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兒榮耀 】

女兒榮耀 ♥女孩有追夢的權利，請給女孩夢想的翅膀
!

女孩有追夢的權利，
第
第十一屆女兒獎報名
倒數計時，請勿錯過
◎林巧雲（總會企畫專員）

我 是 女 生， 就 是 要 活 得 精 采！ 第 十 一 屆
Formosa 女兒獎甄選活動熱烈報名中！歡迎全國
12 到 18 歲，擁有活力、自信、勇氣、責任、知
識等特質的「妳」，報名參加「Formosa 女兒獎」五大獎項「數理科技」、「勇氣冒險」、「社群
經營」、「特殊創作」、「體能運動」甄選。
去年，通過激烈甄選過程脫穎而出的女兒獎
得主，充分展現出領導特質、性別意識、思考敏
捷、樂於從事服務等精神，讓我們來聽聽她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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熱心公益傳播
★數理科技獎：數理萬花筒、未來科技世界一手
掌握
★體能運動獎：發揮運動長才，汗水和淚水交織
出力與美的結合
★特殊創作獎：盡情創作展現感性、動人的生命
樂章
※ 報名期間：即日起開放報名，至 102 年 8 月
31 日截止報名
※ 報 名 方 式： 請 至 女 兒 節 網 站 (http://formosa.
goh.org.tw/) 查詢。 填寫線上報名表，並將參加
甄選同意書、監護人同意書、推薦函及個人作品

得獎心情分享，希望透過女兒獎學姊們的激勵，

掛號郵寄至 23143 新北市新店區順安街 2-1 號 1

鼓舞妳參加女兒獎，體驗一段不凡的年輕冒險之

樓「勵馨基金會 Formosa 女兒獎甄選活動」

旅。

※ 活動洽詢專線：

★勇氣冒險獎：不畏艱難、勇於挑戰，台灣女兒

(02)8911-5595 分機 513、516

膽大、願更大

※ 歡迎加入 Facebook 台灣女兒節

★社群經營獎：關懷社會弱勢、參與志願服務、

( http://www.facebook.com/formosadaughter)

勇敢修復家庭關係
◎陳沛穎（第十屆女兒獎 - 勇氣冒險獎得主）

我在一個很單純卻複雜的家庭中成長，有兩
位父親、兩位母親。父母雙雙踰越了婚姻界線，
使我的價值觀一度錯亂，我也經歷過被追債的恐

過女兒獎的獲獎，我看到一個嶄新、有自信的自
己，將一切的榮耀歸與神。

擔任國際家庭志工介紹台灣
◎荊治瑜（第十屆女兒獎 - 特殊創作獎得主）

懼，曾經自傲又自卑。從小我努力藉著成績證明

因為愛閱讀，所以我也熱愛創作，以歷史為

我的能力，一路上被捧為資優生，但到了高中，

背景，創作了小論文《多情自古空餘恨，原來

巨大的心理壓力終於導致情緒爆發，陷入最低

只是墊腳石 - 談康熙朝九子奪嫡》，嘗試以女性

谷。而以往堅固我信心的成績，也隨著情緒的不

的角度來看這起歷史事件。歷史，不僅是「his

穩定持續往下掉，父母親和旁人不斷責備我的不

story」更可以是「her story」，因著這樣的觀點，

認真時，我不曉得自己怎麼了，心中的無力感吞

我拿下 2012 年全國中學生小論文比賽特優。猶

噬了我。

記第一次看見學姊獲得女兒獎的那份激動與感

痛苦是復原的起點，苦難是化了妝的祝福，

動，使我有勇氣參加甄選。身為台灣女兒是我十

一路上耶穌必隨時同在。現在，我竭盡所能來修

分引以為傲的事，獲獎之後，我開始思考，我還

復家庭關係，也努力在課業上突破，積極面對過

能為自己，為台灣，為所有的女兒做些什麼？我

往的自己和現在的挑戰。每當我感到很不舒服

選擇擔任國際接待家庭志工，將自己的土地介紹

時，相信那就是進步的記號。我從一個極度缺乏

給世界各國的人，證明台灣女兒也是有能力走出

愛，到現在能滿足、珍惜並分享愛，感謝主，透

去，並進行多元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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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給女孩夢想的翅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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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屆女兒獎全體得主為自己來個「讚！」

以運動家精神迎戰未來
以
◎林奕萱（第十屆女兒獎 - 體能運動獎得主）
◎

運動是我非常喜愛的興趣。「樂樂棒」能屢
獲佳績，甚至拿到全國賽資格，要歸功於優秀隊
獲
友、同學一起努力。2011 年王貞治世界少年棒球
教室，更是難得也難忘的經驗，我和來自世界 19
個國家的小朋友，在為期 8 天的棒球訓練營中，
學習到許多專業的棒球技巧，也和同隊的南非小

數理獎」、「高中生科普論文金牌獎」、「全國
高中小論文比賽甲等」…等，以及因著對生物的
熱愛，我也加入國科會「高市壽山生物多樣性之
保育推廣」活動，為的就是希望自己能成為更卓
越的台灣女兒！

