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青少狮转成狮友
转换过程的最佳实践
这份让青少狮转成狮友继续其服务的旅程的 PPT文件格式的补充指南，可在 
https://www.lionsclubs.org/zh-hans/resources-for-members/resource-
center/leo-advisor-training网页上找到。其中包括了如何支持青少狮以狮子会
员身份继续承诺于服务的更多信息和最佳实践。这些有帮助的最佳实践是在与各
宪章区的青少狮会顾问、青少狮会会长、和区/复合区青少狮主席举行的焦点小
组讨论中编制的。

LEO-L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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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这里开始

让旅程充满乐趣

青少狮成为狮友的旅程始于
年轻人成为青少狮的那一
天！

报告青少狮

在青少狮旅程开始时，您
可以为他们做的最重要
的事情是在 MyLCI 上向
国际狮子会报告您的青少
狮，以确保沟通、服务年
资的认可、以及担任青狮
狮友的资格。青少狮的记
录应包括准确且独特的电
子邮件地址，亦即非与另
一位青少狮或狮子会会员
共享的电邮地址。 

您的支持为什么很重要

支持青少狮和年轻狮友可
以增强整个国际狮子会的
组织，就像支持您自己家
庭的每个成员，尤其是最
年轻的成员一样，可以加
强每位成员的联结和成功
的潜力。

正面的榜样和体验很重要！

作为青少狮会顾问或青少狮
主席，您在青少狮决定继续
担任狮子会会员的过程中扮
演着重要的角色，但需要的
不仅仅是您才能成功。因
此，评估贵区和复合区的其
他狮友如何与青少狮 “合
作”，这是很重要的。 
许多善意的狮友不明白如何
最好地与年轻人合作。提供
狮友成功的策略，以成为正
面的榜样，这将提升他们自
己的体验以及与他们一起服
务的青少狮之体验。
提醒狮友想一想在他们年轻
的生活中，正面的榜样如何 
启发了他们。 
最佳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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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邀请青少狮参与狮友的会议，并将他们的构
想纳入服务活动的规划中。 

• 与贵地区的几个分会（而不仅是青少狮辅导
分会）一同计划青少狮和狮友的联合服务方
案。这将建立贵地区青少狮和狮友之间的关
系。

• 确保青少狮将真正是以狮友的合作伙伴而参
与，而不是被分配负责设置和清理的工作。

• 允许青少狮在区和复合区活动期间跟随着狮
友 - 肩并肩，以培养学习的机会。 

• 让青少狮准备好在分会及更高的层面担任领
导职务。尽早向青少狮介绍在青少狮会顾问
小组中与狮友一起服务，以及担任青少狮区
内阁或青少狮复合区联系人的机会。

• 邀请青狮狮友参加青少狮的会议，并请他们
分享他们是如何以启发他们的方式在继续服
务。然后帮助青少狮组织活动，以便他们可
以与青狮狮友一起服务。 

您可以在lionsclubs.org/Leo-
AdvisoryPanel了解有关青少狮
会顾问小组的详情，也可以在

lionsclubs.org/CabinetCoun-
cilLiaison查找有关青少狮区或复

合区联系员的有用信息。

应该每年查视记
录，以确保所有青
少狮的信息都是最

新的。

https://www.lionsclubs.org/zh-hans/discover-our-clubs/about-leos/leo-club-advisory-panel
https://www.lionsclubs.org/zh-hans/discover-our-clubs/about-leos/leo-club-advisory-panel
https://cdn2.webdamdb.com/md_gL7c8MpPd32Az8GB.jpg.pdf?v=1
https://cdn2.webdamdb.com/md_gL7c8MpPd32Az8GB.jpg.pdf?v=1


前面的道路

开始找工作的青少狮：

• 雇主寻找提供了全面专
业简历的候选人，这包
括在专业性和服务性的
组织中的领导记录。

• 现在的许多公司都了解
管理的重要性，并为员
工赞助社区外展计划。 

• 招聘经理寻找能够提供
全面经验以展示其公司
共同价值观的候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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拥有如此多的好处，青狮
狮友计划显然是青少狮的
会籍选择。 
确保您熟悉青狮狮友计划
及其众多的福利，包括国
际会费的优惠、特别的领
导培训和角色，以及奖学
金的机会。
请访问lionsclubs.org/
LeoLion，以熟悉青少狮
计划。
与青少狮讨论他们未来的
计划。了解与您过去的经
历相比，现今的少狮和青
狮所面临的不同选择和挑
战。

明白他们想做什么，而不是
您认为他们会做什么。

在顺着导向障碍的道路前进之前，请讨论以下有关您的
青少狮正在考虑的路径之信息，并讨论所提供的分会选
择。

为中学后的学校做准备的青少狮：

• 许多大学申请和面试的重点是潜在学生的志愿者记
录。学校对那些能够代表他们的使命宣言和目标的
学生感兴趣，在被考虑录取的学生中，回馈社区是
优先的特征。

• 学生除了要达到规定的平均成绩外，许多学校还要
求要有服务的时数来保持 “良好的信誉”。 

• 奖学金可能包括了服务时数的记录，以便获得和维
持财务的支助。 

• 在世界的许多地方，学校里充满了属于服务分会和
组织的学生，他们将被邀请加入这些组织并自愿贡献
他们的时间和才能。 
 
为什么不成为狮友呢？ 讨论加入或成立校园分会或学生分

会将如何让青少狮在就读中学后的
学校之同时，可以为当地的和全球
的社区服务。请访问 lionsclubs.
org/CampusLionsClub以了解详
情。

与其他的前青少狮和有事业
心的年轻狮友讨论，加入或
授证青狮狮友分会如何提供
继续与朋友一起服务，以及
发展其专业网络的机会。  
请访问 lionsclubs.org/
LeoLion 以了解更多信息。

https://www.lionsclubs.org/zh-hans/resources-for-members/resource-center/campus-lions-club
https://cdn2.webdamdb.com/md_wOgRN1aUCeb3.jpg.pdf?v=1


