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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员满意指南 
如何保持会员愉快并回来 

 

 

 

导言 

为确保您的狮子会维持健康和充满活力，您需要思考贵分会的经验和 预

期。如果您去一家没达到您的预期的餐厅，您会再回去吗？ 狮子会也 

是一样! 

 

随着欢迎您的新会员，保证他们能开始立刻参加分会活动是重要的。 如 

果贵分会会员感到受欢迎，舒适自在并参与社区服务，他们将长期保留 

为贵分会的一份子。 

 

研究显示人们由于很多原因成为狮友。 

最普遍的是︰ 

• 服务他们的社区 

• 参与特定的服务或原因 

• 和朋友在一起 

• 成为社区的一位领导人 

• 与是会员的其他家庭成员在一起 贵分会能如何提供会员所寻找的体

验？ 

使贵分会维持有效率、有建设性，并同时让会员觉得有意义，会产生许 

多好处： 

• 一个在社区中充满活力而受人敬重的分会 

• 在当地和全球提供服务的能力。 

• 给会员提供个人和专业成长机会的能力。 

• 一个提供令人愉快的友谊之分会。 

 

贵分会感到统一，或只是个别狮友的集合？ 

 

确信贵分会有分会任务宣言、目的及确定的目标。 清楚而公开地把这些 

传达给会员。 

• LCI 的领导发展网页提供在线的分会干部职前训练 ,而且 狮友学习

中 心提供一门设定目标的课程帮助这个程序。 
 

一个分会如果不繁盛，它无法服务。 

国际狮子会 (LCI) 有

很多资源可以支持 

贵分会。 与会员和新会运作部门联 

系 memberops@lionsclubs.org 

或 LCI 网站(www.lionsclubs.org)。 

其他资源包括利用贵区的分区及专 

区主席和 GMT/GLT 协调长及专家 

来协助分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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搜寻关键用 
语: 

在整本指南中， 您将找
到此图示和 一份用语清
单。 在 LCI 网 站可找到
更多的讯息和可 下载的
材料，于搜寻方格 键入
这些用语。 

 

分会干部职前训练 
狮友学习中心 

http://www.lionsclubs.org/SC/member-center/leadership-development/news-train-club-officers.php
http://www.lionsclubs.org/SC/member-center/leadership-development/lions-learning-center/index.php
http://www.lionsclubs.org/SC/member-center/leadership-development/lions-learning-center/index.php
http://www.lionsclubs.org/TC/member-center/leadership-development/lions-learning-center/index.php
mailto:繫memberops@lionsclubs.org
mailto:繫memberops@lionsclubs.org
http://www.lionsclubs.org/


如果贵分会尚未做过 分会杰出程序

(CEP),考虑现在做 它。 每个分会

都能受益于这个研 讨会。 CEP 让

您能确定贵分会会 员的经验如何与

会员的期望配合。 

一个 CEP 研讨会可以用两种模式

之 一办理︰ CEP 简便版或 CEP 专

业 版。 CEP 专业版是由引导师指

导 的研讨会，而简便版的 CEP 为

一自 我指导的研讨会，由分会会员

担任 协调员来举办。 

在 CEP 有三项较主要的活

动︰ 

1. 举办一次社区需求评估。 此项评 

估将帮助您更正确认定社区内未 

解决的需求，并确定哪个分会方 

案和计划对您们服务的人们是重 

要的。 

2. 给贵分会会员进行贵分会的评分 

如何？ 调查。 这将可帮助鉴定 

贵分会的优势和弱点，并使分会 

活动与会员的兴趣一致。 

3. 发展行动计划支持贵分会在

CEP 研讨会所制定的那些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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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步 定义
会员满意 为
贵分会 

确使您的会员有一正面体验的第一步 是让他们了解成为贵狮子会会员

想要的是甚么。 理解您的会员所认为 成为一位狮友要做什么将 

帮助您指导所努力的工作。 改变须基于贵分会会员的需求和愿望，是 

让他们认为是好的经验之关键。 

 

