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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效扶輪社計劃指南』是協助扶輪社評估該社現況，訂定來年目標的工具。它的根據是扶

輪社領導計畫。請注意每個部份之下所列舉的策略乃反映出一般扶輪社為達成目標可能都會選擇

的方法。鼓勵扶輪社在時機適當時研擬其他替代策略來達成其目標。社長當選人應與其扶輪社合

作填寫這份表格，並在4月10日之前送交一份給助理總監。

　扶輪社名稱： 任職扶輪年度：

　社長姓名： 　

　地址： 　

　電話： 傳真： 電子郵件：

社  員
　目前社員人數：

　截至上個扶輪年度6月30日止之社員人數：                    五年前的6月30日： 

　男性社員人數：                    女性社員人數：

　社員平均年齡：

　社齡1-3 年的社員人數：                  3-5 年：                   5-10 年： 

　最近2 年內曾推薦一位新社員入社的社員人數： 

　本社過去24 個月曾輔導新的扶輪社。 □ 是 □ 否

　下個扶輪年度(2017-18) 的社員目標：社員                   ( 數字) 人，2018年6月30日

　本社計畫如何達成社員目標？（在適當項目打勾）

　□  擬定一項防止流失社員社畫，重點在於以參與有趣的節目、服務計畫、持續的教育、

與聯誼活動來維持社員的高度熱忱

　□ 確定社員委員會瞭解有效之吸收社員技巧

　□ 擬定一項招募社員計畫，以使本社反映社區的多樣性

　□ 向可能成為社員的人士解釋扶輪社對於社員的期望

　□ 執行一項新社員訓練計畫

　□ 為潛在社員編印一份提供關於扶輪一般資訊與本社訊的摺頁

　□ 指派一名經驗豐富的扶輪社員擔任新社員的導師

　□ 表彰輔導新社員的扶輪社員

　□ 鼓勵社員參加一個扶輪聯誼會或扶輪社員行動團體

　□ 參與『國際扶輪社員發展獎』計畫

　□ 輔導一個新社 ( 如衛星社)

　□ 其他

有效能扶輪社的規畫指南

【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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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計畫

　扶輪青少年交換學生人數：接待人數 　贊助人數

　扶輪少年服務團團數： 　扶輪青年服務團團數：

　扶輪社區服務團團數： 　RYLA（扶輪青少年領袖獎）活動數目： 

　扶輪友誼交換數目： 　扶輪義工登記人數：

　計畫申請下列獎助金( 計畫名稱及預算)：

　　District Grant 地區獎助金： 

　　Global Grant 全球獎助金：

　本社已經為下個扶輪年度訂定下列服務目標：

　　為我們當地社區：

　　為其他國家的社區：

　本社計畫如何達成服務目標？（在適當項目打勾）

　□ 確保服務計畫委員會知道如何規劃及執行一個服務計畫

　□ 檢討本社目前與持續的服務計畫，以確定它們能滿足需求且能引起社員的興趣

　□ 找出本社想要透過服務目標解決的社區問題

　□ 評估本社的募款活動，以判定它們是否能滿足服務計畫的經費需求

　□ 讓所有社員參與本社的服務計畫

　□ 辦理或取得我們社區或其他國家社區的需求評估

　□ 表彰參與並領導本社服務計畫的社員

　□ 找出合作辦理國際服務計畫的夥伴社

　□ 參與：

　　　 □ 扶輪少年服務團　　□ 扶輪友誼交換　　□ 世界社區服務

　　　 □ 扶輪青年服務團　　□ 扶輪義工　　　　□ 扶輪青少年交換

　　　 □ 扶輪社區服務團　　□ 扶輪青少年領袖獎 (RYLA)

　□ 利用扶輪基金會的獎助金支持本社一項計畫。

　□ 其他（請說明）：

扶輪基金會

　現況（2016-17 年度）

　本年度對年度計畫基金的捐獻：

　本年度對捐贈基金的捐獻：

　扶社員捐獻表彰人數：

　　保羅．哈理斯之友： 　捐贈基金捐贈人： 　巨額捐獻人：

　　保羅．哈理斯協會： 　遺贈協會會員：

　貴社追蹤到的扶輪基金會前受獎人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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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來狀況（2017-18 年度）

