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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狮子会会员主席一职对于贵分会的健康和活力及其服务社区的能力至关重要。作为贵分会全球行

动团队的一员，您将与狮子会的服务主席和领导力主席（贵狮子会副主席自动担任的职位）共同

制定和实施侧重于领导力发展、会员发展以及人道主义服务扩展的相关举措。本指南将帮助您支

持新老会员，确保他们在狮子会中获得有意义、有影响、有收获的体验。 

 

为任期做准备 

在开始履行本年的职责前，请花时间充分了解您的

职位，并理清头绪。现在投入的时间将在剩余任期

内给您带来收获。请浏览本指南以及其中提到的支

持材料。请使用本指南结尾处的规划日历安排本年

计划。 

 

职责 

狮子会会员主席负责协助其分会发展会员。通过招募新会员以及提高会员满意度，让会员更长时

间地留在会内效力，以此达到发展会员的目的。职责包括： 

 为成功付诸行动 

o 与领导力主席、服务主席和狮子会主席（全球行动团队主席）合作，推进侧重于领

导力发展、会员发展和人道主义服务扩展的举措。 

o 创造和谐的狮子会氛围，帮助挽留会员。让会员有归属感，同时服务当地社区。 

o 发展并领导会员委员会，制定并实施会员目标和行动方案。 

o 激励会员邀请新会员，创造积极的狮子会会员体验。 

o 确保与狮子会领导力发展主席（副主席）合作，为新会员提供有效的新会员指导。 

o 与狮子会服务主席合作，在服务项目期间推广入会机会。 

o 参与区域、地区和行政区的会议和活动。 

o 及时联系潜在会员。 

每一位狮子会会员主席的重心 

1. 制定会员发展计划 

2. 拟定潜在会员名单并跟进 – 您需要确保提出入会邀请。 

3. 请使用 Just Ask！招募指南 

4. 确保正确指导会员  

5. 维持积极的会内氛围  

6. 让会员提供潜在会员，然后重复第 1-5 步 

 

您知道吗？ 

资料可从 Lions Club 

International (LCI) 网站 

https://bit.ly/2LPzGoO 下

载，也可以通过 

membershipoperations@lions

clubs.org 联系会员部门进行订

购。 

https://bit.ly/2LPzGoO
mailto:membershipoperations@lionsclubs.org
mailto:membershipoperations@lionsclubs.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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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与营销通信主席合作，在公开的服务活动上推广狮子会 

8. 参与地区和行政区会议  

9. 在贵会、地区和行政区内合作  

 

 衡量成功 

o 比去年至少多开展一次社区会员招募活动。 

o 联系至少两名前会员重新入会。 

o 在上财年的基础上提升会员总数。 

o 挽留 100% 会员。 

o 新会员参加新会员指导。 

 

 会员满意度 

o 制定会员满意度计划，并提交给狮子会董事会以

获取批准和支持。 

o 了解并加入会员满意度计划。 

o 协助狮子会官员组织狮子会质量举措，了解所在社区的需求、评估目前的会员满意

度并制定行动方案。 

o 对活跃会员开展 How Are Your Ratings 调查，改善目前的狮子会会员制度。 

 

 会员招募 

o 制定狮子会会员发展方案。将此方案提交给狮子会董事会以获取批准和支持。 

o 了解 LCI 提供的不同会员类型和计划。 

o 鼓励招募新会员并向狮子会会员推广奖励计划。 

o 确保新会员拥有有效的电子邮件地址，帮助他们接收来自 MyLCI 的实用通信。 

o 对新会员开展“新会员指导”培训，以此补充他们会收到的“新会员体验”电子邮件。 

o 鼓励参与狮子会导师计划。 

o 在服务活动上推广会员制度。邀请社区成员参加的趣味活动是理想的招募场合。 

 

积极的会员体验是挽留会员的基础。与您的狮子会服务委员会合作，确保服务项目对每位会员的

人道主义利益具有意义。 

 

支持和指导 

在任期内，会员主席会得到很多人员的协助。与您的会员委员会和行政区全球行动团队（尤其是

行政区全球会员协调员）紧密合作，可获得履行职责所需的支持和指导。 

 

会员委员会 

建议您首先招募会员委员会，确保有足够的帮助完成工作。您的会员委员会可通过最适合贵会需

求的方式组建；但是，LCI 建议您加入以下会员： 

 

您知道吗？  

从 2017 年 7 月开始，新会

员会收到来自 LCI 的电子

邮件，旨在介绍、激励和

鼓励参加狮子会的活动。

其目的在于提高该部分会

员的挽留率。请确保分享

贵会在当地如何帮助全球

狮友取得总体成功，补充

您要传达的信息。 

 

http://www.lionsclubs.org/resources/EN/pdfs/da-cqi.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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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年的会员主席  

