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筹备研讨会 
目标 

该研讨会的整体目标是让狮友们熟悉认证导狮的角色和职责，并提供他们需要的知识以便能完成这些职责。 
您做得如何很大程度要看您评估您的会员们的奉献精神、积极能动性及对狮子会的认识的精确程度。 

主办者的角色 

主办者将确保学员明白他们在课程开始前应完成的预习作业，以及确保场地、设备和材料都预先准备好以 
便活动能有效地进行。 

讲师的角色 

讲师负责讲述该研讨会的结构，保持让学员的进度得到跟踪，并有效使用所分配的时间。可以在国际狮子 
会的网站上取得一份 PowerPoint 简报，或者向区暨分会行政管理司洽询讲师的演讲材料。 

学员 

学员的数量不定。最好将学员分成 5-7 人一组的几个小组。如果未能将他们分成小组，请看本指南稍后
概 述的需要做出调整的步骤。 

时间 

该研讨会应在 4 小时内完成，包括一次 15 分钟的休息。课程可以延长或缩短以满足时间要求。 

设备和材料 

• 每张桌子准备一个图表架 
• 一个 LCD 幻灯机用于 PowerPoint 演讲 
• 准备几份备用的认证导狮资料袋，以备学员忘记带来。 
• 该 PowerPoint 简报 
• 您选定的认证导狮数据袋以外的补充数据。 

 

教室布置应摆放圆桌。应预留一张桌子给讲师放材料。如果人数较多，应准备一张讲台，配上麦克风或 
手提麦克风。如果没有 LCD 幻灯机或悬挂式幻灯机，可以用黑板或其他视觉设备代替。 

每张桌子准备几套本课程工作簿第 10 上的关键数据。您自行选择的其他材料也可包括在内。 

 

 

 

 

 

 

 

 

 

 

 
必须完成的预习作业 学员必须在课程开始前完成他们工作簿上的作业，以便在课堂上有效地
讨论课程材料。阅读并完成 这些预习作业大约需要 5 到 6 个小时。该预习作业包括一些难有效地
在教室环境下展示的网上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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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鼓励参加学员完成作业，讲师应将如何连接认证导狮网站的说明，以电子邮件寄给学员。以便他们下载 

工作簿并完成作业。所有课程须要的材料都在在线。 

 

 

 
 

建议的时间表 
项目内容 时间 

(分钟) 
活动 

 

介绍和课程概述 

 

25 
活动概述与展望 

活动： 成立小组 

 

I. 成功导狮的技巧 

 

15 
 

活动: 分组讨论 – 导狮的技巧 

 

II.着手好的开始: 
成为信息的专家 

 

60 
 

活动 – 回顾关于协助管理一个新会的资源和材料 

 

III. 发展分会干部指导团队 

 

15 
 

活动 – 讨论分会干部指导者的角色和职责 

休息 15  

 
IV. 设计分会干部培训 

 

70 

 
活动 – 按照分会需要，使用之前讨论的材料帮分会 
发展四个培训模式。 

 
V. 导狮资源 

 

5 

 
活动 – 回顾可供导狮使用的报告和支持 

 
VI. 分会重建 

 

5 

 

活动 – 复习"认证导狮重建评估 

 

结语 

 

15 

 
总结学习要点 

总计时间 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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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绍和课程概述 

