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勵志領導者



成為勵志領導者
自從113年前創設以來，扶輪在全球的角色不停地演變。最早期，扶輪提供社
員共享聯誼、結交友誼，以及在各自的社區建立人脈的手段。不久，服務的理
念在扶輪生根。隨著扶輪組織的擴展，服務活動的影響力也隨之擴大。其後，
透過扶輪基金會的支持，我們的服務計畫更在世界各地造福人群。我們藉由
建立夥伴關係，將計畫集中於提高影響力的活動。我們與各國政府、國際組
織和無數的當地和地域性的保健機構攜手合作，發起世界最大規模的官方和
民間組織共同倡議的保健活動：根除小兒麻痺。

歷經一百多年，扶輪仍是也將永遠是保羅・哈理斯當初設想的組織：提供來自世界各個角落的人士結合
起來成全大我的機會。而今天的扶輪提供的則是一個持恆的價值：加入有才能且致力於改善世界的人士
所組成的全球聯絡網。我們是相信社區的行動力能影響全球的男女人士。當我們團結一致，有無事不成
的能力和資源。

扶輪存在全球的意義較過去任何時期都更形重要，而行善的潛能也無止境。不幸的是，真正認識扶輪是
什麽樣的組織，以及做什麽的組織的人士不夠多。即使在扶輪社，許多社員由於缺乏對扶輪的瞭解，無
法充分享受扶輪之益。

扶輪的服務計畫確實能夠轉變人生和社區。為了達成更多改革性的服務活動，我們必須以嶄新的想法來
檢討我們在社裡應行的任務，以及扶輪在世界應負的責任。我們必須提升公共形象，使用社群媒體強化
社員組織，並吸引協助我們擴展服務的夥伴組織。我們必須專注於更具持久影響的大規模計劃，使用充
分的時間進行調查，並規劃跨越年度及職員任期的計畫。最重要的是，我們必須是導向正面改變的「勵
志領導者」來鼓勵我們的扶輪社和社區, 以及我們的組織，抱著勇氣、創意和樂觀積極接受挑戰。

正如保羅・哈理斯所說：「扶輪是和平世界的縮影，是各國大可仿效的榜樣。」對我來說，扶輪不僅是個
榜樣，而是勵志領導者。扶輪將可能性顯示給我們，激勵我們成全可能性，並給予我們應採的行動路徑，
使我們能成為世界的「勵志領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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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輪獎是表彰為了支持扶輪的策略性優先事項而
完成下列各項活動的扶輪社。您有一整年度的時間
來達成扶輪獎的各項目標。
只要您隨時在My Rotary維持貴社和貴社社員的最
新資訊，扶輪能夠自動確證貴社達成的許多項目成
果。至於其他的項目，請在您達成目標之後，使用
扶輪社中央系統 (Rotary Club Central) 進行報告。獲
得扶輪獎的首要條件為：貴社必須自年度開始時即
為積極參與，且具完備資格的有效能的扶輪社；並
將此狀況維持至年度終了。本年度的成就將以2018
年7月1日的社員人數為對比標準，而表彰則將在確
證2019年7月1日的最終人數之後的8月15日授予。
今年度，除了達成扶輪獎目標之外，另外達成其
他1-3項目標的扶輪社，可榮獲社長特優扶輪獎 
(Rotary Citation With Presidential Distinction)。

支持及強化扶輪社

達成以下至少3項目標:
ll 淨增社員1名
ll 維持或增進貴社現有社員及新社員的續留
l¡ 增進1 個百分點的續留率 
或
l¡ 如果貴社的續留率在2017-18年度達90%或 
以上，維持之

ll 達成女性社員的淨增
ll 有至少60%的社員在My Rotary記錄出生年月日
ll 輔導或共同輔導成立一個新扶輪社
ll 執行貴社社員的職業分類調查，致力於使社員結
構反映社區的各種事業及專業  

聚焦及增加人道服務

達成以下至少3項目標:
ll 輔導組織一個扶輪社區服務團 
ll 輔導或共同輔導成立一個扶輪少年服務團或扶
輪青年服務團
ll 每位社員捐獻年度基金至少100美元
ll  增加參與服務計畫的社員人數
ll 主辦支援根除小兒麻痺的籌款活動，並提升各界
人士對扶輪致力於根除小兒麻痺活動的認識
ll 執行有關扶輪六個焦點領域之一的一件意義重大
的社區服務或國際服務專案 

提升公共形象與認識

達成以下至少3項目標:
ll 將有關貴社執行的計畫專案、所花的義工時間 
及籌得款項的詳情上載 Rotary Showcase (扶輪展
示窗)
ll 使用扶輪的品牌準則、樣本、「採取行動的人」 
公共形象活動文宣資料，以及其他的相關資源
ll 安排社員與媒體談話，以講述貴社和扶輪故事的
機會
ll 主辦針對扶輪前受獎人的活動，強調扶輪提供的
建立人脈聯絡網的機會
ll 維持或建立與企業、政府或非政府組織合作，一
起活動的
ll 贊助一名青少年交換學生或RYLA參加者

2018-19年度 扶輪獎



扶輪青年服務團的扶輪獎是表彰為了支持扶輪的
策略性優先事項而完成下列各項活動的扶輪青年
服務團。您有一整年度的時間來達成扶輪獎的各項
目標。
獲得扶輪獎的資格條件為：必須是最遲在2018年7月
1日之前獲得國際扶輪認證的扶輪青年服務團，且由
地區確認達成目標。各團必須在2019年7月1日之前，
以提交推薦表呈報達成目標的成就
今年度，除了達成扶輪獎目標之外，若另外達成其他
1-3項目標的扶輪青年服務團，可榮獲社長特優扶輪
獎 (Rotary Citation With Presidential Distinction)。

