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分會百年慶規劃指南
透過服務領導

邀請新會員產生影響
與社區連結



加入慶祝百年慶!
慶祝百年慶帶著獅友一起慶祝100年來改變生活的人道主義服務。於 2014年７月開始啟動和在 2018年6

月結束，世界各地的獅友都參加慶祝活動，透過服務方案和激勵他人參加服務，擴大我們對社區的影

響。分會在百年慶活動的成功扮演關鍵的角色。本指南將幫助您規劃貴分會的服務和慶祝活動。 

我們全球的慶祝百年慶活動建立在三個主題上:

透過服務領導

國際獅子會建立在兩個字之上:” We Serve (我們服務)”。為他人服務是我們百年慶典的亮點之一。

所有分會被呼籲接受百年慶服務的挑戰，在以下重點領域 -青少年、視覺、饑餓、環境和糖尿病中，總共

幫助了超過1億人。

邀請新會員產生影響

為了滿足我們社區日益增加的需求，會員必須成長。每一位新會員，我們可以影響 30人的生活。新獅友

將確保我們在未來的100年做為人道主義服務全球領導者的地位。

與社區連結

身為獅友我們認定社區的需求，並採取行動來滿足這些需求。在百年慶期間，鼓勵分會透過實施有能見

度和持久影響的社區遺產方案來加強他們與社區的結合。

時間表

若要與每個主題連結，鼓勵獅友在整個百年慶期間，如下面的時間表所強調，參與各項活動。  

整個百年慶典期間, 世界各地的獅友  
將連結一起並影響數以百萬計全球各地社區人民 

的生活。–山田國際總會長 (2015-2016)

2015-16年邀請

•  創建貴分會百年慶計畫
•  至少三名新會員入會
•  完成 4 項服務的活動，  

每個重點領域一項

2016 -17年慶祝

•  完成一個社區遺產方案 
•  和您的分會一起慶祝。 
•  至少三名新會員入會 
•  完成 4 項服務的活動，  

每個重點領域一項

2017-18年奉獻

•  貴分會對齊未來  
將在芝加哥  
年會亮相  
的總會方向

•  至少三名新會員入會 
•  完成 5 項服務的活動，  

每個重點領域一項



分會成功的五個步驟

本指南是一種資源來幫助您的分會認定、計畫和完成慶祝百年慶活動。制定貴分會百年慶計畫的五個步

驟:認定 分會百年慶領導人, 讓 貴分會會員參與, 創建 一個計畫, 採取 行動, 和 分享 您的成功。

 1.  認定分會百年慶領導人 擔任分會百年慶協調員有關的活動 到2018年6月。為貴分會確定百年慶召集

人或委員會將幫助帶動 您的百年慶計畫和相關活動的成功。召集人負責引導 規劃過程和為貴分會

執行百年慶相關活動。可找到 分會百年慶召集人職位描述 ,位於 Lions100.org的 工具箱 中

 2. 使貴分會會員參與 關於百年慶相關方案、獎項、報告和截止日期。 要求貴分會會員提供關於百年

慶的目標、活動和他們想要如何慶祝的構想之意見。透過分享Lions100.org上的 百年慶影片 使貴

分會興奮並參與創建百年慶計畫。 

 3. 創建計畫 確保成功的分會慶祝活動。優質的計畫將包括整個百年慶慶典可以實現的目標。為了幫助

您規劃和執行所有百年慶的組成要件, 創建一個 分會慶祝百年慶計劃 讓貴分會遵循至2018年6月。

為協助您創建這個計畫，每個百年慶相關的活動, 使用 百年慶活動規劃工作表 如下表所列。可在

Lions100.org的 工具箱查找這些工具資源。如果您需要其他的幫助以創建目標，完成 獅子會學習

中心的”設定目標”線上課程。

    百年慶服務的挑戰:為貴分會設定服務的目標。分會應該於百年慶期間的每一年，為每項重點領域規

劃服務活動。利用 Lions100 內找到的工具箱，來幫助計畫、執行和報告貴分會的服務活動。至關

重要的是用 MyLCI 報告您們分會的服務，您們的參與才能計入我們的百年慶目標!

   百年慶會員發展獎:為貴分會設定會員發展的目標。透過會員發展獎，鼓勵獅友每年增加至少三名新

會員和輔導一個新分會。為幫助規劃新會員的招募，查看 只要問一下分會招募新會員指南。您可以

在 Lionsclubs.org 搜索 “只要問一下” 找到它。

我很尊重 

接受百年慶活動工作的獅友。 
我們全球各地的志願者的力量將確保我們的百年慶  

是一個成功!–百年慶行動委員會主席前國際總會長摩爾 (2015-16)



