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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家所在的田納西州這裡，做很多各種不

同的視力和聽力的服務。從州最西部的密

西西比河的雄偉之聲， 到田納西中部的

農業和工業之聲，再到田納西東部阿巴拉

契亞山脈裏的野生動物之聲，全都是獨特

而充滿南方特有之熱情的。田納西州最西

北部的密西西比的河水之聲，和最南邊曼

菲斯的比爾街上的藍調音樂，能輕輕地勾

起你對田納西州西部的獨特

遐想。再往東，州的中部，

相對平坦的自然風景及不上

塑造了本州特色之鄉村音

樂的連綿起伏的丘陵。班卓

琴，吉他，和曼陀林的聲音

多年來都佔據著納什維爾周

圍山丘的主導地位，並激起

許多田納西鄉村農夫的夢

想。Printers Alley 和 Music

Row 是當地有名的兩條街，

有“美國音樂之都”的盛

名。再往東移一點，農業之

聲就要讓位給作爲工業之聲的 Knoxville

市和交通之城 Chattanooga 市了。

這些蔓延的城市以東，就是大煙山的山

麓了。這裡整個是田納西東部的風景。  

在一整天當中，你可以經常聽到成群

的鴿子的叫聲l—“鮑勃、鮑勃維特”—

打擾了一些原本平靜而質樸的風景。 

然後，傍晚來臨時，太陽落到山後，

你可以聽到夜鷹寂寞的叫聲，或是遠處狼

狗縈繞的嚎叫。小村莊的附近，班卓琴、

吉他和提琴回音繚繞，提醒著人們回家。

當夏天變成秋天，丘陵和山脈都顯出斑斕

的顔色：當地楓樹，鬱金香楊樹，樺樹，

水曲柳，栗樹，橡樹和胡桃樹都變成黃褐

色，橙色和黃色。然後秋天變成冬天，樹

葉被雪蓋上一層被子，只有光禿禿的樹幹

探出頭來，還有美麗的綠油油的雪松點綴

著風景。 

構成我家園的背景圖的丘陵和山脈，

營造了一個獨特的氣氛。大煙山的自然邊

界是經過多代人形成的。這裡有獨特的文

化、專門的方言、特別的菜肴和講故事的

傳統。我非常享受並且尊重他們的隱私。

他們 在田納西美麗風景線的群山和“溝

塹”中建造家園。這樣，他

們將自己和其他被認爲是美

國主流社會的人分隔開。這

種相對的隔絕激發著在這裡

定居的人們的獨立精神。這

些山區人民的孤獨產生的意

外結果，就是在這些人煙稀

少地區裏人們相互的友情。

大家互相幫助的做法演變成

了鄰居幫助鄰居，陌生人幫

助陌生人的傳統。做義工的

傳統變得那麽盛行，以至於

美國依舊年輕的獨立宣言在1800年代早

期曾被挑戰，那就是當年這個地區的定

居者，如今人們所知曉的田納西人。他們

大批數量的人充當義工，捍衛他們的主

權 – 永遠欠下田納西人一個著名的

“義工之州”的稱號。

義工的精神繼續在田納西州盛行。

“互相幫助” 繼續成爲很多田納西人特

有的常用短語。很少可以見到人們相對

走過時不向對方問候一聲“早上好”或

“鄰居，您好”的。在這個州的小鄉村

裏，每輛車經過別的車輛時，都會有人

向司機友善地揮手致意。

國際第一副總會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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踏進 新紀元 
挑戰 新高峰



