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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使扶輪在進入下個世紀時永保充滿活力，我們必須不斷吸收及增加胸懷崇高服務標準

與崇高道德標準的新社員，這種標準從扶輪開始就是它的特色。』

並且為了符合全世界義工服務不斷增加的需求與確保每個扶輪社的延續性，國際扶輪需要一

種持續成長並維持一定水準的社員基礎。因此，吸收及增加新社員有三個必要的階段：

　1. 考量及推選合格的男士及女士       2. 訓練及教育新社員      3. 繼續教育現有的社員

教育新社員的主要責任在於扶輪社的階層。地區社員委員會主委也是教育新社員的重要資

源。一個有效的訓練計劃必須包含以下的關鍵要素：

　● 被選為社員的好處      ● 社員的責任，及       ● 服務的機會 

可透過地區社員講習會(DMS)提供地區與扶輪社領導人支持地區內扶輪社持續成長並維持一

定水準的社員基礎所需的必要技術、知識和背景資料。並認識不同分區(area)或者區域(region)

的成功策略，同時，講習會鼓勵檢討和討論相關並有意義區域的問題以及一些成功故事的探

討。

扶輪社應盡可能多利用各種資訊媒介，包括傳統文件、磁碟片、及全球資訊網的電腦上線服

務與電子郵件、及傳頁回覆等方法。

下列是有關吸收與增加扶輪社員每一階段如何推動之特別建議與適當的參考資料。

1. 考量及推選

本階段涵蓋3個關鍵：資訊、邀請、入社儀式

● 資訊（Information）
扶輪社應利用每個機會向不是扶輪杜員的來訪者介紹扶輪──方法包括在例會說明國際扶

輪的各項計劃，以及提供簡述貴社各項服務工作的扶輪社簡介。地區總監應負責確使每一

扶輪社編印並分發一份扶輪社簡介。這份簡介可插入一份「這是扶輪」贈予所有來訪者。

★資料 ■「這是扶輪」This Is Rotary(001-EN)

 ■ 一份最新的扶輪社簡介或實況說明

 ■ 最近一期的「英文扶輪月刊」THE ROTARIAN或地域扶輪雜誌

● 邀請（Invitation）
這個階段最重要的部份是最好由推薦人及貴社社員委員會一位委員親自拜訪可望加入扶輪

的人士（及配偶）。這趟拜訪可由一位扶輪社員行之，但是另一位扶輪社員可提供額外的

扶輪知識及經驗，而且做為該位人士在接受入社之後另一個可以聯繫的人。

在扶輪社員親自拜訪期間，應使被訪人士應聽到一些有關為何扶輪是一獨特組織的清楚訊

息。

此一訊息應包括簡單直接說明：

■ 我們服務及聯誼的國際規模

■ 我們強調崇高的道德標準及真誠

■ 我們在社區中基礎寬廣的代表性

■ 我們的出席規定及扶輪社的社費包含那些項目

■ 負責此次邀請者所認為必須加上的其他實情說明

兩位提出邀請的扶輪社員應妥善準備，且事先考慮到這位被邀人士的興趣及能力，以便使

他了解能參與那些重要服務。

★資料　所有可能成為入社社員的人士應收到

■ 借給他的錄影帶「瞧一瞧扶輪」Take a Look at Rotary(867-EN)

■ 再給一份「這是扶輪」(001-EN)及扶輪社簡介

社員教育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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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大考驗袖珍摺頁」The 4Way Test Pocket Folder(515)

■「什麼是扶輪？實況卡」What's Rotary?(419-EN)

■「扶輪基金會實況卡」The Rotary Fact Card(159-EN)

■ 最新一期的「英文扶輪月刊」THE ROTARIAN或地域扶輪雜

● 入社儀式（Induction）
入社儀式（Induction ceremony）應莊嚴隆重並且有意義，利用入社儀式作為強調被選為扶

輪杜員的好處及貢任的一個機會。除了頒贈一枚扶輪領章之外，若干精選的扶輪資料也應

同時發給新社員。

在新社員入社之前應指派一名社員，最好是一位前社長，做為新社員個人的導師

（Mento r），以協助督導新社員融入社內。扶輪社可參考「社員發展資源指南」

Membership Development Recource Guide(417-EN)，研擬一套建立導師與新社員關係及如何辦

理一個有意義的入社儀式的構想。

★資料 應提供給新社員的資料包括：

 ■ 扶輪領章

 ■ 社員卡Membership Indentification Card (418-EN)

 ■  可裝框的「扶輪宗旨」Object of Rotary (221)

 ■  可裝框的「四大考驗」The 4-Way Test (517)

 ■  或放在桌上的「四大考驗」桌牌 或4-Way   Test Desk Plaque (518)

2. 訓練及教育(Orientation & Education)