开始家庭的青少狮：

毫无疑问地，对于二三十
岁的人来说，生活是非常
忙碌的。在这段时间里，
许多青少狮从学校进入了
职业生涯，甚至开始自己
的新家庭。 
然而，许多的年轻狮友认
为服务是与新朋友和老朋
友交往、分享生活经验、
并在同侪中寻求支持的好
方法。 

家庭会员计划有助于节省会
员费用，并可以提供年轻狮
友机会，能够很容易地计划
有趣和有意义的活动，让他
们与家人一起服务时共同参
与。有关家庭会员计划的更
多信息，请访问 lionsclubs.
org/FamilyMembership。
幼狮计划是他们自己的 “未
来青少狮”的极佳选择。
有年幼孩童的年轻狮友可以
在与孩童们一起清理公园、
为儿童癌症患者收集玩具和
书籍、或进行其他以儿童为
主的服务方案，一起度过愉
快的一天的同时，示范社区
外展的重要性。

确保顺利的转接 4
贵地区的分会准备好迎下一代了吗？ 

年轻狮友可能会对达到成为新的狮子会会员的目
标而感到兴奋，但如果他们发现他们的分会不支
持和尊重他们的想法，这种感觉将是短暂的。 
年轻的会员知道他们有平等的机会分享自己的想
法、计划服务活动、担任领导角色，并以平等伙
伴的身份参与服务，这是非常重要的。
欲了解更多与年轻狮友合作的有用策略，请阅读
与年轻狮友建立联结指南。然后，在年轻狮友会
籍指南中，了解更多关于较年轻的会员认为有
吸引力的分会类型。您可以在 lionsclubs.org/
YoungLions 上查找这些资源。

慈善为本

许多地区的会费让人裹足不前，请考虑减免或降
低年轻狮友的分会和区域会费。

在 MyLCI 中将青少狮转为狮子会
会员的容易步骤 

将青少狮转入到狮子会的过
程非常地容易。以下事项
对青少狮很重要，这些特
点现在已建立在 MyLCI 
的转会过程中：
• 青狮狮友保留其青少

狮会会员号码作为他
们新的会员号码。

• 青少狮服务年资会自
动地归入于他们的狮
子会会员记录。

• 若要选择双重会籍，
可以将青少狮结束日
期留空不填。

欲学习如何在 MyLCI 中将青少狮转入到狮子会，请按照此指南或影
片中显示的步骤进行，指南及影片可在lionsclubs.org/LeoLion网
页上查找。在该网页上，您也可以了解更多关于双重会籍的信息。

https://www.lionsclubs.org/zh-hans/resources-for-members/resource-center/family-membership
https://www.lionsclubs.org/zh-hans/resources-for-members/resource-center/family-membership
https://cdn2.webdamdb.com/md_skZtsjkVBxq7.jpg.pdf?v=1
https://cdn2.webdamdb.com/md_M9A9pect8Hz2.jpg.pdf?v=1
https://cdn2.webdamdb.com/md_M9A9pect8Hz2.jpg.pdf?v=1
https://cdn2.webdamdb.com/md_gXzdspBW9MB312ko.jpg.pdf?v=1
https://vimeo.com/549029194/1a4912392f
https://vimeo.com/549029194/1a4912392f


对行过美好道路的表
扬5

专有的青狮狮友徽章

青狮狮友最受尊敬的传
统之一就是光荣地佩戴
他们专有的青狮狮友会
籍徽章。在您的下一个区
活动中举行特别的庆祝仪
式，以表扬在贵地区所有
支持青少狮和青狮狮友转
换过程的人。
别忘记用照片捕捉所有的
乐趣，并发布自豪和鼓励
的话语。
#ProudLeoLion

重要信息： 

• 与贵分会的秘书一起 
— 确保每名青狮狮友
的新狮子会记录中都
有正确的地址和电子
邮件地址，以便他们
收到国际狮子会寄送
的免费徽章，这是非
常重要的。 

• 请记住，在他们的青
少狮记录中的地址可
能不是他们目前居住
的地址。

（注：在 MyLCI 中记录了
青狮狮友一个月之后，国际
狮子会才会寄出免费的青狮
狮友徽章）

狮友奖项 

国际狮子会提供两项奖励证书，表扬指导青
少狮决定成为青狮狮友会员，以及支持新授
证的青狮狮友分会的狮友。 
• 狮子会干部必须向国际狮子会报备，他们

才有资格获得这些特别的分会、区和复合
区层面的奖励证书。

• 了解更多关于青少狮转成青狮狮友会籍奖
项，请访问 lionsclubs.org/LeoLion。

https://cdn2.webdamdb.com/md_oGmoDhZmgc51.jpg.pdf?v=1
https://cdn2.webdamdb.com/md_oGmoDhZmgc51.jpg.pdf?v=1


一条新的道路 
现在开始了。

我们是一个以服务团结联合的大家庭，总部办公室的国际狮子会团队渴望帮助您支持年轻狮友
和我们所服务的社区。请联系 membership@lionsclubs.org 以获得协助。感谢您的服务！

您的支持将继续确保贵地区的所有年轻狮友
有一个顺利的旅程。

mailto:membership%40lionsclubs.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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