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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迎來到分會服務主席電子書！

本指南旨在協助您擔任貴分會的服務主席職務。包含的工具和資源不僅能幫助您成功完成職務，而且

還可以幫助您在全球行動團隊中與分會會員及幹部們成功地合作。

電子書很容易瀏覽。只需點擊目錄中與您的角色相關的部分便可找到您角色的職務內容。而後，您會

找到有用的資訊及直接連到工具、資源、文件等的連結，這些資源能給您一些想法，讓您在當地社區

中探索新方法來執行具影響力的服務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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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備領導；準備成功

身為分會服務主席，您扮演著促進發展與達到分會服務目標的關鍵角色。您幫助您的分會會員評估社

區的需求、計畫並執行服務活動、報告且慶祝您的服務所帶來的影響力。 您也可與貴分會會員發展主

席合作，讓潛在會員參與貴分會當地的服務活動。貴分會給當地社區的服務能讓貴分會有機會吸引有

服務當地社區熱忱的新會員。

在您的任期開始以前，花點時間了解您的角色，參與訓練並計畫完成您的職責。您將能更好地支持貴

分會，提供貴社區更優質的服務。

您身為分會服務主席的職責

身為此分會幹部，您的職責如下：

 與 與 分會主席以及分會全球行動團隊主席分會會長合作，設立與會員發展及領導

能力目標一致的分會服務目標。

 發展行動計畫，計畫應符合貴分會的服務目標並解決社區的需求。

 發展並領導委員會來執行服務計畫。

 將青少獅納入貴分會的服務行動計畫，製造給青少獅及社區年輕人能親自服務的機會，讓他們

加入貴分會的服務。

 在一年之中，每個計畫執行完成後，向國際獅子會報告服務活動。

 成為分會的資源以幫助社區需求、成為其他分會服務活動的最佳範例及提倡國際獅子會與獅子

會國際基金會的倡議。

 全年鼓勵所有分會會員參加分會的服務活動。

 與會員發展主席合作，在服務活動時，向非獅友推廣會員的優勢與機會。

 在適當的時候，參與總監顧問委員會會議分區會議。

 鼓勵會員使用 應用程式，了解當地的服務活動並預約方案。

即將推出！

服務報告指南–了解如何使用 來管理貴分會服務的所有層面以為社區服務。

 

https://www.lionsclubs.org/resources/789996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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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全球志業

我們的全球志業集中獅友和青少獅的力量於五項服務領域，目標是到 年每年服務兩億民眾，將

我們的人道主義影響力增至三倍。全球志業為各分會在當地服務提供了很好的途徑，並給獅友和青少

獅新的機會幫忙應對不斷增長的人道服務挑戰。

糖尿病

 糖尿病服務方案構想

 糖尿病篩檢 此網頁能幫助貴分會在貴社區規劃且執行糖尿病篩檢。

 健走：獅子會糖尿病防治教育 此網頁提供貴分會如何推廣糖尿病防治及健康運動的重要性之

資訊。

 糖尿病合作夥伴和組織 此網頁包含現有糖尿病合作夥伴和組織的列表。

 糖尿病資源 –查看此網頁，上有服務活動網絡研討會、方案構想及可訂購的手冊列表。

 給糖尿病方案主席的資訊 此網頁給貴分會很好的起頭，讓您了解糖尿病的重點和需求。

環境

 環境服務方案構想

 回收 許多分會都有數個回收方案，包含眼鏡回收。

 社區清掃 此網頁提供社區清掃方案的建議。

 環保教育方案 此網頁有推薦的環保教育方案。

 給環境方案主席的資訊 此網頁包含給環境方案主席的資訊。

 