為提供必要而熱誠的歡迎給所有新社員，扶輪社應研擬各種計劃，如STAR(扶輪行動特別訓

練/Special Training for Action in Rotary)。這項效能極高的訓練計畫大綱 (詳見 P. 12)

此外，應給予每位新社員一份查對表，其中列出增進扶輪知識及參與扶輪社活動的許多機

會。請參閱查對表樣本「歡迎加入扶輪」（Welcome to Rotary）。導師應在新社員入社一週

內將這份查對表交予新社員，並提供指導如何完成每一步驟。

新社員訓練也應涵蓋讓新社員有機會針對範圍廣泛的各種問題之回應機會，包括新社員訓練

計劃中本身的過程與結果提出回應意見。有效的回應包含一種適當的方法向扶輪社社長、助

理總監、與地區總監報告對於新社員訓練所作的評語。

請考慮定期舉行新社員與助理總監之間的會議，以及在地區年會上舉行新社員討論會(由國

際扶輪社長代表主持)。

請考慮安排正式的訓練，並分3項會議舉行，以加強記取以下要點。每項會議應探討其中一

項要點：■  扶輪各項政策及程序        ■  服務的機會       ■  國際扶輪的歷史及傳統

如果採用STAR(扶輪行動之特別訓練計劃)，這些主題可在個別的委員會會議中演講介紹。

扶輪各項政策及程序（Rotary Policies & Procedures）
1. 如何推薦新社員 4. 扶輪社會議

2. 補出席     －例會

3. 扶輪社組織     －委員會會議

5. 對出席的期望     －社務行政會議

6. 財務(參與、捐獻)     －理事會會議

7. 地區組織     －聯誼活動

服務的機會（Opportunities for Service）(扶輪社、地區、及國際)
1. 目前的扶輪社及地區計劃 2. 國際扶輪的計劃 3. 扶輪基金會的計劃

4. 興趣清單 5. 一份扶輪社委員會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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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每位新社員與導師商議，選擇一個可親自參與的扶輪社的委員會。

扶輪社應尋找適合的方法，使新社員的配偶參與訓練活動。應介紹新社員給積極參與有同

樣興趣的計畫的扶輪社員。

國際扶輪及當地扶輪社的歷史與傳統

1. 國際扶輪的起源、成長與成就。 2. 崇高道德標準的傳統。

3. 當地扶輪社的歷史與成就 4. 配偶與家庭的參與

地區總監應備妥並提供所有扶輪社地區實況簡介或實況表(包括，但不限於地區委員會組

織及計劃)。

★資料  以下一項資料應與新社員一起閱覽並贈予新社員。

 ■「扶輪ABC」The ABC's of Rotary(363-EN)

