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家庭會員活動  
 

活動摘要：  
家庭會員活動透過提供特別的會費結構來鼓勵家庭成員包括兒童及青少年共同志願參與分會活動。家庭親

善分會和幼獅活動可給分會增添新的活力和熱情，促進世代加入獅子會的傳統並激勵終身服務的義工精神，

還能推進新會的發展。 

 

常見問題： 
家庭會員活動的會費結構是什麼？ 

第一位家庭會員 (戶長) 支付 全額的國際會費 (43 美元)，以及最多四位額外的家庭會員只需繳交一半的國際

會費 (21.50 美元)。所有的家庭會員僅需支付入會費 (25 美元) 或授證費 (30 美元) 一次。  

 

家庭會員會費結構只適用於國際會費。鼓勵各個分會、區和複合區在本地級別採用其自己的家庭會費結構。  
 

 

哪些人適用家庭會費架構？ 

家庭會員活動適合於以下家庭成員：(1) 具有獅子會會員資格，(2) 目前已在或正在加入同一個分會，以及 (3) 

與同一家庭居住且為出生、婚姻或其他法律途徑所產生的關係。此類常見的家庭關係包括父母、子女、配

偶、姑姨叔舅、堂/表兄弟姊妹、祖父母、姻親和其他法定撫養者。若家庭成員年齡未滿26歲，而且服兵役

或是大專院校學生，則不須同一戶籍。 

 

如果您不確定提議的家庭單位是否符合家庭會員會費結構的資格時該怎麼辦？ 

基於定義，分會秘書必須確定其分會中哪些會員符合家庭會員會費費率的資格。並且必須在證明表格或 My

LCI 中指出他們用於證明關係和地址並可進行審核的文件。 

 

家庭如何證明他們是家庭單位? 

新分會和現有分會可以透過MyLCI在線上證明家庭成員。新分會不能使用MyLCI，可以在授證會員報告(TK2

1-A)上證明家庭會員的身份。不使用MyLCI的現有分會，可以與MMR一起提交家庭單位證明表格 (TK-30)。

唯有在地址或會籍身份變更時，才需要重新證明。 

 

 

分會秘書如何決定戶長(HH)？ 

家庭單位中任意一人均可指定為戶長。所有家庭單位資料是依據其他家庭會員與戶長的關係決定的。 

 

家庭會員的會員要求和福利是否有不同？ 

沒有。家庭會員必須符合所有獅子會會員要求，並擁有獅子會正會員的所有權利和特權。 

 

可參考的材料： 

 家庭會員宣傳冊 (MPFM-8)  

 家庭親善分會的概念 “步驟指南”  

 家庭單位證明表格 (TK-30) 

 家庭幼獅活動指南 (MPFM-33)  

 獅子會家庭幼獅活動 (MPFM-34)  

 幼獅活動宣傳冊 (MPFM-37)  

 家庭與女性專題研討會活動撥款規劃 指南(MP-101) 

 

 

國際總會聯絡部門: 

http://www.lionsclubs.org/TC/common/pdfs/tk30.pdf
http://www.lionsclubs.org/TC/common/pdfs/mpfm8.pdf
http://www.lionsclubs.org/TC/common/pdfs/MPFG1.pdf
http://www.lionsclubs.org/TC/common/pdfs/tk30.pdf
http://www.lionsclubs.org/TC/common/pdfs/mpfm33.pdf
http://www.lionsclubs.org/TC/common/pdfs/mpfm34.pdf
http://www.lionsclubs.org/TC/common/pdfs/mpfm37.pdf
http://www.lionsclubs.org/TC/common/pdfs/mp101.pdf


家庭會員活動之疑問請連絡： 

會員運作 

電話:630-203-3831 

電子郵件：membershipoperations@lionsclubs.org 

  

有關線上證明家庭會員之疑問請連絡：  

MyLCI 支持中心 

電子郵件：MyLCI@lionsclubs.org  

 

