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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大目標:  提升我們的聯合影響力  
 
我們組織的大目標之一就是要提升聯合影響力. 我們定義 “提升聯合影響力” 是一個可以評量的改變; 如果

我們組織的所有人都致力於有共同目標的同樣活動時, 我們可以評量出我們為婦女與女孩生活所營造的改

變是多少. 要提升我們的聯合影響力, 我們需要專區和分會增加我們夢想活動所幫助的婦女與女孩人數, 她

們面臨著各種障礙, 例如貧困、暴力、青少年懷孕等. 

我們如何定義成功? 

我們透過聯合一致的夢想活動幫助了更多的婦女與女孩得到經濟賦權, 營造了更大的社會影響力而更為人

所知曉. 

我們要如何才能達成這個大目標? 

• 分會、專區和總部為夢想活動投入更多的資源 (人力和財力). 

• 有更強大、更投入和穩定成長的會員. 

• 組織中各層級有支持我們成長的資金. 

• 因我們所做的工作而得到大眾的認知. 

 
我們了解若只是繼續執行以往成功的活動和專案可能會很簡單, 但我們必須要勇於承擔領導角色的關鍵責

任之一, 也就是要了解什麼時候需要改變…. 不是因為改變而去改變, 而是因為要更與時俱進和要營造更大

的改變而去改變.  

 
以下列出一些談話的重點, 當你在引導 “團結一致, 共同努力” 會議時, 若有人提出問題或有意見時, 你可以

回應的一些內容.  

意見/問題 

但我們不想改變我們在地方層級所做的工作, 因為: 
• 我們這些專案已做了很久, 而且大家對我們的這些專案也都很熟知, 或 (且) 

• 我們的會員對不同的問題感到有興趣, 或 (且) 

• 有們的資源有限 (會員和資金), 無法再執行更多的活動, 或 (且) 

• 我們不喜歡由 SIA 來告訴我們該做什麼, 或 (且) 我們已提供了社區的婦女與女孩的需要. 

回應 

如果我們不改變我們工作的方式, 那麼我們就無法達到我們組織所定義的成功. 我們需要針對下面這些問

題來改善才能達成我們組織長期的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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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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眾缺乏對蘭馨會的認知 

• 我們為社會營造了影響力, 但大眾卻缺乏對我們這方面的認知 

• 會員人數下降 

• 資金不足 

• 上百萬的婦女與女孩未能透過我們的夢想活動而得到經濟賦權, 沒有機會充分發揮她們的潛能和實

現她們的夢想.  

意見/問題 

好. 但我們為什麼需要改變我們工作的方式? 我們一直做得很好, 而且我們的活動在我們的社區中也很有名

氣!  

回應 
大眾知名度 
在每一次的座談會中, 如果你問一位蘭馨會員是什麼阻礙了我們的前進? 她們都會回答: 沒有人知道我們是

什麼樣的組織! 或者會說: 我們的組織是一個被維護得最好的秘密.  

 
要獲得大眾對蘭馨會認知的最好方法 – 也是唯一的方法 – 就是以簡單、引人注目且有關聯性的故事講述

我們為婦女與女孩生活所營造的影響, 而且必須是一個一致的內容. 不能只是某個地方或某個國家的故事.

在我們蘭馨會的所有國家和每一個社區必須只能有一個品牌.  
 
只要大家齊心協力, 所有分會都專注致力於我們的夢想活動, 我們就可以衡量出我們夢想活動在全世界和

我們自己社區中所營造的影響, 並能向大眾述說我們這個有一致品牌的故事. 

 
影響力 

要能向大眾述說一個引人注目的故事, 我們需要知道我們的工作改變了多少婦女與女孩的生活, 我們要能

夠衡量並說明這些改變. 寫一張支票給其他的織組幫他們述說他們 的故事, 這並不能幫助我們傳播我們的

故事. 我們總部的專業職員每年都會評量我們夢想活動的影響力, 並為會員準備各種材料來幫助大家述說

我們的故事, 讓大眾知曉我們的夢想活動如何在二十個國家和領域中改善了婦女與女孩的生活.  

 
會員擴展 
在 SIA 總部, 我們支持會員招募和保留工作的方式之一就是宣傳我們會員的經驗: 我們的分會如何經由夢想

活動賦權婦女與女孩, 以及會員如何參與和支持我們的夢想活動. 但如果有一位婦女加入了分會, 而那個分

會並不支持我們的夢想活動, 這樣的脫節造成難以克服的問題. 要防止會員人數下降的方法之一就是要確

定我們會員的經驗是一致的. 另一點就是要確定會員的努力要與當初她們加入蘭馨會的理由是一致的.                             
 

