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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领导力不仅是提供服务，还能让其他人更有成效。” 
 
虽然欢迎所有狮友修习本课程，但我们向任何将与新会或现有分会合作、或担任（或计划担任）领导职位者推

荐本课程，以做为一个基础。完成本课程后，您将成为一名认证导狮! 虽然本课程对任何一位狮友皆具价值，

拥有分会会长的经验将提升您引导新会或现有分会之成功。  

 
 
 

认证导狮课程目标 
 
导狮活动旨在协助新授证、已成立或正在重建的分会。  导狮是由总监与辅导分会会长或已成立的分会会长协

商后指派，任期两年。  在任何时候，导狮同时只可以担任不超过两个新分会的导狮。  

 
即使您是一位有经验的导狮，您也将从本课程获益。因为此课程对一个导狮的角色和职责提供了最全面的概

述。  

 
认证导狮课程将帮助您: 

1. 了解您身为导狮的角色  

2. 帮助您制定一个计划，引导分会自力更生及强大 

3. 提供工具帮助分会干部管理其分会 

4. 建立一个系统，以追踪在您任期内之发展 

 

 

 

 

  

 

 

提示 

 

我们建议在您开始导狮的任期前完成所有课程，以便帮助您成为一位有效的导狮。 

 

成功完成本课程可获得三年有效的证书。  三年任期结束时，您必须重新取得认

证。另请注意，您无需通过认证即可成为导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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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设计 
 
本课程以两种方式提供: 

 
第一种方式：以来往信函的方式授课，以便您可以按照自己的速度来学习。 

 
第二种方式：教室学习，此方式可让您与其他学员交换意见。  无论哪一种方式，您都需要自己完成这些练

习。  

 
自行完成课程 – 自学，请给自己预留足够的时间温习指南上注明的材料和可用资源。  本课程通常要花大约六

到八个小时完成。  您可向总监及其他资深的狮友索取额外的信息和指导，以便您对可得到的支持有完全的理

解。  这样做使这些重要领导人有机会提供额外的信息，帮助您在需要进一步发展的领域上得以精通。  一旦您

的总监检阅过您的工作簿并签署了完成确认表格，将表格发送交国际狮子会，您就能收到一份认证导狮的证

书。  

 
参加课堂教授的课程，请在出席课程前完成此工作簿。  请为您自己预留至少六个小时来完成本指南，若可以

的话，最好更多时间，以便您如此您在课程讨论上就能有更大发挥，并对此职位获得更彻底的理解能熟悉材

料。  如此您在课程讨论上就能有更多发挥，并对此职位获得更彻底的理解。  您为担任导狮做准备的时间投

入，将使您成为一个更加自信和有效的领导者。  

 
 
 
 
 
 
 

 

 
 
 
 
 
  

六个分会成功要素    

1. 分会会员举办了他们认为有意义的服务方案。  

 
2. 分会达到会员净成长并让新会员迅速参与的服务活动. 

 
3. 分会有效地与其会员及公众沟通。 

 
4. 定期举行积极且有意义的分会活动。  

 
5. 分会干部参与分区及区的领导培训。  

 
6. 保持分会之正常地位及定期提交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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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安排 
 
第一部分：成功导狮的技巧 

此部分课程专注于成为一个有成效的导狮所需的领导技巧，并帮助您找出在那些领域您能够进一步发展，使您

成为更有效的领导人。  

 
第二部分：建立良好的开始 – 成为信息的专家 

此部分课程通过引领您阅读现有的材料及国际狮子会的可用培训资源，帮助您准备好担任一名导狮。  

 
此部分课程专注于:  

1. 分会干部的资源 - 专门为分会干部设计的材料 

2. 分会蜕变活动 - 为强化分会设计的材料和活动 

3. MyLCI -  为分会干部定制的仪表版，用于报告数据及下载分会的重要运作信息。 

第三部分：发展分会干部指导者团队 

此部分课程帮助您找到能够作为一个分会干部指导者来协助分会的狮友，并为该指导者提供一份纲要以便其进

行具体的培训工作。  

 
第四部分：设计分会干部的培训 

此部分课程为分会干部培训概述了一个整体计划，可作适当调整以运用于贵地理区域。  此活动概述包括了对

国际狮子会的介绍，然后是关于确定和推行服务方案，如何举办有意义的会议，以及持续不断改善的策略。  

 
第五部分：评估分会的需要 

此部分课程帮助您辨识出分会的各种需要，以便能有效地提供培训和支持。  

 
第六部分：导狮资源 

此部分课程包括对导狮可用之报告的描述。这些报告可以帮助跟踪分会的发展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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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得总会长之认证导狮奖 
 
欲获得总会长的认证导狮奖，您必须完成：  

 
分会 

• 该分会是国际狮子会的正常分会。  

• 在导狮的两年任期结束时，该分会实现了会员的净增长，会员人数达到至少 20名。 

• 报告了新的服务和募款项目，并被鼓励向 LCIF捐款。 

• 参加了区的活动（包括专区会议）。 

• 分会干部确认导狮支持了分会的发展。 

 

导狮 

• 在两年间向国际狮子会和总监提交了季度报告。 

• 在两年任期结束之前完成了导狮认证课程。 

• 参加了分会的大部分例会和理事会。 

• 向国际狮子会和总监提交了最终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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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成功导狮的技巧 

 

管理者。激励者。团队建设者。沟通者。倾听者。一个成功的导狮担任很多角色。这些技巧当中的一些可能
您已经具备；有些您可能需要完全地发展。  培养这些技巧不但有助于完成您的职务，它也将帮助您个人的和

专业的发展。  

 

 

 

 

 

激励者：态度是有感染力的。  以自身的积极主动来激励新会员。  通过帮他们了解到狮子会员的责任、权益和

满足感来进一步启发他们。  

培训师：您工作的一大部分，就是要示范给分会领导者如何有效地管理分会，并领导分会向正面发展。  帮助

分会干部和会员了解我们组织，是个非常重要的任务。  在开始培训之前，花些时间让您自己重新熟识国际狮

子会、贵复合区、贵区及当地分会的基本知识，以便您能将这些信息融入分会干部的培训当中。  

沟通者: 良好的沟通技巧将提高您的成效。  用心倾听其他人的表述。  学习如何适度管理讨论并帮助人们解决

纠纷。  鼓励会员之间以积极主动的方式进行双向的沟通。  

观察者：当您尝试栽培一个分会时，要知道每个会员都有不同的技巧、能力和经验。  需使用每个人的长处以

图谋分会整体之利益。  

计划和目标设定者： 协助分会成员共同制定和设立可测量的目标和行动计划，以达到既定的目标。  确保所设

立的目标对分会及其会员们是有意义的。  

团队建立者：帮助新会员学习如何以团队运作；亦即，在共同为分会整体的好处做决定时，应尊重个人意

见。  这个技巧对于分会向前迈进极为重要。  

行政管理者：具有组织能力将有助于您完成将报告归档和协助分会的任务，并且能帮助您建立自信。  身为榜

样，请尽您的努力来描绘狮子会的领导人是有组织能力、有知识和具专业性的。   

  

赋予能力是迈向成功的关键!  每个分会都是由拥有梦想并希望实现改变的狮友所创建的。  身为导狮，您有机会

给他们展示如何去实现他们做一名狮子会员的梦想。  不要尝试改变他们的梦想，而是要支持他们。   很多时

候，一些过度热心的领导人会鼓励分会去支持一些他们的会员不太感兴趣的方案。  请一定要鼓励分会按照自己

的梦想去做，鼓励其他狮友领导人支持分会的决定。  不要让地区领导人施压给分会，迫使他们支持那些让资金

和精力不能集中来实现其分会目标的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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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问：与分会领导人分享您的见解、知识和经验，同时也要允许他们自己做决定。  

联系人: 保持新分会和辅导分会之间的良好沟通。  

热情的狮友： 新会员将把您视为经验丰富的狮友。和他们分享您在狮子会的知识，以及您的忠诚奉献和热

情。  

熟练的演讲者：如果自从您上次做培训已有一段时间，请考虑花些时间重新熟悉您的演讲和培训技能。  有许

多很好的参考数据可帮助您改善演讲和小组流程技巧，以及设定目标、制定行动计划和评估技巧。  

倾听者：身为导狮，有时候只是需要倾听和做一个新会干部发表想法及意见的传声筒，并做他们的顾问或指

导者。  

电脑技术: 身为导狮，您需要完成提交和接收报告、电子邮件及下载刊物的工作。  具有访问和有效利用 LCI网

站的能力至关重要。  

导狮最重要的技能... 承诺! 

