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蘭馨會/LIVEYOURDREAM.ORG 資源

歡迎參加「夢想它, 實現它: 女青年事業支援!」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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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II. 建立社區夥伴關係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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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I. 尋找女青年來參加「夢想它, 實現它」 8 

XII. 下一步 9 

 

I. 概述 
「夢想它, 實現它」目標: 藉由教育和接近榜樣, 女青年將得到賦權以追求自己的事業目標並充分

發揮自己的潛能.  

歡迎參加蘭馨會/LiveYourDream.org 全球性的女青年活動 –

「 夢想它, 實現它: 女青年事業支援」.「 夢想它, 實現它」活

動是針對就讀於中等學校, 在追求成功的路途上面臨障礙的女

青年. 這項活動提供女青年接近專業榜樣的機會, 職業教育和資

源以實現她們的夢想. 所涵蓋的主題包括: 就業機會、目標的

設定與達成、克服障礙以達到成功以及如何在遭遇挫折或失

敗後繼續向前邁進.  

 
蘭馨會/LiveYourDream.org 在全球各地做了一些研究以了解女

青年需要些什麼以及蘭馨會/LiveYourDream. org 能夠做些什麼

以解決這些需要.  

 

我們發覺女青年要實現夢想面臨著無數的障礙. 然而, 絕大多數的女青年和專家們都認為女青年所需要的

是有一位生活上的良師及可信賴的成年人, 能與她們分享追求夢想所需要的知識和資訊. 這正是女青年所 

 

中等學校的定義是在小學和

國中之後, 並在高等教育或

職業訓練之前的學校教育. 

一般而言, 就讀中等學校的

女青年年齡在 14 到 18 歲.  

計劃工具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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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的和蘭馨會/LiveYourDream.org 所能夠提供的, 兩者之間的一個完美交集. 共同努力, 我們會將「夢想

它, 實現它」打造成為全球家喻戶曉的活動, 賦權女青年充分發揮她們的潛能並實現她們的夢想. 

 

蘭馨會/LiveYourDream.org 夢想活動 

「夢想它, 實現它」與蘭馨會/LiveYourDream.org 推行已久的活

動「實現你的夢想: 婦女教育與訓練獎」連接在一起. 「實現你

的夢想獎」是我們協助婦女的基石活動, 而「夢想它, 實現它」

則是我們協助女青年的主要途徑. 

 

蘭馨會/LiveYourDream.org 的這些夢想活動為婦女與女青年提

供重要的協助, 使她們能夠有機會得到所需的教育與訓練以充

分發揮她們的潛能並實現她們的夢想. 蘭馨會/LiveYourDream. 

org 致力投資於証明能夠為婦女與女孩帶來長久且可衡量改變

的活動. 夢想活動, 特別是「夢想它, 實現它」, 將有助於達成我

們的 2021-2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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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進而使她們獲得經濟婦權. 欲了解有關蘭

馨會影響力的更多資料, 請拜訪我們的網站. 

 

II. 建立一個計劃委員會 
• 將「夢想它, 實現它」介紹給其他志工並衡量她們參與的興趣 

• 建立一個由充滿熱忱、努力奉獻的志工所組成的計劃委員會來推動你專案的規劃、實施和評估 

 

III. 閱讀研究報告和檢視可使用的資源 
閱讀有關「夢想它,實現它」的廣泛研究報告, 並了解在規劃專案時可以使用的所有資源. 

• 研究與影響力 

o 影響力信息圖表 

o 研究報告 

o 「夢想它, 實現它」影片 

• 規劃資源 

o 「夢想它, 實現它」常見問答集 

o 計劃工具箱概述 

o 可客製化的社區夥伴建議書 

o 研習會新聞發佈稿範本 

o 小組指導單元系列新聞發佈稿範本 

o 給女青年的宣傳單 

o 給家長信函範本 

o 家長同意書 

• 課程資源 

o 課程指南 

o 取用課程資料 

• 評估資源 

o 評估指南 

o 報告與評估工作單 

o 女青年評估表 

使用隨附的「計劃

工具箱概述」為計

劃流程的每個步驟

設立目標日期並追

蹤進度! 

