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團法人台灣扶輪出版暨網路資訊協會

新聞稿
2020 台灣扶輪公益新聞金輪獎 記者會
【本報訊】台灣扶輪出版暨網路資訊協會於本日(9 月 3 日)，假台北圓山
飯店 12 樓崑崙廳舉行 2020 台灣扶輪公益新聞金輪獎記者會，由協會理事長陳
弘修前總監主持。
國際扶輪 3461、3462、3470、3481、3482、3490、3501、3502、
3510、3521、3522、3523 等 12 個地區的 12 位現任地區總監謝東隆、黃進
霖、李松江、李文森、周佳弘、張秋海、朱先營、楊肅欣、張鴻熙、馬靜如、
張黃嘉、邱鴻基，在記者會列舉各地區總監 2019-20 年度任內，地區或扶輪社
將舉辦之重要服務計畫，邀請媒體記者採訪並參與，以增進大眾認識，期待民
眾能踴躍參與及廣為支持國際扶輪所舉辦行善天下的各項服務計畫:
一、 助學計畫
1. 3461 地區
生命橋樑助學計劃-輔助即將畢業清寒優秀大學生
2. 3462 地區
生命橋樑助學計畫-獎助即將畢業經濟弱勢學生
3. 3521 地區
生命橋樑助學計畫
二、 扶輪服務
1. 3461 地區
扶輪日—展示國際扶輪根除小兒麻痹成果，舉辦社區服務、反毒遊
行、公益捐助等活動
2. 3521 地區
12 項地區公益服務啟航--腎臟病防治、生命橋樑助學計畫、惜
食、長照服務、反毒宣導、台灣扶輪公益網、乳癌篩檢、食安、
青少年保護、柬埔寨國際服務、根除 C 肝、兒童交通安全宣導
三、 疾病防治計劃
1. 3461 地區
C 肝篩檢計劃、衛教宣導
2. 3462 地區
2019 根除 C 肝，扶輪守護健康計劃
3. 3470 地區
搶救記憶之服務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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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3521 地區
腎臟病防治、長照服務、根除 C 肝、乳癌篩檢
5. 3522 地區
肝病篩檢追蹤治療
6. 3523 地區
扶輪傳愛 消除 C 肝--7 月 27 日孔廟肝炎及肝癌大篩檢
四、 公益路跑
1. 3481 地區
國際扶輪慈善公益-扶助弱勢路跑
2. 3490 地區
根除全球小兒麻痺暨反毒單車公益環島
根除全球小兒麻痺暨反毒公益路跑嘉年華
3. 3501 地區
『扶輪傳愛』公益接力路跑
五、 青少年服務計畫
1. 3461 地區
扶輪之子國、高中清寒學生認養計劃
2. 3481 地區
青少年就業高峰論壇
3. 3510 地區
RYLA 青少年領袖營-衝吧！夢未來-培養領袖特質
4. 3521 地區
青少年保護
兒童交通安全宣導
六、 偏鄉教學計畫
1. 3481 地區
偏鄉英文教育計畫
七、 捐贈計畫
1. 3482 地區
「1919 食物銀行認捐食物包」
2. 3502 地區
全球獎助金計畫--多功能超音波巡迴醫療車捐贈計畫
3. 3502 地區
全球獎助金計畫—環保無動力捐血車捐贈計畫
4. 3510 地區
腦麻零距離慈善大會—捐贈交通車
5. 3510 地區
地區公共形象慈善大會—捐贈交通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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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捐血活動
1. 3482 地區
「推廣捐血計畫」
九、 感恩/慈善音樂會
1. 3501 地區
為愛根除世界小兒麻痺歲末感恩音樂會
2. 3510 地區
國際扶輪 3510 地區扶輪慢飛天使慈善音樂會—捐贈交通車
3. 3522 地區
父親節感恩慈善音樂會
4. 3523 地區
END POLIO--根除小兒麻痺慈善音樂會
十、 環保公益活動
1. 3462 地區
扶輪日舉辦八卦山生態保護暨扶輪之子大遊行
2. 3502 地區
扶輪公共形象活動-扶輪櫻花公園植樹活動
3. 3522 地區
環保植樹愛地球-扶輪家庭野餐日
十一、 國際服務
1. 3490 地區
緬甸 WCS 服務興建學校及大型淨水設備計劃
2. 3521 地區
柬埔寨國際服務電腦教學計劃
3. 3523 地區
尼泊爾國際醫療服務計劃
記者會中由金輪獎籌備會主委阮虔芷總監當選人簡介協會將舉辦之『2020
台灣扶輪公益新聞金輪獎』甄選活動，包括預定於 2020 年 5 月 21 日星期四下
午 1 時至 5 時假聯邦自由廣場國際演藝廳(台北市內湖區瑞光路 399 號 2 樓)舉
辦金輪獎頒獎典禮。凡中華民國境內依法設立之平面報紙媒體、電視新聞媒體
和廣播新聞媒體機構所屬的專業從業人員，自 2019 年 7 月 1 日起至 2020 年 2
月 29 日止發表、刊播有關「社會公益服務」之作品者，均得參選。徵件時
間：2020 年 3 月 1 日～3 月 20 日。獎勵範圍：依平面報紙、電視新聞和廣播
新聞三大類，每類各分「特定題材」(扶輪服務)及「一般題材」
。每類題材各頒
特優獎一名 獎金 10 萬元，優等獎一名 獎金 3 萬元，佳作獎一名 獎金 2 萬
元。總計 18 個獎項，總獎金共計新台幣 90 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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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體記者可與當地之扶輪地區或扶輪社聯絡，報導這些扶輪服務計畫，並
將作品於上開指定日期報名參加此一金輪獎甄選活動，入圍者將受邀參加頒獎
典禮，得獎者現場獲頒獎金及獎座或獎牌。
國際扶輪是世界最大的社團之一，由美國律師保羅．哈理斯創立於 1905
年，在全球共有超過 120 萬名扶輪社員。台灣於 1931 年即有扶輪社，二戰期
間解散、政府遷台後，從 1948 年台北扶輪社創立，迄今已擴展為 12 個扶輪地
區，超過 800 個扶輪社，3 萬 5 千多位扶輪社員，包括政界領袖及工商業菁
英。台北扶輪社社員黃其光在 2014-15 年度成為全世界首位華人國際扶輪社
長，增進台灣的能見度，為國民外交貢獻卓著。國際扶輪結合聯合國、各國政
府及比爾蓋茲基金會等團體，迄今已為超過 25 億名兒童接種疫苗，並已捐獻
19 億美元，即將把小兒麻痺病毒從全球根除。行善天下、扶助弱勢是國際扶輪
各扶輪社年度的服務使命，連結世界，愛心廣披。期盼堅守新聞崗位的各位優
秀媒體記者，秉持新聞良知，多加報導增進社會正能量的行善天下服務計畫，
讓社會更和諧，人間更溫暖，愛心翻轉全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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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扶輪出版暨網路資訊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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