扶輪基金會行善天下百年紀念專輯

台灣扶輪出版暨網路資訊協會 譯

慶祝行善天下100年

Jean-Mark Giboux

扶輪基金會 (The Rotary Foundation) 是

扶輪基金會的使命

扶輪人道服務活動的主要資金來源，從扶
扶輪基金會的使命是讓扶
輪社員得以透過改善健康、
支持教育、消弭貧窮來增
進世界瞭解、親善、及和
平。

輪社及地區的地方服務計畫到全球性計畫
皆然。它也引領扶輪根除全世界小兒痲痹
的持續行動。透過扶輪社員及扶輪友人的
慷慨捐獻及積極參與，我們的扶輪基金會
才能達成其使命。
100 YEARS OF DOING GOOD IN THE WOR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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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輪基金會百週年紀念— 2016-17年度

2016
百週年紀念的慶祝從5月28日
至6月1日在韓國首爾舉行的扶
輪國際年會開始。
2017
慶祝活動在6月10-14日美國喬
治亞州亞特蘭大扶輪國際年會
達到高峰。
詳情參見
www.rotary.org/foundati
on100

在 2016-17 年度，扶輪基金會將慶祝它創立迄
今已一百週年。百週年慶祝活動從 2016 年首爾國際
年會開始，於 2017 年亞特蘭大國際年會結束。
所有的扶輪社員都受邀參與這一年的慶祝活
動。扶輪社可以舉辦百週年活動，與社區分享我們
基金會的許多成果。你也可以延續扶輪基金會「行
善天下」(Doing Good in the World) 的傳統，支持及
參與全球獎助金及地區獎助金計畫。或者你可以捐
款給年度基金 (Annual Fund)、捐贈基金 (Endowment
Fund)、 根 除 小 兒 痲 痹 等 疾 病 計 畫 基 金 (PolioPlus
Fund)、或扶輪和平中心 (Rotary Peace Centers)，以
榮耀扶輪基金會的歷史。
1917 年，當時扶輪社長的行動呼籲及一筆 26.50
美元的捐款播下扶輪基金會的種子。今天，扶輪基
金會的資產高達 10 億美元，締造了改善數百萬人生
活的傲人記錄。

我們的扶輪基金會一路走來，成果斐然――讓我們看看這是如何辦到的。
補充：關於慶祝扶輪基金會百週年的更多方式請參見 www.rotary.org/foundation100。

發展初期

行善天下100年

阿奇．柯藍夫ARCH KLUMPH的遠見— 1917年

我們透過慈善、教育、及其他
增進社區進步的管道來行善天
下，接受捐獻似乎再適切不過
……
— 阿奇‧柯藍夫，191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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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奇‧柯藍夫 Arch Klumph 被稱之為基金會之
父，因為他提出建立一個扶輪捐獻基金的願景，並
致力於落實他這個夢想。
1913 年，當時他擔任美國俄亥俄州克里夫蘭扶
輪社社長，倡議在該社設立一個準備基金，以確保
未來行善的資金。1916-17 年度他出任國際扶輪社
長，向更廣大的對象提出這個構想。
在 1917 年亞特蘭大年會的演講中他說：「我
們透過慈善、教育、及其他增進社區進步的管道來
行善天下，接受捐獻似乎再適切不過……」
柯藍夫設立捐贈基金的願景最後成為扶輪基金
會，他對「行善天下」的呼籲也成為扶輪基金會的
座右銘。可是這一切的發生還是需要時間。

阿奇．柯藍夫的遠見— 1917年

1917-18年度扶輪理事會

第一筆捐獻— 1917年

THE ROTARY FOUNDATION AND TRUSTEES — 1928
我們堅信捐贈基金不可能會
不受歡迎……我們由衷相信
當每位扶輪社員都徹底且正
確地瞭解這件事，就只會有
極少數人－－如果有的話－
－不會參與，雖然總金額可
能相當少。
— 阿奇．柯藍夫，1928

