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 周年線上慶祝大會

附件一

(主辦單位:國際蘭馨交流協會世界總會)

世界慶典，一起同歡吧!
國際蘭馨交流協會世界總會將在今年 10 月，慶祝成立 100 周年! 蘭馨
會在過去 1 世紀以來，致力於改善全世界婦女與女孩的生活，這絕對是
件值得慶祝的事情!
各聯盟共襄盛舉的年度盛事將在 2021 年 10 月 1 至 3 日(依時區)展開；
屆時所有會員將一同歡慶蘭馨會 100 歲慶祝大會。雖然在疫情肆虐之
下，我們無法親臨現場參與盛會，但我們也不希望會員們錯過相聚的機
會。因此，我們將以線上方式齊聚一堂，紀念我們為全球婦女發聲的
100 年，同時在邁向璀璨未來的路上，留下難忘和激勵人心的回憶。
這是你與全球蘭馨會員相見歡、從專題演講中獲得啟發，並從會員討論
中獲取新見解的機會。
現正開放註冊 100 周年慶祝大會，我們鼓勵大家盡早報名，以享有最優
惠的價格!

大會詳細資訊
註冊方案與費用
 一般註冊







贊助 100 周年:$100 美元







早鳥票:$40 美元 (即日起至 6 月 14 日)
一般票:$50 美元(6 月 15 日至 9 月 14 日)
最後一刻:$75 美元(9 月 15 日至 10 月 2 日)
可參加所有活動

活動註冊(1 名)
參加由 SI 世界總會主席雪倫·費雪與歷屆前主席主持的璀璨未來
線上歡迎會，日期待定。
您的名字將登載在 SI 百年活動贊助網頁。

贊助平權之路: $250 美元

附件一





包含贊助百周年方案的所有權益。
在大會活動短片中置入您或您分會向全球會員問候的片段

贊助全球之聲: $500 美元




包含贊助 100 周年、平權之路方案的所有權益。
選擇任一位 SI 前主席，進行客製化的線上分會參訪或會談。
有機會擔任大會分組討論的主持人(名額有限)。

100 周年線上慶祝大會日程表
第一天 台灣時間 10 月 2 日
開幕典禮
聆聽我們的聲音
我們昏黃的過去－百年回憶
分組討論 1－故事分享

第二天台灣時間 10 月 3 日
我們的全球影響力
專題演講
閉幕慶祝活動
分組討論 2－專題討論

大會將依所在地時區於 2021 年 10 月 1 至 3 日舉行，並提供多
種語言翻譯。大會詳細資訊顯示在註冊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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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冊頁面資訊
選擇您欲註冊的語言與時間
中文－選項 1:太平洋標準時間 10 月 1 日至 10 月 2 日晚上 8:00


選擇註冊方案

一般註冊: (早鳥優惠: $40 美元) *10/2 至 10/3 的活動入場資格。
贊助 100 周年: ($100 )
贊助平權之路: ($250)
贊助全球之聲: ($500)
 選擇欲參加之主場活動
註冊費用含兩天活動的主場活動入場資格，請讓我們知道您是否會全場
出席或是只參加其中一天的活動。
第一天 主場活動
2021/10/02 上午 11:00～下午 2:00 (台北時間，採線上)
第二天 主場活動
2021/10/03 上午 11:00～下午 2:00 (台北時間，採線上)
 選擇欲參加之分組討論
註冊費用含兩天活動的分組討論入場資格，請讓我們知道您是否會全場
出席或是只參加其中一天的活動。
第一天 分組討論
2021/10/02 下午 2:00～下午 3:00 (台北時間，採線上)
第二天 分組討論
2021/10/03 下午 2:00～下午 3:00
 獎學金基金(選填)
請由此捐款獎學金基金，讓所有會員都可以順利參加本次大會。
獎學金基金(每$40 美元捐助 1 名與會者)－任意增加欲捐助的獎學金名
額。
 輸入優惠券 (不用輸入)
 重要資訊

金額均以美金計算

附件二

SI 百年線上慶祝大會報名表
活動日期:2021/10/2～10/3
舉辦方式:線上大會
主辦單位:SI 國際蘭馨交流協會世界總會
隸屬分會
中文姓名

(範例:王小明)

英文姓名

(範例:Xiao-Ming , Wang)

住 址
手 機
E-mail
一般註冊

勾選
註冊方案



早鳥票:$40 美元 (即日起至 6 月 14 日)



一般票:$50 美元(6 月 15 日至 9 月 14 日)



最後一刻:$75 美元(9 月 15 日至 10 月 2 日)

贊助 100 周年:$100 美元
贊助平權之路: $250 美元
贊助全球之聲$500 美元
信用卡號:

付款方式

信用卡有效期限(月/年):
信用卡上英文姓名:
信用卡背面末三碼:

※敬請各分會會長或資訊長利用此報名表，協助會員線上註冊；註冊完畢後，報
送總會秘書處已完成報名名單。

附件三

SIA 百年線上慶祝大會報名表
活動日期:2021/9/26～9/27
舉辦方式:線上大會
主辦單位:SIA 國際蘭馨交流協會美洲聯盟
隸屬分會
中文姓名

(範例:王小明)

英文姓名

(範例:Xiao-Ming , Wang)

會員編號:

E-mail
註冊資訊
是否同步更
新您的電子
郵件地址?



早鳥票:$40 美元 (即日起至 7 月 2 日)



一般票:$50 美元(7 月 3 日至 9 月 17 日)



最後一刻:$75 美元(9 月 18 日至 9 月 26 日)

是，請同步更新郵件地址
否，不用更新郵件地址
信用卡號:

付款方式

信用卡有效期限(月/年):
信用卡上英文姓名:
信用卡背面末三碼:

注意!請使用個人電子郵件地址註冊，不可用分會或團體電子郵件地址註冊。
※完成註冊後，將發送專屬 Zoom 線上會議連結至您註冊的電子郵件信箱。
※敬請各分會會長或資訊長利用此報名表，協助會員線上註冊；註冊完畢後，報
送總會秘書處已完成報名名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