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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會宣傳套件 
 
SIA 很高興將於 2022 年 7 月 22 日和 23 日舉辦蘭馨會第四十七屆虛擬雙年會, 此次特別邀請馬拉拉·

優薩福扎伊 (Malala Yousafzai) 擔任主題演講貴賓! 

 
SIA 已製作了以下的宣傳資料來幫助分會和會員傳播我們的虛擬年會. 雖然會員是我們的主要觀衆, 但

SIA 歡迎任何人參加這個獨特的活動. 年會的亮點包括鼓舞人心的演講貴賓, 專業和個人發展, 並專注

於我們的大目標, 即在 2031 年之前通過提供教育機會來為五十萬名婦女與女孩的夢想投資. 這是一個

絕佳的機會向非蘭馨會的朋友介紹蘭馨會, 讓她們可以在一個充滿樂趣的氣氛中, 親身瞭解我們令人難

以置信的組織和改變生命的宗旨! 

這份宣傳套件包括設計作品、圖片和訊息, 可幫助你和你的分會透過多個管道宣傳我們的年會, 這些管

道包括但不限於: 社群媒體 (個人、分會和專區網頁)、分會和專區電子新聞通訊、分會和專區網站/部

落格, 以及當地媒體. 

有關宣傳馬拉拉·優薩福扎伊擔任主題演講貴賓的重要說明 
在分享任何提及馬拉拉名字的圖片或內容時, 請務必完全按照 SIA 提供的圖片或內容分享, 因爲這些內

容已獲得馬拉拉團隊的批准, 這一點非常重要.  

圖片 

 
Download and view all graphics here. 
 

社群媒體內容範例 

臉書、IG、領英和推特是傳播我們年會的絕佳平臺.  
 

社群貼文 1: 一般 

https://www.dropbox.com/sh/jlexoxn7miagbbj/AABWJotNMBmS6CqoWKzTS0n3a?dl=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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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A 非常高興宣佈諾貝爾獎得主馬拉拉·優薩福扎伊 (Malala Yousafzai) 將擔任我們 2022 年會的主題

演講貴賓! 請保留 2022 年 7 月 22 日星期五和 7 月 23 日星期六. 馬拉拉將在星期五發表演講. 請在此

註冊並取得更多詳細訊息: https://bit.ly/SIAConv2022-Register. 
 
#SIAConv2022 #Soroptimist100 #DreamBigSIA #SoroptimistsAtWork #malala #malalayousafzai 
#girlseducation #education #girlempowerment #letgirlslearn #girlpower 
 
社群貼文 2: 早鳥註冊 

SIA 2022 年虛擬年會將於 7 月 22 日星期五和 7 月 23 日星期六舉行. 早鳥註冊現在開放直到 4 月 30 
日截止. 諾貝爾獎得主馬拉拉·優薩福扎伊 (Malala Yousafzai) 將擔任主題演講貴賓. 請在此處辦理註冊

並獲取更多詳細訊息: https://bit.ly/SIAConv2022-Register.  
 
#SIAConv2022 #Soroptimist100 #DreamBigSIA #SoroptimistsAtWork #malala #malalayousafzai 
#girlseducation #education #girlempowerment #letgirlslearn #girlpower 

關注 SIA 獲取更多內容 

隨着 SIA 推出更多的年會詳細資訊, 我們將在社群媒體上分享更多的圖片和內容, 你也可以從我們的社

群媒體網頁將這些分享出去.   

主題標籤  

主題標籤是一個很好的工具, 可以放大你的訊息, 並在社群媒體上引起人們對某個慈善活動或事件的關

注. 這對於搜索某個主題或趨勢訊息的人來說是很有用的. 主要的年會主題標籤為 #SIAConv2022. 當
你在你的社群媒體渠道上宣傳年會時, 這裡有一些其他的主題標籤你可以包含在你的貼文中:  

 
#SIAConv2022 #Soroptimist100 #DreamBigSIA #SoroptimistsAtWork #malala #malalayousafzai 
#girlseducation #education #girlempowerment #letgirlslearn #girlpower 

新聞發佈或部落格的內容 

通過分享關於我們即將舉辦虛擬年會, 且馬拉拉將擔任主題演講貴賓的新聞稿來吸引你的當地媒體. 你

也可以在你的網站上使用下列文稿做為部落格貼文.   

