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模范的总监顾问委员会会议 
又称为分区会议





总监顾问委员会会议或分区会议通常被认为是分会干部的最重要会议。让分会会长、分会第一
副会长和秘书有机会了解区、复合区和LCI的活动。然而到目前为止，这些会议的最有价值要素，
只是与其他分会干部交换构想和挑战。本指南提供分区主席如何实现这两个目标的要诀及最佳经
验，以确保善用会议的效率和时间。

会议一般要以推动服务方案、分会管理、会员成长和领导发展为重点。主要目标是提供分会干部
讨论的论坛，会议还提供分区主席收集可与总监团队分享的建议机会。

指南包括举办活动的要诀，建议每次会议的题目和格式，以及会议后之后续步骤以确保达到目
标。请见第16页有可供您使用的评估表样本和会议格式。大部分材料都可在网上的 分区及专区主
席中心取得。请参阅网站以了解更多详情和下载资源。请使用总监顾问委员会报告(DA-ZCM)向
总监报告这些会议的结果。请见本指南第17页的表格样本。

总监的顾问委员会
总监顾问委员会由分区主席主持，需包括分区内所有分会会长、分会第一副会长和分会秘
书。总监顾问委员会依区宪章暨附则规定，每年至少召开三次会议。一些地区为了庆祝年
度的成功及/或向新任分会干部介绍分区会议的概念，选择举办第四次会议。

该委员会的职责是：
   确保每个分会有效的运作，遵守国际宪章暨附则(LA-1)和政策，并符合其会员的需

求。 
   确保分会提供有意义的服务，激发会员成长和领导力发展。
   宣传区、复合区、LCI所提供的活动。
   确保每个分会之分会干部就职、新会员入会、表扬会员的成就是很有意义。
   鼓励分会参加区、复合区和国际年会。
   宣传分会间会议，并鼓励分会出席授证之夜和其他区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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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members.lionsclubs.org/SC/districts/zone-region-chairperson.php%20
http://members.lionsclubs.org/SC/districts/zone-region-chairperson.php%20
http://www.lionsclubs.org/resources/SC/pdfs/da-zcm.pdf%20


成功会议的要诀
鼓励参与 

为了鼓励参与，考虑以下方法： 

   选择大多数分会都方便的会议时间和地点。 
   活动前提前寄会议通知。 
   将活动登在区网站。 
   可考虑多种沟通管道，包括邮件、电子邮件、亲自打电话以及社交媒体，或全部使

用! 人们有不同偏好的沟通方式，有些人喜欢上网，而另一些人则喜欢以电话或发
简讯。 

   给分会干部一个出席的理由! 确保议题得到良好的沟通并可以吸引出席者。  

请见第19页会议准备清单，以确保包括所有会议的详细信息。

管理会议: 此狮子会学习中心网上课程提出三个阶段的良好的会议管理，有效的会议准备过
程以及引导会议。出席者学习如何管理团体的行为，以及会议与会议之间的后续跟进工
作。实际工作表和检查表都包括在内。  

沟通是关键! 在您的任期初期，考虑提早通过电话联系分会会长、第一副会长以及分会秘
书，并在整个任期中，与贵分区与主要领导人建立关系。询问他们本年度的目标以及要如
何进展。说明您要帮助他们实现其目标，他们的参与以及他们出席分区会议的重要性，因
为参与也是一种资源。借此机会亲自邀请他们出席分区会议。此谈话帮助您更能了解他们
的需求，及有机会调整您的会议来满足他们的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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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的步骤是最重要的!   
即使其它事情出错，如果您做好准备，您的会议就会成
功！ 

 安排材料 
 将发言稿排好次序 
 用正面方式思考

准备好
您自己!

http://Lions%20Learning%20Center


实现有意义的参与 
保持互动：分区会议最重要的是有机会与其他分会干部交换构想。  尽量缩短 “演说”，
以鼓励更多的开放式互动。   

关注执行干部层面的题目: 分区会议让分会干部交换可能不适合一般会员的实际数据。保
持会议的私密性及有重点，让分会干部感到舒服。使用第18页的挑战和机会工作表，鼓
励分会干部使用这个工具来促进重点讨论。   

帮助他们做好准备: 请事先让参与者知道本次会议要讨论的题目，他们可以考虑题目愿意
先准备以期与其他分会领导者分享最好的构想、关注和成功。请参阅帮助他们准备, 包括
每个模范会议的说明。    

