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会长培训周期（PTL） 

LEAD
分会会长
一月/二月课程



欢迎来到会长培训周期的LEAD部分。 
在此手册中，您将找到最佳做法和关键
行动，用以确保您和您的董事会在这一
年中有良好表现。 



如何实现时间过半，但董事会
的积极性丝毫不减1

让分会会员积极
参与的五大措施4

如何与分会职员一起
有效开展工作5

这个单元将会教给你什么 

主持年中抽查工作3

使用您的MAP2



如何有一个影响深远的下半年 

需要深思的问题：
在您离职之后，您希望您的分会继续做的两件事是什么？

在您的一年任期开始前，前一任会长告诉您哪一件对您有帮助的事情？

行动
观看视频1

1



重新审视您的MAP/行动计划 

查看您的MAP  
感觉仿佛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但您和您的董事会投入了大量时间，在年初举行的在线战
略峰会期间与导师一起制定了可衡量的责任制计划（MAP）。

1、如果您主持了一个EO组织的战略峰会，请重新审阅您在Samepage上的详细笔记。
 您是否对照计划的30天、60天和90天目标成功地衡量了自己的绩效？

2

行动
如果您有一个MAP，请将其取出并查看自己进度。



完成所有事宜后，您将会做什么？ 如果没有完成这些事宜，您该怎么办？

如果您已经实现了您在最初的战略峰会上设定的
目标，您现在可以高高兴兴地庆祝这一成就了。 您
的董事会圆满达成了他们的目标，理应得到表扬。

但这还没结束！ 距本财年结束还有几个月的时间。 

1.   拿出MAP，在下次董事会会议上与您的董事会
分享其中的内容，提醒他们肩负的责任，并再次
重申他们的受托责任。

2.   在讨论了受阻点和成功之后，您要举办一个年
中峰会，以重获年初的吸引力。

在庆祝之后，将重点转移！ 为了在今年余下的时间
里保持增长势头，您应将重点转向继任计划。

如果您仍然无法让分会取得任何进展，而且重新审
视您的MAP也未能解决难题，请咨询您的区域理事
会以获取更多支持。

为了最大限度地提高下届董事会的效率，请确保即
将离任的董事会委员已计划好交接事宜，包括清楚
了解如何与下届董事会委员一起工作，以确保在现
有策略基础上继续前进。

下面是具体步骤：
第1步：您的地区理事是首个联系人，从他那里可以
得到支持。 您的地区理事曾经担任分会会长，可能
有很多经验分享。 
第2步：如果您的分会正在为某个产品感到困扰（例
如学习， Forum等），区域理事会中有一些多功能理
事（MFD），他们可以就特定事项提供支持。 此外，
多功能理事（MFD）可以在该区域创造合作机会，以
更好地支持您利用EO的产品。 

2. 查看MAP时要考虑的事项：

区域理事会的支持目录  
在哪里可以找到我的区域理事会信息图？
要搞清楚您的区域理事会都有哪些人，最好的方法是查看Samepage组的信息图页面。 
如果你不确定它在何处，请通过eonetwork.org与您的区域经理和/或会员服务中心职员
联系。 

行动
观看视频2

SAMEPAGE小组 区域经理 会员服务中心（MSC）



需要深思的问题：
在此休整期间，您将运用哪一项策略来让董事会保持高涨的活力？

您需要与哪一位董事会成员联系？ 为什么？  
你们将在何时见面？

举办年中  
抽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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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年过半时，董事会的活力常常会陷入低谷。  
这正是规划活动的好时机，让大家重新焕发活力！

年中峰会的作用  
年中峰会是一个极好的契机，您可向董事会核查本分会在年初时制定的优先事项、成功
指标和行动项目的进展。 

同时，您也可以借此机会做出决策，调整原有的目标或制定新目标，使其更加贴近分会的
情况（或者你们已实现原有目标，希望取得更大成就）

整个财年中董事会的平均活力

4月 5月 6月 7月 8月 9月 10月 11月 12月 1月 2月 3月 4月 5月 6月

董事会的活力

我是否确实需要进行抽查？
您在财年开始时制定了分会计划，届时每个人都充满活力和兴奋之情，摩拳擦掌地开始
工作。 然后，一切就开始了。 董事会是否还对优先事项记忆犹新？

