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隆重介紹 MyLion®  

用新的會員工具推進國際獅子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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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2019年7月1日開始，MyLion 將取代 
MyLCI 作為服務活動報告的系統。  MyLCI 的
所有其它功能保持可用。 

MyLion 

• 與貴分會計劃、邀請和分享服務活

動 

• 如果您是幹部，請報告服務的活動 

• 尋找、聯繫，並與來自世界各地的

獅友和青少獅們聊天 

• 檢閲貴分會、區、複合區等的重要

服務數據 



我需要知道哪些關於 MyLion 的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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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MyLion 可在各地以任何設備使用。 

• 從任何網頁瀏覽器登錄到 MyLion 

• 將 MyLion 移動應用程式下載到您的智能手機中  

2. MyLion 一直在改良 

• MyLion 已經300多位獅友和青少獅的測詴，我們繼續根據用戶的回饋意
見來開發這個平臺 

3. 從2019年7月1日開始，MyLion 將取代 MyLCI 作為
服務活動報告的系統 

• 網絡研討會、MyLion 工具袋及其它資源將會提供 



著手開始 



MyLion 網站 

一次性的處理 

您進入 MyLion 的使用權限
讓您可以進入 MyLion 網站
和應用程式。  

您需要的 

1. 您的會員號碼 

2. 符合您在 MyLCI中登記
的電郵或電話號碼 

3. 您自選的密碼 

 

貴分會秘書可幫您更新您在 

MyLCI中的電郵和電話號碼，
並給您提供您的會員號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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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載並在 MyLion 移動應用程式上登記 

進入 www.mylion.org 

下載該應用程式 

 

 

 



探索 MyLion 網絡版的特徵。 

MyLion, 您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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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的 MyLion 主頁 

看到清晰的  

服務影響 

服務影響個性化。您的
主頁驕傲地展示貴分會
的服務影響。 

知情 

查看貴分會近期的服務
活動。查看您將參加什
麼服務活動，加入您感
興趣活動並將需要報告
的服務活動結案。 

繼續您的 

服務旅程 

• 瞭解 有關我們的全球
志業 

• 發現 您能夠參加的服
務活動 

• 行動起來 去創建您自
己的服務活動 

• 慶祝成就 分享您的故
事並探索服務影響指
標。 

導航 

順暢 

簡單的標籤意味著您總知
道您在何處並想去何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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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服務活動 

用過濾器找到您適
用的活動 

個人定制您的搜索，看看
獅子會每個階層過去和即
將舉行的活動。獲得靈感
並參與您附近的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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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刻溝通 

控制 

信息 

您可以決定何時開始或離開
對話、分享照片或視屏或刪
除舊資訊。 

內置聊天 

功能 

與全球任何地方的獅友
溝通，而且也能和當地
層面溝通。  

 

清晰的 

溝通 

聊天 “泡泡圈” 以不同的顏色
顯示，您一眼就知道誰在講
話。 



您在 MyLion 網絡版上的服務 

計畫、報告並慶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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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擇您的活動將影響的志業 

瞭解更多， 

服務更好 

MyLion 的右上方面板給您
提供有關您選擇的全球志業
的更所資訊。如果您點擊不
同的志業，資訊和支援資源
的連結也將會改變。您甚至
可以透過閱讀有關我們的全
球志業，找到新的服務熱情！ 

 

跟蹤您的 

進展 

MyLion 引導您每一步驟，
創建一項服務活動。總是讓
您知道您完成和下一項活動。 

分享您的 

激勵 

圖表說明您選擇激發您服務
的全球志業。您也能夠選擇
“其他” 來影響不同的社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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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擇分步驟的方案計畫書來指導您的服務。 

快速詳情幫助您選擇
正確的計畫書 

MyLion 的右上方面板當前
變化，給您提供有關您選擇
的服務活動詳情。點擊所有，
查看哪項活動符合貴分會的
興趣！ 

用服務方案計畫書，
獲得啟發並進行組織 

從各種熱門服務活動選擇或
使用 “其他” 來創建自己的活
動。每項有名稱的活動帶有
其服務方案計畫書或分步驟
指南，說明您組織有序。 

下載並分享 

下載完整的服務方案計畫書，
攜帶至您的下一次分會會議
並開始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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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詳情 

