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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扶輪3490地區2016-2017年度地區團隊訓練會
議 程 表

●時間：2016年03月12日(星期六) ●主辦社：板橋扶輪社
●地點：大直典華 (五樓藏真廳) ●主 委：劉紹榮 I.P.P. Alex

(104台北市中山區植福路8號) ●司 儀：黃永昌 P.E.Bank、江能裕 Family、
  陳主義 Truck、賴宏榮 Stock、黃志光 Wealth
時 間 議 程 主講人 / 演練人

09:00~09:30 報到、聯誼 報到組、接待組

09:30~09:31 鳴鐘開會 謝木土 I.D.G. Concrete  (基隆東南社)
09:31~09:35 唱扶輪歌曲 板橋扶輪社

09:31~09:35 介紹貴賓 林金城 2016-2017 D.S. Jack (基隆東南社)
09:35~09:38 地區團隊訓練會主委致詞 劉紹榮 I.P.P. Alex (板橋社)
09:38~09:43 總監致詞 邱添木 D.G. Polish (鶯歌社)
09:43~09:46 地區訓練委員會主委致詞 林榮吉 P.D.G. Kamaboko (基隆東南社)
09:46~10:15 地區年度目標及工作重點 謝木土 I.D.G. Concrete (基隆東南社)
10:15~10:35 專題演講(1)：國際扶輪現況 林修銘 R.I.D. Frederick (台北市同德社)
10:35~10:55 專題演講(2)：扶輪基金會現況 李進賢 P.D.G. E.N.T. (板橋北區社)

10:55~11:05
專題報告：地區單車環島

根除小兒麻痺活動
張新宏P.P. House (三峽社)

11:05~12:15
專題報告：青少年服務

青少年服務委員會主委 林金塗 P.P. Apollo  (宜蘭社)
扶輪少年服務團(Interact)主委 曹光炎 P.P. Power  (宜蘭東區社)
扶輪青少年領袖獎(RYLA)主委 林麗華 P.P. Tina (樹林芳園社)
扶輪青少年交換(RYE)主委 李昇穎 P.P. Sign (大漢溪社)
亞太扶青團會議主委 陳武吉 P.P. Sackson  (基隆西北社)
新世代服務交換(NGSE)主委 陳玉愛 P.P. Helen (樹林芳園社)
地區成年禮主委 楊杰 P.P. Jack (宜蘭社)
扶輪青年服務團(Rotaract)主委 劉慧敏 P.P. Jasmine (土城山櫻社)

12:15~12:25
專題報告： 職業訓練團隊(VTT)

年度計劃案
陳嗣民C.P. Boris  (新北卓越社)

12:25~12:35
專題報告： 扶輪友誼交換(RFE)

年度計劃案
陳向緯I.P.P. Brian  (三重東區社)

12:35~13:50 攝影、餐敘
攝影組：黃火木 P.P. Wood (三重東區社)
餐　飲：板橋社

13:50~14:00 樂活時間

分組討論 助理總監、地區副秘書 地區委員會

14:00~14:35 角色與責任
引言人5分 柯玟伶 P.D.G. Amanda (三重南區社) 劉祥呈 P.D.G. Syo-Tei  (板橋社)
主講人30分 林月霞 P.P. Lady  (樹林芳源社) 張慶淵 P.P. Green (宜蘭社)

14:35~15:10 與扶輪社合作
引言人5分 張 信 P.D.G. Letter (三重社) 吳維豐 ARC David (新莊中央社)
主講人30分 林子傑 P.P. Wedding (三重北區社) 許月燕 P.P. Birdie (新荷社)

15:10~15:45 資源
引言人5分 洪清暉 I.P.D.G. Ortho  (板橋西區社) 賴正時 P.D.G. Victor (板橋社)  
主講人30分 張燈城 A.G. C.D.C. (基隆中區社) 林佩穎 P.P. Paulin (土城山櫻社)

15:45~16:15 休息、茶點 板橋社

綜合座談  (合併討論)     地點：(五樓藏真廳)

16:15~16:45 地區團隊溝通與協調 林榮吉 P.D.G. Kamaboko (基隆東南社)

16:45~17:30 研習成果分享報告(每分區3分鐘) 報告人：各分區助理總監

17:30~17:33 主辦社社長致謝詞 王經祿 P. Terry  (板橋社)

17:33~17:48 訓練會總評 林榮吉 P.D.G. Kamaboko (基隆東南社)

17:48~18:00 頒發感謝狀、致謝詞、鳴鐘閉會 謝木土 I.D.G. Concrete  (基隆東南社)

18:00~20:00 餐敘 板橋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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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扶輪社長當選人

澤恩John F. Germ

2016-17年社長

美國田納西州的查坦努哥扶輪社

澤恩是坎貝爾聯合工程顧問公司的董事長暨執行長。他在美國空軍服役4年後，於1965年
進入該公司擔任工程師。他曾在數個組織的理事會服務，包括公共教育基金會、橘林殘障

服務中心、及安全供血中心。他是查坦努哥州立科技社區大學基金會的創辦人兼財務長，

也是田納西州青商會會長。

澤恩自1976年加入扶輪成為扶輪社員迄今，曾擔任國際扶輪副社長、理事、扶輪基金會保
管委員及副主委、扶輪基金會保管委員會主委特助、扶輪2億美元挑戰委員會主委、國際
扶輪理事會執行委員會委員、國際扶輪社長特助、社員地帶協調人、委員會委員及主委、

特別工作小組地帶與區域協調人、國際扶輪訓練領導人及地區總監。

澤恩曾獲頒國際扶輪的超我服務獎及扶輪基金會的有功服務獎及特優服務獎。他與夫人茱

蒂Judy都是阿奇‧柯蘭夫會會員。

RI PRESIDENT-ELECT
JOHN F. GERM
PRESIDENT 2016-17
ROTARY CLUB OF CHATTANOOGA
TENNESSEE, USA
John F. Germ is board chair and chief executive officer of Campbell and Associates 
Inc., consulting engineers. He joined the firm as an engineer in 1965 after four years 
in the U.S. Air Force. He serves on the boards of several organizations, including 
the Public Education Foundation, Orange Grove Center Inc., and Blood Assurance 
Inc. He also is founder and treasurer of the Chattanooga State Technical Community 
College Foundation and president of the Tennessee Jaycee Foundation.
Germ joined Rotary in 1976 and has served as RI vice president, director, Foundation 
trustee and vice chair, aide to the Foundation trustee chair, chair of Rotary’s 
US$200 Million Challenge, RI Board Executive Committee member, RI president’s 
aide, membership zone coordinator, committee member and chair, task force zone 
and area coordinator, RI training leader, and district governor.
Germ is a recipient of RI’s Service Above Self Award and The Rotary Foundation’s 
Citation for Meritorious Service and Distinguished Service Award. He and his wife, 
Judy, are members of the Arch Klumph Soci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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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17年度社長主題演講

國際扶輪社長當選人 
約翰．澤恩 John F. Germ

各位朋友、各位扶輪社友、以及 2016-17

年度各位地區總監：

歡迎參加這次國際講習會。

有一位希臘哲學家曾說過，大事業始於小

機會。聽起來不錯，是吧？但是你們知道嗎？

我不這麼認為。

大事業不是始於小機會。大事業始於大機

會。不過，大機會有時看起來挺小的。

在座的我們每一個人都有一個大機會。我

不是說擔任地區總監的機會，或者說我被賦予

擔任國際扶輪社長的機會。我說的是那個讓我

們踏上旅途，今天來到這裡的大機會。

 那個機會不是一通「恭禧你獲得提名」

的電話帶來的。而是一個扶輪社員對你說「我

想要邀請你參加我的扶輪社會議」時帶給你

的。這件事當時或許看起來是一個小機會。但

是不管出於什麼理由，對我們每個來說，那個

主意似乎不錯：有機會去認識一些好人、做一

些好事、順便享受一些樂趣，挺有意思的。

現在回顧起來，我想我們透過扶輪每一個

人認識到，為了什麼是真正的扶輪而去服務的

機會：這不是小機會，而是大機會──這個大

機會引領我們走向扶輪這個大事業。

我希望大家要了解的是 -今天、明天、以

及未來一年──小機會與大機會唯一的差別在

於你怎麼運用。我們大家之所以這一週來聖地

牙哥開會，就是因為我們有一個機會：去激

勵、啟發、並引導我們的扶輪社把服務做得更

好、更有效、及更大的機會。

 我們怎麼運用那個機會 -這要由我們每一

個人去決定。但是我們做出來的決定，影響所

及不只是我們而已。我們所做的事，我們的決

策，將影響全世界各地的人們，那些人我們可

能永遠無法見面，但我們將改變他們的生活。

就像這些婦女，此刻正走在泥濘路上，頭

頂著水罐，前往一條離家一小時，到被汙染的

小溪去取水。她們明年就不必去取那樣的汙水

了，因為扶輪將為她們鑿掘水井。

印度的女孩子通常念書只念到 12或 13

歲，因為學校沒有廁所。明年，那些女孩子就

不必離開學校，因為扶輪將為她們蓋廁所。

還有，巴基斯坦及阿富汗的兒童現在每

天冒著罹患小兒痲痹的風險。明年，他們不

必再為此擔心，因為我們將幫那些兒童接種

植疫苗。不久，這些國家及全世界將沒有小

兒痲痹。

這些全都可能實現，如果你，及你地

區的扶輪社社長及扶輪社員，認清加入扶輪

的機會是一輩子的機會的話。這是一個大機

會，可透過扶輪對人類的服務來改變世界，

使之永遠更好。

各位朋友，我們正處於扶輪的十字路口。

2016-17年度國際扶輪社長當選人約翰．澤恩 John F. 
Germ於國際講習會中第二全會中宣佈了 2016-17年
度社長主題「扶輪服務人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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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展望未來一年可能有一天會被認為是扶輪

歷史上最偉大的一年：這一年將出現全世界最

後一個小兒痲痹病例。

我們是如此地接近這個目標──比以前

任何時候都接近。整個南亞，及整個非洲，

現在已經沒有小兒痲痹。現在只有兩個國家

仍然同樣是野生小兒麻痺病毒的溫床。而且

那兩個國家，阿富汗及巴基斯坦，正竭盡所

能，在我們大力給予的協助之下，使小兒痲

痹在今年絕跡。

我們 30多年前就開始奮鬥。一直以來，

我們堅持目標。而且很快的，透過 14億美元

──以及後來接種疫苗的超過 25億名兒童

──我們將達成任務。

當那一刻降臨時，我們必須做好準備，確

保我們將因這個成果而獲得表彰，並利用這個

成果建立更多夥伴關係、獲得更大成長、甚至

在未來數十年能做出更偉大的服務。

我們必須確保每個人都知道扶輪在全世界

根除小兒痲痹所扮演的角色。對我而言，這一

點非常重要。因為如果我們所達成的事情更為

大家所知，我們就更能吸引夥伴、資金、以及

最重要的是，使社員達成更大的成就。

在扶輪總部，我們正競競業業地確保扶輪

獲得那項功績，而這無法全部在伊文斯敦總部

實現。我們需要你們經由你們的扶輪社以及在

你們的社區把這項資訊傳達出去，關於扶輪是

什麼以及我們做些什麼，不應該有人問起「扶

輪是什麼」。

而且我們必須確保我們的扶輪社已經準

備好迎接小兒痲痹終於根除那一刻的來臨。因

此，當想行善的人看到扶輪是可以讓他們改變

世界的一個社團，而每個扶輪社隨時都可以把

那個機會給他們。

我們需要的扶輪社是那種不但能吸引新社

員，而且也能使新社員參與扶輪服務的扶輪社

──受歡迎而且積極活躍，真正遵守四大考驗

的扶輪社。我們不能忘記保羅‧哈理斯 111

年前成立扶輪的理由仍然是人們今天參加扶輪

的最大理由：尋找價值觀相同的人。他們認為

誠實、多元、容忍、友誼、及和平，而且相信

服務人類是他們此生在世最有意義的事。

國際扶輪社長當選人約翰．澤恩 John F. Germ與夫人朱蒂 Judy國際講習會第二全會中受到隆重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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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論我們是在讀

書給學童們聽，或建

立一座血庫，或經營

一所牙科診所，甚至

在我們改變、調整、

然後繼續前進時，我

們是誰以及什麼造就

一個扶輪社員的本質

並未改變。

我們仍然根據職

業分類原則，因為多

樣性是我們的強項。

我們仍然把「四大

考驗」掛在牆上，因為崇高的道德標準永遠

不會喪失風格。而且我們仍然相信，正如保

羅‧哈理斯所認為，服務是我們任何人一生

中最值得做的事。

這就是為什麼我們 2016-17年度的主題是

「扶輪服務人類」而已。朋友們，我們已經在

做這麼許多難以置信的工作。茱蒂 Judy和我

今年在全世界各地看到許多這類的工作。但是

我們還可以做得更多。

我們需要更多心甘情願的手、更多關愛

的心、及更多有智慧的頭腦，來推動我們的

工作。我們需要有彈性的扶輪社，這樣扶輪才

能吸引年輕的社員及最近才退休的人及在職的

人士。我們必須尋找新的夥伴關係，敞開心胸

與其他組織的建立合作關係，一起達成更多成

果。而且我們必須在領導階層上優先考慮其延

續性。因為我們從小兒痲痹學到一件事，那就

是如果我們要走得更遠，我們大家必須朝相同

的方向前進。我們必須服務人類。

我們都一起參與其中。我們都在同一個團

隊。如果我們其中一人得分，我們都得分。而

且我們對於協同支援的人感到的榮耀如同我們

達成同一目標一樣。因為在扶輪，我們領導正

如服務一樣：共同參與。

因此，我們不會自稱明年的地區總監是

第一或最佳或世界級或什麼樣的一屆。我們

只是一個團隊：扶輪團隊。我們所有 120萬扶

輪社員，一起做事、

一 起 服 務、 一 起 奮

鬥，為了負起達成一

個更美好世界之共同

目標的部分責任。

而且本來就應該

那樣做。但是這一週在

座的你們全體，你們與

眾不同。你們是特別

的。你們是我們所擁有

最好的選手。你們不

是一般的選手。你們

是扶輪頂尖選手。我

們需要你們──菁英中的菁英──來領導我們

的扶輪社員，去改變最需要我們協助的人的生

活。

他們在等待你們。他們在等待我們──去

鑿掘水井、興建學校、終結小兒痲痹。

你在扶輪服務的每一天，你都有機會去改

變生活。那些機會可能看起來只是小機會。你

們有時可能認為，你做了什麼並不重要。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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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17年度國際扶輪社長約翰．澤恩與夫人登上舞台
致意

6 扶輪　20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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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輪服務人類
在過去一百十一年，扶輪對很多人意義非凡。透過扶
輪，社員們找到朋友、歸屬、以及生命的意義，並且拓
展人際網絡，提升事業發展，經歷很多別處無法提供
的美好經驗。每星期，遍佈世界的三萬四千個扶輪社
的社員聚在一起討論，歡笑，交換意見。尤其最重要
的是，我們齊聚一堂以實踐至高唯一的目標：服務。

服務人類是扶輪創始時的根基，而至今仍是扶輪的
主要目標。我深信，世上沒有比成為扶輪社員更值
得，更有意義的服務途徑。沒有任何其他組織能媲美
扶輪帶給世界實際的正面改變。沒有其他的組織能
如此有效地結合有心且有才能獻身服務的各界專業
人士，並供他/她們達成遠大的目標。經由扶輪，我們
有能力、人脈、以及才智改善世界。唯一的障礙是我
們自設的極限。

今天，我們的組織面臨關鍵時刻：一個決定扶輪何去
何從的歷史時刻。我們合心協力為世界貢獻了不凡的
服務。未來的世界需要我們更盡力量。趁著我們即將
完成根除小兒麻痺偉業的現在，正是我們抱著堅決
心與熱忱推動扶輪，使它成爲在世界行善的更大動
力的時機。

在我們從根除小兒麻痺活動學到的經驗中，最重要
的同時也是最簡單的一項：我們如果要帶領扶輪前
進，我們邁進的方向就得一致。不論是在扶輪社、地
區、或是國際扶輪層級，能使我們繁榮並發揮最大潛
能的唯一方法是領導方向的延續性。單靠引進新社
員以及組織新的扶輪社是不夠的：我們的目標不在
於扶輪社員的增加，而在於完成更多好的扶輪服務，
以及成爲明日扶輪領導人的社員。

保羅•哈里斯在人生旅途的晚年，回顧引領他到扶輪
的點滴，保羅哈里斯寫道：「個人的努力可以回應個
別的需求，但是，結合多人的努力則應專致於服務全
人類。這種結合的力量是無止盡的。」當時的保羅•
哈里斯絕想不到有一天，超過120萬的扶輪社員結合
力量，透過扶輪基金會，集聚資源，同心協力服務人
類。而我們也只能猜想保羅•哈里斯必定期待著今天
的扶輪功績！完成服務的任務是我們的責任，傳承 
扶輪服務人類」的傳統也是我們的光榮。

祝各位好

 
 
 
 
澤恩（John Germ）

國際扶輪，2016-17年度社長 

社長主題與社長獎
獲獎方法
為獲得社長獎，貴社必須執行兩項務必執行的活動

以及其他不同類型的額外活動。大半活動能自動藉由

RI數據檔審核。但有部分活動則須由您將資訊輸入

Rotary Club Central（扶輪社中央系統）。

爲了正確掌握扶輪社活動的成果，您可利用整年度 

2016年7月1日起至2017年6月30日止）進行活動，

達成社長獎目標。這是從來沒有過的機會。

貴地區總監能透過網站追蹤地區内所有扶輪社的進

展狀況。我也請總監定期與您連絡，幫助您達成各項

目標。

地區獎
達成下列事項的地區可獲得特別的地區表彰：

 l 至少有百分之五十一的扶輪社獲得社長獎 

 l 將地區指定用途基金（DDF）的至少百分之二十捐

給根除小兒麻痺等計劃

 l 地區的年度基金總捐獻較前一年度增加百分之五

 l 地區社員增加百分之三

謹在此事先向各位感謝今年度大家致力於表現「扶輪

服務人類」。

澤恩（JOHN GERM）
國際扶輪 

2016-17年度社長

服務人類
扶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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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會捐獻
貴社與社員的捐獻及表彰資訊將記錄於 My Rotary 
的 contribution and recognition reports（捐獻及
表彰報告），供社職員查看。爲了慶祝扶輪基金會百
週年記念，目標項目的款額反映1917年，成立基金
會時的原來捐獻額：26.50美元。而536美元則是
當時的26.50美元，大約相當於今天的價值。

扶輪社必須達成下列目標中之三項目標：
ll 捐獻至少536美元以支持我們的基金會。
ll 每一位社員至少捐獻26.50美元以支持我們的基
金會。
ll 為根除小兒麻痺等疾病計劃募集至少2,650美元
的捐獻，以紀念扶輪基金會百週年。
ll 為年度基金爭取每位社員至少100美元的捐獻。
ll 為慶祝基金會百週年紀念，達成五年來的最高捐
獻記錄（集合所有社員的任何捐獻，每位社員至
少捐獻26.50l美元）。

ll 至少增加1名捐助者或遺贈會友社員。

採用線上工具
當您執行下列活動，活動資訊都將自動記錄網上。

扶輪社必須達成下列目標中之兩項目標：
ll 至少百分之五十的社員將自己的專長及興趣輸入
My Rotary的profiles（簡介）部份，並解鎖以供
其他社員閲覽。
ll 在Rotary Showcase（扶輪展示窗）張貼一件扶
輪社推動的活動計劃。l
ll 在Rotary Ideas（扶輪意見交換）張貼需要協助
或願意捐助的服務計劃。l
ll 至少有2名社員參加My Rotary的 discussionl
groups（討論小組）。

