账单/会费」栏目下，迅速看到

每个分会账户的余额。  若对账单有进一步的问题，请联系会费账单部门 
membershipbilling@lionsclubs.org。  

 
• 干部就任仪式– 此仪式包含了给年度新分会干部就任活动的一个正式和非正式的讲稿。 

 
分会访问时应携带项目 

 
• 新会员入会仪式 - 分会认为区干部能够为新会员举行入会是一种荣誉。 

 
• 新会员资料袋 -资料袋的会员证书、会员卡、徽章有助于新会员感到荣耀。   

 
分会支持 

 
分会蜕变活动资源  
 

• 标准分会结构 – 此组织结构表显示了给分会领导层的建议性结构，包括理事会、干部和主席

的架构。   
 
• 分会优质倡议 - 分会优质倡议是个有趣、互动的过程。它让会员一起查看分会今天的情况如

何，明天又将会变成什么样。 
 
• 你的分会，你的方式！ - 这资源提供分会可以客制化会议的构想，使会员有愉快的会员体验。  

 
• 为贵分会的成功制定计划（全球会员发展措施）网页– – 该网页旨在帮助分会吸引新会员、

克服挑战，并制定新的目标和策略。  分会可使用此筹划指南和 PPT  简报，来发掘贵分会的优

https://www.lionsclubs.org/zh-hans/resources-for-members/resource-center/club-visitation
https://www.lionsclubs.org/resources/79877548
http://www8.lionsclubs.org/reports/ClubHealthAssessment/
https://www.lionsclubs.org/resources/79878163
https://myapps.lionsclubs.org/?
mailto:membershipbilling@lionsclubs.org
https://www.lionsclubs.org/resources/92147746
https://www.lionsclubs.org/resources/79879190
https://lionsclubsinternational.myshopify.com/products/nm10p
https://www.lionsclubs.org/resources/79877291
https://www.lionsclubs.org/resources/79878001
https://www.lionsclubs.org/resources/79877738
https://www.lionsclubs.org/zh-hans/resources-for-members/resource-center/global-membership-approach/region-zone-chairperson/plan-for-your-clubs-success
https://www.lionsclubs.org/resources/118940602
https://www.lionsclubs.org/resources/1189408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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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可改进的方式，及有助他们成长和茁壮的新机会！  计划表格帮助拟定一个远景、评估分

会的需求，并为成功的实施制定计划。   
 

• 改进分会质量材料订购单 –需上面所列资源者和认证导狮，请使用此表格索取材料。   
 
加强困境分会资源  

 
• 重建、重组分会  - 复合区层次支持帮助强化弱会和重组取消或置于不正常分会。  

 
• 分会重建：分会重建通过取消对访问的限制，让总监有更多的精力重点向较弱的分会提供支

持。  分会重建的重点是重建、招募新会员、培训干部和提供有意义的社区服务。需要协助的

分会，请填写分会重建申请 ，并取得适当的签名。  
 

• 建议不正常分会表格 - 本表格用于建议将分会因未能履行任何分会的义务，而列为不正常分

会。  参阅《理事会政策手册》第五章。 
 
• 分会重组报告 –不正常分会或已撤销授证分会再恢复为成正常分会后(12 个月内) 填写本表

格。 
• 财政停权政策 -这是特别与未付国际会费有关的不正常分会。   

 
• 保护型 - 参阅《理事会政策手册》第五章 F 段，总监对于政治动乱下或天灾严重区域的分会，

可请求列入。  
 

• 导狮及认证导狮活动 - 该活动旨在支持新分会的成功，但也可支持老分会重振及重聚其分会焦

点。  
 
有关 LCI 的报告和 LCI 提供的支持 - 如果您对贵区的分会有任何问题或疑虑，请寄送电邮至 
pacificasian@lionsclubs.org。  
 

分会表扬/奖项  
 
• 分会杰出奖-区内分会在社区服务、会员成长、沟通、组织管理有杰出表现就有资格获得此

奖。 
 
• 青少狮奖和表扬 - 国际狮子会提供各种奖项表扬活跃于青少狮会活动的青少狮及狮友。有 20

多种奖活动表扬他们的成就。 
 
 
 
 

https://www.lionsclubs.org/resources/119266826
https://lionsclubs.org/zh-hans/resources-for-members/resource-center/rebuilding-reactivation-priority-clubs
https://www.lionsclubs.org/resources/109063437
https://www.lionsclubs.org/resources/79877964
https://www.lionsclubs.org/resources/79883084
https://www.lionsclubs.org/resources/79878687
https://www.lionsclubs.org/sites/default/files/Board-Policy-Manual/Chapter_5_zh-hans.pdf
https://www.lionsclubs.org/zh-hant/resources-for-members/resource-center/guiding-lion-program
mailto:pacificasian@lionsclubs.org
https://www.lionsclubs.org/zh-hans/resources-for-members/resource-center/club-excellence-awards
https://lionsclubs.org/zh-hans/resources-for-members/resource-center/leo-awards-and-recogni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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倡导分会间之和谐  
 