困難的時間已經過去，舊的傳統已經

由新的科技取代，但田納西人一直以來特

有的友善作風仍存。時間在改變，新的挑

戰已經出現。新的不同的服務機會日漸明

顯。慷慨給予的新方法已經走到了前列。

儘管是在新時代，舊的義工精神仍留在大

多數田納西人的心中。

我童年時代在田納西州保留下來傳

統，和我的祖先們遺留下來的獨立精神，

讓我克服了生命中的很多在山腳和群山周

圍所出現的挑戰，激發我選擇將 “踏進

新紀元，挑戰新高峰”作爲我的總會長

主題。 

登山是人們在日常生活中經常使用的

隱喻。它代表艱鉅費力而須付出最大的

努力才能完成。但我們只有去攀登那些

山峰，才能超越自我，實現價值。每座山

代表了一個新的挑戰，新的機遇。 

世界在不斷變遷，我們每個人都面臨

著服務他人的新挑戰和新機遇。失明、麻

疹、其它的健康風險、食物的不足、乾淨

水的缺乏、戰爭和政治的不安，—所有這

些都代表著全球無數人口遇到的挑戰，而

這也就代表著獅子會員打造美好世界的機

會。獅友們必須繼續向上攀登，尋找新的

方法來服務。每座山代表著獅子會的一個

新機會，而越過每座山，就讓我們每個人

有機會為他人打造更美好的生活。

在我們敲開慶祝100週年的服務

之際 –為我們的過去感到光榮，

並擁抱我們的目前 – 這是我們必

須計劃並開始鍛造的未來。我們的

未來是光明的。但說起隱喻，如果

我們要攀登下一座山，我們必須為

將來舖路，為我們下一代的獅友做

下標記，讓他們可以遵循，並維護

我們服務的傳統。



我們透過服務引導。這是我們的強項。我

們是社區領導人的一個聯絡網。我們已經

看到義工服務能帶來的結果，及義工提供

給社區的價值。

我們必須繼續評估我們的服務倡議和

國際總會提供的活動，以確保我們有一致

的願景。在這個願景裏，服務活動驅動著

我們組織的目的。因此，我們的會員得到

發展，會員滿意度得到提升，並帶來更多

有意義的合作及增加公衆對我們的認識。

最終，我們必須繼續以服務來領導，並鞏

固獅子會作為全球人道服務組織的領導

地位。

獅子會在全球的社區衛生和保健方面

產生巨大的影響。思考獅子會員在每日生

活中所做的各種不同的貢獻：

   • 環保 – 獅友幫忙為所有人保持乾淨的

社區、街道、公園、河流、綠地和用

水。 

   • 青少年 – 獅子會從各方面給年輕人提

供教育、指導、教導和支持，包括從

數學作業到處理個人危機，到足球和

橄欖球比賽。

   • 飢餓 – 我們自己努力，並與其它機構

合作，以消除食物不足的情況。

   • 視力 – 獅子會在多個層面上對抗可防

治的失明，並給盲人和視障者提供很

多需要的服務。

獅子會在全球各地的組織或業界裏，

都是重要的合作者和參與者。 

提問您自己這個問題：如果我的社區

裏從來沒有獅子會，將會是怎樣的？

我們的城市、城鎮、州/省、公園、學

校和圖書館會是怎樣的？哪些基本需求將

不會得到滿足？社區將會失去哪些成長、

學習和壯大的機會？那將會是一個難以想

象、難以衡量的世界。

有幸的是，我們不用去想象沒有獅子

會的世界。在我們將近服務100週年之

際，我們服務的足跡已經遠超過茂文鐘士

當年可以預見的情形。 

獅友們繼續秉承著定義我們的兩個

字–我們存在的原因，也是我們存在之

非常重要的因素–“We Serve（我們服

務）”而且獅友們接受新的挑戰和新的服

務他人的機會。對我們而言，沒有任何一

座山是太高的。

當我們在2014年多倫多國際年會上開

始我們的百週年慶祝時，我們要求獅友在

2018年6月30日前，攀越下一座山 – 要

在四個領域 – 青少年、視力、飢餓和環

保 –中服務至少1 億人。獅友們以熱情

和決心做了他們應有的回應。僅僅在第一

年，我們已超過了三分之一的目標。在即

將結束第二年的百年慶服務挑戰的此刻，

