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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為更強分會的藍圖 

這個不是秘密。最有效的分會務必要定期尋求擴大其人道服務的影
響，培養領導者，並滿足分會會員的需求和期望的方法。簡單來
説，他們留意確保自己能繼續給社區和分會會員帶來價值。

就像任何有價值的方案一樣，應制定並執行一個計劃，或一個“藍
圖”，來引導你們的行動。計劃可能會隨著新需求和機會的出現而
改變，但分會按照一個詳盡計劃來運作是成功的關鍵。 

本指南是專為分會及其會員設計的工具。它提供了一簡單，繪製成為
更強分會的藍圖的步驟，著重於四個核心範圍：分會運作，服務，領導發展和
會員發展。貴分會可選擇添加其他方面，但這 四項對強化我們的分會
是關鍵。 

將實現傑出分會獎作為貴分會的目標。此獎著重於這四項成功的核心因
素，以及溝通和表揚他們的成績。 

有很多工具可助您實現目標。您可在第3頁找到關於工具和支持  
的描述。

採取行動來強化分會十分重要，而一切都要從計劃開始！聽取會員
的意見，評估他們的需求，並繪製起成為更強分會的藍圖。如何進
行:

http://members.lionsclubs.org/TC/lions/awards/excellence-awards/club-excellence.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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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成為更強分會的藍圖是三個簡單步驟的最後結果:

  1.  評估從四個核心層面評估貴分會目前的狀況。   
也許貴分會在按照當前的方法做事情，因為‘我們一直都這樣做的’。  也許貴分會一
切事情都做得很好；能滿足社區及會員們的需求。  或者，也許您的分會是在“走走程
式”，以各種服務方案滿足社區需求，但會員們沒有真正感到相互聯繫。  如果會員對
分會提供的服務沒有真正的、個人的聯繫感，就無法實現他們作為會員的全部價值。

  不管評估的結果如何，時不時盤點各項工作總是  
有利無害。  利用各種可用資源，最重要的是，除了分會領導，還要邀請分會的會員分
享他們對分會的看法。  這是準確評估分會的最佳方法。

 考慮以下幾點： 

 分會運作
  o 是否有效地計劃和管理會議?
  o 是否公平和透明地制定決策? 
  o 分會聚會和活動是否生動活潑並符合會員的興趣?
  o 會員是否定期出席和參與分會活動項目?
  o 一直都能履行財政義務嗎?
  o 分會運作符合國際獅子會的道德規範嗎?
  o 是否需要重新考慮分會例會的形式? 

 服務
  o 分會的服務方案與當前的社區需求相關嗎?
  o  分會的會員真的感興趣並親自參與 分會提供的服務類型嗎？
  o  會員們熱情並積極參與分會提供的 服務嗎?
  o 分會服務的影響力可以增強嗎?
  o 分會的領導可接受會員提出的新的服務構思嗎?
  o 分會有一个“代表性的方案”嗎?
  o 新會員是否接到邀請參加團隊的方案?
   o 服務活動及產生的影響是否得到宣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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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領導發展
  o  分會會員是否知道並受鼓勵參與各種領導培訓的機會?
  o 分會的領導職位是否分享給各位會員參與? 
  o 分會幹部是否參加其職位培訓?
  o  幹部和會員是否出席區年會中的培訓?
  o  接受過培訓的會員是否有機會參與領導職位?
  o 新會員是否獲得有效的入門講習培训?
  o 有經驗的領導人是否在指導新領導人?

 會員發展
  o  是否有定期識別和尋找增長會員的機會？
  o 我們分會是否反映出市區組成的不斷變化?
  o 會員是否被告知分會的問題和活動? 
  o 分會有簡訊期刊嗎?  需要新的模式嗎？
  o 分會積極使用社交媒體嗎?
  o  會員是否受邀分享其構思和回饋意見 – 以便他們知道他们的意見 得到重視?
  o 分會舉辦有意義的入會儀式嗎?
  o 會員的努力工作得到適當的表揚嗎?

