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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我們夢想活動策略常見問答集

國際蘭馨交流協會美洲聯盟 (SIA) 在致力改善婦女與女孩生活方面擁有悠久而且令人驕傲的歷史. 我們
的共同宗旨是要經由各種活動使婦女與女孩得到社會和經濟的賦權進而改善她們的生活, 這也是女性加
入我們組織的首要原因.
蘭馨會在這將近一百年的期間內, 各分會、專區和聯盟發展並執行了無數的專案來實踐這個宗旨. 但是
當我們為蘭馨會的第二個世紀做準備時, 我們需要評估正在改變的環境, 婦女與女孩的需要, 並確保蘭
馨會在另一個一百年中生存和繁榮的需要. 許多年來, SIA 理事會一直在為我們的未來做準備 – 研究
局勢、聆聽會員意見、規劃我們的方向、發展新的策略. 我們的理事會願景一個未來, 在那裡:
•
•

經由蘭馨會的夢想活動, 我們能夠滿足更多婦女與女孩的需求
蘭馨會因為對婦女與女孩所營造的影響而廣為社會大眾所認知

•
•

蘭馨會能夠吸引財務支持我們的各項活動
經由蘭馨分會和 LiveYourDream.org 社群網站, 有更多人參與我們的宗旨

聯盟理事會確立了一個策略 – 以提升蘭馨會的聯合影響力做為我們的第一步. 此一策略已經開始有了成
果:蘭馨會夢想活動的影響力獲得了提升; 有八萬名支持者參與 LiveYourDream.org 社群網站; 有更多人
數且更多元化的資助者; 我們的會員人數下降情形減緩了. 要使這些改進情況持續下去, 我們需要繼續
遵循理事會所確立的策略方向.
我們製作這個常見問答集目的是要解說為什麼我們的策略要以提升蘭馨會夢想活動的聯合影響力為焦點.

我們已經確立以教育做為改善婦女與女孩生活的主要工具. 然而 “教育” 這個名
詞有許多不同的定義, SIA 對於 “教育” 這個名詞的意思是什麼?
SIA 對 “教育” 的定義是為我們所幫助的婦女與女孩提供接受正規學校教育的機會, 或能取得知識、資
訊和資源的機會. 對「實現你的夢想獎」而言, 是經由學校教育或訓練課程提供接受正規教育的機會.
對「夢想它, 實現它」而言, 提供教育的方式是經由研討會或小組指導來教授「夢想它, 實現它」課程.
全球各地的機構, 無論是政府機構還是非政府機構都同意優質的教育比其他任何輔導方式都具有更大的
潛力來改變婦女與女孩的生活. 教育是可以解決我們所有重要問題的工具, 這些問題包括家庭暴力、販
運、青少年約會暴力、無家可歸、青少年懷孕和性侵犯. 教育是一個催化劑, 可以幫助婦女與女孩走出
貧窮、降低死亡率、增加整體健康、減少暴力事件發生, 以及提高自己小孩獲得教育的機會...為這些家
庭打破了惡性循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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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宗旨目標是 “婦女與女孩”, 但是否有特別的婦女與女孩是我們夢想活動
想要幫助的?
婦女在追求成功的道路上遭遇無數的障礙只因為她們生出來就是女性. 雖然不論是男性或女性, 女孩或
男孩都可能生活在貧困中或遭受到歧視, 並且都同樣必須克服障礙; 但是縱觀歷史, 世界上各個國家中
的婦女與女孩卻因為她們的性別而面臨更多的障礙和歧視.
然而對某一些婦女與女孩而言, 她們實現夢想的機會又比其他人更小. 這些就是弱勢、被邊緣化和落後
地區的婦女與女孩, 例如: 出生於貧困家庭, 被販運去賣淫, 孩童時被虐待, 染上毒癮和酗酒, 受到親
密伴侶的虐待.
實現你的夢想獎 – 對於這個獎項, 我們要尋找的申請人是克服了種種障礙, 努力使自己的生活回到正
軌, 為自己和家人創造更美好的生活, 並希望藉由教育和技能訓練使自己和家人擺脫貧困. 這些申請的
婦女克服了暴力、上癮、健康問題、配偶或父母死亡, 或精神健康, 而且有依賴她們撫養的家屬.
•

