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關資源 

 

活動摘要：   

公關活動(PR)包含各種不同的溝通方法  -- 由寫新聞稿、發傳單、到與親朋好友及同事談話等。它與經常被

視為理所當然的佩戴獅子會徽章或遊行等事項是同等重要。網站和社交網站是讓大眾知道您分會的絕佳方

式。 

 

好的公關-向社區宣傳貴分會建造公園，舉辦視力篩檢或收集舊眼鏡-可協助培養社區的支持。  

 

公關甚至可支持貴分會的會員發展工作。人們喜歡加入成功且可靠的組織。積極宣傳貴分會及有價值活動，

建立貴分會在您的社區的健康形象，並顯示貴分會是值得加入的組織。  

 

常見問題： 

誰負責公關? 

雖然公關是每個人的職責，但分會或區公關委員會主席是主要負責人。委員會主席負責將分會訊息向社區

及媒體溝通及追蹤媒體的成果。 

 

如何提送讓公關部門可採用於獅子雜誌的故事或照片? 

 

獅友可與國際總會分享那些特別突出的、可能對其他獅友，或者地區或國家的媒體感興趣的活動和方案。

獅友可將故事和照片發送電郵至 lionmagazine@lionsclubs.org 或使用國際總會網站上的 提交照片 的功

能。提交的材料將會經過審閲後，運用在獅子雜誌、獅子會季度影音雜誌，還有國際總會的網站和社交媒

體的平臺上。 

 

甚麼樣的資源可用來準備發表或受訪問時使用? 

在貴社區與媒體或他人談到貴分會及國際獅子會時，您要知道您欲傳遞的訊息。《關鍵信息和疑問》這個

資源，可幫助您於受訪問或媒體可能出席的活動前之做好準備。對團體、學校、其他組織介紹時，這個也

很實用。該指南還包括對於通常提問之問題的建議回答。請你喝其他獅友一起練習回答這些問題，並記住

總是要強調正面的事項。 

 

公關事務團隊可否於危機或敏感時刻給予幫助? 

獅子會所贊助的活動或某個獅友踫到危機情況，可能對獅子會產生負面影響時，最好向公關事務團隊請教

如何處理。我們建議由一位發言人來管理整個溝通流程。千萬不要對事件作 “私下” 談論或推測。 

 

可參考的材料： 

 公關指南 (PR-710) 

mailto:lionmagazine@lionsclubs.org
http://www.lionsclubs.org/TC/member-center/online-community/submit-a-photo.php
http://www.lionsclubs.org/TC/common/pdfs/pr710.pdf


 

 百年慶撥款活動 

 重要訊息及問題 

 新聞發佈稿樣本  

 獅子會標誌 

 獅子會新聞網路 (LNN) 

 社交媒體101最佳經驗指南 

 國際比賽 (PR-763) 

 如何“登上”獅子雜誌 (PR-708) 

 

國際總會的聯絡部門：  

Public Affairs Team （公關事務團隊） 

電話：630-468-6764 

電郵：pr@lionsclubs.org 

 

  

http://lions100.lionsclubs.org/TC/programs/centennial-grant-program.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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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ources/logos-and-art/index.php
http://www.lionsclubs.org/TC/news-and-events/lions-news-network/index.php
http://members.lionsclubs.org/EN/resources/social-media/index.php
http://members.lionsclubs.org/EN/resources/social-media/index.php
http://members.lionsclubs.org/EN/resources/social-media/index.php
http://www.lionsclubs.org/TC/news-and-events/lion-magazine/news-magazine-howto.php
mailto:pr@lionsclubs.org


 

國際獅子會網站和社交媒體 

 

國際獅子會的網站 提供有關獅子會的各種活動和運動的資訊，還有給分會、會員和領導獅友的資源。  

 

功能包括： 

 

 下載表格、手冊、刊物、視頻、標誌、演講稿等等 

 國際總部的最新的消息和活動事件 

 各種方案、比賽、獎勵的詳細信息，以及國際總會長的主題等等 

 開辦新會、邀請新會員、提高分會和強化會員發展的綱要 

 給青少獅和青少獅會輔導者的特別欄目 

 各種公關工具幫助分會和領導獅友相互溝通其各種活動。 

 

如需一份完成的網上哪裏可以尋找獅友的名單，包括社交媒體的鏈接，比如 Facebook 和推特，請瀏覽   

lionsclubs.org/web.  

