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狮子会全球入会仪式日是全球 

欢迎新会员的活动以及给狮子会刺激 
会员成长提高狮子会知名度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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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狮子会全球入会仪式日? 
狮子会全球入会仪式日是全球欢迎新会员的活动，以 

及给狮子会刺激会员成长提高狮子会知名度的机会。 

 

自 1917 年以来，狮子会一直为全世界及地方社区的
需 求而服务。各地须要狮子会的服务越来越多，因
此狮 子会对可履行”我们服务”座右铭之优质会员
之需求 亦相对的增加。全球入会仪式日是对贵区狮
友及一般 大众象征性之声明，即国际狮子会承诺招
募优质会员 以符合社区之需求。参与全球入会仪式
日之活动不但 可刺激会员成长，也提高民众了解贵
分会及您们的活 动。 

 

本指南包含了筹划活动要诀，以及可以协助贵分会、 
区或复合区举办成功及有意义的招募方法与公关建议 
的活动。 

 

何处着手 

区 
总监决定该区要如何参与全球入会仪式日。通常区际 
活动有高出席率，全球入会仪式日庆祝活动可在专区 

、分区内或由各别分会举行。若全球入会仪式日决定 
为一区际活动，下一步骤是决定举行地点。该活动若 
能包含贵区内每一位新狮友，是最理想的方式。在许 
多地区，全球入会仪式日是与区或复合区年会同一日 
举行。若是如此，入会仪式将是年会的重头戏。 

若全球入会仪式日不与区或复合区年会同一日举行， 
该活动是好的宣传机会应善加筹划，应将入会兴趣与 
媒体宣传发挥极致。 

 

决定活动之范围后，应直接向分会会员宣布区之特别 
计划是非常重要的。应考虑下列之建议: 

 

 将狮子会全球入会仪式日的活动消息列入区、
专 区、分区及分会的通讯中。这项活动数据
应包括活 动说明；活动时间、地点、举行方
式(让分会知道 本活动是否为区际的入会仪式
或他们须自行筹划)；暂定预计入会人数之截
止日期。鼓励分会善用此 机会赢取新会员，
及增加分会知名度。 

 

 请注意与分会的通讯中，仍鼓励分会继续其平
常 的入会仪式。本日是一添加的分会入会仪
式活动。 

 

 区月刊及其他通讯应加入会员发展宣传运动及
活 动资料。若有举行竞赛，则可包含结果，
以及分会 已发展的成功招募技巧。 

 

 寄封特别信函给每位狮子会领导人 (如分会会
长、 干部、专区主席等。)请他们支持宣传本
活动。 

 

 寄招募资料给会员发展与公关委员会主席。 
 

 于分会访问及训练课程强调参与的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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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区信函结尾处，提醒狮子会全球入会仪式
日活动 之日期及其重要性。 

 

过去参与全球入会仪式日的总监，都认为本活动由于 
媒体之报导显著的帮助会员成长及提升知名度。由总 
监主持狮子会全球入会仪式日重要活动，分会阶层之 
会员招募及后续工作是非常重要的 

分会  

全球入会仪式日给予分会推动强有力的会员发展活动 
之理想机会。该仪式可为区际活动，地方分会是新会 
员入会仪式之最大受益者。首先，先了解贵区或复合 
区如何筹划庆祝狮子会全球入会仪式日。让总监或总 
监议会议长知道贵分会愿意参加。 

 

然后，拟定招募计划以配合该活动。分会阶层之会员 
招募及后续工作对本活动成功与否是非常重要的。与 
贵分会之会员发展委员会开会考虑本指南所提之建议。 

狮子会全球入会仪式日之整体性成功须包含: 

 
 
成功活动之要素  
狮子会全球入会仪式日之整体性成功须包含: 

  强有力之会员宣传运动:积极的会员宣传运动

是本 活动成功的第一步。区应考虑举办区际运
动，鼓励 分会、分区、专区设计他们自己的活
动。 

 有意义的仪式:仪式应请好的演讲人或为令人

难忘 的独特活动为重点。这些都应强调狮子
会对社区及 狮子会本身之重要。 

 有效的公关计划:大批的新会员入会是值得报

导之 新闻。设计媒体报导之计划 –而且应
尽早进行筹 划! 

