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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現你的夢想獎」線上分會報告表 

 

爲什麼我們要做出這樣的改變? 

 
使用個別分會的 PDF 上報表向地區或專區提交報告的系統對於專區主委而言並不容易管理. 當分會表示她

們已完成 PDF 表格時, 而送達的表格卻可能是空白, 或者只有部分填寫完成. 這使得我們更難準確地取得分

會參與的情形, 我們希望獲得最佳訊息並適當地給予分會表揚. 此外, 將報告過程改為線上作業意味著這個

報告將與其他的報告,「夢想它, 實現它」和「大目標加速專案」相同. 

 

這個程序有什麼改變? 

 

專區主委將不再向每個參與的分會收集個別的分會上報表. 分會將通過線上報告表直接向 SIA 總部報告分

會的工作, 分會和適當的專區主委將收到一份分會報告的副本. 此外, 分會可以在提交報告後再回去修改自

己的報告, 使分會有更多的彈性.  

 

我們不再接受以郵寄、電子郵件或傳真寄來的 PDF 表格, 你專區的主委也是一樣. 爲了確保分會的參與能

夠獲得適當的獎勵, 我們必須通過線上報告表來提交所有的專案資料. 

報告程序的截止日期是否有變更? 

分會提交「實現你的夢想獎」報告的截止日期沒有改變. 

 
分會提交「實現你的夢想獎」報告的截止日期沒有改變. 有地區的專區仍然是 2 月 1 日; 沒有地區的專區

則是 2 月 15 日. 各專區將於 3 月 15 日前提交報告.  

 

我在哪裏可以找到報告表的連結? 
 
分會報告表的連結*:  https://form.jotform.com/liveyourdream/lyda-club-reporting 
 
線上報告表第一頁的頂部有一個切換開關, 你可用來選擇你想要的語言. 

 

蘭馨會是一個全球性志工組織                                                            

為婦女與女孩提供獲得經濟賦權                                                        

所需的教育和訓練 

 

 

https://form.jotform.com/liveyourdream/lyda-club-reporting


「實現你的夢想獎」分會報告表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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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語言的版本, 可以在已翻譯的資源語言網頁中 “活動計劃” 部分中找到. 其中還有所有語言的最新分

會工具箱連結. 即將出版的最新一期「婦女良友」 和在社群媒體上都將會分享提交報告的連結.  
 
在報告截止日期接近時, 我們也會傳送一封電子郵件醒你透過適當的連結在線上提交報告. 

 

表格有什麼不同? 

 

大部分的問題都沒有改變! 你仍然需要提供分會的基本資料, 以及分會參與情況的相同資料, 例如你頒發的

獎項數量、資助金額、提供給得獎人的任何額外支持, 以及得獎者的姓名和聯繫資料. 

 
你需要什麼?  

這份表格是一個線上報告表, 因此你需要網際網路的連線和設備才能完成.  

你仍然需要提供第一名獎項得獎人的申請書和推薦表副本, 以便得獎人可以進入更高層級的評審. 你需要

將申請書上傳到報告表中, 因此你必須在電腦上存有一份你的分會第一名得獎人的申請書, 你可能需要下

載、掃描或將資料經由電子郵件儲存到你的電腦上.  

如果我不是一個精通科技的人怎麼辦? 

我們希望即使你不是一個精通科技的人也不會有困難填寫這份表格! 通過我們的影片、印刷資源、訓練有

素的專區主委和活動工作人員, 我們的目標是提供支持. 如果你可以上傳文件到電子郵件或在網站線上註

冊一個活動, 我們相信你將能夠通過線上報告表提交你分會的參與情況和獲獎者資料.  

但是, 如果你是「實現你的夢想獎」的分會主委, 而且真的很不願意填寫這份表格, 或你沒有電腦, 我們建

議你請其他願意協助填寫報告表的分會會員來幫助你.  
 

如何得到更詳細的訊息? 

這些訊息也可以在所有語言的活動資源網頁上找到.  