饑餓

獅友和青少獅們分發食物給在校學生及食物銀行、建立永續的社區花園，並帶頭舉辦社區食物捐贈活

動，以解決他們生活及工作地區的飢餓狀況。

 救濟飢餓方案構想

 食物收集倡議 –方案計畫書，幫助計畫長達一週的食物收集倡議。

https://lionsclubs.org/zh-hant/start-our-global-causes/diabetes
https://lionsclubs.org/zh-hant/start-our-global-causes/diabetes
https://www.lionsclubs.org/resources/79883353
https://www.lionsclubs.org/resources/79883353
https://www.lionsclubs.org/resources/80120654
https://www.lionsclubs.org/resources/76434748
https://www.lionsclubs.org/resources/80120621
https://lionsclubs.org/zh-hant/resources-for-members/resource-center/diabetes-partnerships-organizations
https://lionsclubs.org/zh-hant/start-our-global-causes/diabetes
https://lionsclubs.org/zh-hant/resources-for-members/resource-center/info-for-diabetes-chairperson
https://lionsclubs.org/zh-hant/start-our-global-causes/environment
https://lionsclubs.org/zh-hant/start-our-global-causes/environment
https://www.lionsclubs.org/resources/79883416
https://www.lionsclubs.org/resources/79883416
https://www.lionsclubs.org/resources/79883460
https://lionsclubs.org/v2/resource/download/79859038
https://cdn2.webdamdb.com/md_cMWSIHDkr002.jpg.pdf?v=1
https://lionsclubs.org/zh-hant/resources-for-members/resource-center/info-for-environment-chairperson
https://lionsclubs.org/zh-hant/start-our-global-causes/hunger
https://lionsclubs.org/zh-hant/start-our-global-causes/hunger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9phwk685B1c#action=share
https://www.lionsclubs.org/resources/79883355
https://www.lionsclubs.org/resources/79883355
https://cdn2.webdamdb.com/md_MFPRWPAEVF02.jpg.pdf?v=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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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接的食物送給服務 –方案計畫書，幫助貴分會直接給飢餓社區民眾送給有營養的食物。

 給饑餓方案主席的資訊 –給饑餓方案主席的資源。

兒童癌症

獅友與青少獅們回應這個需求，擴大拯救生命的治療機會，並支持最需要我們的兒童和家庭。我們為

患上癌症的兒童獲得第二次生命而努力。

 兒童癌症服務方案構想

 兒童癌症支持小組 – 方案計畫書，舉辦每月一次的支持小組。

 半日親子營 –方案計畫書，舉辦以家庭為主的半日遊。

 倖存者聯絡網活動 – 方案計畫書，為倖存者設計聯絡網活動及支持小組。

 兒童癌症服務方案構想 –致力於兒童癌症的服務活動列表。

 給兒童癌症方案主席的資訊 – 資源。

 

https://cdn2.webdamdb.com/md_cKQZqPTsS61.jpg.pdf?v=1
https://lionsclubs.org/zh-hant/resources-for-members/resource-center/info-for-hunger-chairperson
https://lionsclubs.org/zh-hant/start-our-global-causes/childhood-cancer
https://lionsclubs.org/zh-hant/start-our-global-causes/childhood-cancer
https://www.lionsclubs.org/resources/79883303
https://cdn2.webdamdb.com/md_M9KURhWACfN4.jpg.pdf?v=1
https://cdn2.webdamdb.com/md_gsuciwTNbMX1.jpg.pdf?v=1
https://cdn2.webdamdb.com/md_MoVRltfpVO00.jpg.pdf?v=1
https://cdn2.webdamdb.com/md_opsYDDEYL7n1.jpg.pdf?v=1
https://lionsclubs.org/zh-hant/resources-for-members/resource-center/info-for-childhood-cancer-chairper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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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力

此網頁協助分會盡力拯救視力。

 視力服務方案構想

 兒童的視力篩檢 –為兒童提供一天或一週的視力篩檢活動之資源

 視力： 此網頁提供您 與視力倡議相關的資訊：

 舊眼鏡回收中心 此網頁列出所有回收中心的地點。

 視力篩檢 此網頁幫助您組織、執行並追蹤視力篩檢的活動。

 獅子會視力保健活動 此網頁解釋活動並有連結，給您在當地的活動資源。

 獅子會眼庫 此網頁提供有關獅子會眼庫的資訊及貴分會能參與的方式。

 視力合作夥伴和視力組織 此網頁含有與國際獅子會合作的視力組織之連結。

 給視力方案主席的資訊 此網頁提供您組織視力方案的指南，以及包含視力回收箱的線上資源

之連結。

 

