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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輪基金會
扶輪基金會的使命在於使扶輪的社員，透

過改進保健、支持教育及減輕貧窮，來增進

世界理解、親善與和平。基金會是非營利組

織，其資金完全來自共享以建立更美好的世

界為願景的扶輪的社員和基金會朋友的自願

捐獻。如此的支援，對藉由扶輪基金會獎助

金的資助，將有持續性的成效帶給有需求的

社區是極為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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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除小兒麻痺等疾病計畫

根除小兒麻痺是扶輪最重要的慈善優先事項。扶輪在1985年開始執行
根除小兒麻痺等疾病計畫。在1988年，扶輪與全球根除小兒麻痺倡議
活動	(Global	Polio	Eradication	Initiative)	開始合作時，全球有超過	
35萬的小兒麻痺病例在超過125個國家發生。至今已約有30億兒童接
受疫苗接種，將病例減少了	99.9%。

到2020年為止，扶輪貢獻全球根除小兒麻痺活動的資金已超過20億美
元，包括比爾與梅琳達・蓋茲基金會的配合款。

根除小兒麻痺等疾病計畫獎助金
根除小兒麻痺等疾病計畫獎助金，資助小兒痲痺疫情國和面臨高風險
國家，進行疫苗接種及防止病毒傳播的監控等活動。

此獎助金來自根除小兒麻痺等疾病計畫基金及地區指定用途基金的
捐贈。

本獎助金的申請者主要為實施根除小兒麻痺活動的夥伴機構：諸如世
界衛生組織	(WHO)	及聯合國兒童教育基金會	(UNICEF)。基金會保
管委員會在其定期會議審查根除小兒麻痺等疾病計畫獎助金的申請。

根除小兒麻痺等疾病計畫夥伴獎助金
本合作夥伴獎助金的資助對象為高優先國家的根除小兒麻痺等疾病
計畫委員會主委提出的緊急社會動員及監控活動。獎助金的申請隨時
受理，並由根除小兒麻痺等疾病計畫基金出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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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除小兒麻痺等疾病計畫的資源
	 End	Polio	Now	通訊：這份通訊提供有關根除小兒麻痺活動的最
新資訊及訊息，每兩個月出版一份

	 End	Polio	Now	海報：此海報提供	End	Polio	Now	的標誌和圖形

	 End	Polio	Now	領章：這是有	End	Polio	Now	標誌的領章

	 Top	5	Reasons	to	Eradicate	Polio	傳單：說明必須達成無小兒麻
痺世界的五大理由

有關其他詳情及資源，請造訪：endpolio.org

https://my.rotary.org/en/news-features/newsletters
https://www.endpolio.org/sites/default/files/941-17_poster_illustration_final.pdf
https://www.bestclubsupplies.com/End-Polio-Now-Lapel-Pin/productinfo/R11112/
https://www.endpolio.org/sites/default/files/poliorefresh_943_letter_nobleeds_en.pdf
http://www.endpolio.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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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輪和平獎學金

扶輪和平獎學金係用於資助受獎人於7所扶輪和平中心之一攻讀或進
修下列課程：國際發展、和平研究或衝突解決等和平相關領域的碩士
學位課程，或在和平及衝突領域的專業發展證書課程。

獎學金包含學雜費、食宿、來回交通，以及所有實習和實地考察費用。
獎學金的資金來自地區指定用途基金、冠名指定捐獻、扶輪的永久基
金及世界基金等。

地區無須出資即可推薦符合資格的候選人接受世界評比篩選，且人
數不拘。地區提交申請書的截止日為7月1日。申請者必須在5月31日
以前將申請表提交地區，以供地區審查申請書、面試申請者，並向扶
輪基金會提交線上推薦。每年有至多50名的碩士課程受獎者，以及	
80名的專業發展證書受獎者。經過保管委員會核准之後，受獎人在		
11月15日以前接到通知。

扶輪和平獎學金資源
	 Peace	 in	 Action：這份通訊提供有關扶輪和平獎學金的最新資
訊，每兩個月出版一份
	 感謝狀：提供證書課程和中心的相關資訊
	 Master’s	postcard：提供碩士課程和中心的相關資訊
	 扶輪和平獎學金簡報：扶輪和平中心課程概覽
	 扶輪和平中心：「使和平成真」小冊：扶輪和平中心及冠名機會的
概要
	 Become	a	Peacebuilder	District：提供地區支持和平獎學金的
方法

有關其他詳情及資源，請造訪：rotary.org/peace-fellowships

https://my.rotary.org/en/news-features/newsletters
https://my.rotary.org/en/document/rotary-peace-fellowships-certificate-program-postcard
https://my.rotary.org/en/document/rotary-peace-fellowships-masters-program-postcard
https://my.rotary.org/en/document/rotary-peace-fellowships-program-overview-and-update-presentation
https://my.rotary.org/en/document/peace-possible
https://my.rotary.org/en/document/invest-peace-become-peacebuilder-district
http://www.rotary.org/peace-fellowshi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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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助金

扶輪基金會獎助金供全球各地的扶輪社員支援各種計畫專案、獎學金
及訓練。

地區獎助金
地區獎助金為一次提供的獎助金，供扶輪社及地區應對本地社區和世
界各地社區的需求。地區每年可要求多至地區指定用途基金的	50%	的
一筆資金	(請參閱第	9	頁「年度基金－分享」)，來支援由地區及扶輪社
贊助，且符合扶輪基金會使命的活動：包括職業訓練團隊、獎學金、人
道服務專案和青少年計畫等活動。

全球獎助金
全球獎助金提供扶輪社和地區執行聚焦重點且有高度影響力的策略
性活動。此獎助金資助大規模的國際人道專案、職業訓練團隊及研究
所獎學金。這些專案都必須具有持續性及可衡量成果，並符合一項或
多項扶輪焦點領域	(請參閱第	6	頁)。	

