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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會及區籌劃指南

獅子會全球入會儀式日



獅子會全球入會儀式日 2要想深入了解或取得更多資源，請造訪  
lionsclubs.org/MembershipChair

什麼是獅子會全球入會儀式日?
獅子會全球入會儀式日是全球歡迎新會員的活
動，以及給獅子會刺激會員成長及提高公共認
知的機會。 

自 1917年以來，獅子會一直為全世界及地方社區的需求
而服務。各地須要獅子會的服務越來越多，因此獅子會對
可履行「我們服務」座右銘之優質會員之需求亦相對的增
加。全球入會儀式日是對貴區獅友及一般大眾象徵性之
聲明，即國際獅子會承諾招募優質會員以符合社區之需
求。參與全球入會儀式日之活動不但可刺激會員成長，也
提高民眾了解貴分會及您們的活動。

本指南包含了籌劃活動要訣，以及可以協助貴分會、區或
複合區舉辦成功及有意義的招募方法與公關建議的活
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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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處開始著手

區
總監決定該區要如何參與全球入會儀式日。通常區際活動有
高出席率，全球入會儀式日慶祝活動可在專區、分區或由個別
分會舉行。若全球入會儀式日決定為一區際活動，下一步驟是
決定舉行地點。該活動若能包含貴區內每一位新獅友，是最理
想的方式。在許多地區，全球入會儀式日是與區或複合區年會
同一日舉行。若是如此，入會儀式將是年會的重頭戲。

若全球入會儀式日不與區或複合區年會同一日舉行，該活動
是好的宣傳機會應善加籌劃， 應將入會者的好處與媒體宣傳
發揮極致。

決定活動之範圍後，應直接向分會會員宣佈區之特別計劃是
非常重要的。應考慮下列之建議: 

 •  將獅子會全球入會儀式日的活動消息列入區、專區、分
區及分會的通訊中。這項活動資料應包括活動說明；活
動時間、地點、舉行方式 (讓分會知道本活動是否為區
際的入會儀式或他們須自行籌劃)；暫定預計入會人數
之截止日期。鼓勵分會善用此機會獲得新會員，及增加
分會知名度。

       請注意與分會的通訊中，仍鼓勵分會繼續其平常的入
會儀式。本日是一添加的分會入會儀式活動。

 •  區月刊及其他通訊應加入會員發展宣傳運動及活動資
訊。若有舉行競賽，則可包含結果，以及分會已發展的
成功招募技巧。

 •  寄封特別信函給每位獅子會領導人 (如分會會長、分會
會員發展主席、幹部、專區主席等。) 鼓勵他們支持宣傳
本活動。

  •  寄招募資料給會員發展與行銷溝通委員會主席。

 •  於分會訪問及訓練課程強調參與的重要。

 •  在區所有通訊結尾處，提醒獅子會全球入會儀式日活
動之日期及其重要性。

過去參與全球入會儀式日的總監，都認為本活動由於媒體之
報導顯著的幫助會員成長及提升知名度。由總監主持獅子會
全球入會儀式日重要活動，分會階層之會員招募及後續工作
是非常重要的

分會
全球入會儀式日給予分會推動強有力的會員發展活動之理想
機會。

該儀式可為全區性活動，地方分會是新會員入會儀式之最大
受益者。首先，先了解貴區或複合區如何籌劃慶祝獅子會全球
入會儀式日。讓總監或總監議會議長知道貴分會願意參加。

然後，擬定招募計劃以配合該活動。分會階層之會員招募及後
續工作對本活動成功與否是非常重要的。與貴分會之會員發
展委員會開會考慮本指南所提之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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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活動之要素

獅子會全球入會儀式日之整體性成功須包含:

 •  強有力之會員發展宣傳活動: 積極的會員發展宣傳活
動是本活動成功的第一步。區應考慮舉辦全區性活動，
鼓勵分會、分區、專區設計他們自己的活動。 

 •  有意義的儀式: 儀式應請好的演講人或為令人難忘的
獨特活動為重點，特別是對新會員。儀式的基調應該是
鼓舞和激勵人心的。這些都應強調獅子會對社區及獅
子會本身之重要。