模范的会议格式
下面的格式为全年度分区会议的构想，为满足您的分会的独特需求，您可进行调整。每个
议程约45 - 60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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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顾问委员会会议 
第一次会议应在国际年会结束后90日内召开，或根据区宪章暨附则之规定。    

以服务为重点！
一个令人兴奋的服务方案是一个很好的方式来吸引您的会员，并鼓励他们带朋友和家人参
与。让新的和潜在的领导者领导服务方案，以便他们能够练习和建立领导技能。 

考虑由区GST协调员和LCIF区协调员做专题演讲并邀请分会服务主席陪同会长、副会长和
秘书。   

帮助他们做好准备！让分会干部知道，这次会议以服务为中心使他们准备好分享他们的方
案细节。鼓励干部使用关于分会和社区服务的挑战和机会工作表。  

议程可包括以下内容: 

   开场白  (2分钟): 会议以强调服务是任何狮子会的最重要的功能为开始! 说明本次会
议的目标是分享服务理念和分会可以使用工具以确保所提供服务符合社会的需要和
会员的期望。并提到这次会议将在公开讨论分会的挑战和成功之后结束。    

   介绍 (2-5分钟): 请出席者自我介绍其姓名、职务、分会的名称。 
 
   服务框架 (2-5分钟): 简单分享服务框架及它如何与服务及他们的服务工作有关连。  

   交换分会服务方案构想 (10- 20分钟，取决于出席人数): 允许每个分会 2-3分钟讨论
他们本年度的活动。他们的报告应包括分会的著名方案与任何新计划的方案，以及
所面临的挑战。 

   认定新服务方案的方法  (5 分钟): 如果适合，考虑介绍第5页所提及的一项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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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开讨论分会的挑战和成功  (10-15分钟，取决于出席人数): 让分会领导有时间征
求其他分会会员的建议，有关如何处理他们面临的挑战及/或分享分会的成功。 

   引导分会规划与管理的工具 (5 分钟): 在结束会议之前，如果合适的话，鼓励分会
干部利用成为更强分会的蓝图、您的分会, 您的方式! 分会蜕变行动  及分会杰出奖 ，为
他们的分会建立目标。 这些工具在第12页有介绍，可以在 www.lionsclubs.org找
到。 

   结语 (3 分钟): 重述总监和分区主席协助分会的目标和提醒下一次会议的日期和时
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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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需要之评估: 概述强调认出未能得到满足的社区需求之过
程。 

付诸实现：应让会员参与确定社区的需求，制定行动计划
及参与有意义方案的过程。 

21世纪的服务模式: 此网页是任何分会最好的资源，它可连
结到最受欢迎的狮子会方案！您会发现连结到糖尿病、环

境、饥饿救济、儿童癌症、视力和更多。

提供社区服务 (狮子会学习中心的网上课程): 此课程提供工具和技术，帮助您评估
社区需求、选择有价值的方案、计划成功方案以及宣传贵分会对社区的服务。

全球服务团队 - GST: 此领导团队够在会议期间提供数据或亲自与分会会面，以帮助
认定服务的资源及策略。

找出
服务方案的

构想!

http://www.lionsclubs.org/resources/SC/pdfs/DA-STPBG.pdf
http://www.lionsclubs.org/resources/SC/pdfs/DA-YCYW.pdf
http://members.lionsclubs.org/SC/lions/awards/excellence-awards/club-excellence.php
http://www.lionsclubs.org
http://Lions%20Learning%20Center
http://www.lionsclubs.org/resources/EN/pdfs/tk10.pdf
http://members.lionsclubs.org/SC/serve/index.php
http://members.lionsclubs.org/SC/resources/leadership-resource-center/lions-learning-center/index.php
http://members.lionsclubs.org/SC/lions/global-action-team/global-service-team.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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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顾问委员会会议
本次会议应在11月召开，或根据区宪章暨附则之规定。 

以会员发展为重点！
有效的社会团体需要有强大会员支持的方案、领导活动、并且可让新人参与。新年度已进
行了几个月，现在是分会宣传会员成长的好时机!