持續性的定義因組織而異。就扶輪基金會而言，持續性係指為社區需求
提供長遠的解決方法，也就是說在獎助金用完之後，仍能繼續維持活動
而獲益。

全球獎助金專案的預算總額必須是至少30,000美元。獎助金的贊助者
可搭配使用地區指定用途基金(DDF)、現金、冠名指定捐獻及永久基
金收益來資助全球獎助金專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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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會對所有地區指定用途基金	 (DDF)	捐獻提供	100%	的世界基金
配合款。世界基金配合款上限為400,000美元	(無下限)。	

世界基金已不再為現金捐獻提供配合款，但仍會持續資助全球獎助
金。如果全球獎助金的贊助者是以現金資助，必須另外提供5%的款額
作為處理現金捐獻手續的費用。所有的全球獎助金都必須有兩個扶輪
社或地區的贊助：活動執行國的地主贊助者及其國外的國際贊助者。

規劃全球獎助資助專案來支援人道專案或職業訓練團隊時，贊助者必
須執行社區調查，以徹底探討專案執行地所面臨的緊迫問題，以及能
用於解決問題的社區資源。申請全球獎助金時，必須一併提交社區調
查的結果，以判斷專案設計與當地需求。在規劃專案的初期，請諮詢當
地的扶輪社員及扶輪前受獎人專家以獲得有關當地的寶貴資訊。

災害救援獎助金
扶輪災害救援獎助金的設立宗旨，是為了援助在過去6個月內遭受自
然災害影響地區的救援與復原作業。位處災區並有資格申請的地區得
申請至多25,000美元的獎助金(但依基金是否有足夠的資金而定)。地
區完成呈報前一件的災害救援獎助金活動之後，可再申請另一筆獎助
金。獎助金可用於資助水、食物、醫藥品及衣物等基本需求。要求援助
的地區必須負責判斷災區的需求。地區應與當地的官員和社區團體密
切合作，確保資金足以提供需求。

https://my.rotary.org/en/document/community-assessment-tools
https://my.rotary.org/document/global-grants-community-assessment-resul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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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點領域
由全球獎助金資助的所有人道專案計畫、獎學金及職業訓練團隊，都
必須以基金會焦點領域的一項或多項為目標：

	 和平締造與衝突預防

	 疾病預防與治療

	 水資源與用水衛生

	 母親與兒童健康

	 基礎教育與識字

	 社區經濟發展

請參閱焦點領域政策聲明，瞭解焦點領域的具體目標。

資格認證及資金管理
地區必須遵守的事項
為了參加取得獎助金，地區必須完成線上資格認證手續，同意遵守並
履行地區備忘錄的財務及資金管理指南。每個地區也必須舉辦獎助金
管理研討會作為扶輪社的資格認證程序的一部分。

社必須遵守的事項
社必須每年完成資格認證程序，才有資格領取全球獎助金。為此，各社
必須派遣一名或多名社員，出席地區的獎助金管理研討會、簽署並遵
守社備忘錄，以及達成地區所設的其他資格條件。	

獎助金申請程序
扶輪社及地區在取得資格認證之後，可透過獎助金中心申請地區獎助
金或全球獎助金。申請8月、9月或10月開學的全球獎助金獎學金受獎
人，必須在6月30日前將申請表送達基金會。如須旅行赴專案執行地的
人，必須在出發的90天前提交申請表。

若要申請災害救援獎助金，地區總監和地區扶輪基金會主委(DRFC)	
必須填妥扶輪災害救援獎助金申請表後，送至	grants@rotary.org。

https://my.rotary.org/en/document/areas-focus-policy-statements
https://my.rotary.org/en/document/district-qualification-memorandum-understanding
https://my.rotary.org/en/document/grant-management-leaders-guide
https://my.rotary.org/en/document/grant-management-leaders-guide
https://my.rotary.org/en/document/club-memorandum-understanding
https://my.rotary.org/en/secure/13166
https://my.rotary.org/en/document/rotary-disaster-response-grant-application
mailto:grants@rotary.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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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
地區獎助金贊助者必須在從獎助金領取後12個月以內，或在最後一筆
的獎助金撥付後的2個月以內，將有關撥付地區獎助金的最終報告呈
報基金會。全球獎助金贊助者及災害救援獎助金贊助者必須在	
第一筆獎助金領取後12個月內呈報第一份進度報告。此後的進度報
告，必須在基金會受理前一份報告日期後12個月以內提交。	
結案報告必須在專案結束後2個月以内提交。請透過獎助金中心提交
所有的地區和全球獎助金報告。災害救援獎助金的報告，則請送至	
grants@rotary.org。	

獎助金資源
	 Giving	&	Grants：這是每季出版的通訊，提供有關籌款活動和獎
助金的資訊
	 全球獎助金指南：將有關全球獎助金管理的資源提供給社和地區
	 獎助金管理研討會學習計畫：這是在扶輪的學習中心由9堂線上課
程構成的一系列課程，幫助社和地區申請及管理全球獎助金
	 社區調查工具：提供各社執行社區調查時可用的訣竅和資源
	 Project	Enhancement	Frequently	Asked	Questions：此處提
供資源，說明如何利用當地專家的專業知識及利用資源，來改進
全球獎助金專案成效
	 專案生命週期資源：幫助您規劃全球獎助金的詳細步驟
	 扶輪基金會地區獎助金和全球獎助金的條款與條件	
	 焦點領域政策聲明

https://my.rotary.org/secure/application/236
https://my.rotary.org/en/document/rotary-disaster-response-grant-report
mailto:grants@rotary.org
http://www.rotary.org/en/newsletters
https://learn.rotary.org/members/learn/learning_plan/view/101/grant-management-seminar
https://my.rotary.org/en/document/community-assessment-tools
https://my.rotary.org/en/document/project-enhancement-faq
https://my.rotary.org/en/take-action/develop-projects/lifecycle-project
https://my.rotary.org/en/document/terms-and-conditions-rotary-foundation-district-grants-and-global-grants
https://my.rotary.org/en/document/areas-focus-policy-state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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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輪前受獎人