 

常見問題： 

如何在國際獅子會的網站迅速找到我要的資料?  

我們網站的最佳功能之一，就是搜索方框，能讓你迅速找到所要的内容。只要在該網站的右上角的搜尋方

框中，輸入一個題目、單詞或短語進行搜索即可。 

 

國際總會的聯絡部門：  

Online Communications Department （網上溝通部門） 

電話：630-468-6977 

電郵：online.communications@lionsclubs.org 

  

http://www.lionsclubs.org/TC/about-lions/how-to-use-lci-website.php
http://www.lionsclubs.org/TC/member-center/online-community/index.php
mailto:online.communications@lionsclubs.org


 

電子區會所，電子分會會所，和電子青少獅會會所 

 

活動摘要：  

此獨特的服務，旨在讓獅友可以免費建立起有專業外觀的網站。電子區會所、電子分會會和電子青少獅會

會所很容易使用，它們包含5個部份：首頁、日曆表、方案、照片集錦和聯絡頁面。  

 

還可以另再加5個頁面，以宣傳活動及其他值得報導之項目。網站也有許多有用的連接，可連繫到獅子會線

上學習中心、國際獅子會的網站、及一些社交連絡網工具。  

 

只限會員使用的部份有個信息布告板，用於刊登只供會員查看的信息。  

 

常見問題： 

如何著手開始一個電子分會會所、電子區會所或電子青少獅會會所？ 

填妥 電子分會會所申請表, 電子區會所申請表 或 電子青少獅會會所申請表。一經核准，您就會收到一份電

郵，裏面有您的登錄信息及如何更新網站的説明。 

 

分會何時收到他們的旗幟布章？ 

分會啓動其新建的電子分會會所大約60天後，將收到旗幟布章。 

 

可參考的材料：  

 電子分會會所用戶指南 

 電子區會所用戶指南 

 電子青少獅會會所用戶指南 

 

 

可獲得之獎勵:  

建起電子分會會所的分會，將獲得一個電子分會會所旗幟布章。 

 

國際總會的聯絡部門：  

Online Communications (網上溝通部門) 

電話：630-468-6882 

電郵：eclubhouse@lionsclubs.org  

 

 

 

http://e-clubhouse.org/application.php
http://e-district.org/application.php
http://e-leoclubhouse.org/
http://e-clubhouse.org/my-admin/inc/Lions_e-Clubhouse_User_Guide_en.pdf
http://e-district.org/my-admin/inc/Lions_e-District_User_Guide.pdf
http://e-leoclubhouse.org/my-admin/inc/e-LeoClubhouse_Training_Guide_Public_SectionEN.pdf
mailto:eclubhouse@lionsclubs.org


 

獅子會影片 
 

活動摘要：   

獅子會影片 欄目中包含所有來自國際獅子會和獅子會國際基金會的可供使用的視頻/影片和民衆服務公告(P

SA)。您可以到國際獅子會網站的獅子會影片欄目，觀看、訂閲和下載這些視頻/影片。 
 

該欄目下也包含了獅子會季度影音雜誌。LQ每年出刊4次(1月、4月、7月、10月),重點是報導全球獅友為改

善其社區及貧困者生活所奉獻的動人故事。大約 14 分鐘長，非常適合在獅子會及非獅友團體，及有線電視

台撥放的。 
 

常見問題： 

LCI & LCIF 的影片是否有所有語言?  

有些影片具備所有官方11種語言.各影片將說明其語言版.LQ 只限於英文. 
 

在哪裏可取得與家人、分會會員、朋友分享的LCI及LCIF影片?  

除了登在國際獅子會網站的影片外, 還有許多登在國際獅子會的社交網頁，包括 獅子會 YouTube 頻道。  
 

如何下載LQ?  

LQ 之播客可用在iTunes上.您可由iTunes下載LQ 播客以及訂閱所有期刊.你還可以直接從國際獅子會網站下

載獅子會季度影音雜誌， 在獅子會影片 欄目的檢閲窗口裏，按“下載”鍵即可。 
 

如何訂購DVD?  