基金籌募 
當我們能夠述說一個引人注目和有關聯性的蘭馨會故事, 讓大眾知曉我們在所有社區對婦女與女孩所營造

的影響力時, 這可以激發大大小小的捐贈者. 我們不可能說出一千三百種不同的故事還能吸引大眾的注意

力. 儘管你在當地的專案可能會吸引你社區的資金, 但這對蘭馨會長期永續的發展並沒有任何貢獻. 請思考

一下, 做為一個會員型態的組織, 我們已經點燃了外界人士的熱情, 打開了他們的荷包. 這是一項非凡的成

就, 也是任何一個抱有宗旨的非營利組織所冀望達到的成果. 但我們需要做得更多來撰寫出更多我們的故

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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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有上百萬的婦女與女孩無法透過我們夢想活動的幫助來得到經濟賦權以發揮她們的潛能, 實現她們的夢

想.  

• 需求. 我們進行了研究想要了解我們試圖要幫助的人數有多少. 我們的研究結果告訴我們, 在蘭馨會所

在的二十個國家和領域中尚有二千萬名的婦女與女孩如果能夠得到我們夢想活動的幫助, 她們的生活

將會更好.  

 
• 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 聯合國秘書長 安東尼奧·古特雷斯 (António Guterres) 告訴我們, 婦女的經濟賦權

是聯合國 2030 年永續發展目標綱要中的核心. “如果賦權婦女的工作沒有更加速行動, 我們就無法達到

永續發展的目標.”  
 

蘭馨會是一個有數十年經驗的組織, 我們了解要建立一個更平等的世界最有效的方法就是要經由教育

來幫助婦女與女孩得到經濟賦權, 這也就是蘭馨會夢想活動的重心. 我們的夢想活動已深深紮根於聯合

國綱要中兩性平等的議程中.  

 
SIA 可以幫助達到聯合國秘書長呼籲的加速婦女與女孩的經濟賦權, 並使蘭馨會因我們品牌一致的夢想

活動而賦權更多的婦女與女孩, 營造更大的社會影響力並更為人所知曉… 但要做到這一點, 我們唯有改

變我們工作的方式. 要能改變蘭馨會在地方和全球的認知度, 我們必須要團結和專注.   
 

團結一致, 共同努力. 想像一下, 如果我們團結起來使我們的夢想活動成為是分會和專區工作的中心, 那將

會如何? 我們共同的專注將可以為婦女與女孩取得重大的進展. 我們緊密凝聚的努力將可以加快我們影響

的步伐, 進而改善了我們的認知度. 我們的進展將可以與聯合國分享, 我們推動可持續發展目標的支持也將

會受到重視. 

意見/問題 

但我們怎麼知道這個方法適用於我們的組織? 

回應 
我們提升聯合影響力的大目標是根據社會科學研究的基礎發展而來的, 我們認識到大規模的社會變革需要

廣泛的跨部門協調. 遺憾的是, 社會服務行業仍然側重於個別組織的孤立行動. 儘管 “聯合影響” 通常指的是

以社區為基礎並匯集不同的組織、政府機構和公司企業, 但這也適用於我們蘭馨會 – 許多地方分會獨立執

行專注於「夢想活動」的專案, 其結果真正能嘉惠全世界婦女與女孩. 
 
更重要的是, 我們知道這對蘭馨會而言是一個正確的方式, 因為這個方式確實有效! 我們在 2012-2013 年度

將提升聯合影響力的大目標涵括到我們的策略目標中. 在這五年中我們:  

• 透過「實現你的夢想獎」所幫助的婦女人數增加了 20% 
• 給予婦女的基金增加了 29% 
• 推出「夢想它, 實現它 」活動, 這個活動已經幫助了二萬名女青年 
• LiveYourDream.org 獲得第一家零售業贊助者 “妥利得” (Torrid) 對「實現你的夢想獎 」的贊助.  
• 「夢想它, 實現它 」獲得美國高級管理人員協會的峰會獎 – 該協會的最高奬 
• 我們籌募的基金增加了 31% 
• 吸引九萬名支持者加入 LiveYourDream.org 
• 減緩了我們會員人數的下降率, 從下降 3% 減緩到下降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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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只是我們多項成就的其中一部分. 我們的進展是實際的, 但如果我們要實現我們的目標, 希望幫助每一

位需要夢想活動的婦女與女孩, 那麼我們就需要做得更多, 而且我們必須要一起去做. 

意見/問題 

但是我們無法比現在做得更多了! 

回應 

我們聽到了大家的意見. 我們並不是要求大家做得更多, 我們要求大家的是以不同的方式來工作. 查看一下

你分會的工作, 看看這些工作是否不僅支持你社區的婦女與女孩, 同時也支持了組織的目標. 我們都了解, 

當我們團結一致共同努力時我們就會更強大, 但如果我們在所有的社區各自做不同的專案, 那就更難建立

大眾對 “蘭馨會” 品牌的認知. 

