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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女孩 投資國家未來
Investment in girls is investment in the nation's future
勵馨基金會 執行長 紀惠容
By Hui-Jung CHI (Garden of Hope Foundation's CEO)
勵馨堅信『投資女孩就是投資國家的未來』。
勵馨舉辦台灣女兒節已邁入第十年，而聯合國也在今年正式宣布10月 11日為全球第一屆「國際女孩日」
International
Day of the Girl Child)，並發表聲明，要求各國正視女孩所面對的困境，戮力培力與投資女孩。
(
聯合國期待，各國應通過「女孩日」，開始每年為此舉辦活動。聯合國的聲明說，培力與投資女孩是促進
經濟成長，實踐消除貧窮之千年發展目標；讓女孩實際參與影響自身的決策，是打破暴力循環，促進、保護女
孩人權的關鍵所在。
雖然，勵馨基金會長期為女孩人權倡議、耕耘，但台灣女孩的人權，仍需努力。
檢視台灣女孩的人格權、媒體權、健康權、人身安全權、教育權，可以發現，台灣少女長期在貶抑暗室中
長大。
打從胎兒時期可能就被性別篩選掉，無從呱呱落地到人間，商業化的媒體，利用少女做為商品附加價值的
包裝，形塑了少女負面自我形象，嚴重損傷台灣少女的自尊心，認為自身充滿缺陷。許多少女為了迎合男性錯
誤的審美觀，竟義無反顧接受千奇百怪的節食瘦身、整型等。還有更多的少女非法墮胎，黑數不為人知，其衍
生的健康問題令人擔憂，少女人身安全面臨最大挑戰。
這些損傷，最大原因就是，台灣少女自小在家庭、學校、社會體系的貶抑暗示中長大，無法被平等、認真
地對待，導致台灣少女的各種負面自我形象不斷茁壯，相關少女的援交、性騷擾、性侵害、青少女懷孕、厭食
症、整型成癮等問題也就層出不窮。
勵馨認為，政府應領先站出來，制定政策，透過各種方式充權、培力、投資台灣少女，讓台灣的少女認知
社會環境對她們的壓迫，並擁有足夠的力量，勇敢的站出來爭取屬於少女的權利。
今年是台灣女兒節舉辦的第10年，適逢聯合國大會於2012年3月30日決議通過自2012年起，每年的10月11日
為「國際女孩日」，勵馨認為，這是「少女人權為普世價值」的概念，得到世界性認可的證明，欣喜之餘，也
希望台灣在女孩人權維護上更進一步，趕上國際步伐，制訂台灣女孩日，積極投資女、培育女孩。相信有朝一
日台灣將以她們為榮。
Garden of Hope Foundation (GOH) firmly believes that investing in girls is investment in the nation's future.
GOH is celebrating its tenth annual Formosan Girls Day, while United Nations (UN) has declared that October 11th this year will be the world's first
International Day of the Girl Child. UN has issued a statement, requesting each and every country to focus on tackling the problems that girls face, as well
as to invest and empower girls.
The UNs' expectation is that through the Day of the Girl, every country will begin holding annual activities. Based on the UN's statement, empowering
and investing in girls would lead to a nation's economic growth, and help achieve the UN's goal of reducing global poverty. Allowing girls to actually
participate in making decisions that would have major influence on their own lives would break the cycle of violence in their lives; this is the key to improving
the protection of females' rights.
Although GOH has been long been working to advocate for girls' right, however, there is still room for elevation of the rights of Taiwanese girls. When
we examine the Taiwan girls' rights in the aspect of (1) right to personhood, (2) right in mass media, (3) right to health, (4) right to security, and (5) right to
education, we find that many girls have lived many years in conditions where their rights have been undermined.
Even as a fetus, a girl could be aborted simply because of her gender, and she does not even see the light of day. In a highly commercialized media
industry, girls themselves are commercialized and are treat as objects. This forms in girls a negative self-image, and seriously destroys the self-respect of
girls, as they are led to think that they are full of bodily imperfections. To conform to the male's wrong idea of beauty, many girls subject themselves to
anorexia/bulimia, plastic surgery etc. Additionally, many girls go through illegal abortion, which is a serious health threat.
This is the major reason why there is such infringement of rights: Taiwan girls grow up in families, schools, and communities, where they are not given
equal treatment and are not taken seriously. As a result, girls that have a negative self-image become easy victims of prostitution, sexual assaults, sexual
abuse, teenage pregnancy, anorexia/bulimia, addiction to plastic surgery etc.
GOH believes that the government should take the lead, to formulate policies and implement diverse plans to empower, cultivate, and invest in Taiwan
girls. Additionally, girls should be informed about how they are being oppressed, and empowered to stand up for their own rights.
This year is the 10th year we are celebrating Formosan Girls Day. This coincides with UN's resolution on March 30, 2012 that every October 11th will
be the International Day of the Girl Child. GOH is of the opinion that girls' right is a basic right which all nations should support. We hope that the rights of
girls in Taiwan would be elevated and reach international standards. Hence, we want a Taiwan Day of the Girl Child. Actively investing and cultivating girls,
we believe that the girls will one day make Taiwan proud.

評審的話
微軟資深副總經理

王秀芬

謝謝勵馨提供一個鼓勵台灣女兒投入提升性別意識的
重要工作！

台灣立報性別版主編

史倩玲

評審的話

本屆女兒獎的參賽者水準都相當高，也較往年進
步，台灣女兒們一年比一年活得更加精采。希望女
兒們跳脫既有的規範，傾聽自己內心的聲音，發揮
天賦與熱情。

淡江大學化學系榮譽教授／
台灣女科技人學會理事長 吳嘉麗

兩位數理科技入圍女兒在課業上均表現優秀，尤其
熱愛數理，個性上也都開放、勇於嘗試，相信未來
將更有發展空間。

教育部國民中學藝能及
活動課程教學訪視小組兼召集人

周麗玉

女兒們，加油！勵馨舉辦的台灣女兒獎讓女兒們有
了更多的活力、勇氣、自信、責任與知識。

輔仁大學物理系副教授兼系主任

林更青

數理科學能擴展台灣女兒的視野和能力，期待更多對
自然知識有興趣的同學的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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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審的話
國立台灣大學大氣科學系教授

林依依

建議可以主動請各學校和機構推薦更優秀的台灣女
兒參加徵選。

戲劇治療師

林嘉文

中華民國海軍中尉

評審的話

台灣女兒們都有很多的潛力，值得給予空間、資源
和機會，讓女兒們能發展自己，結合熱情與夢想，
用創意的方式成就，期待未來看到更多帶有女性意
識的作品出現。

胡家瑜

沒有Impossible，只有I'm possible！

台北市立體育學院副教授

秦玉芳

愛你所選、選你所愛，盡其在我、勇往直前！

「發現烏坵嶼」作者／文史工作者

高丹華

展現不凡生命力，開創台灣公民社會的典範，不能沒
有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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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審的話
攀岩教練

黃百樂

相較於選美活動，F o r m o s a女兒獎活動遠比前者有意
義。期望各個領域的台灣女兒們繼續加油，在自己的
逐夢過程中繼續發光發熱，展現精采的人生。

前婦女新知基金會副秘書長

黃嘉韻

評審的話

第三次參加F o r m o s a女兒節，看到每年都有如此優秀
的女兒們，讓我感受到勇氣十足氛圍，希望這個獎能
一年一年繼續辦下去，挖掘出更多優秀的年輕女孩。

天主教胚芽婦女關懷協會理事／靈修學講師

葉寶貴

無論得獎與否，很感動在每位台灣女兒身上看到台灣
未來的希望！

台灣首位國際棒球女裁判

劉柏君

邁向兩性平等和諧的社會，種子就是這些奮力不懈的
女兒們，加油！

台灣女性影像學會常務監事

簡扶育

參與女兒獎的女兒們表現愈來愈優秀，性別意識也愈
來愈清楚，顯見台灣的性別教育進步的足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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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群經營
入圍者簡介
服務人群是一種幸福與享受；
在施予的同時也得到了滿足和喜樂。
「Formosa女兒獎」擴大公共服務領域
納入網路社群經營，
讓關懷社會弱勢族群、參與志願服務、熱心公益傳播
成為台灣女兒自我成長、利人利己的典範。
人生以服務為目的將不只是一句格言，
台灣女兒身體力行、實踐「服務人生」的理想，
從而積極規劃自己的未來，
使社會洋溢祥和與溫馨。

社群經營獎
姓名／吳宜宣

學校／海山國中二年級

我是女生
我希望成為擁有積極行動力的女孩

優秀事蹟
◆籌劃擁抱地球，向餓勢力say yes體驗活動
◆100年國語日報全國關懷與感謝演說比賽榮獲全國第一名
◆100年海山國中小雨基金會義賣活動榮獲獎勵

自傳
雖然我只有十三歲，但是我的生命中「助人的夢想」卻漸漸在萌芽，國小二年級時，就和
姊姊透過世界展望會，以每個月700元資助莫三比克的小男孩Dino。四年級暑假，我和姊姊擔
任小記者，跟隨「世界展望會人文關懷團隊」，從台灣坐了二十幾小時的飛機到遙遠的薩爾瓦
多，與當地的小朋友進行文化交流。六年級畢業前，我剪下留了多年的長髮，捐助給癌症基金

社群經營獎

會幫助癌症病童。
今年四月，我在姊姊的號召下，一起籌劃了「擁抱地球，向餓勢力say yes」的體驗活動，
在世界地球日的當天，號召了1,500多個來自台北市、新北市國/高中的熱血青年，一起聚集在
海山高中，關心環境議題、體驗飢餓12小時，關懷世界各地飢餓的人們，也和誠品藝術基金會
合作募書和創世基金會合作募集發票及義賣的活動。七月和姊姊一起參加美國志工團體Rustic
Pathways，前往印度齋普爾孤兒院和Taabar學校擔任志工服務。現在的我要把握當下用心學
習，讓自己擁有更多、更好的能力，才有更多的機會可以幫助更多需要幫助的人，做一個「手
心向下的好命孩子」。

推薦信函
宜宣從小的偶像不是周杰倫也不是蔡依林，而是「愛呆西非」的作者連加恩，她期許自己
能當一個愛心無國界的慈善小天使，我也樂見台灣下一個「台灣之光」正點燃火苗，努力的燃
燒自己、照耀別人，當一個台灣引以為傲的「台灣女兒」。在我的教書生涯中，遇到一個很棒
的學生，她用行動感動了我，也教導了我，我以她為榮。

推薦人：文德國小老師 賴秀芳

Name: WU, Yi-Hsuan / School: Hai-Shan High School
Since I was in Grade Two, my older sister and I have been sponsoring a Mozambique boy through
World Vision. In April 2012, for Earth Day, I gathered more than 1,500 high school students from
different schools in Taipei City and New Taipei City to experience a 12-hour fast. In the gathering,
we talked about food scarcity and environmental issues, and also raised funds. In July 2012, I
joined Rustic Pathways, and went to India to volunteer my services in community projects. I
believe that we must take every opportunity to help others.

評審的話
冷靜、語言表達通順、口齒清晰，能善用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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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群經營獎
姓名／黃紫翎

學校／景美女中三年溫班

我是女生
我是一個勇於發聲，並實踐目標的女孩

優秀事蹟
◆發起千絲萬縷情髮香伴癌友公益活動
◆台北市100學年度語文競賽高中演說組個人第六名
◆2011年全國國中暨高中英語話劇比賽公立高中組第五名

自傳
我是家中的獨生女，爸爸常年在大陸工作，影響我最大的自然是媽媽，媽媽是軍人子女，
她常常常告誡我要知福、惜福。我的夢想是和媽媽一樣當個為民喉舌的記者，實際上我跟著媽
媽參與很多社會公益活動。國中時，去私立榮光育幼院助養王沛妘小妹妹，我不光是拿錢幫助
她，認識沛妘時，她才念幼稚園中班，是一家三姊妹的老么，我的助養條件就是陪伴一個小女

社群經營獎

孩畫畫，我因為愛畫畫也在學校得過獎，若沒有這樣的能力與知識，也就無法自然而然地打開
沛妘心防，讓她與我親近。
今年景美女中五十年校慶，我發起了「千絲萬縷情髮香伴癌友」公益活動，從企畫案到新
聞稿及寫信給周美青阿姨都是我自己聯絡，最後和畢業學姊謝佳勳及陳綺貞一起主持活動，當
天有四十位同學共同剪髮，並獲得電子及平面媒體的報導。透過這次女兒獎活動的參與，將自
己小小的付出與大家分享，也期盼這項活動能繼續在學校及社會各地推動，聖經上說「一粒麥
子不落在地裡死了，仍舊是一粒，若是種在地裡，就結出許多子粒來。」我付出一點點，希望
日後還有更多傑出女兒的故事能被大家知道。

推薦信函
兩年前紫翎還是個國中生，由黃媽媽開車陪同踏進育幼院，當起機構兒童的守護小天使，
雖說紫翎是父母的獨生女掌上明珠，但是沒有嬌生慣養，經常會來育幼院細心陪同院童，教導
畫畫、講故事陶冶心情，溫暖陪伴小院童身心成長，更可貴的是紫翎節省自己的零用錢，捐助
給育幼院也持續一兩年了，是時下社會年輕人的優良典範，更值得社會大眾肯定與表揚。

推薦人：財團法人新北市私立榮光育幼院負責人 陳麗珍

Name: HUANG, Tzu-Ling / School: Jingmei Girls High School
I aspire to be like my mom, a journalist who speaks out for others. For the 50th Anniversary of my
school, I was responsible for a campaign to raise awareness for cancer patients. I planned the
project, wrote press releases, and even wrote to the First Lady. I gathered 40 students who were
willing to cut their hair, and we received news coverage from the mass media, both printed and
digital.

評審的話
處事積極主動，且有構想、思考週密，做事邏輯清楚、有步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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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群經營獎
姓名／蘇紫琳

學校／興國高中二年13班

我是女生
我希望我是能帶給別人快樂的女孩

優秀事蹟
◆2012年台灣百合國際志工華校服務團
◆2011年全國港都盃國武術錦標賽女子組南拳第二名
◆校內短文比賽友善校園(性別平等)第三名

自傳
從小生長在和樂的家庭中，使我成為一個樂觀且笑臉迎人的人，鼓勵多於責罵的管教方式
讓我比別人多了那麼一分自信，也更勇於幫助他人。幫助他人使我感到開心，因此不管校內、
校外，一有活動我就想參加，就算平常課業很忙，我依然想盡我小小的力量，例如：義賣活動
與募集發票，同學見到我的熱忱也很願意發揮他們的愛心。我深信只要轉個念頭，世界還是很

社群經營獎

美麗，我已經很幸福了，希望我的笑容可以帶給別人溫暖，亦期望我能使世界更美好。
不想讓高中留白的我，積極為自己創造機會，現在不僅是國文小老師、事務股長、班級義
賣負責人、服儀糾察隊長、西班牙文社社長，今年暑假亦參加了「泰北百合服務團」，這趟是
要去當志工老師，協助泰國北部地區華文學校推動教學，弘揚台灣文化，而學生大部份是華人
後裔，首次當老師的我不知道該教什麼，但是小朋友都好可愛喔！不禁令我想起小一時學中文
的心境，所以我拋開枯燥的課本，一邊教他們兒歌，一邊帶他們一筆一畫寫國字。在漢光小學
的那幾天好似回到無憂無慮的童年，也使我明白現在做的努力都是為了造福身旁的人，把愛傳
下去！

推薦信函
紫琳在眾多又秀的學生中表現出色，令人印象深刻的特質包括：(1)主動熱心的推動班級
義賣活動，募集發票兌獎所得捐助本校清寒學子；(2)勇於嘗試不同的跳戰，如：客語演講、
英語演講、歌唱比賽、校園音樂會表演、武術競賽，今年暑假更參加泰北百合志工團；(3)負
責任，各科老師心目中可信賴的小老師或幹部人選；(4)優異成績，保持全年級前10%，也是
內在責任、自信和榮耀的表現。

推薦人：私立興國高中化學專任教師 楊仁文

Name: SU, Tzu-Lin / School: Hsing Guo High School
I have been a teacher's assistant for Mandarin studies, coordinator for class affairs, charity bazaar
coordinator, and president of the Spanish Club. This summer, I joined the a team to serve as a
volunteer teacher in Northern Thailand.