 明年的准会员主席  

 有意招募新会员或参与会员满意度工作的会员  

该推荐结构能够让团结的团队领导狮子会工作，帮助狮子会将会员满意度和会员发展定为工作重

心。由于前任会员主席和未来的会员主席都会参加委员会，因此还可确保每年的会员工作顺利交

接，让现任主席了解哪些工作有效，哪些工作无效。 

全球行动团队 

作为全球行动团队的一员，您能够获取行政区全球会员团队 (GMT) 协调员和行政区总监（即行政

区全球行动团队的主席）的支持。如果您对会员制度有任何疑问或顾虑，请联系他们 – 他们随时

会为您提供帮助！ 

其他狮子会分会 

狮子会之间还可通过分享“最佳实践”来互相帮助。作为会员主席，您可利用已建立的支持网络，

轻松提高会员满意度并实现会员发展目标。 

Lions Clubs International 

LCI 深知，发展您的狮子会的重要性在于每位新会员都能够改变社区，以及维持现有会员满意度

的重要性。通过一些个性化工作，您能够确保贵分会适合新招募的会员以及入会多年的老会员。 

我们正在努力构建最佳实践和成功案例库，请告诉我们如何让新会员感到更受欢迎以及如何表彰

入会多年的老会员！ 

         会员满意度 

要确保您的狮子会保持健康与活力，您需要思考入会体验和

预期。如果您的会员认为他们的时间并没有被浪费在狮子会

职能和活动上，并在会内建立了友谊，那么他们会长时间地

留在会中。因此，通过举办各类会员满意度计划维持会员参

与度非常重要。这些计划侧重于狮子会合作、会员道德以及

帮助会员参与其中的改良会议。 

 

 

新会员清单 
请使用下列新会员清单，确保欢迎新会员，让他们有归属感： 

 我是否让新会员感到受欢迎？ 

 我提供给他们的职责是否符合他们的入会初衷？ 

 我是否重视他们的意见，尊重他们的看法？ 

 我是否让他们获得归属感？ 

 

您知道吗？ 

网络上有各类工具和资

源？  

查看：

www.lionsclubs.org/mem

berchair 了解几种不同的

会员满意度计划，找到最

适合贵会的计划。 

http://www.lionsclubs.org/memberchair
http://www.lionsclubs.org/membercha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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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员满意度指南 

会员满意度指南以及指南内提及的下列资源将帮助确保您的会员获得所期望的体验： 

 How Are Your Ratings?调查 

 新会员指导 

 狮子会导师计划 

 社区需求评估 

 

会员满意度报告 

使用本指南结尾处的会员满意度报告，跟踪您针对会员满意度采取的举措。每月向狮子会官员提

交本报告，向其告知狮子会的工作。 

 

会员招募 

每个俱乐部都需要会员来实现自己的服务目标。新会员能够为狮子会提供新想法、新项目以及改

变社区的其他方式。作为狮子会的会员主席，您需要组织会员发展工作，并确保达到目标。 

 

Just Ask! 狮子会新会员招募指南 

这份实用的分步指南旨在指导贵分会了解招募新会员以及有效管理狮子会发展的流程。 

尽管概念很简单，只是让社区成员入会，但本指南将帮助您通过引导贵会完成招募新会员的四步

流程，进而准备有效的拓展计划。 

1. 让贵分会准备就绪 

2. 制定贵分会的发展计划 

3. 实施贵分会的发展计划 

4. 欢迎您的新会员 

 

入会机会 

邀请会员加入狮子会后，与他们分享国际会费计划和

会员类别，以便他们酌情选择。入会机会宣传单将为

您以及您的会员提供所有会员类型和类别的信息。 

 

会员招募活动或邀请报告 

使用本指南结尾处的会员招募活动或邀请报告，跟踪活动参与者人数、潜在会员信息以及有关这

些会员的注意事项或跟进信息。每月向狮子会官员提交本报告，以便他们了解狮子会的招募工作

和成功。 

 

您知道吗？ 

在开始招募工作之前，让贵分会准

备就绪非常重要。未准备就绪的狮

子会可能看上去对新会员不够热

情，而留住新会员的工作也不会非

常成功。首先，请确保，贵分会在

招募之前已准备好迎接新会员。请

使用 Just Ask！指南协助该流程。 

http://www.lionsclubs.org/resources/EN/pdfs/me301.pdf
http://members.lionsclubs.org/EN/lions/strengthen-membership/how-are-your-ratings.php
http://members.lionsclubs.org/EN/lions/strengthen-membership/member-orientation.php
http://members.lionsclubs.org/EN/lions/strengthen-membership/mentoring-program.php
http://www.lionsclubs.org/resources/EN/pdfs/mk9.pdf
http://www.lionsclubs.org/EN/common/pdfs/me300.pdf
http://www.lionsclubs.org/EN/common/pdfs/me105.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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奖项和认可 