导狮的首要属性就是能够出席分会会议，并在分会需要时发挥价值。  身为导狮，应准备好在最初六个月，出

席分会几乎所有的会议，并在两年任期中尽量多参加会议。  

 

 

 

  

衡量成功导狮的最终目标是让分会独立和自我运作。  只有当分会不再需要导狮时，他/她才是成功的导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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练习#1:  

导狮技巧的自我评估 
 
请摘要概述您认为一位成功导狮应具备之重要技巧。  

 
您认为哪些特征您已具备，哪些您觉得自己还需进一步发展？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您可以如何改善这些技巧？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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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着手好的开始 –   

成为信息的专家! 
 
即使是老练和知识丰富的狮友都会觉得要保持了解最新的政策、参考资料和发展的行动是富有挑战性的。  以

下的指南将帮助您准备好为分会干部提供培训。  

 
狮子会学习中心（LLC）  

 
狮子会学习中心（LLC）为分会干部提供了机会，以就其角色和职责的关键方面进行深入的按需培训，以确保

分会的领导发展为持续的成功做好准备。  鼓励分会干部熟悉狮子会学习中心(LLC)，此中心可由国际狮子会网

站中，点选会员登入链接进入。   

 
从以下的网上课程开始您的准备工作： 

 
分会干部培训 - 此单元对分会干部的角色、职责，以及分会的结构提供了概括的介绍。  

 
分会会长的职责 - 此单元提供了准备担任分会会长的职位所需的基本信息和资源。  

 
分会秘书职责 – 本课程概述说明其职责解释时间表，并提供为分会秘书职位做准备时所需的信息和资源。  

 
分会财务的职责 - 此单元提供了准备担任分会财务的职位所需的基本信息和资源。  

 
请一定到狮子会学习中心(LLC) 查看上述及其他的课程，该中心可由国际狮子会网站中，点选会员登入链接进

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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练习#2:  

确定要在分会干部培训中分享的关键概念 
 

查看完这些单元后，定出您认为对新会干部最有价值的至少三个项目或概念。  

1.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要与分会会长分享的最重要的信息是什么？ 

1.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要与分会秘书分享的最重要的信息是什么？  

1.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要与分会财务分享的最重要的信息是什么？  

1.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除了分会干部培训外，请留意其他有帮助的网上课程。  

1.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除了网上这些单元课程外，请与总监、全球行动团队 - 全球领导团队（GLT）区协调员、分区和专区主席联

系，以了解由区领导人提供的培训及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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练习#3: 

列出区和复合区所提供的可用培训资源  
 
 
分会会长 

区/分区培训：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复合区培训：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分会秘书 

区/分区培训：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复合区培训：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分会财务 

区/分区培训：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复合区培训：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分会营销主席  

区/分区培训：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复合区培训：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分会会员发展主席 

区/分区培训：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复合区培训：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分会服务主席  

区/分区培训：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复合区培训：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分会 LCIF 协调员  

区/分区培训：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复合区培训：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新会员讲习  

区/分区培训：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复合区培训：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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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分会运作的资源 

 
接下来，请查看 LCI网站上标题为 “管理分会”的材料。 

 
该栏目包含以下内容：  

 

管理分会(分会干部团队)– 通过该网页可以快速访问有用的信息，为分会干部提供运作方面的资源。    

 

标准版分会宪章及附则– 此文件概述了狮子会的结构和运作，包括每个干部的角色和职责。  尽管分会可
能想修订某些条例和按需定制此文件，但是新分会应自动从此标准宪章开始。  

 

改进分会质量的活动– 请检阅这些支持分会健康的材料。  包括了分会优质倡议、为分会的成功拟定计划(全

球会员发展措施)，及《您的分会、您的方式！》。  这些工具可帮助分会会员找到服务方案、定制他们的会议

安排，并确定改善分会运作的方法。  

 

杰出分会奖– 此奖项藉由在会员成长、人道服务、杰出的组织运作、以及沟通各领域内 

 
设定目标，提供了一个迈向成功的途径。  鼓励每个分会都努力争取这一尊贵的奖项。  

 

讲习指南– 该指南将协助为新会员提供讲习，以便他们了解本组织的历史和任务，及他们做为狮友的角

色。  有意义的入会仪式将有助于新成员感到被重视和有参与感。  

 

授证夜计划指南–此指南对辅导分会将非常重要，但也应该采纳新分会的意见。  此指南提供一份逐步计

划，让您的授证夜难以忘怀。  

 

 
 
 
练习#4:  

确定管理分会网页的价值 
 
您认为哪三项对推广优秀的分会管理最为有用？  

1.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https://www.lionsclubs.org/zh-hans/resources-for-members/resource-center/club-officers
https://www.lionsclubs.org/resources/79882852
https://www.lionsclubs.org/zh-hans/resources-for-members/resource-center/improving-club-quality
https://www.lionsclubs.org/zh-hans/resources-for-members/resource-center/club-excellence-awards
https://www.lionsclubs.org/resources/79883917
https://www.lionsclubs.org/resources/798845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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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的 Lion Account(狮子会账户)  

 

会员门户网站- 让您可以使用所有的狮子会应用程序：MyLion、MyLCI、Insights（洞察报告）、Learn（学

习）和 Shop（商店）。  

 
MyLION – 联系．服务．报告!  在此网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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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立个人的简介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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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SIGHTS（洞察报告）– 是国际狮子会（LCI）在会员发展、服务活动、捐赠和分会强项方面的全面概述。  也

包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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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HOP（商店）– LC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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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有进一步关于分会用

品的问题，请发电子邮件至 orderdetails@lionsclubs.org。 

 

练习#5: 

熟悉MyLCI及MyLion 
 
查看 MyLCI常见问题 (FAQ)，学习以下事务：  

1. 注册 

2. 设置您的分会干部 

3. 管理您的分会名册 

4. 管理贵分会的财务账单 

 

查看 MyLion投影片，并熟悉该服务系统。  

1. 介绍 MyLion 

2. 如何使用 MyLion来支持您的服务。 

  

https://myapps.lionsclubs.org/?
mailto:MyLion@lionsclubs.org
mailto:MyLCI@lionsclubs.org
mailto:orderdetails@lionsclubs.org
https://lionshelp.zendesk.com/hc/zh-tw/sections/360007672594
https://lionshelp.zendesk.com/hc/zh-tw/sections/360007672594
https://lionshelp.zendesk.com/hc/zh-tw/articles/1500004465122
https://lionshelp.zendesk.com/hc/zh-tw/articles/1500004465122
https://lionshelp.zendesk.com/hc/zh-TW
https://lionshelp.zendesk.com/hc/zh-TW
https://lionshelp.zendesk.com/hc/en-us/articles/360052859953
https://lionshelp.zendesk.com/hc/en-us/articles/360052859953
https://www.lionsclubs.org/zh-hans/v2/resource/download/87402397
https://www.lionsclubs.org/en/v2/resource/download/926097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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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发展分会干部指导者团队 
 
藉由成立分会干部指导团队来扩大对新分会的支持，以确保新分会获得成功所需的支持和指导。  

 
团队成员： 

 
两位认证导狮 – 可以让两位重要领导人分工合作并扩大支持。  一位认证导狮应尽量出席每个会议及分会活

动，并在需要时，回答分会的问题。  

 
总监团队 – 虽然区的方案未必支持分会的人道主义使命，…(要记住，分会会员们在加入分会时都有自己想好

的方案)但是新干部应尽快参与区所提供的培训和支持工作。  

 
分区主席 – 将分会干部列入分区主办的培训和活动中是很重要的。  

 
分会干部指导者 – 作为导狮，您对分会的行政管理要求未必熟悉。  让分会干部与另一分会知识丰富并有经验

的干部相搭配，这将会提供非常实际的支持。  指导者应是目前担任该职位的干部，并且知道最新的工具和信

息。  

 
分会干部指导者培训的检查单 – 这是提供给每个分会干部指导者的  “指导者检查单”，包含了每个干部职

位。  您会在第 28到 34页找到这些检查单。 

 
  

当今的志愿者关注分会将提供的服务，以及通过服务体验为个人带来的满足感和享受。  当与分会干部合作时，

帮助他们尽可能减少花在行政管理任务上的时间。  永远将分会的目标放在首位，然后指示干部处理所要求之文

件的有效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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练习#6:  

发展您的分会干部指导团队 
 
找到符合资格从事以下职位的狮友  

 
区的支持 

 
总监 

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主要职责：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全球领导团队区协调员 

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主要职责：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全球会员团队区协调员 

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主要职责：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全球服务团队区协调员 

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主要职责：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分区主席 

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主要职责：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其他：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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练习#6（续）：  

发展您的分会干部指导团队 
 
找到符合资格从事以下职位的狮友  

 
分会干部的指导者 

 
分会会长指导者 

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主要职责：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分会第一副会长指导者 

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主要职责：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分会秘书指导者 

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主要职责：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分会财务指导者 

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主要职责：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分会会员发展主席指导者 

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主要职责：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分会服务指导者 

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主要职责：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分会营销主席指导者 

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主要职责：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分会 LCIF协调员指导者   