举行筹备会议  

与下列狮子会领导人举行筹备会议，征求他们的意见 

及支持，可协助进行成功的全球入会仪式日活动: 

 

与下列狮子会领导人举行筹备会议，征求他们的意见 

及支持，可协助进行成功的全球入会仪式日活动: 

总监: 总监计划及督导区活动。 并与区年会接待委 员

会合作，取得仪式须要的场地、座位数及其他 项目。
若全球入会仪式日与区年会不在同一天举行， 另组
委员会负责计划本活动。 

会员发展委员会主席: 邀请复合区、区、分会会员 

发展委员会主席一同设计使更多新狮友参加的会员 
招募策略 。 

专区及分区主席: 专区及分区主席可协助筹划该活 动，

协调区内招募及公关工作，参与分区及专区 挑战以
协助达到其地区预期招募之新会员人数。 

分会会长： 分会会长应鼓励其会员招募新会员、举 
办招募之夜活动、参与分会之挑战并提供本指南内的 
新闻样本稿给其公关委员会主席。他们也负责邀请新 
狮友出席仪式，因为新会员入会及入会仪式活动之日 
期可能很接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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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关主席: 复合区、区、分会公关委员会主席应共同 

针对公关工作、招募运动、有新闻价值的方案及全 
球入会仪式日等活动为合作重点。他们也负责邀请媒 
体出席本活动。 狮子会全球入会仪式日之主要目标 
是以肯定及有新闻价值的方式招募优质会员。下列为 
分会及区际可采用经证明的招募技巧 : 

 
推动强有力之会员发展运动  
狮子会全球入会仪式日之主要目的是以肯定及有新闻 
价值的方式招募优质会员。下列为分会及区际可采用 
经证明的招募技巧 : 

挑战: 挑战其他狮友招募新会员可添加趣味。可在 区、

专区、分区、分会间互相挑战。每一参加团体 以达
到或超过预期新入会人数来挑战对方。“输方” 承
诺对 “赢方” 提供服务，如举办接待会或协助 方案。
奖品可为具有创造力或非常独特的。在区内通过月刊、
公告、访问或其他会议，公布此挑战竞赛。 

招募之夜: 要求每位会员邀请准会员出席一特别的分 

会会议。会议应介绍分会的方案及成果 – 让来宾认 
识其他会员。 

方案义工: 邀请民众参与分会特别方案。民众可多了 

解贵分会、分会会员可借机多了解义工，并邀请准会 
员出席会议。 

会员招募会员运动: 要求每位会员向分会会员发展 委

员会提供准会员名单。准新会员人选包含同事、 亲
戚、邻居、社区领导人、企业领导人、教育家、 朋
友、其他专业等。若贵分会参与青少年的活动， 准
会员人选可包含家长、青少年领导人及其他有兴趣 
社区服务者。该委员会应进行可能的招募工作。 

分会广告及宣传运动: 运用广告及公关技巧来触及到 

社区居民之建议: 
 

 社区活动中设立摊位 
 

 在地方报纸刊登贵分会之活动 
 

 举办直接邮寄信件给民众的运动 
 

 设计贵分会网站及其活动 
 

 设计可突显贵分会活动及成就的展示活动 

宣传运动结束后的工作: 提供总监预计新入会人数以 

订购特别的由总会长签名的仪式日纪念证书。邀请新 
入会者，及已入会者出席仪式。每一分会负责邀请新 
入会者并向总监或入会仪式主办者报名。 

 

举办有意义活动 

筹划仪式 
许多全球入会仪式日于区或复合区年会时举行。您的 

活动应为贵分会或区的特别活动，应反映出贵区之会 
员文化和传统。狮子会全球入会仪式日应考虑下列事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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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式及讲习: 举办贵区内新入会者之特别讲习活动或 

仪式。该仪式可由狮子会领导人或区新会员讲习团 
队主持。该活动应具教育性及启发性 –并开放给所 
有有兴趣者。附上仪式样本。 

民众活动: 在特别的活动、社区庆典、运动比赛、或 

服务活动中举行入会仪式。向分会打听那些是民众出 
席率高且适合举行公众仪式的活动。分会赞助的运动 
比赛或童子军活动是合适的。藉此机会可突显方案及 
成就 – 并预备可以分发的会员发展数据。与地方官 
员询问是否须申请许可。 邀请地方官员及媒体出席 
您的活动。 