预防和解决纠纷  
 
狮子会解决纠纷程序 (DRP) 之目的是在狮子会组织内，提供一解决纠纷之机制，而不须要正式的证

据听证会。  为达到此目标，国际理事会通过因国际宪章暨附则，国际理事会政策或由分会或区 
(单、副、复合区) 层面所产生的抗议、纠纷或控告的听证之程序规则。  所有会员之抗议、纠纷或控

告有义务遵守国际宪章暨附则，以及国际理事会所通过之政策和程序。  因此国际理事会已核准分会

解决纠纷程序、区解决纠纷程序、复合区解决纠纷程序作为解决分会、区、复合区层级可接受的狮

子会 DRP 政策。  
 
• 纠纷解决纲领 -该纲领旨在协助狮子会员、分会及区 (单、副、复合区)经依照分会、区、复合

区解决纠纷程序之后，无法由非正式方法解决之冲突。  这些纲要是国际理事会所核准政策之

补充，不能取代国际理事会所核准之政策。 
 
• 分会纠纷解决程序 - 该程序专为解决分会内部纠纷的问题。 

 
• 区纠纷的解决程序 - 这个程序是专为解决任何分会之间，或者区与分会间因区宪章与附则、政

策之解释所产生行政事务的纠纷。 
 
• 复合区解决纠纷程序 - 本文件旨在解决 复合区内任何分会或副区，或副区与复合区行政之间所

产生的任何其他事务之纠纷。 
 
• 总监/副总监选举抗议程序 - 此文件包含审理有关总监、第一及第二副总监选举违规行为的宪

章抗议审理程序规则。 
 

总监预算和旅费报销 
 
依理事会政策规定总监可报销区履行行政和活动的费用。   
 
总监费用报销政策 - 理事会政策手册，第九章 B.节 这里定义了可报销的活动、活动的报销代码，及

允许报销的履行区之行政管理任务之相关差旅费的最大金额。   
 
• 总监旅费申报 Excel 表格  - 此表格可在网上填妥，并储存到您的硬盘中。   本表格可自动计

算，并可简单的转换货币。   
 
• 总监旅费报销申请表格说明指示 – 提供如何完成报销申请表格之细节。  

 
• 总监可报销/不可报销之费用 – 描述哪些活动可报销而哪些不可报销。  

 

https://www.lionsclubs.org/resources/79878029
https://www.lionsclubs.org/resources/79877926
https://www.lionsclubs.org/resources/79878274
https://www.lionsclubs.org/resources/79879183
https://www.lionsclubs.org/resources/79878239
https://lionsclubs.org/zh-hans/resources-for-members/resource-center/board-policy-manual
https://www.lionsclubs.org/resources/79879070
https://www.lionsclubs.org/resources/98436410
https://www.lionsclubs.org/resources/104326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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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费用报销的培训 – 这是一个在狮子会学习中心提供的三个单元的培训课程。通过使用您的 
Lion Account(狮子会账户)进入，使提交旅行费用报销的过程更容易。   
 

