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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獅子會 (LCI)

有很多資源可以支持

貴分會。 與會員和新會運作部門聯

繫memberops@lionsclubs.org

或LCI 網站(www.lionsclubs.org)。

其他資源包括利用貴區的分區及專

區主席和GMT/GLT協調長及專家

來協助分會。

會員滿意指南
如何保持會員愉快並回來

導言

為確保您的獅子會維持健康和充滿活力，您需要思考貴分會的經驗和

預期。 如果您去一家沒達到您的預期的餐廳，您會再回去嗎？ 獅子會也

是一樣! 

隨著歡迎您的新會員，保證他們能開始立刻參加分會活動是重要的。 如

果貴分會會員感到受歡迎，舒適自在並參與社區服務，他們將長期保留

為貴分會的一份子。 

研究顯示人們由於很多原因成為獅友。 

最普遍的是︰ 

   • 服務他們的社區

   • 參與特定的服務或原因

   • 和朋友在一起

   • 成為社區的一位領導人

   • 與是會員的其他家庭成員在一起 

貴分會能如何提供會員所尋找的體驗？

使貴分會維持有效率、有建設性，並同時讓會員覺得有意義，會產生許

多好處：

   • 一個在社區中充滿活力而受人敬重的分會

   • 在當地和全球提供服務的能力。

   • 給會員提供個人和專業成長機會的能力。

   • 一個提供令人愉快的友誼之分會。 

貴分會感到統一，或只是個別獅友的集合？

確信貴分會有分會任務宣言、目的及確定的目標。 清楚而公開地把這些

傳達給會員。 

   • LCI的領導發展網頁提供線上的分會幹部職前訓練 ,而且 獅友學習中

心提供一門設定目標的課程幫助這個程序。

一個分會如果不繁盛，它無法服務。 

搜尋關鍵用
語: 

在整本指南中，
您將找到此圖示和
一份用語清單。 在LCI 網
站可找到更多的訊息和可
下載的材料，於搜尋方格
鍵入這些用語。

�分會幹部職前訓練
� 獅友學習中心

http://www.lionsclubs.org/TC/member-center/leadership-development/lions-learning-center/index.php
http://www.lionsclubs.org/TC/member-center/leadership-development/lions-learning-center/index.php
http://www.lionsclubs.org/TC/member-center/leadership-development/news-train-club-officers.php
http://www.lionsclubs.org/