http://members.lionsclubs.org/zh-hant/serve/sight/index.php
https://www.lionsclubs.org/resources/79883784
https://lionsclubs.org/sites/default/files/Service-Project-Planners/SPP_Vision-Screening-for-Children_zh-hant.pdf
https://lionsclubs.org/zh-hant/start-our-global-causes/vision
https://lionsclubs.org/zh-hant/resources-for-members/resource-center/eyeglass-recycling-centers
https://lionsclubs.org/zh-hant/resources-for-members/resource-center/vision-screening
https://www.lionsclubs.org/zh-hant/resources-for-members/resource-center/eye-health-education
https://cdn2.webdamdb.com/md_ABfj1S31Ja11.jpg.pdf?v=1
https://cdn2.webdamdb.com/md_sv60tQ2wq79.jpg.pdf?v=1
http://members.lionsclubs.org/zh-hant/serve/sight/sight-chairperson.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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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職開始的 天

年度剛開始時是服務主席是否能完成許多任務的關鍵時刻。包含審查先前分會評估的社區需求之結果

及先前執行的服務活動。審查後，最好完成一份新的分會及社區需求評估表，畢竟社區的需求時常變

動。另一項重要的任務是建立一套系統來保存分會的服務活動紀錄。您也將為分會理事會準備報告，

包含募款活動的收支表、服務委員會報告及分會理事會對分會服務所做出的決定及所採取的行動。

出席貴區提供的分會幹部培訓

透過貴區提供的培訓幫助您的整個領導團隊更有效，並提供每位幹部了解常見任務的基本技能機會。

花時間與分會及區內其他全球行動團隊的主席們見面，交換意見和交換發展會員、加深服務及發展領

導人的成功策略。

建立服務活動行事曆

為了保持會員的參與和培養有意義的參與，服務活動及方案行事曆應該提前計劃好，並不斷與會員溝

通。分會幹部應一起規劃詳細的分會行事曆，包含會議、活動及服務活動等，同時制定年度目標。

 根據分會會長的方向，規劃主要服務活動及募款活動，並在下個財務年度中的分會行事曆中也

包含這些活動。

 為分會會員建立時常更新、公開且方便取得的年度活動行事曆。

 與社區領導人及在社區內的服務組織分享活動行事曆。

 招募方案主席，定期追蹤服務活動規畫的進度。

 與方案主席分享方案計畫表及其他 資源中心上與服務相關的資源。

 讓方案主席與 主席認識，並促進領導發展。

 在 上公告您的服務活動，推廣活動並提高社區成員的參與度。

 為每季的總監顧問委員會會議委員會會議（分區會議）準備服務活動報告。準備好慶祝您的成

功及分享您的最佳案例！

 為當地報紙準備好新聞稿，說明有關每月獅友在社區內完成的服務活動。

 若適用於貴地區，保有一份區及複合區的行事曆。

查看國際獅子會活動行事曆，而若適用於貴地區，在您的行事曆中建立活動。

https://www.lionsclubs.org/resources/81796170
https://www.lionsclubs.org/zh-hant/resource/results?type=4396494
https://lionsclubs.org/zh-hant/resources-for-members/lions-events-calendar


 

  

  