会员发展  
 
会员发展司开发各种策略来鼓励区和未定区的地区发展新会、招募会员加入现有的分会，及提高所

有会员的满意度。  
 
该司通过制定活动计划、通过各种渠道推广新的和现有的行动倡议、提供培训、开发和推广各项工

具和资源以支持会员发展，并通过奖励计划激励会员发展来实现这一目标。  
 
该司的优先工作是新会发展、为分会更适宜全家参与提供支持、使分会在虚拟世界中活跃起来、在

分会级做好会员保留、支持狮友为青少是提供更好的体验、建立青少狮运动、鼓励从青少狮转成狮

子会员。  
 

会员发展之国际理事会政策 
 
• 理事会政策手册第十章：  新会发展 
• 理事会政策手册第十七章：  会员发展 

 
新分会发展 

 
• 创建新分会 – 该网页重点介绍了旨在满足会员需求的各种不同类型的分会。 

 
 传统分会– 这种分会形态让我们有更大的弹性可接触一群新团体，服务各种社区。 
 
 特殊兴趣分会 – 旨在让有共同兴趣或爱好的会员创建其分会，以便在更深层次上相互

联系。例如，他们可能有相同的嗜好、职业、文化、共同理想或生活经验。 
 

 青狮狮友分会 – 此类分会提供简易的转换程序，让未满 30 岁的合资格青少狮与同侪

免缴授证费/入会费，仅需提交一半的国际会费。  
 

 校园分会 –校园分会可以在联系学生、教职员工和商业领导的同时，对您当地的校园

社区和世界各地的社区产生影响。 
 

 虚拟分会 – 虚拟分会利用网上平台进行分会业务及协调现场服务。  
 

 分会支部 – 分会支部可让至少由 5 人组成的小组在狮子分会内成立自主小组，并早日

开始改善其社区。 
 
 青少狮会–引导下一代人进入狮子会所提供的服务。  

https://myapps.lionsclubs.org/?
https://lionsclubs.org/sites/default/files/Board-Policy-Manual/Chapter_10_zh-hans.pdf
https://lionsclubs.org/sites/default/files/Board-Policy-Manual/Chapter_10_zh-hans.pdf
https://lionsclubs.org/sites/default/files/Board-Policy-Manual/Chapter_17_zh-hans.pdf
https://lionsclubs.org/sites/default/files/Board-Policy-Manual/Chapter_17_zh-hans.pdf
https://lionsclubs.org/zh-hans/resources-for-members/resource-center/start-a-new-club
https://lionsclubs.org/zh-hans/resources-for-members/resource-center/traditional-lions-club
https://www.lionsclubs.org/zh-hans/resources-for-members/resource-center/specialty-clubs-program
https://www.lionsclubs.org/zh-hans/resources-for-members/resource-center/leo-lion-program
http://www.lionsclubs.org/resources/TC/pdfs/ll1.pdf
https://lionsclubs.org/zh-hans/resources-for-members/resource-center/campus-lions-club
https://lionsclubs.org/zh-hans/resources-for-members/resource-center/virtual-clubs
https://lionsclubs.org/zh-hans/resources-for-members/resource-center/club-branch
https://lionsclubs.org/zh-hans/discover-our-clubs/about-le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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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分会发展指南 –本指南可帮助您完成开拓新会的流程。   
 
• 新会发展研讨会 – 总监团队或区全球会员发展团队（GMT）可以提交请求，让新会发展顾问

来他们区培训和协助组建新分会（只适用于第一、第二和第三宪章区及 201 和 202 复合区）。 
 

• 特殊兴趣分会研讨会 — 区及复合区团队可以举办研讨会，讨论如何在他们的社区中成立特殊

兴趣分会。  详情请洽  membership@lionsclubs.org。  
 

• 特殊兴趣分会计划的协调员 – 这些狮友由其总监指派，领导他们区内特殊兴趣分会的创立。  
他们如果完成了两个或三个分会的发展计划，就有资格获得与创新会相关的费用报销。  
 

会员类别和活动  
 
会员类别 -国际狮子会提供若干会员类别以适应未来会员的需要，这些会员可能无法履行积极会员的

义务。除常规会员外，LCI 还提供特别活动。请访问 邀请会员 网页以获得更多信息。   
 
国际会费 - 已通过的会费调整将于 2023 年 7 月 1 日生效。  2023-2024 狮子年度的会费将增加到每年

46 美元。  要了解更多有关最新的会费计费信息和查看新会员的折扣计费，请看 新会员会费计费和

费用 图表。  
 
 

新会员 
 
• 分会会员发展主席 – 本指南说明该主席的职责、提供提示和介绍可用资源，以协助分会增长

会员。 
 
• 新会员申请表 – 这份可改写的 PDF 文件是分会秘书的好工具，方便其随时以电子邮件寄送给

准会员。  
 
• 新会员资料袋 –该数据袋提供给加入现有分会的新会员。  每个总监在年度开始将获得 50 

份。  新授证分会的新会员数据袋无法从分会用品部门获得。 
 
• 新会员讲习  – 此网页包含举行 新会员讲习的资料。 

 
• 狮子会全球入会日– 这是一项全球性欢迎新会员的活动。该活动为狮子会提供促进会员增长

和提高公众对本组织认识的机会。  
 
 
 
 
 

https://www.lionsclubs.org/resources/79878253
https://lionsclubs.org/zh-hans/resources-for-members/resource-center/new-club-development-workshop
mailto:membership@lionsclubs.org
https://www.lionsclubs.org/resources/79878430
https://lionsclubs.org/zh-hans/resources-for-members/resource-center/invite-members
https://www.lionsclubs.org/resources/79878474
https://www.lionsclubs.org/zh-hans/resources-for-members/resource-center/club-membership-chairperson
https://www.lionsclubs.org/resources/79878459
https://lionsclubsinternational.myshopify.com/products/nm10p
https://www.lionsclubs.org/zh-hans/resources-for-members/resource-center/member-orientation
https://lionsclubs.org/zh-hans/resources-for-members/resource-center/worldwide-induction-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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拨款和研讨会  
 
• 会员发展拨款 –可以通过竞争获得会员发展拨款，以帮助区占领这些新市场并测试新的营销

策略，特别是在会员人数不断减少的情况下。 
 

服务承诺  
 
国际狮子会的使命是通过增强志愿者的能力，服务社区、满足人道主义需求、鼓励和平，并促进国

际之理解。  国际狮子会致力于通过发展和支持各项策略，及综合的、可衡量的服务机会，团结狮友

和青少狮应对紧迫的全球挑战。  
 
 

全球志业 
 
过去 100 年里，狮友和青少狮的善举在不断增长并跨越国界、海洋，和大陆。  有了超过 140 万名会

员，我们现在有机会真正地改变我们的世界。  这就是我们将全球服务整合到五个需求领域的原因。  
这些全球志业代表着重要的人道主义挑战。我们相信是时候要迎接这些挑战了。  
 