 

您也应该决定贵分会将如何衡量会员的满意度。 留在分会一年以上的 

新会员是否更多吗？ 离开分会的会员是否更少吗？ 参加分会活动和服 

务的会员是否更多吗？ 

 

• 当您要求他们的意见时，会员感到参与感。 询问您的会员︰ 为甚 

么分会在这里？ 我们的活动能展现这些吗？ 如果一位非狮友看我 

们分会一年的活动，他们将认为我们分会重要的是甚么？记得定期 

检查会员的回应是否改变。 

本指南有一份会员问卷调查表格的样本，您 

可适当修改并使用来收集贵分会里的响应。 

• 评量过去您的会员为甚么会离开。 考虑联系贵分会的前会员查明他 

们为什么离开。 本指南也包括一份前会员问卷调查表格的样本在 

内。 

• 仔细思考贵分会规定的目的、目标和任务宣言是否反映出现任会员 

想要贵分会成为什么。 

 

 

 

 

分会杰出程序 社区
需求评估 贵分会的
评分如何? 

http://www.lionsclubs.org/TC/member-center/membership-and-new-clubs/strengthen-membership/club-excellence-process/index.php
http://www.lionsclubs.org/TC/member-center/membership-and-new-clubs/strengthen-membership/club-excellence-process/index.php
http://www.lionsclubs.org/TC/common/pdfs/mk9.pdf
http://www.lionsclubs.org/TC/common/pdfs/mk9.pdf
http://www.lionsclubs.org/TC/common/pdfs/me15b.pdf
http://www.lionsclubs.org/TC/common/pdfs/me15b.pdf
http://www.lionsclubs.org/TC/common/pdfs/me15b.pdf


第二步： 
建立贵分会的  
会员满意计划 

失去会员是很多分会的一个问题，但是会员退会的原因经常是相同的。 

本指南谈及前狮友离开原因最经常被提起的五个一般问题︰ 

I. 没有建设性的会议 

II. 个人原因 

III. 会员问题 

IV. 分会文化 

V. 服务 本指南提出容易做调整的建议以鼓励您的会员留

在贵分会。 

 

I. 处理没有建设性的会议 
 

您的会员需要感到分会会议善用他们的时间。 没有人喜欢感到浪费他们 

的时间。 

 

关于没建设性的会议最通常提及的响应是︰ 

• 会议没有建设性 

• 会议不愉快 

• 分会太多等级制度及拘泥形式 

• 我不喜爱狮友的惯例 

您如何改进您的会议？ 计划您的会议使会员知道可期望甚么。 

首先，甚至考虑贵分会是否需要一个会议。 

• 贵分会需要做甚么？ 只分发信息还是讨论您所发出的议题？ 需要一 

个会议立即回馈信息或是否渴望这个题目，还是如果您的会员有时 

间考虑将更好？ 您的会员现在即刻需要信息，还是能等待？ 

考虑使用网络会议、电子邮件或其他工具迅速与您的会员沟通 

而不拘形式的一个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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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楚而经常与您的会员沟通，并鼓 

励他们告诉您他们想什么。 狮友学 

习中心提供一门关于 有效的倾听之 

课程，能帮助您成为一位更有效 的

倾听者对会员的需求做出更好 回应。 

http://www.lionsclubs.org/TC/member-center/leadership-development/lions-learning-center/index.php
http://www.lionsclubs.org/TC/member-center/leadership-development/lions-learning-center/index.php
http://www.lionsclubs.org/TC/member-center/leadership-development/lions-learning-center/index.php


1 

4 

会议前 

当计划一个会议时，有 5 个问题您需要知道答案︰ 
 

1.为什么我们开会? o 会议之目的是进行分会会务或社交或公共关

系的原因？ 

• 只包括必要的会务，–无活动的委员会不须报告及不报告 

与议题无关的信息。 

• 为您的会员调整会议的风格。 他们较喜欢正式的呈现还是 

活跃的讨论？ 

 

