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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介 

分會會員發展主席的職位對貴分會運作的健康和活力，以及服務社區的能力是很重要的。身為貴

分會全球運作團隊（Global Action Team）的一員，您將與分會的服務主席及領導者主席（由分

會副會長擔任）合作，共同發展並實施專注於領導者發展、會員成長以及拓展人道服務範圍。這

份指南將協助您為新、舊會員提供支援，確保他們加入貴分會後能夠擁有別具意義、具影響力又

能夠從中得到回饋的體驗。 

 

準備您的任期 

在開始本年度的職責之前，請先花一些時間來深入

了解您的職務內容並歸納出重點。您現在投資於規

劃的時間，對於整個任期來說是非常值得的。請詳

閱本指南與其中提及的相關資料。使用本指南最後

的規劃日程表來列出全年度的計畫。 

職責  

分會會員主席需協助分會提升會員數量。透過招募新會員來達成數量上的成長，而提升會員滿意

度則能延長會員在分會中留下與服務的時間。職責包括： 

 邁向成功  

o 與領導者主席、服務主席以及分會會長（全球運作團隊的主席）共同合作，達成專

注於領導者發展、會員數量成長以及拓展人道服務範圍等目標。 

o 營造和諧的分會氛圍來提供會員歸屬感。讓會員在服務當地社區的同時，能夠感受

到自己是這個大家庭中的一份子。 

o 發展並帶領會員委員會建立並實行會員目標與行動計畫。 

o 激勵分會會員邀請新成員加入，並營造正面的分會會員體驗。 

o 與分會領導者發展主席（副會長）合作，務必為新會員提供有效率的新會員訓練課

程。 

o 與分會服務主席合作，在服務專案期間提升會員機會。 

o 參與地區、區域與分區會議及活動。 

o 及時與潛在會員領導者聯絡。 

每位分會會員主席的首要任務 

1. 發展會員成長計畫 

2. 列出目標清單並追蹤進度—您需要確認正在製作邀請加入分會的邀請函。 

3. 使用「只要問一下！招募指南」 

4. 確認會員皆接受正確的訓練  

 

您知道嗎？  

資料可自國際獅子會（LCI）

網站 https://bit.ly/2LPzGoO 

下載，或者寄送電子郵件至 

membershipoperations@lions

clubs.org 與會員部門聯絡相關

事宜。 

https://bit.ly/2LPzGoO
mailto:membershipoperations@lionsclubs.org
mailto:membershipoperations@lionsclubs.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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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維持分會的正向氛圍  

6. 要求會員提供目標展望，然後重複步驟 1-5 

7. 在公開的服務活動中宣傳分會，與行銷溝通主席合作 

8. 參與區域與分區會議  

9. 與分會、區域與分區內的成員合作  

 

 量化成功  

o 每年至少成功招募較前一年數量多出一位以上的新會員。 

o 聯絡至少兩位以上的前會員，詢問重新加入分會的意願。 

o 增加多於前一個財政年度的整體會員數量。 

o 讓 100% 的會員留下。 

o 新會員參與新會員訓練。 

 

 會員滿意度 

o 打造會員滿意度計畫，並送交分會的總監董事會進

行審核並獲得支援。 

o 了解並整合會員滿意度計畫。 

o 協助分會幹部組織分會品質計畫來檢視社群的需求、

評估目前的會員滿意度並發展行動計畫。 

o 對現有會員執行「由您打分數」調查，來提升現有

分會會員數量。 

 

 會員招募  

o 建立計畫以達成分會會員數量成長目標。將計畫送

交至分會的總監董事會進行審核並獲得支援。 

o 了解 LCI 提供之不同會員類型與方案。 

o 鼓勵招募新會員並對分會會員宣傳獎勵計畫。 

o 確認新會員提供有效的電子郵件地址，才能收到 MyLCI 寄發的實用通訊內容。 

o 為新會員舉辦新會員訓練課程，作為他們將收到的「新會員經驗」電子郵件之輔助

環節。 

o 鼓勵參與獅子會導師計畫。 

o 在服務活動中宣傳加入會員。邀請社群成員參加的有趣活動是非常有效的招募工具。 

 

正面的會員體驗是留住會員的根基。與您的分會服務委員會合作，確保服務專案對於每位會員追

求的人道服務信念都具有意義。 

 

支援與準則 

身為會員主席，有許多人都能協助您完成這一年的任期。與會員委員會以及您的區域全球行動團

隊緊密合作，特別是區域全球會員協調員，他們將能夠協助您獲得達成職責所需的支援與準則。 

 

您知道嗎？  

自 2017 年 7 月起，新會員

將自 LCI 收到關於教學、激

勵並鼓勵參與獅子會活動的

電子郵件。此目的是為提升

會員留在分會的意願。請務

必採用我們的溝通訊息，分

享您的分會在當地執行的服

務，協助成就全球獅子會的

成功。 

http://www.lionsclubs.org/resources/EN/pdfs/da-cqi.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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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員委員會 