 •  有效的公關計劃: 大批的新會員入會是值得報導之新
聞。設計媒體報導之計劃 – 而且應儘早進行籌劃！

舉行籌備會議 

與下列獅子會領導人舉行籌備會議，徵求他們的意
見及支持，可協助進行成功的全球入會儀式日活
動:

總監: 總監計劃及督導區活動。並與區年會接待委員會合作，
取得儀式須要的場地、座位數及其他項目。若全球入會儀式日
與區年會不在同一天舉行，另組委員會負責計劃本活動。

會員發展委員會主席: 邀請複合區、區、分會會員發展委員會
主席一同設計使更多新獅友參加的會員招募策略 。

專區及分區主席: 專區及分區主席可協助籌劃該活動，協調區
內招募及公關工作，參與分區及專區挑戰以協助達到其地區
預期招募之新會員人數。

分會會長：分會會長應鼓勵其會員招募新會員、舉辦招募之夜
活動、參與分會之挑戰並提供本指南內的新聞樣本稿給其公
關委員會主席。他們也負責邀請新獅友出席儀式，因為新會員
入會及入會儀式活動之日期可能很接近。

公關主席: 複合區、區、分會公關委員會主席應共同針對公關
工作、招募運動、有新聞價值的方案及全球入會儀式日等活動
為合作重點。他們也負責邀請媒體出席本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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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強有力之會員發展
運動

獅子會全球入會儀式日之主要目標是以肯定及
有新聞價值的方式招募優質會員。問就對了！
新會員招募指南，可在 www.lionsclubs.org/
MembershipChair 找到，是尋找有助於確保您的
會員發展活動成功想法的好地方。以下是全球分會
和區使用的一些會員招募技巧，以及「問就對了」中
提到的最佳實務！指南:

挑戰: 挑戰其他獅友招募新會員可添加趣味。可在區、專區、分
區、分會間互相挑戰。每一參加團體以達到或超過預期新入會
人數來挑戰對方。「輸方」承諾對「贏方」提供服務，如舉辦接待
會或協助方案。獎品可為具有創造力或非常獨特的。在區內透
過月刊、公告、訪問或其他會議，公佈此挑戰競賽。在計劃您的
挑戰時要周到。分會或區之間的挑戰不應該使分會增加優質
會員的重要性黯然失色。

招募之夜: 要求每位會員邀請準會員出席一特別的分會會議。
會議應特別介紹分會的方案及成就 – 讓來賓認識其他會員。

方案義工: 邀請民眾參與分會特別方案。民眾可多了解貴分
會、分會會員可藉機多了解義工，並邀請準會員出席會議。

會員招募會員運動: 要求每位會員向分會會員發展委員會提
供準會員名單。準新會員人選包含同事、親戚、鄰居、社區領導
人、企業領導人、教育家、朋友、其他專業等。若貴分會參與青
少年的活動，準會員人選可包含家長、青少年領導人及其他有
興趣社區服務者。該委員會應進行可能的招募工作。

分會廣告及宣傳運動: 運用廣告及公關技巧來觸及到社區居
民之建議:

 • 在社區活動中設立攤位
 • 在地方報紙宣傳貴分會之活動
 • 舉辦直接郵寄信件給民眾的活動
 • 設計貴分會網站及其活動
 •  設計一些可突顯貴分會活動及成就的宣傳活動

宣傳活動結束後的工作: 提供總監預計新入會人數以準備由
總會長簽名的特別入會儀式日證書，可在lionsclubs.org上
下載。邀請新入會者，及已入會者出席儀式。每一分會負責邀
請新入會者並向總監或入會儀式主辦者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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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辦有意義活動

籌劃儀式
許多全球入會儀式日於區或複合區年會時舉行。您
的活動應為貴分會或區的特別活動，應反映出貴區
之會員文化和傳統。獅子會全球入會儀式日應考慮
下列事項:

