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 年 2 月號電子報
迎接國際婦女節與崇她玫瑰日
每年的 3 月 8 日是崇她玫瑰日和國際
婦女節。崇她人不妨利用這個機會，
回顧過去的成果、呼籲更多的改變，
並紀念在其國家歷史或在地發展史
上佔有不凡地位的平凡女性所展現
出的無比勇氣與決心。
國際崇她基金會也利用崇她玫瑰日
這個機會，邀請社員以捐助基金會玫
瑰基金的方式，向生命中重要的人物
致敬。
慶祝 2018 崇她玫瑰日與國際婦女節的同時，歡迎捐款給國際崇她基金會，讓我
們能繼續支持賦權世界各地的婦女及女童之專案與計畫。
捐助玫瑰基金，賦權世界各地的婦女及女童

海倫‧克拉克將於 3 月 8 日
接受國際榮譽會員資格
紐西蘭前總理海倫‧克拉克（Helen Clark）將於威靈
頓社和聯合國婦女署紐西蘭分部共同舉辦的國際婦女
節早餐會上，接受國際崇她榮譽會員資格。
前紐西蘭總理海倫‧克拉克將接受國

這場年度早餐會今年將於紐西蘭國會大廈舉行，並將
際崇她榮譽會員資格。
全程現場直播。本活動預定於紐西蘭時間 3 月 8 日上
午 7 點至 9 點舉行（臺灣時間為同日上午 2 點至 4 點）。

直播連結確定後，我們會立刻在國際崇她網站和各社群媒體上與各位分享。

慶祝活動肯定 2017 年艾美獎學金
得主成就
在 1 月 12 日於倫敦舉辦的晚宴上，有
五位 2017 年的艾美獎學金得主從 29 區
總監 Gabriele Bruebach 手上獲頒羽翼別
針與得獎證書。
2017 年艾美獎學金得主於倫敦慶祝晚宴上與 29 區艾美獎學金
委員長 Britt Gustawsson 合照。

Francesca de Domenico、Dafne Gaviria
Arcila、Audrey Gaymann、Garazi Gomez
de Segura、Rita Neves 目前都在英國的大學攻讀航空科學與工程學位。
上圖由左至右：Rita Neves、Audrey Gaymann、Gabriele Bruebach
總監、Dafne Gaviria Arcila、 Francesca de Domenico、Garazi
Gomez de Segura、29 區艾美獎學金委員長 Britt Gustawsson

參與本次晚宴的除了這五位新科得主外，還有七名前獲獎人，以及倫敦二社
（Zonta Club of London II）和基爾福社（Zonta Club of Guildford）的社員。
五位獲獎者皆簡單報告了自己目前的研究主題。
29 區艾美獎學金委員長 Britt Gustawsson 表示，所有的艾美獎得主不論是研究表
現，或是她們對這個傳統上以男性為主的領域所造成的影響，都十分令人佩服。
1 月 20 日，另有四位 2017 年的艾
美獎學金得主，在 9 區矽谷電子社
（Zonta e-Club of Silicon Valley）主
辦的午宴上獲頒別針與證書。共有
11 位前獎學金得主出席該次活
動。
四位 2017 年艾美獎學金得主於艾美獎學金慶祝午宴上，與前獲獎人合
影。

崇她社員共在這場午宴為艾美獎學
金基金募得 2,000 多美元的捐款。
進一步了解艾美獎學金計畫

協助女性展翅高飛

上圖後排由左至右：Monica Hew（2016）
、Wendy Okolo（2012）
、Ella
Sciamma-O'Brien（2005、2006）、Friederike Graf（2016）、Sharon
Langenbeck（1977、1978）
、Laura Robin Benedetti（1995）
、Colleen Rosania
（2015）、Jin Yan（2012）
。上圖前排由左至右：Julie Fouquet（1980、
1981、1982）、Diana Juarez Madera（2017）、Maryam Sadeghi Reineh
（2017）、Fanny Besem（2014）

歡迎下載 2018 年珍‧克勞斯曼
商學獎學金申請資料
珍‧克勞斯曼商學獎學金計畫旨在
協助女性追求商管領域碩博士學位、
打破學界與業界的性別藩籬。
今年，崇她為區、次區各提供 32 個
獎學金名額，各 2,000 美元，另提供
六個國際獎學金名額，每名獎助
8,000 美元。
在此鼓勵崇她社員與符合申請資格的當地商學領域女性分享這項獎學金資訊。凡
目前於商學或商學相關科系就讀，在該領域展現傲人潛力，且於崇她區／次區居
住或就讀之女性，不限年齡皆可申請。
下載 2018 年珍‧克勞斯曼商學獎學金申請表

取得更多相關資料：2018 年海報、新聞稿範本，以及其他內容

閱讀馬達加斯加「Let Us Learn」
計畫最新進度報告
國際崇她與美國聯合國兒童基金會合
作，透過馬達加斯加「Let Us Learn」
計畫提升馬達加斯加阿諾西（Anosy）
與安德羅伊（Androy）兩個地區的教育
環境。
最新報告涵蓋 2017 年 2 月 1 日至 10
月 1 日的計畫執行狀況。
閱讀報告