有關處理及提送家庭單位證明表格之疑問請連絡：  

會員服務中心 

電話:630-203-3830 

電子郵件：memberservicecenter@lionsclubs.org

mailto:membershipoperations@lionsclubs.org
mailto:wmmr@lionsclubs.org


女性會員發展活動 
 

活動摘要：  
發展女性會員的活動，作為提高獅子會女性會員數量的一個方法，自2003年開始。這個活動一直以來都很

成功，因爲我們組織的女性會員在持續上升。2008年，發展女性會員活動更與家庭會員活動配合在一起推

行。 

  

常見問題： 
國際獅子會贊助哪類活動來鼓勵女性加入獅子會？ 

1. 總監與 GMT複合區協調員及 GMT區協調員商量，指派出一位任期三年的家庭和女性會員發展專員，

負責監管其區及複合區内的家庭和女性會員的招募和參與工作。 

2. 可以申請家庭和女性專題研討會撥款，以交流意見並認定可行方案、探索新會員及新會的發展機會。  

3. 地方的女性研討會撥款可用於探討招募和保留女性會員的周遭因素、制定提高女性會員數量的策略

並建立行動計劃。 

 

女性會員的成長狀況如何？ 

女性會員從2002-2003年度佔總會員人數的13.7%上升至2014-2015年度佔27%。  

 

可參考的材料： 
 我是一名獅子會員 (ME-37) 

 專題研討會撥款規劃指南 (MP-101) 

 地區性女性研討會規劃指南 (MP-102) 

 

國際總會聯絡部門:  
會員發展 

電話:630-203-3831 

電子郵件：membershipdev@lionsclubs.org  

 

 

 

 

 

 

 

 

 

 

 

 

 

 

  

http://www.lionsclubs.org/TC/common/pdfs/me37.pdf
http://www.lionsclubs.org/TC/common/pdfs/mp101.pdf
http://www.lionsclubs.org/TC/common/pdfs/mp102.pdf
mailto:membershipdev@lionsclubs.org


學生會員活動  
 

活動摘要：  
學生會員活動給學生提供特殊的會費折扣，以鼓勵學生加入校園獅子會和傳統分會，並確保學生的活力得

以運用到獅子會中。此活動可擴大我們招募的努力成果，並給予更多學生加入本組織的機會。  

 

常見問題： 
學生會員活動有何重點？ 

 正會員會籍：符合資格的學生可為正會員，享有獅子會對會員授予或必然的所有權力與特權，包含

投票權並需盡所有義務。  

 學生會員會費費率：學生可獲得免受授証/入會費的優待，並且只需支付減半的國際會費。進一步

建議區和複合區考慮免除或降低其認為適合做為學生會員的會費。請注意:新的校園分會的學生，

或其分會大多數為學生會員者，必須以學生會員費率預付一年的國際會費，並連同授證申請表一同

提交。 

 

哪些人適用學生會員會費架構？ 

下列為符合"學生"定義者:大專院校的註冊學生，其年齡為其居住地之法定年齡與30歲之間。學生會員須提

送大專院校的學生註冊證明及證實年齡的文件。  

 

若為新授證的校園分會，或其分會大多數為學生會員，每一個有資格參加學生會員活動授證的會員，必須

以學生會員費率預付一年的國際會費。此費用必須連同分會授證申請表一併繳交。一旦分會成立，不需要

預付會費。 

 

目前已加入校園分會的學生是否適用？ 

是的。校園分會學生適用學生會員會費架構。  

 

會費優待是否可適用於傳統分會? 

