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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被認為是分會幹部最重要的會議，總監顧問委員會會議（或分區會議）讓分會會長、分會第一副會長

和秘書有機會了解區、複合區和LCI的活動計劃和倡議。然而，到目前為止這些會議的最有價值要素，就

是有機會讓這些關鍵領導人與其他分會幹部交換構想和挑戰。本指南提供分區主席如何實現這兩個目標的

要訣及最佳經驗，以確保會議的效率，和時間的善用。 

 
會議一般要以推動服務方案、分會管理、會員成長和領導發展為重點。主要目標是提供分會幹部討論的論

壇，會議還提供分區主席收集可與總監團隊分享的建議機會。  

 
全球會員發展措施 - 專區及分區主席   ** 新推出** 
 
這個流程可以讓分會走上成功之路！  請考慮舉辦一次特別會議，概述這一新流程，或將其整合到您的年初計

劃會議中。  
 
專區和分區 - 全球會員發展措施 網頁 提供各項資源、工具和演示文稿，方便您用來協助開展這個「成功流

程」。  該流程的宗旨不僅是幫助分會成長，還激發新的構想，真正讓會員參與及投入（提高會員保留），並

且賦予現任和潛在的分會領導人力量來進行領導。  建立團隊、建立願景、建立計劃、建立成功！  
 
指南包括舉辦活動的要訣，建議每次會議的題目和格式，以及會議後之後續步驟以確保達到目標。第19頁

的評估表樣本和第15頁的會議記錄的模板可供您參考和使用。這些大多數材料也可以到網上的 分區及

專區主席中心取得。請參閱網站以了解更多詳情和下載資源。這些會議的結果應使用總監顧問委員會會議

報告報告給總監。請見本指南第16頁的樣本。 

 
  

https://www.lionsclubs.org/zh-hant/resources-for-members/resource-center/global-membership-approach/region-zone-chairperson
https://www.lionsclubs.org/zh-hant/resources-for-members/resource-center/zone-region-chairpersons
https://www.lionsclubs.org/zh-hant/resources-for-members/resource-center/zone-region-chairpersons
https://www.lionsclubs.org/resources/79883205
https://www.lionsclubs.org/resources/79883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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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監顧問委員會 

總監顧問委員會由分區主席主持須包括分區內所有分會會長、分會第一副會長和分會秘書。總監顧問委員

會依區憲章暨附則規定每年至少召開三次會議。一些地區為了慶祝年度的成功及/或向新任分會幹部介紹

分區會議的概念，選擇舉辦第四次會議。 

 
該委員會的職責是： 

o 確保每個分會有效運作，遵守《國際憲章及附則》(LA-1)和政策，並滿足會員的需求。 

o 確保分會提供有意義的服務，激發會員成長和領導力發展。 

o 宣導區、複合區及LCI所提供的活動計劃。 

o 確保每個分會以有意義的方式舉行幹部就職、新會員入會和表揚會員的成就。 

o 鼓勵分會參加區、複合區和國際年會。 

o 推廣分會間舉行會議，並鼓勵分會出席授證夜和其他的區級活動。 

o 為區設定和討論籌款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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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會議的要訣 

分區會議 PPT 演示文稿 - 使用此範本來幫助指導您的分區會議。  

鼓勵參與 
 

為了鼓勵參與，考慮以下方法： 
 

o 選擇大多數分會都方便的會議時間和地點。。 

o 提前寄出活動通知。 

o 在區網站上公佈活動。 

o 考慮多種溝通管道，包括郵件、電子郵件、親自打電話以及社交媒體，或使用全部方法! 
人們有不同偏好的溝通方式，有些人喜歡上網，而另一些人則喜歡以電話或發簡訊。 

o 給分會幹部一個出席的理由! 確保議題得到良好的溝通並可以吸引出席者。 
 

請見第18頁的會議準備清單，以確保講到所有的會議細節。 
 

會議管理: 此獅子會學習中心線上課程展示了良好會議管理的三個階段、有效會議的準備流

程以及會議的引導。出席者學習如何管理團體的行為，以及如何在會議之間跟進工作。實際工作表

和檢查表都包括在內。  
 

溝通是關鍵！在您的任期初期，考慮提早通過電話聯繫分會會長、第一副會長以及分會秘書，並在整個任

期中，與貴分區與主要領導人建立關係。詢問他們本年度的目標以及要如何進展。說明您要幫助他們實現

其目標，他們的參與以及他們出席分區會議的重要性，因為參與也是一種資源。藉此機會親自邀請他們出

席分區會議。此談話幫助您更能了解他們的需求以及有機會調整您的會議，以滿足他們的期望。 

 
 
 
 
 
 

 
 
 
 
 
 
 
 
   

準備好 
 
您自己! 