第一步 

定義會員滿意 

為貴分會

確使您的會員有一正面體驗的第一步

是讓他們了解成為貴獅子會會員想要的是甚麼。 理解您的會員所認為

成為一位獅友要做甚麼將

幫助您指導所努力的工作。 改變須基於貴分會會員的需求和願望，是

讓他們認為是好的經驗之關鍵。

您也應該決定貴分會將如何衡量會員的滿意度。 留在分會一年以上的

新會員是否更多嗎？ 離開分會的會員是否更少嗎？ 參加分會活動和服

務的會員是否更多嗎？

   • 當您要求他們的意見時，會員感到參與感。 詢問您的會員︰ 為甚

麼分會在這裡？ 我們的活動能展現這些嗎？ 如果一位非獅友看我

們分會一年的活動，他們將認為我們分會重要的是甚麼？記得定期

檢視會員的回應是否改變。

          • 本指南有一份會員問卷調查表格的樣本，您

可適當修改並使用來收集貴分會裡的回應。

   • 評量過去您的會員為甚麼會離開。 考慮聯繫貴分會的前會員查明他

們為甚麼離開。 本指南也包括一份前會員問卷調查表格的樣本在

內。

   • 仔細思考貴分會規定的目的、目標和任務宣言是否反映出現任會員

想要貴分會成為甚麼。 

如果貴分會尚未做過

分會傑出程序(CEP),考慮現在做

它。 每個分會都能受益於這個研

討會。 CEP讓您能確定貴分會會

員的經驗如何與會員的期望配合。 

一個CEP研討會可以用兩種模式之

一辦理︰ CEP簡便版或CEP專業

版。 CEP專業版是由引導師指導

的研討會，而簡便版的CEP為一自

我指導的研討會，由分會會員擔任

協調員來舉辦。 

在

CEP有三項較主要的活動︰

1. 舉辦一次社區需求評估。 此項評

估將幫助您更正確認定社區內未

解決的需求，並確定哪個分會方

案和計畫對您們服務的人們是重

要的。

2. 給貴分會會員進行貴分會的評分

如何？ 調查。 這將可幫助鑑定

貴分會的優勢和弱點，並使分會

活動與會員的興趣一致。

3. 發展行動計畫支持貴分會在CEP

研討會所制定的那些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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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會傑出程序
� 社區需求評估
� 貴分會的評分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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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楚而經常與您的會員溝通，並鼓

勵他們告訴您他們想什麼。 獅友學

習中心提供一門關於 有效的傾聽之

課程，能幫助您成為一位更有效

的傾聽者對會員的需求做出更好

回應。

第二步： 

建立貴分會的 

會員滿意計畫

失去會員是很多分會的一個問題，但是會員退會的原因經常是相同的。

本指南談及前獅友離開原因最經常被提起的五個一般問題︰

   I.     沒有建設性的會議

   II.    個人原因

   III.    會員問題

   IV.  分會文化

   V.   服務

本指南提出容易做調整的建議以鼓勵您的會員留在貴分會。 

I. 處理沒有建設性的會議

您的會員需要感到分會會議善用他們的時間。 沒有人喜歡感到浪費他們

的時間。

關於沒建設性的會議最通常提及的回應是︰

   • 會議沒有建設性

   • 會議不愉快

   • 分會太多等級制度及拘泥形式 

   • 我不喜愛獅友的慣例 

您如何改進您的會議？ 計畫您的會議使會員知道可期望甚麼。 

首先，甚至考慮貴分會是否需要一個會議。

   • 貴分會需要做甚麼？ 只分發訊息還是討論您所發出的議題？ 需要一

個會議立即回饋訊息或是否渴望這個題目，還是如果您的會員有時

間考慮將更好？ 您的會員現在即刻需要訊息，還是能等待？

          • 考慮使用網路會議、電子郵件或其他工具迅速與您的會員溝通

而不拘形式的一個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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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lionsclubs.org/TC/member-center/leadership-development/lions-learning-center/index.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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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前

當計畫一個會議時，有5個問題您需要知道答案︰

   1.為什麼我們開會?

          o 會議之目的是進行分會會務或社交或公共關係的原因？ 

                  • 只包括必要的會務，–無活動的委員會不須報告及不報告

與議題無關的訊息。 

                  • 為您的會員調整會議的風格。 他們較喜歡正式的呈現還是

活躍的討論？

   2.會議將持續多久？

          o 您的會員喜歡獅友的慣例和傳統嗎？ 有否一些他們可能喜歡廢

除嗎？ 時間能更建設性地使用來談論分會會務嗎？

                  • 設定一合乎實際的會議時間表，但記得議程要留一點時間

處理未預料的問題。

   3.我們甚麼時候開會？

          o 不同的時間或日子能否增加出席者。

   4.我們在那裡開會？

          o 考慮一個會議的新地方。 不同的空間能帶來一個新的觀點。 即

使重新布置房會場能有一種效果。

   5.在會議結束之前我們想要完成甚麼？

          o 分發議程和支持的材料(例如財務報告或上次會議記錄)，讓會

員在會議之前知道將含括甚麼。 包括一個項目讓會員提出從上

次會議後所想出的任何構想或意見。 為了讓會員的構想和意見

能被聽到，要靈活。

由於這些問題的答案，您能組織一個有建設性的會議，發展您的議程並

準備需要的任何材料。 獅友學習中心提供一門名為會議管理的課程，

教導您管理會議的策略、有效的會議準備和會議引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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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步是會員的開會通知︰

