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青少獅轉成獅友
轉換過程的最佳實踐
這份讓青少獅轉成獅友繼續其服務的旅程的 PPT文件格式的補充指南，可在 
https://www.lionsclubs.org/zh-hant/resources-for-members/resource-
center/leo-advisor-training網頁上找到。其中包括了如何支持青少獅以獅子會
員身份繼續承諾於服務的更多資訊和最佳實踐。這些有助益的最佳實踐是在與各
憲章區的青少獅會顧問、青少獅會會長、和區/複合區青少獅主席舉行的焦點小
組討論中編製的。

LEO-LION

https://www.lionsclubs.org/zh-hant/resources-for-members/resource-center/leo-advisor-training


從這裡開始

讓旅程充滿樂趣

青少獅成為獅友的旅程始於
年輕人成為青少獅的那一
天！

報告青少獅

在青少獅旅程開始時，您
可以為他們做的最重要
的事情是在 MyLCI 上向
國際獅子會報告您的青少
獅，以確保溝通、服務年
資的認可、以及擔任青獅
獅友的資格。青少獅的記
錄應包括準確且獨特的電
子郵件地址，亦即非與另
一位青少獅或獅子會會員
共用的電郵地址。 

您的支持為什麼很重要

支持青少獅和年輕獅友可
以增強整個國際獅子會的
組織，就像支持您自己家
庭的每個成員，尤其是最
年輕的成員一樣，可以加
強每位成員的聯結和成功
的潛力。

正面的榜樣和體驗很重要！

作為青少獅會顧問或青少獅
主席，您在青少獅決定繼續
擔任獅子會會員的過程中扮
演著重要的角色，但需要的
不僅僅是您才能成功。因
此，評估貴區和複合區的其
他獅友如何與青少獅「合
作」，這是很重要的。 
許多善意的獅友不明白如何
最好地與年輕人合作。提供
獅友成功的策略，以成為正
面的榜樣，這將提升他們自
己的體驗以及與他們一起服
務的青少獅之體驗。
提醒獅友想一想在他們年輕
的生活中，正面的榜樣如何 
啟發了他們。 
最佳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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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邀請青少獅參與獅友的會議，並將他們的構
想納入服務活動的規劃中。 

• 與貴地區的幾個分會（而不僅是青少獅輔導
分會）一同計劃青少獅和獅友的聯合服務方
案。這將建立貴地區青少獅和獅友之間的關
係。

• 確保青少獅將真正是以獅友的合作夥伴而參
與，而不是被分配負責設置和清理的工作。

• 允許青少獅在區和複合區活動期間跟隨著獅
友 - 肩並肩，以培養學習的機會。 

• 讓青少獅準備好在分會及更高的階層擔任領
導職務。儘早向青少獅介紹在青少獅會顧問
小組中與獅友一起服務，以及擔任青少獅區
內閣或青少獅複合區聯絡人的機會。

• 邀請青獅獅友參加青少獅的會議，並請他們
分享他們是如何以啓發他們的方式在繼續服
務。然後幫助青少獅組織活動，以便他們可
以與青獅獅友一起服務。 您可以在lionsclubs.org/Leo-

AdvisoryPanel了解有關青少獅
會顧問小組的詳情，也可以在

lionsclubs.org/CabinetCoun-
cilLiaison查找有關青少獅區或複

合區聯絡員的有用資訊。

應該每年查視記
錄，以確保所有青
少獅的資訊都是最

新的。

https://www.lionsclubs.org/zh-hant/discover-our-clubs/about-leos/leo-club-advisory-panel
https://www.lionsclubs.org/zh-hant/discover-our-clubs/about-leos/leo-club-advisory-panel
https://cdn2.webdamdb.com/md_uA1UYC6dFK73cpVu.jpg.pdf?v=1
https://cdn2.webdamdb.com/md_uA1UYC6dFK73cpVu.jpg.pdf?v=1


前面的道路

開始找工作的青少獅：

• 雇主尋找提供了全面專
業簡歷的候選人，這包
括在專業性和服務性的
組織中的領導記錄。

• 現在的許多公司都了解
管理的重要性，並為員
工贊助社區外展計劃。 

• 招聘經理尋找能夠提供
全面經驗以展示其公司
共同價值觀的候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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擁有如此多的好處，青獅
獅友計劃顯然是青少獅的
會籍選擇。 
確保您熟悉青獅獅友計劃
及其眾多的福利，包括國
際會費的優惠、特別的領
導培訓和角色，以及獎學
金的機會。
請訪問lionsclubs.org/
LeoLion，以熟悉青少獅
計劃。
與青少獅討論他們未來的
計劃。了解與您過去的經
歷相比，現今的少獅和青
獅所面臨的不同選擇和挑
戰。

明白他們想做什麼，而不是
您認為他們會做什麼。

在順著導向障礙的道路前進之前，請討論以下有關您的
青少獅正在考慮的路徑之資訊，並討論所提供的分會選
擇。

為中學後的學校做準備的青少獅：

• 許多大學申請和面試的重點是潛在學生的志願者記
錄。學校對那些能夠代表他們的使命宣言和目標的
學生感興趣，在被考慮錄取的學生中，回饋社區是
優先的特徵。

• 學生除了要達到規定的平均成績外，許多學校還要
求要有服務的時數來保持「良好的信譽」。 

• 獎學金可能包括了服務時數的記錄，以便獲得和維
持財務的支助。 

• 在世界的許多地方，學校裡充滿了屬於服務分會和
組織的學生，他們將被邀請加入這些組織並自願貢獻
他們的時間和才能。 
 
 
為什麼不成為獅友呢？

討論加入或成立校園分會或學生分
會將如何讓青少獅在就讀中學後的
學校之同時，可以為當地的和全球
的社區服務。請訪問 lionsclubs.
org/CampusLionsClub以了解詳
情。

