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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 際 蘭 馨 交 流 協 會 美 洲 聯 盟 ®  

 
 

SIA 2023-2024 候任主席候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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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IA 候任主席履歷表 

2023-2024 
 

 格洛麗亞 “金潔” 科爾 (Gloria “Ginger” Cole), 教育學博士 
卡米諾瑞爾專區, 洛杉磯分會 

 
蘭馨會經歷 (包括重要分會、專區、聯盟和國際性活動服務的經歷及日期): 
 

聯盟/專區層級 分會層級 
• 2022-2023 SIA 祕書長/財務長 
• 2021-2023 SIA 理事 
• 2020-2021 專區議事議員 
• 2018-2020 甫卸任總監  
• 2016-2018 專區總監   
• 2014-2016 專區候任總監   
• 2012-2014 專區祕書長 

 
• 2011-2012 分會會長 
• 2010-2011 分會第一副會長 

 

 

教育背景: 
 

教育學博士, 教育領導系 

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 

碩士, 教育行政 

加州州立大學洛杉磯分校 

學士, 教育行政 

加州州立大學洛杉磯分校 
• 加州行政服務證書, 幼稚園到大學的年級 

• 加州幼稚園至八年級教學證書 
 
職業與專業經歷: 
 

• 總裁/教育顧問 –科爾阿萬特聯營公司 – 2002 至今 
o 設計、開發和舉辦講習班和研討會, 為家庭提供有關加州公立學校系統的資訊, 使父母能夠成功地支

持孩子的教育.  

• 教育顧問 –美國教育解決方案 – 2012 至今 
o 在接受美國教育部「磁性學校援助計劃」資助的學校擔任外部評估員/現場訪問員, 工作內容包括: 

記錄磁性主題的執行情況; 報告課堂上為實現公平和多元化所做的努力; 根據資助申請驗證執行的真

實性; 並就工作人員的角色、日程安排和專業發展與工作人員面談. 

• 行政官員 –洛杉磯聯合學區 – 至退休 (服務 34 年) 
o 補助款提案撰稿人/代理主任/統籌員, 學生整合服務; 洛杉磯縣教育、課程和教學服務辦公室顧問; 計

劃評估和研究處協調員/評估員; 校長; 校長助理; 教師顧問; 主任教師; 老師. 
 
其他組織主管職務/理事/會員: 
 

• 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 (UCLA), 教育領導系校友會理事會理事 (2018-2019). 
• 美國磁性學校, 第八區主任 (2014-2016) (亞利桑那州、加州、內華達州、愛達荷州、奥瑞岡州、華盛頓

州、阿拉斯加、夏威夷、美屬薩摩亞、馬里亞納群島和太平洋託管領土).  

• 德爾塔-西格瑪-希塔 婦女聯誼會 (國際服務聯誼會, 成立於 1913 年) - 會員, 自1971 年                              
富希爾校友分會 (1991 至今) - 創會會員/主席; 遠西地區 - 主席/提名委員會、秘書、記者、時事通訊編輯; 帕

薩迪納校友會 (1976-1991) - 第一和第二副會長、記錄和通訊秘書、財務長   
 



 
 

候選人陳述 
 
請在陳述中回答以下問題 
 

您的背景、訓練、教育、經歷和興趣中有哪些資歷使您符合擔任 SIA 主席? 
• 背景和經驗 — 課外活動的機會和社區服務一直是我生活的標誌. 我曾在兩個具有變革意義的公共服務 (志工) 

組織中擔任領導者, 並且我了解組織治理體系. 我也了解人際關係、合作、聯接、承諾、激情和熱情的強大

影響力. 我做為教育顧問和補助款提案撰稿人的經歷培養了我大量可轉移的技能, 我每天都在使用這些技能: 

好奇心、靈活性、強大的溝通/寫作/聆聽技巧、人際關係能力和努力工作的能力. 

• 教育和訓練 — 我知道在獲得博士學位後繼續進修的價值, 並了解在退休後重新調整生活以更好地幫助成年

人為他們自己和他們的子女在教育系統中導引的價值. 我的日常生活和職業體現了我們蘭馨會的願景, 即通

過提供教育機會來為婦女與女孩的生活產生正向影響. 做為一名專業的個人發展訓練師, 我能夠: 與專家和廣

大的社區合作, 提供專業知識; 鼓勵回饋意見和協作; 解決問題並做出決定; 並賦權他人相信自己和他人, 如果

我成為我們組織的領導者, 這就會是我的做法. 