支持及強化扶輪社

達成以下至少2項目標：
ll l淨增團員1名l
ll l至少 50%的團員將自己的技能和興趣輸入l

My Rotary的社員簡介(profiles)
ll l建立或維持孿生社(twin club)l關係lll

聚焦及增加人道服務

達成以下至少2項目標：
ll l每位團員捐獻根除小兒麻痺至少25美元l
ll l主辦支援根除小兒麻痺的籌款活動，並提升各界
人士對扶輪致力於根除小兒麻痺活動的認識
ll l與輔導扶輪社或顧問合作，執行有關扶輪六個焦
點領域之一的一件意義重大的社區服務或國際
服務專案

提升公共形象與認識

達成以下至少2項目標：
ll ll將有關貴扶青團執行的計畫專案、所花的義工時
間及籌得款項的詳情上載lRotary Showcasel (扶輪
展示窗)

ll l使用扶輪的品牌準則、樣本、「採取行動的人」l
公共形象活動文宣資料，以及其他的相關資源
ll l在「世界扶輪青年服務團週」(最好是3月13日)ll
主辦慶祝活動，並邀請媒體參加，以傳達貴團及
扶綸的故事

2018-19年度 扶輪青年服務團的扶輪獎



扶輪少年服務團的扶輪獎是表彰為了支持扶輪的
策略性優先事項而完成下列活動的扶輪少年服務
團。您有一整年度的時間來達成扶輪獎的各項目
標。
獲得扶輪獎的資格條件為：必須最遲在2018年7月1
日之前，獲得國際扶輪認證的扶輪少年服務團的，
且由地區確認達成目標。同時，在2018年7月1日之
前，成人顧問必須將其姓名和聯絡資訊提交扶輪。
輔導社的職員或扶輪少年服務團顧問必須在2019 
年8月15日之前，以提交推薦表呈報達成目標的 
成就。
今年度，除了達成扶輪獎目標之外，若另外達成其他
1-3項目標的扶輪少年服務團，可榮獲社長特優扶輪
獎 (Rotary Citation With Presidential Distinction)。

支持及強化扶輪社

達成以下至少2項目標：
ll  主辦諸如扶輪青少年領袖獎 (RYLA) 及扶輪青少
年交換等計畫活動，並將其介紹給團員的集會
ll  與輔導扶輪社或顧問合作，規劃並參加就業指導
或其他個人指導的活動
ll  與輔導扶輪社或顧問合作，介紹即將畢業的扶輪
少年服務團團員給在大學或社區成立的扶輪青
年服務團 

聚焦及增加人道服務

達成以下至少2項目標：
ll  籌畫並執行「全球青少年服務日」計畫
ll  主辦支援根除小兒麻痺的籌款活動，並提升各界
人士對扶輪致力於根除小兒麻痺活動的認識
ll  與輔導扶輪社或顧問合作，執行有關扶輪六個焦
點領域之一的一件意義重大的社區服務或國際
服務專案

提升公共形象與認識

達成以下至少2項目標：
ll  將有關貴扶少團執行的計畫專案、所花的義工時間 
及籌得款項的詳情上載 Rotary Showcase (扶輪展
示窗)
ll  使用扶輪的品牌準則、樣本、「採取行動的人」 
公共形象活動文宣資料，以及其他的相關資源
ll  在「世界扶輪少年服務團週」(最好是11月5日)  
主持慶祝活動，並邀請媒體參加以傳達貴團及扶
綸的故事

2018-19年度 扶輪少年服務團的扶輪獎



扶輪社 

若在達成扶輪獎之外，達成
下列目標，可榮獲銀牌 (1項目
標)、金牌(2項目標)或白金牌 
(3項目標)的社長特優獎

ll 社員淨增5名或以上
ll 藉由社群媒體推廣貴社及
其活動，顯示貴社社員是l
「採取行動的人」（每個月
至少張貼4次）
ll 為了加強社員的技能和身
為社員的價值，啟動或繼
續實施領導力、自我或專
業發展計畫

扶輪青年服務團

若在達成扶輪獎之外，達成 
下列目標，可榮獲銀牌  (1項
目標)、金牌(2項目標)或白金 
牌 (3項目標)的社長特優獎

ll 團員淨增5名或以上l
ll 藉由社群媒體推廣貴社及
其活動，顯示貴社社員是l
「採取行動的人」（每個月
至少張貼4次）
ll 為了加強團員的技能和身
為團員的價值，啟動或繼續
實施領導力、自我或專業發
展計畫

扶輪少年服務團

若在達成扶輪獎之外，達成
下列目標，可榮獲銀牌 (1項目
標)、金牌(2項目標)或白金牌 
(3項目標)的社長特優獎

ll 與輔導扶輪社或顧問合
作，尋求適於團員的本地
扶輪社及其他團體提供
的獎學金，並將其介紹給l
團員
ll 報名參加每年的Int era ct 

Video Awardsl (扶輪少年
服務團影片獎)，介紹貴
團及其服務計畫，以顯示
扶少團團員是「採取行動l
的人」
ll 為了加強團員的技能和身
為團員的價值，啟動或繼
續實施領導力、自我或專業
發展計畫

900-18ZH—(1017)

One Rotary Center

1560 Sherman Avenue

Evanston, IL 60201-3698 USA

www.rotary.org

2018-19年度 ROTARY CITATION WITH PRESIDENTIAL DISTINCTION (社長特優扶輪獎)

我們一起展望的世界裡，人們結合力量，採取行動，在自身、社區及全球各地創
造持恆的改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