建議您從成立會員委員會為起點，以確保在完成工作時獲得足夠的協助。您的會員委員會可根據

最符合分會需求的方式來建立；但是，LCI 建議其中需包含下列分會成員： 

 前年度的會員主席  

 可能成為下年度會員主席的會員  

 任何對於新會員招募或會員滿意度有興趣的分會會員  

這種建議的成員架構可打造具有共同目標的團隊，帶領分會成員共同努力來協助分會將會員滿意

度與成長放在首位。因為前任與未來的會員主席都參與委員會運作，能夠確保會員的努力在每年

交接時的順利傳承，而現任的主席也能了解分會已完成或還沒完成的目標為何。 

全球行動團隊 

身為全球行動團隊成員，您擁有分區全球會員團隊（GMT）協調員與區域總監（區域全球行動團

隊主席）的支援。若您有任何關於會員的問題或疑慮，請與他們聯絡，他們將會隨時協助您！ 

其他獅子會  

透過分享「最佳實務」，分會之間也能夠互相獲得益處。身為會員主席，只要運用已建立完成的

支援網路，就能夠輕鬆提升會員滿意度並達成會員成長目標。 

國際獅子會  

LCI 知道展您的獅子會非常重要，因為每一位新會員都能為社群帶來改變，同時也了解讓現有會

員感到滿意的重要性。只要運用一些量身打造的秘訣，就能夠讓您的分會為新招募成員與已服務

多年的成員打造絕佳環境。 

我們正在努力建立網羅最佳實務與成功故事的資料庫，所以請讓我們知道要如何讓新成員感到歸

屬感，同時又能表揚分會長期會員的付出！ 

 

會員滿意度 

為讓您的獅子會運作狀態維持健康且有活力，您需要思考專

屬於貴分會的體驗與期望。如果您的分會會員能夠感到自己

對於分會運作與活動所付出的時間具有意義，且在分會中已

建立了友誼，他們就能夠長期留在分會之中。這就是利用各

種會員滿意度方案來維持會員互動的重要性。這些方案專注

於分會合作、會員士氣以及提升見面次數來協助會員間產生

更多互動。 

 

 

 

您知道嗎？ 

線上有多種工具與資源？  

請瀏覽： 

www.lionsclubs.org/memb

erchair，可看到多種不同

會員滿意度方案，從中找

出最適合您的分會情況的

方案。 

http://www.lionsclubs.org/memberchair
http://www.lionsclubs.org/membercha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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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會員檢查清單  
使用下方的新會員檢查清單來歡迎會員加入，並讓他們產生歸屬感： 

 我是否讓新會員感到受到歡迎？ 

 我給他們的責任是否符合他們當初加入時設定的目標？ 

 我是否重視他們的付出並尊重他們的想法？ 

 我是否讓他們感到自己是這個家族的一份子？ 

 

會員滿意度指南 

會員滿意度指南以及本指南中引用之下列資源，都能夠協助您確認會員獲得期望從分會中獲得的

體驗： 

 「由您打分數」問卷調查  

 新成員訓練  

 獅子會導師計畫 

 社群需求評估  

 

會員滿意度報告  

使用本指南最後的「會員滿意度報告」來追蹤您已執行的提升會員滿意度行動。每月送出這份報

告給分會幹部，讓他們得知分會的進度。 

 

會員招募  

每個分會都需要會員才能夠達成服務目標。新會員為分會帶來嶄新的想法、新專案以及為社群做

出改變的其他方法。身為分會會員主席，您將需安排會員成長行動並確保目標能夠達成。 

 

「只要問一下！分會新會員招募指南」 

這份實用的逐步指南專為指導分會招募新會員程序而

設計，並能夠有效管理分會成長。 

雖然概念很簡單，只要詢問社群會員是否要加入。這

份指南能夠協助您建立一套有效的拓展計劃，透過四

步驟的程序來帶領分會招募新成員： 

1. 為分會做好準備 

2. 建立您的分會成長計劃 

3. 實施您的分會成長計劃 

4. 歡迎新會員 

 

您知道嗎？ 

在開始招募之前，為分會做好準備非

常重要。尚未做好準備的分會也許會

讓新成員無法感受到歡迎，而您對於

招募新會員的努力也不見成效。在招

募前，請先確認您的分會已準備好迎

接新會員。使用「只要問一下！指

南」在此程序中提供協助。 

http://www.lionsclubs.org/resources/EN/pdfs/me301.pdf
http://members.lionsclubs.org/EN/lions/strengthen-membership/how-are-your-ratings.php
http://members.lionsclubs.org/EN/lions/strengthen-membership/member-orientation.php
http://members.lionsclubs.org/EN/lions/strengthen-membership/mentoring-program.php
http://www.lionsclubs.org/resources/EN/pdfs/mk9.pdf
http://www.lionsclubs.org/EN/common/pdfs/me300.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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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員機會  