必須執行的活動  
下列兩項是貴社務必達成的目標

ll 在扶輪社中央系統（Rotary Club Central）至
少設定10個目標。

ll 在7月與1月按時繳納RI半年會費。請注意：請審
核貴社繳款通知單的繳款選擇或與財務代理
連絡。

吸引社員與社員參與
請自My Rotary網頁入Club Administration（扶輪
社行政管理）下的 Club & Member Data（扶輪與
社員資訊），查看透過 My Rotary呈報的所有社員
資訊是否正確。自9月開始，您可追蹤社員續留的進
展情況。

扶輪社必須達成下列目標中之兩項目標：
ll 社員淨增。小規模扶輪社（社員人數50名或以
下）必須淨增至少1名社員；大規模扶輪社（社員
人數51名或以上）必須淨增至少2名社員。

ll 較去年增進至少百分之一的社員續留率或維持百
分之百的續留率。
ll 招募年齡小於40歲的新社員入社。社員人數50
名或以下的扶輪社必須有2名年齡小於40歲的新
社員入社，人數51名或以上的扶輪社必須有4名
年齡小於40歲的新社員入社。新社員必須在 Myl
Rotary 設立自己的 profiles（簡介）。

人道服務
扶輪社必須達成下列目標中之三項目標：
ll 爲了加強社區的參與並確保計劃的持續，輔導至
少一隊扶輪社區服務團隊（RCC）。請注意：貴
社輔導的RCCl必須是經過國際扶輪承認並授予
證書的團隊。如需確認貴社是RCC的輔導社或
共同輔導社，社長可查看 Rotary Club Centrall
Reports（扶輪社中央系統報告）的記錄。如有錯
誤請洽rotary.service@rotary.org。
ll 確保至少有1名社員屬於理事會批准的扶輪社員
行動團 (www.rotary.org/actiongroups)。請上l
Rotary Club Central（扶輪中央系統)l報告。

ll 贊助至少一件全球獎助金或地區獎助金計劃，
以與扶輪基金會結爲夥伴。貴社可洽詢地區，確
證此項計劃為全球獎助金計劃，或是已涵蓋於
2015-16年度的地區申請地區獎助金的支出計劃
之中。

ll 派遣至少1名社員出席獎助金管理研習會。請上l
Rotary Club Central（扶輪中央系統）報告。
ll 與扶輪的一個服務夥伴合作，執行計劃。請注意：
扶輪有多個合作夥伴可直接與扶輪社一起實施計
劃。請參看列於www.rotary.org/partners的合作
夥伴。請上 Rotary Club Central（扶輪中央系
統）報告。
ll 與一個或多個企業，政府機構，或非政府組織建
立夥伴關係。請上 Rotary Club Central（扶輪
中央系統）報告。

ll 與地域内的至少5個扶輪社合作，以擴大服務
的機會及增進扶輪的形象。請上 Rotary Clubl
Central（扶輪中央系統）報告。

新世代
貴社的扶輪青年服務團或扶輪少年服務團必須接
受國際扶輪認證。要確認貴社是輔導社或共同輔
導社，社長可查看 Rotary Club Central Reports
扶輪社中央系統報告）的記錄。如發現錯誤請洽
rotaract@rotary.org 或interact@rotary.org 通知。

扶輪社必須達成下列目標中之三項目標：
ll 現在輔導或共同輔導扶輪青年服務團。

ll 現在輔導或共同輔導以社區為基礎的扶輪青年
服務團。
ll 現在輔導或共同輔導扶輪少年服務團。

ll 至少有1名社員指導扶輪青年服務團或扶輪少年
服務團的團員。請上 Rotary Club Central（扶
輪中央系統）報告。
ll 邀扶輪青年服務團或扶輪少年服務團的
團員一起執行貴社的各種計劃與活動。請
上 Rotary Club Central（扶輪中央系統）報告。

ll 派遣或接受至少一名扶輪青少年交換學生。請
上 Rotary Club Central（扶輪中央系統）報告。
ll 贊助一名青少年參加RYLA（扶輪青少年領袖
獎）。請上 Rotary Club Central（扶輪中央系
統）報告。

公共形象
扶輪社必須上網Rotary Club Central（扶輪中央
系統）報告。

扶輪社必須達成下列目標中之一項目標：
ll 主辦有關扶輪基金會社及其百週年紀念的活
動，以將扶輪介紹給社區。請上 Rotary Clubl
Central（扶輪中央系統）報告。
ll 要求當地新聞媒體報導傑出的扶輪社計劃。請
上 Rotary Club Central（扶輪中央系統）報告。
ll 邀請當地媒體至少參加扶輪社的一項活動，服務
計劃，或募款活動。請上 Rotary Club Centrall
（扶輪中央系統）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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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l 在Rotary Ideas（扶輪意見交換）張貼需要協助
或願意捐助的服務計劃。l
ll 至少有2名社員參加My Rotary的 discussionl
groups（討論小組）。

必須執行的活動  
下列兩項是貴社務必達成的目標

ll 在扶輪社中央系統（Rotary Club Central）至
少設定10個目標。

ll 在7月與1月按時繳納RI半年會費。請注意：請審
核貴社繳款通知單的繳款選擇或與財務代理
連絡。

吸引社員與社員參與
請自My Rotary網頁入Club Administration（扶輪
社行政管理）下的 Club & Member Data（扶輪與
社員資訊），查看透過 My Rotary呈報的所有社員
資訊是否正確。自9月開始，您可追蹤社員續留的進
展情況。

扶輪社必須達成下列目標中之兩項目標：
ll 社員淨增。小規模扶輪社（社員人數50名或以
下）必須淨增至少1名社員；大規模扶輪社（社員
人數51名或以上）必須淨增至少2名社員。
ll 較去年增進至少百分之一的社員續留率或維持百
分之百的續留率。

ll 招募年齡小於40歲的新社員入社。社員人數50
名或以下的扶輪社必須有2名年齡小於40歲的新
社員入社，人數51名或以上的扶輪社必須有4名
年齡小於40歲的新社員入社。新社員必須在 Myl
Rotary 設立自己的 profiles（簡介）。

人道服務
扶輪社必須達成下列目標中之三項目標：
ll 爲了加強社區的參與並確保計劃的持續，輔導至
少一隊扶輪社區服務團隊（RCC）。請注意：貴
社輔導的RCCl必須是經過國際扶輪承認並授予
證書的團隊。如需確認貴社是RCC的輔導社或
共同輔導社，社長可查看 Rotary Club Centrall
Reports（扶輪社中央系統報告）的記錄。如有錯
誤請洽rotary.service@rotary.org。
ll 確保至少有1名社員屬於理事會批准的扶輪社員
行動團 (www.rotary.org/actiongroups)。請上l
Rotary Club Central（扶輪中央系統)l報告。

ll 贊助至少一件全球獎助金或地區獎助金計劃，
以與扶輪基金會結爲夥伴。貴社可洽詢地區，確
證此項計劃為全球獎助金計劃，或是已涵蓋於
2015-16年度的地區申請地區獎助金的支出計劃
之中。

ll 派遣至少1名社員出席獎助金管理研習會。請上l
Rotary Club Central（扶輪中央系統）報告。
ll 與扶輪的一個服務夥伴合作，執行計劃。請注意：
扶輪有多個合作夥伴可直接與扶輪社一起實施計
劃。請參看列於www.rotary.org/partners的合作
夥伴。請上 Rotary Club Central（扶輪中央系
統）報告。

ll 與一個或多個企業，政府機構，或非政府組織建
立夥伴關係。請上 Rotary Club Central（扶輪
中央系統）報告。
ll 與地域内的至少5個扶輪社合作，以擴大服務
的機會及增進扶輪的形象。請上 Rotary Clubl
Central（扶輪中央系統）報告。

新世代
貴社的扶輪青年服務團或扶輪少年服務團必須接
受國際扶輪認證。要確認貴社是輔導社或共同輔
導社，社長可查看 Rotary Club Central Reports
扶輪社中央系統報告）的記錄。如發現錯誤請洽
rotaract@rotary.org 或interact@rotary.org 通知。

扶輪社必須達成下列目標中之三項目標：
ll 現在輔導或共同輔導扶輪青年服務團。
ll 現在輔導或共同輔導以社區為基礎的扶輪青年
服務團。
ll 現在輔導或共同輔導扶輪少年服務團。
ll 至少有1名社員指導扶輪青年服務團或扶輪少年
服務團的團員。請上 Rotary Club Central（扶
輪中央系統）報告。

ll 邀扶輪青年服務團或扶輪少年服務團的
團員一起執行貴社的各種計劃與活動。請
上 Rotary Club Central（扶輪中央系統）報告。

ll 派遣或接受至少一名扶輪青少年交換學生。請
上 Rotary Club Central（扶輪中央系統）報告。
ll 贊助一名青少年參加RYLA（扶輪青少年領袖
獎）。請上 Rotary Club Central（扶輪中央系
統）報告。

公共形象
扶輪社必須上網Rotary Club Central（扶輪中央
系統）報告。

扶輪社必須達成下列目標中之一項目標：
ll 主辦有關扶輪基金會社及其百週年紀念的活
動，以將扶輪介紹給社區。請上 Rotary Clubl
Central（扶輪中央系統）報告。
ll 要求當地新聞媒體報導傑出的扶輪社計劃。請
上 Rotary Club Central（扶輪中央系統）報告。
ll 邀請當地媒體至少參加扶輪社的一項活動，服務
計劃，或募款活動。請上 Rotary Club Centrall
（扶輪中央系統）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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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2017年度
國際扶輪3490地區 地區團隊訓練會主委
劉紹榮 I.P.P. Alex 致詞 (板橋社)

訓練會主席 I . D . G . C o n c r e t e、地區總監D . G . P o l i s h、國際扶輪理事

R.I.D.Frederick、地區訓練會委員會主委P.D.G.Kamaboko、各位前總監、各位扶輪領

導人大家早安：首先感謝各位在百忙之中來參加此次的地區團隊訓練會，同時也感謝

I.D.G.Concrete指派板橋扶輪社主辦此次的訓練會。

在座各位都是2016-2017年度精選出來的扶輪菁英，將輔佐協助I.D.G.Concrete在

各項服務計畫的擬定與推動，透過研習會的專題演講、專題報告與分組討論，還有各位前

總監、講師的寶貴經驗與資訊分享，對於未來一年的工作計劃將有更深入的瞭解，在計畫

的推動上也將有更大的信心。

國際扶輪能持續發展且生生不息，除了著重聯誼與服務之外，也透過扶輪的教育訓

練讓在座的各位扶輪菁英，成為推廣扶輪服務計畫的重要舵手，相信在I.D.G.Concrete

的領航之下，我們將一起見證3490地區的生氣蓬勃與持續成長，相信在2016-2017年度

『扶輪服務人類』必定會寫下輝煌精彩的一頁。

這次研習會非常感謝板橋社全體社友一起鼎力協助，我也謹代表板橋扶輪社致上感

謝之意，讓我們有學習與服務的機會，祈望今日研習會圓滿成功。

最後祝福   各位身體健康  平安喜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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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扶輪3490地區
總監 邱添木 D.G. Polish 簡介

姓  名：邱添木 Polish
所 屬 社：鶯歌扶輪社
職業分類：拋光砂輪製造業

現  職：三省工業有限公司 董事長
出生年月：民國39年4月8日
入社日期：民國90年5月9日
夫人姓名：張美媛Mei-Yuan
通訊地址：239新北市鶯歌區育樂街49號
電  話：(02) 2670-7475
傳  真：(02) 2679-6565
行動電話：0988-341-000
E - m a i l：tm9393@gmail.com

扶輪社經歷：

2003-2004 社長

地區經歷：

2004-2005 高科技推廣委員會委員

2005-2006 地區社區服務委員會副主委

2006-2007 防震消防委員會主委

2007-2008 團體研究交換小組(G.S.E)委員會副主委

2008-2009 世界社區服務委員會(W.C.S. )主委、地區擴展委員會委員、

 團體研究交換小組(G.S.E)委員會委員

2009-2010 第四分區助理總監、總監特別代表、地區國際年會推廣委員會副主委

2010-2011 地區職業認識及發展委員會主委

2011-2012 地區青年就業輔導委員會委員

2012-2013 獎助金小組委員會委員、出訪加拿大7010地區G.S.E團長

2013-2014 總監提名人

2014-2015 總監當選人、地區社員發展委員會主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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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章及扶輪基金會貢獻：

2003-2004 R.I.社長獎、地區特優社長獎、永久基金捐獻人

2007-2008 保羅.哈理斯基金之友

2009-2010 R.I.扶輪義工獎、R.I.扶輪基金巨額捐獻人(第1顆)

 地區服務貢獻獎、地區擴展貢獻獎

2011-2012 R.I.扶輪基金服務獎、R.I.五大服務獎

2012-2013 R.I.扶輪基金巨額捐獻人（第2顆）

2013-2014 R.I.扶輪基金巨額捐獻人

2014-2015  R.I.扶輪基金巨額捐獻人（第3顆）、中華扶輪教育基金永久基金捐獻人、中華扶輪

教育基金冠名獎學金

2015-2016 R.I.扶輪基金巨額捐獻人、中華扶輪教育基金榮譽董事

參與國際會議：

2003-2004 新加坡地帶研習會、大阪世界年會 

2004-2005 芝加哥世界年會     

2005-2006 哥本哈根、馬爾摩世界年會

2006-2007 鹽湖城世界年會     

2007-2008 洛杉磯世界年會

2008-2009 伯明罕世界年會  

2009-2010 台北地帶研習會、蒙特婁世界年會

2010-2011 紐奧良世界年會

2011-2012 曼谷世界年會、第三屆台日國際扶輪親善大會(京都)

2012-2013 里斯本世界年會

2013-2014 台北地帶研習會、第四屆台日國際扶輪親善大會(台北)、雪梨世界年會

2014-2015 沙巴地帶研習會、巴西聖保羅世界年會

2015-2016 馬尼拉地帶研習會

參與國際接待：

2004 接待加拿大G.S.E.團員 

2005 接待巴西Y.E.P.團員

2006 接待澳洲G.S.E.團長   

2007 接待日本交換學生

2009 接待日本G.S.E團員

2013 出訪加拿大G.S.E.團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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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2017 年度
國際扶輪3490地區 地區訓練會主委
林榮吉 P.D.G. Kamaboko 簡介

姓  名：林榮吉 Kamaboko
所 屬 社：基隆東南扶輪社
職業分類：一般食品-冷凍食品
出生日期：1935年7月23日
入社日期：1983年9月7日
夫人姓名：楊惠榮

服務機構：華聯食品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一正食品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九二煙具鐘錶有限公司

 聚夏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雙魚冷凍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通 訊 處：206基隆市七堵區自強路102號
電  話：02-24567171-3
傳  真：02-24567998

扶輪經歷：

1983.9.7 入社

1984-1985 友好社主委、國際服務副主委
1985-1986 國際服務理事、社員發展副主委
1986-1987 理事、秘書
1987-1988 理事、秘書
1988-1989 副社長、社務服務理事
1989-1990 社長、理事
1990-1991 理事、扶輪知識主委
1991-1992  職業分類主委、扶輪知識副主

委、日本王寺友好社副主委

1992-1993  理事、國際服務副主委、日本王
寺友好社副主委

1993-1994 日本王寺友好社主委
1994-1995  諮詢委員、扶輪知識副主委、公

共關係副主委

1995-1996  諮詢委員、文教基金委員、社員
發展主委

1996-1997  諮詢委員、文教基金委員、日本王
寺友好社主委、公共關係副主委

1997-1998  理事、諮詢委員、文教基金委

員、社友夫人聯誼主委、環境保

護主委、輔導新社籌備會委員

1998-1999  諮詢委員、文教基金委員、公共關
係副主委、日本王寺友好社主委

2000-2001 諮詢委員、節目副主委
2001-2002  諮詢委員、國際青少年副主委、

日本王寺友好社主委

2002-2003  諮詢委員、社員發展主委、公共
關係主委、高爾夫球副主委

2003-2004  諮詢委員、文教基金委員、防止
社員流失主委

2004-2005  諮詢委員、扶輪知識主委、高爾
夫球主委

2005-2006  諮詢委員、扶輪雜誌主委、職業
促進副主委、扶輪基金主委

2006-2007  諮詢委員、文教基金委員、扶輪
知識主委、前受獎人副主委、獎

學金主委、社員流失防止副主委

2007-2008  諮詢委員、扶輪知識主委、社區
服務主委、年度捐獻副主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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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經歷：

1990-1991 地區扶輪青年服務團委員
1991-1992 地區總監特別代表（基隆西北社）
1992-1993 地區總監特別代表（基隆西北社）
1993-1994 地區助理秘書
1994-1995  地區公共關係委員會副主委、第

五屆地區年會委員兼財務長

1997-1998  地區永久基金及計劃捐獻勸募委
員會委員

1998-1999 地區總監當選人
1999-2000 地區總監
2001-2002  地區團隊訓練會委員會副主委、

輔導新社總監特別代表副主委

2002-2003  地區顧問委員會委員、地區年會
投票代表資格審查委員會主委、

地區總監提名委員會委員、地區

規章詮釋委員會委員、扶輪百週

年紀念特別委員會委員

2003-2004  地區規章詮釋委員會委員、地區
總監提名委員會委員、扶輪百週

年紀念特別委員會副主委、地區

顧問委員會委員、地區年會分組

討論委員會主委、地區公共關係

委員會主委

2004-2005  地區顧問委員會委員、地區擴展
委員會主委、地區總監提名委員

會委員、地區規章詮釋委員會委

員、扶輪百週年紀念特別委員會

委員

2005-2006  地區諮詢委員會委員、地區總監
提名委員會委員、地區規章詮釋

委員會委員、鼓勵出席國際年會

委員會主委

2006-2007 地區諮詢顧問
2007-2008 地區領導研習會籌備委員會主委
2008-2009  地區赴國際年會提案委員會副主

委、地區公共關係委員會主委

2009-2010  地區總監提名委員會委員、地區
赴國際年會提案委員會副主委、

地區社務行政管理委員會主委

2010-2011  地區國際年會推廣委員會主委、
地區總監提名委員會委員

2011-2012  地區特別委員會主委、地區總監
提名委員會委員

2012-2013  地區諮詢委員會委員、地區輔導
新社總監特別代表委員會主委

2013-2014  地區總監提名委員會委員、地區
諮詢委員會委員、地區赴國際年

會提案委員會主委

2014-2015  地區規章詮釋委員會主委、地區
諮詢委員會委員

2015-2016 地區獎勵委員會主委

獎章及扶輪基金會貢獻：

1985-1986 捐獻扶輪基金
1998-1999 捐獻扶輪基金
1999-2000 捐獻扶輪基金
1991-1992 捐獻中華扶輪教育基金

2014-2015 捐獻中華扶輪教育基金10萬元
2014-2015  捐 獻 ~ 共 同 辦 理 申 請 全 球

獎 助 金 「 新 住 民 3 L 計 畫 」
（GG1527014）

2008-2009  諮詢委員、職業分類主委、扶輪
基金副主委

2009-2010  諮詢委員、扶輪知識主委、人類
發展主委、日本王寺友好社主委

2010-2011  諮詢委員、世界社區服務主委、
日本王寺友好社副主委

2011-2012  諮詢委員、扶輪知識副主委、獎
學金主委、日本王寺友好社主委

2012-2013  諮詢委員、文教基金委員、扶輪
知識副主委、扶輪基金主委

2013-2014  諮詢委員、扶輪知識副主委、環
境保護副主委、扶輪基金主委

2014-2015  諮詢委員、扶輪知識副主委、
社刊主委

2015-2016 諮詢委員、扶輪知識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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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G. Polish、I.D.G. Concrete、各位貴賓及各位扶輪領導人，大家好！

