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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扶輪3490地區2014-2015年度地區訓練研習會

議 程 表
‧時間：2014年5月3日（星期六） ‧主辦社：樹林芳園社、大漢溪社

‧地點：新北市政府          ‧主　委：嚴玉梅 P.P May (樹林芳園社)
　　　　(220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一段161號） ‧副主委：陳榮勝 P.P. Johnson (大漢溪社)
 ‧司 儀：陳美玲 Teresa、徐耀中 Shoes

時間 議程 主講人
09：30~10：00 報到、聯誼 報到組、接待組 (主辦社 )

10：00~10：01 鳴鐘開會 洪清暉 I.D.G. Ortho (板橋西區社)

10：01~10：05 唱扶輪歌曲 司儀組 (主辦社)

10：05~10：08 介紹貴賓 2014-15地區秘書王銘聰I.P.P. Pioneer (板橋西區社)

10：08~10：11 地區訓練研習會主委致詞 嚴玉梅 P.P. May (樹林芳園社)

10：11~10：16 總監致詞 吳維豐 D.G. David (新莊中央社)

10：16~10：21 總監當選人致詞 洪清暉 I.D.G. Ortho (板橋西區社)

10：21~10：25 地區訓練委員會主委致詞 賴正時 P.D.G. Victor (板橋社)

10：25~11：05 專題演講：平民英雄開啟自救時代 李祖德董事長 (台北醫學大學)

11：05~11：30 專題報告: 年度主題及年度目標 洪清暉 I.D.G. Ortho (板橋西區社)

11：30~12：00 中華扶輪教育基金與我 
郭道明 P.D.G. Trading (板橋東區社)
賴以軒 P.P. Franky (台灣網路扶輪社)

12：00~12：25
扶輪與青少年交換 (RYE)
的成長故事 

許麗玲 P.P. Lisa (樹林芳園社)
陳雪梅 Rtn. Vida (花蓮新荷社)
陳世芃 (三重千禧社)
鐘展華 (大漢溪社)

12：25~13：15 餐敘 膳食組 (主辦社)

13：15~13：25 樂活時間 主辦社

13：25~13：37
End Polio Cycling Tour與
七地區“台灣扶輪日”說明  

林子傑 D.V.S. Wedding (三重北區社)

13：37~13：50 扶青團 VS. 扶輪 李威毅 Mark  (扶青團前代表)

13：50~14：05 年度世界社區服務活動說明 周梅珠 (台灣健康合作發展組織) 

14：05~14：25
RI“入口網站“ 跟”扶輪中心”
介紹與說明

蔡志誠 Rtn. Scott (板橋群英社)

14：25~14：30
宣佈事項—分組討論說明
(各分組教室分配說明)

司儀組 (主辦社)

分組研討

＃511會議室 第一組：社長組 座長/引導人

14：30~14：35 開場與說明 座長 賴正時 P.D.G. Victor (板橋社)

14：35~14：50 角色與責任 引導人 邱梅桂 P.P. Rose (板橋中區社)

14：50~15：05 擬定目標    引導人 陳文強 P.P. Jungle (樹林社)

15：05~15：20 個案分區分組討論 座長 賴正時 P.D.G. Victor (板橋社)

15：20~16：00 分區報告與講評
賴正時 P.D.G. Victor (板橋社)
邱梅桂 P.P. Rose (板橋中區社)
陳文強 P.P. Jungle (樹林社)

＃307會議室 第二組：秘書組 主持人/引導人

14：30~14：35 開場與說明 座長 林慶明 I.P.D.G. Young (花蓮港區社)

14：35~14：50 角色與責任 引導人 翁瑞毅 P.P. Yuokang (蘇澳社)

14：50~15：05 擬定目標 引導人 徐嫦鈺 P.P. Bis (三重南區社)

15：05~15：20 個案分區分組討論 座長 林慶明 I.P.D.G. Young (花蓮港區社)

15：20~16：00 分區報告與講評
林慶明 I.P.D.G. Young (花蓮港區社)
翁瑞毅 P.P. Yuokang (蘇澳社)
徐嫦鈺 P.P. Bis (三重南區社)

＃403會議室 第三組：財務組 主持人/引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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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30~14：35 開場與說明 座長 陳順從 P.D.G. TV (花蓮社)

14：35~14：50 角色與責任 引導人 洪進東 P.P. East (樹林社)

14：50~15：05 擬定目標 引導人 李玉璸 A.G. Tiffany (新莊南區社)

15：05~15：20 個案分區分組討論 座長 陳順從 P.D.G. TV (花蓮社)

15：20~16：00 分區報告與講評
陳順從 P.D.G. TV (花蓮社)
洪進東 P.P. East (樹林社)
李玉璸 A.G. Tiffany (新莊南區社)

＃603大禮堂 第四組：扶輪基金組 主持人/引導人

14：30~14：35 開場與說明 座長 許國文 P.D.G. Surgeon (羅東西區社)

14：35~14：50 角色與責任 引導人 邱隨聖 P.P. Eric (羅東西區社)

14：50~15：05 擬定目標 引導人 陳代毅 P. Land (三重東區社)

15：05~15：20 個案分區分組討論 座長 許國文 P.D.G. Surgeon (羅東西區社)

15：20~16：00 分區報告與講評
許國文 P.D.G. Surgeon (羅東西區社)
邱隨聖 P.P. Eric (羅東西區社)
陳代毅 P. Land (三重東區社)

＃401會議室 第五組：行政管理組 主持人/引導人

14：30~14：35 開場與說明 座長 姚啟甲 P.D.G. Kega (蘆洲社)

14：35~14：50 角色與責任 引導人 林月霞 P.P. Lady (樹林芳園社)

14：50~15：05 擬定目標 引導人 陳玉愛 D.V.S. Helen (樹林芳園社)

15：05~15：20 個案分區分組討論 座長 姚啟甲 P.D.G. Kega (蘆洲社)

15：20~16：00 分區報告與講評
姚啟甲 P.D.G. Kega (蘆洲社)
林月霞 P.P. Lady (樹林芳園社)
陳玉愛 D.V.S. Helen (樹林芳園社)

＃507會議室 第六組：社員拓展組 主持人/引導人

14：30~14：35 開場與說明 座長 張金華 P.D.G. King (基隆西北社)

14：35~14：50 角色與責任 引導人 邱添木 D.G.N. Polish (鶯歌社)

14：50~15：05 擬定目標 引導人 黃錦璋 P.P. China (羅東西區社)

15：05~15：20 個案分區分組討論 座長 張金華 P.D.G. King (基隆西北社)

15：20~16：00 分區報告與講評
張金華 P.D.G. King (基隆西北社)
邱添木 D.G.N. Polish (鶯歌社)
黃錦璋 P.P. China (羅東西區社) 

多功能集會堂 第七組：服務計畫組 主持人/引導人

14：30~14：35 開場與說明 座長 柯玟伶 P.D.G. Amanda (三重南區社)

14：35~14：50 角色與責任 引導人 謝木土 D.G.N.D. Concrete (基隆東南社) 

14：50~15：05 擬定目標 引導人 許月燕 S. Birdie (新荷社)

15：05~15：20 個案分區分組討論 座長 柯玟伶 P.D.G. Amanda (三重南區社)

15：20~16：00 分區報告與講評
柯玟伶 P.D.G. Amanda (三重南區社)
謝木土 D.G.N.D. Concrete (基隆東南社)
許月燕 S. Birdie (新荷社)

國際宴會廳8F 第八組：青少年服務組 主持人/引導人

14：30~14：35 開場與說明 座長 李進賢 P.D.G. E.N.T. (板橋北區社)

14：35~14：50 角色與責任 引導人 張煥章 P.P. Archi (板橋社)

14：50~15：05 擬定目標 引導人 周信利 P.P. I.S.O. (三重社)

15：05~15：20 個案分區分組討論 座長 李進賢 P.D.G. E.N.T. (板橋北區社)

15：20~16：00 分區報告與講評
李進賢 P.D.G. E.N.T. (板橋北區社)
張煥章 P.P. Archi (板橋社)
周信利 P.P. I.S.O. (三重社)

16：00~16：30 休息、茶點 膳食組 (主辦社)

16：30~16：55 扶輪社團隊建立 張慶淵 P.P. Green (宜蘭社)

16：55~17：35 各分區年度目標報告(每分區3”) 2014-2015年度各分區助理總監

17：35~17：38 主辦社社長致謝詞 林麗卿 P. Fortuna (樹林芳園社)

17：38~17：48 地區訓練研習會總評 賴正時 P.D.G. Victor (板橋社)

17：48~18：00 致贈感謝狀、閉幕致詞、鳴鐘閉會 洪清暉 I.D.G. Ortho (板橋西區社)

18：00~20： 00 餐敘 膳食組 (主辦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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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耀
扶輪

黃其光 Gary C.K. Huang
2014-15 年度國際扶輪社長

900-14CH—(1013)

One Rotary Center

1560 Sherman Avenue

Evanston, IL 60201-3698 USA

www.rotary.org
本中文出版品由扶輪出版

委員會譯印，請注意國際

扶輪未曾審核譯文，對其

內容及正確性概不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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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輪這個組織有每一個人想

要的東西。一百多年來，

在全世界、在都市及鄉鎮，

扶輪社員們結合起來服務。

在扶輪創立之後的歲月裡，

無數的扶輪社員及其他人士

透過扶輪青年服務團、扶輪

少年服務團、扶輪社區服務

團、青少年交換、及其他許多計畫，發現了扶輪

服務的喜悅。

我們全都是扶輪家庭的一份子。而且我們都從扶

輪服務得到非常豐富的收穫。我們交到朋友、幫

助社區、而且使世界變得更美好、更安全、更健

康。我們已成為一個真正的國際義工網絡的一部

份，而且我們已經瞭解，當我們把各種差異擺在

一邊，一起合作，我們的成就能有多大。

我們在扶輪所珍惜的許多理念及價值並不是扶輪

特有的。扶輪之所以在我心深處產生共鳴，或許

是因為我在扶輪找到了中國許多傳統的價值觀：

服務及責任、尊重家人及其他人等的價值觀。

因此，我在進行扶輪服務時經常以孔子思想為圭

臬，也就不足為奇了。對我而言，孔子便是扶

輪社員的原型。孔子誕生於保羅．哈理斯出生前

2000多年，他曾說：

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

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

在扶輪，我們是藉由超我服務來修身。而且我們

瞭解為了建立服務的豐功偉業，我們首先必須照

顧我們的組織並擴展我們的扶輪家庭。

在 2014-15年度，我將要求你們―藉由分享我

們的服務、強化我們的扶輪社、並讓我們的光在

我們的社區發光發亮―來「光耀扶輪」。

在這個扶輪年度，我們將藉由達成增加我們扶輪

社員至 130萬人的目標、引進新社員同時留住現
有社員，來「光耀扶輪」。為達成此目的，我們

需要以新的方式來增加社員，並嘗試新的構想。

舉辦「扶輪日」活動，讓你的社區有機會更深入

認識扶輪。請記住，扶輪是一個家庭，而且扶輪

是為家庭而設：鼓勵你的配偶及其他家人考慮加

入扶輪，而且還要去接觸青少年交換及扶輪基金

會的前受獎人。把焦點放在你自己的扶輪社，實

際看看社員們為什麼留下來，為什麼離開。你要

如何才能使忙碌的專業人士及有年幼子女的人覺

得當扶輪社員是一個很吸引人的機會？

我們也將藉由根除小兒痲痹來「光耀扶輪」―

並創造歷史。在未來幾年內根除小兒痲痹這個

目標絕對有可能實現―如果我們能保持我們的

動能的話。因此告訴你的朋友、同事、及民選官

員，我們必須「現在就終結小兒痲痹」。請捐獻

給根除小兒痲痹等疾病計畫基金，並鼓勵其他人

也這麼做。藉由達成比爾及梅琳達．蓋茲基金會

提出的最新挑戰，我們能使我們的錢發揮三倍效

果。請積極參與在世界史上最大的公私保健夥伴

關係，並在達成任務時分享榮耀。

在 2014-15年度，由於我們在 34,000多個社區
強化我們的扶輪社並「光耀扶輪」，我們的承諾

及服務將光耀全世界。

2014-15年度國際扶輪社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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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扶輪社長當選人

黃其光 Gary C.K. Huang

2014-15年度國際扶輪社長

台北扶輪社

台灣

學歷

現任職務

經歷

扶輪經歷

扶輪獎勵

美國紐約保險學院保險學系　MBA  
美東密西根大學企業管理系　BBA

財團法人黃秉心保險獎學金基金會 董事長

華立集團 顧問　

板信商業銀行 顧問

泰豐輪胎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　

昇陽建設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獨立董事

華宏新技股份有限公司 監察人　

台灣新光保全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

新壽公寓大廈管理維護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
台灣新光健康管理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
台灣宅配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

樂雅樂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

秉誠保險代理人有限公司 董事長

華僑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總經理

中華票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 
中華民國工商建設研究會 創會秘書長

1982-83 台北扶輪社 社長 
1986-87 國際扶輪第345地區 地區總監       
1998-99 國際扶輪台灣前總監協會 會長
2000-02 國際扶輪 理事 
2001-02 國際扶輪 副社長
2002 國際扶輪台北亞太地區R.I.社長會議 主席 

2004-06 國際扶輪扶輪基金會 保管委員
2005 國際扶輪台北R.I.百週年社長慶祝會議 主席
2009 國際扶輪伯明罕研習會 主席
2011-12 國際扶輪社長顧問委員會 委員
2014 國際扶輪研習會 主席
2014-15 國際扶輪社長當選人

1995-96  國際扶輪“超我服務”個人最高榮譽獎　得獎人 
1998  國際扶輪  扶輪基金會“Meritorious Service Award”得獎人 
2003-04  國際扶輪 扶輪基金會“Distinguished Service Award”得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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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歡迎來到2014的國際講習會，我相信我們都非常榮幸能迎接這美好的一年。

今天我起得非常早，並觀看了新聞。一如往常，新聞能提醒我們這個世界上有這麼多

需要幫助的人們；但今天早晨，我面對著537個來自世界各地的人，我們將一起來正視這些

問題，並且開始著手。這就是為什麼今天一大早，我們齊聚於聖地牙哥，我們將於此開始

將壞新聞轉換成好消息。我認為這是思考我們年度方向的好方法，我們的工作，便是將這

個世界變的更好 更快樂 更充滿希望並且讓好消息傳到各個角落。

這是一個非常精彩的扶輪年，而下個年度、我們的年度，將會更加多彩多姿，因為明

年是扶輪社的110週年。我們都為扶輪感到驕傲，亦期許創造一個能給世界帶來正向影響的

扶輪社。然而我們也都心知肚明，好事從來不會無端發生。唯有我們認真工作、唯有強健

的組織、唯有熱愛扶輪社的社員，這些正向影響才會真的存在、發生。

我們花了許多時間探討「社員成長」，我想我們都瞭解我們的目標是在年底達到130

萬的社員數。這一周我們將專注在許多事情上，我們將討論如何吸收年輕的新血、招納更

多的女性社員。如果你看看四周，會發現現場有這麼多相貌美麗的人，真好。但這其中，

有多少真的是扶輪社友？而有多少是配偶而非真正的社友？我有個提議，讓這個會場的所

有人都成為扶輪社友吧！每個扶輪社員都應邀請他們的配偶一同參與，使扶輪社變成一個

閤家的組織。讓我告訴你們，當我們在台灣實行這項作法，我們發現妻子們的朋友居然比

我們還要多！當我們邀請自己的太太，而她們邀請她們的朋友，於是她漸漸理解到參與扶

輪社並非男性的專利，因此她們說「好的，我們願意參加！」

當一個組織充滿多元性，社團也將生氣蓬勃，社員的人數非單純的加倍，甚至將達到

超越倍數的成長，而服務的層次也將提升，我認為各位都該嘗試看看。我有一本中文書叫

做“找方法，別找藉口”，這正是一件我相信各位都必須身體力行的事情。我們必須努力

扭轉一切，而非消極的認為自己辦不到。我們必須磨練領導能力並建立緊密的組織，而這

一切就從注入新血開始。另外我們也應該對扶輪基金有所作為，從自身的捐獻開始。扶輪

基金是屬於全體社友的，而每位扶輪人都將因其受益，同理我們都應該對它有所貢獻。各

位都是領袖且熟知領導一事，明白如何主動出擊。我不認為在座各位會將任何問題都推托

給其他社友而無所自為。也不會有人說：「大家都應該捐錢給扶輪基金會」，卻隱藏自己

的財力，我說的對嗎？若你想成為一個扶輪領袖，你就必須以身作則。這也是為何今年度

的RI社長Ron要求每位地區總監成為百分百捐獻的第一班，他們也的確做到了！他們是第

一流的也將是永遠的第一流，對此RI社長Ron感到非常驕傲。在他的年度講習會結束時他

2014年國際講習會

國際扶輪社長當選人 黃其光 
主題演講：光耀扶輪



│地區訓練研習會│ │2014-2015│訓練研習會手冊│0 8

給了我一個挑戰。他說：「Gary, 我希望你能打敗我。我希望你的這班同學能夠募得比我

們更多的基金」

我想你們知道，我來自台灣。而台灣人是非常不服輸的。所以我說：「沒問題，我們

接受這個挑戰！」但這給了我一個難題。他的年度是第一流的，而我不可能說：「讓我們

成為第二流吧！」誰會想成為第二流呢？不！因此，我要求各位成為最強的一流！我期許

各位超越上個年度的捐獻紀錄，75萬美元。我希望各位都能有共同的信念，這個年度的地

區總監都是最優秀的！

我相信各位都認識中國哲學家孔子，有時我稱他為世界第一位扶輪社友。雖然他在扶

輪創立的2500年前就已過世，但他的思想卻與扶輪信念不謀而合。他曾經說過一句話「與

其抱怨，不如改變。」這句話就如同英文俗諺所說的「與其坐而詛咒黑暗，不如起身點亮

一根蠟燭。」這句話道盡了我們的信念。這個世界上有這麼多問題與等待幫助的人們，很

多人會說「我做不了什麼」而他們便停在原地無所作為，沒有任何問題得到改善。但這不

是一個扶輪人會做的事，扶輪人的作為就如同孔子的想法，我們會去點亮一根蠟燭。我點

亮一根，你也點亮一根，超過120萬的社友們都投入其中，當我們聚集起來我們便能照亮世

界！我希望各位光耀扶輪，讓我們一起光耀扶輪！光耀扶輪就是我們今年度的主題！

這也是我給你們的挑戰，如何光耀扶輪、如何點亮自己的蠟燭，都取決於各位。

你瞭解自己的強項也清楚自己社區的需要，更清楚該如何提供協助。有許多方法可以

光耀扶輪，我希望各位能舉辦扶輪日，讓社區瞭解什麼是扶輪和我們的作為。我期許各位

讓扶輪青年團及扶少團員參與服務，讓新世代與社友更加緊密。而最重要的，希望我們能

夠達成目標，透過投注超過25年頭的努力終結小兒麻痹，

現在我們的目標便是在2018消除小兒麻痹，這是一件令人難以相信的事，但也將在我

們不懈的努力與高昂的士氣下實現。也就是說，我們必須持續捐獻消除小兒麻痹基金，等

到消除的日子到來，我們將證明扶輪能夠完成偉大的事，也證明我們準備好迎接下一個決

心完成的挑戰。我們會不斷努力下去，這是扶輪社給世界的承諾。我們的責任，便是實踐

上述的所有承諾。朋友們，我希望看見一個光明的扶輪，健全且充滿潔淨的光芒。期待我

們的光芒為世人所需要且歡迎，讓其他人願意接近並成為一份子。希望這光芒具有 發性，

讓大家知道一個人的力量可以非常大。而當我們齊聚一堂，能創造的是更強大的貢獻。

光耀扶輪不只是我們的年度主題，而使如何身處於此、思考扶輪，如何感受以及如何

去做。如何在我們的扶輪社、扶輪地區以及各個我們所服務的國家逐日做出改變。我們有

這次機會能光耀扶輪、並使之發光發熱。有這次機會能作出承諾，成為關懷社區、做出改

變的人。有這次機會能發聲：「沒有人應該孤獨的坐在黑暗中，我們應該集合120萬社友的

力量來光耀扶輪！」這是我們的工作也是我們的挑戰。

新的扶輪年將是我們的年度，讓我們使扶輪的光芒前所未有的閃耀、健全且明亮！謝

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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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耀
扶輪

黃其光 Gary C.K. Huang
2014-15 年度國際扶輪社長

社 長 獎

900A-14CH—(1013)

One Rotary Center

1560 Sherman Avenue

Evanston, IL 60201-3698 USA

www.rotary.org
本中文出版品由扶輪出版

委員會譯印，請注意國際

扶輪未曾審核譯文，對其

內容及正確性概不負責

光耀扶輪家庭﹗

必辦活動

贊助或參與一個當地或地區扶輪日 6活動來向非

扶輪社員介紹扶輪。

請勾選以下其中一項：

□ 本社有至少 5位社員參加一個扶輪日活動。

（10分）

□ 本社主辦一個扶輪日活動。（15分）

 

「最優秀一屆」扶輪社社長的挑戰（選擇性）

□ 本社社長在 3月 31日以前註冊出席 2015年

國際扶輪聖保羅年會。（5分）

 

額外活動

□ 請社員（不包括社長）在 3月 31日以前註冊

出席 2015年國際扶輪聖保羅年會。（社員註

冊者，每一人5分；此項活動總分最多10分）

□ 使本社有至少百分之 10社員加入一個扶輪聯

誼會或扶輪社員行動團體，並和全世界各地

有共同興趣的人建立關係。（5分）

□ 使本社社員至少一半參與 rotary.org.的一個

線上社區論壇。（5分）

□ 為年輕人舉辦一個職業日或職業輔導節目。

（5分）

□ 在本社網站及社交媒體網頁上執行扶輪新的

視覺標示準則（visual identity guidelines）。

（5分）

□ 輔導一個新的扶輪青年服務團或扶輪少年服

務團。（10分）

□ 輔導一個新的扶輪社區服務團。（10分）

□ 輔導一個新的扶輪社。（20分）

為能在此一類別符合得獎資格，貴社至少必須得

40分。貴社得多少分？

　　　　　　

 

 

 

 

 

 

 

 

 

扶輪社

 

 

扶輪社社長

請填妥表格在 3月 31日以前提交地區總監。6 詳細資訊請參看扶輪日 Rotary Day摺頁（900B-
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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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耀扶輪不僅是年度主題而已─這個主題要求

我們每一個人採取行動，讓扶輪更壯大。2014-

15年度社長獎將表揚採取行動以促進社員人數

成長、提升服務影響、以及擴展網絡之扶輪社。

程序
扶輪社請使用此表格規劃及報告貴社 2014-15扶

輪年度的成就。若要符合社長獎資格，扶輪社必

須在三類活動中的每一類各達成一定分數，且每

一類必須執行一項必辦活動。除非另有指明，所

有活動必須在 2014年 7月 1日到 2015年 3月

31日之間實施並完成。

請合格之扶輪社填妥表格在 3月 31日以前寄交

地區總監。若把表格直接寄送國際扶輪恕不受

理。

請地區總監把有獲獎資格的扶輪社社名在 4月

15日以前寄交國際扶輪。若地區有百分之五十

或以上之扶輪社符合社長獎資格，總監將獲得特

別表彰。

光耀扶輪社員！

必辦活動

在7月1日到3月1日之間達成社員人數淨成長。

請勾選以下其中一項：

□ 本社達成社員人數淨成長 1名。（5分）

□ 本社達成社員人數淨成長 1-4%。（10分）

□ 本社達成社員人數淨成長 5-10%。（15分）

□ 本社達成社員人數淨成長10%以上。（20分）

 

「最優秀一屆」扶輪社社長挑戰（選擇性）

□ 我們的扶輪社社長個人輔導 2名新社員。（5

分）

 

額外活動

□ 在扶輪社中心（Rotary Club Central）填交

2014-15年度社員發展目標並達成該目標。（5

分）

□ 確保每一位社員在我的扶輪（My Rotary）都

有簡介資料。（5分）

□ 促進社員參與：確保每一位社員都在貴社的

年度領導人培養目標被指派一個特定的角

色，例如領導職位或扶輪社委員會、小組委

員會、或計畫行動之成員。1（5分）

□ 提高貴社防止社員流失成功比率，比前一年

至少多一個百分點。（5分）

□ 增加本社社員的多樣性：招募至少 2名屬

於現有的社員身分缺人代表的人口族群（例

如，性別、年齡、專業、或民族）的新社

員。（5分）

□ 成功招募社員配偶一位成為社員，或成功推

薦一位配偶給另一個扶輪社為社員。（配偶

於今年度內成為扶輪社員者，每一名配偶 5

分；此項活動最多 15分）

□ 成功招募一個扶輪青年服務團前團員或扶輪

前受獎人加入貴社，或成功推薦他們給另

一個扶輪社為社員。（扶輪青年服務團前團

員或扶輪前受獎人於本年度內成為扶輪社員

者，每一人 5分）

為能在此一類別符合得獎資格，貴社至少必須得

30分。貴社得多少分？

　　　　　　

光耀扶輪服務﹗

必辦活動

參與一項與至少一個扶輪焦點領域相關的當地或

國際服務計畫：2

¬ 和平及預防／解決衝突

¬ 預防及治療疾病

¬ 水及衛生

¬ 母子健康

¬ 基礎教育及識字

¬ 經濟及社區發展

請勾選以下其中一項：

□ 本社完成此類活動。（10分）

□ 我們的扶輪社在一個全球獎助金計畫之下完

成這項活動。（15分）

 

「最優秀一屆」扶輪社社長挑戰（選擇性）

□ 我們的扶輪社社長個人捐獻扶輪基金會。（5

分）

 

額外活動

□ 在扶輪社中心（Rotary Club Central）填交

2014-15年度扶輪基金會捐獻目標並達成該目

標。（5分）

□ 透過在社區舉行募款活動來支持根除小兒痲

痹，或進行一項公共宣導運動，把扶輪對根

除小兒痲痹的貢獻告訴社區。（5分）

□ 達成至少百分之 10的扶輪社社員參加扶輪的

連續捐獻計畫（Rotary Direct）。（5分）

□ 贊助一個扶輪和平獎學金學生或協助另一個

扶輪社支持一個扶輪和平獎學金學生。（5分）

□ 增加本社的捐助者、遺贈會 3會員及保羅．哈

理斯會 4會員的總人數至少一名。（5分）

□ 達成全社百分之百參與扶輪基金會年度基金

捐獻（即每一位現職社員都捐獻）。 5（10分）

□ 達成全社平均每位社員捐獻至少 100美元給

年度基金。（10分）

為能在此一類別符合得獎資格，貴社至少必須得

30分。貴社得多少分？

　　　　　　

 

1 請參考 Leadership Development: Your Guide to 
Starting a Program (250-EN)。

2 欲知有何好主意，請看 Rotary's Areas of Focus 
(965-EN)。

3 詳細資訊請參看 Your Rotary Legacy摺頁（330-
EN）。

4 詳細資訊請看Paul Harris Society摺頁 (099-EN)。
5 請參看 EREY摺頁 (957-EN)及 The Rotary 

Foundation Reference Guide (219-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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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耀扶輪不僅是年度主題而已─這個主題要求

我們每一個人採取行動，讓扶輪更壯大。2014-

15年度社長獎將表揚採取行動以促進社員人數

成長、提升服務影響、以及擴展網絡之扶輪社。

程序
扶輪社請使用此表格規劃及報告貴社 2014-15扶

輪年度的成就。若要符合社長獎資格，扶輪社必

須在三類活動中的每一類各達成一定分數，且每

一類必須執行一項必辦活動。除非另有指明，所

有活動必須在 2014年 7月 1日到 2015年 3月

31日之間實施並完成。

請合格之扶輪社填妥表格在 3月 31日以前寄交

地區總監。若把表格直接寄送國際扶輪恕不受

理。

請地區總監把有獲獎資格的扶輪社社名在 4月

15日以前寄交國際扶輪。若地區有百分之五十

或以上之扶輪社符合社長獎資格，總監將獲得特

別表彰。

光耀扶輪社員！

必辦活動

在7月1日到3月1日之間達成社員人數淨成長。

請勾選以下其中一項：

□ 本社達成社員人數淨成長 1名。（5分）

□ 本社達成社員人數淨成長 1-4%。（10分）

□ 本社達成社員人數淨成長 5-10%。（15分）

□ 本社達成社員人數淨成長10%以上。（20分）

 

「最優秀一屆」扶輪社社長挑戰（選擇性）

□ 我們的扶輪社社長個人輔導 2名新社員。（5

分）

 

額外活動

□ 在扶輪社中心（Rotary Club Central）填交

2014-15年度社員發展目標並達成該目標。（5

分）

□ 確保每一位社員在我的扶輪（My Rotary）都

有簡介資料。（5分）

□ 促進社員參與：確保每一位社員都在貴社的

年度領導人培養目標被指派一個特定的角

色，例如領導職位或扶輪社委員會、小組委

員會、或計畫行動之成員。1（5分）

□ 提高貴社防止社員流失成功比率，比前一年

至少多一個百分點。（5分）

□ 增加本社社員的多樣性：招募至少 2名屬

於現有的社員身分缺人代表的人口族群（例

如，性別、年齡、專業、或民族）的新社

員。（5分）

□ 成功招募社員配偶一位成為社員，或成功推

薦一位配偶給另一個扶輪社為社員。（配偶

於今年度內成為扶輪社員者，每一名配偶 5

分；此項活動最多 15分）

□ 成功招募一個扶輪青年服務團前團員或扶輪

前受獎人加入貴社，或成功推薦他們給另

一個扶輪社為社員。（扶輪青年服務團前團

員或扶輪前受獎人於本年度內成為扶輪社員

者，每一人 5分）

為能在此一類別符合得獎資格，貴社至少必須得

30分。貴社得多少分？

　　　　　　

光耀扶輪服務﹗

必辦活動

參與一項與至少一個扶輪焦點領域相關的當地或

國際服務計畫：2

¬ 和平及預防／解決衝突

¬ 預防及治療疾病

¬ 水及衛生

¬ 母子健康

¬ 基礎教育及識字

¬ 經濟及社區發展

請勾選以下其中一項：

□ 本社完成此類活動。（10分）

□ 我們的扶輪社在一個全球獎助金計畫之下完

成這項活動。（15分）

 

「最優秀一屆」扶輪社社長挑戰（選擇性）

□ 我們的扶輪社社長個人捐獻扶輪基金會。（5

分）

 

額外活動

□ 在扶輪社中心（Rotary Club Central）填交

2014-15年度扶輪基金會捐獻目標並達成該目

標。（5分）

□ 透過在社區舉行募款活動來支持根除小兒痲

痹，或進行一項公共宣導運動，把扶輪對根

除小兒痲痹的貢獻告訴社區。（5分）

□ 達成至少百分之 10的扶輪社社員參加扶輪的

連續捐獻計畫（Rotary Direct）。（5分）

□ 贊助一個扶輪和平獎學金學生或協助另一個

扶輪社支持一個扶輪和平獎學金學生。（5分）

□ 增加本社的捐助者、遺贈會 3會員及保羅．哈

理斯會 4會員的總人數至少一名。（5分）

□ 達成全社百分之百參與扶輪基金會年度基金

捐獻（即每一位現職社員都捐獻）。 5（10分）

□ 達成全社平均每位社員捐獻至少 100美元給

年度基金。（10分）

為能在此一類別符合得獎資格，貴社至少必須得

30分。貴社得多少分？

　　　　　　

 

1 請參考 Leadership Development: Your Guide to 
Starting a Program (250-EN)。

2 欲知有何好主意，請看 Rotary's Areas of Focus 
(965-EN)。

3 詳細資訊請參看 Your Rotary Legacy摺頁（330-
EN）。

4 詳細資訊請看Paul Harris Society摺頁 (099-EN)。
5 請參看 EREY摺頁 (957-EN)及 The Rotary 

Foundation Reference Guide (219-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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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耀
扶輪

黃其光 Gary C.K. Huang
2014-15 年度國際扶輪社長

社 長 獎

900A-14CH—(1013)