評審的話
勇於挑戰，頗具性別敏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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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群經營獎
姓名／劉韋君

康寧暨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學校／幼兒保育科四年忠班

我是女生
我希望我是可以成為別人幫助的女孩

優秀事蹟
◆2012年1月28號~2月7號伊甸服務遊學團柬埔寨服務隊
◆2011年8月22號~9月4號伊甸服務遊學團泰北滿星疊服務隊
◆2010年7月26號~8月10號泰北清邁國際青年志工

自傳
活力不單單是年輕人所擁有的體力，也是對事物的熱誠和執行力。我在教會參與兒童事工
六年，除了需要活潑與熱情教導他們之外，更需要對孩童們的關懷與滿滿的愛來包容他們。從
他們的回應當中，我知道付出是值得的，使我對孩子們的活力源源不絕。
過去三年寒暑假中，我參加了四個國際志工服務團，分別為高雄團委會主辦的泰北清邁擔

社群經營獎

任國際青年志工、伊甸服務遊學團泰北滿星疊服務隊、伊甸服務遊學團柬埔寨服務隊以及
YMCA中國陝西藍西服務遊學團。服務前均接受行前的專業訓練，服務內容以教導當地孩童
中、英文，體驗當地生活(蓋水塔、蓋豬舍、上山砍材…等)。除了盡心盡力做好自己的本份，
也須時時保有一顆彈性的心。特別感謝媽媽資助我，讓我有國際志工的經驗。服務當地孩童
時，看到他們貧困的生活環境，讓我時時提醒自己：「我是一個多麼幸福的孩子，要懂得知足
常樂。」
這一次報名參加女兒獎的甄選，是因為勵馨基金會給我的印象是一個保護並且為女性朋友
們爭取福利的社會機構。我希望經由這一次的經驗，讓自己成長，更學會如何面對自己、激發
自己的潛能，讓自己成為對社會更有所貢獻的人。

推薦信函
Amy五歲左右和媽媽一起來到教會，接受信仰的薰陶，負責教導幼稚級的小朋友，也協助
新住民(越南新娘)的小朋友加強中文能力，每年暑假，教會有開辦兒童品格夏令營，Amy也會
主動協助教學。這兩年，Amy參加了伊甸、高雄團委會、維客、YMCA所舉辦的志工服務團，
分別前往泰國，柬埔寨，中國大陸等地做志工服務，希望能夠將所學習的經驗，應用在實際的
社區服務和教會服事需要上面，Amy熱心公益的精神令人佩服。

推薦人：基督教美仁浸信會牧師 廖澤一

Name: LIU, Wei-Chun /
School: Kang-Ning Junior College of Medical Care & Management
Thanks to my mom's sponsorship, in the past three years, I volunteered my services in various
countries through four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With Kaohsiung's China Youth Corps and Eden
Foundation, I served in Thailand on two different occasions. I served in Cambodia with Eden
Foundation. With YMCA, I served in China. To serve effectively, I received training from the
organizations.

評審的話
從事國外志工服務、形式多樣、頗具愛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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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群經營獎
姓名／林孟慧

學校／曉明女中二年丙班

我是女生
我是個具理想、肯實踐具理想、肯實踐並追求社會公平正義的女孩

優秀事蹟
◆第12屆保德信志工菁英獎奉獻獎
◆100、101年台中市市政諮詢小組成員
◆101年青輔會區域和平志工團校園推廣大使

自傳
我是一個在台中長大的小孩，從小具有熱忱服務的心，常常主動幫助老師及同學。長大之
後，我服務的面向更廣，舉凡教育、文化、社會、環境…都曾是我的服務對象。國中時我正式
接觸到「志工」，陸續擔任學校圖書館志工、學務處志工、或是學校歷年舉辦的活動支援志
工，以及為了紀念世界地球日而舉辦的清潔地球環保台灣活動；每年學校與曉明文教基金會共

社群經營獎

同舉辦的為獨居老人送年菜與打掃活動；2010年聖誕節前，我參與了天主教點燈活動上舉行的
「第2屆傳愛580」，目的是為慢飛天使募款。2011年暑假，我到了泰國向日葵國際語文學校做
暑期志工，主要是協助中文老師上課的教學…等。
參加女兒獎甄選是想送給自己一份具有特別意義的滿17歲生日禮物，算是鼓勵自己一直以
來的努力與付出，也是使自己向上、邁向更好成就，及付出更多的一大動力。除此之外，我也
希望藉由獲獎，讓大家看到一個一般人認為不起眼的17歲小女生能在生命故事中，揮灑自己、
豐富生命，進而激勵更多女性。如果我行，很多很多和我同年齡，或甚至比我小的女生們有何
不行？更不用說比我年長的女性們為何不可？所以女性當自強，不要被無謂的限制所束縛住。

推薦信函
孟慧主動積極的參與童軍團活動，多次協助「團集會」帶領國一的學妹，自信的引導學
妹、帶動學習氣氛，使活動進行順利。令我印象深刻的是：今年暑假孟慧邀請童軍團另外10位
伙伴一起回到孟慧的國小母校-台中市南屯區文山國小帶3天營隊，從活動規劃到申請經費、與
校方聯繫至活動進行、成果報告等等都是由孟慧帶領伙伴執行和完成，我常覺得她是「多功
能、全自動」的蘭姐女童軍。

推薦人：台中市私立曉明女中蘭姐女童軍團團長 劉人華

Name: LIN, Meng-Hui / School: Stella Matutina Girls’ High School
In school, I serve in the library and the academic affairs department. On Earth Day, I served in a
cleaning project. Annually, I serve in Stella Matutina Cultural & Education Foundation to send food
to the elderly living alone, and help them clean their houses. In 2010, I raised funds for kids with
developmental delays. In 2011, I served as a volunteer teacher in Thailand.

評審的話
具領導特質、思考清晰，且能自動提出青少年公共議題，勇於尋求建設性之改善途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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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群經營獎
姓名／洪嘉穗

學校／竹南高中二年14班

我是女生
我是一位積極為社會發聲的女孩

優秀事蹟
◆101年國家科學委員會高中生人文及社會科學營
◆100學年度竹南國民小學春暉專案義工
◆協助八八風災後曾文社區大學重建工作

自傳
因為從小父母親的栽培，在國小、國中時曾經參加全國學生舞蹈比賽，皆獲得甲等及優等
成績，而平常週末也會到圖書館當志工，八八風災也曾經到南部參與打掃的團隊。在成長過程
中，最讓我挫折的或許是「考高中」！但因為沒有了好看的文憑，我變得更努力積極，且不怕
失敗，只怕自己不願去嘗試。因此我和幾個志同道合的同學在學校創辦「熱血青年社」，我們

社群經營獎

參與了許多社會運動，例如：華隆罷工案、苗栗大埔農地徵收、後龍火葬場徵收案和台北文林
苑都更抗議等…，積極為地方人民發聲。
雖然我只是個高中生，還說不上可以改造世界，創造理想國之類的大話，但我希望身為高
中生的我，能讓身邊的同學多了解社會，用不同的角度了解世界，或許只能付出微不足道的力
量，幫人民爭取他們該有的尊嚴或權力。
來參加Formosa女兒獎甄選活動，除了想獲得更多勇氣、自信、活力、知識等…，還想讓
大家破除對高中女生的印象，除了翻翻時尚雜誌和逛街，和姊妹們聊八卦看電影之外，也會積
極的參與社會運動，讓大家更了解社會所發生的事情，以及在逆境中如何過得精彩，過得更有
意義。

推薦信函
嘉穗同學是個樂觀開朗、積極進取且有禮貌的學生，在班上，他擔任過輔導股長、服務股
長和家政小老師，不論是哪一個職務，嘉穗都十分認真用心且負責，對於班級活動更是積極參
與和投入，在下學期更當選高一年級模範生。嘉穗與同學互動良好，是個貼心的好夥伴，她也
是個積極並清楚自己未來目標的學生。

推薦人：國立竹南高級中學數學教師兼導師 張瓊華

Name: HUNG, Chia-Sui / School: Chunan High School
I volunteer in the school library. In the aftermath of Typhoon Morakot, I joined a volunteer team to
clean up devastated communities. In school, my friends and I established a club with the goal of
joining various community campaigns, such as the Hualon workers strike, protest against Miaoli's
Dapu Farmland Expropriation, protest against Houlong Crematorium Expropriation, protest against
Wenlin Yuan Urban Renewal Project etc.

評審的話
具正義感與生命力，對社會議題具獨立思考與批判能力，且能正向面對挑戰，有效處理、組織
或團隊衝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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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群經營獎
姓名／江紋秀

學校／新民高中觀光科三年乙班

我是女生
我是一個擁有燦爛笑容、熱心助人的女孩

優秀事蹟
◆2011年區域和平志工團績優團隊全國競賽社區服務類社區貢獻獎
◆2011年保德信青少年志工服務獎
◆2010年中華民國紅十字會總會績優團隊獎(連續五年第一名)

自傳
我的名字叫江紋秀，今年17歲，出生在最無憂無慮的大台中。小時候常聽媽媽說：「長大
後要多幫助別人。」後來才知道為什麼媽媽常這樣說，因為媽媽以前家裡貧窮，有一天突然生
了一場大病，沒有錢付醫藥費，是社會大眾幫助她才能撐過來；爸爸自從加入慈濟志工隊後，
也常常帶領著我去服務他人，也因此個性活潑開朗、愛笑的我，披著熱忱、樂於助人的外衣，

社群經營獎

在課餘或寒暑假期間都會盡我所能的協助弱勢。
小時候的我其實相當沒有自信心，長大後在學習的過程中，加入了新民高中紅十字青少年
服務隊並擔任隊長職位，在新民高中紅十字青少年服務隊裡，我當上青輔會校園推廣大使，讓
更多人知道青輔會在推動青年志工從事志願服務所做的努力，也當選台中市青少年市政諮詢小
組組員傳遞志願服務的意義。透過這些志工服務的參與，除了受益良多外，也對志願服務有更
多的熱忱，更看見每一屆學長姊的傳承與犧牲奉獻的精神，親自去服務他人，體驗過每一個服
務後，在服務的過程中發現學習和累積每一次的經驗，也能讓自己和讓被服務的人感到快樂，
更重要的是我的自信心更強了。

推薦信函
紋秀在校成績表現十分優良，在社團上的表現更是亮眼，曾經代表學校參加青輔會100年
度區域和平志工團競賽，從192隊競賽隊伍中榮獲社區服務類-社區貢獻(全國第四名)的殊榮。
她是一位領導人才，任事主動、積極、犧牲自己，紋秀從事的志願服務相當的多元，每次活動
都是全心全意的投入與學習，當志工讓她學會主動積極、尊重他人，更重要的是一份自我認同
與肯定。最後引用她最常講的一句話：「青年可以改變世界」，她正在全力努力著。

推薦人：新民高中紅十字青少年服務隊老師 周學忠

Name: CHIANG, Wen-Hsiu / School: Shin Min High School
My father volunteered in Tzu Chi Foundation since I was a child, bringing me along. My mom often
reminded me to serve the community as she received community donations when she could not
afford expensive medical fees. Now, I serve as a team leader in the Red Cross Youth Services.
The National Youth Commission, Executive Yuan, appointed me as a school ambassador. I am
also on Taichung City Government's Youth Consultation Committee.

評審的話
樂於志工服務、享受奉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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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群經營獎
姓名／林柏譯

台東高商觀光事務學程
學校／三年九班

我是女生
我是一位很有勇於挑戰自我、積極向上的女孩

優秀事蹟
◆100學年度觀光事務學程旅程設計創意競賽第二名
◆2012年觀光精英盃全國遊程設計競賽南區高中職國內旅遊組佳作

自傳
我叫林柏譯，在家中排行老么，個性活潑開朗、熱心助人，特質是勇於挑戰。在參與各項
志工服務或者活動時，我總是能以非常輕鬆卻不失禮貌的態度面對大家，長輩們在我熱心服務
時，也都會以相同的熱情回報我。我認為自己非常有活力，是個精神奕奕的女孩，只要有我可
以付出支持的活動，我都會排入時間表中，這已經是我生命的一部分了，也是我的一大興趣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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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趣！
每次與華山基金會、紅十字會、台東劇團等服務單位的志工們相處時，看到與學到的事也
不同，對人的親切態度、為民服務、真切為人設想、希望人人好的心，都是令我大開眼界，充
實自我內心的好經驗，而每次活動的過程中，我得到的是更多的友情、快樂、自信。對我而
言，完成服務時承受的不再是勞苦，而是成就，心中感到滿是欣慰。一個身為志工的人，要有
勇於幫助任何人的心，充滿活力更是重點，用活力帶給別人快樂，正所謂：「助人為快樂之
本，施比受更有福。」每天都充滿元氣、有精神是我每天生活的基本元素，也是對自我的要
求。

推薦信函
柏譯的個性開朗活潑，從事服務多元，做事態度認真，也積極投入心力，發展學校志願服
務，且主動開發參與多元的志願服務。長期服務於校內的健康中心，並擔任學校班級聯合會主
席，在同學們的推選下擔任志工服務研習社社長，她對於志願服務很有自己的想法，不僅參加
社團內的各項服務活動，更積極參加校外服務活動，服務領域多元化，在期末統計志工服務時
數時，更是全社時數之冠。

推薦人：台東高商圖書館主任 林梅英

Name: LIN, Po-Yi /
School: National Taitung Senior Commercial Vocational School
I volunteered in The Huashan Social Welfare Foundation, The Red Cross Society, Taitung Theatre
etc. Interacting with other volunteers, I note their warmth towards those they serve, and their
sincere sense of consideration for others. Thus, I expand my horizons and experienced a sense of
accomplishment when I have impacted others.

評審的話
性格沈著、情緒穩定、反應靈活，具領導人之自信與定見，且能運用科技有效分享資訊，推動
志工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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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群經營獎
姓名／李羿萱

學校／北斗國中二年三班

我是女生
我是一個有活力又樂觀的女孩

優秀事蹟
◆100年區域和平志工團績優團體競賽環境服務類第一名
◆99年區域和平志工團績優團體競賽環境服務類社區貢獻獎
◆99年區域和平志工團績優團體競賽文化類第二名

自傳
我的名字是李羿萱，星座是頭腦聰明、反應快卻不專心的雙子座，與人不同的地方是寫
字、吃飯時慣用手與別人相反，所以常常讓別人覺得很新奇，我的特質是比較有活力。我現在
正是彰化縣立北斗國民中學行動服務志工隊第九屆的文書，在這個團隊裡我學習到很多，以前
的我連上台的勇氣都沒有，上台還會臉紅，但是經過各式各樣的訓練，我已能站上司令台且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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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信的宣傳舉辦的各樣環保活動，我們也舉辦創世基金會的勸募發票等活動，藉由這些活動，
我學到很多與人群互動的方式，也是我成長的一大部分。
我在「社群經營」方面做了很多努力，我們志工隊常常會利用假日舉辦清淨家園的活動，
或是配合有意義的環保節日、基金會舉辦各項活動，經過每次的活動總會讓我學習到許多的事
物，因為每次當志工幫助學校的事物讓我充滿活力，被我幫助的人雖然是不認識學長姊或學弟
妹，但因為我的活力，他們也會變得有精神一些，讓我可以比較容易融入他們。我希望對待任
何事情都要有活力、也要負責任，這樣每件事情才會做得很好。

推薦信函
羿萱被選上北斗國中志工隊後表現相當傑出，也擔任團隊的文書幹部，雖然個性低調、謙
虛，但是他同時也是很有「自信」和「勇氣」的人，而且很有自己的想法；羿萱發揮自己的勇
氣與責任感，運用自己的理念去做服務，與志工隊的同學溝通協調，一起完成每一項新的挑
戰，參與志工活動一段時間後，最明顯的改變是她變得很有自信，而且樂於分享、樂於助人，
在班級中也是同學們相當認同與讚許的一份子。

推薦人：北斗國中行動服務志工隊老師 李順交

Name: LI, Yi-Hsuan / School: Bei-Dou High School
I serve as the secretary of the volunteer association of my school. I have raised funds for Genesis
Social Welfare Foundation, and I have also emceed many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ctivities. In
my volunteer association, I have received training in diverse areas. These volunteer activities have
increased my capabilities and my confidence.