约需时间 幻灯片 内  容 

总计时间：25 分钟 

4 分钟 
 

欢迎每一位参加开场仪式的学员。介绍所有特殊嘉宾。 宣 

  布有关饮食和休息等安排。 

4 分钟  指引狮友们成立小组并相互获取以下信息: 姓名、分会名 

  称及他们对本次研讨会的期望。 

  在图表架上列出各人的期望并记在心上。如果可以，在该研 

  讨会的课程中灵活地提出某些适当的期望。在整个培训当中 

  都应考虑重复查阅该项目列单以确保学员的需要得到满足。 

1 分钟  要求每个小组指派一名狮友提出其组员对本课程的期望。 

2 分钟 首页幻灯片 说明该研讨会的整体目的是让他们准备好以认证导狮的 身 

  份去服务一个新会。 

1 分钟 幻灯片 1-3 下一步，简要介绍此认证导狮 PowerPoint 简报。现在 开 

  始放映幻灯片。说明本活动的目的(幻灯片 1), 为何需要 本 

  次培训(幻灯片 2) 该职位可能是分会成功的单一项最重 要 

  的因素。(幻灯片 3)。 
2 分钟 幻灯片 4 回顾认证的过程 – 说明学员必须在总监或领导发展委 员 

  会主席签署完成确认表格之前，完成他们工作簿上的练习 

  和导狮测验。表格一经签署，学员应将完成确认表格和导 

  狮测验寄回给国际狮子会。总会将寄出证书，证明该狮友 

  已完成培训并被总会记录为认证导狮。认证导狮的姓名列 

  表将会交给各个总监们，让总监在分会成立时指派导狮给 

  他们。 

2 分钟 幻灯片 5-6 复习认证导狮奖的获奖要求。 

2 分钟 幻灯片 7 复习本次活动设计方案。 

5 分钟 幻灯片 8-9 提出 学员们应该已经完成工作簿的作业。提请注意当中列 

  出的资源。提问有多少学员完成了作业以了解他们的准备 

  程度。若预习作业还未完成，则需给出更多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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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成功导狮的技巧 

时间 幻灯片 内  容 

总计时间：15 分钟 

10 分钟 幻灯片 10: 练习 1: 开始让大家讨论成功导狮的素质和技巧以及应避免的 

  行为。 

  在图表架上列出这些技巧和行为。在各小组的帮助下，将这 

  些答案排好名次以便找出 5 项最佳因素。 

5 分钟 幻灯片 11 提问如果踫到弱项应如何做。告诉学员，他们可以透过工作 

  来发展技巧，或与有此技巧的导狮合作完成任务。讨论个人 

  成长的机会。要求学员给自己写下他们的个人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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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着手好的开始: 
成为信息的专家 

时间 幻灯片 内  容 

总计时间：60 分钟 (如果预习作业未完成，则需更多时间) 

2 分钟 幻灯片 12 
 

下一步, 复习成功分会的 6 项要素并要求各组迅速回答是什么 

  让分会成功。 

5 分钟 幻灯片 13 开始让大家讨论以确定成功分会的其它因素及为何这些因素是 

  重要的。 

2 分钟 幻灯片 14-16 提醒大家分会成功的最重要因素是分会满足其会员目标的 

  能力。过渡到第二单元，提问大家如何能支持一个成功的分 

  会。提出第一步是要了解国际狮子会提供的工具、培训和 

  支持。 

5/7 分钟 幻灯片 17 介绍会员中心的领导发展栏目，提出名为“分会干部讲习” 这 

  个综合性的网上课程里有针对每个分会干部职位的具体指 

  导。如果需要，请给那些未完成预习作业的学员迅速回顾这些 

  课程。 

10 分钟 幻灯片 18 练习 2: 要求每桌的学员讨论该课程及他们工作簿中练习 2 的答 

  案。提出该课程可以很容易用电邮发送给各分会干部，让他们 

  按自己的进度学习。记录下每桌的学员的答案在图表架上。 

5/7 分钟 幻灯片 19 下一步, 回顾在分会资源中心找到的资源。若有一些学员未完 

  成预习作业，在此迅速复习一遍。 

10 分钟 幻灯片 20 练习 3:要求每桌的学员将他们的大案和练习 3 对照，在图表架上 

  记录下他们的最佳答案。 

5/7 分钟 幻灯片 21 下一步,复习在 WMMR 网站上找到的材料。若有一些学员未完 

  成预习作业，在此迅速复习一遍。 

10 分钟 幻灯片 22 练习 4:要求每桌的学员将他们的大案和练习 4 对照，在图表架上 

  记录下他们的最佳答案。 

7 分钟 幻灯片 23 下一步,复习并描述重要的刊物及每份刊物的一般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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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发展分会干部指导团队 

时间 幻灯片 内  容 

总计时间：20 分钟 

2 分钟 幻灯片 24-25 
 

介绍并说明分会干部指导团队的概念。 

2 分钟 幻灯片 26 开始让大家讨论总监团队能如何支持新会的发展。记录下每个 

  职位可提供的培训及指导。 

3 分钟 幻灯片 27 提出总监团队的成员通常已长时间没有担任过分会干部，而分 

  会干部们需要非常实际、具体的工作支持。请学员参考他们工 

  作簿第 30-33 页上的分会干部指导者表格。注意，这些表格应 

  该在分会干部指导者们被指派接受培训时发给他们。 

10 分钟 幻灯片 28 练习 5:要求每桌的学员阅读练习 5，并讨论他们在选择练习题 

  中的指导者时要找寻的素质，然后报告出最佳的素质。 

休息 15 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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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设计分会干部培训 

时间 幻灯片 内  容 

总计时间：70 分钟 

1 分钟 幻灯片 29 
 

提出他们拥有人员和工具，现在是时候把两者结合，并拟定计划 

  支持新会。要求学员翻到认证导狮工作簿的第 13 页，看第 4 单元: 