One Rotary Center

1560 Sherman Avenue

Evanston, IL 60201-3698 USA

www.rotary.org
本中文出版品由扶輪出版

委員會譯印，請注意國際

扶輪未曾審核譯文，對其

內容及正確性概不負責

光耀扶輪家庭﹗

必辦活動

贊助或參與一個當地或地區扶輪日 6活動來向非

扶輪社員介紹扶輪。

請勾選以下其中一項：

□ 本社有至少 5位社員參加一個扶輪日活動。

（10分）

□ 本社主辦一個扶輪日活動。（15分）

 

「最優秀一屆」扶輪社社長的挑戰（選擇性）

□ 本社社長在 3月 31日以前註冊出席 2015年

國際扶輪聖保羅年會。（5分）

 

額外活動

□ 請社員（不包括社長）在 3月 31日以前註冊

出席 2015年國際扶輪聖保羅年會。（社員註

冊者，每一人5分；此項活動總分最多10分）

□ 使本社有至少百分之 10社員加入一個扶輪聯

誼會或扶輪社員行動團體，並和全世界各地

有共同興趣的人建立關係。（5分）

□ 使本社社員至少一半參與 rotary.org.的一個

線上社區論壇。（5分）

□ 為年輕人舉辦一個職業日或職業輔導節目。

（5分）

□ 在本社網站及社交媒體網頁上執行扶輪新的

視覺標示準則（visual identity guidelines）。

（5分）

□ 輔導一個新的扶輪青年服務團或扶輪少年服

務團。（10分）

□ 輔導一個新的扶輪社區服務團。（10分）

□ 輔導一個新的扶輪社。（20分）

為能在此一類別符合得獎資格，貴社至少必須得

40分。貴社得多少分？

　　　　　　

 

 

 

 

 

 

 

 

 

扶輪社

 

 

扶輪社社長

請填妥表格在 3月 31日以前提交地區總監。6 詳細資訊請參看扶輪日 Rotary Day摺頁（900B-
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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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蒙各位扶輪先進於百忙之中撥空參與地區訓練研習會，這次研習會由

樹林芳園社、大漢溪社共同主辦，May謹代表兩社誠摯的向各位表示最高的

歡迎與謝意！

國際扶輪創立至今已109年了，還能持續發展且生生不息，除了著重聯

誼與服務之外，扶輪的教育訓練是非常重要的，尤其是正確的扶輪知識、扶

輪服務精神及理念。地區訓練研習會的目的是讓扶輪領導人充分瞭解新年

度的工作目標及提供各項服務計畫明確方向，相信透過今天的研習會，能帶

給大家滿滿的收獲，認識各職務的角色和責任，對於社務之推動有所幫助，

成為各位在推廣扶輪服務計畫最重要的舵手，也讓國際扶輪一代接一代傳

承下去，深信新的一年在IDG Ortho的領航之下，必定會蓬勃發展“光耀扶

輪”，更期待今天的研習會各社社長及團隊能協助IDG Ortho順利完成年度

各項服務計畫和目標，相信2014-15年度會是個最美好充實的一年。

今天的訓練研習會感謝大家熱情的參與，如有服務不週之處，敬請包

涵！敬祝 訓練研習會順利 圓滿 與會嘉賓身體健康 學習愉快。

2014-2015 年度

國際扶輪3490地區 地區訓練研習會主委

嚴玉梅 P.P. May 致詞 (樹林芳園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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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扶輪3490地區 總監 
吳維豐 D.G. David 簡介

姓　　名：吳維豐David
夫人姓名：潘秀卿Jovina                  
職業分類：玻璃加工業

現　　職：金元工業股份有限公司負責人

所  屬  社：新莊中央扶輪社               
連絡地址：新北市新莊區新樹路268巷24弄2號
電　　話：02-2204-3388                 
傳　　真：02-2208-0315

新莊中央扶輪社經歷

地區扶輪經歷

獎章及扶輪基金會貢獻事項

2001年8月21日入社
2002~2003年度 社長當選人、理事、糾察、高爾夫球總幹事
2003~2004年度 社長、理事
2004~2005年度 理事
2005~2006年度 理事、國際服務主委
2006~2007年度 理事、扶輪行政管理主委
2007~2008年度 前受獎人主委
2008~2009年度 環境保護主委
2009~2010年度 理事、國際服務主委
2010~2011年度 理事、扶輪知識主委
2011~2012年度 跨地區活動3490地區主委

2004~2005年度 職業成就獎委員會委員
2005~2006年度 功能性教育能力提昇委員會副主委
2006~2007年度 扶輪少年服務團副主委
2007~2008年度 新世代企劃活動推行委員會委員
2008~2009年度 地區年會提案及審查委員會委員
2009~2010年度 地區年會提案及審查委員會委員

2002~2003年度 保羅哈理斯之友
2003~2004年度 年度永久基金1,000美元
2011~2012年度 巨額捐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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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2015 年度

國際扶輪3490地區 地區訓練會主委

賴正時 P.D.G. Victor 簡介

姓　　名：賴正時Victor
出生日期：1950年10月11日
夫人芳名：曾緇鳩

學　　歷：台北市立高商畢業

職業分類：石油製品銷售

所  屬  社：板橋扶輪社
現　　任：匯弘石油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
　　　　　全國加油站(股)公司  董事長
電　　話：(02) 2684-3966
傳　　真：(02) 2684-1933
地　　址：樹林區樹林工業區樹潭街12號
　　　　　台北市羅斯福路六段140號
E – mail ：ri3490.gov1011@gmail.com

板橋扶輪社經歷

1979.07.06  入社
1980-1981　職業分類主委、社會服務委員
1981-1982　 理事、出席委員、聯誼委員、 

社會服務委員、國際服務委員、

世界社會服務主委

1982-1983　 會計、出席委員、聯誼委員、 
菲律賓嗎啦汶姊妹社組員

1983-1984　理事、秘書、增加社員委員
1984-1985　 社員委員會委員、增加社員委員會委員
1985-1986　理事、職業服務委員會主委
1986-1987　 理事、聯誼委員、青少年服務主

委、二十週年慶典籌備委員

1987-1988　 聯誼委員、扶輪雜誌委員、 
青少年服務委員

1988-1989　職業分類委員、青少年服務主委
1989-1990　扶輪雜誌委員、社會安全服務委員
1990-1991　聯誼委員、職業服務委員
1991-1992　 理事、第二副社長、社會服務主委 

廿五週年慶典籌備委員

1992-1993　第一副社長、社務服務主委
1993-1994　社長
1994-1995　 理事、顧問委員會委員、扶輪知

識委員會主委

1995-1996　 顧問委員會委員、姊妹社公共關

係委員會委員

1996-1997　 聯誼委員會主委、擴展社員委員
會委員、顧問委員會委員

1997-1998　 顧問委員會主委、公共關係委員會
委員、板橋扶輪社教育基金委員會

永久委員、國際服務委員會委員

1998-1999　 顧問委員會委員、中華扶輪教育基金
委員會主委、扶輪基金委員會委員

1999-2000　顧問委員會委員
2000-2001　 扶輪雜誌委員會主委、顧問委員

會委員、扶輪知識委員會委員

2001-2002　顧問委員會委員、扶輪基金委員會主委
2002-2003　 顧問委員會委員、中華扶輪教育

基金委員會主委、世界社會服務

委員會委員

2003-2004　 顧問委員會委員、扶輪知識委員會委員
2004-2005　 理事、扶輪知識委員會主委、擴

展增加社員委員會委員、顧問委

員會委員  
2005-2006　 世界社會服務委員會主委、擴展增加

社員委員會委員、顧問委員會委員

2006-2007　 四十週年授證慶典工作委員會執
行長、社員委員會主委、顧問委

員會委員、永久基金委員會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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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2008　 年度捐獻委員會主委、團體研究
交換委員會委員、節目委員會委

員、顧問委員會委員

2008-2009　 職業服務委員會主委、板橋扶
輪社教育基金委員會永久委員、 
顧問委員會委員、社員發展委員

會委員、扶輪家庭委員會委員

2009-2010　扶輪知識委員會主委、顧問委員會委員
2010-2011　 永久基金委員會副主委、板橋扶

輪社教育基金委員會永久委員、

顧問委員會委員、社長提名委員

會委員、顧問委員會委員

2011-2012　 板橋扶輪社教育基金委員會永
久委員、社長提名委員會委員、 
顧問委員會委員、國際服務委員

會委員、水原姊妹社委員會副主

委、扶輪基金委員會副主委、 

年度捐獻委員會委員、永久基金委員會主委

2012-2013　 扶輪基金委員會主持主委、板橋
扶輪社組織章程評議委員會輔導

顧問、扶輪知識委員會副主委、

水原姊妹社委員會副主委、板橋

扶輪社教育基金委員會永久委

員、社長提名委員會委員、顧問

委員會委員

2013-2014　 板橋扶輪社組織章程研議及社史
編纂委員會輔導顧問、板橋扶輪

社教育基金委員會永久委員、板

橋扶輪社發展策略委員會委員、

社員委員會輔導顧問、職業分類

委員會委員、扶輪知識委員會主

委、顧問委員會委員、水原姊妹

社委員會副主委、世界社區服務

委員會委員

地區扶輪經歷

獎章

社會的顯著貢獻及受獎榮譽事項

1994-1995　健康活動委員會委員

1995-1996　扶輪友誼交換委員會委員

2002-2003　團體研究交換委員會委員

2003-2004　地區秘書長

2004-2005　扶輪大使獎學金委員會主委

2005-2006　 國際扶輪友誼交換委員會主委、 

地區重大事功獎甄選委員會副主委  

2006-2007　社區扶輪義工發展委員會副主委

2007-2008　 地區鼓勵出席委員會主委、 

地區總監提名人

2008-2009　 地區總監提名人、地區社務行政
管理委員會副主委

2009-2010　 地區總監當選人、地區職業認識
及發展委員會主委

2010-2011　地區總監

2011-2012　 危機處理小組副主委、地區總監提名
委員會委員、地區社員委員會委員

2012-2013　 地區諮詢委員會委員、地區年會
提案及審查委員會主委、地區社

務行政管理委員會主委

2013-2014　 賴正時 地區總監提名委員會副主委 

地區社員委員會主委、地區諮詢

委員會、3490地區扶輪之最獎勵

委員會諮詢顧問

阿奇．柯藍夫協會會員-累積25萬元美金

扶輪基金會巨額捐獻人(Major Gift Donor)

永久基金捐獻人 (Benefactor)

保羅哈里斯之友獎章(P.H.F)

中華扶輪教育基金個人百萬功勞社友

板橋扶輪社教育獎學金捐獻人

扶輪地區服務貢獻獎

地區國際扶輪超我服務獎

RI獎項-有功服務獎

台灣省台北市優良商人獎

台灣省礦油公會理事

台北縣礦油公會理事長

板橋國小家長會長

明德技術學院家長會長

捐贈台北縣消防局救護車2輛

成立明德技術學院清寒獎學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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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是年度各項訓練會中人數最眾多的一場講習會，感謝各社所有擔任

明年度各項重要職務的社友，撥冗來參加。

扶輪是個有組織、有計劃、有目標的服務社團，各項講習會都有明確的

目標，課程也都經過精心安排，其目的在使下年度擔任各項職務的社友，有

清楚明白的方向，計畫實踐明年度的工作內容。今天擔任各課程的主講人、

主持人、引導人也都是地區精選的扶輪領導人，希望地區講習會能對各社年

度服務方針目標達成有所幫助。

年度扶輪主題“光耀扶輪”在彰顯扶輪成立一百多年來在全世界各地對

全人類所做的貢獻，除了告知世人扶輪社及其社友們，扶輪人對全世界人類

的愛與關懷，他們無私的奉獻，他們的腳步永不歇止，年復一年。

本年度 I.D.G. Ortho 年初赴RI參加研習會，年度的各項工作目標已明確

明示，相信他已胸有成竹一定能在2014-2015年度，締造3490地區更光輝更

燦爛的一年。

扶輪的巨輪一齒接著一齒不停的運轉，它在敘述我們為人類服務的腳步

不停的轉動，它也在告訴我們世界上還有許多需要我們服務的地方，我們必

須追隨這巨輪不停的努力。我們信仰扶輪為人類服務的理念，我們也信仰扶

輪追求世界和平的目標，我們更堅定信仰『扶輪為人類帶來希望』，各位社

友讓我們一起努力，讓2014-2015年度的扶輪歷史裡記載著我們努力的足

跡。 祝福大家！

2014-2015 年度

國際扶輪3490地區 地區訓練委員會主委

賴正時 P.D.G. Victor 致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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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2015 年度

國際扶輪3490地區 總監當選人

洪清暉 I.D.G. Ortho 簡介

姓　　名：洪清暉Ortho
職業分類：牙醫師

出生日期：1958年03月12日
入社日期：1993年03月01日
夫　　人：莊淑雁Yann
學　　歷：美國南加大頭顱顏面學碩士

　　　　　中華民國衛生署齒列矯正專科證書

　　　　　美國南加大齒列矯正專科證書

　　　　　台北醫學大學牙醫學學士 
服務機構：博暉齒列矯正專科診所

職　　稱：負責醫師

通  訊  處：220 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一段69號7樓之一 
電　　話：02-29617877　傳　　真：02-29577189
行動電話：0910129310
E-mail: a7080219@ms11.hinet.net

社團經歷

板橋西區扶輪社經歷

中華民國齒顎矯正學會理事長、 
專科醫師甄審委員會主委、常務理事、秘書長

中華民國牙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監事會召集人 
理事、首席副秘書長

中華牙醫學會理事

台北醫學大學牙醫校友會理事

台北縣牙醫師公會常務理事、常務監事

台北縣北醫牙醫校友會會長

新北市選舉委員會委員

世界矯正植體學會執行委員

1993-1994　 板橋西區社創社社友、理事、 

扶輪知識委員會主委

1994-1995　 理事、社會服務委員會主委、 

扶輪基金委員會委員

1995-1996　 雜誌委員會委員、 

社會服務委員會委員

1996-1997　 理事、顧問委員會委員、 

國際服務委員會主委

1997-1998　 社刊委員會委員、 

日本姐妹社關係委員會主委

1998-1999　 理事、節目委員會委員、高爾夫聯誼

委員會委員、職業服務委員會主委

1999-2000　 理事、社長當選人、社務服務委員

會主委、高爾夫聯誼委員會主委

2000-2001　 社長、理事

2001-2002　 理事、顧問委員會主委

2002-2003　 榮譽出席顧問、扶輪知識委員會

主委、國際服務委員會委員

2003-2004　 理事、聯誼委員會委員、 

高爾夫聯誼委員會委員、 

國際服務委員會主持理事

2004-2005　 扶輪家庭委員會主委、 

日本姐妹社關係委員會委員

2005-2006　 理事、社刊委員會委員、 

日本姐妹社關係委員會委員

2006-2007　 理事、服務計劃委員會主持理事、

社區服務委員會主委、計劃小組委

員會委員、顧問委員會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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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2008　 職業分類委員會委員、扶輪知識

委員會委員、防止社員流失委員

會委員、社區服務委員會委員、

中華基金發展委員會主委、姐妹

會委員會委員、顧問委員會委員

2008-2009　 社員發展委員會委員、國際服

務委員會委員、姐妹會委員會主

委、中華基金發展委員會委員

2009-2010　 職業分類委員會委員、國際服務

委員會主委、中華基金發展委員

會委員

2010-2011　 扶輪知識委員會委員、國際服務

委員會委員、扶輪義工委員會主

委、中華基金發展委員會主委、

扶輪家庭委員會委員、日本姐妹

社關係委員會委員、地區社員委

員會委員

2011-2012　 社刊委員會委員、 

日本姐妹社關係委員會委員

2012-2013　 理事、國際服務委員會主委、扶

輪義工委員會委員、扶輪家庭委

員會委員、地區總監提名人

2013-2014　 理事、服務計畫委員會主持理事、

扶輪知識委員會委員、國際服務

委員會委員、顧問委員會委員、

地區總監當選人

地區扶輪經歷

獎章及扶輪基金會貢獻事項

社會的顯著貢獻及受獎紀錄

1993-1994　扶輪基金委員會委員
2001-2002　地區年會鼓勵出席委員會執行長
2003-2004　心肺復甦術急救術推廣委員會主委
2004-2005　識字委員會委員
2005-2006　扶輪獎助金委員會委員
2006-2007　地區赴國際年會委員會委員
2007-2008　地區聯誼活動委員會委員

2008-2009　地區台北扶輪研習會推廣委員會委員
2009-2010　地區公共形象委員會委員
2010-2011　地區社員委員會委員
2011-2012　地區扶輪基金委員會委員
2012-2013　 青少年交換委員會危機處理小

組召集人、地區新世代委員會委

員、地區辦公室管理委員

1996-1997　PHF新捐獻人
2000-2001　永久基金捐獻人、RI社長獎
2001-2002　中華扶輪教育基金捐獻人
2002-2003　PHF 1顆藍寶石

2006-2007　PHF 2顆藍寶石
2009-2010　PHF 3顆藍寶石
2012-2013　巨額捐獻人
2013-2014　巨額捐獻人

1.  1999年受頒中華民國牙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銅質獎章(No. 11)：推廣全國學童口腔衛教與
衛生署 含氟水漱口防齲計畫執行成果卓著。

2.  於中華民國牙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國際主委
任內，配合政府國際合作會，籌組四團口腔

醫療團，對南太平四邦交國進行醫療外交。

3.  長期擔任母校板橋國小校牙醫，協助每年口
腔檢查與培訓潔牙小天使。

4.  2006年受頒中華民國齒顎矯正學會貢獻獎：
擔任秘書長期間，會務發展與國際事務推

展，貢獻卓著。

5.  2010年12月受頒衛生署感謝狀：熱心參與中

華民國齒顎矯正學會與衛生署國民健康局合

作的「牙齒矯正，自信未來」計畫，免費提

供矯正治療給弱勢家庭學童。

6.  任2010台灣代表出席參加世界矯正聯盟
(World Federation of Orthodontists)會員國
大會(Council Meeting)；協助台灣於2011加
入亞太矯正聯盟(Asian Pacific Orthodontic 
Soci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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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2015 年度

國際扶輪3490地區 總監當選人

洪清暉 I.D.G. Ortho 致詞

地區總監David、地區訓練委員會主委PDG Victor、地區訓練研習會主委

PP May、各位前總監及所有年度扶輪職員們 大家早安！

首先恭喜大家接任2014-2015年度各社領導職員，個人也很榮幸擔任年度

總監，一起與大家於“光耀扶輪”年度為3490地區服務。大家都知道下年度，

國際扶輪第110屆社長將由台灣扶輪社友 黃其光 前總監出任，這是台灣人的光

榮更是台灣社友大家的光榮。更因為此機緣大家應珍惜此服務的機會，將RIPE 

Gary的扶輪理念、扶輪年度主題，徹底傳達給各社社友並領導社友達成年度目

標。

本次研習會早上很榮幸邀請到台北醫學大學董事長 李祖德醫師，就扶輪社

友能於現今台灣社會應扮演角色做專題報告，期許扶輪人為穩定社會的中間力

量。同時就“光耀扶輪”年度，地區所安排的主要活動與工作項目，邀請相關

人員來說明，讓年度職員大家都能瞭解工作方向與目標並支持，並鼓勵全體社

友參與，讓年度各項活動都能順利完成。同時邀請中華扶輪教育基金受獎人、

RYE參與學生暨家長與扶青團員現身說法，讓全體社友了解扶輪所支持各項活

動的意義。

分組討論課程將就“社長組”、“秘書組”、“財務組”、“扶輪基金

組”、行政管理組”、“社員拓展組”、“服務計劃組”與“青少年服務組”

等八組就“角色與責任”、“擬定目標”兩部份作演練，並就個案分組討論，

希望大家能透過互動式演練能有更多、更進一步瞭解所扮演的角色與承擔的責

任並如何成功達成所設定的目標，讓年度工作能順利執行。

最後，個人以RIPE Gary於美國給總監當選人結業式上的勉勵，期許大家

於今天訓練課程後，都能以“正面的態度”、“積極的態度”、“增進友誼的

態度”，面對2014-2015的地區年度工作與各項服務計劃，迎接“光耀扶輪”

年度。

敬祝大家身體健康，萬事如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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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李祖德 Tsu-Der Lee
職業分類:醫學
學歷:臺北醫學大學牙醫學系牙醫學士

專題演講講師

李祖德 Tsu-Der Lee 董事長簡介

現職

主要經歷

●  行政院科技部產業推動諮議會諮議委員
●  行政院生技產業策略諮議委員
●  臺北醫學大學董事長
●  環瑞醫(Swissray Global;SRG)投資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  漢鼎亞太創投公司(臺灣)副董事長
●  上海泰福健康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長

●  漢鼎亞太創投公司(中國) 總經理
●  香港中安基金管理公司總經理
●  北京美大星巴克咖啡有限公司董事長
●  山東科興生物製品有限公司(北京大學合資) 董事長
●  河北省唐山市台商會創會會長
●  新加坡上市(ISIN:KYG4640R1011)徐福記國際集團獨立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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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責任
與

自覺自救

臺北醫學大學董事長

李祖德
2014年5月3日

2014.02.21投書蘋果日報論壇

2

3

當民意代表將無賴「合理化」，官員施政
專業將自我矮化。

當眾多媒體將是非「邊緣化」，民眾被迫
妥協將成常態。

當政黨視執政為唯一獨尊目標，民眾將因
被遺棄感而被迫走上政治民粹化。

當社會毫無理性論述空間，民眾對政府的
信任感必將蕩然無存。

當代無奈的因素

4

「當政府帶來黑暗，

就由我們公民自己，

照亮這個國家。」

(摘自:公民1985行動聯盟 at TEDxTaipei )

自救時代來臨
平民英雄崛起

《看見台灣》-- 台灣環境現況的紀錄片

攝影師齊柏林拍攝約3年、飛行400小時

只為全力留住台灣美麗的容顏

6

個體平民- 齊柏林

專題演講：平民英雄開啟自救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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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美麗的高山、海洋、

湖泊、河流、森林、稻田、

魚塭、城市…

7

台灣環境因過度開發造成的改變、破壞和傷害…

8

「看見台灣」引起政府及國人

重新思考環境保護及國土規畫等議題!
9

2009年8月莫拉克風災

重創南橫入口的甲仙

10

小眾平民- 甲仙國小學生

導演楊力州透過「拔一條河」紀錄片

描述甲仙國小一群學生力爭上游爭取榮譽

11

孩童的單純與堅毅喚起鎮民的勇氣和信心

化悲憤為力量攜手重建家園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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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年2月10日，竹東高中5名一年級學生在返
校日途中，發現一名機車騎士車禍摔倒在地。

他們不僅立即叫救護車，

還守護在昏迷騎士身旁，

避免他被其他車輛撞擊，

直到騎士被送醫才離去。

13

小眾平民- 竹東高中學生

蘋果日報社會版頭條刊登他們的善舉

當天點閱率最高的新聞之一

14

2013年8月4日
陸軍下士洪仲丘告別式當天

25萬名身穿白衫的民眾
自動自發從四面八方而來
集聚在凱達格蘭大道

15

群體平民- 25萬名民眾

「公民1985行動聯盟」

這個撼動全國的公民運動

是由39位互不相識的網友串聯而成

16

25萬人挺身而出走上街頭

撼動16年屹立不搖的《軍事審判法》

17 18

太陽花學運風起雲湧

2014年3月30日

50萬人走上街頭

反服貿黑箱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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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平民英雄」

推動台灣的力量

19

這群平民英雄有：

揹老兵骨灰回大陸的里長

堅守離島的熱血青年老師

熱心公益服務的外籍配偶

守護奉獻偏鄉的外籍護士

為外勞發聲的媒體工作者……

20

21

關注人性･全力以赴･留下典範

當社會充滿危機與險惡，我們有必要擔任
《強救雷恩大兵》的烈士嗎?

最壞的時代是最好的機會

22

福克蘭戰爭勝利，重振英國數十年頹敗的信心
阿根廷在1980年代初發生嚴重的經濟危機和大規模反政
府的運動，阿根廷政府試圖通過對福克蘭群島採取軍事
行動並佔領之。1982年4月2日英國對福克蘭群島發動進
攻收復福克蘭群島。

英國伴隨著戰爭而來的強烈的愛國主義情緒，加強柴契
爾夫人的權威，並幫助英國保守黨贏得1983年大選，展
開英國民營化體制改革。

一事件拯救國家

23

紐約市長朱利安尼任用布萊頓為警察局長扭轉治安

透 明

人人有分

公平程序

突破方法

切 割

集中資源

魚缸管理法

成果

滿意度由37%→73%

犯罪率下降52%
殺人案下降68 %

一個人拯救都市

面對更艱難的挑戰，你需要的是「團隊」

浩克

美國隊長

鋼鐵人

黑寡婦 鷹眼神盾局局長雷神索爾

24

團隊力量大

我們需要更多「平民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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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ck On My Feet」

Anne Mahlum

26歲熱愛馬拉松的費城女孩。

每天在晨跑時看到許多無家可

歸的流浪漢。一開始也跟多數

人一樣，選擇視而不見。

CNN 年度平民英雄

25

某天，她鼓勵流浪漢跟著一起跑，後來演變
成「Back On My Feet」活動，透過規律晨跑
運動，讓流浪漢建立自信，回歸正常生活。

27

公 民 覺 醒

開 創 政 治 新 規 格

平民英雄對政治人物的
新 檢 驗 方 式

28

成佛計畫

渡百凡人；不如渡一僧侶

渡百僧侶；不如渡一羅漢

渡百羅漢；不如渡一菩薩

渡百菩薩；不如渡一金佛

政治新大佛

29

“變則存、不變則亡＂

－北大校長嚴復先生之傳世警語－

30

懶官

政客

媒體

政治騙子

政治幫兇

庸民

幫兇學者

貪官

平民

平民
平民

平民

平民

平民

平民

平民

Scrum

大
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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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平 民 英 雄
天 道 酬 勤

31

little-Dutch-boy and the dike

期待童話故事的美好結局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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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報告：年度主題及年度目標

1

地區訓練會 (DTA)
講題 年度主題與年度目標
講師 IDG Ortho 洪清暉
日期 2014.05.03

年度主題與年度目標

Whatever Rotary may mean to us, 
to the world,

it will be known by the results it achieves.  
Paul Harris

TITLE  |  2

扶輪對我們、對世人的意義，

在於扶輪所成就的事、物。

何 謂 扶 輪

• JOIN LEADERS 領導者的團體

• EXCHANGE IDEAS聯誼與交流

TITLE  |  3

EXCHANGE IDEAS聯誼與交流

• TAKE ACTION共同服務

Brand center

(3490地區網路社)

TITLE  |  4

年 度 主 題

TITLE  |  5

光 耀 扶 輪 (Light up Rotary)

儒家思想

“與其抱怨 不如改變＂

TITLE  |  6

It is better to light a single candle 

than to sit and curse in the da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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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扶輪日與扶輪家庭

扶輪日：照片(twitter)/影片(YouTube)

“號召社友與員工一日志工＂

扶輪家庭：

TITLE  |  7

扶輪家庭：

社員家庭

扶輪大家庭

地區年度工作重點

•地區、分區、各社扶輪日推廣

•肝病防治計劃 (GG1420330)

TITLE  |  8

•End Polio Cycling Tour

•世界社區服務(WCS+VTT) 

地區年度工作重點

•新世代服務－地區成年禮

•加強社區服務計劃

TITLE  |  9

•2015聖保羅年會助註冊人數 300

•特別委員會(策略發展、扶輪日推廣委員會、公
益網、獎助金諮詢、地區扶輪電子訊息、七地區
活動)

年度扶輪基金目標
國際扶輪基金捐獻 2014‐15

項目 金額 USD
a.年度計劃基金捐獻-分享(APF‐SHARE)

850,000
b.指定捐獻-根除小兒麻痺(APF‐PP)

54,000

TITLE  |  1 0

c.永久基金(PF)
72,000

d.指定捐獻-全球獎助金(APF‐GG)
100,000

募款金額
1,076,000

年度扶輪基金目標

年度計劃基金參與社 100% 

年度計劃基金平均每人達到
美金100元以上

70社/67社 (社友)
10社 (RI表彰)

保羅哈里斯捐獻年度計劃基金 576人 (8人/社)

TITLE  |  1 1

根除小兒痲痺基金捐獻 每社美金750元

永久基金捐獻 每社美金1000元

巨額捐獻
全地區72位

美金500,000元

指定用途捐獻 100,000元

扶輪基金表彰

地區表彰

巨額捐獻者 邀宴扶輪基金主席歡迎會
年會致贈感謝牌

TITLE  |  1 2

年會致贈感謝牌
AKS捐獻者 邀宴扶輪基金主席歡迎會

年會貴賓席與致贈感謝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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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年度中華扶輪基金目標

統一捐款 (捐款社數) 83% 提高 90%

個別捐款 (碩士班、博士班) 各12名

冠名捐款 12名

TITLE  |  1 3

永久基金 6名

平均捐獻 2000元(社友)

年度社員成長目標

現職社員留住率 95%

各社社員淨成長率 15%/每社至少5人

寶眷社員
A.維持百分百

TITLE  |  1 4

寶眷社員
B. 成長至80%

新社拓展 輔導或成立三社

輔導社員人數未達規模 每社社員至少25人

年度社員成長目標數 5000人

年度其他工作重點

青年領袖營 RYLA  
強化訓練課程

提高學員參加意願

扶輪友誼交換 RFE
多元組團

擴大參與社友人數

扶輪青少年交換RYE
強化各社對RYE認知與責任

強化訓練課程

TITLE  |  1 5

扶輪青少年交換RYE 強化訓練課程
主委任期

扶青團、扶少團、社區服務團 活動觀摩與學習

2014馬來西亞地帶研習會 2014/11/21‐23

光耀扶輪年會
2015/04/18‐19

五股工商展覽中心

大家一起加油

TITLE  |  1 6

大家一起加油

GO﹗GO﹗GO﹗

Gary  Ortho

年度主題與年度目標

2014‐2015

D 3490

TITLE  |  1 7

D 3490

光耀扶輪

挑戰目標 超越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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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際扶輪 3490地區 2014‐2015年度地區年度目標及工作重點 
 
一、地區年度目標及工作重點 

A. RI年度社長獎   
             全地區各社全力爭取 RI 社長的社長獎，獲獎條件請見國際扶輪社長獎單

元說明（P8）。 
 

B. 社員成長及留住率 
 各社現職社員留住率 95％以上。 
 各社員淨成長率 15％以上。（每社至少 5人） 
 各社鼓勵寶眷成為寶眷社員，目標為地區社員人數的 50%以上。 
 鼓勵寶眷成為正式社員、成立衛星扶輪社或新社。 
 各分區助理總監協同該分區扶輪領導人致力輔導成立至少一個新扶

輪社。 
 D3490 2014‐2015年總社員成長至 4500人。 
 社員人數不足 25人的扶輪社社數減為零。 
 鼓勵增加女性社員及寶眷社員。 
 增加社員職業分類多元性。 
 增加新世代的扶輪社員。 
 致力吸收國際扶輪、扶輪基金會計劃的前受獎人、扶青 OB團員進入

扶輪社。 
 

C. 2014‐2015年度服務計劃 
1. 鼓勵各社運用年度地區獎助金從事社區服務，為達特定服務規模請

結合分區各社共同申請地區獎助金，每一分區地區獎助金金額約為

美金五千元整；另提供三個同金額名額給予非分區名義申請者。 
2. 地區獎助金（D.G）之申請應於 2014年 3月底之前，以分區為單位

提出申請表單，以便向國際扶輪基金會一次性的申請。請助理總監

協同該分區各社社長當選人、社區服務計劃委員會等相關社員做詳

細規劃後提出申請。國際扶輪的全球獎助金財務需事先詳細規劃，

國外配合社的現金或指定基金支持，並留意各項服務計劃必須符合

國際扶輪指定之六大焦點領域工作範圍，每一計劃的可運用 DDF將

視申請規模而定。（請留意：地區明年度 DDF的配合款有固定額度，

用罄即不再接受申請，故請務必提早提出申請，以免向隅。） 
3. 世界社區服務計劃，將以協助外蒙古建立口腔公共衛生教育體系，

採向扶輪基金會申請全球獎助金來執行。各社參與方式為捐獻購置

P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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帶式牙科治療器材。 
4. 台灣肝病根除計劃：結合台灣七個地區跟肝病防治基金會來推動肝