晚宴活动: 举办新会员晚宴活动。入会仪式可为烛光 

晚会或其他特别仪式，以及娱兴节目。 

接待会: 若晚宴活动不适宜大团体，则举行接待会。 

但须有议程，结束前须有点心招待。 

服务方案: 入会仪式结束后，宣布新的或独特的服 务

方案。此为取得媒体报导之绝佳机会。 

地方名人:邀请市长或当地的运动明星入会? 提供贵 

分会照相宣传的良机，协助引起贵分会活动受人注目 
的机会。 

作证: 藉此机会邀请广受敬重的狮友或受惠者作证。 

重申诺言: 全球入会仪式日也是表扬已入会会员的 良机。

运用此活动表扬已入会会员提供他们新的开 始，重新
承诺以服务为其工作之重点。 分会可为已 入会会员安
排不同的入会仪式，让他们可重申其诺言， 或简单的
邀请他们站在一旁，向新会员表示支持，并 立下个人
誓言。 

仪式场地: 筹划过程中最困难处就是预计新会员 人数

及找仪式场地。请记住下列要项: 
 

 请所有分会会长预计欲出席之新会员、
来宾、 会员的人数。 

 

 洽询可容纳预计人数的场地。 
 

 决定须要的视听或音响设备。 
 

 若将在公共场所举行，洽询政府机关是
否须申 请许可。 

 
 狮子会全球入会仪式日是独特的活动，不论

对内 或对外都是宣传狮子会服务及会员发

展的活动。 

 
 

设计有效的公关计划  
狮子会全球入会仪式日是独特的活动，不论对内或对 
外都是宣传狮子会服务及会员发展的活动。 

内部沟通  

每一狮友都应参与此活动。首先，贵分会或区每一狮 
友都应知道全球入会仪式日以及分会/区的计划。通
过月刊、网站、分会通讯及其他刊物宣传参与的计划 
及活动方式。在分会会议中举行”意见”活动。详细 
解释全球入会仪式日活动并征求有关分会及区计划之 
意见。此为了解那些人与媒体界、当地名人或政府官 
员有联系者并可提供协助。将取得的资料并入全球入 
会仪式日计划内。 

与媒体界合作  

若本活动为区际活动，分会及区公关委员会主席应负 
起本活动之宣传责任，避免重复公关工作。 公关主 
席指南 (PR 730)为筹划此活动的有用资源， 可向公关
部门索取，也可由在线或电话取得本数据 630-571-
5466，分机 358 分机或送电子邮件:pr@lion- sclubs.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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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您的活动有新闻价值  

虽然为大批的新会员举行入会仪式已具有新闻价值， 
但仍应为当地媒体添加一些有趣的数据。下列为全球 
入会仪式日计划之建议: 

 

 请地方官员宣布狮子会全球入会仪式日的活动。 
邀请他们出席您的仪式，并谈及义工的重要并
正式 宣布该日为全球入会仪式日。此声明样
本包含在本 指南内。 

 

 贵分会曾帮助过的特殊人士或团体?取得他
们的 许可，提供媒体界有关狮子会如何改善
他们生活 的真实故事。强调全球入会仪式日
的活动使分会 能够帮助更多的贫困人们。 

 

 邀请当地名人担任荣誉狮友。当地电台或电视
台 职员可以担任狮子会活动的发言人。该发
言人以主 持媒体访问或电台服务公告的录音
来参与此活动。 

 设计媒体界的名单 若您尚无此名单，请收集
愿意报导狮子会活动之媒体 单位。 

 

 由电话簿找出贵地的报社、电台、电视台。 
 

 了解媒体单位内负责帮忙宣传这些资料者的
名 单。名单可包含主编、照相组编辑、报纸
生活版主 编；新闻主编、电台特别部门制作
人、策划总编 辑、电视台特别部门制作人等。 

 

 名单应包含媒体单位联络者姓名、职称、电话、 
传真、电子邮件。运用此名单为进行中活动宣
传。 

 