 儿童癌症  
 糖尿病  
 环保  
 饥饿  
 视力  

 
服务旅程 

 
服务旅程带领我们好好生活，好好服务。  去实现真正的让人看得见摸得着的改变。  它包括四个简

单的阶段：学习、发现、行动和庆祝  我们很喜欢这些词，因为它们不仅停留在组织的公式上。  它
们没有国界。  它们是狮友和青少狮的本质。  如果过去的 100 年让我们学到了什么，那就是我们一

边服务，一边成长。  而且我们从不停下脚步。  服务是我们的旅程。  我们一起来探索吧。   
 

服务工具袋 
 
有服务热情，但不确定从何开始？  寻找新的洞见来激励您的分会？服务工具袋 提供旨在帮助狮友评

估、定位，和激励其分会获得更大影响力的资源。  
 

 分会蜕变活动  
 分会和社区需求之评估 
 发展地方伙伴关系  
 募款活动指南 

 

https://lionsclubs.org/zh-hans/start-our-approach/grant-types/membership-development-grants
https://lionsclubs.org/zh-hans/start-our-global-causes/childhood-cancer
https://lionsclubs.org/zh-hans/start-our-global-causes/diabetes
https://lionsclubs.org/zh-hans/start-our-global-causes/environment
https://lionsclubs.org/zh-hans/start-our-global-causes/hunger
https://lionsclubs.org/zh-hans/start-our-global-causes/vision
https://lionsclubs.org/zh-hans/start-our-approach/service-journey
https://lionsclubs.org/zh-hans/start-our-approach/service-journey/service-toolkit
https://www.lionsclubs.org/resources/79878001
https://www.lionsclubs.org/resources/81796174
https://www.lionsclubs.org/resources/81794014
https://www.lionsclubs.org/resources/801210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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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启动平台  
 
开始倒数进入服务！此 互动工具 将为您提供随时可用的计划资源，有助您提供您所关心的志业的服

务工作。   
 

服务活动 
 
国际狮子会致力于通过发展和支持各项策略，及综合的、可衡量的服务机会，团结狮友和青少狮应

对紧迫的全球挑战。  
 

 二型糖尿病的筛检 
 糖尿病意识宣传健走活动 
 糖尿病育乐营 
 糖尿病同侪支持团体 
 狮子会眼库 
 视力筛检 
 眼镜回收 
 青少年营及交换  

 
儿童癌症、环保和救济饥饿的活动计划即将推出！ 
 

服务方案计划书和服务方案构思 
 
服务方案计划书  收集了可下载的工具，专为准备好在社区中开始我们的全球志业的分会而设计。   
 
除了 LCI 的服务计划和方案计划书以外，分会还有许多能为我们全球志业服务的方式。以下的链接

前往初、中和高级的方案构想，以及开始了解每个志业的方式。  
 
• 儿童癌症 
• 糖尿病  
• 环保  
• 饥饿  
• 视力  

 
 
 
 
 
 
 
 

https://lionsclubs.org/zh-hans/start-our-approach/service-launchpad
https://lionsclubs.org/zh-hans/start-our-global-causes/diabetes/world-diabetes-day#project
https://lionsclubs.org/zh-hans/start-our-global-causes/diabetes/strides
https://lionsclubs.org/zh-hans/start-our-global-causes/diabetes/diabetes-camps-program
https://lionsclubs.org/zh-hans/start-our-global-causes/diabetes/diabetes-peer-support-groups
https://lionsclubs.org/zh-hans/resources-for-members/resource-center/lions-eye-banks
https://lionsclubs.org/zh-hans/resources-for-members/resource-center/vision-screening
https://lionsclubs.org/zh-hant/resources-for-members/resource-center/recycle-eyeglasses
https://lionsclubs.org/zh-hant/resources-for-members/resource-center/recycle-eyeglasses
https://lionsclubs.org/zh-hans/start-our-approach/service-journey/service-project-planners
https://lionsclubs.org/zh-hans/start-our-global-causes/childhood-cancer
https://lionsclubs.org/zh-hans/start-our-global-causes/diabetes
https://lionsclubs.org/zh-hant/start-our-global-causes/environment
https://lionsclubs.org/zh-hans/start-our-global-causes/hunger
https://lionsclubs.org/zh-hans/start-our-global-causes/vi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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倡导  
 
狮友和青少狮倾听其社区的需求，并用他们的声音代表他们所服务的人。  全球的分会通过社区意

识宣教、立法和公共政策、活动及合作关系等来参与倡导。  身为社区的领导人，狮友和青少狮能

提高公众对他们关心的志业的意识，为社区成员提供重要问题的教育，并创造积极的改变。   造
访 工具袋 查阅：  
 

• 什么是倡导？  
• 狮子会的倡导策略和计划 
• 针对特定国家的倡导资源 
• 国际狮子会与联合国的关系 
• 狮子会倡导的历史 
• 倡导活动日历 
• 庆祝和分享 