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主要职责：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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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设计分会干部的培训  
 
以下是一份帮助组织和促进最初的分会干部培训的纲要。  每一培训课程所用的资源也包括在内。  汲取您的经

验并调整这些材料，以符合当地的需要和习俗。  考虑各种方法，以使此培训尽可能有意义和有相关性。  培训

可能要分为几个课程进行。  做好准备，以便帮助新会员找到他们需要的数据。  在每次培训课程中，请预留提

问题与回答的时间，并邀请分会干部指导团队参与。  理想的话，这些课程应该每周进行，以便培训可在指派

后的 30天内完成。   

 
注：在第 26和 27页有一份《分会干部培训检查单》，有助您的培训课程。  

 
注：培训的需要可能会因干部的经验高低而异。  请估量您分会干部的知识程度，  如果干部曾担任过领导职

位，修改课程以符合其需求。  

 
培训课程一：着手开始！ 

 
摘要：  国际狮子会、狮子会国际基金会，分会职责和授证夜仪式的介绍。  与分会干部指导团队的初次会议

（应在分会成立或职务指派的一周内进行）。  

 
参考数据：分会干部培训位于狮子会学习中心(LLC)内，《讲习指南》、《标准版分会宪章及附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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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服务主席电子书》, 和《授证夜计划指南》。  请确保纳入额外的地方资源。   

 
目标：  在本课程结束时，分会干部将对分会运作、分会职责、及授证夜活动有概括的了解，并已和他们的支

持团队见面。  

 
顺序:  

 
介绍国际狮子会讲习指南(最多 12分钟) 

1. 国际狮子会的历史，及分会、分区、专区、区、复合区和宪章区的结构：以分会作为基本单位开始，

请务必说明每个层面有不同的干部，强调他们所提供的支持。(3分钟) 

 
2. 分区主席的支持：在分区层面提供的培训和支持。(1 分钟) 

 
3. 总监团队的支持：简要地介绍每个职位及他们对分会干部所提供的支持。(2分钟)  

 
4. 国际狮子会提供的支持: 提及各种培训机会、电子分会会所及其他可能对分会干部有帮助的活动。(3分

钟) 

 
5. 国际服务方案: 由总监、全球服务团队协调员、和其他知识渊博的狮友介绍说明。(2分钟) 

 
6. 由分区、区和复合区提供支持。  

 

7. 重申每个分会都是独立自主的，分会决定他们自己将要支持的活动和方案。(1分钟) 

 

 

 

 

 

 

 

 

介绍狮子会国际基金会(最多 3分钟)  

https://www.lionsclubs.org/zh-hans/resources-for-members/resource-center/create-e-clubhouse


页码 | 17 

 

1. 狮子会国际基金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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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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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000笔拨款，总额超

过 12亿美元。  鼓励狮友、分会、区和复合区在 LCIF：自豪的故事中，分享因这些改变生活的拨款

而成真的服务故事。  

 

3. 拨款工具袋提供更多 LCIF所提供的拨款类型资源，以了解现在或未来是否有适合贵分会、区或复

合区的拨款。  

 

4. 第 104届在蒙特利尔的国际狮子会年会中，LCIF宣布超过其行动 100的目标，募集了 3.25亿美元。  

狮子会受到鼓励，在此动力上再接再厉，继续支持基金会，因为世界的需求仍不断增长，而 LCIF

扩大狮子会能回应这些需求的能力。  

 

了解分会的职责 – 分会宪章及附则(23分钟) 

 

1. 标准版分会宪章及附则：包含分会的主要管理准则。  讲解每个项目时，请简要回顾宪章中涵盖的要

点。  

 
2. 任务宣言、标语、座右铭、目的、目标与道德信条: 这些是本组织基本的指导思想，所有干部都必须熟

悉。(2分钟) 

 

3. 会籍类型：简要回顾每种类型（3分钟）。  请查看最新版的《标准版分会宪章及附则》，以获取有关

这些会籍类型的进一步信息。  

 

4. 费用及会费: 说明会费结构及会费金额是如何建立的。(2分钟) 

 

5. 干部职责: 简要说明每个干部的角色和职责，并指出他们的干部指导者将会为他们的职位提供个人的和

详细的信息。(5分钟) 

 

6. 理事会：说明分会理事会的功能、角色和职责。  

(2分钟) 

 
7. 管理资金：说明  “行政管理” 和 “ 公共(活动)” 资金的区别。  

(2分钟) 

 
8. 选举：说明何时及如何进行选举。(2分钟) 

 
9. 会议：说明一般会议和理事会会议的区别，及各会议对可讨论和不讨论之议题的习惯做法。(2分钟) 

 

10. 年会及年会代表：描述区年会的活动，并鼓励所有分会会员参加。  讨论分会可以如何参与年会活动。

(3分钟)  

 
 
 
 
 

如今的志愿者对组织能够完成的工作有更大兴趣，而不太注重职称和礼仪。  职称只在谈到领导人可以如何支持

分会时才重要。  

  
 

 

 

 

https://www.lionsclubs.org/zh-hans/discover-our-foundation/mission
https://lcifpride.org/?lang=zh-hans
https://www.lionsclubs.org/zh-hans/lcif-grants-toolkit
https://www.lionsclubs.org/zh-hans/give-how-to-give/more-ways-to-give
https://www.lionsclubs.org/resources/79882852
https://www.lionsclubs.org/resources/79883897
https://www.lionsclubs.org/resources/79884501
https://www.lionsclubs.org/resources/798830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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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证夜 – 授证夜筹划指南(15分钟) 

简单查阅授证夜筹划指南，特别强调时间表和职责。  请记住，这个活动对新分会可能是个挑战。  借着鼓励辅

导分会或区举办授证夜活动，以提供协助。   

 
 

分会干部指导团队 (10分钟) 

 
将新分会干部介绍给分会干部指导团队的成员认识。  告知每个人的姓名、联系电话及其专长。  每位分会干部

指导者应该与他们各自指定的分会干部安排一次个人会面。  发给每位干部及其指导者一份对应其职位的清

单。清单可在第 28至 34页找到。 

 
 
 
 
 

练习#7:  

培训课程一的重要目标 
 
培训课程一是对国际狮子会的概述，该课程为何重要？  您认为第一个培训课程的三个最重要的目标是什么？  

1.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https://www.lionsclubs.org/resources/79884595


页码 | 19 

培训课程二: 分会运作： 

 

摘要：审阅重要的分会领导职位和寻找有意义的服务方案之策略。  强调计划、团队合作、及与新干部沟通
的概念。  

 
参考数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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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会服务主席电子书》、《分会营销主席指南》、《财务透明之最佳实践》及《付诸实

现》! 以及任何实用的地方资源。  

 
目标：在本课程结束时，分会干部将了解他们的角色、如何找到支持其角色的信息和工具，以及如何启动其

第一个服务项目。  

 
顺序：  

 
分会干部职责 – 分会干部的电子书（20分钟） 

分会干部的电子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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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会服务主席电子书、分会营销主席指南)简洁地强调了每个分会干部的重要角色。  简要回顾每本电

子书，并在适当时注明任何本地改编的内容。  此时，新的分会干部已会见了他们的导师，并检查了清单。  查

看分会干部清单，以监控他们的理解程度并解除任何疑虑。  如果出现问题，可请导师协助，或在需要时分配

新的导师。  

 
财务透明的最佳实践 

财务透明的最佳做法提供财务报告、报销准则、未结账户的维护以及进行年终审计的基本信息。  

 
规划服务活动 – 付诸实现！(30分钟) 

服务是每一个分会的核心。  当分会举办有价值和有意义的服务方案时，社区以支持回应，且会员们将重视其

参与。  

 

在本课程中，通过使用 “ 付诸实现！制定分会方案的指南“来带领分会干部逐步经历如何找出潜在的新方
案的步骤。该指南指导分会逐步了解整个评估程序，还包括了如何将一个想法变成现实的有用工作表。  如果

此项练习还未完成，鼓励各分会干部在下次例会做这项练习。  若分会已有一项方案，可考虑在他们的首推方

案完成之后使用此工具。  这项练习不应该匆忙进行，可能需要 20至 30分钟。  

 
 
 
 
 
  

https://www.lionsclubs.org/resources/79862963
https://www.lionsclubs.org/resources/79884039
https://www.lionsclubs.org/resources/79883977
https://www.lionsclubs.org/resources/79884401
https://www.lionsclubs.org/resources/79883905
https://www.lionsclubs.org/resources/79883905
https://www.lionsclubs.org/resources/79883929
https://www.lionsclubs.org/resources/96727924
https://www.lionsclubs.org/resources/79883039
https://www.lionsclubs.org/resources/79883823
https://www.lionsclubs.org/resources/798838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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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付诸实现”的步骤如下：请参阅《付诸实现！》了解更多详情 

 
步骤一：列出可能从事的服务活动: 