考虑由区GMT协调员做专题演讲并邀请分会会员发展主席陪同会长、副会长和秘书。 

帮助他们做好准备！让分会干部知道本次会议的重点在会员成长，并要求他们准备讨论他
们的最大会员挑战及/或成功。题目应包括招募和确保会员满意度。鼓励干部使用关于分
会和成功招募和保留會員的“挑战和机会工作表”。
 

议程可包括以下内容: 

   开场白  (2分钟): 会议以讨论新会员的需求以及让已有会员参与并得到满足为开
始。说明本次会议的目标是分享招募及保留有奉献会员的策略(如上述) ，并提到这
次会议将在公开讨论分会的挑战和成功之后结束。审查总监和分区主席协助分会的
目标 。

   介绍 (2-5分钟): 请出席者自我介绍其姓名、职务、分会的名称。征求他们是否对招
募或会员参与的策略感兴趣。    

 
   交换会员招募和保留会员的构想(10-15分钟，取决于出席人数): 让分会有2-3分钟讨

论招募及/或保留会员的计划。报告应包括找出邀请新会员的策略，及保持会员参
与和满意的策略。  

 



  增加会员的策略和资源  (8-10分钟): 向他们介绍 LCI 所提供的适当或有用资源可包括
一个或多个第8页所概述的资源。  

   考虑要求区GMT协调员主持程序的此部份。  

   有些题目有power points讲稿，用以协助他们的宣传。请查阅分区和专区主席 网页
以获得更多信息。 

   虽然时间有限，确保分会会员发展主席了解这些工具及其应用。 
 

  公开讨论分会的挑战和成功  (10-15分钟，取决于出席人数): 让分会领导有时间征求其
他分会领导的建议有关如何处理他们面临的挑战及/或分享分会的成功。 

  分会杰出奖 (2 分钟): 提醒分会干部分会杰出奖的要件，并继续宣传此为各分会的目
标。  

  结语 (3分钟): 会议结束时简要总结以及提醒下次会议的日期和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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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members.lionsclubs.org/SC/resources/leadership-resource-center/training-resources/presentations.php
http://members.lionsclubs.org/SC/lions/awards/excellence-awards/club-excellence.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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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CI提供了许多工具来帮助分会达成他们的会员发展目标。确保
分会干部和会员发展主席了解以下内容： 

只要问一下: 本指南帮助分会制定可以认定、招募准会员，并让
他们参与的计划。  

会员满意指南: 本指南保持分会会员参与及满足，以及重视会员
退会的原因。 

新会员讲习：确保新会员了解本组织的重要性，以及会员发展的价值。网上有许多
分会可使用的工具!

推荐狮友的责任: 推荐狮友在确保新会员参与以及新会员应具备的知识，扮演重要
的角色。此清单帮助推荐狮友成功地完成其重要的角色。 

新会员入会仪式: 让新会员感到欢迎，并认为入会很有意义。本指南提供如何设计
该仪式为有纪念性的活动。  

全球会员发展团队 - GMT此领导团队能够在会议期间提供数据或亲自与分会会
面，帮助找出增加会员的资源及策略。    

提高会员成长
及满意度的工

具

http://www.lionsclubs.org/resources/SC/pdfs/me300.pdf
http://www.lionsclubs.org/resources/EN/pdfs/me301.pdf
http://members.lionsclubs.org/SC/lions/strengthen-membership/member-orientation.php
http://www.lionsclubs.org/resources/SC/pdfs/me21.pdf
http://www.lionsclubs.org/resources/SC/pdfs/me22.pdf


第三次顾问委员会会议
本次会议应在2或3月举行，或根据区宪章暨附则之规定。   
  

以领导发展为重点！ 
这需要有效的领导者来管理分会、领导服务方案，并继续符合我们的会员和社区的需求。
身为国际狮子会的一员，你不仅有机会取得领导发展课程和教材，你还有应用这些技能以
增进社区福祉的独特机会。善用这次会议于可用的领导发展机会。  

请注意，如果计划第4次分区会议，题目应考虑与即将上任干部的培训有关。 

考虑由区GLT协调员做专题演讲并邀请会长、副会长和秘书。 

帮助他们做好准备！联系你的分会，让他们知道，这次会议将以领导发展为重点，并问他
们是否有新人担任分会干部职位的任何挑战，或有关选举、分会干部就职、分会稽核、向
LCI报告分会干部等问题。问他们是否想在会议中，想了解有关培训的题目。提醒他们订
购年终分会奖和用品，以及应保留充分的邮递时间。鼓励干部使用关于分会和社区服务的
挑战和机会工作表，帮助他们准备此会议。 

议程可包括以下内容: 

   开场白  (2分钟): 会议以通过讨论发展领导人的重要性，继续我们的服务以及领导
分会为开始。说明会议的目标是交换构想以及概述区、复合区、LCI的领导发展活
动。审查总监和分区主席协助分会的目标 。