最後步驟是最重要的! 
即使其它事情出錯，如果您做好準備，您的會議就會成功！  

o 安排材料 
o 將發言稿排好次序 

o 用正面的方式思考 

https://www.lionsclubs.org/resources/132044098
https://myapps.lionsclubs.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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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得有意義的參與 

保持互動：分區會議最重要的是有機會與其他分會幹部交換構想。儘量縮短 “演說”，以鼓勵更多的

開放式互動。 
 
注重執行階層題目: 分區會議讓分會幹部交換可能不適合一般會員的實際資料。保持會議保持會議的私密

性及有重點，讓分會幹部感到舒服。使用第18頁的挑戰和機會工作表，鼓勵分會幹部使用這個工具來促進

重點討論。 
 
幫助他們做好準備: 請事先讓參與者知道本次會議要討論的題目，他們可以考慮題目願意先準備以期與

其他分會領導者分享最好的構想、關注和成功。請參閱幫助他們準備，包括每個模範會議格式的說

明。 
 
 

標準會議格式 

下面的格式為全年度分區會議的構想，為滿足您的分會的獨特需求，您可調整之。每個議程約45 - 60分
鐘。 

 

全球會員發展措施的特別會議 

在年初舉辦一次特別會議，或者如果您所在的分區在年底舉辦候任分會幹部會議，則將其作爲有用的工

具。給分區和專區的全球會員發展 網站 的資源包括： 

• 分會幹部問卷調查 

• 分區目標工作表 

• 分區計劃範例 

• 分區簡訊範例 

• 分會對於全球會員發展措施的演説  

• 以及其他更多内容 

 
  

https://www.lionsclubs.org/zh-hant/resources-for-members/resource-center/global-membership-approach/region-zone-chairperson


5   

第一次顧問委員會會議 

第一次會議應在國際年會後的90天內、或按照《區憲章及附則》的規定舉辦。 

 

以服務為重點！ 

一個令人興奮的服務方案是一個很好的方式來吸引您的會員，並鼓勵他們帶朋友和家人參與。讓新的和潛

在的領導者領導服務方案，以便他們能夠練習和建立領導技能。 

 
考慮由區GST協調員和區LCIF協調員做專題演講，並邀請分會服務主席、分會LCIF協調員、分會會長、副會

長和秘書。 
 
幫助他們做好準備！讓分會幹部知道，這次會議以服務為中心使他們準備好分享他們的方案細節。鼓勵幹

部使用關於分會和成功招募和保留會員的“挑戰和機會工作表”。 
 
議程可包括以下內容: 

 
o 開場白 (2分鐘)：會議以強調服務是任何獅子會的最重要的功能為開始! 說明本次會議的目標是

分享服務理念和分會可以使用工具以確保所提供服務符合社會的需要和會員的期望。並提到這

次會議將在公開討論分會的挑戰和成功之後結束。 
 

o 介紹 (2-5分鐘)：請出席者自我介紹其姓名、職務、分會的名字。 
 

o 服務框架 (2-5分鐘)：簡單分享服務框架及它如何與服務與們的服務工作有關連。 
 

o 分會服務方案意見交流 (10-20分鐘，視出席情況而定)：允許每個分會 2-3分鐘討論他們本年度

的活動。報告應包括分會的代表性方案與任何新計劃的方案，以及他們所面臨的挑戰。 
 

o LCIF籌款活動的意見交流 (10-20分鐘，視出席情況而定)：給每個分會 2-3分鐘討論有創意的募

款活動。  
 

o 確立新服務方案的方式 (5分鐘)：如果適合，考慮介紹下列一項資源。 
 

o 開放討論分會的挑戰及成功 (10-15分鐘，視出席情況而定)：讓分會領導有時間徵求其他分會

會員的建議，有關如何處理他們面臨的挑戰及/或分享分會的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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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指導分會規劃與管理的工具 (5分鐘)：在結束會議前，若適合的話，鼓勵分會幹部利用  為分

會成功做好計劃、您的分會，您的方式！、分會蛻變活動，以及傑出分會獎來設立他們分會

的目標。這些工具詳述於第13頁中，也可於www.lionsclubs.org網站取得。 
 

o 結束會議 (3分鐘)：重述總監和分區主席協助分會的目標和提醒下一次會議的日期和時間。 

 