是的。所有已加入傳統分會的學生均有資格享受學生會員會費費率。 

 

可參考的材料： 
 學生會員證明表格 (STU-5)  

 年輕成人招募指南 (EX-800)  

 年輕成人招募指南PowerPoint簡報 

  成爲重要團隊的一員宣傳冊 (EX-801) 

 積極參與，成爲獅友 影片  

 

國際總會聯絡部門:  
學生會員活動之疑問請連絡： 

會員運作 

電話:630-203-3831 

電子郵件：membershipoperations@lionsclubs.org 

 

線上證明相關問題 

MyLCI 支持中心 

電子郵件：MyLCI@lionsclubs.org 

 

處理或提送青少獅轉為獅子會員證明及服務年資轉換表格之問題請聯絡：  

會員服務中心 

http://www.lionsclubs.org/TC/common/pdfs/stu5.pdf
http://www.lionsclubs.org/TC/common/pdfs/ex800.pdf
http://www.lionsclubs.org/TC/common/ppt/YoungAdultsRecruitingGuide.ppt
http://www.lionsclubs.org/TC/common/pdfs/ex801.pdf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qtryMhBcxcE
mailto:membershipoperations@lionsclubs.org
mailto:WMMR@lionsclubs.org


電話:630-203-3830 

電子郵件：MemberServiceCenter@lionsclubs.org 

 

mailto:MemberServiceCenter@lionsclubs.org


青少獅轉爲獅子會員活動  
 

活動摘要：  
為了使獅子會能成為潛能年輕領導人所組成的具有領導地位之人道組織，國際獅子會為符合資格的前青少

獅和青年提供新的會費優待，來更新青少獅轉爲獅子會員的活動。青少獅成為獅友活動鼓勵青少獅畢業生

加入分會，並招募其他有意願的青年，如此，即可提升青年加入獅子會，並成為未來的獅子會領導人鋪路。  

 

常見問題： 
青少獅轉獅友活動之重點？ 

 正會員會籍：合資格的前青少獅或為正會員的青年即可享有所有獅子會之權力與特權，包括投票權，

同時需盡明文或必然包含會員應盡的義務。 

 青少獅成為獅友轉換費率︰前青少獅和符合資格的青年可獲得免受授證費/入會費的優待，而在年

齡達到30歲前僅需支付減半的國際會費。  

 

誰有資格享有青少獅轉獅友會費費率？ 

 前青少獅 - 年齡為其居住地之法定成年年齡到30歲之間的現任及前青少獅。須提供年齡證明及參加

青少獅會的證明。青少獅還有機會組織新的分會並招募他們的同伴。 

 符合資格的年輕成人 - 年齡介於其居住地之法定成人年齡到30歲之間的年輕成人也符合資格，只要

至少有10位滿足上述資格的新授証會員作爲前青少獅，並已成爲青少獅會員一年又一天即可。符合

資格的年輕成人須提供文件 證實其年齡。 

 

優惠會費費率是否適用於傳統分會？ 

是的。所有已加入傳統分會的合格前任青少獅均有資格享有青少獅轉獅友的會費費率。但是年輕成人只有

在加入一個至少有10位或以上會齡超過一年又一天的前青少獅組成的新會才符合資格。 

 

青少獅畢業生加入獅子會有什麼其他福利？ 

 服務年資：前青少獅可以在 此 青少獅轉換為獅友證明及服務年資轉換表格 (LL-2) 報告他們參加青

少獅的服務年資，以將其服務青少獅會的年資作爲他們在其獅子會的歷史記錄。獅子會秘書提交將

此表格至國際總部的會員運作部門。 

 青少獅幹部的年資:曾擔任青少獅領導職位之青少獅，即有資格取得由區所決定之領導職位一年年

資記錄，但不適用於 由國際獅子會附則所規定的副總監和總監職位之資格條件。 

 

前青少獅和青年如何得到證明? 

