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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見問題  
Learn（學習）當地培訓報告（管理培訓） 
技術支援網頁連結 

 

  應該報告哪些當地培訓的資料？ 

GLT 協調員可以報告在他們的區或複合區内任何與領導發展、會

員發展和服務相關的「計劃的培訓」和「過去的培訓」。  請參

閱國際獅子會網站上 GLT 工具箱中的 Learn（學習）當地培訓

報告指南，以了解如何容易和準確地報告當地的培訓。 

 

  GLT 協調員為什麼應該報告當地的培訓？ 

分享當地培訓的資訊使得國際獅子會能夠更好地支持區和複合區

的年度培訓計劃。  GAT 專員將審查當地的培訓，並確保 GLT 

協調員獲得有關課程和支持培訓的撥款之最新資訊。  培訓的資

料將會進行分析，以確定趨勢和需求。  

此外，報告當地的培訓有助於建立，並為我們的獅子會會員及青

少獅會員提供全面的學習記錄。 

 

  誰來報告當地的培訓？ 

問 

答 

問 

問 

答 

答 

https://lionshelp.zendesk.com/hc/zh-TW
https://www.lionsclubs.org/zh-hant/resources-for-members/resource-center/glt-toolbox
https://cdn2.webdamdb.com/md_o8cTl5lQAN31.jpg.pdf?v=1
https://cdn2.webdamdb.com/md_o8cTl5lQAN31.jpg.pdf?v=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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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LT 協調員應在 Learn（學習）中的「管理培訓」部分輸入本會

計年度 (7月1日至6月30日) 計劃的培訓之列單。   

• GLT 複合區協調員應報告地區或複合區組織的培訓（即第一

副總監或第二副總監的培訓或全球會員發展措施培訓)。 

• GLT 區協調員應報告區和分會組織的培訓 (即分區主席研討

會、分會幹部培訓)。  

請勿報告任何以下的培訓 - 將當地學院的文件繳交至：

institutes@lionsclubs.org。 

• 地方狮子会领导学院 (RLLI) 
• 潛能獅友領導學院 (ELLI) 
• 資深獅友領導學院 (ALLI) 
• 講師發展學院 （FDI） 

 

  GLT 協調員應該多久報告當地培訓? 

 GLT 協調員可以隨時報告培訓。建議 GLT 協調員在年度開始

時分享他們該年度的培訓行事曆（計劃的培訓），並且每個月

報告已完成的或取消的培訓。 

 

區和複合區 GLT 協調員將如何獲得報告當地培訓的線上工具？ 

當地的培訓應該在 Learn（學習）中的「管理培訓」部分報告。

使用您的獅子會帳戶進入 Learn（學習）。  

答 

答 

問 

答 

問 

https://lci-learnonsite-app-uat.azurewebsites.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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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登錄您的 Lion Account（獅子會帳戶） 

a. 如果您沒有 Lion Account（獅子會帳戶），您需要註冊

才可進入。 

2. 在會員門戶網站上，點選“Learn”(學習) 的圖示：  

3. 您現在已進入 Learn（學習）： 

4. 選擇管理培訓以「添加培訓」、修改「計劃的培訓」或「過去

的培訓」 

 

 