 

 

 

 

 

 

 

 

 

 

 

 

 

 

找出服務及獅子會國際基金會(LCIF)的機會  
 

服務旅程: 「服務旅程」帶領我們好好生活，好好服務。去實現真正的讓人看得見摸得著的改變。它包括

四個簡單的階段：學習、發現、行動和慶祝。在服務工具袋裏，有專門用於幫助獅友評估、調整角度和

調動分會積極性以產生更大影響的各種資源。其中包括：《分會和社區需求之評估》、《發展地方夥伴

關係》和《籌款指南》。 
 
付諸實現！：應讓會員參與確定社區的需求，制定行動計劃及參與有意義方案的過程。  
 
提供社區服務  (獅子會學習中心的線上課程)此課程提供工具和技術，幫助您評估社區需求、選擇有價

值的方案、計劃成功方案以及宣傳貴分會對社區的服務。  
 
全球服務團隊 – GST: 此領導團隊夠在會議期間提供資料或親自與分會會面，以幫助認定服務的資源及策

略。  
 
LCIF撥款工具袋: 我們鼓勵您在此線上工具袋中探索不同的撥款類型和資源，以了解是否有在目前或在將

來適合您的分會、區，或複合區的撥款！ 
 

https://www.lionsclubs.org/resources/118940607
https://www.lionsclubs.org/resources/118940607
https://www.lionsclubs.org/resources/79883237
https://www.lionsclubs.org/resources/79883952
https://www.lionsclubs.org/zh-hant/resources-for-members/resource-center/club-excellence-awards
https://lionsclubs.org/zh-hant
https://lionsclubs.org/zh-hant/start-our-approach/service-journey
https://lionsclubs.org/zh-hant/start-our-approach/service-journey/service-toolkit
https://www.lionsclubs.org/resources/79883823
https://lionsclubs.org/zh/resources-for-members/resource-center/lions-learning-center
https://lionsclubs.org/zh-hant/resources-for-members/resource-center/gst-toolbox
https://www.lionsclubs.org/zh-hant/lcif-grants-toolk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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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顧問委員會會議 

此會議應在11月召開，或根據《區憲章及附則》之規定。 
 

以會員發展為重點！ 

有效的社會團體需要有強大會員支持的方案、領導活動、並且可讓新人參與。新年度已進行了幾個月，現在

是分會宣傳會員成長的好時機! 
 
考慮由區GMT協調員做專題演講並邀請分會會員發展主席陪同會長、副會長和秘書。 

 
幫助他們做好準備！讓分會幹部知道本次會議的重點在會員成長，並要求他們準備討論他們的最大會員挑

戰及/或成功。題目應包括招募和確保會員滿意度。鼓勵幹部使用關於分會和成功招募和保留會員的“挑戰

和機會工作表”。 
 
議程可包括以下內容: 

 
o 開場白 (2分鐘)：會議以討論新會員的需求以及讓已有會員參與並得到滿足為開始。  說明本

次會議的目標是分享招募及保留有奉獻會員的策略(如上述) ，並提到這次會議將在公開討論

分會的挑戰和成功之後結束。審查總監和分區主席協助分會的目標 。 
 

o 介紹 (2-5分鐘)：要求與會者介紹自己的姓名、職稱  
和分會名稱。這次請他們也提及他們是否對招募或會員參與的策略感興趣。 

 

o 交換會員招募和保留會員的構想(10-15分鐘，視出席  
人數而定)：讓分會有2-3時間討論招募及/或保留會員的計劃。報告應包括認定邀請新會員

的策略，以及保持會員參與和滿意的策略。  
 

o 增加會員的策略和資源 (8-10分鐘): 介紹  
介紹 LCI 所提供的適當或有用資源。  可包括第6頁所概述的一個或多個資源。  
 

考慮要求區GMT協調員主持此部份的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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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時間有限，但請確保分會會員發展主席了解這些工具及其應用。 

 
o 開放討論分會的挑戰和成功 (10-15分鐘，視出席情況而定) 

讓分會領導有時間徵求其他分會領導的建議有關如何處理他們面臨的挑戰及/或分享分會的

成功。  
 

o 傑出分會獎 (2分鐘)：提醒分會幹部關於  
分會傑出獎的要件，並繼續宣傳此應作為各分會的目標。 
 

o 結束會議 (3分鐘)：簡要總結會議期間完成的項目  
並提醒他們下次會議的日期和時間。  

 