1917 年年會代表認同柯藍夫的願景，投票修
改扶輪章程以設立一個捐贈基金。
這項基金是「由扶輪社、個人、遺產、及其
他來源的捐獻所組成」。這項基金的本金不可動
用，只有利息用來推展扶輪的目標。與會代表還
提名扶輪理事會擔任基金的保管委員。
雖然這個基金是扶輪基金會的起源，與今
天的捐贈基金並不相同，後者是在 1980 年代設
立的。

1917 年，美國密蘇里州堪薩斯市扶
輪社捐獻 26.50 美元給阿奇‧柯藍夫在
年會演講中所建議的捐贈基金。可是在
之後近 10 年的時間，這個捐贈基金幾
乎無人聞問，只收到非常少的捐款。

然後，在 1927 年，扶輪領導人開始顯現對這項
捐贈基金更有興趣，隔年，國際年會代表正式通過
將基金名稱改為扶輪基金會。他們也同意擴大它的
範疇並成立一個五人組成的保管委員會。
扶輪社長指派第一屆的保管委員，並提名阿
奇‧柯藍夫擔任主委。他擔任主委 7 年，讓扶輪社
員認識扶輪基金會並鼓勵他們捐獻。
雖然柯藍夫深信扶輪基金會的必要性，但也強
調所有的捐獻都應該要是自願的。他不想要扶輪社
員把基金會視為一種扶輪社或社員必須繳交的賦稅
或評估他們的標準，以免違反協會的章程。
目前，基金會有 15 名保管委員，管理扶輪基金
會事務。他們是由國際扶輪社長當選人提名，國際
扶輪理事會審核通過，任期四年。保管委員會每年
遴選一名主委。
臺灣扶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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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筆獎助金 — 1930年

扶輪基金會早期活動 — 1930年代

1930 年，扶輪基金會核撥第一筆獎助金 500
美 元 給 國 際 殘 障 兒 童 協 會 (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Crippled Children)，即今日的「復活節捐款印
花」組織 (Easter Seals)。
扶 輪 社 員 艾 德 格 ‧「 老 爹 」‧ 艾 倫 Edgar
“Daddy”Allen 在 1919 年創立這個組織。扶輪創
始人保羅‧哈理斯曾任職於該組織的理事會。
在這張拍攝於 1922 年的協會創始會員的照
片中，艾倫站在前排，從左邊數來第三個，哈理
斯站在他旁邊 ( 左四的位置 )。

扶輪基金會在初期，曾探索不同方法來提倡所謂
扶輪的第六項目標：增進瞭解、親善、及國際和平。
在 1930 年代初期，基金會舉辦中學生與和平相
關主題的論文比賽，並在 1931 年及 1933 年的國際
年會表揚優勝者。
國 際 瞭 解 研 習 會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Understanding) 是另一項早期的計畫。扶輪基金會鼓
勵扶輪社籌辦計畫，邀請知名演講者來討論重大世
界議題。如果扶輪社負擔不起，扶輪基金會還會協
助支付演講者的費用。
照片中的高中生是參加美國密西根州史特吉思
舉辦的一場國際瞭解研習會。

服務計畫

100 YEARS OF DOING GOOD IN THE WOR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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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 年，扶輪基金會發起第一項服務計畫：研
究所進修獎學金 (scholarship for graduate study)。第
一群獎學金得獎學生還獲得《國際扶輪英文月刊》
The Rotarian 專文介紹，在 1947-48 學年開始進修。
該計畫的甄選標準在實施的 70 年中歷經數次
變動，它的名稱也是――這些學生陸續稱為保羅‧
哈理斯之友 (Paul Harris Fellows)、大使獎學金學生
(Ambassadorial Scholars)、及扶輪獎學金學生 (Rotary
Scholars)。可是派遣有前途的學生出國進修研究所
課程的概念依然不變。
知名的扶輪獎學金學生包括建築師赫姆特‧強
恩 (Helmut Jahn)；澳洲聖公會大主教及首席主教凱
斯‧雷文納 (Keith Ravner)；太空人山崎直子；日本
外交官暨聯合國難民署高級專員緒方貞子；普立茲獎得主影評人羅傑‧艾柏特 (Roger Ebert)。
補充：請上網到 vimeo.com/63594762 觀看羅傑‧艾柏特的一段影片，他分享身為扶輪獎學金學生那
一年的經驗。
第一項服務計畫：研究所進修獎學金— 1947年