 
服务报告 
 
为了有效地讲述我们的故事、衡量我们的影响力和增长会员数量，所有分会都提交服务报告是非

常重要的。  我们作为狮友和青少狮参与的无论大小的方案，在我们的社区和全球服务的旅程中都

是宝贵的。   
 
请访问服务报告 网页 ，查阅：  
 

• 谁可以在 MyLion 上报告服务活动。 
• 如何在 MyLion 上报告服务。 
• 疑问解答，及哪里可以寻求帮助。 
• 报告服务的好处。 
• 如何衡量您的服务影响力。 
• 给报告服务的分会的奖项。 

  
服务奖  
「慈善为本」服务奖 -  这个荣誉奖项每年颁发给少数的狮子会和青少狮会，以表扬他们在我们的

全球志业领域之一执行了杰出的服务方案。「慈善为本」服务奖是在分会级提名。此奖项是以在

社区中留下正面的影响为目的， 挑战狮子会和青少狮会制定格外具有创新性和创意性的服务方

案。  
 
造访该 网页 了解奖励标准、如何提名，以及提名时间表。 
 
 
 

https://lionsclubs.org/zh-hans/start-our-approach/lions-advocacy-toolkit
https://www.lionsclubs.org/zh-hans/start-our-approach/lions-advocacy-toolkit
https://www.lionsclubs.org/zh-hans/service-reporting
https://www.lionsclubs.org/zh-hans/kindness-matters-service-aw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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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销   
 

• 品牌指南和标志 – 狮子会标志可供下载和复制。下载前，请先检阅本组织的使用管理方针。 
 

•   营销主席网页 – 学习营销的基础知识，为什么它对贵区的分会很重要，以及如何在一个地方

创建有影响力的营销活动。您还将了解在分会和区级指派营销主席的重要性。  
 

• Lions International 营销奖– 这个令人兴奋的奖项是分会通过其创新和激发灵感的营销活动获得

表扬的最佳方式。  了解更多信息，并查看分会提出申请有什么要求。  
 

• 区电子会所 —  这就是您所要的免费又简单地建立贵区或复合区网站的方法！ 
 
• 分会电子会所 – 这就是您所要的免费又简单建立贵分会网站的方法！ 

 
• 青少狮会电子会所 – 这就是您所要的免费又简单建立青少狮会网站的方法! 

 
• 国际和平论文比赛 –这个论文比赛的目的是让视障的年轻人有机会表达他们对和平的感受。 

 
• 狮子杂志 –此网页包含数字版的狮子杂志，以及有关此刊物的重要信息。 

 
• 狮子会新闻中心 –此在线新闻编辑室通过提供全面的公关和宣传材料（例如媒体发布模板、

媒体工具包、公共服务公告等）来帮助您分享好消息。   
 

• 和平海报比赛 – 这个为孩子举办的艺术比赛鼓励全球青少年展现他们对和平的愿景。35 年

来，近 100 个国家数以百万的儿童参加了这项比赛。 
 
• 社交媒体 – 请访问我们的社交媒体中心，取得可下载或客制化的社交媒体图像，查看教学影

片、博客文章，及随时准备提供帮助的全球狮友和青少狮社群。  
 
• 狮子会博客–我们的博客展示了我们全球服务核心的新闻和故事。  

 
 
资源和参考 

 
管理文件  
 

• 国际宪章及附则 – 这是本组织的治理文件。 
 
• 标准版复合区宪章及附则 – 此 pdf 文件也有 Word 文檔 提供。它作为一个模版，让复合区议

会可以自行更新其管理文件。 
 

https://www.lionsclubs.org/zh-hans/resources-for-members/brand-guidelines
https://www.lionsclubs.org/zh-hans/resources-for-members/resource-center/club-marketing-communications-chairperson
https://www.lionsclubs.org/zh-hans/resources-for-members/resource-center/club-marketing-communications-chairperson/marketing-award
https://www.lionsclubs.org/zh-hans/resources-for-members/resource-center/create-e-district-house
https://www.lionsclubs.org/zh-hans/resources-for-members/resource-center/create-e-clubhouse
https://www.lionsclubs.org/zh-hans/resources-for-members/resource-center/create-e-leoclubhouse
https://www.lionsclubs.org/zh-hans/start-our-approach/youth/peace-essay
https://www.lionsclubs.org/zh-hans/footer/lion-magazine
https://www.lionsclubs.org/zh-hans/footer/lions-press-center
https://www.lionsclubs.org/zh-hans/start-our-approach/youth/peace-poster
https://lionsclubs.org/zh-hans/resources-for-members/resource-center/lions-and-social-media
https://www.lionsclubs.org/zh-hans/blog
https://www.lionsclubs.org/resources/79878352
https://www.lionsclubs.org/resources/79878388
https://www.lionsclubs.org/resources/79877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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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标准版区宪章及附则 - 此 pdf 文件也可以 Word 文檔提供，作为一个模版，让区内阁可以自行

