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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蘭馨交流協會美洲聯盟  

溝通你要做的改變  
 

A.  簡介 

我們的研究顯示有兩千多萬名婦女與女孩可以從我們的夢想活動中受益. 我們夢想著有一天能夠以我們屢

獲殊榮, 改變生命的活動來幫助每一個符合資格的婦女與女孩. 為了提升我們組織的聯合影響力, 我們通過

了 2021-2031 的大目標: 要藉由提供教育機會來為五十萬名婦女與女孩的夢想投資. 這意味著我們要從每

年服務約 16,000 名婦女與女孩, 增加到每年 50,000 名. 只要我們共同努力, 我們一定能做到!  
  
在我們準備大幅增加我們夢想活動所服務的婦女與女孩人數時, 很關鍵的一步是與我們的社區夥伴溝通. 

也許你的分會已經參與齊心協力計劃, 並使用了分會計劃工具, 並已經決定對你分會的工作重點做一些改

變; 也許你的分會已經決定不再支持你們多年來一直支持的某一個當地組織, 並希望確保該組織做好準備

且了解你為何要做這樣的改變. 你可以使用以下的樣本信函和談話要點來製作你的溝通資料.  

 
這些樣本材料是針對外部人士所編寫的. 如果你有興趣了解我們的策略方向, 請訪問我們的網站.  

B.  給合作夥伴的樣本信函 

親愛的合作夥伴: 

 
國際蘭馨交流協會[任何城鎮]分會非常感激能够在 [在此填入專案] 的工作上與貴組織一起合作. 經過我們

的共同努力, 我們為社區做了許多優異的貢獻, 我們蘭馨分會對我們所共同營造的影響感到非常驕傲.  
 
蘭馨會是全球社區的一部分, 我們努力響應聯合國的號召, 加速對婦女的經濟賦權 — 這是終止全球貧困的

一個關鍵策略. 我們為我們的工作感到自豪, 但我們的組織決定要專注於提供教育機會來為婦女與女孩的

夢想投資. 因為許多全球性機構都認為, 優質教育在經濟賦權婦女與女孩的生活方面比任何其他措施都具

有更大的潛力.  
 
蘭馨會經由「實現你的夢想: 婦女教育與訓練獎」致力於提供服務給擔負家庭主要經濟責任並在實現自己

夢想時面臨障礙的婦女, 這些障礙包括貧窮、暴力、性剝削、無家可歸、未成年懷孕和疾病. 我們為這些

婦女提供現金獎勵和額外的支持, 讓她們能經由學校或訓練來取得正規教育. 另外, 我們的「夢想它, 實現

它: 女青年事業支援」活動在幫助那些面臨諸如貧困、暴力、不穩定的家庭生活、未成年懷孕和寄養等障

礙的女青年. 我們以研習會或小組指導的方式教導女青年如何設定目標、克服障礙, 以及其他許多主題的

課程來為她們提供教育. 

 
因為我們組織計劃要專注於這些活動, 因此我們分會將改變我們在[任何城鎮]的工作方式. 這意味著我們在 

一個全球性志工組織,  
經由各種活動達到社會和經濟的賦權, 

進而改善婦女與女孩的生活. 

 

https://www.soroptimist.org/for-clubs-and-members/federation-information/sias-big-goal/working-as-one.html
https://translate.google.com/translate?hl=zh-TW&prev=_t&sl=en&tl=zh-TW&u=https://www.soroptimist.org/for-clubs-and-members/federation-information/sias-big-goal/working-as-one.html
https://translate.google.com/translate?hl=zh-TW&prev=_t&sl=en&tl=zh-TW&u=https://www.soroptimist.org/for-clubs-and-members/federation-information/sias-big-goal/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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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處填入合作事項]的夥伴關係將會有所改變. 我們計劃要 
• 按原計劃一起完成今年的工作 
• 共同尋找合適的合作夥伴 

 
國際蘭馨交流協會[任何城鎮]分會將會繼續在我們的社區為婦女與女孩服務, 並會為我們的組織繼續營造

在地方上和全球的影響力. 非常感謝貴組織的持續支持, 以及貴組織在社區中所投入的有意義工作. 

 
誠摯的, 
 
國際蘭馨交流協會[美國任何城鎮]分會 

會長 

 

C. 給支持者的樣本信函 

親愛的支持者: 

 
國際蘭馨交流協會 [任何城鎮] 分會非常感激過去幾年來您給予我們分會的支持. 我們非常驕傲我們共同在

[美國任何城鎮] 為婦女與女孩所營造的影響.  
 
