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OGETHER, WE SEE A WORLD WHERE PEOPLE UNITE AND
TAKE
ACTION TO CREATE LASTING CHANGE — ACROSS
我們一起展望的世界裡，人們結合力量，採取行動，
THE GLOBE, IN OUR COMMUNITIES, AND IN OURSELVES.

在自身、社區及全球各地創造持恆的改變。

優先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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擴展
我們的觸及

採取行動的人使他人積極並獲得激勵，讓他們希望世界可以
變得更好 ── 並且希望他們可以成為這種改變的一份子。我
們知道，有許多人既尋求能達成更偉大目標的感覺，又尋求
數位領域所無法提供的那種人與人之間的參與。我們有能力
成為他們的首選。

What does “Expand Our Reach” mean?

「 擴展我們的觸及」是什麼意思？
If more
people affiliate with Rotary — not just as members but also as
participants and partners — we’ll grow our capacity to make an impact.
如果更多的人參與扶輪── 不僅是成為社員，而且是成為參與者及合作
This priority focuses on how we can share our values with new audiences,
──ways
夥伴new
我們將增加發揮影響的能力。本優先事項聚焦於我們如何向新
create
to bring people together to experience the power of
的聽眾分享我們的價值觀、創造新的方式使人們一起體驗扶輪的力量，
Rotary,
and prove we are an organization that’s inclusive, engaging,
compassionate,
and ambitious on behalf of the world.
並證明我們是一個代表全世界、具有包容性、參與性、熱情及雄心的
組織。

Why are we doing this?
People around the world know about Rotary. In fact, when we surveyed
people
in 15 countries, we found that of the world’s leading social service
我們為什麼這樣做？
organizations, we’re among the top three in terms of awareness.

世界各地的人們都知道扶輪。事實上，當我們向 15 個國家的人們進行調

But only 35% of respondents saw Rotary as an organization for
查時，我們發現在全球領先群倫的社會服務組織中，我們在認知度方面
people like them. And just 25% of people surveyed said they knew
名列前三。
someone
in Rotary.

但只有
的受訪者認為扶輪是一個為他們這樣的人服務的組織。只有
If we
want35%
Rotary
to prepare the next generation to lead, we need to
make
sure
they feel welcome and at home here — and that means
25%
的受訪者表示他們認識某個參加扶輪的人。
diversifying both our leadership and our approach. We need to start
如果我們希望扶輪使下一代做好領導的準備，我們需要確保他們在扶輪
by looking
at all the ways we’re engaging with our communities, and by
opening
up new channels
into
Rotary for people from all backgrounds.
──
感到賓至如歸而自在
這意味著我們的領導階層及辦事方法都要多元
化。我們首先需要審視我們與社區互動的所有方式，並為來自不同背景
的人們開闢加入扶輪的新管道。
EN—(1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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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對國際扶輪意味著什麼？
扶輪已經在努力開發新的產品及不同的參與模式，以便人們無論身在何處都可以加入我們並
與我們一起採取行動。我們正在與 Toastmasters International 合作，幫助我們的社員，在他
們的事業處所以及其他任何需要他們的地方，成為更有效能的領導人及溝通者。我們提供衛
星扶輪社、家庭社員資格及其他有彈性的扶輪社選項，以幫助吸引及留住各行各業的社員。
我們也在更新扶輪社員的工具及資源，以更能幫助扶輪社更廣泛、更包容地參與，並更有效
果地使用社交網絡。
我們正在研究我們的扶青社社員。他們是充滿活力、熱情及具有社區意識的年輕專業人士，
而重要的是要了解他們想要從扶輪獲得什麼，以及我們如何吸引像他們這樣的其他人士。

