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六大焦點領域



主講人
扶輪資歷
• 2012 加入台北信義扶輪社
• 2016-2017 社長 / 地區獎助金委員會主委
• 2017-2018 獎助金委員會主委
• 2018-2019 指定總監提名人

地區年會執行長
獎助金委員會主委…etc

扶輪基金捐獻
• 2014-2015 保羅哈里斯捐獻
• 2015-2016 保羅哈里斯捐獻+1
• 2016-2017 永久基金捐獻
• 2016-2017 鉅額捐獻Lv1
• 2017-2018 保羅哈里斯之友協會會員
• 2018-2019 鉅額捐獻Lv2

黃永輝

DGND APPS

台北信義扶輪社



你覺得扶輪人為什麼要作

社區服務?



非洲三小國六醫來台受訓

• 蘇丹、奈及利亞、烏干達非洲三小國六醫來台受訓
• GG1871714  Vocational training project for African countries to increase medical techniques and knowledge

總金額：61,500
AKS Sponsor：新店社PP Alarm



為宜蘭寒溪部落成立課輔班

• GG1869502 Afterschool Tutoring Programs for four 
Aboriginal Tribes Students Project in Yilan Taiwan

• 計畫總金額 $99,399

• 總募款金額$28,568

• 台灣共捐贈$25,568

• 3481 DDF  15,000

• 3610 DDF 15,000

現正執行中…



為菲律賓奎松市設立血液銀行

• GG1865102 Scarce Yet Available - making every drop of 
blood count.

• 計畫總金額 $37,450

• 3481共捐贈$10,815

血液銀行

現正建設中…

感謝

永福社/信義社/

西區網路社



為柬埔寨10所學校改善飲水
• GG1871050 Cambodian Schools Renovation Project

• 計畫總金額 $97,650

• 總募款金額$17,100

• 台灣共捐贈$13,650

• 3481 DDF  15,000

• 3610 DDF 15,000

現正執行中…



一起拯救墨西哥的癌症兒童
墨西哥維多利亞城兒童醫院的骨髓移植設備

GG1870189 Bone marrow trasplant equipment project

• 當地每年約200多名孩童罹癌

• 因當地無手術設施，多數貧窮的家長也無
力遠送大城市醫治

• 計畫總金額 $114,964

• 現正執行中…



2018-19 全球獎助金執行成果

執行中計畫總金額

通過年度 計畫總金額 件數 擔任地主社 擔任國際社

2016~2017 216,700 5 1 4

2017~2018 504,031 8 3 5

2018~2019 835,604 13 6 2+5

1,556,335 26 10 16 

六大焦點領域分佈狀態
和平及衝突預防 35,000 2.39%
疾病預防及治療 572,104 39.02%

水資源及淨水 135,715 9.26%
基礎教育及識字 575,555 33.11%

母嬰健康 - 0.00%
社區發展及經濟 237,961 16.23%

1,556,335 100%



看看有那些計畫

案號
通過
年度

專案描述 國家 主辦社
主辦
地區

國際社
國際
地區

RI獎助金 計畫總金額 焦點領域

GG1871050 2019 柬埔寨 10所中小學廁水及飲用水改善 柬埔寨 Angkor 3350 Taipei Elite 3481 $44,550 $97,650.00 水資源及淨水

GG1982176 2019 柬埔寨洞里薩湖淨水設施 柬埔寨
Phnom Penh 
Capital

3350
Taipei Everpeace, 
Taipei

3481 $15,022 $38,065.00 水資源及淨水

GG1636322 2017
花蓮門諾醫院發展遲緩及行為障礙兒童早期療
育支持計畫

台灣
The Elegance 
Taipei

3481 Gangjin 3610 $16,461 $38,937.00 疾病預防及治療

GG1755610 2018 新竹香園智能障礙者烘焙工廠技能提升計畫 台灣 Taipei Shihmen 3481
Gwangyang-
Dongback

3610 $23,345 $50,034.00 社區發展及經濟

GG1871714 2018 非洲VTT醫療訓練計劃 台灣 Hsintien 3481 Ekpan 9141 $26,500 $61,500.00 疾病預防及治療