   • 透過電子郵件及/或通常的分會通訊方式發送邀請/提示。 確定包括

議程和任何支持的材料因此會員能在真正會議之前審閱。 

   • 如果貴分會有進行會議的基本規則，確信在分會網站可得到並分發

給會員。 特定的議程項目您甚至可以備註說明 “分會規則核准討論

”。

計畫一個會議的其他思考事項︰

   • 必要提供餐食嗎？ 簡便點心或飲料將足夠嗎？ 如果他們喜好，您的

會員可自己帶來飯菜嗎？

   • 貴分會想要每次會議有一項活動嗎？ 

一旦會議開始︰

   • 遵守時間表並準時結束! 會員的時間對他們有價值，因此要尊重。

   • 遵循議程。 那是您的會員所計畫並期望著。

   • 遵循分會的會議規則。 

   • 提出高水準的訊息。 您已經提供會員議程細節及支持材料，因此想

要細節的那些人都有了。

   • 注意即將到來的各會議之時間、地點和目的。

會議之後及下個會議之間︰

   • 使用科技溝通–貴分會的網站、部落格、電子郵件和社交媒體都能

迅速而有效率地傳達訊息給會員。 以一致的方式與您的會員聯繫並

總是如許諾般後續追蹤。 使用網路上的獅友出版物獲得構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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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計畫一個會議時，您需要知道五
個問題的答案。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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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活動︰

貴分會喜歡有與會務會議分開的活動做為行事嗎？

   • 考慮以公共關係目的對社區提出合適的活動及/或展示分會給新的潛

在會員。 

   • 與貴分會的服務目標有關的活動可能可做為一項社區教育活動提

出。 貴分會能邀請接受服務或提供相關服務的人們。

   • 贊助一個建立連絡網活動。 貴分會組織一個場地，宣傳活動並邀請

本地企業所有人和專業人士見面及交換訊息。

   • 考慮在一個公共場所辦理一個社交會議。 這可能對您的會員有趣同

時是貴分會良好的公共關係。 或許在一個公園、動物園或保齡球

館？ 如果貴分會贊助或與一處特別的場館結合將是合乎邏輯的選

擇。

   • 偶爾，在社區裡辦理一次公共關係活動代替一次例行會議。 設計您

的活動以呼籲您的目標會員。 

   • 查看LCI 網站、 獅子雜誌和其他獅友的出版物，尋找其他獅子會成

功的構想。

II.處理個人原因

當一位獅友由於個人原因離開，在他們生活的某些事情

有了改變而他們的獅友會籍變成生活中較低的優先順序。 

您的會員生活改變。 貴分會適合會員的

需要嗎？ 不是每種改變都能適應，但是有些可能只要求小調整就能保

持會員為貴分會的一部分。 

在此類別有兩個最通常的回應是︰ 

   • 成為會員須承諾太多時間 

   • 會費太昂貴 

時間的承諾︰ 

如果會員不喜愛成為一位獅友，他們會將把它視為另一種的義務。 這

是一些要考慮的問題︰

   • 貴分會善加使用要求的時間嗎？ 會議超過1.5個小時之後，您的會

員是否會感到在45分鐘內可能做相同的事情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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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獅友學習中心
� 獅子雜誌 
� 網路上的獅友

http://www.lionsclubs.org/TC/news-and-events/lion-magazine/index.php


   • 完美要求出席是必要的嗎，特別是如果貴分會有一個活躍、隨時更

新的網站和其他社交網路站點？ 還是能排除以添加會員時間表的靈

活性？

   • 您的會議時間對大多數會員方便嗎？ 考慮交替時間舉行會議–一次

會議在晚上，另一次在午餐時。

   • 您的會議地點是否在中心地點及容易到達，或者讓您的會員增加相

當多時間往返會議地點？

   • 考慮建立一個分會支部在不同的時間開會，除此之外參與您的輔導

分會的方案和籌款活動，或可能一個網路分會支部或委員會，可在

線上開會但積極參加活動。

   • 如果照顧兒童是會員的一個問題，可成立分會幼獅活動 ，開始或推

廣家庭活動嗎? 如果青少年問題使父母分心，或許成立一個少獅會

? 