扶輪的訓練會是經過非常嚴謹的規劃，它是一套完整的教育訓練計劃。訓練是扶輪

保持連續性和成功的關鍵。為準備迎接扶輪2016-2017年度，在春節後我們已經舉辦了

二場講習會。今天這場地區團隊訓練會之目的是在提供資源給各位地區領導人，以提高

效率來推動年度的各項計劃。

扶輪以111年的服務基礎，整合從世界各地來的120多萬社員的力量來改善世界。扶

輪的工作日漸全球化，我們要持續發揮我們的力量，讓扶輪把服務做得更好、更有效，

而你們將在未來的這一年協助扶輪實現它的使命。

一起努力，我們也會一起收成

最後，再次感謝各位扶輪人

敬祝大家 健康快樂、萬事如意

2016-2017年度
國際扶輪3490地區 地區訓練會主委
林榮吉 P.D.G. Kamaboko 致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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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2017 年度
國際扶輪3490地區 總監當選人
謝木土 I.D.G. Concrete 簡介

姓  名：謝木土 Concrete
所 屬 社：基隆東南扶輪社
夫人姓名：林新治

職業分類：建築業-建設營造業
學  歷：台北工專畢業
現  職：入進營造有限公司負責人
通 訊 處：基隆市武隆街91號2樓
電  話：02-27647093
傳  真：02-27674941
E - m a i l：o_cat1216@hotmail.com

扶輪經歷：

1992年3月25日入社
1992-1993  青少年服務委員會副主委、扶輪

基金委員會副主委

1993-1994  助理領唱、節目委員會主委、總
務委員會副主委

1994-1995 司儀、兄弟社委員會主委
1995-1996  總務委員會主委、扶輪基金委員

會副主委

1996-1997  國際服務理事、文教基金委員會
委員、高爾夫活動委員會主委

1997-1998  新加坡獅城姐妹社委員會主委、
世界社會服務委員會副主委

1998-1999  助理司儀、國際青少年委員會主
委、環境保護委員會副主委

1999-2000  理事、文教基金委員會委員、建物
維修委員會委員、日本王寺友好社

主委、國際青少年委員會主委、節

目委員會副主委

2000-2001  糾察、新加坡獅城姐妹社委員會
主委、服務夥伴委員會副主委

2001-2002  理事、秘書、文教基金委員會委員、

建物維修委員會委員

2002-2003  社會服務理事、職業服務委員會
副主委

2003-2004  聯誼委員會主委、節目委員會副主
委、本國兄弟友好社委員會副主委

2004-2005  理事、糾察、文教基金委員會委員、
建物維修委員會委員、扶輪家庭聯

誼委員會主委、公共關係委員會副主

委、青少年服務委員會副主委

2005-2006  國際服務理事、文教基金委員會
委員、建物維修委員會委、節目

委員會副主委、社員流失防止委

員會主委、慶典委員會副主委

2006-2007  理事、秘書、文教基金委員會委
員、建物維修委員會委

2007-2008  青少年服務及青年服務團輔導委
員會主委、大里兄弟社委員會副

主委、節目委員會副主委

2012-2013  理事、諮詢委員會委員、文教基
金委員會委員、建物維修委員會

委員、節目委員會主委、膳食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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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章及扶輪基金會貢獻：

1996-1997 保羅哈理斯之友
2009-2010 扶輪基金捐獻-指定用途MG#70756
2009-2010 扶輪基金捐獻-指定用途MG#71859
2012-2013 累積捐獻達US$10,000
2013-2014 WCS「越南中部貧童醫療矯治計劃」經費
2014-2015 捐獻扶輪基金US$50,000
 捐獻扶輪基金-指定用途GG1527014
 捐獻根除小兒痲痺基金US$1,000

個人資歷：

謝姓宗親會理事長

民防大隊大隊長

瑞芳高工校友會會長

地區經歷：

2010-2011 地區國際青少年交換計劃委員會委員
2011-2012  地區國際服務委員會委員、地區

國際青少年交換計劃委員會委員

2012-2013  基隆分區助理總監、地區國際青
少年交換計劃委員會委員

2013-2014 地區世界社區服務委員會委員
2014-2015 地區總監提名人
2015-2016 地區總監當選人

員會副主委

2013-2014  諮詢委員會委員、助理糾察、年度
捐獻委員會副主委、獎助金委員會

主委、媒體促進委員會副主委

2014-2015  理事、諮詢委員會委員、社員發
展委員會副主委、日本大分南友

好社主委

2015-2016  諮詢委員會委員、文教基金委員
會委員、總務委員會主委、社務

委員會主委

2008-2009  社長當選人、文教基金委員會委
員、建物維修委員會委、扶輪行

政委員會理事

2009-2010  社長、理事、文教基金委員會委員、
建物維修委員會委

2010-2011  理事、諮詢委員會委員、文教基
金委員會委員、建物維修委員會

委員、職業分類委員會副主委、

扶輪基金委員會副主委、花蓮東

南友好社委員會主委

2011-2012  糾察、諮詢委員會委員、文教基
金委員會委員、國際青少年交換

委員會副主委兼接待家庭、泰國

清萊姐妹社委員會副主委

2012-2013  理事、諮詢委員會委員、文教基
金委員會委員、建物維修委員會

委員、節目委員會主委、膳食委

員會副主委

2013-2014  諮詢委員會委員、助理糾察、年度
捐獻委員會副主委、獎助金委員會

主委、媒體促進委員會副主委

2014-2015  理事、諮詢委員會委員、社員發
展委員會副主委、日本大分南友

好社主委

2015-2016  諮詢委員會委員、文教基金委員
會委員、總務委員會主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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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總監D.G. Polish、地區訓練主委P.D.G. Komaboko、地區團隊訓練主委 

I.P.P.Alex、各位總監及扶輪先進們、主辦社板橋扶輪社社長P. Terry及社友大家早安。

這是迎接扶輪2016-2017年度的開端，首先恭喜大家榮任地區各種職務的領

導幹部，個人也榮幸擔任年度總監。從此刻起，我們就是『明星團隊 - -ALL  STAR 

TEAM』。一起為年度目標責任而奮鬥，希望有一個豐碩亮麗的成果。

在本次研習會很榮幸應請到R.I.D.國際扶倫理事P.D.G. Frederick林修銘來分享說

明扶輪現況，及地區扶輪基金主委P.D.G. E.N.T. 李進賢就國際扶輪與國際扶輪基金會

來做專題報告，讓大家瞭解R.I.的最新策略與近況，明白T.R.F.基金使用及新的獎助金

計畫，也要就「2016-2017扶輪服務人類」年度裡，地區所安排的各項活動計畫與工

作項目作報告。請各主委做詳細說明，希望團隊大家能認知工作方向與目標並支持，

共同努力達成扶輪永續經營，服務人類的崇高理想。

扶輪教學採用引導式授課，下午安排有幾位P.D.G.及講師群，將在課程就「角色

與責任」、「與扶輪社合作」、「資源」等三部分專業做研習探討，希望大家能更深

入，進一步瞭解「扶輪地區領導幹部」扮演的角色與承擔的責任，與各扶輪社如何溝

通與領導社友，瞭解地區、分區與各社所擁有的資源及可得到的幫助，讓新的年度工

作能順利執行，從服務結交朋友，得到友誼。

最後，個人在R.I.訓練會中，R.I.P.E. John Germ告訴我們：「把握眼前的大機

會」。希臘哲學家說：「大事業始於小機會」。聽起來似乎不錯，但大事業不是始於

小機會，大事業是始於大機會。樹多大，根就有多大，影響就有多大。今天我們在此

開會，就是因為我們有一個機會，去激勵，啟發，並引導我們扶輪社把服務做得更

好，更有效率，及更大的機會。期許在課程結束後，我們都能以正面思考，積極的態

度增進能量，發揮智慧與潛能，面對2016-2017年度，「扶輪服務人類」的地區工作

及各項服務計畫，接受挑戰，迎接勝利成功！

敬祝大家平安順利，喜樂圓滿！

2016-2017 年度
國際扶輪3490地區 總監當選人
謝木土 I.D.G. Concrete 致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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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扶輪3490地區2016-2017年度地區年度目標及
預訂計畫

ㄧ、地區年度目標及工作重點

A.RI年度社長獎

● 在扶輪社中央系統(Rotary Club Central)至少設定10個目標。
●  在7月與1月按時繳納RI半年會費。請注意：請審核貴社繳款通知單的繳款選擇
或與財務代理聯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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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以上。
● 成立新社、衛星扶輪社及網路扶輪社並鼓勵寶眷成為正式社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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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2017年總社員成長至6000人以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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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20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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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達特定服務規模可結合分區各
社共同申請地區獎助金，各分區之案件DDF金額依各分區之扶輪社數乘上美金
1150元整。

2. 地區獎助金（District Grant）之申請應於2016年4月底之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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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請各案件需規劃相等

於指定配合款之捐助金。

國際扶輪的全球獎助金(Global Grant)需事先詳細規劃，由國內、外配合社的現
金或指定基金支持(請先行尋找國外配合款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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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社或分區發起之計劃案件如需要地區之

DDF支持，需先經由地區獎助金小組委員會審查通過，則可贊助DDF每案件美
金8000，並支持10個案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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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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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世界社區服務計劃與VTT計畫結合申請全球獎助金，規劃做國外服務計畫。
世界社區服務(WCS)&職業訓練對(VTT)報告：
計畫名稱：弱勢貧窮水上人家遷移新建房屋捐贈、圖書館更新及醫療服務

合作地區：D3830(菲律賓馬尼拉地區)
實施方式與時間：申請全球獎助金與地區捐贈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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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7月及2017年1月，
並以2016/7/1及2017/1/1人數為基準，每社友各新台幣250元整。

5. 扶輪青少年領袖獎（RYLA）：預計2016年8月19-21於台北海洋技術學院舉辦
全地區扶輪青少年領袖獎活動。每一扶輪社請推薦二位青少年參加，費用共計新

台幣貳萬元整，請列入年度預算。

6.RYE每一社友每年分攤金額新台幣200元整，請列入年度預算。
7. 舉辦單車環島之旅，鼓勵捐獻根除小兒麻痺基金，發揚扶輪公共形象。每一社分
攤金額新台幣5000元整，請列入年度預算。

8. 青少年服務，規劃於2016年11月26日( 星期六 )假宜蘭舉辦新世代扶輪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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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扶輪友誼交換計劃（RFE），擬規劃三至五團。
10. 2016-20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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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各分區例行或有創意的中、大型活動由各分區自行籌辦，地區全力支援。
12.計畫在地區舉辦偏鄉教育。
13.舉辦「國際扶輪第十一屆扶輪公益新聞金輪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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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7月1日至2017年6月30
日期間都捐獻年度計劃基金）。

●  扶輪社的年度基金平均每人達到美金200元以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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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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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萬美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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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5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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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鼓勵各社指定Gary C.K. Huang之冠名基金以贊助和平獎學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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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分區目標6位以上。



22

●  指定用途捐獻：衡量地區全球獎助金之申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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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F)捐獻總目標為95萬美元或以上。
此總計捐獻金額可用於2019-20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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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20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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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新台幣2000元整以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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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
● 推廣百萬中華扶輪基金榮譽董事。

F.國際會議

● 地帶研習會：2016年12月2日~4日於泰國曼谷舉行。
● 國際年會：2017年6月10日~6月14日於舉行。

二、地區研習會及訓練會

2016∼2017年度計有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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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2/20(六) 地區扶輪基金研習會 新莊典華飯店
每位1000元
每社四位

2016/2/27(六) 地區引導人訓練會 花蓮悅來大飯店 無註冊費

2016/3/12(六) 地區團隊訓練會(DTTS) 大直典華飯店 無註冊費

2016/3/26(六)~3/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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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5/15(日) 地區講習會(DTA) 基隆市文化中心
每位1000元
各社至少十名

2016/5/21(六) 地區社員研討會(DMS) 大直典華飯店
每位1000元
各社至少四名

2016/8/06(六) 地區公共形象研習會 另行公告
每位1000元
各社至少四名

2017/4/15(六)~4/16(日) 地區年會&地區領導人訓練會(DLS) 另行公告

地區扶輪青年團領導人訓練委員會 扶青自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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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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每周社刊一則扶輪知識訊息。
● 鼓勵社友參與扶輪領導學院學程。

四、資訊

● 提高Email之使用率。
● 提高各社網站之架設。
● 訂閱RI各項電子訊息。
● 加強地區網站之服務。
● R.C.C.網路登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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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每分區各一欄發表分區事項。地區副秘書為當然編輯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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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4月15日~4月16日
● 地點：另行公告 
● 年度特色：扶輪服務成果發表促進彼此友誼、交換服務經驗、表彰傑出事蹟。

八、年度獎助金分配原則：2016-2017 DFF約33萬美金(50%地區；50%全球)

● 地區獎助金：每一社1150 USD以分區規劃。
● 全球獎助金：每一計畫案30,000 USD以上規劃，提早申請規劃。
● 地區協助方式：諮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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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地區常態性活動：

● 扶輪青年領袖營(RYLA)：2016/08/19-21 台北海洋技術學院
● 扶輪青少年交換(RYE)
● 成年禮：青少年服務
● 扶青團、扶少團：擬推動活動觀摩學習，活化新世代組織
● 「扶輪領導學院」推廣
● 扶輪創社社長CP研習會
● 地區領導學院年度大會
● 社區服務團：宣導社區服務團與強化團務工作
● 支持2021 RI在台灣舉辦年會推動計畫

十、預算編列：

● RI社費：56 USD每人/每年
● 地區辦公室；500元 每人/每年
● 扶輪青年領袖營 (RYLA)；20,000元 每社
● 扶輪青少年交換 (RYE)：200元 每人/每年
● End Polio Cycling Tour：5,000元 每社
● 青少年服務活動(成年禮)：200元 每人/每年
● 世界社區服務(WCS) & 職業訓練隊(VTT)：配合全球獎助金，並採自由捐贈
● 2021台北國際年會分攤金：1,000元 每人/每年
● 鼓勵中華扶輪教育基金統一捐款：600元 每人/每年
● EREY：每社達到平均每人100美元，寶眷及社友
●  扶輪月刊： 每人每半年應繳納訂閱費一次新臺幣600元；次年1月1日繳交下半
年訂閱費(兩名(寶眷/親子)扶輪社員居住同一地址者可選擇合訂一冊扶輪月刊)

● 台灣扶輪總社：100元 每人/每年
● 配合RI社長特別計劃：20,000 元 每社
● 預備金：20,000-30,000元

十一、助理總監、地區副秘書、社長責任：

● 協助安排總監公式訪問日期
● 協調策劃地區大型活動
● 協調分區於2016、04、30前提出地區獎助金申請
● 協助規劃全球獎助金申請
● 協助達成分區2016-2017工作目標(社員成長、基金捐獻)
● 掌握分區扶輪社年度各社社員人數、基金捐獻、地區分攤款繳交情形
● 在Rotary Club Central扶輪中央系統訂定目標(R.C.C.)
● 帶領分區相關社友參與各項訓練研習會、地區年會、RI年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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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扶輪理事

林修銘 Frederick 簡介 

姓  名：林修銘 Frederick
籍  貫：台北市
生  日：1950 年7 月19 日
學  歷：成功大學 電機系畢
 交通大學 管理研究所畢
工  作：現任 群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
 兆齊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
 國際扶輪理事年度：2015-2017

地區經歷：

1. 台北同德扶輪社創社社長
2. 2002-03 地區年會主委
3. 2005-06 地區總監

4. 2007-08 地區社員發展委員會主委
5. 2008-11 地區扶輪基金委員會主委
6. 2010-11 地區訓練師

國際職務：

地帶研習會職務

2007 吉隆坡研習會副主委
2008 台北總監當選人訓練研習會GETS 訓練師
2009  馬尼拉總監當選人訓練研習會GETS 訓練

師小組 主委
2010  曼谷總監當選人訓練研習會GETS 訓練師

小組 主委
2011  峇里島總監當選人訓練研習會GETS 訓練

師小組 主委
2012 馬來西亞雪蘭莪研習會副主委
2013 台北研習會主委
國際扶輪職務(RI)
2008-2009  擔任兩年國際扶輪國際講習會訓練

領導人 (RI Training Leader)
2008  4B 地帶社員發展副協調人
2008-2014  RI 社長代表(二度前往韓國),(二度

前往菲律賓)，日本與俄羅斯

2010-2011 10B 扶輪協調人 Rotary Coordinator
2010   加拿大蒙特婁國際年會研討會分組

訓練領導人

2012  曼谷國際年會分組討論與談人 (Panelist)
2012-2014 領導人訓練特別委員會委員
2014  國際扶輪協調人訓練研習會講師(芝加哥)
2015  聖保羅國際年會委員會委員

  聖保羅國際年會推廣委員會主委

2015-2017 國際扶輪理事
2014-2017 國際扶輪財務委員會委員
扶輪基金會職務(TRF)
2006-2009  擔任三屆 扶輪基金會 台港澳 永久

基金委員會委員

2009-2010  扶輪基金會 台港澳 永久基金委員
會主委

2011-2014 10B 地帶 區域扶輪基金會協調人 RRFC

扶輪基金捐獻與獎章：

2006 年6 月成為Arch Klumph Society 會員。
2010 獲頒RI 超我服務獎章 (Service Above Self Award)
2011 獲頒TRF 功績服務獎 (Meritorious Service Aw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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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扶輪3490地區
地區團隊訓練會

板橋北區扶輪社

李進賢 (PDG E.N.T.)
日期：2016年3月12日

扶輪基金會現況

Doing Good in the World
做公益: 行善天下

Rotary Serving Humanity
扶輪服務人類

10年來扶輪基金總捐獻狀況

0

50

100

150

200

250

300 $268,903,000

4

全世界2014-15 捐款前15名國家
排名 國家 社員數 年度基金 AF 人均 AF 總捐獻

人均

總捐獻

1 USA 329,196 $43,073,948 $131 $152,194,717 462

2 Japan 86,463 $11,653,052 $135 $14,950,961 173

3 Korea 56,759 $12,011,578 $212 $13,547,774 239

4 India 119,539 $7,693,740 $64 $12,883,362 108

5 Taiwan 29,415 $5,490,510 $187 $9,458,734 322

6 Canada 24,508 $4,108,808 $168 $7,664,589 313

7 Germany 53,002 $4,023,654 $76 $5,831,725 110

8 Brazil 56,019 $4,276,591 $76 $5,333,614 95

9 Australia 30,076 $3,528,111 $117 $5,251,803 175

10 UK 48,542 $2,937,773 $61 $5,052,225 104

11 Italy 39,452 $2,930,201 $74 $4,552,880 115

12 France 32,435 $2,442,585 $75 $3,929,434 121

13 Philippines 21,235 $2,812,722 $132 $3,092,462 146

14 Mexico 10,175 $1,174,263 $115 $1,592,884 157
15 Thailand 7,595 $1,050,890 $138 $1,386,421 183

3490地區近5年總基金捐獻

 ‐

 200,000

 400,000

 600,000

 800,000

 1,000,000

 1,200,000

 1,400,000

 1,600,000

2010‐11 2011‐12 2012‐13 2013‐14 2014‐15

2010‐11 2011‐12 2012‐13 2013‐14 2014‐15 
1,090,769  745,705  1,137,625  999,534  1,486,789

6

2014-15 10B地帶捐款款統計表

地區 社員數 年度基金 Polio 其他基金 冠名永久 總捐獻 總捐獻

Annual Fund Plus 基金 人均

3450 1,874 $385,897 $206 $107,811 $54,980 $548,688 $293

3460 3,847 $525,360 $137 $74,300 $22,300 $621,960 $162

3470 1,757 $171,750 $98 $6,500 $25,500 $203,750 $116

3480 3,594 $622,371 $173 $165,814 $492,870 $1,281,055 $356

3490 4,324 1,073,029 122,810 $144,750 $179,000 $999,534 $350
3500 3,526 $1,545,529 $438 $146,140 $510,300 $2,201,969 $624

3510 2,304 $549,943 $239 $290,104 $420,300 $1,260,347 $547

3520 4,692 $830,846 $177 $400,020 $906,765 $2,140,631 $456

RRFC Tony

專題演講：扶輪基金會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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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15全球獎助金核准狀況
全球核准案數: 1,080

疾病預防
與處理 水與衛生 經濟與社

區發展
基礎教育

與識字
母親與幼兒

健康
和平與衝突
預防/解決 ToTal

人道計畫 260 282 116 114 51 10 833

獎學金 38 13 46 10 7 57 171

VTT 15 0 1 5 8 1 30

人道計畫
/VTT 17 7 8 4 10 0 46

Global 
Grant
總數

330 302 171 133 76 68 1080

% 31% 28% 16% 12% 7% 6%

Zone 10B 2014-15 Grants Application
Global
Grant

District District Grant Host
Intl. 