扶輪基金會資助各種獎學金及職業交換機會，受獎人數至今已達13	
萬人，這是基金會引以為豪的歷史。凡是曾參加扶青社、扶輪少年服務
團、扶輪青少年交換和青少年領袖獎	(RYLA)，以及其他地區與地域獎
學金及計畫的前參加者，也都屬於扶輪前受獎人。

前受獎人有才能，肯致力，熟知扶輪並與扶輪共享促成世界理解及和
平的願景。他們在扶輪的活動中代表扶輪並展現對世界的熱誠與承
諾，可謂扶輪的熱心倡導者。他們為當地和國際服務專案擔任志工，是
扶輪社的潛在社員和基金會的潛在捐獻者，也能在扶輪活動和集會中
講述動人故事。請接洽地區前受獎人主委，以尋得能參與社活動的前
受獎人。

前受獎人資源
	 Rotary	Alumni	Association	of	the	Year	提名表格

	 Rotary	Alumni	Association	of	the	Year	受獎人小冊：這本小冊
介紹過去獲獎的前受獎人

	 Rotary	Alumni	Global	Service	Award	提名表格

	 Rotary	Alumni	Global	Service	Award	受獎人小冊：這本小冊
介紹過去獲獎的前受獎人

	 Alumni	 Association	 Frequently	 Asked	 Questions：「常見問
題」提供有關扶輪前受獎人協會的基本資訊

	 Alumni	 toolkit	 (前受獎人工具袋)：為所有與前受獎人合作的扶
輪社員提供資訊

有關其他詳情及資源，請造訪	rotary.org/alumni	或傳送電子郵件至	
alumni@rotary.org。

https://rotary.qualtrics.com/jfe/form/SV_1ACiglZyinoavOZ
https://my.rotary.org/en/document/alumni-association-year-award
https://rotary.qualtrics.com/jfe/form/SV_eWENgJJ6EOLJrc9
https://my-cms.rotary.org/en/document/rotary-alumni-global-service-award?embed=true
https://my.rotary.org/en/document/frequently-asked-questions-rotary-foundation-alumni-association
http://bit.ly/rotarydactoolkit
http://www.rotary.org/alumni
mailto:alumni@rotary.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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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輪基金會將您的捐贈轉化為專案，用於改善本地及全球各地人士的
生活。基金會是扶輪的慈善單位。由熱心捐獻時間、金錢和才能的全
球社員組成的網絡，協助我們推進根除小兒麻痺及促進和平等扶輪基
金會的優先事項。

年度基金 – 分享
「年度基金–分享」是扶輪基金會資助社員在本地及世界各地執行廣
泛專案活動的主要資源。

「每一社員每年捐獻」(EREY)旨在鼓勵社員捐獻基金會的年度基
金。EREY	要求所有扶輪成員都能達成以下目標：

	 每年捐獻給年度基金

	 每年參與基金會的獎助金計畫或活動

來自各方的捐獻均會透過「年度基金–分享」轉化為改善人生的獎助
金。

「年度基金	–	分享」的捐獻分配方式如下：	

	 50%	成為世界基金。

	 另	50%	成為地區指定用途基金。

基金會使用世界基金支付全球性的獎助金及所有的扶輪地區都能使用
的資金。您的地區使用地區指定用途基金	(DDF)	來資助基金會的獎助
金及地區選擇執行的計畫。

透過扶輪基金會的資金週期，地區的捐款在基金會受理後3年之後供
地區使用。地區可用3年的時間規劃專案及活動，並供基金會利用這段
期間投資捐獻款。例如，2020-21年度捐獻款額的50%可供2023-24年
度使用。

基金會的資金

https://my.rotary.org/en/learning-reference/about-rotary/our-priorities
https://my.rotary.org/en/take-action/end-polio
https://my.rotary.org/en/take-action/empower-leaders/support-peace-cent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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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的扶輪基金會委員會與各社商討之後，決定如何使用地區指定用
途基金	 (DDF)。地區可將至多50%的基金	 (可能涵蓋來自「永久基金	 –	
分享」的投資收益)作為地區的整筆獎助金。地區可將DDF的任何款額
用於全球獎助金，或者捐給根除小兒麻痺等疾病計畫、和平締造計畫、
匯集的永久基金、世界基金、災害救援基金或捐贈給另一個地區。

因為有DDF，地區能夠執行社員認為最重要的專案。「年度基金–分
享」捐獻為未來的DDF提供資金。因此，社與地區應在扶輪社中央系
統設定及審閱籌款目標，以追蹤進度，並增加可用於扶輪基金會獎助
金及活動的財務資源。

除「分享」之外，捐贈者也可將年度基金捐款指定給世界基金，或用於
基金會的任一焦點領域。指定用於世界基金或扶輪焦點領域之一的年
度基金捐獻，可納入社的年度捐獻目標及人均捐獻，但不能算作	DDF。
所有年度基金捐獻都有機會獲得表彰，如「每一社員每年捐獻」；扶輪
基金會持續贊助會員；保羅・哈里斯之友；保羅・哈里斯會會員；巨額
基金捐獻人；以及阿奇・柯藍夫會會員等，而且也納入所有社的表彰機
會。	

扶輪鼓勵社員捐獻年度基金-分享，因為這是獎助金的主要資金來源。

災害救援基金
扶輪災害救援基金可受理個人或社的現金捐獻或DDF的捐款。這些捐
贈是有關災害的一般儲備金，因此不能將捐款指定給特定的活動。雖
然和年度基金有所區別，但災害救援基金捐獻都有獲得表彰的資格：
包括「每一社員每年捐獻」；扶輪基金會持續贊助會員；保羅・哈里斯
之友；保羅・哈里斯會會員；巨額基金捐獻人；以及阿奇・柯藍夫會會
員等，而且也納入所有社的表彰機會。

永久基金
扶輪基金會的永久基金確保未來的扶輪社員有足夠資金，能夠年復一
年持續規劃及執行有持續性的專案。捐獻永久基金的本金永不使用，
但從本金所生的可使用收益，每年均會用於資助基金會的獎助金和計
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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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列類別的捐獻適合於永久基金：