獅子會影片 欄目下的檢閲窗口中，可訂購的影片旁邊有個“現在就訂購”的按鍵。該連接直接引導您的訂

單至負責部門。有些影片須購買，有些則免費。  
 

可參考的材料： 

 LQ-獅子會影音季刊: 

 影片 

 民眾服務公告(PSA)  
 

重要日期:  

 1月1日：LQ 登在國際獅子會網站，並可由iTunes下載 

 4月1日： LQ登在國際獅子會網站，並可由iTunes下載 

 7月1日：LQ 登在國際獅子會網站，並可由iTunes下載 

 10月1日：LQ 登在國際獅子會網站，並可由iTunes下載 
 

國際總會的聯絡部門：  

Audio Visuals & Events Department (視聽及活動部門) 

電話：630-203-3812 

電郵：pr@lionsclubs.org 

http://www.lionsclubs.org/TC/news-and-events/lions-news-network/index.php
http://www.youtube.com/lionsclubsorg
http://www.lionsclubs.org/TC/news-and-events/lions-news-network/index.php
http://www.lionsclubs.org/TC/news-and-events/lions-news-network/index.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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s-and-events/lions-news-network/psa.php
mailto:pr@lionsclubs.org


 

公關百年慶撥款活動 

 

活動摘要：  

國際獅子會為複合區及單區提供撥款，以增強地方的百年慶計劃和慶典活動。按照撥款規定，複合區不能

獲得超過平均每個區 $1500 美元的撥款。而且複合區無論有多少個副區，總金額不得超過 $15000 美元。

單區（非複合區之副區）可獲得最高至 $2500 美元。 

 

給複合區/單區的百年慶撥款將按先到先得的申請順序撥款。這個撥款專門用於幫助複合區或單區在我們的

百年慶期間，即從 2015 年 7 月 1 日 到 2018 年 6 月30 日，提高公衆對獅子會及其活動的意識。 

 

撥款的申請必須提交給國際獅子會的公關司。獅子會國際理事會的公關委員會將會在每次國際理事會例會 

(每年三次) 期間審閲撥款申請，並推薦到理事會中通過。 

 

常見問題： 

甚麼是複合區/單區的公關撥款活動?   

按照撥款規定，複合區不能獲得超過平均每個區 $1500 美元的撥款。而且複合區無論有多少個副區，總金

額不得超過 $15000 美元。單區（非複合區之副區）可獲得最高至 $2500 美元。 

 

複合區/單區活動補助款之申請條件?   

該活動必須影響到整個複合區或單區。若複合或單區有高比例的分會參與，該活動便納入特別考量。此撥

款只限用於百年慶的目的。   

 

有那些撥款之其他條件? 

 複合區及單區只能獲得一次百年慶撥款。   

 美國及其附屬領土必須填寫 W-9 表格 

 撥款最高金額為 $15000美元 (單區則 $2500 美元)，要求必須有 20% 的配合款。 

 複合區提出申請時，總監議會議長必須取得所有區總監的同意後，簽署申請表。活動委員會主席亦

須簽名。單區提出申請時，總監及複合區百年慶協調員都必須簽署。  

 在方案完成後的30天内，百年慶協調員必須提交一份詳細的方案總結報告，至國際獅子會公關司的

司長。該報告須經總監議會議長及百年慶主席簽名。若是單區，則需經總監及百年慶主席簽名。方

案報告的內容應包括： 

o 活動結果，包括獅子會的形象在該複合區或單區的影響 

o 資金如何使用的詳細記錄，包括開銷的付款收據、所有活動的照片、列印的材料和所有支

持該活動的必要文件。 

o 對本活動的詳細評估 

http://lionsclubs.org/resources/EN/pdfs/lions100/centennial-md-d-grant-application.pdf
http://www.lionsclubs.org/EN/common/pdfs/form_w-9.pdf


 

 方案後須提送那些報告?  

在活動完成後的30天内，公關及活動委員會必須提交一份詳細的總結報告，至國際獅子會公關事務團隊的

領導人。報告須經總監議會議長及活動委員會主席簽名。至於單區的部分，總監及委員會主席都必須簽署。

方案報告應包含下列資料: 活動結果包含對複合區或單區獅子會形象的影響；詳細說明公關之成果，並列舉

報紙剪報、電視台影片、或電台報導；受惠人數及參與的分會數；詳細的支出帳目報告並附上收據，詳細

的活動評估報告。 

 

何時須使用補助款?   

所有款項必須在撥款年度的 6 月 30 日之前用完，且未用款項必須在下年度的 7 月 15 日之前歸還國際獅子

會。  

 

撥款的使用範例? 