行动
您能否列举出董事会今年的首要任务？ 不要偷看哦！



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做出举办峰会的决定。
1. 雇用EO导师

 •  对于任何分会来说，在年度之初雇用一名EO导师都是最好的举动。 他们会有备而
来，带来您原有的MAP（可衡量的责任制计划）。

热门提示！ 请与您区域的工作人员联系，因为您可能会获得补贴。

2. 聘请一名外部导师
•  如果您正在使用其他系统来跟踪优先事项和指标，则最好请来一名外部导师。 
•  费用会有所不同。

如果我不想举办年中峰会，还有哪些其他选择？

董事会晚餐
董事会晚餐也可以与年中峰会一起举行，但如果您无法让全体董事会成员参加一整天的
会议，那么它也可以作为一个备择方案。

最好的做法是，举行董事会会议，把晚餐办成一次工作晚餐，您可以在晚餐过程中对照您
的策略计划，介绍目前的进度和行动项目。 请记住，要让它饶有趣味！ 以下是其他分会的
一些示例：
• “谋杀神秘”晚餐
• 某个家庭的私人厨师
• 与著名厨师单独共进晚餐（纽约市詹姆斯•比尔德之家）
• 烹饪课
• 葡萄酒/威士忌品尝
• 与家人野餐
• 游艇

其他活动思路
让董事会成员获得协同合作的互动体验，并将其添加到您抽查项目中，以鼓励团建。 其他
一些想法可能包括：
• 绳索课程
• 到某个地方过夜的牧场研习之旅/董事会研习之旅

行动
观看视频3



五种抽查方式
会员参与在续费之前

需要深思的问题：
您如何衡量会员的参与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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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您的分会会员参与策略提供强大的推动力，以确保续费成功
会员互动其实就是与您的会员建立感情，使他们的生活增添独特价值，并且不间断地吸
引他们的注意力，提醒他们EO所起的作用。

会员加入EO的原因是，他们想让自己成为某个组织的一员。  
他们希望与同侪们建立联系、分享和成长。 但如果说，您分会中的每个人都有相同需求，
这是不大可能的。

基于会员的职业、年龄、所在地点和兴趣，他们通过不同方式获取价值。 一个有意义的参
与策略应该纳入价值创造策略，这不仅要面向分会中积极参与的人，更重要的是，要面向
那些不主动参与分会活动或小组互动的会员。 

行动
EO的哪些元素对您而言最具价值？

EO开发了一个方便的工具包，用以根据每个特定会员的独特需求来确定所要使用的产
品和利益。 通过确定最适合他们的身份，包括Forum拥戴者、网络使用者、领导者或学习
者，您可以给每个人单独定制参与机会，充分引起会员的共鸣并最大限度地提高他们参
与的可能性。 您可以在这里找到会员之旅工具包。 

积极参与的会员更有可能续费其会员资格，并成为组织、会员和价值观的热情倡导者。

https://www.eonetwork.org/member/EOResources/Communications_Tips%20and%20Guidlines/EO%20Member%20Journey%20Guides.pdf#search=member%20journey


反思时间！
•您会员今天的参与度如何？
•积极参与的会员都参加哪些活动？
•您如何跟踪这些活动所产生的影响？
•在他们错过续费付款之前，您如何激发他们的参与热情？

促进会员互动的途径多种多样，任由您想象。  
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但是通过采用正确的策略，您定会成功。 为了帮助您做到这一点，
我们选择了五种明智的策略，它们有助于您在任期剩下的六个月内，取得续费工作的好
成绩！

1. 个性化的外展宣传（由您或分会职员完成）
 你可以在eonetwork.org找到“续费可能性”指示板， 它提供了单个会员在组织和分会

中参与程度的有用信息。 查看会员的记录，获得他们参与度的信息，从而确定还需要
采用的其他推广方式。 他们在过去三个月中参加过活动吗？ 他们最后一次登录是什
么时候？ 他们在分会小组中的表现活跃吗？ 如果您察觉到某种固定模式，请与该名会
员联系。 首先尝试发送电子邮件，然后拨打电话。 没有回应吗？ 给他们发送个人讯息。 
每个任务的用时均少于五分钟，可以促使会员重新参与。