此 青少獅轉換為獅友證明及服務年資轉換表格 (LL-2) 用於獲得青少獅服務信譽，並獲得前青少獅和年輕成

人的會費折扣。分會使用MyLCI將添加成員，然後為每位前青少獅和年輕成人寄送LL-2表格。沒有使用MyL

CI的分會將寄送LL-2表格至總部如下： 

 

 新分會一起寄送授證會員表格的報告給會員運作部門。  

 現有分會與MMR表格一起寄送給會員服務中心。 
 

 

可參考的材料： 
 青少獅轉換獅子會員證明及服務年資轉換表格 (LL-2) 

 青少獅畢業生的特別機會傳單 (LL-1) 

 

 

 

http://www.lionsclubs.org/TC/common/pdfs/ll2.pdf
http://www.lionsclubs.org/TC/common/pdfs/ll2.pdf
http://www.lionsclubs.org/TC/common/pdfs/ll2.pdf
http://www.lionsclubs.org/TC/common/pdfs/ll1.pdf


國際總會聯絡部門:  
青少獅轉獅友活動之相關問題請聯絡： 

會員運作 

電話:630-203-3831 

電子郵件：membershipoperations@lionsclubs.org 

 

線上證明相關問題 

MyLCI 支持中心 

電子郵件：MyLCI@lionsclubs.org 

 

處理或提送青少獅轉為獅子會員證明及服務年資轉換表格之問題請聯絡：  

會員服務中心 

電話:630-203-3830 

電子郵件：MemberServiceCenter@lionsclubs.org 

mailto:membershipoperations@lionsclubs.org
mailto:WMMR@lionsclubs.org
mailto:MemberServiceCenter@lionsclubs.org


分會會員發展主席  
 

每個分會應設一位分會會員發展幹部。分會會員發展主席協助其分會會員能成長。透過招募新會員和會員

滿意度，讓會員可留下來並服務其分會較久一點。 

 

 

常見問題： 
會員發展主席如何著手開始？ 

會員發展主席在開始時應閲讀 會員發展主席指南 (ME-44)。該指南提供職責的説明，還介紹小要訣和可用

資源。這份指南還可幫助會員發展主席建立一個會員滿意和會員成長計劃。 

 

分會會員發展主席的職責是甚麼? 

一般的職責包括成立會員發展委員會，與其他分會委員會協調，提交會員發展主席招募報告 和分會會員滿
意報告，及擔任分會的理事會成員。 

 

關於會員滿意的職責包括創建滿意會員計劃，評估目前的會員滿意度和制定行動計劃，並開展與離開分會

會員的退會問卷。 

 

關於會員招募的職責包括：建立分會會員成長的計劃，了解會籍類型的不同及國際總會提供的各種活動，

鼓勵招募新會員並確保新會員都能參與新會員講習及獅子會指導活動。 

 
會員發展主席得到哪些支持？ 

會員發展主席應與其會員發展委員會及區GMT團隊緊密合作。會員發展委員會的結構應按照最適合分會需

要的方式組成，但國際總會建議將以下會員列爲成員：去年的會員發展主席、下一年的潛在會員發展主席

及任何對新會員招募或加強會員滿意之工作感興趣的分會會員。此建議的結構幫助統合了以分會會員滿意

和成長列為優先的團隊，以進一步帶領分會的工作。  
 

材料  
 會員發展主席指南 (ME-44) 

 會籍申請書 (ME-6B) 

 任務宣言及道德信條口袋型資料 (ME-33) 

 獅友發揮影響力 (ME-40) 

 只要問一下！指南 (ME-300) 

 會員滿意指南 (ME-301) 

 

國際總會聯絡部門: 
GMT部門 

電話:630-203-3831 

電子郵件：membershipdev@lionsclubs.org  

  

http://www.lionsclubs.org/TC/common/pdfs/me44.pdf
http://www.lionsclubs.org/TC/common/pdfs/me44.pdf
http://www.lionsclubs.org/TC/common/pdfs/me6b.pdf
http://www.lionsclubs.org/TC/common/pdfs/me33.pdf
http://www.lionsclubs.org/TC/common/pdfs/me40.pdf
http://www.lionsclubs.org/TC/common/pdfs/me300.pdf
http://www.lionsclubs.org/TC/common/pdfs/me301.pdf
mailto:membershipdev@lionsclubs.org


獅子會全球入會儀式日活動  
 

活動摘要：  
獅子會全球入會儀式日是全球歡迎新會員的活動，以及給獅子會刺激會員成長提高獅子會知名度的機會。

每一年，100多個區在這一天作為彰顯獅子會的力量與重要性。 

 

