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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更强分会的蓝图 

这个不是秘密。最有效的分会务必要能定期寻求扩大其人道服务的
影响，培养领导者，并满足分会会员的需求和期望的方法。简单来
说，他们留意确保自己能继续给小区和分会会员带来价值。

就像任何有价值的方案一样，应制定并执行一个计划，或一个“蓝
图”来引导你们的行动是很重要的。计划可能会随着新需求和机会
的出现而改变，但分会按照一个详尽计划来运作是成功的关键。 

本指南是专为分会与其会员设计的工具。它提供了一简单的过程，绘
制成为更强分会的蓝图，着重于四个核心范围：分会运作，服务，领导发展和
会员发展。贵分会可选择添加其他方面，但这 四项对强化我们的分会
是关键。 

将实现杰出分会奖作为贵分会的目标。此奖着重于这四项成功的核心因
素以及沟通，并表扬他们的成绩。 

有很多工具可用于帮助您实现目标。您可在第3页找到关于工具和支
持 的描述。

采取行动来增强贵分会十分重要，而一切都要从计划开始！听取会
员的意见，评估他们的需求，并绘制起更强分会的蓝图。如何進行:

http://members.lionsclubs.org/SC/lions/awards/excellence-awards/club-excellence.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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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更强分会的蓝图 是三个简单步骤的最后结果:

  1.  评估 从四个核心层面评估贵分会目前的状况。  
也许贵分会在按照当前的方法做事情，因为‘我们一直都这样做的’。  也许贵分会一
切事情都做得很好；能满足社区及会员们的需求。  或者，也许您的分会是在“走走程
序”，以各种服务方案满足社区需求，但会员们没有真正感到相互联系。  如果会员对
分会提供的服务没有真正的、个人的联系感，就无法实现他们作为会员的全部价值。

  不管评估的结果如何，时不时地盘点各项事情总是 有利无害。  利用各种可用资源，
最重要的是，除了分会领导，还要邀请分会的会员来分享他们对分会的看法。  这是准
确评估分会的最佳方法。

 考虑以下几点： 

 分会运作
  o 是否有效地计划和管理会议?
  o 是否公平和透明地制定决策? 
  o 分会聚会和活动是否生动活泼并符合会员的兴趣?
  o 会员是否定期出席和参与分会活动项目?
  o 一直都能履行财政义务吗?
  o 分会运作符合国际狮子会的道德规范吗?
  o 是否需要重新考虑分会例会的形式? 

 的未来
  o 分会的服务方案与当前社区的需求相关吗?
  o  分会的会员真的感兴趣并亲自参与分会提供的服务类型吗？
  o  会员们热情并积极参与分会提供的 服务吗?
  o 分会服务的影响力可以增强吗?
  o 分会的领导可接受会员提出的新的服务构思吗?
  o 分会有一个“代表性的方案”吗?
  o 新会员是否接到邀请参加团队方案?
  o 服务活动及其产生的影响是否得到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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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领导发展
  o  分会会员是否知道并受鼓励参与各种领导培训的机会?
  o 分会的领导职位是否供各位会员分享参与? 
  o 分会干部是否参加其所在职位的培训?
  o  干部和会员是否出席区年会中提供的培训?
  o  接受过培训的会员是否有机会参与领导职位?
  o 新会员是否获得有效的讲习培训?
  o 有经验的领导人是否在指导新领导人?

 会员发展
  o  是否有定期识别出和追求增长会员的机会？
  o 我们分会是否反映出社区组成的不断变化?
  o 会员是否被告知分会的问题和活动? 
  o 分会有新闻简讯吗?  需要新的模式吗？
  o 分会积极使用社交媒体吗?
  o  会员是否受邀分享其构思和回馈意见 – 这样他们知道 他们的意见得到重视?
  o 分会举办有意义的入会仪式吗?
  o 会员的努力工作得到适当的表扬吗?

  2.建立目标 以您的评估结果为基础。 优质的蓝图将包括具体的、可衡量的、可实现的
而且是实际的策略目标。将在整个年度达成以及长期的目标。考虑计划一个设定目标
的活动，期间所有分会会员可参与制定工作的优先排序并建立各项目标。这是整个分
会为实现这些目标协调一致并产生热情的第一步。

  建议您到网上的狮子会学习中心，完成 目标设定课程，以熟悉有效设定目标及行动计
划的概念。请使用《成为更强分会的蓝图之目标宣言》表格,  
记录下贵分会将追求的加强其对社区和分会会员之价值的各项具体目标。 

   建立起你的目标后，将它们按重要性、紧急程度和万一不能实现的潜在后果排好顺
序。然后您就准备好进入步骤3。 

http://members.lionsclubs.org/SC/lions/strengthen-membership/blueprint-goal-statement-form.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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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3.制定您的 成为更强分会的蓝图，列出你将为实现目标所采取的步骤。为了简化这个
程序，请着手给每项目标完成简单的 计划程序工作表。这将有助理清各项任务、可能
遇的困难和潜在的解决办法，及您可能需要的资源。这项工作完成后，您就已做好充
分准备制订您的计划。

  您的 成为更强分会的蓝图将把每项目标落实到具体的可行动的步骤。此外，它将概括
所追求的目标（目标宣言）、如何实现（行动步骤）、每个步骤如何完成、谁将负责
该步骤、及如何确定每个步骤已经完成。行动计划工作表 是个可以用来制定计划，以
实现每项目标的一个工具。每项目标的计划加在一起，就构成了您的 成为更强分会的
蓝图。

  除了贵分会的会员本身，国际狮子会还提供各种资源和工具，帮助您评估贵分会的状
况，建立目标，和制订你们的成为更强分会的蓝图: 请看以下的链接

 

