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管委員會及理事會關於 2017 年決議案會議議案
之決議
2017 年決議案會議 (Council on Resolution) 請國際扶輪理事會及扶輪基金會保管委員會討論
決議案會議通過的各項決議。國際扶輪理事會在 2018 年 1 月及 4 月會議討論了提交理事會討論
的各項決議。保管委員會在 2018 年 4 月會議討論了提交保管委員會討論的各項決議。以下為上
述會議有關決議會議項目的會議記錄。請注意，依據國際扶輪細則 5.020. 條，國際扶輪理事會
會議的會議記錄及決議應在會議或決議後 60 日內貼在扶輪網站 rotary.org。請扶輪社員們於正式
會議記錄貼上網站時，參考正式會議記錄。

會議案號

決議

17R-01

要求國際扶輪理事會考慮建議每個扶輪社應成立策略計劃委員會（2018 年 1 月理
事會會議，決議 84）

決議 ：理事會
1. 感謝 2790 地區（日本）要求理事會考慮每個扶輪社應成立策略計劃委員會之建議；
2. 雖然鼓勵扶輪社具備策略計畫，但同意扶輪社階層策略計劃委員會的成立最好由個
別扶輪社決定為宜。

17R-04

要求國際扶輪理事會考慮保留重返扶輪社之社員的原始社員資訊（2018 年 1 月理
事會會議，決議 85）

決議 ：理事會
1. 感謝澳大利亞 9790 地區 9790Latrobe 網路扶輪社要求考慮保留重返扶輪社之社員的
原始社員資訊；
2. 確認扶輪收集並保留初始社員編號及重返扶輪社之社員的起始入社日期。

17R-05

要求國際扶輪理事會考慮被終止會籍的扶輪社應取得地區的背書（2018 年 1 月理
事會會議，決議 86）

決議 ：理事會
1. 感謝 3860 地區（菲律賓）建議被終止會籍的扶輪社應取得地區的澄清並參加地區訓
練，方能恢復會籍；
2. 指出只有因欠繳國際扶輪會費而被終止會籍方有恢復會籍程序，且國際扶輪細則及
扶輪政策彙編有其他選項來處理積弱不振及不遵守規定之扶輪社，包括暫停會籍、
扶輪社合併、及因失去功能而永久終止會籍；
3. 進一步指出，如需取得地區核准且必須參加地區訓練課程，可能大大衝擊收取應繳
付會費的時效，對地區造成額外負擔，以及增添地區糾紛；
4. 因此礙難接受另增額外程序來處理被終止會籍的扶輪社的恢復會籍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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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R-06

要求國際扶輪理事會考慮研究扶輪社彈性的影響（2018 年 1 月理事會會議，決議
87）

決議 ：理事會
1. 感謝 2840 地區（日本）要求考慮研究扶輪社彈性的影響；
2. 要求秘書長將扶輪社彈性的研究及分析納入進行中的研究工作。

17R-07

要求國際扶輪理事會考慮釋出試辦計劃之資訊（2018 年 1 月理事會會議，決議 88）

決議 ：理事會
1. 感謝日本 2680 扶輪地區要求考慮釋出試辦計劃之資訊；
2. 指出秘書長有釋出試辦計劃之各種發現給相關委員會，這些發現將被用於提供訊息
作為理事會決議及立法會議制定案之參考；
3. 進一步指出，有關就會議形式、頻率、及社員種類實施創新及彈性辦法的扶輪社例
子，已定期透過扶輪網站 rotary.org、國際扶輪英文月刊、電子通訊刊物、部落格、
及訓練與推廣用的出版品，向扶輪世界加以推廣；
4. 鼓勵所有希望了解如何對社員實施這些創新辦法的扶輪社及地區參考 www.rotary.org/
flexibility 並諮詢他們的扶輪協調人、地區領導人、或秘書處辦事員。

17R-10

要求國際扶輪理事會考慮重申扶輪宗旨（2018 年 1 月理事會會議，決議 89）

決議 ：理事會
1. 感謝日本高山中央 (Takayama Chuo) 扶輪社建議理事會考慮重申扶輪宗旨在於鼓勵並
培養以服務之理想為可貴事業之基礎；
2. 鑒於扶輪宗旨是我們組織的核心信條，有助於指導目前及未來策略計畫，且鑒於策
略計畫的三個主要目標之一是「聚焦於並增加人道服務，」並不同意高山社此時之
提議。

17R-12

要求國際扶輪理事會考慮在未來立法會議提出立法案以增加扶輪核心價值及使命
（2018 年 1 月理事會會議，決議 90）

決議 ：理事會
1. 感謝 2650 地區（日本）要求理事會考慮在未來立法會議提出立法案，在國際扶輪章
程及模範扶輪社章程增加如扶輪策略計畫所推廣並符合扶輪宗旨之扶輪核心價值及
使命；
2. 鑒於扶輪組織的使命及價值可能隨時代而改變，且鑒於若將扶輪的使命及價值置入
章程文件，一旦理事會希望更進一步發展扶輪使命及價值，可能對理事會造成過分
負擔，因此不同意該地區之提議。