事業支援: 

提供幫助與協助, 包括財務上

的, 去追求某個可以提供長期

成功機會的職業. 儘管我們不

認為所有的女青年都知道自己

這一輩子想要做些什麼, 但她

們從「夢想它, 實現它」所學

習到的技巧將可以幫助她們, 

無論她們選擇追求什麼樣的事

業或什麼時候去追求. 

http://www.soroptimist.org/
https://s3.amazonaws.com/soroptimist-media/05-for-members/Program_Resources/dream-it-be-it-club-resources/research-and-impact/dibi-impact-infographic.pdf
https://s3.amazonaws.com/soroptimist-media/05-for-members/Program_Resources/dream-it-be-it-club-resources/research-and-impact/research-paper.pdf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7Et_qUX4qxE
https://s3.amazonaws.com/soroptimist-media/05-for-members/Program_Resources/dream-it-be-it-club-resources/research-and-impact/dibi-faq.pdf
https://s3.amazonaws.com/soroptimist-media/05-for-members/Program_Resources/dream-it-be-it-club-resources/research-and-impact/dibi-faq.pdf
https://s3.amazonaws.com/soroptimist-media/05-for-members/Program_Resources/dream-it-be-it-club-resources/research-and-impact/dibi-faq.pdf
https://s3.amazonaws.com/soroptimist-media/05-for-members/Program_Resources/dream-it-be-it-club-resources/raising-awareness/dibi-community-partner-proposal.pdf
https://s3.amazonaws.com/soroptimist-media/05-for-members/Program_Resources/dream-it-be-it-club-resources/raising-awareness/dibi-community-partner-proposal.pdf
https://s3.amazonaws.com/soroptimist-media/05-for-members/Program_Resources/dream-it-be-it-club-resources/raising-awareness/dibi-community-partner-proposal.pdf
https://s3.amazonaws.com/soroptimist-media/05-for-members/Program_Resources/dream-it-be-it-club-resources/raising-awareness/dibi-club-news-release-one-day-conf.docx
https://s3.amazonaws.com/soroptimist-media/05-for-members/Program_Resources/dream-it-be-it-club-resources/raising-awareness/dibi-club-news-release-one-day-conf.docx
https://s3.amazonaws.com/soroptimist-media/05-for-members/Program_Resources/dream-it-be-it-club-resources/raising-awareness/dibi-club-news-release-one-day-conf.docx
https://s3.amazonaws.com/soroptimist-media/05-for-members/Program_Resources/dream-it-be-it-club-resources/raising-awareness/dibi-club-news-release-multiple-training-sessions.docx
https://s3.amazonaws.com/soroptimist-media/05-for-members/Program_Resources/dream-it-be-it-club-resources/raising-awareness/dibi-club-news-release-multiple-training-sessions.docx
https://s3.amazonaws.com/soroptimist-media/05-for-members/Program_Resources/dream-it-be-it-club-resources/raising-awareness/dibi-club-news-release-multiple-training-sessions.docx
https://s3.amazonaws.com/soroptimist-media/05-for-members/Program_Resources/dream-it-be-it-club-resources/raising-awareness/dibi-flyer.pdf
https://s3.amazonaws.com/soroptimist-media/05-for-members/Program_Resources/dream-it-be-it-club-resources/raising-awareness/dibi-flyer.pdf
https://s3.amazonaws.com/soroptimist-media/05-for-members/Program_Resources/dream-it-be-it-club-resources/raising-awareness/dibi-flyer.pdf
https://s3.amazonaws.com/soroptimist-media/05-for-members/Program_Resources/dream-it-be-it-club-resources/raising-awareness/dibi-parent-letter.docx
https://s3.amazonaws.com/soroptimist-media/05-for-members/Program_Resources/dream-it-be-it-club-resources/raising-awareness/dibi-parent-letter.docx
https://s3.amazonaws.com/soroptimist-media/05-for-members/Program_Resources/dream-it-be-it-club-resources/raising-awareness/dibi-parent-letter.docx
https://s3.amazonaws.com/soroptimist-media/05-for-members/Program_Resources/dream-it-be-it-club-resources/raising-awareness/dibi-consent-form.docx
https://s3.amazonaws.com/soroptimist-media/05-for-members/Program_Resources/dream-it-be-it-club-resources/raising-awareness/dibi-consent-form.docx
https://s3.amazonaws.com/soroptimist-media/05-for-members/Program_Resources/dream-it-be-it-club-resources/raising-awareness/dibi-consent-form.docx
https://www.soroptimist.org/for-clubs-and-members/index.html
https://www.soroptimist.org/for-clubs-and-members/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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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輔助資源 

o 職業啟發 PPT 

o 成功專案的建議 

o 引導小組課程的建議 

o 「夢想它, 實現它」商品 

o 「夢想它, 實現它」 T 恤衫 

 

