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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2011-12 年度 3490 扶輪基金研習會

年度計劃基金與指定用途捐獻
Annual  Programs Fund and Restricted Fund

a

2011-12 年度 3490地區 扶輪基金研習會

主講人 李進賢 前總監 PDG ENT ( 2009-10)

a

1. 認識扶輪基金的計畫和活動
Understand the programs and activities of The 
Rotary Foundation.

2. 討論並建立符合扶輪社捐獻目標的重要性
Discuss the importance of establishing and meeting 
club contribution goals.

3. 瞭解在支持扶輪基金計畫上，捐款對年度計畫基金扮
演著不可或缺的角色
Understand the integral role that contributions to 
the Annual Programs Fund play in supporting Rotary 
Foundation programs.

4. 知道扶輪社有各種不同的資源，以幫助他們支持扶輪
基金會
Learn about the variety of resources available to 
clubs to help them support The Rotary Foundation.

學習的目的Learning Objectives

a

扶輪基金會的使命為何?

實踐扶輪宗旨與扶輪使命

Fulfill the Object of Rotary and    
Rotary＇s mission.

達成世界瞭解與和平

Achieve world understanding and peace.

a

扶輪基金會與其他慈善組織有何不同之處扶輪基金會與其他慈善組織有何不同之處??

‧有助於全球人民，甚
至是非扶輪國家。

‧提供多樣的活動，以
協助扶輪社和地區的
計劃。

‧扶輪基金會的計劃是
由扶輪社員所創造和
管理的。

‧財務協助來自扶輪社
員。

a

六大焦點領域六大焦點領域Areas of focusAreas of focus

‧和平和衝突的預防與解決

‧疾病的預防和治療

‧水和衛生

‧母子的健康

‧基礎教育和識字

‧經濟和社區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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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扶輪基金三種主要的捐贈 2010.6.30

永久基金10.5million

年度計畫基金

100.4million
小兒麻痺基金

151.6(110Gate)
million

a

指定用途捐獻指定用途捐獻((Restricted Fund)Restricted Fund)

‧永久基金捐贈

‧小兒麻痺

‧配合款計畫現金捐贈部分

‧遺產捐贈

‧各式冠名捐贈(世界和平中心、六大領域計畫捐贈)

EREY為年度計畫捐贈，各社計算時

必須扣除上述各項捐贈

a

指定用途指定用途冠名捐贈的機會冠名捐贈的機會

• US$1 million or more: Establishes a named fund 
in consultation with the donor 

• $500,000 or more: Establishes a named fund that 
includes a specific area of focus and geographic 
location 

• $250,000 or more: Establishes a named fund that 
specifies the participating district 

• $100,000 or more: Establishes a named fund that 
includes a general area of focus

• $25,000 or more: Establishes a basic named fund 
designated to the World Fund or SHARE

a

全球獎助金計劃冠名的捐贈全球獎助金計劃冠名的捐贈

• $15,000 funds a one-time gift designated to 
an area of focus and available on a 
worldwide basis 

• $30,000 funds a one-time gift designated to 
an area of focus and may be district specific 

a

Rotary Peace Centers Rotary Peace Centers 扶輪和平中心的冠名捐贈扶輪和平中心的冠名捐贈

• US$1.5 million endows one Rotary Peace Fellow at a 
Rotary Peace Center approximately every year 

• $1 million endows a visiting lecturer each year at one 
Rotary Peace Center 

• $750,000 endows one two-year Rotary Peace Fellow at a 
Rotary Peace Center approximately every two years 

• $500,000 endows one two-year Rotary Peace Fellow at a 
Rotary Peace Center approximately every three years 

• $250,000 endows a certificate program fellow 
approximately every year---

• $100,000 endows the annual seminar at a Rotary Peace 
Center approximately every year 

• $50,000 and up endows a fund bearing the donor's name 
and provides general support to the Rotary Peace Centers 