任何與百年慶相關的活動，包括: 

 服務活動 

 百年紀念的慶祝活動 

 傳承方案 

 

國際總會的聯絡部門：  

Public Affairs Team （公關事務團隊） 

電話：630-468-6817 

電郵：pr@lionsclubs.org 

mailto:pr@lionsclubs.org


 

獅子會國際和平海報比賽 

 

活動摘要：  

國際獅子會和平海報比賽讓獅友們有機會與當地11-13歲的青少年合作，鼓勵他們以創造力表達對國際和平

的想法。此活動強調和平、國際了解、藝術，讓分會可與當地學校或青少年團體建立長久的連繫。此項比

賽讓分會透過與青少年、學校、青少年團體、家庭、社區、媒體接觸機會，是宣傳獅子會的重要管道。 

 

常見問題： 

我該如何著手？ 

向總會分會用品販賣部門訂購和平海報比賽資料袋(PPK-1)。資料袋提供能成功的在地方舉行比賽所須的資

料。資料袋包含分會學校或青少年團體比賽的指南與規定；讓學生可帶回家的比賽傳單；進入下一階層比

賽之貼紙，須貼在得獎作品背面；以及贊助之學校、青少年團體得獎人獎狀。 

 

是否要將和平海報比賽資料袋交給學校或青少年團體? 

否。只要將學校或青少年團體比賽指南與規定 (PPC-2) 、參賽的傳單 (PPC-3) 交給學校或青少年團體。請

打開資料袋閱讀全部的內容。 

 

如何運用此活動做正面的公關宣傳呢? 

除了寄新聞稿及照片 (新聞稿樣本在資料袋內及刊登在國際獅子會的網站 www.lionsclubs.org)， 許多分會

邀請地方媒體參與評審及頒獎儀式。獅子會也常在圖書館、社區中心、其他公共場所展示他們所贊助的和

平海報比賽。 

 

額外的資料可於那裏取得? 

國際獅子會的網站上有和平海報比賽資料區，內含如何訂購和平海報比賽資料袋， 得獎作品及參賽者的資

料，可寄給家人及親朋好友的和平海報電子卡片， 佳作獎狀，和平海報比賽宣傳冊等等。 

  

如何觀看或訂購 和平海報的影片？ 

該影片可於國際獅子會網站上的獅子會影片欄目上看到。本活動最適合向獅友、學校、青少年團體宣傳.適

合所有的語言. 

 

可參考的材料：  

 國際獅子會和平海報資料袋 (PPK-1)  

 和平海報比賽宣傳冊 (PR-775) 

 和平海報的影片 

 

 

http://www.lionsclubs.org/TC/member-center/planning-projects/youth/peace-poster/index.php
http://www.lionsclubs.org/TC/news-and-events/lions-news-network/videos.php?id=gBiLcl
http://www.lionsclubs.org/TC/news-and-events/lions-news-network/index.php
http://www.lionsclubs.org/TC/member-center/planning-projects/youth/peace-poster/index.php
http://www.lionsclubs.org/TC/common/pdfs/pr775.pdf
http://www.lionsclubs.org/TC/news-and-events/lions-news-network/videos.php?id=gBiLcl


 

可獲得之獎勵:  

 國際冠軍獎 - 國際冠軍得主將獲得者將獲得與兩位家庭成員及贊助的獅子分會會長一同前往出席頒

獎儀式的旅行，及$5000美元（或等值其它貨幣）的獎金。  

 國際佳作獎 -  23 位佳作獎得主將得到奬狀及500美元(或等値其它貨幣)的奬金。 

 

重要日期: 

 1月15日：國際總部的分會用品銷售部開始銷售資料袋。 

 10月1日：向國際總部的分會用品銷售部訂購資料袋的截止日期。 

 11月15日：分會將一件優勝的海報作品(每屆比賽限送一件)送到總監處的截止日期，以郵戳為憑。 

 12月1日：總監將一件區內優勝作品送到複合區總監議會議長處的截止日期，以郵戳為憑。註:12月

1日也是不屬於任何複合區的單區總監選出一件優勝作品送到國際總部的視聽及活動部們的截止日

期，以郵戳為憑；也是不屬任何區的分會將一件優勝作品送到國際總部的視聽及活動部們的截止日

期，以郵戳為憑。 

 12月15日：複合區總監議會議長將一件優勝的海報作品送到國際總部的視聽及活動部們的截止日

期，以郵戳為憑。 

 2月1日:國際總部將於此日 (含) 之前通知和平海報比賽優勝者。 

 