IV. SIA 與青少年一起工作之規範 
為了支持分會使參與的青少年能夠在安全環境中進行各項專案活動, 參加「夢想它, 實現它」活動的所有

分會都必須遵守 SIA 與青少年一起工作程序所提供的指導方針和標準.    

 
在一些國家中, 要與青少年一起工作需要符合相關規定. 你必須查詢當地法律, 了解志工人員要與女青年一

起工作需要經過何種背景調查或其他安全調查. 在美國和加拿大, 在「夢想它, 實現它」活動中所有在現場

與女青年一起工作的志工都必須完成背景調查, 這是蘭馨會/LiveYourDream.org 的保險公司所要求的, 如此

才能保護我們的組織和志工人員在與年輕人一起工作時可能產生的問題而免於承擔法律責任. 

 

• 請完成「SIA 與青少年一起工作規範檢查表」以確保你的分會符合要求. 

 

V. 執行社區評估 
在「夢想它, 實現它」的研究和設計過程的初始階段, 蘭馨會/LiveYourDream.org 在所屬的十九國家和領域

曾進行了研究和一項全球性的需求評估. 這項活動選擇以事業支援為焦點的主要原因是, 這是全世界女青

年所確認的一項需求. 但是每一個地區的女青年有不同的特別需要且每一個地區所能夠提供的服務也不同. 

現在就輪到你來進行當地的研究和社區評估. 

 

社區評估的目標是要:  

• 了解目前社區有哪些支援服務可以提供給女青年, 並了解這些  

服務是否包括事業支援. 

• 了解當地社區的女青年有哪些需求, 以及「夢想它, 實現它」如 

何能夠解決這些需求. 

• 找出社區中這個專案的潛在夥伴, 並開始與這些潛在夥伴發展

關係. 這些夥伴也許能夠幫助你找出哪些女青年可以因此專案

而受益, 或者可能以擔任演講佳賓或指導老師的方式提供協助. 

• 探索也許能夠提供財務或物資支持的當地商業機構.  

• 確認你不是在做其他組織做過的工作. 

• 當所有相關人士開始參與時, 要培養大家對專案的支持. 

 

幫助引導評估, 詢問這類的問題:  

• 有哪些組織或機構已經與女青年一起工作? 

• 是否有當地的機構、學校或組織為女青年提供事業支援?  

• 這些活動以哪一類別的女青年為對象? 是否有任何女青年未被納入? 

• 有哪些其他團體、商業機構或某些類別的個人會有興趣支持「夢想它, 實現它」? 

• 學校是否有升學輔導與 (或) 就業輔導老師? 他們提供什麼樣的支持? 

 
 

可能結為夥伴的有學

校、政府部門、女童

軍、女青年俱樂部、

基督教青年 (YMCA)、

基督教女青年會 

(YWCA)、其他非營利

組織、大學及女青年

危難救助中心/之家. 

