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獅友連線
網際網路可提供甚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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獅友連線
人們從付帳單和線上購物到與家人及朋友溝通，

每件事情都使用網際網路。網際網路也是進行研

究資料會去使用的資源。

本指南旨在顯示網際網路已提供甚麼給世界各地

的獅子會。它包括保持會員獲得通報，辦理分會

業務和宣傳貴分會之建議。

為什麼使用網際網路？
使用網際網路是極好的方式來溝通貴分會的行事

和活動，而且是免費的！使用電子郵件、分會網

站和電子會所、社交網站和電子新聞通訊使您線

上進行會務，同時維持分會會員的連繫和向公共

大眾宣傳貴分會。

辦理分會會務
網路和網際網路性質的分會施行會務及以電子方

式處理行政、然後聚在一起執行服務活動和舉辦

募款活動。線上辦理獅子會務的好處包括：

• 加速行政職責和制定決策

• 減少會議、郵費、會費等費用

• 增加會議出席率

• 方便的時候開會  

• 加強會員的經驗

• 不使用那麼多的紙張，節省開車到會議的

汽油等等以幫助環境

以下是分會可以通過網際網路舉辦分會會務的方

式。

修改貴獅子會的
憲章及
附則

分會並不需要因為線上辦理一些或

所有會務被標記為一個網路分會。

所有獅子會都可以網上處理分會會

務，倘若他們修訂其憲章及附則如

以下決議的範例：

“ 決議如下: [貴分會名稱] 獅子會

可以透過網際網路辦理會務，任何

此類行動生效須有絕大多數分會會

員的書面批准為條件。此種行動可

由本會會長或(考慮包括本屆理事)

發起，但投票若要有效，秘書必須

在10 天內收到原始電子郵件。”

通過上述決議，分會可對需要立即

予以關注的事項快速採取行動。即

使分會打算維持傳統的會議排程，

如有需要時允許線上處理會務。與

傳統的會議一樣，獅子會網上處理

會務必須有足夠法定人數

以進行投票。

2



電子郵件
電子郵件是最受歡迎溝通的形式之一。它提供簡便的方法，與分會會員在會議之間進行

溝通。 

為貴分會設立電子郵件位址以使對會員的通訊總是來自相同的電子郵件位址。應指派一名

分會幹部定期檢查電子郵件收件匣、對查詢做出回應並發送給會員更新訊息。有很多免

費的電子郵件供應商，但有些最受歡迎的是Gmail, 雅虎及Outlook。您的電子郵件帳戶

將有一個連絡人清單，因此請確保分會會員及他們的電子郵件位址輸入到清單中，並定期

更新。

 

使用電子郵件與分會會員溝通的想法：

• 發送會議前的議程及會議後的記錄副本。

• 服務活動之前發送提醒事項(時間、地點、穿著服裝等)的詳細訊息。

• 當新會員加入時發送通知向會員介紹。

使用電子郵件與分會會員溝通的要訣：

• 定時檢查電子郵件並及時回覆。

• 當引導會員到一個網站時使用超連結。 

• 發送群組電子郵件時使用密件副本 (BCC) — 既能保護您的會員又可透過隱藏收件者

電子郵件位址，列印一個短的電子郵件。

• 使用一個有意義的主旨列，所以會員知道該電子郵件相關之事。 

• 保持訊息簡單，並提供所需的資訊。人們收到很多電子郵件而總是沒時間閱讀冗長

郵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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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分會會所
如果有人找貴獅子會或區的訊息，他們將會做的第一件事是在線上研究貴分會。這就是為

什麼每個分會要有一個有吸引力、訊息性的網站是重要的。

國際獅子會有一個專業外觀的網站，提供分會容易使用的免費電子-分會會所、電子-青少

獅會所或電子-區會所。電子-分會會所可以讓會員和社區成員知道您們分會最新的方案、

推廣您們分會的活動及招募新的會員。

電子-分會會所提供分會一個預先設計好的模板，包含國際獅子會品牌標誌和可填寫的空白

欄位。該網站預先設好的格式:

• 分會首頁:提供貴分會會員參與方案或分會活動的照片以及簡述您分會的歷史為特

色。 

• 活動行事曆:使用行事曆告知所有人會議、服務活動、募款活動和其他重要的日期。 

• 分會方案：提供方案訊息，可讓社區了解如何支持您的方案。 

• 照片集錦：刊登貴分會最近方案的照片來展示您的活動。 

• 聯絡人頁面：刊登主要聯絡人資訊，方便那些想深入了解您分會並參與活動的社區

人士聯絡之用。 

• 會員專用頁面：提供您的會員溝通重要分會新聞、鼓勵出席會議、表揚新會員奉獻

的方法。

• 也可另外再加到5頁，以宣傳您分會的特殊功能或新聞 

若要設置您的分會-電子會所網站，完成申請。您還可能希望查看其他分會的電子-分會會

所網站，以獲得有關如何使您的頁面脫穎而出的想法。一旦您創建您的電子-分會會所， 一

定要使用MyLCI將您的電子-分會會所網站的URL添加到LCI網站貴分會的分會定位器網頁。

創建一個專業網站的要訣為：

• 保持簡單:不要把太多資訊在一個頁面因為很難閱讀並將使讀者關閉離開。 

• 經常更新:請確保網站通常更新，特別是行事曆。我們最不想做的事是預期會員在錯

誤的時間或地點出席會議。

• 校對:發佈公開瀏覽之前一定要仔細校對您的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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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lionsclubs.org/TC/find-a-club.php
http://mylci.lionsclubs.org/
http://www.e-clubhouse.org/eclubhouses.php
http://www.e-clubhouse.org/eclubhouses.php
http://www.e-clubhouse.org/application.php?language=TC
http://www.e-district.org/
http://www.e-leoclubhouse.org/ 
http://www.e-leoclubhouse.org/ 
http://www.e-clubhouse.org/


電子新聞通訊
如果貴分會已經分發紙本新聞信，請考慮切換為電子新聞通訊。透過電子郵件發送電子報

將不只節省印刷和郵寄，他們會幫助分會的環保!

電子新聞通訊可以用於任何事情，從招募會員到公共關係及保持會員被告知。可以發送給

社區的支持者、 分會會員和潛在的新會員來連結貴分會及活動。

建議在一份電子新聞通訊中應包含的訊息：

• 即將召開的會議、服務活動及募款活動行事曆

• 聯絡人訊息包括分會幹部名單

• 如何成為會員的訊息

• 募款和服務活動結果和照片

• 連結到貴分會網站

• 連結到貴分會的社交網路網頁

• 表揚會員和支持者

自訂的電子宣傳冊
宣傳冊是另一個好方法，宣傳貴分會活動，並招募新

會員。可自訂的宣傳冊範本可在

LionsClubs.org 的公共關係網頁找到。

募款
由於網際網路將獅子會公開給更多公眾，線上活動

使獅友比以往更容易募集更多資金。由於有那麼多的人使用網際

網路來辦理日常業務，線上捐贈提供公眾參與和支持貴分會的簡便方法。為了線上募款，

分會需要與能設置網上信用卡付款系統的多個網站之一合作: 

• Pay Pal提供將捐款按鈕添加於您的網站、部落格、社交媒體頁面或電子郵件的能

力，及甚至為任何理由創建自己的網站線上募款。

• Causes允許非營利組織建立一個支持者社群，舉辦募款活動，建立志願者能力及更

多。使用可得到的工具賦予每個人能力在目標社區採取行動，獲得朋友參與及透過

支持者的社交網路擴大可觸及的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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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causes.com/ 
https://merchant.paypal.com/cgi-bin/marketingweb?cmd=_render-content&content_ID=merchant/donations
http://www.lionsclubs.org/TC/member-center/resources/publications/resources-pub-pr.php