這對我意味著什麼？我該如何採取行動？
人們建立連結的方式有許多種。請環顧您的社區並考慮有哪些人是領導人── 請記住，有許
多不同的方式可以成為領導人。你要如何與他們展開對話？
請接觸那些透過共同興趣與他人建立連結的人── 無論是透過讀書社、藝術組織，還是不同
種族或文化身分的團體。
請常與學校及當地商會等長期夥伴合作，同時尋找可以加入並與之合作的其他組織及網絡。
舉辦更多方便親子參與的活動。這傳達扶輪是一個開放性的組織的有力訊息，並且讓你的社
區有更多成員參與。
請記住：定期更新貴社的網站及社交媒體頁面，以便人們了解貴社在社區中所做的一切美好
事物。

一個多世紀以來，我們一直帶領彼此達成一個偉大的目標。讓我們建立連結及機會，讓有

著我們一樣動力的人們也同樣這麼做。

成為行動計畫的一部分：
rotary.org/actionplan

本文由台灣扶輪月刊譯自國際扶輪文件 action-plan-enhance-participant-engagement-white-paper-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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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一起展望的世界裡，人們結合力量，採取行動，
在自身、社區及全球各地創造持恆的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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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使
參與者投入

採取行動的人努力了解他人的需求。
扶輪是一個偉大的組織，因為我們幾十年來在各大洲之間建立
了有意義的人脈連結。但就像我們所服務的人群與社區一樣，
我們的參與者需要感受到被看到及聽到。

「促使參與者投入」是什麼意思？
每一次相遇都是向人們展示扶輪能為他們個人及社區成員做些什麼的機
會。促使參與者的投入意味著每當有人透過扶輪社、計畫甚至活動與扶
輪互動時，他們都會獲得超出預期的體驗。這也意味著，一旦有人踏入
扶輪的大道，在第五十年就如同第一天般令人興奮、充實及有意義。

我們為什麼這樣做？
當參與者找不到與個人及專業相關的體驗時，他們會離開到別的地方。
我們知道這正是扶輪社員人數停滯不前的原因之一。
促使參與者的投入就是評價我們提供的服務並尋找創造附加價值的方
法。那就是要認真審視我們當前的一些計畫，判定是否真正有價值且令
人感到充實。而且要創建新的計畫、活動、學習機會等等，以吸引新的
採取行動的人士及領袖加入我們的扶輪社及計畫── 並讓他們有理由留
下來。

26 臺灣扶輪 2021.12

這對國際扶輪意味著什麼？
在接下來的幾年裡，扶輪將會：
‧ 發展我們的基礎設施，以支持扶輪參與者不斷變化的需求
‧ 建立我們的參與指數及扶輪社的獎勵
‧ 創造新產品並定位現有產品，直接為參與者創造價值
‧ 鼓勵各社及地區提供個人及職業兩者兼具的參與機會

這對我意味著什麼？我該如何採取行動？
尋求回饋意見。邀請參與者及一般公眾提出新想法並分享他們對參與扶輪的經驗及
參與服務專案的看法。這將有助於您找出貴社現在的樣貌及它需要成為的樣貌兩者
之間的差距。您還可以進行貴社的「健康檢查」來確定你們的長處及短處，或者詢
問新社員在社內什麼對他們最重要。
在您的扶輪社運營中採用以參與者為中心的方法。不斷詢問您的參與者他們希望如
何參與並找到提供這些機會的方法。在制定扶輪社的目標及策略時，請考慮所有參
與者：家庭成員、扶輪社、互動者、校友以及參與您的服務項目或活動的其他人。
讓人們不再旁觀。無論您是提供個人及專業連結的新機會，還是提供領導力發展及
技能訓練，請找到新方法使每一個與貴社互動的人都融入其中。透過提供一起服務
及建立連結的機會，我們可以透過扶輪提供更令人滿意的體驗。

讓我們一起重新致力於將參與者的需求、期望及成長放在我們所做一切的核心。

成為行動計畫的一部分：
rotary.org/actionplan

本文由台灣扶輪月刊譯自國際扶輪文件 action-plan-enhance-participant-engagement-white-paper-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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