• 興趣 — 除了志工服務外, 我還喜歡旅行、聽音樂會、去現場表演劇院和參觀博物館. 我對蘭馨會的興趣始於

我和一個朋友去蘇格蘭旅行, 在那裡有人介紹我認識了國際蘭馨交流協會. 我受到這個組織宗旨的啟發, 我想

了解從地方分會到國際層級對全球產生影響的各個方面. 我們是一群非凡的女性 (和男性), 在世界各地為我

們全心全力支持的慈善事業而努力. 蘭馨會的工作與我個人幫助他人的願望相一致, 我想成為對我們組織未

來產生積極影響的 “領導者”.   
 
您將如何利用您的技能和經驗, 幫助領導 SIA 達成我們 2021-2031 的大目標, 即通過提供教育機會來為五十萬名婦女

與女孩的夢想投資? 

 
做為一名教育工作者, 我對教學和學習充滿熱情. 我曾有機會與中國、日本、蘇格蘭、意大利、牙買加、加勒比

海地區和新加坡的人士討論富有意義的教育問題. 在這些地區中的每一個地方, 我都遇到了懷抱相同目標, 要為夢

想投資的傑出人士. 在每次交流之後, 我都對自己在蘭馨會所做的工作更加充滿熱情. 

 
做為一名服務型領導者, 我喜歡賦權他人, 並將繼續與理事會和會員一起努力以實現我們的宗旨. 我很自豪能夠成

為我們各項工作的擁護者, 努力提高聯合影響力、向需要我們幫助的社區伸出援手, 並推廣蘭馨會品牌. 很重要的

是, 在我們前進的過程中, 要善用每個專區和分會的做法, 記住要: 

• 相互交流 — 歡笑、聯誼、一起工作、尊重我們豐富的傳承和多元化 

• 了解是什麼給每個會員帶來喜悅 — 對我來說, 就是結識來自世界各地會員的機會 

• 找出適合每個地區的目標 — 我們不是一個 “統一規格、一體適用” 的組織. 需求因地點而異 

• 尊重每個專區人員的專長和經驗 
• 尊重會員的想法和建議 

 
您為什麼想要擔任 SIA 主席? 您有哪些特質可以幫助您做好主席的職位? 

  
對我來說, SIA 的特別之處是你們大家, 每一位會員! 多年來, 無論我走到哪裡, 我都有幸結識了許多傑出的女性, 

她們對自己的社區充滿熱情, 她們也代表了我們組織的真正原則. 

 

如果能夠領導這個充滿奉献精神、熱情、具有前瞻性思維的會員所組成的組織, 實踐改善我們聯盟各地婦女與

女孩生活的宗旨, 將是我最大的榮幸. 我相信我具備成為一名有效領導者所需的特質、技能和經驗, 並將以正

直、智慧和承諾來代表我們的組織. 

 



 
 

2023-2024 SIA 候任主席履歷表 
 

 
姓名: 蘇·黎尼 (Sue Riney) 
 
西北專區, 橡樹港分會 會員                                  
 
蘭馨會經歷 (過去十年): 

SIA「遠大夢想」活動大使, 2021-2023 
SI「全球之聲」委員會委員, 2020-2021 及 2022-2023 
SI 公共關係聯絡人, 2020-2021 及 2022 
橡樹港分會會長, 2021-2022 
SI 紀念一百週年全球活動聯合主席, 2021 
SIA 2020 雙年會聯合主席, 2020 
SIA 派任 SI 倡導委員會代表, 2018-2019 
西北專區會員擴展主委, 2016-2018 
SIA 財務長, 2015-2016 
SIA 法律與決議委員會主委, 2014-2015 
SIA 理事, 2014-2016 
SIA 基金籌募委員會委員, 2012-2014 
 
教育背景: 

西華盛頓大學休閒活動與公園管理學士學位 

 
職業與專業經歷: 

富國銀行副總裁暨專案經理, 2004-2020 
西北太平洋銀行副總裁暨產品經理, 1996-2004 
西部國際銀行儲蓄部行政經理, 1980-1996 
黎尼 (Riney) 製作服務公司合夥人, 2003-2020 
 
其他組織主管職務/理事/會員 (過去十年): 

蕙德貝長老教會理事, 2020-2025 
蕙德貝長老教會禮拜委員會主委, 2020-2023 
蕙德貝遊樂屋生產監督主委, 2016-2023 
富國銀行華盛頓州女性工作人員聯絡網社區推廣主任, 2014-2020 
 



