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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點領域方針聲明 
扶輪基金會在焦點領域的方針上強調下列事項。 

 

1. 未來願景的目標是增進處理獎助金的效率以及確保獎助金專案的高品質， 

2. 方針的各項内容表明專案活動是否符合領取獎助金的資格， 

3. 有資格的活動反映扶輪社和地區最常實施的活動， 

4. 專案的擬定是由下至上的過程也是地主扶輪社/地主地區主導的過程， 

5. 申請獎助金必須遵守相關各項焦點領域的方針聲明。  

 

和平與衝突預防/解決 

扶輪支援和平與衝突預防/解決領域的研習，教育，以及實施。  

I.   焦點領域的説明與目標 

扶輪基金會以下列方式支援扶輪社員促進和平，預防衝突以及解決衝突。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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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在受衝突影響的社區和地域建立和平， 

3. 支援有志從事促進和平與衝突預防/解決工作的專業的人士攻讀相關領域的課程。  

II. 領取獎助金的資格範圍 

扶輪基金會認爲以下列事項為目的的活動屬於和平與衝突預防/解決的範圍 

1. 提供以扶輪社員以外的人士為對象的非暴力，樹立和平，保護人權的會議，研習會，討論會等社區

活動， 

2. 以政策發展，跨紛爭區域的事業，教育改革，和平新聞工作等為主題，主持能幫助解決衝突的討論

會， 

3. 提供緩和因遭衝突而招致心理傷害的活動， 

4. 輔導青少年如何避免衝突， 

5. 支援探討克制負面的社會動力（包括但不限於如何防制幫派以及消除巨大的社會格差等）的研習或

運動， 

6. 幫助曾經參與衝突的人們互相溝通，並為他們調停 

7. 支援參與上述活動的職業訓練團隊 

8. 支援攻讀研究和平與衝突預防/解決領域研究所層次的獎學金 

扶輪基金會認爲以下列事項為目標的活動是屬於和平與衝突預防/解決領域範圍之外的活動，因此沒有資格

領取全球獎助金 

1. 以扶輪社員為主要對象的和平會議 

2. 在扶輪和平中心的夥伴大學攻讀與和平獎學金受獎人相同或類似的學術課程 

III. 執行成功的人道計劃與職業訓練團隊的因素 

全球獎助金必須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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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永續性 –在扶輪社/地區完成專案之後，地主社區能夠繼續致力於推廣和平，預防衝突，及解決衝

突。 

2. 可測性 –贊助者可以從Monitoring and Evaluation Toolkit （監視與評估工具）選擇標準尺度或者用自

己所定的尺度衡量專案的成效。 

3. 社區主導 – 由地主社區自行評定所需來擬定專案。 

4. 與焦點領域有關聯性–遵守方針文件（policy document）所下的定義。 

IV. 執行成功的獎學金的因素 

全球獎助金支援有事業心的專業人士研讀研究所層次課程的獎學金。扶輪基金會在審核全球獎助金獎學金

時，考慮下列事項。  

1. 申請人在和平與衝突預防/解決領域的工作經驗 

2. 是否攻讀與和平與衝突預防/解決相關的學術課程 

a. 有利於領取獎學金的課程計劃包括衝突預防/解決，和平與正義研究，以及以研究和平和衝

突為重點的國際關係或國際法 

b. 有利於領取獎學金的課程計劃包括直接以和平與預防/解決衝突為焦點的課程 

c. 不利於領取獎學金的課程計劃包括一般性的國際關係或國際法課程 

3. 申請人是否有相關和平與衝突預防/解決的未來職業計劃 

 

疾病預防與治療 

扶輪支援能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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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焦點領域的説明與目標 