https://s3.amazonaws.com/soroptimist-media/05-for-members/Program_Resources/dream-it-be-it-club-resources/curriculum/dibi-career-inspiration-presentation.pptx
https://s3.amazonaws.com/soroptimist-media/05-for-members/Program_Resources/dream-it-be-it-club-resources/curriculum/dibi-career-inspiration-presentation.pptx
https://s3.amazonaws.com/soroptimist-media/05-for-members/Program_Resources/dream-it-be-it-club-resources/curriculum/dibi-career-inspiration-presentation.pptx
https://s3.amazonaws.com/soroptimist-media/05-for-members/Program_Resources/dream-it-be-it-club-resources/planning/dibi-ten-tips.pdf
https://s3.amazonaws.com/soroptimist-media/05-for-members/Program_Resources/dream-it-be-it-club-resources/planning/dibi-ten-tips.pdf
https://s3.amazonaws.com/soroptimist-media/05-for-members/Program_Resources/dream-it-be-it-club-resources/planning/dibi-ten-tips.pdf
https://s3.amazonaws.com/soroptimist-media/05-for-members/Program_Resources/dream-it-be-it-club-resources/planning/dibi-facilitating-groups.pdf
https://s3.amazonaws.com/soroptimist-media/05-for-members/Program_Resources/dream-it-be-it-club-resources/planning/dibi-facilitating-groups.pdf
https://s3.amazonaws.com/soroptimist-media/05-for-members/Program_Resources/dream-it-be-it-club-resources/planning/dibi-facilitating-groups.pdf
https://members.soroptimist.org/SIA/mp/dreamitbeit.aspx
https://members.soroptimist.org/SIA/mp/dreamitbeit.aspx
https://members.soroptimist.org/SIA/mp/dreamitbeit.aspx
http://www.cafepress.com/liveyourdreamtshirtstore/11481876
http://www.cafepress.com/liveyourdreamtshirtstore/11481876
http://www.cafepress.com/liveyourdreamtshirtstore/11481876
https://www.soroptimist.org/for-clubs-and-members/program-resources/dream-it-be-it-club-resources/procedures-for-working-with-youth.html
https://www.soroptimist.org/for-clubs-and-members/program-resources/dream-it-be-it-club-resources/procedures-for-working-with-youth.html
https://www.soroptimist.org/for-clubs-and-members/index.htmlP:/Risk%20Management/Standards%20for%20Working%20With%20Youth/Club%20Compliance%20Checklist
https://s3.amazonaws.com/soroptimist-media/05-for-members/Translated-Resources/Chinese/dibi-impact-infographic-c.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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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很適合開始社區評估的地方就是從你所認識的人開始. 你也可以詢問其他志工或你社群網絡中的朋友

是否與女青年合作的當地組織或學校有接觸, 請他們找人聯繫, 尋找上列問題的答案. 這些聯繫將很可能為

你指出一個方向, 甚至可以找到更多的潛在夥伴或更多的資料來源. 

 

記錄在社區評估中找到的聯繫資料, 儘管你選擇不與其中一些組織、學校或商業機構合作, 但在以後的階

段你也許需要他們參與做為「夢想它, 實現它」活動女青年的資源或支持者. 

 

VI. 組成女青年顧問小組 
當你開始計劃「夢想它, 實現它」專案時, 很重要的一件事就是要將女青年包括在其中, 不僅僅是以學習者

的身份而且要以規劃者的身份, 這和其他的專案一樣, 取得你希望幫助群體的意見是十分重要的. 這一點對

女青年而言尤其正確, 因為她們常常有困難讓他人聽到她們的意見. 要做到這一點, 就要組成一個女青年顧

問小組與女青年形成夥伴關係來幫助計劃、執行和評估你的專案. 這個夥伴關係意味著雙方, 也就是志工

和女青年, 應該都有機會對「夢想它, 實現它」提出建議和做決定.  

 

為什麼我們應該與女青年成為夥伴? 

如果女青年積極參與為她們計劃的專案, 這個專案很可能就會成為一個成功的專案. 要善加利用女青年能

夠提供的專長, 讓女青年有權對「夢想它, 實現它」做決定, 這將有助於她們發展重要的技能, 例如領導力、

計劃能力和團隊合作. 而且, 做為合作關係中的一部分可以建立歸屬感和被需要、被重視的感覺, 最後還可

以幫助女青年培養自尊心和自信心. 

 

如何組成女青年顧問小組 

顧問小組的組成應該反應出你希望透過「夢想它, 實現它」接觸到的女

青年. 例如, 如果你計劃以當地社區某個特定學校為合作對象, 則你小

組中的女青年就應該從該校的學生中挑選. 她們還可以幫助徵召他人

來參加活動以及幫助對同儕的追蹤.  

有幾種不同的途徑可以尋找女青年來參與活動. 志工可以與學校、社會

服務機構、社區組織結成夥伴, 或者可以與運動團隊或宗教中心接洽. 在

你進行社區評估時, 你可能會找到幾個與女青年合作的組織.  

 

在未來, 顧問小組的最佳候選人將會是曾經參與「夢想它, 實現它」的女青年.  