	 現款、投資或其他資產的一次捐獻
	 生前收入捐獻	 (例如剩餘資金慈善信託、慈善捐獻年金、匯集收入
基金)
	 透過遺囑或資產計畫指定的捐獻
	 指定受益者的人壽保險、退休計畫，或其他財務計畫

捐獻的方法
捐獻
可透過信用卡在線上	(rotary.org/donate)	捐獻給扶輪基金會。您也可
以使用	My	Rotary	的	扶輪基金會捐獻表格，以支票、電匯或透過扶輪
社捐獻。登入My	Rotary的社職員能夠為社或社員在線上提供捐獻。
請參閱第28頁各辦事處的連絡地址。

請參閱網站	rotary.org/securities，取得捐贈證券、債券和共同基金
的相關資訊。

捐獻時，請填寫您的社員ID，以確保能記錄正確的積分及表彰。

扶輪定期捐獻	(Rotary	Direct)
透過整年以扶輪定期捐獻	 (Rotary	 Direct)	支援扶輪基金會。捐款的
多寡、捐獻的頻度都由您決定。您可以簡便安全的方式發揮巨大的影
響力。線上信用卡捐獻可每月、每季或每年進行。捐獻者也可以填寫
扶輪基金會捐獻表、致電支援中心	+1-866-9ROTARY	(+1-866-976-
8279)，或傳送電子郵件至	rotarysupportcenter@rotary.org	來登記
線上捐獻的方法。

捐獻者可隨時在	My	Rotary	線上更改或取消定期捐獻。登入網站後，
透過右上角的連結至	Account	Settings	(設定帳戶)，然後選擇	Donor	
Self-Service	(捐獻者自助服務)	標籤頁。

為社員提交捐獻
「每一社員每年捐獻」鼓勵扶輪社員以個人捐獻支持扶輪基金會。為
了簡化捐獻程序，許多社領導人使用扶輪基金會多名捐獻者表格為多
位社員一起提交捐款，但將積分分別記錄。以這個方法捐獻也能為各
捐獻者提供繳稅用的收據(如適用)。但須由負責填寫「多名捐獻者表

http://www.rotary.org/donate
https://my.rotary.org/en/document/contribution-form-rotary-foundation
http://rotary.org/securities
https://my.rotary.org/en/user/login?destination=secure/20211
mailto:rotarysupportcenter@rotary.org
https://my.rotary.org/en/document/multiple-donor-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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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的人員證明捐獻者沒有因捐獻而得到回報，且他們有資格獲得慈
善捐獻的稅納優惠	(如適用)。

下列為提交捐獻的其他建議：

	 再三確認捐獻者的姓名和款項正確。
	 感謝捐獻者，並於致謝時提及捐款額。確證捐獻者知道他們確實
執行了捐獻，並且收到繳稅用的收據	(如適用)。
	 提供捐獻者的認證號碼，以供捐獻者受贈相應的表彰。如需取得
此資訊，請造訪	rotarysupportcenter@rotary.org。	
	 是否執行慈善捐獻是出於捐獻者個人的意願和決定，且會影響所
繳的稅金，因此捐獻者必須自行決定。如欲透過捐獻提供驚喜、致
謝或表示敬意，則請不要使用「多位捐獻者表格」。並改為參考下
方的紀念或致敬捐贈。	
	 在某些國家，比如美國，如果捐獻者得到和捐款有關的優惠，稅法
即不允許扣減該筆慈善捐款。美國的捐獻者應參閱最新版的國稅
局出版品	(526)	查看詳情。
	 如果有來自彩券或機率遊戲所得的收入，最好是以社全體的名義
捐獻給扶輪基金會，而不將表彰積分分配給個人。為社或地區分
配積分，可降低個人稅務單據出錯的機率。

紀念或致敬捐贈
如果您有意透過捐獻扶輪基金會來致敬或紀念某人，請前往	rotary.
org/donate。選擇	Donate	 (捐獻)，並選取您想要支持的項目，再選擇	
「I	would	 like	 to	make	 this	 donation	 in	 honor	 or	 in	memory	
of	 someone」(我希望藉此捐獻致敬或紀念某人)。捐獻者可獲得捐獻
積分及稅務收據	 (如適用)。致敬對象或被紀念者的家人將收到捐贈通
知。通知流程也相當簡單，致敬對象或被紀念者的家人將收到電子郵
件，或自行印出通知。	

為取得納稅優惠，請不要以未實際提供基金者的名義捐獻給基金會。
若認定為捐獻者的人士並未捐獻而接到單據，可能使他們和扶輪基金
會承擔違法風險。

請參看保羅・哈里斯之友和基金會表彰積分部分的詳細說明。	

如需詳情，請造訪：memorials@rotary.org。	

mailto:rotarysupportcenter@rotary.org
http://rotary.org/donate
http://rotary.org/donate
mailto:memorials@rotary.org


13

員工配合捐贈
要求雇主配合您捐獻扶輪基金會的款項捐贈，讓您的影響加倍。在北
美，有超過15,000家企業設有員工捐獻配合計畫，其中也包括許多跨
國企業。請造訪	 rotary.org/matchinggifts，查看哪些企業設有這種
配合捐獻制度。洽詢貴公司的人事部，詢問公司是否有資格加入配合捐
獻計畫。

您可將貴公司的配合捐獻表直接寄至：
The	Rotary	Foundation	of	Rotary	International
Attn:	Corporate	Matching	Gifts
1560	Sherman	Avenue
Evanston,	IL	60201-3698	USA
電子郵件：annualfund@rotary.org	
傳真：+1-847-328-5260

執行配合捐獻的雇主會獲得表彰及稅務收據	 (如適用)。詳情請參閱扶
輪員工捐獻配合計畫。

扶輪信用卡
國際扶輪信用卡	(Rotary	International	credit	card)	是另一種支持
扶輪的方法。每當您使用扶輪信用卡購物，其中的一部分將用於幫助
扶輪基金會行善天下。每發行一張扶輪信用卡，或您每次使用信用卡
購物的部分收入，都將用於支援根除小兒麻痺活動，而您不必支付任
何額外費用。2000	年起推行本計畫以來，扶輪基金會已收到超過	860	
萬美元，其中	460	萬美元用於支援根除小兒麻痺計畫。