扶輪基金會以下列的方式支援扶輪社員預防疾病，促進健康。  

1. 提高當地保健專業人士的技能 

2. 推動以防制傳染病的蔓延以及減少非傳染性疾病的併發症為目的的防病計劃 

3. 改善社區的衛生保健的基礎設施 

4. 教育社區人士以及動員他們來防止重大疾病的蔓延 

5. 預防因疾病或受傷導致的身體殘障； 

6. 支援有志從事疾病預防與治療的專業人士攻讀相關領域的課程。  

II. 領取獎助金的資格範圍 

扶輪基金會認爲以下列事項為目的的活動屬於疾病預防與治療的範圍。 

A. 預防及控制傳染病 

1. 提供涵蓋輔導及介紹醫療專家/入院治療的檢查 

2. 教育如何預防疾病的傳染，提供推行預防活動的必需品 

3. 爲了治療和監視病情，提供巡回醫療車和移動式的科技裝備 

4. 支援當地的醫療基礎構造可以支持的醫療器材及設備（包括操作和維修） 

5. 提供預防疾病的手段（預防接種，切除包皮，疫苗接種等防止疾病的計劃） 

6. 提供監視診斷結果和治療經過的科技平臺和訓練 

7. 加強保健人員的業務服務訓練，提供公共衛生教育，改善社區的長期保健活動，提供治療及預防疾

病的方法， 

B. 控制從蚊子或其他病原體感染的疾病 

1. 提供蚊帳以及預防疾病的藥品 

2. 提供保持積水的安全以及防止蚊子繁殖的方法 

3. 建構排水系統防控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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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消滅蚊子以外的媒介 

C. 預防與控制非傳染性的疾病 

1. 爲了防止因疾病或受傷導致身體殘障，提供所需的設備和訓練 

2. 爲了減少慢性疾病的發生與流行，提供社區教育，干預計劃，以及早期檢驗 

3. 爲了治療患者和監視病情，提供移動式的科技裝備和巡迴用車輛 

4. 提供醫療器材及設備（必須有能夠支援操作及維修器材和設備的醫療基礎構造） 

5. 提供救命手術以及解決先天性病患的手術（必須有能夠支援這些活動的醫療基礎構造） 

6. 提供包括預防疾病的非傳染性疾病的治療，改進保健工作人員的訓練，改善社區居民長期健康的公

共衛生教育 

D. 其他活動 

1. 提供在研究所層次攻讀有關疾病預防與治療領域的獎學金 

2. 派遣以教育上述事項為重點的職業訓練團隊 

扶輪基金會認爲下列的活動屬「疾病預防與治療」的範圍之外，因此沒有資格領取全球獎助金。  

1. 專以購買器材裝備為目的的專案（如果社區的醫療基礎架構涵蓋運營及維修器材的計劃則不受此

限） 

2. 不涵蓋教育地主社區人士或建立當地的醫療體系或能力的醫療或手術團隊 

III. 執行成功的人道計劃與職業訓練團隊成功的因素 

全球獎助金必須具有 

1. 永續性 – 在扶輪社/地區完成專案活動之後，社區能繼續致力於預防與治療疾病的需求。 

2. 可測性 –贊助者可以從Monitoring and Evaluation Toolkit （監視與評估工具）選擇標準尺度或者用自

己所定的尺度衡量專案的成效 

3. 社區主導 – 由地主社區依據自行評估的社區所需擬定的專案  

4. 與焦點領域有關聯性– 遵守方針文件（policy document）所下的定義 

IV. 執行成功的獎學金的因素 

全球獎助金支援有事業心的專業人士攻讀研究所層次課程的獎學金。 

扶輪基金會在審核全球獎助金的獎學金時，考慮下列事項: 

1. 申請人在疾病預防與治療領域的工作經驗 

2. 是否相關公共衛生，護理及醫學等與疾病預防與治療領域的高等學位 

3. 申請人是否有相關疾病預防與治療領域的職業計劃 

 