2. 您桌面上的全分会每月电子邮件轰炸
 审视一下您自己的沟通策略。 您与会员沟通的频率如何？ 如果他们仅会收到你发来

的季度刊物，或者在你组织的学习活动中见到你，那么你的外展宣传力度还不够。 您
不必每周给他们发送电子邮件，但每月应联络一次。 随时让他们了解分会变化和更
新的信息，分享独特的会员故事或行业的重要新闻。

3. 定期审查收到的反馈
 您对会员的了解越深入、越触及个人层面，您就越能更清楚地知道他们是怎样的人，

他们想要什么以及如何使他们满意。 在活动和聚会交流之后，定期进行简短的反馈
调查、设立开放式建议箱或召开全员大会，通过这些重要的方式，您可以了解会员头
脑中的想法，知道哪些是，哪些不是他们的驱动价值。 同样重要的是，根据反馈采取
行动，包括更改计划、活动和举措，以最大限度地提升会员满意度。



4. 与Forum主持人会面
 了解会员对分会是否有热忱的另一种方法是与分会各Forum的Forum主持人进行互

动。 他们能提供更多关于成员满意度的个性化反馈，并提出需要解决的危险信号。 与
Forum主持人每季度一次的会面应被纳入到全面的会员参与策略中。

 
5. 分会会员参与度调查
 询问会员对他们而言最重要的东西是什么，以及您分会目前提供的内容中缺少什么，

您可以使参与策略更加完善，以更好地满足成员的需求。 针对会员参与度的专项调
查能够让您更好地了解目前的状况和应该做些什么，以确保在即将到来的续订季节
中保持高效率。

受到来自同侪的激励  
EO 古尔冈分会的会员服务调查模板
EO 古尔冈分会: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1s-W49kFTuHno_
H6Tv4XGWFj89yJqDmQOZix6LC-svao/viewform?edit_requested=true

这里有一些开放式问题，可帮助您起步：
•有哪些行业相关的主题是您想要进一步了解的？
•哪些会员利益对您来说最有价值？
•您最喜欢哪个EO产品？
•您想在我们的社交媒体上更多地看到哪些内容？ （ EO活动、会员聚焦、行业相关新闻

等）
•您是否担任过EO自愿者 ？ 如果没有，哪些事情会鼓励您这样做？
•您希望我们将来举办什么样的活动？

创新让你不会落伍！  
这些仅是我们认为可能会有所帮助的想法，您可以通过尝试不同的、创新的方法来 
提升会员在分会中的参与度，从而保持领先。 但请记住，当您这样做时，请不要忘记 
与我们分享！

行动
观看视频4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1s-W49kFTuHno_H6Tv4XGWFj89yJqDmQOZix6LC-svao/viewform?edit_requested=true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1s-W49kFTuHno_H6Tv4XGWFj89yJqDmQOZix6LC-svao/viewform?edit_requested=true


 

年中汇报 
向分会职员传达
在动态的、瞬息万变的EO世界中，实践证明，分会职员是每个分会的骨干。 他们的知识、
专长、能力、技能和经验是确保分会美好未来的宝贵资源。 

您在传递领导力交接棒时，请确保让您的分会职员参与进来，并将分会职员全年参与的
活动、倡议和工作转达给下届 - 这样做，可以确保您圆满地结束任期。 

同样重要的是，评估分会职员的年度绩效并分享反馈以利改进。 

令此过程行之有效的想法如下：
•收集来自下届会长和其他董事会成员的绩效反馈
•向会员单独搜集反馈，或者通过您的分会调查收集反馈
•咨询区域工作人员，以核对您的分会职员是否积极参与必要的区域/全球活动、电话和

倡议
•记录绩效评估以备将来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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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动
在1月或2月安排一次汇报，并使用PTL LEAD资源中的分会经理核对表，评估您的进度并
确定下半年尚需完成的工作

行动
观看视频5



许多人会快速开始，很少
人能够圆满完成。
–加里·瑞安·布莱尔 

行动
观看视频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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