與其他的前青少獅和有事業
心的年輕獅友討論，加入或
授證青獅獅友分會如何提供
繼續與朋友一起服務，以及
發展其專業網絡的機會。  
請訪問 lionsclubs.org/
LeoLion 以了解更多資訊。

https://www.lionsclubs.org/zh-hant/resources-for-members/resource-center/campus-lions-club
https://cdn2.webdamdb.com/md_n25JXho38F58.jpg.pdf?v=1


開始家庭的青少獅：

毫無疑問地，對於二三十
歲的人來說，生活是非常
忙碌的。在這段時間裡，
許多青少獅從學校進入了
職業生涯，甚至開始自己
的新家庭。 
然而，許多的年輕獅友認
為服務是與新朋友和老朋
友交往、分享生活經驗、
並在同儕中尋求支持的好
方法。 

家庭會員計劃有助於節省會
員費用，並可以提供年輕獅
友機會，能夠很容易地計劃
有趣和有意義的活動，讓他
們與家人一起服務時共同參
與。有關家庭會員計劃的更
多資訊，請訪問 lionsclubs.
org/FamilyMembership。
幼獅計劃是他們自己的「未
來青少獅」的極佳選擇。
有年幼孩童的年輕獅友可以
在與孩童們一起清理公園、
為兒童癌症患者收集玩具和
書籍、或進行其他以兒童為
主的服務方案，一起度過愉
快的一天的同時，示範社區
外展的重要性。

確保順利的轉接 4
貴地區的分會準備好迎下一代了嗎？ 

年輕獅友可能會對達到成為新的獅子會會員的目
標而感到興奮，但如果他們發現他們的分會不支
持和尊重他們的想法，這種感覺將是短暫的。 
年輕的會員知道他們有平等的機會分享自己的想
法、計劃服務活動、擔任領導角色，並以平等夥
伴的身份參與服務，這是非常重要的。
欲了解更多與年輕獅友合作的有用策略，請閱讀
與年輕獅友建立聯結指南。然後，在年輕獅友會
籍指南中，了解更多關於較年輕的會員認為有
吸引力的分會類型。您可以在 lionsclubs.org/
YoungLions 上查找這些資源。

慈善為本

許多地區的會費讓人裹足不前，請考慮減免或降
低年輕獅友的分會和區域會費。

在 MyLCI 中將青少獅轉為獅子會
會員的容易步驟 

將青少獅轉入到獅子會的過
程非常地容易。以下事項
對青少獅很重要，這些特
點現在已建立在 MyLCI 
的轉會過程中：
• 青獅獅友保留其青少

獅會會員號碼作為他
們新的會員號碼。

• 青少獅服務年資會自
動地歸入於他們的獅
子會會員記錄。

• 若要選擇雙重會籍，
可以將青少獅結束日
期留空不填。

欲學習如何在 MyLCI 中將青少獅轉入到獅子會，請按照此指南或影
片中顯示的步驟進行，指南及影片可在lionsclubs.org/LeoLion網頁
上查找。在該網頁上，您也可以了解更多關於雙重會籍的資訊。

https://www.lionsclubs.org/zh-hant/resources-for-members/resource-center/family-membership
https://www.lionsclubs.org/zh-hant/resources-for-members/resource-center/family-members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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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vimeo.com/549029194/1a4912392f
https://vimeo.com/549029194/1a4912392f


對行過美好道路的表
揚5

專有的青獅獅友徽章

青獅獅友最受尊敬的傳
統之一就是光榮地佩戴
他們專有的青獅獅友會
籍徽章。在您的下一個區
活動中舉行特別的慶祝儀
式，以表揚在貴地區所有
支持青少獅和青獅獅友轉
換過程的人。
別忘記用照片捕捉所有的
樂趣，並發佈自豪和鼓勵
的話語。
#ProudLeoLion

重要訊息： 

• 與貴分會的秘書一起 
— 確保每名青獅獅友
的新獅子會記錄中都
有正確的地址和電子
郵件地址，以便他們
收到國際獅子會寄送
的免費徽章，這是非
常重要的。 

• 請記住，在他們的青
少獅記錄中的地址可
能不是他們目前居住
的地址。

（註：在 MyLCI 中記錄了
青獅獅友一個月之後，國際
獅子會才會寄出免費的青獅
獅友徽章）

獅友獎項 

國際獅子會提供兩項獎勵證書，表揚指導青
少獅決定成為青獅獅友會員，以及支持新授
證的青獅獅友分會的獅友。 
• 獅子會幹部必須向國際獅子會報備，他們

才有資格獲得這些特別的分會、區和複合
區階層的獎勵證書。

• 了解更多關於青少獅轉成青獅獅友會籍獎
項，請訪問 lionsclubs.org/LeoLion。

https://cdn2.webdamdb.com/md_2Ct8ef4R0w24.jpg.pdf?v=1
https://cdn2.webdamdb.com/md_2Ct8ef4R0w24.jpg.pdf?v=1


一條新的道路 
現在開始了。

我們是一個以服務團結聯合的大家庭，總部辦公室的國際獅子會團隊渴望幫助您支持年輕獅友
和我們所服務的社區。請聯繫 membership@lionsclubs.org 以獲得協助。感謝您的服務！

您的支持將繼續確保貴地區的所有年輕獅友
有一個順利的旅程。

mailto:membership%40lionsclubs.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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