Sponsor
VTT

3450 $128,464 14 6 2

3460 $96,808 1 4 0

3470 $47,447 1 1 0

3480 $89,140 0 6 0

3490 $110,334 2 4 0

3500 $296,464 9 8 0

3510 $93,800 11 5 0

3520 $188,800 13 15 0
RRFC Tony

D-3490 2015-16 Global Grants Approved 
(till Oct. 27)GG # Host International

Sponsor

1634915 板橋北區 日本西神 貢寮國中圖書館

1532885 三重北區
菲律賓Paranaque‐St. 

Andrew
宜蘭旱溪國小、三重
重陽國小淨水設備

1531506
花蓮華東

韓國Seongnam
Seonil

攜帶式超音波
醫療巡迴車

1530320 三峽社
日本Okayama 

Chuo
口腔癌巡迴車

1527014 三重南區 韓國Say Anyang
子宮頸癌篩檢醫療巡

迴車

1636840 三重東區 新加玻Changi 花東AED急救設備

D-3490 2015-16 Global Grants Approved 
(till Oct. 27)GG # Host International

Sponsor

1634191 緬甸仰光 板橋中區 仰光第十二小學

1634667 印尼
Yogyakarta

大漢溪扶輪社 養羊計畫

1531729 Guatemala de 
la Asunción 三峽北大菁英 數位X 光機

1533074 菲律賓Metro
Bacolod

板橋西區 人奶銀行

1527014
Makati-San 

Lorenzo
(DDF 7,000) Taipei Capital

Antipolo Rotary 
Community Corps 

Farmers Associations 

D3490 Available DDF

三年前
年度基金的50％

永久基金
收益

去年餘額轉撥 年度可用DDF

2014‐15 209,448 13,408 132,529 355,385

2015‐16 465,511 14,888 162,738 64,3137

2016‐17 335,332 >  335,332

2015‐16 D3490 Available DDF

2012-13 永久基金
收益

去年度
餘額轉撥

2015-16 
已撥款

D3690   
轉入

年度可用DDF
AF  50％

2015‐16 465,512 14,888 162,738 406,485 1,000 237,652

2015-16  已承諾DDF: 17,000 目前剩餘可用DDF 220,6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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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3490 Available DDF

2016-17 DDF 2017-18 DDF
(50％ of 2013-14 AF) (50％ of 2014-15 AF)

>335,332 >519,080

地區獎助金與全球獎助金間的差別

26

如何應用地區獎助金

地區獎助金可以用在以下的地方

 支持基金會的使命---人道服務

 可支持不符合焦點領域的服務計畫

 贊助那些小型、短期或不符合全球獎助金持續性要求的計畫

 提供當地或國際性的緊急需求

地區獎助金

 地區不需要申請到全額(DDF之50％） , 但每年只撥一次
地區獎助金

地區獎助金的適用規範有所擴充：

•資助青少年計畫，包括RYE、RYLA、扶青團與扶少團
•建築計畫，包括低價避難屋(Low-cost shelters)
•合作組織人員的旅行費用
•獎學金獲獎人訓練研習會(Scholar Orientation Seminars)
•獎助金管理研習會(Grant Management Seminars)
•非扶輪社機構主導之活動

District Grant Administration 地區獎助金的管理

地區負責管理地區獎助金, 各社可以以下的方式向地區申請

 服務計畫(Humanitarian Services)-可用於當地及國際計
畫 ,包括義工服務旅行及急難復原計畫

 獎學金(Scholarship)- 不受金額, 期間, 學習領域的限制

 職業訓練團(VTT)-可用於支持職業團的出國旅費, 不論是
學習或教導

What are Global Grants? 什麼是全球獎助金 ?

 全球獎助金贊助長程目標計畫及符合一至多項焦點領域目標具
持續性及可數量化衡量的計畫

 世界基金對現金捐款配合50%, 對DDF則配合100%

 全球獎助金的贊助計畫總預算要大於$30,000

 30% 資金須由國外地區或社配合

 當地主辦社和國外配合社或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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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ypes of Global Grant Activities 全球獎助金計畫型態

Humanitarian Projects 人道計畫

全球獎助金可支持對受惠社區有益具持續性及可數量化衡量的計
畫

Scholarships 獎學金

支持碩士級學生攻讀進修六大焦點領域課程

Vocational Training Teams職業訓練團

VTT團旅費至國外教導或學習其職業的領域

The 525 M Challenge 
2013 ‐ 2018

• WHA 65.5號決議2013-2018根除小兒麻痺尾聲戰略計劃
需50億美金經費

• Rotarians donate:   
35,000,000 X 5 (2013 ~2018) = 175,000,000

• Bill & Melinda Gates Foundation match:
35,000,000 X 2 X 5 = 350,000,000

• Total Target:
175,000,000 + 350,000,000 = 525,000,000

基金捐獻的流向
3年前年度計劃基金捐獻 (譬如：US$100萬)

分享

US$25萬

地區獎助金

地區指定基金

DDF

US$50萬 US$50萬

世界基金

World fund
US$25萬

DDF 餘額

全球獎助金

(世界基金配合DDF與
現金的捐獻)

最高 50%

50%

分配回地區

主辦+協辦社
現金配合

保留在 TRF

其他
(現金, 永久
基金收益)

Support TRF 支持扶輪基金

• EREY

• 100% Sustaining Member Club

• Polio Plus Fund

• Paul Harris Fellow

(Paul Harris Society member) 

• Major donors 

• AKS members

重要資訊
• 寶眷社員、衛星扶輪社員視同一般社員列入EREY與100%贊

助會員社表彰計算。

• 指定捐給全球獎助金現金捐獻TRF加收5%。

• WHA 65.5號決議2013-2018根除小兒麻痺尾聲戰略計劃
需50億美金經費，TRF每年需3500萬美元。

• 永久基金捐贈，請記得指定為PRIP Gary 冠名的基金

• 地區基金可資助青少年計畫，包括RYE、RYLA、扶青團與
扶少團，利他精神不變。

 六大領域計畫請以水及衛生、疾病預防及處理、基本教育
及識字優先

 全球獎助金注重延續性、單一性、並要有詳盡的訓練計畫

 未註明目的的退款將記錄為捐獻至年度基金

阿奇柯蘭夫 Arch C. Klumph成立扶輪基金會
100 周年巨額捐贈將獲得紀念銅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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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扶輪基金

扶輪服務人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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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峽扶輪社前社長張新宏 PP House
2016~2017年度地區單車環島委員會 主委

板橋北區H.D.

• 連續兩年今年邁向80歲高
齡，一樣跟著全隊的節奏
，一步一步，踩著踏板，
共同奔向終點站。

專題報告：地區單車環島根除小兒麻痺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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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很開心是用腳來騎完全程

• 有人，可是用雙手
努力搖動，跟著大
夥兒一起轉了台灣
一圈。

2016~2017 3490單車環島

叫我第一名

我們的計畫與目標

環島日期 : 2016/10/22(六)~30(日)

預計人數 : 80 ~ 100 人

預計募集 : US$. 100,000

社長獎勵辦法 : 社長親自環島20分
每增加一位社友參與
環島該社就增加5分,
累計加分。

• DAY1 - 竹圍漁港 • DAY2 - 大甲外環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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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AY3 - 收操!逛嘉義夜市 ~YA • DAY4 - 高雄世運主場館

• DAY5 - 車城楓港海景 • DAY6 - 期中考~壽卡，小山最難搞

• DAY7 - 伯朗大道金城武樹 • DAY8 - 花蓮升等商務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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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特別興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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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服務
報告人: 林金塗 Apollo (宜蘭社)

Date:2016.03.12

扶輪青年服務團(ROTARACT)主委 劉慧敏 P.P.JASMINE (土城山櫻社)

扶輪少年服務團(INTERACT)主委 曹光炎 P.P.POWER (宜蘭東區社)

扶輪青少年領袖獎(RYLA)主委 林麗華 P.P.TINA (樹林芳園社)

扶輪青少年交換(RYE)主委 李昇穎 P.P.SIGN (大漢溪社)

亞太扶青團會議主委 陳武吉 P.P.SACKSON (基隆西北社)

新世代服務交換(NGSE)主委 陳玉愛 P.P.HELEN (樹林芳園社)

地區成年禮主委 楊杰 P.P.JACK (宜蘭社)

青少年服務

 扶輪青少年領袖獎(RYLA) : 20,000元 每社

 扶輪青少年交換(RYE) : 200元 每人/每年

 青少年服務活動 :  200元每人/每年

青少年服務

 整合科技 創造未來

 扶輪分享 創意分享

 優秀的青年能夠成為扶輪社友

青少年服務

專題報告：青少年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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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輪少年服務團
曹光炎 P.P. Power

宜蘭東區社

地區扶少團介紹

1 土城國中扶少團 2007/3/1 土城中央、三峽、土城山櫻社

2 三重中學扶少團 2008/9/26 三重中央社

3 光榮國中扶少團(80 位) 2008/11/19 三重南區、三重三陽、三重南欣

4 鶯歌國中扶少團 2009/3/28 鶯歌社

5 花蓮海星中學扶少團 2009/4/1 花蓮新荷社

6 玉里國中扶少團(36 位) 2009/4/20 玉里社

7 花蓮高中扶少團 2009/6/30 花蓮美侖山社

8 明德高中扶少團 2010/3/22 三峽社、板橋北區社、板橋西區

9 福營國中扶少團(62 位) 2010/12/7 新莊中央社

10 樹林柑園國中扶少團 2011/2/10 樹林芳園社、大漢溪社

11 樹林旺德福扶少團 2011/2/28  新北市福利旺社

12 中平國中扶少團 2012/1/8  新莊南區社

13 花蓮高農扶輪少年服務團 2012/7/6 花蓮港區社

14 新泰國中扶少團 2012/10/15 新莊東區社

15 羅商扶少團 2012/10/25 羅東西區社

 

地區扶少團介紹

 

16 宜蘭中道扶少團 2013/3/3 宜蘭東區社

17 花蓮高商扶少團 2013/3/7 吉安社

18 五股國中扶少團 2013/4/16 五股社、五股金鐘社

19 羅東高中扶少團 2013/5/6 羅東社

20 新莊國中扶少團 2013/9/30 新莊社

21 羅東高工扶少團 2013/10/23 羅東中區社

22 溪崑國中扶少團 2014/12/29 樹林社

23 上騰中學扶少團 2015/1/23 花蓮華東社

24 幸福大崗扶少團 2015/2/17 林口幸福社

25 宜蘭中華國中扶少團 2015/10/21 宜蘭南區社

26 華僑中學扶少團 2016/01/19 板橋中區社

27 鷺江國中扶少團 2016/01/11    蘆洲重陽社、3490 網路扶輪社

28 玉里國中扶少團 申請中 玉里社

29 宜蘭國中扶少團 申請中 宜蘭西區社

工作計畫宗旨

提升本區扶少團成員在課暇之餘，藉由此計畫
之多元學習、強化知能，進而提升自我能力，

拓展公共關係，並能主動關懷社會。

例如：升學輔導班、體育專長訓練班、

學區設置看板

工作計畫

1.訓練：提升自我能力
創新時勢接軌

2.服務：照顧弱勢人群
發揮大愛精神

1.訓練-扶少團領導人

 會議規範見習

 法律常識概念

 傳承訓練(培養成年後加入扶輪社)

 國外友社語言短期訓練

 國際交流學習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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訓練期程

會議規範(平日上課時間假日或晚上)

語言訓練(平日上課時間假日或晚上)

國際交流(寒暑假時間)

2.服務

關懷社區獨居老人

協助偏遠學校弱勢學童

接待本國及外國友社
(RYE交換學生)

服務計畫期程

 關懷社區獨居老人(每月一區)

 協助偏遠學校弱勢學童 (寒暑假期間)

 接待本國及外國友社(依扶輪社計畫安排)

3490地區2016-2017年度
扶輪少年服務團展望

 至各分區各社推廣扶輪少年服務團
成立之理念

 希望在新北巿各分區成立2至3個扶少
團，基隆地區成立1至2個扶少團，宜
蘭地區成立1至2個扶少團，花蓮地區
成立1個扶少團，整個地區成立3至5
個扶少團。

感謝大家聆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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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輪青少年領袖獎

報告人:林麗華 P.P. Tina (樹林芳園社)

2016-2017年度主委

2016-03-12

扶輪青少年領袖獎
訓練營 辦理目的

 發展領導技巧

 增進個人自信

 接觸到多樣化的議題與族群

 認識新朋友

 獲得職場資訊與技能

 認識社區領導人及輔導者

起源

 1959年，澳洲昆市蘭州優秀青年被選出來謁見

女王伊莉莎白二世的堂妹亞歷山德拉公主。

昆士蘭州首府布利斯賓市的扶輪社，決定每年

集合優秀青少年領導人，為期一周舉辦社會、

文化及教育方面的訓練活動。

 1971年，國際扶輪理事會通過正式採用「扶輪

青少年領袖獎」為國際扶輪一個公式活動節目。

活動目標

進一步展現扶輪對青少年的尊重及關懷。

透過訓練，鼓勵有潛力的青少年領袖，能自發

性的學會“負責及有效領導方法”。

持續性的推動，鼓勵具有潛力的青少年，領導

青少年的模式。

公開表彰許多服務社區的青少年領袖。

活動目地

增進青年的領導及管理才能， 培養其負責任、

重榮譽之特質。

為國家培育優質菁英領袖，進而共同參與扶

輪家庭，共同落實社區服務。

2016-2017
活動核心主題

 表達能力(如何說好TED)

 人際關係處理技巧

 領導統御技術

 理財規劃

 提升自己能力

 人生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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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2017
活動內容

 專題演講－國際觀能力，表達能力，領導統御

，理財規劃，人際關係，提升自己

人生規劃。

 聯誼活動－Party晚會、團康活動。

 扶青團團員與RYLA學員的互動性。

2016-2017    
舉辦時間、地點

日期：2016年08月19∼21日

（星期五∼日）三天兩夜

地點：台北海洋技術學院淡水校區

(淡水區濱海路三段150號)

2016-2017
參加對象及人數

參加對象：18-28歲經各社推薦之優秀青年

(含非扶輪子弟)

參加人數：學員名額共約180人，由每社推薦

2位優秀青年，24位遴選優秀的青

年及擔任過扶青地區代表參加。

2016-2017
報名方式及報名日期

報名方式：填寫報名表，學員需撰寫200字自傳乙

篇及附2吋照片1張，經由扶輪社推薦，

將以上資料E-mail傳送地區辦公室。

報名日期：2016年7月1日至7月22日止。如各社於

報名截止日止未能提供2名參加人選，

則統一委由地區RYLA委員會遴選優秀

的青年及擔任過扶青地區代表參加。

2016-2017
講師簡介

國際觀能力 表達能力 領導統御 理財規劃 人際關係

謝金河先生 許毓仁先生 呂宗達先生 何文賢先生 鄭立德先生

財金文化董事長 TED╳Taipei創辦人 台灣金融研訓院菁英資深講師 力得企業有限公司

2016-2017
講師簡介

鍾瑩瑩小姐 黑立言先生 詹宏志先生 劉必榮先生

百萬錦鯉魚 卡內基台灣區總經理 城邦文化創辦人 談判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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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2016年度RYLA活動集錦
ROTARY SERVING HUMANITY

扶輪服務人類

謝謝聆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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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bject：簡介
Introduction

Presenter：李昇穎PP Sign (大漢溪扶輪社)

Date：2016.3.12

李昇穎PP Sign (大漢溪扶輪社)
地區扶輪經歷：
‧ 2007-08年度 ~地區扶輪少年服務團委員會委員
‧ 2008-09年度 ~地區資訊網站推廣委員會副主委

地區扶輪青少年領袖獎委員會委員
‧ 2009-10年度 ~地區扶輪青少年領袖獎委員會委員
‧ 2010-11年度 ~國際青少年交換計畫委員會(YEP)委員

地區扶輪青少年領袖獎委員會副主委
‧ 2011-12年度 ~新北市第四分區助理總監

國際青少年交換計畫委員會(RYE)委員
‧ 2012-13年度 ~國際青少年交換計畫委員會(RYE)諮詢委員
‧ 2013-14年度 ~世界社區服務委員會委員、國際青少年交換計畫

委員會(RYE)顧問、地區刊物編輯委員會副主委
‧ 2014-15年度 ~地區扶輪青少年領袖營委員會Ryla主委

國際青少年交換計畫委員會(RYE)副主委
‧ 2015-16年度 ~年度地區成年禮委員會主委
‧ 2016-17年度 ~地區青少年交換委員會(RYE)主委

RYE委員會報告大綱

1.委員會工作內容

2.預算

3.委員會組織表

4.年度工作計劃書預訂表

5.總結

委員會工作內容

簡單的講就是協助青少年交換從無到有，以及圓滿完
成青少年交換計劃。

1.甄選outbound學生出國交換
2.訓練(學能，觀念，信心，心理建設)
3.接待社，接待學校，接待家長講習會
4.交換名額爭取
5.Inbound學生照顏與活動安排
6.Inbound、outbound學生狀況排除