 解上述媒体单位希望以邮件、电话、传
真、 电子邮件等何种方式收到新闻稿。 

准备及分发给媒体界的数据  
一旦您有媒体界的联络名单后，应准备给媒体界资 
料。联络者都应收到说明该活动之新闻稿(人、事、 

时、地)的内容及关于贵分会的事实单。本指南内也 
包含新闻稿样本及事实。  写新闻稿应注意事项: 

 

 记住应有接洽者人姓名及电话号码。 
 

 使用引言须贴切及合时宜。引言作者之
姓名 及职位须正确。 

 

 若涉及分会活动则须明确的说明。 提供与您
的 社区直接有关联的活动名称、日期、地点。 

 
 

每份新闻稿以下列介绍国际狮子会词句做结尾: 

国际狮子会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服务组织，其会员 
有 130 多万分布在 200 多个国家及地理区分属于 
45,000 个分会。 

挑选发言人  

发言人必须对该活动非常了解，并能清楚的说明您希 
望表达之要点。通常，此发言人可由分会会长或总监 
担任。列出活动的重点以供发言人于回答记者问题、 
或摄影访问前使用。 

接洽媒体界  

接洽媒体界前，对仪式活动之事实或已宣传的活动应 
非常熟悉。事先准备记者可能问到的下列问题: 

 

 为什么该故事有新闻价值? 
 读者/听众/观众是否有兴趣? 
 是否有当地名人或政界人士参加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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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有充分的时间递送新闻材料，然后按媒体名单一 一
打给记者请他们报导。(注:早上是打电话给媒体界 的最
佳时间。许多电台职员上早班，而下午是记者及 电视
台制作人结稿的时间。) 

提供记者该活动之基本数据。若您非该活动之发言人， 
请让记者知道谁是发言人，如何与他接洽，以便记者 
向发言人取得正确数据，或订访问时间。活动后，以
贵分会之信纸写谢函给报导该活动之媒体 界。 

其他公关方法  

尽量善用各种可能的沟通工具将全球入会仪式日活动 
宣传出去。地方电台之民众服务主任可以协助宣传。 
提供电台约(30-60 秒)的说明狮子会的发表词。  另外 

，可接洽地方电视台可用民众服务广播时间播放。许 
多电视台提供民众服务广播时间 – 或免费在民 众布
告栏公告。国际狮子会已有录好的民众服务公告 
(PSA)，可在在线下载。 

活动后之宣传  

活动结束后，您仍须继续公关工作，以再确认本活动 
之重要及提供新数据给未出席仪式的媒体界。计算入 
会人数，及收集本活动值得报导之资料。运用这些资 
料写下可分发给媒体界之新闻稿。于分会月刊、网站 
及分会其他通讯上，刊登活动成果以继续内部之沟通 
工作。 

筹划时间表 

 

成功的活动须要有完整的计划，并按计划进行。 虽
然活动本身可能是单纯的，事先的准备工作可确保 
活动顺利进行。 

 

以下是各事项的时间进度表: 

立刻 
 

 决定区内那些分会 欲参加狮子会全球会仪式

日。 
 

 若全球入会仪式日与区年会同日举行，与年
会负责 人讨论举行仪式的时间及地点。若全
球入会仪式日 与区年会不在同日举行，成立
全球入会仪式日委员 会。 

 

 联络所有复合区、区、分会会员发展委员会主
席 以设计会员招募方法。并决定是否合作举
办招募活 动。 

 

 举办及宣布分会、专区、分区的挑战竞赛。 
 

1 月 

 

 开始邀请新会员出席仪式。新会员入会日
期与入 会仪式之间可能很匆促。设计公关
计划。 

 

2 月 

 预计该地区之新会员人数。向会员发展及新
会行 销部门报告新会员人数，可收到特别由
总会长签名 的仪式日纪念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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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 

 

 预计出席仪式总人数，包含新会员、来宾、
配 偶。确认会议场地、 设备、点心、许
可证等。 

 

 拟妥公关计划及分发数据给媒体界。 
 

 与主持者及其他参与者讨论如何进行仪
式的步 骤。请主持仪式者先在证书上签
名。 

 