• 世界和平建造者地區每年捐 $25,000或每2年捐 $50,000

a

遺產捐贈是永久基金可選擇遺產捐贈是永久基金可選擇
捐贈捐贈DDF,WF,DDF,WF,或扶輪和平中心或扶輪和平中心

•
板北社 江金順社友賢伉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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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年度計畫領域 Annual Program Areas 2010.6.30

人道計畫
Humanitarian         

Grants
44.2million

教育計畫
Educational

Programs
23.5million

小兒麻痺防
治計畫Polio 

Plus
118.1million

a

教育計劃教育計劃——播種者播種者((路加福音路加福音44--8)8)

大使獎學金

Ambassadorial 
Scholarships

團體研究交換計畫

Group Study Exchanges

扶輪國際研究中心

Rotary Centers for 
International Studies

a

大使獎學金大使獎學金Ambassadorial ScholarshipsAmbassadorial Scholarships

‧一年大使獎學金
US$27,000

‧1947年開始頒發至今
已有47000位年輕大
學生來自110國家.

‧共花費4億7千6百萬
美金

‧D3490 每年約1-2名
額每年3-8月申請10
月前報RF

• Regional Scholar 
Orientation Seminar 
(RSOS)) 2011 in Jan.13-15 
2012(香港)

Simona PintonSimona Pinton

a

團體研究交換團體研究交換GSEGSE

‧自1965年開始迄今已有
12,000 GSE團隊訪問過
100個以上國家。團員5
萬7千人花費9千2百萬。

‧4位25-40歲非扶輪眷屬
專職人員及一位扶輪社
員為團長組成。

‧第一團須使用DDF 
US$2500-5000 超過部分
由WF補足。

‧第二團需要DDF 
US$6000-11000

a

世界和平與衝突研究獎學金世界和平與衝突研究獎學金

‧每年60位受獎人

‧解決衝突，研究和平及國
際關係領域為期2年碩士
課程

‧2002-2003開始，每一地
區提名一人

‧鼓勵扶青團員及殘障人士
參加

‧20012-2013候選人須於
5,6 月面談,2012年7月1
日前寄到RI

‧候選人須有托福成績等。

Derran MossDerran Moss

a

扶輪和平與衝突短期研究計劃扶輪和平與衝突短期研究計劃

‧2006，7月開始。

‧3個月密集課程。

‧研究和平與衝突。

‧Chulalongkorn大學

曼谷。

‧每年2次，每次30人

‧學士，5年工作驗，
精通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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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扶輪世界和平與衝突研究獎學金有兩種扶輪世界和平與衝突研究獎學金有兩種

強化今日的領導者建立明天的領導者

課程中安排2-3星期暑期實習2-3個月

每年最多50名，每梯次最多25名每年最多60名，每個中心最多10名

每年2次，1-4月和6-8月研讀時間表依每個大學不同

3個月課程15-24個月課程

1個中心1所大學6個研究中心 7所大學

專業發展證明碩士學位

朱拉隆功和平與衝突

研究中心

扶輪世界和平與衝突

研究中心

a

扶輪世界和平獎學金扶輪世界和平獎學金』』與與『『大使獎學金大使獎學金』』有何不同？有何不同？

超過2萬7千美元全部，5萬美元分長短期獎學金，

沒有限制只有一人每地區候選人

不一定碩士學位學位

依地區DDF,各自決定每年60名人數

不限制6個國際研究扶輪中心就讀地方

在任何學術和專業領域均
可

學術方面、志願與事業經驗上
表現其致力和平與解決衝突之
外，還要必須能證明其領導能
力

學習研究限制

不一定需要必須有3年以上工作經驗

包括未取得學士的在學生已取得學士學位資格

大使獎學金扶輪世界和平獎學金

a

人道計劃人道計劃--耶穌洗門徒的腳做榜樣耶穌洗門徒的腳做榜樣((約翰福音約翰福音1313章章))