Outbound歸國學生歡迎會 接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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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機 華語發表會

歡迎會暨語言文化營 Outbound甄選面試

接待講習會 平溪放天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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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日志工暨聖誕餐會 四地區足球聯誼賽

澎湖之旅 環島之旅

預算

(一)年度計劃

(二)比往年增加之
預算支出

 60~65名 outbound學生
(含2名獎助生)

 60~65名 inbound學生

 RYEMT短期營隊
 2名獎助生
 Inbound學生代表地區表演練習、交通、

誤餐費(成年禮、地區年會、多地區年會)

收入 支出

 地區扶輪社依社友人數(每名200元)
約計60萬

 Outbound學生家長繳付每名學生17萬

 地區RYE執秘薪支及地區辦公室租賃分
擔50%約計150萬

 8萬指定回扶輪社作中文學費、學校學
費、交通費

 2萬RYEMT行政費
 6萬5仟訓練費用outbound生
 5仟Rotex基金
 講習會、活動場地等費用
 多地區短期接待費
 表演節目練習、誤餐費、交通費

委員會組織

第一分區 第五分區 第八分區 第二分區 第四分區 第七分區 基隆

※PP Brian 陳向緯
(三重東區社)

Jane 陳貴珍
(三重湧蓮社)

Bridge  黃龍泉
(三重中央社)

PP Hisao  林久雄
(三重中央社)          

CP Annie 鄭寶鳳
(新北光耀社)

PP Diamond  陳麗詠
(三重千禧社)

Jackson 鄭錕誠
(三重三陽社)

óWilliam 李威霖
(板橋群英社)

Jamie 汪俊男
(板橋社)    

óPP Tiffany  陳媛
(樹林芳園社)

Eason  陳昱森
(樹林社)

PP Diamond游芳春
(鶯歌社)

óPP Building  陳水生
(土城中央社)

James  蔡舜賢
(土城中央社)

※ PP Timothy  劉天祥
(三峽社)

Ah Soon  陳清順
(基隆東南社)

Jason 黃兆甸
(基隆中區社)

第三分區 第六分區 第九分區 宜蘭一 宜蘭二 花蓮一 花蓮二

Monica  黃怡璇
(新莊南區社)

※ PP Pharma  許有杉
(新莊中央社)

PP JSC  陳建勳
(林口社)

PP Jason 鄭豐順
(五股金鐘社)

PP Sun  陳鴻山
(泰山社)             

P Deborah  蔡智敏
(新北市百合社)

PP Agent  陳麗情
(宜蘭東區社)

※ PP Apollo  林金塗
(宜蘭社)

Nippon  陳勝宗
(羅東西區社)

PP Wendy  蔣家鈴
(羅東西區社)

Farmer  林群峰
(羅東中區社)

óPP Neon  楊炳璋
(吉安社)

Cake  邱煒傑
(吉安社)

※ Noodles 鄭宗治
(花蓮港區社)

PP Elephant  江躍辰
(花蓮港區社)

PP Sakura 曾菊櫻
(花蓮新荷社)

(一)分區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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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會組織
(二)2016-17年度委員會組織表

2016-17年度工作計劃書7/1~6/30預訂表

2016-17年度工作計劃書7/1~6/30預訂表 2016-17年度工作計劃書7/1~6/30預訂表

2016-17年度工作計劃書7/1~6/30預訂表 2016-17年度工作計劃書7/1~6/30預訂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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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17年度工作計劃書7/1~6/30預訂表 2016-17年度工作計劃書7/1~6/30預訂表

2016-17年度工作計劃書7/1~6/30預訂表 2016-17年度工作計劃書7/1~6/30預訂表

2016-17年度工作計劃書7/1~6/30預訂表 2016-17年度工作計劃書7/1~6/30預訂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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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17年度工作計劃書7/1~6/30預訂表 結論
結論

RYE委員會需要扶輪社先進繼續給予支持、鼓勵與鞭策！
敬祝大家

平安快樂
心想事成

謝 謝 聆 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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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太扶青會議(APRRC) 
 

一、「亞太扶青會議」簡介 

    自從 2004年第一屆「亞太扶青會議」（Asia Pacific Regional Rotaract 

Conference，簡稱 APRRC）舉辦以來，亞太地區國家的扶青團們即延續此國際性

活動。其目的在於提供亞太地區所有扶青團員一個共同面對面交流的機會，藉以

促進大家的友誼，並透過會議討論方式達到分享各國扶青團資訊的平台，並進而

提升各國未來的青年領袖領導技能以及健全他們的合作能力與人格。截至 2015

年已舉辦第 12屆（台灣舉辦過第 2屆、第 10屆 APRRC）。 

    亞太地區扶輪青年服務會議是亞太地區最大型的扶青團員聚會，歷年單次參

與會議的扶青團員與扶輪社員總計自八百人至上千人。台灣於每屆亦有六十到二

百位扶青團員共襄盛舉，是認識亞太地區扶青團員與相互交流最好的機會。同時，

亞太地區扶輪青年服務團會議亦是見識各國優秀的團員與服務計畫的最好平台。

在亞太扶青會議當中，所有的參加者，藉由全體會議、歷年的專題演講、扶青服

務計畫分享、各國扶青現況簡報、工作坊、文化之夜及扶青嘉年華會，以及各種

具有創意的餘暇活動，共同討論影響著亞太地區各國扶青團的個別與特殊的議題。

這個特點，使得亞太扶青會議除了嘉年華的性質之外，更多了增進知識與友誼的

特質，在各項議題上達成共識，進而討論合作方針，解決問題。 

亞太扶青會議自 2004年在香港舉辦以來，經過台灣、菲律賓、馬來西亞、印尼、

新加坡、澳洲、香港，與泰國等國主辦。 

以台灣第十屆亞太扶青會議的主要內容： 

（一）專題演講，分二個方向 

1. 以扶青知識為主。 

2. 以行銷為主。 

（二）綜合座談和小組討論 

以座談或小組討論的方式進行，藉此加強學員對講演內容的內化吸收，提出問題

互相討論，彼此學習各國間不同的觀念與想法。 

（三）參訪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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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亞太地區各國的夥伴參訪台灣之公共建設和風景名勝，讓其感受到台灣的文化

及現代化建設的成效、體驗台灣的多元文化與自然生態，並經由導覽與實作課程

深入了解不一樣的台灣。 

（四）晚會活動，分成歡迎晚會及文化之夜 

1.  歡迎晚會： 

藉由歌舞及遊戲，讓與會的人員認識彼此，消除隔閡。 

2.  文化之夜： 

歷屆 APRRC的重頭戲之一，主要是由各參與的扶青團員以地區為單位，提供晚會

表演活動，藉以展現各國文化特色。讓各國來賓展現各國文化的同歡晚會，讓各

國扶青團員都可以上台展現各國不同舞蹈、戲劇及歌曲。      

（五）扶青嘉年華會： 

以擺攤的方式，在自己的攤位上展現各地區不同的文化，由申請攤位的決定攤位

的主題，不限定於手工作品或美食，是一個讓各國扶青團員展現自己國家文化特

色的時機。如台灣地區可以做香包、沙畫、印染、新竹米粉、彰化肉圓……等或

擺放活動照片，可以販賣也可以贈送的方式，與全世界的扶青團員同樂。 

（六）各國扶青現況簡報: 

各地區分別報告各地區現況以及所舉辦之活動，也讓友區扶青團能對其有更瞭

解。 

（七）團隊培力 

藉由本活動啟發扶青願景、讓與會者形成共識、凝聚向心力、促進不同國家扶青

團員間協同合作，共同達成所交付之任務。  

（八） 服務計畫 

社區服務為扶青團四大服務之一，我們將準備最特別的服務計畫帶您一起為社會

貢獻扶青團員們團結的力量。  

（九）  APRRC先生小姐 

每地區(國家)各派出一對男女參賽者，藉由一連串的服裝、儀態、整體形象、機

智與扶青知識等項目評選出足以代表亞太區域扶青團的優勝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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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上述之外，第十屆亞太扶青會議將會是一個新的里程碑，將綜合以往的優點，

期望帶給亞太各國不同以往的會議模式。不僅在硬體上呈現台灣的精緻品質與注

入台灣科技實力，於軟體上也會展現台灣豐富的創意實力與多元文化。此外也期

許藉由第十屆亞太扶青會議的舉辦，凝聚台灣七大扶輪地區和展現整體國家氣勢，

讓世界看見台灣扶青團員的活力與執行力！ 

l  歷屆主辦國和地點 

1. 第一屆 APRRC 2004/08/05~09：香港 (香港理工大學) 

2. 第二屆 APRRC 2005/08/26~29：台灣 (淡水真理大學) 

3. 第三屆 APRRC 2006/08/31~09/03：菲律賓 (Tagaytay國際會議中心) 

4. 第四屆 APRRC 2007/08/24~28：馬來西亞 (AFORMOSA渡假村) 

5. 第五屆 APRRC 2008/11/19~23：印度尼西亞 (Inna Grand Bali Beach 

hotel) 

6. 第六屆 APRRC 2009/11/22~25：新加坡(新加坡運動學校) 

7. 第七屆 APRRC 2010/11/25~28 ：澳洲(澳洲雪梨奧林匹克公園) 

8. 第八屆 APRRC 2011/09/29~10/02：菲律賓(蘇比克灣特區) 

9. 第九屆 APRRC 2012/05/01~04：泰國(曼谷) 

10. 第十屆 APRRC 2013/09/07~10：台灣(高雄義大世界)   

11. 第十一屆 APRRC 2014/07/10~13：香港(如心海景酒店) 

12. 第十二屆 APRRC 2015/08/9~12：印度尼西亞(希爾頓飯店) 

13. 第十三屆 APRRC 2016/03/18~21：京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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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代服務交換 (NGSE)

樹林芳園扶輪社

陳玉愛 P.P. Helen

2016/3/12

‧根據 RI理事會議2012年決議，青少年交換
RYE 中的New Generation Exchange新世代交
換 (18-25歲)自 2013年7月 1日開始脫離
RYE青少年交換委員會，另成立New 
Generation Service Exchange ( NGSE )新
世代服務交換委員會。

‧年齡層自18 到 30歲，提供職業訓練與實習
或人道關懷服務。

說明

1、一對一個人交換

￭交換形式為一對一個別交換的職業參訪或實習

￭交換期限通常是 4~8週(最多 3個月)

￭申請者出發時年齡為介於18至30歲之大學(專)
男女在學學生(含應屆畢業生)或社會青年

交換類別 交換類別

2、團體交換(Group New 
Generation Service Exchange簡稱
Group NGSE）

￭交換形式為團體對團體 (約4~6人) 的交換
￭可以是歷史文化參訪或職業參訪或人道關懷服務
￭由地區委員會以專案方式集體辦理
￭交換期限通常為3週
￭申請者出發時年齡為介於18至30歲之大學(專)男
女在學學生或社會青年

報名資格 、出發日期

1、扶輪社友子女及非扶輪社友子女皆可提出
申請，但必須由3490地區的扶輪社推薦。

2、派遣學生須學業、操行成績優良，且英文
學期成績必須在60分以上(或附上外語能
力測驗證明者）

3、原則上為2016年暑假期間(交換期間依交
換組別不同而有所不同)

2015-16年度樹林芳園社
派遣許惠評從波蘭完成交換返台
接待波蘭的Antonina來台接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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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16年度樹林芳園社接待波蘭的Antonina

Thank You



52

活動剪影 祭祀祈福 

宗旨： 
  1.由扶輪辦理社會服務，喚起新世代青 
    少年重視禮俗，導引國際青少年認知 
    台灣文化意涵，認真面對成年，感恩 
    父母，並負起社會責任。 
  2.邀請地區青少年、國際扶輪交換學生 
    (RYE)、社會弱勢團體參加，擴大扶 
    輪之社會、文化、教育、外交功能。 

 
  因此由扶輪社來舉辦成年禮活動，擴大
扶輪的社會、文化、教育、外交功能，邀
請社區青少年朋友、從世界各國來台的國
際扶輪青少年交換學生、社會弱勢團體人
士等共同參與盛會，將我們國家的禮俗文
化及成就，散播至社會各角落及帶到更寬
廣的國際世界各國。 

 
  扶輪是一個各行各業專業領導人士所組
織而成的世界性組織，自創立以來持續不
斷地對社區提供各項服務，更在世界中去
協助增進親善與和平。扶輪一直在從事
「社會服務」、「職業服務」、「國際服
務」及「青少年服務」，扶輪社友一直默
默獻出自己的愛心與善心，幫助需要幫助
的人，同時也一直深入基層，關心社會。 

緣起： 
  成年禮又稱「冠禮」，表示一個人從孩
童、少年進入了成年自我成熟的新階段，
這是一個重要的生命階段，也是一個值得
慶祝的生長過程，因此我們希望藉由成年
禮，讓青少年體認到成年的真正意義，進
而肩負起對自己、家庭、社會的責任，引
發出承先啟後的使命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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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道扶少團表演 

開幕儀式 

彩排預演 

2014-15年度成年禮委員會委員合影 

準備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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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17年度地區成年禮委員會主委 

宜蘭扶輪社2014-15年度社長 

姓    名：楊  杰  

扶輪暱稱：Jack 

夫人姓名：鄭麗瑩 

學    歷：國立臺灣大學化工系 

職業分類：飼料製造 

服務機構：臺灣福昌集團  

職    稱：總經理 

地    址：宜蘭市東港路22-39號  

電    話：03-9381131 

傳    真：03-9385358 

熱情邀約 

主辦/ 
國際扶輪3490地區成年禮委員會 
指導/ 
宜蘭縣政府 
協辦/ 
國際扶輪3490地區 
  基隆分區 
  青少年服務委員會 
  扶輪青少年領袖獎委員會(RYLA) 
  扶輪青少年交換委員會(RYE) 
  新世代服務交換委員會(NGSE) 
  扶輪青年服務團(ROTARACT) 
  扶輪少年服務團(INTERACT) 
  扶輪青少年交換歸國學生會(ROTEX) 

謹詹於 
民國一０五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星期六) 
下午十二時三０分 
假  宜蘭孔廟 
舉行國際扶輪三四九０地區成年禮 
恭請  蒞臨指導 
 
國際扶輪3490地區 
2016-17年度 
地  區  總  監  謝木土 
地區成年禮主委  楊  杰  敬邀 

挑擔登高,任重道遠,戴冠禮 

學生致感恩詞與家長致期勉詞 
INBOUND學生國術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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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扶輪經歷： 
2010～2011 國際青少年交換計畫委員會委員 
2011～2012 國際青少年交換計畫委員會委員、地區年會執行長 
2012～2013 國際青少年交換計畫委員會委員 
2015～2016 地區和平與衝突委員會副主委 
扶輪榮譽 
2005～2006 捐獻宜蘭扶輪社教育基金存本基金20,000元，獲頒感謝狀及鑽石徽章 
2006～2007 捐獻PHF 500美元累計1,000美元，獲頒新保羅哈理斯之友獎狀及獎章 
2007～2008 捐獻中華扶輪教育基金10,000元，獲頒普通徽章 
    ⌇ 
2010～2011 捐獻宜蘭扶輪社教育基金存本基金11,000元，獲頒感謝狀 
    ⌇  
2013～2014 捐獻宜蘭扶輪社教育基金存本基金40,000元（累計16萬元）， 
           獲頒感謝狀 
2014～2015 捐獻PHF3,000美元，累計10,000美元，成為榮耀的巨額捐獻人， 
           獲頒水晶獎座及鑽石胸章。 
2015～2016 捐獻中華扶輪教育基金30,000元（累計5萬元）。 

扶輪社經歷： 
2005年7月5日加入宜蘭扶輪社 
2006～2007 理事、出席主委、社區公關主委、永久基金主委、扶輪基金副主委、 
           國際服務委員、獎學金前受獎人委員 
2007～2008 理事、服務計劃主委、團體研究交換委員 
2008～2009 國際服務主委、影音視訊主委、副糾察、青少年服務委員、 
           姊妹社親善關係委員、獎助金委員、團體研究交換委員 
2009～2010 理事、秘書、授證55週年慶典籌備委員會副執行長、青少年服務委員、 
           社館管理委員會總幹事、姊妹社親善關係委員 
2010～2011 理事、青少年服務主委、國際服務委員 
2011～2012 理事、公共形象主委、扶輪基金計畫主委 
2012～2013 理事、副社長、社員委員會主委 
2013～2014 理事、社長當選人、行政管理主委、宜蘭扶輪社教育基金會主委 
2014～2015 社長、基金管理委員會主委 
2015～2016 理事、扶輪基金會委員會主委、諮詢委員會主委、社務服務小組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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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增加出席率
鼓勵各扶青團在參與團內活動及地區活動上，要求團
員的出席率並適當分配各工作職掌給團員，以提升個
人能力並學習成長。

2.鞏固團員增加新團員
新團員的增加一直都是扶青團的重點，但更希望加強
團員的向心力，以期能主動參與活動、承擔責任，進
而達到對於地區、扶青團、扶輪社的認同。

3.鼓勵OB團員成為扶輪社友
每年各扶青團會將OB團員資料明細備份給輔導社、總
監辦公室，請輔導社和扶輪社友多聯繫並鼓勵他們成
為扶輪社友。

6
5

團名 三重扶青團 土城扶青團 基隆東南團 宜蘭扶青團 板橋東區團 新莊中央團

創團日期 1984.03.30 1984.05.20 1990.03.03 1993.08.24 1996.01.19 2007.01.27

2013年 13 27 0 25 10 16

2014年 14 25 20 28 10 13

2015年 14 18 17 21 18 15

2016年 14 13 28 22 11 15

平均年齡 27Y 28Y 26Y 27Y 24Y 26Y

團名 板橋扶青團 漢林扶青團 五工扶青團 花蓮扶青團 福爾摩莎團 三重湧蓮團

創團日期 2007.03.25 2007.04.29 2008.03.23 2008.03.29 2008.03.30 2015.01.25

2013年 26 27 20 17 17 0

2014年 20 24 18 19 13 0

2015年 18 22 32 21 12 17

2016年 16 20 31 25 19 17

平均年齡 25Y 27Y 27Y 25Y 27Y 22Y
5

地區 團數 人數 (2016.01.31統計)

3460地區 12團 總人數為男生215＋女生157＝372人

3470地區 7團 總人數為男生71＋女生71＝142人

3480地區 32團 總人數為男生241＋女生207＝449人

3490地區 12團 總人數為男生121＋女生110＝231人

3500地區 12團 總人數為男生178＋女生115＝293人

3510地區 17團 總人數為男生160＋女生191＝351人

3520地區 56團 總人數為922人 (含南山籌備團20人)

合計 148團 總人數約2760人

4

台灣地區扶青團於1984 年由345 地區
成立台北西門、三重、土城等扶輪青年服
務團，隔年又成立了桃園、台北西區、中
和、台北延平及347 地區的高雄東區、嘉
義北區，346地區台中團等扶輪青年服務
團，發展至今全台灣已擁有137個扶青團，
超過2500位扶青團員。

3

1968年3月13日，國際扶輪社於美國北卡
羅來納州正式成立扶輪青年服務團後、在世界各
地區扶輪社也陸續成立18~30歲的扶輪青年服務
團，這些團員有大學生、年輕專業人士，他們齊
聚一堂來服務社區、配合國際扶輪社社會服務活
動、互相學習、相互成長，並透過扶青團的友誼
及國際聯誼來促進國際的親善與和平。