2.会议将持续多久？ 

o 您的会员喜欢狮友的惯例和传统吗？ 有否一些他们可能喜欢

废 除吗？ 时间能更建设性地使用来谈论分会会务吗？ 

• 设定一合乎实际的会议时间表，但记得议程要留一点时间 2 
处理未预料的问题。 

3.我们甚么时候开会？ o 不同的时间或日子能否增加出席者。 

4.我们在那里开会？ 3 
o 考虑一个会议的新地方。 不同的空间能带来一个新的观点。 即 

使重新布置房会场能有一种效果。 

 

5.在会议结束之前我们想要完成什么？ o 分发议程和支持的材料(例

如财务报告或上次会议记录)，让会 

员在会议之前知道将含括什么。 包括一个项目让会员提出从上 

次会议后所想出的任何构想或意见。 为了让会员的构想和意见 

能被听到，要灵活。 

 

由于这些问题的答案，您能组织一个有建设性的会议，发展您的议程并 

准备需要的任何材料。 狮友学习中心提供一门名为会议管理的课程， 

教导您管理会议的策略、有效的会议准备和会议引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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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lionsclubs.org/TC/member-center/leadership-development/lions-learning-center/index.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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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步是会员的开会通知︰ 

• 通过电子邮件及/或通常的分会通讯方式发送邀请/提示。 确定包括 

议程和任何支持的材料因此会员能在真正会议之前审阅。 

• 如果贵分会有进行会议的基本规则，确信在分会网站可得到并分发 

给会员。 特定的议程项目您甚至可以备注说明 “分会规则核准讨

论 ”。 

 

计划一个会议的其他思考事项︰ 

• 必要提供餐食吗？ 简便点心或饮料将足够吗？ 如果他们喜好，您的 

会员可自己带来饭菜吗？ 

• 贵分会想要每次会议有一项活动吗？ 

 

一旦会议开始︰ 

• 遵守时间表并准时结束! 会员的时间对他们有价值，因此要尊重。 

• 遵循议程。 那是您的会员所计划并期望着。 

• 遵循分会的会议规则。 

• 提出高水平的信息。 您已经提供会员议程细节及支持材料，因此想 

要细节的那些人都有了。 

• 注意即将到来的各会议之时间、地点和目的。 

 

会议之后及下个会议之间︰ 

• 使用科技沟通–贵分会的网站、部落格、电子邮件和社交媒体都能 

迅速而有效率地传达信息给会员。 以一致的方式与您的会员联系并 

总是如许诺般后续追踪。 使用网络上的狮友出版物获得构想。 

 

 

 

 

 

 

 

 

 

 

 

 

 

 

 

当计划一个会议时，您需要知道五 
个问题的答案。 

http://www.lionsclubs.org/SC/common/pdfs/mk71.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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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活动︰ 

 

贵分会喜欢有与会务会议分开的活动作为行事吗？ 

• 考虑以公共关系目的对社区提出合适的活动及/或展示分会给新的潜 

在会员。 

• 与贵分会的服务目标有关的活动可能可作为一项社区教育活动提 出。 

贵分会能邀请接受服务或提供相关服务的人们。 

• 赞助一个建立联络网活动。 贵分会组织一个场地，宣传活动并邀请 

本地企业所有人和专业人士见面及交换信息。 

• 考虑在一个公共场所办理一个社交会议。 这可能对您的会员有趣同 

时是贵分会良好的公共关系。 或许在一个公园、动物园或保龄球 

馆？ 如果贵分会赞助或与一处特别的场馆结合将是合乎逻辑的选 

择。 

• 偶尔，在社区里办理一次公共关系活动代替一次例行会议。 设计您 

的活动以呼吁您的目标会员。 

• 查看 LCI 网站、 狮子杂志和其他狮友的出版物，寻找其他狮子会

成 功的构想。 

 
 