 

與女青年一起工作的建議:  

與女青年合作對你可能是一個新嘗試. 在與女青年一起工作時, 請使用以下的建議以確保建立良好關係:   

• 徵詢女青年的意見, 認真考慮並重視她們提供的建議. 如果她們的建議無法執行, 向她們說明原因.  

• 此項活動由成年的志工推行, 但重要決定應該與女青年分享. 

• 分配女青年擔任具挑戰性、需要負責的角色, 並給她們成功扮演這些角色所需的訓練和支持. 

• 視女青年為一個個人並向她們保證你對她們的獨特意見十分感興趣. 不要假設一位女青年的看法 

代表了所有女青年的看法. 

• 不要太快行動. 請牢記, 與女青年建立關係和信任感需要時間. 

• 會議安排的時間應該是女青年能夠參加的時間, 地點應該是女青年容易到達的地方. 

• 請牢記, 女青年也有其他的興趣和責任. 不要給她們過多的責任, 而且如果她們拒絕, 你應該理解. 

• 對女青年不要有高於一般成年人的期望, 或以更嚴格的標準要求她們. 

•  

安排一位女青年加入

計劃委員會. 女青年

顧問小組可以推選她

們的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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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牢記, 在與女青年的夥伴關係中你並不是扮演父母的角色. 我們希望為女青年提供不同而且健康

的方式與成年人建立關係. 

• 不要用言詞讓女青年難堪 ⎯ 要用耐心、愛心和支持的態度鼓勵她們. 

• 要確認女青年已經得到父母的允許來參與此專案. 

• 提供女青年參加顧問小組會議、小組指導單元或研習會搭乘大眾運輸工具往返的津貼. 

 

 

 

VII. 選擇一個模式: 小組指導或研習會 
「夢想它, 實現它」課程主要在提供資訊幫助女青年了解並達成她們的事業目標. 志工可以選擇兩種模式

的其中一種 ⎯ 一系列小組指導單元或研習會, 來傳達這個資訊. 這項決定將取決於社區評估的結果, 以及

志工有興趣做些什麼. 這兩種模式需要做的工作內容和準備很類似.   

 

小組指導單元 

小組指導是志工與一小組女青年在為期數周或數個月的期間進行會議, 會議時間每一次約一小時. 每一次

會議探討課程中的一個單元. 可以參加的女青年的人數將取決於感興趣的女青年人數和有興趣參與的志工

人數. 我們建議每一位志工帶領的女青年人數不要多於四位. 

 

 

 

我們詢問和女青年一起工作的志工, 有哪一件有關女青年的事是她們

希望早先知道而不是在專案進行期間才了解到: 

• “我學到了要理解和預期在女青年與蘭馨會員之間會有文化、世代、社會經濟的差

異.” ⎯ 加州園林市的 安娜尼爾 
 

• “我學到女青年經歷完全自信到全然絕望的階段, 因此生活教導的關係對女青年和她

們的家人都極其重要 – 尤其是在十多歲的年紀.” ⎯ 俄勒岡州亞甚蘭市的 蘇姍霍

蘭沃茲 
 

• “我學到了女青年很聰明而且感情強烈.” — 懷俄明州埃文斯頓市的 艾莉莎威爾遜 

 

• “我們發現年輕女性充滿幹勁並懷著幫助他人的熱忱. 青少年有時被描述為自我中

心, 但我們發現當他們越被融入社區之中, 他們就希望貢獻越多.” ⎯ 馬里蘭州上蒙

哥馬利縣的 卡玲塞勒 
 

• “我學到了年輕女性所面臨的問題和挑戰是如此的多方面, 以及在現今世界中幫助她

們的複雜性.” ⎯ 華盛頓州史魁恩市的 莫妮卡迪克森 

 

• “我希望我早先就知道女青年是如此渴望人們的注意. 我當時預期她們是漠不關心並

只視我們為一群老太太. 相反地, 她們非常負責任而且很高興跟我們在一起.” ⎯ 賓

州中央縣的 多蘿西皮爾斯 

https://members.soroptimist.org/SIA/DIBI_Curriculum/Sessions/All_Sessions_Chinese.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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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習會 

研習會可以允許較多人數的女青年聚集在一起於較短的時間內學習課程. 以研習會的模式, 志工的工作內

容將包括尋找適當的場所、根據課程設計活動、安排演講佳賓和確定觀眾有一整天的時間的. 你可以在較

短的時間內接觸到人數較多的女青年, 但却無法像小組指導那樣與女青年建立較深入的關係. 研習會的最

佳時間是週末或學校的休息日或假日.  

