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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式： 
 
在 2017 年 11 月和 2018 年 4 月 30 日之間， 第一副總監/當選總監將： 
 

• 建立區的目標和行動計畫 
o 透過完成當選總監線上作業、參加當選總監、複合區訓練以及當選總監地區訓

練並與下列現任的（2017-2018 財政年度）獅子領導人合作，第一副總監/當選

總監將建立區的領導發展、會員成長、服務影響和 LCIF 支援目標和行動計畫： 
 第二副總監 
 區全球行動團隊 GLT/GMT/GST 和 LCIF 協調員 
 複合區全球行動團隊 GLT/GMT/GST 和 LCIF 協調員（如果適用） 
 全球行動團隊 GLT/GMT/GST 地區領導人  

• 向 LCI 提供最終目標和行動計畫 
o 一旦目標和行動計畫確定，第一副總監/當選總監將使用 2018-2019 區目標的網

頁，向 LCI 提交區的行動計畫和行動目標。(2018 年 1 月 29 日後提供。) 
• 請求對區目標的審閱和支援 

第一副總監/當選總監將使用 2018-2019 區目標的網頁，要求下列現任的

（2017-2018 財政年度）獅子領導人審閱並支援區的目標。 
 第二副總監 
 區全球行動團隊 GLT/GMT/GST 和 LCIF 協調員 
 複合區全球行動團隊 GLT/GMT/GST 和 LCIF 協調員（如果適用） 
 全球行動團隊 GLT/GMT/GST 地區領導人  

 
線上提交並審閱區領導發展、會員成長、服務影響及 LCIF 支援目標和行動計畫的截止日期是 2018 
年 4 月 30 日。 

 
 
常見問題： 
 

1. 誰應該參與區目標的制定？  
 

建議第一副總監/當選總監與下列獅子領導人一道合作來創立區的領導發展、會員成長、

服務影響和 LCIF 支援目標和行動計畫。 
 

• 第二副總監 
• 區全球行動團隊 GLT/GMT/GST 和 LCIF 協調員 
• 複合區全球行動團隊 GLT/GMT/GST 和 LCIF 協調員（如果適用） 
• 全球行動團隊 GLT/GMT/GST 地區領導人  

 
這種制定 S.M.A.R.T.區目標和行動計畫的團隊方式，加強了實施並達成區目標的共同承

諾。  S.M.A.R.T.目標範本可以在 2018-2019 區目標的網頁上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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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我在哪裡能夠找到我的 LCI 會員識別號碼，需要用於提交我的區目標和行動計畫？ 

 
如果您不知道您的獅子會會員號碼，請聯絡您的分會秘書或當選總監研習會小組長，以尋

求幫助。 
 
需要第一副總監/當選總監的國際獅子會（LCI）會員識別號碼來提交區的目標和行動計

畫。  
 
下列獅子領導人將需要他們的國際獅子會（LCI）會員識別號碼來提供他們對區目標的審閱

和支援。 
• 第二副總監 
• 區全球行動團隊 GLT/GMT/GST 和 LCIF 協調員 
• 複合區全球行動團隊 GLT/GMT/GST 和 LCIF 協調員（如果適用） 
• 全球行動團隊 GLT/GMT/GST 地區領導人  

 
3. 如果第一副總監/當選總監不能一次性線上提交所有區的目標和行動計畫，那麼該怎麼

辦？ 
 
一旦確定為最終目標和計畫，第一副總監/當選總監可以提交它們。  要想輸入額外的目

標和行動計畫，使用 2018-2019 區目標網頁上“修改或輸入額外目標”的連結進行。   
在輸入您的會員識別號碼後，任何原先輸入的目標和行動計畫將會出現，此時您可以進行

修改任何原先輸入的目標和行動計畫或增添新的目標和行動計畫。   
   
注: 在目標和行動計畫提交表格上部分標注有（*）號的部分必須完成後，系統才能允許您

儲存並提交您輸入的資訊。 
 

4. 第一副總監/當選總監是否能夠修改已提交的目標和行動計畫或增添新的目標和行動計

畫？ 
 

是，使用 2018-2019 區目標網頁上的“修改或輸入額外目標”連結進行。 
 

注: 一旦 2018-2019 財政年度開始，如果有機會或不預期的情形出現，可以對區的目標和

行動計畫進行調整。  這些罕見的修改可以在 2018-2019 獅子年度期間進行。  
 

5. 在第一副總監/當選總監提交區領導發展、會員發展、服務影響和 LCIF 支援目標和行動計

畫後，下一步是什麼？ 
 
線上提交區的目標和行動計畫後，聯絡現任（2017-2018 財政年度）列舉在下麵的獅子領

導人並通知他們區的目標和行動計畫線上提供給他們審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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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導發展 會員發展 服務影響 LCIF 支持 
第二副  
總監 

第二副 
總監 

第二副 
總監 

第二副 
總監 

區 GLT 協調員 區 GMT 協調員 區 GST 協調員 LCIF 區協調員 
複合區 GLT 協調員 
（如果適用） 

複合區 GMT 協調員 
（如果適用） 

複合區 GST 協調員 
（如果適用） 

LCIF 複合區協調員  
（如果適用） 

GMT 地區領導人 GMT 地區領導人 GST 地區領導人 N/A 
 

有關目標審閱和支援程式，請參見 2018-2019 區目標網頁上的“目標審閱和支援教程”