提高會員成長及滿意度的工具 
 
LCI提供了許多工具來幫助分會達成他們的會員發展目標。確保分會幹部和會員發展主席了解以下內

容：  
 
全球會員發展措施 - 使各區透過關注以下策略步驟來發展會員：以新分會重振區、以新會員

振興分會、以聯誼和令人興奮的服務來重新激勵現有的會員。  
 
問就對了！：本指南幫助分會擬定一個計劃，以確定潛在的會員、招募他們加入分會並讓他們投入

參與。  
 
會員滿意度指南：此課程提供工具和技術，幫助您評估社區需求、選擇有價值的方案、計劃成功方案

以及宣傳貴分會對社區的服務。  
 
新會員講習：確保新會員了解本組織的重要性，以及會員發展的價值。線上有許多分會可使用的工

具! 
 
推薦獅友的責任: 推薦獅友在確保新會員參與以及新會員應具備的知識，扮演重要的角色。此清單幫

助推薦獅友成功地完成其重要的角色。  
 
新會員入會儀式: 讓新會員感到歡迎，並認為入會很有意義。本指南提供了使該儀式有紀念性的活動

和讀稿。  
 
全球會員團隊– GMT：此領導團隊能在會議期間提供資訊，或與分會親自見面時幫忙找出增長會員

的資源和策略。  

https://www.lionsclubs.org/zh-hant/resources-for-members/resource-center/club-excellence-awards
https://www.lionsclubs.org/zh-hant/resources-for-members/resource-center/global-membership-approach
https://www.lionsclubs.org/resources/79884149
https://www.lionsclubs.org/resources/79883695
https://www.lionsclubs.org/zh-hant/resources-for-members/resource-center/member-orientation
https://www.lionsclubs.org/resources/79884141
https://www.lionsclubs.org/resources/79883699
https://lionsclubs.org/zh-hant/resources-for-members/resource-center/gmt-toolbo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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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次顧問委員會會議 

本次會議應在2或3月舉行，或根據《區憲章及附則》之規定。 

 

以領導發展為重點！ 
 
這需要有效的領導者來管理分會、領導服務方案，並繼續符合我們的會員和社區的需求。身為國際獅子

會的一員，你不僅有機會取得領導發展課程和教材，你還有應用這些技能以增進社區福祉的獨特機會。

將這次會議用於發展領導的機會。 
 
請注意，如果計劃第4次分區會議，題目應考慮與即將上任幹部的培訓有關。 
 

考慮由區GLT協調員做專題演講並邀請會長、副會長和秘書。 
 

幫助他們做好準備！聯繫你的分會，讓他們知道，這次會議將以領導發展為重點，並問他們是否有新

人擔任分會幹部職位的任何挑戰，或有關選舉、分會幹部就職、分會稽核、向LCI報告分會幹部等問

題。問他們是否想在會議當中了解和討論任何培訓方面的話題。提醒他們訂購年終分會獎和用品，以

及應保留充分的郵遞時間。鼓勵幹部使用關於分會和社區服務的挑戰和機會工作表幫助他們準備此會

議。 
 
議程可包括以下內容: 

 
o 開場白 (2分鐘)：以討論培養領導人，以繼續我們的服務  

並領導我們的分會的重要性來開始會議。說明會議的目標是交換構想以及概述區、複合

區、LCI的領導發展活動。審查總監和分區主席協助分會的目標 。  
 

o 介紹 (2-5分鐘)：要求與會者介紹自己的  
姓名、頭銜和分會名稱。若大家都已認識，就不必了。  
 

o 未來領導人的選舉和就職之進度 (10-15 分鐘，視出席人數而定): 分會應積極宣導讓新獅友擔

任下年度的領導角色。適當時，詢問分會是否有以下任何的困難需要幫助： 
 

• 審閲標準版分會結構 

• 成立分會幹部提名委員會 

• 選舉的最佳實務 

• 規劃分會幹部就職典禮   

• 進行一次年度分會資金的審計  

• 有能力報告下一年度的分會幹部  

• 規劃分會幹部講習 

• 如果需要幫助，請與會成員提出建議及/或安排時間協助分會幹部。 
  

https://www.lionsclubs.org/resources/79883047
https://www.lionsclubs.org/resources/92147752
https://www.lionsclubs.org/resources/79883039
https://myapps.lionsclubs.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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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領導力的支援和發展 (15分鐘)：介紹對出席者有用的資源。 
 

• Learn（學習） 

• 獅子會學習中心  

• 國際學院 

• 資深獅友領導學院 (ALLI) 