水與衛生 

扶輪支援提供安全的飲用水以及基本的衛生設備的活動與訓練。 

I.   焦點領域的説明與目標 

扶輪基金會以下列方式支援扶輪社員確保社區人士能夠使用水與衛生設備 

1. 幫助所有社區人士都有平等的使用安全的水的權利，改善社區的衛生設備以及改進社區人士的衛生

觀念 

2. 開發社區，提供資金來建設以及維修有永續性的水與衛生系統 

3. 支援以提高社區人士對安全的水，衛生設備和衛生觀念的認識的專案 

4. 支援有志從事相關水與衛生的專業人士進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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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領取獎助金的資格範圍 

扶輪基金會認爲以下列事項為目的的活動屬於水與衛生的領域範圍 

1. 使用安全的飲用水（水的供給與水的品質） 

2. 改善衛生設備 

3. 提高衛生觀念 

4. 爲了確保永續性，社區自行開發及管理水與衛生系統 

5. 依靠妥當的水源進行的水管理以及保障糧食的計劃 

6. 提供用於農作物及家畜生產的水  

7. 支援上述活動的職業訓練團隊 

8. 支援攻讀相關水與衛生領域的研究所層次的獎學金 

III. 執行成功的人道計劃與職業訓練團隊成功的因素 

全球獎助金必須具有 

1. 永續性 – 當扶輪社/地區完成專案活動之後，社區仍能繼續致力於供應水，衛生設備，以及衛生觀

念的需求 

2. 可測性 –贊助者可以從Monitoring and Evaluation Toolkit （監視與評估工具）選擇標準尺度或者用自

己所定的尺度衡量專案的成效 

3. 社區主導 –由地主社區依據自行評估的社區所需擬定的專案 

4. 與焦點領域有關聯 – 遵守方針文件（policy documents）所下的定義。 

IV. 執行成功的獎學金的因素 

全球獎助金支援有事業心的專業人士攻讀研究所層次課程的獎學金。 

扶輪基金會在審核獎學金時，考慮下列事項 

1. 申請人在水與衛生領域的工作經驗 

2. 是否攻讀水利工程/水利科學，水資源管理，保環學，流行病學，寄生蟲學等相關水與衛生領域有

關的學術課程。 

3. 申請人是否有相關水與衛生領域的職業計劃 

 

母親與兒童健康 

扶輪支援增進母親的健康，以及減少不滿五歲的孩童的死亡率的活動 

I.   焦點領域的説明與目標 

扶輪基金會以下列方式支援扶輪社員改進母親與兒童健康  

1. 減少不滿五歲的兒童的死亡率和發病率 

2. 減少孕婦的死亡率和發病率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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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支援有志於從事母親與兒童健康的專業人士進修 

II. 領取獎助金的資格範圍 

扶輪基金會認爲以下列爲目的的活動屬於母親與兒童健康的焦點領域範圍 

1. 提供孕婦的產前護理  

2. 提供孕婦分娩和出產的護理服務 

3. 提供醫療器材給缺乏醫療設備的產科診所和醫院（必須同時提供產前護理和教育） 

4. 以醫生，護士，社區保健人員，兒科保健專業人員，助產士等或訓練這些人士的訓練師為對象，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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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相關母親與兒童健康的訓練 