让分会会员们有机会表达他们喜欢社区的哪些方面，并集思广益提出他们对于针对社区需要的想法。  强调在

此步骤中，会员们意见的重要性。  

 
步骤二：指派任务队： 

鼓励有兴趣的分会会员，成立一个团队来积极追求他们的想法。  向分会干部讲解，尽快让会员参与活动，以

保持他们的动机和参与的重要性。  

 
步骤三 : 从事研究： 

在此重要步骤中，任务队的成员需研究其想法的可行性。  鼓励分会干部敦促任务队的成员在此步骤中要开放

思想，不要灰心。  如果一个想法行不通，可能有另一个机会正待发现。   

 
步骤四：拟定计划： 

此时，这个想法真正开始成形。  说明这一步当中细节很重要。  

 
步骤五：实施计划： 

所有分会会员的努力工作终于成为现实！  强调热情和对完成工作的表扬是让大家保持士气高昂的关键。  

 
永远记住分会的方案由分会决定。 至少在头 12个月，避免推广那些在时间和资源上可能会影响会员们从事真

正对他们有意义的方案的地方或区的活动。  

 
纳入任何地方材料、议程模板、会议纪录、公告，及任何其他对分会有效运作有帮助的材料。  

 

练习#8：  

培训课程二的主要目标 
 
培训课程二更多地关注于分会的角色和职责。 

 
您认为第二个培训课程的三大重要目标是什么？   

1.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有什么应与分会分享的材料？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培训课程三：举办具建设性和有意义的分会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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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此课程专注于举办积极且有建设性的会议和活动，及提高会议出席率的技巧。  此培训课程应该在授证

核准之日或分会获得指派导狮的 30天内举办，以便能够尽快地运用这些策略。  

 
参考数据：《您的分会，您的方式!》、《会议管理课程》(网上 – 狮子会学习中心) 

 
目标：鼓励举办积极而有意义、出席率高的会议。 

 
举办有意义和有建树的会议是新会成功的关键因素。  会议让会员们可以聚集，讨论方案想法及分享友谊。  但

有时候，对新分会和新分会干部而言，举办一个有成效的会议是项挑战。  

 
在新会授证申请提交之后，就应开始定期举办例会或分会聚会。  如果在本培训课程之前已举行过会议，请讨

论这些会议的成功之处以及可改善之处。  如果尚未举行会议，趁此机会帮助干部们计划一个具高出席率且有

意义的会议。  无论如何，都要保持积极和鼓励的态度。  如有需要，复习以下适用的想法：  

 
如何提高会议的出席率(10-15分钟或更多，视具体情况) 

为鼓励出席，请务必检查以下几点：  

 

会议的日期、时间和地点符合分会会员及潜在会员们的需要。 

 

寄邀请函给您的会员及潜在会员们，宣布即将举行的活动。 

       

亲自致电邀请需要额外鼓励的现有和潜在会员有助于让他们知道  

我们非常感谢和需要他们在分会和社区中的支持和参与。 

 

通过邀请风趣和相关的演讲嘉宾出席每次例会，  

鼓励会员和潜在会员的积极参会。 

 

确保每位出席会议的会员都参与一项他们感到有意义的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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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改善整体的会议 

请参阅以下资源，以获得更多有关积极而有成效会议的信息。  这些资源可用来帮助分会建立坚实的基

础，并继续改善和吸引会员。   

 
您的分会，您的方式! – 本指南将帮助分会定制符合会员需要的会议，并提供活动构想、如何保持会员的

兴趣、及如何成功地管理会议的提示。本指南包括了一份问卷调查样本和会议计划表格。  

 
会议管理– 此网上课程位于狮子会学习中心（LLC），提供了促进有效会议和良好会议管理的信息。  

 
 
分享地方传统！– 请确保解释贵区域特定的活动和计划。  

 
 

练习#9:  

具建设性和有意义的会议 
 
哪些是积极且有建设性会议的关键因素？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如何能提高会议出席率？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在首次培训之后，应鼓励分会干部出席专区或分区的会议及其他区的活动，以作为继续培训，并鼓励他们应与

其分会指导者保持联系，以得到进一步指导。  

 
 
 
 
 
 
 
 
  

https://www.lionsclubs.org/resources/79883237
https://myapps.lionsclubs.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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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训课程四：招募会员和保留会员的重要性  

 
摘要：这部分突出展现持续的分会成长的重要性，并提供机会检查分会干部指导者团队的进度。  

 

参考数据：分会会员发展主席电子书《问就对了！》《新会员招募指南》、《分会营销主席指南》、 会员

满意度指南。   

 
目标：启动一个持续的会员招募计划并确认分会干部的发展。  

 
顺序：  

 
招募和保留会员的重要性 – 《分会会员发展席电子书》(45分钟) 

 

查看《分会会员发展主席电子书》并使用《问就对了！》 《新会员招募指南》作为资源，并讨论以下主

题： 

 
1. 招募新会员：讨论寻找新会员的成功想法。  

 
2. 推荐狮友的职责: 复习一个有承诺的推荐狮友在招募新会员，以及使每位新会员参与并感到满足双方面

的重要性。  

 

3. 入会仪式：讨论适当的新会员入会仪式的重要性。  强调使入会仪式对新会员有意义的重要性。  

 

4. 新会员讲习：说明一个深入透彻的讲习对保留会员的重要性。  强调讲习应着重于当会员们努力为成功

地举办人道主义和/或社区方案时，分会能提供给会员的利益和支持。  将分会活动与新会员在其新会

员问卷中表达的兴趣联系起来（可在《问就对了！》指南中找到）。  

 

5. 会员发展奖: 复习关于分会、区、复合区和国际总会目前所提供之奖励的信息。  还有关于国际总会提

供的钥匙奖及会员满意奖的信息可从国际狮子会取得。  

 

6. 参与: 强调立即让会员参与及保持让他们受到激励的重要性。自会员满意指南中讨论策略，确定病预防

常见的会员流失因素。  

 

7. 进一步培训：鼓励完成狮子会协中心中相关的课程(会员满意、解决冲突、通过邀请产生影响、全球会

员发展措施)  

 

 
跟进发展(15分钟) 

花些时间，确保干部们知道他们的职责，且分会干部指导者在有效地协助新分会干部。  预留时间用作一般问

题的解答，并公布区里任何与干部相关的新消息。  

 
 
 
 
  

https://www.lionsclubs.org/resources/79883695
https://www.lionsclubs.org/resources/79883695
https://www.lionsclubs.org/resources/79883695
https://www.lionsclubs.org/resources/79883905
https://www.lionsclubs.org/resources/79884149
https://www.lionsclubs.org/resources/79884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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练习#10：  

制定会员发展计划： 
 
描述可与新分会干部分享之招募新会员的成功构想。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培训课程五：计划未来和实现卓越 

 
摘要：审查持续规划和发展的需要。  这应该在分会运作几个月之后，新的分会干部在下个财政年度就职之前

进行。  

 
参考数据： 分会优质倡议(更透彻和更深层次)、《为分会的成功拟定计划》(全球发展措施)(一个简单测评) 和

杰出分会奖。  

 
目标： 鼓励规划和分会的持续发展。  

 
顺序：  

 
确定分会是否应该使用基本战略规划策略（《为分会的成功拟定计划-全球会员发展措施》），或者分会是否

准备好进行分会优质倡议中概述的更彻底的评估。  

 

为贵分会的成功拟定计划 - 使用此计划指南和 投影片来发掘贵分会的优点、改进的方式，以及将帮助贵分

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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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会优质倡议– 此过程需要 4到 6个小时，也可以通过一系列会议来进行。  有关其他信息，请参阅《分
会质量评估指南》。  

 

杰出分会奖– 查看获得杰出奖所需的要求。  本奖励可提供分会持续的方向和表扬分会会长分的贡献。  

 
地方会员活动 – 包括地方分会用于增加会员和强会员保留的活动和构思。  

 

 
 
 
 
 
 
 
  

https://www.lionsclubs.org/resources/118940607
https://www.lionsclubs.org/resources/118940838
https://www.lionsclubs.org/resources/79883952
https://www.lionsclubs.org/zh-hans/resources-for-members/resource-center/club-excellence-awar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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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部分：评估分会的需要 
 
