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扶輪經歷 
1992.03.25入社 
2009-2010基隆東南社社長 
2010-2011地區國際青少年交換計畫委員會委員 
2011-2012地區國際服務委員會委員 
2012-2013助理總監 
2013-2014地區世界服務委員會委員 
2014-2015地區總監提名人 
2015-2016地區總監當選人 
2016-2017地區總監 
2018-2019助理區域扶輪基金協調人 

扶輪基金捐獻 
1996-1997保羅哈里斯之友 
2012-2013巨額捐獻人 
2014-2015巨額捐獻人(第二級) 
2014-2015阿奇可蘭夫A.K.S.會員 



District Membership & District Leadership Seminar 

Grow Rotary！ 
Grow Service！ 
Grow Impact！ 

加強地區社
員發展  



District Membership & District Leadership Seminar 

• 評估社員趨勢，識別挑戰與成就 
•   瞭解如何支援地區社員主委 
• 規劃並建議吸引新社員與鼓勵社員參與的策略 

學習目標 



District Membership & District Leadership Seminar 

扶輪最大的資產是 
扶輪社友！ 



District Membership & District Leadership Seminar 

•正直 
•多元 
•服務 
•領導 
•聯誼 

創立扶輪的基本原則核心價值至今不變是： 
這些核心價值成為我們的指導原則 

扶輪的 
核心價值 



地區社員
委員會的
職責和責

任  

•SUPPORTINGI CLUBS 支持扶輪社 
•PLANNING 規劃 
•TRAINING 訓練 
•ATTRACTION 吸引 
•ENGAGEMENT 參與 
•NEW CLUB DEVELOPMENT 發展新的扶輪社 



SUPPORTING 
CLUBS 

支持扶輪社 

•鼓勵扶輪社制訂和實施創新的社員發展戰略。 
•確保扶輪社擁有My Rotary提供的社員資源，並
立即向Rotary總部報告社員變更情況。 
•確認扶輪社社員委員會主委履行職責。 
•Action：定期公布社員狀況，適時提供並請求必
要協助。 



Planning 
規劃 

•定期與總監和扶輪社領導人一起工作和溝通，以確
保您的扶輪社和地區實現其社員目標。 
•與其他地區委員會保持溝通，協助社員發展活動。 
•與扶輪協調員合作，規畫地區的社員活動。 
•Action ：配合地區特性設定目標，適時提供必要協
助 



Training 
訓練 

•參加由扶輪協調員舉辦的區域社員研討會，或探索
學習中心的在線社員課程。 
•與總監和地區訓練師一起計畫，推廣和舉辦地區社
員研討會。 
•Action ：舉辦的區域社員研討會，配合參與地區講
習，適時提供必要協助。 



•協助扶輪社的招募工作，特別關注弱小的扶輪社。 
•鼓勵每個扶輪社努力代表社區專業人士的人口構
成。 
•定期檢查您的社員引導，並與您的總監合作，以確
定誰將管理他們。 
•Action ：協助地區及扶輪社多元化以代表社區專業
人士的人口構成，善用RI社員引導及適時提供必要
協助。 

Attraction 
吸引 



•協調本區的社員發展活動。 
•鼓勵扶輪社，談論創新，靈活性，多元化以及鼓勵社員
參與方式。 
•落實扶輪社爭取RI社長獎社員成長表彰。 
•Action ：協助地區設立創新，靈活性，多元化以及鼓
勵社員參與的方式以強化續留率，並鼓勵年輕扶輪社員
擔任領導職位且宣揚在其專業領域以及扶輪活動中積極
參與的社員。 

ENGAGEMENT 
參與 



•確定在沒有扶輪社的社區，這些社區的人口能夠滿足
成立新扶輪社的要求。 
•確定可以建立額外扶輪社的社區，而不會減損現有扶
輪社向社區提供的服務。 
•協助組織和建立新的扶輪社。 
•Action ：協助地區以各分區為單位組織新的扶輪社，
鼓勵每一扶輪社採用衛星社，前受獎人員，或扶青團
引進年青社員，所有擔任職務扶輪領導人每人引薦一
位新社友。 

CLUB 
DEVELOPMENT 
發展新的扶輪社 



吸引新社員的策略 



•根據目標群體的需求自定義吸引成員的方法 
•制定吸引潛在社員的計畫 

Learning 
Objectives 
學習目標 



•參與服務並與其他成員一起玩樂是人們加入和留在扶
輪社的主要原因。 
•為了吸引新成員，扶輪社必須評估他們哪些方面做得
好，哪些方面需要注意，以及他們的扶輪社是否反映
了扶輪社的價值觀。 
•扶輪社應確定您的扶輪社缺少哪些職業和人口統計數
據，以便您在尋找新成員時可以專注於這些群體(分類
和成員多樣性評估將對您有所幫助) 。 