評審的話
本性單純、善良，自我期許勇氣可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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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群經營獎
姓名／許綉朱

學校／北斗國中三年十班

我是女生
我是一個熱心、有毅力的女孩

優秀事蹟
◆201世界環境日-行動愛地球，小兵立大功服務
◆100年區域和平志工團績優團隊全國競賽環境服務類第一名

自傳
我有著熱愛服務的家庭，我的父母親參加社區內的慈善團體，也在團體內擔任幹部的職
責，而我的姊姊曾是志工隊的一員，國中畢業後也會不定時到育幼院幫忙。受到家人的影響，
我也開始從事志工服務。在進入「北斗國中行動服務志工隊」後，我過著與一般國中生不一樣
的生活，一段忙碌而充實的旅程。從上台發表心得、開會、活動主持、校內宣傳等，每個人一

社群經營獎

定有上台的機會，在各種的訓練下，每一步一腳印，踏實的走過後，我清楚的感覺到自信心正
慢慢培養，在這裡我訓練自己的表達能力、應變能力、台風，我未曾想過能克服心中的恐懼，
毫不畏懼的站在台前，開始前所未有的改變。我們常為了校外的大型活動事前籌備忙得不可開
交，但看見活動當天的成果表現，在當下享受當志工的快樂，一切的辛苦都值得了。
雖然我現在已經是學長姊了，但相信還是有一些學弟妹的特質和優點是值得我學習，讓自
己再更進步，而在其中我印象最深刻的一句話是指導老師說過的：「一個偉大的人不是做了一
件偉大的事，而是持之以恆的去做一件小事」，所以我希望可以從每一件小事中慢慢學習，為
將來做準備。

推薦信函
綉朱自國一後便投入本校志工隊，當志工使她享受極大的喜樂，時時充滿感動，即便辛苦
也甘之如飴。綉朱也頗具勇於挑戰的精神，常常自我突破，擔任學校活動的司儀或主持人，每
次都有值得嘉許的表現，在同學面前依舊親切溫暖、熱心服務，在師長面前亦虛心求教、有禮
體貼，因為負責盡職又有高度的服務熱忱，因此被受同學愛戴，也得到老師們的信任。

推薦人：北斗國中行動服務志工隊老師 李順交

Name: Hsu, Hsiu-Chu / School: Bei-Dou Junior High School
My family has a passion for volunteer work. Both my parents attend a charity organization, and
serve on the committee. My older sister also volunteers. Influenced by them, I joined my school's
volunteer association. My service gave me the opportunity to hone my skills of communication,
and capability to adapt to various situations.

評審的話
能致力志工服務、毅力堅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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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群經營獎
姓名／傅嬿臻

學校／北斗國中二年一班

我是女生
我是一個健談、活潑的女孩

優秀事蹟
◆100年區域和平志工團績優團體競賽環境服務類第一名
◆99年區域和平志工團績優團體競賽環境服務類社區貢獻獎
◆99年區域和平志工團績優團體競賽文化類第二名

自傳
我活潑開朗、人緣頗佳，最大的缺點是因為個性太好，而不懂得如何拒絕別人的求助，也
常常為自己帶來許多困擾，這也是我正在努力學習的地方。我最大的志向是希望成為翻譯員，
未來在每一個國家遇到有需要幫助的人事物可以派得上用場。也許在求學的過程中，我會遇到
課業上的困難，但是我一定會比別人更認真努力，指導老師說過「天份，也是需要有七分的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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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三分的天份」，就算資質不夠好，但是我會用努力彌補天份。
升上國中之後，我參加了北斗國中行動服務志工隊已有一年多的時間，從服務中學習，與
我們學校志工隊一起服務人群，在志工每個月的第一個禮拜天都會進行清掃社區的活動，再加
上還要舉辦其他的活動，所以假日的時間通常在外面進行志願服務的工作，在志工隊的期間我
學會導覽的技巧，志工隊也參加過許許多多的活動，像是地球清潔日，我們會讓學區內的國小
和高中與我們一同參與清掃社區的活動。我因為這個團隊而增廣見聞，認識了許多來自各地的
志工朋友們，也慢慢訓練膽量及台風。

推薦信函
嬿臻擔任一年級幹部待人很客氣、謙虛，各項班級活動都盡力參與，參與行動志工服務
隊後，她總是充滿熱情，給人很陽光的感覺，偶爾遇到困難或問題時，也都勇於接受挑戰，
並且尋求資源與支援來解決問題。在老師眼中，她是相當貼心且很得師長疼惜的孩子，在同
學中眼中，她是個樸實、合群、謙虛的人，也很喜歡幫助別人，總是積極、主動伸出援手。
嬿臻在志工方面的表現是有目共睹的，更難能可貴的是她讓我感覺到志工無私服務貢獻的精
神。

推薦人：北斗國中行動服務志工隊老師 李順交

Name: FU, Yen-Chen / School: Bei-Dou High School
Talent and diligence are both needed to achieve success. On the first week of every month, I help
clean the community. In the process of my other volunteering work, I also learned how to be a tour
guide. I have participated in many different projects such as clean-up projects on Earth Day.

評審的話
個性單純、任勞任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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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群經營獎
姓名／劉藝楓

學校／高雄高工三年丁班

我是女生
我希望可以成為讓身邊的人都快樂的女孩

優秀事蹟
◆2009年保德信青少年基金會第九屆全國傑出志工獎、全國志工菁英獎
◆2007年財團法人家扶基金會全國十大自強兒童獎
◆2006年第六屆總統教育獎

自傳
因幼兒期發生家庭變故，經長期心理治療無法忘卻恐懼陰霾，因此在小學三年級由社會局
輔導安排「藝術治療」學習紙粘土課程，因成效頗彰進而學習創作技巧並取得講師資格證書，
成為全台灣最年輕的講師，並榮獲國小組第六屆總統教育獎，全國只有27位國小學童獲獎，驚
喜未定時又獲得全國十大自強兒童殊榮，那年我才12歲，一個只知道要用功念書、每天早上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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媽媽賣早餐，放學要幫整天辛苦的媽媽洗攤子及簡單家務的小孩子，對於持續被報導及注意讓
喜歡安靜的我有些不習慣。
因為一直從事志工服務而獲得保德信青少年基金會第九屆傑出志工獎和全國菁英獎的肯
定，再度進入總統府接受總統召見表揚。在青春少女成長階段，因為參與許多活動擔任講師，
認識了不同年齡層、生活背景及來自不同家庭、境遇的朋友，也練就了一身是膽的本領。整個
國中三年生活，除了課業之外，就是成為一個義務教授小朋友紙粘土的大姊姊，這樣的成長經
歷並不是每一個青少年都能擁有的，因此我很珍惜也很感恩成長之路上，扶助我的師長和善心
人士，當然還包括了一個很偉大的女性-我的媽媽。

推薦信函
雖然藝楓成長過程艱辛、窮困，但在母親辛苦的用心陪伴及教導下，藝楓一直是本校優秀
學生之一，樂於參與校內外各項活動，如：「未來領袖菁英培訓」、「談性空間成長團體」、
「國際教育旅行」，學業成績也都能保持水準，難能可貴的是在校人緣極佳，曾志願參與學長
姊學測志工、新生訓練的學長姊志工。心有餘力之餘在社會上奉獻一己之力，無論是關懷獨居
長輩或從事兒少課業陪伴輔導之舉，實屬難得。

推薦人：高雄高工教官 曲銘芬

Name: LIU, Yi-Feng / School: Kaohsiung Industrial High School
I attended a paper clay Art Therapy program when I was in Grade 3 to deal with a childhood
trauma. Subsequently, I obtained a teaching certificate and became Taiwan's youngest certified
teacher. When I was 12 years old, I was one of the 27 elementary school children to receive the 6th
Annual President's Award. The Prudential Youth Foundation later awarded me two awards for
being an outstanding volunteer and exceptional youth.

評審的話
困境中力爭上游，值得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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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能運動
入圍者簡介
汗水、淚水交織而成動人樂章，
台灣女兒不斷挑戰極限、發揮極致。
「Formosa女兒獎」的女兒揮灑汗水、
發揮運動長才、成就自我顛峰。
運動場上的女兒是亮麗的、自信的，
力與美的結合，
台灣女兒努力不懈，
不斷往自我目標挑戰！

體能運動獎
姓名／陳育專

學校／新莊國中八年20班

我是女生
我是一個勇於實踐夢想的女孩

優秀事蹟
◆100年全國小學田徑錦標賽女生組跳遠第七名
◆100年全國小學田徑錦標賽女生組總錦標殿軍
◆新北市99學年度國民小學田徑錦標賽女生組跳遠第一名

自傳
我在南投縣出生，現居新北市新莊，就讀新莊國中二年級，是班上的班長、國文小老師及
模範生，喜歡幫助老師和同學，曾參加過許多社團活動，包括︰田徑隊、羽球隊、童軍團、鼓
樂隊等，喜歡運動、熱愛田徑。在田徑隊和隊員接力時，不僅需要默契，也需要合作與努力，
每一個人都握有整個團隊的命運，一個人沒接好棒就會慢好幾秒，我在這方面真的學到很多。

體能運動獎

我的臉上天天掛著笑容，因為我是女生，所以要堅強、要更有自信！我的名字︰陳育專，
「育」是教育(也可以說體育)的意思、「專」則是專心、專長，我希望得到女兒獎，讓大家知
道「女兒」是無價的寶藏。

推薦信函
一、田徑、體育方面表現優異。
二、擔任班級幹部服務精神佳！
三、參加童軍社團，積極從事校內及社團性服務。
四、個性活潑、爽朗、自信且有禮貌，與人相處融洽。
五、待親至孝，家庭關係良好。

推薦人：新莊國中教師兼教務主任 王國隆

Name: CHEN, Yu-Chuan / School: Xinzhuang Junior High School
Track and field is my favorite sport. I learned much about teamwork through running relays. Each
are considered as important in the team, if one relay runner didn't catch the baton well, it takes
more time to complete the competition, and that might change the whole result of the game.

評審的話
熱愛體育，努力克服環境阻礙，雖無法成為專業選手，但仍為了喜愛田徑而持續投入，不因挫
折而氣餒，勇於面對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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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能運動獎
姓名／彭瑋欣

台灣體育運動大學
學校／ 管四1A

我是女生
我是一個永不放棄的運動員

優秀事蹟
◆33屆香港錦標賽雙人雙槳第一名
◆99年全國中等學校划船錦標賽四人單槳第二名
◆100年全國運動會四人單槳第二名

自傳
因為爸爸在日月潭訓練划船的關係，我時常會跟著上去看看，慢慢的也想開始嘗試，在國
中二年級的時候，我參加全國中等運動會非常幸運的拿到一金一銀。進入高中後，我也加入划
船校隊，延續國中的經驗亦有豐富的活動表現。高一時因為學姊的協助，拿到亞青盃國手的資
格，更在高三拿下100年全國運動會一銀一銅。參加了許多比賽之後，經驗拓寬我的視野，使

體能運動獎

我得以更宏觀的眼光去審視許多事物。
從今年七月開始，南投縣划船隊為了今年的全運會做準備，開始住在練習的場地做密集的
划船訓練。我必須與學姊在同一艘船比賽-「四人單槳」，因為他們都是國手級的選手，我必須
更加努力的練習，花比別人多兩倍的時間練習，才不會造成學姊們的負擔。學姊們和教練不斷
鼓勵我，教練對我說「行百里路，半九十」，因為這句話讓我有了努力撐下去的動力，在比賽
當天雖然我們輸給對方兩秒，但是我一點也不會後悔，因為我知道我們已經把最好的表現展現
在賽場上，在全運會的集訓和比賽中，我學到了「永不放棄、團隊精神、堅持到底」。

推薦信函
從瑋欣進入本校就讀三年來，我看著她蛻變成長，發覺她的確是值得推薦的好表率。雖然
就讀課業繁重的普通班，仍然堅持對運動的熱愛，課餘之暇，不忘努力練習提升運動技能，經
常為了比賽接受嚴苛的魔鬼訓練，卻不敢荒廢功課，反而更加努力地加強自己的課業程度，過
程固然辛苦，依然咬緊牙根，淚水混著汗水，朝著目標前進，高二那年參加甄選成為國際交換
學生，前往美國交流學習、拓展國際觀，朝向成為國際選手在國際舞台綻放光彩做準備。

推薦人：國立水里商工老師 陳靜美

Name: PENG, Wei-Hsin / School: National Taiwan Sport University
Influenced by my father who is a coach of canoeing, I participated in the National High School
Athletic Games and I got one gold and one silver medal in the matches. Perseverance, team work
and persistence are what I learned from my preparations and during the competition. Even if I
lose, I won't regret it because of what I have already achieved.

評審的話
融入團隊，承受訓練壓力，學術並進，為傳承而努力，期許在划船運動領域中繼續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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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能運動獎
姓名／林奕萱

學校／龍華國中一年一班

我是女生
我希望我是有信心又快樂的女孩

優秀事蹟
◆99、100學年高雄市國小樂樂棒全市冠軍
◆2011年王貞治世界少年棒球教室台灣代表選手
◆高雄市新上國小壘球擲遠五、六年級第一名

自傳
我覺得自己最具備「活力」的特質，因為我每天都充滿幹勁，不論是上學、打掃、打球、
參加比賽、甚至幫忙媽媽做家事時，我都經常不由自主地唱起歌呢！同學總是喜歡找我一起打
球，班際活動或比賽我都一定不會缺席。因為愛運動而個性樂觀，所以每天都沒什麼煩惱。運
動比賽準備需要花許多時間及大量體力練習，樂樂棒尤其辛苦，為了代表高雄市參賽，全班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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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得在午休時頂著大太陽，一球又一球的練習。我還參加桌球校隊，每天大清早就必須要去練
球。但是這些對我來說都是快樂的享受，我享受苦練的汗水，也欣然接受比賽的輸與贏。
此外，我還參加2011年王貞治世界少年棒球教室，對我而言，這是個難得也難忘的經驗。
我和來自全世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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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和同隊的南非小朋友建立了美好的情誼。對我來說，參與運動的過程就是最棒的一件
事，享受運動的心情給了我面對比賽時的勇氣。運動後的我心情輕鬆、頭腦清明，在班上成績
名列前茅，成了同學眼中「文武全才」的奇女子，因而當選了模範生，還得到與市長合照的機
會。

推薦信函
奕萱雖然是個可愛的小女生，卻有不輸男同學的運動細胞，不論是羽球、桌球、田徑、游
泳都難不倒她。國小比賽得的獎牌、獎狀都成了她的房間佈置。學校課業也和她的運動表現一
樣精彩，學業成績優秀獎狀早就貼不下了。但身為萱寶貝的媽媽，最令我引以為傲的是奕萱樂
天開朗的個性，EQ和她的跳高成績一樣好！

推薦人：媽媽 謝玉蘭

Name: LIN, Yi-Hsuan / School: Longhua Junior High School
I have a passion for sports. In 2011, I participated in the World Children's Baseball Fair, gathering
with children from 19 countries. It was unforgettable experience for me to build the friendship with
international friends through my favorite sport event. For me, the process of participating is what I
enjoy the most. My experience gives me courage to overcome obstacles one by one.

評審的話
擁有開朗、樂觀、合群的心胸，活潑可愛，對各項運動都有興趣，勇於嘗試，享受體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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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能運動獎
姓名／楊庭蓁

學校／東光國中九年四班

我是女生
我是一個堅持追夢的女孩

優秀事蹟
◆101年宜蘭縣運動會直排輪花式個人女子組亞軍
◆99和100學年度校慶運動會女生組八百公尺冠軍
◆第22屆會長盃全國溜冰錦標賽花式直排輪個人國中女子組季軍

自傳
在別人眼中，我是個表現不錯的孩子，不管課業還是課外活動都積極的付出和參與，我參
加了管樂班吹奏法國號，國中時參加國樂團拉奏大提琴，還學過長笛和鋼琴。此外，我遺傳到
媽媽的運動天份，從小運動會的跑步項目我總不缺席，接力時常勝任第一棒的角色，比耐力更
能有好表現，大家常說我跑起步來和靜靜的外表有大差異，因為在跑道上能盡情的奔跑，拋開

體能運動獎

煩惱向前狂奔，更愛上了風的觸感。體育課學習不同項目總能比他人快速上手，上國中後也因
為興趣而學習網球，喜歡在場上揮灑汗水和對網球的熱情。
夢想希望成為一個優秀的花式直排輪選手，在小一時因緣際會踏入這個領域，也替我的人
生增添了很不一樣的色彩，在場上跳躍和旋轉散發出屬於我的光芒。八年的路途有哭有笑，常
因為無法進步、怠惰不前而有放棄的念頭，在別人眼中直排輪不是「熱門運動」，也沒有獲得
很多支持，但還是有許多親朋好友為我打氣。比賽失敗或表現不理想都不會讓我想要放棄，反
而期望有更好、更完美的表現。上了國中後課業日漸繁忙，練習和讀書時間很需要好好分配，
不過我知道往成功的路是崎嶇的，我會勇往直前、不畏懼、奮力完成夢想。

推薦信函
庭蓁在學校表現極佳，是個品學兼優、五育卓益的好學生。體育方面更是她的強項，校內
各項體育競賽都可以看到她的身影，擔任大隊接力第一棒，她在人群中奮力往前衝，與教室內
靦靦微笑的可愛女孩判若兩人。庭蓁在體育活動的表現和她的外表一樣亮眼，她的夢想是成為
最棒的花式溜冰選手，我認為她一定做得到。

推薦人：東光國中國文老師 陳育玲

Name: YANG, Ting-Chen / School: Dong Guang Junior High School
I inherited from my mother a talent for sports and I always dreamed about being a figure skater.
For 8 years of practice, I'm glad that all my friends and family supported me all these years, and
empowered me when I stumbled. I know experiences of failure won't break me down, but, would
instead make me more competitive, as I strive to become better. I will continuously encourage
myself to fearlessly forge ahead to reach my goals.