 ■ 另外兩項建議應購入扶輪社圖書室中的其他資料包括：

  ■「扶輪一小時」Rotary in an Hour(512-EN)錄音帶。

  ■「介紹扶輪」Introduction to Review of Rotary(449-EN)錄影帶

  ■「兼輪的歷史回顧」Historical Review

歡迎新社員

在這個教育的過程中，歡迎新社員是非常常重要的一點。每個人都希望受到肯定、歡迎，並

被他人視為團體的一份子。表現竭誠歡是一個有力的工具，可是就因為它是如此顯而易見，

大家往往輕忽它的重要性。

新社員在加入扶輪的最初6個月中，將由一位扶輪社員扮演其「摯友」的角色，鼓勵他協助

扶輪社接待任務(Host Duties)、參與特別活動，並拜訪其他扶輪社。

教育就是學習

准許新社員加入扶輪社不過是開始培養他成為一個積極、執著、樂於服務的扶輪社員的第一

步而已。新社員在成為名副其實的扶輪社員之前，還有許多要學和要了解的事情。入社後的

第一個月正是讓新社員融入扶輪社的關鍵時刻。歡迎新社員，並提供他紮實的扶輪新生訓

練，其中包括向他詳盡解釋其身為扶輪社員該負起那些責任並鼓勵他積極參與社內活動與服

務的機會等。

3. 繼續教育現有的社員(Continuing Education)
防止流失優秀的社員與引進新社員入社對於扶輪之長久健全來說同等重要。如果貴扶輪社

有數目眾多經驗與知識同樣豐富的扶輪社員，你在吸收新社員的努力必將更有效果。

研究顯示，積極正確的持續教育計畫，有助於增進全社的留住社員比率。此等計劃包括以

下各項要素：

˙經常傳佈扶輪消息及扶輪資訊
˙ 每年舉辦至少1次重點在持續教育的扶輪社節目

˙ 出席探討持續教育的多地區會議

˙每年舉辦至少2次增進扶輪知識的扶輪社社務行政會議

˙ 讓扶輪社員親自參與扶輪社及地區的計畫與活動，尤其是需要親手服務的行動

˙有關持續教育的地區階層研習會
˙ 舉行每週例會時應富啟發性、而且有效率，使社員對扶輪保持興趣

˙ 鼓勵在社內舉辦聯誼和有趣的活動

˙定期舉行委員會及爐邊會議，分享關於扶輪各項節目、計畫、與活動的構想及資訊
˙出席其他扶輪社的例會

                                                   資料來源：轉載自扶輪出版委員會、3520 PDG DENS網頁資料 



國際扶輪3490地區

12

STAR計劃是由美國德州艾爾帕索扶輪社於1976年研擬出來的，該計劃現在已

證明對於使社員更加認識扶輪以及及使社員準備好擔任扶輪社領導職位方面，是很

有效的工具。扶輪社應採用類似的計劃，以促進社員加深參與及認識扶輪。至於扶

輪青年服務團更需如此。

因為每年會有完全不同的新團員，所以該計劃可每年重複辦理。除了做為扶輪

與扶輪青年服務團知識的工具之外，STAR早餐會也幫助新團員認識彼此，至少認

識團內一些經驗較豊富的扶輪青年服務團。分成小組聚會所創造出來的親切、輕鬆

的氣氛結果可使新團員提出更多的問題，並且確實地討論。在大型的扶輪青年服務

團，此一方法對於促進聯誼可以是極有助益的。

下列各項準則可供貴社採用：

●  每位新團員應安置於STAR委員會中，並要求他填妥一份問卷及貼上玉照，

然後把新團員簡歷刊登在每週社刊上。新團員應在名牌上加佩紅星一枚及紅

絲帶，以資區別，並且要求有經驗的團員在扶輪青年服務團例會時坐在新社

員旁團增進相識。

●  STAR委員會主委或共同主委應在所有STAR委員會委員入團兩週內親自拜訪

其事業處所。

●  每個月舉行一次長達1小時的STAR早餐會，12月除外，所有新團員應出席這

些會議達1年。由於此一會議是委員會會議，不得計算為例會出席積分。

●  STAR委員會由主委(通常為前團長)、共同主委(團甫卸任前團長)、三位或四

位身為前團長、團長當選人的其他委員，以及一些要求留下繼續擔任委員者

所組織。

●  所有扶輪青年服務團員均受邀隨時出席，以獲得最新的扶輪知識，並且會見

新扶輪青年服務團員。此外，市內或地區內任何他團員也歡迎出席。

●  典型的計劃之特色包括歡迎第一次出席者；表揚新的STAR畢業生，宣布即

將辦理的輔導扶輪社、扶輪青年服務團及地區活動與會議；及各項會後都有

問答議程的會議。計劃的議題包括四大服務之每一服務；出席；團史；扶輪

基金會、及國際扶輪與國際扶輪青年服務團各項計劃。各項計劃上由負責該

議題的理事或委員會主委報告。

●  STAR委員會新委員應負責在12月籌辦「假期午宴」（Holiday Luncheon）。

●  STAR委員會主委在每週團刊刊登每月報告。

STAR(扶輪行動特別訓練)
STAR(Special Training for Action in Rot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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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2011年度 地區社員研習會主委 
黃錦璋 P.P. China（羅東西區社）

2010~2011年度受總監Victor之命擔任地區社員發展研習會籌備主委，地點位於

枕山半山腰--可眺望蘭陽平原的山頂會館—居高臨下、一覽無遺，放眼看去心曠神

怡、離塵不離城，確實是個舉辦研習會的好場所。感謝宜蘭東區扶輪社的承辦以及

宜蘭縣一、二分區各社協辦！

社員是扶輪最寶貴的資產，扶輪就是因為擁有120多萬優質的社友，才能夠為

社區、為人類做出超我服務，也唯有更多的社會菁英加入扶輪，才能夠使扶輪更茁

壯。根除小兒痲痺就是結合全世界扶輪社友愛心的奉獻，加上比爾蓋茲之善心共

鳴，將來會有更充沛的經費共同為全世界兒童獻上一份好禮~根除小兒痲痺。所以

將您週遭的好友推薦入扶輪社將是一件大家義不容辭且樂觀其成的必然責任與權

利。扶輪新社友是大家評估足以為職業楷模之人士經由社友推薦才得以加入，社友

開口邀約是新年度最重要的課題，因為開口邀約不一定會成功，但是如不開口邀約

則一定不會成功，誠如我常言：「嘴若開，社友滿山堆，腳若行，社友滿山坡（台

語）」。社友的增加其實很簡單，但卻蠻具挑戰性，因為扶輪的宗旨精神、品牌優

質性舉世共同推崇肯定，但是到了各社因領導人之風格理念則評價不一，以致發生

強者恆強，弱者恆弱之現象，所以依我多年之觀察，歸類如下：

地區社員研習會主委致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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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重要的一點就是大家對扶輪一定要先了解，因為信心來自瞭解”才能自信