https://lci-auth-app-prod.azurewebsites.net/account/login?returnUrl=%2Fconnect%2Fauthorize%2Fcallback%3Fclient_id%3Dlci-app-switcher%26redirect_uri%3Dhttps%253A%252F%252Fmyapps.lionsclubs.org%252Fsignin-oidc%26response_type%3Dcode%2520id_token%26scope%3Dopenid%2520profile%2520openid%2520profile%2520email%2520lci-userapi%26response_mode%3Dform_post%26nonce%3D637200803280744584.N2RiZGVkN2EtMDU2Zi00ZWIyLWFlOWYtODE5NzU4NTVkYmQzZDc0NTk2YTQtZjUxZC00NDRmLTllZjktY2VhMjNkYzNhNzIy%26state%3DCfDJ8CvHs0PLXJ5Ku3gC_pyKF5GJMTTHTR2IvusojuaFCZ2MtIfKa8QLjhFqTFQTYLJuKfbWYDM3e7jYJqIgRdpzMCnft_1gHPL05PIOgtnu3HE5MnhGY7eN1f2DJCMxBkwuJHyWte0yFnfoN-GJnKr_Tbpescej34MqV5aYsbwD4nHhry1IyQewgn7efrf1h3kgI_GmXavg7kyuUF1R0rzSiOeTbSn2md33lw3OuBfHNg5e8_N9m1wwY74zSU2beTCv1wrPCZeu2kGzYwVdBDUaL_VtKVcpjLTfO-f48QSE9Ld8rijb2aViH5RRQkYFmtaQKpqxY5YPSvJG2S5sBLhMrNvAgqW2Mql1edVifFcX-bcYW5jYJ49GfnsBWIroK4HdCr1JEgOzsvEwssflp7DT0B2TMu3H2JiLE7NKmiGY9OID%26x-client-SKU%3DID_NETSTANDARD1_4%26x-client-ver%3D5.2.0.0
https://lci-auth-app-prod.azurewebsites.net/Home/Check?returnUrl=/connect/authorize/callback?client_id=lci-app-switcher&amp;redirect_uri=https%3A%2F%2Fmyapps.lionsclubs.org%2Fsignin-oidc&amp;response_type=code%20id_token&amp;scope=openid%20profile%20openid%20profile%20email%20lci-userapi&amp;response_mode=form_post&amp;nonce=637200803280744584.N2RiZGVkN2EtMDU2Zi00ZWIyLWFlOWYtODE5NzU4NTVkYmQzZDc0NTk2YTQtZjUxZC00NDRmLTllZjktY2VhMjNkYzNhNzIy&amp;state=CfDJ8CvHs0PLXJ5Ku3gC_pyKF5GJMTTHTR2IvusojuaFCZ2MtIfKa8QLjhFqTFQTYLJuKfbWYDM3e7jYJqIgRdpzMCnft_1gHPL05PIOgtnu3HE5MnhGY7eN1f2DJCMxBkwuJHyWte0yFnfoN-GJnKr_Tbpescej34MqV5aYsbwD4nHhry1IyQewgn7efrf1h3kgI_GmXavg7kyuUF1R0rzSiOeTbSn2md33lw3OuBfHNg5e8_N9m1wwY74zSU2beTCv1wrPCZeu2kGzYwVdBDUaL_VtKVcpjLTfO-f48QSE9Ld8rijb2aViH5RRQkYFmtaQKpqxY5YPSvJG2S5sBLhMrNvAgqW2Mql1edVifFcX-bcYW5jYJ49GfnsBWIroK4HdCr1JEgOzsvEwssflp7DT0B2TMu3H2JiLE7NKmiGY9OID&amp;x-client-SKU=ID_NETSTANDARD1_4&amp;x-client-ver=5.2.0.0
https://lci-auth-app-prod.azurewebsites.net/Home/Check?returnUrl=/connect/authorize/callback?client_id=lci-app-switcher&amp;redirect_uri=https%3A%2F%2Fmyapps.lionsclubs.org%2Fsignin-oidc&amp;response_type=code%20id_token&amp;scope=openid%20profile%20openid%20profile%20email%20lci-userapi&amp;response_mode=form_post&amp;nonce=637200803280744584.N2RiZGVkN2EtMDU2Zi00ZWIyLWFlOWYtODE5NzU4NTVkYmQzZDc0NTk2YTQtZjUxZC00NDRmLTllZjktY2VhMjNkYzNhNzIy&amp;state=CfDJ8CvHs0PLXJ5Ku3gC_pyKF5GJMTTHTR2IvusojuaFCZ2MtIfKa8QLjhFqTFQTYLJuKfbWYDM3e7jYJqIgRdpzMCnft_1gHPL05PIOgtnu3HE5MnhGY7eN1f2DJCMxBkwuJHyWte0yFnfoN-GJnKr_Tbpescej34MqV5aYsbwD4nHhry1IyQewgn7efrf1h3kgI_GmXavg7kyuUF1R0rzSiOeTbSn2md33lw3OuBfHNg5e8_N9m1wwY74zSU2beTCv1wrPCZeu2kGzYwVdBDUaL_VtKVcpjLTfO-f48QSE9Ld8rijb2aViH5RRQkYFmtaQKpqxY5YPSvJG2S5sBLhMrNvAgqW2Mql1edVifFcX-bcYW5jYJ49GfnsBWIroK4HdCr1JEgOzsvEwssflp7DT0B2TMu3H2JiLE7NKmiGY9OID&amp;x-client-SKU=ID_NETSTANDARD1_4&amp;x-client-ver=5.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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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會能夠報告當地的培訓嗎？ 

目前，分會無法報告由分會所組織的培訓。  如果分會希望報告

當地培訓，建議分會第一副總會長/分會領導發展主席將Learn

（學習）報告的地方學習和發展活動詳情（包括學員和講師）發

送給區 GLT 協調員，並要求區 GLT 協調員代表分會報告培訓。 

 

應該安排多少時間來報告當地的培訓？  

如果 GAT 協調員擁有所有的培訓資料，報告一個計劃的培訓將

需要不超過五（5）分鐘的時間。   

報告過去的培訓所需的時間將根據學員和講師的人數而異。  如

果 GLT 協調員有一份完整的學員簽到表（包括會員號碼和分會

號碼），則添加學員和講師的過程將更容易，並且需要較少的時

間。  國際獅子會網站上的 GLT 工具箱提供了培訓出席和同意表

的範例。  

 