   • 貴分會是否允許會員選擇參加活動，或需要參與每項分會活動？

   • 貴分會的自願服務是否尊重會員的時間嗎？

處理費用問題︰

錢對許多人是一個問題。 會費好像太昂貴是因為您的會員感到他們付的

錢不值得，或者在他們的環境下金額超過預算？ 請考慮以下事項：

   • 仔細地查看您的會費。 如果會費較低，是否有更多的會員可以留在

分會嗎？ 增加的收入能補償削減的會費嗎？ 

   • 如果每次會議廢除用全餐，費用將下降嗎？ 可能只有指定的會議用

餐或用點心而不用餐，或者考慮在會議結束之後可選擇是否用餐。

   • 一個不同的會議場所能降低費用嗎？

   • 考慮轉換有些分會活動的費用不完全由分會贊助，由參加者支付費

用或者由分會贊助部分費用。

   • 告知您的會員關於國際總會合適的活動以減少成為獅友的費用。 學

生、 青少獅轉換為獅友或家庭會員活動，都能為合於資格的獅友降

低國際會費。 在分會階層也可考慮一樣減收會費的活動。

   • 當會員參加會議或活動時幼獅活動可以免除照顧孩子的費用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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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會支部
� 分會幼獅活動 
� 網路分會
� 家庭會員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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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處理會員問題

與會員問題有關最通常的回應是︰ 

   • 較年輕的會員不多 

   • 分會不鼓勵我的家人參與 

   • 分會對待女性不公平

   • 我無法建立個人專業發展之連絡網 

一個健康分會的關鍵是很樂意並積極努力鼓勵會員的多元化。 獅友學

習中心提供一門關於重視會員的多元化課程。 

   • 評估貴分會目前的方案和機會。 貴分會想發展的新方案能吸引新的

會員嗎？ 例如，發展一次連絡網活動能對預期的目標會員宣傳貴分

會並也能提供機會給您的現任會員。

   • 利用邀募年輕人指南學習如何邀請更年輕的會員加入貴分會。

   • 建立一個家庭活動如幼獅活動或者一個青少獅會讓貴分會能使會員

的兒子和孫子參與，並可以鼓勵有孩子的較年輕之目標會員參加。

   • 一些較年輕的會員也可能正在照顧父母或更年長的親戚。 讓這些家

庭會員感到在貴分會內歡迎，並強調家庭參與以鼓勵這些會員參加

或留在分會。

   • 考慮委員會和方案的領導角色做為訓練新領導人的基礎。 較年輕的

會員和女性能利用此機會發展領導技能。

   • 檢視貴分會擔任領導職位需要的條件。 允許不同會員擔任這些角色

的必要條件是死板嚴格或足夠靈活？

   • 您的會員能否選擇符合他們的生活特定時間的參與程度，並根據需

要調整？ 靈活性

是吸引和保持較年輕會員的關鍵。 

   • 使用LCI的新會員講習資源，因此您的新會員可完全理解獅友在整

個參加會員期間必須的付出。

   • 使家庭成員在服務方案感到受歡迎。 他們的父母可提供孩子能做的

角色嗎？

鼓勵您的新會員當他們覺得自在舒適後盡快邀請其他人。 此外考慮嘗

試以2-4人的小組歡迎新會員。 新會員通常會找到有共同基礎的其他新

會員建立友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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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園分會活動
� 冠軍獅子會
�  分會支部
� 分會幼獅活動
� 家庭會員活動
� 青少獅會活動
� 女獅獅子會活動
�  獅友學習中心
� 獅子探索分會 
� 新會員講習
� 特殊興趣分會
� 邀募年青人指南

http://www.lionsclubs.org/TC/member-center/membership-and-new-clubs/strengthen-membership/programs-mem-orient.php
http://www.lionsclubs.org/TC/member-center/planning-projects/youth/leo-zone/sponsoring-a-leo-club/start-a-new-club.php
http://www.lionsclubs.org/TC/common/pdfs/mpfm37.pdf
http://www.lionsclubs.org/TC/common/pdfs/ex800.pdf
http://www.lionsclubs.org/TC/member-center/leadership-development/lions-learning-center/index.php
http://www.lionsclubs.org/TC/member-center/leadership-development/lions-learning-center/index.php