儀式及講習: 舉辦貴區內新入會者之特別講習活動或儀式。該
儀式可由獅子會領導人或區新會員講習團隊主持。該活動應
具教育性及啟發性 –並開放給所有有興趣者。此儀式樣本包
含在本指南內。 
公眾活動: 在特別的活動、社區慶典、運動比賽、或服務活動中
舉行入會儀式。向分會打聽那些是民眾出席率高且適合舉行
公眾儀式的活動。分會贊助的運動比賽或童子軍活動是合適
的。藉此機會可突顯方案及成就 – 並預備可以分發的會員發
展資料。與地方官員詢問是否須申請許可。邀請地方官員及媒
體出席您的活動。
晚宴活動: 舉辦新會員晚宴活動。入會儀式可為燭光晚會或其
他特別儀式，以及娛興節目。
接待會: 若晚宴活動不適宜大團體，則舉行接待會。但須有議
程，結束前須有點心招待。
服務方案: 入會儀式結束後，宣佈新的或獨特的服務方案。此
為取得媒體報導之絕佳機會。
地方名人: 邀請市長或當地的運動明星入會? 提供貴分會照
相宣傳的良機，協助引起貴分會活動受人注目的機會。 
作證: 藉此機會邀請廣受敬重的獅友或受惠者作證。
重申諾言: 全球入會儀式日也是表揚已入會會員的良機。運用
此活動表揚已入會會員提供他們新的開始，重新承諾以服務
為其工作之重點。分會可為已入會會員安排不同的入會儀式，
讓他們可重申其諾言，或簡單的邀請他們站在一旁，向新會員
表示支持，並立下個人誓言。

取得儀式的場地: 籌劃過程中最困難處就是預計新會員人數
及找儀式場地。請記住下列要項: 

•  連絡所有分會會長，取得預計欲出席之新會員、來賓、
會員的人數。

•  洽詢廠商，了解場地是否可容納預計參加的人數。
•  決定是否需要視聽設備或音響設備
•  若此活動將在公共場所舉行，洽詢政府機關是否須申

請許可。

設計有效的公關計劃

獅子會全球入會儀式日是獨特的活動，不論對內或
對外都是宣傳獅子會服務及會員發展的活動。

內部溝通
每一獅友都應參與此活動。首先，貴分會或區每一獅友都應知
道全球入會儀式日以及分會/區的計劃。透過月刊、網站、分會
通訊及其他刊物宣傳參與的計劃及活動方式。

在分會會議中舉行「意見」活動。詳細解釋全球入會儀式日活
動並徵求有關分會及區計劃之意見。此為了解那些人與媒體
界、當地名人或政府官員有連繫者並可提供協助。將取得的資
料併入全球入會儀式日計劃內。

與媒體合作
若本活動為區際活動，分會及區公關委員會主席應負起本活
動之宣傳責任，避免重復公關工作。在 lionsclubs.org 資源
中心中，搜索公眾宣傳的想法是獲得宣傳貴活動之建議的好
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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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您的活動有新聞價值
雖然為大批的新會員舉行入會儀式已具有新聞價值，但仍應
為當地媒體添加一些有趣的資料。下列為全球入會儀式日計
劃之建議:
 •  請地方官員公開宣佈獅子會全球入會儀式日的活動。

邀請他們出席您的儀式，並談及義工的重要並正式宣
佈該日為全球入會儀式日。此聲明樣本包含在本指南
內。

 •  貴分會曾幫助過的特殊人士或團體嗎? 取得他們的許
可，提供媒體界有關獅子會如何改善他們生活的真實
故事。強調全球入會儀式日的活動使分會能夠幫助更
多的貧困人們。

 •  邀請當地名人擔任榮譽獅友。當地電台或電視台職員
可以擔任獅子會活動的發言人。該發言人以主持媒體
訪問或電台服務公告的錄音來參與此活動。

創建媒體名單
若您尚無此名單，請收集願意報導獅子會活動之媒體單位。

 •  利用網路搜索可以找到當地報紙、廣播和電視台的清
單。

 •  確定收取您發出的資訊最合適的人選。名單可包含主
編、 照相組編輯、報紙生活版主編；新聞主編、電台特
別部門製作人、策劃總編輯、電視台特別部門製作人
等。

 •  建立一份名單，其中應包含媒體單位連絡者姓名、職
稱、電話、傳真、電子郵件，以便在發送資訊時可以使
用。運用此名單為進行中的活動宣傳。

 •  請務必確定您的聯繫人更喜歡如何接收新聞稿。電子
郵件、郵寄、傳真或親送。

準備及分發給媒體的資料
一旦您有媒體界的連絡名單後，應準備給媒體界資料。連絡者
都應收到說明該活動之新聞稿(人、事、時、地) 的內容及關於
貴分會的事實單。本指南內也包含新聞稿樣本及事實。  