   介绍 (2-5分钟): 请出席者自我介绍其姓名、职务、分会的名称。若大家都已认识，
就不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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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举和未来领导者就职之进展 (10-15分钟，取决于出席人数): 分会应积极倡导让新狮
友担任下年度的领导角色。适当时，询问分会是否有以下任何的困难需要帮助：    

   • 审视模范的分会结构
   • 成立分会干部提名委员会
   • 选出的最佳的经验
   • 规划分会干部就职典礼
   • 举行年度分会账户审查
   • 订购年终分会奖项
   • 有能力报告下一年度分会干部 
   • 规划分会干部讲习
   •  如果需要帮助，请组的建议及/或安排时间，以协助分会干部。 

   领导支持和发展(15分钟): 介绍对出席者有用的资源。  

   • 狮子会学习中心
   • 潜能狮友领导学院(ELLI)
   • 资深狮友领导学院(ALLI)
   • 讲师发展学院 (FDI)
   • 网络研讨会

  考虑要求区GLT协调员主持活动中的这个环节。 

   查看 分区及专区主席 网页以取得适合题目的PowerPoint。  

   宣传区和复合区年会 (2分钟):   
除了多了解所提供的领导发展研讨会和活动外，出席者应该知道区、复合区、国际
年会的正副代表的规定。别忘了提及出席年会的乐趣!  

   公开讨论分会的挑战和成功(10-15分钟，取决于出席人数): 让分会领导有时间征求
其他分会领导的建议有关如何处理他们面临的挑战及/或分享分会的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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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lionsclubs.org/resources/all/pdfs/DA-MCS.pdf
http://www.lionsclubs.org/resources/SC/pdfs/le1.pdf
http://www.lionsclubs.org/resources/all/pdfs/da-bpft.pdf
https://www2.lionsclubs.org/
https://mylci.lionsclubs.org/Login.aspx?l=SC
http://members.lionsclubs.org/SC/resources/leadership-resource-center/lions-learning-center/index.php
http://members.lionsclubs.org/SC/resources/leadership-resource-center/development-programs/emerging-leadership-institutes/index.php
http://members.lionsclubs.org/SC/resources/leadership-resource-center/development-programs/advanced-leadership-institutes/index.php
http://members.lionsclubs.org/TC/resources/leadership-resource-center/development-programs/faculty-development-institutes/index.php
http://members.lionsclubs.org/SC/resources/webinars/leadership/index.php
http://members.lionsclubs.org/SC/districts/zone-region-chairperson.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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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会干部网页: 此网页提供每位分会干部资源的链接。 

狮子会学习中心：该中心提供所有狮友在线领导课程包括沟
通、管理、激励他人、取得成果以及领导力。    

网上的分会干部培训: 提供分会干部职位的在线培训之链接，
可取得有用的手册和指南。GLT领导人可将此补充材料做为
亲自出席培训之用。 

狮子会指导活动：狮友互相学习的个人发展活动，在他们发展领导技能之同时，建
立更紧密的关系。   

领导力网络研讨会提供一系列的题目包括设定目标、规划方案，以及举办有效的会
议。已录制了许多并在网上发布。

播客以及网上的领导人月刊: 来自世界各地的狮子会领导人。

狮子会领导学院：本活动提供各宪章区，提升有兴趣担任领导职位的狮友发展领导
能力。信息及申请表都在网上。  

全球领导开发团队 - GLT: 此领导团队能在会议期间提供资讯，或与分会亲自见面时
帮忙找出增长会员的资源和策略。  

适用于领导发
展的材料

   分会杰出奖  (2 分钟): 提醒分会干部申请分会杰
出奖以及杰出奖的要件可加强分会。 

   结语 (3分钟): 会议结束时，简要总结以及提醒下
次会议的日期和时间(如果计划了第4次会议。) 

考虑使用分会蜕变行动  
做为计划工具，让即将
上任的干部员用来找出
分会运作潜在的改进事
项。

http://members.lionsclubs.org/SC/clubs/officers/index.php
http://members.lionsclubs.org/SC/resources/leadership-resource-center/lions-learning-center/index.php
http://members.lionsclubs.org/SC/resources/leadership-resource-center/training-resources/index.php
http://members.lionsclubs.org/SC/lions/strengthen-membership/mentoring-program.php
http://members.lionsclubs.org/SC/resources/webinars/leadership/index.php
http://www.lionsclubs.org/SC/news-media/videos/video-instructions.php
http://members.lionsclubs.org/SC/resources/leadership-resource-center/training-resources/index.php
http://members.lionsclubs.org/SC/resources/leadership-resource-center/global-leadership-team/index.php
http://www.lionsclubs.org/resources/TC/pdfs/da-cqi.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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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更强分会的蓝图:  提供分会制定目标和行动计划之实用步
骤。鼓励干部善用此步骤制定计划。请参阅该网站了解更多详
情。