人信，快樂來自認同”大家要認同扶輪才能自認人認，全體社友在新年度大家都要

賦予新使命—挑戰新記錄，用心寫歷史—瞭解扶輪、肯定自己、樂於奉獻、積極

推薦，讓所有3490地區各社皆能突破30多空臨界點，各社也不必自我設限，努力爭

取”逢五進一獎及更高的榮耀”希望能夠突破歷屆社友人數高點，在2010~2011年

度，積極推薦您的親朋好友，共同加入扶輪為全世界人類和平及親善友誼來參與努

力，成為3490地區大家庭的一份子。

當然加強穩固現有社友更是新年度團隊努力的目標，爭取”全員穩固獎”—新

年度內舊友新友歡聚一堂。增加新人固然重要，但要新人成為扶輪大家庭的一員要

七分心力（精神），但多關心、穩固舊社友只要一分心力（精神），所以新團隊要

多費心，加強穩固社友，積極推薦新社友，最後祝大會圓滿成功，各社增員成功，

情誼永固成功。

社員人數 狀況描述 策略共識 地區社數（參考用）

1 20 名以下 奄奄一息 急起直追 6  社

2 21 ∼ 25名 欲振乏力 奮發圖強 11  社

3 26 ∼ 30名 漸離空頭 突破瓶頸 16  社

4 31 ∼ 35名 多空交戰 安內拓外 10  社

5 36 ∼ 40名 邁向多頭 再接再厲 7  社

6 41 ∼ 45名 漸入佳境 趁勝追擊 6  社

7 46 ∼ 50名 社務穩健  質量並進 2  社

8 51 ∼ 60名 幹粗葉茂  持盈保泰 4  社

9 61 名以上 氣勢旺盛  開花結果 3  社

10 不二法門
伉儷認同

持續推薦  

和諧溫馨

加強穩固
65  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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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監E.N.T.致詞

2009-2010年度 地區總監
李進賢 D.G.E.N.T（板橋北區社）

各位扶輪先進大家好:      

舉辦“地區社員發展及擴展研習會”的目的是為了讓各位扶輪社友能支持扶輪

社持續成長，並維持一定水準的社員基礎所需的技巧和知識，同時分享不同分區扶

輪社成功的經驗。我們都知道新社員對於扶輪有多重要。新社員是我們的未來。他

們是扶輪家庭的下一代。我們必須不斷努力引進更多合格的的男士及女士到我們的

扶輪社，確保我們的扶輪家庭繼續成長。而且我們必須把焦點放在新入社的社員，

這樣他們才會在我們的扶輪社內感到適應 -並留在扶輪社內很多年，而且能夠發揮

力量。

台灣目前有548個扶輪社，19,364位社友。平均每4萬人口約有一個扶輪社，每

1200人有一位扶輪社友。台灣濁水溪以北五個扶輪地區，除了3490地區以外，其他

四個地區社員人數均超過3000人，社數也多超過90餘社以上。我們地區不論是社員

人數、社數都遙遙不及其他四個中、北部的扶輪地區。扶輪社員的增加百分之80來

自組織新社。本地區社員發展、組織新社遲緩，除了經濟因素外，太安於現況，滿

足自我成就是一大因素。母社顧慮太多不願意社員出去創社，百般阻撓是另一大因

素。許多都市如台北市，台中市，中壢，桃園等不到2-3萬人即有一個扶輪社。希

望扶輪社成立超過10年的社，或超過10年沒有再輔導成立新社的資深社，如社友人

數超過30社員，應該再輔導1個新社。

 目前女性社員約佔全體社員數15%，而女性佔人口的一半，所以招收女性社

員會更容易，這幾年本地區新成立的扶輪社大都以女性居多是為明証。另外防止

社員的老化，需增加35歲以下年青社員是有其必要性，才能為扶輪社帶來永續的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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貫性。今年立法會議已通過扶輪第五項服務途徑—新世代，也就是青少年服務。

這是我們地區這幾年最引以為傲的服務項目。只要我們繼續做好扶少團、YEP、

RYLA、扶青團、GSE、前受獎人等服務工作，一定能吸引更多年輕人加入我們扶

輪。這是我們地區最大的希望。

 在商場上，留住舊客戶比爭取新客戶容易，但不能沒有新客戶。同樣留住社

員比爭取新社員容易，但不能沒有新社員，所以我再次強調，用必要的行動留住社

員及增加新社員。凡介紹一名新社友，必須配至一位資深扶輪社友當輔導導師，隨

時關心他，帶他多參與扶輪的活動。在社裡，我們必須將扶輪經營的有趣味，才能

吸引社友出席例會。要知道真正的領導人是以身作則來領導。唯有你自己引進一個

新社員，你才有資格要求其他人同樣去引進新社員。

我希望，在你們的協助之下，2010-11年度我們能增加扶輪的社員人數300人，

至少增加十個新扶輪社(台北縣每一分區一個，基隆、宜蘭、花蓮各一個社)。在你

們的協助之下，我們扶輪的未來在你的手中。真的我們需要更多的社員才能進一步

完成「打造社區、連結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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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監D.G. E.N.T.、總監當選人D.G.E. Victor、地區社員研習會主委P.P. China、