 
SIA 會幫助分會以不同的方式來工作. 今年年底前分會將會收到一份指南來幫助分會舉行有關當地專案和

資源的重要討論.  

意見/問題 

我不認為「實現你的夢想獎 」活動讓得獎者可以將獎金使用在任何她們想要用的地方是對的, 所以我們頒

發獎學金. 

回應 

讓婦女自己做出正確的選擇去花費她的獎金, 這就是這個獎項獨特和可以定義品牌的關鍵部分.「實現你的

夢想獎」之所以與眾不同就是因為這項活動直接提供現金給婦女. 我們相信婦女會以最有助於她們追求教

育的方式去使用這筆錢. 有一些婦女用這筆錢來支付幼兒照顧, 另外有一些婦女則使用這筆錢來支付房租、

交通、書籍或學費. 每個婦女都得到賦權根據自己的情況做出最好的決定. 讓婦女掌控如何使用所獲得的

獎金可以增加她們的自信心, 並可以激勵她們實現自己的夢想. 

意見/問題 

「夢想它, 實現它 」的工作太多, 我們沒有把握能和女青年一起工作, 或 (且) 我們真的不了解這個活動. 

回應 

「夢想它, 實現它 」仍是相當新的一個活動, 課程資料只推出了兩年. 這個活動確實會讓分會花一些時間去

熟悉掌握後才能開始和女青年一起工作. 現在聯盟各專區中已有五百多個分會參與了這項活動. 請你專區

「夢想它, 實現它 」的活動主委幫你聯繫舉辦過這項活動的分會, 她們可以和你分享她們的經驗.  

 
但這項活動不會吸引所有的分會. 理事會已通過分會可以不同的方式來舉辦這項活動 – 以參與的方式或以

支援的方式. 參與方式的意思是使用課程資料與中等學校的女青年一起工作, 並將影響報告資料提交給 SIA. 
分會也可以支援的方式參加, 例如分會可以提供財務支持、物資捐贈、提供演講者、行政支援或 (和) 提供

其他的機會給女青年等方式來參與一個「夢想它, 實現它 」專案.  

意見/問題 

為什麼我們要著重於面臨著各種障礙, 例如貧困、暴力、青少年懷孕等問題的婦女與女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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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應 
婦女僅僅因為她們身為是女性就面臨著無數追求成功的障礙. 儘管不論是男性或女性, 女孩或男孩都可能

生活在貧困中, 面臨歧視, 必須克服障礙. 但是縱觀全世界各個國家的歷史, 婦女與女孩僅因為她們的性別

而面臨更多的障礙和歧視. 其中更有些婦女與女孩她們實現自己夢想的機會又比其他人更少, 例如, 她們出

生於貧困家庭, 被拐賣去賣淫, 在孩童時代被虐待, 染上毒品或酗酒上癮, 或遭受親密伴侶的虐待.  

意見/問題 

在我們的夢想活動中, 我們如何定義我們想要幫助的婦女與女孩? 

回應 

「實現你的夢想獎」– 對於這個活動我們尋求的申請人是已經克服種種障礙並試圖經由教育和技能訓練來

讓自己的生活重新回到正確方向, 使自己和家人擺脫貧困, 創造更美好的生活. 她們克服了暴力、毒癮、健

康問題或心理問題, 或配偶、父母的死亡, 而且是需要撫養家屬的婦女.  
 
在世界各地由婦女擔任戶長的家庭貧困比例最高. 幫助這些婦女改善她們的教育就是為她們提供一個最佳

的機會來改善她們自己和小孩的生活 – 這個做法可以為她們未來的幾個世代帶來更正面的效果. 明確來說, 

這些婦女: 

• 在追求夢想時遭受過嚴重挫折 
• 正在努力使自己的生活重新回到正確方向 
• 擔任家庭的戶長 
• 要撫養她們的家屬 
• 想要提高她們的生活水準 
• 缺乏財務資源來取得優質教育 

 
「夢想它, 實現它 」 – 對於這個活動我們想要幫助的是那些無法獲得資源或資訊以實現自己夢想的女青年. 

我們的重點是就讀於中等學校的女青年, 在大多數情況下, 她們的年紀在十四至十八歲之間. 其他年齡的女

青年也可能受益於這項活動, 但我們做了長達一年的研究, 確立了這一個年齡層女青年群的需要, 因而製作

了這項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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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貧窮、家庭生活不穩定、居住在寄養家庭, 或本身是少女媽媽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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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別是這些女青年:  
• 在成功的過程中面臨障礙 
• 有脫離常軌的危險 
• 缺乏接觸專業榜樣的機會 
• 沒有接觸職業教育的機會 
• 不知道要達成自己的目標需要採取哪些步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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