今日的獎學金學生

今天，攻讀碩博士學位的扶輪獎學金學生透過
全球獎助金 (Global Grants) 及地區獎助金 (District
Grants) 獲得扶輪基金會的支持。扶輪和平獎學金學
生 (Rotary Peace Fellows) 則在 6 個扶輪和平中心進
行研究。
如 同 過 去 獎 學 金 計 畫 的 參 與 者 一 樣， 今 天 的
扶輪獎學金學生與和平獎學金學生所獲得的知識和
技能，幫助他們推展扶輪基金會的人道及締造和平
使命。
補 充： 請 上 網 到 www.rotary.org/rotary-scholarsunique-ability-bringing-clubs-together 閱讀一位扶輪全
球獎助金學生的研究作品。

扶輪基金會也注重職業訓練。1960 年代，它開
始頒發技術訓練獎 (Awards for Technical Training)，
後來更名為職業獎學金 (Vocational Scholarships)），
提供年輕人出國讀書的機會，學習可以帶回祖國的
寶貴技能。
1964 年 1 月，扶輪基金會保管委員會及國際扶
輪理事會同意仿效紐西蘭 1950 年代開辦的一項跨國
交流計畫，辦理一項名為團體研究交換 (Group Study
Exchange，簡稱 GSE) 的基金會計畫。最初 34 個團
體研究交換團隊在 1964-65 年度旅行到全球各地，
擔任其職業、國家、扶輪地區的大使。他們的目的
是觀察他們的職業在世界其他地方的實施方式，並
與國外的同行交流構想。照片所示的團體研究交換
團隊正在參觀瑞士的歐洲核子研究組織。
今天，扶輪基金會支持職業訓練團隊 (vocational training teams)，這些專業人士組成的團隊出國就某個
特定領域教導當地專業人士或深造自我領域的知識。
技術訓練及團體研究交換獎學金 — 1960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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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合獎助金

配合獎助金

1963-64 年度，國際扶輪社長卡爾•米勒 Carl
Miller 將焦點放在讓不同文化及信仰的人一起相處，
以降低冷戰的緊張，1964 年，保管委員會核准特別
獎助金計畫 (Special Grants) 的計畫，後來這個獎助
金改稱為配合獎助金 (Matching Grants)，提供資金給
扶輪社及地區辦理增進國際瞭解的計畫。常由兩個
國家的社員一起辦理人道服務計畫，最終這演變為
一項獎助金計畫的條件。
在這項服務計畫實施期間，扶輪基金會總計核
發超過 3 萬 7 千筆配合獎助金，價值總計超過 5 億
美元，在 200 餘國辦理。這些服務計畫解決各種需
求，提供從技術訓練到識字計畫到清潔飲水等，包
羅萬象。

舉例來說，韓國及蒙古的扶輪社員運
用配合獎助金，支持一項名為「保持蒙古
綠化」的多年計畫。這項在戈壁沙漠進行
的大規模造林運動，正逐漸減少沙塵暴對
遠至韓國及中國之人民健康與環境的影響。
補 充： 請 上 網 到 vimeo.com/21202577
觀看一段有關「保持蒙古綠化」的影片。