病防治工作。 
5. 職業訓練團計劃（VTT），將與世界社區服務計畫整合，合併向扶輪

基金會申請全球獎助金計劃執行。 
6. 地區辦公室：依 2010年地區年會決議，每一社友每年分攤金額共新

台幣 500元整，支付辦公室運作，請列入年度預算。繳納時間為 2014
年 7月及 2015年 1月，並以 2014/7/1及 2015/1/1人數為基準，

每社友各新台幣 250元整。 
7. 扶輪青少年領袖獎（RYLA）：預計 2014年 8月 30‐31於金山青年活

動中心舉辦全地區扶輪青少年領袖獎活動。每一扶輪社請推薦四位

青少年參加，費用共計新台幣貳萬元整，請列入年度運算。 
8. RYE每一社友每年分攤金額新台幣 200元整，請列入年度預算。 
9. 地區扶輪日：配合 RI 社長年度工作重點，擬於 7 月 13 日假新北市

政府廣場舉辦地區扶輪日，每一社分攤金額新台幣 20000 元整，請

列入年度預算。 
10. 台灣慶祝 RI第一位華人社長，七地區擬共同舉辦 End  Polio  Cycling 

Tour，勸募根除小兒麻痺基金並宣揚 RI公共形象，每一社分攤金額

新台幣 10000元整，請列入年度預算。 
11. 新世代服務，規劃於 2014 年 12 月 14 日假板橋大觀書社與林家花

園舉辦新世代扶輪日‐地區成年禮，每一社友分攤金額共新台幣 200
元整，請列入年度預算。 

12. 鼓勵地區參與 2014‐2015國際扶輪黃其光社長訪問北京（預計於 
2014年 9月 17日），推廣扶輪。 

13. 扶輪友誼交換計劃（RFE），擬規劃亞洲與歐美各一團。 
14. 2014‐2015 年度總監公式訪問：公式訪問日期與方式，請各分區助

理總監及各社社長協助完成。 
15. 各分區例行或有創意的中、大型活動由各分區自行籌辦，地區辦公

室全力支援。 
 

D. 扶輪基金捐獻計劃 
 年度計劃基金參與率 100％（每位現職社員在 2014 年 7 月 1 日至

2015年 3月 31日期間都捐獻年度計劃基金） 
 扶輪社的年度計劃基金平均每人達到美金 200 元以上，至少達 80
萬美元。（根除小兒痲痺捐獻、指定用途捐獻及永久基金捐獻不能包

含於年度計劃基金裡面。） 



│地區訓練研習會│ │2014-2015│訓練研習會手冊│ 3 3

                                                                 

 

 保羅哈里斯捐獻年度計劃基金達 15％的社友數以上。（此項年度計

劃基金捐獻目標為 80萬美元） 
 根除小兒痲痺基金捐獻：為達成國際扶輪根除小兒痲痺目標，並配

合 End  Polio  Cycling  Tour  每一扶輪社至少捐獻根除小兒麻痺基金

750美元以上。 
 國際扶輪基金會永久基金捐獻：鼓勵每社捐獻國際扶輪基金會之永

久基金 1000美元，充裕基金會的規模。 
 巨額捐獻：鼓勵社員一次性或累積捐獻達美金壹萬元，成為榮耀的

巨額捐獻者，地區巨額捐獻目標金額為 50萬元美金。 
 指定用途捐獻：衡量地區配合獎助金之申請，或特殊服務性質需求，

助理總監協調該分區各社社員適度捐獻於指定用途。 
 年度計劃基金(APF)捐獻總目標為 80萬美元或以上。 
此總計捐獻金額可用於 2016‐2017 回饋於本地區申請配合獎助金等

之用，請傾力支持此捐獻目標，協助 2016‐2017年度之服務計劃。 
 

E. 中華扶輪教育基金 

 地區全年度捐獻：鼓勵社員每人平均捐獻新台幣 2000元整。 
 提供碩士班學生及博士班學生各 12名。 
 鼓勵冠名獎學金 12名。 
 參與中華扶輪基金捐獻社達全地區社數百分之 90%。 

 

F. 國際會議    

 地帶研習會：2014年 11月 21日~23日於馬來西亞沙巴市舉行。 
 國際年會：2015年 6月 7日~6月 9日於巴西聖保羅舉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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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巨額捐獻：鼓勵社員一次性或累積捐獻達美金壹萬元，成為榮耀的

巨額捐獻者，地區巨額捐獻目標金額為 50萬元美金。 
 指定用途捐獻：衡量地區配合獎助金之申請，或特殊服務性質需求，

助理總監協調該分區各社社員適度捐獻於指定用途。 
 年度計劃基金(APF)捐獻總目標為 80萬美元或以上。 
此總計捐獻金額可用於 2016‐2017 回饋於本地區申請配合獎助金等

之用，請傾力支持此捐獻目標，協助 2016‐2017年度之服務計劃。 
 

E. 中華扶輪教育基金 

 地區全年度捐獻：鼓勵社員每人平均捐獻新台幣 2000元整。 
 提供碩士班學生及博士班學生各 12名。 
 鼓勵冠名獎學金 12名。 
 參與中華扶輪基金捐獻社達全地區社數百分之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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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帶研習會：2014年 11月 21日~23日於馬來西亞沙巴市舉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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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地區研習會及訓練會 
        2014～2015年度計有 8場研習會、訓練會，依序如下： 
時間  研習會、訓練會名稱  地點  註冊費 
2014/2/22(六)  地區引導人訓練會  新北市政府  無註冊費 

地區扶輪基金研習會與 
獎助金管理研習會 

新北市政府  每位 1000元 
各社至少四名 

2014/3/15(六)  地區團隊訓練會(DTTS)  台北天成大飯店  無註冊費 
2014/3/29(六)
~3/30(日) 

社長當選人訓練會(PETS)  三峽大板根森林 
溫泉渡假村 

各社 3,000元 

2014/5/3(六)  地區訓練會(DTS)  新北市政府  每位 1000元 
各社至少十名 

2014/5/24(六)  地區社員發展研討會

(DMS) 
宜蘭香格里拉 
冬山河飯店 

每位 1000元 
各社至少四名 

2014/8/2(六)  地區公共形象研習會  新北市政府  每位 1000元 
各社至少四名 

2014/8/30(六)
~8/31(日) 

扶輪青年領袖獎訓練營

(RYLA) 
金山青年 
活動中心 

每社註冊費

20000元 
參加社友 5000元

2015/4/18(六)
~4/19(日) 

地區年會  新北市工商 
展覽中心 

各社基本費 
600元/位 
配偶社員與寶眷

皆為 2400元 
2015/4/18(六)  地區領導人研討會(DLS)  新北市工商 

展覽中心 
無註冊費 

 
三、扶輪知識         

 鼓勵各分區舉辦新社友扶輪知識研習會。 
 鼓勵社友閱讀每月出刊之總監月報。 
 國際扶輪要求每位社友至少訂閱一份扶輪雜誌，請全體社友 100％
訂閱扶輪月刊。 

 
四、資訊 

 提高 Email之使用率。 
 鼓勵架設各社網站。 
 訂閱 RI各項電子訊息。 
 加強地區網站之服務。 

地區訓練研習會(D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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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總監月報 
 每月出刊一次。 
 各社請於每月 10日提供上個月之出席報告給總監辦事處。 
 各社請於新社友宣誓後三天內將新社友及介紹人資料提供給總監辦

事處。 
 各社請儘早提供各項扶輪活動、服務計劃之執行資料給總監辦事

處，以利次月即能刊登於總監月報。 
 
六、公共形象 

 宣導扶輪理念：鼓勵各社、各分區配合社會服務與聯誼活動並結合

地方政府舉辦扶輪日或扶輪週。 
 公共形象物品請採用 RI 新公告識別標章，統一 RI 識別以加強大眾

對國際扶輪印象。 

 

七、地區年會 
 日期：2015.04.18~04.19 
 地點：新北市工商展覽中心 
 年度特色：促進彼此友誼、交換服務經驗、表彰傑出事蹟，並享受

台式辦桌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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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扶輪第3490地區 2014~2015年度地區訓練研習會

中華扶輪教育基金與我

P.P. Franky 賴以軒(臺灣網路扶輪社)

2014.05.03

P.P. Franky 賴以軒
簡歷

學歷
臺灣大學土木工程研究所(交通運輸)博士

現職
中華大學 科技管理研究所 副教授兼系主任

中華大學 建築與都市計畫學系 兼任副教授

臺灣藝術大學 藝術商品與行銷學程 兼任副教授臺灣藝術大學 藝術商品與行銷學程 兼任副教授

中華民國地區發展學會 副秘書長

新竹市政府 市政顧問

公共工程委員會專家學者資料庫 委員

桃園縣交通衝擊評估委員會、新竹縣環評、新竹縣都市計畫……委員

經歷
中華大學 綜合研究總中心執行長、產學合作組組長

專長
專利分析、專利鑑價、技術預測、產業分析、

交通工程、運輸規劃、大眾運輸規劃與設計、文化創意產業(興趣)

P.P. Franky 賴以軒
簡歷

扶輪現職
3500地區 中華扶輪教育基金 主委

中華扶輪獎學生聯誼會 榮譽總會長(獎學生)
中華扶輪教育基金會受獎學生輔導委員會 副主任委員

扶輪簡歷
中華扶輪教育基金會 獎學生(士林扶輪社1998~1999)中華扶輪教育基金會 獎學生(士林扶輪社1998~1999)
3520受獎人聯誼會 首屆會長(1999~2001)
中華扶輪獎學生聯誼會 北區分會分會長(2003~2004)
中華扶輪獎學生聯誼會 總會長(06~08)、榮譽總會長(09~present)
台灣網路扶輪社 創社社友、社長(2007~2008)
3500地區青少年交換委員會 主委(2008~2009)
3500地區多地區青少年交換 主委(2009~2010)
3480及3500多地區YEP(TRYEX)        理事(2008~2010)
3500地區 新竹第四分區 助理總監(2010~2011)
3500地區 中華扶輪教育基金 主委(2012~2014)

綱 要

結緣：來與不來、人生不同。

中華扶輪教育基金會
基金會簡介

獎學金簡介

獎學生聯誼會

4

獎學生聯誼會
組織

活動
月例會

就職典禮(八月：08/16台北科技大學)
頒獎典禮(一月)
聯合迎新(二月)

本土菁英的集結、知識力量的凝聚。 網路只是工具、扶輪服務才是我們追尋的目標。

結緣(1/3)

5

結緣(2/3)

6

專題報告：中華扶輪教育基金與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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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緣(3/3)

7

中華扶輪教育獎學金
1975年
為紀念第一個扶輪社創社七十週年

台北西區社陳安祺(PDG AK)前總監徵求台灣地區45個社（社員
1860名）之意見，決議採納嘉義扶輪社提案【設置獎學金】的建
議為紀念事業。

1975年起
獎助學生碩博士共約達3,367名。

8

獎助學生碩博士共約達3,367名
頒發金額高達四億左右(2013以前三億七千五百多萬元)。

1987
期望獎助學生能夠根留台灣，投入建設國家行列。

兩大主軸、三大工作項目
頒發中華發中華扶輪獎學金「宏揚扶輪、為國育才」

設置委員會
圖書管理委員會：收集扶輪資料、出版扶輪圖書以服務社友。
國際扶輪親善交流委員會，參與世界(和平大使獎學金)。
受獎學生(輔導)委員會：輔導【中華扶輪獎學生聯誼會】。

中華扶輪教育基金會
基金會

董事長(董監事會)、秘書長、財務長、副秘書長

國際扶輪親善交流委員會(主委)

圖書資料館委員會(主委)

受獎學生委員會(主委、四位副主委)

北區(3480,3520, 3490)
西區(3500)

9

西區(3500)
中區(3460)
南區(3470,3510)

董監事會組成
董事21名
台灣七個地區總監(DG ENT)、總監當選人(DGE Rock)，以及
一位前總監或對於中華扶輪教育基金熱心服務之社友(3480兩位
前總監、3470前總監、3460前總監、3490前總監及前社長)。

監事7名
前總監或對於基金會熱心服務之社友(PDG Surgeon)

中華扶輪教育基金會

捐款
統一捐款(和平大使獎學金)
個別捐款

冠名捐款

永久基金

10

永久基金

共計565,865,562元(約)
頒發獎學金

博士：1,117左右
碩士：2,250左右
合計：3,367

個人捐款、冠名捐款

捐款金額一次或
累積達

一萬元

捐款金額一次或
累積達

十萬元

捐款金額一次或
累積達

三十萬元

捐款金額一次或
累積達

五十萬元

捐款金額一次或
累積達

八十萬元

捐款金額一次或
累積達

一百萬元
【本會會章】【黃金徽章】【緋粉金章】【寶藍金章】【翠綠金章】【皇家金章】

捐款金額一次或
累積達

五萬元
【梅花獎章】

捐款金額一次或
累積達

十五萬元
【蘭花獎章】

捐款金額一次或
累積達

二十萬元
【菊花獎章】

捐款金額一次或
累積達

二十五萬元
【金竹獎章】

中華扶輪教育獎學金

獎助條件：國內研究所在學學生
在校成績優良年齡三十五歲以下為原則。

在各扶輪地區設籍一年以上、就讀學校在各扶輪地區。

非扶輪社員(包括名譽社友)子女者、非在職進修者。

本學年確未領其他獎學金，持有證明書者。

學術特殊才能或貢獻 並於畢業後有志 饋扶輪者

12

學術特殊才能或貢獻，並於畢業後有志回饋扶輪者。

申請學生必須經由各地區扶輪社推薦。

每一扶輪社以推薦一名學生為原則。
每超過新台幣二十萬元得增加優先推薦博士班學生乙名

每超過新台幣十五萬元得增加優先推薦碩士班學生乙名。

冠名捐款比照上述規定，並透過各扶輪社辦理推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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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扶輪教育獎學金

基金會地址
台中市大隆一路20號(台中商務中心)五樓之一

基金會網址

www.rotary.tw

13

中華扶輪獎學生聯誼會

基本組成

歷年受獎學生組成

得邀請扶輪各項大專以上受獎學生參加

大使獎學金、和平獎學金、GSE….等

聯誼會幹部

14

聯誼會幹部

設總會長一名，任期一年。

北西中南各分區分會長各一名，任期一年。

受獎學生依就業或就學之便加入各分會

視擴展情形擴大組織協助推展會務，均無給職。

輪流學習領導技巧、服務會員。

中華扶輪獎學生聯誼會簡介中華扶輪獎學生聯誼會簡介

成員 :中華扶輪獎學金受獎生

組織 :

中華扶輪獎學生聯誼會
總會since 1991

中華扶輪教育基金會 since 1975

學歷 : 國內大專院校碩博士以上

總會

北區分會 西區分會 中區分會 南區分會

D3480
D3490
D3520

D3500 D3460 D3470
D3510

例會時間 :每月各區舉辦一次例會
例會內容 :演講、戶外踏青、社會服務、職業參訪…等等

總會固定例會 : 8月-交接典禮、 1月-頒獎典禮、2月-四區聯合迎新

北區分會的過去
會員聯誼：至少每個月一次

通訊錄建立

幹部組成

副會長、執行長、財務長，幹部共有二十七人。

參酌扶輪委員會架構

16

參酌扶輪委員會架構
職業服務委員會、會員拓展委員會、會員聯誼委員會、會刊
編輯委員會、扶輪服務委員會

專才資料庫(Speaker bank)建立
扶輪服務

協助頒獎典禮、法治教育、扶輪音樂饗宴、青年領袖
營(RYLA)、自然襲產座談會

聯誼會會刊：每兩個月出刊

七月例會(夏日風情東北角、幹部訓練)

17

2006/07
七月例會：內灣溯溪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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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月就職典禮(新店豪鼎飯店)

19

八月就職典禮(新店豪鼎飯店)

20

九月例會(戴世玫：社會工作及其應用)
十月例會(周典芳：由援助交際看性、愛、溝通)

21

十一月第一次例會
(陳潔明：非營利性組織的社會經營與影響)

22

十一月第二次例會
(李宛儒：從肚皮舞深入中東文化)

23

十二月例會(會長選舉暨聖誕聚餐)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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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月例會(獎學生頒獎典禮) 二月例會(三區聯合迎新：日月潭)

三月例會(鶯歌陶瓷之旅) 四月例會(大囤山溫泉之旅)

28

五月例會(吳祥輝：圓環社社長)
演講題目:台灣新氣象

29

六月例會(回顧之旅：畢業旅行)
(許邦福：米山會理事長、華城電機董事長)
演講題目：日本求學與台灣創業之歷程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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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誼會例會活動內容

演講

獎學生專題演講(Speaker bank)
名人演講

扶輪前輩知識傳承

戶外活動

31

戶外活動

聯誼活動

職業參觀

會務運作

會員大會、聖誕、跨年

總會暨四區聯合就職(2013.08.10)、迎新

各分區年度例會活動彙整

北區 中區 南區

95/07 內灣溯溪 會務討論 新任會長就職

/08 會員大會暨職員就職 西南少數民族婚姻 北中南聯誼會交接大會

/09 法務部調查局參訪 內灣溯溪 海博館一日遊

/10 告別菜英文 日本經驗分享 屏東少女城

/11 行萬里路 五福臨門烤肉 產學合作計畫申請

/12 會員大會、制服party 跨年party
96/01 頒獎典禮 媚登峰成功的秘訣 開春聯誼

/02 三區聯合迎新 演講 南區合作計畫(生科、工程)
/03 紅色中國 職業參觀(化妝品公司) 南區合作計畫(民生、管理)
/04 探索教育課程 扶輪知識專題演講 扶輪精神專題演講

/05 扶青團聯合例會 職業參觀(廣播電台) 年度活動回顧

/06 玉山交接 交接暨感恩餐會 新舊任會長交接

各分區年度例會活動彙整

北區 中區 南區

95/07 蜜月灣衝浪 享瘦一下健康秘訣 例會討論

/08 三區聯合就職 三區聯合就職 三區聯合就職

/09 龜山島巡禮 溫泉夜烤 拜訪中山扶青團

/10 展翅高飛 「非觀點劇場」 棒壘球投準

/11 皇帝殿登山健行 「如何理財與節稅」 知性之旅

/12 聖誕Party 跨年晚會 歲末聚餐/專題演講

96/01 頒獎典禮(各區小迎新)
/02 三區聯合迎新 三區聯合迎新 三區聯合迎新

/03 陽明花海 常見寵物疾病之簡介 雲嘉南濱海知性之旅

/04 翡翠水庫之旅 追風的孩子 下屆分會幹部選舉

/05 內灣桐花季 跑跑卡丁車 東部溫泉鄉之旅

/06 龍洞潛水體驗 新舊任會長交接 蘭嶼飛魚祭*專題演講

獎學生聯誼會參與服務

基金會

獎學生甄選

頒獎典禮服務工作

其他工作項目：法治教育

地 或 社

34

地區或母社

扶輪音樂饗宴

分區聯合例會(自然襲產座談)
社區服務

演講

聯誼會的可能

正面運用週休二日，增進會員彼此友誼。

交換專業研究新知，提供可行投資建議。

奈米科技

生物科技

35

生物科技

專利鑑價

系統晶片

工程、農技、藝術、哲學……
建立人才資料系統，幫助扶輪引進人才。

組織扶輪義工團隊，協助母社舉辦活動。

獎學生聯誼會的SWOT分析
優勢

獎學生各有專長，儼然小型扶輪社。

扶輪資源不斷投入，年年增加生力軍。

劣勢

當兵、失聯、正值事業起步階段，無法完全投入。

36

當兵 失聯 值事業起步階段 無法完全投入

缺乏社經資源，需要長期輔導。

機會

已具相當組織、固定運作。

社友支持持續發酵中

極小部分已經成為社友，溝通更加順暢。

威脅

需熱心會員長期投入，老、中、青三代漸漸有代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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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學生聯誼會的未來-個人的期許
扶輪社與獎學生溝通的橋樑

例會、四區聯合迎新、會員大會

完整通訊錄的建立

個人通訊資料、專長領域、照片…….

37

網路資料的更新

人才資料庫的建立

定期會訊的發行(目前：基金會季刊)
會員動態報導

扶輪活動分享

扶輪知識傳承

期待扶輪前輩的支持

多一點輔導

總會暨四區活動，熱心社友的參與。

多一點接觸

獎學生地區甄選工作服務

38

頒獎典禮

四區聯合活動經費的贊助

通訊錄、會訊的製作

米山獎學金交流

其他專案活動

扶輪未來－獎學生聯誼會

獎學生能為扶輪社友做什麼？
What we can do for rotary clubs?

扶青團團員、扶輪社社友的來源

例會演講資料庫(Speaker Bank)
服務活動的最佳伙伴

39

服務活動的最佳伙伴

扶輪社友能為獎學生做什麼？
What rotarian can do for alumni?
關愛的眼神

機會的提供

精神與實質的鼓勵

捐款做法
捐款

統一捐款

各社百分百捐款
每人600元。

如果社員人數40人，24,000即達到百分百捐款。

40

獲基金會錦旗一面。

今年度：桃園社、臺灣網路扶輪社。

個人或冠名捐獻

請將申請資料收下

社內應進行審查或委由地區審查推薦。

即使社內捐款不足沒有推薦，也可以轉給地區辦公
室作為窗口，代為公告或推薦。

最新動態

41

臺灣網路扶輪社的緣起
授證日期：2004.11.09
社員人數：24人
例會時間：星期日晚上08:00
例會地點：
www rotaryeclub org tw/newrecot

42

www.rotaryeclub.org.tw/newrec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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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rotaryeclub.org.tw/newrecot
電腦版首頁畫面

臺灣網路扶輪社網站首頁 生活點滴

44

這是咱的扶輪社 作詞作曲：黃建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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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

這是咱的扶輪社

什麼人才攏置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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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動學習、承擔責任
―為人生預留一棵美好的種子

簡報完畢，敬請指正！



│地區訓練研習會│ │2014-2015│訓練研習會手冊│4 4

專題報告：扶輪與青少年交換的成長故事

1

扶輪與青少年交換(RYE)的成長故事

Presenter : RYE 2014~2015 主委 PP Lisa（樹林芳園社 許麗玲）
Date: 2014/05/03

TITLE  |  2

主講人簡歷

姓名：許麗玲 Lisa

所 屬社：樹林芳園扶輪社

姑爺姓名：夏幸輝

入社日期：1998.6.6 創社社友

職業分類：化妝品

服務單位：許莉伶國際美容機構

扶輪經歷：

1999-2000年度國際服務主持理事

2000-2001年度節目委員會主委

2003-2004年度理事、會計、高爾夫球委員會委員

2005-2006年度理事、秘書、聯誼委員會委員

2008-2009年度理事、副社長、行政管理委員會委員、社務服務委員會委員

2009-2010年度社長當選人、扶輪社行政管理委員會主持理事、永久基金委員會主委

2010-2011年度社長、輔導成立柑園國中扶輪少年服務團並擔任褓姆

2013-2014年度社員委員會主持理事

基金捐獻記錄：

保羅哈里斯基金US $10,700(巨額捐獻人)、永久基金US $1,000、中華扶輪基金NT $30,000

地區扶輪經歷：

2011-2012年度地區公共形象委員會委員

2012-2013年度地區法治教育委員會委員

2013-2014年度地區RYE Inbound協調人

TITLE  |  3

什麼是RYE？

Ｒ
Rotary

Ｙ
Youth

Ｅ
Exchange

TITLE |  4

扶輪五大服務

TITLE  |  5

扶輪五大服務

TITLE  |  6

RYE是青少年服務的一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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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 |  7

RYE 簡史

TITLE  |  8

RYE簡史

第一個記載於冊的交換計劃開始1927的歐洲，持續到二次
大戰為止，並在1946年的大戰後又繼續舉行。

在1972年，RI理事會同意將青少年交換成為RI的正式計劃。
由各基層扶輪社、地區及多地區(multidistrict)來管理實施，
每年8,000多名學生參與。

TITLE  |  9

2007-2012長期交換人數前十名排名

排名/年度 2007~08 2008~09 2009~10 2010~11 2011~12

1 美國 美國 美國 美國 美國

2 巴西 德國 巴西 巴西 巴西

3 德國 巴西 德國 墨西哥 墨西哥

4 墨西哥 法國 墨西哥 德國 德國

5 澳大利亞 丹麥 法國 法國 台灣

6 加拿大 澳大利亞 澳大利亞 加拿大 法國

7 比利時 台灣 丹麥 澳大利亞 阿根廷

8 阿根廷 墨西哥 加拿大 丹麥 澳大利亞

9 丹麥 日本 比利時 台灣 加拿大

10 台灣 加拿大 台灣 阿根廷 丹麥

TITLE  |  10

青少年交換的目的

大我：參與扶輪、改變世界

小我：參與扶輪、改變人生

讓青少年至世界各地交換，體認文化只有不同沒有高低，
透過包容、尊重進而瞭解並學習。

促進個人的成長並對自己有更深入的認識。

各國民俗文化不同，但人民對安定與和諧的生活有相同的
渴望。RYE是推動國際間的瞭解，親善與和平的巨大力量。

TITLE  |  11

參與扶輪、改變世界

參與扶輪、改變人生

TITLE |  12

感謝您的聆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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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輪與青少年交換(RYE)的成長故事
Presenter ：陳雪梅 Vida（花蓮新荷扶輪社）

3490地區RYE派遣甄試召集人 暨 花蓮接待家庭聯誼召集人
Date：2014/05/03

TITLE  |  2

散播世界和平與愛的種子天使

不論什麼事，想要完成他，似乎都必須憑藉著一點衝動和傻勁，我擁有
像熊熊烈火般的熱情去當交換學生，知道會有很多的困難，但是為了
自己的夢想，不想那麼多，就衝進去了。在這半年中，我用淚水和笑
容編織我的回憶，一路上，會被針扎到很多次，會很痛很痛，但也會
有很多人來幫助我，為我這塊平淡無奇的布匹增添多采多姿的顏色，
每一個人為我付出的那隻手，就像是小仙女的魔法棒般，給予我神奇

3490地區~2月份月報告推薦 土城中央社 派遣交換學生 吳冠臻（美國D7210）

TITLE  |  3

的力量，讓我有堅持下去的勇氣，使這塊普通的布匹搖身一變，變成
一塊神奇的魔毯，淚水就像星星般點綴著他，使他閃閃發亮，笑容就
像是一陣微風，我乘著他飛翔，仰望天空，廣闊的藍天是我的依靠，
俯瞰大地，仍有那麼多的地方等著我去探索，我真心冀望，我能用我
的雙手，雙眼，雙耳，以及嘴巴，使這塊魔毯擴展到無邊無際的那一
方，帶著我的家人，我的朋友，一起享受這一切的美好，也讓更多的
人能藉著這塊魔毯看遍這世界的綺麗！"

在接待或派遣過程中，我們或許會期
待在短短幾個月，改變些甚麼，其實
只要尊重分享雙方文化差異，給予合
理的支持、鼓勵、引導和放心信任的
去給愛。
當然學生本身也需努力的適應每一個
的家庭文化﹐接受不同的經歷考驗洗
禮。

TITLE  |  4

Your child is a gift from God. 你的孩子是來自上天的禮物

TITLE  |  5 TITLE  |  6

看見台灣，前進世界

專題報告：扶輪與青少年交換的成長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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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t good & bad，just different.”

沒有絕對的好與壞，只有文化的不同而已

TITLE  |  7 TITLE  |  8

所有的愛與溝通來自於信任

接待家庭

• 好心有好報……恭喜你獲得增添「外籍子女
」的機會

• 接待家庭的問題主要是在於接待的爸爸媽媽們
能不能真正，真心的把這個外國學生帶進自己

TITLE  |  9
部分內容節錄源自Lawyer 王叔榮 (台中南門社)

能不能真正，真心的把這個外國學生帶進自己
家裡。

• 有些家庭視接待學生為洪水猛獸，一個沉重的
包袱，或是一個條件式的交換，如此會讓接待
工作更為困難，同時也損失互相信賴溝通的機
會。

(一)不必付出下列勞費
1.不必為他懷胎生育

2.不必長期撫養他

3.不必長期教導他

4.不必經常處理他的難題

5.不必擔心他們來分遺產。

(二)付出愛心如下：
1.誠心建立互信基礎

2.關心他的身心健康

3.盡心協助他學中文

TITLE  |  10

(四)履行交換義務
1.遵守交換規則

2.準時提出月報告

3.參與地區、接待社、學校與家庭之活動

4.用心教導他認識我們的文化

5.耐心包容他的文化差異。

(三)督導遵守RYE交換規則
1.基本法：6 D

2.國內法令、

扶輪規章、校規、家規

只需要幾個月就能有個義子(女)--比「收養」輕鬆，又沒
有「認領」的風險。
完全符合扶輪：「付出越多、獲益越大」的真諦。

部分內容節錄源自Lawyer 王叔榮 (台中南門社)

最適任的接待家庭特質

◎互相關心並互相尊重

◎對各種多元的議題有興趣，也喜歡戶外的活動

◎彈性及適應性高（可接受交換學生住家裡）

◎有幽默感，並能夠客觀的討論可能發生的問題

◎有耐心，並願意克服日常溝通上的誤解

TITLE  |  11
部分內容節錄源自Lawyer 王叔榮 (台中南門社)

• 曾經有接待家庭對於外國孩子抱有很高的期許，求好心切，每當期望和結
果有落差時，總是心生挫折。其實接待外國孩子應當以平常心看待，不用
太刻意或強求，但是也應該花點心思在這個孩子身上，做點基本功（搜集
基本資料）、摸清他(她)的個性、了解其志趣和內心的想法，這樣會有助
於接待期間的真心相處。

• 對待外國孩子，通常要把規定和規則擺在前頭，後續才談福利或獎勵，必
要的時候 扶輪社及社內的RYE主委或輔導顧問是接待家庭的靠山 對待

麥緊張啦，放輕鬆！上了軌道，就像倒吃甘蔗

TITLE  |  12

要的時候，扶輪社及社內的RYE主委或輔導顧問是接待家庭的靠山，對待
孩子應秉持「有教無類，因材施教」的原則，就是不管是哪個國家來的孩
子，都盡力教導照顧；看學生的興趣、目標、意願，給予適當安排，畢竟
給得多不如給得巧，施加壓力不如循循善誘！

偶有遺憾的是接待家庭對計畫認知上的落差，草草接待，想要讓

子女享受低廉安全有制度化的交換服務，卻忽略同等的奉獻與貢獻，
也同時喪失了其中的接待甜蜜滋味及體驗他國文化的樂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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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集家長們成立接待家庭聯誼一起討論培養默契，給予
學生適當的規定與獎勵，成立[臉書社團]、[Line 群組]，
即時聯繫分享，諮詢協助。

TITLE  |  13

派遣.接待社

• 除了學生與家長，派遣接待社相關主要成員更應接受講習
訓練及調整一些觀念想法，不應把所有責任與壓力全部加
注在派遣及接待家庭，讓家長獨自面對文化差異或溝通障
礙，不知所措。

• 我認為最重要的，就是扶輪社對派遣及接待工作的重視及
關心程度 透過參加講習及案例分享討論是必要的 才能

TITLE  |  14

關心程度，透過參加講習及案例分享討論是必要的，才能
賦予更多關注，將交換計畫做得更好，如此才能在接待期
間獲得一個很好的經驗和改善，讓更多的人體會扶輪的用
心與服務熱忱。

OB IB RB

扶輪社RYE主委

扶輪社 扶輪社扶輪社

扶輪社

TITLE  |  15

扶輪社
輔導顧問

扶輪社
接待協調人

扶輪社
派遣協調人

派遣學生家長
派遣學生

接待學校 接待家庭 接待學生

異常行為處理的流程

(一) 由接待家長直接與Inbound學生溝通、鼓勵、規勸或警告。

(二) 接待家長可商請Rotex協助溝通與規勸。

(三) 接待家長為避免與學生關係僵化 或已予規勸警告而仍

TITLE  |  16

(三) 接待家長為避免與學生關係僵化，或已予規勸警告而仍

無效，可請輔導顧問（及主委）協助解決。

(四) 接待社如仍無法解決Inbound學生的問題，可請地區RYO
協助處理（包括接待協調人、副主委）。

TITLE  |  17

世界如此之大，仰頭一望，大家看到的都是同一個月亮，只是位居

不同角度、地點，看到的月亮未盡相同，各國亦有其不同的文化、

信仰和風俗民情；國際扶輪經由青少年交換計畫，讓交換學生與接

待家庭及接待社的社友們透過交換學生的來臨與文化分享，我們得

以就近「欣賞他國的滿月」。

TITLE  |  18

THANK YOU
因為在座各位的無私奉獻，才是走向所有成功交換的關鍵

不管過去、現在和未來…

感謝大家的長期貢獻，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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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報告：End Polio Cycling Tour與七地區“台灣扶輪日”說明