5. 提供以有助產資格的人或他/她們的訓練師爲對象的訓練計劃  

6. 提供父母和家人有關產前和育兒的指導 

7. 改進或加強現有的社區活動以及/或者促進母親與兒童健康的婦女團體 

8. 提供有關節育，避孕方法，家庭計劃，預防/減少疾病（包括艾滋病，人類乳突病毒（HIV））的輔

導 

9. 特別以青春期的女生為對象的性教育與訓練 

10. 在受益社區裏，以一般人士，傳統的醫療領導人或醫療專業人士為對象，提供以上述事項爲重點的

職業訓練團隊 

11. 提供在母親與兒童健康相關的領域攻讀研究所層次的獎學金 

12. 提供未滿五嵗的兒童的預防接種 

13. 提供婦女或青春期的女生所需的預防接種 

14. 減少母親和未滿五歲的兒童的肺炎，瀉肚，瘧疾，麻疹等病患  

15. 減少婦女的性病傳染（如，艾滋病，陰道癌，淋病，梅毒等） 

16. 預防HIV由母親傳染給孩子 

17. 爲了消除營養失調提倡餵母奶，以及預防營養失調的重要性 

18. 肛瘺矯正手術 

19. 唇裂矯正手術 

20. 救命手術以及治療先天性病患的手術（必須有能夠提供手術及護理的醫療保健基礎構造） 

扶輪基金會認爲以下列活動不屬母親與兒童健康領域範圍，沒有資格領取全球獎助金。 

1. 對地主國建立社會能力上沒有重大貢獻的醫療/手術團。 

III. 執行成功的人道計劃與職業訓練團隊成功的因素 

全球獎助金必須具有 

1. 永續性 –在扶輪社/地區完成專案活動之後，社區仍能繼續致力於供應水，衛生設備，以及衛生觀念

的需求 

2. 可測性 –贊助者可以從Monitoring and Evaluation Toolkit （監視與評估工具）選擇標準尺度或者用自

己所定的尺度衡量專案的成效 

3. 社區主導–由地主社區依據自行評估的社區所需擬定的專案 

4. 與焦點領域有關聯–遵守方針文件（policy documents）所下的定義 

IV. 執行成功的獎學金的因素 

全球獎助金支援有事業心的專業人士攻讀研究所層次課程的獎學金。 

扶輪基金會在審核獎學金時，考慮下列事項 

1. 申請人在母親與兒童健康的領域的工作經驗 

2. 是否包括傳染病學，營養學，公共衛生，推進保健，護理和醫學等與母親與兒童健康領域有關的學

術課程。 

3. 申請人是否有相關母親與兒童健康領域的職業計劃。 

 

基礎教育與識字 

扶輪支援能夠提高所有兒童的教育，兒童及成人識字的訓練計劃與活動。 

I.   焦點領域的説明與目標 

扶輪基金會支援扶輪社員以下列方式提供所有的人都能永遠有接受基礎教育和識字的機會。 

1. 推動社區參與提高社區能力，提供社區的所有人士接受基礎教育及識字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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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增進社區人士的識字率 

3. 減少男女就學率的差距 

4. 支援有志於推進基礎教育與識字的專業人士的進修機會. 

II. 領取獎助金的資格範圍 

扶輪基金會認爲以下列爲目的的活動屬於基礎教育與識字領域的範圍  

1. 能夠就讀良好的小學與中學教育 

2. 提供成人識字教育 

3. 支援識字教學，課程製作以及校務  

4. 改善教學資料以便提供有效的學習經驗 

5. 幫助社區管理教育制度 

6. 支援上述活動的職業訓練團隊 

7. 購買書桌， 但必須附有可以證實使用的詳細計劃，説明書桌能如何改進基本教育與識字 

8. 在研究所層次攻讀與基本教育與識字相關的獎學金 

扶輪基金會認爲以下列事項為目的的活動不屬於基本教育與識字領域的範圍，沒有資格領取全球獎助金。 

1. 限於支援購買器具的專案  

2. 提供社區無永續性的學費或學用品專案 

III. 執行成功的人道計劃與職業訓練團隊成功的因素 

全球獎助金必須具備 

1. 永續性–在扶輪社/地區完成專案活動之後，社區仍繼續致力於職員基本教育與識字的需求 

2. 可測性 –贊助者可以從Monitoring and Evaluation Toolkit （監視與評估工具）選擇標準的尺度或者用

自己的衡量尺度表示專案的成效 

3. 社區主導–由地主社區依據自行評估的社區所需擬定的專案 

4. 與焦點領域有關聯–遵守方針文件（policy documents）所下的定義 

IV. 執行成功的獎學金的因素 

全球獎助金支援有事業心的專業人士攻讀研究所層次課程的獎學金。 

扶輪基金會在審核獎學金時，考慮下列事項 

1. 申請人在基本教育與識字領域的工作經驗 

2. 是否包括教育，識字，教學課程， 特殊教育，校務等與基本教育與識字有關聯的學術課程 

3. 申請人是否有相關基本教育與識字領域的職業計劃 

 