  2.建立目標 以您的評估結果為基礎。 優質的藍圖將包括具體的、可衡量的、可實現的
而且是實際的策略目標。將在整個年度達成以及長期的目標。考慮計畫一個設定目標
的活動，期間所有分會會員可參與制定工作的優先排序並建立各項目標。這是整個分
會為實現這些目標協調一致並產生熱情的第一步。

  建議您到網上的獅子會學習中心，完成 目標設定課程 ，以熟悉有效設定目標及行動計
畫的概念。請使用《成為更強分會的藍圖之目標宣言》表格 來記錄分會即將為社區及
本會會員提升價值的具體目標 (必要時另紙填寫)。 

   建立起你的目標後，將它們按重要性、緊急程度和萬一不能實現的潛在後果排好順
序。然後您就準備好進入步驟3。 

http://members.lionsclubs.org/TC/lions/strengthen-membership/blueprint-goal-statement-form.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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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3.制訂您的 成為更強分會的藍圖，列出你將為實現目標所採取的步驟。為了簡化這個
程序，請著手給每項目標完成簡單的 計劃程序工作表。這將有助於理清各項任務、可
能遇到的困難和潛在的解決辦法，還有您可能需要的資源。這項工作完成後，您就已
經做好充分準備制訂您的計劃了。

  您的 成為更強分會的藍圖將把每項目標落實到具體的可行動的步驟。此外，它將概括
所追求的目標（目標宣言）、如何實現（行動步驟）、每個步驟如何完成、誰將負責
該步驟、及如何確定每個步驟已經完成。行動計畫工作表是個可以用來制定計劃，以
實現每項目標的一個工具。每項目標的計畫加在一起，就構成了您的 成為更強分會的
藍圖。

  除了貴分會的會員本身，國際獅子會還提供各種資源和工具，幫助您評估貴分會的狀
況，建立目標，和制訂你們的成為更強分會的藍圖: 請看以下的鏈接

 

評估

分會健康評估
您的評分如何？
社區需求評估
計劃方案
全球服務行動之運動
獅子會道德信條
獅子會公關指南
您的分會，您的方式!

建立目標

設定目標的網上課程 
 成為更強分會的藍圖之目標宣言表格
分會傑出獎
國際總會網站
  
 
 
 

制定您的 藍圖 
成為更強分會的藍圖

 成為更強分會的藍圖   
計劃過程工作表
 成爲更強分會的藍圖 
行動計劃工作表
分會蛻變行動
領導資源中心

http://www.lionsclubs.org/resources/TC/pdfs/DA-STPBPPW.pdf
http://www.lionsclubs.org/resources/TC/pdfs/DA-STPBAPW.pdf
http://www8.lionsclubs.org/reports/membershipregister/
http://members.lionsclubs.org/TC/lions/strengthen-membership/how-are-your-ratings.php
http://www.lionsclubs.org/resources/TC/pdfs/mk9.pdf
http://members.lionsclubs.org/TC/serve/index.php
http://lions100.lionsclubs.org/TC/programs/centennial-service-challenge/index.php
http://www.lionsclubs.org/TC/who-we-are/mission-and-history/purpose-and-ethics.php
http://www.lionsclubs.org/TC/common/pdfs/pr710.pdf
http://www.lionsclubs.org/resources/TC/pdfs/DA-YCYW.pdf
http://members.lionsclubs.org/TC/lions/strengthen-membership/blueprint-goal-statement-form.php
14.%20http://members.lionsclubs.org/TC/lions/strengthen-membership/blueprint-goal-statement-form.php
http://members.lionsclubs.org/TC/lions/awards/excellence-awards/club-excellence.php
http://www.lionsclubs.org/TC/index.php
http://www.lionsclubs.org/resources/TC/pdfs/DA-STPBPPW.pdf
http://www.lionsclubs.org/resources/TC/pdfs/DA-STPBPPW.pdf
http://www.lionsclubs.org/resources/TC/pdfs/DA-STPBAPW.pdf
http://www.lionsclubs.org/resources/TC/pdfs/DA-STPBAPW.pdf
http://members.lionsclubs.org/TC/clubs/club-quality-initiative.php
http://members.lionsclubs.org/TC/resources/leadership-resource-cTCter/index.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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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您的藍圖化為行動