寫新聞稿應注意事項:
 •  記住應包括連絡人姓名、電話號碼及電子郵件地址。
 •  使用引用語須貼切和及時。引用語作者之姓名及職位

須正確。
 •  若涉及分會活動則盡可能具體地說明。提供與您的社

區直接有關連之活動名稱、日期、地點。
 •  每份新聞稿以下列介紹國際獅子會詞句做結尾:
        國際獅子會是世界上規模最大的服務組織，其會員有

140多萬分佈在全世界200多個國家及地理區，超過 
48,000個分會。

挑選發言人
發言人必須對該活動非常了解，並能清楚的說明您希望表達
之要點。通常，此發言人可由分會會長或總監擔任。列出活動
的重點以供發言人於回答記者問題、或攝影訪問前使用。

聯絡媒體
接洽媒體前，對儀式活動之事實或已宣傳的活動應非常熟悉。
嘗試使用以下問題作為指導來預測記者可能會問的問題：

• 為什麼該故事有新聞價值?
• 讀者/聽眾/觀眾會有興趣嗎?
• 是否有當地名人或政界人士參加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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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有充分的時間遞送新聞材料，然後按媒體名單一一打給記
者，請他們報導。(註：早上是打電話給新聞媒體的最佳時間。
許多電台職員上早班，而下午是記者及電視台製作人結稿的
時間。)
提供記者該活動之基本資料。若您非該活動之發言人，請讓記
者知道誰是發言人，如何與他接洽，以便記者向發言人取得正
確資料，或訂訪問時間。 
活動後，以貴分會之信紙寫謝函給報導該活動之媒體界。

其他公關方法
儘量善用各種可能的溝通工具將全球入會儀式日活動宣傳出
去。地方電台之民眾服務主任可以協助宣傳。
提供電台簡短的(30-60秒)文本，描述獅子會的活動。 
另外，可接洽地方電視台可用民眾服務廣播時間播放。許多電
視台提供民眾服務廣播時間 – 或免費在民眾佈告欄公告。國
際獅子會已有預錄好的公眾服務公告(PSA)，可在線上下載。

活動後之宣傳
活動結束後，您仍須繼續公關工作，以再確認本活動之重要及
提供新資料給未出席儀式的媒體界。計算入會人數，及收集本
活動值得報導之資料。運用這些資料寫下可分發給媒體界之
新聞稿。於分會月刊、網站及分會其他通訊上，刊登活動成果
以繼續內部之溝通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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籌劃時間表

成功的活動須要有完整的計劃，並按計劃進行。雖
然活動本身可能是單純的，事先的準備工作可確保
活動順利進行。

以下是各事項的時間進度表:

立刻
•  確定區內哪些分會將參加獅子會全球入會儀式日。 
•  若全球入會儀式日與區年會同日舉行，與年會負責人

討論舉行儀式的時間及地點。若全球入會儀式日與區
年會不在同日舉行，成立全球入會儀式日委員會。

•  連絡所有複合區、區、分會會員發展委員會主席以設計
會員招募方法。並決定是否合作舉辦招募活動。

•  舉辦及宣佈分會、專區、分區的挑戰競賽。

1 月

 •  開始邀請新會員出席儀式。新會員入會日期與入會儀
式之間可能很匆促。

 • 設定公關計劃。

2月
 •  預計該地區之入會宣誓新會員人數。與當地的印刷廠

合作，印製特殊的紀念證書。證書可在lionsclubs.org
下載 

3月
 •  預計出席儀式總人數，包含新會員、來賓、配偶。確認會

議場地、 設備、點心、許可證等。
 •  擬妥公關計劃及分發資料給媒體。
 

 •  與主持者及其他參與者討論如何進行儀式的步驟。請
主持儀式者先在證書上簽名。

 •  確定已邀請所有新會員及其來賓出席儀式。

儀式當天
 • 舉行儀式及頒發證書。
 •  若已備妥新聞稿，就發給當地獅子會。

後續工作
 • 感謝所有使活動順利成功者。
 • 準備及活動後分發給媒體的資料。
 •  告訴會員發展及新會行銷部門您如何善用此機會不但

宣傳志願服務精神並強化貴分會活動之說明、影片、照
片，寄至下面地址。

進一步招募方法或其他會員發展的資料，請洽:
 國際獅子會
 會員發展司
 300 W. 22nd Street
 Oak Brook, Illinois 60523-8842 USA
 電話：630-203-3831



活動前新聞稿樣本 

(連絡人)
連絡人資料：

(姓名)
(電話號碼)
(電子郵件)

立即發佈

(分會名)獅子會表揚新會員
獅子會全球入會儀式日

(城市，日期)—100多年以來，國際獅子會的男女會員不因任務艱鉅而裹足不前。今天來自 (地點) 的獅子
會會員在獅子會全球入會儀式日的慶祝活動中，以榮耀新會員來慶祝未來的社區服務。

此儀式在全球同一天舉行，(分會或區名)將在 (儀式地點及時間)舉行入會儀式.(發言人姓名) 將出席該儀
式。

根據 (分會會長姓名), 表示獅子會全球入會儀式日非常有意義。「在我們歡迎新會員的同時，也要分享成
為獅子會的榮耀，並強調參與之重要，協助鄰居，建立起 (城市名)社區間的互助合作。」

慶祝獅子會全球入會儀式日， (分會或區名) 已承諾 (寫上目前或即將舉辦的分會/區方案，包含活動之日
期及地點)。過去募款活動所得已用在 (列舉獎學金及/或其他捐贈之志業)。該 (分會名) 於 (年份)成立。

該 (分會名稱) 獅子會共有 (#) 位會員，固定 (每個月/週/日) 於 (時間) 在 (地點)開會。獅子會的男女會員
看到社區的需求而一同盡力滿足這些需求。若須進一步資料或願參與 (分會名) 獅子會者, 請連絡  
(姓名) ， (電話/若有網站，請寫上)。

國際獅子會是全世界最大的服務性會員組織，遍佈全球超過 200個國家及地區，有 48,000多個分會及超過140 萬名會員。自
1917年以來，獅子會幫助盲人和視障人士，並透過我們的五大全球志業: 視力、救濟飢餓、兒童癌症、環境和糖尿病，對社區服務
做出堅定的承諾。有關國際獅子會的更多詳情，請拜訪其網站www.lionsclubs.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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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後新聞稿樣本

(連絡人)
連絡人資料：

(姓名)
(電話號碼)
(電子郵件)

立即發佈

(分會名)獅子會表揚新會員
獅子會全球入會儀式日

(城市，日期)—於 (日期),國際獅子會於成立成立 (#)年的歷史，舉辦其中一項盛大活動，慶祝上千新會員，
參加獅子會全球入會儀式日活動。

在此 (城市名), (#) 位新加入 (分會名) 獅子會的男女會員，將於 (地點) 舉行的特別全球入會儀式日活動
中入會，此為與國際獅子會結合的國際性活動。(入會者名單) 都宣誓入會。

據 (姓名，職稱如分會會長或方案主席)，獅子會全球入會儀式日成功的原因有許多。「做為獅子會員，我們
奉獻於社區服務，」 (姓)獅友說。「在此 (城市名), 我們要分享我們的志願服務精神及我們的任務，與我們
新進會員從事 『我們服務』，使他們可感受到做為獅子會員的榮耀。」

慶祝獅子會全球入會儀式日， (分會名) 獅子會已承諾 (寫上目前或即將舉辦的分會/區方案，包含活動之
日期及地點)。過去募款活動所得已用在 (列出獎學金及/或其他捐贈之志業)。本 (會名) 獅子會於 (年份)
授證成立。