更新其管理文件。 
 
• 标准版分会宪章及附则 - 此 pdf 文件也可提供 Word 文檔 ，作为一个模版，让分会可以自行更

新其治理文件。 
 
• 国际理事会政策手册 –此登录页面为每章提供超链接，分别包含您经常引用和遵守的重要政

策。 
 
• 执行摘要 –在国际理事会每次会议之后查阅可能影响区或分会运作的政策更新。  在「资源中

心」搜索「执行摘要」。  
 

分会干部电子书  
 

• 总监议会议长 电子书 –这本电子书提供了有用的信息，指导总监议会议长度过他们一年的任

期，并提供了有助成功的资源和工具的链接。  
 
• 内阁秘书兼财务长 电子书 – 这本电子书提供有用的信息，指导内阁秘书和财务长度过他们的

一年任期，并提供了有助成功的资源和工具的链接。    
 
• 分区和专区主席电子书– 是指导分区和专区主席在整年当中支持他们各分区的分会的有用指

南。 它提供了快速获取资源、政策和工具的途径，包括《模范总监顾问委员会会议指南》，

以便在该区的这一关键职位上获得成功的一年。  

分会干部电子书   
• 分会会长/第一副会长电子书 
• 分会秘书电子书 
• 分会财务电子书 
• 分会会员发展主席电子书 
• 分会营销主席指南 
• 分会服务主席电子书 
• 分会 LCIF 协调员  

 
 
 
 
 
 
 
 
 
 

https://www.lionsclubs.org/resources/79878270
https://www.lionsclubs.org/resources/79877671
https://www.lionsclubs.org/resources/79879020
https://www.lionsclubs.org/resources/79878105
https://lionsclubs.org/zh-hans/resources-for-members/resource-center/board-policy-manual
https://www.lionsclubs.org/zh-hans/search-results?keys=executive+summaries
https://www.lionsclubs.org/resources/135848350
https://www.lionsclubs.org/resources/79878303
https://www.lionsclubs.org/resources/88899471
https://www.lionsclubs.org/resources/79878361
https://www.lionsclubs.org/resources/79879438
https://www.lionsclubs.org/resources/79878367
https://www.lionsclubs.org/resources/79878338
https://www.lionsclubs.org/resources/96727923
https://www.lionsclubs.org/resources/79878705
https://www.lionsclubs.org/zh-hans/resources-for-members/resource-center/club-lcif-coordinator
https://www.lionsclubs.org/zh-hans/resources-for-members/resource-center/club-lcif-coordina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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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狮子会国际基金会  
 
狮子会国际基金会（LCIF）是国际狮子会的慈善部门。LCIF 的使命是赋予狮子分会、义工和合作伙伴

力量，借着影响全球生活的人道主义服务和拨款，改善健康和福祉、加强社区及支持有需要的人，

并鼓励和平与国际理解。  
 
自 1968 年以来，LCIF 通过国际狮子会会员、普通大众，及合作伙伴的捐款，为人道主义服务提供了

资金。LCIF 的资助模式确保 100％的捐款用于支持拨款和活动计划。   
 
作为赋予全世界的狮子会服务力量的唯一基金会， LCIF 在全世界已颁发了超过 19000 笔拨款，总额

超过 11 亿美元。在 LCIF 资助的众多服务方案中，亮点包括：  
 
• 资助了 960 万个白内障手术  

 
• 通过基金会首要的青少年发展及社会和情感学习计划 - 狮子探索，帮助了超过 110 个国家的青

少年和教育工作者 
 
• 提供了超过 1.4 亿美元用于救灾和备灾 

 
• 帮助了超过 1 亿儿童接种麻疹疫苗 

 
LCIF 支持解决视力问题、为年轻人提供宝贵的生活技能、应对重大灾难，并制定计划以解决高危人

群和弱势人群的需求。LCIF 的许多拨款都致力于减少糖尿病的患病率，并改善该疾病患者的生活质

量。该基金会还提供拨款来支持儿童癌症、饥饿和环境这几项新的全球志业。  
 
50 多年来，LCIF 一直坚定不移地致力于增强狮友在全球服务的能力。每拨出一笔拨款，受益人就有

机会享受更安全、更健康、更有建树的生活。  
 
请联系我们：lcif@lionsclubs.org 
 
 
 
 
 
 
 
 
 
 
 
 
 

https://www.lionsclubs.org/zh-hans/discover-our-foundation/mission
mailto:lcif@lionsclubs.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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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CIF 拨款 
 