利用LCI的分會支部活動去邀集小群的新獅友。

   • 在一所本地學校、學院或大學輔導一個校園分會支部。

   • 如果貴分會有或知道以前的女獅，建立一個女獅獅子會支部。

   • 為偏好不要一起服務的家庭會員建立一個家庭支部 這可讓利用家庭

會費減免的會員分開活動。

   • 一個特殊興趣分會支部是基於一個共享的特殊興趣。 冠軍分會支持

特殊奧運會及獅子探索分會是基於渴望看見青少年成功。 

   • 或者，簡便地開始一個由全部騎單車、擁有狗或善烹飪的會員組成

的支部。

支部可能最終轉變成新的獨立獅子會或依照願望與輔導分會合併。

IV. 處理分會文化

一個獅子會是它的會員之總和。 隨著會員改變，分會必須調整。 目標

是得到新會員的參與並保持現任會員因貴分會而振奮。

最通常提及的分會文化之問題是關於感到沒有聯繫，或者並非團體的一

部分。

   • 覺得分會太多派系。 

   • 覺得分會老古板及沉悶。 

   • 分會的領導改變而我不喜歡這項改變。 

   • 分會太分等級及拘泥形式。 

   • 我不喜愛獅友的慣例。 

   • 讓我們社交聯誼的機會不多。

   • 我參加獅子會一陣子後就開始覺得未獲賞識。

   • 我覺得沒有歸屬感。

思考會員對貴分會是否感到舒適。 

   • 調整貴分會的實務適合會員的條件–當今的實務是幫助或抑止貴分

會？

   • 有甚麼傳統、慣例和分會規章支持貴分會的願景？ 其他有幫助嗎，或

者它們礙事？

   • 貴分會的活動反映出分會目標/目的/任務嗎？ 如果一位非會員看貴

分會的活動，貴分會之目的看起來將是甚麼？ 與貴分會的願景本身

及您的會員的期望是否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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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會幹部職前訓練
� 潛能獅友領導學院
� 領導發展
� 獅友學習中心
� 新會員講習
� 獅友指導活動

http://www.lionsclubs.org/TC/member-center/membership-and-new-clubs/start-a-new-club/special-interest-clubs/lions-quest-lions-club.php
http://www.lionsclubs.org/TC/member-center/membership-and-new-clubs/start-a-new-club/special-interest-clubs/special-olympics-lions-club.php
http://www.lionsclubs.org/TC/member-center/membership-and-new-clubs/start-a-new-club/special-interest-clubs/index.php
http://www.lionsclubs.org/TC/member-center/membership-and-new-clubs/invite-members/family-membership/index.php
http://www.lionsclubs.org/TC/member-center/membership-and-new-clubs/invite-members/programs-mem-lioness.php
http://www.lionsclubs.org/TC/member-center/membership-and-new-clubs/start-a-new-club/programs-mem-campus.php
http://www.lionsclubs.org/TC/member-center/membership-and-new-clubs/start-a-new-club/programs-mem-branch.php