評審的話
熱愛溜冰，能感受到此運動中的性別差異，體察性別歧視，積極上進，努力展現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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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理科技
入圍者簡介
數字遊戲與實驗室是男生的專利嗎?
一點也不!
「Formosa女兒獎」的女兒在數理科技領域
亦有著傑出的表現與強烈的興趣，
在萬花筒世界中，
對於任何微小事物都充滿了好奇，
想要一探究竟。
她們是未來的居禮夫人、女性的愛迪生，
台灣未來科技世界有女性在其中，
希望無窮!

數理科技獎
姓名／紀以柔

學校／福誠高中三年一班

我是女生
我是一個不斷突破限制、超越自我，並迎向希望的女孩

優秀事蹟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小論文寫作比賽生物類特優、化學類優等
◆100學年度數學及自然科能力競賽生物科第一名
◆高雄市47屆中小學科學展覽會地球科學類第一名

自傳
在家人和朋友的眼中，我是個活潑、開朗、外向、樂觀，還有些許好動的女生，也是一個
獨立、有想法與主見並能接納他人看法的女孩；我喜歡嘗試新的事物，除了所熱愛的數理、生
物，從小到大也涉獵了許多種領域，例如：美術、音樂、語言…等。
獲選參加科工館女科學解說員培訓營時，每週六早上我都必須去科工館受訓，雖然課程難

數理科技獎

度艱深，但我未曾想過要放棄，仍盡我所能的了解和討教，並完成十二堂課、三十六小時的實
習，最後通過考核。成為正式女科學解說員後，我總是充滿著「勇氣」去嘗試新的、沒講解過
的項目，用「自信」去面對挑戰，並以「活力、熱情」為有問題的參觀者解說，自己不但增加
了許多科學「知識」，更具備了清晰的口條、穩健的台風、臨機應變的能力！
在刻板印象中，女孩在數理科技這個方面總是位處弱勢，我選讀自然組時受到很多質疑的
眼光，甚至在分班當天，教官還誤以為我走錯班級！我相信透過女兒獎的甄選，能夠讓更多人
看到我許多成就背後的努力，也能讓大眾更加明白女孩所擁有的無限潛能，更重要的是能夠喚
醒還被蒙蔽在刻板印象中的女孩們，讓她們知道自己所擁有的無限可能並盡情揮灑。

推薦信函
以柔在數理科技方面的表現是女孩子的驕傲，完全不亞於男孩子，主動地報名參加成功大
學工程科學和高雄醫學大學的研習營，兩所大學研習營都成功地錄取，更能顯現以柔充滿活
力、自信、勇氣的成功女性特質。

推薦人：高雄榮民總醫院醫師 莊奇錫

Name: CHI, Yi-Jou / School: Fu Cheng Senior High School
I enjoy involving myself in various areas, such as arts, music, language etc. When I was selected
to participate in the Nation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Museum Training for Tour Guides, I almost
gave up because of the difficult curriculum, however, I persevered and finally after 12 classes and
36 hours of internship, I passed the test of certification.

評審的話
落落大方、很有自信，參賽者對自我要求很高，值得嘉許，雖然父母專長在藝術領域，但個人
卻對數理、生物特別有興趣，對專業知識的廣度與深度可以再加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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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理科技獎
姓名／葉詩穎

學校／台中二中二年20班

我是女生
我要創新、挑戰、勇敢追夢

優秀事蹟
◆100、101年全國高級中等學校小論文比賽優等
◆100、101年全國高級中等學校閱讀心得比賽優等
◆2012年全國高中職創意發明構思競賽佳作獎

自傳
我常常在解數學題目時，或遇到很困難的題型時，都會很努力想盡自己的所能，因為往往
在解出題目時，心中就會油然而生一種成就感！這也是數學最吸引我的魔力！今年暑假中，我
參加了清大動機系的營隊，讓我更想進入動機的領域探討！即使會有點艱辛，只要有毅力和勇
氣，勇敢的向前衝，一定沒有事難得倒我！就只等我好好努力邁向目標！

數理科技獎

凡是愈難的事愈越能激發我的鬥志！上高中後，數理方面的題目顯得難了許多，也讓我花
更多時間在這個領域上。剛開學時，學校辦了一場樂高機器人的競賽，不知道憑著哪來的勇
氣，一個對樂高完全是門外漢的我走進了樂高的世界，從零件組裝開始摸索，再慢慢地鑽研到
寫程式、調整設定值，過程中不免經歷了許多挫折，後來參加創意競賽，沒想到我的構思被評
審肯定，順利的進入決賽，也得到了一個還不錯的名次。
我最喜歡的一句話是阿姆斯壯所說的：「我的一小步，是人類的一大步」，我的願望是能
成為對世界有貢獻的人，為世界貢獻一點心力，我要在精神、學業、個性、領導能力各方面增
進自己，才能讓我的感受和想法被大家聽見！

推薦信函
詩穎是動靜皆宜的學生， 喜歡閱讀文學作品，將感想化成文字；數理科目向來是她的強項，
曾經為了一個題目：「一個正圓形球體切了五刀，最多可以切成幾塊﹖」思考了一個月，直到解
決難題為止，這樣的堅持和熱情讓人佩服！學業成績表現亮眼之餘，詩穎勇於拓展生命視野，例
如：參加熱門音樂社登台表演、認識朋友，學習領導；利用課餘時間廣泛參加各種公益服務，都
可以看到她的身影。

推薦人：國立台中第二高級中學老師 姜淑敏

Name: YEH, Shih-Ying / School: National Taichung Second Senior High School
The more challenging the task, the more I feel the urge to take up the challenge. My school
organized a competition for creating lego robots. I never had knowledge in this field, but, I
participated anyway, and through research, I learned how to create a robot that got me into the
finals.

評審的話
個性內向，但嘗試突破自己與新的事物，誠懇、務實，對數理科學具有熱情，對社會懷抱關
懷，期待將來有傑出的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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勇氣冒險
入圍者簡介
不畏艱難、勇於挑戰，
台灣女兒膽大、願更大。
疾病與逆境不是阻礙，
而是體驗生命力量可貴的助力!
勇敢隻身異地完成自我夢想!
「Formosa女兒獎」的女兒勇氣指數200％，
冒險能量全開，勇敢向前衝!

勇氣冒險獎
姓名／吳怡靚

學校／福誠高中二年二班

我是女生
我是一個勇於向前的女孩

優秀事蹟
◆101年全名國防教育兩棲勇士挑戰營第一梯次飛燕金龍獎
◆101年全名國防教育兩棲勇士挑戰營第一梯次第九分隊創意隊呼暨團
體軍歌第三名

自傳
小學時因為喜歡跑跑跳跳，再加上哥哥是體育班的學生，所以我也去念體育班，每天就在
跑階梯、打球和讀書中度過。國中時父母為了讓我專心讀書，而決定讓我讀普通班，因此跑步
和打球機會也就越來越少，雖然如此，我對體育的熱情仍留在心中燃燒著，每天都期待著體育
課的到來，彈指間，時間來到基測倒數的時候，而我則默默的為同學加油，因為我已經利用樂

勇氣冒險獎

學計畫上了理想中的福誠高中。
為了讓生活更精彩，高一暑假我參加由國防部所舉辦的兩棲勇士戰鬥營，每天過著規律的
生活，感受許多平常所體驗不到的事物，例如：真槍、戰車…等。
在高一下學期時有一堂體育課，老師要每個人跑操場15圈，並且要我們撐過撞牆期，也就
是跑到一定距離時，身體會產生一些不適應，例如：呼吸困難、肚子痛或腳痠等等，只要能撐
過去，跑起來會相當舒暢，而那一堂課中，我盡全力去嘗試看看老師所說的那些感覺，當我流
完汗後，發現撞牆期的確很難熬，但撐過去後，流汗的感覺的確不錯。

推薦信函
記得高一親子座談前，她很主動且熱心地與幾位同學留下佈置教室，後來還陪在媽媽身邊
全程參與。大部分的同學都不喜歡坐講桌前面，但怡靚很特別，她不怕有壓力自願坐最前排，
因為她想用功念書，而且可親近各科老師。高一公民訓練到曾文水庫，她也全程積極投入，除
了寢室整潔比賽得獎，打漆彈時充分發揮巾幗不讓鬚眉的精神，勇敢衝鋒陷陣。

推薦人：高雄市立福誠高中導師 王智偉

Name: WU, Yi-Ching / School: Fu Cheng Senior High School
One summer holiday, I participated in a warriors training camp, organized by the Ministry of
National Defense. I lived a highly regimented and disciplined life, and I was exposed to new
experiences, such as using real guns and viewing war vehicles etc. In physical education class,
my teacher asked us to run 15 rounds, and to push ourselves to the limit. Although my body would
initially feel uncomfortable, such as finding difficulty breathing, feeling soreness in my legs, or pain
in my stomach, however, as long as I persevere, I find that I have expanded my capability.

評審的話
喜愛參與冒險活動，不怕與男孩比較，勇敢追求自我，是個很棒的女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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勇氣冒險獎
姓名／吳宇穠

學校／楠梓高中一年級

我是女生
不害怕世俗的眼光。我，是我，一個熱情、勇敢又有自我想法的女俠

優秀事蹟
◆101年度青輔會高中職學生創業體驗營榮獲第二名
◆第二屆逢甲行銷營未來CEO改造計畫榮獲最佳活動企劃第三名
◆美國Huron高中水上芭蕾隊州冠軍賽榮獲第二名

自傳
2011年的夏天，我克服種種難關，幸運的成為一名國際交換學生，當時約15歲的我，獨自
轉搭三班航機，在空中飛行將近一天後，終於到達地球的另一端，我最嚮往的陌生國度-美國，
展開長達十個月小留學生的新鮮生活。這個頭銜聽起來十分美好，但很多人看不到的是，當你
在夜深人靜時想念親人，但沒家人朋友陪在身邊的那種寂寞；當你因為語言不通，又或者是膚

勇氣冒險獎

色因素而導致被歧視時的那種無力感；當你什麼事都得自己動手，那種強迫自己加倍成長的壓
力。我在異鄉學習「成長」，暫失十五年來一直倍受呵護的溫室，獨自面對挫折的洗煉，但流
淚過後，不忘鼓勵自己要勇敢，因為明日又是嶄新、美好的一天。
在美期間，我從不會游泳、換氣不順、每分每秒像要溺斃似的菜鳥，到當選美國Huron高
中水上芭蕾隊，後來又成為代表學校參加州冠軍賽榮獲第二名的成員，過程中憑著不服輸的精
神克服不可能的任務，即使好幾次的崩潰大哭，但我從來不說「不」與「放棄」。在年終經過
隊友及教練的投票，獲得「進步最多選手」的殊榮。我也參加了「吉他社」與「Hip-hop舞蹈
社」，認識了超過來自三十個以上不同國家的朋友，不但增強自身的外語能力，更拓展寬廣的
國際觀。

推薦信函
宇穠從小就很獨立，主動完成許多事情，學習的過程中，耐得住挫折，認真負責的態度，
達到學習最後的終點，她在美國求學時，一切都得獨立靠自己，從交友、融入同學、進入學習
狀況、適應不同的飲食氣候，樂觀的向台灣的父母親朋好友分享新鮮趣事，讓家人放心。難能
可貴的是，面臨父親的疾病，堅強的她反而變成父母的心靈支柱，鼓勵父親、安慰母親、陪伴
奶奶和弟弟，反而更增進一家的凝聚力。

推薦人：國立中山大學哲學研究所教授 越建東

Name: WU, Yu-Nung / School: Nan-Zih Comprehensive High School
When I was 15 years old, I spent 10 months in America's Huron High School. Initially, I could not
even swim, but, later, I was chosen to be trained in the synchronized swimming team. I
represented the school, and won second place in the State Championship. There were many
times when I cried because of the difficult challenges, however, I learned to never give up. Finally,
for my achievements, I received a special award for having the fastest progress.

評審的話
個性開朗活潑，勇於隻身前往異鄉並挑戰未知，十分令人激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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勇氣冒險獎
姓名／徐婉菱

學校／曉明女中高一甲班

我是女生
我是一個願意給予自己任何機會的女孩

優秀事蹟
◆國語即席演講第三名
◆國語作文比賽第三名
◆英文演講比賽優勝

自傳
我是個活潑、熱情的女孩，在我的心中沒有不可能的事，因為我是個女生，所以總覺得要
活出屬於我們女生的特質、屬於我的特質，那就是勇敢又堅韌不拔的去追求自己想要、想愛的
人事物。然而生命中也總是會遇到挫折，對我而言就是減肥。我曾經是一個八十公斤的女孩，
那時候小女生們都不願意和我當朋友，因此在心靈種下的陰影，我也因此把自己封閉，那時的

勇氣冒險獎

我不只孤單，也十分孤僻。
後來慢慢長大發現這樣的情形是不行的，我必須改變，所以我開始減肥。剛開始沒人幫助
我，我做了一件件傷害身體的事，卻又沒有任何成果。後來慢慢摸索，開始每天早上先跟媽媽
去爬山，晚上再跳繩一千下，只要稍有停止便要求自己重新來過，加上飲食的控制，就這樣我
總共瘦了十五公斤，克服了挫折。
透過這次活動的參與，想讓大家知道我有活出屬於女性的特質-有勇氣、敢冒險、敢表現，
也敢做自己；也想讓大家肯定我、欣賞我；更希望再次檢視自己努力的程度，使自己更加成長
並得到更多建議，也希望把我的生命故事分享給需要的女孩們。

推薦信函
婉菱相信沒有做不到的事，只要自己想要，努力去做就可以達成。她曾經是一個八十公斤
的女生，國中時因為發現了自己對戲劇的熱愛後，產生了當演員的想法，所以她努力減肥，每
天跳繩一千下、爬山，跑步…，做了許多努力，最後終於瘦了十幾公斤。上了高中的婉菱，接
受了師長父母的建議之後，她決定先充實自己，希望能當一個不只演技佳，同時也深具內涵的
演員。我深信她那顆勇於冒險、克服困難的心，一定會帶著她闖過每個低潮。

推薦人：曉明女中高一甲班班導師 李淑芬

Name: HSU, Wan-Ling / School: Stella Matutina Girls' High School
I once weighed 80kg, and many peers refused to befriend me. I realized that I had to change, and
started exercising daily (climbing mountains with my mom in the morning, and skipping rope in the
evening). Coupled with keeping control of my diet, I lessened my weight and successfully dropped
to 50kg.