保健、防飢、及人道(3-H)獎助金 — 197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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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 年代末期，扶輪領導人開始尋找方法來激
勵辦理大型國際計畫，以紀念 1980 年的國際扶輪 75
週年。1978 年，扶輪基金會設立保健、防飢、及人
道 (Health, Hunger and Humanity， 簡 稱 3-H) 計 畫。
1979 年，第一筆 3-H 獎助金撥出 76 萬美元發給一項
為期多年的服務計畫，使 600 萬名菲律賓兒童獲得
小兒痲痹免疫力。
在接下來的 30 年期間，3-H 計畫支持各式各樣
與衛生保健相關的服務計畫，從舉辦視力保健義診
營到提供義肢到設立行動診所服務偏遠地區，範圍
廣泛。

保健、防飢、及人道(3-H)獎助金

識字是 3-H 獎助金的另外一項重點。
澳洲扶輪社員理察•沃克 Richard Walker
發展出一種名為「專注語言接觸教學法」
(CLE) 的識字訓練法，並利用一筆獎助金
在泰國開辦一項識字計畫。這項計畫結果
十分成功，在巴西（如圖左）及南非（如
圖右）等國家也仿效辦理。

保健、防飢、及人道(3-H)獎助金

除了對抗疾病及支持教育之外，另有
的 3-H 獎助金如下：
•提供食物及牛奶給羅馬尼亞的育幼院及
醫院
•提供縫紉機及訓練給烏干達的婦女，讓
她們得以自立及養家。
•在印度、玻利維亞、及世界許多地方興
建水井及衛生系統。

扶輪基金會在 1999 年與世界各地 7 所一流大
學合作，成立扶輪國際研究中心 (Rotary Centers for
International Studies)。這些扶輪和平中心在 2002 年
迎接第一批和平獎學金學生。
透過學術訓練、研究、和實習，扶輪和平中心
計畫培養出來的領袖人物成為他們的社區及世界各
地和平及預防與解決衝突的促進力量。
每年，多達 100 名扶輪和平獎學金學生獲選在
我們 6 個中心的其中一個中心攻讀碩士學位或參與
證書課程。
這項計畫的畢業生目前在蘇丹整合難民，為印
度的弱勢婦女創造工作機會，在世界受到嚴重破壞
的區域支持重建工作。
在 2010 年地震重創海地之後，前和平獎學金學生路易莎•道 Louisa Dow（圖左）為「人道棲息地」
(Habitat for Humanity) 工作，幫助流離失所的家庭找到安全的永久住所。
補充：請閱讀和平獎學金學生現在正在做什麼，並至下列網址查閱：
www.rotary.org/news-media/rotary-peace-fellows-are-helping-refugees-start-over
www.rotary.org/political-strife-protecting-us-diplomats-are-part-job-former-rotary-peace-fellow
www.rotary.org/peace-fellow-ali-reza-eshraghi-todays-iran
扶輪和平中心 — 199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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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21 世紀初期，扶輪基金會的計畫行善天下，
善行不可勝數之際。可是扶輪領導人開始擔心扶輪
基金會能否長期支持這些年來所衍生的各式各樣的
計畫。
2004 年，扶輪開始設法對這些日益擴張的計畫
與不斷增加的費用進行補救。它開始著手的工作日
後成為「未來願景計畫」(Future Vision Plan)，據此
扶輪基金會只提供 3 種獎助金：地區獎助金、全球
獎助金、及包裹式獎助金 (packaged grants)。
從 2010 年到 2013 年，100 個地區參與一項未
來願景試辦計畫，而新的獎助金模式於 2013 年在全
世界實施。扶輪基金會終止配合獎助金、大使獎學
金、團體研究交換等計畫，但新的獎助金仍保留了
這些舊計畫的許多特色。不久之後，它也終止新的
包裹式獎助金。

簡化的獎助金模式 — 2013年

地區獎助金

Arun Chaudhadi

全球獎助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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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lim Najar