GG1869502 2018 台灣宜蘭寒溪部落偏鄉課後輔導計畫 台灣 Taipei Gardens 3481 Kyoto Tanabe 2650 $40,831 $99,399.00 基礎教育及識字

GG1875571 2019 毒品更生人技能訓練計畫 台灣 Taipei West 3481 Kyoto-West 2650 $28,392 $67,380.00 社區發展及經濟

GG1874569 2019 新竹寧園失智症預防及治療計畫 台灣 Taipei Hsin-Yi 3481 Donggwangyang 3610 $32,058 $82,295.00 疾病預防及治療

GG1875064 2019
運用感覺統合訓練提升孩童基礎學科學習成效
計畫

台灣
Taipei Yung 
Dong

3481 Suncheon Jungang 3610 $21,477 $54,801.00 基礎教育及識字

GG1978726 2019 以閱讀處方預防及治療偏鄉孩童發展遲緩 台灣
Taipei Chung 
Shing

3481 Shin-Osaka 2660 $29,284 $77,472.00 基礎教育及識字

GG1875533 2019 啟明學校烘焙設備及視障者烘焙技能培訓計畫 台灣 Taipei Da Shi Ji 3481 Wando 3610 $18,857 $40,570.00 社區發展及經濟

GG1873937 2018
全球獎助金獎學金- 身障者強制就醫與社區衝
突之研究

美國
Korea Town-Los 
Angeles

5280 Taipei Banga 3481 $15,000 $35,000.00 和平及衝突預防

GG1865102 2018 菲律賓血液銀行設置計畫 菲律賓 Raha Sulayman 3810 Taipei Yungfu 3481 $15,150 $37,450.00 疾病預防及治療

GG1746239 2017 菲律賓有機農業VTT計畫 菲律賓 Taguig West 3830 Taipei Elite 3481 $15,000 $30,000.00 社區發展及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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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看有那些計畫
案號

通過
年度

專案描述 國家 主辦社
主辦地

區
國際社

國際
地區

RI獎助金 計畫總金額 焦點領域

GG1980184 2019 兒童睡眠治療中心
克羅埃西
亞

1913 Taipei Fu-Jung 3481 $52,000 $114,000.00 疾病預防及治療

GG1641084 2017 扶輪百年高中教室及設施改善計畫 土耳其 Istanbul-Yenikoy 2420 3481 $32,088 $65,263.00 基礎教育及識字

GG1861433 2018 斯里蘭卡兒童&地中海貧血症預防及治療 斯里蘭卡
Kandy 
Metropolitan

3220 Taipei Fu-Jung 3481 $46,450 $100,600.00 疾病預防及治療

GG1744433 2018
尼泊爾扶貧掃盲團(師資培訓/電子學習/
成人學習/兒童發展/學校設置)

尼泊爾 Panauti 3292 Taipei 3481 $35,720 $88,796.00 基礎教育及識字

GG1746844 2018
韓國光陽地區新移民及低收入家庭兒童課
後輔導計畫

韓國
Gwangyang 
Sunshine

3610 Taipei Hsin-Yi 3481 $15,148 $31,252.00 基礎教育及識字

GG1872724 2019 韓國光陽市殘疾人咖啡師培訓就業 韓國
Donggwangyan
g

3610 Taipei Hsin-Yi 3481 $24,191 $49,977.00 社區發展及經濟

GG1872757 2019 患有失牙症的低收入老年人的假牙補助案 韓國 Wando 3610 Taipei Da Shi Ji 3481 $19,240 $39,722.00 疾病預防及治療

GG1747562 2019
韓國Haenam及Wando移民婦女和兒童
支援計畫

韓國
Haenam-
Gongryong

3610 Taipei Elite 3481 $17,310 $35,572.00 基礎教育及識字

GG1984392 2019
為韓國光陽市的60名低收入老人提供全
口/部分義齒

韓國
Donggwangyan
g

3610 3481 $22,700 $48,100.00 疾病預防及治療

GG1745545 2017 菲律賓水腦症兒童之預防及治療計畫 菲律賓
Sampaguita-
Grace Park

3800 Taipei Fu-Jung 3481 $23,000 $49,500.00 疾病預防及治療

GG1639019 2017

to provide a graduate scholarship for 
a BEL scholar at the University of 
Illinois from Taipei, Taiwan. 