2017年是扶輪青年服務團第五十周年慶

2TITLE |  1

新世代服務
Subject 扶輪青年服務團專題報告
Presenter 劉慧敏 P.P. Jasmine
Date 2016-03-12

青少年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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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重扶輪青年服務團
授證日期：(西元1984年03月30日)

例會時間：每月第一、三週星期日AM 09:30 

例會地點：新北市三重區中山路12巷2弄2號2樓

網 站：www.sanchungrac.tw

團長：陳胤文

13

3490地區扶輪青年服務團現有12團，
依創團時間分別為：三重團、土城團
基隆東南團、宜蘭團、板橋東區團、
新莊中央團、板橋團、漢林團、
五工團、花蓮團、福爾摩莎團、
三東湧蓮團

12

感恩各位扶輪領導人、扶輪先進對扶輪的努力與
付出，也感謝各位對扶青團協助與支持更期待來
年繼續指教並提供更多的寶貴意見，歡迎各分區
輔導並成立優質扶青團，讓D3490地區扶青團隊
持續蓬勃發展，更為台灣為扶輪培育更多的優秀
領導人才。

除了最好
還要更好

近年來國際扶輪正推行計畫以扶青團
員為社員基礎的扶輪社，期待吸引有
共同理念的扶青團員組成扶輪社，這
項試辦計畫可望在2016年7月起開放
全球符合條件的扶青團登記參與。

10

1. 扶輪地區年會

2. RYLA 、D3490成年禮

3. 輔導社活動例如:授證、職業參訪、

社區服務、世界清潔日等等

9

日 期 活動名稱
2016/10/23 地區運動會

2016/12/11 地區職業活動

2017/1/08 地區社區活動

2017/05/06~05/07 第27屆地區年會(D2700來訪)

2017/05/25~05/28 APRRC@泰國普吉島

2017/05/25~05/29(暫定) 訪問D2700地區(福岡)

2017/6/04 地區幹部講習會(17-18年度)

地區活動(2016-2017年度)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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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橋扶輪青年服務團
授證日期：(西元2007年03月25日)

例會時間：每月第二、四週星期日AM 10:00 

例會地點：新北市板橋區四川路二段16巷8號11樓(扶輪社館)

網 站： www.facebook.com/groups/rotaractclub.pcrc/

團長：蕭君揚

19

新莊中央扶輪青年服務團
授證日期：(西元2007年01月21日)

例會時間：每月第二、四週星期日AM 10:00

例會地點：新北市新莊區新樹路166號3樓(扶輪社館)

網 站：www.facebook.com/groups/115759988457801/

團長：廖卿妃

18

板橋東區扶輪青年服務團
授證日期：(西元1997年01月19日)

例會時間：每月第二、四週星期六 PM 02:00 

例會地點：新北市板橋區四川路二段16巷8號11樓(扶輪社館)

網 站：www.facebook.com/groups/173024436088805/

團長：周忠治

17

宜蘭扶輪青年服務團
授證日期：(西元1993年08月24日)  

例會時間：每月第一、三週星期六 PM 07:00

例會地點：宜蘭市農權路三段6號3F

網 站：www.facebook.com/eland3490

團長：賴約凱

16

基隆東南扶輪青年服務團
授證日期：(西元1990年03月03日)

例會時間：每月第二、四週星期六 PM 02:00

例會地點：基隆市愛三路38號3樓

網 站： www.facebook.com/KeelungES

團長：周郁均

15

土城扶輪青年服務團
授證日期：(西元1984年05月20日)

例會時間：每月第二、四週星期六 PM 07:00

例會地點：新北市板橋區四川路二段16巷8號11樓(扶輪社館)

網 站：www.facebook.com/tucheng3490

團長：李豪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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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與會的嘉賓

健康 順利 平安

各社社務昌隆

大會圓滿成功

25

三東湧蓮扶輪青年服務團
授證日期：(西元2015年01月25日)

例會時間：每月第二週星期六 PM 04:00  

例會地點：幸福會議室新北市三重區正義北路342號1樓

團長：賴沛緹

24

福爾摩莎扶輪青年服務團
授證日期：(西元2008年03月30日)

例會時間：每月第一、三週星期日 PM 01:30  

例會地點：台北市長安西路62號8樓

網 站： www.formosarac.org.tw

團長：陳維昇

23

花蓮扶輪青年服務團
授證日期：(西元2008年03月29日)

例會時間：每月第一、三週星期四 PM 06:30 

例會地點：花蓮市中美路115巷8號1樓(扶輪社館)

網 站： www.facebook.com/groups/100977706613554/

團長：謝楚峰

22

五工扶輪青年服務團
授證日期：(西元2008年03月23日)

例會時間：每月第一、三週星期日 AM 10:00 

例會地點：新北市五股區五工五路28號2樓

網 站：www.wukungrac.org/

團長：黃翊庭

21

漢林扶輪青年服務團
授證日期：(西元2007年4月29日)

例會時間：每月第一、三週星期日AM 10:00

例會地點：新北市樹林區大安路516號5樓(扶輪社館)

網 站：www.handlink.tk

團長：嚴萱惠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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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訓練團計畫
( Vocational Training Teams,VTT )

Speaker : Boris(新北卓越扶輪社) 
2016/03/12         

 2014年7月1日 - 團體研究交換（Group Study 
Exchange, GSE）已經停辦，取而代之的是職
業訓練團 Vocational Training Teams (VTT)，
可以透過地區獎助金或全球獎助金來補助。

 VTT係以專業人士拜訪特定國家扶輪地區，達
成民間文化交流、職業心得交換，增進專業學
習及促進國際友誼。

 交換成員須同為六大焦點領域裡的某一職業或
專業類別，以進行交換參訪訓練。

 VTT是由扶輪社員與非社員專業人士組成的團
隊，將會旅行到國外去滿足人道服務的需求，
他們會教導當地專業人士，或是學習自身的職
業技能。

 跟GSE 不同的是，VTT 對於參加者的年齡或訓
練時間的長度沒有限制，而且也提供親手參與
的活動機會，能帶來長遠的影響。

 GSE 計畫立下了扶輪基金會對職業訓練的承諾，
而VTT 則將這項承諾帶至全新且更充滿專業的
學習與服務。

2016-17職業訓練團計畫
( Vocational Training Team project, VTT )

 本次VTT計畫的主要內容是以台灣“社區醫療照護”
的經驗與概念，與D3830(菲律賓)合作，建立
Paranaque市社區醫療照護系統。

專題報告：職業訓練團隊(VTT)年度計劃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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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TT計畫說明-1
 計畫時程 : 2016年7月至2016年10月
 工作內容 :互訪基層醫療機構與醫藥生技公司
 社區醫療照護專業研討與交流
 健康衛教訓練
 VTT團隊成員及工作專長

職務 姓名 工作專長

VTT主委 社區服務實務經驗

VTT團長 社區醫療保健經驗

專案經理 公共衛生政策發展

團員 社區藥局服務經驗

團員 公共衛生執行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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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VTT Project  2015 Team members and work expertise of VTT

Position Name Work expertise 

VTT Chair PP Test Community service 
Practical  Experience

Head of VTT PP Dr.Smooth Community health 
experience

Project Manager Randy (Medical 
technologist)

Public health policy
development

Member 陳河明
(Phamacist)

Community Pharmacy 
Services experience

Member 邱月貞
(Nurse)

Public health implementation 
experience

Taiwan

VTT計畫說明-2

對象/天數 訓練課程/活動內容

第一次訓練(7月,台灣) VTT醫療團隊
7天

1.了解台灣社區醫療照護系統
2.參訪基層醫療單位
3.社區醫療照護專題討論

第二次訓練
(09/30,菲律賓)

VTT醫療團隊
1天

義診作業前訓練與準備

第三次訓練(10/1~10/3) VTT團隊 1.執行由義診及結果導入社區醫療照
護之實際做法

2.參訪Paranaque市醫療單位及生技
醫藥公司

2016 VTT訓練課程、對象、天數及內容:

學生健檢現場

學生健檢現場(口腔檢查) 學生健檢現場(全身、四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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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健檢現場(全身、四肢) 學生健檢現場(全身、四肢)

學生健檢現場(中醫) 學童尿液篩檢報告(共594份)

英緬對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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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operative partners of VTT

 Taiwan:
VTT of D3490 
United Safety Medical Group

 Philippines :
VTT of D3830 

Taiwanese Health Care Experiences
(Towards Universal Coverage -Taiwan’s Exper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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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輪友誼交換 (RFE)

主講人 :三重東區社 陳向緯 IPP Brian

20160312

現任:仁馨洗腎診所負責人
經歷:

國泰醫院腎臟內科主治醫師
台灣腎臟醫學會評鑑委員

學歷:中國醫藥大學
扶輪經歷:

2010 加入三重東區社
2014-15 社長、WCS醫療委員
2015-16 (地區)RFE 印度團長、WCS醫療委員、

RYE英語簡報召集人、年會籌備委員
扶輪基金:

2014-15  Major Donor level 2

扶輪友誼交換 (RFE)

扶輪友誼交換 (RFE)

什麼是RFE(Rotary Friendship Exchange):

針對扶輪家庭的國際性交換活動，起始自1981年，
讓兩個不同地區的扶輪家庭互訪，藉由住在對方
家庭體驗第一手文化，促進國際了解、善意、和
平，並增進不同地區不同社之間的聯誼與跨國的
服務機會。

扶輪友誼交換 (RFE)

扶輪友誼交換 (RFE)

RFE交換種類:

1.個別交換:與家人一起、3-7天互訪
(V)2.團隊交換:夫妻或兩社友4-6組、1-4周

3.同職業交換:不同國不同地區同一職業

扶輪友誼交換 (RFE)

專題報告：扶輪友誼交換(RFE)年度計劃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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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輪友誼交換 (RFE)

RFE申請資格:

若是團隊交換最好是扶輪夫妻(夥伴)

扶輪友誼交換 (RFE)

扶輪友誼交換 (RFE)

RFE申請時間與地點:

1.扶輪年度內或者跨年度完成
2.全世界只要有地區暨扶輪社願意參與交換
與接待即可

扶輪友誼交換 (RFE)

扶輪友誼交換 (RFE)

RFE常見交換的活動:

1.參加(聯合)例會或地區年會或扶輪聯誼活動
2.職業參訪或社區服務
3.參觀教堂、寺廟、博物館、美術館、音樂廳，
競賽、夜生活、商業中心…

4.觀光景點、歷史遺跡

扶輪友誼交換 (R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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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輪友誼交換 (RFE) 扶輪友誼交換 (RFE)

扶輪友誼交換 (RFE) 扶輪友誼交換 (RFE)

扶輪友誼交換 (RFE) 扶輪友誼交換 (R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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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輪友誼交換 (RFE)

RFE經費來源:

1.參加的團員平均分攤
分攤包括國內接待外賓所有經費與
自己出國的飛機費用

2.國際扶輪或地區無法給經費

扶輪友誼交換 (RFE)

扶輪友誼交換 (RFE)

RFE協調人:

1.地區總監指定一名RFE主委
2.主委負責和願意做友誼交換的不同地區的主委
協調人員、天數、地點及所有的詳細行程

扶輪友誼交換 (RFE)

扶輪友誼交換 (RFE)

我怎麼申請參加RFE:

1.地區辦公室會公布RFE活動與報名1.5個月
2.透過社長或社執秘報名與預繳每人訂金，
並獲得應有資訊

扶輪友誼交換 (RFE)



68 69

2016/3/7

5

扶輪友誼交換 (RFE)

我為什麼參加RFE:

1.獲得大量的友誼與獨一無二難忘旅遊記憶
2.體驗異國文化與分享有趣經驗是
促進世界和平的最好機會

扶輪友誼交換 (RFE)

扶輪友誼交換 (RFE)

RFE接待:

1.事先溝通(國外Email、國內Line群組)包括
人數、天數、地點、氣候、服裝、素食、
過敏、護照、保險、禮物數量、禮儀、
宗教、…

2.手冊製作包括旅程時間地點聯繫電話地址..
3.事先膳宿、交通、活動與人員安排
4.RFE旗幟、名牌識別證
5.若是部分團員已互相認識則默契較佳
6.籌備會議時，應說明清楚

扶輪友誼交換 (RFE)

扶輪友誼交換 (RFE)

RFE出訪:

1.事先溝通(國外Email、國內Line群組)包括
人數、天數、地點、氣候、服裝、素食、
過敏、護照、保險、禮物數量、禮儀、
宗教、…

2.對方邀請函、(總監)主委賀詞、演講稿
3.旅行社協助機票訂購、護照、簽證、
緊急協助、外交部

4.緊急藥物、血壓計、小國旗、RFE旗幟

扶輪友誼交換 (R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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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輪友誼交換 (RFE)

財務透明是必要:

1.籌備會議時，應提出預算表
2.每位報名者應匯款NTD10000提存主委帳戶
3.主委應在Line群組公開討論重大支出或決定
4.主委須收集所有支出單據備查，並且在
所有活動完成之前即出訪之前傳遞最後
財務決算表及算出每人應付款

扶輪友誼交換 (RFE)

扶輪友誼交換 (RFE) 扶輪友誼交換 (RFE)

2016-17安排國內行程的策略:

1.繞境3490地區為主
2.希望(前)總監或扶輪領導人繼續支持
3.參與(地區)扶輪社活動最適合
4.強調台灣的多元文化特色
5.鼓勵團員全程參與
6.製作旅遊指南手冊

扶輪友誼交換 (RFE) 扶輪友誼交換 (RFE)



70 71

2016/3/7

7

2016-17安排交換國家的策略:

1.以接近亞洲交換為主
2.期間以8-9天為標準
3.6組即12人最適當
4.除非跨年度活動，不重複上一屆同一地區
5.先接待，後出訪為最佳選擇
6.穿3490地區RFE紫色制服

優先目標:紐西蘭或澳洲、、

扶輪友誼交換 (RFE) 扶輪友誼交換 (RFE)

RFE需要您的支持 感謝大家的聆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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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組討論
助理總監/地區副秘書

• Subject 角色與責任

• Presenter 林月霞 P.P. Lady (樹林芳園社)

• Date 2016-03-12

學習目標

一、瞭解助理總監的角色與責任
二、認識在扶輪社及地區間的重要關係
三、討論有效目標的構成要素
四、利用有效能扶輪社的要素去支持扶輪社

一、助理總監的角色

身為助理總監的主要角色是
要協助『總監』處理各扶輪
社的行政管理，支持每社達
成有效能的扶輪社。

有效能扶輪社

1.維持及增加社員人數
2.辦理成功的服務計畫
3.支持扶輪基金會
4.培養扶輪領導人

二、助理總監的責任

1.在扶輪年度開始之前，與下屆社長
會商，討論如何達成地區目標。

2.出席地區團隊訓練會，以瞭解你的
角色及責任，敲定地區的溝通政策，
為未來一年設定地區目標。

3.向現任的助理總監請益。

三、任期年度的責任

1.使總監隨時獲知扶輪社最新訊息，
建議各種方法加強扶輪社發展。

2.鼓勵扶輪社遵循貫徹總監要求及
建議。

3.出席並推廣地區年會及地區會議。

4.應邀出席各扶輪社例會及行政會
議和活動。

分組討論　助理總監/地區副秘書組－角色與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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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關鍵性的關係

1.助理總監是地區領導人，你與扶輪社
及地區領導人的合作若要成功，必須
做好溝通。

2.做好溝通最好的途徑，是出席總監所
辦的每一個訓練會。

3.了解每一個委員會的服務計劃。

五、訓 練

您應出席：
1.地區扶輪基金研習會暨獎助金管理研習會。
2.地區引導人訓練會。
3.地區團隊訓練會。
4.社長當選人訓練會。
5.地區訓練研習會。
6.地區社員發展研習會。
7.地區公共形象研習會。
8.地區領導人研習會。

五、訓 練

1.社長當選人訓練會，應協助總監當選人與指
派的扶輪社長當選人間建立團隊。

2.訓練會議目的在幫助扶輪社變得更有效能，
及增加扶輪知識。

3.在指派給你的扶輪社之間鼓勵出席及參加地
區會議極為重要。

4.扶輪社有興趣出席扶輪基金會的訓練會，你
可協助地區扶輪基金委員會協調。

六、目 標

1.助理總監應與總監當選人及
地區領導團隊的其他成員，一
起設定地區目標。

2.與扶輪社領導團隊設定扶輪
社目標。

1.扶輪的領導人，每一年都更換，
但是扶輪的領導方向是不變的。

2.領導人的作法雖「因人而異」，
但是是協調的。

3.每一年都是「邁向目標、圓滿達
成」。

結 語

請多指教！
謝謝聆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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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重要的二件事
TWO MOST IMPORTANT MISSIONS

如何指導扶輪社
LEARN HOW TO COACH CLUBS

成為扶輪社的有效靠山
DEVELOP A PLAN FOR BEING A GOOD RESOURCE FOR CLUBS

1

2

地表上最強大的籃球員們⋯的教練
The coach of these 2 best NBA players.

PHIL 
JACKSON

大家都要當灌籃高手嗎
SHALL EVERYONE BECOME THE BASKETBALL PLAYER  AFTER THIS TRAINING

地表上最強大的籃球員
The best NBA player.

KOBE  
BRYANT

地表上最強大的籃球員
The best NBA player.

MICHAEL  
JORDAN如何協助並支援扶輪社

SUPPORTING CLUBS

分組討論　助理總監/地區副秘書組－與扶輪社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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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議題值得討論
THESE TOPICS ARE WORTHY OF DISCUSSION

各位如何通力合作 
以提供扶輪社有效協助

HOW CAN YOU COLLABORATE WITH EACH OTHER TO SUPPORT CLUBS 
EFFECTIVELY?

4

這些議題值得討論
THESE TOPICS ARE WORTHY OF DISCUSSION

這些資訊應該如何被傳遞

HOW WILL INFORMATION BE COMMUNICATED?

3

這些議題值得討論
THESE TOPICS ARE WORTHY OF DISCUSSION

什麼樣的資訊需要被 
確實傳遞至各扶輪社

WHAT INFORMATION SHOULD BE COMMUNICATED TO CLUBS?

2

這些議題值得討論
THESE TOPICS ARE WORTHY OF DISCUSSION

如何針對不同扶輪社 
提供對應協助

HOW DO THE ASSISTANT GOVERNORS’ AND DISTRICT COMMITTEES’ WAYS 
OF SUPPORTING CLUBS DIFFER?

1

成為扶輪社的有效靠山
BE A GOOD RESOURCE FOR CLUBS

如何保持有效聯絡 IDEAS FOR A COMMUNICATION PLAN

舉辦線上會議 
Conduct 

Conference Calls 
Or Online 
Meetings

分享國際扶輪
及地區資源 

Share Rotary And 
District Resources

回報目標進度 
Provide Feedback 

On Progress 
Toward Goals

提出問題的有
效解決方案 

Suggest Practical 
Solutions To 
Challenges

安排並計畫 
總監公式訪問 

Schedule And 
Plan The 

Governor’s Visit

如何指導扶輪社
HOW TO COACH CLUBS

該注意到的項目 YOU HAVE TO NOTICE THESE THINGS

繳交國際扶輪
及地區費用 
Paying R.I. And 

District Dues

完成年度報告 
Completing 

Annual Reports

提交新職員 
資訊 

Submitting New 
Officer 

Information 

爭取各式 
國際扶輪獎項 
Earning R.I. And 

T.R.F. Awards

參與地區年會
及訓練會 

Attending District 
Conferences And 

Trainings



76

如何協助並支援扶輪社
SUPPORTING CLUBS

這些議題值得討論
THESE TOPICS ARE WORTHY OF DISCUSSION

要怎麼協助扶輪社 
準備總監公式訪問

HOW CAN YOU HELP CLUBS PREPARE FOR THE GOVERNOR’S VISIT?