地區獎助金 (District Grants) 提供資金給處理
當地及國外社區需求的小規模、短期活動。每個
地區選擇要以這些獎助金資助哪些活動。有些地
區選擇提撥金額較小的獎助金來支持數個扶輪社
計畫。
地區獎助金可以資助多種地區及扶輪社工
作，包括：
• 人道服務計畫，包括服務的差旅及災難復建
工作
• 各種層級、時間、地點、研究領域的獎學金
• 職業訓練團隊

全球獎助金 (Global Grants) 支持扶輪六大焦點
領域其中一個或多個領域相關，具有可持續、可測
量成果的大規模國際服務活動。獎助金贊助者組成
國際夥伴，一起合作推展因應社區真正需求的計畫。
全球獎助金可資助：
• 人道服務計畫
• 研究所層級的學術研究獎學金
• 職業訓練團隊
舉例來說，右圖顯示的全球獎助金計畫支持一
個在墨西哥各個城市巡迴的行動修理商店。由計畫
夥伴所雇用的殘障人士設計、製造、及修理特殊輪
椅及訂製的有輪裝置。每個城市的扶輪社協調取得
許可證、電力來源、殘障工作人員的住所、以及行
銷宣傳工作。

全球獎助金

宏都拉斯一個扶輪社及美國加州 5340 地區的扶
輪社所贊助的全球獎助金計畫，幫助宏都拉斯的貧
窮婦女成為自給自足的事業老闆。
圖中的是雷米吉雅‧多明奎茲，她主持一個由
12 名婦女組成的編織合作社。她們透過扶輪及計畫
夥伴「前進」(Adelante) 的小額信用貸款來支持她們
的事業。
補充：要更深入瞭解這項全球獎助金計畫，可
上網至 www.rotary.org/rise-female-honduran-entrepreneur
閱 讀 相 關 文 章 或 欣 賞 vimeo.com/95520911 的 一 支
影片。

根除小兒痲痹等疾病計畫

100 YEARS OF DOING GOOD IN THE WORLD

國際扶輪根除小兒痲痹的努力起源於 1979 年，
當時辦理一項為期多年的 3-H 計畫，要讓菲律賓
600 萬名兒童獲得免疫。
1979-80 年度國際扶輪社長詹姆士 •伯馬 James
Bomar 與菲律賓政府簽訂一項協議，並且在馬尼拉
給予兒童口服小兒痲痹疫苗，為這項計畫揭開序幕。
在 1993 年一項訪問當中，伯馬回憶他給一名兒
童口服疫苗後，小孩的哥哥拉著他的褲管引起他的
注意。當他低頭看時，這個男孩對他說：「謝謝，
謝謝你，扶輪。」
補充：
• 請上網到 vimeo.com/31740127 觀看一段伯馬社
長攝於馬尼拉的無聲影片。
• 在 vimeo.com/119771366 的一段影片中，1978-79 年度國際扶輪社長克林‧雷諾夫 Clem Renouf
回憶扶輪小兒痲痹免疫工作的起源是 3-H 計畫的一部份。

第一筆3-H小兒痲痹獎助金— 197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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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律賓的那項計畫只是開端而已。
1980 年的立法會議通過國際扶輪理事會「透過
免疫活動根除小兒痲痹」的提案。這讓扶輪得以推
1980
動免疫工作而不會違反 1923 年一項禁止「全組織計
扶輪的立法會議通過以下提議
畫」的決議。
－－「透過免疫活動來根除小
兒痲痹」
1984 年，國際扶輪理事會通過一連串決議，促
免疫活動持續成為3-H計畫的
成我們今日所知的根除小兒痲痹等疾病 (PolioPlus)
一部分
計畫，並設立一項基金來支持此計畫。最初，這個
1985
計畫稱之為「2005 小兒痲痹」(Polio 2005)，目標是
發起根除小兒痲痹等疾病計畫
在 2005 年使全世界的兒童接種疫苗獲得免疫力。
扶輪領導人在 1985 年初宣佈這些目標宏大的計
畫，那年稍晚，他們宣佈這項計畫的新名稱――根
除小兒痲痹等疾病計畫 (PolioPlus)。名稱中的 Plus
最初是指連同小兒痲痹疫苗一起施予的其他疫苗。今天，這個字也表示因為根除小兒痲痹工作而實施的基
礎建設、募款、及宣導方法，也可支持未來對抗其他傳染病的工作。
根除小兒痲痹等疾病計畫 — 1985年

