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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師發展學院 
中國上海 

2018年2月23-26日 

 

 
講師發展學院活動旨在發展及擴大目前獅子會技巧熟練的講師隊伍，以備用於所有層次的訓練。 

   
學員資格條件: 
 
1. 本領導學院的候選人必須來自第五憲章區：遠東及東

南亞。本領導學院將以英語、日語、韓語、和華語進

行。候選人必須能明白和使用本學院所傳授的語言。 

2. 候選人應曾擔任獅子會訓練活動的講師。已具備廣泛

的獅子會講師經驗或專業培训師經驗的獅友不建議參

加本學院，但歡迎提出申請。符合資格的總監只限在

有空位的情況下，可考慮參加講師發展學院。 

3. 候選人必須願意保證出席爲期四天的領導學院課程，

包括團體用餐活動，並認識到個人時間非常有限。出

席所有的課程及已排定餐會是學員必須遵守的規定。 

4. 參加這個四天課程的獅友，必須在學院結束後6(六)個

月內舉辦一個訓練活動，才算是該講師發展學院的畢

業生。 

 

 
學院費用 
 

國際獅子會將按照學院的日程表提供膳宿。請注意，按照

理事會政策，所有學院的學員均需付一筆不退款的$150美

元參加費，以抵減這些開銷。此費用必須在學院開始的至

少6週前繳付。請在接到參加該學院的確認函後，才寄出

此款。學員須自付交通費及其他往返領導學院之有關費用。 

 

 
挑選過程 
 

因爲申請人數多，不能保證錄取。在選擇過程中的領導司

盡可能的包含最多區以期整個憲章區的地域代表性。申請

截止日期後，最多兩周，所有申請人都會以申請表上的電

子郵件地址通知結果。 

在申請截止日前，若申請人數不足，領導司有權取消舉辦

領導學院或取消某一語言。  

該司負責保持領導學院各方面之品質，包括課程教材、講

師及挑選學員之過程。本司與總會長及國際理事會領導能

力委員會同負此等責任。 

 

 
 
 
 

申請程序 
 
所有申請者須填妥以下申請文件。所有文件須於截

止日期前繳齊，才能被考慮。 

 

A. * 申請表  

B. * 提名表格須以下者之簽名 

1. *總監 

2. **GLT複合區協調員/GLT地區領導人 

3. **總監議會議長。 

 

*臨時分區或臨時專區的申請者，必須獲得該分區

或專區主席的簽名，代替總監簽名。 

**單區的申請人需要取得其總監及全球領導開發

團隊地區領導人的簽名，代替全球領導開發團隊

複合區協調員和總監議會議長的簽名。 

 

講師發展學院畢業生的要求： 

1. 作爲領導發展的資源，在各自的分區、專區、

區、複合區及憲章區中爭取擔任更多的領導職

務和訓練角色。 

2. 與其分區、專區、區、複合區及憲章區的會員

分享其學院學習的經驗，並鼓勵其他符合資格

的獅友申請參加這個領導學院的訓練。 

3. 透過練習和參與更多的發展機會，繼續提高引

導訓練課程的技巧。 

 

提交申請表截止日期:   

2017年12月10日 
 
 
請將填妥的申請表回寄到:   

Institutes & Seminars Department 

Lions Clubs International 

傳真：630-706-9010 

電郵：institutes@lionsclubs.org 

 

 

強烈推薦大家在網上完成電子申請表格，以確保提
供準確的資料。爲了避免耽誤您的申請，請使用電
子郵件或傳真提交。 
為確保能及時收到您的申請，請用電郵或傳真提送。 

mailto:institutes@lionsclubs.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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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師發展學院 
中國 上海 

2018年2月23-26日 

申 請 表 
 

提交申請的截止日期: 2017年12月10日 
 

 

請用英文打字或工筆填寫。需要時，請另紙填寫。 
 

區號碼_______________  會員號碼______________ 
 

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姓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獅子會現任職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曾擔任最高之獅子會職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選擇語言    英語                 日語                       韓語                   華語 
 

如果您選一種以上語言，請註明您的首選語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是的，我確認我有能力理解上述語言並能積極參與（讀以及流利的說寫） 。 
 

電郵*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常用電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有關本學院的所有溝通，將使此連絡資料 - 請用英文打字 
 

州/省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國家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性別             男              女 
 

分會英文全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分會號碼_________________ 入會之年份與月份 _________________ 
 

過去曾參與之獅子會領導學院 (地點&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您是否曾舉辦或參與籌辦過獅子會的訓練？(列出課程名稱及日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您是否曾開展或參與籌辦過獅子會的訓練？(列出訓練類型和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您打算如何在未來使用您在講師發展學院訓練所學的技能？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您爲何對此學院訓練感興趣？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國際獅子會不負責以下個人費用，但不僅限這幾項:生病、其他個人活動的費用、個人財物之遺失或被盜之損

失。學員需就醫時必須自備醫療保險資料。 

 

候選人簽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 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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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師發展學院 
中國 上海 

2018年2月23-26日 
 

提 名 表 格 
 

提交申請的截止日期: 2017年12月10日 
 

請注意:必須由申請人的總監、全球領導開發團隊複合區協調員，及總監議會議長完成此表格。請查閲申請表程序。請

用英文打字或工筆填寫。 

不考慮申請表沒有提供資料及未有必要的簽名。 
 

 

1. 總監或複合區 GLT 協調員或 總監議會議長 -請填妥關於此候選人 的資料： 
 

候選人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該候選人給學院帶來什麽引導訓練經驗？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完成後，該學員將如何在其地區參與提供訓練和發展？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是的，此獅友能夠理解和參與使用該學院的授課語言。 
 

 

 

2.總監 
 

我明白並同意若出現上述姓名之候選人被錄取參與培訓，卻未能在該講師發展學院開班前10天以書面通知總會取消其

註冊，或未出席任何學院課程的情況，則按理事會政策，該區將負責支付其一天的晚餐及住宿費用。 
 

        我已經閱讀並同意上述取消政策聲明。 
 

       茲證明此申請表在提交國際總會之前，已由第一副總監和第二副總監審核並通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總監姓名       總監簽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 

電郵(工筆填寫)       會員號碼   日期 
 
 

 

3.GLT複合區協調員或GLT地區領導人 

請注意:若該地區沒有複合區 GLT 協調員，則 GLT地區領導人應完成其職位工作。 
 

      是的。本人證明此候選人在獅子會訓練活動中擔任講師而且是本複合區最適合參加FDI 的人選。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複合區 GLT 協調/GLT地區領導人 姓名    複合區 GLT 協調/GLT地區領導人簽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 

電郵 (工筆填寫)       會員號碼   日期 
 

 

 

4.總監議會議長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總監議會議長姓名      總監議會議長簽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 

電郵(工筆填寫)       會員號碼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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