1

專題報告
Subject 台灣七地區單車環島根除小兒麻痺活動說明
Presenter 林子傑 P.P. Wedding
Date  2014-05-

TITLE  |  2

三重北區扶輪社
林子傑 Wedding

自我介紹

2014-15 DG Ortho、單車委員會主委 PP Wedding、總幹事 PP Gino 

TITLE  |  3

3490聯合單車運動俱樂部

2014-15 DG Ortho、單車委員會主委 PP Wedding、總幹事 PP Gino 
TITLE  |  4

2014【End Polio Cycling Tour】
•活動緣起：

迎接2014-15第一位台灣的RI社長Gary上任，招募七地區扶輪社友進

行自行車環島大會師活動，藉此活動來宣傳RI有史以來規模最大，耗時

最長，成就最大的一項全球性服務–《End Polio Now》根除小兒麻痺

，並同時發起為《End Polio Now》募款的計畫，以「我騎一公里，你

捐一塊錢」，作為小額募款的基礎，讓身為地球村一份子的台灣民眾們

共同響應做愛心，最後於2014/10/24〈World Polio Day〉世界小兒麻

痺日當天在台北市舉辦七地區聯合宣傳活動，同時迎接七個地區的環島

騎士。

2014-15 DG Ortho、單車委員會主委 PP Wedding、總幹事 PP Gino 

TITLE  |  5

•關於End Polio Now：

國際扶輪為消滅小兒麻痺已經奮鬥了25年，捐款金額達數億美金，現在

已經到了最後的關頭，全球只剩下巴基斯坦、阿富汗跟奈及利亞三個疫

區，假如不把它消除，十年之內小兒麻痺將會捲土重來。聯合國世界衛

生組織已宣佈2013~2018為消滅小兒麻痺的最終一戰，叫做《END 

GAME》，蓋茲基金會也宣佈了一個新的與扶輪共同捐款夥伴計劃，扶

輪社每募捐一元，蓋茲基金會就相對捐兩元，此時我們為《End Polio 

Now》募款更形重要，貢獻也更大。End Polio Cycling Tour在此刻出發

深具意義。

2014-15 DG Ortho、單車委員會主委 PP Wedding、總幹事 PP Gino 
TITLE  |  6

• 環島日期：2014/10/16 (四) – 10/ 28 (二)

•環島對象：扶輪社友及家庭成員

• 環島方式：分以下七個地區出發，

10/16(四) 台北出發，10/24(五) 返回台北 - 3480、3490、3520

10/17(五) 新竹出發，10/25(六) 返回新竹 - 3500

10/18(六) 台中出發，10/26(日) 返回台中 - 3460

10/19(日) 嘉義出發，10/27(一) 返回嘉義 - 3470

10/20(一) 高雄出發，10/28(二) 返回高雄- 3510

2014-15 DG Ortho、單車委員會主委 PP Wedding、總幹事 PP Gi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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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  |  7

1. 3490地區將於 10/16 (四) AM08:00於新北市政府市民廣場誓師出
發。

2. 10/22抵達3490地區花蓮瑞穗。

3. 10/23 將抵達礁溪。

4. 10/24 從礁溪騎往終點站 台北市自由廣場

2014-15 DG Ortho、單車委員會主委 PP Wedding、總幹事 PP Gino 

請鼓勵社友報名參加、希望達到45人以上

TITLE  |  8

http://3490bike.org

線上註冊

2014-15 DG Ortho、單車委員會主委 PP Wedding、總幹事 PP Gi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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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環島人數：本地區以60人為上限，30人為下限。

• 環島執行：財團法人自行車新文化基金會企劃統籌，捷安特旅行社

全程環島服務。

• 報名期間：2014/03/15 – 2014/07/20

• 報名方式：欲參加之社員請向本地區單車委員會報名。

( http://www.3490bike.org/registration )

•參加團費：兩人房 $36,000 /單人房$45,000，自備車扣1,000元

(以上費用含短袖車衣兩件、頭巾兩條、袖套一組)

報名後預付訂金1萬元，並於2014/09/10前將團費繳清

• 商品加購：車衣$1,100/件，頭巾$110/條，袖套$120/組

(2014/05/31確認加購數量)

2014-15 DG Ortho、單車委員會主委 PP Wedding、總幹事 PP Gino TITLE  |  10

計劃：

為執行本計畫成立End Polio Now推動委員會以統籌並協調以下三項任

務:

1.End Polio Cycling Tour 結合全台七地區舉辦聯合自行車環台，為End

Polio Now募款。

2. 鼓勵扶輪社友以“我騎一公里，您捐一塊錢(美金)”的基礎對社會大眾

發動募款，並增進扶輪公共形象。

3. 2014/10/24 當天計劃在台北市自由廣場舉辦【 World Polio Day 

2014 Taiwan 】向社會大眾宣揚扶輪的努力，同時迎接扶輪環島公益騎士

的歸來。

2014-15 DG Ortho、單車委員會主委 PP Wedding、總幹事 PP Gi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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募款辦法：

1.將本計劃列入各社14-15年度工作計劃並編列新臺幣壹萬元預算提

供

地區承辦此計劃，預算若有盈餘將一併捐與 End Polio Now。

2.鼓勵社友成為扶輪公益騎士參與 End Polio Cycling Tour

3.發動社友為End Polio Now 募款，地區將印製精美募款傳單給各社

使用。募款期間自2014/07/01起至2014/12/31為止計六個月。

4.鼓勵社友出席參與 World Polio Day 2014 Taiwan。

5.本計劃各社可自由參加，參加社將得到總監特別鼓勵。

2014-15 DG Ortho、單車委員會主委 PP Wedding、總幹事 PP Gi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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騎士訓練辦法(暫定)：

1.將於報名截止後安排訓練課程 (遇雨停止該次訓練)

2.預計於 2014/06/14 (六) 安排騎車技巧分享(地點另訂)

2014/07/12 (六)安排巴拉卡訓練 (關渡出發60K)

2014/08/09 (六)安排慈湖、三坑訓練(新北大橋出發 100K)

2014/09/06(六)安排北海岸一圈訓練(故宮博物館出發 100K)

2014/09/28(日)安排烏來訓練(大稻埕出發 80K) 。

2014/10/14(二)模擬出發路線訓練(30K)

4.其餘時間請參與環島的騎士自主訓練。

2014-15 DG Ortho、單車委員會主委 PP Wedding、總幹事 PP Gi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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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報告：扶青團V.S.扶輪

1

專題演講專題演講
Subject 扶青團V.S.扶輪
Presenter 李威毅
Date 2014-05-03

簡介
扶青經歷：
07-08年板橋團創團團員、板橋團會計主委
07-08年板橋團小太陽英文課輔活動籌備
08-09年板橋團第二屆團長
09-10年板橋團IPP直前團長及顧問
10-11年 D3490第二十一屆地區代表
11-12年 D3490地區顧問
12 14年 RIT (R i T i ) 台灣區扶青團多地區資訊組織MDIO 顧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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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4年 RIT (Rotaract in Taiwan) 台灣區扶青團多地區資訊組織MDIO 顧問

姓 名：李威毅 Mark Lee
所屬團名：板橋扶輪青年服務團
入團日期：2007/03/25
手 機：0937-843-853
E –m a i l：liwy110@gmail.com
Facebook：weiyi.lee@facebook.com

國際扶輪3490地區

主題:

扶輪青年服務團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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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是扶青團?
扶輪青年服務團之宗旨在於提供機會給青年男女，增進可協助他們個人發展
的知識及技能，解決他們社區的物質及社會需求，以及透過友誼及服務的架
構，促進全世界全人類之間更美好的關係。

內輪會

扶輪青年服務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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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青團組織是一個小扶輪，有團務、職業、社區、國際
可依團員需求，舉辦活動，協助團員各方面成長的機會*

扶輪社
扶輪青年服務團

扶輪少年服務團

扶輪社區服務團

扶青團在扶輪社的定位

• 青年服務的一部份
• 夥伴關係
• 扶輪精神向下扎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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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潛在社員*

為什麼要輔導青年

• 蝴蝶效應
18-23歲 (5年) - 學生時期 / 社會新鮮人

24-30歲 (7年) - 社會新鮮人 / 事業的起步

• 減少學習的成本
• 培養正確的價值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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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給予學習的模範及發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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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青團能幫年輕人什麼

• 學校沒有教的事

• 提供服務的機會,透過服務可以…
了解社會需求
增加國際視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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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國際視野
培養領導魅力
責任

• 鼓勵青年最終成為扶輪社員*

D3490有哪些扶青團

• 三重團
• 土城團
• 基隆東南團
• 宜蘭團

• 新莊中央團
• 板橋團
• 漢林團
• 五工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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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宜蘭團
• 板橋東區團

共11團, 204人

• 五工團
• 花蓮團
• 福爾摩莎團

台灣有多少扶青團

台灣七地區共2,513位團員

TITLE  |  9

扶青團都在做什麼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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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性的社區服務

• 例如: 小太陽課輔、考生服務隊、小狀元輔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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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輪社活動合作

• 例如: RYLA、支援扶輪年會、支援母社活動…

TITLE  |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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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交流

• 例如:日本福岡2700友好地區、APRRC、MD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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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職業參訪

• 例如:參訪社友公司、食品工廠參觀、職業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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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青團需要您的支持

因為加入扶青團…
有機會參與社會服務
有機會學習領導
有機會擴展國際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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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優質的社友作為學習對象

感謝您的聆聽

TITLE  |  16

Tks for your liste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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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報告：年度世界社區服務活動說明

1

2014~2015 世界社區服務活動(WCS)
蒙古國社區牙科照護服務中心設置
(Community Dental Service Center, CDSC)

2014~2015 世界社區服務活動(WCS)
蒙古國社區牙科照護服務中心設置
(Community Dental Service Center, CDSC)

台灣健康合作發展組織 周梅珠
2014.05.03

地區訓練研習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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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背景

此計畫為＂2014-2015世界社區服務計畫
(World Community Service, WCS):與國家醫學
科學大學牙醫學院合作，設置蒙古國社區牙
科照護服務中心 (Community Dental Service 
Center, CDSC)＂ 。
其中包括職業訓練團(Vocational Training Team 
Project, VTT)，訓練的內容是以＂預防勝於治療＂的
概念，與國家醫學科學大學牙醫學院合作，建立蒙
古國口腔健康社區的預防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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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惠國:蒙古國

1990年發生民主革命，1992年成為多黨的民
主國家。
蒙古國國土面積為1,564,116平方公里，是世
界上國土面積第19大的國家，也是僅次於哈
薩克的世界第二大內陸國家。
人口約290萬人，共分為1個市21個省，是世
界上人口密度最小的主權國家。
約30％的人口從事游牧或半游牧。約20％的
人口每日生活費用低於1.25美元。

TITLE  |  4

受惠國合作單位

• 國家醫學科學大學的牙醫學院
國家醫學科學大學是創立於1942年，前身是蒙古州立大學(the Mongolian 
State University)，是蒙古現代醫學教育的開始，1961年從蒙古州立大學分出
來成為蒙古州醫學機構。在1989年蒙古民主改革後，1990年改名為蒙古國家醫
學大學。直至2003年又重組，成為現在的名稱國家醫學科學大學。目前共有7
個學院，44個系所。牙科教育開始於1961年。目前為國家醫學科學大學7個學院
中的其中一個。目前有牙醫師(Dentist)及牙科衛教師(Dental Hygienist)的學
位，有約43位教師，623位學生。

• 烏蘭巴拓扶輪社The Rotary Club of 
Ulaanbaatar:蒙古國的第一個扶輪社

TITLE  |  5

計畫的目標(GOAL )

• 增加口腔健康照護的平等可近性。

Increasing equalities of access to 
proper oral healthcare. 

• 改善大眾對口腔健康知識的缺乏。

Improving oral health literacy of the 
public. 

• 塑成一個能自我回饋的教育模式。

Shaping a responsive dental education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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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的目的1/2(according to Areas of Focus from Future VISION guide)

焦點服務:疾病的預防及治療

Disease prevention and treatment 
– 增加當地醫護人員的口腔照護的能力。Improving 

the capacity of local health care professionals. 

– 加強當地偏遠山區的基本口腔健康設施。
Enhancing the health infrastructure of local 
communities. 

– 協助當地口腔相關醫療的預防及提高治療品質的
研究。Supporting studies related to disease 
prevention and treat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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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的目的2/2(according to Areas of Focus from Future VISION guide)

焦點服務:基本的教育及識字力

Basic education and literacy

–確保學童對基本衛生教育有同等的學習可近性
。Ensuring that children have access to quality 
basic education. 

– 加強培力社區對基本衛生教育的支持。
Strengthening the capacity of communities to 
support basic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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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國社區牙科照護服務中心 ( CDSC)計畫說明(1/2)

1.社區口腔健康指導(Oral Health Instruction): 在牙醫學院
內，設立一個多媒體的口腔衛教指導教室，提供學校的老
師對學生、鄰近的社區組織或學校老師校護、其它省的牙
醫師或口腔指導員等做口腔衛教訓練使用。

2.社區口腔預防服務(Community Preventive Service):在
學校附設醫院內設置一台牙科治療椅，提供弱勢族群如貧
民區居民、街童或身心障礙者做口腔預防服務使用，並協
助學校發展社區口腔預防服務課程，以置入其現有的牙醫
及口腔衛教員(Oral Hygienist)的教育課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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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國社區牙科照護服務中心 ( CDSC)計畫說明(2/2)

3.各省衛生局的移動式社區口腔預防服務(Mobile 
Community Preventive Service):  選擇四個示範省，
提供各省衛生局2部移動式治療椅，以對省內郊區或偏遠
地區遊牧族群的口腔預防服務。

4.設置口腔健康資料庫(Oral Health Data Bank):在牙醫
學院內，設置一個資料庫。並且將於社區口腔預防服務時，
做的口腔檢查標準化。以有效的收集各地的口腔健康調查
資料，以做為國家口腔預防政策的依據。

5.職業訓練團(VTT):針對上述四個子計畫的內容，
做人員的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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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訓練團(VTT)計畫說明(1/2)

• 計畫時程: 2014年07月~2016年06月

• 工作項目:1.訓練課程 2次。 2. 計畫評估1次。

• 團隊成員及工作專長:
職務 姓名 工作專長

團長 徐正隆牙醫師 社區服務實務經驗

副團長 邱耀章牙醫師 社區口腔衛教政策發展

專案經理 周梅珠公衛人員 資料庫管理及分析

團員 黃淳豐牙醫師 社區服務學習教育

黃耀慧牙醫師 口腔公共衛生及口腔健康檢查篩檢標準化

范文誌醫師 社區服務急救訓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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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訓練團(VTT)計畫說明(2/2)

• 訓練課程對象、天數及重點:

對象/天數 訓練課程重點

第一次訓練 牙醫師/3天 口腔健康檢查標準化(WHO )，資料庫管
理及資料處理，基本急救訓練，社區預
防牙醫學，全球口腔健康概況，移動式
牙科治療椅的使用及維護

校護及口腔衛教員/2天 社區預防牙醫學的概念及應用

第二次訓練 牙醫師及校醫/2天 口腔健康促進學校的概念及應用，預防
牙醫的方法及應用

校護及口腔衛教員/2天 學校及社區口腔健康促進的衛生教育

第三次訓練
及評估

牙醫師及校醫/1天 口腔健康與身體健康的關係，全球齲齒
預防的策略趨勢

校護及口腔衛教員/1天 身心障礙或特殊族群的口腔健康衛教，
及實務操作

TITLE  |  12

預期效益-永續性(sustaintability)

政策面: 
– 將口腔健康納入國家健康議題。

– 牙醫學院將社區服務納入牙科教育課程。

管理維護面:
–專人管理多媒體口腔衛教教室。

–專人管理口腔健康資料庫。

–專人管理移動式治療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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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期效益-影響性(Impat)

政策面:以實證醫學為基礎，所收集的社區口腔健
康資料，可有效的提供蒙古國家做為口腔衛生政
策所參考。

• 服務面:
– 多媒體口腔衛教教室使用的次數及人數。

– 牙醫學院舉辦的社區服務的場次及服務人數。

– 各省使用移動式治療椅進行社區服務的場次及服務人數。

– 口腔健康資料庫累積的有效資料筆數。

– 多媒體口腔衛教教室使用的滿意度(訓練講師及使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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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的受益者(Beneficial Group)

• 直接受益者:
– 國家醫學科學大學的牙醫學院的師生

– 使用多媒體口腔衛教室的人員

– 接受移動式口腔治療椅的烏蘭巴拓及四個省份

• 間接受益者:蒙古國全國的口腔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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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單位

台灣:

台灣口腔照護協會

蒙古:

國家醫學科學大學牙醫學院

烏蘭巴拓扶輪社(Rotary Club of Ulaanbaat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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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集: 2012. 09口腔衛生推廣月學生口腔衛教表演劇, Khove, M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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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集: 2012. 09口腔衛生推廣月學生口腔衛教圖畫作品 Khove, MN

TITLE  |  18

照片集: 2012. 09口腔衛生推廣月各班級自製刷牙鏡子 Khove, M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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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集: 2013. 10 前驅計畫暨職業訓練團隊, Ulaanbaatar M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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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集: 2013. 10 前驅計畫:學校擬提供做為口腔衛教多媒體教室一隅, Ulaanbaatar 
M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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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集: 2013. 10 前驅計畫:口腔健康篩查活動, Ulaanbaatar M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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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集: 2013. 10 前驅計畫:口腔健康篩查活動, Ulaanbaatar M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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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集: 2013. 10 前驅計畫:學校附近的社區景觀, Ulaanbaatar M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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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
我
們
和
蒙
古
國
一
起
做
一
件

創
造
口
腔
衛
生
歷
史
的
工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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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報告：RI入口網站跟扶輪中心介紹與說明

1

Subject RIRI入口網站跟扶輪中心說明入口網站跟扶輪中心說明

Presenter Scott Scott 蔡志誠蔡志誠

Date 2014.05.032014.05.03

WWW.ROTARY.ORG

全新的網站設計與體驗全新的網站設計與體驗
•• 國際扶輪已於國際扶輪已於20132013年年88月宣告全新設計的官網月宣告全新設計的官網

正式上線。正式上線。

•• 新官網的設計提供一致性的使用者體驗，同時新官網的設計提供一致性的使用者體驗，同時
支援行動裝置瀏覽。支援行動裝置瀏覽。

•• 提供會員專屬的個人化網路信箱與履歷資訊提供會員專屬的個人化網路信箱與履歷資訊
(Profile)(Profile)設定功能。設定功能。

My Rotary

Profile

Message Box

Discussion Group

Rotary Ideas

R t 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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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架設討論群組架設討論群組(Discussion Group)(Discussion Group)園地，方便園地，方便
會員交換意見與心得。會員交換意見與心得。

•• 完整的服務計畫平台，可快速找尋合作夥伴、完整的服務計畫平台，可快速找尋合作夥伴、
籌措資源、提供服務成果分享與查詢。籌措資源、提供服務成果分享與查詢。

•• 全新的扶輪獎助金線上申請系統，透過問答填全新的扶輪獎助金線上申請系統，透過問答填
表式逐步完成申請作業。表式逐步完成申請作業。

•• 更加豐富的扶輪知識庫與學習中心。更加豐富的扶輪知識庫與學習中心。

Rotary Showcase

Learning & Reference

Apply for Grants

進入進入RIRI官方網站會員專頁官方網站會員專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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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於瀏覽器中輸入於瀏覽器中輸入RIRI官方網站網址官方網站網址((http://www.rotary.orghttp://www.rotary.org))

2)2) 選擇選擇MyMy RotaryRotary進入會員專頁進入會員專頁

3)3) 電腦版與行動裝置版操作登入方式大同小異電腦版與行動裝置版操作登入方式大同小異

註：註：RIRI官網已於官網已於20132013年年7~87~8月陸續通知已註冊會員進行新舊帳號月陸續通知已註冊會員進行新舊帳號
轉換，轉換，99月後月後仍仍未轉換之會員必須重新註冊新會員才能使用未轉換之會員必須重新註冊新會員才能使用!!

註冊會員前重要須知註冊會員前重要須知

• RI網站同時允許扶輪人與非扶輪人註冊使用，並使用個人的Email信箱
當作登入網站辨認使用者身分之用。

• 每一位扶輪會員都有一個唯一的扶輪證號(Rotary ID)作為扶輪會員系
統識別之用，您所有的扶輪記錄都會與您的扶輪證號相連結。

• RI網站中有許多的功能僅專屬給扶輪人使用，非扶輪人無法使用。

• 由於新的網站中使用者必須使用Email來登入，因此必須在註冊前就先
在扶輪會員系統中登入您的E il 這樣在註冊網站會員時RI網站會依

TITLE  |  4

在扶輪會員系統中登入您的Email，這樣在註冊網站會員時RI網站會依
照您輸入的Email來找到您的扶輪會員紀錄，並把兩者連結起來。

• 上述連結Email的步驟非常重要，少了這個步驟系統將無法與您的扶輪
會員系統連結，您接下來所申請的RI網站帳號將變成非扶輪帳號。

• 如果您不確定您在扶輪會員系統中是否已加入Email信箱，您可向您所
在扶輪社的執行秘書要求確認並幫您登錄。

• 由於現行RI網站暫不提供變更Email與刪除帳號功能，因此強烈建議您
要登錄您常用的Email帳號為佳。

RIRI網站系統網站系統 vs. vs. 扶輪會員系統扶輪會員系統

RIRI網站網站系統系統 扶輪會員系統扶輪會員系統EE--mailmail
EE--mailmail 扶扶輪證輪證號號

扶輪證號扶輪證號(Rotary ID)(Rotary ID)

扶輪人專屬所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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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助金申請系統獎助金申請系統

討論群組平台討論群組平台

服務分享平台服務分享平台個人化專頁個人化專頁

學習與參考中心學習與參考中心

扶輪人專屬
所有人

先在扶輪會員系統中登錄您的先在扶輪會員系統中登錄您的EmailEmail

進入您所在扶輪社的會員系統並編輯您的會員資料

點選聯絡資訊(Contact In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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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請執行秘書幫您輸入您常用的Ema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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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會員專頁進入會員專頁((My RotaryMy Rot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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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進入會員專頁後會員登入或註冊新會員請點進入會員專頁後會員登入或註冊新會員請點
選選 按鈕按鈕

開始開始RIRI網站中註冊新會員網站中註冊新會員((RegisterRegister))
電腦版電腦版

手機版手機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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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登入畫面中按下在登入畫面中按下 按鈕開始註冊按鈕開始註冊!!

輸入必要的註冊資訊輸入必要的註冊資訊 ((Step 1Step 1))

請填入扶輪暱稱或英文名(ex. Scott or Chih-Cheng)

請填入姓氏英文(ex. Tsai)

名字名字

姓氏姓氏

電子郵件電子郵件

電腦版電腦版

手機版手機版

S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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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填入您先前登錄在扶輪會員系統的e-mail帳號

請勾選YES(已滿18歲)

在註冊畫面中依序輸入您的扶輪名在註冊畫面中依序輸入您的扶輪名((RtnRtn.).)與姓氏，填與姓氏，填
入您扶輪會員系統的入您扶輪會員系統的EmailEmail信箱，勾選已滿信箱，勾選已滿1818歲後按歲後按
下下 按鈕按鈕後繼續註冊作業。後繼續註冊作業。

是否已滿是否已滿1818歲歲

Sandy

Wu

wusandyxx@gmail.com

註冊錯誤訊息註冊錯誤訊息

未知原因系統暫時無法註冊新會員

名字欄位是必要欄位但並未輸入

註冊過程中若因輸入錯誤可能會有以下訊息，請確認並修正後即可繼續!
處理方式處理方式

稍後再註冊

輸入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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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氏欄位是必要欄位但並未輸入

EMAIL欄位是必要欄位但並未輸入

名字與姓氏欄位僅接受英文字

輸入姓氏

輸入Email

更正姓氏或名字

第一階段註冊成功訊息第一階段註冊成功訊息((Step 2Step 2))

前面的步驟如果成功前面的步驟如果成功，，就會看到以上的訊息就會看到以上的訊息。。該訊息告知完成該訊息告知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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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的步驟如果成功前面的步驟如果成功，，就會看到以上的訊息就會看到以上的訊息 該訊息告知完成該訊息告知完成
全部的會員註冊只差一個步驟全部的會員註冊只差一個步驟。。為了確認註冊為了確認註冊EmailEmail有效且獲有效且獲
得本人同意得本人同意，，系統會自動寄出一封帳號啟用電子郵件到您剛剛系統會自動寄出一封帳號啟用電子郵件到您剛剛
填入留下填入留下EmailEmail信箱位址信箱位址。。此時您應該去這個信箱通查詢帳號此時您應該去這個信箱通查詢帳號
啟用電子郵件是否已送達啟用電子郵件是否已送達?? 若沒收到時若沒收到時，，網站希望您能確認一網站希望您能確認一
下是否被當作垃圾郵件處理下是否被當作垃圾郵件處理，，請至垃圾郵件資料匣中找尋請至垃圾郵件資料匣中找尋，，若若
仍無法找到仍無法找到，，請發請發EmailEmail至至data@rotarydata@rotary..orgorg告知告知RIRI系統管理人系統管理人
員進行處理員進行處理。。

檢查帳號啟用電子郵件檢查帳號啟用電子郵件((Step 3Step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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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啟來自開啟來自RIRI的的MailMail，按下上圖中藍色的，按下上圖中藍色的accountaccount超連結將超連結將使使瀏覽器自動導瀏覽器自動導
向向RIRI網站以啟用您的會員帳號網站以啟用您的會員帳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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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員帳號密碼設定會員帳號密碼設定((Step Step 44))

密碼須至少8位數，其中至少包含一個大寫字母、一個小寫字母和一個數字

再一次輸入與上面相同的密碼以重複確認

1. What was the first name of your best 
friend from childhood?

您孩童時期最要好的朋友的名字?
2. What is the name of your first pet?
您第一隻養的寵物名字?
3. In what city were you born?
您出生的城市名稱?
4. What was the make of your first car?
您的第一台車的廠牌?
5. Who was your childhood hero?
誰是您孩童時期的英雄偶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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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 次輸入與上面相同的密碼以重複確認

選擇一個問題當作忘記密碼時的通關密語

輸入上面這個問題的解答

誰是您孩童時期的英雄偶像?
6. What is the name of your favorite 

sports team?
您最喜歡的運動球隊?
7. What year was your first child born?
您第一個小孩的出生年?

有7個問題可選

帳號啟用前系統會要您輸入您未來登入的密碼，請按照上述規則輸入您的密碼帳號啟用前系統會要您輸入您未來登入的密碼，請按照上述規則輸入您的密碼
，若您忘記密碼時想要重設密碼時必須達上述，若您忘記密碼時想要重設密碼時必須達上述通關密語通關密語才能解鎖才能解鎖

成功啟用會員帳成功啟用會員帳((Step Step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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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看到CongratulationsCongratulations就表示帳號已經成功啟用，此時若按下上圖中的就表示帳號已經成功啟用，此時若按下上圖中的

按鈕後系統會自動幫您登入並導引到您的會員專頁按鈕後系統會自動幫您登入並導引到您的會員專頁

扶輪帳號連結失敗扶輪帳號連結失敗
請注意，雖然無法與您的請注意，雖然無法與您的
扶輪記錄建立連結，但您扶輪記錄建立連結，但您
的帳號仍舊已啟用成功，的帳號仍舊已啟用成功，
因此還是可以登入網站沒因此還是可以登入網站沒
問題，只是有一些扶輪社問題，只是有一些扶輪社
友專屬的功能在友專屬的功能在RIRI系統管系統管
理人員未幫您把問題解決理人員未幫您把問題解決
前會無法使用前會無法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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若出現的是若出現的是YOUYOU MAY NOT HAVE CORRECT ACCESSMAY NOT HAVE CORRECT ACCESS訊息則表示您的帳號可能有問訊息則表示您的帳號可能有問
題，系統無法找到您對應的扶輪記錄，此時題，系統無法找到您對應的扶輪記錄，此時請發請發EmailEmail至至data@rotary.orgdata@rotary.org告知告知RIRI
系統管理人員進行處理系統管理人員進行處理!!

前會無法使用前會無法使用!!

在在RIRI網站中登入您的帳號與密碼網站中登入您的帳號與密碼

帳號就是Email

輸入剛設定的密
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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碼

按此按鈕登入

若您日後忘記密碼時，可以按下上面的若您日後忘記密碼時，可以按下上面的Forgot password?Forgot password?連結來重設您的密碼連結來重設您的密碼

重設重設(Reset)(Reset)您的密碼您的密碼
當您按下當您按下Forgot password?Forgot password?連結來重設您的密碼時系統會要您再次輸入您的連結來重設您的密碼時系統會要您再次輸入您的
EmailEmail帳號，按下帳號，按下ContinueContinue按鈕後，系統會寄一封重設密碼函至您的信箱按鈕後，系統會寄一封重設密碼函至您的信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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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ailEmail

按此連結將導向至重設密碼網頁

您的您的MyMy RotaryRotary會員專頁會員專頁

個人大頭貼

個人RI網路信箱
公開的個人資訊

不公開的個人資訊

檢視您公開的個人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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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捐獻紀錄

是否公開您的連結讓其他扶輪人可以找到你

是否公開您的討論群組讓其他扶輪人存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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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您的個人資訊決定是否公開編輯您的個人資訊決定是否公開

您的聯絡資訊，點一下各區塊的鎖頭可以決定是否公開該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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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的扶輪履歷資料，由系統自動產生

所屬扶輪社(板橋群英扶輪社)

目前的系統身分(會員)

編輯您的職業與個人自我介紹編輯您的職業與個人自我介紹

您的專業領域與任職資訊

個人自我介紹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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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自我介紹區

所屬扶輪社內資訊統計所屬扶輪社內資訊統計(Rotary Club Central)(Rotary Club Central)

TITLE  |  21

扶輪討論群組扶輪討論群組(Discussion Group)(Discussion Gro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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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可以找尋有興趣的任何群組並加入(群組可以限定非公
開)，或是您自己建立一個討論群組讓大家來加入。

• 討論群組就像個留言板，加入群組的會員都可以彼此分
享同一個主題的相關心得與經驗

尋找、建立
討論群組

服務計畫分享專區服務計畫分享專區(Rotary Ideas)(Rotary Ideas)

TITLE  |  23

籌措經費 召募志工 募集物資 尋找夥伴社

服務成果報告專區服務成果報告專區(Rotary Showcase)(Rotary Showc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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尋找扶輪社尋找扶輪社(Club Finder)(Club Fin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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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定網站瀏覽語言設定網站瀏覽語言

目前RI網站僅提8種官方語言，其中包括較為熟
悉的有英文、日文、韓文，可惜就是沒有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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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完畢報告完畢!!