馬達加斯加一間學校的女學童在課堂上專心唸書。馬達
加斯加「Let Us Learn」計畫最新報告已經出爐。

這項計畫的重點之一，是為當地的教師提供協助
與訓練。
Mamisoa Lucia 是阿諾西區一所公立國中的教師。
在馬達加斯加「Let Us Learn」計畫的協助下，她
學到了許多方法和技巧，對教學與管理學生都頗
有助益。
「現在我在做自己深愛的工作時，感覺
更有自信，同時也能為學生的生命帶來
正面影響。」

Mamisoa 說：
「現在學生對我的教學內容更有興趣，
讓我覺得很自豪也很高興。」
閱讀 Mamisoa 的故事

崇她於美國推出全新
倡議工具
國際崇她近期推出了兩
款新工具，協助在美國的
倡議工作。
美國崇她連線（Zonta USA Caucus）由所有美國的崇她社組成，旨在整合資源協
助國際崇她透過服務及倡議賦權全球女性的使命。美國崇她連線讓美國的所有崇
她社得以在國內議題的倡議上互相合作，同時壯大國際崇她在美國倡議的影響
力。
美國的崇她社員與其他理念相同的夥伴，現在也可以透過美國崇她倡議行動中心
（Zonta USA Advocacy Action Center），以個人為單位採取倡議行動。社員可以
利用這項資源，聯絡自己選區的民選官員，為性別平等與女性賦權相關議題發聲。
有了這款工具，倡議行動變得又快又簡單。
今天就開始採取行動，支持男女平權修正案通過

與崇她一同參與婦女地位委員會
今年 3 月於聯合國舉辦的第 62 屆婦女地位委員會
（CSW）期間，國際崇她將與聯合國機構夥伴、國家

代表團及其他非政府組織合作，主辦七場活動。這些 CSW 活動舉行之前、中、
後，皆請持續追蹤國際崇她網站和社群媒體上的最新消息。
到國際崇她網站瀏覽完整活動列表
您會到紐約參加 CSW，或者您正好就住在紐約地區嗎？歡迎參加我們在 CSW 會
期間特別舉辦的晚宴活動，與國際崇她會長桑妮雅‧赫尼格‧蕭以及紐約社（Zonta
Club of New York）的社員共進晚餐。
今年晚宴的主題為「HeForShe」性別平等團結運動（以動員 10 億名男性，藉此
加速達成性別平等為目標的一項全球性運動）。
「Man 起來」運動（Man Up Campaign）的執行主任 Fred Sullivan 將擔任晚宴的
演講嘉賓。Fred 最近獲聯合國婦女署都會分會（Metro Chapter of UN Women）頒
發「變革勇士」
（Champion of Change）的榮譽，肯定其為全球女性發聲的努力。
「Man 起來」運動活動範圍涵蓋 33 個國家，主要針對年輕族群，鼓勵他們討論
男性氣質的定義，以及終結性別暴力和歧視的方法。
快來與崇她人共進晚餐，討論 HeForShe 與其他賦權全球女性的計畫。
線上購買晚宴餐券

64 屆國際崇她大會

2 月 28 日是 2018 年大會報名早鳥優惠的最後一天。敬請把握機會，立即報名。
立即報名
如有報名相關問題，請聯絡國際崇她 2018 年大會的活動管理公司 Experient。
Experient 的電子郵件為：zonta@experient-inc.com。
進一步了解大會議程、特別活動與套裝旅遊行程
更多 2018 年大會資訊，將於未來幾週內公布。歡迎至大會新聞網頁了解最新資
訊與議程變更。

行動崇她人
我們在每個月的電子報中，都會報導世界各地崇她社的服務與倡議行動。您所屬
的社是否也曾透過行動影響所處的社區呢？您可以透過崇她官網分享貴社的故
事，並在社群網站的貼文上標記「#ZontiansInAction」主題標籤。
印度孟買一社與三社
印度的孟買一社和三社（Zonta Club of
Bombay I、Zonta Club of Bombay III，
皆屬 25 區）當地非政府組織印度救助
兒童會（Save the Children India）合作，
支持反性別暴力 16 日運動。
閱讀詳情。
28 區與義大利電子社
28 區社員以及新成立的義大利電子社
（Zonta e-Club of Italy）鼓勵年輕專業
人士投身崇她的使命。
閱讀詳情。

澳洲皮爾股份有限公司社
新聞報導：皮爾股份有限公司社（Zonta
Club of Peel Inc.）社員對當地社區展現
的公民服務精神受到肯定獲頒獎項，其
中最著名的行動是「移民婦女計畫」
（Migrant Women Project）。
閱讀詳情。
分享您的故事

追蹤我們的社群媒體帳號
隨時掌握國際崇她最新消息

Twitter

Facebook

Instagram

會長天地快訊：




見證崇她透過「我們想要的未來」
（The Future We Want）計畫，對尼泊爾帶
來的影響
國際崇她於國際女性割禮零容忍日呼籲終止有害習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