根除小兒痲痹等疾病計畫運動— 1980年代

全球根除小兒痲痹行動組織— 198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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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1980 年代中期，扶輪展開一項為期 3 年的
募款計畫，目標是募集 1 億 2 千萬美元。這項運
動著重在教育扶輪社員認識根除小兒痲痹的必要
性以及沒有小兒痲痹的世界的許多好處。扶輪領
導人和其他非政府組織的領袖及政府官員會面，
說服他們扶輪目標的可行性，爭取他們的支持。
這項運動募集到 2 億 4 千 7 百萬美元，超過
募款目標的兩倍。這項運動在扶輪歷史上是個創
舉，也在 1988 年美國賓州費城的扶輪年會中慶祝
讚揚。

扶輪早期的努力奠定了 1988 年全球根除小兒痲
痹行動組織 (Global Polio Eradication Initiative，簡稱
GPEI) 成立的基礎。這項行動的原始成員是扶輪、
世界衛生組織 (WHO)、美國疾病防制中心 (CDC)、
以及聯合國兒童基金會 (UNICEF)。
當時，每年有 35 萬名兒童感染小兒痲痹。今
天，這個數字已經銳減 99.9%，目前只有 2 個國家
──阿富汗及巴基斯坦──還有小兒痲痹疫情。
這些年來，其他組織也加入行動，包括比爾及
梅琳達蓋茲基金會及世界各國政府。扶輪繼續其募
款工作，到 2015 年為止，已經貢獻超過 15 億美元
在根除小兒痲痹工作。此外，扶輪的倡導也促成各
國政府挹注超過 90 億美元的資金。

根除小兒痲痹行動的成功多半要歸功於採行大
規模免疫活動，這是口服小兒痲痹疫苗研發者沙賓醫
師（照片中左者）以及扶輪領導人同時也是醫生的卡
羅斯‧康斯柯 Carlos Canseco（照片中右者）及約翰‧
席弗 John Sever 所倡導的。
在典型的全國免疫日中 (National Immunization
Day，簡稱 NID)，在某個國家會設立數千個免疫站。
衛生工作人員及義工在一天之內替數百萬名兒童接種
疫苗。在全國免疫日期間及之前的社會動員工作中，
義工張貼海報、分發傳單、甚至會拿著擴音喇叭穿梭
大街小巷，呼籲家長把所有 5 歲以下的兒童帶出來服
用疫苗。
已經接種小兒痲痹疫苗者的手指會用洗不掉的
墨水留下記號。接下來幾天，衛生工作人員會挨家挨戶訪視，給手指沒有做記號的孩子服用疫苗。這個過
程在幾個月後會再重複一次，然後再一次，目標是每次都接觸到所有 5 歲以下的兒童。
全國免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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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國免疫日之前的社會動員工作攸關大型免疫
活動的成敗。1995 年，扶輪基金會發起根除小兒痲痹
等疾病夥伴 (PolioPlus Partners) 計畫來支持全國免疫日
的社會動員工作。
透過根除小兒痲痹等疾病夥伴計畫，由地域及
全國根除小兒痲痹等疾病計畫委員會組成的網絡決定
需要什麼樣的供給品，例如疫苗容器、旗幟、宣傳摺
頁、及根除小兒痲痹等疾病計畫的Ｔ恤、圍裙、及帽
子，來辨識疫苗工作小組的成員。全國根除小兒痲痹
等疾病計畫委員會主委分發用品，計畫提供資金。
1995 年當印度準備舉辦第一次全國免疫日期間，
發現有必要提供數百件圍裙給義工。於是日本的扶輪
社員慷慨解囊，捐出的錢不僅足以買圍裙，還可以買
帽子、海報、旗幟、及疫苗容器。印度的扶輪社員動員大約 10 萬名義工來宣傳即將舉辦的免疫活動及施
予疫苗。
根除小兒痲痹等疾病計畫夥伴– 1995年