TITLE  |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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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長組社長組
Subject 角色與責任
Presenter 邱梅桂 PP Rose
Date 2014-05-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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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導人簡介

邱梅桂 P.P.Rose(板中社)

1999 - 01 - 19           入社

2011 - 20 - 12           社長

2012 - 20 - 13           地區刊物編輯委員會主委

2012 - 20 - 13           地區國際服務委員會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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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社長的三憨三出

當社長要三憨:

‧人敢憨．錢敢憨．時間敢憨

也就是說

三出～要比別人更不要計較

‧出席～要比別人更早到位用在社務的時間要比其它人更多

‧出錢～當頭頭～光彩都是社長得到對挺你的所有人表示一下

…應該是理所當然

‧出力～社長就是扶輪標誌中的主軸～

社務要有活力～社長一定要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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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用扶輪社資源

有些重要的資源可在社內找到

包括扶輪社員的配偶及家人

‧扶論社秘書

‧扶論社財務

‧扶論社各委員會

‧扶論社成員及組織

‧執行秘書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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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輪社長的角色

‧(一)為扶輪社擬出一套實際但具有挑戰性的目標

‧(二)制度的策略來達成那些目標

‧(三)做出任何必要的改變來改進為達成目前正在

執行中的計劃及程序

TITLE  |  6

訂定服務目標

(一)可分享的

(二)有度量的

(三)具挑戰性的

(四)可達成的

(五)有時限的完成

國際扶輪3490地區2014-2015年度地區訓練研習會

社長組第一次會議 - 角色與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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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  |  7

社長的角色

(一)維持及增加社員的人數

(二)執行成功的服務計劃

‧社務服務 ‧職業服務

‧社區服務 ‧國際服務

‧新世代服務

(三)透過計劃參與及財務捐獻來支持扶輪基金會

(四)提升公共形象

(五)發揮功能性的

‧培養發掘有能力

‧未來扶輪社長及幹部重角色的人員

TITLE  |  8

社長的責任

(一)每次例會的溝通及協調

(二)每月理事會討論該社的事務可用的資源及經費有效的運用

(三)建議各種方法來加強社內的發展

(四)督察社員人數不要流失各項服務計劃‧扶輪基金會扶輪社務

行政管理及目標進度

(五)鼓勵社員出席各項應出席的會議及其他地區年會

(六)鼓勵社員遵循貫徹總監的要求及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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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長組社長組

Subject 擬定目標
Presenter 陳文強 P.P.Jungle
Date 2014-05-03

TITLE  |  2

引導人 陳文強 Jungle 自我介紹

學歷：
• 政治大學經營管理碩士
• 現任

城鴻模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 勝宏精密有限公司董事長
• 岑豐精密模具開發有限公司
經歷：
• 90、91學年度

文林國小家長會 會長
• 94學年度

溪崑國中家長會 會長
• 德霖技術學院傑出校友
• 台北縣樹林市中小學家長協會

理事長
• 新北市中小學家長協會

三鶯樹區 總會長
• 樹林高中文教基金會-董事
• 興文建德教育基金會 發起人
• 德霖技術學院 講師

扶輪經歷
2002.11.15  入社
2003~2004 職業服務主委
2004~2005 聯誼主委
2005~2006 社區服務主委
2006~2007 出席主委
2007~2008 社員主委
2008~2009 青少年委員會主委
2009~2010 副社長
2010~2011 社員服務主持理事
2011~2012 社務服務主持理事
2012~2013 社長
2013~2014 根除小兒麻痺疾病委員會主委

地區經歷
2013~2014 地區社區服務委員會委員

TITLE  |  3

擬定目標

學 習 目 標

一、目標

擬定長期及年度目標

二、資源

找出可支持這些目標的資源

TITLE  |  4

一、目標

A. 你在目標設定方面有什麼經驗？

B. 什麼要素促成一個有效的目標？

有效的目標是

1. 分擔執行。那些將執行目標的人應該協助設定目標。

2. 可衝量的。目標應該提供可具體追求的焦點。

3. 有挑戰性。目標應該夠遠大，足以超越貴社過去的成就。

4. 可達成的。扶輪社員應該能以現有資源達成目標。

5. 時間明確。目標應該有截止日期或時間表。

TITLE  |  5

C. 為什麼設定目標是重要的？

D. 長期及年度目標彼此如何配合？

1. 設定長期及年度目標。

2. 如果扶輪社有一個策略計畫，

它的長期目標應該呈現三年內它想達成的狀態。

3. 年度目標是達成長期目標的步驟。

4. 年度目標應該隨著貴社的變化而加以改變。

TITLE  |  6

E. 當你設定目標時應該做什麼？

為能有效的設定目標，應該

1. 評估扶輪社的現況及資源。

2. 使社員們參與，以確保他們能致力奉獻。

3. 研究社區的需求。

4. 聯繫地區領導人，請他們予以指導。

5. 納入先前計畫及活動的經驗。

F. 你已經設定什麼樣的長期目標及年度目標？

國際扶輪3490地區2014-2015年度地區訓練研習會

社長組第二次會議 - 擬定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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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  |  7

G. 你如何確保這些目標將可達成？

為確保目標能被達成，應該

1. 和其他扶輪社領導人溝通，查明他們是否支持你的目標。

2. 擬定達成每項目標的行動步驟。

3. 根據扶輪社社員們的興趣及技術，指派他們負責這些步驟。

4. 向地區領導人諮詢現有的資源。

5. 訂立時間表。

6. 決定明確的標準來衡量進度。

7. 評估進度。

H. 未來一年你將朝哪一項年度目標努力？

TITLE  |  8

二、資源

為了達成目標，你的委員會將需要人力、資訊、及財務方面的資源。

A. 誰能擔當你的資源？

1. 地區總監

2. 地區社員發展委員會

3. 地區擴展委員會

4. 地域國際扶輪社員協調人 ( RRIMC )

5. 國際扶輪社員地帶協調人 ( RIMZC )

6. 助理總監

7. 地區前職員

8. 國際扶輪的扶輪社及地區支援代表

9. 國際扶輪社員發展辦事員

TITLE  |  9

B. 你如何找到地區領導人？

1. 關於地區職員的名字及聯繫資訊。

2. 問貴社社長。

3. 聯繫你的地區總監或助理總監。

C. 有什麼樣的資訊性資源可用？

1. 『社員發展資源指南』

2. 『扶輪社評估工具』(僅提供網路版)

3. 『新社員指導訓練手冊』：一本供扶輪社如何做的指南

4. 如何推薦新社員

5. 社員影片組

6. 潛在社員資料袋及新社員資料袋

7. 社員時事通訊

8. 國際扶輪網站 ( www.rotary.org )

9. 『國際扶輪目錄』及扶輪購物網站

TITLE  |  10

D. 你如何替你的委員會取得財務資源？

1. 向理事會提出你的委員會活動年度預算。

2. 舉行一項募款活動。

3. 向地區洽詢可用的經費。

E. 你學到什麼可以應用到你的扶輪？

TITLE  |  11

可運用 企業管理的５Ｗ３Ｈ來達成目標

何謂 5W
1. 做事的目的（why）:

這件事情是否有必要去做，或做這件事情的目的、意圖、方向是什麼。

2. 工作任務（what）:

包括工作內容與工作量及工作要求與目標。

3. 組織分工（who）:

這件事由誰或哪些人去做，他們分別承擔什麼工作任務。

4. 工作切入點（where）:

從哪裡開始入手，按什麼路徑（程式步驟）開展下去，到哪裡終止。

5. 工作進程（when）:

工作程式步驟對應的工作日程與安排（包括所用時間預算）。

TITLE  |  12

何謂 3H
1. 方法工具（how）:

完成工作所需用到的工具方法及關鍵環節策劃佈置（工作方案的
核心）。

2. 工作資源（how much）:

完成工作需哪些資源與條件，分別需要多少。如人、財、物、時
間、信息、技術等資源，及權力、政策、機制等條件的配合。

3. 工作結果（how do you feel）:

工作結果預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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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扶輪3490地區2014-2015年度地區訓練研習會

社長組個案研究練習

公園市扶輪社有50個社員。在最近3年，有5個新社員正式入社，但也有

12位社員在入社後一年內離開。新社員訓練僅僅是在入社儀式時提供每個新

社員一本『扶輪ABC』及扶輪徽章。最近3屆扶輪社社長在該社的年資不到5

年。該社有18個委員會，大部份委員會只有架構與虛位委員，沒有功能。

大多數扶輪社社員每次會議都出席，但是有3分之1吃完飯，在主講人演

講之前，就立刻走人。每週的節目通常是由執行秘書安排，或企業界的專業

人士介紹他們的公司或當地區慈善團體向扶輪社尋求金錢贊助。大多數社員

每週吃飯都坐在相同的桌子。扶輪社社員們經常說他們多麼喜歡每週都與他

們的扶輪社友見一次面。這個25歲的扶輪社每年舉辦一次高爾夫活動，吸引

大約半數社員再加上20位家眷參加。該社每年舉辦獎學金頒發給當地高中學

生；捐書給圖書館但參與這些計畫的人員往往只有少數幹部。

該社是一個100%保羅•哈理斯之友扶輪社並是EREY社。該社從未向扶

輪基金會申請過全球獎助金。在最近3年之內，該社曾經有一個社員擔任助理

總監，及另一個社員擔任地區年會委員會的委員。該社每年至少有10個社員

出席地區年會，而且社長當選人也出席社長當選人訓練會。通常只有新加入

委員會或新接任職務的人才會出席地區講習會。

最近二年該社皆派遣學生參加地區扶輪青少年領袖獎（RYLA）研習

會。該社從不參加地區的扶輪青少年交換計畫。也未輔導成立過扶輪少年服

務團、扶輪青年服務團或扶輪社區服務團。該社在最近的5年內都沒有獲得過

國際扶輪社長獎。

討論題綱： 

1. 這個扶輪社的優點、弱點在哪裡？

2. 你要如何激勵扶輪社社員使其有更多參與？

3. 要促進社員參與之前，必須先準備好哪些程序？

4. 這個扶輪社目前所面臨最重要的一個問題是什麼？

5. 你要如何留住更多社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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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書組秘書組

Subject角色與責任
Presenter翁瑞毅 P.P. Yuokang
Date 2014-05-03

TITLE  |  2

主 持 人

林 慶 明

I.P.D.G. YOUNG

花蓮港區社

2

TITLE  |  3

引 導 人

翁 瑞 毅

P.P Yuokang

蘇澳區

3 TITLE  |  4

在會議結束後， 秘書當選人應能做什麼？

秘書當選人應該和現任職員會面,評估扶輪
社的現況及現行計畫和活動進度。

如果適當的話應出席理事會會議。可讓你
更加了解貴社的行政管理程序,也有助於增進扶
輪社社務的延續性。

1.就任之前確定清楚責任細節。
2.如有需要時，協助社長執行行政管理任務。

TITLE  |  5

1 2
了解

扶輪社秘
書的角色

找出
和扶輪社
其他領導
人合作的
方式

學習目標

TITLE  |  6

學習目標

有誰擔任過扶輪社秘書？

從經驗中你所學到最重要的事
是什麼?

國際扶輪3490地區2014-2015年度地區訓練研習會

秘書組第一次會議 - 角色與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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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  |  7

角色與責任

TITLE  |  8

保管社員記錄

寄發扶輪社、理事會、及委員會開會通知

扶輪社秘書的責任是什麼？

記錄並保管會議記錄

TITLE  |  9

依規定繳交報告給國際扶輪，例如半年報告
1.RI半年報告書每年的7月1日及1月1日繳交。

2.至社員事務入口更新社員名單,務使半年報告內容正確 。

3.新的RI半年國際扶輪社員會費如下:2010-2011年度:美金25元

2011-2012年度:美金25.5元

2012-2013年度:美金26元

扶輪社秘書的責任是什麼？

記錄會議的出席情況，並把每月出席報告
寄給地區總監

TITLE  |  1010

扶輪社秘書的責任是什麼？

和其他扶輪社領導人合作

執行其他通常屬於秘書的職務

TITLE  |  11

參考工作單2

利用5分鐘獨自
完成表格。

再花5分鐘與你
身旁人的答案
做比較。

TITLE  |  1212

保管紀錄
1.貴社扶輪章程與細則

應查對貴社章程並確保與最新模範扶輪社章程相符，並核對
貴社細則是否與最新規定相符

2.社務檔案庫及圖書館

在任內應持續記錄貴社的活動。在年度結束時，你與社長或
特殊委員會合作更新社務檔案

3.社員事務入口

可協助扶輪社員利用網路處理扶輪事務，不僅加快行政事務
的處理流程，並可確保國際扶輪能有正確的紀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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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  |  13

貴社還指派其他什麼任務給秘書？

你將使用什麼策略來實行這些責任?

扶輪社細則有針對扶輪社的需求列出秘書及其他
扶輪社職員的責任。
1.扶輪社秘書是扶輪社所有資料的管理人,在扶輪年度開

始時,與前任秘書安排,已接收全社卷宗.辦公物品.以
及其他設備(EX:鳴鐘.小木槌.社旗….等),假如社內對
於保貫社員之出席及付費等紀錄,尚無規定一種永久辦
法,扶輪社秘書應發動建立此項制度。

2.執行其他通常屬於秘書的職務
TITLE  |  14

下屆扶輪社秘書在
年度做好準備可以

會晤將卸任扶輪社秘書核對秘書責任

與將卸任扶輪社秘書
安排檔案及記錄交接

詳閱『扶輪社秘書
手冊』

會晤下屆財務
討論他們的責任

和下屆扶輪社社長
討論他們的角色

你如何做好準備擔任這一年扶輪社秘書？

TITLE  |  1515

報告 寄交給 截止日期

半年報告 國際扶輪,工作單副本寄交地區總監 每月7月1日及1月1日

扶輪社例會每月出席報告 地區總監 每月最後一次例會後15日內

社員變更 國際扶輪及地區總監 隨時進行

來訪社員之出席報告 來訪社員所屬的扶輪社 隨時進行

扶輪社員遷移表 位於遷入新社區的扶輪社 隨時進行

扶輪社資料變更 國際扶輪及地區總監 隨時進行

公式名錄資料表 國際扶輪及地區總監 12月31日

報告規定

TITLE  |  16

資 源

TITLE  |  17

『扶輪政策彙編』
及『扶輪基金會
政策彙編』

國際扶輪網站

社員事務入口

扶輪社尋址器

網路資源

什麼資源能幫助您做好扶輪社秘書工作？

TITLE  |  18

社員事務入
口可以幫助
扶輪社秘書

「社員事務入口」如何協助你履行責任？

繳交扶輪社會費

7月1日及12月
1日前更新及
檢查社員資料

查看該社的
扶輪基金會
捐獻報告

報告新扶輪
社職員資訊

捐款給扶輪
基金會

更新扶輪社資
料，例如例會
時間及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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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  |  19

扶輪領導人

程序手冊

地區名錄或網站

如何推薦新社員

扶輪商品網站

公式名錄

資料

什麼資源能幫助您做好扶輪社秘書工作？

國際扶輪英文月刊

TITLE  |  20

國際扶輪扶輪
社及地區支援
代表

聯絡中心

助理總監

前扶輪社秘書

人力資源

什麼資源能幫助您做好扶輪社秘書工作？

TITLE  |  21

和扶輪領導人
合作

TITLE  |  22

秘書應該跟
社長合作

就任之前確定清楚責任細節

協助社長安排例會及任何特
殊會議，如理事會及社務行
政會議

鼓勵新社員參加社務行政會
議，以進一步了解貴社

你將如何與扶輪社社長合作？

TITLE  |  23

秘書應該跟
財務合作

收取社費

捐獻扶輪基金會

扶輪社財務審核

你將如何與扶輪社財務合作？

TITLE  |  24

秘書應該跟行政
管理委員會合作

協助辦理與扶輪社有效運作相關
的活動(如：追蹤例會出席情況、籌辦社員的

社交活動、收取社費)

負責例會的後勤工作、準備宣布事項、
規畫節目主題、安排演講來賓的演講
時間

提供社刊的內容

協助扶輪社行政管理委員會開發
網站內容

你將如何與扶輪行政管理委員會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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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  |  25

秘書應該跟
社員委員會合作 推薦及選舉新社員

(扶輪社秘書手冊中所列出6個推薦及
選舉新社員的步驟，其中第1.3.6三個
步驟，即為秘書的職責，請參看手冊)

你將如何與扶輪社社員委員會合作？

TITLE  |  26

大家辛苦了！
謝謝您！

你不能預知明天,但你可以利用今天

你不能樣樣勝利,但你可以事事盡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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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bject 擬定目標
Presenter 徐嫦鈺
Date 2014-05-03

祕 書 組

TITLE  |  2

引 導 人

徐 嫦 鈺

P.P. Bis

三重南區社

TITLE  |  3

1.擬定長期及年度目標

2.找出可支持這些目標的
資源

學習目標

TITLE  |  4

長期目標及年度目標
彼此如何配合？

●策略計畫，
長期目標應該呈
現三年內它想達
成的狀態。

●年度目標是達
成長期目標的步
驟。

●年度目標
應該隨著貴
社的變化而
加以改變。

目 標

TITLE  |  5

當你設定
目標時應該
做什麼？

為能有效的
設定目標，
委員會應該

評估扶輪社的現況及資源

使社員們參與，以確保他們
能致力奉獻

研究社區的需求

聯繫地區領導人，請他們
予以指導

納入先前計畫及活動的經驗

目 標

TITLE  |  6

2.你的委員會己經設定什麼樣的
長期目標及年度目標？

目 標

1.為何設定目標是重要的

國際扶輪3490地區2014-2015年度地區訓練研習會

秘書組第二次會議 - 擬定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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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  |  7

分擔執行

可衡量的 目標應該有具體追求的焦點。

可達成的 扶輪社員應該能以現有資源達成目標

有挑戰性 目標應該夠遠大，足以超越貴社過去
的成就。

時間明確 目標應該有截止日期或時間表。

參與設定目標並擬定策略以達成該
目標的人，都承諾參與執行。

有效目標是

TITLE  |  8

行 動 計 畫

TITLE  |  9

你如何確保這些目標將可達成？

和其他扶輪社領導人溝通，
查明是否支持委員會目標

擬定達成每項目標行動步驟

根據社員興趣及技術，指派
他們負責這些步驟

向地區領導人諮詢現有的資
源

為確保目標
能被達成，
委員會主委
應該

和其他扶輪社領導人溝通，
查明是否支持委員會目標

擬定達成每項目標行動步驟

根據社員興趣及技術，指派
他們負責這些步驟

向地區領導人諮詢現有的資
源

為確保目標
能被達成，
委員會主委
應該

TITLE  |  10

你如何確保這些目標將可達成？

訂立時間表

決定明確的標準來衡
量進度

評估進度

為確保目標
能被達成，
委員會主委
應該

TITLE  |  11

每月的行動計劃

每月分區社長秘書聯誼會的功能

扶輪社理事會的功能

－向分區各社提出聯合服務計劃
－獲取總監的最新指示
－配合分區各社的服務計劃

－將分區社秘會的決議，列入每月理事會的議題討論

－當月份預定的服務計劃，列入理事會議題，進行說
明與討論，最後議決

－每個月的例會節目的安排

TITLE  |  12

扶輪社各項服務計劃的執行要點

－書寫執行計劃的程序與流程

－預先把執行流程書寫下來，

－有關關鍵事務，以小流程表書寫方便掌控。

－組織工作團隊，分工合作，可輕鬆完成計劃。

－有關關鍵重點，委由專人管控與負責。

－完成計劃後，立即召開檢討會，表揚與改進。

－完成書面的檢討報告，作為下次辦活動的參考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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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  |  13

在會議結束後，
扶輪社秘書

應能做什麼？

擬定目標

TITLE  |  14

你學到什麼可以
應用到你的扶輪社？

擬定目標

TITLE  |  15

擬定目標

身為祕書應該跟誰合作

TITLE  |  16

扶輪的領導人每年都在換

但扶輪領導方式都未改變

當一個傑出的領導人 → 以身作則

Lead by Exemple

今日的挑戰是明日扶輪的未來

要認知、要果斷、要參予、交朋友你(妳)一
定能完成

共 勉

TITLE  |  17

謝 謝 大 家

感
溫
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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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扶輪3490地區2014-2015年度地區訓練研習會

秘書組個案研究練習

創社二年來，陽光扶輪社的秘書事務都是由社長兼顧，但是該社將在7

月1日新年度開始，新社長與秘書上任。該社所有記錄都是用手寫的，且存放

3個檔案，分別標示為社員、財務、及社務。這個扶輪社有19個社員，卻沒

設財務一職。社長負責收會費，並掌管銀行帳戶。助理總監從未訪問該扶輪

社，而且地區總監通常把3個位於都會區的扶輪社召集在一起，進行多社公式

訪問。

例會時，秘書的任務是分發名牌、點名、歡迎演講人、以及做會議記

錄。最近幾個月的出席趨勢每況愈下，對扶輪基金會的捐獻也是一樣。在最

近2年，該社已經有7個新社員正式入社，但也有10個社員離開。現任扶輪社

執行秘書繳交手寫的社員資料給國際扶秘書處。

討論題綱

1. 應該準備好什麼程序來處理交接扶輪社事務？

2. 秘書應負責社內事務項目?

3. 秘書如何與地區辦公室合作? 地區費用繳交與年度績效如何撰寫?

4. 秘書與社長角色分工？



│地區訓練研習會│ │2014-2015│訓練研習會手冊│7 8

1

財務組財務組

Subject 角色與責任
Presenter 洪進東 P.P. East
Date 2014-05-03

TITLE  |  2

主 持 人

陳 順 從

P.D.G. TV

花蓮社

2

TITLE  |  33

引 導 人

洪 進 東

P.P. East

樹林社

TITLE  |  44

在會議結束後，
扶輪社財務應能

做什麼？

TITLE  |  55

1 2
了解

扶輪社財
務的角色

以財務
的身分找
出和扶輪
社其他領
導人合作
的方式

學習目標

TITLE  |  66

學習目標

有誰擔任過扶輪社財務？

從經驗中你所學到最重要的
事是什麼?

國際扶輪3490地區2014-2015年度地區訓練研習會

財務組第一次會議 - 角色與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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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  |  77

角色與責任

TITLE  |  88

收取及繳交應繳費用及雜費

報告貴社財務狀況

協助社友送交捐獻給扶輪基金會

管理資金

編列預算

準備繼任者

TITLE  |  99

為確保扶輪社
經費能盡責地
被管理，財務
應該

確保所有收取之款項及支
出都有正確紀錄

社員的各項捐獻皆應提供
收據，並在帳簿上記載任
何進出，包括貴社之採購

挑選熟悉且符合貴社需求
的電腦會計軟體

超過訂定額度的支出需經
理事會同意

管理資金

TITLE  |  1010

為確保扶輪社
經費能盡責地
被管理，財務
應該

扶輪社的慈善及營運的資
金必須分開管理，以確保
募款的收入用於之支持慈
善活動

若募款活動的目的在於資
助特定的服務工作，也可
考慮開設獨立的計畫帳戶
(請參閱扶輪社財務手冊
附錄2:預算範例)

管理資金

TITLE  |  111111

收取及繳交應繳費用及雜費

收取費用 繳交費用

1.扶輪社社費 1.地區分攤金

2.入社費 2.半年會費繳交單款項

3.地區分攤金 －國際扶輪會費

4.國際扶輪社費 －新社員比例會費

5.國際扶輪雜費 －國際扶輪雜費：雜誌訂閱費

－國際扶輪雜費：立法會議費

3.未清償欠款
TITLE  |  121212

報告貴社財務狀況

每月報告交付貴社理事會

在理事會會議上報告貴社每月收支
情形，並說明募款工作現況及整體
預算執行情況

寄發定期財務最新資料及一
份詳細的年度報告給社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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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  |  1313

個人及扶輪社皆可隨時透過國際扶輪網站，以信
用卡或寄送支票、匯票、旅行支票或電匯等方式，
捐款給扶輪基金會

所有寄至扶輪基金會的捐獻皆應附上捐獻人姓名
及明確的捐款指定對象

直接捐獻可透過國際扶輪網站(建議使用)，或使
用扶輪基金會捐獻表，透由這種方式，基金會可
更快速處理捐獻，並發出收據供捐獻人留存及報
稅使用

與扶輪基金會合作-捐獻

TITLE  |  1414

若一次寄送多筆捐獻，捐獻人應填寫多名捐獻
人表，並連同捐獻一起繳交。
這份表應註明捐獻指定對象，並附上所有捐獻
人姓名，確保每位捐獻人收到扣繳憑單及適當
的表彰。

請將社員的捐獻寄至適當的地址，美國及加拿
大以外的地方之國際辦事處或服務貴國扶輪社
之財務代理人聯絡資訊請見「公式名錄」

與扶輪基金會合作-捐獻

TITLE  |  1515

與扶輪基金會合作-捐獻
除了金錢的捐獻外，還可捐獻股票、增值證券、
壽險保單、財產及遺贈。請聯繫國際扶輪世界
總部的扶輪基金會捐獻行政部或你的國際辦事
處，協助辦理這類捐獻的移轉

基金會的捐獻必須在6月30日前收到，方可列入
本扶輪年度預算。6月30日後收到的捐獻，將列
入下一扶輪年度計算。
若要符合減稅資格，捐獻人必須確保扶輪基金
會能在捐獻人國家會計年度結束前收到捐獻

TITLE  |  1616

與扶輪基金會合作

捐獻重新歸類

基金會不再接受或處理先前扶輪年
度的捐獻申請變更捐獻指定對象。

只有在捐獻收到後90日內，且同一
扶輪年度內始可辦理變更

TITLE  |  1717

與扶輪基金會合作

獎助金
獎助金能幫助扶輪社提供經費給那些別
無他法可成立的服務計畫。

若貴社獲得一筆獎助金。應負責確保資
金妥善管理並遵守扶輪基金會獎助金指
導方針明定的所有報告規定。

你應與貴扶輪基金委員會合作，確保合
乎所有規定

TITLE  |  1818

與扶輪基金會合作

扶輪社基金會

若貴社目前已成立一個基金會，務必依
照當地法律辦理。

有些國家規定基金會必須向政府登記或
遵守特定的法規。例如：凡是扶輪社的
基金會接受外界捐獻，通常應由該基金
會寄發抵稅扣繳憑單。關於申報規定，
請諮詢你當地的稅務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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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  |  1919

與扶輪基金會合作

扶輪社基金會

凡是由扶輪社基金會寄至扶輪基金會的
支票，將視為該社基金會的捐獻予以處
理。

若捐獻附上名單，名單上的個人只會收
到適當的表彰積點；扶輪基金會將不會
寄發抵稅扣繳憑單，而是由扶輪基金會
負責寄發。

TITLE  |  2020

身為貴社理事會的一員，你將協
助編列未來一年的扶輪社預算。

預算編列前，請檢查貴社的財務
紀錄，以決定可能的收入來源及
支出項目。

會晤即將上任的職員，討論他們
對該年度的計畫。

編列預算

TITLE  |  2121

編列預算

有些扶輪社會根據年度營運支出
來設立準備金。

此外，設立準備金可幫助貴社支
應意外支出。

預算中的收入及支出應分成兩部
分：社務營運資金及慈善基金
(IOU)。

TITLE  |  2222

準備繼任者

一但新的財務選出，你應與其
討論財務之角色。以利繼任者
做好在7月1日就職的準備。

檢查紀錄及報告程序，並與繼
任者分享編列預算及管理扶輪
社經費的訣竅。

TITLE  |  2323

在6月的最後一次例會後，應
將所有資金、會計紀錄及其他
任何相關資料移交給繼任者。

準備繼任者

若實際可行，應讓下屆財務協
助你辦理例行事務。

TITLE  |  2424

下屆扶輪社財務在
年度做好準備可以

會晤將卸任扶輪社財務核對財務責任

與將卸任扶輪社財務
安排檔案及記錄交接

複習『扶輪社財務
手冊』

會晤下屆秘書
討論他們的責任

和下屆扶輪社社長
討論他們的角色

你如何做好準備擔任這一年扶輪社財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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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  |  2525

扶輪社財務
資源包括

國際扶輪
網站

建議扶輪
社細則 扶輪基金會

捐獻表

社員事務
入口

模範扶輪
社章程

什麼資源能幫助你做好扶輪社財務工作？

TITLE  |  2626

扶輪社財務
資源包括

國際扶輪的
扶輪社及地
區支援或財
務代表

聯絡中心
現任或卸任扶輪
社財務及理事會
理事

地區財務
委員會

助理總監

什麼資源能幫助你做好扶輪社財務工作？

TITLE  |  2727

今天辛苦了！
謝謝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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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bject 擬定目標
Presenter 李 玉 璸 A.G. Tiffany
Date 2014-05-03

財務組財務組

2014-2015年度地區講習會

扶輪社財務

TITLE  |  22

第二次會議—擬定目標

引 導 人

李 玉 璸
第三分區助理總監

TITLE  |  3

第三分區助理總監

A.G Tiffany

新莊南區社

3

學習目標學習目標

本次會議結束後，參加者將能夠

擬定長期及年度目標

TITLE  |  44

ㄧ、擬定長期及年度目標

二、找出可支持這些目標的資源。

如何描繪一個有效的目標？如何描繪一個有效的目標？

可分享的：那些將執行目標的人應該協助設定目標。

可衡量的：目標應該提供可具體追求的標的。

有挑戰性：目標應該大到超越貴社過去的成就。

TITLE  |  55

可達成的：扶輪社員應該能以現有資源達成目標。

時間明確：目標應該有截止日期或時間表。

長期及年度目標彼此如何配合？長期及年度目標彼此如何配合？

為你的委員會設定長期及年度目標。

長期目標應該呈現你希望貴社在3到5年達成的。

年度目標將是達成長期目標的各個步驟之

TITLE  |  66

年度目標將是達成長期目標的各個步驟之ㄧ。

你的目標應該隨著貴社的變化而加以改變。

國際扶輪3490地區2014-2015年度地區訓練研習會

財務組第二次會議 - 擬定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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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當你設定目標時應該考慮什麼？當你設定目標時應該考慮什麼？

評估貴社的現況及資源。

使社員們參與，以確保他們能致力奉獻。

研究你的社區的需求

TITLE  |  77

研究你的社區的需求。

納入先前計劃及活動的經驗。

你如何確保這些目標將可達成？你如何確保這些目標將可達成？

和其他扶輪社領導人溝通，查明他們是否支持你的委
員會的目標。
擬定達成每項目標的行動步驟。

根據扶輪社社員們的興趣及技術，指派他們負責這些
步驟。
向地區領導人諮詢現有的資源

TITLE  |  88

向地區領導人諮詢現有的資源。
訂立時間表。
決定明確的標準來衡量進度。

善用可從對貴社、地區、及國際扶輪資源取得的資源
及工具。
評估你的進度。

扶輪社財務的目標是什麼？扶輪社財務的目標是什麼？

ㄧ、監督並保管社內所有經費之帳目。

二、收取並撥付經費。

三、協助擬訂預算。

TITLE  |  99

四、定期向全體社員及理事會報告，

並於年度為總決算報告。

五、年度終之移交。

如何將扶輪社的財務工作做好呢？如何將扶輪社的財務工作做好呢？

ㄧ、確實編製年度預算。

二、落實會計制度及收支平衡。

三、職能分工，有效監督。

TITLE  |  1010

四、RI、地區及分區的分攤金或配合款要如期繳納。

五、符合政府法令規定。

六、經驗傳承，培養財務人才。

如何編製年度預算呢？如何編製年度預算呢？

ㄧ、參考去年的預算及決算情形。

二、與社長及秘書確認本年度的工作目標。

三、審核由五大主委提的年度工作計畫與預算。

TITLE  |  1111

三、審核由五大主委提的年度工作計畫與預算。

四、確保收支是否能夠達成平衡。

ㄧ、每月財務報表必須及時完成。

二、提報每月理事會討論通過。

三、定期公佈財務報表給所有社友知悉。

如何知道收支是否平衡？如何知道收支是否平衡？

TITLE  |  1212

四、社長/秘書/財務務必了解每月帳務進度，

有利即時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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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做好職能分工，發揮有效監督？如何做好職能分工，發揮有效監督？

ㄧ、財務應定期審核傳票憑證及報表，要與銀行

對帳單(或存摺)核對。

二、盡量減少執行秘書接觸現金。

TITLE  |  1313

三、支付廠商款項時，最好以支票付款。

四、由有財務背景的理事或社友組成監督小組，

定期稽核帳項。

RIRI、地區、分區分攤金繳納期限？、地區、分區分攤金繳納期限？

RI：社費，每年7月1日及1月1日。

地區：依地區規定繳納。

分區：依地區規定繳納。

TITLE  |  1414

配合款項：依地區規定繳納。

各項捐款：保羅哈里斯、中華扶輪教育基金、

永久基金、小兒麻痺基金、紅箱(I.O.U)等。

以上款項是否入帳，秘書、財務要check無誤。

應符合政府哪些法令規定？應符合政府哪些法令規定？

ㄧ、要向當地政府申請社團法人登記。

二、支付(執秘)薪資，支付勞務支出等，均應依規

向稅捐機關辦理扣繳及通報事宜。

TITLE  |  1515

三、開立捐贈收據應屬實，依稅法規定辦理。

四、所有開支均應索取統一發票或收據，如無發票

收據應使用付款憑證，由財務、秘書、社長簽章。

如何經驗傳承，培養下屆財務人才？如何經驗傳承，培養下屆財務人才？

ㄧ、成立財務監督小組(每年更換一半)。

二、財務一定是監督小組成員。

三 最好設 位副財務

TITLE  |  1616

三、最好設一位副財務。

四、參與他社財務交流。

支持扶輪社財務達成目標有哪些資源？支持扶輪社財務達成目標有哪些資源？(1/2)(1/2)

資料資源：

ㄧ、扶輪社網站www.rotary.org「社員」部分取得

「扶 輪財務手冊」。

TITLE  |  1717

二、程序手冊。

三、扶輪知識集錦。

四、貴社年度工作計劃書。

支持扶輪社財務達成目標有哪些資源？支持扶輪社財務達成目標有哪些資源？(2/2(2/2))

人力資源：

ㄧ、該社前任財務。

二、他社財務。

TITLE  |  1818

三、五大委員會主委。

四、社長、秘書、理事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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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輪社財務應注意那些事項？扶輪社財務應注意那些事項？

ㄧ、任何款項支出須先經理事會通過。

二、服務計劃之經費(如捐款)與行政管理費用分開編製。

三、所有經費應存入理事會所指定之金融機構，以扶輪社

社名開戶 不得使用個人帳戶

TITLE  |  1919

社名開戶，不得使用個人帳戶。

四、社員繳費每月控管追蹤(收費方式改刷信用卡為佳)。

五、管錢不管帳，管帳不管錢，並確實親自核對簽章。

六、收入/支出款項每筆應有原始憑證。

珍惜每一次付出的機會

光耀扶輪

TITLE  |  2020

光耀扶輪

這條路 咱用心做陣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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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扶輪3490地區2014-2015年度地區訓練研習會

財務組個案研究練習

光耀市中央扶輪社過去3年的財務都由同一個人擔任，但該社將在7月1

日換一個新的扶輪社財務。該社只有一個150,000的銀行帳戶，已經移交給

新任財務，放在他一個人的名下。在記錄裡面，上一次年度財務檢查已是4

年前的事。46個社員每人每年繳納會費72000元，包括國際扶輪會費25美元

及地區會費、雜誌訂閱費及立法會議費用1美元。傳統上都在例會向社員宣佈

並收取會費事宜，扶輪社財務收到會費之後會由執行秘書開立一張手寫的收

據給社員。在年度開始時，該社理事會通過預算，但是無預算詳細科目。當

各委員會有支出時，他們會從財務那裡直接收到代墊支的款項。未來這一年

度，服務計畫委員會已經規劃3個服務計畫：為當地一所小學舉辦捐書活動，

目標是要捐給15個教室每個教室價值6000元的書；粉刷社區中心，估計要花

費28000元；及一個世界社區服務計畫（在他們的夥伴扶輪社的社區設一口

井，需要90000元的捐款）。扶輪社行政管理委員會目前提議扶輪社頒獎宴

會在一家新飯店舉行自助晚餐，至少需要100000元。扶輪社公共關係委員會

正規劃在當地的雜誌上登廣告推廣扶輪，而這將花費150000元。

討論題綱:

1. 需制定何種財務控管程序來確保有效率管理財務?