各位社友 大家早，很高興能與大家共聚一堂，研討扶輪擴展及社友成長的課題，

以推動年度的目標。

沒有一種組織是可以長期靜止不動的，他們都必須要不斷的成長，否則便將停

滯甚至凋零，我們扶輪也不例外，只有不斷的引進更多、更年輕的社友，才能確保

扶輪的繼續成長與發展。社員成長也是扶輪服務的原動力，他能增加我們在世界上

繼續行善的力量，同時也提高我們的公共形象，鼓勵社友的熱誠，使扶輪擴展進入

良性的循環。

 國際扶輪非常重視社友的成長，在年度服務計畫都會有包含「社員的擴展」

這一項，也會規劃很多相關訓練，如「扶輪社領導計畫」、「提高扶輪的公共形

象」、「提倡扶輪家庭」、「扶輪的未來在職業服務」等，另外也會舉辦很多研習

會，這都提供了我們學習的方向及期望。

今天我們請到地區最優秀、最有經驗的講師團隊，相信各位一定會把握這機

會，盡量的發揮，用你們最大的力量，以獲得最大的收穫。你們也會研討出比以往

更有創意、更有突破的計畫和策略，以創造最輝煌的成績。

 各位社長當選人，離你就任社長的日子已經很近了，假如貴社社員在你的年

度裡可以大幅增加，你的任期將成為貴社前所未有的成長年度，因為如此，貴社將

會成為強而有效能的扶輪社，而貴社的服務經費和服務人力也會隨之增加，將會為

貴社建立強大發展的基礎並大幅提高貴社服務的品質。

 敬祝貴社社運昌隆！也祝各位都成為最成功的社長！

2010-2011年度 地區訓練委員會主委 
劉祥呈 P.D.G. Syo-Tei（板橋社）

地區訓練委員會主委致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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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總監當選人 
賴正時 D.G.E. Victor (板橋社)

總監當選人Victor致詞   

今天是社員發展研習會舉辦的日子，我們選擇在山明水秀，風光明媚的宜蘭地

區舉行，一方面讓3490地區各分區都有交誼的機會，一方面也讓社友能在這優雅環

境下，更能激發學習進步成長。

社員發展一直都是歷任總監最重點的工作，也是R.I.多年來不斷指示地區發展

最重要的目標，歷任總監也都竭盡所能去達成社員成長。

社員成長不能只是喊口號，如何落實也是我們今天探討的主題，2010-2011年度，

我承諾要增加10%以上社友，我年度的社長們及各分區助理總監，地區副秘書在社長

訓練會中也都做出承諾，我們一定有信心去達成，在此向他們致上最深的謝意。

社員要成長必須先讓想加入扶輪的人認識扶輪，瞭解扶輪，認同扶輪服務的理

念，我們也必須創造一個很好的學習平台，在每周例會的節目上多做努力，在社友

不同職業及各有所專的領域交流學習，在各種訓練講習會有所收穫，提升社友經營

事業，經營人際關係的能力。

社友們，讓我們一起努力，以「參加扶輪是人生最好的選擇」， 讓「扶輪為人

類帶來希望」 !

謝謝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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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獎勵社員增加與社員穩固方案   

增員 增緣 增圓 增援
獎勵各社挑戰逢五進一

 1.   逢五進一獎∼凡社增加社友達到逢五進一，即增加20%者—頒發社長約翰

走路35年藍帶禮盒1份、3,000油票（或油票6,000），挑戰成功證明書乙

份。

 2.   逢五進一分區獎∼凡分區增加社友總數達到逢五進一，增加20%者 –頒

發助理總監  約翰走路35年藍帶禮盒1份 、3,000油票（或油票6,000），挑

戰成功證明書乙份。

 3.   社友推薦新社友∼凡於年度內推薦1名者 – 獎勵社友 1,000油票，推薦新

社友證明書乙份或感謝狀乙紙。個人推薦3名以上者，獎勵社友油票增至

6,000。

 4.   超標加碼∼凡社友推薦新社友總數達到20%以上之社者，推薦者獎勵提升

至 3,000油票。

 5. 夫人（寶眷）推薦新社友∼凡是夫人或姑爺推薦社友者比照 3、4 項。

 6.   增員評比最多前3名，分助理總監組、社長組 加送 藍帶禮盒 3、2、1組

（依排名）。

 7.   會員穩固獎，凡於年度中加強穩固現有社友無流失者，頒發社穩固委員

會主委藍帶禮盒組或油票3,000。

 8.   突飛猛進社 限20名以下增至30名，或淨成長10名以上 再頒發社約翰走路

35年藍帶禮盒2份 3,000油票（或油票9,000）。

 9.   邁向多頭獎 限25名以下增至35名，或淨成長10名以上 再頒發社約翰走路

35年藍帶禮盒2份 3,000油票（或油票9,000）。

 10.  凡推薦新社友成功者，推薦者及新社友姓名於總監月報榮譽榜刊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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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地區增加社員人數超越300名時，社內推薦新社友成功之社友皆有機會獲