评估

分会健康评估
您的分会评分如何？
社区需求评估
计划方案
全球服务行动之运动
狮子会道德信条
獅子會公关指南
 您的分会，您的方式

建立目标

设定目标的网上课程 
 成为更强分会的蓝图之目标宣言表格
杰出分会奖
国际总会网站
  
 
 
制定您的  成为  

更强分会的蓝图 

 成为更强分会的蓝图   
计划过程工作表
 成为更强分会的蓝图 
行动计划工作表
分会质量倡议
领导资源中心

http://www.lionsclubs.org/resources/SC/pdfs/DA-STPBPPW.pdf
http://www.lionsclubs.org/resources/SC/pdfs/DA-STPBAPW.pdf
http://www8.lionsclubs.org/reports/membershipregister/
http://members.lionsclubs.org/SC/lions/strengthen-membership/how-are-your-ratings.php
http://www.lionsclubs.org/resources/SC/pdfs/mk9.pdf
http://members.lionsclubs.org/SC/serve/index.php
http://lions100.lionsclubs.org/SC/programs/centennial-service-challenge/index.php
http://www.lionsclubs.org/SC/who-we-are/mission-and-history/purpose-and-ethics.php
http://www.lionsclubs.org/SC/common/pdfs/pr710.pdf
http://www.lionsclubs.org/resources/SC/pdfs/DA-YCYW.pdf
http://members.lionsclubs.org/SC/lions/strengthen-membership/blueprint-goal-statement-form.php
14.%20http://members.lionsclubs.org/SC/lions/strengthen-membership/blueprint-goal-statement-form.php
http://members.lionsclubs.org/SC/lions/awards/excellence-awards/club-excellence.php
http://www.lionsclubs.org/SC/index.php
http://www.lionsclubs.org/resources/SC/pdfs/DA-STPBPPW.pdf
http://www.lionsclubs.org/resources/SC/pdfs/DA-STPBPPW.pdf
http://www.lionsclubs.org/resources/SC/pdfs/DA-STPBAPW.pdf
http://www.lionsclubs.org/resources/SC/pdfs/DA-STPBAPW.pdf
http://members.lionsclubs.org/SC/clubs/club-quality-initiative.php
http://members.lionsclubs.org/EN/resources/leadership-resource-center/index.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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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您的蓝图化为行动

恭喜您已建立 成为更强分会的蓝图！根据贵会会员对分会的状况和对社区和对会员自己
的价值进行评估，来制定一个清晰完善的计划，是非常值得的工作....只要这个计划得到
实施！

确保要将您的蓝图分享给所有的分会会员，以便他们意识到分会想要达到什么，和他们在
达成分会目标中的角色。保持您对该计划所做的承诺，持续一致地采取行动，朝目标靠
拢。 

再次重申，分会的会员真正想要参与其分会的人道服务方案对分会的健康和活力是很重要
的 – 如果您能培养这一点，您的成为更强分会的蓝图 就会比您希望的更有效。

定期地评估您的计划也是很关键。当情况发生变化时，您的计划也需要修改。建立原始的
蓝图只是一个开始。透过衡量进展和定期收集分会会员的回馈意见，可保持它的活力和相
关性。这就是您实现想要之结果的方法。 

另外，为实现成功，随后的分会干部团队在需要时评估需求、衡量进展并更新蓝图是很重
要的。您原来考虑的关于分会运作、服务、领导发展和会员发展的四项主要指标之问题，
将作为评估进展的指南。

您的成为更强分会的蓝图 是一份路线图，引导分会在社区和会员满意度上面实现更高程
度的价值。这三个简单的步骤提供切实的方法来加强目前有用的做法，淘汰掉没有效的做
法，并执行新的行动。透过建立起一份有根有据的成为更强分会的蓝图，承诺对它的执
行，定期回顾所做计划，评估需求并完善行动步骤，您将能够让贵分会实现短期和长期的
目标。

 

 



成为更强分会的蓝图之目标宣言表格

为取得最大的成功，成为更强分会的蓝图应以采纳分会会员意见所订立的策略性目标为基
础。 

确保您的分会目标符合「SMART」原则：

具体的（S） 比起大致的目标，具体目标达成的机会更高。  若您的目标明确，您便可以
更加专注。 

可衡量的（M） 当您衡量进度时，您即可坚持、遵守目标日期并体会推动您为达成目标
继续努力的成就感。  若您无法衡量，代表您无法控管。 

可采取行动的（A） 确保您可掌握达成目标。  若您无法采取行动，就无法成功。 

现实的（R） 目标应具挑战性，但不至于困难到无法达成。

有期限的（T） 为目标设定期限：下周、三个月内、年底前。  为目标设立最终期限可让您
针对明确目标努力。以下请记录分会将为社区及本会会员提升价值的目标 (必要时另纸填
写)。 

 目标宣言表格

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区:___________

服务活动

会员成长

领导发展

分会运作



成为更强分会的蓝图 之计划步骤工作表

目标宣言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任务 挑战/困难 可能的解决办法

1. 

2. 

3. 

4. 

5. 

所需资源（人力） 所需资源 (材料) 

1. 

2. 

3.

4. 

5.

6. 

7.



成为更强分会的蓝图 之行动计划工作表

 

 什么（目标宣言）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如何？
（行动步骤）

何时？
（完成的 截止日期）

谁？
（负责 行动的 人）

我们如何知道？
（我们如何知道
已经达成任务）



区暨分会行政司
Lions Clubs International 
300 W 22ND ST
Oak Brook IL 60523-8842 USA
www.lionsclubs.org
电邮: clubofficers@lionsclubs.org
电话：(630) 468-6890
facebook.com/lionsclub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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