配合獎助金

Matching Grants

地區簡易獎助金

District 
Simplified Grants

小兒麻痺獎助金

PolioPlus Grants

a

善用善用配配合獎助金合獎助金 Matching GrantsMatching Grants
20082008年扶輪世界年扶輪世界——柬埔塞鑿柬埔塞鑿7272口井口井

‧支持對社區有益，有扶
輪社員直接參與的人道
計劃。

‧DDF 1:1,Cash 0.5:1

‧有US$ 5,000-25,000和
競爭性的US$ 25,000-
150,000兩種。

‧每年7.1-3.31 申請，

‧8.1-5.31核准。

a

什麼是地區什麼是地區簡易獎助金簡易獎助金 District Simplified GrantsDistrict Simplified Grants

‧< 20% DDF。
‧提供短期有益於社區的

人道服務。
‧可用在當地社區或國際

性服務。
‧由地區扶輪基金主委和

總監當選人申請。
‧由地區扶輪基金主委和

獎助基小組委員會主委
負責。

a

善用簡易獎助金善用簡易獎助金——約約50,00050,000台幣每分區台幣每分區

20052005年年77月份扶輪世界月份扶輪世界--識字與教育識字與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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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小兒麻痺獎助金小兒麻痺獎助金 PolioPlusPolioPlus GrantsGrants

申請人

1. National PolioPlus
Committee chairs

2. 世界衛生組織(WHO)

3. 聯合國兒童基金會
(UNICEF)

4. 對此根治計劃已花費9
億美金.20億小孩受惠

5. 印度5年內即將根除。

2010由300例減少99%為3例

a

無小兒麻痺世界國際服務奬無小兒麻痺世界國際服務奬

a

扶輪基金會資金的來源

The Source of Rotary Foundation Funding
地區地區DistrictsDistricts

扶輪社扶輪社ClubsClubs

社員社員RotariansRotarians

a

年度計畫基金的捐款如何使用年度計畫基金的捐款如何使用??

Annual Programs Fund 
contributions to 

The Rotary Foundation

地區指定基金District Designated Fund

50%
世界基金World Fund

50%

Slide 6-D

分享制度分享制度 The The SHARE SHARE SystemSystem

a

貴社年度募款目標貴社年度募款目標=$100*=$100*社友数社友数??

‧2004,7,1開始實施。

‧鼓勵每位扶輪社友每年
捐美金100元。

‧社友平均捐款超過$100

加拿大、美國、香港、
日本、韓國、台灣

a

兩種需求，兩種捐獻的方法
Two Needs, Two Ways of Giving

今天的支持
For support 

today

明天的保障
To secure 
tomorr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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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 ? 基金捐贈最優先基金捐贈最優先

a

分享制度是每分享制度是每??年年11個循環個循環

a

年度計劃基金的分享制度年度計劃基金的分享制度??

a

世界基金世界基金(WF)(WF)的使用是由的使用是由 ?  ?  委員會決定委員會決定

a

地區決定如何使用地區決定如何使用DDF ?DDF ?

a

地區如今年有地區如今年有1010萬美元萬美元DDFDDF，那麼，那麼33年前年前
捐多少給年度計劃基金捐多少給年度計劃基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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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社員可參與哪些扶輪基金計畫活動社員可參與哪些扶輪基金計畫活動

a

為何要捐錢扶輪基金會為何要捐錢扶輪基金會

a

每人每年捐每人每年捐 ? ? 美元支持年度計畫美元支持年度計畫

a

地區扶輪基金委員會架構地區扶輪基金委員會架構

Polio Plus

小組委員會

大使獎學金

獎助金
小組委員會

小組委員會

年度捐獻

小組委員會
永久基金

小組委員會

扶輪基金會
委員會

小組委員會
GSE

小組委員會

基金會受獎人

教
育

性
活

動
人
道
援
助
活
動

活動參與
財務貢獻

小組委員會

年度捐獻

小組委員會

永久基金
小組委員會

世界和平獎學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