得42”液晶電視1台（超越400名時，社內推薦新社友成功之社友皆有機

會獲得42”液晶電視2台），推薦兩位機會加倍，以此類推於地區年會時

公開抽獎。

12.   挑戰承諾獎：藍帶禮盒一組（未達成者歸還二組，達成者第一項獎勵照

頒）於研習會或公式訪問時接受挑戰逢五進一獎者

13.   20名以下之社，社員人數需達21名以上，才符合本方案之獎勵，否則除

了第3項，第10項，第11項外其餘不適用。

14.   以上社員之人數基準點以2010.6.30. 之人數計算起點，以2011.3.31.為目標

達成基準日。計算標準以整數為準，不足一人免計，如48名→57名；49

名→58名；50名→60名。30名以下四捨五入如22名→26名，23名→28名

以上獎勵方案乃激勵全體社友勇於接受挑戰之方法與手段，其目的乃歡

迎更多優質社會人士參與扶輪並健全各社社友陣容與體質。受益者為各

社，請各社積極鼓勵全體社友推薦新社友

15.  如有未盡事宜，另行通知公告。

具體做法：

A.   優先改善社務、營造良好開會氣氛，提高出席準時開會，歡迎伉儷同時參

加例會。做好社區服務，與媒體保持良好互動，提升各扶輪社公共形象。

B. 具體填寫值得推薦之親朋好友名單（全體社友）。

C. 邀請社長、秘書、前社長 前往邀約。

D. 每月訂一來賓日，做集體邀約 共應效應（要精心安排、全員參與）

E. 社內可編預算、配合社長激勵全體社友之共識，獎勵增加社友之社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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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的公共關係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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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例來說，某位社員為大學教授。請將以下鼳業代
碼標示在社員姓名旁邊，告知國際扶輪蚍社員的鼳
業技能──12-05（「教師－中縋教緶以上」的代
碼）。

會菉與金融服務
執業會虼師──荻隰開業（01-01）
執業會虼師──受雇（01-02）
審虼師（01-03）
預算分髖師（01-04）
財鼨分髖師（01-05）
證券經紀人／交易人（01-06）
其他（01-99）

廣告紒公共關係
廣告經理人（02-01）
馘關經理人（02-02）
廣告文案撰紻人（02-03）
廣告刊登專員（02-04）
其他（02-99）

農業紒漁業紒林業
農民／農場管理（03-01）
漁業（03-02）
農林業（03-03）
頀林保緶（03-04）
其他（03-99）

建築與工程
建築師（04-01）
景觀豃虼師（04-02）
農業工程師（04-03）
航鄬工程師（04-04）
鞂學工程師（04-05）
土木工程師（04-06）
電機工程師（04-07）
環境工程師（04-08）
工業工程師（04-09）
機械工程師（04-10）
礦冶工程師（04-11）
核能工程師（04-12）
測鯫師（04-13）
其他（04-99）

藝術與設菉
美工人員／藝魷指鐷（05-01）
畫礩（05-02）
雕塑礩（05-03）
陶藝礩（05-04）
插畫礩（05-05）
多媒體藝魷礩或縑畫礩（05-06）
商業緧工業豃虼（05-07）
服裝豃虼（05-08）
鷇藝豃虼（05-09）
圖案豃虼（05-10）
室禛豃虼（05-11）
其他（05-99）

銀行與財務管理
銀隰礩／銀隰經理人（06-01）
投資顧問（06-02）
有價證券經理人（06-03）
其他（06-99）

神職與其他宗教職務
神鼳人員（07-01）
鰼教教緶礩（07-02）
非神鼳鰼教專鼳人員（07-03）
其他（07-99）

電腦與資訊系統
系統分髖師（08-01）
電腦程式豃虼師（08-02）
電腦軟體工程師（08-03）
電腦荊援專礩（08-04）
其他（08-99）

傳播紒新聞媒體
口譯員緧筆譯員（09-01）
攝影師（09-02）
作礩（09-03）
編輯（09-04）
記跢／疊跰員（09-05）
其他（09-99）

社區與社會服務
諮商輔鐷人員（10-01）
社工人員（10-02）
其他（10-99）

建築與維修
承包商（11-01）
木匠或相關鼳業（11-02）
水電工或相關鼳業（11-03）
電氣技師或相關鼳業（11-04）
其他（11-99）

教育
隰政主管－中縋教緶以上（12-01）
隰政主管－中縋教緶（12-02）
隰政主管－闍縋教緶（12-03）
隰政主管－幼兒教緶（12-04）
教師－中縋教緶以上（12-05）
教師－中縋教緶（12-06）
教師－闍縋教緶（12-07）
教師－幼兒教緶（12-08）
教師－疊殊教緶（12-09）
輔鐷人員（12-10）
成人運字教緶（12-11）
隰政鼳員（12-12）
訓練緧發鑐專礩（12-13）
其他（12-99）