國際獅子會將如何使用報告的當地培訓資料？ 

國際獅子會將分析培訓資料，以更好地了解是如何使用當地培

訓，為獅友和青少獅做好擔任領導角色的準備。  此外，確定擧

問 

答 

問 

答 

問 

答 

https://www.lionsclubs.org/resources/138818701
https://www.lionsclubs.org/resources/138818701
https://lionsclubs.org/zh-hant/resources-for-members/resource-center/glt-toolbox
https://www.lionsclubs.org/resources/123128186
https://www.lionsclubs.org/resources/123128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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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當地培訓的時間將讓國際獅子會能夠更好地規劃課程重整，及

推出新的培訓計劃。 

 

報告的學員和講師的資料將會如何被使用？ 

學員和講師的資料將包含在獅友和青少獅的「我的學習記錄」報

告中。這些資料將是保密的，並用於確定趨勢。  例如，國際獅

子會也許能夠確定某人在被推選擔任特定角色或職務之前，是否

已完成了特定的當地課程。   

可以在 Insights (統計圖表) - Learn（學習）中獲得一般的趨勢和

資料（例如提供的培訓總數和學員總數）。  可以使用您的獅子

會帳戶進入 Insights (統計圖表) - Learn（學習）。 

 

誰有權限添加、修改或查看報告的當地培訓資料? 

區和複合區的 GLT 協調員可以添加和修改當地培訓的資

料。  

根據以下角色的最高獅子會職稱，可查看報告的當地培

訓： 

幹部職稱：議會議長、總監 

問 

答 

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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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T 職稱：GAT 憲章區領導人、GAT 區域領導人、GAT 

地區領導人*、GLT 複合區協調員及 GLT 區協調員 

*職員了解 GAT 地區領導人的 Learn（學習）訪問/許可

有錯誤，這使得他們只能查看其複合區的的 Learn（學

習）資料。職員正在努力解決此問題。 

 
 
 

「管理培訓」部分是否允許為計劃的或過去的培訓上傳多個學員的名

單？ 

是的。GLT 協調員現在能夠一次將所有學院學員的 Excel 

電子表格上傳。  

 

我可以上傳自己的 Excel 電子表格，將學員添加到學習活動中嗎？ 

很遺憾，不可以。Learn （學習）的導入過程要求必須使用

自定的多位學員上傳範本 Excel 文檔。然而，Learn（學

習）中的多位學員上傳範本是一個簡單的4行的電子表格，

您可以將學員名冊中的資料複製並粘貼於電子表格中。  
 

報告當地的培訓活動需要什麼資訊？ 

問 

答 

問 

問 

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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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 GLT 協調員報告當地培訓活動所需的資訊，請參見 GLT 工

具箱中的Learn（學習）報告的地方學習和發展活動詳情文檔。  
 

在報告分區主席或分會幹部培訓時，GLT 協調員需要做什麼，以確

保培訓能計入區領導發展目標？ 

請參見 Learn（學習）當地培訓報告指南，了解在 Learn（學

習）中報告分區主席和分會幹部培訓的說明，以支持實現區領導

發展目標。 

 

我看到「添加培訓」按鈕，但當我點選「添加培訓」按鈕時，什麼也

沒有發生。為什麼會出現這種情況？ 

您的英特網瀏覽器設置中的縮放功能可能需要縮小，以啟動「添

加培訓」按鈕。 

 

答 

問 

答 

問 

答 

https://www.lionsclubs.org/resources/138818701
https://cdn2.webdamdb.com/md_o8cTl5lQAN31.jpg.pdf?v=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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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LT 協調員可以用什麽方式搜尋並查找講師或學員，以將他們添加

到當地的培訓活動中？ 

Learn（學習）中有兩個搜尋功能可協助 GLT 協調員查找和

添加講師及學員。   

1. 分會 - 分會名稱或號碼：此功能將顯示在某個特定分會

中活躍會員的完整名單。  

2. 個人 - 會員姓名或號碼：此功能將顯示具有該姓名或號

碼的會員，藉此來縮小搜尋的範圍。  

 
 

區或複合區 GLT 協調員如何修改已完成的當地培訓？ 

如果需要修改已完成的當地培訓方面的協助，GLT 協調員

應與他們的 GAT 專員聯繫：

globalactionteam@lionsclubs.org 
 

在何處可以獲得有關 Learn（學習）當地培訓報告的協助？ 

若有疑問或需要協助，請使用以下的聯絡資訊： 

問 

答 

問 

答 

問 

答 

mailto:globalactionteam@lionsclubs.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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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on Account （獅子會帳戶）登入支援：

mylionsupport@lionsclubs.org，或致電： 

630-468-7000 

• 全球行動團隊支援： 

globalactionteam@lionsclubs.org  

• 進入 Learn（學習）及資料支援： 

Leadershipdevelopment@lionsclubs.org     

mailto:mylionsupport@lionsclubs.org
mailto:globalactionteam@lionsclubs.org
mailto:Leadershipdevelopment@lionsclubs.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