留言版/論壇
留言板，也稱為網際網路論壇，是一個會員發

表意見的地方。留言板按主題排列，允許分會

會員在自己的時間以自己的節奏溝通會務。保

留張貼在留言板的事項直到被管理人刪除或存

檔。有很多網站提供的各種免費留言板等，諸

如Board Host, Active Board及雅虎群組。

聊天室
聊天室是會議的地方，會員可以連結此處即時

會話。網站如雅虎Messenger 可以用於進行分

會會議、討論和腦力激盪會議。 

收會費
允許分會會員透過線上網站諸如Pay Pal或We Pay，方便交付會費。包括電子郵件、電子

新聞通訊或電子-分會會所會員專用頁面可連結線上支付會費。 

MyLCI
MyLC 是您的一個寶貴的基於網路之工具，它簡化分會和區的行政管理責任。MyLCI的設

計基於從分會幹部、區幹部和來自世界各地的國際幹部的建議。MyLCI提供給各地的獅友

和青少獅幹部。 

您一旦登入 MyLCI，就會出現一個專為您設計的主頁，上面包含符合您的需求要的資訊摘

要。一些可以用於 MyLCI 的事情包括進入會籍和服務活動的資訊，查看和支付分會帳單、

印製會員卡、指派分會幹部，以及進入分會網址和會

議地點。定期添加新功能和增強功能。  

MyLCI功能強大且易於使用。如果您需要幫助，它就

在您的指尖。只要按一下支援中心，可獲得資源與您

正在使用的主題之相關說明。

6

道德信條

始終遵守獅友道德信條 。適用於

所有電子溝通。

http://www.lionsclubs.org/TC/common/pdfs/bpm_ch06.pdf
https://mylci.lionsclubs.org/
https://www.wepay.com/
https://www.paypal.com/webapps/mpp/website-payments-pro
http://messenger.yahoo.com/
http://groups.yahoo.com/
http://www.activeboard.com/
http://www.boardhost.com/


宣傳貴分會
網際網路是貴分會溝通策略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您對公眾電子式溝通的主要手段將是您

的網站。您的內容應該是有關連性、精心編寫、思慮周全地組織且易於導航。把貴分會網

址放在貴分會所有製品上：文具、傳單、海報、電子報、宣傳冊、名片等。您的網址宣傳

得越多、 人們用來尋求更多資訊的可能性更大。  

公關工具：
利用國際獅子會的公關線上工具幫助您發展貴分會的公共關係活動 :