在「為扶輪勸募」上替扶輪基金會籌款。
「為扶輪勸募」平台讓個人和團隊能夠建立線上籌款活動，扶輪基金
會帶來受益，也是慶祝個人活動和特殊場合的絕佳辦法。組織者可透
過社群媒體、電子郵件和簡訊分享您的籌款活動，讓家人、朋友、同事
和支持者進行線上捐款。「為扶輪勸募」目前僅提供英文版本和美元
捐款，但將於2021年初提供其他語言和貨幣選項。

利用	Facebook	為扶輪基金會募款
您可利用Facebook為扶輪基金會籌款。只要選擇「國際扶輪」或	
「End	 Polio	 Now」為您支持的非營利組織，並分享給好友即可。透過

https://my.rotary.org/en/matchinggifts
mailto:annualfund@rotary.org
https://my.rotary.org/en/document/workplace-giving-programs-frequently-asked-questions
https://my.rotary.org/en/document/workplace-giving-programs-frequently-asked-questions
https://my.rotary.org/en/member-center/rotary-credit-card
https://raise.rotary.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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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扶輪網頁收到的捐獻將用於資助世界基金，用於解決基金會最緊
迫的需求。透過	End	 Polio	 Now	募得的捐獻則將資助根除小兒麻痺
活動。

正如利用非扶輪平台的捐獻，扶輪基金會將匯集透過Facebook而得
的捐獻，因此無法表彰個人捐獻的貢獻。如果您希望記錄您個人的捐
獻，請直接捐獻給扶輪基金會。

基金會的資金來源
	 扶輪基金會的基本知識：包括可分享簡報的線上課程，可為您解釋
扶輪基金會的運作方式
	 Giving	&	Grants：這是每季出版的通訊，提供有關籌款活動和獎
助金的資訊
	 每一社員每年捐獻」小冊：概述為何扶輪社員必須參加及捐獻扶
輪基金會的獎助金計畫專案和活動，供您分發給社員閱讀
	 扶輪和平中心：「促使和平成真」小冊：扶輪和平中心及冠名機會
的概要
	 您的扶輪遺澤承諾捐獻通知卡：有關永久基金、遺澤表彰與冠名
機會的概要，包括用於表彰所需的回信卡
	 您的遺澤扶輪的承諾小冊：詳列永久基金及建立	25,000	美元層級
以上遺澤的相關資訊；列有捐贈者資料，含有可用於表彰的回信卡	
(數量有限)
	 扶輪的永久基金：介紹永久基金及建立遺澤和表彰機會的方式；
提供連結用於通知我們您的捐獻承諾，以及地區領導人可使用的
工具袋
	 計劃捐獻：提供資源和資訊，說明如何透過您的資產或財務計畫
捐獻扶輪
	 扶輪社中央系統：幫助扶輪社在整個扶輪年度執行目標設定，以
及追蹤目標進展的線上工具。社職員可使用此工具選擇最適合社
的目標，並專注於下列六大領域：社員發展、捐獻、服務專案、年輕
領導人、公共形象及扶輪獎
	 扶輪基金會多名捐獻者表格：這份表格有助於社職員提交大款項
捐獻，並列舉每一位捐獻者個別捐出的款項
	 DDF最佳實例小冊：概要說明地區在規劃和設法充分利用DDF	的
方法時，所應考量的步驟

https://my.rotary.org/en/donate
https://learn.rotary.org/members/learn/course/internal/view/elearning/356/rotary-foundation-basics
http://www.rotary.org/newsletters
https://my.rotary.org/en/document/588
https://my.rotary.org/en/document/peace-possible
https://my.rotary.org/en/document/your-rotary-legacy-doing-good-world-beyond-your-lifetime
https://rotary.planmygift.org/documents/r/rotary-international-foundation/pdf-rotary-promise.pdf
http://rotary.org/legacy
http://www.rotary.org/plannedgiving
https://my.rotary.org/en/user/login?destination=/secure/13301
https://my.rotary.org/en/document/multiple-donor-form
https://my.rotary.org/en/document/district-designated-funds-ddf-best-pract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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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輪基金會提供各種機會表彰及致謝支持獎助金專案和活動的個人。

您可以在My	Rotary的Donor	History	Report	(捐獻紀錄報告)	
查看個人的捐獻紀錄及表彰摘要。您亦可透過寄送電子郵件至	
rotarysupportcenter@rotary.org	索取此表。

個人表彰
扶輪領導人能夠藉由	My	 Rotary	或扶輪社中央系統查看個人及社的
捐獻情況，以確認表彰進度。

扶輪基金會持續贊助會員
扶輪基金會持續贊助會員是每年捐獻100
美元元以上給年度基金的個人。此種捐獻
可獲保羅・哈里斯之友、多次保羅・哈里斯
之友、巨額基金捐獻人及社旗表彰。請以
扶輪基金會持續贊助會員貼條表彰貴社的
捐獻者。

您可在社基金會社旗報告	(Club	Foundation	Banner	Report)	查看
貴社的基金會持續贊助會員名單。

保羅・哈里斯之友	
凡是本人	 (或使用表彰積分以他人名義)	
累積捐獻1,000每元以上，捐贈對象為
年度基金、根除小兒麻痺等疾病計畫基
金或核准的全球獎助金的個人，都能獲
得保羅・哈里斯之友的表彰，表彰內容
包括證書和領章。如需查看貴社的保
羅・哈里斯之友名單，請查看扶輪社表彰摘要。

基金會的表彰

https://my.rotary.org/en
mailto:rotarysupportcenter@rotary.org
mailto:rotarysupportcenter@rotary.org
https://www.bestclubsupplies.com/EREY-20-21-Sheet-of-64-Stickers/productinfo/EREY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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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狀
這是致敬企業或組織的表彰。由於保
羅・哈里斯之友僅以個人為表彰對象，
捐獻者可使用他們的基金會表彰積分，
以感謝狀向企業或組織致謝。