評審的話
知道自己生命道路的目標何在，並能全力以赴，堅忍到底者是真正的勇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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勇氣冒險獎
姓名／蔡宜真

學校／正心中學高三齊班

我是女生
我是個有能力、有膽、勇敢冒險的活力女孩

優秀事蹟
◆第52屆國立暨縣(市)公私立高級中等學校分區科學展覽會高中物理組
優等
◆雲林縣第50屆公私立國民中小學科學展覽會地球科學類第三名
◆國際化學年活動居禮夫人高中化學營小隊之星

自傳
向前衝是我最大的特色，不放棄每一個機會，不懼怕每一個挑戰。為了讓生活精彩又充
實，我積極參加各項活動，例如：參加彰化師範大學物理資優班、當電影映後座談的主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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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展得獎、擔任接待家庭、當交換生與日本真岡西中學文化交流、參加居禮夫人高中化學營、
擔任志工。其中，最棒的合作莫過於科展，不管是實驗或報告，每一部份都環環相扣，我的科
展作品是有關鞋底與摩擦力的關係，當時兩個人一起做實驗，如果其中一個人忙碌就彼此照
應，常常一起做實驗到晚上六七點，他做模型，我做數據處理、海報，到最後練習報告時彼此
鼓勵，最後獲得高中物理組優等。「合作、鼓勵是團隊獨有的美麗」是我做科展的體悟。
今年六月，輔導室給我一個機會上台與大家分享居禮夫人高中化學營的所學，被通知分享
前的短短二十分鐘，腦中不斷鋪陳內容大綱，希望別人可以有所收穫，拿著筆和紙寫下分享的
內容，走到舞台中央，我戰戰兢兢地說，心臟噗通噗通地狂跳，當說出謝謝時，如雷的掌聲響
起，讓我勇敢地走下台去。我從只會躲在下面的小孩到獨當一面站在台上講話，都得靠自己的
勇敢和努力，感謝曾給我機會與掌聲的人，以及勇敢的我。

推薦信函
宜真是一位充滿傻勁、衝勁與幹勁的女孩。成績優秀的她不因此而自滿，勇敢地不斷接受
新的挑戰與刺激。例如：積極地參加彰師大高中物理人才培訓計畫及居禮夫人高中化學營。高
二上時，她曾經鼓起勇氣具名寫了一封信，並親自交予教官，針對學校某一項不合理的制度提
出她的看法；在課業繁重的高二下，她參加了物理科展比賽不斷接受挑戰，不斷充實自己。

推薦人：正心中學高三齊班導師 陳望鳳

Name: TSAI, Yi-Chen / School: Sacred Hearts High School
I was chosen to be in the special class for gifted students in Physics in National Changhua
University of Education. I have won an award in science exhibitions, and have been an exchange
student to Japan. I have also served as volunteer in a chemistry camp for senior high students.
Chosen to share my experiences of the chemistry camp on-stage this June, I initially felt scared
but later overcame my fear.

評審的話
不吝惜表現自己，樂於分享感知及感受，是一個勇於挑戰自我的女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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勇氣冒險獎
姓名／陳郁淳

學校／南華大學國大系

我是女生
我是一個才華領導、築夢踏實的女孩

優秀事蹟
◆98~100年台灣海洋性貧血協會文藝獎作文類第一名
◆全國學生美術比賽高雄市初賽西畫類佳作
◆台灣海洋性貧血協會文藝獎繪畫類第三名

自傳
我從小很喜歡繪畫，學畫有十年之久了，學的繪畫是屬於水彩與素描部分，比較像是靜
物、風景畫之類。每一次的繪畫我都會覺得很開心。國二時，我參加國際獅子會「世界和平海
報比賽」獲得佳作；國中畢業前，參加全國學生美術比賽高雄市初賽西畫類獲得佳作；高二
時，我獲得台灣海洋性貧血協會文藝獎繪畫類第三名。有了這些的鼓勵，我更想把繪畫推展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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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想用我的畫撫慰心靈受傷的人，讓他們覺得人生可以更美好，不要自我放棄。當拿起畫筆
時，我感覺到心理的壓力紓解不少，因此繪畫成了我的專長。
因為父母親的關係，假日的時候，我喜歡跟著一起去做志工，也很喜歡盡自己一份微薄的
力量，幫助世界需要幫助的人，父母親教導自己有能力時要多幫助人們，給他們多一點溫暖，
盡自己的一份心力。
從小我特別聰明、活潑，看待每件事物會用不同的角度。未來期望自己可以幫助更多的
人，開創更多女性的福利，讓她們可以獨立；用自己的心力完成自己的夢想，讓更多人活得更
快樂。

推薦信函
郁淳是一個患有「海洋性貧血症」的小孩，在父母的教育下，郁淳不但不以生病為任何藉
口，反而更積極努力求學，在才藝方面都有優秀的表現，從不以身體的不適做理由，反而協助
同樣有身障的孩子，更積極投入志工行列，以身障者服務身障者，讓那些身障者可以感到校園
的友善環境，並且鼓勵他們都能走出疾病的陰霾，正面迎向未來。

推薦人：正心中學老師 陳望鳳

Name: CHEN, Yu-Chen / School: Nanhua University
I enjoy drawing and painting, and have been training for several years. I won several competitions
including the poster competition of Lions Clubs International, Kaohsiung City's National Art
Competition, and an art competition held by Taiwan Thalassemia Association. My achievements
encourage me to create artwork that is therapeutic to those who view my artwork.

評審的話
雖然從小帶著家族遺傳疾病，但郁淳卻將此轉化為助人的動力，實為可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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勇氣冒險獎
姓名／陳沛穎

學校／彰化女中二年三班

我是女生
我是一個誠實面對的女孩

優秀事蹟
◆99學年度性別平等教育藝文競賽獲獎
◆99學年度熱心服務獎
◆98學年度生涯檔案內容佳作

自傳
讓台灣更好是我的大目標。我在高中所領的台文社，希望能傳達不同於流行文化的一些更
深入社會的思考模式，將文化與社會現象緊緊結合，藉由參加社會運動或踏查親身親近土地體
會心中起伏的感覺。我計畫在高中畢業的那個夏天環島，真正的用雙腳走遍台灣，以更緩慢的
方式重新認識我的土地。在社團資金籌備上，因高中相關資源較少是個問題，目前我正與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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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會接洽，希望吸收不同於學校的想法。我希望兼顧學業與社團，找到之間的平衡點，利用
時間的妥善分配，在高中時期能多增加經驗值，進而影響週遭朋友。
台文社讓我聽到不一樣的故事，更讓我知道獨立思考的重要性，我從一個「被動的媒體吸
收者」到現在喜歡以行動主動了解這片土地的人事物，沒有行動的閱讀是無效的，唯有親身參
與，看事情的角度才會寬廣，不會被混淆視聽。大學則以社會系為目標，將來學以致用並關懷
社會，為被社會忽視的弱勢族群發聲。
第一次看到以女生為主題且多元面向的比賽覺得很驚訝也很開心，希望嘗試寫下自己的故
事和理想獲得共鳴，也能從別人身上學習自己所沒有的優點，藉由比賽希望獲得不一樣的體
驗，認識不一樣的人，或許思想交流中能激盪不一樣的火花。

推薦信函
沛穎的領導特質與自我成長的動力如耀眼的朝陽，台文社幹部面試中，由上屆幹部學姊提
問，她的態度落落大方、穩健而堅定，而被選為下一屆台文社社長。沛穎的活力讓我自嘆弗
如：暑假參加蘭嶼的部落體驗、讀余秋雨的書，而今又報名參加Formosa女兒獎甄選，真是動
靜皆宜。看著她一路成長、層層蛻變、愈來愈勇敢，真心為她感到榮耀和喜悅，身為啟蒙師甚
感榮焉。

推薦人：前彰化女中代理教師、現任寫作文創總編輯 胡晏涵

Name: CHEN, Pei-Ying / School: National Changhua Girls' Senior High School
I enjoy participating in social movements. I enjoy reading news. But, I transformed from being
merely a news reader to one who takes action to change my community.

評審的話
對於生命的探索及反思的能力很強，對內在生命的探索呈現了堅韌的勇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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勇氣冒險獎
姓名／柯立珉

學校／復興實中12年和班

我是女生
我希望我可以站在國際舞台為女孩們和自己的國家爭光

優秀事蹟
◆美國World Scholar's Cup世界學者杯台灣區預賽決勝(代表台灣赴美
參加國際決賽)
◆北市學生鄉土藝術比賽客語歌唱特優
◆台灣區全國高中生「王者之聲」英語言講比賽特優

自傳
國中以前，我只和男孩子玩在一塊，但國中後，他們開始注意到男女有別，這個轉變使得
我措手不及，當了十二年的「男孩」突然間變成白皙可愛的女孩兒，使我開始不自覺的迷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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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孩子不再和我作伴，而本來就有些被動的我也難以主動親近女生，我開始落單、被排擠。當
時的我被同儕壓力弄得焦頭爛額，成績一落千仗，生活一塌糊塗，卻無處宣泄。
最終，我的勇敢使我不再迷惘，我找回了年幼時的自信，卻也同時收斂、不再狂妄。我成
了高中WSC社的社長及創辦人，幫學弟學妹不僅在學科方面穩定提升且找到生活的方向，也同
時幫助他們發覺自我、接受自我。由此社團的經驗，我得到最寶貴的回饋，當學弟妹們因為我
的幫助而得到更多的快樂所露出的感謝及笑容。
我貪心，卻也勇敢，任何事情都想嘗試，我曾是台灣兒童人權高峰會台灣大使，為弱勢家庭
發聲，更是罕見基金會的長期志工。今年五月，我的勇氣帶著我和重二十公斤的包袱，登上了高
峰雪山的主峰，遙遙數千公尺，在高山症的糾纏與多天無法盥洗的惡劣環境下，我挑戰自己的勇
氣，踏實的走完登頂的每一步路。我確定自己的「勇氣」，雖然不能事事求完美，但我總是盡心
盡力、「勇敢冒險」、樂於挑戰，因為人生只有一次，而一次就要活的精彩。

推薦信函
立珉堅持要活的精彩，喜歡嘗試新的事物、「勇氣冒險」、不怕失敗。例如：擔任台灣區
的兒童人權代表大使，也曾獲得全國高中生模擬聯合國最佳代表大使獎。為了實現加入演藝事
業的夢想，立珉時常主動尋找機會，曾經參與知名旅遊節目『瘋台灣』的節目製作，一天只睡
兩小時，跟隨劇組在台灣各地奔波拍攝、幫忙擺設背景等。立珉也是罕見疾病協會的長期志工
與世界展望會官方網站志工的一員。

推薦人：台北市龍洲里社區委員會鄰長/社區服務隊督導 萬李妙雲

Name: KE, Li-Min / School: Fuhsing Private School
In high school, I founded the WSC Association, and became its first president. My goal was to
provide academic help to my juniors. Helping others, I learned invaluable lessons. I was once the
Ambassador of the Children's Rights Association of Taiwan, and I became a voice for children from
underprivileged families. In May this year, I took the challenge to climb Snow Mountain with a 20kg
pack bag.

評審的話
有開放的胸襟、寬闊的眼界，具有女性領導的氣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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勇氣冒險獎
姓名／林歆蕙

學校／桃園國中七年21班

我是女生
我是一個開朗的女孩，我希望能有更多的自信

優秀事蹟
◆通過日文檢定5級
◆通過英國皇家鋼琴檢定4級
◆桃園縣大有國小98、99學度朗讀比賽第一、第二名

自傳
我是個獨立的女生，父母對我的教育並不是幫我做好每一件事，而是教會我去做我可以做
得到的事。幼稚園時，媽媽教我簡單的折衣服、歸位、刷馬桶以及拖地板。小學一年級後，我
學習更多的家事，像是洗碗有時不小心打破了，他們會先看我有沒有受傷，再來告訴我要如何
避免這樣的事情再度發生，而不是責罵我。直到現在，我已學會很多的家事。今年暑假，我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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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畢業了，除了安排自己的學習時間，我也學會了使用洗衣機，還有煎蛋、炒青菜，雖然剛開
始點燃瓦斯爐的那一剎那讓我很害怕，但多使用幾次以後也就比較放心的啟動它。
除了獨立，我還具備勇氣和活力二項特質。小學第一次被選出朗讀比賽候選員，雖然後來
我沒能參加正式比賽，只能當培訓的候補生，但我沒有因此而放棄努力。在每一次的課餘培訓
時間，我都很努力的去練習，終於在四年級時有機會正式比賽，令我意外的是我得到了第一
名。另外我也曾經報考過日文5級檢定，參加英國皇家鋼琴4、5級檢定，且明年還要再報考進
階級。我認為不是每個人都有這種勇氣報考各種檢定，但是為了給自己更多的機會，在平時就
不斷的為自己的勇氣而努力。

推薦信函
歆蕙擁有一項我所認為新世代不可缺乏的競爭力：堅持實現自我的能力！她是個成熟內斂
的孩子，儘管在學習的過程中可能遭遇瓶頸、偶爾迷惘，但她總能堅持下去，不輕言放棄，最
後總是能清楚的知道自己想要努力追求的是什麼。她心思細膩、勤於學習、搜集資料，勇於突
破各種問題的瓶頸，並且堅持所做的決定，這點是我覺得最難能可貴的！

推薦人：大有國小藝文領域教師 洪儀欣

Name: LIN, Hsin-Hui / School: Taoyuan Junior High School
I participated in my first competition when I was in Grade Four, and I won first place. I also took the
Japanese Language Proficiency Test (Level 5), and also took the exams for Grade 4 & 5 of the
ABRSM (the Associated Board of the Royal Schools of Music). I work diligently to provide myself
many diverse opportunities to expand my potential.

評審的話
大方、台風穩健，惟年紀尚輕，對性別意識尚未成熟，很有主見，相信在未來會有一番亮眼
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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勇氣冒險獎
姓名／楊凱喬

學校／新生國中應屆畢業

我是女生
我是一個勇於挑戰、愛笑的女孩

優秀事蹟
◆國小、國中縣內母語朗讀第一名
◆全國國語文競賽母語朗讀國小組全國第六名
◆保德信青少年志工獎

自傳
從小家中的兄弟姐妹十分獨立，小學二年級時，我獨自參加過夜的活動，媽媽說，從小養
成獨立的好習慣，長大出社會才不會處處依賴別人；我更懂得「家事不是一個人做」的道理，
姊弟間會分配好家事，讓大人辛苦的工作回家不用再操煩許多事，因此養成獨立、懂事的個
性。升上國中後，我參加了學校童軍團，除了學習技能外，更學習與人相處的寶貴經驗，童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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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重團結與規律，如何爭取勝利考驗著隊長與隊員之間的默契與領導能力，我通常擔任隊長的
角色，但我不驕傲或對隊員發號施令，我與團員之間會互相溝通、主動協助，雖然有隊長與隊
員之分，但實際上我們平起平坐、合作無間，更一起完成了徒步行走數公里的信件旅行。
今年暑假，學校歐昇翰老師發起了「少年達文西圓夢團」活動，找了學校一群達文西們一
同騎自行車環花東探索成長營。出發之前，我們練習很多次，為了讓大家熟悉車子的功能和應
變方式，甚至體能訓練，雖然很累，但大家都打起精神圓滿完成這趟旅程，大家依依不捨，期
待達文西明年再相約一起環島！因為自己努力征服過、用勇氣挑戰過，所以知道這個美好的回
憶會一直留在我的腦海中…。我想告訴大家：我有勇氣、敢冒險，而且不服輸！希望參加甄選
後，獲得更多，也成長更多！

推薦信函
本校於今年舉辦為期6天的「2012少年達文西-自行車環花東探索成長營」活動，同學們騎
乘腳踏車完成環花東旅行400公里壯舉，凱喬擔任第四小隊的小隊長，她與團員相處融洽，更
在溯溪課程中拿出冒險精神，帶領大家克服湍急溪水，本來有些害怕的她，更二度挑戰五公尺
跳水，鼓起勇氣並挑戰成功！

推薦人：台東縣立新生國中老師 歐昇翰

Name: YANG, Kai-Chiao / School: Hsin Sheng Junior High School
I joined the girl guides in my school. In a team, I often play the role of a team leader. Nevertheless,
I am not authoritative; I tend to discuss ideas with my team members and actively extend help to
them. Although I am team leader, I feel that my members are my equals.