• 新聞稿樣本:國際獅子會的網站有各式各樣填空式的新聞稿樣本可供下載。 

• 重要訊息及問題:當與社區內的媒體、他人談到貴分會及國際獅子會，若您能知道應

傳達那些訊息會更有助益。 

• 事實表和  歷史大事紀:這些出版物包含有關總會和歷史的最新資

訊，並可以下載。 

• 標誌:國際獅子會和獅子會國際基金會的標誌和活動標誌可以多

種不同格式下載。 

• 獅子會新聞網:獅子會新聞網 (LNN) 包含有關國際獅子會及LCIF

可使用的所有影片及公眾服務公告(PSA)。  

• LQ –獅子會季刊視訊雜誌:LQ 一年製作四次並以獅子會鼓舞

人心的故事為特色。視頻都可由國際獅子會的網站下載。這

是一優秀的演示影片適合獅子會及非獅友團體，並能在有線

電視台撥放。 

• 提送故事及照片的工具:使用提交一個

故事及提交一張照片以向國際總部提

供訊息。 

• Newswire:這個每月的線上新聞通訊

涵蓋國際總部最新的新聞、訊息和活

動。此資料適用於分會、區、複合區

的出版物。 

• 如何被獅子雜誌 “採用”:關於準備文

章給獅子雜誌的要訣及建議如何拍攝

最佳的照片。 

• LCI 活動行事曆提供近期活動以在地方上推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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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lionsclubs.org/TC/member-center/online-community/calendar-of-events.php
http://www.lionsclubs.org/TC/news-and-events/lion-magazine/news-magazine-howto.php
http://www.lionsclubs.org/TC/member-center/online-community/news-news-online.php 
http://www.lionsclubs.org/TC/member-center/online-community/submit-a-photo.php
http://www.lionsclubs.org/TC/member-center/online-community/submit-a-story.php
http://www.lionsclubs.org/TC/member-center/online-community/submit-a-story.php
http://www.lionsclubs.org/TC/news-and-events/lions-news-network/lq.php
http://www.lionsclubs.org/TC/news-and-events/lions-news-network/index.php
http://www.lionsclubs.org/TC/member-center/resources/logos-and-art/index.php
http://www.lionsclubs.org/TC/common/pdfs/pr800.pdf
http://www.lionsclubs.org/TC/common/pdfs/pr799.pdf
http://www.lionsclubs.org/TC/member-center/managing-a-club/communicating-your-activities/resources-media-keymessage.php
http://www.lionsclubs.org/TC/member-center/managing-a-club/communicating-your-activities/news-news-sample.php
http://www.lionsclubs.org/TC/member-center/managing-a-club/communicating-your-activities/pr-guide/using-key-pr-tools.php


社交媒體
社交媒體網站允許使用者分享想法、活動、行事及其個別網路內的興趣。我們的會員和未

來會員就在臉書、推特和其他社交媒體網站上。為貴分會創建免費的帳戶，用這些網站發

表貴分會的談話。社交媒體是宣傳貴分會極好的方式，並將幫助建立社區伸展活動、展示

分會會員優點、 增加捐贈及提高活動參與。

臉書
臉書是社交媒體網站，意在連結朋友、家庭和商業夥

伴。使用者可以創建一個人設定檔，將其他使用者加為

朋友、交換訊息及加入共同興趣的使用者群組。

如何開始使用臉書：

1.創建一個個人檔案於臉書或分會/區的 臉書專頁

2.透過電子郵件、新聞簡訊和部落格要求朋友和分

會會員按”讚”。一旦您有至少25位粉絲、您可

獲得短網址及虛名網域因此很容易讓會員找到您

的專頁。

需要瞭解的臉書術語:

• 個人檔案:一份個人傳記。

• 朋友:已與您的個人檔案連結的人。

• 粉絲專頁:粉絲專頁是組織和企業正式地以公開方式傳播大量資訊給選擇與他們連結

的人們、

• 社團:社團提供了一個封閉的空間給一小組人溝通關於共同的興趣。任何人都可以創

建社團。

• 讚:一種提供正面回饋的方式或連接您在臉書上關心的事情。您可以對您的朋友們所

張貼的內容或您想要在臉書連結的專頁按讚。 

像臉書等網站經常更改他們的平臺和範本，因此我們無法總是提供現有最新的訊息。使用

臉書協助中心搜索最新訊息。

臉書要訣：

• 發佈有關分會會議和服務方案的訊息和圖片。

• 詢問您的粉絲開放性的問題。

• 注意到您的粉絲說什麼。

• 回應粉絲的評論。

• 邀請您的連絡人加入您的專頁。

• 在臉書上追蹤其他社區組織和領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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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facebook.com/help/?ref=drop
http://www.facebook.com/username
http://www.lionsclubs.org/EN/common/pdfs/2013-social-media-trifold-getting-started-tacebook-twitter-club-district-accounts.pdf
http://www.lionsclubs.org/EN/common/pdfs/2013-social-media-trifold-getting-started-tacebook-twitter-individual-accounts.pdf