娛樂與運動
演員（13-01）
音樂礩／歌唱礩（13-02）
廣播／電視節目主持人（13-03）
釪作人／鐷演（13-04）
舞鱞礩／編舞礩（13-05）
舞台經理（13-06）
佈景豃虼師（13-07）
運縑員（13-08）
教練（13-09）
裁判或其他運縑管理人員（13-10）
其他（13-99）

食品工業
餐廳（14-01）
主廚／廚師（14-02）

職業分類代碼

請使用以下代碼表示社員之職業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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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加工緧分銷專業人員（14-03）
其他（14-99）

政府
中央／聯邦議員／立法靿員（15-01）
州／省議員／立法靿員（15-02）
萯／鎮／虔代鄻／議員（15-03）
社區／都虔規髏專員（15-04）
粈鞅主管／粈政服鼨（15-05）
粗稅員／收稅員／稅鼨專員（15-06）
其他（15-99）

人力資源紒人事管理
人力資源專業人員（16-01）
勞資關係專礩（16-02）
其他（16-99）

保險與風險管理
保踒馘司經理人（17-01）
保踒餗介人（17-02）
保踒業跢（17-03）
專業風踒管理人（17-03）
其他（17-99）

法律
律師（18-01）
法官／推事（18-02）
餗裁人／協調人（18-03）
律師助理或其他業鼨輔助人員（18-04）
其他（18-99）

管理與行政
會議規髏專礩（19-01）
非政府組織／協會管理人（19-02）
其他（19-99）

製造業
馘司主管（20-01）
工廠經理人（20-02）
生產專業人員（20-03）
其他（20-99）

行銷與業務
隰銷經理人（21-01）
零售業鼨專業人員（21-02）
批發／魯業業鼨專業人員／（21-03）
其他（21-99）

醫療紒保健
隰政主管（22-01）
走醫（22-02）
營養師（22-03）
急救人員（22-04）
流隰病學礩（22-05）
蚸理人員（22-06）
躉劑師（22-07）
禛／軺科醫師（22-08）
心理學礩（22-09）
精神科醫師（22-10）
治療師，含生理治療師觤鼳業治療師觤
聽力矯正師（22-11）
驗魧師（22-12）
鐕醫（22-13）
其他（22-99）

荵事
陸軍－現役（23-01）
陸軍－退役（23-02）
海軍－現役（23-03）
海軍－退役（23-04）
空軍－現役（23-05）
空軍－退役（23-06）
其他（23-99）

安全維護服務
執法人員（24-01）
消防人員（24-02）
私礩偵探（24-03）
其他（24-99）

房地產
估價／鑑鬐專礩（25-01）
蝣地產業鼨（25-02）
蝣地產開發（25-03）
建築物管理（25-04）
其他（25-99）

科學、數學與科技
精算師（26-01）
統虼學礩（26-02）
數學礩（26-03）
天文學礩（26-04）
生物學礩（26-05）
鞂學礩（26-06）
地質學礩（26-07）
水文學礩（26-08）
微生物學礩（26-09）
其他（26-99）

服務業
乾韌業跢（27-01）
裁縫師（27-02）
旅隰社貗業人員（27-03）
旅蜼管理（27-04）
個人服鼨提供跢
（理髮師觤髮型豃虼師縋）（27-05）
兒童照顧提供跢（27-06）
其他（27-99）

社會科學
人類學礩（28-01）
社會學礩（28-02）
醏史學礩（28-03）
政治學礩（28-04）
圖書蜼學礩／圖書蜼員（28-05）
檔案管理人（28-06）
其他（28-99）

交通運輸
航空（29-01）
道路（29-02）
鐵路（29-03）
海運（29-04）
其他（29-99）
其他（請註明）（99）

資料來源：轉載自扶輪出版委員會網頁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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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職           稱 姓             名 社  別 工  作  項  目