•
•
•
•
•
•

在世界各地, 婦女擔任戶主的家庭陷入貧困的機率最高. 幫助這些婦女改善她們的教育是提供一
個最好的機會來改善她們和她們小孩的生活, 這也就能確保以後未來的世代會有更好的結果. 明
確地說, 這些婦女:
她們的夢想曾經破滅過
正努力使自己的生活回到正軌
擔任家庭的戶主
有家人需要照顧
希望提高生活水準
缺乏經濟資源來取得高品質的教育機會

夢想它, 實現它 – 對於這項活動我們所要尋找的是無法獲得資源或訊息來實現自己夢想的女青年. 我們
的焦點是就讀中等學校的女青年; 一般情況下, 她們的年齡是在 14 歲到 18 歲之間. 當然其他年齡的女
孩也可能受益於這項活動, 但我們是針對這個年齡女青年的需要, 做了一整年的研究而製作了這項活動.
雖然所有女孩都因為她們的性別而面臨障礙, 但我們致力要幫助的是那些有更多其他障礙的女青年, 例
如: 貧窮、不穩定的家庭狀況、生活在寄養家庭裡, 或自己是未成年媽媽. 幫助這些女青年確認出自己
的職業目標和成功之路將有助於她們克服未來可能面臨的困難和障礙. 明確地說, 這些女青年:
•
•
•
•
•

在追求成功的路途面臨障礙
她們的夢想面臨破滅的危險
缺乏與專業榜樣接觸的機會
沒有取得職業教育的機會
不知道該採取什麼步驟來完成自己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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蘭馨會的「大目標」如何與這個策略配合?
當我們在確立蘭馨會下一個大目標時是以我們現今策略的方向, 並持續提升我們聯合影響力的大目標為
基礎. 我們聽到了分會的心聲, 大家都希望繼續藉由提供教育機會來為婦女與女孩的夢想投資. 我們現
在正在收集分會的意見來決定我們可以幫助多少婦女與女孩, 以及做為一個組織我們必須做些什麼來達
成我們的大目標.

我們的焦點是要經由夢想活動來營造影響力, 為什麼這點如此重要?
要確保我們的未來以及我們對婦女與女孩的影響, 我們必須經由我們所做的工作使蘭馨會更為人所知.
認知度的提升將為我們帶來更多的會員、支持者和資助者, 也因此能夠讓我們去幫助更多的婦女與女孩.
要做到這一點, 我們必須很清楚地展示我們所營造的影響力, 如此社會大眾才能了解我們是如何在幫助
改善婦女與女孩的生活.
傳統以來, 各分會和專區都確立了許多專案來幫助當地社區中的婦女與女孩. 儘管有這麼多的專案, 但
我們卻無法用來明確說明或宣傳我們所做的工作, 因為我們的專案很少對影響力進行評量或提出報告.
我們講求實據的「夢想活動」幫助特定群體的婦女與女孩, 並有可評量的影響力. 要讓社會大眾了解我
們的聯合影響力, 以及我們在全球致力於改善婦女與女孩生活的工作, 我們需要朝著共同的目標努力,
並要將我們的資源投入於共同的影響力來強化我們的故事, 營造更大的影響力.
要使這一個策略繼續成功, 我們必須不斷地改變我們的思維和執行工作的方式. 我們需要在每一個層級:
分會、專區和聯盟, 調整我們的資源全力投入於蘭馨會的夢想活動. 我們都知道蘭馨會的夢想活動:
•
•
•
•
•

是以證據為基礎
對婦女與女孩營造可衡量的影響
針對解決所有社區中的需求
支持我們很重要的工作, 例如: 終止對婦女與女孩的暴力和幫助她們脫離貧困
明確地說明我們的影響力讓更多的大眾知曉

•
•

對潛在的會員和支持者有吸引力
吸引資助者

讓我們共同努力, 遵循一致的策略, 追求共同的目標, 專注於我們的共同宗旨和活動, 如此我們就能夠
達成一切重要的事項, 並確保蘭馨會延綿不斷的未來.

你分會和專區的活動是否配合支持蘭馨會的夢想活動來強化我們的故事, 營造更大的影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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