9

這些議題值得討論
THESE TOPICS ARE WORTHY OF DISCUSSION

如何使用扶輪中央系統來找
出扶輪社的問題所在

HOW CAN YOU USE ROTARY CLUB CENTRAL TO IDENTIFY CLUB ISSUES?

8

這些議題值得討論
THESE TOPICS ARE WORTHY OF DISCUSSION

有哪些事情是值得扶輪社 
特別注意的

WHAT ARE EXAMPLES OF CLUBS THAT MERIT SPECIAL ATTENTION?

7

這些議題值得討論
THESE TOPICS ARE WORTHY OF DISCUSSION

有哪些常見的問題是扶輪社
需要去克服的

WHAT ARE SOME COMMON CHALLENGES CLUBS MUST OVERCOME?

6

這些議題值得討論
THESE TOPICS ARE WORTHY OF DISCUSSION

一個成功與活躍的扶輪社 
應該擁有哪些特質

WHAT ARE THE QUALITIES OF A SUCCESSFUL AND VIBRANT CLUB?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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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秒來介紹自己並告訴扶輪
社你將會如何協助他們

DEVELOP A 30-SECOND SPEECH TO MARKET THEMSELVES TO CLUBS, DESCRIBING HOW 
THEY CAN HELP CLUBS SUCCE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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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組討論(助理總監/地區副秘書)分組討論(助理總監/地區副秘書)

Subject 資源
Presenter 張燈城 A.G. C.D.C.
Date 2016-03-12

• 前言：認識自已的角色

扶輪社資源

地區資源

國際扶輪及扶輪基金會資源

資 源

1

3

2

瞭解可用的資源
支援地區扶輪社

告知扶輪社如何
獲得支援

學習目標

一、扶輪社資源

扶輪社有些最重要資源
可在社內找到，包括扶
輪社社員的配偶及家人
當你與扶輪社一起工作
時，鼓勵他們運用自己
的社員及領導人的經驗
作為資源。

扶輪社資源

分組討論　助理總監/地區副秘書組－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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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輪社資源，包括：

扶輪社社長 扶輪社秘書 扶輪社財務

扶輪社
各委員會

扶輪社
訓練師

社區成員
及組織

扶輪社資源

鼓勵指派給你的扶輪社透過社際會議

、聯合服務計畫、及區域內的扶輪社

社長聯合會議，彼此建立關係及互相

分享有效的做法。

扶輪社資源

扶輪社社長

應負責指導扶輪社，向根據有效能扶
輪社的要素所訂定之目標邁進，盡可
能使扶輪社成功。

在這個角色，扶輪社社長主要是擔任
領導者及激勵者，而非管理者。

制定策略來達成那些目標

評估那些策略是否成功

做出任何必要改變，改進為達成扶輪社目標
目前正在執行中的計畫及程序

扶輪社社長應與其他扶輪社領導人一起

為扶輪社擬出一套實際但具有挑戰性的目標

扶輪社社長

扶輪社社長應定期與其他扶輪社領導
人商量，來評估進度及接受意見。

扶輪社社長是你在扶輪社的主要聯絡
人。

和他或她一起找出扶輪社的優點以及
需要你支援的弱點

扶輪社秘書

任務主要是在行政管理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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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3

寄發扶輪社、理事會、及委員會
會議通知

向地區總監報告社員及出席資料

扶輪社秘書任務包括

記錄及保存會議記錄

4 

5 

6

填報規定的報告並繳納常年社費
給國際扶輪

向國際扶輪秘書長報告新社員、
社員終止社籍、及其他的社員資
料變動。

扶輪社秘書任務包括

從地區及國際扶輪獲得給扶輪
社的資訊

應是扶輪社行政管理
委員會的委員之一

秘書知道所有扶輪
社的活動。

由於扮演行政管理
者的角色。

請與扶輪社秘書一起找出應該處
理的趨勢。

扶輪社秘書 扶輪社財務

任務，如扶輪社的細則所規定。

1

2

3

保管扶輪社所有的款項，及適當的
會計帳目

協助擬定扶輪社的預算

維持扶輪社支出及收入的正確記錄

準備財務報告

執行該職務相關的其他任務

扶輪社財務任務包括

4 

5 

扶輪社財務

請與扶輪社財務一起支持以專業態
度來處理社款。

扶輪社財務應是該扶輪社行政管理
委員會的委員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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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輪社委員會

應規劃、推廣、以及執行活動和計畫
以維持該社，並對當地社區及全世界
各地社區提供服務。

和扶輪社各委員會一起合作確保他們
能有效運作，並致力於支持扶輪社及
地區的目標。

扶輪社訓練師

督導扶輪社訓練計畫。任期為1年，
得連任3次為限。

你應與他們合作，滿足所有扶輪社訓
練需要。

你可建議他們請求更進一步支援及構
想時與地區訓練委員會諮商。

扶輪社成員及組織

成功的扶輪社參與他們的社區。作為
助理總監，你必須務使各扶輪社都知
道他們社區裡的資源。

透過與重要社區成員及組織保持緊密
關係，扶輪社便能決定什麼樣的服務
計畫最適當，且與當地需求有關聯。

為求判定
社區有那
方面應給
予最重要
的關切，
扶輪社應
檢查以下
各方面：

經濟狀況

教育的優點及弱點

政治情況

人口狀況

地理環境

扶輪社成員及組織

欲取得這項
資訊，扶輪
社員應洽詢
其他社區成
員，包括

扶輪社成員及組織

其他服務組織及非營利團體

學校

政府單位

醫院及其他保健組織

商會及當地其他職業團體

二、地區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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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將是指派給你扶輪社
在地區內的關鍵資源，
因為你在所有地區領導
人之中跟他們接觸最多

下列地區資源可協助你
服務這些扶輪社。

地區資源

地區資源

地區
總監

地區總監當選人
地區總監提名人

其他
助理總監

前地區
領導人

地區總
監月報

地區
名錄

地區
訓練

地區
網站

地區各委
員會委員
及主委

地區總監

是地區與國際扶輪社長及理事會之間
的連絡人，也是國際扶輪的職員。

總監，負責監督地區所有扶輪社、作
為它們的顧問、激勵他們、鼓勵他們
採用能使他們更有效能的策略。

助理總監，你擔任總監的代表、協助
執行地區計畫及支援扶輪社要成為成
功扶輪社所做的種種努力。

你應該
提供指
派給你
的扶輪
社最新
資訊給
地區總
監。

總監，告訴你有何策
略及資源可用於扶輪
社、告知你地區趨勢
、有哪些影響你負責
的扶輪社、提供你必
須傳達給扶輪社的國
際扶輪及地區資訊。

地區總監

地區總監當選人及地區總監提名人

扶輪年度開始前，總監當選人應擬出地區目標、
督導下屆地區及扶輪社領導人的訓練、且徵詢你
對於遴選地區各委員會建議。

總監提名人，可參與規劃程序，尤其如果計畫橫
跨下個扶輪年度。

總監當選人及總監提名人，可與需長期注意或有
執行期間超過1年服務計畫的扶輪社合作，以提供
指導並確保他們能獲得必要的資源。

其他助理總監

其他助理總監，是了解如何協助維持強固的扶輪
社的資訊，及策略的極佳來源。

和你的助理總監夥伴溝通，將有助於你了解地區
趨勢，並更有能力做出反應；這也可能是導致扶
輪社合作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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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地區領導人

地區前領導人常活躍於地區及扶輪社事務。

以他們對於地區各扶輪社的瞭解以及領導經驗，
他們能提供真知灼見及成功的策略，以利達成目
標。

請在規劃及執行目標時，以及與扶輪社共事時，
徵求他們的意見。

地區各委員會

地區各委員會，擔任與地區目標及計
畫相呼應的職責。

地區委員會應經常就地區，及扶輪社
階層相關計畫及活動，向國際扶輪及
扶輪基金會相關的委員會以及特別工
作小組諮詢。

地區委員會應該與扶輪社一起

對扶輪社領導人提供專門知識及指導，
以執行能達成扶輪社目標的策略

密切注意扶輪社進度，必要時提供支援

鼓勵支持地區目標

教導扶輪社認識關於可用的資源

找出並表彰傑出的扶輪社及個人

地區年會

地區計畫

擴 展

財 務

社員發展

公共形象

國際扶輪年會推廣

扶輪基金會

訓 練

國際
扶輪理

事會建議
所有地區
，針對下
列功能成
立委員會

地區各委員會

地區總監月報

總監月報是由地區總監寄給扶輪社社
長及扶輪社秘書。

它的目的是教育、啟發及表彰地區內
的扶輪社員。

提供你認為應該放在月報的任何資訊
給總監。

整個年度內舉行的訓練會議，提供
扶輪社員所需的知識及技巧，使他
們有效執行職責。

在總監或總監當選人的指揮之下（
視會議而定），地區訓練委員會負
責在下列會議的執行訓練。

地區訓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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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團
隊訓練
會

社長當
選人訓
練

地區講
習會

地區社
員研習
會

地區領
導人研
習會

地區扶
輪基金
研習會

扶輪青年
服務團領
導人訓練
會

領導發
展計畫
，如有
必要

其他訓練
活動，如
有必要

地區訓練
地區名錄

地區名錄列出地區各扶輪社，會議
資訊、總監、總監當選人、助理總
監、地區各委員會、扶輪社職員、
及其他扶輪領導人的聯絡資訊。

地區網站

許多地區有提供關於扶輪社、地區，
及國際扶輪活動的新聞及資訊的網站。

如果你的地區有網站，使它隨時保持
提供扶輪社及地區活動的最新資訊。

鼓勵扶輪社領導人到網站取得最新的
地區資訊。

三、國際扶輪及扶輪基金會
資 源

國際扶輪
提供扶輪政策、程序、計畫、
及訓練會議資源。扶輪社員及
全世界各地扶輪社計畫和活動

資訊。

國際扶輪
提供扶輪政策、程序、計畫、
及訓練會議資源。扶輪社員及
全世界各地扶輪社計畫和活動

資訊。

資源分類清單協助
你支援扶輪社，無
論是透過自己去找
資訊，或告訴扶輪
社正確資源在何處

請注意這份清單並

不完整。如需完整可
用資源清單，請參考
國際扶輪目錄，或到
國際扶輪網站免費下
載許多出版品

國際扶輪及扶輪基金會資源

國際扶輪及

扶輪基金會

指派人員

新聞出版
品

秘書處

一般參考資料 服務計畫

社 員

國際扶輪及扶輪基金會資源

資 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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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扶輪及扶輪基金會指派人員

國際扶輪理事會，決定每一個委員
會的目的，且由國際扶輪社長指派
委員員。

國際扶輪訓練領導人

國際扶輪及扶輪基金會指派人員

委員是被國際扶輪社長指派，協助扶輪社及地區，執行
與社長重點工作有關特定工作。

每年由國際扶輪社長當選人，在諮商國際扶輪社長及國
際講習會中訓練會主席後指派，以引導這些訓練會順利
進行，並提供資訊給扶輪社及地區領導人。

國際扶輪各委員會

國際階層的委員會對於影響國際扶輪、地區、及扶輪
社之政策，向國際扶輪理事會提出建議

國際扶輪資源小組

扶輪基金會前受獎人協調人（RFACs ）

國際扶輪及扶輪基金會指派人員

與地帶扶輪基金會協調人一起合作，作為某一特定地域
主要的永久基金及巨金捐獻資源的扶輪社員。

與地域扶輪基金會協調人一起合作，鼓勵扶輪社及地區
使扶輪基金會前受獎人參與扶輪活動的扶輪社員。

年度計畫基金策略顧問

與地帶扶輪基金會協調人一起合作，作為該地域主要
的年度計畫基金資源的扶輪社員。

巨金捐獻顧問

地域國際扶輪社員協調人（RRIMCs） 及
地帶社員協調人（RIMZCs）

被指派作為某一特定地域或地帶之扶輪社及地
區的主要社員發展資源之扶輪社員。

地帶扶輪基金會協調人（RRFCs）

國際扶輪及扶輪基金會指派人員

被指派作為某一特定地域的主要扶輪基金會
資源的扶輪社員。

秘書處秘書處

國際扶輪秘書處是全世界扶輪社的行政管
理組織，負責收集、分析、翻譯、及宣傳
扶輪資訊。

服務扶輪社員、扶輪社、及國際扶輪的領
導人，協助他們達成國際扶輪的目標，並
執行國際扶輪理事會及扶輪基金會保管委
員會的政策。

國際辦事處、國際扶輪世界總部扶輪
社、地區支援代表，回答許多行政管
理問題，將詢問轉給國際扶輪辦事員

秘書處辦事員的聯絡資訊可以在公
式名錄及國際扶輪網站找到。

一般參考資料

或上網至
www.rotary.org 下載

出版品可利用目錄
Catalog（019-EN）訂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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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出版品

扶輪世界雜誌新聞
網Rotary World 
Magazine Press

扶輪世界
Rotary World

1

2

3

4 

5 

6

如何推薦新社員

新社員指導訓練

扶輪基礎

社員發展資源指南

扶輪：可能性

社 員

組織新社

扶輪ABC、社員記錄、這是扶輪、何謂扶輪等相
關資源，皆可供參考。

服

務

計

畫

防止虐待及騷擾訓練手冊及領導人指南

社區評估工具

在社區中行動：服務機會選單資料組

社區計畫資料庫

扶輪少年服務團手冊

扶輪青年服務團手冊

扶輪聯誼會手冊

扶輪基金會

「每位扶輪社員，每年」
扶輪社成功資料袋

根除小兒麻痺等疾病
計畫小冊子

扶輪基金會實況

扶輪基金會速覽指南

有效公共關係：
扶輪社指南

扶輪公益廣告

公關祕訣

公共形象

國際
扶輪網站
國際

扶輪網站

扶輪電子
學習中心

社員
事務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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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辛苦了!!
請指教!
感謝聆聽!



88

2016/3/7

1

分組討論（地區委員會）
Subject 角色與責任

Presenter 張慶淵 PP Green(宜蘭社)

Ｄate 2016-03-12

•張慶淵

宜蘭扶輪社

PP GREEN

09~10年度社長

10~11年度地區年會主委

TFTD台灣區花店協會理事
長

主講人簡介

學習目標

瞭解地區委員會及
主委的角色與責任

討論有效目標
的構成要素

利用有效能扶輪社
的要素去支持扶輪

社

認識扶輪社及
地區間重要關係

RI建議地區設置的9個常設委員會

•地區訓練委員會

•地區擴展（地區特別委員會）

•地區社員發展委員會

•地區年會委員會

•地區服務計劃委員會

•地區扶輪基金委員會

•地區財務委員會

•地區公共形象委員會

•地區扶輪國際年會推廣委員會

地區委員會

如果你發現，
這件事怎麼特別難？

那麼有可能是…
這次的收獲，

特.別.巨.大！

• 與地區領導人共同規劃策略以達成扶輪社
及地區的目標

• 宣導及出席地區訓練會議及地區年會

• 有關委員會職務焦點的議題，協助國際扶
輪與地區的溝通

地區委員會

分組討論　地區委員會組－角色與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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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委員會主委

地區委員會主委領導一個委員會，
主要是扮演組織者及激勵者的角色。

地區委員會主委

1. 是委員會委員的資源；經常性地與他們交
流、溝通

2. 分享國際扶輪及扶輪基金會的訊息

3. 督導及回報委員會工作進度給地區領導人

4. 確認委員會成員具備達成其任務的技能及
知識

地區委員會主委

5. 出席地區講習會及其他地區會議

6. 協助扶輪社與委員會相關的活動

7. 教育扶輪社領導人有關地區及國際扶輪的
資源

8. 表彰扶輪社傑出服務計畫及扶輪社員

9. 與助理總監協調

請注意

地區委員會被視為地區及扶輪社的
特定活動和功能上的「專家」，代

表地區總監執行任務。

地區總監

1. 是地區對國際扶輪社長，國際扶輪理事的聯絡窗口。

2. 地區總監負責監督，輔導，及激勵地區內所有扶輪社，
鼓勵採用更有效能的策略。

3. 地區委員會須回報總監有關委員會進度及現況，地區
總監必須提供委員會相關訊息。

4. 地區總監必須提供委員會其任務相關的訊息。

5. 地區溝通計劃應該列出，總監與委員會溝通方式及時
間表。

助理總監

1. 協助社長當選人擬訂目標及可行的執行策略

2. 推動地區領導計劃和扶輪社領導計劃

3. 每季拜訪扶輪社一次，檢討目標執行進度及所需資源

4. 協助扶輪社領導人為總監公式訪問做規劃及安排行程

5. 彙報總監各扶輪社的目標執行進度及所面對之挑戰

6. 鼓勵各社遵循總監之建議

7. 發掘及培養扶輪社領導人

8. 協調相關的地區委員會協助扶輪社之訓練



90

2016/3/7

3

支持與合作

與助理總監緊密合作可以協助提升你與扶輪社
的工作效能，當扶輪社須要協助時，助理總監可
以提醒地區委員會。

助理總監可以鼓勵扶輪社支持地區委員會的活
動。

其他地區委員會

地區委員會之間工作常有重疊，如地區公共
關係委員會致力於推廣扶輪形象，也會影響地
區社員發展委員會的工作。

地區委員會之間應該定期性相互週知工作進
度及共同協調計劃和行動。

有效能扶輪社要素

1. 維持及增加他們的社員人數

2. 成功辦理因應他們的社區及其他國家社區的
需求的服務計畫

3. 透過計畫參與及財務捐獻來支持扶輪基金會

4. 培養有能力在扶輪社階層以上服務的領導人

這些有效因素都是相關連，且是
與扶輪五大服務信念相輔相成的。

如果某一要素較弱或缺少，該社效
能也相對將。

地區委員會委員，支援扶輪社及地
區一種特定功能，你的活動最終仍將
會影響扶輪社全面的效率。

目標

挑戰新的服務層次

您身為前扶輪社領導人、以目前身為
地區領導人的目標設定之經驗，將協助您
與扶輪合作，以確保他們建立有意義的目
標，可以挑戰他們達到新的服務層次。

雖然扶輪社與地區目標可能在某些方
面有所不同，它們應該大致上相配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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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團隊與扶輪社的合作

‧國際扶輪3490地區地區團隊訓練會

‧ 主講人:花蓮新荷社 許月燕( PP BIRDIE)

1.在扶輪社領導計畫下.地區與扶輪社如何合作

2.設計一個溝通計畫.
讓各扶輪社了解地區委員會如何支援他們

學習目標

如何產生有效能的扶輪社

‧地區委員會應與各扶輪社委員會一同
努力，來爭取資源如何協助扶輪社達
成目標

有效能的扶輪社具體做法

‧增加社友-社員成長目標要明確

‧培養領導人-每屆社長.主委的扶持計畫

‧充實扶輪基金-保羅哈里斯.

