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扶輪基金會新資助模式指南 

新模式如何運作 

有什麼不變 

扶輪基金會的基本資助模式將維持不變。所有「年度基金—分享
制度」的捐獻將用於3年期投資，期滿後均分給DDF及世界基金。這
些資金的投資所得將持續用於支應扶輪基金會的諸多運營費用，包括
募款及一般行政。（永久基金的一部分投資所得，亦將依照保管委員
會指定，協助支應運營費用。） 

 

有什麼改變 

為DDF對PolioPlus的捐獻提供的配合金降為50% 

現在，針對DDF轉給PolioPlus的捐獻，由世界基金提供的配合金
將從過去兩年的100%降為50%。這將使得每年有500萬美元能夠改
變用途，得用
於其他扶輪基
金會計畫，包
括全球獎助
金。比爾及梅
琳達.蓋茲基
金會將持續為
扶輪投入根除
小兒麻痺活動的每1美元（每年以5,000萬美元為限）提供2比1的配合
金。因此，我們必須持續將為根除小兒麻痺活動募款列為最優先要
務。 

為用於全球獎助金的DDF提供的配合金降為80% 

近幾年，世界基金在扶輪年度結束前便已用盡。因此，扶輪基金
會一直無法資助所有已收件且符合條件的全球獎助金申請案。現在，
為提高對全球獎助金的參與，針對用於全球獎助金的DDF，由世界基
金提供的配合金
將從過去的
100%降為
80%。這項改變
將使我們一整年
都能夠資助更多
獎助金。 

運營費用的分攤資金 

「年度基金—分享制度」的捐款有5%用於支付扶輪基金會的運
營費用。過去，捐款的45%
分配給世界基金，50%分配
給DDF。針對自2021年7月1
日起收訖（以及從2024年7
月1日起撥配）的「年 
度基金—分享制度」捐款，
剩餘的95%將均分給DDF及
世界基金。 

 

 
 

理事會名錄 

李昱 、鄭宗治 
汪譽正、黃安宏 
黃建華、陳勉志 
林裕煌、黃明健 
吳吉利、黃明隆 
吳睿綸、趙俊隆 
籃健銘、謝伯林 
安偉業、蔡志鴻 
蕭毅群、吳國璽 
孟憲法、周國正 

 

職員及五大主委 

社   長 : 李昱  

社長當選人 : 鄭宗治 

副 社 長 : 黃安宏 

秘    書 : 汪譽正 

財 務 長 : 吳國璽 

糾察主委 : 蔡志鴻 

節目主委 : 安偉業 

聯誼主委 : 黃明健 

行政管理 

委員會主委 
: 鄭宗治 

公共形象 

委員會主委 
: 籃健銘 

扶輪基金 

委員會主委 
: 蕭毅群 

服務計畫 

委員會主委 
: 趙俊隆 

社 員 

委員會主委 
: 黃明隆 

 
例會時間：每週一下午6:30 

例會地點：本社社館(花蓮

市國盛二街103號3樓之2) 

通 訊 處：同上  

電 話：03-8322086 

傳 真：03-8360920 

E-Mail：hharbor.rotary 

@msa.hinet.net 

 

節目：AN 

1. 7:00社長鳴鐘開會 
2. 播放扶輪頌、宣讀四大考驗 
3. 聯誼時間－Window 
4. 社長時間－由社長主持 

A. 秘書報告－Jeff 
B. 社長報告－Ceiling 
C. 各委員會報告 

5. 社友時間 
6. 出席報告－Chili 
7. 歡喜時間－Bulega 
8. 社長鳴鐘閉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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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大
考
驗 

我們所想、所說、所做的事，應事先捫心自問－ 

1.是否一切屬於真實？ 2.是否各方得到公平？ 
3.能否促進親善友誼？ 4.能否兼顧彼此利益？ 

 

第 45屆(2021-22年度)社長 簡歷 

姓名(社名)：李昱䫆          
夫人：柳伃晅 
入社日期：2008.08.04         
入社時社長：PP Engine 
服務機構：勍暐室內裝修設計工程行 
負責人    

扶輪社經歷： 

2009-10 年度 節目主委 
2010-11 年度 職業分類主委 
2011-12 年度 社區發展主委 
2012-13年度 扶輪家庭主委、財務
副主委 
2013-14 年度 聯誼主委、行政管理
委員會副主委 
2014-15 年度 扶輪家庭主委 
2015-16 年度 職業服務主委 
2016-17 年度 社區服務主委 
2017-18 年度 膳食主委 
2018-19 年度 青少年服務副主委 
2019-20 年度 秘書 
2020-21 年度 社長當選人、行政管
理委員會主委 



 
～活動翦影～ 

   
Borlin 夫人生日快樂 Lunch 夫人生日快樂 Toein 夫人生日快樂 

 