蘭馨會是全球社區的一部分, 我們努力響應聯合國的號召, 加速對婦女的經濟賦權 — 這是終止全球貧困的

一個關鍵策略. 我們的組織決定要專注於提供教育機會來為婦女與女孩的夢想投資. 因為許多全球性機構

都認為, 優質教育在經濟賦權婦女與女孩的生活方面比任何其他措施都具有更大的潛力. 因此, 我們 [在這

裡填入要做的改變]. 
 
蘭馨會經由「實現你的夢想: 婦女教育與訓練獎」致力於提供服務給擔負家庭主要經濟責任並在實現自己

夢想時面臨障礙的婦女, 這些障礙包括貧窮、暴力、性剝削、無家可歸、未成年懷孕和疾病. 我們為這些

婦女提供現金獎勵和額外的支持, 讓她們能取得正規教育. 另外, 我們的「夢想它, 實現它: 女青年事業支援」

活動在幫助那些面臨諸如貧困、暴力、不穩定的家庭生活、未成年懷孕和寄養等障礙的女青年. 我們以研

習會或小組指導的方式教導女青年如何設定目標、克服障礙, 以及其他許多主題的課程來為她們提供教育. 

 
由於我們的組織計劃要專注於蘭馨會的活動, 我們的分會決定要將資源轉投資到這些活動上. 我們知道支

持[在這裡填入專案]對您很重要, 因此我們希望您會願意以同樣的熱忱加入我們的新專案, 透過我們蘭馨會

「實現你的夢想獎」和「夢想它, 實現它」活動來為更多的婦女與女孩服務.  

 
我們了解到您慷慨支持[任何城鎮]的一些機構, 一直致力為我們的社區營造改變. 我們想與您討論如何在未

來的計劃中共同合作, 繼續營造正向的改變. 我下週將與您電話聯繫, 看看我們是否可以安排一個見面時間

做進一步的討論.  

 
誠摯的, 
 
國際蘭馨交流協會[美國任何城鎮]分會 

會長或分會聯絡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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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談話要點 

你過去的合作夥伴和支持者對於你所要做的改變可能會有其他問題. 你可以使用下列的問答樣本來構思你

的回答. 如果出現的問題沒有包括在下列的樣本中, 請聯繫 program@soroptimist.org, 我們將幫助你構思

正確的回答. 當然, 每一個回答都需要針對個別的情況來構思如何恰當的回應. 

為什麼你現在要來做這件事? 每個組織都會成長和演進. 對蘭馨會而言, 我們的研究告訴我們兩件事: 我們

的夢想活動為婦女與女孩的生活創造了真正的改變, 以及在我們服務的國家中有兩千萬名婦女與女孩需要

得到機會參加這些活動. 我們要能夠為那些婦女與女孩提供服務的唯一方法就是改變我們的工作方式, 專

注於這些活動.  

[X] 年來, 這個社區一直依賴我們的合作關係來執行 [在此填入專案]. 如果你們不再參與, 我們以後要怎麼

辦? 誰要來支持 [在這裡填入專案]? 我們承諾一定共同努力尋找新的途徑來支持[在此填入專案]. 我們會很

高興與你一起來尋找新的社區合作夥伴和新的財務支持者. 我們充分了解[在此填入專案]對我們社區的重

要性, 我們也希望能幫助這個專案繼續執行下去. 我們相信只要我們一起努力, 我們一定可以找到合適的合

作夥伴來支持[在此填入專案]. 

你是否能够再提供一年的 [支持事項], 讓這個專案可以繼續下去? 我們有足夠的資源為[填入專案或組織]再

提供[X]個月的支持. 我們希望能盡早通知你, 讓我們可以安排時間一起來尋找新的合作夥伴. 在那之後, 我

們已經擬訂好了計劃, 要執行我們的「實現你的夢想獎」和「夢想它, 實現它」活動來增加我們在社區中

服務的婦女與女孩人數. 

那麼, 你是否能够減少一些你的支持, 但仍然貢獻一些力量來幫助 [在這裡填入專案或組織]? 我們很樂意盡

我們所能以任何方式來幫助尋找新的合作夥伴和支持者. 我們已經決定要將我們的資源投注到我們的夢想

活動來幫助我們社區中更多的婦女與女孩. 而且, 這些活動也將會是我們未來主要專注的活動.  