回到目錄   
 

線上行事曆提供主要服務、領導發展及會員發展活動、倡議，以及年會等的重要資訊及日期。

每月工作

身為分會服務主席，您應每月監控於不同規劃階段及已完成的分會服務計畫。您應準備會議、做會議

紀錄、完成後續工作，並組織服務活動方案規劃文件。您也應該每月與國際總部及區保持聯絡。

身為分會服務主席，您應是分會與社區間的重要聯絡人─除了與分會中 的主席見面外，定期與

分會幹部見面也很重要。

準備活動和會議

 在每次的分會會議中，準備好接下來服務活動的公告事項及報名表。給分會會員報名表很重

要，因為會員可以拿著報名表與有興趣服務社區的民眾分享。

 根據分會會長要求，準備或編輯服務活動報告，並準備在會員及理事會議中發放的未來活動文

宣。

維護服務活動

一本維護良好的方案書對服務活動主席很有幫助，提供從規劃主要服務活動到後續追蹤的步驟教學，

其中有些主要活動一年僅一次。這也給新任服務活動主席提供了基礎，確保貴分會的服務活動能持續

成功，也減輕其負擔。

 總是在會員、委員會及理事會會議中提供最新的服務活動更新。

 收集、發放並保留服務委員會報告，並歸檔於永久會議紀錄中。

 保留必要的財務文件，必要時供分會財務提供給當地稅務或註冊機構。

 根據活動要求，與分會秘書或財務合作以取得保險證書。

 在每次會議上，記錄志願參加分會和社區服務活動的成員。這麼做能讓方案主席知道誰會參

加，也能與非會員聯絡，邀請他們加入獅子會。

在 上報告服務活動

按月報告服務活動。若您需要備份，分會秘書也能替您報告服務活動。

當您使用 時，您在 上報告的服務活動，貴分區主席、專區主席以及區幹部們也能立

即看見。

http://members.lionsclubs.org/zh-hant/resources/insurance/certificate-insurance.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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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度會議

分區會議

身為分會服務主席，您有責任以關鍵幹部的身分，每年至少參與一次分區會議。分區由 至 個分會

組成。所有分會幹部按季開會，通常在每財務年度的前三季，並由分區主席主導會議。您可以在

分會主頁上找到所有區幹部的聯絡資料。查看貴分區主席的姓名和聯繫方式。

總監顧問委員會會議範例 本指南協助分區主席和分會幹部了解季度會議預計應有的內容。通常情況

下，分區主席要求分會報告服務、會員發展、領導發展或其他活動。每次會議都能有一個特別的重

點，並為分會幹部提供彼此相互學習的機會。準備向其他分會服務主席分享貴分會的該年度的服務計

畫及最佳方案。

 

https://www.lionsclubs.org/resources/79883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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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活動

區 複合區年會

在區年會舉辦的社區中完成一項服務方案是與其他分會服務主席及區全球行動團隊合作的好機會。您

可以一同給該社區帶來正面的影響力，讓大家都知道獅子會是為了「服務」而存在。

國際年會

國際年會每年在舉辦的城市中執行許多服務活動以慶祝全球獅子會的服務。這也是您可以將新想法和

最佳範例帶回貴分會的好機會，改善貴分會給貴社區最需要的人們提供的服務。

年終檢查表

完成獎項申請表 額外的感謝獎牌、獎項及獅子會相關表揚產品都可在 商店上找到。

準備下任服務主席的文件及講習

筆記本常用來紀錄服務活動方案管理的文件、關鍵的任務「檢查單」及募款人數或活動參加人數 若每

月更新此筆記本，未來則可供新任分會服務主席參考。若貴分會選擇以電子檔方式記錄，所有包含服

務活動委員會會議的文件皆須列入。

法律和技術

資金使用指南 提供分會和區適當使用公共資金或行政資金的綱領。

一般責任險活動 國際獅子會具有商業一般責任保險活動，涵蓋全球的獅友。所有分會和區都自動投

保。

 保險證明書 為了加快證明保險程序，您現在可以自己製作保險證明。

https://www2.lionsclubs.org/
https://www.lionsclubs.org/resources/79884573
https://www.lionsclubs.org/resources/79883680
https://lionsclubs.org/zh-hant/resources-for-members/resource-center/certificate-of-insur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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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補充保險 除了上述的自動投保之外，國際獅子會還提供美國區和分會的補充保險，包括理事

及幹部的責任險，犯罪 忠誠度的額外責任險和意外險。

獅子會商標概述 旨在幫助您了解獅子會標誌和商標的適當用途，以及何時需要批准。

國際獅子會隱私政策 國際獅子會（ ）了解保護會員私人資料的重要性。 

https://www.lionsclubs.org/resources/79862900
https://www.lionsclubs.org/resources/79883862
https://www.lionsclubs.org/resources/7988374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