17R-16

要求國際扶輪理事會考慮支持永續生態計畫（2018 年 4 月理事會會議，決議 152）

決議 ：理事會
1. 感謝 Tampere International 扶輪社要求理事會考慮支持永續生態計畫；
2. 鑒於扶輪政策彙編 40.040.1. 節規定，必須根除小兒痲痹等疾病計畫完成之後，方得
考慮新增扶輪組織計畫：
3. 鼓勵有興趣推動生態永續計畫之扶輪社及地區與扶輪社員永續環境行動小組 (www.
esrag.org) 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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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R-17

要求保管委員會考慮新增「永續發展及環境保護」為焦點領域（2018 年 4 月保管
委員會會議，決議 116)

決議 ：保管委員會
1. 感謝法國昂勒韋蒙鎮布雷斯地區布爾格 (Bourg-en-Bresse-Revermont) 扶輪社所提建議
新增「永續發展及環境保護」為焦點領域；
2. 鑒於保管委員會將根據扶輪基金會政策彙編 11.070.3. 節，在 2018-19 年度檢討六大
焦點領域，因此不同意在此時修訂焦點領域。

17R-21

要求國際扶輪理事會考慮修改扶輪青年服務團證書（2018 年 1 月理事會會議，決
議 92)

決議 ：理事會感謝印度馬哈拉施特拉邦孟買西岸 (Mumbai West Coast) 扶輪社要求
考慮修改扶輪青年服務團證書；但在此時對於頒發新扶輪青年服務團證書的程序不
做任何改變。

17R-23

要求保管委員會考慮在全球獎助金申請表上增加水計畫申請樣板（2018 年 4 月保
管委員會會議，決議 117)

決議 ：保管委員會
1. 感謝加拿大英屬哥倫比亞克雷斯頓 (Creston) 扶輪社要求考慮在全球獎助金申請表上
增加水計畫申請樣板；
2. 鑒於新增線上申請表樣板將需要相當費用，因此無法接受該社之提議；但要求秘書
長考慮以不增加費用之方法對水及衛生申請案提供更多協助。

17R-29

要求國際扶輪理事會考慮透露關於提交國際扶輪理事會之制定案的討論過程（2018
年 1 月理事會會議，決議 94)

決議 ：理事會
1. 感謝 2660 地區（日本）建議理事會考慮透露關於提交國際扶輪理事會之制定案之討
論過程；
2. 指出，理事會在 2017 年 1 月會議討論立法會議 16-17、16-18、及 16-20 號建議制定
案，並不同意扶輪宗旨應在此時修改；
3. 指出，理事會會議之會議記錄，包含所有決議，都在每次會議後 60 天之內貼在扶輪
網站；
4. 同意其會議討論過程應視為機密，且理事會會議室內的機密應予以保守，方能讓理
事充分討論提交理事會各項議案的優點。

17R-30

要求國際扶輪理事會考慮在立法會議之前發布五年財務預測（2018 年 1 月理事會
會議，決議 95)

決議 ：理事會
1. 感謝 1710 地區（法國）要求考慮在立法會議開議之 15 日前發布五年財務預測；
2. 同意，由於理事會會議的時機，以及徹底審核、翻譯、及製作所需之時間，理事會
無法保證能在特定時間提出五年財務預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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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R-31

要求國際扶輪理事會考慮不在 2019 年立法會議增加扶輪的社員會費（2018 年 1 月
理事會會議，決議 96)

決議 ：理事會
1. 感謝 2840 地區（日本）要求國際扶輪理事會考慮不在 2019 年立法會議增加扶輪的
社員會費；
2. 確認社員會費乃根據五年預測的仔細檢討所決定，且知道社員會費對於扶輪社員將
造成的後果，理事會同意必須根據整個組織的需求而對會費提出建議。

17R-36

要求國際扶輪理事會考慮在扶輪政策彙編往後的更新版加上編輯標示（2018 年 1
月理事會會議，決議 97)

決議 ：理事會
1. 感謝 2650、2680、及 2840 地區（日本）建議理事會考慮在扶輪政策彙編往後的更新
版分別以刪除線及底線標示出刪除及新增之處；
2. 要求秘書長今後更新扶輪政策彙編時，製作並提供含有修改資訊的扶輪政策彙編。

17R-37

要求國際扶輪理事會考慮以印度文出版年度社長主題（2018 年 1 月理事會會議，
決議 98)

決議 ：理事會
1. 感謝 3070 地區（印度）建議理事會考慮以印度文出版年度社長主題；
2. 要求秘書長，在諮詢說印度語國家的扶輪資深領導人後，提供印度文的年度社長主
題。

17R-38

要求國際扶輪理事會考慮訓練立法會議代表如何使用表決設備（2018 年 1 月理事
會會議，決議 99)

決議 ：理事會
1. 感謝 2500 地區（日本）釧路 (Kushiro) 扶輪社建議理事會考慮訓練立法會議代表如
何在立法會議使用表決設備；
2. 指出目前已在立法會議提供表決設備之訓練，並要求立法會議營運委員會及秘書長
考慮如何更有效把這個訓練機會的訊息提供給代表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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