國際總會的聯絡部門：  

Audio Visuals & Events Department (視聽及活動部門) 

電話：630-203-3812 

電郵：pr@lionsclubs.org 

mailto:pr@lionsclubs.org


 

國際獅子會比賽 

 

活動摘要：  

國際獅子會比賽為獅友提供展現才華與創造力的機會，同時還能夠與來自世界各地的同好分享他們的成就。

這項比賽由兩個不同類別組成，包括簡訊（公告）和網站。 

 

常見問題： 

我要如何參賽？  

官方的報名表及比賽規則，可由國際獅子會網站取得。月刊(公告) 、網站分類文章的投稿需在5月1日前，

寄至國際總部的公關及溝通司。 

 

獲獎者將於何時何地宣佈? 

獲獎者將於國際年會週期間宣佈，並登在國際獅子會網站和獅子雜誌上。 

 

如何運用此活動做正面的公關宣傳呢?  

比賽的獲獎者應將其獲獎信息的新聞發佈稿寄送給當地媒體。新聞發佈範例可在國際獅子會網站上找到。  

 

還要記得鼓勵人們訪問你的網站，並與其他人分享您的月刊（公告），包括當地圖書館、社區中心和其他

機構等。 

 

可參考的材料：  

 國際比賽規則 (PR-763) 

 

可獲得之獎勵:  

 各類別第一名將獲得獎狀。 

 表揚獎也可獲得獎狀。 

 

重要日期:  

 5月1日：月刊(公告) 、網站分類文章的投稿需寄至國際總部的公關及溝通司。 

 

國際總會的聯絡部門：  

Public Affairs Team （公關事務團隊） 

電話：630-203-3812 

電郵：pr@lionsclubs.org 

http://www.lionsclubs.org/
http://www.lionsclubs.org/TC/common/pdfs/pr763.pdf
mailto:pr@lionsclubs.org


 

國際論文比賽 

 

活動摘要：  

國際獅子會論文比賽是開放給11、12和13歲的視障學生表達對和平感受之機會。與獅友、當地學校與家庭

合作，找出有興趣參與此活動以及能因此活動受惠的青少年。 

 

常見問題： 

誰可參賽? 

在 11 月 15 日滿 11、12 或 13 歲的視障學生均符合參賽資格。 

 

如何提送論文? 

每份英文論文必須附上填妥的報名表格。 

 

論文之格式為何? 

論文不得超過 500 字，以英文提交，須以黑色墨水印出並且行間距離設為雙倍行距。 

 

額外的資料可於那裏取得? 

參賽表格與額外的資料登在國際獅子會網站。 

 

如何運用此活動做正面的公關宣傳呢? 

通知當地媒體得獎消息並附上得獎論文以及得獎者照片.可由國際獅子會的網站的"新聞稿範例"取得新聞樣

品稿。  

 

可參考的材料：  

 國際獅子會論文比賽規則與參加表格 (PR 41) 

 和平論文的影片 

 

可獲得之獎勵:  

 冠軍 - 一名冠軍將獲得獎品和5,000美元(或等値貨幣)。 

 

重要日期: 

 11月15日：分會將一件優勝和平論文作品送至總監的截止日期，以郵戳為憑 

 12月1日：總監將一件優勝作品送到總監議會議長的截止日期，以郵戳為憑。註:12月1日也是不屬

任何複合區的單區總監選出一件優勝作品送到總會公關司的截止日期，以郵戳為憑；或者不屬任何

區的分會將一件優勝作品送到總會公關司的截止日期，以郵戳為憑  

http://www.lionsclubs.org/TC/member-center/online-community/official-contests/lions-international-essay-contest.php
http://www.lionsclubs.org/TC/common/pdfs/pr41.pdf


 

 12月15日：總監議會議長將一件論文優勝作品送至國際總部的公關部門的截止時間，以郵戳為憑 

 2月1日:冠軍得主在此日期之前獲得通知。 

 

國際總會的聯絡部門：  

Audio Visuals & Events Department (視聽及活動部門) 

電話：630-203-3812 

電郵：pr@lionsclubs.org 

 

 

 

mailto:pr@lionsclubs.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