捐獻及表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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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獻歷史

扶輪基金會的資產在最先的 30 年
成長緩慢。從 1917 年到 1947-48 扶輪
年度結束時，它只收到大約 200 萬美
元的捐獻。
今 天， 扶 輪 基 金 會 的 資 產 超 過
10 億 美 元。 什 麼 因 素 促 成 捐 獻 大 幅
增加？

這肇始於 1947 年，當時保羅‧哈理斯在久病之
後辭世。這位扶輪備受敬愛的創始人曾告訴朋友，
如果他們要向他表達敬意，就應該捐獻給基金會。
因此在哈理斯過世的消息傳開，捐獻湧至扶輪總部
後，扶輪為這些捐款成立一個特別基金。
就在一年半的期間，扶輪基金會收到了 130 萬
美元的捐獻。捐獻在這些年來持續增加，1965
年第
「保羅‧哈理斯
曾表達希望大
一次單單一年之內，捐獻就超過
100
萬美元。
家把送花到喪
禮的錢捐獻給
在 1978 年的東京國際年會，扶輪宣佈成立一個
扶輪基金會，以
增進國際瞭解」
為期 2 年的 75 週年紀念基金，收到的捐獻總額超過
7,200 萬美元。
2004 年，扶輪基金會展開始「每位扶輪社員，
每 年 ( 捐 獻 100 美 元 )」(Every Rotarian, Every Year)
運動來激勵大家捐獻給年度基金 (Annual Fund) 以支持扶輪基金會的獎助金。在 2014-15 年度，此一基金收
到的捐獻打破記錄達 1 億 2 千 3 百萬美元。
捐獻歷史

獎助金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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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輪基金會瞭解其行善天下的能力不僅仰賴
義工投入的無數時間，也要仰靠捐獻人士。它以
妥善且負責使用資金為目標，對捐獻人士的慷慨
表達感謝。它也以數種形式來表揚捐獻人士。
扶輪基金會的保管委員負責審慎監督，而全
球辦理及監督扶輪基金會獎助金計畫的義工及技
術專家也採行最高的道德標準，確使義工及捐獻
人投入的時間與金錢能妥善運用。這種卓越的監
督機制獲得評等慈善機構的組織所肯定。對於扶
輪使用捐獻的效率，他們經常給予最高評價。