• 講師發展學院 （FDI） 

• 地方學院和培訓 

• 潛能獅友領導學院(ELLI) 

• 地方獅子會領導學院 (RLLI) 
 

考慮要求區GLT協調員主持此部份的活動。 
 

o 宣傳區和複合區年會 (2分鐘): 除了應多了解所提供的領導發展研討會和活動外，出席者應該知

道區、複合區、國際年會的正副代表的規定。別忘了提及出席年會的樂趣! 
 

o 開放討論分會的挑戰及成功 (10-15分鐘，視出席情況而定)：讓分會領導有時間徵求其他分會

領導的建議有關如何處理他們面臨的挑戰及/或分享分會的成功。 
 

o 傑出分會獎 (2分鐘)：提醒分會幹部申請分會傑出獎以及傑出獎的要件可如何加強分會。  

 
o 結語：(3 分鐘): 會議結束時，簡要總結以及提醒下次會議的日期和時間(如果計劃有第4次會

議。)   
 
 

 
規劃  
 
工具 

 
 
考慮使用 分會蛻變行動 做為計劃工具，讓候任幹部用於識別出分會運作中潛在的改

進事項。  

https://www.lionsclubs.org/resources/798839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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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用於領導發展的材料 
 
 
分會幹部網頁: 本指南幫助分會擬定一個計劃，以確定潛在的會員、招募他們加入分會並讓他們投入參

與。  
 
領導發展的網頁：  學習、領導、成長。  無論您處於領導力之旅的哪個階段 — 您都可以獲得培訓和發展

的機會，讓您不斷前進。   
 
獅子會學習中心：為所有的獅友及青少獅提供機會，透過線上的互動課程，學習和增強他們獅子會的基本

知識和領導技能。  
 
地方學院和培訓：訪問 Learn （學習），使用您的 Lion Account （獅子會帳戶）登錄資訊查看計劃中的與貴

區或複合區的會員發展、領導力發展和服務相關的當地學院和培訓。   
 
線上分會幹部培訓：分會會長、秘書和財務可進行線上培訓。 
 
潛能獅友領導學院(ELLI): 希望在其分會內尋求領導角色的獅友將從潛能獅友領導學院（ELLI）中獲益，他

們將學習國際獅子會和基金會的歷史和目標，制定成為有效領導人的策略，並與多元化群體的獅友夥伴們

合作。  
 
地方獅子會領導學院 (RLLI)：希望在其獅子會社區中擔任領導職務的獅友將受益於RLLI，其中他們將了解

分會運作、分會可用的機會和資源，並獲得寶貴的領導技能且更深入了解如何為分會提供更好的服務。   
 
資深獅友領導學院(ALLI): 資深獅友領導學院之目的在於提供機會，讓獅友領導人增強其技能，以做好準備

擔任分區、專區和區級的領導職務。  想要在分會之外擔任領導職務的獅友將從資深獅友領導學院 (ALLI) 中
受益，在那裡您將與人合作、分享想法、探索領導力的最佳實踐，並加強對國際獅子會和我們基金會的了

解。   
 
講師發展學院(FDI) : 講師發展學院（FDI）有益於希望在地方級領導和培訓他人的獅友，他們將學到基本

的培訓傳授技巧，並在教室環境中練習引導課程。  
 
獅子會指導活動: 是一個讓獅友互相學習，在他們培養領導技能的同時建立更緊密關係的個人發展活動

計劃。  
 
全球領導團隊 – GLT: 這個領導團隊可以在會議期間提供訊息，或親自見面討論區、複合區或國際總部所提

供的學習機會。  
 

https://www.lionsclubs.org/zh-hant/resources-for-members/resource-center/club-officers
https://www.lionsclubs.org/zh-hant/resources-for-members/resource-center/leadership-development
https://lionsclubs.org/zh/resources-for-members/resource-center/lions-learning-center
https://myapps.lionsclubs.org/
https://myapps.lionsclubs.org/
https://lionsclubs.org/zh-hant/resources-for-members/resource-center/emerging-lions-leadership-institute
https://www.lionsclubs.org/zh-hant/resources-for-members/resource-center/regional-lions-leadership-institute
https://www.lionsclubs.org/zh-hant/resources-for-members/resource-center/advanced-lions-leadership-institute
https://www.lionsclubs.org/zh-hant/resources-for-members/faculty-development-institute
https://lionsclubs.org/zh-hant/resources-for-members/resource-center/mentoring-program
https://www.lionsclubs.org/zh-hant/resources-for-members/resource-center/glt-toolbo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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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次顧問委員會會議 
(非必要) 

本次會議應於複合區年會約30天之前召開，或依區憲章暨附則之規定，適當情形下，可包括下任分會

會長及秘書。 
 

以未來為重點 

此會議經常是現任幹部快結束任期，而即將上任幹部期盼接任的時刻。本選擇性會議往往成為此兩者的慶

祝活動! 
 