總 監 李進賢 D.G. E.N.T. 板橋北區社 諮詢

總 監 當 選 人 賴正時 D.G.E. Victor 板 橋 社 統籌活動

地區訓練主委 劉祥呈 P.D.G. Syo-Tei 板 橋 社 議程安排、引導人選定

研 習 會 主 委 黃錦璋 P.P. China 羅東西區社 主持及執行全盤籌備工作

研習會副主委
吳河南 P.P. Freezer
張宗雄 P.P. Megane

宜蘭東區社
羅 東 社

協助主委籌劃工作

執 行 長 許清海 Ocean 宜蘭東區社 協調各組之活動及執行

副 執 行 長
吳銘蒼 P.P. Steel
陳志銘 P.P. Design

宜蘭東區社 協助執行長協調及執行

研 習 會 委 員

張慶淵 P. Green
陳逸鏗 P.P. Hokeng
林振盛 P. DERLIN
李金池 P. Jason
楊向榮 P.P. Young-Po
吳松源 P. Audi
陳春亮 P. Gas
江育同 P. O.B.
許清海 P. Ocean
鄭惟中 P. Long-Yien
張勝鈞 P. Winner

宜 蘭 社
羅 東 社
蘇 澳 社
礁 溪 社
頭 城 社
宜蘭西區社
羅東東區社
羅東西區社
宜蘭東區社
宜蘭南區社
羅東中區社

協調各組之工作

會 計 組 紀清田 P.P. Apple 板 橋 社 編列預算、收支、出納

糾 察 組 周建亨 Joue 宜 蘭 社 維持會議議程及進場時間控制

接 待 組 李人龍 Andy 礁 溪 社 接待貴賓、引導人、社友及座位引導

場 務 組
音 控 組

陳麗情Agent、
吳瑞容P.P. Rice、
邱永乾P.P. Computer

宜蘭東區社
宜蘭東區社
宜蘭南區社

訓練會座位安排、討論教室安排、
路線引導旗幟、路標設置、
膳食組:膳食
音控組:會場音響、投影機、空調控制

報 到 組
許清海 P. Ocean、
趙清菊 P.P. Book 

宜蘭東區社  辦理報到事宜

佈 置 組 游逸勝 P.P. Diamond 宜蘭東區社 會場佈置

交 通 組
吳松源 P. Audi
吳振河 P.P. Jia-Jia、
吳貴裕 P.P. Teacher

宜蘭西區社
頭 城 社
頭 城 社

指揮交通、停車規劃、安全維護

攝 影 組  李振安 Wuu Bor 宜蘭東區社 訓練會議程、分組討論、會場外攝影

司 儀 組
曹光炎 P.P. Power
李美能 May

宜蘭東區社 訓練會議程進行

膳 食 組 ~ 午 茶  羅東西區社內輪會 羅東西區社 準備午茶宜蘭特色點心

膳 食 組  鄭惟中 P. Long-Yien 宜蘭南區社
準備午、晚餐膳食（含素食）酒、飲料
及桌位編排

支 援 組  總監辦事處團隊 板 橋 社
支援各組不足之工作
總務組:名牌製作
刊物組:彙集訓練手冊編排及印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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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T-A-R-Y  That Spells Ro-ta-ry；

R-O-T-A-R-Y is known on land and sea；

From North to South,  from East to West,  

He Pro-fi ts  most who serves the best；

R-O-T-A-R-Y  That Spells Ro-ta-ry.

R-O-T-A-R-Y  That Spells Ro-ta-ry；

R-O-T-A-R-Y  is  one great fa-mi-ly；

Where Friend-Ship binds for man's up-lif t ,  

Where each one strives his best  to give；

R-O-T-A-R-Y  That Spells Ro-ta-ry.

扶  輪  頌扶  輪  頌

歡迎區總監歡迎區總監

滿心歡迎齊聲歌唱，得見總監喜洋洋，

扶輪社中總愛歌唱，好叫客人心歡暢。

一見總監大家歡暢，希望總監有同感！

請將扶輪精義闡明，若有指示亦請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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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輪社友，我們歡迎您！扶輪社友，我們歡迎您！

我們歡迎扶輪社友，哦!我們歡迎Ro-ta-ri-an，

讓你覺得我們友誼是真誠，你今天來我們這裡，

請帶些愉快回家去，也帶些祝賀回家去，

下次你經過我們的門口，請進來Ro-ta-ri-an 請再來！

感謝天  感謝地  感謝大家  用真情甲鼓勵將阮栽培

愛珍惜  每一個  付出的機會  人生難得有緣來做伙

這是咱的扶輪社  什麼人才攏置遮  為著理想活出新的生命

這是咱的扶輪社  什麼困難攏毋驚  扶輪這條路咱用心做陣行

感謝天  感謝地  感謝大家  用真情甲鼓勵將阮栽培

愛珍惜  每一個  付出的機會  人生難得有緣來做伙

這是咱的扶輪社  什麼人才攏置遮  為著理想活出新的生命

這是咱的扶輪社  什麼困難攏毋驚  扶輪這條路咱用心做陣行

這是咱的扶輪社  什麼人才攏置遮  為著理想活出新的生命

這是咱的扶輪社  什麼困難攏毋驚  扶輪這條路咱用心做陣行

這是咱的扶輪社這是咱的扶輪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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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記用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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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記用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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