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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章 
領導發展 

             
 
A.  領導發展活動      
  

1. 任務説明 
 
通過優質的學習機會，達成獅子會傑出的領導發展。  
      

2. 目標  
a. 加強服務影響力和重點 

b. 重塑公眾意見及提高能見度 

c. 追求分會、區和組織的傑出表現 

d. 改善會員價值並開拓新的市場 
 

3. 活動目的     
       

a. 制定策略並評估結果，以確保文化差異的有效性和包容性。 
 

b. 全力發揮所有憲章區領導發展活動的高度參與，採用高品質、挑戰性、相關性的

標準、並利用尖端技術。 
 

c. 啟發和激勵獅友追求能在國際獅子會各階層能發揮其職業和個人生活中的領導技

巧和責任。 
 

d. 發展能夠設計、組織、宣傳、舉行有效領導發展活動的獅友，並可提供獅友們持

續的諮詢和支持。 
 

4. 綜合政策    
 
a. 領導活動應依國際理事會所定之政策來推動。         

     
b. 特定之領導活動及教材應由領導發展司與領導發展委員會協力提議、設計及發

展。  
 

c. 活動之日期、地點及整體評估應由領導發展委員會向國際理事會報告。   
 

5. 運作政策    
 
a. 費用報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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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獅子會將依各個活動所核准之規定，並遵照一般報銷政策支付特別費用及/
或報銷參加者之費用。      
               

b. 官方語言                           
所有領導發展教材，將以國際獅子會之官方語言製作。領導發展活動之學員可

得到以其中之一的官方語言訓練。   
 
 

B.  分會幹部講習          
  
 副及單區每年應於 7 月 1 日以前依照國際理事會所定之政策及程序舉辧年度分會幹

部講習。 
 
 

C.  複合區當選總監講習       
 

1. 複合區應於國際當選總監研習會舉辧之前依照國際理事會所定之政策及程序個別或

聯合為即將就任之總監及/或副總監舉辧一次講習活動。全球行動團隊GLT複合區

協調員與其全球行動團隊地區領導人及總監議會商議，協調辧理此項研習會。若少

於2個複合區之地區，沒有GMT 與GLT複合區協調員，全球行動團隊GLT地區領導

人與總監議會商議，協調辧理此項研習會。 
 

2. 國際獅子會應提供複合區適當官方語言的總監團隊手册。    
 
 

D.  國際當選總監研習會 
 

1. 國際當選總監研習會應於國際年會之前舉辧。 
 

2. 研習會教師之指派應取得該當選總監研習會之前的 8 月執行委員會會議之核准。隨

後教師團之變動也須經執行委員會之核准。 
 

3. 研習會之計劃包括日程表、課程、及預算應經過國際理事會之核准。 
 

4. 領導發展司應負責設計及發展包括當選總監研習會在內的副總監/當選總監之訓練

課程，並與即將就任之國際總會長及/或其指定人商議，以備妥第一副總監/當選總

監能勝任其總監的領導職務。應包含下列之題目:  
 
• 訂目標 
• 團隊管理 
• 溝通技巧 
• 管理/行政技巧 
• LCI 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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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人伴侶之講習應包含於當選總監研習會內。 
 

5. 應由國際第二副總會長選派一位獅友擔任第二副總會長成為國際第一副總會長年度

時之當選總監研習會主席。 
 

6. 當選總監研習會主席之資格條件如下: 
 

a. 在未擔任主席前 10 年，曾任當選總監研習會小組長，或該獅友具備類似經驗如

曾任國際獅子會贊助之訓練活動或國際獅子會地方階層訓練之主席。 
b. 須任滿總監任期 
c. 能懂英語並能說英語 
d. 能有效的運用網際網路、國際獅子會的網站、電子郵件 
e. 在擔任當選總監研習會副主席任期開始至擔任主席期間，該獅友未經提名及身

份認證為國際職位。  
 

7. 當選總監研習會之主席應於擔任主席職位之前一年先擔任副主席。 
 

8. 即將就任之國際總會長、當選總監研習會主席、副主席依一般報銷政策於以下情況

可報銷之有關當選總監研習會費用: 
 

a.  即將就任之國際總會長: 
 

(1) 即將就任之國際總會長及成人伴侶於舉辦一年之前，前往研習會舉辦城市視

查場地 – 報銷膳宿與交通之費用 
 

b.  主席: 
 