LCIF 提供各种不同的拨款来支持狮友在当地社区和全世界提供服务。数十年来，LCIF 为狮子会在视

力、灾难援助、青少年及人道主义等重点领域的志业做出了贡献。请查阅 LCIF 拨款工具袋 取得更多

信息。  
 

• 儿童癌症拨款帮助支持癌症儿童及其家庭，和提高他们的生活质量。 
 

• 糖尿病拨款帮助减少糖尿病的患病率及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 
 

• 灾难拨款 提供各种资金选择，旨在在救灾行动的各个阶段支持狮子会领导的救灾工作，包

括： 
 紧急拨款帮助狮友向自然灾害的受害者提供紧急援助。 

 
 备灾拨款支持与地方当局和组织的合作，为未来的救援工作做准备。 

 
 社区恢复拨款在其他组织已经解决了实时需求的情况下，帮助支持短期清理和修复。 

 
 重大灾难拨款为发生自然灾害或民事灾难，造成国际影响重大的救灾工作提供支持。 

 
• 区及分会社区影响拨款 在分会和区的级别资助当地的人道主义方案。 

 
• 救济饥饿拨款 支持专注于缓解饥饿和改善获得食物资源的狮子会服务方案。  

 
• 青少狮服务拨款支持青少狮评估、计划并实施他们自己的服务方案。 

 
• 狮子探索拨款 支持针对学前班到 12 年级的青少年在学校和社区的社交情绪学习（SEL）计划。   

 
 拨款是在狮子会有详细的规划和当地学校的承诺，或是在 SEL 计划已准备好扩展的情

况下实施的。  
 

 宣传拨款协助各区增进对狮子探索计划的了解及传达该计划的价值。 
 

 在新的地区开办狮子探索活动或重新启动之前暂停的社区合作伙伴拨款活动。 
 
• 配合拨款 帮助在人道主义需求未得到满足的地方，建立或扩大狮子会发起的方案。 

 
• 视力第一拨款通过专注于基础设施发展、人力资源培训、眼保健服务提供和眼保健教育的方

案，支持综合眼保健系统的开发。 
 
有关这些描述的可打印版本，请下载 支持您的服务： LCIF 拨款指南  
 
联系我们：LCIFGlobalGrants@lionsclubs.org  

https://www.lionsclubs.org/zh-hans/lcif-grants-toolkit
https://www.lionsclubs.org/zh-hans/start-our-approach/grant-types/cancer-pilot-grant
https://www.lionsclubs.org/zh-hans/start-our-approach/grant-types/diabetes-grants
https://www.lionsclubs.org/zh-hans/start-our-approach/grant-types/disaster-grants
https://www.lionsclubs.org/zh-hans/start-our-approach/grant-types/district-club-community-impact-grants
https://www.lionsclubs.org/zh-hans/start-our-approach/grant-types/hunger-pilot-grant
https://www.lionsclubs.org/zh-hans/start-our-approach/grant-types/leo-grants
https://www.lionsclubs.org/ezh-hans/start-our-approach/grant-types/lions-quest-grants
https://www.lionsclubs.org/zh-hans/start-our-approach/grant-types/matching-grants
https://www.lionsclubs.org/zh-hans/start-our-approach/grant-types/sightfirst-grants
https://cdn2.webdamdb.com/md_IWGOTLuFp912.jpg.pdf?v=1
https://cdn2.webdamdb.com/md_os5eORAYsR21.jpg.pdf?v=1
mailto:LCIFGlobalGrants@lionsclubs.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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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地着手开始 
 
有许多演讲和学习机会可供分会、区和复合区做好准备，以便计划和实施由 LCIF 资助的方案。为了

促进贵地区有关 LCIF 拨款的教育： 
 
• 请与您的 LCIF 区协调员联系，了解有关 LCIF 在贵区的拨款历史的更多信息  

 
• 详细了解如何识别社区中的需求、找到区的资源，及申请拨款的流程，请参考申请 LCIF 拨款

的十项提示： 
 
支持 LCIF 
 
上述的拨款只有在狮友、青少狮、狮子会、基金会的合作伙伴和朋友对 LCIF 的持续支持下才成为可

能。对 LCIF 的每一笔捐款，无论金额量，都会产生影响。捐赠的每一元都会转化为改变生活的服务，

为一个有需求的世界带来希望。  我们的世界继续需要狮子会，而狮子会需要我们全球基金会的资金来

扩大他们服务的影响。  
 
表扬计划 

 
为表扬和 re 认可我们的捐赠者，LCIF 建立了一个综合的表彰结构。  根据捐赠的程度，给个人、分

会、区、复合区、公司企业及其他捐赠合作伙伴提供各种不同的表彰。  
 

• 狮友/青少狮共捐计划 
• 茂文钟士会员及茂文钟士尊荣会员 
• 领先和大额捐款者的表彰 
• 狮子会传承社群 
• 分会表扬 
• 区的表扬 
• 纪念捐款 
• 荣誉捐款 
• 企业表扬 

 
了解更多： https://www.lionsclubs.org/zh-hans/give-how-to-give/recognition-programs  
 
联系 LCIF 发展部：lcifdevelopment@lionsclubs.org 
联系 LCIF 捐赠者服务部：donorassistance@lionsclubs.org  
 
 
 