評審的話
有冒險的勇氣、助人的善意，及面對挑戰的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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勇氣冒險獎
姓名／朱靖雯

學校／僑泰高級中學二年七班

我是女生
我是個可以聆聽內心聲音，勇於朝目標前進的同時，仍不忘伸出雙手扶
起身邊需要幫助人的女孩

優秀事蹟
◆2012年參加教育部新世紀領導人才培育營
◆2012年英文話劇比賽高中組第一名
◆2011年全國技能競賽中區初賽-油漆裝潢

自傳
親友眼中的我是一個熱心助人、健談、好相處、情緒表露的女孩。優點是熱情、有行動力
和音樂細胞；相對地一體兩面，有時做事太衝動、愛講話、情緒化是我的缺點。我希望凡事三
思而後行，逐步找到一個平衡點、能伸能縮，成為一顆能讓人感到幸福的小星星！

勇氣冒險獎

在成長的十幾年間，我是個活得率性、始終懷抱夢想的女孩，家人對我的愛讓我有個溫暖
的避風港。有過叛逆的時期，曾經摔得痛心刻骨，但也曾因為段荒唐時日才能有成長的我。我
發自內心堅定不移的夢想是「營造出能給孩子正面力量的學習空間」，那裡有我最精鍊的音
樂、繪畫課程，可以讓他們發揮天馬行空的創意；另外，定期舉辦到各種城市、鄉村和當地人
互動，去療養院、孤兒院、基金會參加公演或做簡單的幫忙，讓孩子們可以從小培養踏實和回
饋的精神，懂得付出和體諒，用一種正向能量把愛傳出去，我相信「教育」這種根深蒂固的方
法，等他們成人後也能緊跟著正向的態度走向人群、社會、國際，願意燃燒自己、照亮別人。

推薦信函
從小靖雯即展現多方面的興趣和才華，她喜歡彈琴、繪畫、唱歌，總是快樂的與人互動、
分享；對於新事物，她總是充滿了好奇心，興致勃勃的想嘗試一下。她高中選擇土木系，因為
沒有興趣又覺得課程很難，挫折感很重，經過一年的煎熬，靖雯終於做出轉學、降級的決定，
但是靖雯勇敢的跨出這一步，重新參加基測，並耐心的與爸媽溝通，後來她成功了，幸運的轉
到僑泰中學，重拾往日的笑顏、認真學習、積極參與各項競賽與活動；與同學和睦相處，學習
付出當志工，學習當領導人。

推薦人：台中市信義國小老師 林靜宜

Name: CHU, Ching-Wen / School: Chiao-Tai High School
I regularly visit different Taiwan cities and villages to interact with locals. I visit convalesce centers,
orphanages, and other charity foundations. I volunteer my services in those organizations, and by
doing so, I contribute back to society. I learn how to be sacrificial and understanding. Sharing love
with others, I make the lives of others better.

評審的話
忠於自己，勇敢表現自己，知道自己的個性，並帶給身邊人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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勇氣冒險獎
姓名／王麗萍

學校／虎尾農工商經二

我是女生
我希望我可以是一個對社會有幫助的女孩

優秀事蹟
◆參與拯民國小護校救老樹事件
◆國中畢業導師特別獎
◆國中音樂暨師生鄉土歌謠比賽-國中行進管樂70人以下組第三名

自傳
我是個具有勇氣的女生，由於我的母校莫名被裁併，在國三時，我曾經連續兩週上縣府留
言版留言！早上起床第一件事就是上留言板；放學第一件事也是回家上網確認留言有沒有被
刪，若發現留言被刪除則立即PO上新的文章。坐在電腦桌前，看著網友們的回應有好有壞，當
文章莫名的被刪除，幸好有網友們轉貼、媒體引用，我抱持著一個初生之犢不畏虎的心態留

勇氣冒險獎

言。一直到了今年五、六月才知道我所面對的是公權力和宗教團體(法輪功)，雖然我升上了高
中，但仍然很關心後續發展。
在整個事件中，我從什麼都不大懂的學生，到縣府留言板上留言，經營Facebook粉絲頁，
勇敢面對公部門和宗教團體，努力說出：他們的決定是錯誤的。有發言機會時，我也努力表達
出我很愛我的母校，努力爭取保留我的母校，讓大家看見拯民國小的好。到目前為止，我們所
做的努力已達到第一個目標-護樹，這讓我覺得一個暑假的付出是值得的，最起碼達成了第一個
目標，一定要再繼續努力讓我的母校恢復！

推薦信函
為了搶救拯民的百棵老樹，為了捍衛學區子弟的就學權益，麗萍努力於網路世界中傳遞有
關拯民事件的各種訊息，讓社會大眾公評，在縣府委辦的公民論壇中更勇於向副縣長提問，面
對國防部官員現勘亦能坦然說明，接受公視NGO訪問侃侃而談，其勇氣值得讚許及鼓勵。

推薦人：雲林縣虎尾鎮建國眷村再造協會 魯紜湘
當我們知道拯民可能被裁併廢校時，她不怕得罪人，天天留言、天天上網看網友的回覆。
面對媒體時她侃侃而談。當我提議可以舉辦一個活動邀請網友來當志工，她馬上在粉絲頁建立
活動。在護校這件事上，她是個超級行動派的小孩。

推薦人：媽媽 王小美

Name: WANG, Li-Ping /
School: National Huwei Agricultural & Industrial Vocational Senior High School
When my junior high school was about to be merged with another school, I began a two-week
campaign to leave messages at the government's online bulletin board. I received a great
response from the public, including mass media agencies that quoted me.

評審的話
極富熱情、主見，勇於追求目標，利他的精神在麗萍身上嶄露無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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勇氣冒險獎
姓名／葉于瑄

學校／振聲高中國中部二義

我是女生
我是一位積極正向、勇於追夢的超級棒女孩

優秀事蹟
◆國小模範生2次(四年級市模範獎，六年級校模範獎)、國小畢業智育
縣長獎
◆挑戰攀登百岳(合歡山、雪山、大霸尖山等)
◆國中學校球類競賽籃球三分球第二名

自傳
我認為自己的優點在於善解人意、合群卻又能保有自己的想法。在班上活動中，我經常扮
演領導者的角色，我很願意傾聽或參考其他同學的意見，扮演溝通的橋樑，也努力保持公平的

勇氣冒險獎

對待方式，讓每個群體中的個人都能有良好的互動。另外，幫助弱者也是我認為很重要的事
情，我可以放慢腳步等待朋友，更願意為受欺負的朋友出面對抗不合理的對待。在親友的眼
中，我經常聽到她們形容我很可愛、善良，具有自制力和善解人意的特點。過去我經常會創作
一些美術作品，老師和長輩們也常常誇獎我很有才華，鼓勵我往相關的領域發展。
我覺得自己是個有勇氣的人，能和三姨、哥哥及一群同好一起多次挑戰攀登百岳，過程雖
然辛苦，但讓我更能超越自己。在上學期的學校球賽競賽中，我莫名其妙的被老師選為班上籃
球三分球比賽選手，雖然假日時爸爸陪我到球場練習，但我常常投籃都是「肉包」，在比賽場
上，我靈機一動用「馬桶式」投籃法奮力一投，沒想到奇蹟發生了，球進了籃框，全場也爆起
如雷的掌聲，所有不認識的學長姊一起為我喊：「加油！加油！」這對我真是莫大的鼓勵，我
還得到了女生組第二名呢！這次親身的經驗告訴我：只要願意，真的沒有什麼事情是做不到！
感覺自己太帥了！

推薦信函
大約二年級時，小葉子便開始跟隨我與登山朋友走進山林，那時候的她嬌小可愛，甚至還
不清楚林道是什麼意思？好幾次我牽著她的手走過搖晃吊橋、捏捏她已經十分疼痛的腳，內心
十分煎熬地不忍心她繼續走下去；但是她總是笑笑說：「別擔心，我可以的」！之後，我們還
一起走過合歡山、雪山、大霸尖山等，這是多麼清新、堅強的女生啊，關於她的勇氣和愛的故
事，如此迷人獨特！

推薦人：阿姨 葉思吟

Name: YEH, Yu-Hsuan / School: St. Francis Xavier High School
I am bold in trying new challenges, and with my family and friends, I often climb different
mountains. In school, I was chosen as class representative for a basketball competition. To hone
my skills, I practiced with my dad during my free time. My efforts paid off when my team won
second place for the girls' teams.

評審的話
挑戰百岳的毅力，不僅勇氣，更因堅忍的毅力，勇氣可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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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創作
入圍者簡介
創作不止於音樂、美術，
它是生活中的必備。
創作是生命本質，
將生命樂章展現最佳極致。
「Formosa女兒獎」的女兒貼近社會的創作
將少女所眼見、體會的化為感人的創作，
將特殊才華展露無遺。

特殊創作獎
姓名／游舒閔

學校／中壢高中二年18班

我是女生
我是一個負責任、有領導力的女孩

優秀事蹟
◆2012年馬來西亞亞洲青少年發明展(AYIE)金牌、青少年組最佳發明
特別獎
◆100學年度校內英文作文高一組第三名
◆96學年度八里武林盟主盃跆拳道品勢錦標賽個人品勢組亞軍

自傳
高一下學期開學，校內科技老師請每一位同學盡全力創作一項能改變生活的發明，經過老
師和國科會的篩選，我成為2012馬來西亞亞洲青少年發明展(AYIE)中華民國代表隊的一份子。

特殊創作獎

在這短短兩個多月的準備時間，我必須親自做出自己的參展作品「迴紋圖釘」，增進英文程度
並培養臨場感，尤其在撰寫和更改演講稿的部分花費我許多時間。當時間一天天逼近，同時下
半學期的第二次期中考又即將來臨，在參展和期中考的雙重壓力下，我選擇利用自己平常的娛
樂時間來兼顧比賽和課業，希望考試得到良好的成績，並在發明展中獲獎。
這次在馬來西亞參展比賽期間，我以充滿自信和熱忱的態度說明參賽作品，並流利的以英
文回答評審團的反覆提問，終於獲得評審的青睞，不但獲得金牌佳績，更獲得青少年組的最高
榮譽「最佳發明特別獎Best Invention」。當站在國際舞台上為中華民國爭光時，我感到無比榮
耀，這次參賽也讓我的人生增添了色彩。期盼未來的日子裡繼續努力，盡自己的一份心力，讓
社會更方便、美好！

推薦信函
很少有女孩子願意在體育方面下功夫，但舒閔卻已是跆拳道黑帶高手，游泳也是強項；多
次參加音樂比賽獲獎，難能可貴的是隨時抱持高度的研究興趣，不但參加多項科學、語文、美
術、資訊能力的檢定和訓練營，更於2012年參加馬來西亞亞洲青少年發明展，一舉囊括金牌及
最佳發明特別獎。

推薦人：國立中壢高中學務主任 高鵬飛

Name: YU, Shu-Min / School: National Jhongli Senior High School
In 2012, I participated in the Asian Young Inventors Exhibition (AYIE). I was full of self-confidence
and passion when I presented my work in English. In the end, I not only won a gold medal, but,
also won the highest honor available for youths, i.e.“Best Invention＂award. Receiving the award
in an international setting, I brought pride to my country, Taiwan.

評審的話
才藝表現傑出，動靜皆有，包括音樂、繪畫、語言才能，及數理長才，性別測驗回答具有性別
意識，也關心時事新聞，展現出主動、積極的特質，也願意挑戰自己增加對面問題的彈性，以
有創意的行動解決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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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創作獎
姓名／荊治瑜

學校／德光中學二年一班

我是女生
我是一個有自信的女孩，面對困難時永不退縮

優秀事蹟
◆2012年全國中學生小論文比賽特優
◆98學年度台南市即席演說第一名
◆第五十一屆台南市科展地球科學組優等

自傳
因為愛閱讀，所以我也熱愛創作，希望自己有一天寫出的文字可以有感動人心的力量，為
世界做出一些不同的改變。以歷史為背景，我創作了小論文《多情自古空餘恨，原來只是墊腳
石-談康熙朝九子奪嫡》，嘗試以女性的角度來看這起歷史事件。歷史，不僅是“his story＂更可

特殊創作獎

以是“her story＂
，因著這樣的觀點，我拿下2012年全國中學生小論文比賽特優；在語文方面，
我參加國語即席演說比賽，希望自己可以把創作的能力更進化，即使是短短的三十分鐘時間，
也可以創作出一篇令人激賞的演講稿，並獲得98學年度台南市即席演說第一名。
我希望未來的自己可以有更多元的表現手法和素材，希望作品可以被更多人看見，也許他
們看見後可以為自己的生命做出一些改變，也許我的文字可以帶給他們力量，帶領他們找到曾
有的熱情。
「創作」與自然方面的「科學」看似毫不相關的東西，但我也試著在科學方面「創作」，
我選擇參加科展，以火山氣體與世界氣候變遷為主題研究，獲得第五十一屆台南市科展地球科
學組優等，我希望在創作之餘也可以用自己的力量為世界盡一份心力。

推薦信函
治瑜人文素養不斷提昇精進，結合歷史與文學，突破傳統以男性主流觀點寫歷史，她將
“his story＂改寫成“her story＂
，創作出小論文「談康熙朝九子奪嫡」，高一生竟然奪得2012
年全國中學生小論文比賽特優佳績，年僅16歲的治瑜，努力廣泛深入閱讀又勇於創作，佳作不
斷，國文老師讚嘆不已，謂「有生如此，實人生一大樂事也」。

推薦人：台南市天主教德光中學校長 孫碧芳

Name: CHING, Chih-Yu / School: Deguang Catholic High School
I wrote many historical short stori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 girl. I don't want the story to be
merely｀his story´, but｀her story´. I imagined what it would be like for a girl who went through
different historical events. My efforts won me several awards.

評審的話
其小說論文以女性角度切入重新審視歷史事件令人激賞，自信展現自己對於創作的熱情，並與
夢想明確地結合，擁有一顆溫暖的心，從自己的熱情延伸擴展對世界的瞭解，是台灣女兒最珍
貴的特質。

43

特殊創作獎
姓名／蔡家蓁

學校／斗六高中美術班

我是女生
我會做一位對自己負責任的女孩

優秀事蹟
◆嘉義市100學年度學生美術比賽國中普通班平面設計類佳作
◆99學年度北興國中吉祥物設計比賽第四名
◆嘉義市97學年度學生美術比賽平面設計國小高年級普通班佳作

自傳
我從小對畫畫情有獨鍾，雖然沒有特別去學，當在家有空時，我就讓想像力填滿白紙，國
小時，美勞老師覺得我對美術這一方面展現的還不錯，讓我參加嘉義市學生美術比賽壁報類與
平面設計類的比賽，沒想到第一次比賽就得獎，讓我對美術方面增添了一分信心。現在我要升
高一了，也如願的考上理想中的美術班，真的很感謝那些曾經幫助我的老師們，也謝謝家人一

特殊創作獎

路上的支持與陪伴。
不論是讀書或畫畫，從以前到現在也遭遇不少瓶頸，但遭遇困難時要就此放棄嗎？不！我
告訴我自己都努力到現在，為何不堅持到最後呢？困難要自己去克服，書讀不懂，可以多請教
老師和多寫題目，畫得不好，可以多畫幾張、多參考書籍，也可以請教專門的老師，甚至請教
和自己有相同興趣、專長同樣是畫畫的同學們，只要能有所進步、成長，一切的努力都是值得
的。
我的夢想是當一位設計師，但先不設定是哪一種的設計師，因為我想往各方面的設計努力
看看，而不是單方面或單一種的，這樣能接觸到各種不同的行業，視野也可以更廣闊。

推薦信函
家蓁國小並不是美術班的學生，但基於一份對繪畫的熱愛，來畫室加強美術班考試的一些
專業科目，離美術班專業大考不到半年的時間，家蓁一個禮拜在畫室有三天，對國三學生來說
是難得的，常見到她為了畫一張圖，從下午畫到天黑，即使一張圖要修改許多次，她仍甘之如
飴，她的構圖具有自己的想法，也能創新，願意思考每張圖的規劃與配色，欣賞他人的優良畫
作，她也學習傳統國畫和書法，雖然美術班是難考的，但樂觀、極具有創意的心態一定能讓她
的夢想逐步完成。

推薦人：嘉義大學視覺藝術系兼任助理教授 戴明德

Name: TSAI, Chia-Chen / School: National Tou-Liu Senior High School
I have met obstacles in the process of my academic work, however, I told myself that I have
already worked so hard, and I did not want to give up halfway. Problems have to be overcome, so I
sought help from teachers and peers, apart from self-study. It is the same in the case of my area of
passion, my artwork. I spend hours to improve my creations, as I aspire to be a designer in the
future.

