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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LT與 GMT 

一、什麼是 GLT？ 

（一）GLT的全名 

       所謂 GLT，係 Global Leadership Team之簡稱，目前我國際 

       獅子會官方之中文翻譯為『全球領導開發團隊』。 

（二）GLT的標誌 

       GLT的標誌，為金黃色橢圓形標誌，其組成除右 

       上角有我國際獅子會之圖樣外，文字部分則清 

       楚標記 GLOBAL LEADERSHIP TEAM等字樣。 

（三）領導力的重要性 

       領導力是任何組織的整體成功的關鍵，國際獅子會亦同。  

       一個有成效的領導團隊，能為我們的組織向全球各地社區持續 

       提供優質的、相關服務的使命，並提供不可或缺的願景、指導 

       和鼓勵。 

（四）GLT的工作 

       全球領導開發團隊（GLT）強調領導力的發展，它是我們組織 

       未來生命力的關鍵。GLT 的工作主要是透過積極的培訓和發 

       展領導力的活動，同時提供必要的資訊、指導和激勵，以找出 

       並培養有成效的領導人。 

       依實務而言，GLT負責各類領導開發、教育培訓課程之擬訂， 

       並由國際獅子會之認證講師（講師團）負責執行之。 

（五）GLT的結構 

       GLT的結構包含了國際總會、複合區、單區和區階層的代表， 

       並包括了總監團隊，它提供了一個全方位綜合性的全球平台 

       來發展更多自分會階層起有資格、足以勝任的領導人，同時鼓 

       勵地方性的培訓並擬定方法來解決當地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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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球領導開發團隊（GLT）是由指定服務於某個憲章區或地 

       區（specific constitutional or regional areas）的獅友 

       領導人所組成。 

       GLT 的成員任期三年，以便能有足夠時間分析地區需要並發展 

       和推動合適的活動。所有 GLT 成員都要接受年度審查，並按 

       其表現決定是否連任。 

       當然，各屆總監得視需要予以更換人選。 

（六）GLT的活動        

目標 方向及作法 

1 
找出並發展未

來的領導人 

1、按照目標分類標準找出潛在領導人 

2、教育成員有關領導發展的機會 

3、鼓勵潛在領導人擔任領導角色及職務以 

   增強他們的技巧 

4、提升積極參與獅子會領導學院的結業生 

   及其他受訓的獅友擔任領導職務 

5、激勵獅友在社區中找出有實力的領導人 

   加入獅子會的隊伍 

2 

培訓、教育、

指導和激勵領

導人，將其成

效發揮至最大 

 

1、建立年度領導發展計劃 

2、確保有效地推行副總監培訓 

3、給分區主席、導獅（guiding Lions）及 

   其他人組織培訓 

4、確保有效地推行分會幹部培訓 

5、舉辦分會傑出程序（CEP）研討會 

6、透過獅子會指導活動鼓勵積極的指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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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什麼是 GMT？ 

（一）GMT的全名 

       所謂 GMT，係 Global Membership Team之簡稱，目前我國際 

       獅子會官方之中文翻譯為『全球會員發展團隊』。 

（二）GMT的標誌 

       GMT的標誌，為金黃色橢圓形標誌，其組成除右 

       上角有我國際獅子會之圖樣外，文字部分則清 

       楚標記 GLOBAL MEMBERSHIP TEAM等字樣。 

（三）GMT的背景 

       會員發展對任何服務性組織整體的成功是很重要的。有效的會 

       員發展團隊將可提供願景、指導與激勵國際獅子會繼續履行 

       提供全球社區優質及相關服務的任務。 

       全球會員發展團隊（GMT）於2008年成立，直接強調過去年度 

       會員發展的重要挑戰，並以繼續提供彈性，有特別地區計劃之 

       國際目標，根據已驗證的基礎所成立的新結構，以及 GMT、複 

       合區、區和分會的簡單溝通流程。 

       在 2009-2010年度，一個嶄新的概念被開發出來並取代原本實 

       施的 MERL團隊（M-會員發展- Membership growth in existing  

       clubs、E-新會發展- new club Extension、R-會員保留-member  

       Retention 、L-領導能力發展-Leadership development），其 

       中 M（會員發展）、E（新會發展）、R（會員保留）結合成現行 

       之 GMT架構（CEP包含於其中），而 L（領導能力發展）則自原 

       先之 MERL 團隊結構中抽離，獨立成為現今 GLT（全球領導 

       開發團隊）之整合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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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GMT的目標 

       GMT 全力強調會員成長，會員參與和成立新會。這將有利於國 

       際獅子會透過增加會員和參與，對地區和全球人道主義之服務 

       更加強而有力。  

       雖然 GMT 包含各階層的領導結構（國際總會、複合區、區）， 

       但整體之目標、目的是一致的 :  

        1、維續會員發展的數據和趨勢以及獨特的地理/文化特色的 

           認識和了解  

        2、確定新會發展的地點  

        3、在區域會員發展目標、策略計劃的制定和實施提供援助  

        4、確定並協助弱勢分會  

        5、發掘及促進服務機會  

        6、表揚並分享成功的會員發展策略  

        7、了解並促進國際獅子會會員發展資源和計劃 

        8、強調溝通、願景、規劃和合作 

 