中華扶輪基金

‧進行服務計畫-亮眼的服務計畫.有效益.
媒體焦點

扶輪社架構，包括：

扶輪社社員
扶輪社
領導人

扶輪社
委員會

扶輪社
訓練師 社區成員及組織

扶輪社架構

5

第1項 實施扶輪社領導計畫

‧針對有效能扶輪社的各要素擬訂長期計畫

長期計畫應該涵蓋3-5個扶輪年度，強調五大
服務，並致力達成有效能扶輪社的要素—社員、
服務計畫、扶輪基金會及培養領導人

包括成功的策略的方法.年度目標配合更新

分組討論　地區委員會組－與扶輪社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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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設定一致的年度目標

‧使用有效能扶輪社規劃指南來
設定各委員會或各社一致的年
度目標

‧年度目標應針對五大服務途徑.並有助
於扶輪社實踐扶輪宗旨

試問.五大服務有哪些??

3.鼓勵社員多參與.留意活動訊息

‧鼓勵扶輪領導人邀請社員參與社務行
政會議.並隨時提供扶輪活動訊息

‧社務行政會議有助於所有社員了解扶輪社活
動的最新動態.並使他們參與討論.能影響扶
輪社的決策.以及聽取各委員會的活動報告

4.各社社長與社員.地區團隊多溝通

‧規劃扶輪社領導人(社長).社員.及
地區領導人(總監)之間的明確溝通

與扶輪社領導人合作擬定溝通計畫.以符合彼此之間.
與社員.及地區領導人之間的溝通需求

‧溝通著重在對象(誰與誰).方法.時程的把握

5.重要服務計畫要有延續性

‧支持各社領導人及服務計畫的延續性

‧ 社長每年替換.每個社都需要源源不斷的領導人才.
接受各種職位可以訓練領導人.採用有制度得人才
培育是必要的

‧服務計畫領導人的延續.對支持超過一年的服
務計畫也是重要的

6.提醒社長檢視扶輪細則並修正

修改扶輪社的細則以反映實務的狀
況.包括委員會的架構及領導人的角
色和責任

檢視扶輪社規章及細則國際版是否符合貴社.
修改時並注意是否符合當地的法令

7.強化社員聯誼的力量

‧提供增進扶輪社社員之間聯誼的
機會

‧享受扶輪.獲得樂趣的社員更有參與感.強有
力的聯誼也是支持扶輪的服務工作

‧互動題--.如何做好社友間有感的聯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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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確保社員能積極參與活動及職務

‧確保每個社員都積極參與一個
扶輪社計畫或擔任一項職務

‧參與活動中教育扶輪知識(故事式.
活動式).讓大家有興趣留下來

9.完整訓練計劃的重要性

‧擬定一套完整的訓練計畫(各
社要積極參與)

‧要了解一年之中有多少研習
會??

‧訓練是培養扶輪領導人.年度中新的規
劃.各社領導人必須依規範參加

‧彈性運用各委員會.產生能量

請問 Q
扶輪社的基本架構
有哪些委員會??

•扶輪社基本架構

• 1.行政管理委員會

• 2.社員發展委員會

• 3.公共形象(委員會

• 4.服務計畫委員會

• 5.扶輪基金會委員會

地區團隊委員的重要目標

‧分享成功的策略在鼓勵扶輪社合作是
很有效的.有效能扶輪社指南協助扶輪
社擬定年度目標.可以了解目標設立的
程序

‧身為地區委員會的委員.必須與扶輪社領
導人共同合作.發展達成目標的執行策略

‧記得尋找資源.完成目標喔!

地區委員會如何與扶輪社合作 ?

扶輪地區之存在是為了協助扶輪社。

根據「程序手冊」, 「扶輪地區之活動或組織, 僅在
於協助各扶輪社增進扶輪宗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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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委員會如何與扶輪社合作 ?

案例說明
Case Study

2016-17年度
偏鄉英語線上課業輔導

台灣扶輪七地區聯合計畫

宗旨：以知識的力量翻轉偏鄉

提供學童

教育資源

提供學童

教育資源

協助弱勢家庭
就業

協助弱勢家庭
就業

提昇醫療保健
常識

提昇醫療保健
常識

培養青年

服務精神

培養青年

服務精神

扶輪精神

深植人心

扶輪精神

深植人心

以數位科技輔助人文關懷

策略聯盟＆整合資源

政府政府 扶輪社扶輪社

企業企業
當地機
構

當地機
構

• 地區服務計畫
• 各社服務計畫

• 扶青團、扶少團
• RYE學生（IB/OB）

• 偏鄉中小學校
• 偏鄉圖書館

• 當地志工團隊
• 數位機會中心

• 教育部
• 縣市教育局
• 縣市社會局
• 學校志工

• 企業認養
• 電腦捐贈
• 社會企業

• 文教基金會

偏鄉英語線上課業輔導的策略

整合扶輪資源 創造學習均等攜手政府機構

地區
委員會

扶輪社

扶青團

教育部

教育局

大學
扶少團

高中職

偏鄉小學
英語學習

高中學生
服務學習ＲＹ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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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鄉英語線上課業輔導」實施辦法

‧ 扶輪社：協助認養受扶助的偏鄉學校，並提供交通費用補
助及擴充夥伴學校相關視訊設備等經費，針對學生志工協
助開立志工服務時數證明。

‧ 數位學伴：邀集國內大學生及中學生參與擔任大學伴，也
可由扶青團、扶少團、RYE學生來參與，協助偏鄉學童進行
課後輔導或英語教學。

‧ 相見歡：每年舉辦面對面的聯誼交流，讓大學伴學生到偏
鄉參訪，也可邀請偏鄉學童到都會學校交流，增進彼此的
情誼。

‧ 英語上課教材：由大學伴學校自行編製，或以小學伴的課
本為基底來另行開發。

各分區或各社五萬元帶來的效益？

可以上一整年的英文課

可以有服務學習的機會

位 偏鄉學童

Benefit

25
25位 高中學生

「偏鄉英語線上課業輔導」實施步驟

訪視及需求訪談 電腦及網路確認 相見歡捐贈活動

兩校互訪行程 遠距英語課輔 頒發志工證書

各社預算編列與重要時程表

‧ 相見歡交通費用：單趟8,000-12,000元（每認養一校）

‧ 視訊會議設備：耳機麥克風及網路攝影機共50組，費用

約25,000元（每認養一校），隔年替換率約20%

‧重要時間表 (建議各社編列五萬元預算)

‧ 105年5月31日前：完成合作單位確認，包含：認養扶輪

社、大學伴學校、小學伴學校

‧ 105年9月15日前：完成設備捐贈及聯合開學典禮

‧ 105年9月30日前：完成相見歡活動（開學一個月內）

地區委員會推動的流程

‧邀請扶輪社參與本計畫，協助認養各計畫的大小學
伴學校，每年編列五萬元的服務計畫預算。

‧協助認養扶輪社洽談有意願的大學伴學校參與本計
畫，建議先以當地排名前幾名的高中及有英語資優
班的高中生參與。（以校友名義去找更好）

‧協助認養扶輪社洽談有英語課輔需求的偏鄉小學或
弱勢家庭，建議以各社長期資助的學校優先。

‧確認目標學校後，開始進行各校的訪談及確認。

‧後續依照「實施步驟」落實執行本計畫。

英語線上課輔上課實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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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語線上課輔上課實況 RotaryDOC扶輪數位關懷中心—時代趨勢

用數位創造機會 Opportunity

縮減數位落差
免費電腦上網

弱勢家庭教育
偏鄉線上課輔

電子商務能力
100小時課程

感謝聆聽與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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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習會重點紀錄：

分組討論　地區委員會組－資源

講師：林佩穎 P.P. Paul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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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2016-17年度3490地區訓練會議日程表-草案
訓練會議 時間 主辦社及場地 研討議題 參加人員

地區扶輪基金研習會 
暨獎助金管理研習會

2016/2/20 主辦社：蘆洲社
場 地：新莊典華

● 扶輪基金會各項計劃
● 設定即達成基金目標
● 扶輪社基金會委員會之責任
● 地區指定用途基金(DDF)之使用
● 獎助金申請與結案
● 其他視地區需要而決定之事項
● 訓練方法指導
● 實際演練

* 總監
* 總監當選人
* 2016-17年度助理總監
* 2016-17年度地區副秘書
* 2016-17年度地區扶輪基金主委
* 主講人+示範人
* 各社社長當選人、社員
* 各社扶輪基金主委
（每社至少4名）

地區引導人訓練會 2016/2/27
主辦社：花蓮社
場 地： 花蓮遠雄悅來大

飯店

● 扶輪知識
● 如何扮演成功引導人
● 如何準備教材與表達/經驗分享
● 認知地區扶輪各訓練會
● 扶輪訓練會特質
● 如何幫助學習及溝通方式
● 互動式訓練活動

* 總監
* 總監當選人
* 2016-17年度助理總監
* 2016-17年度地區副秘書
* 引導人
* 引言人
* 主講人
* 演練人

地區團隊訓練會 
(DTTS) 

District Team Training 
Seminar

2016/3/12 主辦社：板橋社
場 地：大直典華

● 說明年度主題
● 地區行政管理
● 角色和責任
● 與你的扶輪社合作
● 資源：資訊來源及如何使用
● 年度計劃
● 溝通

* 總監
* 總監當選人
* 2016-17年度助理總監
* 2016-17年度地區副秘書
* 2016-17年度地區各委員會主委
* 總監辦事處團隊
* 講師

社長當選人訓練會 
(PETS) 

Presidents-elect 
Training Seminar

2016/3/26 
& 

2016/3/27

主辦社：三峽社
場 地： 大板根森林溫

泉渡假村

● 說明年度主題
● 扶輪社長的角色和責任
● 目標設定
● 遴選與培養扶輪社領導人
● 扶輪社行政管理
● 社員之吸收與訓練
● 有效果的服務計劃
● 扶輪基金會
● 各種資源：資訊來源及如何使用
● 訂定年度計畫

* 總監賢伉儷
* 總監當選人賢伉儷
* 總監提名人賢伉儷
* 前總監賢伉儷
* 2016-17年度助理總監賢伉儷
* 2016-17年度地區副秘書賢伉儷
* 社長當選人賢伉儷
* 主講人

地區訓練研習會(DTA) 
District Training 

Assembly
2016/5/15

主辦社：基隆東南社
場 地： 基隆市文化中

心

● 角色和責任
● 指導準則-政策及程式
● 選派及訓練你的團隊
● 各種資源
● 實際應用：訂定一項計劃
● 解決問題

* 地區總監
* 地區總監當選人
* 2016-17年度助理總監
* 2016-17年度地區副秘書
* 各社社長當選人、秘書、
* 各社財務及各委員會主委、新社友
* 主講人
* 主持人+引導人

(每社至少各10名)

地區社員發展研習會 
(DMS) 

District  Membership 
Seminar

2016/5/21 主辦社：新莊中央社
場 地：大直典華

● 社員重要的整體概念
● 保留現有社員
● 招募新社友
● 籌組新扶輪社
● 角色及責任
● 各種資源

* 地區總監
* 地區總監當選人
* 2016-17年度助理總監
* 2016-17年度地區副秘書
* 地區社員發展主委
*  各社社長當選人、社員發展主委、社員。
（每社至少4名）

地區公共形象研習會 
District Public Image 

Seminr
2016/8/6 主辦社：宜蘭社

場 地：待議定

● 與平面媒體的關係
● 與電視媒體的關係
● 其他可利用的媒體

* 地區總監
* 地區總監當選人
* 2016-17年度助理總監
* 2016-17年度地區副秘書
* 2016-17年度地區公共形象主委
* 各社社長、公共關係主委、社員。
（每社至少4名）

扶輪青年領袖獎訓練營 
(RYLA) 

Rotary Youth 
Leadership Award

2016/8/19 
& 

2016/8/21

RYLA委員會 主辦
場 地： 台北海洋技術

學院淡水校區

● 領導的基本要素及準則
● 溝通技巧對於有效領導的重要性
● 問題解決及衝突管理
● 建立自信心及自尊心
● 反應當地相關問題，並依當地習慣    
● 來實施，解決問題
● 何謂扶輪?以及扶輪能為社區作什麼?

* 學員
* 各社社長、社友可參加

地區年會及地區領導人
研習會(DLS) 

District Conference 
District Leadership 

Seminar

2017/4/15
& 

2017/4/16

主 辦 社 ： 待 議 定 
場地：

● 國際扶輪及地區事務
● 國際扶輪及扶輪基金會計劃
● 表彰成功的扶輪社及地區活動
● 領導和激勵的技巧
● 領導機會
● 地區會議
● 訂定國際服務計劃
● 國際扶輪及扶輪基金會的各項計劃

* 3490地區全體社員
*  有興趣且曾任社長或扶輪社領導角色之扶
輪社員



98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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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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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錄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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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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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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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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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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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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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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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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未來願景試辦地區的扶輪社，請在國際扶輪網站www.rotary.org，參閱針對地區委員會手冊的

2010-11未來願景補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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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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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90地區2016-17年度地區地區團隊訓練會
組  織  表

‧時  間：2016年3月12日(星期六) ‧主 辦 社：板橋扶輪社
‧地  點：大直典華 (五樓藏真廳) ‧主  委：劉紹榮 I.P.P.Alex

(104台北市中山區植福路8號) ‧司  儀：黃永昌 P.E.Bank、江能裕 Family、陳主義 Truck、
  賴宏榮 Stock、黃志光 Wealth

職 稱 姓名 / 組長 社 別 工作項目
總監 邱添木 D.G. Polish 鶯 歌 社 諮詢暨指導

總監當選人 謝木土 I.D.G. Concrete 基 隆 東 南 社 訓練會召集人

地區訓練主委 林榮吉 P.D.G. Kamaboko 基 隆 東 南 社 統籌活動

訓練主委 劉紹榮 I.P.P.Alex 板 橋 社 主持及執行全盤籌備工作

訓練會副主委 蕭錦聰 P.P.Glue 板 橋 社 協助主委籌備工作

大會執行長 陳福源 Gas 板 橋 社 議程進行指揮調度

大會副執行長 高建順 Green 板 橋 社 協助執行長議程進行指揮調度

主辦社社長 王經祿 P.Terry 板 橋 社 協調各組之活動

糾察組

組 長：陳國義 P.P.Base
副組長：孔繁文 Johnny 
組 員：廖明耆 Land
組 員：郭子進 Golf
組 員：楊博顯 Steven
組 員：陳錫文 Care

板 橋 社 維持會議議程及進場時間控制

總務組 總監辦事處 總 監 辦 事 處
扶 輪 鐘 、 鎚 ( 由 主 辦 社 負 責 ) 
會場用品之準備扶輪徽、名牌、桌牌、座位牌製作

接待組
組 長：盧政治 P.P.Silk
副組長：張立昇 Max 板 橋 社

接待貴賓、引導人、社友及座位引導 
(茶點之支援)

場 務 組 
佈置組

組 長：薛銘鴻 P.P.Lawyer 板 橋 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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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煥章 P.P.Archi
副組長：張泰西 Stone
組 員：邱馳翔 Genial
組 員：林澤祥 Key
組 員：張立昇 Max
組 員：陳錫文 Care

板 橋 社 辦理報到事宜、分發訓練手冊、名牌

膳食組
組 長：張愿福 P.P.Jyi-Lih
組 員：陳錫文 Care 板 橋 社

引 導 與 會 人 員 用 餐 ( 事 先 調 查 素
食 人 數 並 安 排 路 線 規 劃 引 導 ) 
督導餐廳上菜(及時處理與會人員之問題)

茶點組
組 長：張愿福 P.P.Jyi-Lih
組 員：陳錫文 Care 板 橋 社 下午茶

交通組

組 長：林當隆 前社長 P.P.Book
組 長：楊明炎 P.P.James
副組長：陳錫文 Care
組 員：郭子進 Golf
組 員：楊博顯 Steven

板 橋 社 指揮交通、停車規劃、安全維護

攝影組 黃火木 P.P. Wood 三 重 東 區 社 研討會議程攝影、大會場外攝影

康樂組
組 長：吳明田 P.P.Miller

羅浚晅 Brain、陳山志 Ortho 板 橋 扶 青 團 樂活時間

音控組
組 長：黃永昌 Bank
組 員：黃浴期 Jimmy、

汪忠平 Charles、邱性利 Trust
板 橋 社 會場音響、空調控制、投影機

刊物組 總監辦事處 總 監 辦 事 處
彙 集 訓 練 手 冊 編 排 及 印 刷 、 
感謝狀、聘書函文

司儀組
組 長：黃永昌 P.E.Bank
組 員： 江能裕 Family、陳主義 Truck、

賴宏榮 Stock、黃志光 Wealth
板 橋 社

訓 練 會 議 程 進 行 
(熟悉會場及掌控各項開會器材)

善後組
組 長：楊明炎 P.P.James
組 員：陳錫文 Care、張泰西 Stone、

孔繁文 Johnny 、邱馳翔 Genial
板 橋 社 現場支援各組不足之工作

醫療組
組 長：張 凱 P.P.Kai
組 員：陳山志 Ortho 板 橋 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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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2017年度總監團隊組織表

榮譽顧問：

洪學樑 Carbon 

黃勝雄 Doctor         

葉英傑 Frank    

柯玟伶 Amanda  

郭道明 Trading       

林榮吉 Kamaboko  

黃炳麟 Count          

黃明山 Mountain  

張   信    Letter        

劉祥呈 Syo-Tei    

張金華 King          

許國文 Surgeon    

陳順從 TV

姚啟甲 Kega          

李進賢 E.N.T.          

賴正時 Victor       

蕭慶淋 Andy

林慶明 Young         

吳維豐 David         

洪清暉 Ortho      

邱添木 Polish                        

委員：

李貴發 G.M.

張志賢 Camera

方明海 Speaker

王銘聰 Pioneer

褚勝川 Kenma

地 區 總 監
謝木土 Concrete

地 區 秘 書
林金城 Jack

地區辦公室主任
許有杉 Pharma

地區公共關係長
黃國清 Machine 

地 區 總 務 長
陳守毅 Daniel

地區年會主委
謝清正 Johnny

地區訓練會執行長
林建和 Marco

地區策略發展推行委員會
張燈城 C.D.C.

地區獎勵委員組
凌見臣 Lawyer

地區刊物總編輯
鄭寶鳳 Annie

地區資訊委員會
李世傑 Cooker

地 區 司 儀 組
劉瑞棋 Best

地區高爾夫主委
吳勝波 Tea

地區高爾夫副主委
陳重益 Carato

巫宗麟 Steven

地區辦公室財務
詹誠一 Alfa

地區年會執行長
林子傑 Wedding

地區年會財務長
陳進福 Life

地區辦公室副主任
劉天祥 Timothy

蔡定昌 David

曾維祥 Lobster

林佩穎 Pauline

張慶淵 Green

地區副公共關係長
吳家程 Black

曾菊櫻 Sakura

鄭紀民 Jimmy

陳志聰 Paul

地 區 財 務 長
石崇仁 St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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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天  感謝地  感謝大家
用真情甲鼓勵將阮栽培

愛珍惜每一個付出的機會

人生難得有緣來做伙

這是咱的扶輪社 什麼人才攏置遮
為著理想活出新的生命

這是咱的扶輪社 什麼困難攏毋驚
扶輪郅條路  咱用心做陣行

這  是  咱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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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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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扶  輪  頌 R-O-T-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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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迎區總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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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事項 ＆ 研習會重點紀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