 

馬拉拉將在蘭馨年會擔任主題演講貴賓 
 
填入日期 

聯繫資料: [姓名; 電郵帳號或電話號碼] 

[市, 州/省] — SIA 很高興宣佈諾貝爾獎得主馬拉拉·優薩福扎伊 (Malala Yousafzai) 將於 7 月 22 日星

期五和 7 月 23 日星期六擔任我們 2022 年雙年會的主題演講貴賓. 馬拉拉將在星期五發表演講. 辦理

註冊並瞭解更多詳細訊息, 請訪問: https://bit.ly/SIAConv2022-Register.  
 

https://nam12.safelinks.protection.outlook.com/?url=https%3A%2F%2Fonlinexperiences.com%2FLaunch%2FQReg.htm%3FShowUUID%3DF79089FC-A902-490D-BC21-1B881297E95B%26LangLocaleID%3D1028%26GroupID%3DChinese_M&data=04%7C01%7C%7C9b52287c64a54a530c5308da02ce8a19%7C84df9e7fe9f640afb435aaaaaaaaaaaa%7C1%7C0%7C637825383353049039%7CUnknown%7CTWFpbGZsb3d8eyJWIjoiMC4wLjAwMDAiLCJQIjoiV2luMzIiLCJBTiI6Ik1haWwiLCJXVCI6Mn0%3D%7C3000&sdata=DxOe0abXNy8nUu2RhaSuakRlHG168zajYG2s%2Bw35RVk%3D&reserve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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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次的虛擬年會將會把數千人聚集在一起以促進專業和個人發展, 並專注於我們的大目標, 即是要在 
2031 年前通過提供教育機會來為五十萬名婦女與女孩的夢想投資.  
 
"我們致力於幫助婦女通過教育獲得經濟賦權," 相關者互動部門副總裁艾伊莎·布朗 (Iesha D. Brown) 
說道. "我們的 2022 年會將提供切實可行的機會, 包括虛擬訓練課程, 獲取新資源以及像馬拉拉這樣有

強大影響力的演講貴賓." 
 
在全球疾病大流行之際, 馬拉拉關於女孩教育重要性的訊息更加擴大了對教育機會日益增長的需求. 因

為新冠狀病毒的原故, 估計已經使得額外的 4,700 萬名婦女與女孩陷入極度貧困. 馬拉拉基金的報告指

出, 在新冠狀病毒危機結束後, 可能還有 2,000 萬名中學學齡的女孩失學. 

 
馬拉拉將與其他的演講者一起在領導力、個人發展和蘭馨會為幫助五十萬名婦女與女孩實現她們的夢

想而共同努力的會議上, 提供應對當前挑戰的策略. 
 

馬拉拉是一位強力鼓吹女孩教育的積極行動者, 她是世界上最年輕的諾貝爾和平獎得主, 也是著作「我

是馬拉拉: 一個女孩如何爲教育挺身而出並改變了世界」, 以及其他暢銷書的作者.  
 
馬拉拉有一個強有力的故事要與大家分享, 我們迫不及待想要在 2022 虛擬年會期間沉浸在她的故事

中!  

 
蘭馨會總部設在美國賓夕凡尼亞州費城, 通過夢想活動爲婦女與女孩提供獲得經濟賦權所需的教育和

訓練. 夢想活動包括實現你的夢想: 婦女教育與訓練獎®和「夢想它, 實現它: 女青年事業支援」®. 蘭馨

會是一個 501(c)(3) 組織, 仰賴慈善捐款來支持各項活動. 蘭馨會由來自北美、拉丁美洲和環太平洋地

區的志工組成一個全球網絡. 蘭馨會同時也推動 LiveYourDream.org®, 這是一個線上社群, 提供支持

婦女與女孩的志工機會. 
 

### 

 

 

謝謝你! 
我們感謝你的支持, 幫助宣傳我們即將舉行的虛擬年會. 我們很高興大家將聚集在一起, 我們知道這將

是一個很精彩的活動!  

 
 
 

 

 
 
 
 
 
  
 
 
 

https://www.soroptimist.org/
https://www.soroptimist.org/our-work/live-your-dream-awards/index.html
https://www.soroptimist.org/our-work/live-your-dream-awards/index.html
https://www.soroptimist.org/our-work/dream-it-be-it/index.html
https://www.liveyourdream.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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