三、GLT與 GMT之關係 

（一）GLT與 GMT的合作 

       GMT和GLT是兩個獨立平行，但卻是相輔相成的團隊，這兩團隊 

       間的正面影響力只能透過合作，才能得到最大發揮。 

       國際獅子會要滿足日益增長的社區需求，會員成長（GMT）是 

       很重要的。而有效的領導發展（GLT）則會給我們的會員提供 

       重要的資訊、指導和激勵，以使我們可以提供優質的、相應的 

       多元服務。 

       更甚，有效的領導發展及教育培訓，更可以讓獅友們對國際 

       獅子會之宗旨目標、存在目的有更深的認識及更高之認同，進 

       而在會員成長及會員保留上，發揮無限之潛在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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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員成長和領導發展，都是我們身為獅友能夠繼續提供所需的 

       社區服務、完成『我們服務（We Serve）』使命的重要關鍵。 

       而這，也就是我國際獅子會成立全球會員發展團隊（GMT）和 

       全球領導開發團隊（GLT）背後最主要的原因。  

       這兩個團隊有以下四個共同的基本目標：  

         1、持續的會員成長  

         2、成立新分會  

         3、增強分會的成功  

         4、提升領導素質  

（二）GLT與 GMT合作實例（引用自『全球會員發展團隊資源指南』） 

    1、GMT，使用其對分會和會員發展的挑戰和相應活動的知識，識 

       別出幾個分會願意提升會員體驗的分會。GMT鼓勵他們參與分 

       會傑出程序(CEP)並通知GLT該分會的興趣。GLT以其在訓練 

       和互動教學上的專長，籌劃並確保有效地在CEP研討會上講解。 

    【英文原文】 

       The GMT,using its knowledge of club and membership  

       challenges and support programs available, identifies  

       several clubs that want to enhance their membership  

       experience. The GMT encourages them to participate in the  

       Club Excellence Process (CEP) and informs the GLT of the  

       club's interest. The GLT, with its expertise in training  

       and interactive facilitation,plans and ensures  

       effective delivery of the CEP Pro worksh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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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GLT與GMT之關係圖 

國際總會長

第二副總會長第一副總會長

國際總會GMT/GLT 協調員

結合國際總會相關委員會

憲章區GMT領導人 憲章區GLT領導人

複合區GMT協調員 複合區GLT協調員

區派GMT協調員 區派GLT協調員區總監團隊

專分區及 分 會

 
 

其組織圖說明如下: 

自 2008 年度起在國際總會長領導下成立 GMT，後續於 2010 年 4 月成 

立 GLT團隊。 

其中組成分別是： 

國際總會長國際總會 GMT 及 GLT協調員結合國際總會委員會指派 

憲章區 GMT及 GLT領導人複合區 GMT及 GLT協調員區派 GMT及 

GLT協調員結合區總監團隊專分區及分會 

目前台灣總會慣稱各區之協調員為協調長（GMT協調長、GLT協調長）。 

其運作方式是由國際總會召開全球 GMT/GLT 領導人執行議會，在會 

議中討論、分析各區域的需求與實施計劃之目標及方式後，透過憲章

區之 GMT/GLT 領導人來告知複合區及各副區層級之 GMT/GLT 協調員， 

並與區總監團隊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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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區總監團隊對區分別指派第一副總監及第二副總監為 GMT 及 GLT 協

調員（台灣總會慣稱各區之協調員為協調長）之聯絡人，且在必要時 

總監可另外增加聯絡人。 

各階層的GLT/GMT協調員（長）需經常溝通，確保能充分利用國際總會

的領導發展訓練資源，以滿足地方的需求。 

而總監團隊、GLT、GMT之完全整合，將有助於區內之成長及發展，並 

能更加鞏固會員基礎、健全區內分會、增進領導品質。 

此外，區派之GLT協調員（長）主要職責之一為鼓勵各層級之獅友多加 

參與國際獅子會所提供之各層級訓練課程，以發掘及培育優秀之領導 

人（各層級之課程表詳如下表，開課時間及地點將另行公告）： 

課程之中文名稱 主辦單位 英文代號 

當選總監研習 國際總會  

講師發展學院 國際總會 FDI 

資深獅友領導學院 國際總會 SLLI 

區內閣職前研習營 台灣總會  

分會傑出程序 CEP引導師 台灣總會  

獅子大學國際 CEO遠距教學 台灣總會  

地方領導學院認證導師種子研習 台灣總會  

地方領導學院暨認證講師初訓 台灣總會 RLLI 

重新奉獻繼續服務研習會 台灣總會  

第一副總監作業、第二副總監研習會 台灣總會  

區-幹部研習營 區自辦  

區-新獅友講習研習會 區 GLT團隊 (GMT)  

區-額外的領導研習會 區 GLT團隊  

地方領導學院認證講師研習營 台灣總會  

講師再訓研習會 台灣總會  

地方講師發展學院 台灣總會 RFDI 

潛能領導學院示範研習營 台灣總會 ELLI 

額外的領導研習會 國際總會 GLT團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