多次保羅・哈里斯之友
這是表彰在成為保羅・哈里斯之友後，
繼續捐獻1,000美元達到後續等級者。
依據捐獻額，領章會鑲有對應的不同寶
石。

等級	捐款範圍*	 襟章
	 +1	 美金2,000-2,999元	 1顆藍寶石
	 +2	 美金3,000-3,999元	 2顆藍寶石
	 +3	 美金4,000-4,999元	 3顆藍寶石
	 +4	 美金5,000-5,999元	 4顆藍寶石
	 +5	 美金6,000-6,999元	 5顆藍寶石
	+6	 美金7,000-7,999元	 1顆紅寶石
	 +7	 美金8,000-8,999元	 2顆紅寶石
	 +8	 美金9,000-9,999元	 3顆紅寶石

*捐獻款範圍可為現金捐獻及基金會表彰積分的合計。

保羅・哈里斯會
這是表彰通知扶輪基金會有意於每扶
輪年度捐獻1,000美元以上給年度基
金、根除小兒麻痺等疾病計畫基金或核
准的全球獎助金的個人。表彰品包括：
由地區的保羅・哈里斯會協調人提供的
山形領章及證書。

保羅・哈里斯會的會員名單會列於保羅・哈里斯會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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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額基金捐獻人
扶輪基金會表彰累計捐獻達10,000美
元的個人或伉儷，捐獻目的不拘。為獲
此表彰，必須是個人的實際捐獻，而非
使用表彰積分的捐獻。巨額基金捐獻人
每達到新的等級，即可選擇列出捐獻等
級的水晶獎座和領章。巨額基金捐獻人
的姓名會列於巨額基金捐獻人、阿奇・
柯藍夫會及遺贈會報告。

等級	 捐獻範圍
1	 	 美金10,000-24,999元
2	 	 美金25,000-49,999元
3	 	 美金50,000-99,999元
4	 	 美金100,000-249,999元

阿奇・柯藍夫會
捐獻25萬美元以上的捐獻者會成為阿奇・柯藍夫
會會員。會員的肖像與簡介，以及某些情況也包括
影音片段，將展示於國際扶輪世界總部	17	樓的阿
奇・柯藍夫肖像廊。另外有移動式電子肖像廊，巡
迴展覽於世界各地的扶輪活動。贈送阿奇・柯藍
夫會會員的表彰品包括領章和垂飾及簽名證書，
以及該會在世界各地舉行的專屬活動邀請函。會
員可選擇不同的入會儀式。阿奇・柯藍夫會會員姓名將列於巨額基金
捐獻人、阿奇・柯藍夫會及遺贈會報告。

保管委員圈：	 	美金250,000-499,999元	
主委圈：	 	美金500,000-999,999元	
基金會圈：	 	美金1,000,000-2,499,999元	
白金保管委員圈：美金2,500,000-4,999,999元	
白金主委圈：	 	美金5,000,000-9,999,999元	
白金基金會圈：		美金10,000,000元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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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久基金捐獻人
永久基金捐獻人在資產計畫中承諾，將
於未來捐贈1,000美元以上給永久基
金，並將此意願通知扶輪基金會，或以
現金捐獻1,000美元以上給永久基金
者。永久基金捐獻人獲贈證書及與扶輪
領章或保羅・哈里斯領章一起佩帶的徽
章。捐助者將列入永久基金捐獻人報
告，並記錄於社表彰摘要。	

遺贈會
個人或伉儷若於資產計畫中承諾未來將捐獻	
10,000美元以上給扶輪基金會，並將此意願通知
扶輪基金會，將受邀加入遺贈會。各等級的表彰
及福利之中，都會涵蓋前一等級受贈的表彰品及
福利：

10,000美元	 	得到遺贈會領章及可
鑲框的紀念品

25,000美元	 	獲得	Rotary’s	
Promise	(扶輪的承
諾)	水晶獎座以及設立
冠名永久基金

50,000美元	 	個別的冠名永久基金
100,000美元	 	刻上姓名的	Rotary’s	

Promise	(扶輪的承諾)	水晶獎座
250,000美元	 	即使過世後仍能成為阿奇・柯藍夫會會員
500,000美元	 	在國際扶輪年會有專用指定席與註冊福利

遺澤會
保證未來捐贈100萬美元以上給永久基金之個人或伉儷，將受邀加入
遺澤會。這類捐贈者的姓名將列於扶輪年度報告，也會受邀參加國際
扶輪及扶輪基金會專辦的活動。遺澤會會員除了遺贈會的所有會員福
利之外，還可獲得專屬的特別表彰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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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表彰
扶輪基金會為支援獎助金專案及計畫的扶輪社提供不同的表彰機會。

社旗表彰報告列出在目前扶輪年度基金會的捐獻進度中，達成100%	
捐獻金會社和100%「每一社員每年捐獻」的社，以及年度基金每名社
員平均捐獻前三名的社。

自2015-16年度起，新社員(在當時扶輪年度中加入或自另一扶輪社轉
入的社員)	不包括在社旗表彰的條件中	(但	100%	保羅・哈里斯之友社
旗除外)。然而，新社員的捐獻將計入人均捐獻額。

在扶輪年度中，列於社旗表彰報告(社和地區基金會領導人可於My	
Rotary或扶輪社中央系統查看)的社可能會有變動。這是因為社員人數
可能有所變化，或者有新的捐獻。領導人可使用此報告確認社是否有資
格獲得下列的社旗表彰。扶輪基金會將在6月30日扶輪年度結束後辦理
社旗表彰，基金會將在10月或11月份將前一年度的社旗寄給現任地區
總監。請上網：rotarysupportcenter@rotary.org索求地區的社旗表
彰報告。

100%	捐獻基金會社
用於表彰在扶輪年度中，列出達到下列標準的社，
達到平均100美元的人均捐獻與100%的參與度，
而每一位繳費社員在該扶輪年度內至少捐獻25美
元給下列任何或所有對象：年度基金、根除小兒麻
痺等疾病計畫基金、核可的全球獎助金或永久基
金。