當會員受邀加入獅子會時，與他們分享國際職責方案與會員類別的內容，讓他們能從中選出符合

自己情況的方案。會員機會傳單將教導您與分會會員關於可用會員類型與類別的詳情。 

 

會員招募活動或邀請報告 

使用本指南最後的會員招募活動或邀請報告來追蹤活動的參與者數量、目標會員的資訊以及關於

這些會員的備註或後續追蹤資訊。每月送出這份報告給分會幹部，讓他們得知分會對於招募行動

與進度。 

 

獎勵與認可 

國際獅子會提供各種會員獎勵與認可方式來表揚獅友與分會的成就。身為會員主席，與分會會員

分享下列機會來鼓勵他們招募新會員並讓現有會員感到滿意是非常重要的： 

 推薦人證書：在獅子會服務的期間成功推薦新會員加入的獅友都能獲頒由國際會長親簽的

推薦人證書。 

 會員金鑰獎勵：邀請兩位新會員加入的獅友便可獲頒第一把會員金鑰，邀請會員最多可獲

贈十七把金鑰。每把金鑰都會顯示獅友推薦的新會員數。 

 會員滿意度獎勵：維持 90% 的會員或在財政年度中翻轉長期會員損失的獅子會將獲頒會

員滿意度橫幅徽章。 

 山形袖章獎勵：從第十年開始，獅友每五年都能獲贈一個山形袖章別針，獎勵他們的長期

服務。 

 

分會分支機構 

如果您的分會已有或者招募一組擁有特定發展焦點的小組，也許成立分會分支機構會是將這些獅

友保留於分會中的最佳途徑。成立分支機構的分會將獲頒橫幅徽章，而分會會員與服務也將會計

入您的分會整體會員與服務！前往 http://members.lionsclubs.org/EN/lions/new-clubs/club-

branch.php 了解更多資訊。 

http://www.lionsclubs.org/EN/common/pdfs/me105.pdf
http://members.lionsclubs.org/EN/lions/new-clubs/club-branch.php
http://members.lionsclubs.org/EN/lions/new-clubs/club-branch.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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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月／八月／九月 

 

 建立包含保留與招募策略的會員發展計畫。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十月／十一月／十二月 

 

 與一段時間未參與會議或活動的會員聯絡。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會員主席計畫日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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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月／二月／三月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四月／五月／六月 

 

 在獅子會全球入會儀式日歡迎新會員。 

 表揚成功並記錄成功與未成功發揮效用的策

略，來協助會員主席計畫下年度的行動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會員主席計畫日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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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會會員招募活動或邀請報告 

 

分會名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活動日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活動類型：☐ 會議   ☐ 專案   ☐ 募款   ☐ 會員目標   ☐ 會員邀請      

☐ 其他：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說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參與者（如適用） 

獅友數：_________ 非獅友數：_________ 總參與者數： _________ 

 

目標會員 

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電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電子郵件：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備註／後續追蹤：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電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電子郵件：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備註／後續追蹤：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電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電子郵件：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備註／後續追蹤：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評論: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https://www.emojibase.com/emoji/2610/ballotbox
https://www.emojibase.com/emoji/2610/ballotbox
https://www.emojibase.com/emoji/2610/ballotbox
https://www.emojibase.com/emoji/2610/ballotbox
https://www.emojibase.com/emoji/2610/ballotbox
https://www.emojibase.com/emoji/2610/ballotbo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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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會會員滿意度報告 

 

分會名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月份： ____________________ 

 

已完成下列行動來協助確保分會會員感到滿意。 

☐  已建立、已檢閱或已修改分會滿意度計畫。 完成日期：_________ 

☐  採用會員問卷。 完成日期：_________ 

☐  採用前會員問卷。 完成日期：_________ 

☐  完成分會品質行動。 完成日期：_________ 

☐  採用社群需求評估。 完成日期：_________ 

☐  採用「由您打分數？」問卷調查。 完成日期：_________ 

☐  說明會員離開的原因。 完成日期：_________ 

☐  其他。 完成日期：_________ 

 

說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學到了什麼？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評論: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https://www.emojibase.com/emoji/2610/ballotbox
https://www.emojibase.com/emoji/2610/ballotbox
https://www.emojibase.com/emoji/2610/ballotbox
https://www.emojibase.com/emoji/2610/ballotbox
https://www.emojibase.com/emoji/2610/ballotbox
https://www.emojibase.com/emoji/2610/ballotbox
https://www.emojibase.com/emoji/2610/ballotbox
https://www.emojibase.com/emoji/2610/ballotbo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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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on Cl  

 國際獅子會  

 會員與新分會方案部門  

 國際獅子會  

 300 W 22ND ST 
 Oak Brook IL 60523-8842 USA 
 www.lionsclubs.org 

 電子郵件：membership@lionsclubs.org  

 電話：630.468.3831 

http://www.lionsclubs.org/
mailto:membership@lionsclubs.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