　1. 我們的扶輪社的年度計畫基金捐獻目標為：

　　 保羅．哈理斯之友：               　捐贈基金捐贈人：               　巨額捐獻人：

　　 保羅．哈理斯協會：                   遺贈協會會員：

　2. 我們的扶輪社的捐贈基金捐獻目標為：       

　3. 根除小兒麻痺等疾病之捐獻目標為： 

　4. 本社為EREY 社 ( 平均每人年度基金捐獻100 美元以上)　□ 是　□ 否

　本社計畫如何達成服務目標？（在適當項目打勾）

　□  確定本社的扶輪基金委員會了解扶輪基金會各項計畫並承諾促進對於扶輪基金會的財務支持。

　□ 協助社員瞭解扶輪基金會捐獻與扶基金會計畫的關係。

　□ 每季規劃一個關於扶輪基金會的扶輪社計畫，尤其在11 月扶輪基金月

　□ 在每次例會節目包括一個有關扶輪基金會簡短的故事

　□ 安排演講讓社員瞭解扶輪基金會計畫

　□ 確定扶輪社的扶輪基金會委員會主委出席地區扶輪基金研討會

　□ 利用扶輪基金會的獎助金支持本社的國際計畫

　□ 表彰捐獻財務給扶輪基金會及參與扶輪基金會各項計畫的社員

　□ 鼓勵每社員每年向基金會捐獻

　□ 邀請扶輪基金會計畫參加者及前受獎人參與扶輪社社畫及活動

　□ 其他（請說明）：

領導人培養

　將出席下列會議的扶輪社領導人的人數

　　地區講習會： 　地區扶輪基金研習會：

　　地區社員研習會： 　地區領導人研習會：

　　地區年會：

　參與地區級活動的扶輪社社員人數：

　預計扶輪年度助理總監訪問次數：

　本社已經訂定下列目標，在下一扶輪年度培養扶輪領導人：

　貴社計畫如何培養扶輪領導人？（在適當項目打勾）

　□ 請社長當選人出席扶輪社社長當選人訓練會及地區講習會

　□ 請所有委員會主委出席地區講習會

　□ 鼓勵有興趣的前社長出席地區領導人研習會

　□ 運用本社助理總監的專業知識

　□ 鼓勵新社員透過參與本社各委員會，擔任領導的職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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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請本社社員訪問其他扶輪社以交換意見，並與本社分享所獲得的知識

　□ 其他（請說明）：

公共形象

　現 狀

　列出媒體所報導扶輪社活動及媒體的類型（廣播電台、報紙、電視等）

　未來狀況

　我們的扶輪社已經設定下個扶輪年度的公共形象目標：

　貴社計劃如何達成公共關係目標？（在適當項目打勾）

　□ 確定公共形象委員會已受過如何進行媒體宣傳活動的訓練

　□ 為所有服務計畫做好公共關係工作

　□  以事業及專業人士為對象進行一項關於何謂扶輪及扶輪做些什麼的大眾宣傳計畫

　□ 安排公益廣告在當地一個電視頻道播出

　□ 其他（請說明）：

扶輪社行政管理

　現 況

　扶輪社理事會多久開會一次及何時開會？

　扶輪社社務行政會議何時舉行？

　貴社預算如何編製？ 它是否經過合格會計師之獨立審查？

　貴社是否已訂定長期計畫？

　貴社是否已擬定一套關於理事會、各委員會等的領導延續性的制度？

　貴社是否已擬定一套制度以使所有社員參與扶輪社？

　貴社是否使用RI 網站管理系統My Rotary( 在www.rotary.org) 來更新社員名單？

　貴社社刊多久出版一次？

　

　請描述每週例會節目如何籌劃：

　貴社的網站多久更新一次？

　貴社是否遵照扶輪行事曆舉辦特別月，例如扶輪基金月及雜誌月？

　貴社多久舉辦一次聯誼活動？

　貴社如何使扶輪社員的家人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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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狀況

　你做了哪些計畫來達成貴社的行政管理任務？（在適當項目打勾）

　□  已在扶輪社中央系統(Rotary Club Central) 設立15 個以上的目標，並隨時修正及回報執行

結果。

　□ 鼓勵全體社員在RI 網站上完成登錄。

　□ 已安排定期的理事會會議日期。

　□ 本社的長期及通訊計畫將更新。

　□ 已經安排                  （數字）次社務行政會議，日期如下：                  （日期）。

　□  本社已採用最新版的建議扶輪社細則，或已（根據每次立法會議後之建議）修改本社細則。

　□ 扶輪社選舉將於                  （日期）舉行。

　□ 本社至少將派遣                  （數字）名代表出席地區年會。

　□ 本社將製作社刊，以提供資訊給社員。

　□ 本社網站每年將更新                  （數字）次。

　□ 已擬定一項計畫來籌備有意思且切題的每週例會節目。

　□ 每月出席數字將在次月的                   （數字）日之前報告地區領導人。

　□  本社將利用RI 網站「My Rotary」維持社務紀錄（每年6 月1日及12月1日之前，以保證半

年報告的精確性）。

　□ 社員更動將在                  日內向國際扶輪報告。

　□ 應向國際扶輪提出的報告，包括半年報告，將如期完成。

　□ 本年度已為所有扶輪社社員規劃下列聯誼活動：

　□ 本社成立的聯誼團體有：

　□ 其他（請說明）：

本社希望從助理總監或地區總監獲得以下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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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總監或助理總監訪問本社時，本社想和他討論下列議題：

助理總監評語：

扶輪社社長簽名 　日期

扶輪年度

助理總監簽名 　   　 日期

總監評語：

總監簽名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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