所以會議應該是有歡樂氣氛的慶祝活動。 

 
考慮由區GLT協調員做專題演講，請總監參與頒獎典禮，並邀請即將上任分會幹部為重點。  

 
幫助他們做好準備！讓分會幹部知道本次會議的重點是現任分會幹部與新幹部的交接，以及表揚優秀會員

的獨特方式。鼓勵他們帶來構想與邀請即將上任幹部。 
 
議程可包括以下內容: 

 
o 開場白 (2分鐘)：通過討論分區內分會的重要性開始會議。解釋領導如何得到進展，而且分會已

影響了他們的社區，並達成他們的目標。如果即將上任分會幹部出席了，說明顧問會議目的的

重要性和其出席的價值。 
 

o 介紹 (2-5分鐘)：若有即將上任的分會幹部出席，請讓參與者做自我介紹 。若大家都已認識，就

不必要了。 
 

o 分會幹部交接 (10-15分鐘，取決於出席人數): 要求每個分會會長提供他們將確保順利交接的行

動。詢問新幹部，在年度開始前希望取得那些資料。應該提及新分會幹部的培訓和講習，以及

線上培訓工具。 
 

o 為分會的成功擬定計劃（分會的全球會員發展措施）(8分鐘)：如果候任的分會幹部有出席且情

況合適，請回顧在 
 

o 對服務的表揚 (10-15分鐘): 詢問分會會長們如何計劃表揚其分會幹部，以鼓勵他們相互交換各自

獨特的想法。提到材料可從LCI或其他來源取得，包括來自分會用品目錄的物品:  
 

o 對LCIF的表揚(10-15 分鐘): LCIF 當地籌款活動的成功故事、成功的撥款方案以及在分會、區、複

合區級成功的撥款方案介紹。另外，從籌款的角度討論區的進展狀況。  
 

o 獎勵 (6-10分鐘): 趁此機會表揚分會幹部在會議、會員成長、卓越服務、LCIF以及其他的成就的參

與。頒獎須能表達出真心誠意。  
 

o 傑出分會獎 (2分鐘)：提醒分會幹部申請分會傑出獎以及傑出獎的要件可如何加強分會。  
 

o 結束會議 (3分鐘)：感謝與會者的服務和承諾，並鼓勵他們擔任即將上任幹部的指導老師。  

https://www.lionsclubs.org/zh-hant/resources-for-members/resource-center/club-excellence-awar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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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導分會計劃之工具: 
 
為分會的成功擬定計劃：使用此籌劃指南 和 PowerPoint 簡報，來發掘貴分會的優點、可改進的方式，及

有助貴分會成長和茁壯的新機會！  計劃表格幫助擬定一個遠景、評估分會的需求，並為成功的實施制定

計劃。   
 
您的分會，您的方式！：本指南將幫助分會重新設計他們的會議方式，以更能滿足會員的需求。以考慮

每月的服務方案代替不必要的會議繁文縟節，讓分會更能吸引年輕人。本指南將幫助會員決定本次會議

須要保持和須改變之處。 
 
分會蛻變活動：這個過程幫助深入分析分會運作，以確定改善之處和訂下改變的計劃。  
 
傑出分會獎: 此獎提供分會於會員發展、服務、領導發展、分會管理、以及溝通方面的目標和資源。   
 
分會表現報告：此報告為您進行分會訪問提供有用的概述。  裡面有會員發展、獎項、幹部等有用的資

訊。   
 
  

 
分會用品目

錄  

 
 
此 目錄包括給幹部、出勤、傑出服務的獎勵和其它更多物品。有許多獅子標誌獎可加

以客製化！鼓勵分會盡早訂購，有充分運送的時間。  

https://www.lionsclubs.org/resources/118940607
https://www.lionsclubs.org/resources/118940838
https://www.lionsclubs.org/resources/79883237
https://www.lionsclubs.org/resources/79883952
https://www.lionsclubs.org/zh-hant/resources-for-members/resource-center/club-excellence-awards
https://www2.lionsclubs.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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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的後續跟進 