 
 

https://www.lionsclubs.org/resources/110410114
https://www.lionsclubs.org/resources/110410114
https://www.lionsclubs.org/resources/110410124
https://www.lionsclubs.org/zh-hans/give-how-to-give/recognition-programs#LionsLeoShareProgram
https://www.lionsclubs.org/zh-hans/give-how-to-give/recognition-programs#MelvinJonesFellows
https://www.lionsclubs.org/zh-hans/give-how-to-give/recognition-programs#LeadAndMajorGiftRecognition
https://www.lionsclubs.org/zh-hans/give-how-to-give/recognition-programs#LionsLegacySociety
https://www.lionsclubs.org/zh-hans/give-how-to-give/recognition-programs#ClubAwards
https://www.lionsclubs.org/zh-hans/give-how-to-give/recognition-programs#DistrictAwards
https://www.lionsclubs.org/zh-hans/give-how-to-give/recognition-programs#MemorialDonations
https://www.lionsclubs.org/zh-hans/give-how-to-give/recognition-programs#InHonorDonations
https://www.lionsclubs.org/zh-hans/give-how-to-give/recognition-programs#CorporatePlaque
https://www.lionsclubs.org/zh-hant/give-how-to-give/recognition-programs
mailto:lcifdevelopment@lionsclubs.org
mailto:donorassistance@lionsclubs.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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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 LCIF 区协调员合作  
 
LCIF 主席任命 LCIF 区协调员为区内阁成员。  他们的角色是帮助区和总监实现其 LCIF 筹款目标。  请立

即开始与您的区协调员合作制定策略，包括：  
 

• 对贵区的筹款机会进行策略规划。 
• 制定对贵区狮友的重要信息的主题。  
• 计划贵区每个分会的联系时间表。 
• 设定区的表扬目标。  
• 确保邀请您的区协调员在区年会和分区会议上发言。  

 
责任和隐私权  

 
LCIF 管理捐赠资金的重点是透明度、治理、领导和结果。  LCIF 对其捐助者有所承诺，他们是使狮子会

改变生活的服务成为可能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由于 100％的捐款都用于拨款和计划，LCIF 得以为狮友

的慈善服务以及那些需要我们协助的人灌注力量，以从事慈善服务工作。  
 
了解更多： https://www.lionsclubs.org/zh-hans/explore-our-foundation/responsibility-privacy  
 
 
合法性和法律细则 

 
• 接待国际访客和礼仪政策 –本指南提供如何让您的访客有一个愉快的访问经历的提示，并提

供关于本组织正式介绍狮子会领导人的官方礼仪政策。  
 
• 资金使用指南 -提供分会和区适当使用公共资金或行政资金的纲领。 

 
• 一般责任险计划 - 国际狮子会有一项商业的一般责任保险计划，保护全球的狮友。所有分会和

区都自动受保。 
 
• 保险证明书 - 为了加快提供保险证明的程序，您现在可以自己在网上创建保险证明书。 

 
• 补充保险 - 除了上述的自动投保之外，国际狮子会还提供美国的区和分会的补充保险，包括理

事及干部的责任险、犯罪/诈欺险、额外的责任险及意外险。 
 
• 狮子会商标概述 –旨在帮助您了解狮子会标志和商标的适当用途，以及何时需要批准使用。  

 
• 国际狮子会和狮子会国际基金会隐私政策 – 国际狮子会 (LCI) 和 LCIF 认识到保护我们会员隐私

的重要性。 
 
 

https://www.lionsclubs.org/zh-hant/explore-our-foundation/responsibility-privacy
https://www.lionsclubs.org/resources/79878685
https://www.lionsclubs.org/resources/79878769
https://www.lionsclubs.org/zh-hant/resources-for-members/resource-center/insurance
https://lionsclubs.org/zh-hans/resources-for-members/resource-center/certificate-of-insurance
https://lionsclubs.org/zh-hans/resources-for-members/resource-center?query=insurance
https://www.lionsclubs.org/resources/79878475
https://lionsclubs.org/zh-hans/footer/connect/your-priva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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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贵分会的宪章及附则  
 
贵区可能会不时修订区的宪章及附则。  身为总监，您将领导和管理此过程。   检阅您自己的宪章及

附则，了解有关修订的规定，以确保按照政策来完成修订的过程。   贵内阁秘书可能须提供必要的修

改草案，并与贵区内的分会就拟议的变更进行沟通，并协助推动必要的程序以完成修正。  
 

• 重划区界 –查看此网页中的政策纲领、所需流程、支持文件，以完成单、副、复合区重划区

界的提案。  
 
• 区合并指南 – 本指南提供了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以协助复合区重新配置副区，使区和分会

更有效地运作。   
 
• 道德标准– 总监 –您的责任始于理解国际狮子会的核心价值观和道德标准。 

 
• 道德标准–分会 –分会在国际狮子会的角色须维护国际狮子会的诚实和道德行为标准。 

 
 

国际总部  
 
联系我们 – 该网页包含联系信息、电子邮件地址和电话号码，以及总部每个司的主要功能的说明。  
 
 
 
 

  

https://lionsclubs.org/zh-hans/resources-for-members/resource-center/improve-administration
https://www.lionsclubs.org/resources/79877756
https://www.lionsclubs.org/resources/79878742
https://www.lionsclubs.org/resources/79878730
https://www.lionsclubs.org/zh-hans/footer/contact-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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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及分会行政管理司 
300 W. 22nd Street 
Oak Brook, IL 60523-8842, USA 
www.lionsclubs.org  
电邮: pacificasian@lionsclubs.org 
 

https://www.lionsclubs.org/zh-hant
mailto:Pacificasian@lionsclubs.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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