2. 貴社如何決定需要籌募多少經費達成計畫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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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色與責任

2014-15地區訓練研習會

扶輪基金委員會

羅東西區扶輪社 邱隨聖 P.P Eric TITLE  |  2

學習目標

‧確認扶輪基金委員會的角色

‧挑選適當委員會之委員

TITLE  |  3

扶輪基金委員會的角色是什麼

• 擬定與執行一項計畫，透過參與獎助金計
畫及活動以及財務捐獻來支持扶輪基金會

TITLE  |  4

在這個角色你負有什麼責任

• 擬定委員會目標與達成未來一年的扶輪基
金會目標

• 教育扶輪社員，了解扶輪基金會

• 鼓勵並協助社員參與扶輪基金會獎助金及
活動

• 鼓勵社員捐獻

• 確保貴社獲得申請獎助金資格並維持一套
如扶輪社MOU所述的獎助金管理制度

TITLE  |  5

在這個角色你負有什麼責任

‧一年至少準備四次與扶輪基金為焦點的例
會節目

‧聯繫地區基金委員會主委與尋找前授獎人
或義工來講述他們的扶輪基金會經驗

‧與貴社的其他委員會合作來執行扶輪基金
會計畫

TITLE  |  6

• 地區獎助金

• 全球獎助金

• 包裹式全球獎助金

扶輪基金會獎助金

國際扶輪3490地區2014-2015年度地區訓練研習會

扶輪基金組第一次會議 - 角色與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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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  |  7

• 年度基金

• 捐助基金

• 根除小兒麻痺計畫基金

扶輪基金會的捐獻

TITLE  |  8

如何為你的角色做好準備

• 出席訓練研習會

• 會晤即將卸任的基金會主委

• 閱讀貴社詳細規則熟悉貴社的程序及規定

• 擬定年度目標

• 與社當挑選委員會委員

• 如需要可成立小組委員會

TITLE  |  9

就職後的重大則責任

• 管理委員會預算

• 與貴社其他委員會合作及與地區委員會合
作，推動誇社活動及計畫

• 規劃與舉辦定期會議及活動

• 掌控目標進度並向扶輪社長，理事會與全
社報告委員會之活動及進度

• 督導資格審查以獲得全球獎助金資格

TITLE  |  10

設定目標

• 有效的目標

• 行動計畫

• 激勵

TITLE  |  11

預算

• 在7月1日前與將卸任的委員會主委與下屆
財務一起確定委員會所需求的資金，併列
入預算

• 監督委員會的資金金錢往來及報告

• 定期與貴社財務會面可卻使問題發生時能
採取行動

TITLE  |  12

溝通

• 委員會委員

• 扶輪社

• 其他委員會

• 地區

• 地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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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輪基金組扶輪基金組

Subject 擬定目標
Presenter 陳代毅 P.Land
Date 2014-05-03

TITLE  |  2

2014‐2015 年度地區講習會

擬定目標

扶輪基金委員會

2

TITLE  |  3

學習

3
TITLE  |  4

擬定目標

長期目標

找出可支持資源
4

TITLE  |  5

有效目標

分擔執行

可衡量的

可達成的

時間明確

5
TITLE  |  6

行動計畫

6

國際扶輪3490地區2014-2015年度地區訓練研習會

扶輪基金組第二次會議 - 擬定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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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TITLE  |  7

確保目標達成

A: 和其他扶輪社領導人溝通

B:擬定達成每項目標行動步驟

C:根據社員的興趣及技術

指派完成步驟

7

TITLE  |  8

確保目標達成

D:訂立時間表

E:決定明確標準來衡量進度

F:評估進度

8

TITLE  |  9

行動計畫工作單

9

行動步驟 由誰負責 這個步驟需要
花多少時間

如何衡
量進度

有甚麼資源
可用

TITLE  |  10

資源

10

TITLE  |  11

有什麼樣的人力, 資訊, 及財務的資源可協助?

A: 扶輪基金委員會

B:地區扶輪基金會各小組委

員會

C:地域扶輪基金會協調人

11
TITLE  |  12

有什麼樣的人力, 資訊, 及財務的資源可協助?

12

D:扶輪基金會的速覽指南

E:獎助金管理手冊

F:國際扶輪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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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  |  13

有什麼樣的人力, 資訊, 及財務的資源可協助?

13

G:向扶輪基金會申請獎助金

H:舉行一項募款活動

I : 向地區洽詢可用的經費

TITLE  |  14

如何擬定全球獎助金

14

TITLE  |  15

4W1H

15

Why
How

When
Who

What

全
球
獎
助
金
之
門

TITLE  |  16

Why

16

(為何要申請)

TITLE  |  17

扶輪基金分享制度

17

年度基金捐款

(USD100)

地區指定基金
DDF (USD50)

世界基金

(USD50)

全球獎助金

TITLE  |  18

How

18

(如何進入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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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  |  1919 19 TITLE  |  20

When

20

(何時申請)

TITLE  |  21
21

• 2013年七月一日,扶輪基金會
在全球各地啟動新的獎助金模
式‐未來願景計畫(Future Vision 
Plan)。

• 地區獎助金

• 全球獎助金 (社與地區的)
• 全球獎助金 (包裹式的)

三種獎助金一種願景

TITLE  |  22

Who

22

(誰申請)

TITLE  |  2323

主辦社及國際夥伴
社皆須要有三人配合線
上登入

(主要聯絡人一人, 第二聯
絡人二人)

TITLE  |  24

What

24

(申請內容填什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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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  |  2525 25

七 大 項 需 填 寫

目
標

焦
點
領
域

參
與
者

預
算

財
務

授
權

簡述計劃案目的

D
R
F
C

授
權

誰是受惠者請列出大概人數
TITLE  |  26

Thank you 

26

感謝聆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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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扶輪3490地區2014-2015年度地區訓練研習會

扶輪基金組個案研究練習

南山扶輪社是鄉村型的扶輪社，位於一個人口數十萬人的小鎮。南山扶

輪社有60個社員，該社在社區非常活躍。它在當地的高中贊助一個活躍的扶

輪少年服務團，舉行募款活動來支持當地的養老院，並協助籌辦一項在世界

健康日舉行的年度防疫運動。

儘管當地有這些成功的活動，南山扶輪社社員卻不怎麼支持扶輪基金

會。去年，數個社員考慮和國外某一扶輪社合作進行一項獎助金提案，但是

他們沒完成提案，因為和夥伴扶輪社之間的溝通有困難。南山扶輪社一向是

地區內所有扶輪社裡面捐獻最少的，而且過去4年都沒有達成年度捐獻目標。

最近，有一個擔任扶輪義工的社員在直接體會扶輪基金會服務的好處之

後，對扶輪基金會捐出一筆巨額捐獻。另一個社員之所以加入扶輪社，是由

於數年前她擔任團體研究交換團團員的美好經驗。可是，對大多數南山的扶

輪社員來講，扶輪基金會還是挺神秘的。

討論題綱

1. 如何協助教育扶輪社社員認識扶輪基金會？該社能請求什麼樣的資源來幫

忙？

2. 該社如何擴大參與扶輪基金會計畫？

3. 該社如何達成它的年度捐獻目標？

4. 扶輪社如何運用扶輪基金會前受獎人以鼓勵擴大參與及捐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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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014-2015年度地區訓練研習會2014-2015年度地區訓練研習會

Subject：
Presenter：林月霞 PP Lady
Date：2014.5.3

第一次會議—角色與責任

姚 啟 甲

座 長

TITLE  |  2

姚 啟 甲
P.D.G. Kega
蘆 洲 社

引 導 人

林月霞

TITLE  |  3

PP Lady
樹林芳園社

學習目標

1 2

TITLE  |  4

確認扶輪
社行政管
理委員會
的角色

挑選適當
的委員會
委員

行政管理委員會

1.出席委員會
2.社刊委員會

6.節目委員會
7.防止社員流失

TITLE  |  5

3.社務委員會
4.聯誼委員會
5.雜誌委員會

8.顧問委員會
9.運動委員會
10.扶輪家庭委員會

有人在行政管理委員會服務過嗎?

TITLE  |  6

從經驗中你所學到最重要的事
是什麼?

國際扶輪3490地區2014-2015年度地區訓練研習會

行政管理組第一次會議 - 角色與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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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這個角色你負有什麼責任？

扶輪社行政管理委員應該

1.擬定委員會目標來達成扶輪社的目標
2.教育並訓練社員認識基金會
3 籌備例會節目及特別節目

TITLE  |  7

3.籌備例會節目及特別節目
4.製作社刊及維護扶輪社網站
5.幫助扶輪社秘書追蹤出席及鼓勵補出席
6.促進扶輪社社員之間的聯誼
7.舉辦與扶輪社有效營運有關的其他活動

角色與責任

扶輪社行政管理委員會的角色
是什麼？

TITLE  |  8

行政管理委員會舉辦與扶輪社有效
運作有關的活動

你如何鼓勵出席例會？

1.讓節目與社員興趣、扶輪社
2.目前進行的計畫與活動以及社區關注
的議題相關

3.讓委員會各委員輪流負責安排節目
4 在特殊節日、星期、月份安排特別節目

TITLE  |  9

4.在特殊節日 星期 月份安排特別節目
5.準備緊急應變計畫，萬一原先安排的
節目取消，可請社員談談扶輪經驗或
撥放一段扶輪影像雜誌

社務行政會議

1.對於計畫及活動進行腦力激盪
2.檢討貴社的優點、機會與弱點
3.設定目標與擬定行動計畫

TITLE  |  10

4.協調各委員會活動
5.更加了解扶輪

貴社社刊或網站在貴社扮演什麼角色

1.提供關於扶輪社、社員、及扶輪的新聞
2.告知扶輪社社員即將來臨的計畫
3.報導扶輪社理事會及委員會會議要點
4.透過活動及分享社員資訊以促進聯誼

TITLE  |  11

5.發表扶輪社與國際扶輪最重要問題
6.提供扶輪社目標進展的近況報告

行政管理委員會
主委

TITLE  |  12

主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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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為你的角色做好準備

1.出席地區講習會的訓練課程
2.閱讀貴社的詳細規則，熟悉貴社的程序及規定
3.詳讀貴社策略計劃，並擬定年度目標來支持它
4.與社長當選人一起挑選妳的委員會委員並使他們

TITLE  |  13

4.與社長當選人一起挑選妳的委員會委員並使他們
做好準備

5.如有需要，可成立小組委員會
6.擬定一項來年的溝通計畫
7.確定貴社還賦予你的委員會其他什麼責任及任務

就職後的重大責任

1.管理委員會的預算
2.與貴社其他委員會合作及與地區委員會
合作推動跨社活動或計畫

3 規劃與舉辦委員會定期會議及活動

TITLE  |  14

3.規劃與舉辦委員會定期會議及活動
4.掌控達成委員會目標的進度，向扶輪社
社長、理事會與全社報告委員會的活動
與進度

1.組織技能
2.熟知扶輪政策
3.電腦及網際網路技能

溝通及寫作技巧

TITLE  |  15

4.溝通及寫作技巧
5.網頁設計或出版經驗

你如何幫助委員會委員有效完成工作？

1.告知委員們目前和扶輪社策略計畫相關
的活動和方案

2.鼓勵與其他扶輪社同一委員會的同僚建
立聯繫

TITLE  |  16

立聯繫
3.讓新委員與較有經驗的委員配對合作
4.分享貴委員會可用的資源給委員一份
地區活動及會議一覽表

設定目標

1.有效的目標：確定年度目標能反映
委員會的能力與扶輪社的興趣

2.行動計畫：與扶輪領導人及委員會委員
合作，擬定一個行動計畫並定期評估目
標 確使按預定規劃 持續穩定朝達成

TITLE  |  17

標，確使按預定規劃，持續穩定朝達成
目標邁進

3.激勵：身為委員會主委的責任之一就是讓每
個委員會常受到激勵，並運用激勵協助維持
委員對扶輪的奉獻，並鼓勵持續參與扶輪活
動

你如何激勵委員會委員？

1.使他們相信目標可以造福各方
2.相信目標是可達成的
3.聯誼及建立人脈的機會

TITLE  |  18

4.指派的任務能運用每個委員會的專業知識
5.表彰投入達成委員會目標的努力與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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溝 通

思考你將如何和下列扶輪社領導人溝通
1.委員會委員：委員會應該定期開會，並找

出可取得的資源、討論進行中的計畫及新
的行動，並擬定策略已達成委員會及扶輪
社目標

TITLE  |  19

社目標
2.扶輪社：向貴社社長、理事會與所有社員

報告貴委員會的活動，包括行動計畫與達
成目標的進度

3.其他委員會：貴委員會應與服務計畫委員會
公共關係委員會、扶輪社行政管理委員會及
社員委員會合作

在思考這些問題時，可與將卸任及即將上任的
扶輪社領導人們討論、交換意見

1.扶輪基金會委員及身為主委的你各有哪些責任
2 你的委員會將如何支持貴社策略計劃

TITLE  |  20

2.你的委員會將如何支持貴社策略計劃
3.我們要如何鼓勵及協助社員捐獻給扶輪基金會
4.我們有什麼方法可以教育社員了解扶輪基金會
5.你如何協助委員會委員各司其職
6.貴委員會的長期目標及年度目標個是什麼

謝謝聆聽

TITLE  |  21

謝謝聆聽
請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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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2015年度地區訓練研習會2014-2015年度地區訓練研習會

Subject：
Presenter：陳玉愛 PP Helen
Date：2014.5.3

擬訂目標

TITLE  |  2

姚 啟 甲
P.D.G. Kega
蘆 洲 社

座 長

TITLE  |  3

引 導 人

陳玉愛
PP Helen
樹林芳園社

TITLE  |  4

行政管理之各委員會：

如節目、社刊、網站、出席、檔案、
聯誼、扶輪家庭、糾察…等均有其重
疊性及共通性。
所以應避免重複，使各不同委員會發
揮所長，促進各項活動能夠相輔相成。

TITLE  |  5

學習目標

1.擬定長期及年度目標

2.找出可支持這些目標的資源

TITLE  |  6

有效目標是

分擔執行：參與設定目標並擬定策略以達成該目

標的人，都承諾參與執行。

可衡量的：目標應該有具體追求的焦點

有挑戰性：目標應該夠遠大，足以超越貴社過去

的成就

可達成的：扶輪社員應該能以現有資源達成目標

時間明確：目標應該有截止日期或時間表。

國際扶輪3490地區2014-2015年度地區訓練研習會

行政管理組第二次會議 - 擬訂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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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  |  7

1.評估扶輪社的現況及資源

2.使社員們參與，以確保他們能致力奉獻

3.研究社區的需求

4.聯繫地區領導人，請他們予以指導

5.納入先前計畫及活動的經驗

你設定目標時應該做什麼？

TITLE  |  8

行 動 計 畫

TITLE  |  9

你如何確保這些目標將可達成？

為確保目標能被達成，委員會主委應該：

1.和其他扶輪社領導人溝通，查明是否支持委員會目標
2.擬定達成每項目標行動步驟
3.根據社員興趣及技術，指派他們負責這些步驟
4.向地區領導人諮詢現有的資源
5.訂立時間表
6.決定明確的標準來衡量進度
7.評估進度

TITLE  |  10

資 源

為了達成目標，你的委員會將需要
人力、資訊、財務等方面的資源。

TITLE  |  11

地區內其他委員
會主委

地區總監

前任扶輪社委員會主
委及扶輪社領導人助理總監

扶輪社及地
區支援代表

扶輪
協調人

誰能擔當你的資源？

TITLE  |  12

如何使扶輪社員的寶眷參與？

誰能擔當你的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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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  |  13

有什麼樣的資訊性資源可用？

1.社員名錄
2.國際扶輪英文月刊
3.建議扶輪社細則
4.扶輪領導人
5.成為有活力的扶輪社：你的扶輪社領導計畫
6.國際扶輪網站
7.程序手冊
8.國際扶輪視覺識別指南
9.策略計劃指南
10.扶輪政策彙編

TITLE  |  14

策略目標

未來一年你的委員會將朝甚麼目標努力？

例：節目、聯誼、運動…

TITLE  |  15

謝謝聆聽
請指教!

TITLE  |  16

討論提綱：

1.該社如何改進例會？
2.如何改進例會節目來增加出席？
3.如何將聯誼融入例會，以增加社員
的參與？

4.該社如何加強現有成功的活動以增
加社員的滿意度？

個案討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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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扶輪3490地區2014-2015年度地區訓練研習會

行政管理組個案研究練習

港鎮扶輪社位於一個人口數萬人的社區。港鎮有許多中小企業以及一個

小規模的漁業。可是，在最近的幾年之內，當地的經濟發展趨緩。該社有25

位社員，曾經是社區裡一個充滿活力的社團，但目前該社在社區的重要性已

經降低。每週的例會在當地一家宴會廳，出席人數通常只比半數社員多一點

點。那些經常出席的人週週都和相同的人坐在一起。例會很少請外面的人來

演講，大部份只是點名然後吃午餐。當一位社員離開扶輪社時，那個人的朋

友通常也跟著退社。社費經常遲交，有時甚至沒有繳交。最近幾年，有些社

的領導人沒參加地區會議。也沒上交地區辦共事費用與社員出席報告，而且

該社的行政檔案管理雜亂無章。該社最成功的活動包括一年一度的炸魚餐會

來支持當地的青少年中心，及能吸引社區居民來參加的年度高爾夫球比賽。

過去15年該社都有舉辦這二種活動。雖然該社的社員都很熱心，能留住他們

在一起的因素似乎越來越少。地區總監最近指出，希望該社想辦法改善。

討論題綱

1. 該社如何改進例會？

2. 如何改進例會節目來增進出席？

3. 如何將聯誼融入例會，以增加社員的參與？

4. 該社如何加強現有成功的活動以增加社員滿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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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bject 角色與責任
Presenter 邱 添 木 D.G.N. Polish
Date  2014-05-03

社員拓展組社員拓展組

2013-2014年度地區講習會

第一次會議—角色與責任

TITLE  |  22

第一次會議 角色與責任

社員委員會

主 持 人

張金華

TITLE  |  3

P.D.G. King

基隆西北社

引 導 人

邱 添 木

TITLE  |  4

D.G.N. Polish

鶯 歌 社

4

在會議結束後，
社員委員會

TITLE  |  5

社員委員會
應能做什麼？

1 2

學習目標

TITLE  |  6

確認扶輪
社社員委
員會的角
色

挑選適當
的委員會
委員

國際扶輪3490地區2014-2015年度地區訓練研習會

社員拓展組第一次會議 - 角色與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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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色與責任

為什麼社
員對扶輪

有人在
社員委員

從經驗中
你所學到

TITLE  |  7

員對扶輪
社來說是
重要的?

社員委員
會服務過
嗎？

你所學到
最重要的
事是什麼?

角色與責任

TITLE  |  8

角色與責任

社員委員會的角色是什麼？

角色與責任

TITLE  |  9

擬定與執行一項社員發展的行
動計畫。

在這個角色你負有什麼責任？
擬定委員會目標以達成未來一年的扶輪社社員
目標

教育及訓練扶輪社社員，使其認識招募社員及留
住社員的重要性

TITLE  |  10

住社員的重要性

實施職業分類調查以卻使扶輪社社員的職業及事
業反映當前事業及社區需求

擬定社員行動計畫以增進社員的滿意度，該計畫應涵蓋

社員問卷調查及進行改變以回應他們的回饋意見，確保

貴社仍與社員有關聯

在這個角色你負有什麼責任？

進行扶輪社評鑑以確保社員發展及留住社員工作
的成功

TITLE  |  11

與公共關係委員會合作，為貴社在社區建立一個
正面的形象，使期能更吸引潛在社員及現任社員

可行的話，擔任地區內新扶輪社的輔導社

招 募

1.協助社員如何找出潛在的扶輪社員？
並宣導推薦新社員為全體扶輪社員的責任

TITLE  |  12

2.確保社員的多元性

3.擬定防止社員流失策略，並找出社員為
什麼會離開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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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做社員問卷調查，統計結論，提社務行政會議討論

2.拜訪退社社友，找出他為什麼退社的原因

防止社員流失的策略

3.舉辦持續性扶輪知識教育或訓練

TITLE  |  13

協助與輔導，加速新社員融入扶輪的大家庭

4.在社務行政會議中，討論扶輪社的例會或活動能否符合

5.新進社友入社後，找一位資深社友為導師(MANTOR)從旁

多數社員的期待？

結論

今年度的社員委員會主委，責任特別重大

國際扶輪10B地帶(ZONE 10B)協調人

TITLE  |  14

R.C.Electronics下達社員成長目標至2014
年，八個地區能由2萬5千增加至4萬名社員
(華語才能成為R.I.官方語言，將帶領台灣
扶輪有更輝煌的發展）

結論

I.D.G.David總監希望我們3490地區2014年度
由現在的2,900位成長至3,800位社友(朝現有
一般社員成長15%，並開發現有35%以上社友

TITLE  |  15

一般社員成長15%，並開發現有35%以上社友
寶眷成為正式寶眷社員)

請各社社長、社員主委、全體社員，讓我
們共同努力大力推廣此目標，接受空前的
挑戰吧！

今天辛苦了！

TITLE  |  16

今天辛苦了！
謝謝您！

你不能預知明天,但你可以利用今天

你不能樣樣勝利,但你可以事事盡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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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員拓展組社員拓展組

Subject 擬定目標
Presenter 黃錦璋 P.P.China
Date 2014-05-03

TITLE  |  2

扶輪簡歷~
☺羅東西區扶輪社1999~2000年度社長
☺ 2003~2004年度宜蘭縣第二分區助理總監
☺ 2005~2006年度地區總監辦事處主任、地區年會籌備主委
☺ 2013~2014年度宜蘭縣第一、.二分區地區副秘書

TITLE  |  3

寶
眷
社
友
增
加
之
心
法
四
化

一
、
單
純
化

TITLE  |  4

寶
眷
社
友
增
加
之
心
法
四
化

二
、
長
期
化

TITLE  |  5

寶
眷
社
友
增
加
之
心
法
四
化

三
、
無
私
化

TITLE  |  6

寶
眷
社
友
增
加
之
心
法
四
化

四
、
尊
重
化

國際扶輪3490地區2014-2015年度地區訓練研習會

社員拓展組第二次會議 - 擬定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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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  |  7

增員 增緣 增圓 增援

• 自信人信添社員

• 好友齊聚添良緣

• 人多氣旺添銀圓

• 群聚扶輪添支援

• 增加社友好處多

• 立即行動不囉嗦

• 邁向多頭有信心

• 扶輪從此氣象新

TITLE  |  8

增員 增緣 增圓 增援

逢五進一是挑戰

如能達成社務讚

利人利己利扶輪

人多氣旺錢滾滾

目標明確就簡單

全體動員不困難

最怕未戰心先敗

扶輪生涯不留白

TITLE  |  9

增員 增緣 增圓 增援

要為成功找方法

莫為失敗找理由

逢五進一有難度

若有共識難關度

全員推薦一好友

誠摯拜訪就會有

心理障礙要克服

時時鼓勵不可無

TITLE  |  10

社員增加很重要

此話不是開玩笑

有錢有人好辦事

人多聚會好氣勢

提昇扶輪好聲譽

參與其中有意義

推薦社友才容易

群賢齊聚眾得意

TITLE  |  11

有麝自然散發香

東風一送群英嚮

社務體質要提昇

良性互動氣旺盛
TITLE  |  12

社員穩固更重要

求新需七穩固一

社務興隆要用心

集思廣益共識行

溫暖感受顯大智

營造扶輪真價值

聯誼昇華成友誼

真誠情誼永不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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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  |  13

開
口
邀
約

廣
納
群
賢
到
社
裡

和
諧
溫
馨

良
性
互
動
好
情
誼

TITLE  |  14

加
入
扶
輪

創
造
人
生
新
價
值

見
賢
思
齊

奉
獻
所
能
夢
成
真

TITLE  |  15

自
信
人
信

爭
取
榮
譽
寫
歷
史

自
認
人
認

挑
戰
增
員
新
紀
錄

TITLE  |  16

任
前
費
工

犧
牲
享
受
勤
連
絡

任
滿
慶
功

享
受
犧
牲
大
家
樂

TITLE  |  17

謝謝您！

感謝聆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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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扶輪3490地區2014-2015年度地區訓練研習會

社員拓展組個案研究練習

太陽扶輪社是位於在非都會的城鎮中，為資深的扶輪社，社友人數曾經

到達50~60人，在地方深獲好評且有有輝煌的歷史。但是在一段時間中沒有

加入新社友，社友年齡層偏高造成年輕社友斷層。由於在國內締盟多社為兄

弟、友好社，在國外也有多國的國外姐妹社，所以當社長及社友的負擔都相

沉重。少數前社長會干涉社長的職權，所以一些中生代的社友，一旦被點名

要當社長就退社，造成大量退社潮，社友人數驟降至只剩20幾位，只剩下老

社友及資深PP在撐例會。

討論題綱：

1. 請問大家發現問題出在哪裡嗎??

2. 哪一項對貴社較困難：新社員在不到3年之內離開扶輪社，或資深社員離

開？

3. 該社如何在社區之內找到新社員的來源？

4. 該社可以和誰一起檢討它的防止社員流失的策略，以學習其他扶輪社已經

成功實施的策略？

5. 該社要如何吸引年輕社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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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bject 角色與責任
Presenter  謝木土 D.G.N.D. Concrete

Date  2014-05-03

服務計畫組服務計畫組

2014-2015年度地區訓練研習會

TITLE  |  22

分組討論：服務計畫組

角色與責任

引 導 人

謝 木 土

TITLE  |  3

謝 木 土

D.G.N.D.Concrete

基隆東南社

服務計劃委員會

TITLE  |  4

角 色 與 責 任

服務計畫委員會的角色：

角 色

一、服務計畫委員會領導貴社的服務行動
並協助規劃及執行對當地社區及其他國

TITLE  |  5

並協助規劃及執行對當地社區及其他國
家、社區有助益的教育、人道、醫療及
職業服務計畫。

二、舉 辦 扶 輪 日 活 動

1.水和衛生

2.疾病的預防治療

3.經濟與社區的發展

4 基礎教育和識字

RI  的 服 務 方 針

TITLE  |  6

4.基礎教育和識字

5.母親及小孩的健康

6.和平暨衝突的解決

國際扶輪3490地區2014-2015年度地區訓練研習會

服務計畫組第一次會議 - 角色與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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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出席地區講習會的訓練課程

2.會晤即將卸任的基金會主委

做好服務委員會角色的準備

3.詳讀貴社策略計劃，並擬定年度目標來支持他

TITLE  |  7

7.確定貴社還賦予你的委員會其他什麼責任及任務

4.與社長當選人一起挑選你的委員會委員並使他們做好準備

6.擬定可行的溝通計畫

5.依任務，可成立小組委員會

責 任(一)

1.扶輪基金的認識與申請

2.擬定服務計畫

TITLE  |  8

3.選任工作夥伴

5.確保計畫的成功執行

4.管理委員會的預算

責 任(二)

確定年度目標能反映委員會的能力與扶輪社的興趣。你的目標應該
是分擔執行的、可衡量的、有挑戰性的、可達成的而且時間明確

1.有效的目標

2 行動計畫

TITLE  |  9

與扶輪領導人及委員會委員合作， 擬定一個行動計畫並定
期評估目標，確使按預定規劃，持續穩定朝達成目標邁進

身為委員會主委的責任之一就是讓每個委員會常受到激勵，
並運用激勵協助維持委員對扶輪的奉獻，並鼓勵持續參與扶
輪活動

2.行動計畫

3.激勵

社區服務
回應當地社區需求的計畫

扶輪少年服務團
12-18歲之少年的服務社團

扶 輪 服 務 (一)

TITLE  |  10

國際服務
有超過一個國家的扶輪社

員參與的計畫

新世代服務
吸引30歲以下年輕人參加社
區及服務計畫並參加可培養
他們對扶輪產生興趣的節目
及活動

扶輪社員行動團體
由社員.社員配偶.扶青團團員所
組成的國際團體,聯合以來進行
特定主題的國際服務計畫

扶輪社區服務團

扶 輪 服 務 (二)

TITLE  |  11

扶輪青年服務團
由當地扶輪社輔導18-30歲年輕男
女的服務性社團

扶輪社區服務團
由當地扶輪社輔導的非扶輪
社員成年人服務團

扶輪聯誼會
由社員.社員配偶.扶青團團員所
組成的國際團體,聯合起來發展共
同的休閒或職業興趣

扶輪友誼交換
扶輪社員及其家人的國際交換計
畫,目的在增進關係以及演變成服
務計畫的國際夥伴

扶輪和平中心
國際獎學金計畫,可提供在和平及解決衝
突領域的碩士學位或專業發展證書.合格
的候選人有機會在全世界數個素享盛名

的和平中心進行研究

扶 輪 服 務 (三)

TITLE  |  12

扶輪青少年交換
在15-19歲學生及18-25歲年
輕人間促進國際了解與和平

的計畫

扶輪青少年領袖獎
年輕人的訓練計畫,著重在領導.
公民精神.及個人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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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服務
鼓舞扶輪社員效法崇高的道德標
準並應用專業知識及技能以造福

他人的活動

根除小兒麻痺等疾病
國際扶輪及扶輪基金會支持全球
根除小兒麻痺行動的全組織計畫

扶 輪 服 務 (四)

TITLE  |  13

扶輪基金會獎助金
目的在支持扶輪社及地區在
當地國小及國外進行人道及

教育活動

啟動 你的

TITLE  |  14

啟動 你的
服務 計畫!