講述您的服務故事 

使用活動詳情部分來分享有
關您的服務活動詳情的更多
資訊。上傳圖像並展示貴分
會正在計畫或已經達成的活
動。 

任何時候您需要時，
尋找更多的資訊 

如果您選擇有名稱的活動，
該活動的詳情和服務方案計
畫書將會在側面面板出現。 

掌控您的隱私 

我們致力於保護您的隱私和
安全。MyLion 讓您全面掌
控誰能夠看到並加入您的活
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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邀請民眾參加您的服務活動  

在任何層面搜索並 

邀請 

透過邀請他人加入，讓您的
服務活動獲得成功！透過在
分會欄選擇分會或搜索個人，
讓貴區的所有分會參與。 

用幾步點擊 

管理受邀人 

在開發您的活動時，在右邊
欄添加並刪除受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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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覽 

看似一項偉大的計畫！ 

您方案計畫的清楚選擇，講
述您近期的服務故事。何人、
何事、何時、何地以及何因？
所有詳情都在一頁整潔的頁
面上。 

計畫的活動 

(幾乎完全報告！) 

一旦對您的計畫滿意，點擊
發佈並與受邀人和其他獅友
及青少獅分享近期服務。祝
賀，您已經完成了您的服務
活動未來報告的大部分！ 

增添或編輯詳情 

如果您不確定您的邀請名單
（或您增加的其他詳情），
沒有關係。返回進行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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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 (供幹部使用) 

慶祝您的影響 

報告您的服務是慶祝您在貴
社區影響的一種方式。用可
測量的方式分享您的服務活
動如何說明了您的社區。 

分享數字背後的故事 

在社區結果領域，您增添詳
情和您影響的深度。講述您
善行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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慶祝：探索指標面板上的影響 

快速查看您的服務 

我們關鍵的服務指標突出顯
示在指標面板上，供容易參
看。 

探索每個層面的影響 

您設定您看到影響資料的參
數。查看您為貴社區做出的
個人貢獻，或陶醉於仁慈和
服務的全球改變。 

成為一名快速的 

資料專家 

我們的互動式面板每數小時
更新並分享我們在何地以及
如何影響世界。 

數秒內生成報告 

使用匯出功能，下載資料集
到您的個人設備上。 



MyLion 應用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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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MyLion 應用程式上計畫並加入服務活動。 

創建或支援服務 

MyLion 能夠說明將您的服
務活動理念帶入生活或將您
與需要您支援的活動相連接。 

獲得啟發並參與 

搜索篩檢程式説明您發現服
務。當您旅行時或看到當地
所發生的活動時，獲得啟發、
加入一項活動。 

與全球連接 

是否好奇其他分會或對 具
體的 MyLion 用戶感興趣？ 

搜索並追隨瞭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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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移動中創建一項活動。 

使用簡單的模版 

考慮您想用 MyLion 組織什
麼活動並選擇一個簡單的模
版。 

捕捉詳情 

MyLion 的提示將會幫助您
增添志業的詳情，激勵您達
成方案的時間表。 

讓人人參與 

幾步點擊，邀請他人加入您
並讓您的服務獲得成功。 

讓我們開始服務 

一旦您對計畫滿意，點擊發
佈並與受邀人和其他獅友及
青少獅分享近期的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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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並慶祝您的服務（適用於幹部） 

迅速報告您的服務。 

輸入幾條基本信息，並在完成服務後，簡單迅速地提交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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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現您的下一個服務活動和服務夥伴。 

受到當地和全球獅友的啟發 

搜索其他 MyLion 使用者和分會，發現您附近的服務活動，或受到全
球活動的啟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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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刻溝通。 

內置聊天功能 

與全球任何地方的獅友溝通，同時也和當地層面的獅友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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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 LCIF 捐款。 

快速和安全的捐款程式 

輸入幾個關鍵的資訊，包括您想捐款多少、頻率和您的付款方式，之後
捐款！您的貢獻將會創造一個不同的世界。 



下一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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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yLion 可在世界各地使用，請今天就登記
並登錄使用! 

• 從任何英特網瀏覽器打開 https://app.mylion.org 

即可登記和登錄使用。 

• 下載 MyLion 應用程式到您的移動設備: 

‣ iPhone 用戶: 訪問 App Store 

‣ 安卓用戶: 訪問 Google Play Store 

▶ 如果您在登記、登錄或使用MyLion時需要
協助，請聯絡 

mylionsupport@lionsclubs.org 。 

接下來 
的步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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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app.mylion.org/
mailto:mylionsupport@lionsclubs.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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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謝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