推特
推特是一個線上社交媒體和微網誌服務，使其使用者能

夠發送和閱讀140個字以內的文本，非正式地稱為”推

文”。

如何開始使用推特：

1.創建一個個人檔案於推特或 分會/區檔案

2.完成傳記附檔案及照片。

3.透過搜索姓名、主題查找其他人或導入您的連

絡人。

4.撰寫您的首推。

需要瞭解的推特術語：

• 推文張貼的訊息。

• 140個字:最大訊息大小。

• Retweet(銳推):在您的檔案推別人的推文。

• 關注者:訂閱您的帳戶的人

• 正在關注:訂閱其他帳戶。

像推特的網站經常更改他們的平臺和範本，因此我們不能總是提供現有的最新訊息。使用

推特幫助 中心搜索最新訊息。

推特的要訣:

• 推文主題諸如活動、方案和著名的會員。

• 提問。

• 邀請您的連絡人連結您的帳戶。

• 銳推他人訊息建立關係。

部落格
部落格給分會另一進行溝通的場所。部落格一般都以非正式的談話風格來寫。若要有效

用，應定期更新部落格。有很多免費的部落格網站可使用，諸如Wordpress及Tumblr。

一些好的部落格主題想法包括：

• 密切觀看您的一個服務方案

• 成為獅友的好處

• 會員檔案

• 貴分會有趣的花絮

• 貴分會獲得的褒揚狀

• 有關志工服務的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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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tumblr.com
http://wordpress.com
http://support.twitter.com/
http://www.lionsclubs.org/EN/common/pdfs/2013-social-media-trifold-getting-started-tacebook-twitter-club-district-accounts.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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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國際獅子會連結
加入其中一個或多個線上社群以與其他獅友接觸。分享資訊、構想及影片。讓全世界知道

您以身為獅友為榮！

LCI的全面網路清單(智慧型手機友善相容)：http://lionsclubs.org/web

訪問我們的部落格取得經常由國際獅子會職員–和我們國

際總會長張貼的訊息。

訂閱我們的You Tube頻道–，世界首映視頻分享網站–

以觀看我們的視頻。

關注我們在推特從國際總部–和世界各地獅子會的新聞

訊息。

在以下的LCI臉書專頁按讚：獅子會、青少獅會、

獅子探索、獅子會兒童第一、SMiLE、LCI國際年會。

加入一個獅子會會員–及經驗豐富的專業人員–之網路於

Linkedin。

在世界上最受歡迎的線上圖片分享網站Flickr–觀看來自世

界各地獅友的照片。

Instagram是分享圖片的簡單方法。

Google+是宣傳貴分會的好方法因為它與谷歌的一切

結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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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google.com/+lionsclubs
http://instagram.com/lionsclubs
http://www.flickr.com/photos/lionsclubsorg/
http://www.linkedin.com/company/338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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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facebook.com/lionsclubs
http://twitter.com/lionsclub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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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lionsclubs.org/web


網路獅子會
網際網路持續改變社群的互動和世界上做生意的模式。這就是為什麼您可能希望開始一個

網路獅子會。網路分會主要透過網際網路開會，在線上處理會務。在線上執行業務可幫助

獅友保持聯絡，提高分會行政效率，並協助分會更快速完成服務社區的業務。

授證一個網路獅子會
只透過網際網路會議並線上執行業務的分會也能獲得授證，就如同傳統分會一般。請注意

國際獅子總會需要75%的新授證會員在複合區之內居住或工作，以確保所有分會都與他們

服務社區相連結，及當地領導的支持和行事之範圍內。

您需要：

• 20位或以上的創會會員

• 由一個分會、區內閣或區委員會、分區或專區來輔導

• 當地總監的核准

• 填妥授證申請書

• 適當的授證費

分會還可以選擇創建一個網路分會支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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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導分會應協助

該新會取得及維持高度的承諾、活

動及熱忱。

http://www.lionsclubs.org/TC/member-center/membership-and-new-clubs/start-a-new-club/programs-mem-branch.php
http://www.lionsclubs.org/TC/common/pdfs/tk38a.pdf
http://www.lionsclubs.org/TC/becoming-a-lion/starting-a-new-club/cyber-lions-club.php