Lions Clubs International 提供各类会员奖项和认可，表彰狮友和狮子会的成就。作为会员主席，

您应该与会员分享下列机会，鼓励他们招募新会员并维持现有会员的满意度： 

 赞助者证书：在狮友年内赞助新会员的狮友可获得由国际主席签字的赞助证书一份。 

 会员钥匙奖：狮友邀请两名新会员即可获得第一把会员钥匙，邀请会员最多可获得十七把

会员钥匙。每一把钥匙都旨在反映某位狮友赞助的新会员数量。 

 会员满意度奖：在某财年挽留 90% 的会员或者逆转长期会员流失的狮子会可获得会员满

意度布标一块。 

 V 形臂针奖：狮友入会满 10 年以及此后每满 5 年均可获得 V 形臂针，表彰其长期的贡献。 

分会 

如果贵分会已有或招募了一群人，想要专门从事某种活动，那么维持这些狮友参与度的最佳方式

或许是成立子分会。成立子分会的狮子会可获得一块布标，子分会会员人数和服务将算入您的狮

子会总会员人数和服务！访问 http://members.lionsclubs.org/EN/lions/new-clubs/club-

branch.php 了解详情。 

 

 

 

http://members.lionsclubs.org/EN/lions/new-clubs/club-branch.php
http://members.lionsclubs.org/EN/lions/new-clubs/club-branch.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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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月/八月/九月 

 

 制定会员发展计划，纳入挽留和招募策略。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十月/十一月/十二月 

 

 联络长期未参加会议或活动的会员。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会员主席规划日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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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月/二月/三月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四月/五月/六月 

 

 在全球就职日欢迎新会员入会。 

 庆祝成功并记录有效策略和无效策略，帮助

会员主席规划来年事务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会员主席规划日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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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日历 会员招募活动或邀请报告 

狮子会名称：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活动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活动类型：☐会议   ☐项目   ☐资金筹集活动   ☐会员招募   ☐会员邀请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参与者（如适用） 

狮友人数：_________ 非狮友人数：_________ 参与者总人数：_________ 

 

潜在会员 

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电话：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电子邮件：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注意事项/跟进：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电话：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电子邮件：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注意事项/跟进：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电话：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电子邮件：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注意事项/跟进：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https://www.emojibase.com/emoji/2610/ballotbox
https://www.emojibase.com/emoji/2610/ballotbox
https://www.emojibase.com/emoji/2610/ballotbox
https://www.emojibase.com/emoji/2610/ballotbox
https://www.emojibase.com/emoji/2610/ballotbox
https://www.emojibase.com/emoji/2610/ballotbox


ME44 SC 6/18   

备注：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会员满意度报告 

 

狮子会名称：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月份：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已完成以下举措，帮助确保会员的满意度。 

☐ 已制定、审核或修改狮子会满意度计划。     完成日期：________ 

☐ 已开展会员问卷调查。       完成日期：________ 

☐ 已开展前会员问卷调查。       完成日期：________ 

☐ 已完成狮子会质量举措。       完成日期：________ 

☐ 已完成社区需求评估。       完成日期：________ 

☐ 已开展 How Are Your Ratings? 调查。     完成日期：________ 

☐ 已处理会员离开的原因。       完成日期：________ 

☐ 其他。         完成日期：________ 

 

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经验教训: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备注：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https://www.emojibase.com/emoji/2610/ballotbox
https://www.emojibase.com/emoji/2610/ballotbox
https://www.emojibase.com/emoji/2610/ballotbox
https://www.emojibase.com/emoji/2610/ballotbox
https://www.emojibase.com/emoji/2610/ballotbox
https://www.emojibase.com/emoji/2610/ballotbox
https://www.emojibase.com/emoji/2610/ballotbox
https://www.emojibase.com/emoji/2610/ballotbo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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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on Cl  

 Lions Clubs International  

 会员和新狮子会计划部门  

 Lions Clubs International  
 300 W 22ND ST 
 Oak Brook IL 60523-8842 USA 
 www.lionsclubs.org 

 电子邮件：membership@lionsclubs.org  

 电话：630.468.3831 

http://www.lionsclubs.org/
mailto:membership@lionsclubs.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