II.处理个人原因 
 

当一位狮友由于个人原因离开，在他们生活的某些事情 

有了改变而他们的狮友会籍变成生活中较低的优先级。 
 

您的会员生活改变。 贵分会适合会员的 

需要吗？ 不是每种改变都能适应，但是有些可能只要求小调整就能保 

持会员为贵分会的一部分。 

 

在此类别有两个最通常的响应是︰ 

• 成为会员须承诺太多时间 

• 会费太昂贵 

 

时间的承诺︰ 如果会员不喜爱成为一位狮友，他们会将把它视为另一

种的义务。 这 是一些要考虑的问题︰ 

• 贵分会善加使用要求的时间吗？ 会议超过 1.5 个小时之后，您的

会 员是否会感到在 45 分钟内可能做相同的事情吗？ 

 

 

 

 

狮友学习中心 
狮子杂志 网
络上的狮友 

http://www.lionsclubs.org/SC/news-and-events/lion-magazine/index.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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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美要求出席是必要的吗，特别是如果贵分会有一个活跃、随时更 

新的网站和其他社交网络站点？ 还是能排除以添加会员时间表的灵 

活性？ 

• 您的会议时间对大多数会员方便吗？ 考虑交替时间举行会议–一次 

会议在晚上，另一次在午餐时。 

• 您的会议地点是否在中心地点及容易到达，或者让您的会员增加相 

当多时间往返会议地点？ 

• 考虑建立一个分会支部在不同的时间开会，除此之外参与您的辅导 

分会的方案和筹款活动，或可能一个网络分会支部或委员会，可在 

在线开会但积极参加活动。 

• 如果照顾儿童是会员的一个问题，可成立分会幼狮活动 ，开始或推 

广家庭活动吗? 如果青少年问题使父母分心，或许成立一个少狮会 

? 

• 贵分会是否允许会员选择参加活动，或需要参与每项分会活动？ 

• 贵分会的自愿服务是否尊重会员的时间吗？ 
 

处理费用问题︰ 

 

钱对许多人是一个问题。 会费好像太昂贵是因为您的会员感到他们付的 

钱不值得，或者在他们的环境下金额超过预算？ 请考虑以下事项： 

• 仔细地查看您的会费。 如果会费较低，是否有更多的会员可以留在 

分会吗？ 增加的收入能补偿削减的会费吗？ 

• 如果每次会议废除用全餐，费用将下降吗？ 可能只有指定的会议用 

餐或用点心而不用餐，或者考虑在会议结束之后可选择是否用餐。 

• 一个不同的会议场所能降低费用吗？ 

• 考虑转换有些分会活动的费用不完全由分会赞助，由参加者支付费 

用或者由分会赞助部分费用。 

• 告知您的会员关于国际总会合适的活动以减少成为狮友的费用。 学 

生、 青少狮转换为狮友或家庭会员活动，都能为合于资格的狮友降 

低国际会费。 在分会阶层也可考虑一样减收会费的活动。 

• 当会员参加会议或活动时幼狮活动可以免除照顾孩子的费用吗？ 

 

 

 

 

分会支部 分会幼狮
活动 网络分会 家庭
会员活动 青少狮会
活动 青少狮转换狮
友活动 学生会员活
动 

http://www.lionsclubs.org/SC/member-center/membership-and-new-clubs/start-a-new-club/programs-mem-branch.php
http://www.lionsclubs.org/SC/member-center/membership-and-new-clubs/start-a-new-club/special-interest-clubs/cyber-lions-club.php
http://www.lionsclubs.org/SC/common/pdfs/mpfm37.pdf
http://www.lionsclubs.org/SC/member-center/planning-projects/youth/leo-zone/sponsoring-a-leo-club/start-a-new-club.php
http://www.lionsclubs.org/TC/member-center/membership-and-new-clubs/invite-members/programs-mem-student.php
http://www.lionsclubs.org/TC/member-center/membership-and-new-clubs/invite-members/programs-mem-student.php
http://www.lionsclubs.org/SC/member-center/membership-and-new-clubs/invite-members/programs-mem-leoconversion.php
http://www.lionsclubs.org/SC/member-center/membership-and-new-clubs/invite-members/family-membership/index.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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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处理会员问题 
 