本 (分會名) 獅子會共有 (#) 位會員，固定在 (每月/週/日期) 於 (時間) 在 (地點)開會。獅子會的男女會員
看到社區的需求而一同盡力滿足這些需求。若須進一步資料或願參與 (分會名) 獅子會者, 請連絡  
(姓名) ， (電話/若有網站，請寫上)。 

國際獅子會是全世界最大的服務性會員組織，遍佈全球超過 200個國家及地區，有 48,000多個分會及超
過140 萬名會員。自1917年以來，獅子會幫助盲人和視障人士，並透過我們的五大全球志業: 視力、救濟
飢餓、兒童癌症、環境和糖尿病，對社區服務做出堅定的承諾。有關國際獅子會的更多詳情，請拜訪其網站
www.lionsclubs.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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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明書樣本 

聲明書

鑒於, 國際獅子會自1917年成立以來，會員一向謹守為社區人道主義熱忱服務之誓言；及

鑒於, 國際獅子會成為全世界最大的服務性社團組織，遍佈於200多的個國家和地理區，有48,000多個分
會與超過140萬名會員；及

鑒於,國際獅子會會員繼續履行對社區服務的承諾，透過許多地方之工作以及國際活動；及

鑒於, 國際獅子會會員不論新或老會員，繼續慶祝其光榮之傳統及對他人協助之承諾；

所以現在, 本人，(市府官員姓名)，以(城市名)(頭銜)的身份，宣佈(日期)為(城市名)的全球入會儀式日。

此外, 本人欣然與本城居民感謝獅子會，並一起與國際獅子會全球獅友慶祝此盛典。 

發佈: 本日(日期)。

(市府官員姓名)
(頭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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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會儀式腳本範例
新會員加入獅子會的儀式，將因分會及區各地的風俗及活動而有不同 。為顯示入會儀式的尊貴及重要，應
由德高望重的獅友來主持，也可請老會員在新會員宣誓時起立再重申服務的諾言。

獅子會領導人以下面的範文宣佈儀式的開始:

今天是特別的日子。

獅子會全球入會儀式日是榮顯加入本組織的新會員，表揚他們的推薦獅友邀請他們入會。今天，全球各地成千上萬的新會員也
同時在此刻加入國際獅子會.. 來擴展我們服務社區的能力和幫助我們推動人道工作。在此特別的日子，我們讓這些新獅友藉機
可體認我們光榮的服務，及珍貴持久的友誼。這真是值得慶祝的大事!

我們榮耀新獅友因為他們擔任非常重要的角色...他們掌握著我們未來的關鍵。

我們必須好好教導他們，讓他們可為引導我們邁向服務新年代之領導人。當我們分享我們的傳統並要求他們實現獅子會的傳承
時......我們盼望他們帶來新方法及激勵，以便彼此互相學習。

當我們慶祝此重要日子的同時，我們須記住，每位新獅友不是自己可隨便入會的.需要一位非常重要的獅友…推薦獅友的推薦，
再經分會理事會的核准，.才能入會。推薦獅友有遠見知道準會員的特質。他們可能具備傑出領導技巧、真誠服務他人之承諾、特
殊才能等。推薦獅友知道新獅友有成就大事的潛能，並可運用於幫助他人…

獅子會全球入會儀式日的儀式即將開始。讓我們歡迎 (________分會/ 或區 ____ ) (數目)位新會員。請暫時不要鼓掌或表演，
等儀式完再鼓掌。當我叫到新會員及其推薦獅友的名字時，請站起來並走向前來。

獅子會領導人以下列方式宣佈名字: Susan R. Brown，由 Walter M. Smith推薦。當所有候選人和推薦獅友都站著時，獅子
會領導人說：

女士、先生們，代表（________區或         獅子會）的幹部和會員，我很高興您出席獅子會全球入會儀式日的特別儀式。您已經接
受邀請成為會員，我們很興奮也很光榮的歡迎您們成為我們分會及國際獅子會的一員。 

獅子會會員是很尊貴的。您加入了全世界最大的服務性社團組織，遍佈於200多個國家和地理區，超過48,000個分會與140多萬
名會員。本組織創立於1917年6月7日，在創始人茂文鐘士先生所召集的伊利諾州芝加哥會議時成立的。透過我們會員的奉獻，
人道服務不斷成長及擴張。今天，我們要求您們幫助我們傳遞獅子會的火炬並為全人類建造光明的未來。我們要求您…「服務」。

