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認證導獅課程

主辦者和講師手冊



認證導獅課程 1

目次表

籌備研討會 ........................................................................................................................2

建議的時間表 ....................................................................................................................3

介紹和課程概述.................................................................................................................4

I. 成功導獅的技巧..........................................................................................................5

II. 著手好的開始: 成爲資訊的專家 ..................................................................................6

III. 發展分會幹部指導團隊 ...............................................................................................7

IV. 設計分會幹部培訓 ..................................................................................................8-9

V. 導獅資源.....................................................................................................................9

VI  分會重建 ....................................................................................................................10

結語 .................................................................................................................................10



2

籌備研討會 

目標

該研討會的整體目標是讓獅友們熟悉認證導獅的角色和職責，並提供他們需要的知識以便能完成這些職責。
您做得如何很大程度要看您評估您的會員們的奉獻精神、積極能動性及對獅子會的認識的精確程度。

主辦者的角色

主辦者將確保學員明白他們在課程開始前應完成的預習作業，以及確保場地、設備和材料都預先準備好以
便活動能有效地進行。  

講師的角色

講師負責講述該研討會的結構，保持讓學員的進度得到跟蹤，並有效使用所分配的時間。可以在國際獅子
會的網站上取得一份PowerPoint簡報，或者向區暨分會行政管理司洽詢講師的演講材料。 

學員

學員的數量不定。最好將學員分成5-7人一組的幾個小組。如果未能將他們分成小組，請看本指南稍後概
述的需要作出調整的步驟。   

時間

該研討會應在4小時内完成，包括一次15分鐘的休息。課程可以延長或縮短以滿足時間要求。  

設備和材料

• 每張桌子準備一個圖表架
• 一個LCD幻燈機用於PowerPoint演講
• 準備幾份備用的認證導獅資料袋，以備學員忘記帶來。
• 該 PowerPoint 簡報 
• 您選定的認證導獅資料袋以外的補充資料。  

教室佈置應擺放圓桌。應預留一張桌子給講師放材料。如果人數較多，應準備一張講臺，配上麥克風或
手提麥克風。如果沒有LCD幻燈機或懸挂式幻燈機，可以用黑板或其他視覺設備代替。

每張桌子準備幾套本課程工作簿第10上的關鍵資料。您自行選擇的其他材料也可包括在内。

必須完成的預習作業
學員必須在課程開始前完成他們工作簿上的作業，以便在課堂上有效地討論課程材料。閲讀並完成
這些預習作業大約需要5到6個小時。該預習作業包括一些難有效地在教室環境下展示的網上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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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的時間表

項目内容
時間

(分鐘)
活動

介紹和課程概述 25
活動概述與展望

活動： 成立小組

I. 成功導獅的技巧 15 活動: 分組討論 – 導獅的技巧

II.著手好的開始: 
成為資訊的專家 

60 活動 – 回顧關於協助管理一個新會的資源和材料 

III. 發展分會幹部指導團隊 15 活動 – 討論分會幹部指導者的角色和職責

休息 15

IV. 設計分會幹部培訓 70
活動 – 按照分會需要，使用之前討論的材料幫分會
發展四個培訓模式。

V. 導獅資源 5 活動 – 回顧可供導獅使用的報告和支持

VI. 分會重建 5 活動– 復習"認證導獅重建評估

結語 15 總結學習要點

總計時間 240

為鼓勵參加學員完成作業，講師應將如何連接認證導獅網站的說明，以電子郵件寄給學員。以便他們下載
工作簿並完成作業。所有課程須要的材料都在線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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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紹和課程概述

約需時間 幻燈片 内  容

總計時間：25分鐘

4 分鐘

4分鐘

1 分鐘

2 分鐘

1 分鐘

2 分鐘

2 分鐘

2 分鐘

5 分鐘 

首頁幻燈片

幻燈片 1-3

幻燈片 4

幻燈片 5-6

幻燈片 7

幻燈片 8-9

歡迎每一位參加開場儀式的學員。介紹所有特殊嘉賓。 宣
佈有關飲食和休息等安排。

指引獅友們成立小組並相互獲取以下資訊: 姓名、分會名
稱及他們對本次研討會的期望。

在圖表架上列出各人的期望並記在心上。如果可以，在該研
討會的課程中靈活地提出某些適當的期望。在整個培訓當中
都應考慮重復查閲該項目列單以確保學員的需要得到滿足。

要求每個小組指派一名獅友提出其組員對本課程的期望。

説明該研討會的整體目的是讓他們準備好以認證導獅的 身
份去服務一個新會。 

下一步，簡要介紹此認證導獅PowerPoint簡報。現在 開
始放映幻燈片。説明本活動的目的(幻燈片 1), 爲何需要 本
次培訓(幻燈片 2) 該職位可能是分會成功的單一項最重 要
的因素。(幻燈片 3)。 