恭喜您已建立成為更強分會的藍圖！根據貴會會員對分會的狀況和對社區和對會員自己的
價值進行評估，來制定一個清晰完善的計劃，是非常值得的工作....只要這個計劃得到實
施！

確保要將您的藍圖分享給所有的分會會員，以便他們意識到分會想要達到什麽，和他們在
達成分會目標中的角色。保持您對該計劃所做的承諾，持續一致地採取行動，朝目標靠
攏。 

再次重申，分會的會員真正想要參與其分會的人道服務方案對分會的健康和活力是很重要
的 – 如果您能培養這一點，您的成為更強分會的藍圖 就會比您希望的更有效。

定期地評估您的計劃也是很關鍵。當情況發生變化時，您的計劃也需要修改。建立原始的
藍圖只是一個開始。透過衡量進展和定期收集分會會員的回饋意見，可保持它的活力和相
關性。這就是您實現想要之結果的方法。 

另外，為實現成功，隨後的分會幹部團隊在需要時評估需求、衡量進展並更新藍圖是很重
要的。您原來考慮的關於分會運作、服務、領導發展和會員發展的四項主要指標之問題，
將作爲評估進展的指南。

您的成為更強分會的藍圖 是一份路線圖，引導分會在社區和會員滿意度上面實現更高程
度的價值。這三個簡單的步驟提供切實的方法來加強目前有用的做法，淘汰掉沒有效的
做法，並執行新的行動。透過建立起一份有根有據的 成為更強分會的藍圖, 承諾對它的執
行，定期回顧所做計劃，評估需求並完善行動步驟，您將能夠讓貴分會實現短期和長期的
目標。

 

 



成為更強分會的藍圖之目標宣言表格

為取得最大的成功，成為更強分會的藍圖應以採納分會會員意見所訂立的策略性目標為基
礎。 

確保您的分會目標符合「SMART」原則：

具體的（S） 比起大致的目標，具體目標達成的機會更高。  若您的目標明確，您便可以
更加專注。 

可衡量的（M） 當您衡量進度時，您即可堅持、遵守目標日期並體會推動您為達成目標
繼續努力的成就感。  若您無法衡量，代表您無法控管。 

可採取行動的（A） 確保您可掌握達成目標。  若您無法採取行動，就無法成功。 

現實的（R） 目標應具挑戰性，但不至於困難到無法達成。

有期限的（T） 為目標設定期限：下週、三個月內、年底前、2017 年前。  為目標設立最
終期限可讓您針對明確目標努力。以下請記錄分會將為社區及本會會員提升價值的目標 (
必要時另紙填寫)。 

 目標宣言表格

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區:___________

服務活動

會員成長

領導發展

分會運作

DA-STPBG3.CH



成為更強分會的藍圖 之計劃步驟工作表

目標宣言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任務 挑戰/困難 可能的解決辦法

1. 

2. 

3. 

4. 

5. 

所需資源（人力） 所需資源 (材料) 

1. 

2. 

3.

4. 

5.

6. 

7.

DA-STPBG1.CH



成為更強分會的藍圖 之行動計劃工作表

 

 什麼（目標宣言）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如何?
(行動步驟)

何時?
（完成的 截止日期）

誰？
（負責 行動的 人）

我們如何知道?
（我們如何知道已經
達成任務）



區暨分會行政司
Lions Clubs International 
300 W 22ND ST
Oak Brook IL 60523-8842 USA
www.lionsclubs.org
電郵: clubofficers@lionsclubs.org
電話：(630) 468-6890
facebook.com/lionsclub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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