  设计分会干部培训。下一步, 迅速回顾培训课程的四个单元。 

2 分钟 幻灯片 30 然后, 简单复习分会干部培训纲要，并说明这些课题可以相互 调 

  换以适应分会培训的需要。 

1 分钟 幻灯片 31 回顾培训课程 1, 说明该资料可在工作簿第 13-15 页找到，此第一 

  课程是对国际狮子会的一个广泛介绍。 

2 分钟 幻灯片 32 复习讲习指南里的材料 

2 分钟 幻灯片 33 复习标准版宪章暨附则里的材料 

2 分钟 幻灯片 34 复习授证夜筹划指南里的材料 

2 分钟 幻灯片 35 简要讲解指导团队(之前已经提过)，提出这应该在第一课已经 

  介绍。 

10 分钟 幻灯片 36 练习 6: 要求每桌的学员讨论练习 6 并报告他们的答案。 (用五分 

  钟讨论，再用 5 分钟报告答案) 

1 分钟 幻灯片 37 介绍培训课程二, 提出第二堂培训课程更加详细和注重讲解分 

  会运作。 

2 分钟 幻灯片 38 简要复习分会干部职责和网上培训。提出分会干部讲习可以 

  很容易通过电邮发送给指导者和分会干部。 

2 分钟 幻灯片 39 简要复习付诸实现这本刊物，提出此刊物是分会找出潜在方案 

  的关键。 

1 分钟 幻灯片 40 提出导狮应检查以确保每位干部都从他们的指导者那里获得足 

  够的支持 

10 分钟 幻灯片 41 练习 7: 要求每桌的学员讨论练习 7 并报告他们的答案。 (用五分 

  钟讨论，再用 5 分钟报告答案) 

1 分钟 幻灯片 42 介绍培训课程三, 提出持续的会员增长是新会成功的关键因素。 

2 分钟 幻灯片 43 介绍并简要复习分会会员发展主席指南 

10 分钟 幻灯片 44 练习 8: 要求每桌的学员讨论练习 8 并报告他们的答案。 (用五分 

  钟讨论，再用 5 分钟报告答案) 



认证导狮课程   9  

 

IV. 设计分会干部培训 

时间 幻灯片 内  容 

总计时间：60 分钟 

1 分钟 幻灯片 45 
 

提出导狮应在每次会议检查指导者的培训进度。 

2 分钟 幻灯片 46 介绍培训课程四, 有效分会会议的重要性 

2 分钟 幻灯片 47 介绍并简要复习有助分会举办积极而有意义之会议的可用资源。 

2 分钟 幻灯片 48 复习提高会议出席率的办法。提出当越来越少人出席会议时， 

  分会就开始走下坡。 

10 分钟 幻灯片 49 练习 9: 要求每桌的学员讨论练习 9 并报告他们的答案。 (用五分 

  钟讨论，再用 5 分钟报告答案) 

2 分钟 幻灯片 50-51 提出培训是持续进行的。复习成功分会的六项要素。 

 

 
 

V. 导狮资源 

时间 幻灯片 内  容 

总计时间：5 分钟 

1 分钟 幻灯片 52 
 

介绍可提供给导狮的支持和信息。 

2 分钟 幻灯片 53 分会健康评估 - 当导狮们接受辅导一个分会时，他们将会开始收 

  到该新会的分会健康评估。导狮们需要完成每季报告，交给总监 

  团队和国际总会。 

2 分钟 幻灯片 54 提出导狮的工作簿里有其他的工具，包括一份分会干部检查单 

  和一份如何过渡到独立的纲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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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 分会重建 

时间 幻灯片 内  容 

总计时间：20 分钟 

2 分钟 幻灯片 55-56 介绍运用认证导狮策略于重建分会的观念。 

16 分钟 幻灯片 56-73 向学员说明如何按照 “认证导狮评估” 的步骤，以便完全了解 

  与评估有关的健全分会要素。 

2 分钟 幻灯片 74 解释于已成立分会指派认证导狮之程序。 

 

 

结语 

时间 幻灯片 内  容 

总计时间：15 分钟 

10 分钟 幻灯片 75 要求学员自荐前来陈述他们在研讨会上发现的最重要的事项及他 

  们将如何运用到实际生活中。发表结束语，简要总结（而非重 

  新检阅）本研讨会之最重要的结论。回到之前各小组列出他们 

  的期望的图表架，总结出这些需要已经得到满足。 

  提醒学员和他们的总监或领导发展主席会面，重新检阅”活动回 

5 分钟 幻灯片 76 顾”表格并索取他们的签名，然后将此表格提交给国际总会。 

  总会将记录下他们的姓名并寄出认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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