(1) 視查有關當選總監研習會之場地，在研習會主席任期內可報銷膳宿與交通之

費用。 
 

(2) 研習會期間 –主席及一位成人伴侶報銷膳宿與交通之費用 
 

(3) 兩次前往總部，總共不得超過 4 天 3 夜。 
 

(4) 在總會長同意下可以增加前往研習會場地或總部的次數 
 

c.  副主席: 
 

(1) 一次前往總部，總共不超過 3 天 2 夜。 
 

(2) 研習會期間 – 副主席及成人伴侶報銷膳宿與交通之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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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第二副總會長與其指派的當選總監研習會主席、領導發展司司長商議選出可擔任第

二副總會長成為第一副總會長時的小組長。  
 

10. 當選總監研習會小組長之資格條件如下: 
 

a. 該獅友曾任國際獅子會贊助之訓練活動之講師，包含資深獅友領導學院、講師

發展學院、 以前之 MERL 主席研討會、當選總監研習會或與複合區同等級或

更高階層訓練活動包含全球行動團隊訓練。 
 

b. 在未接任本年度此職前，過去連續 5 年未曾任當選總監研習會小組長 
 

c. 須任滿總監任期 
 

d. 精通要傳授的語言。 
 
e. 能懂英語並能說英語，足以做到小組長與國際總部之溝通無礙，或使用當地非

國際獅子會的翻譯服務。 
 

f. 能有效的運用網際網路、國際獅子會的網站、電子郵件 
 

g. 同意傳授國際理事會核准的國際獅子會課程 
 

h. 在擔任當選總監研習會小組長前至當選總監研習會期間，該獅友未經提名及身

份認證為國際職位。 
 

11. 講師 
 
a. 國際獅子會應負擔講師成員前往當選總監研習會舉辦城市，未涵蓋在任務其他

審計法規中的十(10)天之膳宿費用。若實際飛行超過 10 小時，不包含轉機時

間，則可允許在旅途中或研習會場所一休息日。該休息日包含一日膳宿之費

用，返回旅程不得有休息日。 
 

b. 所有旅行之安排必須遵照國際獅子會的旅行部門所定之年度綱領。 
 

c.  一(1)張講師經濟艙來回機票，必須是最短、最直接路線及限於核准之旅行日

期。申請報銷講師成人伴侶一(1) 張經濟艙來回機票，但不得超過 US$500。最

後報銷機票將依據實際票價及正本收據。 
 

d. 一般報銷政策可適用於旅行和費用。 
 
 
E.  第一年國際理事講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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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總會長應於國際年會之後立即舉辧第一年國際理事預備訓練。   
 
 
F. 進行中領導發展活動    
       

1.  資深獅友領導學院    
 

a. 獅子會資深獅友領導學院之舉辦目的在培養獅子會領導人才，增強其重要領導

能力以擔任分區、專區與區階層之職務。 
 

b. 資深領導學院學員的候選人必須任滿分會會長、並未擔任過第一副總監。若名

額許可下，可考慮現任分會會長。 
 

c. 預算、地點、課程、日程表、擔任教師之獅友、學員資格及挑選程序將由領導

發展司與領導發展委員會以及該憲章區之全球行動團隊GLT領導商議。 
 

d. 所有教師須遵守資深獅友領導學院的課程 
 

e. 區參加資深領導學院之學員在全部或部份課程中每缺席一天，國際獅子會徵收

一日之膳宿費，以支付國際獅子會所負擔缺席者之膳宿費。 
 
行政職員可視特殊情況，依其個人之判斷，對於未出席者可以免徵收上述之費

用。 
 

f. 國際獅子會依據一般報銷政策規定負擔實際訓練期間學員之餐宿費，核准出席

學院之學員須繳 US$125以補助學院費用，該費用是不退還的。但學員自己負

擔交通工具及往返領導學院之費用。所有學員必須按規定全程出席所有的課程

及團體用餐，以及必須住在規定的飯店。 
 
2. 講師發展學院 

 
a. 講師發展學院之目的是增加國際獅子會優質講師之人數，增強獅子會有經驗講

師之技巧。  
 
b. 講師發展學院學員資格應具備一些訓練經驗，並且有興趣成為講師為其地區優

質領導發展之訓練盡力。若講師發展學院有名額之下，可考慮符合資格的總

監。 
 
c. 參加此四天課程的獅友，必須在學院結束後6(六)個月內舉辦一個訓練活動，才

算是該講師發展學院的畢業生。 
 
d. 預算、地點、課程、日程表、擔任教師之獅友、學員資格及挑選程序將由領導

發展司與領導發展委員會以及該憲章區之全球行動團隊GLT獅友商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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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所有教師須遵守講師發展學院的課程 
 