回顧認證的過程 – 説明學員必須在總監或領導發展委 員
會主席簽署完成確認表格之前，完成他們工作簿上的練習
和導獅測驗。表格一經簽署，學員應將完成確認表格和導
獅測驗寄回給國際獅子會。總會將寄出證書，證明該獅友
已完成培訓並被總會記錄為認證導獅。認證導獅的姓名列
表將會交給各個總監們，讓總監在分會成立時指派導獅給
他們。

復習認證導獅獎的獲獎要求。

復習本次活動設計方案。

提出 學員們應該已經完成工作簿的作業。提請注意當中列
出的資源。提問有多少學員完成了作業以了解他們的準備
程度。若預習作業還未完成，則需給出更多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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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成功導獅的技巧

時間 幻燈片 内  容

總計時間：15分鐘

10分鐘

5分鐘

幻燈片 10:

幻燈片 11

練習1: 開始讓大家討論成功導獅的素質和技巧以及應避免的
行爲。
在圖表架上列出這些技巧和行爲。在各小組的幫助下，將這
些答案排好名次以便找出5項最佳因素。  

提問如果踫到弱項應如何做。告訴學員，他們可以透過工作
來發展技巧，或與有此技巧的導獅合作完成任務。討論個人
成長的機會。要求學員給自己寫下他們的個人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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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著手好的開始: 
成爲資訊的專家

時間 幻燈片 内  容

總計時間：60分鐘 (如果預習作業未完成，則需更多時間)

2分鐘

5分鐘

2分鐘

5/7 分鐘

10分鐘

5/7 分鐘 

10分鐘 

5/7 分鐘

10分鐘

7分鐘

幻燈片 12

幻燈片 13

幻燈片 14-16

幻燈片 17

幻燈片 18

幻燈片 19

幻燈片 20

幻燈片 21

幻燈片 22

幻燈片 23

下一步, 復習成功分會的6項要素並要求各組迅速回答是什麽
讓分會成功。 

開始讓大家討論以確定成功分會的其它因素及爲何這些因素是
重要的。

提醒大家分會成功的最重要因素是分會滿足其會員目標的
能力。過渡到第二單元，提問大家如何能支持一個成功的分
會。提出第一步是要了解國際獅子會提供的工具、培訓和
支持。

介紹會員中心的領導發展欄目，提出名為“分會幹部講習” 這
個綜合性的網上課程裏有針對每個分會幹部職位的具體指
導。如果需要，請給那些未完成預習作業的學員迅速回顧這些
課程。 

練習2: 要求每桌的學員討論該課程及他們工作簿中練習2的答
案。提出該課程可以很容易用電郵發送給各分會幹部，讓他們
按自己的進度學習。記錄下每桌的學員的答案在圖表架上。 

下一步, 回顧在分會資源中心找到的資源。若有一些學員未完
成預習作業，在此迅速復習一遍。   

練習3:要求每桌的學員將他們的大案和練習3對照，在圖表架上
記錄下他們的最佳答案。  

下一步,復習在 WMMR 網站上找到的材料。若有一些學員未完
成預習作業，在此迅速復習一遍。  

練習4:要求每桌的學員將他們的大案和練習4對照，在圖表架上
記錄下他們的最佳答案。 

下一步,復習並描述重要的刊物及每份刊物的一般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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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發展分會幹部指導團隊

時間 幻燈片 内  容

總計時間：20分鐘

2分鐘

2分鐘 

3分鐘 

10分鐘 

幻燈片 24-25

幻燈片 26 

幻燈片 27

幻燈片 28

介紹並説明分會幹部指導團隊的概念。 

開始讓大家討論總監團隊能如何支持新會的發展。記錄下每個
職位可提供的培訓及指導。 

提出總監團隊的成員通常已長時間沒有擔任過分會幹部，而分
會幹部們需要非常實際、具體的工作支持。請學員參考他們工
作簿第30-33頁上的分會幹部指導者表格。注意，這些表格應
該在分會幹部指導者們被指派接受培訓時發給他們。 

練習5:要求每桌的學員閲讀練習5，並討論他們在選擇練習題
中的指導者時要找尋的素質，然後報告出最佳的素質。 

休息 15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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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設計分會幹部培訓 