Finding New 
Club 

Members 
尋求新的扶
輪社社員 



•扶青團員現在可以同時成為扶輪社和扶青團成員。 
•年輕的專業人士可以成為偉大的扶輪社成員，但要將他們帶
入我們的扶輪社，我們首先必須瞭解他們正在尋找甚麼以及
扶輪社為他們提供的服務。 
•培養一批潛在的候選人，如女性，年青的專業人士，校友，
前受獎人，最近退休人員，族裔群體或扶青團員，以促進您
的推廣活動(未來的社員活動將幫助您實現這一目標) 。 

Finding New 
Club Members 
尋求新的扶
輪社社員 



•與潛在社員會面，並通過詢問他們正在尋求的
內容來決定他們是否適合您所在地區的扶輪社。 
•鼓勵扶輪社成員也這樣做。如果他們是和您自
己以外的友好扶輪社，請參考他們。 

Finding New 
Club Members 
尋求新的扶
輪社社員 



建立一個多元化的扶輪社 



•確定社區中的主要職業和人口統計數據 
•瞭解如何使用扶輪社的職業分類和成員
多元化評估工具來擴大其扶輪社社員資
格 

Learning 
Objectives 
學習目標 



•將來自不同行業，種族，年齡，性別和文化的
行動人員聚集在一起，將提升您的扶輪社在本地
和全球服務的能力。 
•扶輪社努力讓社員擁有各種技能，才能，經驗
和觀點。 
•扶輪社應考慮讓扶輪社社員委員會或一組成員
進行評估，研究結果並根據調查結果採取行動。 

DIVERSIFYI
NG YOUR 

CLUB 
多元化你的
扶輪社 



使用扶輪的社員多元化和分類評估工具可以幫助您： 
 --發展您的多元化扶輪社 
 --確認扶輪社中沒有代表的職業和團體，並善用您的 
     社員專業知識和技能 
 --建立社員的意識和支持，以增加扶輪社的多元化 

DIVERSIFYING 
YOUR CLUB 

多元化你的扶輪
社 



讓您的社員參與的最佳實踐 



•使用扶輪工具和資源來瞭解社員退社的原因 
•制訂戰略，讓社員在其社員的不同階段均能
參與 

Learning 
Objectives 
學習目標 



•大多數離開的社員在加入後的2年內退社。 
•鼓勵扶輪社： 
--瞭解社員退社員原因，經由訪問並請他們完成
退社意見調查，以瞭解其退社的原因。 
--使用「增強扶輪社體驗」中的社員滿意度調
查，瞭解其社員喜歡或不喜歡扶輪社的內容，然
後制定行動計畫 

IMPROVING YOUR 
MEMBER RETENTION 
改善您的社員續留 

 



實踐靈活性和創新 



•確定使扶輪社更加靈活的方法 
•瞭解滿足社員需求的價值 

Learning 
Objectives 
學習目標 



研究表明，當扶輪社在如何召開會
議，選擇潛在社員和定義參與方面
擁有更多自由時，他們會更有活力

並且能夠成長。 

實踐靈活性
和創新 



扶輪社在何時，何地以及如何會面以及提供何種類型的社員
資格方面具有更大的靈活性，包括： 
--扶青團團員可同時成為扶青團和扶輪社的成員。 
--扶輪社可以選擇親自聚會，在線會面或在兩者之間交替。 
--扶輪社可以提供不同的社員類型，並根據他們的意願自己 
    定義。 
--扶輪社可以放鬆出席政策，可以選擇每月會面兩次。 

實踐靈活性
和創新 



•鼓勵扶輪社承擔風險，無限制地探索想法，
不要害怕失敗。 
•扶輪社可以使用增強扶輪社體驗：社員滿意
度調查來瞭解其成員喜歡和不喜歡他們的扶
輪社，然後實施考慮到這些因素的新做法 

實踐靈活性
及創新 



•定期公佈社員狀況，適時提供必要協助。 
•配合地區特性設定目標，適時提供必要協助。 
•舉辦的區域社員研討會，配合參與地區講習，適時提供必要協
助。 
•協助地區及扶輪社多元化以代表社區專業人式的人口構成，善用
RI社員引導及適時提供必要協助。 
•協助地區設立創新，靈活性，多元化以及鼓勵社員參與的方式以
強化續留率，並鼓勵年輕扶輪社員擔任領導職位且宣揚在其專業領
域以及扶輪活動中積極參與的社員。 
•協助地區以每一分區為單位組織新的扶輪社，鼓勵每一扶輪社採
用衛星社或扶青團引進年青社員，所有擔任職務扶輪領導人每人引
薦一位新社友。 

2019-20RC 
團隊全力支持
地區及扶輪社 



What are the benefits of satellite clubs? What are 
the risks? 
衛星扶輪社有哪些好處？有甚麼風險？ 

Discussion Questions 
討論問題 



•社員委員會主委(5名以上成員) ，並向RI報告。 
•職業分類主委，以利女性及年青等社員多元
化。 
•社員發展主委，已實現社員淨增長(5名以上) 。 
•STAR主委，以促進新成員的保留。 
•扶輪資訊主委，社員的保留率提高1個百分點，
請維持90%或更高。 
•寶眷社友成長50% 

PEOPLE 
UNITE 

人們結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