接納長輩朋友建言
◎游舒閔（第十屆女兒獎 - 特殊創作獎得主）

朋友建立了美好情誼。對我來說，參與運動的過

我在 2012 年馬來西亞亞洲青少年發明展，

程就是最棒的一件事，享受運動的心情給了我面

以作品「迴紋圖釘」獲得金牌，更獲得青少年組

對比賽的勇氣，當得知自己榮獲女兒獎「體能運

的最高榮譽「最佳發明特別獎」，當站在國際舞

動獎」的肯定，日後無論面對何種挑戰，更要拿

台上為中華民國爭光時，我感到無比榮耀，更促

出運動家精神，時時努力不懈怠，做個快樂且有

使我有勇氣參加女兒獎甄選。在準備甄選資料

自信的女生！

時，我請了幾位長輩和同儕陳述我的優缺點，透
過他們的鼓勵，讓我更肯定自己的優點，並努力

把得獎當起跑點

改正自己的缺點，這些適時糾正的良師益友是我

◎紀以柔（第十屆女兒獎 - 數理科技獎得主）

的人生中最珍貴的好夥伴。

為了女兒獎，我準備了三年；不以得獎為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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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相反的，我把得獎當作起跑點。非常感謝評

多面向志工服務 贏得掌聲

審鼓勵我：「對專業知識的廣度與深度要再加

◎林孟慧（第十屆女兒獎 - 社群經營獎得主）

強。」我決定更多的充實自己！得獎之後，我繼

國中時接觸到「志工」服務，陸續擔任學校

續參加許多競賽、活動，分別得到「國際崇她社

活動支援志工、參與環保、為獨居老人送年菜與

打掃、募款、教學等服務。參加女兒獎甄選是想
送給自己一份具有特別意義的生日禮物，當我還
在想「其他參賽者都好優秀」，頒獎人微軟王副
總對我說：「你的努力與付出，身為評審的我們
都看見了。」原來，一直以來我踏踏實實地服務
他人，希望服務對象能因著我而有所收穫，沒有
花俏包裝和行銷，還是會有人看見我的付出，這
對我來說是個極大的鼓勵。

熱血青年築社工夢
◎洪嘉穗（第十屆女兒獎 - 社群經營獎得主）

數理科技展自信
◎葉詩穎（第十屆女兒獎 - 數理科技獎得主）

從樂高機器人大賽、科技創意競賽、閱讀比
賽、清大動機營隊、小論文比賽、數理競試及宏
碁數位科技競賽等，皆有我熱情的參與，即使努
力的過程艱辛，只要有毅力和勇氣，勇敢的向前
衝，凡是越難的事，就越能激發我的鬥志！我最
喜歡的一句話就是阿姆斯壯的「我的一小步，是
人類的一大步」，我的願望是能成為對這個世界
有貢獻的人，女兒獎獲獎後讓我的生命更充滿希
望，在精神、學業、個性、領導能力……各方面

參與女兒獎，讓我自己上了一課，眼界更加

都看見驚奇，過去「害羞」是我最大的障礙！現

的開闊，我和幾個志同道合的同學在學校創「熱

現在的我更有勇氣去感受，表達我的想法讓大家

血青年社」，參與了許多社會運動，例如：華隆

聽見！

和台北文林苑都更抗議等，積極為地方人民發

搶救老樹 捍衛母校

聲。經過了女兒獎性別營隊的洗禮，我開始思考

◎王麗萍（第十屆女兒獎 - 勇氣冒險獎得主）

自己想要的到底是什麼？突然，內心告訴自己追
夢吧！人生就要活得精彩，走一步別人不想走的
路這叫「熱血」，做完一場別人不敢想的夢這叫
「實現」。我想去當「社工」，既可以完成我助
人的心願，也可以繼續為社會付出。女兒獎這份
榮譽不屬與我個人，而是屬於為社會無怨無悔付
出的大家！因為有他們，才會有現今的我們！

勇敢自信 助人為樂
◎林柏譯（第十屆女兒獎 - 社群經營獎得主）

國三時我的母校拯民國小被裁併，初生之犢
不畏虎的我，曾經連續兩週每天上縣府留言版留
言，經營 Facebook 粉絲頁護校，升上高中，我仍
然很關心後續發展。勵馨基金會舉辦女兒獎，給
予我展現自我的機會，更加肯定自己。許多人透
過學校、臉書聯絡我，希望能採訪我護校、護樹，
也讓更多人認識拯民國小。我很愛我的母校，所
做的努力達到第一個目標 -- 護樹，我一定要再繼
續努力讓我的母校恢復！也希望更多的女孩站出
來，勇敢地說：「我是女生！請你以我為榮」。

我是個精神奕奕的女孩，只要有我可以付出
支持的活動，都會排入時間表！每次與各地志工

號召女孩參加女兒獎甄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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罷工案、苗栗大埔農地徵收、後龍火葬場徵收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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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處，都令我大開眼界，我得到的是更多的友情、 ◎劉書宇（第十屆女兒獎 - 特殊創作獎得主）
快樂、自信。參加女兒獎活動，有位評審問我：
在頒獎典禮中，我認識了許多外國朋友，她
「在志工服務當中讓你印象最深刻的是什麼？」

們縱使年紀輕，卻已在為全國女性同胞的未來努

我認真思考：「在養老院裡，為爺爺奶奶表演，

力。台灣女孩生活也很多采多姿。在面試、頒獎、

幫爺爺奶奶抓龍，奉茶給他們喝，餵他們吃點

性別營隊中，每個人都踴躍發言、口條伶俐，充
心。」在這過程中我學習到了「孝道」、「親情」 滿思想。
的重要性，我領悟到身邊有很多支持自己的親
我也想推薦給其他優秀的女孩，妳也可以勇
友，不時指點我、鼓勵我；也很感謝勵馨，舉辦

敢報名參加女兒獎！千萬別顧慮太多，入圍就是

了這麼有意義的活動，有了勵馨的肯定，使我從

一種肯定，你會得到一個經驗，結交許多朋友和

內向的「後山姑娘」蛻變成現在自信、勇敢的「林

一個滿載豐收的心靈。Formosa 女兒們，請付出

柏譯」。

全部努力，共同爭取這項榮譽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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