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由各項活動
達到社會和經濟的賦權,
進而改善婦女與女孩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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蘭馨會慶祝成功獎 – 分會說明及參賽表
蘭馨會慶祝成功獎旨在表揚傑出的分會專案. 這些分會專案經由各項活動改善婦女與女孩的生活進而使她們得
到社會和經濟的賦權, 或者這些專案提升了蘭馨會的聲譽, 讓大眾知曉蘭馨會是一個改善婦女與女孩生活的組
織. 蘭馨會慶祝成功獎表揚各蘭馨分會在支持SIA 策略計劃的四個支柱中每個類別的最佳實施專案. 這四個支
柱類別是: 基金籌募、會員擴展、活動計劃和社會知名度. 蘭馨會慶祝成功獎必須於每年的七月一日前送交至
專區以表揚該分會年度的傑出分會活動.
此獎項的設計在表揚各專區的最佳實施專案, 同時也表揚整個蘭馨會中總體表現最優異的最佳實施專案. 每個
專區將在四項支柱類別中選出每一個類別的優勝者, 然後再由所有專區的優勝者中選出聯盟的四個優勝者. 聯
盟的四個優勝者所推行的專案即為蘭馨會的最佳實施專案 -- 也是值得所有分會學習和讚美的專案.
參賽表格必須於七月一日當天或之前送交專區主委.
專區主委姓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專區主委電郵地址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專區主委郵寄地址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如專區主委的資料未於上方列出, 則請查閱SIA 的主管通訊錄 www.soroptimist.org.

參賽訊息
•
•
•
•
•
•
•

參賽資料必須在七月一日當天或之前寄達指定的專區.
參賽資料可以用一般郵寄或電子郵件方式傳送.
在參賽表中所列的專案必須是正在執行中的, 或是在七月一日以前結束並完成評估的專案.
分會可以送交去年已參賽的專案, 但條件是這個專案是仍在持續進行中, 並且在上次參賽時並不是專
區或聯盟的得獎者.
送交參賽專案必須有分會會長的授權. 因為參賽表格是電子式表格, 所以在簽名欄內輸入姓名即代表
簽名.
我們歡迎分會之間共同合作的專案來參賽, 但每個合作的專案請務必僅送交一份共同的參賽表格.
每份參賽表格僅限陳述一個專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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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分會可以送交輔助材料, 例如照片或新聞剪報, 但請在上面註明分會和專案名稱. 這些輔助材料恕不
退還.
如果分會希望以一個專案參賽多個類別, 則請分別送交各個參賽類別的表格以提供該類別所需的特定
資料.

評審訊息
參賽專案的評審在專區和聯盟層級將使用同一個標準. 評審時有一般項目的評定, 也有每一個類別更明確標準
的評定. 參賽資料必須針對每一個類別所要求的資料來送交. 參賽專案將根據以下的標準來評審:
•
•
•
•
•

該專案嘉惠婦女和 (或) 女孩, 或者該專案提升了蘭馨會的聲譽, 使大眾知道蘭馨會是改善婦女與女
孩生活進而使她們能得到社會和經濟賦權的一個組織.
該專案支持SIA致力於提升聯合影響力的目標.
該專案具有創意性和創新性.
該專案達到了設定的總體目標和細部目標.
各個類別 (請參閱以下所列) 的明確要求.

申請類別
基金籌募: 這個類別表揚的分會募款專案是具有創意, 有良好成效並支持以婦女與女孩為重點的活動, 也可
以包括支持聯盟的活動. 募款專案也應該要能夠提高大眾對蘭馨會宗旨的認識, 能引起社區參與並提升蘭馨會
正面的形象. 參賽資料必須包括以下所列：
•
•
•
•
•
•
•

基金籌募項目所需的資料要說明:
此專案和活動的支出費用.
總收入 (售票收入、贊助金額、捐款、與募款同時進行的活動所募集到的金額, 例如: 活動期間舉行
的摸彩或拍賣活動).
淨收入 (所得款項總額減去支出費用).
有關分會基金籌募活動的輔助資料:
利用分會基金籌募活動淨收入來支持的其他專案清單, 清單中要列出專門分配給各個專案使用的金額.
指明分會是否將基金籌募活動募得款項的10% 捐獻給「分會捐贈」以支持聯盟活動來幫助我們聯盟所
有國家中的婦女與女孩.

會員擴展: 這個類別表揚具有創意性和創新性的分會招募與保留方面的活動, 且活動能增加分會會員人數和
(或) 改善會員的經驗. 這類活動的例子包括: 招募活動、新會員簽名加入活動、舉辦創新的會議、提供發展
領導能力和專人輔導的機會以及執行分會的定期評估. 參賽資料必須包括以下所列:
•
•
•

所舉辦的活動如何確實地增加了分會會員的人數和 (或) 改善了會員的經驗.
列出所使用的SIA資源及任何外界資料的清單.
提供至少兩名現任會員對此活動的證言, 但這兩名會員必須目前沒有擔任任何幹部職位.