候選人陳述 
 
您的背景、訓練、教育、經歷和興趣中有哪些資歷使您符合擔任 SIA 主席? 
我加入蘭馨會已經 27 年, 在這段時間裡, 我很榮幸能在這個組織的各個層級工作 — 

分會、專區、聯盟和國際層級. 我所邁出的每一步都讓我對自己有了新的認識, 也讓

我體會到領導和團隊合作達成目標的喜悅. 隨著我的蘭馨會領導技能的提高, 我也能

夠將其中的許多能力應用到我的職業領域中. 因此, 我的職業職責擴大了, 使我能夠

成功地領導工作的專案團隊, 在 25 年的時間裡發展和實施了許多在全公司的專案

和計劃. 

 

2021 年, 我與 SI 前主席雪倫·費雪 (Sharon Fisher) 合作, 製作了 SI 100 週年的全球活

動. 這是一項複雜的工作, 需要我以虛擬方式協助一個多元化的國際團隊為所有會員

創造和執行一個有意義、鼓舞人心的慶祝活動. 我的領導風格激發了有創意的思維, 

吸引了所有的參與者, 形成了共識, 並採取了行動, 為所有與會者帶來了巨大成功和

難忘的活動. 這就是我在從事每一項工作力求做到的方法. 

 

由於擔任這項職務, 加上我以前和現在的 SI 和 SIA 職位, 我熟悉蘭馨會各個層級的

管理工作, 並與其他幾個聯盟的許多已卸任、現任和即將上任的領導者建立了工作

關係. 我曾與我們的聯合國代表一起合作執行一些專案, 並在聯合國婦女地位委員會

的非政府組織論壇和聯合國民間團體組織會議上介紹了 SIA 夢想活動所營造的影響. 

 

我在富國銀行的工作需要我經常向高層領導報告專案的最新進展, 我曾在許多蘭馨

的大會和會議中擔任主席、領導研討會和發表演講, 並曾在許多戲劇作品中登台演

出, 因此無論是面對眾多的人數或少數的群體, 我都擁有非常豐富的公眾演說和呈現

的經驗. 我可以有效地講述我們所服務的許多婦女與女孩的故事, 以及我們的分會和

會員支持我們宗旨的多種方式, 以提高蘭馨會品牌全球的知名度. 

 

我非常興奮有這個機會被考慮擔任蘭馨會組織更高層級的領導職位, 運用我的才能

幫助我們的組織在實現我們大目標的道路上繼續前進, 並為我們的會員服務, 幫助會

員實現我們的宗旨, 共同為婦女與女孩的生活帶來永續的影響! 

 
您將如何利用您的技能和經驗, 幫助領導 SIA 達成我們 2021-2031 的大目標, 即通過

提供教育機會來為五十萬名婦女與女孩的夢想投資? 

目前, 我以做為 SIA「遠大夢想」活動大使來參與這項工作, 幫助籌募支持大目標所

需的資金. 做為一名在實施多個企業級專案方面經驗豐富的專案經理, 我了解領導團

隊需要些什麼來確保實現目標的進展, 如何保持專注於優先事項和績效, 並推動組織

前進以達成既定的目標. 我將繼續為會員提供服務, 幫助會員了解參與為婦女與女孩

提供教育機會的工作如何幫助我們組織共同朝著我們的目標邁進. 

 



您為什麼想要擔任 SIA 主席? 您有哪些特質可以幫助您做好主席的職位? 

三年前我從職場上退休, 並將我的時間和精力重新分配到我最關心的活動上, 我覺得

我可以在這些活動中做出最大的貢獻並且可以有所作為, 而這些活動中名列第一的

就是蘭馨會. 我喜歡與各種才華的多元化團隊工作並向她們學習, 例如在理事會任職

的人, 同時我也喜歡有機會使用我所獲得的技能和才能. 我為工作團隊帶來了積極、

有趣和充滿活力的精神, 我已經準備好以我們組織過去領導者的貢獻為基礎再接再

厲, 確保我們有所需的工具和資源, 繼續為未來的世世代代改變這個世界. 我相信我

的背景、深度的知識和豐富的經驗、領導風格、個性和溝通技巧是帯領國際蘭馨交

流協會美洲聯盟前進的合適人選. 如果有機會領導這個組織, 我將會感到無比興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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