 确定已邀请所有新会员及其来宾出席仪式。 
 

    仪式当天 
 

 举行仪式及颁发证书。 
 

 若已备妥新闻稿，就发给当地狮子会。 

后续工作 
 

 感谢所有使活动顺利成功者。 
 

 准备及活动后分发给媒体界的数据。 
 

告诉会员发展及新会营销部门您如何善用此机会不但 
宣传义工主义并强化了贵分会活动之说明、影片、照 
片，寄至下面地址。 

进一步招募方法或其他会员发展的数据，请洽: 

 

Lions Clubs International 

Membership Programs and New Clubs 
Marketing Department 
300 W 22ND STREET 

Oak Brook, Illinois 60523-8842 USA . 

电话：630-571-5466，分机 522  

传真：630-571-1691 
电子邮件：inductionday@lionsclubs.org 

mailto:inductionday@lionsclubs.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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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人姓名) 

联系人资料: 

(姓名) 
(电话号码) 
(电子邮件) 

立即发布 

 

 

(分会名) 狮子会表扬新会员 
狮子会全球入会仪式日 

(城市，日期)  — 近 100 年，国际狮子会的男女会员不因任务艰巨而裹足不前。 今天来自(地 

点)的狮子会会员在狮子会全球入会仪式日的庆祝活动中，以荣耀新会员来庆祝未来的小区服

务。 

此仪式在全球同一时刻举行，(分会或区名)将举行入会仪式(仪式时间及地点)。 (发言人姓 

名)将出席该仪式。 

据(分会会长姓名)，表示狮子会全球入会仪式日非常有意义。 “在我们欢迎新会员的同时， 

也要分享成为狮子会的荣耀，并强调参与之重要，协助邻居，建立起 (城市名) 社区间的互助 合

作。” 

庆祝狮子会全球入会仪式日，(分会或区名)已承诺 (写上目前或即将举办的分会/区方案， 包 

含活动之日期及地点)。 过去募款活动所得已用在(奖学金及/或其他捐赠之项目)。 (分会名) 于

(年份)成立。 

(分会名)狮子会共有(#)位会员，固定于(星期 /月) 于(地点)(时间)开会。 狮子会是由一群 男

性及女性会员组成，并从事可弥补小区需求的工作。 进一步资料或愿参与帮助(分会名)者， 请

洽(姓名)，(电话/若有网站，请写上)。 国际狮子会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服务组织，其会员 

有 130 多万分布在 200 多个国家及地理区分属于 45,000 个分会。从 1917 年起，狮子会就开始

帮 助失明及视障人士，并特别致力于社区服务并服务全世界的青少年。 请拜访 

www.lionsclubs.org 网站，以能更详细地了解国际狮子会。 

http://www.lionsclubs.org網站/
http://www.lionsclubs.org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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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人姓名) 
 

 

 

 

立即发布 

联系人资料: 

(姓名) 
(电话号码) 
(电子邮件) 

 

(分会名)狮子会表扬新会
员 狮子会全球入会仪式日 

 

(城市，日期)—于(日期)，国际狮子会于成立(#)年的历史，举办其中一项盛大活动， 狮子会全球入会仪

式日活动以庆祝上千新会员入会。在此(城市名)，(#)位新加入(分会名)的男女会员，将于(地点)所举行的特别

全球入会仪式日活动中入会，此为国际狮子会的国际性活动。   入会 者有(入会者名单)。 

据(姓名，职称如分会会长或方案主席)，狮子会全球入会仪式日成功的原因有许多。 (姓) 狮友 

说到“作为狮子会员，我们奉献于社区服务”。“在此(城市名)，我们要分享我们的义工主义及我 

们的任务，与我们新进会员从事 “我们服务”，使他们可感受到作为狮子会员的荣耀。” 

庆祝狮子会全球入会仪式日，(分会或区名)已承诺 (写上目前或即将举办的分 会/区方案，包含活动之

日期及地点)。过去募款活动所得已用在 (奖学金及/或其他捐赠之项目)。 

(分会名)于(年份)成立。 

(分会名)狮子会共有(#)位会员，固定于(星期 /月) 于(地点)(时间)开会。 狮子会是由一群男性 及女性会员
组成，并从事可弥补社区需求的工作。 进一步资料或愿参与帮助(分会名)者，请洽 (姓名)，(电话/若有网站，