經濟與社區發展 

扶輪支援投資於人，在社區以及人們的生活上創立有永續性與可測性的經濟發展 

I.   焦點領域的説明與目標 

扶輪基金會以下列的活動支援扶輪社員在社區幫助人們樹立永續，可測的經濟環境以及改善生活環境 

1. 鞏固當地的企業家，社區領導，地方團體以及社區聯絡網的能力來支持貧窮社區改進經濟發展 

2. 開發有建設性的工作機會 

3. 減輕弱勢社區的貧困狀況 

4. 支援有志於從事經濟與社區發展的專業人士進修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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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領取獎助金的資格範圍 

扶輪基金會認爲以下列事項爲目的的活動屬於經濟與社區發展領域的範圍 

1. 提供陷於貧窮的人能夠獲得微細貸款或保險（但不限於此）的機會 

2. 提供創業，社區領導，職業及金融知識（但不限於此）的經濟與社區發展訓練  

3. 由村民全體共同籌劃來促進雇用機會（但不限於此）增進收入的小型事業/合作社/社會事業 

4. 開發市場（但不以此為限）幫助農民推進農業開發 

5. 由社區主導的綜合性的社區發展或adopt-a-village（輔導一個村莊）的活動 

6. 支援上述活動的職業訓練團隊 

7. 在研究所層次攻讀社區的經濟發展以及專以社區發展為目的的獎學金 

扶輪基金會認爲以下述為目的的活動不屬於經濟與社區發展領域的範圍，沒有資格領取全球獎助金: 

1. 不包括能夠提高收入的開發社區基礎構造及能力的專案 

2. 美化社區 

3. 建造或改修社區活動中心 

III. 執行成功的人道計劃與職業訓練團隊成功的因素 

全球獎助金必須具備下列因素 

1. 永續性–在扶輪社/地區完成專案活動之後，社區仍繼續致力於支援經濟域社區發展的需求 

2. 可測性–贊助者可以從Monitoring and Evaluation Toolkit （監視與評估工具）選擇標準的尺度或者用

自己的衡量尺度表示專案的成效 

3. 社區主導–由地主社區依據自行評估的社區所需擬定的專案 

4. 與焦點領域有關聯–遵守方針文件（policy documents）所下的定義 

IV. 執行成功的獎學金的因素 

全球獎助金支援有事業心的專業人士攻讀研究所層次課程的獎學金。 

扶輪基金會在審核獎學金時，考慮下列事項 

1. 申請人在經濟與社區發展領域的工作經驗。申請人必須證實他/她的工作如何幫助貧窮或弱勢社區

改進經濟狀況  

2. 攻讀與經濟與社區發展有關聯的學術課程 

a. 有利的學術課程包括具體的經濟與社區發展為重點的社會學科，以及為社會事業或微細貸款為

焦點的工商管理學位 

b. 下列課程也受有利於審核 

i. 以發展當地的經濟爲主的方策 

ii. 以幫助貧窮或弱勢社區解決經濟問題爲主的課程 

iii. 特別以支援社會事業而設計的工商管理碩士學位課程 

iv. 在學科裏或專設課程裏有「社區發展」為學科名的課程 

c. 不成爲考慮對象的學科包括 

i. 純理論或宏觀經濟（micro-level economics） 

ii. 支援一般性事業發展的工商管理碩士學位 

iii. 與社區發展有關，但學科名沒有明言是「社區發展」的課程 

3. 申請人的未來職業計劃是否與經濟與社區發展有關 

a. 有利的課程 

i.  將重點放在改進貧窮及弱勢社區的經濟情況的課程 

ii.  屬於非營利或社會創業領域的課程 

b. 不受優先考慮的課程包括一般性的私人或企業領域的課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