您知道本組織的道德信條及目的，及獅子會所從事的工作。我必須跟各位強調，獅子會會員的尊貴及應擔負之義務。國際獅子會
不是兄弟會、社交、政治性的組織。它是一群男女會員共同為無法由個人來完成之服務工作而努力。「我們服務」是本組織之座右
銘 。當您成為獅子會員，並由一起努力工作中得到最大的滿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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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已見過獅子會如何為社區服務，並照顧盲人、病人、殘障者。除非人們願意奉獻時間精力， 這些人道工作是無法完成的。任何
會員都會告訴您這些工作是須要去做。.. 分會將指派須要您完成的工作。我們的工作是要每位會員分攤去做，才能減輕貧困人
們生活的深切的苦痛。

會員的報酬是很高的。您可以和我們社會中最善良的人們交朋友。由受惠者及社區中接受您服務者的感激中得到溫暖。您可以
透過委員會之結構或和其他人愉快的工作。您可以發現社區問題，並且由於您是獅子會員，人們期望您能領導解決他們的問題。
總之，透過您的分會..您是… 好市民及好鄰居…向他人表達您心中的善意。

因為您表示願意加入本分會和國際獅子會，現在請您隨著我念會員的義務:

「本人(您的名字)… 願意接受這神聖的義務 … 願意遵守國際獅子會及獅子會的憲章暨附則…定期出席會議 …支持及為分會
的利益而效力 …並願意盡自己財務上的責任。我進一步的宣誓…我將協助維護…建立… 及強化本會的會員。而且我願意盡己
所能服務於委員會 …或其他指派給我的工作 …來積極參與本會。我也願意遵守 …國際獅子會的道德信條及國際獅子會的目
的。」

謝謝您而且歡迎您加入 (________分會/ 或區 ____ )。為這重要獅子會全球入會儀式日已經設計了特別的證書。將由您的推薦
獅友頒發此紀念性的證書給您，請推薦獅友再次朗誦推薦獅友職責:

「我 (您的名字)…已推薦（新會員的名字）......成為國際獅子會會員

… 我在此同意…確保新會員感受到受歡迎…於國際獅子會和分會活動及工作中…我進一步的宣誓… 盡己所能…確定他出席
所有分會的活動…成為好的獅子會會員。」

獅友們，請記住今日，而且記住光榮的佩戴您的獅子徽章。恭喜您而且歡迎您加入這個最偉大的服務組織....國際獅子會。現在，
所有在座的獅友，很榮幸的歡迎您成為__________分會的會員，請大家…以熱烈掌聲歡迎這些新獅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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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會名稱) 分會事實
如需更多資訊，請聯絡：
(姓名)
轉交(獅子會名)
(地址)

電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傳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電子郵件: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網站：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分會歷史
本分會於(年) (城市/地點) 成立

分會會員
(#)位男女會員

社區參與/分會方案
(寫上目前/即將舉辦的活動及方案。例如，全球入會儀式日、獅子會世界視覺日、視力回收活動、募款活動等。))

本會固定於 (每月/週/日) 於(時間) 在 (地點)開會。

國際獅子會
總部
300 W. 22nd Street
Oak Brook, IL 60523-8842
電話：(630) 571-5466
傳真：(630) 571-8890
網站：www.lionsclubs.org

歷史
1917年由企業家茂文鐘士先生在伊利諾州芝加哥創立。自創會之初，國際獅子會一直致力於幫助社區及世界各地的貧困
者。1925年，海倫凱勒女士挑戰獅友們成為「盲者的騎士」。我們服務在1954年成為國際獅子會的官方座右銘。

國際會員發展
• 世界上規模最大的服務組織
• 140多萬男女會員
• 超過48,000 個分會
• 分會遍佈 200 個國家與地理區域



會員發展司 
國際獅子會 
300 W 22ND ST
Oak Brook IL 60523-8842 USA
www.lionsclubs.org
電子郵件: membership@lionsclubs.org 
電話：630.468.38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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