會議評估 
使用第19頁的《學員評估表》，獲得有益的回饋意見和改進今後會議的想法。 

 
後續跟進工作是確保推動計劃的行動，是分區主席成功任職的最關鍵步驟。 

 
後續追蹤分會幹部 
寄給每個幹部，以及無法出席者一份會議記錄。請參閱第15頁的樣本，以確保會議記錄齊全以及資料有

用。將會議記錄連同個人筆記附上另外，請使用第17頁上的《挑戰和機會工作表》作為後續討論的基

礎。 
 
保持聯繫 
記下每個分會何時完成行動步驟，並不時保持聯繫，以檢查他們的進展以及提供協助。確保每個分會即使

在兩個會議期間都知道可用的資源在何處! 
 
一個好構想目標: 如果每位參與者都獲得就一個好構想 來打造更好的分會，這次會議就成功了。獅友間互動

分享使其分會更好的構想，則所花的時間非常值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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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本格式: 會議記錄 
 
 

日期:             出席者：    
 

開始時間：     
     

 
結束時間：     

 
 

舊會務: 討論及決策 
 
 

1.     

2.     

3.     

4.  

新會務: 討論、行動項目(包括責任) 

1.     

2.     

3.     

4.   

 

主講人/活動説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表揚: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下一次會議日期:  時間： 地點︰    
 

下一次議程項目:    
 

記錄：     

DA-ZMG2.CH  9/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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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監顧問委員會會議報告 

分區主席姓名：                                                                                                                      

區:    專區:    分區:                                  

會議地點（城市）:     會議的日期:    

會議開始時間:  休會： 下一次會議日期:    

出席的分會  
 

分會名稱/號碼   會長   副會長   秘書    會長 

 
1.    

分會名稱/號碼   會長   副會長   秘書    會長 

 
5.   

  2.   6.    
 

3.   7.    
 

4.   8.    

 

會議重點:   服務 會員 領導 其他 
 
會議摘要總結 

 
1. 分會共同面臨的主要挑戰是什麼？ (如果相關則具體指出是哪個分會)   

 

2. 主要的機會和解決方案是什麼？   

 

3. 決定什麼行動計畫？    

 

3a.是否將有任何全球行動團隊成員(區支援團隊)提供協助？    

 

4. 分享的最佳成功案例/實務？    

 

4a.由誰?   
 

5. 區要如何進一步支持分會幹部?    
 

  請將這份報告轉交給總監、區GLT、GMT和 GST協調員及專區主席。 

DA-ZMG3.CH 9/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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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戰及機會工作表 

分會幹部在參加他們的分區會議之前一起準備，以從活動中獲得最大的價值，改善他們的分會。一個運行

良好的分區會議為分會幹部提供一個機會，重點討論管理和運作分會最重要的方面。 

 
每個分區會議最有可能將重點關注這些分會重要運作之一： 

 
1. 服務 - 促進分會服務主席和分會LCIF協調員參與提供有關分會服務方案、活動和募款的品質之回饋

意見和觀察結果。  
2. 會員發展 - 邀請分會會員發展主席提供對分會會員招募和保留如何取得成功的見解。 
3 領導 - 當分會第一副會長準備分會下個財政年度和新任幹部時，可能會從分享最佳實務中受益。 

 
為了準備會議，每個分會都應該完成以下問題： 

 
我們的分會是否面臨幹部希望與該群組討論的特定挑戰？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是否已經認定挑戰的潛在原因？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希望有什麼機會彌補這個挑戰或問題？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我們分會是否需要分區主席和/或區全球行動團隊對此項挑戰  
提供幫助？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把這些課題帶到會議上進行公開的討論。 

 

 

DA-ZMG4.CH 9/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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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準備清單 
 
 
 

任務 完成  

( ) 

備註 

確定工作和預期成果 
  

確定滿足成果的行動 
  

議程已準備 (請參閱第5頁的議程範本) 
  

列出邀請的來賓 
  

會議日期/時間 
  

會議的準備 

a. 地點和房間 

b. 設備 

c. 食物及飲料 

d. 資料 

  

發送給與會者和演講者的會議材料 

a. 邀請函 

b. 挑戰及機會工作表 

c. 確認演講者 

  

房間布置 (會議日) 

a. 檢查座位 

b. 檢查設備 

c. 檢查燈光、冷/暖氣等 

  

分區會議 PPT 演示文稿 - 使用此範本來幫助指導您的分區會議。 
  

 
 