扶輪基金會的第一種捐獻表彰是保羅•哈理斯
之友 (Paul Harris Fellow)，自 1957 年開始採用，向
超過 1 千美元的捐獻表達感謝。捐獻者每再多捐獻 1
千美元就會獲得多次捐獻保羅‧哈理斯之友 (Multiple
Paul Harris) 的表彰。捐獻者也可以他人名義捐獻使
其成為保羅‧哈理斯之友。
保羅‧哈理斯之友的人數在 2006 年達到 100 萬
人的里程碑，至今已經超過 150 萬人。
保羅‧哈理斯會
保羅‧哈理斯之友
除了成為保羅‧哈理斯之友外，有些捐獻者會
‧哈理斯會 (Paul Harris Society)。凡每年至
加入保羅
保羅‧哈理斯扶輪社
獎旗
少捐獻 1 千美元給年度基金、根除小兒痲痹等疾病
計畫、或核准的扶輪基金會全球獎助金的扶輪社員
及扶輪友人可成為該會會員。這種表彰在 2013 年之
前是由地區管理，後來扶輪基金會通過讓保羅•哈理斯會成為其正式表彰計畫的一環。
在 1980 年代，扶輪基金會開始將累積捐獻達 1 萬美元的捐獻者表揚為「巨金捐獻者」(Major Donor)。
1984-85 年度，扶輪基金會訂定捐贈基金捐獻人 (Benefactor) 表彰辦法，表揚在遺產計畫把捐贈基金
(Endowment Fund) 列為受益人之一，或是一次捐獻 1 千美元 ( 含）以上給該基金的捐獻者。
1999 年，保管委員會設立遺贈會 (Bequest Society)，表彰在遺產規劃中至少捐獻 1 萬美元給扶輪基金
會者。
補充：關於捐獻表彰的詳情請參見 www.rotary.org/take-action/give/recognition。
關於保羅•哈理斯之友的歷史請參見 www.rotary.org/history-paul-harris-fellow-recognition。
捐獻者表彰

阿奇‧柯藍夫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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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捐給基金會的捐獻日益慷慨，保管委
員認為必須對於非常大筆的捐獻給予特別的表
彰。在 2004 年，他們成立阿奇‧柯藍夫會 (Arch
Klumph Society)，來表彰累積捐獻達到 25 萬美元
以上的個人、夫婦、及組織。
阿奇‧柯藍夫會的會員有機會參加入會儀
式，會員的肖像照片可展示在伊文斯敦國際扶輪
世界總部的阿奇‧柯藍夫會廳（如照片所示）。
自 2005 年起至今，扶輪基金會也會在扶輪國際年
會舉辦一場晚宴表揚該會會員。

扶輪基金會的影響力

Jean-Mark Giboux

行善天下1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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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
扶輪獎助金
筆地區獎助金

$2,520萬
筆全球獎助金

$6,870萬
疾病預防及治療
獎助金數量

$1,980萬

水及衛生
$2,000萬
經濟及社區發展
$1,120萬
基本教育及識字
$800萬
母親與兒童健康
$570萬
和平及衝突預防 / 解決
(不包括扶輪和平中心)

$400萬

我們不應該只為自己而活，
而是要為了行善
而是要為了行善協助他人
的喜悅
的喜悅而活。
喜悅而活。
阿奇
奇‧柯藍夫，
，1929
192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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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第一筆捐獻 26.50 美元開始，扶輪基金會的
資產已經成長到將近 10 億美元，( 捐給扶輪基金會
的捐獻 ) 用於各種計畫的資金也已經超過 30 億美
元，改變了世界各地數百萬人的生活。
• 25 億 名 兒 童 接 種 疫 苗 獲 得 小 兒 痲 痹 免 疫
力，使此一疾病的病例數目減少了 99.9%。
• 訓練 900 多位扶輪和平獎學金學生，化解
衝突，處理戰爭的後續影響，並促進和平。
• 拜扶輪基金會人道服務計畫之賜，數十萬
人現在享有清潔飲水、衛生保健、及教育。
補充：請上網到 vimeo.com/93507414 觀賞扶輪
發揮影響力的影片。
透過扶輪基金會，扶輪社員從服務他人中找到
滿足感。扶輪基金會提供無數的機會給所有社員、
前受獎人、及他們的友人，讓他們在自己社區及世
界各地行善――而使有需求的人有一個真實而改變
不同生活之人生。
因為扶輪基金會，世界各地的人認同扶輪是一
個促成正面改變的力量。
您有許多方法可以透過扶輪在今天改善生活，
建立更美好的未來：
• 與其他國家的扶輪社合作，針對扶輪六大焦
點領域的其中一項領域擬定計畫，並申請全
球獎助金
• 參與或支持您的扶輪社或地區的獎助金計畫
• 捐獻給扶輪基金會，確使它在未來許多年能
持續行善天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