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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報分會: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上報人: 

姓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上報日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電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電郵: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說明: 此表格必需連同申請資料一併上報地區和/或專區層級評審. 請保留一份申請資料和填好的上報表存檔, 
並用電郵或一般郵件將另外一份拷貝申請資料寄給地區或專區的指定人員. 若需專區主委的聯絡資料, 請查看主

管通訊錄. 這份通訊錄可在 SIA 網站的首頁取得.  
 
截止日期 (在截止日期後收到的資料可能會失去參加評選的資格) 
參加地層區級評審的分會: 請在二月一日前將資料寄至「實現你的夢想獎」地區活動主委.  
參加專區層級評審的分會: 請在二月十五日前將資料寄至「實現你的夢想獎」專區活動主委.  

1. 本分會收到了 ________  份填寫完整的申請表 

2. 本分會表揚了___________ (人數) 實現你的夢想獎得獎人, 使用分會的基金*共頒贈了 $_____________ (美

金金額). 
3.  本分會總共投入了 ________  (小時數) 志工時數, 並共計花費了$ ________  (美金金額) 在

這個活動的行政管理上. 行政管理的支出例如: 印製宣傳單或舉辦填寫申請表的講習會, 但不包括獎金的支出. 
 

4.   因為我們舉辦「實現你的夢想獎」活動的結果, 我們的專案吸引了__________位新會員加入分會 

5.  本分會提供了額外的支援給分會得獎人.     

              是                 否  (如果回答“是”, 請填寫以下部分) 

  本分會提供了額外的支援給         位 (請填寫名額數量) 分會獎項的得獎人. 

  請在下列各項的空白處填寫得到該項額外支援的人數 

  個別指導得獎人. 

  提供工作訓練、面試準備或協助檢查履歷表. 

  為得獎人提供家教服務.   

  為得獎人提供稅務或財務計劃的協助.  

  為得獎人的子女提供兒童照顧和個別指導. 

  提供物品, 例如手提電腦、衣服、禮券. 

其他 (請說明.)    ___ __________         

    ___  ________        

 

請提供給予得獎人其他物品和 (或) 服務的估計總值 (除去頒贈「蘭馨會實現你的夢想獎」獎金)  ):   
美金$ _________________ 
 
*分會參與「實現你的夢想獎」活動的定義是: 分會至少要頒發一個現金獎項給一位符合資格的婦女, 並

將得獎人的申請資料提交到地區或專區層級評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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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會得獎人資料    上報分會: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驗證和簽名 

在此文件上簽名, 即表示本人確認在此表格中所提供的所有資料根據本人所知都是正確和完整的. 本人確

認此表格中提及的個人已經: 
• 獲得聯繫並告知其本人獲得了「實現你的夢想獎」  

• 收到現金獎勵 
• 直接收到現金獎勵  

此外, 本人確認在「實現你的夢想獎」程序中不只一位分會會員參與該獎項的流程.  
 
分會會長姓名 (正楷):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今天日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分會會長姓名 (簽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第一名       獎勵金額 (美金$): ___________   
姓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地址: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電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電郵: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其他得獎人       獎勵金額 (美金$):      
姓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地址: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電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電郵: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其他得獎人       獎勵金額 (美金$): ___________________  
姓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地址: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電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電郵: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其他得獎人       獎勵金額 (美金$): ___________________  
姓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地址: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電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電郵: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其他得獎人       獎勵金額 (美金$): ___________________  
姓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地址: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電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電郵: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你的分會是否有一個出色的「實現你的夢想獎」活動? 也許你想出方法可以資助多個名額, 或者有

方法可以顯著增加你的獎金金額, 或者為得獎人和她們的家庭提供持續的支持... SIA 總部希望能聽

到這些方法. 我們可能會在社交媒體或即將出版的刊物上分享你分會的專案. 請描述一下甚麼因素

使你分會的「實現你的夢想獎」變得出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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