確 認 方 向 與 目 標(一)

擬定委員會目標達成年度的服務計畫目標

辦理服務計畫 過程包括需求評估 規劃 及評鑑

TITLE  |  15

辦理服務計畫，過程包括需求評估、規劃、及評鑑

找出機會來辦理能增進貴社在社區名聲的主要規劃

與其他組織、義工、及委員會委員合作，讓貴社計畫的影響
力發揮最大

確 認 方 向 與 目 標 (二)

了解影響貴社計畫與活動的責任問題

主導計畫募款工作

TITLE  |  16

與扶輪社公共關係委員會合作宣傳服務計畫

接觸當地及國際上的扶輪社，以尋求合夥、聯誼、服務及
義工活動的機會

成 功 的 服 務 計 畫

1.評估情勢

2.挑選計畫

TITLE  |  17

2.挑選計畫

3.擬定計畫

4.採取行動

5.評鑑成果

管 控 預 算

在7月1日前，與將卸任的委員會主委與下屆扶輪
社財務一起確定委員會所需求的資金且該資金列入
貴社預算

TITLE  |  18

定期與貴社的財務會面可確使在問題發生時能
採取行動

監督貴委員會的資金、金錢往來與報告，隨時注
意貴委員會預算的財務狀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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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扶輪社員及其家人和朋友

2.社區組織

4 扶少團及扶青團團員

尋 找 或 提 供 支 援 單 位

3.扶輪基金會前受獎人及國際扶輪青少年計畫以前的參與者

TITLE  |  19

4.扶少團及扶青團團員

6.扶輪社區服務團團員

8.扶輪社員行動團體及扶輪聯誼會

5.青少年交換學生及扶輪青少年領袖獎參加者

7.其他扶輪社的社員

謝

TITLE  |  20

謝
聆

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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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計畫 SERIVCE PROJECT服務計畫 SERIVCE PROJECT

Subject 服務計畫會議—設定目標
Presenter 許月燕 S Birdie
Date  2014-05-03

TITLE  |  2

花蓮新荷扶輪社

許月燕 S.Birdie

自我介紹

TITLE  |  3

議題—擬定目標

• 請大家來想想---

• 身為服務計畫主委

• 2014-15年度想要成就甚麼?

TITLE  |  4

成功的服務計畫可以…….
• 因應一項真實的問題或需求

• 改善社區成員的生活

• 把被服務者的能力納入運用

• 以對現有資源之實際評估為基礎

• 建立工作網絡

TITLE  |  5

服務計畫成功因素

• 使社區服務計畫成功的因素為何？

• 答案是關連性。

• 成功的社區服務計畫必須能處理社
區真正、現有的問題。計畫不一定
要花大錢或很複雜-只要有必要即
可。

TITLE  |  6

你的責任

• 規劃來年的服務計畫時須謹記什麼原
則？

• 你如何協助委員會委員更有效服務？

• 你的長期目標與年度目標是什麼？

國際扶輪3490地區2014-2015年度地區訓練研習會

服務計畫組第二次會議 - 擬定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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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  |  7

學習重點---設定目標

•擬定長期及年度目標

•找出可支持這些目標的資源

TITLE  |  8

可達成的 時間明確的

分享的

具挑戰性的可測量的

有效目標必須…

TITLE  |  9

目標必須是可以分享的

• 參與設定目標及訂定達到目標之策略者，
都必須努力達成目標。在設定目標時須諮
詢扶輪社領導人、扶輪社員與地區領導人

• --不要一個人來承攬所有，身為主委，懂得徵詢
大家意見，最主要要尊重社長，大家一起參與

• 記住!窗外有藍天 .人上有人 .多聽意見.多說讚!!

TITLE  |  10

目標必須是可測量的

•目標應提供可追求的具體項目。

•具體目標必須是明確的， 有具
體追求的焦點，不要天馬行空，
無法執行的計畫

TITLE  |  11

目標必須具挑戰性的

• 具挑戰性的

---目標應夠弘遠，足以超越貴社過
去的成就。

TITLE  |  12

目標必須可達成的

• 扶輪社員應有能力以可用資源達成
目標。

• 比較你的目標與過去委員會和貴社
已達成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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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  |  13

目標必須是時間明確的

•時間明確的。

•目標應有截止期限或時間表。

案例說明—

服務計畫有那些項目可訂為目標?

TITLE  |  14

TITLE  |  15 TITLE  |  16

TITLE  |  17 TITLE  |  18

聰明的你要與社長合作…

• 判斷社員的興趣與能力，可助你決
定何種服務活動類型能夠產生最大
的熱忱與參與。

• 判斷貴社社內與社外有那些資源可
支持可能辦理的服務計畫。

• 依據社員的興趣財力與人力資源，
決定貴社最能適當解決的社區問題
。



│地區訓練研習會│ │2014-2015│訓練研習會手冊│1 1 8

4

TITLE  |  19

內部評估

1.社員的技能與才能(年齡 興趣與能力..)

2.過去計畫的經驗及所獲得的教訓

3.從以下角度思考貴社的組成---

(1)願意參與的社員人數

(2)有多少不同的技能

(3)社員對可能辦理的計畫感興趣的程度

(4)社員對社區事務的願意參與的程度

(5)對過去計畫的滿意度。

TITLE  |  20

內部評估的參考值

• 評估上述因素將可發現優點與缺點
，並協助扶輪社領導人決定最適合
貴社的服務計畫類型。

• 建議--為了增加成功的機會，請找
出最能充分利用社員技能與興趣的
計畫。

TITLE  |  21

外部評估

• 另外需進行外部評估，或社區評估。

• 可協助扶輪社員對社區提供更好的服務，要決
定社區關心的重點，請檢視以下條件：

*.經濟情況(不用錦上添花)

*.地理背景(風險性)

*.教育的優缺點(永續性)

*.人口統計資料(效益點)

*.政治局勢(安定性)

TITLE  |  22

結合社區力量大

• 要適切進行社區評估，服務計畫領導
人應該與社區各階層人士會面，包括
：

*.當地政府官員與社會服務工作者

*.社區組織與民間團體、警察與消防隊

*.教育界人士

*.宗教領袖

TITLE  |  23

評鑒服務計畫時，思考下列問題尤其重要

*.此計劃是否能滿足需求評估中所發現的社區
需求？若不能，原因為何？

*.扶輪社社員與社區成員是否有充足的機會參
與此項計畫？

*.財務支持與親手協助之間是否能兼顧並取得
平衡？

*.有關此一計畫的媒體報導是否足夠？

*.扶輪社與計畫的財務資源是否能滿足此計畫
的財務需求？

TITLE  |  24

計畫的規劃與辦理

• 在整個規劃與辦理期間能讓扶輪社員參與
並鼓勵社員寶眷一起出席。

• 根據負責的人所需的條件編列詳細的預算
與工作計畫。

• 透過籌劃完備的募款活動來補充財源。

• 透過公共關係策略、媒體或FB網路宣導，
尋求對此計畫的認同及支持，吸引可能成
為社員的人士入社，並增進扶輪在社區的
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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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  |  25

2014-15年地區年度工作重點

•地區、分區、各社扶輪日推廣

•肝病防治計劃 (GG1420330)

•End Polio Cycling Tour

•世界社區服務(WCS+VTT) 

TITLE  |  26

2014-15年度大型服務計畫2014.10.16—10.24

TITLE  |  27

• 問題探討----

•請問你認為透過這項計畫可
達成何種效益?

TITLE  |  28

找出國際扶輪及扶輪基金會的資源

• 扶輪少年服務團----14-18歲或中學學齡青少年的服務社
團，藉以培養領導才能及成為負責任的公民

• 扶輪青年服務團----18-30歲年輕人的服務社團，藉以促
進職業上的發展及領導才能

• 扶輪社區服務團---(RCC)---在扶輪社支持下努力改善社
區的非扶輪社員團體

• 扶輪友誼交換---扶輪社員之間互相訪問

• 扶輪聯誼---有同樣興趣的扶輪社員的團體

• 扶輪義工---在國際間擔任義工

• 扶輪青少年領袖獎(RYLA)---培養青少年的領導才能

• 世界社區服務---協助在另一國家的服務計畫

青少年交換---中學學齡的學生到國外留學/旅行

TITLE  |  29

結語--開始挑選一項服務計畫

你準備好了嗎?

•找出社區需求及資源

•進行內部評估及能力

•進行外部評估及風險

•找出國際扶輪及扶輪基金會的資源

•考慮貴社透過扶輪基金會可以取得的經費來源

•挑選一項計畫並開始規劃

•

TITLE  |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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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園扶輪社位於一個人口有300,000 人的城市，該社有65 位社員。這

個城市成長迅速，正逐漸擴大到周圍的鄉村，那裡是少數民族落腳聚集的地

方。雖然該市有部份地區很繁華，大約百分之20 的居民在經濟及教育方面居

於弱勢。

社員們都踴躍出席該社的例會，並參與各種聯誼會活動；然而，過去5 

年來，社員人數已經下降。在這時候，該社已經失去百分之25 的社員，而且

很難留住新社員。根據「退社社員問卷」，大多數前社員抱怨，他們期望親

手參與社區服務計畫，但卻沒機會。

該社最近的服務計畫的效果及範圍都有限。最成功的2 個計畫為捐錢整

修該市一個公園的設施，以及主動捐贈圖書與遊戲場設備給附近一所學校，

有數位扶輪社社員也住那個附近的社區。

討論題綱:

1. 該社如何從過去的計畫學習？

2. 扶輪社如何確定社區的需求？

3. 有哪些服務計畫可以滿足這些居於劣勢的人口？

4. 該社的領導人們在擬定扶輪日計畫時如何結合聯誼及服務？

5. 扶輪社如何和該區域的其他組織或服務社團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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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輪社團隊建立練習扶輪社團隊建立練習

Presenter 張慶淵PP Green
Date  2014-05-03

引 導 人

張慶淵

TITLE  |  2

P.P. Green

宜 蘭 社

2

修正下個
找出該社
在朝目標 擬定策略

學習目標

TITLE  |  3

年度扶輪
社目標

在朝目標
努力以赴
時可能面
對的挑戰

以解決那
些挑戰

請簡述你在前面三次

TITLE  |  4

會議學到什麼？

將扶輪社目標定案

TITLE  |  5

將扶輪社目標定案

參考附錄2

有效能扶輪社

規劃指南

TITLE  |  6

規劃指南

社長當選人應與

扶輪社合作填寫，

2013年7月1日前

交給助理總監

國際扶輪3490地區2014-2015年度地區訓練研習會

第四次會議：扶輪社團隊建立練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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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考附錄2

有效能扶輪社

規劃指南

TITLE  |  7

規劃指南

社長當選人應與

扶輪社合作填寫，

2013年7月1日前

交給助理總監

參考附錄2

有效能扶輪社

規劃指南

TITLE  |  8

規劃指南

社長當選人應與

扶輪社合作填寫，

2013年7月1日前

交給助理總監

參考附錄2

有效能扶輪社

規劃指南

TITLE  |  9

規劃指南

社長當選人應與

扶輪社合作填寫，

2012年7月1日前

交給助理總監

參考附錄2

有效能扶輪社

規劃指南

TITLE  |  10

規劃指南

社長當選人應與

扶輪社合作填寫，

2012年7月1日前

交給助理總監

參考附錄2

有效能扶輪社

規劃指南

TITLE  |  11

規劃指南

社長當選人應與

扶輪社合作填寫，

2013年7月1日前

交給助理總監

參考附錄2

有效能扶輪社

規劃指南

TITLE  |  12

規劃指南

社長當選人應與

扶輪社合作填寫，

2013年7月1日前

交給助理總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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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考附錄2

有效能扶輪社

規劃指南

TITLE  |  13

規劃指南

社長當選人應與

扶輪社合作填寫，

2013年7月1日前

交給助理總監

參考附錄2

有效能扶輪社

規劃指南

TITLE  |  14

規劃指南

社長當選人應與

扶輪社合作填寫，

2013年7月1日前

交給助理總監

參考附錄２

解決問題指南

分析 貴社的

TITLE  |  15

分析 貴社的

目標、潛在挑

戰、可用資源

今天辛苦了！
謝謝您！

TITLE  |  16

謝謝您！

「我覺得」自己很快樂，「我」就快樂了起來。

「我覺得」自己很幸福，「我」就幸福了起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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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扶輪3490地區2014-2015年度行事曆

2013年
12月 家庭月

10 ＊花蓮縣第一、二分區聯誼餐會

14 ＊新北市第一、五分區聯誼餐會

20 ＊基隆分區聯誼餐會

21 ＊新北市第四、七聯誼餐會

26 ＊新北市第三、六聯誼餐會

27 ＊新北市第二分區聯誼餐會

28 ＊宜蘭縣第一、二分區聯誼餐會

2014年
1月 扶輪瞭解月

23 ＊諮詢委員會會議

2月 世界瞭解月

22 ＊2014-2015年度地區扶輪基金暨獎助金管理研習會及引導人訓練會

3月 識字月

15 ＊ 2014-2015年度地區團隊訓練會(DTTTS)

29 ＊ 2014-2015年度地區社長當選人訓練研習會(PETS)

30 ＊ 2014-2015年度地區社長當選人訓練研習會(PETS)

31 ＊ 地區獎助金申請截止日

4月 雜誌月

5月

1
＊ 2014-2015年度社員目標表格→總監當選人辦事處截止日
＊ 2014-2015年度扶輪基金發展目標表格→總監當選人辦事處截止日

3 ＊ 2014-2015年度地區訓練研習會(DA)

15
＊ 2014-2015年度社員目標報告書→R.I.
＊ 2014-2015年度扶輪基金發展目標→T.R.F.

24 ＊ 2014-2015年度地區社員發展研習會(DMS)

6月 扶輪聯誼月

1 ＊ 2014-2015年度公式訪問行程→R.I.

01-04 ＊ 2014年度國際年會 (2014.06.01-06.04澳洲雪梨)

8 ＊ 2014-2015年度地區扶青團幹部講習會

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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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新任扶輪職員任期年度開始
＊ 各分區向T.R.F.申請全球獎助金開始日(2014.07.01~2015.03.31)
＊ 各社必須完成其半年報告並繳交半年費
＊ 各社積欠R.I.會費超過US$250.達6個月者將被停權
＊ 有效能扶輪社規劃指南→總監辦事處
＊ 各社向地區青少年領袖獎委員會報名RYLA開始日
     (2014.07.01~2014.07.31)

8 ＊ 公式訪問開始日(2014.07.08~2014.10.03) 

10
＊ 各社6月份出席率及社員數報告→地區辦公室
＊ 2014年7月總監月報出刊
＊ 2014年度香港亞太扶青會議(APRRC) (2014.07.10~2014.07.13)

15
＊ 各社向地區RYE委員會推薦2015-2016年度RYE派遣學生開始日
    (2014.07.16~2014.08.31)
＊ 各社向地區總監推薦R.I.超我服務獎人選開始日(2014.07.16~2014.08.15)

31 ＊ 各社向地區青少年領袖獎委員會報名RLYA截止日

8月 社員及擴展月

2 ＊2014-2015年度地區公共形象研習會

10
＊ 2014年8月總監月報出刊
＊ 各社7月份出席率及社員數報告→地區辦公室

15 ＊ 各社向地區總監推薦R.I.超我服務獎人選截止日

17 ＊ 地區扶輪日

30 ＊ 扶輪青年領袖獎訓練營(RYLA)

31
＊ 扶輪青年領袖獎訓練營(RYLA)
＊ 全球獎助金第一階段收件截止日
＊ 各社向地區RYE委員會推薦2015-2016年度RYE派遣學生截止日

9月 新世代月 

1 ＊ R.I.超我服務獎(SERVICE ABOVE SELF AWARD)提名→R.I.

10
＊ 2014年9月總監月報出刊
＊ 各社8月份出席率及社員數報告→地區辦公室

15
＊ 各社向地區總監提出2017-2018總監提名人(D.G.N.)人選開始日
    (2014.09.15~2014.10.31)

17 ＊ 陪同R.I.社長黃其光先生參訪北京

30 ＊ 選定總監提名委員會成員

10月 職業服務月

1
＊ 各社向地區中華扶輪基金委員會申請獎學金開始日
    (2014.10.01~2014.11.03)

5 ＊ 2014-2015年度地區扶青團運動會

10
＊ 2014年10月總監月報出刊
＊ 各社9月份出席率及社員數報告→地區辦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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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  R.I.寄來2015-2016年度公式名錄(社長﹑秘書﹑執行秘書)申報表單→各社
秘書

16 ＊ 7地區單車環島活動

31
＊ 各社向地區總監提出2017-2018總監提名人(D.G.N.)人選截止日
     (2014.09.15~2014.10.31)

11月 扶輪基金月  

1 ＊ 扶少週(2014.11.02~2014.11.08)

3
＊ 各社向地區中華扶輪基金委員會推薦獎學金學生截止日
     (2014.10.01~2014.11.03)

10
＊ 各社10月份出席率及社員數報告→地區辦公室
＊ 2014年11月總監月報出刊

15
＊  公告2017-2018總監提名人(D.G.N.)人選，並宣佈半個月為接受挑戰的截止
日期。

22 ＊ 2014-2015年度馬來西亞地帶研習會(2014.11.22~2014.11.23)

30
＊ 各社更新社員名錄截止日，才能得到正確的1月期半年報。 
＊  接受各社附議2017-2018總監提名人(D.G.N.)挑戰案截止日，公告2017-

2018總監提名人(D.G.N.)挑戰人選

12月 家庭月

1
＊ 中華扶輪獎學金地區推薦名單→中華扶輪教育基金會
＊  無競爭的選舉時，公告總監提名人(D.G.N.)資料→R.I.；有競爭的選舉時，

2017-2018總監提名人(D.G.N.)挑戰選票寄發各社。

10
＊ 2014年12月總監月報出刊
＊ 各社11月份出席率及社員數報告→地區辦公室

14 ＊ 3490地區國際成年禮

15
＊ R.I.郵寄各社秘書一月份的半年報告及半年費繳款書→各社
＊ 2014-2015年度巴西國際年會優惠註冊截止日(暫定日期)

20 ＊ 2017-2018總監提名人(D.G.N.)挑戰選票寄回總監辦事處截止日

31

＊ 2014-2015年度各扶輪社職員選舉截止日，並於“My Rotary”登記
＊ 2017-2018總監提名人(D.G.N.)挑戰選票完成計票並公告總監提名人人選。
＊ 2017-2018總監提名人(D.G.N.)資料→給RI
＊ 各社必須完成其半年報告並繳交半年費

2015年
1月 扶輪瞭解月

1
＊ 各社積欠R.I.會費超過US$250.達6個月者將被停權
＊ 各社向地區總監推薦T.R.F.服務貢獻獎開始日(2015.01.01~2015.01.31)

10
＊ 2015年元月總監月報出刊
＊ 各社12月份出席率及社員數報告→地區辦公室

15 ＊ 2014-2015年度各社職員(社長、秘書、執行秘書)申報→R.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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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 各社向地區總監推薦T.R.F.服務貢獻獎人選截止日
    (2015.01.01~2015.01.31)

2月 世界瞭解月

1
＊ 各社向地區總監推薦R.I.重大事功獎人選開始日(2015.02.01~2015.02.28)
＊2014-2015年度總監盃高爾夫球賽報名

10
＊ 2015年2月總監月報出刊
＊ 各社元月份出席率及社員數報告→地區辦公室

15
＊ T.R.F.服務貢獻獎(THE CITATION FOR MERITORIOUS SERVICE)
    →T.R.F.

23 ＊ 慶祝國際扶輪週年慶及世界瞭解與和平日

28 ＊ 各社向地區總監推薦R.I.重大事功獎人選截止日(2015.02.01~2015.02.28)

3月 識字月

10
＊ 2015年3月總監月報出刊
＊ 各社2月份出席率及社員數報告→地區辦公室

15 ＊ R.I.重大事功獎(SIGNIFICANT ACHIEVEMENT AWARD)→R.I.

31

＊ 向T.R.F.申請全球獎助金截止日(2014.07.01~2015.03.31)
＊ 國際扶輪社長獎(扶輪社)申請截止日→助理總監→總監
＊ 國際扶輪社長獎(扶青團)申請截止日→地區扶青團主委→總監
＊ 國際扶輪社長獎(扶少團)申請截止日→地區扶少團主委→總監
＊ R.I.寄出國際年會憑證(註冊證明) 

暫定 ＊ 總監盃高爾夫球賽

4月 雜誌月

1 ＊ 各社向地區總監申請R.I.社員及擴展獎開始日(2015.04.01~2015.04.30)

10
＊ 2015年4月總監月報出刊
＊ 各社3月份出席率及社員數報告→地區辦公室

15 ＊ 國際扶輪社長獎→R.I.

17 ＊ 地區年會R.I.社長代表歡迎會

18
＊ 2014-2015年度地區年會(新北市五股工商展覽館)
    (2012.04.18~2012.04.19)
＊ 2014-2015年度地區領導人研習會

19
＊ 2014-2015年度地區年會(新北市五股工商展覽館)
    (2012.04.18~2012.04.19)

30 ＊ 各社向地區總監申請R.I.社員及擴展獎截止日(2014.04.01~2014.04.30)

未定 ＊ 2014-2015年度地區扶青團年會 (為期兩天)

5月

1

＊ 各社向地區總監推薦T.R.F.傑出服務獎人選開始日
    (2015.05.01~2015.05.31)
＊ 各社向地區總監推薦T.R.F.前受獎人全球人道服務獎人選開始日
    (2015.05.01~2015.05.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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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 2015年5月總監月報出刊
＊ 各社4月份出席率及社員數報告→地區辦公室

15

＊ 地區獎助金最後撥款日
＊ R.I.社員及擴展獎→R.I.
＊ 助理總監「扶輪社訪問備忘錄」送交地區總監截止日
＊ 地區總監公式訪問報告→R.I.

31

＊ 各社更新社員名錄截止日，才能得到正確的7月期半年報。
＊ 各社向地區總監推薦T.R.F.傑出服務獎人選截止日
    (2015.05.01~2015.05.31)
＊ 各社向地區總監推薦T.R.F.全球前受獎人人道服務獎人選截止日
    (2015.05.01~2015.05.31)

6月 扶輪聯誼月

1 ＊ 扶輪社訪問備忘錄→R.I.

7 ＊ 2015巴西國際年會 (為期三天)

10
＊ 2015年6月總監月報出刊
＊ 各社5月份出席率及社員數報告→地區辦公室

15 ＊ R.I.郵寄七月份的半年報告及半年費繳款書→2015-2016年度各社秘書

30

＊ 各社必須完成其半年報告並繳交半年費
＊ T.R.F.傑出服務獎(DISTINGUISHED SERVICE AWARD)提名→T.R.F.
＊ T.R.F.全球人道服務獎(GLOBAL ALUMNI SERVICE TO HUMANITY
    WARD)→ T.R.F.

註：地區世界社區服務(WCS)暫定為十月
    友誼交換(RFE)待交換國家確認後，另行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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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2015年度地區總監公式訪問日程表

月份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星期六 星期日

7
月

1 2 3 4 5 6

午

晚

7 8 9 10 11 12 13

午 基隆社 板橋社
基隆
南區社

晚 宜蘭社

14 15 16 17 18 19 20

午 三峽社

晚 玉里社
新莊
東區社

宜蘭
西區社

21 22 23 24 25 26 27

午 新莊社
新莊
南區社

基隆
西北社

樹林社

晚
板橋
群英社
6:30

花蓮
美侖山社

28 29 30 31

午
板橋
南區社

晚
花蓮
中區社

鶯歌社
花蓮
東南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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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2015年度地區總監公式訪問日程表

月份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星期六 星期日

8
月

1 2 3

午 林口社
公共形象
研習會

晚
五股
金鐘社

4 5 6 7 8 9 10

午
板橋
西區社

土城
山櫻社

基隆
東南社

花蓮社
板橋
東區社

晚
宜蘭
南區社

新北
卓越社

蘇澳社
新北
和平社

11 12 13 14 15 16 17

午 五工社
三重
百福社

蘆洲
重陽社

扶輪日

晚 羅東社
台北
集賢社

礁溪社

18 19 20 21 22 23 24

午
新北市
福利旺社

板橋
中區社

土城社
三重
南欣社

新北市
百合社

晚 泰山社
羅東
西區社

三重
泰安社

25 26 27 28 29 30 31

午
樹林
芳園社

三重
千禧社

三重
南區社

基隆
東區社

青年領袖
獎訓練營

青年領袖
獎訓練營

晚
羅東
中區社

頭城社
羅東
東區社

北大
精英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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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2015年度地區總監公式訪問日程表

月份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星期六 星期日

9
月

1 2 3 4 5 6 7

午
三重
北區社

五股社
土城
中央社

新泰社

晚
基隆
中區社

中秋節 8 9 10 11 12 13 14

午 蘆洲社
板橋
北區社

晚
宜蘭
東區社

15 16 17 18 19 20 21

午
三重
三陽社

三重
東區社

三重
中央社

3490地
區網路社

晚
林口
幸福社

吉安社

22 23 24 25 26 27 28

午
新莊
中央社

頭前社 大漢溪社 三重社

晚

29 30

午
蘆洲
湧蓮社

晚
花蓮
港區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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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2015年度地區總監公式訪問日程表

月份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星期六 星期日

10
月

1 2 3 4 5

午
新北市
新世代社

晚
花蓮
華東社

花蓮
新荷社

6 7 8 9 國慶日10 11 12

午

晚

13 14 15 16 17 18 19

午

晚

20 21 22 23 24 25 26

午

晚

27 28 29 30 31

午

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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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90地區輪廓(扶輪社中英文名稱、創社日期、社員人數)

* 3490地區包括新北市(不含淡水市、汐止市、新店市、永和市、中和市)基隆市、
宜蘭縣、花蓮縣

表上日期以R.I.批准日期為準

Club ID Club Name 輪社名稱 創社日期 社員人數

16359 Chiao-Hsi 礁溪扶輪社 1978.05.13 55

16368 Hsinchuang 新莊扶輪社 1977.03.07 42

16371 Ilan 宜蘭扶輪社 1955.04.22 50

16372 Keelung 基隆扶輪社 1953.11.23 61

16373 Keelung East 基隆東區扶輪社 1977.04.25 62

16374 Keelung South 基隆南區扶輪社 1963.03.11 45

16375 Keelung Southeast 基隆東南扶輪社 1983.02.18 36

16376 Lotung 羅東扶輪社 1971.04.05 63

16377 Panchiao 板橋扶輪社 1967.05.06 140

16378 San Chung 三重扶輪社 1962.06.20 68

16379 San Chung East 三重東區扶輪社 1981.04.06 61

16380 Shulin 樹林扶輪社 1981.06.11 100

16381 Suao 蘇澳扶輪社 1977.05.18 108

16403 Toucheng 頭城扶輪社 1980.10.14 17

16411 Chian 吉安扶輪社 1980.11.11 67

16422 Hualien 花蓮扶輪社 1961.04.13 61

16423 Hualien Central 花蓮中區扶輪社 1983.04.06 64

16424 Hualien Harbour 花蓮港區扶輪社 1977.05.18 96

16482 Yuli 玉里扶輪社 1970.05.20 30

21063 Tucheng 土城扶輪社 1983.06.17 83

21940 Panchiao North 板橋北區扶輪社 1984.06.18 78

22168 Ilan West 宜蘭西區扶輪社 1984.10.22 41

23630 Lotung East 羅東東區扶輪社 1986.04.22 42

24255 Lu Chou 蘆洲扶輪社 1987.01.06 61

24607 Panchiao East 板橋東區扶輪社 1987.05.13 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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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676 Lin Kou 林口扶輪社 1987.05.28 99

25012 Hsintay 新泰扶輪社 1987.11.09 66

25163 Panchiao South 板橋南區扶輪社 1988.02.23 65

26058 Sanchung Central 三重中央扶輪社 1988.11.07 92

26398 Hualien Southeast 花蓮東南扶輪社 1989.05.14 32

26513
Hualien  Mei  Lung 
Shan

花蓮美侖扶輪社 1989.06.14 21

26817
Sanchung   Sou t h , 
Taipei

三重南區扶輪社 1989.11.29 56

27244 Lotung West 羅東西區扶輪社 1990.05.23 82

27665 Ilan East 宜蘭東區扶輪社 1990.11.28 32

27805 Sanchung North 三重北區扶輪社 1991.02.11 44

28506 Keelung Northwest 基隆西北扶輪社 1992.02.05 43

28516 Hualien Hua-Tung 花蓮華東扶輪社 1992.02.11 48

28893 Lu Chou Chungyang 蘆洲重陽扶輪社 1992.06.12 43

29288 I-Lan South 宜蘭南區扶輪社 1993.03.11 46

29345 Panchiao West 板橋西區扶輪社 1993.04.01 50

29382 Lo-Tung Central 羅東中區扶輪社 1993.04.20 77

30745 New Hualien 花蓮新荷扶輪社 1995.05.01 56

30766 Hsinchuang East 新莊東區扶輪社 1995.05.16 81

30768 Panchiao Central 板橋中區扶輪社 1995.05.23 36

30769 Wu Ku 五股扶輪社 1995.05.16 114

31674 Ying Ko 鶯歌扶輪社 1996.06.12 37

50174 Tucheng Central 土城中央扶輪社 1997.02.26 143

50811 Sanchung Sanyang 三重三陽扶輪社 1997.11.26 131

50923 Hsinchuang Central 新莊中央扶輪社 1998.02.18 118

50940 Wu Kung 五工扶輪社 1998.03.09 106

51124 Sanchung Nan Shin 三重南欣扶輪社 1998.05.13 42

3490地區輪廓(扶輪社中英文名稱、創社日期、社員人數)

* 3490地區包括新北市(不含淡水市、汐止市、新店市、永和市、中和市)基隆市、
宜蘭縣、花蓮縣

表上日期以R.I.批准日期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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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234 Taipei County Jixian 台北集賢扶輪社 1998.05.27 32

51236 Shulin Fangyuang 樹林芳園扶輪社 1998.05.27 77

51281 Keelung Central 基隆中區扶輪社 1998.06.10 46

51283 Hsinchuang South 新莊南區扶輪社 1998.06.10 68

51288 San Hsia 三峽扶輪社 1998.06.10 92

52173 Taishan, Taipei 泰山扶輪社 1999.05.19 44

53716
Sanchung Chianshi, 
Taipei

三重千禧扶輪社 2000.05.31 64

62002
T a k o h am   R i v e r , 
Taipei County

大漢溪扶輪社 2003.04.30 69

64817
Tuch e n g   S a n y i n , 
Taipei County

土城山櫻扶輪社 2004.03.19 66

68019 Wu Ku Jin Jong 五股金鐘扶輪社 2005.02.17 32

78551 New Taipei City Lily 新北市百合扶輪社 2008.03.11 45

79351 Luchou Yonglian 蘆洲湧蓮扶輪社 2008.06.06 34

81861 Sanchung Tai-An 三重泰安扶輪社 2009.03.23 32

81862 Toucian 頭前扶輪社 2009.03.23 56

83072
New Taipei City Fu 
Li Wan

新北市福利旺扶輪社 2010.04.16 19

83705
E-Club  of  District 
3490

3490地區網路扶輪社 2011.02.14 60

83738 Panchiao Elite 板橋群英扶輪社 2011.03.11 75

83744 Sanchung Bai-Fu 三重百福扶輪社 2011.03.17 20

83864
New  Taipe i   C i t y 
New Generations

新北市新世代扶輪社 2011.05.24 33

84950
New  Taipe i   C i t y 
Peace

新北市和平扶輪社 2013.03.11 33

85500
New  Taipe i   C i t y 
Excellent

新北市卓越社 2013.12.20 34

林口幸福社 2014.04.18

3490地區輪廓(扶輪社中英文名稱、創社日期、社員人數)