評審的話
美術班課程外參與團契熱心助人，面對困難時仍堅持以自己的步調發揮創意。

44

特殊創作獎
姓名／吳思屏

學校／福誠高中三年二班

我是女生
我希望我成為一個勇於向生命挑戰的女孩

優秀事蹟
◆校園正確用藥教育議題創作之研究及推廣計畫影片製作第一名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小論文寫作比賽優等
◆智慧鐵人企畫書甄選第二名

自傳
我在康輔社擔任活動職務時，並沒有接觸過太多舞蹈，對於跳舞也有障礙，平時學跳舞須
耗費許多時間，更別說編舞了，直到與外校聯合辦寒訓時，我獨自編了一支動跳，獲得社團老
師的認可，如今只要現場氣氛稍有尷尬，我就會出面緩和氣氛，且社團夥伴也認可由我負責教
學動跳，因為只要看到我跳舞充滿活力的身影，學員們都願意跟著音樂擺動，朋友心情不好時

特殊創作獎

也願意和我一同分享。
我從小喜歡從事任何DIY創作，父母或朋友生日，我一定親手做卡片表達心中滿滿的心
意，也很喜歡買任何材料包回來組合，雖然組合時總是傷透腦筋，但卻茶不思飯不想只為完成
作品。上了高中後，我的創作範圍更加廣泛，無論是劇本、動跳和影片拍攝等，我都有參與。
雖然在創作中，我總是懷著興奮的心情做任何嘗試，但毫無經驗的我經常遭受無情的批
評，那些批評曾經使我迷網、低沉，卻也是我進步的動力，但若沒有那些批評，我也就沒有現
在的實力。

推薦信函
由於社團的性質，我們必須要多方面的創作，像是主持稿、演戲劇本、舞蹈等等，更需要
細心構思人與人之間互動的遊戲與團康，再利用這些創作構思在舞台上或日常生活中。思屏很
擅長將生活中所見和所聞轉換成貼近觀眾的主持稿、劇本、藝術作品、活動道具等。她擁有豐
富的想像力，天馬行空的思考方式總能創作出獨一無二的藝術作品。在學習過程中，她也很努
力精進自己的能力，將作品製作得更加完美。

推薦人：福誠高中康輔社第七屆社長 王性驊

Name: WU, Szu-Ping / School: Fu Cheng Senior High School
I have always enjoyed DIY, and made many little gifts for my family and friends. I give careful
thought about how to improve my creations. I also enjoy other kinds of creative work such as
writing scripts for plays and film making. Although I meet criticisms, and become discourage at
times, however, the same criticisms help me become better.

評審的話
如實地活出內在相信的價值，不小看生活中的小事，願意挑戰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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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創作獎
姓名／周品伶

學校／新社高中三年級

我是女生
我是一個永不放棄夢想與目標的女孩

優秀事蹟
◆台中市政府教育局100年度乾淨政府‧誠信社會‧透明台中‧廉潔家
園反貪海報暨書籤設計比賽高中書籤組第一名
◆新社高中全國圖畫書校內初選特優獎
◆96年度鎮長盃畫我媽咪繪圖比賽國小高年級組佳作

自傳
對於畫畫，我一直都很堅持，比方說「怎麼可能得到全國冠軍？」但我的想法是「沒有達
不到的事，只是你有沒有心去做」，我最具代表的作品是台中市政府教育局100年度「乾淨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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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誠信社會‧透明台中‧廉潔家園」反貪海報暨書籤設計比賽高中書籤組第一名，以往的我
都是以校內比賽為主，但這次參加了台中市的設計比賽榮獲第一名讓我倍感榮耀，在比賽過程
中，我花了好幾天的時間做出立體的書籤，希望可以獲得好成績，比賽結果讓我增加信心，再
繼續努力一定可以拿到全國冠軍達成目標！
我最大的夢想是當一名紅遍全球的設計師，在28歲以前自己當老闆，開一間小小的工作
室，由小案子接起慢慢擴充自己的視野。在成功之前總是會有困難出現，最近提拔我的老師給
了我一個禮盒設計的案子，但我卻不會電腦繪圖，愕然發現一直以來我都侷限在自己的小框框
內，以為只要會手繪就好，這個件事之後我開始思考：「一定要再多多學習各種繪畫技巧」，
電腦繪圖也是需要學習的，在成長道路上正視困難，並且解決困難才是最重要的。

推薦信函
我以「一位十分稱職的學生」來形容印象中的品伶。品伶對美術有極高的興趣，對於美術
作品也很有自己的見地。有別於一般學生排斥比賽的態度，品伶對於校內、外可以參加的美術
競賽項目總是十分關注，常常主動要求老師指導參賽，作品除了屢屢在校內比賽中獲獎，代表
學校出賽，凡舉卡片、海報、攝影、童書創作以及花燈比賽等也都有很好的表現。

推薦人：新社高中美術老師 林琦芳

Name: CHOU, Pin-Ling / School: Sinshe High School
I always hold on to my ideals in painting; I believe it's the only path to success. My dream is to be
a famous designer in the world, and to become a company owner before I am 28 years old. Prior
to success, there will always be difficulties; however, I have learned to think outside of the box. On
the path to success, I think it's important to face challenges, and through confrontation, I have
learn to resolve problems.

評審的話
在自己的創作領域中願意多方面嘗試，不限制在已有的技術中，有勇氣跳出框架，真誠表達自
己的想法，對自身將來的志向十分明確，希望成為產品包裝設計師，並已進入實際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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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創作獎
姓名／蔡詠絮

學校／輔仁大學心理系

我是女生
我希望我能透過我的創作讓人們能從不同較度來思考同一件事

優秀事蹟
◆基隆女中98~100學年度合作碑文學獎小說組第三名
◆基隆女中99學年度合作碑文學獎新詩組第三名
◆99學年度全國高級中等學校海洋文學暨攝影比賽小說組第二名

自傳
我喜愛音樂，相信唱歌可以治癒人心，在國中與高中六年中，我參與學校的合唱團，合唱
團就像個大家庭，環繞在身邊的是美妙的音符，若有傷心、困惑的事情，只要來到合唱團，便
能在分享和練唱後得到舒緩和解答。我沉迷於閱讀，尤其是小說類文學。我習慣將自己投身在
故事主角的經歷中，每每閱讀一本書都像經歷過另一種生命，體會到不同的生命價值。我熱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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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作，從國中到高中時期，我完成多部小說和新詩作品。曾經有五部短篇小說和兩項新詩作品
獲獎。我創作從來不為得獎，只單純的想和大家分享我的故事，只要有人喜歡，我會繼續創
作、永不停歇。
此外，在高中時我曾擔任合唱團第三聲部的聲部長，學習如何領導一個團隊，如何合作和
互相尊重。高二時擔任學校朝會司儀和校慶司儀，學會如何和長官應對，以及對自己份內的工
作負責。高二、高三時更擔任班上的輔導股長，向同學提供升學資訊，並且留意班上情緒不穩
定的同學，在她們需要幫助時給予及時協助。我也利用寒暑假期間參加包括高雄醫學大學、政
治大學和輔仁大學等多所大學舉辦的營隊，從中我體會到團體生活中「互相尊重」的重要性。
我也曾參與過志願服務和捐血活動，體會真正的快樂是來自付出與奉獻。

推薦信函
詠絮從國小、國中開始嘗試創作小說，直到現在都不曾間斷。她樂於將自己天馬行空的思
想分享給喜愛聽故事的人，也積極參與校內外不同的文學獎，磨練自己的實力，也曾參與過文
學營，使她的作品呈現更加豐富。她的作品直至現在已多次獲得文學獎的肯定，創作形式也從
小說跨足至新詩，詠絮曾告訴我，她投稿從來不是為了得獎，而是單純的希望能夠和別人分享
自己的故事，能夠獲得肯定也是她持續創作的動力來源。

推薦人：小學老師 呂隆美

Name: TSAI, Yung-Hsu / School: Fu Jen Catholic University
I enjoy writing and have won multiple awards for my short stories and poems. My motivation for
writing is never to gain awards, but, purely because I enjoy sharing with friends my work. As long
as there are those who appreciate my work, I will never stop writing. In high school, I'm a choir
leader, and I learned how to lead a team, collaborate, and have mutual respect.

評審的話
在藝術創作中汲取生命成長的養分，傾聽內在的聲音，將來目標設計成為藝術治療師幫助人，
具有性別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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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創作獎
姓名／陳映儒

學校／新東國中二年16班

我是女生
我，勇敢向前不畏縮，相信自己做得到

優秀事蹟
◆101年度全名國防教育海報暨徵文選活動非美術班國中組第二名
◆2010年竹塹盃音樂比大賽鋼琴小六B組優勝
◆高雄市議長盃音樂比賽國中揚琴組第一名

自傳
從小到大，我的夢想是希望能夠往藝術、音樂等方面發展，從小對音樂很有興趣的我，希
望有一天能站上一個讓大家都能夠看到我的舞台，雖然在這個背後不知道要付出多少，但每踏
出一步就代表離舞台更近一步了，我要勇敢的展現自我，向大家展現多年努力的成果。
我會的樂器可不少，例如：揚琴、鋼琴，並且比賽每次都有得獎，因為自小對音樂好奇，

特殊創作獎

才能成就現在的我，也多虧了母親一路上的堅持。好成績都是努力、流汗、流淚換來的，世上
沒有所謂的天才，不管是做什麼事都需要逐步遞進、汲取經驗，而這些經驗從何處來呢？就是
自己的親身經驗，從失敗中用眼淚和汗水換來的，「沒有辛勤的播種，怎麼有歡樂的收割」。
我是一個比別人早入學的小孩，雖然不是資賦優異，但我相信只要努力去做，沒有什麼事
是不可能的。「天才是一分的天賦加上九十九分的努力」，我很認同這句話，因為從小我的父
母一直鼓勵我，成就我的多才多藝，我也非常的努力為自己擬定目標，要求自己達成目標，上
課更專心聽老師講課，慢慢的提升自我。

推薦信函
這學期自修課每週有一節得勝者課程，上課前須美妝黑板，沒有比賽、記功嘉獎，映儒把
這個差事當成樂趣，從服務同學轉為發揮藝術的空間，批評的聲音讓映儒的腳步更內斂，更充
實自己。

推薦人：新東國中老師 郭慈欣

Name: CHEN, Ying-Ju / School: Shin Dung Junior High School
I play the dulcimer and the piano. I have also won many awards in competitions. My
accomplishments are the result of hard work, sweat, and tears. I entered school earlier than other
children; however, I was not exceptionally clever. I firmly believe that there is nothing we cannot
achieve if only we work hard.

評審的話
以音樂長才抒發壓力，年輕而願意嘗試，可多方繼續探索已有的創作才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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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創作獎
姓名／劉靚慈

學校／中正高中美術班

我是女生
我是個勇敢想實現夢想的藝術女孩

優秀事蹟
◆新北市政府2012年遊林共藝林園藝文徵件比賽第三名
◆宜蘭縣政府2011年我愛宜蘭寫生比賽第二名
◆台北市教育局100學年度台北市學生美術比賽水墨畫類第一名、西畫
類第二名

自傳
自幼父母給予啟發式教育，養成我獨立自主、認真負責、自動自發學習的精神，因此，我
能多方面學習，並有好的恆心和毅力，從小我就喜歡塗塗抹抹，國小三年級轉進入民族國小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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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在班上可能因為個子小、娃娃臉，表現也比較不突出，畫畫作品也沒特別讓人注意；小六
時去畫室練畫，老師不斷的指導和鼓勵我，我才慢慢嶄露鋒芒，初嚐頻頻獲獎的美味。老師
說：創作生命強！色彩度無法模仿。老師非常喜歡我的色彩顏色，我聽了很喜悅，也會繼續全
力以赴！
也許是從小打下的好基礎，在國中階段的學習並沒有遭遇到太多困難，倒是課外書看了不
少，從西畫到中國美術史，歷史到科幻小說多所涉獵，如：紅樓夢，蒲松齡的聊齋誌異，西遊
記、水滸傳、三國演義到金庸先生的武俠小說。我需要放鬆時，讓意識隨著書中千奇百怪的情
結飛翔，幻想著自己與書中主角一同冒險，我也常常參訪古蹟或寫生，將所見所聞和我的思緒
融入畫中。這三年也是我精神思想最活潑、奔放的一段時光，因此創作出許多作品。我近期的
夢想是開個人畫展，長大後的志向想做服裝設計師，設計自己的衣服，也創造出眾人時尚的服
飾。

推薦信函
靚慈在學習創作過程中，老師常推選參加國內外美術競賽榮獲優異成績，國小畢國中後也
不斷自我提升，參與許多文化探索、人性關懷、藝能專業等，加強台灣人文民情基本常識的認
識，培養對當前社會弱勢問題的關懷能力，融入美術的生命性也非常耀眼，實在難能可貴。

推薦人：爸爸 劉德明

Name: LIU, Ching-Tzu / School: Shih-Lin Junior High School
I enjoy artwork and reading. My artwork has won me many competitions at home and abroad. I
dream of exhibiting my artwork one day. I aspire to be a fashion designer when I grow up. I read all
kinds of books from Western and Eastern art history to science fiction. I also read a lot of Chinese
classics.

評審的話
落落大方、獨立自主、有主見，在美術專才外，也涉獵歷史、科幻、古典、武俠小說，對其創
作有加分養份，在繪畫上持續創作，透露出內在活力及創意的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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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創作獎
姓名／劉書宇

學校／永和國中八年27班

我是女生
我希望可以永遠當一個體貼別人又快樂的女孩

優秀事蹟
◆新光三越兒童繪畫比賽佳作
◆麥當勞榮譽獎
◆秀山國小教師會獎

自傳
我叫劉書宇，今年十四歲。自幼，家人便讓我發展個人興趣，曾學習過：書法、美術、溜
冰、游泳，目前尚在學習鋼琴和舞蹈，一直以來，我都很喜歡從事這些課外活動，雖然在練習
的途中，總是會有困難和挫折，但只要堅持下去，一切的努力都可以看到成果。在學業上，我
表現得普通，成績不算優越，但和同學相處融洽。曾有一段時期，我非常討厭上學，不論和誰

特殊創作獎

的溝通感覺都有問題，那段時間我感到沮喪，之後漸漸長大才知道，如果想要別人喜愛妳，首
先必須真心對待他人，如果別人感受到妳的善意，也會願意付出同等的份量對待你，想通了之
後感到非常滿足，因為我又進步了，更了解自己和面對世界的方式。
我有空的時候最喜歡閱讀和看電影，那是一種全然放鬆的感覺，或許有時不能全然體悟當
中所傳達的意涵，但在成長的道路上，終能慢慢走過當初難以理解的片段，便能更加釋懷和坦
然的面對一切。我最欣賞的作家是三毛，她非常清楚自己想要的，也能明白表達個人主見，對
於青春期時而迷往徬徨的我們來說，有時真的很羨慕她的想法和生活方式是如此自由、充滿想
像力，一個不被社會價值觀套牢的女性，我希望長大後也可以活得那般瀟灑不羈，任由心的去
向。

推薦信函
書宇興趣很多元，主動報名了科展、聯合報作文比賽等活動，平日非常喜歡閱讀課外書
籍，對於每件事都有自己獨特的看法，經常在聯絡簿中，表達對於社會新聞、動態消息的一些
感想，是個很會闡述個人觀點的孩子，也會為了喜歡的目標而非常努力，下定決心就會拼命去
做，奮力達成目標，表示對自己決定的負責。

推薦人：永和國中老師 陳育霖

Name: LIU, Shu-Yu / School: Yong Ho Junior High School
There was a period when I disliked going to school, and felt that I had relational problems.
However, I learned that one has to be sincerely friendly to others, in order to receive friendship. I
felt a sense of satisfaction as I grew better in relating to others.

評審的話
表達想法清晰且思考層次深入，才藝表演廣泛，在各方面表現優異，得獎連連，不畏逆境仍能
創造自己的天空相當難得，具有極大的創作潛力與藝術家的特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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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ia Girl Ambassadors
Selected by your organizations/schools to be representatives
based on your past achievements and your future potential,
you have made your organizations/schools proud!
As girls, you have been invested in and empowered by your
nominating organizations/schools.
You have leadership skills,
and have contributed to the betterment of society
You are an inspiring example to other girls
who face discrimination and abuse.
Due to your commitment to the values of gender-equality
you will continue to make an impact in your community.