与会员问题有关最通常的响应是︰ 

• 较年轻的会员不多 

• 分会不鼓励我的家人参与 

• 分会对待女性不公平 

• 我无法建立个人专业发展之联络网 

 

一个健康分会的关键是很乐意并积极努力鼓励会员的多元化。 狮友学 

习中心提供一门关于重视会员的多元化课程。 

• 评估贵分会目前的方案和机会。 贵分会想发展的新方案能吸引新的 

会员吗？ 例如，发展一次联络网活动能对预期的目标会员宣传贵分 

会并也能提供机会给您的现任会员。 

• 利用邀募年轻人指南学习如何邀请更年轻的会员加入贵分会。 

• 建立一个家庭活动如幼狮活动或者一个青少狮会让贵分会能使会员 

的儿子和孙子参与，并可以鼓励有孩子的较年轻之目标会员参加。 

• 一些较年轻的会员也可能正在照顾父母或更年长的亲戚。 让这些家 

庭会员感到在贵分会内欢迎，并强调家庭参与以鼓励这些会员参加 

或留在分会。 

• 考虑委员会和方案的领导角色作为训练新领导人的基础。 较年轻的 

会员和女性能利用此机会发展领导技能。 

• 检视贵分会担任领导职位需要的条件。 允许不同会员担任这些角色 

的必要条件是死板严格或足够灵活？ 

• 您的会员能否选择符合他们的生活特定时间的参与程度，并根据需 

要调整？ 灵活性 

是吸引和保持较年轻会员的关键。 

• 使用 LCI 的新会员讲习资源，因此您的新会员可完全理解狮友在

整 个参加会员期间必须的付出。 

• 使家庭成员在服务方案感到受欢迎。 他们的父母可提供孩子能做的 

角色吗？ 

 

鼓励您的新会员当他们觉得自在舒适后尽快邀请其他人。 此外考虑尝 

试以 2-4 人的小组欢迎新会员。 新会员通常会找到有共同基础的其他

新 会员建立友谊。 

 

 

 

 

校园分会活动 
冠军狮子会 分
会支部 分会幼
狮活动 家庭会
员活动 青少狮
会活动 女狮狮
子会活动 狮友
学习中心 狮子
探索分会 新会
员讲习 特殊兴
趣分会 邀募年
青人指南 

http://www.lionsclubs.org/SC/member-center/leadership-development/lions-learning-center/index.php
http://www.lionsclubs.org/TC/member-center/leadership-development/lions-learning-center/index.php
http://www.lionsclubs.org/SC/common/pdfs/ex800.pdf
http://www.lionsclubs.org/SC/common/pdfs/mpfm37.pdf
http://www.lionsclubs.org/SC/member-center/planning-projects/youth/leo-zone/sponsoring-a-leo-club/start-a-new-club.php
http://www.lionsclubs.org/SC/member-center/membership-and-new-clubs/strengthen-membership/programs-mem-orient.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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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 LCI 的分会支部活动去邀集小群的新狮友。 

• 在一所本地学校、学院或大学辅导一个校园分会支部。 

• 如果贵分会有或知道以前的女狮，建立一个女狮狮子会支部。 

• 为偏好不要一起服务的家庭会员建立一个家庭支部 这可让利用家庭 

会费减免的会员分开活动。 

• 一个特殊兴趣分会支部是基于一个共享的特殊兴趣。 冠军分会支持 

特殊奥运会及狮子探索分会是基于渴望看见青少年成功。 

• 或者，简便地开始一个由全部骑单车、拥有狗或善烹饪的会员组成 

的支部。 

 