 

這兩種模式都為女青年提供樂趣和小組建立的活動, 並且每年對新的女青年小組可以重覆使用.   

 

VIII. 建立社區夥伴關係  
在進行社區評估時, 你找到了其他與女青年合作的組織、商業機構、個人和學校的聯絡人. 一旦你選定某

個模式之後, 現在該是與潛在夥伴聯繫的時候. 與女青年合作或事業支援的主題對志工而言可能是一個新

嘗試. 與學校或其他和你相同以幫助女青年為目標的當地組織建立夥伴關係將可以增加你專案的影響力. 

此外: 

• 夥伴關係使你可以接觸到更多的女青年觀眾並可以完成獨力所

無法完成的工作.  

• 夥伴關係可以更有效率且更週全處理一個社會問題, 使資源得

到更佳的運用.  

• 夥伴關係可以使更多的組織認識影響女青年的問題, 並也致力

於這些問題.  

• 與有悠久歷史的的團體和夥伴協辦專案可以因而獲得聲譽.  

 

審視你的社區評估結果, 決定你的專案需要些什麼. 然後找出有哪些當

地的商業機構、組織或學校可以為你提供最大幫助, 以及他們與你形

成夥伴可以得到些什麼. 主動與他們接觸並開始建立關係.  

 

一個成功的夥伴關係有兩個最重要的特質就是有定義清楚的期望和持續的溝通. 與你的夥伴共同定義出彼

此的期望和責任. 也許你會希望草擬一份同意書清楚概述雙方的角色和期望. 安排多次溝通的機會使所有

的夥伴隨時了解情況. 而且, 要確認所有的夥伴都同意各項成功的指標. 所有的相關人員應該都認同一個共

有的成功定義.  

 

IX. 編列預算與籌募基金 
編列預算 

一旦計劃完成, 即可編列預算, 找出開支和收入的項目. 在編列預算時, 儘可能詳細列出各個項目. 一旦初始

預算編列完成, 將此預算與你的資源相比較, 很有可能預算會高於可供運用的資源. 在這個時候, 你必須決

定如何籌募基金來補足差額.  

 

籌募基金 

基於基金籌募需要可觀的時間和精力, 所以尋找三到五個志願者組成基金籌募委員會. 為專案籌募基金的

方式有四種:  

• 舉辦地方社區基金籌募活動  

• 請求當地商業機構的贊助  

• 申請專款  

• 請社區人士捐款  

 

在與其他團體交談時, 

也可以藉機會尋找有

可能擔任計劃委員的

人選. 在擬訂計劃時

讓重要的利益相關人

士參與將可以幫助你

的專案達到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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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社區基金籌募活動是非常好的基金籌募方式, 同時也是提升地方社區對蘭馨會/LiveYourDream.org 注

意力的好方式.  

 

在你的社區評估中, 你找出了可能有興趣為專案提供支持的商業機構. 贊助「夢想它, 實現它」專案為商業

機構提供機會展示他們回饋當地社區的承諾. 請求贊助可以是藉由要求現金捐款、實物捐獻 ( 例如為女青

年提供食物或贈送品) 或對商品及服務項目提供折扣價. 提供一個專案的簡要說明, 並提出應該贊助此專案

的理由. 他們會得到什麼回收? 對於贊助的商業機構, 你要如何表達謝意及宣傳? 讓贊助者知道是否還有其

他的贊助者.  

 

另外一個基金來源的選擇是社區專款. 研究各種申請專款的機會並提出申請.  

 

此外, 也可以向社區中的個別成員請求捐贈. 如果你在社區評估中找到了一些人士可能願意為你的專案提

供財務支援, 你可以進一步請求這些人捐獻現金. 你也可以向其他志工請求捐贈. 但要牢記, 志工已經慷慨

地捐獻著自己的時間和精力. 

 

X. 尋找地點 
一件很重要的事, 是要尋找一個進出方便的場地且大小適合參與活動的人數, 以及大家都有空的時間段. 試

著找一個輕鬆、舒適的空間, 而且距離市中心或大多數女青年的學校或組織不遠的地方. 如果地點太遠, 交

通上的障礙可能會阻止一些女青年參與. 