* 3490地區包括新北市(不含淡水市、汐止市、新店市、永和市、中和市)基隆市、
宜蘭縣、花蓮縣

表上日期以R.I.批准日期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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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 5：地區各委員會的角色和責任 
國際扶輪理事會建議地區設置以下9個常設委員會，負責持續性的行政管理功能。（地區可依其

需求增設委員會）︰ 
  地區年會 
  地區計畫（如扶青團、青少年交換、RYLA、WCS） 
  擴展 
  財務 
  社員發展 
  公共形象 
  扶輪國際年會推廣 
  扶輪基金會 
  訓練 

沒有列入在此附錄的地區委員會之資訊，請參考程序手冊(035) 

 

1. 地區年會 District Conference 
在總監的指示下，地區年會委員會應計劃及推廣地區年會，並且執行必要的安排以確保最高出

席率。 

 
責任︰ 
 
  選擇地區年會地點及協調所有相關的後勤支援 
  協調年會的財務以保證最高出席率 
  提升年會出席情況，特別著重在 
— 新扶輪社社員 
— 新創立扶輪社 
— 每個扶輪社的代表 
  推廣地區年會到外面的社會大眾，如媒體、社區領導人及扶輪計劃的受益人 
  與地區訓練師合作，協調地區領導研習會DLS與地區年會共同舉辦 

 
 

2. 地區計劃 District Programs 
地區計劃委員會推廣及管理地區持續性之活動、專案或國際扶輪計畫，並且提供支持及指導給

地區內參與該特定計劃的扶輪社。計畫包括︰ 
  扶輪少年服務團 
  扶輪青年服務團 
  扶輪社區服務團 
  扶輪聯誼 
  扶輪友誼交換 
  扶輪義工 
  青少年交換 
  扶輪青年領導獎（RYLA） 
  世界社區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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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扶輪理事會建議地區設置以下9個常設委員會，負責持續性的行政管理功能。（地區可依其

需求增設委員會）︰ 
  地區年會 
  地區計畫（如扶青團、青少年交換、RYLA、WCS） 
  擴展 
  財務 
  社員發展 
  公共形象 
  扶輪國際年會推廣 
  扶輪基金會 
  訓練 

沒有列入在此附錄的地區委員會之資訊，請參考程序手冊(035) 

 

1. 地區年會 District Conference 
在總監的指示下，地區年會委員會應計劃及推廣地區年會，並且執行必要的安排以確保最高出

席率。 

 
責任︰ 
 
  選擇地區年會地點及協調所有相關的後勤支援 
  協調年會的財務以保證最高出席率 
  提升年會出席情況，特別著重在 
— 新扶輪社社員 
— 新創立扶輪社 
— 每個扶輪社的代表 
  推廣地區年會到外面的社會大眾，如媒體、社區領導人及扶輪計劃的受益人 
  與地區訓練師合作，協調地區領導研習會DLS與地區年會共同舉辦 

 
 

2. 地區計劃 District Programs 
地區計劃委員會推廣及管理地區持續性之活動、專案或國際扶輪計畫，並且提供支持及指導給

地區內參與該特定計劃的扶輪社。計畫包括︰ 
  扶輪少年服務團 
  扶輪青年服務團 
  扶輪社區服務團 
  扶輪聯誼 
  扶輪友誼交換 
  扶輪義工 
  青少年交換 
  扶輪青年領導獎（RYLA） 
  世界社區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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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 
 
  協調與該計畫有關的全地區性工作 
  透過定期與助理總監及扶輪社接觸推動對於計畫的參與 
  在地區各項會議中宣傳成功的計畫，並推廣到地區的各扶輪社 
 訪問地區內的扶輪社以說明有關特定國際扶輪計劃運作有效的例子（邀請計畫參與者蒞社演

講，來宣傳成功的計畫並且鼓勵扶輪社投入） 
  協助扶輪社的計劃委員會主委們執行他們的職責 
  鼓勵扶輪社確認特定計劃可以協助的當地需求 
  找出地區的計畫中與當地的非扶輪服務性組織有可能合作的領域 
  聯絡RI 以分享成功的故事，並符合計畫的報告規定 

 
 

3. 地區擴展 District Extension 
在總監的指示下，地區擴展委員會應擬定並執行一個計劃，去籌組新的扶輪社。 

 
責任︰ 
 
 確認符合創立一個新扶輪社的人口條件、而還沒有扶輪社的社區。 
 確認能設立新扶輪社、而且不會降低已存在扶輪社提供社區服務機會的社區。 
 協助籌組並建立新的扶輪社。 

 
 

4. 地區財務 District Finance 
地區財務委員會藉由覆查及研究社員每名分攤徵收費及地區行政之必要費用，以保護地區基金

之資產，並準備地區財務狀況之年度報告。 
 
責任︰ 
 
 與地區總監合作準備地區費用之預算，至少在地區講習會的四星期前提交給各扶輪社，並在

前述講習會中之扶輪社社長當選人會議上通過。 
 覆查及建議社員分攤金之金額。任何社員分攤金必須在地區講習會經出席之下屆社長四分之

三以上的同意、或經地區年會投票代表過半數的同意、或在社長當選人訓練研習會經經出席

之社長當選人四分之三以上的同意始得通過。 
 確保收支費用的正式記錄要被保存下來。 
 準備出一份年度財務報告，並於地區講習會中提出。 
 委員會中的一位委員，最好是財務，將與地區總監共同為地區基金銀行帳戶的簽名者，任何

提款皆需二者之簽名。 
 前述銀行帳戶將以地區的名義開立。 
 檢視地方及國家稅務規定以確認地區該申報之稅表；並確保地區遵守地方及國家的財務法

規。 

5. 社員發展 Membership Development 
這個委員會確認、推廣及執行適合於地區內且能實現社員成長目標的發展策略。 

 
責任︰ 
 
 計劃、推廣及舉辦一個地區社員發展研習會 
 鼓勵扶輪社儘力代表其社區的事業與專業人口的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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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確定各扶輪社知悉可以由RI取得的社員發展的資源 
 與地區總監及扶輪社領導人共同合作以確保地區達成它的社員目標 
 協調全地區社員發展活動。 
 鼓勵扶輪社參與國際扶輪或社長的社員發展表彰計劃。 
 與其他的地區委員會（如擴展極公共關係委員會）保持溝通，以協調對社員成長有助益的活

動。 
 讓扶輪社社員發展委員會成員們知曉地區發展委員會可以提供協助 
 鼓勵扶輪社擬定並執行一個社員招募計畫 
 協助扶輪社社員發展委員會主委執行他們的責任。 
 訪問扶輪社以宣導有效的社員發展策略。 
 確保每個扶輪社委員會皆有一本社員發展資源指南Membership Development Resource Guide
（417-EN），以及網路版的可共同使用的工具扶輪社評估工具Club Assessment Tools。 

 
 

6. 公共形象 Public Image 
地區公共形象委員會應推廣扶輪到外面的一般大眾，並且促成其對扶輪計劃的瞭解、認識及支

持。同時，該委員會也應該讓扶輪社社員瞭解到有效的對外宣傳、有利的公共形象及一個正面

的形象對扶輪來說是需要且必要的目標。 
 

責任︰ 
 
 與地區總監及關鍵委員會之主委保持聯繫，以持續得到值得推廣／宣傳的地區計劃及活動之

資訊。 
 鼓勵扶輪社以建立公共關係為優先。 
 推廣扶輪到外面的社會大眾，如媒體、社區領導人及扶輪計劃的受益人。 
 聯絡媒體以報導地區計劃及活動中具有新聞價值的故事。 
 與扶輪社分享國際扶輪公共關係的相關資訊。 
 尋求機會與個別的扶輪社說明公共關係的重要性。 
 推廣RI識別標章 

 
 

7. 扶輪國際年會推廣 RI Convention Promotion 
扶輪國際年會推廣委員會應在整個地區鼓勵扶輪社社員出席每年度扶輪國際年會。 
 
責任︰ 
 
 出席扶輪社和地區會議以推廣國際年會。 
 扮演國際年會資料和資訊的一種地方資源。 
 與區域級（Zone-Level）扶輪國際年會推廣委員會委員溝通，並協助推廣。 
 接洽可能註冊之社員。 
 如有必要，將重要的國際年會資訊翻譯成當地的語言文字。 
 建立或擴展地區網站，以連結到國際扶輪網站。 

 
 

8. 扶輪基金會 The Rotary Foundation 
地區扶輪基金會委員會協助總監教育、激發及激勵扶輪社社員參與扶輪基金會計劃和募款活動，

委員會扮演扶輪基金會與扶輪社社員之間的聯絡人。總監為這個委員會的當然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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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會結構︰ 
地區扶輪基金會委員會的委員擔任8個小組委員會的主委︰ 

 前受獎人 
 永久基金 
 年度捐獻 
 根除小兒麻痺症等疾病 
 獎助金 
 扶輪世界和平研究員獎學金 
 團體研究交換 
 獎學金 

 
責任︰ 
 
 協助地區總監舉辦一個由社長、社長當選人、扶輪社基金委員會、以及其他扶輪社友參加的

地區扶輪基金研習會。 
 協助地區訓練委員會所舉辦的社長當選人訓練會以及地區講習會的扶輪基金課程。 
 在總監當選人擬定其總監年度要達成的地區基金會目標前，協助取得扶輪社社員的投入資

訊。 
 鼓勵扶輪社每年至少舉辦兩次有關基金會的節目，特別注重於11 月，也就是扶輪基金月。 
 推動透過鼓勵對年度計畫基金的定期捐獻以及對永久基金的捐贈，對基金會各項計畫提供高

度的財務支持。 
 鼓勵扶輪社以捐贈的行動，支持國際扶輪”END POLIO NOW”兩億美金挑戰。 
 確保地區基金會所有的募款及計畫的協調，包括年度計劃基金、教育計畫、人道獎助金計畫、

永久基金、及根除小兒麻痺症等疾病夥伴計劃。 
 與地區總監以及總監當選人諮商，協助決定如何使用地區指定基金。 
 對於地區贊助的人道及教育計畫活動，維持財務監查並確保及時提交最終報告給扶輪基金

會。 
 提名資格符合的扶輪基金會服務獎勵名單給總監。 

 
額外訓練要求 
所有地區扶輪基金委員會成員被期待出席由地域扶輪基金會協調人(RRFC)主辦的地域扶輪基金

研討會。 
 
 

9. 訓練 Training 
本委員會支援地區總監與總監當選人對扶輪社與地區領導人的訓練活動，並督導地區的整體訓

練計劃。地區訓練師擔任本訓練委員會的主委，視需要將各項訓練會議與儀式的責任分派出去。 
 
責任︰ 
 

 瞭解委員會成員要對每一項會議的召集人負責。 
 

 與總監當選人合作，舉辦： 
— 地區團隊訓練會(DTTS) 
— 社長當選人訓練會(PETS) 
— 地區講習會(DTS) 

 
 與總監合作，舉辦或協助： 
— 新扶輪社社員 
— 地區領導人研習會(D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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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領導人發展計畫，如有需要 
— 扶輪社層級訓練 
— 扶青團領導人訓練會 
— 其他地區層級的訓練活動，如有需要 

 
 在地區扶輪基金研習會與地區社員研習會的訓練議題上提供訓練方面的諮詢服務。（這些訓練

會是其他委員會的主要責任） 
 在會議召集人的方向架構下，協助籌畫： 
— 會議內容 
— 章節引導 
— 尋找講師及其他義工 
— 協助講師所需之準備 
— 活動評估 
— 後勤支援事項 
 如有需要，支援扶輪社的訓練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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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扶輪禮節

前    言 

國際扶輪有詳細的扶輪禮儀規定，有關國際及
地區扶輪禮儀，地區總監應予規劃、推廣，並
建議要求各社遵循。 

扶輪禮儀 
Rotary Protocol 

2014.01.20-23 
國際扶輪理事會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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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扶輪禮節(地區層級) 
Rotary International Protocol 

• 地區總監District governors  
• 前地區總監(按資歷) Past governors (in order of seniority) 
• 扶輪協調人、扶輪公共形象協調人、地域扶輪基金會協調人及冠

名捐款/巨額捐獻顧問Rotary coordinators, Rotary public 
image coordinators, & regional Rotary Foundation 
coordinators, and endowment/major gift advisers. 

• 總監當選人District Governors-elect  
• 總監提名人District Governors-nominee  
• 地域及地帶層級各委員會委員                                            

Regional and zone level committee members  
• 助理總監Assistant governors  
• 地區秘書/財務長District secretaries/treasurers  
• 地區各委員會委員District committee members 

 

國際扶輪禮節(RI及區域層級)  
Rotary International Protocol 

• 國際扶輪秘書長General secretary  

• 國際扶輪前理事(按資歷) Past directors (in order of seniority)  
• 國際扶輪理事當選人 Directors-elect  

• 扶輪基金會前保管委員會委員(按資歷) Past trustees (in order of 
seniority) 

• 扶輪基金會下屆保管委員會委員Incoming trustees 

• 國際扶輪理事提名人Directors-nominee  

• 國際扶輪前秘書長(按資歷) Past general secretaries (in order of 
seniority)  

• 英愛國際扶輪社長、甫卸任前社長、副社長、及名譽財務長
President, immediate past president, vice president, and 
honorary treasurer of RIBI  

國際扶輪禮節(RI層級) 
Rotary International Protocol 

• 國際扶輪社長(或社長代表) President (or president’s rep.)  
• 國際扶輪前社長(按資歷) Past presidents  
• 國際扶輪社長當選人 President-elect  
• 國際扶輪社長提名人 President-nominee 
• 國際扶輪副社長 Vice president  
• 國際扶輪財務長 Treasurer  
• 國際扶輪理事執行委員會主委Director Executive committee chair  
• 國際扶輪其他理事 Other directors  
• 扶輪基金會保管委員會主委 Trustee chair  
• 扶輪基金會保管委員會主委當選人 Trustee chair-elect  
• 扶輪基金會保管委員會副主委 Trustee vice chair  
• 扶輪基金會保管委員會其他委員 Other trustees  

 

扶輪禮儀 
優先順序 

1. 現任優先─過去優先─未來。 

2. 國際層級優先─地區層級優先─扶輪社層級。 

3. 在扶輪集會時，對各職員依序稱呼致意一次即可。 

4. 在地區會議時，外國或他區來訪扶輪社員可排在相
同等級當地社員之前，以示禮遇。配偶陪同時，其
席次與該社員同。但可視空間作變換調整。 

5. 以上禮節之順序係依照國際扶輪建議之規定，可稍
作彈性調整，以符合當地之習俗及文化。 

國際扶輪禮節(扶輪社層級) 
Rotary International Protocol 

• 社長Club presidents 

• 扶輪社社長當選人Club presidents-elect 

• 扶輪社副社長Club vice presidents 

• 扶輪社秘書Club secretaries 

• 扶輪社財務Club treasurers 

• 扶輪社糾察Club sergeants-at-arms 

• 扶輪社理事會其他成員Other club board members 

• 扶輪社各委員會主委Club committee chairs 

• 前助理總監Past assistant governors 

• 扶輪社員Rotarians 

• 扶輪基金會前受獎人Rotary Foundation alumni 

• 扶輪社員家屬Rotarians’ famil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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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扶輪社 3490 地區 
「扶輪傳愛‧佈老樂活」扶輪日活動 

實施計畫 
一、 緣起 

2014-2015 RI 社長 黃其光先生以光躍扶輪為主題來推廣扶輪日

活動。年度地區團隊考量台灣地區已進入高齡化社會，我國人口

老化速度愈趨快速，依照經建會推估 2016 年後老年人口數比兒

童人口數多；另外，扶老比也急速下降，在 2010 年平均每 6.6 位

工作人口照顧 1 位老人，推估至 2060 年降為每 1.2 位工作人口照

顧 1 位老人。 

針對高齡化社會人口快速老化的大海嘯，並協助一般家庭減輕 

   龐大家庭照顧壓力，扶輪日規劃方向變以配合新北市推出「在地 

   就養、健康樂活五安服務」方案，以及 2014 年「高齡照顧存本專 

   案」，推動全地區參與，並鼓勵社友與員工共同擔任佈老志工和 

   世代志工，發揮社友的職業服務與社會服務來幫助需要幫助的老 

   人，並擴大國際扶輪與 3490 地區形象，進而推廣扶輪。 

二、活動目的 

(一) 國際扶輪 3490 地區【扶輪傳愛佈老樂活扶輪日活動】。 

(二) 鼓勵擔任世代志工或佈老志工，建立共助互助的平台。 

(三) 擔任世代志工或佈老志工的服務時數可永續存取，為自己或

親友儲存未來的照顧資源。 

(四) 全地區累計 1 萬小時志工服務暨媒合專業居家照顧資源。 

三、指導單位：新北市政府 

四、辦理單位：國際扶輪社 3490 地區 

五、期程： 2014.07.01-2015.06.30 

六、辦理地點：3490 全區 

國際扶輪 3490 地區

、

國際扶輪 3490 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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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活動內容：本活動配合新北市政府志工銀行及實物銀行兩大系統

推動，在既有服務基礎上創造新的服務能量，以志工銀行做服務

管理，以實物銀行廣結社會資源推動社會服務。 

八、服務內容與服務對象：本活動將積極召募世代志工和佈老志工，

接受過相關訓練後至健康不佳長輩家或社區服務據點服務，累積

之服務時數未來可捐贈做公益或兌換服務時數，提供自己或親友

使用。 

(一)世代志工： 

1.接受過新北市政府衛生局辦理的 3 小時懂老訓練後成為世

代志工。 

2.團體服務：採團進團出方式到各扶輪社所在地各社區老人

服務據點，如社區照顧關懷據點、銀髮俱樂部、老人共餐

點等服務據點(請參考 http://www.sw.ntpc.gov.tw＞福利服

務＞老人福利＞老人福利相關名冊)服務健康長輩。 

(二)佈老志工： 

１、不論各年齡層，只要願意散佈愛心、關心照顧長輩，可

到健康不佳長輩家中服務，經過新北市政府勞工局辦理

的 18 小時居家服務訓練後，成為佈老志工。 

２、至健康不佳長輩家中服務：陪伴散步、陪伴運動、陪伴

購物、送餐服務及文書服務 5 項服務。 

(三)提供專業居家服務 

１、經由新北市政府社工員評估後需身體照顧服務者，由受

過 90 小時照顧服務員訓練取得結業證書之照顧服務員

到案家服務。 

２、每小時提供 180 元服務費，各社視情況編列認捐提供計

時專業照顧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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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扶輪3490地區2014-2015年度地區訓練研習會

組織表
   時間：2014年5月3日（星期六） 主辦社：樹林芳園社、大漢溪社

   地點：新北市政府 主 委：嚴玉梅 P.P. May (樹林芳園社)
  (220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一段161號) 副主委：陳榮勝 P.P. Johnson (大漢溪社)
 司 儀：陳美玲 Teresa、徐耀中 Shoes

職稱 姓名/組長 社別 工作項目

總監 吳維豐 D.G. David 新莊中央社 諮詢暨指導

總監當選人 洪清暉 I.D.G. Ortho 板橋西區社 訓練會召集人

地區訓練主委 賴正時 P.D.G. Victor 板橋社 統籌活動

訓練會主委 嚴玉梅 P.P. May 樹林芳園社 主持及執行全盤籌備工作

訓練會副主委 陳榮勝 P.P. Johnson 大漢溪社 協助主委籌劃工作

大會執行長 簡東閔 P. Solar 大漢溪社 議程進行指揮調度

主辦社社長 林麗卿 P. Fortuna 樹林芳園社 協調各組之活動

糾察組

組長：P.P. Benson
組員：Jerry、S. Cable、
      P.P. Coin、Copper、

Kinmen、P.P. Banker

大漢溪社 維持會議議程及進場時間控制

總務組 總監當選人辦公室
會場用品之準備：扶輪徽(糾察
牌、名牌、桌牌、座位牌、場
地牌、路標、指示牌等制作)

引導(交通)組
組長：P.P. Johnson
組員：Cash、Mark、USB 

大漢溪社
接待貴賓、引導人、社友及座
位引導

場務組
佈置組

組長：P.P. Tina
組長：I.P.P. Carol
組員：P.P. Benson、
         S. Angel、Melody

樹林芳園社

準備物品：扶輪鐘、槌、芳園
社及大漢溪社大社旗、NB、背
心、訓練會座位安排、路線引
導旗幟、路標設置、會場佈置

報到組

組長：P.P. Janice
組員：Bank、Melody、Sophie 
         I.P.P. Carol、WaWa、
         Marina

樹林芳園社
辦理報到事宜、分發訓練手
冊、名牌

音控組 組長：V.P. J.J 大漢溪社 會場音響、空調控制、投影機

膳食組 S. Angel、P.P. Cutter 
樹林芳園社
大漢溪社

司儀組 Teresa、Shoes
樹林芳園社
大漢溪社

訓練會議程進行(熟悉會場及掌
控各項開會器材)

刊物組 地區辦公室
彙集訓練手冊編排及印刷、感
謝狀、聘書函文

善後組
P. Fortuna、S. Angel、
P. Solar、S. Cable

樹林芳園社
大漢溪社

現場支援各組不足之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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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T-A-R-Y That Spells Ro-ta-ry ;  R-O-T-A-R-Y 叫做扶輪社，

R-O-T-A-R-Y is known on land and sea ;  R-O-T-A-R-Y 早已聞名世

界，

From North to South, from East to West,  從南到北，由東至西，

He Pro-fits most who serves the best ; 服務最多，獲益最大，

R-O-T-A-R-Y That Spells Ro-ta-ry.  R-O-T-A-R-Y 叫做扶輪社

R-O-T-A-R-Y That Spells Ro-ta-ry ;  R-O-T-A-R-Y 叫做扶輪社，

R-O-T-A-R-Y is one great fa-mi-ly ;  R-O-T-A-R-Y 像一個大家

庭，

Where Friend-Ship binds for man's up-lift, 增進情感，促進友誼，

Where each one strives his best to give ;  各盡己力，服務他人，

R-O-T-A-R-Y That Spells Ro-ta-ry.  R-O-T-A-R-Y 叫做扶輪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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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扶輪頌

歡迎區總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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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獎勵項目
已達成 

(請勾選)
得分 備註

1 輔導成立新社

扶輪社 
25  
網路社 
10   
衛星社 

5  

每社

2 社員人數淨成長達成15%以上 15 
社員總人數需
為25名以上

3
2015年3月15日前達成社員人數淨成
長3名

10 

4 成立社區服務團、扶青團、扶少團 10 每團

5 輔導社區服務團、扶青團、扶少團 5 每團

6
在扶輪社中央系統(Rotary Club 
Central)填交2014-15年度社員發展目
標並達成該目標

5 

7
確保每一位社員在我的扶輪 (My 
Rotary) 都有簡介資料

5 

8
成功招募社員配偶一位成為社員，或成
功推薦一位配偶給另一個扶輪社為社員
(不含寶眷社友)

5 每位

9
成功招募一個扶輪青年服務團前團員或
扶輪前受獎人加入貴社，或成功推薦他
們給另一個扶輪社為社員。

5 每位

10
寶眷社員人數達成社友人數80% (含)
以上

15 
9、10
擇一勾選

11 寶眷社員人數維持100% 20 
9、10
擇一勾選

1

主辦全球獎助金計劃或完成一項以上符
合焦點領域相關的國際服務計畫：
＊和平及預防/解決衝突
＊預防及治療疾病
＊水及衛生
＊母子健康
＊基礎教育及識字
＊經濟及社區發展

主辦社 
25   
協辦社 

5   
每案

2
參與青少年交換計畫RYE (inbound / 
outbound)

5 每位

3 推薦四名參加扶輪青年領袖營RYLA 5 

4 參與接待國際扶輪友誼交換 (RFE) 3 每位

國際扶輪3490地區2014-2015年度

                            地區獎勵點燈計畫表                2014/4/28暫訂

項目

社

員

擴

展

國

際 

服

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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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5位以上(含社友、寶眷社友)參予2014
年10月24日七地區End Polio之夜扶輪
日活動

5 

6 參與地區WCS外蒙古訪問計劃 5 每位

7
配合指定捐款至地區ＷＣＳ全球獎助金
計劃

5 每1000USD

1

完成符合一個（以上）扶輪焦點領域相
關的國際或當地的服務計畫：＊和平及
預防/解決衝突
＊預防及治療疾病
＊水及衛生
＊母子健康
＊基礎教育及識字
＊經濟及社區發展

5 每案

2
以社或分區為單位，舉辦符合年度主題
「光耀扶輪」的社區扶輪日服務活動

5 

3
年度服務計畫預算支出比上一年度成長
10%並執行完成

10 

4
參與地區推廣一日志工服務精神，擬定
計劃並執行完成

5 

5
5位以上(含社友、寶眷社友)參予2014
年8月17日地區扶輪日活動

5 

6 參與並捐獻肝病防治計畫 10 

7 承辦District Grant 服務計畫

主辦社 
15   
協辦社 

5  

每項

8 登錄地區公益網並媒合完成案例 10 

1
年度內達成保羅哈里斯、永久基金之社
友

１ 每位

2
年度內達成阿奇柯蘭夫捐獻之社友
AKS Member 

30 每位

3
年度內達成巨額捐獻之社友 Major 
Donor 

8 每位

4
在扶輪社中心(Rotary Club Central)填
交2014-15年度扶輪基金會捐獻目標並
達成該目標

5 

5
舉行募款或宣導活動來支持根除小兒麻
痺，把扶輪對根除小兒麻痺的貢獻告訴
社區。

5 

6
達成全社百分之百參與扶輪基金會年度
基金捐獻

5 

7
達成全社百分之百參與年度基金捐獻並
每位社員平均捐獻至少100美元

5 

8
捐獻中華扶輪教育基金達NT$20,000
元/單位以上

2 每單位

9 捐獻中華扶輪教育冠名基金 5 每名

10 捐獻中華扶輪教育永久基金 3 每名

服

務

計

畫

基

金

貢

獻

服

務

計

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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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5位以上(含社友、寶眷社友)參與
2014.08.17地區扶輪日活動，宣導扶
輪、提升扶輪公共形象.

5 

2
完成地區共同主辦之自行車鐵騎環島活
動，宣導根除小兒麻痺運動，提升扶輪
公共形象

5 每位

3 設立扶輪公共形象看板 5 

4
9月30日前設立扶輪社網站、網頁、臉
書或部落格或將社刊網路化，並定期維
護之。

5 

1 本社主辦或參與一個扶輪日活動

主辦 
10   
參與 
5 

2
社長在12月15日以前註冊並出席2015
年國際扶輪聖保羅年會

10 

3
社員(含寶眷不包含社長)在2014年12
月15日以前註冊2015年國際扶輪聖保
羅年會。

5 每位

4
註冊巴西聖保羅年會社友人數達5名社
友以上

5 

5
參與2014年亞洲地帶扶輪研習會(馬來
西亞)

3 每位

6
刊物、各項活動、網站及社交媒體網
頁上依新視覺標示準則 (visual identity 
guidelines)編排與設計

5 

7 出席台北埠際會議1人以上 2 每位

8
派員參加地區舉辦之訓練會議達各項會
議要求之最低參與人數，並按時報名及
繳交全部費用

5 

9 舉辦兩次以上新社友研習會 5 

10
投稿並刊登總監月刊、扶輪月刊或地區
網站，宣導扶輪訊息暨表彰各社服務成
就

3 每篇

11
9月30日前建立社員電子郵件信箱並傳
送地區電子報達50%社員

5 

12
按期繳交國際扶輪上、下半年年費並更
新社員資料

5 

13 按期繳交地區上、下半年分攤金 5 

14
12月31日前100%繳交地區活動配合
款(地區扶輪日、新世代扶輪日、End 
Polio Cycling Tour)

10 

15 繳交台灣扶輪總會會費 1 

公

共

關

係

扶

輪

參

與

備註： 適用於獎勵盞燈計畫表之活動及計畫繁多，為免遺珠，凡各委員會通過之活動及計畫，未列

於上列獎勵點燈計畫表中者，可將該計畫送至地區獎勵委員會，並由總監核可後實施，其效

力等同於本點燈計畫之獎勵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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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扶輪3490地區2014-15年度地區獎勵辦法    2014/04/28暫定

以社為獎勵對象

【總監年度獎】：需全部達成以下三項

(1) 100%支持地區配合款計劃             

(2) 達到150盞燈以上

【總監光耀扶輪獎】：需全部達成以下三項

(1) 100%支持地區配合款計劃               

(2) 達到200盞燈以上

【總監年度光耀扶輪獎】：需全部達成以下三項

(1) 100%支持地區配合款計劃                

(2) 達到250盞燈以上  

【社員成長獎】

1.社員人數淨成長前八社與予獎勵【列入評比門檻為超過(含)三 人】

2.社員淨成長率前八社與予獎勵【列入評比門檻為超過(含)15%】

3.寶眷社友人數達到社員人數80%各社與予獎勵

【服務計畫獎】

由各社自行提出一項最佳服務計畫成果，評選前八社服務計畫與予獎勵

【扶輪日活動獎】

由各社自行提出一項最佳扶輪日活動成果，評選前八社扶輪日活動與予獎勵

【地區扶輪基金貢獻獎】                                                             

(1)捐獻扶輪基金總金額前八社與予獎勵                                                    

(2)捐獻扶輪基金總金額較2013-2014成長率前八社與予獎勵                             

(3)地區扶輪基金捐獻平均額(寶眷社友數不列入分母)前八社與予獎勵

【中華扶輪基金傑出貢獻獎】             

(1) 捐獻中華扶輪教育基金總金額前八社與予獎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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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捐獻中華扶輪教育基金總金額較2013-2014成長率前八社與予獎勵                             

(3)  捐獻中華扶輪教育基金平均金額(寶眷社友數不列入分母)前八社與予獎勵

【國際年會推廣貢獻獎】                

註冊參與巴西聖保羅年會社友達五人以上各社與予獎勵

【扶輪基金EREY貢獻獎】                

(1)100%社友響應捐獻，平均每人達美金100元以上各社與予獎勵

(2) 達成全社百分之百參與扶輪基金會年度基金捐獻各社與予獎勵

【總監認為應予表彰者】

以社友個人為獎勵對象

【地區社員發展功績獎】

年度內引薦三名以上新社員之社友

【地區新社發展功績獎】

年度內輔導與創立新社之總監特別代表與輔導主委

【地區服務功績獎】

表彰擔任年度地區職、委員及推動各項地區服務計畫貢獻卓著之社友

【扶輪基金功績獎】

表彰年度內實際達到巨額捐獻以上之社友

【中華扶輪教育基金特別貢獻獎】

碩士獎學金NT$150,000累積達成社友

博士獎學金NT$200,000累積達成社友

捐贈冠名獎學金之社友

捐贈永久基金之社友

【End Polio Cycling Tour全程獎】

表彰全程參與鐵騎環島活動之社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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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卓越貢獻獎】

年度對地區發展有明顯事績的社友，經由助理總監提報者

【總監認為應予表彰者】

以分區為獎勵對象

【分區年度光耀扶輪獎】 獎勵總燈數前3名分區與予獎勵

(1) 分區各社100%支持地區配合款計劃(5盞燈)

(2) 舉辦分區一項扶輪日活動(5盞燈)

(3) 分區成立新社(3盞燈/社)

(4)  分區淨社員總人數成長率(寶眷社友數不列入分母)前五名(各得5,4,3.2.1

盞燈)

(5) 分區寶眷社員比率前五名(各得5,4,3.2.1盞燈)

(6) 分區基金捐獻成長率前五名(各得5,4,3.2.1盞燈)

(7) 分區中華扶輪基金捐獻成長率前五名(各得5,4,3.2.1盞燈)

評審單位：總監辦公室
地區獎勵委員會

各扶輪社申報截止日：2015年3月15日下午5時前送達地區辦事處



│地區訓練研習會│ │2014-2015│訓練研習會手冊│1 5 4



│地區訓練研習會│ │2014-2015│訓練研習會手冊│ 1 5 5



│地區訓練研習會│ │2014-2015│訓練研習會手冊│1 5 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