认证导狮计划旨在协助新的和已成立的分会更有效地运作。  为已成立的分会自定所需的支持，请参阅第 35至

39页的分会评估以决定分会的需要及有待发展的领域。  此需要评估也可做为新干部的清单，以确认理解并找

到可能需要进一步支持的领域。   
 

第六部分：导狮资源 
 

分会健康评估 

身为导狮，您每个月将收到一份分会健康评估报告的电邮。  该报告提供会员增长或流失、提交报告情况、分

会账户是否有逾期未付的情况及给 LCIF捐款的数据。  您必须已登记为该分会的导狮，并且有电邮地址记录在

总会才会收到该报告。  

 
分会健康评估的策略 

此 要诀单 有助于总监了解分会健康评估报告中的分会健康关键指标。  

 
分会疑难解答指南 

实用指南指出常见的分会问题，并提供资源和潜在的解决办法。  

 
季度报告 

在您任期中，保持和总监及国际总会沟通有关分会的进展及任何您面临的挑战是十分重要的。  第 45页上的每

季报告提供给您如何确保持续发展的宝贵信息。  定期作报告是取得会长的认证导狮奖的一项要求。  

 
导狮的支援 

欢迎各位导狮联系国际狮子会索取更多信息，并直接获得区及分会行政管理司的支持。  需要导狮支持，可致

电(630) 468-6953，或寄电子邮件至 certifiedguidinglions@lionsclubs.org 

 
 
 
 
 
 
 
 
 
 
 
 
 
 
 
 
 
 
 
 
 
  

https://www.lionsclubs.org/resources/79883804
https://www.lionsclubs.org/resources/132038363
mailto:certifiedguidinglions@lionsclubs.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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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会干部培训的检查单 

 

使用此清单来协助您的课程。  

 
 
课程一：介绍国际狮子会、狮子会国际基金会、分会的职责、授证夜的庆祝仪式及分会干部指导者团队。  

 
介绍国际狮子会的讲习指南 

 

国际狮子会和狮子会国际基金会的历史 

分会、分区、专区、区, 复合区的结构 

分区级的支持 

区团队的支持 

LCI提供的支持 

分会干部培训网上课程 (狮子会学习中心) 

国际服务方案 

会员职责 

 
分会的职责 – 标准版分会宪章及附则 

任务宣言 

会籍类型 

费用及会费 

分会干部职责之概述 

分会的理事会 

管理分会资金 – 行政管理账户和活动账户 

分会选举 

分会会议 

年会及其他活动 

 

授证夜筹划指南 

授证夜 

介绍分会干部指导者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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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二：分会干部职责和启动有意义的方案 

每位干部的角色和职责 

财务透明的最佳实践 

检查和确保干部们在与各自的指导者合作 

 付诸实现！分会方案发展指南 

 
步骤三：举办具建设性和有意义的会议 

如何提高会议的出席率 

如何整体改善会议 

o 您的分会，您的方式！ 

o  “会议管理”网上课程（狮子会学习中心） 

o 会议计划的构思 

 
课程四：会员招募和会员保留 

招募会员 

推荐狮友的职责 

入会仪式 

新会员讲习 

您的评分如何？ 

会员发展奖 

参与的重要性 

检查以确保每位干部都从他们的指导者处取得指导 

 
课程五：计划未来和实现卓越 

  分会优质倡议  

  为分会的成功拟定计划（全球会员发展措施）：  

  杰出分会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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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会会长指导者清单  
分会干部指导者应于新会成立后的 30天内举办以下培训。 

 
分会名称：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电子邮件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电话号码：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角色和职责（完整的说明请参阅标准版分会宪章及附则）：  

 
分会会长是分会的首席执行干部：  

1. 负责主持所有的理事会会议及一般会员的会议。  

2. 实施行动计划，以增加会员、服务、社区参与和运作的改善。 

3. 主持年度选举，确保适当地召集、通知和举行选举。  

4. 确保分会按照当地法律、分会和国际宪章及附则运作。  

5. 成为其分区之总监顾问委员会的积极成员。  

资源：向新分会主席介绍以下资源。（材料可能包含在多个课程中）：  

 查看分会会长网页。 

  标准版分会宪章及附则：审阅标准版分会宪章及附则的详细内容，留意可能适用的信息。  

狮子会学习中心可在国际狮子会的网站上，点击会员登入链接进入。  

• 分会干部培训 - 对分会干部的角色、职责，以及分会的结构提供概括的介绍。  

• 分会会长的职责 - 此单元提供了准备担任分会会长的职位所需的基本信息和资源。  

给分会会长提供 LLC的网页连接，若可以的话，亲自讲述一遍，以便分会会长对其角色、职责和在需要

时如何获得更多信息有透彻的了解。   

提供更多的资源、会议议程样本、以及其他能帮助分会会长的材料。  

 鼓励分会会长拜访贵分会，看看其他的分会如何管理。  

 
LCI给分会会长的来信：鼓励分会会长提供个人的电子邮件给总会，以确保他们不会错过任何重要、实用的通

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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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会秘书指导者检查单 
分会干部指导者应于新会成立后的 30天内举办以下培训。 

 
分会名称：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电子邮件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电话号码：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角色和职责（完整的说明请参阅标准版分会宪章及附则）： 

 
分会秘书是在分会会长和理事会成员的监督和指导下工作。  分会秘书是分会和分会所在区、及与总会之间的

联系人。  其职责包括：  

 
1. 定期向国际总会提交会员月报表。  

2. 保存分会的一般记录，包括分会会议和理事会会议的记录、出席记录、委员会的指派记录、选举记录以

及会员名册。  

3. 向总监内阁提供所需的报告。   

4. 成为其分区之总监顾问委员会的积极成员。  

5. 为其忠心职守提供担保金。保额及担保人由分会理事会决定。  

6. 在任期届满时，及时将分会一般记录转交给继任者。  

资源：向新的分会秘书介绍以下资源。（材料可能包含在多个课程中）：  

  查看分会秘书网页。 

   标准版分会宪章及附则：审阅标准版分会宪章及附则的详细内容，留意可能适用的信息。  

狮子会学习中心可在国际狮子会的网站上，点击会员登入链接进入。 

• 分会干部培训 - 对分会干部的角色、职责，以及分会的结构提供了概括的介绍。 

• 分会秘书的职责 - 此单元总结了分会秘书的职责，解释了时间表，并提供了准备担任分会秘书的职位

所需的信息和资源。   

给分会秘书提供 LLC的网页连接，若可以的话，亲自讲述一遍，以便分会秘书对其角色、职责和在需要

时如何获得更多信息有透彻的了解。   

   MyLCI：查看具体任务的帮助屏幕，以了解其作为分会财务的角色。  

提供更多的资源、会议记录样本、报告样本、和其他有帮助的材料。 

鼓励分会秘书拜访贵分会，看看其他的分会如何管理。  

LCI给分会秘书的来信：鼓励分会秘书提供个人的电子邮件给总会，以确保他们不会错过任何重要、实用的通

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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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会财务指导者检查单 
分会干部指导者应于新会成立后的 30天内举办以下培训。 

 
分会名称：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电子邮件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电话号码：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角色和职责（完整的说明请参阅标准版分会宪章及附则）：  

1. 由秘书或他处所交的各项款存入由经财务委员会推荐并由理事会核准之银行。  

2. 支付理事会所核准的各项费用。  所有支票及单据需经财务签名及另一位由理事会指定之分会干部副署。  

3. 保管和维持分会收支的一般记录。  

4. 分会秘书给每位会员分发应付给母会的会费及其它财务欠款单 

5. 每月及每半年一次向本会理事会作财务报告。  

6. 为其忠心职守提供担保金。保额及担保人由分会理事会决定。  

资源：向新的分会财务主管介绍以下资源。（材料可能包含在多个课程中）：  

 查看分会财务网页。 

  标准版分会宪章及附则：审阅标准版分会宪章及附则的详细内容，留意可能适用的信息。  

狮子会学习中心可在国际狮子会的网站上，点击会员登入链接进入。 

• 分会干部培训 - 对分会干部的角色、职责，以及分会的结构提供了概括的介绍。 

•  分会财务的职责 - 此单元提供了准备担任分会财务的职位所需的基本信息和资源:   

  MyLCI：查看具体任务的帮助屏幕，以了解其作为分会财务的角色。  

  提供更多的资源、预算样本、报告、以及能帮助分会财务的其他材料。  如有需要，让分会财务了解当地法

律和/或规章，并提供必要的资源或联系数据，以便其查阅更多信息。  

鼓励分会财务拜访贵分会，看看其他的分会如何管理。  

LCI给分会财务的来信：鼓励分会财务提供个人的电子邮件给总会，以确保他们不会错过任何重要、实用的通

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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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会会员发展主席指导者检查单 

分会干部指导者应于新会成立后的 30天内举办以下培训。 

 
分会名称：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电子邮件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电话号码：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角色和职责（完整的说明请参阅标准版分会宪章及附则）： 