    百年慶社區遺產方案:貴分會透過獅友及獅友的活

動，增強視覺的呈現，給您的社區一個持久的禮

物。方案規劃時，請考慮您的社區需求。 

   慶祝百年慶:身為獅友與貴分會和社區慶祝100年

來我們的影響。考慮這次慶祝活動如何能激發會

員、灌輸自豪感，和加強您的社區和貴分會之間

的連結。  

 4.  採取行動 以確保您的慶祝百年慶活動圓滿成功。

根據您的百年慶活動規劃工作表跟進行動步驟。

追蹤您的進展，必要時並調整您的 計畫。保持貴

分會最新的進展和即將開展的活動。 

 5. 與您百年慶區協調員分享您的成功 和您的百年慶

計畫。用MyLCI 報告您的服務活動和遺產方案。

與您的社區及社交媒體與新聞報社分享。有關如

何在 MyLCI 報告您的百年慶活動之詳細資訊，請

訪問Lions100.org的 工具箱 。 

要訣: 
使您的目標合乎

S.M.A.R.T原則! 
特定的 - 一個特定目標比一般的目標

有更大的機會實現。如果您的目標是

明確的，您有更多的重點。

可衡量的 - 當您衡量您的進展，您留

在軌道上。如果您無法衡量它，您不

能管理它。

可行動的 - 請確保您對實現您的目標

有些控制權。 若您無法採取行動，

就無法成功。

實際的 -目標應該是具有挑戰性，

但也可以實現。

有時限的 - 設定目標的時限: 下個星

期、三個月、在今年年底。給您的

目標一個終結點，讓您有一個努力工

作的明確目標。

提醒事項：
與您的百年慶區協調員結合，分享您的百年慶計畫，瞭解有關資源，並保持被告知其他分會如何慶祝。
找出誰是您的 區百年慶協調員 ,位於Lions100 關於 的部分。

 當分會  

透過服務和慶祝參與，我們的百年慶一定會更成功，來加入我們吧!–

科羅第一副總會長 (2015-16)



百年慶是給所有獅友 
慶祝我們100年的歷史和展望我們未來100多年的 

服務之時候。身為一位獅友，是一個令人振奮的時刻!–

阿噶沃第二副總會長 (2015-16)

我的分會百年慶行動查核表

n   創建一個到 2018年的分會百年慶計畫，條列我的分會百年慶活動。

n   參加百年慶服務的挑戰，在百年慶期間，每年完成每項重點領域的服務    

活動

n   在百年慶期間，每年邀請及保持至少三名新會員和輔導一個新分會 

n   在2016-17年計畫和完成對我的社區有持久影響的百年慶社區遺產方案

n   在2016-17慶祝年度，規劃我的分會之慶祝百年慶活動。

n   與總會將於2017年在芝加哥年會宣佈的未來工作重點對齊一致。

n   百年慶典期間，每年在MyLCI報告我的分會百年慶活動。



分會慶祝百年慶計畫
此工作表是分會的一種資源 在2018年6月結束的百年慶典，創建高層次的慶祝百年慶計劃。使用此工作表確定貴分會在百年慶
典期間，每年將完成的百年慶活動/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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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慶服務的挑戰:為每個重點領域，計畫要完成的之活動

重點領域  目標陳述

青少年 

視覺 

飢餓 

環境  

百年慶會員發展獎:計畫貴分會將如何引入至少三名新會員 

目標陳述:

百年慶社區遺產方案:計畫貴分會將如何在2016-17獅子年度留下遺產

目標陳述:

慶祝百年慶:計畫 2016-17 獅子年度的分會慶祝活動

目標陳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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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慶服務的挑戰:計畫每個重點領域要完成的活動

重點領域  目標陳述

青少年 

視覺 

飢餓 

環境  

百年慶會員發展獎:計畫貴分會將如何引入至少三名新會員 

目標陳述:

百年慶社區遺產方案:最好是在2016-17獅子年度，啟動一個遺產方案

目標陳述:

慶祝百年慶:最好是在2016-17獅子年度，和貴分會一起慶祝

目標陳述/計劃的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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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慶服務的挑戰:計畫每個重點領域要完成的活動

重點領域  目標陳述

青少年 

視力 

飢餓 

環境

糖尿病  

百年慶會員發展獎:計畫貴分會將如何引入至少三名新會員 

目標陳述:

百年慶社區遺產方案:完成一個遺產方案，如果未在2016-17獅子年度完成

目標陳述:

百年慶的奉獻:計畫使貴分會與總會的未來方向一致。



百年慶活動規劃工作表

成功的措施:您怎麼會知道您已經成功了?

方案里程碑:列出完成您的活動之主要步驟。 

(另外，還要考慮創建一個單獨的、詳細的所有任務/行動步驟需求清單)

完成日期

負責的委員會/獅友:確定將領導規劃及實施本方案的獅友。 

所需的資源:考慮資金、參與者、材料和完成方案所需的額外資源。 

潛在的障礙/挑戰 解決方案 

報告:報告獲得的成就和您的百年慶方案完成日期 (適用時，在方案成果說明的欄位下，包括服務人數、入會新會員數，或社區的

參與)。

完成日期 

方案成果的描述 

MyLCI的報告日期 

與區協調員分享的日期 

使用此工作表制定 更詳細的計畫，其中包括成功的措施、方案里程碑和所需的資源 從您所完成的分會百年慶計劃表之每個百年

慶活動目標陳述。如適當時，百年慶期間每年的每個百年慶活動/方案應該有一張已完成的工作表。

方案類型：用此規劃工作表認定百年慶活動  

 百年慶服務的挑戰 (圈選一項:青少年、視力、饑餓、環境 、 糖尿病)    百年慶會員發展獎    

 百年慶社區遺產方案    慶祝百年慶  

目標陳述:認定您的高層次目標，因為它與一項具體的百年慶活動有關。從貴分會的慶祝百年慶計畫取出此目標陳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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