f. 參加區講師發展學院之學員在全部或部份課程中每缺席一天，國際獅子會徵收

一日之膳宿費，以支付國際獅子會所負擔缺席者之膳宿費。 
 
 行政職員可視特殊情況，依其個人之判斷，對於未出席者可以免徵收上述之費

用。 
 
g. 國際獅子會依據一般報銷政策規定負擔實際訓練期間學員之餐宿費，核准出席

學院之學員須繳 US$150.00 以補助學院費用，該費用是不退還的。但學員自己

負擔交通工具及往返領導學院之費用。所有學員必須按規定全程出席所有的課

程及團體用餐，以及必須住在規定的飯店。 
 

3. 潛能獅友領導學院 
 

a. 潛能獅友領導學院之目的在提供獅友擔任分會階層領導之職務機會。包含分會

會長職位。  
 
b. 潛能獅友領導學院的候選人必須是正常會員，且已經成功擔任分會委員會職

務，但未曾擔任分會會長職位。授證分會的會長也符合資格參加該學院的訓

練。 
 
c. 預算、地點、課程、日程表、擔任教師之獅友、學員資格及挑選程序將由領導

發展司與領導發展委員會以及該憲章區之全球行動團隊 GLT 獅友商議之。 
 
d. 所有教師須遵守潛能獅友領導學院的課程。 
 
e. 參加潛能獅友領導學院之學員在全部或部份課程中每缺席一天，國際獅子會徵

收一日之膳宿費，以支付國際獅子會所負擔缺席者之膳宿費。 
 

行政職員可視特殊情況，依其個人之判斷，對於未出席者可以免徵收上述之費

用。 
 

f. 國際獅子會依據一般報銷政策規定負擔實際訓練期間學員之餐宿費，核准出席

學院之學員須繳 US$125.00 以補助學院費用，該費用是不退還的。但學員自己

負擔交通工具及往返領導學院之費用。所有學員必須按規定全程出席所有的課

程及團體用餐，以及必須住在規定的飯店。 
 

4. 地方獅子會領導學院     
 
a. 地方獅子會領導學院是撥款活動以補助複合區舉辦領導學院。單區或副區之申

請案只能在地方獅子會領導學院之補助款還有剩餘時可考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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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每個複合區每年只能舉辦一次地方領導學院。因地理區之須要額外申請案只能

在地方獅子會領導學院之補助款還有剩餘時可考慮。  
 

c. 經核准的學院，每位學員最高補助款額為 US$143，第一次和第二次舉行地方

獅子會領導學院活動之複合區和單區的總補助款額不得超過 US$10,000。 
 
經核准的學院，每位學員最高補助款額為 US$143，曾獲得兩次或兩次以上地

方獅子會領導學院補助款，總補助款最高為 7,500 美元不得超過本學院實際費

用之一半 。 
 

d. 申請之複合區必須由非國際獅子會之資源籌集全部費用之 50% 。 
 

e. 申請程序: 
 

(1) 地方領導學院撥款申請表必須在規定的特定日期前寄至領導發展司。申請撥

款，必須附上所有的必要資料，在收到應有資料與撥款申請、於審核與批准

之前不為任何複合區保留資金。 
 
(2) 領導發展司於核准後即發地方領導學院同意書(合約)，請於審查後簽名，在

60 天之內寄達領導發展司以保留資金，否則保留之資金將發給別的申請

案。領導發展司若於特定之時限內，未收到同意書，則所保留之資金將發給

別的申請案。 
 

f. 地方領導學院舉行前，複合區將收到核准金額之 50%。餘款將於地方領導學院

結束後，並在收到所有必要之文件及原本收據後才支付。總補助金額不得超過

實際支出的 50%。  
 

g. 領導發展司將提供地方獅子會領導學院之指導綱領，以期發揮每一地方獅子會

領導學院最高之品質。 
 

h. 雖然領導發展司提供補助金資助複合區(或單區或副區)舉辦地方獅子會領導學

院。但地方獅子會領導學院之一切運作及/或任何支出由複合區 (或單區或副區)
負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