使每名會員感到他們為貴分會有貢獻，並且他們的貢獻

是重要的。

   • 當會員提出建議或提供意見時須回應。 經常後續追

蹤。

   • 為所有會員建立機會讓他們如自己所願那樣參與。

   • 鼓勵新會員探索分會內的多種機會。 讓他們在最激

動的時候開始，但是要清楚委員會的輪流參與是領

導發展的一部分。

   • 使用LCI資源諸如新會員講習以幫助貴分會讓新會員

感到受歡迎以及分會幹部職前訓練讓新幹部接受適

應訓練。 

   • 鼓勵使用指導活動除了新會員的推薦獅友之外並從

分會內指派指導獅友。 為新獅友在分會提供兩個接

觸點。

公開處理所有會員提出的建議和調整事項。

   • 使用分會現有服務方案為構想的源頭及那些做得很

好及那些做得不好做為貴分會的指導，但是並非一

份”我們的須做清單”

   • 保留貴分會活動的審查和計畫成為一項例行實務。

允許您的會員評估現有的構想和任何改進的新構

想。

與附近的獅子會一起召開聯合會議及聯合服務。 這樣能

產生新構想和新觀點。 

鼓勵各位分會會員每當他們遇見可能喜愛成為一位獅友

的社區成員時，邀請參加貴分會。

LCI有很多領導訓練的資源︰ 潛能獅友領導學院、 網路

研討會和透過獅友學習中心的線上課程適用於進行對個

別的獅友 的領導發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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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會員覺得他們的貢獻
是重要的。

http://www.lionsclubs.org/TC/member-center/leadership-development/index.php
http://www.lionsclubs.org/TC/member-center/leadership-development/lions-learning-center/index.php
http://www.lionsclubs.org/TC/member-center/leadership-development/development-programs/webinars.php
http://www.lionsclubs.org/TC/member-center/leadership-development/development-programs/webinars.php
http://www.lionsclubs.org/TC/member-center/leadership-development/development-programs/emerging-leadership/index.php
http://www.lionsclubs.org/TC/member-center/membership-and-new-clubs/strengthen-membership/programs-mem-mentor.php
http://www.lionsclubs.org/TC/member-center/leadership-development/news-train-club-officers.php
http://www.lionsclubs.org/TC/member-center/membership-and-new-clubs/strengthen-membership/programs-mem-orient.php


V.  處理服務問題

記得每位獅友參加貴分會，因為他們有興趣提供服務。 這是會員們的共

同結合力。

與服務有關最通常提起的回應是︰

   • 不夠重視對當地社區之幫助

   • 分會未提供我感興趣的服務類型 

   • 服務社區的機會不多 

   • 太重視募款 

確保貴分會的目標/目的被清楚地確定及溝通。 您的會員需要知道貴分

會做哪種服務。 

   • 定期與貴分會核對以了解他們想要提供哪種服務。 方案是否適合今

天分會會員的興趣和能力嗎？ 目前的服務是否您的會員想要做的

嗎？

   • 為甚麼貴分會每年做相同的方案？ 它是 “我們在做的” 或分會很

興奮地去做？ 

   • 您能否將現有的服務方案做些小改變以符合貴分會的需求嗎？

   • 貴分會的方案能否保持相同焦點但修改得更好以適合您的社區需

求？

   • 思考您的服務方案之規模。 您每年有一項大型服務活動還是幾次較

小的活動？ 哪種對貴分會更有益？ 哪種對您的社區更有益？

   • 考慮新方案。 考慮與共有相同目標的其他團體合辦一項聯合方案。

貴分會能建立一項配合一種特殊興趣或社區活動的新服務方案。

   • 考慮一項核准的服務活動或全球服務行動的運動。. 這些活動已經在

世界上某些地方成功。 

查看一些服務方案的新選擇。 如果貴分會尚未完成一次社區需求評估，

這是一個開始的好處所。  這將幫助您鑑定您的社區之需求領域。 LCI有

很多能重新為貴分會提供能量的服務方案之資源和構想! 到LCI 網站並審

視規劃方案可得到的資源。

完成貴分會所有活動和服務方案的服務活動報告做為已做過甚麼的記錄並

且是貴分會追蹤提供給社區所有的服務之一種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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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核准的服務活動
� 社區需求評估
� 全球服務行動之運動
� 規劃方案 
� 獅友服務行動報告

http://www.lionsclubs.org/TC/member-center/planning-projects/service-activity-report.php
http://www.lionsclubs.org/TC/member-center/planning-projects/index.php
http://www.lionsclubs.org/TC/common/pdfs/mk9.pdf
http://www.lionsclubs.org/TC/member-center/membership-and-new-clubs/global-membership-team/presidents-theme/global-service-action-campaigns/index.php
http://www.lionsclubs.org/TC/member-center/planning-projects/other-adopted-programs.php