國際扶輪 3490 地區花蓮第一、二分區 

2021-2022 年度第一次社長、秘書聯席會議記錄 
時間：2021 年 6 月 28 日(星期一)晚上 7:30-8:30 地點：線上會議 
值東：2021-2022 年度花蓮第一、二分區助理總監、地區副秘書 
主席：第一分區助理總監鄭淑華 

一、 主席報告出席人數： 
應到  26  人，請假 3 人，缺席 0  人，列席 0  人，實際出席 23 人 

二、 主席致詞：一分區助理總監 鄭淑華 A.G. Jenny(略)     
三、 討論提案： 
案由一：研議2021-2022年度花蓮各社聯誼公約修正案。 
提案人：一分區助理總監AG Jenny 
說  明：2021-2022 年度花蓮各社聯誼公約經 2020-2021 年度第六次社長秘書 

聯席會移交 2020-2021 年度修訂之聯誼公約如附件一，是否再修訂， 
提請討論。 

決  議：照案通過。  

案由二：研討2021-2022年度花蓮各社聯合捐血活動案。 

提案人：一分區助理總監AG Jenny  
說  明：2021-2022年度花蓮各社聯合捐血活動時間表，往年由各社抽籤決定排序，

今年由於COVID-19新冠肺炎疫情影響改為線上會議，各社捐血活動時間及
排定方式提請討論。 

決  議：依抽籤排序，各社可再自行向捐血中心調整日期，本年度除吉安社及中區社
不辦理捐血活動外，餘各社辦理時間如下：110/09/05/花蓮社、110/09/18/
美侖山社、110/10/17/新荷社、110/11/07/東南社、110/12/05/東海岸社、
110/12/15/玉里社、111/01/09/華東社、110/02/13/菁英社、110/03/06/

港區社 

案由三：研討2021-2022年度總監公式訪問事宜。 

提案人：一分區助理總監AG Jenny 

說  明：2021-2022年度總監公式訪問期程由於COVID-19新冠肺炎疫情影響，目
前時間尚未公告，依往例第一次總監公訪時花蓮11個社聯合歡迎拍照，
之後各社各自迎接總監公式訪問？歡迎紅布條費用由兩位助理總監分

攤？提請討論。 
決  議：本年度總監公訪為各分區聯合公訪，以分區為單位，因疫情故緣，俟公告

公訪時間確定各分區再討論。新社友入社配章於公訪時由總監配章，宣
誓入社各社先行辦理。  

案由四：2021-2022 年度花蓮第一、第二分區地區獎助金案，請討論。 

提案人：新荷社、美侖山社 
說  明：本年度地區獎助金案擬由花蓮一二分區聯合辦理「第一屆花蓮縣教育 

扶輪盃/哥倫布計劃-全國中小學網路小論文專題暨本土使命式行動研 
究競賽」如附件二 

決  議：照案通過。  

案由五：有關編印花蓮第一、二分區社員名錄案。 

提案人：一分區助理總監AG Jenny 
說  明：花蓮第一、二分區社員名錄依慣例，由助理總監及地區副秘書聯合印贈，

請各社於2021年7月31日前依去年度手冊增減修改後，連同相片送交雁
山印刷公司排版編印。 

決  議：照案通過。 

案由六：有關 2021-2022 年度花蓮分區團隊報紙賀稿刊登乙事，請討論。 

說 明：一、往年年度團隊上任，都會在花蓮地方報刊登賀稿，各社分攤廣告費
用(花蓮更生日報)，目的在建立扶輪的公共形象。 

二、刊登費用更生日報頭版，四張名片大小價格分攤至各社，由各社自
行決定預算來源。備註：2020-21 年度更生日報刊登費為 9620
元。 

三、是否如往年團隊刊登，以利扶輪活動大篇幅報導，強化扶輪公共形象。 
決 議：照案通過。  

案由七：確認第二次社長秘書聯席會時間、地點案。 

提案人：一分區助理總監AG Jenny 
說  明：依花蓮各社聯誼公約，第二次社長秘書聯席會由花蓮社及港區社值東，預

訂於7月份召開，確實日期、地點由兩社決定後提前通知。 
決  議：會後討論決定後另行通知。  

案由八：2021~22 年度開始各分區提早兩年度提名助理總監及地區副秘書建議 

    人選案。 
提案人：一分區助理總監AG Jenny 
說  明：一、依第31屆地區年會提案結果，同意自2021~2022年度開始各分區提 

早兩年度提名助理總監及地區副秘書建議人選。 
        二、依花蓮一二分區助理總監社排列順序 

    2023-2024 年度產生社如下，如放棄須自下一輪重新輪任： 

第一分區：助理總監由花蓮社推薦、地區副秘書由菁英社推薦。 
第二分區：助理總監由東海岸社推薦、地區副秘書由美侖山社推薦。 

        三、決議納入聯誼公約 
決  議：照案通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