常見問題： 
獅子會全球入會儀式日於何時舉行？ 

獅子會全球入會儀式日於四月舉行，日期由國際獅子會選定。雖然這個活動每年都指定一個具體日期，但

大多數入會儀式仍在區及複合區自行安排日期的年會中舉辦。有些地區也會選擇在一年中任何時候特別舉

辦會員宣誓入會儀式。  

 

獅子會全球入會儀式日入會的新會員能獲得紀念品嗎？ 

是的。國際獅子會將頒發由國際總會長簽名的特別紀念證書，並可以從線上下載。 

 

區和分會可如何利用獅子會全球入會儀式日？ 

區和分會利用本活動之方法: 

 祝賀新會員，表揚其承諾  

 加入全球的獅子會，一起與數千名新獅友入會 

 展現獅子會幫助與服務貧困人士的重要性 

 推動會員發展活動，並表揚會員發展招募工作 

 加強會員保留 

 舉辦公共關係活動以增強知名度  

 

可參考的材料： 
 獅子會全球入會儀式日分會及區的計劃指南 (MK-61) 

 全球入會日會員證書 (MK-63) 

 

國際總會聯絡部門:  
會員發展 

電話:630-203-3831 

電子郵件：membershipdev@lionsclubs.org 

http://www.lionsclubs.org/TC/common/pdfs/mk61.pdf
http://www.lionsclubs.org/TC/common/pdfs/mk63.pdf
mailto:membershipdev@lionsclubs.org


分會傑出程序 (CEP)  
 

活動摘要： 

  
此 分會傑出程序 (CEP)是致力於改進分會的活動。CEP給分會提供一個全面性的程序，來評估和善分會健康，

增強他們的會員經驗並改善他們給當地社區提供的服務。  

 

分會現有兩種版本可選擇：  

 專業版是由引導師帶領的研討會。適用於想要透過研討會讓受過訓練的獅子會導師到場指導會員的

分會。  

 精簡版是自我引導的研討會。適用於想要讓其分會會員引導研討會的分會。 

 

在研討會期間，分會透過查看社區的需求來衡量他們的成功指數，確定改善分會健康的策略，並制定目標

和行動計劃以求分會的持續改善。這個程序的每個步驟大約花一個小時完成。 

     

步驟 1 

為什麼我們在這裏？ 

(45-60分鐘) 

 表揚獅友已有的成就 

 討論貴分會在未來可以有的成就 

 認定社區內未滿足之需求。 

 計劃舉行一次 社區需求評估 

步驟 2 

甚麼特質可成為傑出分會? 

(75-90 分鐘) 

 完成 貴分會評分如何？? 調查 

 決定傑出分會的特質 

 討論阻礙分會達成傑出的障礙 

 分析改進貴分會有效性的方法 

 

步驟 3 

如何決定我們的需求? 

(45-60 分鐘) 

 查看社區需求評估 

 查看貴分會評分如何？調查結果 

 認定可達成傑出分會的分會與 LCI 資源 

 

步驟 4 

下一步我們能做哪些事? 

(45-60 分鐘) 

 設定未來的目標 

 制定達成目標的行動計劃 

 

 

http://www.lionsclubs.org/TC/member-center/membership-and-new-clubs/strengthen-membership/club-excellence-process/index.php
http://www.lionsclubs.org/TC/common/pdfs/mk9.pdf
http://www.lionsclubs.org/TC/common/pdfs/me15b.pdf


常見問題：  
 
誰是 CEP 的目標對象？ 

CEP不僅僅是給弱會或頻臨取消的分會使用。CEP適合所有想得到改善、想要重新評估分會的服務方案或恢

復分會會員活力和增加會員的分會。 

  
分會如何參與 CEP? 

有興趣參加CEP的分會可以訪問LCI 網站的材料。   

 

分會何時可舉辦 CEP研討會? 