DA-ZMG1.CH  9/2022 
 

  

https://www.lionsclubs.org/resources/1320440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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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員評估 
請在會議結束時完成以下評估，然後在您離開之前交給您的分區主席。 

 

1. 挑戰和機會的練習是否有用？               是            否 

 

2. 我在會議前收到一份邀請函、議程和挑戰及機會工作表，並有足夠時間/資訊準備開會。  是        否 
 

3. 會上提供的訊息是有用的，我的時間沒有浪費。                        是            否 

 

4. 決定、行動項目和所需的後續行動都清晰明確。            是            否 

 

意見：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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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lionsclubs.org/zh-hant
mailto:PacificAsian@lionsclubs.org

	全球會員發展措施 - 專區及分區主席   ** 新推出**
	總監顧問委員會
	成功會議的要訣
	取得有意義的參與
	標準會議格式
	全球會員發展措施的特別會議
	第一次顧問委員會會議
	以服務為重點！
	以會員發展為重點！
	第三次顧問委員會會議
	以領導發展為重點！
	第四次顧問委員會會議
	以未來為重點
	會議的後續跟進
	會議評估
	後續追蹤分會幹部
	保持聯繫

	樣本格式: 會議記錄
	總監顧問委員會會議報告
	挑戰及機會工作表
	會議準備清單
	學員評估
	請在會議結束時完成以下評估，然後在您離開之前交給您的分區主席。
	1. 挑戰和機會的練習是否有用？             是           否
	2. 我在會議前收到一份邀請函、議程和挑戰及機會工作表，並有足夠時間/資訊準備開會。 是       否
	3. 會上提供的訊息是有用的，我的時間沒有浪費。                       是           否
	4. 決定、行動項目和所需的後續行動都清晰明確。           是           否
	意見：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Blank Page
	Blank Page

	fill_1_4: 
	fill_2: 
	fill_3: 
	fill_4: 
	fill_7: 
	1: 
	2: 
	3: 
	1_2: 
	2_2: 
	3_2: 
	4: 
	1_3: 
	2_3: 
	3_3: 
	4_2: 
	fill_17: 
	fill_18: 
	fill_19: 
	fill_20: 
	fill_21: 
	fill_22: 
	fill_23: 
	fill_24: 
	fill_25: 
	fill_26: 
	fill_27: 
	fill_1_5: 
	fill_2_2: 
	fill_3_2: 
	fill_4_2: 
	fill_5: 
	fill_6: 
	fill_7_2: 
	fill_8: 
	fill_9: 
	1_4: 
	undefined: 
	undefined_2: 
	undefined_3: 
	5: 
	undefined_4: 
	undefined_5: 
	undefined_6: 
	2_4: 
	undefined_7: 
	undefined_8: 
	undefined_9: 
	6: 
	undefined_10: 
	undefined_11: 
	undefined_12: 
	3_4: 
	undefined_13: 
	undefined_14: 
	undefined_15: 
	7: 
	undefined_16: 
	undefined_17: 
	undefined_18: 
	4_3: 
	undefined_19: 
	undefined_20: 
	undefined_21: 
	8: 
	undefined_22: 
	undefined_23: 
	undefined_24: 
	toggle_1: Off
	toggle_2: Off
	toggle_3: Off
	toggle_4: Off
	fill_18_2: 
	fill_20_2: 
	fill_22_2: 
	fill_24_2: 
	fill_26_2: 
	fill_28: 
	fill_29: 
	fill_30: 
	1_5: 
	2_5: 
	3_5: 
	fill_4_3: 
	fill_5_2: 
	fill_6_2: 
	fill_7_3: 
	fill_8_2: 
	fill_9_2: 
	1_6: 
	2_6: 
	3_6: 
	fill_1_6: 
	fill_2_3: 
	fill_3_3: 
	fill_4_4: 
	fill_5_3: 
	fill_6_3: 
	fill_7_4: 
	fill_8_3: 
	fill_9_3: 
	fill_10: 
	fill_11: 
	fill_12: 
	fill_13: 
	fill_14: 
	fill_15: 
	fill_16: 
	fill_17_2: 
	fill_18_3: 
	toggle_1_2: Off
	toggle_3_2: Off
	toggle_5: Off
	toggle_2_2: Off
	toggle_4_2: Off
	toggle_6: Off
	toggle_7: Off
	toggle_8: Off
	fill_2_4: 
	fill_3_4: 
	fill_4_5: 
	fill_5_4: 
	fill_6_4: 
	fill_7_5: 
	Text1: 
	Text2: 
	Text3: 
	Text4: 
	Text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