如果你需要幫助, 請發送電子郵件至 LYDAwards@soroptimist.org, 我們將會很樂意爲你提供協助.   

https://www.soroptimist.org/for-clubs-and-members/resources-and-information/translated-resources/chinese/index.html#program
mailto:LYDAwards@soroptimist.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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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寫表格 

如何儲存你的表格 

在報告表的底部, 你可以點擊這個箭頭來顯示如何儲存你的申請資料的說明, 以便你稍後返回. 你甚至不需

要建立一個新帳戶就可以做到這一點, 只要閱讀說明並照著做即可! 

建立新帳戶並非必要! 你只要點擊一下 “儲存”, 然後點擊該方框底部的藍色文字, 上面寫著 “跳過建立新帳

戶”. 

請輸入你的電子郵件地址, 系統將向你發送一個連結, 並將你所有的資料儲存, 或者你可以複製該連結並將其儲

存到某處, 以便稍後造訪.  

 

繼續到下一部分 
 
你可以點擊底部的 “下一步” 以進入下一頁. 你必須先完成所有的工作才能繼續.  



「實現你的夢想獎」分會報告表資料 

 

 

 

©國際蘭馨交流協會美洲聯盟® 2022 年 9 月      4之17頁 

現在, 我們來看看線上分會報告表:  

從報告連結中, 你可以看到一個下拉式功能表, 你可以從中選擇你要的語言. 

 

 
 
 

請閱讀說明! 
 

正如你所看到的, 表格一開始就有一些簡短的說明, 包括提醒你要確保你的電腦上存有一份你分會第一名

得獎人的申請書. 你將需要上傳這份申請書以完成提交報告, 如此也才能將你的得獎人包括在專區獎項的

評審中, 因此提交所有相關資料, 包括推薦表是非常重要的. 此外, 請查閱貨幣計算器, 以便在填寫表格時輸

入美元金額. 在這份說明中, 我們提供了一個貨幣計算器連結, 以協助你換算成美元.  

第 1 部分: 分會名稱和分會編號 

1. 輸入你的分會名稱和分會編號 - 不確定你的分會編號嗎? 請使用搜索框, 輸入你的分會名稱來查找

你的分會編號. 

2. 請從下拉式功能表中選擇你的專區. 
3. 輸入你的姓名和電子郵件地址. 

點擊網頁底部的 “下一步” 或 “儲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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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部分: 活動相關問題 

請回答有關你的活動的問題.  

表格首先詢問你的分會收到多少申請書, 包括經由電子郵件、傳真、郵寄或親自送達等方式. 

接下來, 系統會詢問你的分會獎勵了多少名得獎人, 你將從下拉式功能表中選擇得獎人數. 

如果超過 15 人, 請寄電子郵件給我們以獲得進一步的指示 (並祝賀你的活動非常成功!) 

然後, 你會被問到你的分會頒發了多少獎勵金額, 請務必換算成美元輸入. 

系統會要求你將金額換算成美元. 在你開始報告之前, 請使用這個計算器來幫助你將金額換算成美元. 

你還會被問到你的分會為這項活動投入了多少志工服務時數, 以及花了多少金額 (以美元計算) 來管理這項

活動. 請勿將頒發的獎勵金額本身包括在這個總額中! 

點擊網頁底部的 “下一步” 或 “儲存”.你也可以隨時使用 “返回” 按鈕, 回頭修改你的資料. 

 

https://www.bankrate.com/investing/currency-calcula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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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部分: 貴分會是否提供額外支持? 

下一頁詢問你的分會是否提供現金獎勵以外的任何支持給今年或過去幾年的得獎人.  

如果你選擇 “是” , 你將會有更多的問題需要回答. 請注意, 如果你在提供額外支持問題選擇 “是”, 則你必須

在每個答案框中輸入一個數字, 如果你的分會沒有向任何得獎人提供某種類型的支持, 你就輸入 0. 同樣地, 

你必須在 “其他” 框中輸入一些內容. 因此, 如果你的分會沒有提供任何其他類型的支持, 請務必輸入 “不適

用”. 

如果你選擇 “否”, 則此部分就已完成.  

點擊網頁底部的 “下一步” 或 “儲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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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 部分: 獎項得獎人 

在「獎項得獎人」頁面上, 系統會要求你提供頒發給每個獎項得獎人的金額以及她們的連絡資料.  