100%	保羅・哈里斯之友社
當地區總監要求社旗表彰時，每一位繳費會員都
已成為保羅・哈里斯之友。這是僅限一次的表彰，
旨在該社社員保持100%保羅・哈里斯之友的社員
狀態。
若要獲得此表彰：
1.		扶輪社在確認所有現任繳費社員為保羅・哈里
斯之友後，將由社代表連絡地區總監。

mailto:rotarysupportcenter%40rotary.org?subj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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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由地區總監查看社表彰摘要，確認所有社員都是保羅・哈里斯之友
後，以電子信件通知扶輪基金會：rotarysupportcenter@rotary.
org。

社表彰摘要的最上方會記載該社是否獲得100%保羅・哈里斯社的表
彰社旗，及達成日期。

100%「每一社員每年捐獻」社
若要獲得社旗表彰，則扶輪社在扶輪年度中須達成
社員人均捐獻年度基金至少100美元，而繳費社員
本人必須於該年度捐獻年度基金至少25美元。

100%「扶輪的承諾」社
若扶輪社有100%社員支持永久基金，即有資格要
求「扶輪的承諾」社電子證書。凡是以資產計畫承
諾扶輪基金會捐獻捐獻1,000美元以上給永久基
金，或或一次現金捐獻1,000美元以上給永久基金
的社，均有資格獲此表彰。

每名社員對年度基金平均捐獻前三名的社
若扶輪在各地區中，成為對年度基金的人均捐獻額
為最高前三名，即可獲得此表彰。年度捐獻達到人
均至少50美元的社，才有資格獲得此表彰。

100%	保羅・哈里斯會扶輪社
在特定扶輪年度中，每位繳費社員捐獻至少1,000	
美元給年度基金、根除小兒麻痺等疾病計畫基金
或核准的全球獎助金的扶輪社，即有資格獲得此表
彰。

「End	Polio	Now：向歷史倒數計時」活動感謝狀
扶輪社每年若向根除小兒麻痺等疾病計畫基金捐獻1,500美元以上，
即可獲頒此證書。

mailto:rotarysupportcenter@rotary.org
mailto:rotarysupportcenter@rotary.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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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青社捐贈證書	
這份證書是頒給在扶輪年度中，至少有5名社員的合計捐獻至少達美
金50元的扶青社。捐獻者必須是註冊扶青社的社員。只要合計金額為
美金50元，捐款對象可捐贈給任何基金，金額也不限。

基金會表彰積分
凡捐獻扶輪基金會的年度基金、根除小兒麻痺等疾病計畫基金或核准
的全球獎助金的捐獻者，每1美元的捐獻可得基金會表彰積分一個點。
但捐獻給永久基金的捐款恕無法獲得積分。

捐獻者可將基金會表彰積分轉讓他人，助其成為或提名其成為保羅・
哈里斯之友或多次保羅・哈里斯之友。除非捐獻者使用積分或過世，否
則表彰積分均屬於原捐獻者所有(但若捐獻者已是巨額基金捐獻人，則
其倖存寶眷或寶眷可使用剩餘的積分)	。

請注意：基金會表彰積分不得用於保羅・哈里斯會及巨額基金捐獻人
表彰。

轉移積分的規定
基金會表彰積分一次至少必須轉移100點，且必須簽署轉移保羅・哈里
斯之友表彰積分申請表	(Paul	Harris	Fellow	Recognition	Transfer	
Request	Form)	方能執行轉移。

請注意：捐獻者不得將個人的基金會表彰點轉移給扶輪社或地區。目
前，捐獻者不必是保羅・哈里斯之友，也能得到轉移積分。

基金會表彰資源
	 每一社員每年捐獻」小冊：有關年度基金及分享	(SHARE)	的資訊
	 扶輪基金會持續贊助會員貼條：此貼條用於表彰向年度基金捐贈	
100	美元以上的扶輪社員；可由社或地區職員下單
	 保羅・哈里斯會小冊：提供保羅・哈里斯會表彰相關資訊
	 扶輪捐獻結碩果」小冊：提供巨額捐獻相關資訊
	 您的扶輪遺澤承諾捐獻通知卡：有關永久基金、遺澤表彰與冠名
機會的資訊，包括用於表彰所需的回信卡
	 阿奇・柯藍夫會小冊：提供阿奇・柯藍夫會的相關資訊	

https://my.rotary.org/en/document/10641
https://my.rotary.org/en/document/10641
https://my.rotary.org/en/document/10641
https://my.rotary.org/en/document/588
https://www.bestclubsupplies.com/EREY-20-21-Sheet-of-64-Stickers/productinfo/EREY20/
https://my.rotary.org/en/document/paul-harris-society-brochure
https://my.rotary.org/en/document/major-gifts-major-impact-brochure
https://my.rotary.org/en/document/your-rotary-legacy-doing-good-world-beyond-your-lifetime
https://my.rotary.org/en/document/arch-c-klumph-society-broch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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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瞭解基金會表彰積分：回答積分系統相關常見問題的概要說明
	 Rotary.org	及扶輪社中央系統中實用的表彰報告：	
 巨額捐獻、阿奇・柯藍夫會以及遺贈會報告	
 保羅・哈里斯之友和永久基金捐獻人報告		
 社基金會獎社旗		
 地區基金會獎社旗

https://my.rotary.org/en/document/foundation-recognition-points-fact-she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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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Y ROTARY
My Rotary 是為社員建立的網站，提供執行扶輪業務所需的所有資
源。各項工具及應用程式都可於	Club	&	District	Administration	(扶
輪社	&	地區行政管理)	下方取得。登入後您就可以：