活動計劃: 這個類別表揚經由活動來改善婦女與女孩的生活進而使她們得到社會和經濟賦權的分會專案. 專
案應要針對解決教育機會、貧困、對婦女暴力或其他影響社會和經濟賦權的問題來改善婦女和(或)女孩的生活
. 參賽資料必需包括以下所列:
•

請說明專案要解決的問題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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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解決問題所使用的方法.
專案的影響力, 包括幫助了多少婦女或女孩, 並描述這些婦女與女孩的生活如何因為這項專案而得到
改變.
描述分會會員參與的情形.

請注意, 蘭馨會慶祝成功獎將優先給予蘭馨會夢想活動. 我們鼓勵各分會繳交參賽資料是針對執行SIA所提供
的「實現你的夢想獎」和「夢想它, 實現它」以外的活動. 表揚分會夢想計劃專案的原則:
•

實現你的夢想獎 – 分會提供財務獎勵將不會得到蘭馨會慶祝成功獎表揚. 參賽項目的評審將依分 會
增加「實現你的夢想獎」對得獎者的影響所做的各項工作來評量. 參賽活動可以包括努力 提供額外的
教育或訓練機會, 對得獎者的指導, 工作方面的協助, 提供持續性支持的長期計劃等.

•

「夢想它, 實現它」 – 蘭馨會慶祝成功獎參賽項目的評審將依據分會為既有的「夢想它, 實現它」活
動添加新層面, 或為參與活動的女青年提供持續的指導和支持所做的各項工作來評量.「夢想它, 實現
它」專案必須使用「夢想它, 實現它」的課程資料和評估表, 並將評估結果提交到SIA總部.

社會知名度: 這個類別表揚分會所做的努力以提升大眾的認知, 了解SIA的宗旨在於改善婦女與女孩的生活,
以及分會為支持這個宗旨所做的工作. 這個類別的重點並不在於宣傳某項活動或某個專案, 而在於分會一整年
為提升知名度所做的整體努力. 這類活動的例子包括: 加入及支持實現你的夢想線上社群; 使用聯盟製作的工
具和資源來提高SIA活動的知名度或使用這些資源在其他以婦女與女孩為重點的專案中; 維持具有專業水準,
吸引人並倡導蘭馨會宗旨的網站等等. 參賽資料必需包括以下所列:
•
•
•

宣傳分會及SIA宗旨所採取的步驟 (例如: 分會是否準備了有關以宗旨為重點工作的新聞稿, 使用社群
媒體, 購買廣告版面, 散發傳單等等?).
這些行動在哪些方面幫助提高分會及SIA的公眾形象.
分會致力於提高知名度所獲得的成果 (例如: 分會獲得多少獎項申請人, 新會員或捐款? 如果分會募
得了基金, 分會是否有捐款給「分會捐贈」? 分會是否鼓勵大家登記加入實現你的夢想線上社群? 請
提供任何一項分會覺得是因為自己致力於提高知名度所帶來的所有成果).

獎項
每個專區將會頒發四個獎項  每一個類別各有一個得獎者. 專區的四個得獎者都將會得到一張獎狀並在專
區中得到表揚. 蘭馨會的理事會將從所有專區的得獎者中選出各個類別的最佳專案. 聯盟的優勝者將於年會中
或總監圓桌會議中公佈及表揚. 除此之外, 這些優勝者還將會在蘭馨會的網站上和婦女良友 新聞通訊中獲得
褒獎.
唯有真正最佳實施的專案才會得到專區或聯盟等級的頒獎. 各個獎項的頒發由評審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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蘭馨會慶祝成功獎
參賽表
截止日期: 七月一日
填寫完成的參賽表必須於七月一日前送達專區主委. 截止日期之後收到的參賽表將不列入獎項的評審. 分會可
送交輔助資料, 如: 剪報或照片, 但恕不退還. 請勿將資料放於活頁夾或檔案夾中送交.
填寫時請打字或書寫工整.
分會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分會號碼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專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送件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白天聯絡電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電郵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送交專案必須分會會長授權. 可接受打字輸入的簽名.
分會會長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簽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白天聯絡電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電郵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專案資料
專案名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建立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參與此專案的會員人數 __________________ 分會會員總人數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020-2021分會花費於此項專案的基金總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020-2021分會投入於此項專案的會員總時數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請勾選參賽的類別. 限選一個類別.


基金籌募



活動計劃



會員擴展



社會知名度

專案說明
請說明此專案如何嘉惠婦女與女孩, 或如何宣傳蘭馨會是幫助改善婦女與女孩生活的一個組織, 以及此專案的
影響和成果. 請參閱送交參賽資料的要求並附上該類別所需的所有資訊. 說明內容不得超過兩(2)頁打字的頁
面.
請以一般郵件或電子郵件將參賽表寄至:
專區主委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電郵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專區主委地址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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