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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来到分会服务主席电子书！

本指南旨在协助您担任贵分会的服务主席职务。包含的工具和资源不仅能帮助您成功完成职务，而且

还可以帮助您在全球行动团队中与分会会员及干部们成功地合作。

电子书很容易浏览。只需点击目录中与您的角色相关的部分便可找到您角色的职务内容。而后，您会

找到有用的信息及直接连到工具、资源、文件等的链接，这些资源能给您一些想法，让您在当地社区

中探索新方法来执行具影响力的服务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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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备领导；准备成功

身为分会服务主席，您扮演着促进发展与达到分会服务目标的关键角色。您帮助您的分会会员评估社

区的需求、计划并执行服务活动、报告且庆祝您的服务所带来的影响力。 您也可与贵分会会员发展主

席合作，让潜在会员参与贵分会当地的服务活动。贵分会给当地社区的服务能让贵分会有机会吸引有

服务当地社区热忱的新会员。

在您的任期开始以前，花点时间了解您的角色，参与训练并计划完成您的职责。您将能更好地支持贵

分会，提供贵社区更优质的服务。

您身为分会服务主席的职责

身为此分会干部，您的职责如下：

 与 与 分会主席以及分会全球行动团队主席分会会长合作，设立与会员发展及领导

能力目标一致的分会服务目标。

 发展行动计划，计划应符合贵分会的服务目标并解决社区的需求。

 发展并领导委员会来执行服务计划。

 将青少狮纳入贵分会的服务行动计划，制造给青少狮及社区年轻人能亲自服务的机会，让他们

加入贵分会的服务。

 在一年之中，每个计划执行完成后，向国际狮子会报告服务活动。

 成为分会的资源以帮助社区需求、成为其他分会服务活动的最佳范例及提倡国际狮子会与狮子

会国际基金会的倡议。

 全年鼓励所有分会会员参加分会的服务活动。

 与会员发展主席合作，在服务活动时，向非狮友推广会员的优势与机会。

 在适当的时候，参与总监顾问委员会会议分区会议。

 鼓励会员使用 应用程序，了解当地的服务活动并预约方案。

即将推出！

服务报告指南–了解如何使用 来管理贵分会服务的所有层面以为社区服务。

https://www.lionsclubs.org/resources/789996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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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全球志业

我们的全球志业集中狮友和青少狮的力量于五项服务领域，目标是到 年每年服务两亿民众，将

我们的人道主义影响力增至三倍。全球志业为各分会在当地服务提供了很好的途径，并给狮友和青少

狮新的机会帮忙应对不断增长的人道服务挑战。

糖尿病

 糖尿病服务方案构想

 糖尿病筛检 此网页能帮助贵分会在贵社区规划且执行糖尿病筛检。

 健走：狮子会糖尿病防治教育 此网页提供贵分会如何推广糖尿病防治及健康运动的重要性之

信息。

 糖尿病合作伙伴和组织 此网页包含现有糖尿病合作伙伴和组织的列表。

 糖尿病资源–查看此网页，上有服务活动网络研讨会、方案构想及可订购的手册列表。

 给糖尿病方案主席的信息 此网页给贵分会很好的起头，让您了解糖尿病的重点和需求。

环境

 环境服务方案构想

 回收 许多分会都有数个回收方案，包含眼镜回收。

 社区清扫 此网页提供社区清扫方案的建议。

 环保教育方案 此网页有推荐的环保教育方案。

 给环境方案主席的信息 此网页包含给环境方案主席的信息。

 