我們已經遠超過三分之二的標記，並做好

了準備要滿足而且超越我們的目標。 

登 上

服務之頂峰
登上山頂不是一個旅途的終點；而是另一個旅途的開始。一
個新的機會。 



但現在不是休息的時候。

每個分會所服務的每個社區，

不論大小，都是舉辦百年慶傳

承方案的機會。世界各地的獅

友正在加快創建永久的傳承方

案，以符合新的挑戰。這些傳

承方案將可以永遠提醒社區的

居民和獅友我們為社區所貢獻

的偉大善舉，以及我們在一百

年的服務期間所攀越的山峰。

不管是讓孩子玩耍的公園、一

個年輕人可以競技的運動場、

一個讓學生上學的學校、一個

讓貧困人士得到服務的眼科中

心、一所醫治病人的醫院、一

個保護環境的樹林、一個讓長

者學習和豐富生活的圖書館，

還是就一個紀念碑、一個鐘或

一個標誌，來一直提醒我們需

要服務的職責，世界各地的獅

子會員現在都將他們的注意力

放在能夠透過一個傳承方案來

滿足的需求上。山很 高，我們

無法看到頂部。如果我們想要

實現所設立的目標，就必須有

毅力。但我們是獅子會員，

我們不到頂峰就不會停下來！



透過特定的非獅友小組的問卷調查，我們

知道獅子會的標誌是非營利組織中最廣爲人

知的。人們看到我們的標誌就會想起社區

服務。

為社區需求提供服務，讓獅子會與社區

打造了特別的聯係和持久的友情。我們的目

標是，至少有20,000個分會參與傳承方案。

不管你的分會參與以下範例所描述的第一、

第二還是第三層次，請確保將獅子會的標

誌突出顯示作爲方案的永恒部分。並記得使

用和報告百年慶服務挑戰方案同樣的方法，

來報告你的方案。

與社區 保持

聯係



第一層次 – 
社區的能見度

• 新的標誌/路標

• 一個慶祝社區的紀念鐘或雕像 

• 社區裏的長椅

• 停放自行車的鉄架

• 涼亭或野餐桌

第二層次 – 
給社區一個大禮物

• 翻修一個公園或遊樂場 - 安裝新

設施、或裝上適合殘疾人使用的

設施

• 給現有的社區服務場地提供殘疾

人的設備

• 給醫院最急需的地方添置設備

• 在學校安裝一個衛生或清潔用水

系統

• 在十字路口建造天橋以增加安全

第三層次 –
做一個提升社區生活質量的永久方案

• 建起或擴大一個醫療診所、圖書館或學校

• 在醫院或療養院建一個獅子會冠名的房間

• 在視障或盲人中心建一個技術實驗室

• 給就業不足的青少年或殘疾人建一個職業

培訓中心

• 給社區建一個新的公園、遊樂場或游泳池

你可以在 Lions100.org 網站上找到更多關於百年慶傳承方案的資料。  



帶領我們攀越 

下一座 
山峰



領導力是願景、知識、驅動力、自信心、樂觀、

開放、人道和關懷。是激勵人們專注奉獻、自信和

取得成績的指導和帶領。要激勵人們並讓他們發揮

最好的能力，領導力不可缺少。這是一個過程。透

過這個過程，一個人將會影響和激勵其他人去完成

一個目標，並指導一個組織走向一條更有凝聚力和

連貫性的（一致的、相互聯係而且和諧的）道路。 

領導人必須會激勵其他人，並將熱情和指導灌

輸給個人或群體。

所以領導力是激勵、賦予能力和將熱情

灌輸給他人的能力 - 去指導和帶領他人的能

力 - 去激勵他人朝向共同的目標，並實現想

要之成果的能力。

一項最近的研究反映，年輕人做義工不僅僅是

爲了服務他人的需求，而且還是個人成長的機會。

我們所提供的訓練和培養，及成爲獅子會員所親歷

的真正的領導經驗，讓每位獅友能有機會更好地為

他人服務，而且個人也得到成長。

領導力的發展也提供了有效的途徑，透過學習

如何更好地溝通、激勵、指導和灌輸熱情給他人，

去理解和改善我們處理自己和他人情感的方法。

當我們努力滿足日益增長的人道服務需求時，

我們需要有效果並且高效率。優秀的領導人能夠讓