時間 幻燈片 内  容

總計時間：70分鐘

1分鐘

2分鐘 

1分鐘

2分鐘

2分鐘

2分鐘

2分鐘

10分鐘 

1分鐘

2分鐘

2分鐘 

1分鐘

10分鐘

1分鐘

2分鐘 

10分鐘

幻燈片 29

幻燈片 30

幻燈片 31

幻燈片 32

幻燈片 33

幻燈片 34 

幻燈片 35

幻燈片 36 

幻燈片 37

幻燈片 38

幻燈片 39 

幻燈片 40 

幻燈片 41

幻燈片 42

幻燈片 43 

幻燈片 44

提出他們擁有人員和工具，現在是時候把兩者結合，並擬定計劃
支持新會。要求學員翻到認證導獅工作簿的第13頁，看第4單元:
設計分會幹部培訓。下一步, 迅速回顧培訓課程的四個單元。 

然後, 簡單復習分會幹部培訓綱要，並說明這些課題可以相互 調
換以適應分會培訓的需要。

回顧培訓課程1, 説明該資料可在工作簿第13-15頁找到，此第一
課程是對國際獅子會的一個廣泛介紹。 

復習講習指南裏的材料 

復習標準版憲章暨附則裏的材料

復習授證夜籌劃指南裏的材料

簡要講解指導團隊(之前已經提過)，提出這應該在第一課已經
介紹。 

練習6: 要求每桌的學員討論練習6並報告他們的答案。 (用五分
鐘討論，再用5分鐘報告答案) 

介紹培訓課程二, 提出第二堂培訓課程更加詳細和注重講解分
會運作。 

簡要復習分會幹部職責和網上培訓。提出分會幹部講習可以
很容易通過電郵發送給指導者和分會幹部。 

簡要復習付諸實現這本刊物，提出此刊物是分會找出潛在方案
的關鍵。 

提出導獅應檢查以確保每位幹部都從他們的指導者那裏獲得足
夠的支持 

練習7: 要求每桌的學員討論練習7並報告他們的答案。 (用五分
鐘討論，再用5分鐘報告答案) 

介紹培訓課程三, 提出持續的會員增長是新會成功的關鍵因素。 

介紹並簡要復習分會會員發展主席指南 

練習8: 要求每桌的學員討論練習8並報告他們的答案。 (用五分
鐘討論，再用5分鐘報告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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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設計分會幹部培訓

時間 幻燈片 内  容

總計時間：60分鐘

1分鐘 

2分鐘

2分鐘

2分鐘 

10分鐘 

2分鐘

幻燈片 45

幻燈片 46

幻燈片 47

幻燈片 48

幻燈片 49 

幻燈片 50-51

提出導獅應在每次會議檢查指導者的培訓進度。 

介紹培訓課程四, 有效分會會議的重要性

介紹並簡要復習有助分會舉辦積極而有意義之會議的可用資源。 

復習提高會議出席率的辦法。提出當越來越少人出席會議時，
分會就開始走下坡。 

練習9: 要求每桌的學員討論練習9並報告他們的答案。 (用五分
鐘討論，再用5分鐘報告答案) 

提出培訓是持續進行的。復習成功分會的六項要素。 

V. 導獅資源

時間 幻燈片 内  容

總計時間：5分鐘

1分鐘

2分鐘

2分鐘

幻燈片 52

幻燈片 53

幻燈片 54

介紹可提供給導獅的支持和資訊。 

分會健康評估 - 當導獅們接受輔導一個分會時，他們將會開始收
到該新會的分會健康評估。導獅們需要完成每季報告，交給總監
團隊和國際總會。

提出導獅的工作簿裏有其他的工具，包括一份分會幹部檢查單
和一份如何過渡到獨立的綱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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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

時間 幻燈片 内  容

總計時間：15分鐘

10分鐘

5分鐘

幻燈片 75

幻燈片 76

要求學員自薦前來陳述他們在研討會上發現的最重要的事項及他
們將如何運用到實際生活中。發表結束語，簡要總結（而非重
新檢閲）本研討會之最重要的結論。回到之前各小組列出他們
的期望的圖表架，總結出這些需要已經得到滿足。  

提醒學員和他們的總監或領導發展主席會面，重新檢閲”活動回
顧”表格並索取他們的簽名，然後將此表格提交給國際總會。
總會將記錄下他們的姓名並寄出認證。 

VI. 分會重建

時間 幻燈片 内  容

總計時間：20分鐘

2 分鐘

16 分鐘

2 分鐘

幻燈片 55-56

幻燈片 56-73

幻燈片 74

介紹運用認證導獅策略於重建分會的觀念。

向學員說明如何按照 “認證導獅評估” 的步驟，以便完全了解
與評估有關的健全分會要素。

解釋於已成立分會指派認證導獅之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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