饥饿

狮友和青少狮们分发食物给在校学生及食物银行、建立可持续的社区花园，并带头举办社区食物捐赠

活动，以解决他们生活及工作地区的饥饿状况。

 救济饥饿方案构想

https://lionsclubs.org/zh-hans/start-our-global-causes/diabetes
https://lionsclubs.org/zh-hans/start-our-global-causes/diabetes
https://www.lionsclubs.org/resources/79878838
https://www.lionsclubs.org/resources/79878838
https://www.lionsclubs.org/resources/80120651
https://www.lionsclubs.org/resources/76434748
https://www.lionsclubs.org/resources/80120613
https://lionsclubs.org/zh-hans/resources-for-members/resource-center/diabetes-partnerships-organizations
https://lionsclubs.org/zh-hans/start-our-global-causes/diabetes
https://lionsclubs.org/zh-hans/resources-for-members/resource-center/info-for-diabetes-chairperson
https://lionsclubs.org/zh-hans/start-our-global-causes/environment
https://lionsclubs.org/zh-hans/start-our-global-causes/environment
https://www.lionsclubs.org/resources/79878842
https://www.lionsclubs.org/resources/79878842
https://www.lionsclubs.org/resources/79878236
https://lionsclubs.org/v2/resource/download/79859038
https://cdn2.webdamdb.com/md_wQKeYunzH071.jpg.pdf?v=1
https://lionsclubs.org/zh-hans/resources-for-members/resource-center/info-for-environment-chairperson
https://lionsclubs.org/zh-hans/start-our-global-causes/hunger
https://lionsclubs.org/zh-hans/start-our-global-causes/hunger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9phwk685B1c#action=share
https://www.lionsclubs.org/resources/79878156
https://www.lionsclubs.org/resources/79878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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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食物收集倡议–方案计划书，帮助计划长达一周的食物收集倡议。

 直接的食物送给服务–方案计划书，帮助贵分会直接给饥饿社区民众送给有营养的食物。

 给饥饿方案主席的信息–给饥饿方案主席的资源。

儿童癌症

狮友与青少狮们响应这个需求，扩大拯救生命的治疗机会，并支持最需要我们的儿童和家庭。我们为

患上癌症的儿童获得第二次生命而努力。

 儿童癌症服务方案构想

 儿童癌症支持小组–方案计划书，举办每月一次的支持小组。

 半日亲子营–方案计划书，举办以家庭为主的半日游。

 幸存者联络网活动–方案计划书，为幸存者设计联络网活动及支持小组。

 儿童癌症服务方案构想–致力于儿童癌症的服务活动列表。

 给儿童癌症方案主席的信息–资源。

 

https://cdn2.webdamdb.com/md_snRKMXDnO9h6.jpg.pdf?v=1
https://cdn2.webdamdb.com/md_U16uqnhUw173.jpg.pdf?v=1
https://lionsclubs.org/zh-hans/resources-for-members/resource-center/info-for-hunger-chairperson
https://lionsclubs.org/zh-hans/start-our-global-causes/childhood-cancer
https://lionsclubs.org/zh-hans/start-our-global-causes/childhood-cancer
https://www.lionsclubs.org/resources/79877824
https://cdn2.webdamdb.com/md_QlJ8Lw1ScfY0.jpg.pdf?v=1
https://cdn2.webdamdb.com/md_wyDwhdVbMUH7.jpg.pdf?v=1
https://cdn2.webdamdb.com/md_oBoW7wXXek12.jpg.pdf?v=1
https://cdn2.webdamdb.com/md_opsYDDEYL7n1.jpg.pdf?v=1
https://lionsclubs.org/zh-hans/resources-for-members/resource-center/info-for-childhood-cancer-chairper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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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力

此网页协助分会尽力拯救视力。

 视力服务方案构想

 儿童的视力筛检–为儿童提供一天或一周的视力筛检活动之资源

 视力： 此网页提供您 与视力倡议相关的信息：

 旧眼镜回收中心 此网页列出所有回收中心的地点。

 视力筛检 此网页帮助您组织、执行并追踪视力筛检的活动。

 狮子会视力保健活动 此网页解释活动并有链接，给您在当地的活动资源。

 狮子会眼库 此网页提供有关狮子会眼库的信息及贵分会能参与的方式。

 视力合作伙伴和视力组织 此网页含有与国际狮子会合作的视力组织之链接。

 给视力方案主席的信息 此网页提供您组织视力方案的指南，以及包含视力回收箱的在线资源

之链接。

 