它實現。堅實有力的服務 = 強健的分會 = 會員有

自豪感、參與感和熱情

同樣重要的是，發展領導力是讓我們在進入

下個世紀的服務時，仍保持關連性和充滿活力的

途徑。在我們慶祝百週年之際，我們必須規劃我們

的未來。規劃繼任是我們未來的一個關鍵要素–

確保我們準備好充足的獅子會領導人，而且這些

將在未來引導和支持我們的領導者們具有足夠的

知識、能力、熱忱，和前瞻性思維。

要攀登到頂峰，你需要正確的工具。你還需要

正確的工具才能成爲有效率的領導者。我們的領

導發展活動、工具、資源已經提高了世界各地成

千上萬獅友的技能，使他們做好準備，不僅能有效

應對挑戰，還能預期那些挑戰。無論是面對面的培

訓或以科技為基礎的學習，LCI提供適合每個人的

學習。我鼓勵你們，善用國際獅子會和GLT提供的

各種培訓和發展機會，繼續攀登更高的山峰。



成功的團隊都有著兩類價值。

他們看重：

1) 實現目標或完成使命。

2) 以團隊精神相互聯係。

共享的價值包括：

   • 角色 – 團隊成員明白其他人的獨特貢

獻和限制性，並制定出自己獨特的工

作角色。在登山中，一個登山者可能

非常善於破譯新路線，另一個則善於

設置繩索，再有一個則有引導繩索的

天賦。

   • 共享的目標 – 團隊目標比個人目標更

重要。比如，登山團隊的成員的共同

目標是整個團隊共同登上山頂，而不

是某個成員。

   • 團隊信心 – 團隊相信他們自己能取得

成功。

第二組共享的價值觀涉及到人際間的動

態。

   • 信任 – 團隊成員相互依靠他人按照

預期來投入工作。換句話說，團隊成

員在行動上保持一貫性。在登山中，

團隊成員相互拴在一起，不用擔心他

們的繩索是否綁得安全，即使是夥伴

綁的繩索。

   • 人際間的了解 – 團隊成員都意識到

每個人的情緒、願望和個人的情況，

這樣在某個團隊成員身體虛弱、或精

神不足以應付繼續攀爬時，他們會

知道。

這五項價值觀是讓團隊有所作爲，

並朝向成功到達頂峰之方向的重要因素。 

團隊的每個成員都同等重要。而且團

隊的每個成員都能產生影響。每個加入我

建立 
我們的團隊 

透過 邀請新會員來製造影響
國際獅子會是由很多個團隊組成的 – 分會、分區、專區、區、複合區、總

監團隊、全球領導開發團隊、全球會員發展團隊、國際理事、執行幹部、我

們的職員等等 – 所有人一起合作，為改善我們給他人提供之服務的共同目

標而努力。



們團隊的新成員，能讓我

們透過服務影響到30個人

的生活。簡單的計算告訴

我們，每1000位新會員加

入我們，我們就能改善

30,000個人的生活。 

我們百年慶期間的目

標是，每個分會每年至少

邀請到三個新會員加入，

每個區至少成立一個新分

會。這是基於保守的百分

之五的增長– 大約

138,000位新會員。但它

代表著透過服務，又再觸

及到 410萬人。

我們關注的不是增加

會員，讓會員發展得到增

長。而是說增加會員，以

滿足我們社區日益增長的

需求。



山脈是從來不孤立的。它們是相連在一起

的。它們是一系列的山，稱爲“群山”的

一部分 - 阿爾卑斯山，安第斯山，喜馬拉

雅山，是的 - 還有穿越我家鄉田納西州的

阿巴拉契亞山脈。

獅子會員也是相互相連的 - 透過服

務，透過友誼和透過我們所有人都親切地

稱之爲“獅子主義”的情感。

全世界的獅子會員都前所未有地以互

聯網相互聯係著。這個工具改善了我們的

溝通能力。有了實時的溝通，世界變得很

小，即使這只是人們的感覺。

而比以前更甚的是，獅友正在利用社

交媒體與公眾連繫。 

有些分會甚至舉辦網上會議，並允許

一些會員通過 Skype 和電話會議等方式

參與例會。越來越多地，我們的國際幹部

能夠透過 Skype 和 FaceTime 在一個國