資源

部落格

- Wordpress:http://wordpress.com

- Tumblr:http://tumblr.com 

聊天室

- 雅虎Messenger:http://messenger.yahoo.com/

網路分會 

- 網路分會訊息:http://www.lionsclubs.org/TC/becoming-a-lion/starting-a-

new-club/cyber-lions-club.php

- 網路分會授證申請書:http://www.lionsclubs.org/TC/common/pdfs/tk38a.pdf

- 網路分會支部:http://www.lionsclubs.org/TC/member-center/membership-

and-new-clubs/strengthen-membership/programs-mem-mentor.php

收會費

- PayPal:https://www.paypal.com/webapps/mpp/website-payments-pro

- We Pay:https://www.wepay.com/

臉書: http://facebook.com 

- 創建一個個人檔案說明:http://www.lionsclubs.org/EN/common/pdfs/2013-

social-media-trifold-getting-started-tacebook-twitter-individual-ac-

counts.pdf

- 創建一個分會/區臉書專頁說明:http://www.lionsclubs.org/TC/common/pdfs/

2013-social-media-trifold-getting-started-tacebook-twitter-club-district-ac-

counts.pdf

- 臉書虛名網域:http://www.facebook.com/username

- 臉書協助中心:https://www.facebook.com/hel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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募款

- Causes: http://www.causes.com/

- PayPal:https://merchant.paypal.com/cgi-

bin/marketingweb?cmd=_render-content&content_ID=merchant/dona-

tions

留言板/論壇:

- Active Board:http://www.activeboard.com/

- Board Host:http://www.boardhost.com/

- 臉書社團https://www.facebook.com/about/groups

- 雅虎社群:http://groups.yahoo.com/ 

MyLCI:https://mylci.lionsclubs.org/

公關工具：

- 獅子會線上公關工具:http://www.lionsclubs.org/EN/member-

center/managing-a-club/communicating-your-activities/pr-guide/using-

key-pr-tools.php

- 新聞稿範例http://www.lionsclubs.org/TC/member-center/managing-a-

club/communicating-your-activities/news-news-sample.php

- 重要訊息及問題:http://www.lionsclubs.org/TC/member-center/managing-

a-club/communicating-your-activities/resources-media-keymessage.php

- 事實表:http://www.lionsclubs.org/TC/common/pdfs/pr799.pdf

- 歷史大事紀:http://www.lionsclubs.org/EN/common/pdfs/pr800.pdf

- 標誌:http://www.lionsclubs.org/TC/member-center/resources/logos-and-

art/index.php

- 獅子會新聞網路 (LNN)http://www.lionsclubs.org/EN/news-and-events/lions-

news-network/index.php

- LQ – 獅子會季刊視訊雜誌http://www.lionsclubs.org/EN/news-and-

events/lions-news-network/lq.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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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ewswire:http://www.lionsclubs.org/EN/member-center/online-

community/news-news-online.php

- 線上獅子雜誌:http://www.lionsclubs.org/EN/news-and-events/lion-

magazine/news-magazine-howto.php

- LCI 活動行事曆:http://www.lionsclubs.org/TC/member-center/online-

community/calendar-of-events.php

提交故事與照片至LCI

- 提交一個故事:http://www.lionsclubs.org/TC/member-center/online-

community/submit-a-story.php

- 提交一張照片:http://www.lionsclubs.org/TC/member-center/online-

community/submit-a-story.php

推特：http://twitter.com 

- 推特幫助中心:http://support.twitter.com

- 創建一個個人檔案說明:http://www.lionsclubs.org/TC/common/pdfs/2013-

social-media-trifold-getting-started-tacebook-twitter-individual-ac-

counts.pdf

- 創建分會/區檔案說明:http://www.lionsclubs.org/EN/common/pdfs/2013-

social-media-trifold-getting-started-tacebook-twitter-club-district-ac-

counts.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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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上溝通部門 

國際獅子會

300  W  22ND ST

Oak Brook IL 60523-8842

電子郵件：online.communications@lionsclubs.org 

電話：630.203.3846

lionsclubs.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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