http://members.lionsclubs.org/zh-hans/serve/sight/index.php
https://www.lionsclubs.org/resources/79878454
https://lionsclubs.org/sites/default/files/Service-Project-Planners/SPP_Vision-Screening-for-Children_zh-hans.pdf
https://lionsclubs.org/zh-hans/start-our-global-causes/vision
https://lionsclubs.org/zh-hans/resources-for-members/resource-center/eyeglass-recycling-centers
https://lionsclubs.org/zh-hans/resources-for-members/resource-center/vision-screening
https://www.lionsclubs.org/zh-hans/resources-for-members/resource-center/eye-health-education
https://cdn2.webdamdb.com/md_gsLavWIOtfZ5.jpg.pdf?v=1
https://cdn2.webdamdb.com/md_MGYGrONLE85.jpg.pdf?v=1
http://members.lionsclubs.org/zh-hans/serve/sight/sight-chairperson.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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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职开始的 天

年度刚开始时是服务主席是否能完成许多任务的关键时刻。包含审查先前分会评估的社区需求之结果

及先前执行的服务活动。审查后，最好完成一份新的分会及社区需求评估表，毕竟社区的需求时常变

动。另一项重要的任务是建立一套系统来保存分会的服务活动纪录。您也将为分会理事会准备报告，

包含募款活动的收支表、服务委员会报告及分会理事会对分会服务所做出的决定及所采取的行动。

出席贵区提供的分会干部培训

通过贵区提供的培训帮助您的整个领导团队更有效，并提供每位干部了解常见任务的基本技能机会。

花时间与分会及区内其他全球行动团队的主席们见面，交换意见和交换发展会员、加深服务及发展领

导人的成功策略。

建立服务活动行事历

为了保持会员的参与和培养有意义的参与，服务活动及方案行事历应该提前计划好，并不断与会员沟

通。分会干部应一起规划详细的分会行事历，包含会议、活动及服务活动等，同时制定年度目标。

 根据分会会长的方向，规划主要服务活动及募款活动，并在下个财务年度中的分会行事历中也

包含这些活动。

 为分会会员建立时常更新、公开且方便取得的年度活动行事历。

 与社区领导人及在社区内的服务组织分享活动行事历。

 招募方案主席，定期追踪服务活动规画的进度。

 与方案主席分享方案计划表及其他 资源中心上与服务相关的资源。

 让方案主席与 主席认识，并促进领导发展。

 在 上公告您的服务活动，推广活动并提高社区成员的参与度。

 为每季的总监顾问委员会会议委员会会议（分区会议）准备服务活动报告。准备好庆祝您的成

功及分享您的最佳案例！

 为当地报纸准备好新闻稿，说明有关每月狮友在社区内完成的服务活动。

 若适用于贵地区，保有一份区及复合区的行事历。

查看国际狮子会活动行事历，而若适用于贵地区，在您的行事历中建立活动。

https://www.lionsclubs.org/resources/81796174
https://www.lionsclubs.org/zh-hans/resource/results?type=4396494
https://lionsclubs.org/zh-hans/resources-for-members/lions-events-calend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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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线行事历提供主要服务、领导发展及会员发展活动、倡议，以及年会等的重要信息及日期。