请写上)。国际狮子会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服务组织，其会员有 130 多万 

分布在 200 多个国家及地理区分属于 45,000 个分会。从 1917 年起，狮子会就开始帮助失明及视 障人士，并

特别致力于社区服务并服务全世界的青少年。请拜访 www.lionsclubs.org 网站，以能 更详细地了解国际狮子

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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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明书 

国际狮子会自 1917 年成立以来，会员一向谨守为社区人道主义热忱服务之誓言；及国际狮子会成为全世

界最大的服务性社团组织，遍布于 200 个国家和地理区，有 45,000 多个分会 与大约 130 万名会员；及国

际狮子会会员继续履行对社区服务的承诺，透过许多地方之工作以及国际活动；及 国际狮子会会员不论

新或老会员，继续庆祝其光荣之传统及对他人协助之承诺；现在，本人，(市府官员姓名)，以(城市名)(头

衔)的身份，宣布(日期)为(城市名)的全球入会仪式 日。 

 
本人欣然与本城居民感谢狮子会，并一起与国际狮子会全球狮友庆祝此盛典。 

发布:本日日期(日期)。 

(市府官员姓名) 

(头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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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会员加入狮子会的仪式，将因分会及区各地的风俗 

及活动而有不同。为显示入会仪式的尊贵及重要，应 

由德高望重的狮友来主持，也可请老会员在新会员宣 

誓时起立再重申服务的诺言。 

狮子会领导人以下面的范文宣布仪式的开始: 

今天是特别的日子。 
 

狮子会全球入会仪式日是荣显加入本组织的新会员， 
表扬他们的推荐狮友邀请他们入会。今天，全球各地 
成千上万的新会员也同时在此刻加入国际狮子会. . 来扩
展我们服务社区的能力和帮助我们推动人道工作。 在
此特别的日子，我们让这些新狮友借机可体认我们 光
荣的服务，及珍贵持久的友谊。这真是值得庆祝的 大
事! 

 

我们荣耀新狮友因为他们担任非常重要的角色. . 他 
们握有通向我们未来之钥匙。我们必须好好教导他们， 
让他们可为引导我们迈向服务新年代之领导人。当我 
们与他们一起分享狮子会传统时. . 我们盼望他们 带
来新方法及激励，以便彼此互相学习。 

 

当我们庆祝此重要日子的同时，我们须记住，每位新 
狮友不是自己可随便入会的 . . 须要一非常重要的狮 
友…推荐狮友的推荐，再经分会理事会的核准， . 才 
能入会。推荐狮友有远见知道准会员的特质。他们可 
能具备杰出领导技巧、真诚服务他人之承诺、特殊才 
能等。推荐狮友知道新狮友有成就大事的潜能，并可 
运用于帮助他人… 
. .这个最重要任务所须的技巧。 

 

狮子会全球入会仪式日的仪式即将开始。让我们欢迎 
( 分会/ 或区 ) (数目)位新会员。请暂 
时不要鼓掌或表演，等仪式完再鼓掌。当我叫到新 
会员及其推荐狮友的名字时，请站起来并走向前来。 

狮子会领袖以下列方式宣布名字:苏珊伯朗，是由瓦 
特 史密斯所推荐。当全部新狮友及其推荐狮友都站 
起来，主持狮友说到: 

各位先生及女士，本人谨代表 ( 分会/ 或区 

) 的狮友和干部，表达我们很高兴您们参加这 
个意义非凡的狮子会全球入会仪式日。您已经接受邀 
请成为会员，我们很兴奋也很光荣的欢迎您们成为我 
们分会及国际狮子会的一员。 

 

狮子会会员是很尊贵的。您加入了全世界最大的服务 
性社团组织，遍布于 200 个国家和地理区，有 45,000 
多个分会与大约 130 万名会员。本组织创立于 1917
年 6 月 7 日，在创始人茂文钟士先生所召集的伊利诺
伊州芝 加哥会议时成立的。通过我们会员的奉献，
人道服务 不断成长及扩张。今天，我们要求您们帮
助我们传递 狮子会的火炬并为全人类建造光明的未
来。 我们要 求您…”服务” 。 

 