支部可能最终转变成新的独立狮子会或依照愿望与辅导分会合并。 

 

 
 

IV. 处理分会文化 
 

一个狮子会是它的会员之总和。 随着会员改变，分会必须调整。 目标 

是得到新会员的参与并保持现任会员因贵分会而振奋。 

 

最通常提及的分会文化之问题是关于感到没有联系，或者并非团体的一 

部分。 

• 觉得分会太多派系。 

• 觉得分会老古板及沉闷。 

• 分会的领导改变而我不喜欢这项改变。 

• 分会太分等级及拘泥形式。 

• 我不喜爱狮友的惯例。 

• 让我们社交联谊的机会不多。 

• 我参加狮子会一阵子后就开始觉得未获赏识。 

• 我觉得没有归属感。 

 

思考会员对贵分会是否感到舒适。 

• 调整贵分会的实务适合会员的条件–当今的实务是帮助或抑止贵分 

会？ 

• 有甚么传统、惯例和分会规章支持贵分会的愿景？ 其他有帮助吗，

或 者它们碍事？ 

• 贵分会的活动反映出分会目标/目的/任务吗？ 如果一位非会员看贵 

分会的活动，贵分会之目的看起来将是甚么？ 与贵分会的愿景本身 

及您的会员的期望是否一致？ 

 

 

 

 

分会干部职前训练 
潜能狮友领导学院 
领导发展 狮友学
习中心 新会员讲
习 狮友指导活动 

http://www.lionsclubs.org/TC/member-center/membership-and-new-clubs/start-a-new-club/programs-mem-branch.php
http://www.lionsclubs.org/SC/member-center/membership-and-new-clubs/start-a-new-club/programs-mem-campus.php
http://www.lionsclubs.org/SC/member-center/membership-and-new-clubs/invite-members/programs-mem-lioness.php
http://www.lionsclubs.org/SC/member-center/membership-and-new-clubs/invite-members/family-membership/index.php
http://www.lionsclubs.org/SC/member-center/membership-and-new-clubs/start-a-new-club/special-interest-clubs/index.php
http://www.lionsclubs.org/SC/member-center/membership-and-new-clubs/start-a-new-club/special-interest-clubs/special-olympics-lions-club.php
http://www.lionsclubs.org/SC/member-center/membership-and-new-clubs/start-a-new-club/special-interest-clubs/lions-quest-lions-club.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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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每名会员感到他们为贵分会有贡献，并且他们的贡献 

是重要的。 

• 当会员提出建议或提供意见时须响应。 经常后续跟 

踪。 

• 为所有会员建立机会让他们如自己所愿那样参与。 

• 鼓励新会员探索分会内的多种机会。 让他们在最激 

动的时候开始，但是要清楚委员会的轮流参与是领 

导发展的一部分。 

• 使用 LCI 资源诸如新会员讲习以帮助贵分会让新会

员 感到受欢迎以及分会干部职前训练让新干部接受

适 应训练。 

• 鼓励使用指导活动除了新会员的推荐狮友之外并从 

分会内指派指导狮友。 为新狮友在分会提供两个接 

触点。 

公开处理所有会员提出的建议和调整事项。 

• 使用分会现有服务方案为构想的源头及那些做得很 

好及那些做得不好作为贵分会的指导，但是并非一 

份”我们的须做清单” 

• 保留贵分会活动的审查和计划成为一项例行实务。 

允许您的会员评估现有的构想和任何改进的新构 

想。 

 

与附近的狮子会一起召开联合会议及联合服务。 这样能 

产生新构想和新观点。 

 

鼓励各位分会会员每当他们遇见可能喜爱成为一位狮友 

的社区成员时，邀请参加贵分会。 

 

LCI 有很多领导训练的资源︰ 潜能狮友领导学院、 网

络研讨会和通过狮友学习中心的在线课程适用于进行对

个 别的狮友 的领导发展 。 

 