您的分会， 您的方式!: 本指南将帮助分会重新设计他们的会议方
式，以更能满足会员的需求。以考虑每月的服务方案代替不必
要的会议繁文缛节，让分会更能吸引年轻人。本指南将帮助会
员决定本次会议须要保持和须改变之处。  
  

分会蜕变行动: 这个过程帮助深入分析分会运作，以确定改善
之处和订下改变的计划。 

杰出奖:  提供分会于服务、会员发展、领导发展、分会管理、
以及沟通等目标和资源。请参阅该网站了解更多详情。 

引导分会计
划之工具:

http://members.lionsclubs.org/SC/lions/strengthen-membership/blueprint-for-stronger-club.php
http://www.lionsclubs.org/resources/SC/pdfs/DA-YCYW.pdf
http://www.lionsclubs.org/resources/TC/pdfs/da-cqi.pdf
http://members.lionsclubs.org/SC/lions/awards/excellence-awards/club-excellence.php


第四次顾问委员会会议(选择性) 
本次会议应于复合区年会约30天之前召开，或依区宪章暨附则之规定，适当情形下，可
包括下任分会会长及秘书。 
 

以未来为重点！
此会议经常是现任干部快结束任期，而即将上任干部期盼接任的时刻。本选择性会议往往
成为此两者的庆祝活动!

所以会议应该是有欢乐气氛的庆祝活动。 

考虑由区GLT协调员做专题演讲，请总监参与颁奖典礼，并邀请即将上任分会干部为重
点。

帮助他们做好准备！让分会干部知道本次会议的重点是现任分会干部与新干部的交接，以
及表扬优秀会员的独特方式。鼓励他们带来构想与邀请即将上任干部。 

议程可包括以下内容: 

   开场白 (2 分钟): 通过讨论分区内分会的重要性开始会议。解释领导如何得到进
展，而且分会已影响了他们的社区，并达成他们的目标。如果即将上任分会干部出
席了，说明顾问会议目的的重要性和其出席的价值。    

   介绍 (2-5 分钟): 若即将上任分会干部出席，请参与者自我介绍 。若大家都已认
识，就不必要了。  

   分会干部交接 (10-15分钟，取决于出席人数): 要求每个分会会长采取确保顺利交
接的行动。询问新干部，在年度开始前希望取得那些资料。应该提及新分会干部的
培训和讲习，以及网上培训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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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准备您的任期之工具 (8分钟):  如果即将上任分会干部出席，适当情形下，请查看
下面可帮助新分会干部的工具。这些工具的详细解释可于 :www.lionsclubs.org取
得: 

    • 成为更强分会的蓝图 
   • 您的分会， 您的方式! 
   • 分会蜕变行动

   表扬服务(10-15分钟): 鼓励分会会长交换其表扬分会干部的独特计划之构想。提到
材料可从LCI或其他来源取得，包括来自分会用品目录的物品: 

   颁奖 (6-10分钟): 表扬分会干部参与会议中有关会员成长、卓越服务、以及其他的
成就。颁奖要能表达出真心诚意。  

   分会杰出奖 (2分钟): 提醒分会干部申请分会杰出奖以及杰出奖的要件可加强分会。  

    结语 (3分钟): 提醒分会干部申请分会杰出奖以及杰出奖的要件可加强分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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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 目录 包括干部的奖励、出席、杰出的服务等等。很多
产品可加以客制化，每个产品都带有狮子会标志！鼓
励分会尽早订购，有充分运送的时间。

分会
用品
目录

http://www.lionsclubs.org
http://www.lionsclubs.org/resources/SC/pdfs/DA-STPBG.pdf
http://www.lionsclubs.org/resources/SC/pdfs/DA-YCYW.pdf
http://www.lionsclubs.org/resources/TC/pdfs/da-cqi.pdf
http://members.lionsclubs.org/SC/lions/awards/index.php
http://members.lionsclubs.org/SC/lions/awards/excellence-awards/club-excellence.php
https://www2.lionsclubs.org/