每月工作

身为分会服务主席，您应每月监控于不同规划阶段及已完成的分会服务计划。您应准备会议、做会议

纪录、完成后续工作，并组织服务活动方案规划文件。您也应该每月与国际总部及区保持联络。

身为分会服务主席，您应是分会与社区间的重要联络人─除了与分会中 的主席见面外，定期与

分会干部见面也很重要。

准备活动和会议

 在每次的分会会议中，准备好接下来服务活动的公告事项及报名表。给分会会员报名表很重

要，因为会员可以拿着报名表与有兴趣服务社区的民众分享。

 根据分会会长要求，准备或编辑服务活动报告，并准备在会员及理事会议中发放的未来活动文

宣。

维护服务活动

一本维护良好的方案书对服务活动主席很有帮助，提供从规划主要服务活动到后续追踪的步骤教学，

其中有些主要活动一年仅一次。这也给新任服务活动主席提供了基础，确保贵分会的服务活动能持续

成功，也减轻其负担。

 总是在会员、委员会及理事会会议中提供最新的服务活动更新。

 收集、发放并保留服务委员会报告，并归档于永久会议纪录中。

 保留必要的财务文件，必要时供分会财务提供给当地税务或注册机构。

 根据活动要求，与分会秘书或财务合作以取得保险证书。

 在每次会议上，记录志愿参加分会和社区服务活动的成员。这么做能让方案主席知道谁会参

加，也能与非会员联络，邀请他们加入狮子会。

在 上报告服务活动

按月报告服务活动。若您需要备份，分会秘书也能替您报告服务活动。

当您使用 时，您在 上报告的服务活动，贵分区主席、专区主席以及区干部们也能立

即看见。

http://members.lionsclubs.org/zh-hans/resources/insurance/certificate-insurance.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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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度会议

分区会议

身为分会服务主席，您有责任以关键干部的身分，每年至少参与一次分区会议。分区由 至 个分会

组成。所有分会干部按季开会，通常在每财务年度的前三季，并由分区主席主导会议。您可以在

分会主页上找到所有区干部的联络数据。查看贵分区主席的姓名和联系方式。

总监顾问委员会会议范例 本指南协助分区主席和分会干部了解季度会议预计应有的内容。通常情况

下，分区主席要求分会报告服务、会员发展、领导发展或其他活动。每次会议都能有一个特别的重

点，并为分会干部提供彼此相互学习的机会。准备向其他分会服务主席分享贵分会的该年度的服务计

划及最佳方案。

 

https://www.lionsclubs.org/resources/798775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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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活动

区 复合区年会

在区年会举办的社区中完成一项服务方案是与其他分会服务主席及区全球行动团队合作的好机会。您

可以一同给该社区带来正面的影响力，让大家都知道狮子会是为了「服务」而存在。

国际年会

国际年会每年在举办的城市中执行许多服务活动以庆祝全球狮子会的服务。这也是您可以将新想法和

最佳范例带回贵分会的好机会，改善贵分会给贵社区最需要的人们提供的服务。

年终检查表

完成奖项申请表 额外的感谢奖牌、奖项及狮子会相关表扬产品都可在 商店上找到。

准备下任服务主席的文件及讲习

笔记本常用来纪录服务活动方案管理的文件、关键的任务「检查单」及募款人数或活动参加人数 若每

月更新此笔记本，未来则可供新任分会服务主席参考。若贵分会选择以电子文件方式记录，所有包含

服务活动委员会会议的文件皆须列入。

法律和技术

资金使用指南 提供分会和区适当使用公共资金或行政资金的纲领。

一般责任险活动 国际狮子会具有商业一般责任保险活动，涵盖全球的狮友。所有分会和区都自动投

保。

 保险证明书 为了加快证明保险程序，您现在可以自己制作保险证明。

https://www2.lionsclubs.org/
https://www.lionsclubs.org/resources/79878769
https://www.lionsclubs.org/resources/79877952
https://lionsclubs.org/zh-hans/resources-for-members/resource-center/certificate-of-insur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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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补充保险 除了上述的自动投保之外，国际狮子会还提供美国区和分会的补充保险，包括理事

及干部的责任险，犯罪 忠诚度的额外责任险和意外险。

狮子会商标概述 旨在帮助您了解狮子会标志和商标的适当用途，以及何时需要批准。

国际狮子会隐私政策 国际狮子会（ ）了解保护会员私人资料的重要性。 

https://www.lionsclubs.org/resources/79862900
https://www.lionsclubs.org/resources/79879439
https://www.lionsclubs.org/resources/7987876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