美國
Champaign-
Urbana Sunrise

6490 Taipei 3481 $16,000 $33,000.00 基礎教育及識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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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但莫忘扶輪服務的初衷

1. 社會公益

2. 建立貴社對特定社區的影響力

3. 建立社友共同回憶、深化彼此友誼



Global Grants
全球獎助金



你們什麼時候要走？

計畫的永續性

扶輪人：當我們走的時候…

We provide a long term solution~



需求是不是由當地發起?

社區有人願意承擔嗎?

我們有提供足夠的訓練嗎?

計畫的永續性的六大要件



物資是否可由當地取
得?

當地組織是否有參與
(出人出錢)?

成果是否可評估?

計畫的永續性的六大要件



六大焦點領域及案例

疾病預防及治療
• 疾病＝會對生理會造成任何惡化或致死，

• 消除疾病的發生原因以及疾病帶來的不良影響的活動與訓練

• 要有治療”且”預防, 不行只是治療，要與醫療機構合作

• 不可：早療～在社會適應，教育，與人相處等等有關係的衛教

• 不可：交通工具～救護車/消防車/復康巴士

• 可以：失智症的預防及治療

• 可以：慢性病患的裖瘡預防及治療(沐浴車)

• 可以：白內障手術治療及視力保健、兒童牙齒及視力保健

• 可以：台灣肝炎防治計畫、Ｘ光車巡迴醫療車

• 可以：疾病治療復健、長照看護、心臟病預防

和平及衝突預防
訓練當地的領導人（包括有潛能的年輕領導人）如何預防及調節衝突，在受衝突影響的社區和地域
建立和平

• 家庭暴力防制
• 兒童少年虐待防制



六大焦點領域及案例

水資源及淨水（衛生）

可以：淨水設備

耗材？管理者？維護？水質監測？用地取得？

可以：水井挖掘

水文探測？管理者？維護？水質監測？用地取得？

可以：廁所改善（如老舊／無化糞池／男女不分／男女比例）

蓋廁所？

✽很麻煩的計畫，But….

✽Host Club的問題…



基本教育及識字
•基本教育＝國中小之國英數通識課程，才藝/體育/科

學不是

• 可以：圖書館改善(冷氣/電腦/管理等各項硬體)

Tip: 不要以硬體切入，要強調你想改變什麼？

• 可以：教師養成(如針對當地居民)

• 可以：提供教育器材／教具，並教他們使用教材

• 不可：人事費用／交通費用

六大焦點領域及案例



六大焦點領域及案例

婦女及兒童健康
• 增進母親的健康，以及減少不滿五歲孩童死亡率的活動

• 減少不滿五歲的兒童的死亡率和發病率

• 減少孕婦的死亡率和發病率

• 提高基本醫療服務的利用，以社區的醫療保健領導者及人員為對象提供相
關母親與兒童健康領域的研修

• 外配暨中低收入產婦居家訪視

經濟及社區發展
• 建立一個模式，可以讓社區中的人賺到錢，如常見的庇護工廠

• 可以：養牛計畫/養鹿計畫/養雞計畫

• 可以：智能障礙者／視障者的烘焙工坊



其他好事不重要嗎？

Rotary Thinking



如何開始一個案子？

• 鎖定你想幫助的地區或族群（建立長期影響力）

• 尋找已長期為該地區或族群服務的公益團體配合

• 藉由NGO了解該地區或族群真正的需求及解決方法

• 想想是否符合六大焦點領域

• 想想是否有永續性



每次都要問的FAQ~
• 有案號就通過了嗎?

• 可以寫中文嗎?

• Host/International Club那個是主辦社?