 

 

 

 

 

 

 
 

让会员觉得他们的贡献 
是重要的。 

http://www.lionsclubs.org/SC/member-center/membership-and-new-clubs/strengthen-membership/programs-mem-orient.php
http://www.lionsclubs.org/SC/member-center/leadership-development/news-train-club-officers.php
http://www.lionsclubs.org/SC/member-center/membership-and-new-clubs/strengthen-membership/programs-mem-mentor.php
http://www.lionsclubs.org/SC/member-center/leadership-development/development-programs/emerging-leadership/index.php
http://www.lionsclubs.org/TC/member-center/leadership-development/development-programs/webinars.php
http://www.lionsclubs.org/TC/member-center/leadership-development/development-programs/webinars.php
http://www.lionsclubs.org/SC/member-center/leadership-development/development-programs/webinars.php
http://www.lionsclubs.org/SC/member-center/leadership-development/lions-learning-center/index.php
http://www.lionsclubs.org/SC/member-center/leadership-development/index.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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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处理服务问题 

 

记得每位狮友参加贵分会，因为他们有兴趣提供服务。 这是会员们的共 

同结合力。 

 

与服务有关最通常提起的响应是︰ 

• 不够重视对当地社区之帮助 

• 分会未提供我感兴趣的服务类型 

• 服务社区的机会不多 

• 太重视募款 

 

确保贵分会的目标/目的被清楚地确定及沟通。 您的会员需要知道贵分 

会做哪种服务。 

 

• 定期与贵分会核对以了解他们想要提供哪种服务。 方案是否适合今 

天分会会员的兴趣和能力吗？ 目前的服务是否您的会员想要做的 

吗？ 

• 为甚么贵分会每年做相同的方案？ 它是 “我们在做的” 或分会很 

兴奋地去做？ 

• 您能否将现有的服务方案做些小改变以符合贵分会的需求吗？ 

• 贵分会的方案能否保持相同焦点但修改得更好以适合您的社区需 求？ 

• 思考您的服务方案之规模。 您每年有一项大型服务活动还是几次较 

小的活动？ 哪种对贵分会更有益？ 哪种对您的社区更有益？ 

• 考虑新方案。 考虑与共有相同目标的其他团体合办一项联合方案。 

 

贵分会能建立一项配合一种特殊兴趣或社区活动的新服务方案。 

• 考虑一项核准的服务活动或全球服务行动的运动。. 这些活动已经在 

世界上某些地方成功。 

 

查看一些服务方案的新选择。 如果贵分会尚未完成一次社区需求评估， 

这是一个开始的好处所。 这将帮助您鉴定您的社区之需求领域。 LCI 有 

很多能重新为贵分会提供能量的服务方案之资源和构想! 到 LCI 网站并

审 视规划方案可得到的资源。 

 

完成贵分会所有活动和服务方案的服务活动报告作为已做过什么的记录

并 且是贵分会追踪提供给社区所有的服务之一种方式。 

 

 

 

 

核准的服务活动 
社区需求评估  
全球服务行动之运动 
规划方案  
狮友服务行动报告 

http://www.lionsclubs.org/SC/member-center/planning-projects/other-adopted-programs.php
http://www.lionsclubs.org/SC/member-center/membership-and-new-clubs/global-membership-team/presidents-theme/global-service-action-campaigns/index.php
http://www.lionsclubs.org/SC/common/pdfs/mk9.pdf
http://www.lionsclubs.org/SC/member-center/planning-projects/index.php
http://www.lionsclubs.org/SC/member-center/planning-projects/service-activity-report.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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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 

多数这些建议的基本主题是沟通。 当狮友知道他们的分 
会正继续做什么时，他们感到好像他们是分会的重要部 
分–不是被遗忘。 使用可提供的科技通知您的会员，宣 
传您的活动，并教育您的社区关于狮友及他们所做的。 
例如，一篇在线通讯与传统的纸张相比，更快及更便宜 
并容易分发。 