1. 鼓励所有的会员通过邀请潜在的会员入会来协助会员成长。及时追踪潜在会员。 

2. 让新会员参与他们感兴趣的活动。 

3. 了解不同的会籍类型和计划，并向会员倡导。 

4. 发展和带领会员发展委员会帮助实施行动计划，以达成分会的会员发展目标，并从正面增强会员的体验。 

5. 确保为新会员提供有效的讲习，以便新会员在分会第一副会长的支持下，了解分会是如何在其区、复合区

和国际狮子会运作的。 

6. 适当时出席分区的总监顾问委员会会议。 

7. 与全球行动团队在会员发展倡议方面合作，并参与相关的区、专区和分区会议及各项活动。 

资源：向新的分会会员发展主席介绍以下资源。（材料可能包含在多个课程中）：  

 查看分会会员发展主席网页。 

 熟悉以下狮子会学习中心内的实用资源：   

• 通过邀请产生影响 

• 解决冲突 

• 会员满意度 

• 全球会员发展措施  

 标准版分会宪章及附则：查看与会籍类型有关的信息。 

 分会会员发展主席电子书：为他们提供一个所需数据的快速而合理的链接。 

 分会会员发展主席指南：将有助于您组织并规划有意义、有影响的会员体验。  

 问就对了！培养招募文化指南：本指南通过在贵分会建立招募新会员的文化，将帮助贵分会招募新会员并

有效管理分会成长。  

 新会员讲习指南：提供了可以在一系列会议上讲演的主要信息。包含培训师指南及投影片，帮助引导

讲习。  

 会籍申请表：可供潜在会员打印或在线使用。  

 会员满意度指南：本指南将引导您完成提高会员满意度的计划，并针对会员离开分会的一些常见原因提供

解决方案。  

 鼓励分会会员发展主席拜访贵分会，看看其他的分会如何管理。  

LCI 给会员发展主席的来信：鼓励会员发展主席提供个人的电子邮件给总会，以确保他们不会错过任何重

要、实用的通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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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会服务主席指导者检查单 

分会干部指导者应于新会成立后的 30天内举办以下培训。 

 
分会名称：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电子邮件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电话号码：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角色和职责（完整的说明请参阅标准版分会宪章及附则）： 

1. 为实现分会的服务目标，领导服务委员会推动分会的服务行动计划。  

2. 向 LCI报告服务活动。 

3. 在目前的社区需求方面作为分会的资源。发展社区合作伙伴关系以扩展服务，并利用 LCI和 LCIF提供的工

具和资源。  

4. 鼓励会员积极参与服务方案。  

5. 适当时出席其分区之总监顾问委员会会议。  

6. 与全球行动团队在 LCI 全球志业方面合作，并参与相关的区、专区和分区会议及各项活动。 

资源：向新的分会服务主席介绍以下资源。（材料可能包含在多个课程中）：  

 查看分会服务主席网页。 

 服务工具袋：这项资源旨在帮助您评估、调整和调动贵分会积极性以产生更大的影响。  

    分会服务主席电子书：该电子书为他们提供一个所需数据的快速而合理的链接。 

    我们的全球志业：了解国际狮子会的全球志业以及如何为您的社区提供最佳服务。 

    服务方案计划书：可供分会下载的工具，用于鼓励参与我们的全球志业。 

   全球服务团队工具箱：提供各种资源，包括网络研讨会和有关服务旅程和服务价值的演讲介绍。   

   鼓励分会服务主席拜访贵分会，看看其他的分会如何管理。 

 

LCI 给服务主席的来信：鼓励服务主席提供个人的电子邮件给总会，以确保他们不会错过任何重要、实用的通

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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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会营销主席的指导者检查单 

分会干部指导者应于新会成立后的 30天内举办以下培训。 

 
分会名称：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电子邮件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电话号码：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角色和职责（完整的说明请参阅标准版分会宪章及附则）： 

1. 提高分会在社区中的知名度。 

2. 宣传分会活动、服务活动和其他具有新闻价值的故事。 

3. 向分会会员提供交流工具，并鼓励他们参与分会的推广。 

4. 与当地媒体和官员以及社区影响者建立关系 

5. 增强分会方案和会员发展倡议的影响力。 

6. 适当时出席其分区之总监顾问委员会会议。  

资源：向新的分会营销主席介绍以下资源。（材料可能包含在多个课程中）：  

查看营销主席网页并讨论以下内容：  

• 为您的角色做好准备 

• 通过新的国际狮子会营销奖来获得分会表扬 

• 通过脸书和其他社交媒体与社区互动 

• 利用狮子会品牌的力量 

• 访问和使用徽标、品牌指南、影片、社交媒体指南等   

营销主席指南。  

查看 LCI的品牌指南。  

提供建议、更多资源和其他可能有用的材料。   

鼓励分会营销沟通主席拜访贵分会，看看其他的分会如何管理。 

 

LCI分会营销主席的来信：鼓励分会营销主席提供个人的电子邮件给总会，以确保他们不会错过任何重要、实

用的通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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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会 LCIF协调员指导者检查单 

分会干部指导者应于新会成立后的 30天内举办以下培训。 

 
分会名称：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电子邮件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电话号码：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角色和职责（完整的说明请参阅标准版分会宪章及附则）： 

1. 沟通有关 LCIF的任务和成功，以及对于国际狮子会的重要性 

2. 在贵分会实施 LCIF发展策略 

3. 与 LCIF区协调员合作，在地方区域推广 LCIF，确保与区目标相符。  

4. 与分会服务主席和全球行动团队合作，以支持分会的倡议。 

 

资源：向新的 LCIF分会协调员介绍以下资源。（材料可能包含在多个课程中）：  

  提供前往 LCIF拨款工具袋的链接。  说明此网页中包含了解 LCIF提供的拨款计划之必要资源。  鼓励他们评

估社区的需求并与他人分享。  

 提供 LCI网站上，捐款给 LCIF的方法之链接，让他们熟悉捐款给 LCIF的方法，并与他人分享。  

 提供一份分会 LCIF协调员手册  

  提供前往 LCIF：自豪的故事网页链接，并解释分会会员能如何分享 LCIF赋予会员服务力量的故事。   

 提供更多的资源、认捐表格、以及其他能帮助分会 LCIF协调员的材料。  

 

分会 LCIF协调员与 LCIF通讯：鼓励分会营销沟通主席提供个人的电子邮件给总会，以确保他们不会错过任何

重要、实用的通讯。 

 

 

 

  



页码 |35 

分会评估 

 
分会名称：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已成立的分会 -  在分会干部培训之前完成以下清单，以识别出可以改进的领域，并按需要设计培训和支持。  

 
新分会  -  在分会成立头 90天完成以下清单，以确认理解和识别出需要额外指导的领域。  

 
了解分会的责任：   

评估领导人的知识，以确定他们是否知道狮友与志愿服务的基本概念，或他们是否已准备好进入更高层次的发

展。  

 
 干部是否对国际狮子会的结构、目标、历史有一个大致的了解?  

历史？          是      否 

 
 资源： 

 新会员讲习  

 
干部是否知道其分会的一般责任？         是      否 

 
 资源： 

 标准版分会宪章及附则  

 
分会管理：   

 
确保分会干部知道自己的角色和责任、以及可得到的培训，以支持有效的分会管理。  

 
 下列干部是否了解其职责，以有效地履行其角色?  

 
分会会长        是      否 

 
 资源： 

 分会会长/副会长网页 

 分会会长指导者检查单 

 
分会第一副会长       是      否 

 
 资源： 

 分会会长/副会长网页 

 在为您的任期做准备时，请参考 分会会长指导者检查单 

 
分会秘书       是      否 

 
 资源： 

 分会秘书网页 

 分会秘书指导者检查单 

  

https://cdn2.webdamdb.com/md_waKhcTuv1wD9.jpg.pdf?v=2
https://www.lionsclubs.org/resources/79882852
https://lionsclubs.org/zh-hans/resources-for-members/resource-center/club-president-vice-president
https://www.lionsclubs.org/resources/97201050
https://lionsclubs.org/zh-hans/resources-for-members/resource-center/club-president-vice-president
https://www.lionsclubs.org/resources/97201050
https://lionsclubs.org/zh-hans/resources-for-members/resource-center/club-secretary
https://www.lionsclubs.org/resources/972010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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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会财务            是      否 

 
 资源： 

 分会财务网页 

 分会财务指导者检查单 

 

分会会员发展主席        是      否 

 
 资源： 

 分会会员发展主席网页 

 分会会员发展主席指导者检查单 

 

分会营销主席          是      否 

 
 资源： 

 分会营销主席网页   

 分会营销主席指导者检查单   

 
 分会服务主席       是      否 

 
 资源： 

 分会服务主席网页 

 分会服务主席指导者检查单  

  
分会 LCIF协调员        是             否 

 
 资源： 

 分会 LCIF协调员网页   

 分会 LCIF协调员指导者检查单   

 