分會可以在他們的正常例會、僻靜營或者其他分會聚會中舉辦 CEP研討會。  

該研討會可以在一到四個會議中開展。 

 

分會在 CEP研討會中將完成哪些内容?  

每位出席 CEP研討會的獅友都將完成 社區需求評估 及 貴分會的評分如何? 問卷調查。在檢閲完這些作業的

結果後，分會將建立目標和制定行動計劃，以打造分會的成功。   

 

GMT/GLT協調員的角色有哪些? 

區 GLT協調員應認定並訓練他們區的獅友成爲 CEP專業版的引導師。    

 
區 GMT和GLT協調員務必要獲得哪些已經完成 CEP研討會的分會所建立的目標和行動計劃。這讓區 GMT和

GLT協調員可以按期跟進分會，以確保他們按照計劃實現其目標。 

 

國際總會聯絡部門: 
區暨分會行政管理司  

電話:630-468-6919 

電子郵件：clubqualityinitiative@lionsclubs.org  
 

 

 

 

 

 

 

 

 

 

 

 

 

 

 

 

 

http://www.lionsclubs.org/TC/member-center/membership-and-new-clubs/strengthen-membership/club-excellence-process/club-request.php
http://www.lionsclubs.org/TC/common/pdfs/mk9.pdf
http://www.lionsclubs.org/TC/common/pdfs/me15b.pdf
mailto:clubqualityinitiative@lionsclubs.org


獅子會家庭和女性專題研討會活動  
 

活動摘要：  
在我們不斷加強家庭友善分會和女性會員增長的同時，我們還要善於發現那些能夠激起家庭和女性會員的

興趣之相關的服務機會。透過獅子會家庭與女性專題研討會活動舉辦一個研討會，是針對解決這些需要的

很好方法。 

 

研討會是免費交換構想的聚會，或者是請數位專家以單一主題或相關主題發表簡短演說的正式會議。家庭

及女性專題研討會的四個目的為： 

1. 認定女性和家庭有興趣之新社區方案。 

2. 認定潛在會員。 

3. 在社區內推廣獅子會。 

4. 成立新分會/分會支部以發展已確定有需求的新社區方案。 

 

常見問題： 
申請輔助款需要什麽步驟?  

欲申請輔助款，申請人必須: 

 選定研討會主題。 

 確定願意贊助這次活動的合作夥伴，提供新的觀點和信息以幫助確定關鍵需求，並提供額外的資源

和資金。 

 設定一個日期，至少需要三到四個月以計劃和實施有效和廣泛地宣傳活動。  

 提交填妥的申請表附有總監的簽名。 

 

誰負責協調研討會活動? 

獅子會各區的家庭與女性會員發展專家和區GMT協調員是研討會的主要負責人/組織者；地方的分會由本活

動獲取經驗之後再舉辦這類活動。 

 

有多少資金可以用? 

每一專題研討會最高可申請 US$2000補助款，但一般核准案都在 US$500-US$1000之間。該活動給每個憲章

區每年度預留最高至 $4000美元的財務協助。補助款依申請次序處理，先收到先處理。申請人只能每兩年收

到一次這類撥款，除非申請人的憲章區在該年度3月1日時還有剩餘未用的資金。在3月1日，該憲章區的任

何申請人都符合資格取得餘下的資金。 

 

可參考的材料： 
 家庭與女性專題研討會活動規劃指南 (MP-101) 

 

國際總會聯絡部門:  
行銷小組 

電話:630-203-3846 

電子郵件：membershipgrants@lionsclubs.org 

 

 

 

 

 

 

  

http://www.lionsclubs.org/TC/common/pdfs/mp101.pdf
mailto:membershipgrants@lionsclubs.org


成爲更強分會的藍圖  
 

活動摘要： 
 

最有效的獅子分會定期尋求如何擴大其服務影響力、培養領導人和滿足會員需求及期望的方法。就像任何

有價值的方案一樣，應發展並執行計劃或 "藍圖" 來引導您的行動，這是很重要的。 

 