• 籌畫/申請/執行跨屆，算那屆社長的業績？

• 國外30%是計畫總金額還是募款總金額?

• 全部募款完成再寫計畫嗎?

• 預算可以有Project Management費用嗎?多少百分比?

• 預算可以有評估/測量活動成效費用嗎?多少百分比?

• 預算可以有臨時費用(Contingency) 可用於保護價格上漲或是貨幣的跌升
嗎?多少百分比?

• 捐款一定要等通過後再捐嗎?



步驟一：填寫社區需求評估～

• 2018/7/1起，申請一定要檢付社區需求評估

• Community Assessment Tools
• Community meeting：社區需求討論會議

• Survey ：問卷普查

• Interview：與專案窗口深談

• Focus group：舉辦焦點團體

• Asset inventory：盤點可用的資源

• Community mapping：



社區需求評估用處

2. 建立計畫框架

• 為何需要？

• 受益對象是誰？

• 執行地點在那？

• 執行方法是什麼？

• 需要多少錢？

• 如何確保永續？

3. 建立合作模式

• 在地合作單位是? (MOU)

• 國際合作扶輪社是? (MOU)

• 國外由誰來捐款? (財務架構)

• 國內由誰來捐款? (財務架構)

• 由那些廠商供貨(報價單)



步驟二：擬定預算

• 預算要合理
• 避免經常門這類沒有永續性的費用

• 公共關係費用不可超過500元

• etc.. 永遠想想花了可以留下些什麼?

• 預算應檢付估價單佐證，匯整成一份PDF再加總表

• 計畫總金額最低是三萬美元，World Fund最少補助1萬5

• 最高10%專案管理費用

• 最高10%變動費用

• 最高10%成效評估費用



步驟三、籌措需要的資金

以8萬元計畫為例

1. 國內DDF：10,000

2. 國外DDF：10,000

3. 需募的PHF捐款：40,000/1.5=26,666

4. 總募款金額(1+2+3)： 46,666

5. 30%需由國外：46,666*30%=14,000

6. 需募的PHF捐款
• 國外最少需：14,000-10,000DDF = 4,000

• 剩下皆國內：26,666-4,000=22,666

WF：20,000
亦即整個案子差40,000

1. 確定國外你可以募到多少款?
2. 確定DG給你多少DDF
以上就可以推算出來，你案子最高預算



• 17-18年捐款分佈

其他資金由那來？



其他資金由那來？

年度基金

424,263(60%)

全球獎助金

222,373(31%)

EndPolio基金

25,645(4%)

永久基金

38,000(5%)

• 18-19年捐款分佈



• 當案子線上完成撰寫之後(Authorization Required)，通知下列人員
上線簽
• Host Club 社長

• Host Club 總監

• Host Club DRFC

• International Sponsor Club 社長

• International Sponsor Club DRFC

• DDF Sponsor District DRFC

• 以上人員皆簽署完成則自動送出(Submitted)

• RI 將分配由六大焦點領域委員進行審核，並要求補充資料。

• 六個月內必需被批准，否則會被撤回。

• 通過後變更為核可(Approved) 。

步驟四、簽核及審核



• 案子通過後

• 提供聯名帳戶(要上傳封面/用印頁／最好為新開戶）

• 上網填寫帳戶資訊（一定要填中間銀行資訊）

去銀行問～美國往來中轉銀行Correspondent Bank

(JPMORGAN/CITIBANK/WELLS FARGO BANK…)

• 開始邀請承諾捐款人指定捐款

• 已捐之年度捐獻(PHF, Annual Fund)，於捐獻後３個月內，可發信
至RI，註明捐款人英文姓名(或RI ID)要求變更指定至某GG。

• 捐款未必要完全等同原財源規劃，但國外比例最少需維持30%以上。

• 6個月要完成捐款條件，否則獎助金會被取消

步驟五、收款及撥款



• 查詢捐款進度
• 詳細：向獎助金主委要Grant Detail Report

• 概要：線上捐款查餘額

https://my.rotary.org/en/donate

步驟五、收款及撥款

https://my.rotary.org/en/donat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