 
在決定地點時, 可以將許多不同的社區資源列入考慮. 首先查詢當地的學校, 看看他們是否在午餐時間、放

學後或是在周末有教室、體育館或禮堂可供使用.  

 
當地的社區中心, 如: 基督教青年會、基督教女青年會或健身/瑜伽中心 , 可能有適合的教室供公眾使用. 此

外, 也可以租用當地宗教社區分部的大廳或中心. 

 
分會也可以聯繫當地的大學, 在休息時間他們通常有大型演講廳和教室可供使用. 附近的酒店、靜修中心、

夏令營和會議中心也是合適的地點. 

 
一旦你確定了地點, 接著就設定你專案的日期和時間. 
 

XI. 尋找女青年來參加「夢想它, 實現它」 
「夢想它, 實現它」的目的是要幫助無法獲得資源或資訊以實現夢想的女青年. 此活動的重點在就讀於中

等學校 – 或為取得學位或文憑而在學校求學的女青年. 在大多數情況下, 這些女青年年紀在 14 至 18 歲之

間. 其他年齡的女青年也可能受益於此活動, 但蘭馨會/ LiveYourDream.org 為製作此計劃所完成的研究, 確

立了要針對的就是此一特定女青年族群的這項特別需要. 

 
雖然所有的女青年都因為性別而面臨障礙, 但我們想要幫助的是那些面臨更多額外障礙的女青年, 例如: 生

活在低收入社區、家庭生活不穩定、少數民族、移民或難民家庭、住在寄養家庭, 種族歧視或未成年媽媽. 

幫助這些女青年確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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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卡和阻礙. 具體來

說, 這些女青年: 

• 在她們追求成功的路途上面臨障礙 

• 在追求她們的夢想時有受到嚴重挫折的危險 

• 缺乏接近專業榜樣的機會 

• 無法取得職業教育 

• 不知道要採取什麼步驟來完成她們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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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來說, 廣泛地考慮你社區的需求, 以找出藉由參與這個活動而最能受益的一個目標群. 這類似於你尋找

女青年來參加你的女青年顧問小組的方式, 你可以聯繫學校或社區組織, 或者聯繫運動團隊或宗教中心. 你

可以考慮聯繫學校的指導顧問, 找出可能在畢業之前輟學的女青年, 或聯繫女青年組織、女青年夏令營、

青少年活動、青少年懷孕庇護所或寄養機構的工作人員.  

 

此外, 當你進行社區評估時找出與女青年合作的其他組織. 使用這些資源尋找女青年或宣傳你專案的對象. 

當你開始尋找女青年時, 請記住有兩種方式來執行這個專案 – 研習會或一系列小組指導單元. 哪一種方式

較適合可能要依照女青年人數的多少和明確的需要來決定. 

 

(參看 VI 中的 “與女青年一起工作的建議”) 

 

XII. 下一步 
在這個時候, 你已經組成了計劃委員會及女青年顧問小組, 選擇了小組指導或研習會的模式, 找出了社區的

合作夥伴, 考慮到何處去尋找女青年來參與活動和舉辦活動的地點, 以及如何為你的專案籌募基金. 下一步

就是要計劃如何在你的社區執行這個專案. 要考慮到的一些問題包括: 

• 查看其他的「夢想它, 實現它」資源 (參看這個工具箱的第 III 部分) 

• 為課程單元的活動進行腦力激盪、研究, 以及聯繫演講佳賓 

• 找出並訂購額外的「夢想它, 實現它」物品, 包括: 日誌本、手環、貼紙、筆、T-恤衫等. 

 

恭禧你! 現在你已經準備好了, 可以去閱讀「夢想它, 實現它」課程指南 和「夢想它, 實現它」課程資料, 

然後執行你的專案!  
 

 

http://www.cafepress.com/liveyourdreamtshirtstore/11481876
https://s3.amazonaws.com/soroptimist-media/05-for-members/Translated-Resources/Chinese/dibi-curriculum-guide-c.pdf
https://members.soroptimist.org/SIA/DIBI_Curriculum/Sessions/All_Sessions_Chinese.aspx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