抵抗

當處理貴分會進行改變的問題時，

您很可能遇到抵抗。 為使它減到最

小， 使用為什麼-甚麼-何時-如何做

的程序來實施改變︰

•    為甚麼- 清楚地解釋提出改變的

原因。 

•    甚麼- 解釋您的會員能期望看見

發生甚麼。

•    何時 - 有一明確的開始改變之

時間點。

•    如何 - 條列您期望改變的結果

是甚麼。

一旦程序已經開始︰

•    鼓勵您的會員對改變做出回饋

–並回應它。 

•    考慮重擬新活動

如果根據實際的活動時間表他

們無法提供期待的結果。 

確保貴分會領導人接受並擁抱改變

設定一個好例子。 確保每個人有相

同觀點並建立團隊精神–您們全部

正朝向相同的地方前進!

第三步: 

實施並審查您的計畫

定期審查您的計畫以了解是否為貴分會想要看的結果。 記得–當您的

會員改變，您的計畫也需改變 。 新會員給貴分會帶來新的觀點和多種

不同的興趣和技能，因此要利用他們的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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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網路上的獅友 
� 獅子會公關工具
� 電子分會會所 

科技 

多數這些建議的基本主題是溝通。 當獅友知道他們的分
會正繼續做甚麼時，他們感到好像他們是分會的重要部
分–不是被遺忘。 使用可提供的科技通知您的會員，宣
傳您的活動，並教育您的社區關於獅友及他們所做的。
例如，一篇線上通訊與傳統的紙張相比，更快及更便宜
並容易分發。 

如果尚未使用，貴分會可能想要探索的一些構想︰
•    線上獅子雜誌
•    電子郵件
•    網站(分會電子會所)
•    社交人際關係
•    新聞信/部落格
•    社交邀請站點–發送邀請及接受回復訊息及公佈活

動後的訊息
•    收受會費、捐款和活動費用的財務站點 

選擇對貴分會最適合並容易維持更新的工具。 一定要訓
練您的會員因此他們能自在地使用科技。 

http://www.lionsclubs.org/TC/member-center/managing-a-club/e-clubhouse.php
http://www.lionsclubs.org/TC/news-and-events/lion-magazine/index.php
http://www.lionsclubs.org/TC/member-center/online-community/lions-on-the-web/index.php
http://www.lionsclubs.org/TC/common/pdfs/mk9.pdf
http://www.lionsclubs.org/TC/common/pdfs/mk9.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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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員問卷調查

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您為甚麼參加獅子會？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甚麼目前的分會服務方案對您是最重要的？ 為什麼？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甚麼目前的分會服務方案對您是最不重要的？ 為什麼？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您想要參與分會甚麼類型的新服務方案？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您喜歡參與我們的分會甚麼活動？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您有甚麼構想可改進我們的分會經驗？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您有甚麼關於分會問題？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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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會員問卷調查

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您為甚麼參加我們的獅子會？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您是我們獅子會的會員有多久？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您離開我們的分會或獅友的一個組織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甚麼分會服務方案對您是最重要？ 為什麼？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甚麼分會服務方案對您最不重要？ 為什麼？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我們的分會改變甚麼可能會鼓勵您保持為一名會員？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您喜歡參與我們獅子會的甚麼活動？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您有甚麼構想可改進我們的分會經驗？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會員及新會活動部門
300 W 22nd St
Oak Brook IL 60523-8842 USA
www.lionsclubs.org
電子郵件: memberprog@lionsclubs.org 
電話： 630.203.38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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