每个月的分会健康评估报告将显示分会是否提交报告、是否有逾期未付之款项、是否及时举行选举的信

息。  请查看分会健康评估报告并回答以下之问题。  

 
是否定期提交会员和活动报表？  是      否 

 
资源：  

MyLCI 
MyLION  
分会健康评估的策略 

 
分会账户是否保持更新？      是      否 

 
资源：  

财务资源网页 

区的摘要报告     

 
分会是否每年有新的领导人 (干部不重复任职)？          是      否 

  

https://lionsclubs.org/zh-hans/resources-for-members/resource-center/club-treasurer
https://www.lionsclubs.org/resources/97201075
https://www.lionsclubs.org/resources/97201075
https://lionsclubs.org/zh-hans/resources-for-members/resource-center/club-membership-chairperson
https://www.lionsclubs.org/resources/97162447
https://www.lionsclubs.org/resources/97162447
https://www.lionsclubs.org/zh-hans/resources-for-members/resource-center/club-marketing-communications-chairperson
https://www.lionsclubs.org/resources/97201103
https://lionsclubs.org/zh-hans/resources-for-members/resource-center/club-service-chairperson
https://www.lionsclubs.org/resources/97201087
https://www.lionsclubs.org/resources/97201050
https://www.lionsclubs.org/resources/97201050
https://www.lionsclubs.org/zh-hans/resources-for-members/resource-center/club-lcif-coordinator
https://www.lionsclubs.org/resources/138894604
http://www8.lionsclubs.org/reports/membershipregister/
https://myapps.lionsclubs.org/?
https://myapps.lionsclubs.org/?
https://www.lionsclubs.org/en/v2/resource/download/79883804
https://lionsclubs.org/zh-hans/resources-for-members/resource-center/finance-resour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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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活动:   

 
分会是否已指派一位狮友担任分会服务主席的职务？         是      否 

 
 分会是否参与有意义的服务活动？         是      否 

 
这些活动是否与社区有关而且能见度高？        是      否 

 
分会会员是否宁愿追求其他的方案？      是      否 

 

如果需要加强服务活动或需要确定新方案，请访问分会服务主席网页。  此外，请遵循分会服务之旅、 全

球志业、方案计划书、GST工具箱和付诸实现！ 

 
营销： 

 
一份有效的营销计划会认可分会的努力，并让社区了解分会的活动。  内外部沟通务必是正面形象的，并邀请

准会员与已入会会员。  

 
分会是否已指派狮友担任分会营销主席的职务 ?  

职位？         是      否 

 
分会是否有效地宣传他们支持的方案？       是       否 

 
会议，活动和方案是否能有效地传达给分会会员？     是      否 

 
分会是否有网站？      是      否 

 
分会在社交媒体上活跃吗？     是         否 

 

可运用的资源包括《营销指南》、电子分会会所和分会秘书的培训。  另外可以考虑狮子会学习中心提供

的公共关系课程。  

 

狮子会国际基金会： 

 
分会是否已指派一位狮友担任 LCIF协调员的职务？      是        否 

 
分会会员是否知道 LCIF拨款和计划，以及支持我们全球志业的重要性？       

  是        否 

 
分会是否参与 LCIF举办的募款活动？     是        否 

 
这些活动是否与社区有关而且能见度高？      是        否 

 
是否有会员希望实施的 LCIF拨款方案？     是        否 

 

欲深入了解 LCIF拨款机会及找到 LCIF拨款是否适合贵分会、区或复合区的资源，请访问 LCIF 拨款工具

袋。欲深入了解贵分会能如何支持 LCIF，请访问 捐款的方法 网页。  欲阅读并和大家分享因 LCIF的拨款而得

以实现的服务故事，请访问 LCIF：自豪的故事。  

  

https://www.lionsclubs.org/zh-hans/resources-for-members/resource-center/club-service-chairperson
https://lionsclubs.org/zh-hans/start-our-approach/service-journey
https://www.lionsclubs.org/zh-hans/explore-our-clubs/our-global-causes
https://www.lionsclubs.org/zh-hans/explore-our-clubs/our-global-causes
https://lionsclubs.org/zh-hans/start-our-approach/service-journey/service-project-planners
https://www.lionsclubs.org/zh-hans/resources-for-members/resource-center/gst-toolbox
https://www.lionsclubs.org/resources/79883823
https://www.lionsclubs.org/zh-hans/resources-for-members/resource-center/create-e-clubhouse
https://myapps.lionsclubs.org/?
https://lionsclubs.org/zh-hans/grantstoolkit
https://lionsclubs.org/zh-hans/grantstoolkit
https://www.lionsclubs.org/zh-hans/give-how-to-give/more-ways-to-give
file:///C:/Users/asmall/AppData/Local/Microsoft/Windows/INetCache/Content.Outlook/GAVA2L7G/lcifpride.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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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 

 
劣质的会议可以毁掉一个分会。  招募新会员之前，提供温馨的氛围是很重要的。  

 
会议是否是积极的、有意义和有建树的？      是      否 

 
是否定期举行？       是      否 

 
是否有高出席率？     是      否 

 
与会者是否得到鼓励？      是      否 

 
会议是否将全部会员都纳入其中？     是      否 

 
有哪些可以改进之处？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资源： 

您的分会，您的方式! 

 
 

会员成长： 

 
会员成长可能是分会最大的挑战，应该在分会能够有效运作之后或新会员最容易离开的时候启动这项工作。  

在推出会员发展活动前，要确保所有其他问题已得到解决。  

 
分会正积极招募新会员吗？      是      否 

 
是否所有会员，包括新会员和已入会的会员，都参与了他们认为有意义的方案？      

  是      否 

 
分会是否有一个会员发展计划？     是      否 

 
 会员为何离开分会？需要作哪些调整来改善会员保留？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资源： 

分会会员发展主席网页 

  

https://www.lionsclubs.org/resources/79883237
https://lionsclubs.org/zh-hans/resources-for-members/resource-center/club-membership-chairper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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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的支持： 

 
区领导的目的是支持分会的健全和发展。  然而区需要留意确保分会在支持其会员感兴趣的方案和活动。  根据

研究显示，健康的分会将支持其会员认为重要的区方案，然而，这些方案也可能消耗重建弱的分会所需的精

力。  

 
区领导是否被视为肯定和有帮助的？      是      否 

 
区或复合区是否提供让分会干部和会员受益的培训机会？      是      否 

 
分会干部是否出席分区会议？      是      否 

 
区的活动和会议是否有效地传达给分会干部？      是      否 

 
区活动/方案是否让分会会员偏离其自己的方案?      是      否 

 
 

 区可提供那些支持?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进一步的领导发展: 

有时，分会由于领导力问题而失败。这些问题包括从会员搞破坏到缺乏指导方向都有。  国际狮子会分会提供

了大量的领导力发展课程和计划资源，旨在帮助会员取得成功。  贵区的全球领导团队（GLT）协调员可以提供

更多关于培训机会的信息。  务必让新会员和已入会会员知道，参与国际狮子会所提供的培训活动可以有很多
个人成长的机会。  额外的信息，请访问 狮子会学习中心 。  

 
 
 
 
 
 
 
  

https://myapps.lionsclubs.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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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渡到独立 
 

在未来两年中，您将帮助分会获得独立。  以下是设定目标和追踪成绩的时间表。  

 
第一年：  

 
第一季度:  

 
30天：  

 帮助分会会长进行《付诸实现》的练习以讲解方案的规划 

 用几个课程提供分会干部培训 

 出席会议并在需要时给与指导 – 未来两年中的例会和理事会会议 

 提交第一份会员发展报告和活动报告 

 分会干部与其指导者们会面 

 
60天：  

 起步举办服务方案 

 帮助分会干部指派委员会成员  特别注意鼓励所有会员参与 

 继续邀请新会员 

 帮忙计划授证夜 

 
90天：  

 继续计划服务方案 

 介绍分会干部指导者团队 

 干部出席分区会议 

 举办授证夜 

 需要时为干部提供领导培训 

 
第二至第三季度：  

 确保会员月报表适当填妥并按时提交 

 检查服务方案的进度  

 鼓励分会干部出席由优秀分会举办的会议  

 启动一个会员发展活动  

 继续在例会和理事会会议中与分会干部们会面，讨论所面临的挑战和机会。  

     

 确保干部们参与区或复合区层面的干部培训。  鼓励他们参加分会优质倡议。  

     

 鼓励拜访其他分会 

 
第四季：  

实施分会优质倡议 – 通过进行分会优质倡议来研究会员的需求，并确保满足会员的需求、正确地举行会议，

并不断改进分会，从而确定分会是否真正满足会会员的需求。  确定下一年的短期目标（未来几个月）和长期

目标（未来持续的 3-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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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狮的第二年 
 

第一季度:  

新干部应被适当安排就任，并按以下详细列出的计划开始他们的任期： 

 
 服务方案计划 –  做一个服务方案计划，包括行动步骤、目标和目的。  此计划应包括一个时间表，以

及资金和人力资源的分配方案。  《付诸实现》这份刊物是制定此计划的极佳资源。  

 
会员招募计划 – 招募新会员和宣传分会的摘要计划。  此计划应包括成立一个，或继续一个会员发展

委员会。  

 
领导发展计划 – 建立一个概述如何培养和支持分会干部及领导人的计划。  干部和会员们可以做一个

自我评估，看看他们是否有一个特定的个人或专业上的、他们欲达到的目标。  考虑将计划的焦点集中

于领导技巧。  

 

 继续邀请分会干部(和即将上任的分会干部)参与由优秀分会举办的会议。 

继续参与区的活动 

修订和拓展年度计划 

 
第二、第三和第四季度：  

追踪持续的目标 

设定新目标 

举办分会优质倡议 

鼓励多拜访分会  

 
提高会议出席率的构想   

1. 确保会议日期、时间和地点能便利会员。  

2. 确保会议场地舒适且满足会员的需要。  

3. 使用多种沟通方式来鼓励会员的出席（电邮、信函和电话联系）。沟通应是乐观进取的，并包括对会

议活动的正面描述，及强调他们在分会活动中的参与之重要性。  

4. 邀请会员和潜在会员并鼓励他们带朋友来。  保持让他们获悉服务方案的发展和进程。  

5. 提供一份每个分会之方案的详细报告，并鼓励会员们参与。  

6. 在每个会议上设置一个有兴趣的活动或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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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证导狮的测验    

1. 认证导狮一经认证以后，是否可以选择他/她将要辅导的分会? 