我們社區中對[填入專案]的需求該怎麼辦? 當然, 我們社區民眾有很多需求, 我們也希望成為一個好的社區

夥伴. 但是, 我們的組織也有自己的宗旨、要專注的項目和各項活動, 而這些活動都是經過研究、設計而發

展出來的. 我們也知道從我們夢想活動中受益的婦女與女孩之後在她們的社區中也營造了重大的改變. 因

為我們針對這些受益的婦女與女孩在活動之後做了數年的後續追蹤, 我們發現她們的生活水準提高了, 成

為了她們小孩的榜樣, 並且能夠實現她們的夢想. 事實上, 我們的許多得獎人進入了助人的專業, 如護理、

教師、社會工作等, 她們以此來幫助其他人. 這形成了漣漪效應, 她們幫助我們的社區變得更加美好. 這並

不是說其他需求不重要, 我們要強調的是我們的組織專注於提供教育機會給在追求成功過程中遇到阻礙的

婦女與女孩, 幫助她們得到經濟賦權.  

你提到 “全球的影響力”, 但在 [填入社區] 我們也有需要幫助的人. 為什麼他們就不能夠得到你的幫助呢? 
我們知道我們的社區中有民眾需要我們的幫助. 這就是為什麼蘭馨會要幫助我們當地社區的婦女與女孩, 

而同時也支持我們組織對全球的影響力. 我們要通過我們的夢想活動增加在當地和全世界能夠幫助的婦女

與女孩人數.  

如果你的重點是提供教育機會使婦女與女孩獲得經濟賦權, 為什麼你不能繼續支持 [在這裡填入專案]? 我

們通過 [填入覺得與宗旨有關聯的工作] 來幫助婦女與女孩. 為什麼一定要通過你的夢想活動? 我們了解婦

女與女孩獲得你專案/組織的支持是她們成功的重要因素之一. 但是, 我們已經決定要將我們的資源投注到

我們的夢想活動為婦女與女孩做更多的事情, 因為我們的組織已經確定有兩千萬名婦女與女孩可以從我們

的活動中受益. 此外, 我們一直對我們所服務的婦女與女孩做後續追蹤, 我們知道我們的夢想活動為她們提

供了教育機會和充分發揮潛能的途徑. 我們要專注於為我們的夢想活動投資是因為我們知道夢想活動可以

真正幫助婦女與女孩改變她們的生活.  

mailto:program@soroptimist.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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夢想活動是否能夠以某種方式為我們的組織提供支持? 我們與國際蘭馨 [任何城鎮] 分會的夥伴關係對我

們很重要.   

(如果可以與該組織建立夥伴關係) 我們與你的夥伴關係對我們也很重要. 我們很高興能够與你合作, 通過

我們的夢想活動來幫助更多的婦女與女孩. 我們可以為你所服務並且符合申請資格的婦女提供我們的「實

現你的夢想獎」. 或者, 我們很樂意與你所服務的女青年合作, 為她們提供我們的「夢想它, 實現它」專案.  
(分會: SIA 網站上提供了許多資源來提高大眾對實現你的夢想獎和夢想它, 實現它的認識. 你可以與社區合

作夥伴分享這些資源, 這樣他們就可以在其組織中招募可以從夢想活動中受益的婦女與女孩.) 

(如果不可能與該組織建立夥伴關係) 我們之間的夥伴關係對我們也非常重要. 但我們很抱歉這個關係無法

再繼續下去. 當然, 我們仍然是這個社區的一部分, 我們很樂意盡我們所能以任何方式提供幫助. 我們承諾

會一起努力尋找新的途徑來支持 [在此填入專案]. 然而我們希望你知道, 我們會將我們的大部分資源投注

到我們的夢想活動來服務更多的婦女與女孩. 

是否 [填入問題] 不再是國際蘭馨交流協會 [任何城鎮] 分會關心的問題? 當然還是! 我們會員感興趣和關注

的事情範圍非常廣泛. 但是做為一群志工, 我們無法解決我們所關心的每一個問題. 我們很高興我們的夢想

活動可以解決影響婦女與女孩的許多問題. 例如, 大多數獲得「實現你的夢想獎」的婦女曾經是暴力的受

害者. 此獎項使她們不必再回頭去面對暴力的情況. 我們的「夢想它, 實現它」教導女青年所需的技能, 讓

她們可以避開種種障礙, 追求自己的夢想.  

 

https://translate.google.com/translate?hl=zh-TW&prev=_t&sl=en&tl=zh-TW&u=https://www.soroptimist.org/for-clubs-and-members/program-resources/lyd-awards-club-resources/raising-awareness/index.html
https://translate.google.com/translate?hl=zh-TW&prev=_t&sl=en&tl=zh-TW&u=https://www.soroptimist.org/for-clubs-and-members/program-resources/dream-it-be-it-club-resources/raising-awarenes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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