連結。 
 

6. 誰應該審閱並支持由第一副總監/當選總監提交的區領導發展、會員發展、服務影響和 
LCIF 支援目標和行動計畫？ 
 
已提交的區目標和行動計畫應該由下列現任（2017-2018 財政年度）的獅子領導人進行： 

 
 

領導發展 會員發展 服務影響 LCIF 支持 
第二副  
總監 

第二副 
總監 

第二副 
總監 

第二副 
總監 

區 GLT 協調員 區 GMT 協調員 區 GST 協調員 LCIF 區協調員 
複合區 GLT 協調員 
（如果適用） 

複合區 GMT 協調員 
（如果適用） 

複合區 GST 協調員 
（如果適用） 

LCIF 複合區協調員  
（如果適用） 

GMT 地區領導人 GMT 地區領導人 GST 地區領導人 N/A 
 
 

7. 誰負責確保區目標已由所需領導人進行了審閱和支持？  
 
第一副總監/當選總監負責確保所有要求的獅子領導人透過 2018-2019 區目標網頁，進行審

閱和支持。  
 
已提交的區目標和支援狀態可以透過 2018-2019 區目標網頁上的“查看或列印目標”

連結看到。  
 
有關目標審閱和支援程式，請參見 2018-2019 區目標網頁上的“目標審閱和支援教程”

連結。 
 
 

8. 何時何地所需的獅子領導人對區的目標和行動計畫提供審閱和支援？ 
 
當所需的獅子領導人接受區的提交的目標和行動計畫為最終時，他們應該使用

2018-2019 區目標 網頁的“目標審閱和支援”連結進行審閱和支援。有關目標審閱和

支援程式，請參見 2018-2019 區目標網頁上的“目標審閱和支援教程”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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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需要第二副總監提交一次他們的支持，就改變所有四項目標和行動計畫的審閱狀態為

“已審閱”。  

需要一位元元獅子領導人審閱並提供對不止一套區的目標的支援，才能完成他們每個角色

的審閱和支援程式，以將審閱狀態改變成“已審閱”。  （參見區目標和行動計畫審閱和

支持教程） 

注: 要審閱並提供對提交的區目標的支援，獅子領導人將需要他們的國際獅子會（LCI）會

員識別號碼。如果您不知道您的國際獅子會會員識別號碼，請聯絡您的分會秘書。 
 

9. 當要審閱並提供對區目標的支援時，如果在區目標審閱和支援網頁上出現錯誤的區或沒有

區出現，獅子領導人應該做什麼？ 
 
如果這種情況發生，請聯絡全球行動團隊支持職員 
 

10. 如果第一副總監/當選總監提交一份新的區目標或修改他/她現有的區目標，該怎麼辦？ 
 
第一副總監/當選總監可以使用“修改或輸入額外目標”的連結來輸入新的目標或修改他/
她的現有目標。新的和/或修改的目標提交將不需要第二副總監、全球行動團隊區協調員

/LCIF 協調員、全球行動團隊複合區協調員/LCIF 複合區協調員和全球行動團隊地區領導人

重複目標審閱和支援程式。 
 

11. 如果第一副總監/當選總監無法獲得所有需要領導人對區目標和行動計畫的確認，該怎麼

辦？ 
 

建議第一副總監/當選總監與以下獅子領導人合作來建立區領導發展、會員發展、服務影

響和 LCIF 支援的目標和行動計畫，以便在將目標和行動計畫提交給 LCI 前任何目標和/或行

動計畫的顧慮得到解決。   
 

• 第二副總監 
• 區全球行動團隊 GLT/GMT/GST 和 LCIF 協調員 
• 複合區全球行動團隊 GLT/GMT/GST 和 LCIF 協調員（如果適用） 
• 全球行動團隊 GLT/GMT/GST 地區領導人  

 
如果第一副總監/當選總監無法獲得所需領導人對區目標和行動計畫的支援，所有各方應

該努力達成共識。   
 

如果在所有努力嘗試後，仍無法獲得對區目標和行動計畫的支援，全球行動團隊 
GLT/GMT/GST 地區領導人應該通知全球領導團隊支持職員。 
 

12. 第一副總監/當選總監如何確認區目標和行動計畫已經提交並且已由所需的獅子領導人審

閱並對提交的區目標提供了支援？ 
 

使用在 2018-2019 區目標網頁上的“查看或答應目標”連結，來查看已提交的區目標以及

審閱和支援程式的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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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照說明來選擇適當的憲章區、複合區或單區和區進行查看。 
 
目標狀態選項： 
• 還未提交：第一副總監/當選總監還未提交區的目標和行動計畫。 
• 已經提交：第一副總監/當選總監已經提交了區的目標和行動計畫。 

 
目標審閱狀態選項： 
• 待定：一旦第一副總監/當選總監輸入所有四套該區的目標和行動計畫後，所需各方

的支援狀態則變成“待定” 
• 已審閱：所需一方已經“審閱”由第一副總監/當選總監提交的區的目標和行動計

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