根據你之前在報告表中提供的訊息, 系統就會出現同樣數目的空格讓你將各個得獎人的資料輸入到報告表

中. 因此, 如果你選擇你的分會頒發了五個獎項, 你將會看到五個空格來輸入得獎人的資料.  

點擊 “第一名”右側的箭頭以顯示所需要的訊息.  

提示:  

• 地址行 2 和地址行 3 並非必要, 可以空白. 
• 如果你不確定你國家/地區的電話國家代碼, 可以在此處查找.  
• 請不要在電話號碼中加入破折號. 

• 如果得獎人沒有電子郵件地址, 請輸入 “沒有電郵”. 

請上傳得獎人的申請書和推薦表.  

有兩種方法可以上傳資料: 

• 將文件檔拖放到框中 
• 點擊 “瀏覽文件”, 然後從你的電腦中選擇要上載的申請書.   

*請務必上傳申請書和推薦表資料, 只有申請書但沒有推薦表將視為資料不完整, 沒有資格爭取專區或聯盟的獎

項. 你可以為第一名得獎人上傳盡可能多的有關文件. 

你的報告表副本, 包括該申請書將發會送給你專區的「實現你的夢想獎」主委, 以便你的得獎人可以被納入

更高層級的評選.  

填寫完第一名得獎人的所有資料後, 你就可以繼續下去. 如果你還有其他得獎人需要報告, 請點擊 “其他得

獎人 1” 右側的箭頭, 然後填寫有關資料. 繼續此步驟, 直到完成所有得獎人的報告. 你不需要上傳其他得獎

人的申請書和推薦表資料. 

點擊網頁底部的 “下一步” 或 “儲存”. 

 

https://countrycode.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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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 部分: 驗證和簽名 

我們快要完成了! 接下來, 你將閱讀一系列的聲明, 並點擊表示你同意這些聲明, 而且同意這些聲明是真實的, 包括被

列為得獎人的婦女已被告知其獲獎情況, 已收到了她們的現金獎勵, 並直接獲得了現金獎勵.  

如果你的分會尚未頒發現金獎勵給你的得獎人, 該怎麼辦?  

• 請儘快頒發, 無需等到頒獎典禮或任何其他時間. 你可以先將獎金匯出, 然後安排以後的時間舉行慶祝活動.  

• 如果你的分會尚未頒發獎金, 而你必須在截止日期前完成報告, 請在方格中打勾, 但請確保你有一個明確的計

畫, 得獎婦女何時會收到獎金. 她們指望著這筆款項來完成她們的教育, 不要讓她們失望!  

接下來, 你要確認不止一名分會會員參與了這個獎勵過程, 你也同意參與這項活動的定義, 並確認分會會長了解此表

格所報告的內容, 最後, 你同意表格上的所有內容 並據你所知, 所填寫的內容都是正確的.  

請提供其餘的所需資訊. 

• 接下來, 輸入你的姓名並在表格上簽名. 要在表格上簽名, 請點擊簽名框中的任何位置, 然後按住滑鼠來簽署

姓名.  

• 填寫今天的日期時, 你可以點擊右側的小日曆圖標, 然後選擇日曆上的日期, 而不用輸入數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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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部分完成後, 你就可以開始檢查了  

• 在表格底部顯示 “儲存或查看” 的地方, 點擊圓圈中的三角形來打開儲存報告的說明.  

• 如果你不想儲存你的資料之後再回來填寫, 則請點擊 “查看回答”. 這將會帶你到你已完成的回答. 如果你有任

何需要更改的內容, 你可以查看你的答案然後返回去修改. “查看回答”.  
• 請查看你所有已完成的回答. 如有需要, 你可以返回更改.  

 

 
 

 

查看完答案後, 向下滾動到最底部, 然後點擊 “提交” 按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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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謝你 – 你已經完成了「實現你的夢想獎」線上分會報告表! 
 
如果你需要幫助, 請發送電子郵件至: lyda@soroptimist.org, 我們將會很樂意爲你提供協助. 

mailto:lyda@soroptimist.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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