您知道本组织的道德信条及目的，及狮子会所从事的 
工作。我必须跟各位强调，狮子会会员的尊贵及应担 
负之义务。国际狮子会不是兄弟会、社交、政治性的 
组织。它是一群男女会员共同为无法由个人来完成 
之服务工作而努力。“我们服务”是本组织之座右 
铭 。当您成为狮子会员，并由一起努力工作中得到 
最大的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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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已见过狮子会如何为社区服务，并照顾盲人、病人 

、残障者。除非人们愿意奉献时间精力，这些人道工 
作是无法完成的。任何会员都会告诉您这些工作是须 
要去做. . 分会将指派须要您完成的工作。我们的工 
作是要每位会员分摊去做，才能减轻贫困人们生活的 
深切的苦痛。 

 

会员的报酬是很高的。您可以和我们社会中最善良的 
人们交朋友。由受惠者及社区中接受您服务者的感激 

“本人 (您的名字)… 推荐 (新会员的名字) …成为国
际 狮子会的会员 … 我愿意…确保新会 员感受到受
欢迎…于国际狮子会和分会活动及工 作中…我进一
步的宣誓… 尽己所能…确定他出席所 有分会的活
动…成为好的狮子会会员。” 

 

狮友们，请记住今日，而且记住光荣的佩戴您的狮子 
徽章。 恭喜您而且欢迎您加入这个最伟大的服务组 
织 现在，所有在座的狮友，很荣幸的欢迎您成为 

中得到温暖。您可以通过委员会之结构或和其他人愉  分会的会员，请大家…以热烈掌声欢迎这 
快的工作。您可以发现社区问题，并且由于您是狮子 
会员，人们期望您能领导解决他们的问题。 总之， 
透过您的分会..您是… 好市民及好邻居…向他人表达 
您心中的善意。 

 

因为您表示愿意加入本分会和国际狮子会，现在请您 
随着我念会员的义务: 

 

“本人 (您的名字) … 愿意接受这神圣的义务 … 愿
意 遵守国际狮子会及狮子会的宪章暨附则…定期出
席会 议 …支持及为分会的利益而效力 …并愿意尽自 
己财务上的责任。我进一步的宣誓…我将协助维护…
建 立… 及强化本会的会员。而且我愿意尽己所能服 
务于委员会 …或其他指派给我的工作 …来积极参 与
本会。我也愿意遵守 …国际狮子会的道德信条及 国
际狮子会的目标”。 

 

谢谢您而且欢迎您加入 (   

分会/ 或区 )。为这重要狮子会全球入会仪式日 
已经设计了特别的证书。将由您的推荐狮友颁发 此
纪念性的证书给您，请推荐狮友再次朗诵推荐狮友 
职责: 

些新狮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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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会名称) 分会事实 
 

如需更多信息，请联络： 

(姓名)  

转交(分会名)  

(地址) 
 
电话：  
传真：  
电子邮件： 
网站： 

分会历史 

本分会于(年) (城市/地点) 成立 

分会会员 

(#)位男女会员 

社区参与/分会方案 

(写上目前/即将举办的活动及方案。  

例如，狮子会世界视觉日、视力回收活动、募款活动等。) 
 

本会固定于(每月星期 #) 于(地点) (时间)开会。 
 
国际狮子会 
总部 
300 W. 22nd Street 

Oak Brook, IL 60523-8842  

电话： (630) 571-5466 
传真： (630) 571-8890 
网站：www.lionsclubs.org 

历史 

1917 年由企业家茂文钟士在伊利诺伊州芝加哥创立。自创会之初，国际狮子会一直 奉献致力于帮助社区中以
及全世界各地不幸的人群。 1925 年，海伦凯勒女士挑战狮友们成为「盲者的武士」。 1954 年“我们服务”成
为我们 的座右铭。 

国际狮子会会员 ‧ 

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服务组织 
130 万男女会员 
总计约有 45,000 个分会 
分会遍布 200 个国家与地理区域 

http://www.lionsclubs.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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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ons Clubs 

International 300 W 

22nd St 

Oak Brook IL 60523-8842 USA 

www.lionsclubs.org 

630.571.5466 

 

MK-61 CH  11/14 

http://www.lionsclubs.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