会议后之后续跟进 
会议评估
使用第20页之参加者评估表，获得有益的反馈和意见以改进今后会议的构想。 

后续跟进工作是确保推动计划的行动，是分区主席成功任职的最关键步骤。 

后续跟进分会干部
寄给每个干部，以及无法出席者一份会议记录。请参阅第16页的样本，以确保会议记录
齐全以及数据有用。将会议记录连同个人说明附上。另外，请使用第18页上的挑战和机
会工作表作为后续讨论的基础。 

保持联系
记下每个分会何时完成行动步骤，并不时保持联系，以检查他们的进展以及提供协助。确
保每个分会即使在两个会议期间都知道可用的资源在何处!  

一个好的构想目标: 如果每位参与者都获得使其分会更好的仅一个好构想 ，这次会议就成
功了。狮友间互动分享使其分会更好的构想，则所花的时间非常值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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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本格式: 会议纪要 

  

旧会务: 讨论及决策

1.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新会务: 讨论、行动项目(包括责任) 

1.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主讲人/活动说明: 

表扬: 

下一次会议日期: ____________ 时间: ____________ 地点: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下一次议程的项目: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记录者：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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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____________________

开始时间：_________________

结束时间：  ________________

出席者：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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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这份报告转交给总监、区GLT、GMT和GST协调员及专区主席。  

总监顾问委员会会议报告
分区主席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专区: _____________________ 分区: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会议地点 (城市):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会议日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会议开始时间: ___________ 闭会: ___________下次会议日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出席的分会 

会议重点:    服务            会员发展          领导发展          其它

会议摘要总结

1. 分会共同面临的主要挑战是什么？(如果相关请具体指定分会)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主要的机会和解决方案是什么？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 决定什么行动计划？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a.是否有任何全球行动团队成员(区支持团队)协助？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 分享的最佳成功案例/实务？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a.由谁分享的?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5. 区要如何进一步支持分会干部?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分会名称/号码    会长    副会长    秘书
    会长

1.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分会名称/号码    会长    副会长    秘书
    会长

5.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6.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7.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8.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DA-ZCM.SC   08/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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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战及机会工作表
分会干部在参加他们的分区会议之前一起准备，以从活动中获得最大的价值，改善他们的
分会。一个运行良好的分区会议为分会干部提供一个机会，重点讨论管理和运作分会最重
要的方面。  

每个分区会议最有可能将重点关注这些分会重要运作之一：

 1.  服务 - 让分会服务主席参与，提供有关分会服务方案和活动的质量之回馈和意见。
 2.  会员发展 - 邀请分会会员发展主席提供分会会员招募和保留成功的见解。
 3   领导发展 - 当分会第一副会长准备分会下个财政年度和新任干部时，可能会从分享

最佳实务中受益。

为了准备会议，每个分会都应该完成以下问题：

  我们的分会是否面临干部希望与该群组讨论的特定挑战？ 

 是否已经认定挑战的潜在原因？

 希望有什么机会弥补这个挑战或问题？

  我们的分会是否需要分区主席和/或区全球行动团队对此一挑战的特定帮助？

DA-ZCCOWS.SC   08/17

把这些课题带到会议上进行公开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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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准备查核表

DA-ZCMMPC.SC 08/17

确定工作和预期成果

确定满足成果的行动

议程已准备 (请参阅第4页的模范议程）

列出邀请的来宾

会议日期/时间

会议准备
a. 地点和房间
b. 设备
c. 餐食及饮料
d. 材料

发送给与会者和演讲者的会议材料
a. 邀请函
b. 挑战及机会工作表
c. 确认演讲者

房间布置 (会议日)
a. 检查座位
b. 检查设备
c. 检查灯光、冷/暖气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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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者评估
请在会议结束时完成以下评估，然后在您离开之前交给您的分区主席。

是 否

1.挑战和机会的练习作业是否有用？

2. 我在会议前收到一份邀请函、议程和挑战及机会工作表，并有足够时
间/信息准备开会。

3. 我们的会议有讨论和做决策环节，我们收到演讲的信息。

4. 决策、行动项目、后续工作都清晰明确。

意见：

DA-ZCPE.SC 08/17





区暨分会行政管理司
国际狮子会 
300 W 22ND ST
Oak Brook IL 60523-8842 USA
lionsclubs.org
电邮：zoneandregion@lionsclubs.org
电话：(630) 468-68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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