否，应由总监来指派认证导狮 

是，导狮可以自行选择分会 

是，如果分会在认证导狮的区内 

 
2. 认证导狮是否需要出席分会的所有会议?  

是，两年内应出席大多数的分会例会和理事会会议 

是，必须出席头六个月的会议 

否，只需要出席理事会会议 

 
3. 分会干部是否应参加分区和区的领导培训?  

是，十分鼓励 

否，认证导狮提供所有的领导培训 

是，但只在分会进入第二年时 

 
4. 谁来决定分会要支持的方案?  

分会会员决定他们认为对社区重要的方案  

认证导狮必须为分会选择合适的方案 

分会必须在考虑任何其他方案之前，先支持 LCIF  

 
5. 认证导狮是否应为分会干部提名他们的指导者?  

是，这样每位干部都会得到一位具有最新信息的资深干部的培训  

否，所有培训工作都应由认证导狮完成 

只有在一年后，如果干部未能履行其职责时才需要提名 

 
6. 认证导狮是否应在培训课程中讨论会员招募和会员保留？  

否，因为这不是新会的问题 

只有在一年后，如果分会流失会员才需要 

是，很重要 

 
7. 解释如何举办有成效和有意义的分会会议是否必须？  

否，他们都是成年人，他们应该知道 

只有在会议出席率低的情况下才要 

是，这是会员持续参与的关键 

 
8. 按照建议，应举办几个分会干部培训课程？  

如果他们是优秀的领导，只需一个课程 

五个课程 

六个课程，若是新会，三个在授证夜之前，三个在授证夜之后 

 
9. 认证导狮是否必须提交报告？  

是，每三个月一次 

是，只需在两年任期结束时 

只有在新会出现问题时才需要  

 
10. 认证导狮是否需要提交最后成果报告？  

是，此提供分会进度的最后说明。 

只有当分会不能运作时才需要 

只有当导狮之前未提送任何报告时才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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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认证导狮是否应鼓励分会会员及干部们拜访其他管理优秀的分会？  

否，这会使他们困惑及产生错误的想法 

要等到成为会员两年以后 

是的，是个学习的方法 

 
12. 按照建议，最好在何时举办 “分会干部培训”？ 

在授证获得批准或分配到现有分会后的 30天内 

在授证夜或分配到现有分会的两个月后 

只在需要时才举办 

 
13. 新分会是否应参与区的活动？  

否，应等至少两年以后 

只有当发生国际灾害时 

是，应尽快参与 

 
14. 新会是否应在头两年有会员净增长？  

否，在招募新会员以前，新的会员必须首先彼此相互了解 

是，这证明分会运作良好 

只有当分会流失会员时  

 
15. 是否应由认证导狮决定新分会举行会议的时间和地点?  

  当然是的，认证导狮将可做最好的决定 

  否，这必须是新会员的决定 

  会议必须在便利于认证导狮的时间举行  

 
16. 分区主席是否属于 “分会干部指导者团队”？ 

是，属于 

否，他/她有不同的任务承诺 

只有当总监指派他/她时 

 
17.  “分会干部培训”的课程应该是多长时间?  

一整天 

至少三个小时，中间有小休 

每个课程应持续大约一小时 

 
18. 认证导狮是否应讲解费用和会费？ 

等到授证夜之后才讲 

不要在一开始讲解，他们可能会失去兴趣 

是，这是个重要问题  

 
19. 导狮是否应鼓励分会建立一个  “招募会员计划”? 

应在分会进入第二年时 

是的，这是分会的主要目标之一 

只有当新分会流失会员时才要 

 
20. 增加会议出席率是新会的一项重要议题吗?  

是的，保持会员的参与很重要  

在开始时，只有干部必须出席 

等到授证夜之后才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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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证导狮   

完成课程确认表格 
认证流程： 

要获得认证，请完成此表格以及第 42和 43页上的问题。与您的总监、区 GLT协调员或复合区 GLT协调员会

面，来审查您的答案并讨论有待进一步发展的领域。  

 
认证导狮的资料： 

 
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会员号码：___________________ 

 
分会名称：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分会号码：______________________ 

 
电子邮件：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要成为有成效的认证导狮，您必须有时间和能够出席分会大部分的会议、提供持续的干部培训和指导、在分会

干部需要协助时和他们交谈、并赋予分会能力，以实现其服务和会员发展的目标。  如果需要您去服务一个新

会，您能否履行这些职责？   

 
是    否 

 
总监、区或复合区 GLT协调员核准 

 
上述狮友已经完成认证导狮计划(以及地方资源和练习的知识)，并具有担任认证导狮的技巧和知识。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签名：总监、区或复合区 GLT协调员 

 
 
 
 
 
批准后，将表格提交至： 

国际狮子会 

C/O District and Club Administration Division, Pacific Asian Department 
300 W. 22nd Street 
Oak Brook, IL 60523-8842, USA 
电子邮件：certifiedguidinglions@lionsclubs.org 

 
  

mailto:certifiedguidinglions@lionsclubs.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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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狮   

        季度报告  
 

连续两年每季度向国际狮子会和您的总监提交报告。  

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                                                                                   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分会名称：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分会号码：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导狮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会员号码：____________________ 

电子邮件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您是否定期与分会联系？    是  否 

分会会议： 

分会是否举办过例会和理事会会议？ 是  否 

会员们是否积极出席这些会议?     是  否 

您是否能出席？是  否 

会员发展： 

分会是否积极招募会员？   是  否 

分会是否流失会员？是  否 

服务方案： 

已完成：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未来计划的方案：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募款活动： 

已完成：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未来计划的方案：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培训： 

分会是否干部受过训？ 是  否 

如果是, 请描述：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总体发展： 

您是否在贵分会遇到什么挑战？ 是  否 

您的下一步是什么？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LCI 如何提供协助？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邮寄至：    国际狮子会       

     区及分会行政管理司     

     300 W. 22nd Street, Oak Brook, IL 60523-8842, USA 

    发电子邮件至：certifiedguidinglions@lionsclubs.org   

mailto:certifiedguidinglions@lionsclubs.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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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狮 

          最后报告和奖项申请  
 

请于分会两周年时提交此报告 

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                                                                                                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分会名称：             分会号码：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导狮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会员号码：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在两年任期结束后，导狮将有资格获得导狮奖。  要获得该奖，分会和导狮两个方面需要满足以下要求： 

 
分会 

该分会是国际狮子会的正常分会。  

在导狮的两年任期结束时，该分会实现了会员的净增长，会员人数达到至少 20名。  

       
 

报告了新的服务和募款项目，并被鼓励向 LCIF捐款。  

参加了区的活动（包括专区会议）。  

分会干部确认（签署最终报告表格）导狮对分会的发展提供了支持。   

 

导狮 

向国际狮子会和总监提交 每季报告 。 

在两年任期结束之前完成了导狮认证课程。 

参加了分会的大部分例会和理事会。 

向国际狮子会和总监提交了<最终报告>。 

 

核准 

分会会长：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_______________ 

总监：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_______________ 

 

邮寄至：    国际狮子会       

     区及分会行政管理司     

     300 W. 22nd Street, Oak Brook, IL 60523-8842, USA 

    发电子邮件至：certifiedguidinglions@lionsclubs.org   

    

mailto:certifiedguidinglions@lionsclubs.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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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记： 

 

  



 

   



   

  



   

 

 

 

 

 

 

 

 

 

 

 

 

 

 

 

 

 

 

 

 

 

 

 

 

 
 
区及分会行政管理司 

300 W. 22nd Street 
Oak Brook, IL 60523-8842, USA 
www.lionsclubs.org  
电子邮件：certifiedguidinglions@lionsclubs.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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