Asian Girl Ambassador
Name: Shah Vashwati MADHURIMA Country: Bangladesh
Organization:
Nari Uddug Kendra-NUK (Centre for Women Initiatives)

Awards/Achievements:
◆General Secretary of NUK's Student Led Forum
◆Bronze Medalist in 1st South Asian Goju-Ryu Championship
◆Debater/Singer

Brief Introduction
Asian Girl Ambassador

I am the General Secretary of NUK's Student Led Forum. In this Forum, we have
protested and successfully prevented four child marriages when we got the report that the
underage marriage was conducted against the consent of the girls. Child marriage is illegal by
Bangladesh law. Under my leadership, we also prevented from paying dowry to marriage of
three girls from poor families.
In my country, girls face different types of discrimination like sexual abuse, early
marriage, beating, rape, dowry related murder, acid attacks, psychological abuse, trafficking,
eve teasing, and forced prostitution, molestation and sexual harassment etc. I look forward to
meeting and learning from others in the Exchange Program.

自傳
我是NUK學生論壇的秘書長，在我們的論壇中，從相關報告中得知有4件未成年女孩是在
非自願的情況下，遭勉強進行婚姻儀式，我們提出抗議，最終成功地阻止了這4件童婚(child
marriage)。童婚在孟加拉是屬於違法的行為。在我的帶領之下也攔阻止了3件貧窮人家因嫁妝
出賣女兒婚約的交易。
在我的國家中，女孩正面臨著不同形式的歧視：性虐待、早婚、毆打、強暴、因嫁妝所發
生的謀殺、硫酸攻擊、身體虐待、販運、性騷擾和強迫賣淫等等。為此，我非常期待能夠與大
家見面、分享彼此的經驗，並且透過亞洲女孩的交換計畫互相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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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ian Girl Ambassador
Name: Kanha KEOURM Country: Cambodia
Organization:
SALT (Sport And Leadership Training) Academy

Awards/Achievements:
◆Football player, coach, and referee

Brief Introduction
join SALT Academy's Mighty Girls Development Program where I can pursue higher
education and also trained in football. Staying with the Mighty Girl's team, I'm also trained to
be a leader. I am a coach and referee for girls' football team, and I learned how to organize
events, learn to share what I have got to the other kids, and bring me to socialize with other
children among my age.
I believe that girls and boys have the same rights in education and also in the football

Asian Girl Ambassador

I love football and I have been playing football 4 years already. In 2010, I was selected to

field. I have a lot of experiences with solving problems for girls in Cambodia, especially girls
whose parents didn't allow them to play football. I know what these problems look like and
how to deal with those problems since I myself had faced those problems before. Cambodia
provides education equally to girls and boys and education is also free in the public school.
However, family economies and Cambodian traditional ideas force girls to stay at home
without gaining education. I want to eliminate khmer traditional thought that“girls don't need
higher education because she will get marriage, and then her husband will take care of her＂.

自傳
我喜歡足球，並且已有四年的練習經驗。在2010年，我被選入參加SALT Academy堅強女
孩發展計畫(Mighty Girls Development Program)，在那裡我可以受到更高的教育並且接受足球
訓練。跟隨著Mighty Girls團隊，我被訓練為一個領導者，在女子足球隊中，我擔任教練和裁判
的角色，在其中學習如何組織活動、分享經驗，並且試著和我同年紀的夥伴互動與溝通。
我相信男孩和女孩在足球項目上應該要有相同的權利，雖然柬埔寨學校提供了免費且平等
的學校教育，我在許多處裡柬埔寨女孩問題的經驗中，發現有許多家長禁止她們踢足球。透過
我個人的經驗，我知道這些問題到底是怎麼一回事，並且知道如何解決這些矛盾。然而，傳統
價值觀和家庭經濟仍束縛、迫使著女孩留在家裡不繼續接受更高的教育。我期許自己能夠改變
傳統中對於女性刻板印象的思維，因為在高棉的傳統中，女孩不需要接受更高的教育，她們終
究會結婚，並且她們的丈夫將會擔任起照顧者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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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ian Girl Ambassador
Name: Erdenetuul BATKHUYAG Country: Mongolia
Organization:
Mongolian Youth Development Services Center (MYDSC)

Awards/Achievements:
◆“Best Club Member of the Year＂ in June 2012

Brief Introduction
Asian Girl Ambassador

I have lead and involved in the following community service projects in the school year
2011/2012: 1) raised awareness through campaigns on the harmful effects of smoking and
drinking alcohol; 2) organized a helping hand initiative where youth in the club identify senior
residents and people with disabilities in the community, and provide help/support by cleaning
their homes/gers and khashaas (fences), provide friendship, carry water from their water tank,
and dispose their collected garbage. These community service projects have been highly
recognized by the school administration and Chingeltei district government.
In the communities in Mongolia, girls need to go home as soon as possible after the class
because they need to babysit for their little sisters and brothers or they have to help their
parents in doing household chores. Since I became involved in youth development program
of MYDSC in 2010, I encouraged my friends to get enrolled to the youth club and learn more
on the skills that we need as a teenager. Moreover, I encourage girls to come to our youth
operated internet and training center, where I work almost 4 times a week for two hours. Girls
need to be a computer literate and need to have skills to find the right information on the
internet.

自傳
在2011及2012年間，我同時帶領且參加了許多學校的社區服務計畫。首先，透過活動來倡
議菸酒對人體所造成的負面影響。其次，在社團中集合年輕人組織小組，主動的到社區協助年
長者或殘障人士的生活，提供及幫助清理他們的房屋和院子、挑水和清理垃圾，並藉此建立與
社區之間的友誼。為此，這些社區服務計畫正高度被學校和Chingeltei區域政府所認可。
在蒙古傳統的社區當中，通常女孩們在放學之後必須盡快回家，因為她們必須負擔起照顧
弟妹的角色，或是幫忙父母打掃家務。自2010年起，我開始參加MYDSC青年發展計畫，也鼓
勵其他朋友們一同來參與青年社團，學習更多年輕人應該具備的技能。除此之外，我更鼓勵女
孩們來訓練中心參加我們的網路使用課程，我幾乎一個禮拜花四天的時間待在那裡學習兩個小
時。在過程中，我急切的體認到女孩需要被教導如何使用電腦，並且具備在網路上尋找正確資
訊的技能是相當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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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ian Girl Ambassador
Name: Sandrine Viel Provido ESPAGO Country: Philipines
Organization:
Jabez Christian School

Awards/Achievements:
◆Editor-in-chief of student publication, The Reveille
◆Valedictorian (Nominated)
◆Second in school ranking (2011)
◆Winner in several Sci-DaMath Competitions

Brief Introduction
knowledgeable that journalism and other forms of media are great channels of information in
today's society. In terms of academics, I ranked second last year and am now running for the
valedictory spot competing with one of my male classmates. I've also joined Sci-DaMath
Competitions, a game similar to a chess but featuring Math and Science questions, and won a
couple of times in this completion.
The most prominent youth issues in the Republic of the Philippines are teen-age

Asian Girl Ambassador

I am the editor-in-chief of the student publication, The Reveille. I am deeply

pregnancies and premarital sex, breast cancer, prostitution, human trafficking and early
marriage. I have been awakened for the fact that we, the girls or women and the children are
still facing the bondage of deprivation, exploitation and human trafficking. I am Christian who's
been socially aware to the dilemmas that our country is facing today, and believe that we
need take up more responsibility to change the situation.

自傳
我目前擔任The Reveille刊物主編，因此，對於新聞和其他傳媒作為今日溝通訊息的平台
有很深刻的了解。在學術上的表現，去年則獲得了全校第二名的殊榮，而目前我與班上的一位
男同學共同競爭valedictory spot這項比賽。此外，我也參加Sci-DaMath，它的玩法有點像是西
洋棋，只是以數學和科學問題取代，且必須以贏的次數來取決競賽是否結束。
當前在菲律賓最首要的青年議題在於少女懷孕、婚前性行為、乳癌、性交易、人口販運和
早婚的問題。我身為女孩體認到女人和小孩正面臨被剝奪權利、剝削和人口販運的束縛，而這
些事實使我覺醒，身為一個基督徒，對於目前國家的衝突需要具有更多社會意識和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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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ian Girl Ambassador
Name: Nasiba MIRZOEVA Country: Tajikistan
Organization:
Marifatnoki

Awards/Achievements:
◆2nd place, Tajik Literature & Language, from Education Dept.
◆Participant, English Access Microscholarship Program
◆Winner, Chess playing among students of Rasht

Brief Introduction
Asian Girl Ambassador

In school, I am the leader of the Girl's Committee and the Committee of Students. At
NGO Marifatnoki at Access program, I am a leader of group of debaters, named“Great
Debaters＂ , which debates with other groups of girls and boys.
We already debated for several times and learned a lot about women rights, girls' right,
their study, freedom, situation and their limitations in life for study. We also wrote and sent our
articles to Aziza (a Muslim Women Newspaper in the USA). Within Young Leader Program, I
wrote two small projects proposals, which was chosen for implementation both times. It is my
dream to organize Civic Education Courses for girls in our communities and teach them their
rights, freedoms and in order the girls also become our supporter of Democracy in our country
and outside. The main problem here in Tajikistan is that we do not hear the voice of girls, we
do not see the girls' participation at seminars or events. In some cases the girls' parents
hinders the girls from participating in events. After graduation from secondary school, 80% of
girls at age of 18 are forced by their parents to get married.

自傳
我目前在學校擔任女孩議會和學生議會的主席，在NGO組織-Marifatnoki計畫中，我則是領
導“Great Debaters＂辯論團體。透過許多辯論議題，使我了解到許多關乎女性的權益，像是
女孩權、教育權、自由權，以及目前她們在學習上的處境和侷限。為此，我們特別投稿到
A z i z a(一個在美國的穆斯林女性報紙)表達我們的心聲。在青年領袖計畫(Yo u n g L e a d e r
Program)中，我所寫的兩個小計畫提案也都被執行過兩次。我明白目前女孩在塔吉斯坦所遇到
的首要問題是缺乏女孩的聲音，她們既聽不到屬於女孩的內在意志，也看不見任何女孩參與活
動。在許多案例中，家長們甚至阻礙她們參加活動。中學畢業之後，年滿十八歲的女孩中，大
約有80%被家長逼迫結婚。而我的夢想則是在我的社區中，替女孩們組織一個公民教育課程，
教導她們什麼是權力和自由，好讓她們也可以成為國內、外民主發展的支持力量。

56

Formosa女兒獎 權利與義務
在此恭喜妳，得到這一屆Formosa女兒獎的榮耀與光芒。

得獎獎勵
﹡入 圍 的 女 兒 可 獲 得 獎 狀 乙 張 、 紀 念 品 乙 份 。
﹡得 獎 者 可 再 獲 得 水 晶 獎 座 乙 座 、 F o r m o s a 紀 念 銀 戒 乙 只 。
﹡入 圍 獎 狀 可 作 為 高 中 、 大 學 入 學 推 薦 甄 試 證 明 參 考 文 件 。
﹡入 圍 及 得 獎 的 女 兒 可 接 受 公 開 頒 獎 表 揚 ， 並 邀 請 家 長 或 師 長 出 席 觀 禮 。
得獎義務
榮獲這個獎項，有待妳們參與和履行的任務如下：
﹡接 受 媒 體 採 訪 的 義 務 。
﹡參 與 勵 馨 活 動 或 分 享 會 。
﹡撰 寫 參 與 活 動 心 得 感 言 ／ 報 告 ， 並 授 權 予 勵 馨 基 金 會 刊 登 。
﹡參 與 「 台 灣 女 兒 節 」 相 關 活 動 志 願 服 務 2 4 小 時 。

無故不履行義務達三次以上者，以及個人行為有損女兒獎代表精神時，經主
辦單位討論裁示並公告者，主辦單位得取消該名得獎資格權利。

Formosa女兒節照片集錦
Formosa女兒學習之旅

女兒節照片集錦
Formosa
女兒在鹿野綠色隧道齊跳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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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兒在踩街活動中倡議我要台灣女兒日

女兒參加馬卡巴嗨踩街活動

女兒手繪台東印象

女兒在愛馨會館學習房務清整

女兒節照片集錦
Formosa

女兒參與我要台灣女兒日系列論壇

女兒齊呼籲我要台灣女兒日

女兒在論壇中勇敢發表自己的想法

我們要台灣女孩日

女兒和勵馨遞交「我要
台灣女孩日」請願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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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兒工作日

女兒節照片集錦
Formosa

台北女兒工作日來賓分享

梁靜茹參加台北女兒工作日

台東女兒參觀廣播電台錄音室

台東女兒宣告我
要台灣女兒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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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屆
Formosa女兒獎
面試花絮

社群經營獎入圍
女兒侃侃而談自
身經驗

女兒節照片集錦
Formosa

勇氣冒險獎評
審仔細聆聽入
圍女兒自述

勵馨同仁對女兒
介紹勵馨基金會

特殊創作獎評審
正進行書面資料
審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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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養勇士熊-做受暴婦女和目睹兒永恆的守護」捐款授權書
我願意成為支持者，捐款方式為:
□定期捐款：每月捐款

填表日期：

年

月

日

勸募字號:內授中社字第 1015030068 號 101320113

元

(如需異動資料、調整金額，敬請來電告知，於信用卡有效期限內，每月 10 日固定進行扣款，遇例假日順延)

□單次捐款，本次捐款金額

元整

※單次捐款 3000 元以上，或定期捐款 500 元達半年以上，

致贈： □勇士熊一隻

□謝謝，我不需要贈品

捐款人姓名 ：
(捐款收據抬頭)
生日：
(營利事業與機關團體之捐贈，請於 2 月底前將免扣繳憑單寄給本會)
聯絡方式（宅）：
（公）：
手機：
收據地址：□□□-□□
Email：
我需要年度綜合所得稅電子化申報，煩提供個資 給國稅局

年

月

日

傳真：

□同意 □不同意

(勾選 同意者 必填)

身分證字號 ：
□信用卡捐款

持卡人姓名：
（請用正楷填寫）持卡人簽名：
持卡人身分證字號：□同上或
信用卡有效期限西元
信用卡卡別：□VISA □MASTER □JCB □聯合信用卡 發卡銀行：

（與信用卡簽名同）

年

月截止

信用卡卡號：

□郵局定期捐款

存簿儲金（每月 10 日進行扣款，如遇例假日順延）此授權方式填妥後請以郵寄方式寄回
局號

帳號

身分證字號
/統一編號

(郵務必填)

本人願意提供以上存款帳戶，授權本人之往來郵局自本人指定帳戶內轉帳扣款，以捐贈財團

請蓋扣款人
原開戶印鑑

法人勵馨社會福利事業基金會(請於每月 10 日前確認您帳戶中的餘額，以利扣款轉帳作業)

□郵政劃撥：戶名／勵馨基金會

帳號／1217497-8（通訊欄可簡述註明「認養勇士熊」專案）

其他相關資料：
1. 收據寄送方式：不寄 按月寄送 年度彙總寄送 (節稅用年度捐款證明將於報稅年度三月寄發)
2. 請寄送勵馨免費會訊 是 否 / 我要訂閱免費電子報 是 否
3. 我知道勵馨基金會，並決定捐助是因為： 親友介紹 一般媒體報導 瀏覽勵馨網站 其他
4. 我願意提供一塊作公益【愛心零錢箱】櫃檯的置放，請與我聯絡!!
財團法人勵馨社會福利事業基金會，包含愛馨會館，向您蒐集之個人資料；包含個人姓名、公司名稱、職稱、地址、電話及電子郵件地址等，得以
直接或間接識別個人的相關資訊，將僅限使用於勵馨基金會合於營業登記項目或章程所載之目的事業，依公益勸募條例業務需要之客戶管理、募款
及營業範圍內相關服務使用，並遵守「個人資料保護法」之規定妥善保護您的個人資訊。
於此前提下，您同意勵馨基金會得於法律許可之範圍內處理及利用相關資料以提供資訊或服務，並得於勵馨基金會之營運地區向您提供服務活動資
訊，但您仍可依法律規定之相關個人資訊權利主張如下事項：查詢、閱覽、複製、補充、更正、處理、利用及刪除，請於上班時間以電話或電子郵
件向勵馨基金會聯繫。電話：02-8911-5595；Mail：master@goh.org.tw。您亦可拒絕提供相關之個人資料，惟可能無法及時享有勵馨基金會提供之
相關活動與獲取各項資訊之權利。

地址:231 新北市新店區順安街 2-1 號 1 樓(大坪林捷運 4 號出口)捐款專線電話(02)5573 2801/ 捐款專線傳真(02)2918 8377
※勵馨基金會感謝您的支持與幫助，本單可拷貝使用，歡迎流傳，內容請勿更改※ 2012/10 月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