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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 際 蘭 馨 交 流 協 會 美 洲 聯 盟  

	  
常見問答集:	  SI	  徽章與	  SIA	  標誌	  	  

以下常見問答集主要在說明理事會新近的決定,	  要求所有 SIA的專區、分會和會員

停止使用 SI徽章以幫助 SIA 達成品牌推廣的目標.  

	  	  

Q.	  SIA	  要求專區、分會和會員停止使用 SI的徽章, 這是真的嗎?	  

A.	  是的. SIA在 2017年 1月的理事會議中針對這方面的替代方案、風險、回報和品

牌推廣的結果做了考量. 為了達到更擴大推展我們品牌的目標, 理事會要求 SIA的專

區、分會和會員停止使用 SI的徽章.	  	  

	  

Q.	  為什麼 SIA理事會做出這個決定?	  	  	  

A.	  擁有一個一致的視覺辨識標誌對於建立品牌工作的成功是不可或缺的, 這將影響

SIA	  提升蘭馨會的認知度、招募會員和我們組織在外界籌募基金的能力.	  在 2003-‐
2004年度 SIA即已決定不再使用 SI徽章, 因為幾家行銷公司向我們建議, SI 徽章被

視為是過時的, 並且缺乏了文化敏感性 (舉起雙臂的白人婦女). 我們當時即委託一名

專業圖形藝術家設計了 “S”	  標誌, 並鼓勵整個 SIA使用這個標誌.	  然而, 儘管許多專

區、分會和會員興奮地接受了這個 “S”	  標誌, 但還有一些分會與專區仍繼續使用 SI 
徽章做為主要的視覺標識, 這與 SIA品牌推廣的努力和提升我們認知度的目標有衝

突.  

	  

Q.	  這項政策是否立即生效?	  

A.	  不是. 我們要求所有的專區、分會和會員在 2019年 12月 31日之前逐步淘汰使

用 SI徽章; 所有的印刷品和電子資料以及各項產品中的 SI徽章都要以 SIA的	  “S”	  標
誌來取代, 這些包括但不僅限於: 網站、社群媒體網頁、新聞通訊、旗幟和指示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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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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為什麼「SIA 註冊標章使用政策」中陳述:	  “國際蘭馨世界總會徽章僅限使用於官

方的會員代表所佩戴的別針上, 而此別針僅由 SIA	  總部提供.”	  	  

A.	  世界總會徽章的別針目前僅限於由 SIA	  總部提供.	  SIA	  總部管制和保留所有標誌

使用於飾品上的權利. 此徽章別針將提供到所有存貨全部出清為止.  

	  

Q. 我們的專區、分會和會員已投入相當多的金錢製作了許多帶有 SI徽章的別針、

指示牌、橫幅等. 我們也要更換這些物品上的標誌嗎? 

A.	  SIA十分體諒各專區和分會已投入了資源製作許多帶有 SI徽章的資料和產品, 這

就是為什麼 SIA理事會指示在 2019年 12月 31日之前逐步汰換成	  “S”	  標誌, 這距

今還有兩年半的時間. 理事會要求將所有顯示 SI徽章的資料和產品都要以 SIA的	   “S”	  
標誌來取代, 因為維持一致的品牌對 SIA	  招募會員的能力、吸引企業贊助和為我們

組織及各項活動博得注意力將會有正面的影響. 	  	  

 	  	  
Q.	  在聯合國的活動中蘭馨會員使用兩個不同的視覺標識 (SI	  徽章和 SIA	  標誌)	  會不

會令人混淆? 

A. 我們參加聯合國的宣傳工作是在國際蘭馨世界總會的旗幟下進行的, 並不是以四

個聯盟個別的名義. 所有參加聯合國會議和活動的蘭馨會員均是以國際蘭馨世界總

會的名義接受邀請.	  	  

	  

Q.	  我們可以繼續佩戴我們的 SI	  徽章別針嗎?	  

A.	  SIA尊重我們分會的美好傳統, 而且我們也都應該感到驕傲我們是國際蘭馨世界

總會的一部分. 我們也了解許多會員喜歡佩戴 SI的徽章別針以及這個徽章所代表的

歷史意義. 我們相信我們會員所做的決定, 而且 SIA也無意監管會員是否繼續佩戴 SI
的徽章別針, 但我們希望所有會員都佩戴 “S”	  標誌的飾品, 特別是在公眾場合, 來幫

助 SIA做到積極推廣品牌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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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SIA會不會有新的	  “S”	  標誌別針可以選擇來取代 SI的徽章?  

A.	  SIA提供了許多帶有 “S”	  標誌特色的別針供大家選擇.	  SIA	  建議選擇別針#110F	  —	  
Best	  for	  Women	  (婦女良友)	  別針	  (如下圖所示)	  來提供給新進會員.	  此外,	  SIA正在努

力設計新的 “S”	  標誌別針來取代目前的 SI徽章別針. 當有進一步發展時我們會通知

大家.	  	  

	  

	  

Q.	  如果	  SIA	  要停使用帶有 SI	  徽章的飾品, 那為什麼還在銷售這些產品?	  

A.	  會員可以自由向總部購買 SI	  徽章的飾品直到售罄或是直到 2019年12月31日為

止. 如前所述, SIA	  並無意監管會員是否繼續佩戴 SI	  徽章別針. 當然, 分會和會員也可

以自由保留個人珍視的 SI	  徽章物品以做為紀念或收藏其歷史意義.	  	  

	  

Q.	  我們在哪裡可以獲得更多有關	  SIA	  品牌推廣工作的訊息?	  	  

A.	  在蘭馨會網站的會員部分有許多工具可以幫助專區、分會和會員來支持	  SIA	  達成

品牌推廣的目標. 有關更詳細的資訊, 請拜訪:	  
http://www.soroptimist.org/members/publicawareness/publicawarenesshome.ht
ml,	  或打電話到	  SIA	  總部, 電話:	  215-‐893-‐90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