家中召開獅子集會，同時自己則親自出現

在世界另一頭的國家中參與獅子會的另一

個活動。

聯繫
從我的山峰 到 你的



使用電子通訊有很多方法，不

但有很多的好處，比如接觸得更

廣泛，更多元化的觀眾，而且還是

節省時間和金錢的很好方法。

在為2017年的芝加哥百週年慶祝的準

備當中，我們的職員已審閲了很多由茂文

鐘士書寫的信函。我們的創始人花了很多

時間，親自接觸了很多沒有獅子會的新社

區，並聯絡附近的獅子會員。他的信激勵

獅友並鼓勵他們要在世界各地的很多貧困

地區開辦新的分會。 

在我們籌劃未來之際，互聯網將扮演

重要的角色。我們必須相信，茂文鐘士

將會贊同實效、便利和延伸精神下的獅子

主義。



在百年慶結束了很久之後，歡呼聲已經消

退，音樂被調低了一兩個分貝 – 當獅子

會員繼續打造更美好的世界詩，我們將仍

然面對很多的挑戰。世界各地不斷成長的

服務需求將繼續向我們迎來，並挑戰我們

向前邁進。

而我們必須向前邁進。我們必須繼續

預期到下一個新的山峰。而且我們必須攀

越每一個。人們指望我們。

LCI向前邁進是個策略計劃，旨

在顯著地劃擴大我們的人道服務，

改善我們目前的運作，並尋求團結

更多人發展獅子會服務的新路徑。 

LCI向前邁進的初始目標，是每年至

少要改善2億人的生活 – 超過目前受惠

人數的3倍。

下一座 
山 及之後



此外，我們要成為世界上最知名的志

工品牌和組織，同時做到對分會、區和我

們獅子大家庭的一流服務，還要須開發新

式又創新的方法，讓人們在獅子會這個大

的品牌之下參與人道服務工作。

該策略的四個領域為：

•    重塑公共形象，並提高人們對我們

是誰，我們做什麽工作的認識 

•    提高服務影響力和側重點

•    改善會籍價值並開發新的市場

•    追求分會、區和整個組織的傑出

表現

在這四個側重領域中取得進展的結果為：

1.   更多社區因爲人道需求得到更有效

的解決，而充滿活力和彈性

2.   增加了會員並改善了會員保留，

大多數分會在服務和會員發展方

面每年都有成長

3.   獅子會員有新的服務方法

4.   提高了民衆對獅子會是全球最知名

的義工服務組織的意識

在2017年芝加哥百年慶年會期間，

我們期待著一項重大的宣佈，即推出新的

全球人道服務的重點領域 – 一個受到全

部獅友及公眾高度認可的統一服務平台。

一座全新的山，我們獅友將迫切地要開始

攀登!

我們將不僅僅要慶祝過去的光榮歷

史，還要在我們齊聚芝加哥之際，慶祝我

們光明的未來！



攀登新高峰。迎接新挑戰。實現新目

標。服務新的人們。歡迎新的會員。

新的領導帶領我們。

在我們慶祝100年的服務之

際，我們讚揚所有在我們之前

的獅友所做的成績 – 他們建立

了我們滿足社區需求的傳統 –

他們在山上走出了很多的路，

來建立起我們的組織，成爲今

天全球人道服務的領導者。

然而我們的工作還遠未能結束。

當一名著名的登山者被問到爲何他

要攀一個附近的山峰時，他簡單地

回答:“為了要登上山頂”。在山頂

上看世界，會有不同的感受。從山頂

上觀看，呈現出的風景非常不同

– 360度的全景圖。一個人站在山

頂上，可以看到坐落在之前或之後

的城鎮和市區；蜿蜒穿過山谷的河

流 - 是的，還有下一個要攀登的山

峰。

我們還不知道下一座山的山頂的

景觀如何。但我們知道我們必須登上

去。我們知道，我們必須提升服務水

平，及為下一代獅友標示出路徑。

現在正是時候，為我們自己和我

們的接班人，為迎接下一個100年，

還有國際獅子會的兩百年做好準備。

我邀請你和我一起，繼續我們不斷爬

升新高度的的旅程。

自 山頂的 

景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