 

如果尚未使用，贵分会可能想要探索的一些构想︰ 
•   在线狮子杂志 
•   电子邮件 
•   网站(分会电子会所) 
•   社交人际关系 
•   新闻信/部落格 

• 社交邀请站点–发送邀请及接受回复信息及公布活 
动后的信息 

•   收受会费、捐款和活动费用的财务站点 
 

选择对贵分会最适合并容易维持更新的工具。 一定要训 
练您的会员因此他们能自在地使用科技。 

 

 

 
 

抵抗 
当处理贵分会进行改变的问题时， 

您很可能遇到抵抗。 为使它减到最 

小， 使用为什么-甚么-何时-如何做 

的程序来实施改变︰ 

• 为甚么- 清楚地解释提出改变的 

原因。 

• 甚么- 解释您的会员能期望看见 

发生甚么。 

• 何时 - 有一明确的开始改变之 

时间点。 

• 如何 - 条列您期望改变的结果 

是甚么。 

 

一旦程序已经开始︰ 

• 鼓励您的会员对改变做出回馈 

–并回应它。 

• 考虑重拟新活动 如果根据实

际的活动时间表他 们无法提

供期待的结果。 

 
确保贵分会领导人接受并拥抱改变 

设定一个好例子。 确保每个人有相 

同观点并建立团队精神–您们全部 

正朝向相同的地方前进! 

 

第三步: 实施并审查
您的计划 

定期审查您的计划以了解是否为贵分会想要看的结果。 记得–当您的 

会员改变，您的计划也需改变 。 新会员给贵分会带来新的观点和多种 

不同的兴趣和技能，因此要利用他们的才能。 

 

 

 

 

网络上的狮友 
狮子会公关工具 
电子分会会所 

http://www.lionsclubs.org/TC/news-and-events/lion-magazine/index.php
http://www.lionsclubs.org/TC/member-center/managing-a-club/e-clubhouse.php
http://www.lionsclubs.org/TC/common/pdfs/mk9.pdf
http://www.lionsclubs.org/TC/common/pdfs/mk9.pdf
http://www.lionsclubs.org/TC/common/pdfs/mk9.pdf
http://www.lionsclubs.org/TC/member-center/online-community/lions-on-the-web/index.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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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员问卷调查 

姓名： 日期:    

 
 

您为什么参加狮子会？     

 
 

 
 

 
 

什么目前的分会服务方案对您是最重要的？ 为什么？    

 
 

 
 

 
 

什么目前的分会服务方案对您是最不重要的？ 为什么？    

 
 

 
 

 
 

您想要参与分会什么类型的新服务方案？     

 
 

 
 

 
 

 
 

您喜欢参与我们的分会什么活动？     

 
 

 
 

 
 

 
 

您有什么构想可改进我们的分会经验？     

 
 

 
 

 
 

 
 

您有什么关于分会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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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会员问卷调查 
 

姓名： 日期:   

 
 

您为什么参加我们的狮子会？     

 
 

 
 

 
 

您是我们狮子会的会员有多久？     

 
 

您离开我们的分会或狮友的一个组织吗？     

 
 

 
 

什么分会服务方案对您是最重要？ 为什么？    

 
 

 
 

什么分会服务方案对您最不重要？ 为什么？    

 
 

 
 

我们的分会改变什么可能会鼓励您保持为一名会员？     

 
 

 
 

 
 

 
 

您喜欢参与我们狮子会的什么活动？     

 
 

 
 

 
 

 
 

您有什么构想可改进我们的分会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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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员及新会活动部门 
300 W 22nd St 
Oak Brook IL 60523-8842 USA 
www.lionsclubs.org 

电子邮件: memberprog@lionsclubs.org 
电话： 630.203.38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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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lionsclubs.org/
mailto:memberprog@lionsclubs.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