	 透過扶輪社中央系統查看社員發展活動、服務活動及捐獻基金會
的目標

	 捐獻給扶輪基金會

	 查看扶輪基金會的更多活動相關資訊

	 在獎助金中心	(Grant	Center)	申請各種獎助金

	 查看包括您的捐獻紀錄及表彰摘要的捐獻紀錄報告

	 在扶輪展示窗	(Rotary	Showcase)	分享您的專案成效，並啟發他
人執行專案

報告
扶輪領導人能夠從	My	 Rotary、扶輪社中央系統或扶輪的支援中心	
(Rotary’s	Support	Center)	取得各種報告。

請注意：基金會的各種捐獻報告限用於授權的扶輪目的。使用這些報
告，即表示您同意遵守扶輪的資料使用政策，本政策以保護個人隱私
權及個人資訊為優先事項。請有權存取報告的領導人詳讀政策，並自
修學習中心	(Learning	Center)	的「保護個人資訊」課程。

一般資源

https://my.rotary.org
https://my.rotary.org/en/personal-data-use-policy
https://learn.rotary.org/members/learn/course/internal/view/elearning/536/protecting-personal-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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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獻報告
扶輪領導人可使用下列報告。

報告 內容 類別
捐獻者紀錄 有關捐獻、基金會表彰積分的轉移、承諾及表彰

等詳情；用於對帳您的捐獻/表彰	
個人

社基金會社旗 列出目前扶輪年度達成EREY與扶輪基金會捐
獻社旗目標的日期

社、地區

社籌款活動分析	 以儀表板顯示5年來的年度基金目標、捐獻及表
彰總計。可用於設定目標。

社、地區

社表彰摘要 提供社員所獲的保羅・哈里斯表彰等級、表彰
金額、可用的基金會表彰點數、扶輪定期捐獻的
參與情況、永久基金捐獻人、最近的捐獻日期及
目的；是否達成100%保羅・哈里斯社及達成日
期，社的歷來捐獻情況；可用於找出尚未捐獻的
社

社、地區

每月捐獻 列出各社捐獻資訊，包括根除小兒麻痺等計畫
基金及其他基金(年度基金、全球獎助金和、永
久基金)

社、地區

根除小兒麻痺等
計畫

依社及基金列出捐獻資訊 社、地區

SHARE	(分享)	
捐獻細節

查看各社的年度基金-分享捐獻，以瞭解地區在
特定扶輪年度中的DDF總額

社、地區

地區基金會社旗 扶輪年度中達成社旗表彰的進展情況(年度捐
獻前三名社、100%捐獻基金會社、100%EREY	
社)；以百分比表示社參加基金會捐獻及EREY	
表彰的情況

地區

保羅・哈里斯會
報告

保羅・哈里斯會會員資訊及過去4年的合格紀
錄，包括捐獻者連絡資訊的標籤頁

社、地區

地區籌款活動
概要

提供地區過去5年來捐獻扶輪基金會的儀表板，
列舉有資格成為保羅・哈里斯會會員者、巨額基
金捐獻人、巨額捐獻、永久基金捐獻人及遺贈
會會員的累計人數；列舉基金會表彰積分，永久
基金的總金額及其市場價值

地區

巨額基金捐獻人
與遺贈會報告

列出遺贈會與遺澤會會員名單、巨額基金捐獻
人的名單及表彰日期	，以及郵寄地址

社、地區

保羅・哈里斯之
友及永久基金捐
獻人報告

列出永久基金捐獻人、保羅・哈里斯之友、多次
保羅・哈里斯之友，以及感謝狀受贈者，包括表
彰日期及郵寄地址資訊

社、地區

依地區類別列出
的計畫參加者及
前受獎人

與特定地區相關之目前與過去的計畫參加者	
名單

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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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 內容 類別
依地區類別列出
的可使用DDF	報

列出所有	DDF	的相關活動	(移轉、資助獎助金、
退還資金、未撥付款項)，以及至前一工作天為止
的可用剩餘款項估計額

地區

永久基金的最新
資訊

列出來自永久基金-分享的可使用收益之	DDF 地區

獎助金報告
所有扶輪社員均有權查看下列報告。

報告 內容
獎助金詳情 一件獎助金專案的綜合詳細資訊
獎助金實施地 列出在您所選國家實施的所有核准的全球獎助金

「獎助金的參
與」

參加全球獎助金和地區獎助金的社、地區及地帶

獎助金進展情況 顯示您所選的社、地區或地帶實施的全球獎助金及地區獎助
金的所有狀態

依贊助者類別的
獎助金

特定社或地區的獎助金使用情況與目前狀態	(不包括結案及取
消的獎助金)

洽詢問題
請致電	+1-866-976-8279	或傳送電子郵件至	rotarysupportcenter@
rotary.org以洽詢有關捐獻與表彰積分的說明、獎助金相關資訊，以
及其他問題。

非使用英語的扶輪社員可洽詢當地的國際扶輪辦事處。

mailto:rotarysupportcenter@rotary.org
mailto:rotarysupportcenter@rotary.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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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及地帶的資源
地區扶輪基金會主委	(DRFC)	負責在各自地區推廣扶輪基金會的計畫
活動及籌款活動、擔任地區獎助金的主要連絡人，並為社的扶輪基金
會主委提供支援。DRFC負責審查並核准該地區和各社申請的所有全
球獎助金。DRFC協助地區總監批准使用地區指定用途基金	 (DDF)、
推薦有資格的地區扶輪基金會獎項候選人，並在設定地區基金會目標
之前，先取得扶輪社員的建議與意見。

區域扶輪基金會協調人(RRFC)在地帶或分區負責推廣基金會的活動
及籌款活動。RRFC為包括助理RRFC及地區領導人的地帶團隊提供訓
訓練，以幫助他們設定及達成籌款和計畫目標。

永久基金/巨額捐獻顧問(EMGA)與區域及地區領導人密切合作，規辨
認及培養特定潛在捐獻者的計畫，來募集巨額捐獻。EMGA也主辦活
動，鼓勵現有的基金會支持者及開拓潛在捐獻者。

請自	Rotary.org	下載	RRFC	及永久基金/巨額捐贈顧問的名單。

https://my.rotary.org/en/regional-leaders-l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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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tary	International	Office	
Condominio	Comercial	Ca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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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tary	International	Off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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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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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tary	International	Off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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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orea

南亞
Rotary	International	Off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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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otary	Found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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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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