這個網上資源給您提供制定貴分會藍圖的工具，強調如何強化分會的運作、服務領導力的發展和會員發展。  

 

這個過程體現為三個簡單的步驟，包括：  

 

1. 評估 貴分會目前在四個核心項目（分會運作、服務、領導力發展和會員成長）上的情況。在這期間，

分會會員公開討論需要變更的想法。也許會員想要考慮新的見面形式或者新的滿足社區需求的方案。這

個簡單的活動可鼓勵會員提出意見並積極討論。   

 

2. 按照該評估的結果建立目標。會員們決定他們希望分會作何改變，並建立在本年度以及未來長期的具

體的、可衡量的、可實現而且現實的目標。建立起您的目標後，將它們按重要性、緊急程度和萬一不能

實現的潛在後果排好順序。 

 

3. 制定您的成爲更強分會的藍圖，以列出您將為實現目標所採取的步驟。爲了簡化這個過程，該網站給

您提供一份簡單的用於每個目標的計劃過程工作表 ，有助理清所有的任務、潛在的障礙、應對方法和

所需的資源。完成這個以後，使用行動計劃工作表，可幫助您將每個目標分成若干個行動步驟，然後制

定一個計劃來實現每項目標。最後計劃將總結所追求的目標（目標宣言）、如何實現（行動步驟）、每

個步驟如何完成、誰將負責該步驟、及如何確定每個步驟已經完成。  

 

可參考的材料： 
 成為更強分會的藍圖之製作指南  

 計劃過程工作表 

 行動計劃工作表 

 

國際總會聯絡部門: 
區暨分會行政管理司  

630-468-6828 

pacificasian@lionsclubs.org 

 

 

 

 

 

 

 

 

 

 

 

 

 

http://www.lionsclubs.org/TC/common/pdfs/DA-STPBG.pdf
http://www.lionsclubs.org/TC/common/pdfs/DA-STPBPPW.pdf
http://www.lionsclubs.org/TC/common/pdfs/DA-STPBAPW.pdf
mailto:pacificasian@lionsclubs.org


您的分會，您的方式  
 

活動摘要： 

 
很多分會例會是按照長期以來的傳統做法。有些做法受會員們歡迎，但有些則限制了分會的發展、壓制了

溝通和行動。  

 

您的分會，您的方式  這本指南將幫助您按需定制貴分會的例會，以更好地滿足貴分會成員的需求和生活方

式。裏面有一個簡單有趣的活動，有助確定您們的會議有哪些方面需要保留、哪些需要更改，還有按階段

更改的步驟！ 

 

指南的概要 

 

該指南讓分會查看以下方面：  

 

分會的例會形式 - 會員可評估傳統分會的形式和關聯分會的形式各自的好處，並考慮以不同的方式來運作

分會。各分會可選擇使用電子溝通，以更有效地服務社區。   

 

例會的頻率 – 會員可決定例會多久召開一次，並考慮新的開例會時間。   

 

例會的形式 – 分會是否需要在用餐時間開例會？如果分會以從事服務方案來取代開會又如何呢？  

 

傳統的做法、著裝和禮儀規定 - 很多分會在例會開始時，要先唱歌或念誓詞，但這個不是必須的！擺放首

桌是真的需要嗎？有些分會較喜歡一個人人平等的氣氛。讓您的分會會員決定那些傳統做法應保留，那些

應放棄。  

 

本指南還提供有關階段性地做更改、提高出席率，還有通過邀請演講嘉賓講演有意義的、會員感興趣的題

目來增加會議價值等構思。  

 

裏面還有一個簡單但有效的調查報告，有助掌握分會會員的需求。他們在重新給分會定義過程中發揮著不

可或缺的作用！  

 

 

國際總會的聯絡部門： 
區暨分會行政管理司  

630-468-6828 

pacificasian@lionsclubs.org 

 

 

 

mailto:pacificasian@lionsclubs.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