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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女孩 投資國家未來
勵馨基金會 執行長

今年，台灣終於正式與國際接軌，宣布十月十一日為「台灣女孩日」，這是勵馨歷經十一
年為女孩倡議的成果，其間冷暖猶如國父十一次革命，勵馨堅持不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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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年，而聯合國也在去年正式宣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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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聯合國同時期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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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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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在貶抑暗示中長大。即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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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從胎兒時期，女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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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臨嚴峻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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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女孩日」通過後，政府應領先站出來，制定培力女孩政策、打造友善
女孩的社會，並透過各種方式充權、培力、投資台灣女孩，讓台灣的女孩認知社會環境對她
們的壓迫，並擁有足夠的力量，勇敢的站出來爭取屬於女孩的權利，綻放女孩應有的自信活
力與榮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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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vestment in girls is investment
in the nation's future
By Hui-Jung CHI (Garden of Hope Foundation's CEO)
In line with the United Nation's declaration, Taiwan is officially announcing October 11th as Taiwan
Girls Day this year. This is the achievement is the fruit of the Foundation's persistence in 11 years of
advocacy for girls.
Garden of Hope Foundation (GOH) firmly believes that investing in girls is investment in the
nation's future.
GOH is celebrating its eleventh annual Formosan Girls Day, while United Nations (UN) has
declared that October 11th la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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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i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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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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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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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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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hen the Taiwan Girls Day is celebrated, the government should take the lead
in creating policies that would develop girls, which would develop a girl-friendly society, through all
manners of empowering, developing, and investing in Taiwan girls. Thus, Taiwan girls recognize how
they are oppressed, but, at the same time, are energized to boldly stand out to fight for their rights, so
that they emanate their innate self-confidence and beau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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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審的話
社群經營獎評審
廢死聯盟秘書長

林欣怡 Lin, Xin-Yi

台灣女兒們，我們能改變台灣、改變世界！

社群經營獎評審
前教育部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委員／
前教育部師資審議委員會委員 周麗玉

Zhou, Li-Yu
評審的話

看到每年女兒獎的女兒們的成長與勵馨的努
力，令人感佩！

社群經營獎評審
國際崇她社31區副總監／法新社前駐台辦事處主任

楊欣欣 Yang, Hsin-Hsin
願大家持續志工的女力與熱忱，發揮自我、
影響別人，共同為女兒們創造更好的機會與
環境。
勇氣冒險獎評審
前婦女新知董事長／民主進步黨不分區立法委員

尤美女 You, Mei-Nu
有夢最美，只要正向思考，勇於追夢，定能美夢
成真，祝福所有Formosa女兒獎女兒們均能心想
事成。
勇氣冒險獎評審
台灣智庫執行長／民主進步黨不分區立法委員

鄭麗君 Zheng, Li-Jun
擔任評審是一件喜悅的事，台灣青少女們所展現
的自信、熱情和勇氣總讓我十分感動！加油！
Formosa女兒獎！加油！台灣女兒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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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審的話
勇氣冒險獎評審
台灣少年權益與福利促進聯盟秘書長

葉大華 Ye, Tai-Hua
很開心看見妳們勇於表達自己，並展現突破自
我及逆境的勇氣與自信，請將這份勇氣繼續傳
遞下去，台灣女兒們會愈來愈棒！
數理科技獎評審
輔仁大學物理系副教授

林更青 Lin, Geng-Jing

評審的話

希望數理科技獎的女兒們以責任與知識服務社會
人群。

數理科技獎評審
台北醫學大學生藥學系教授

楊玲玲 Yang, Ling-Ling
毅力、信心、智慧、愛心融合之女兒獎是社會
典範的標章。

數理科技獎評審
東華大學課程設計與潛能開發學系助理教授

蔣佳玲 Jiang, Jia-Ling
相信自己、勇於嘗試，妳就是最棒的！

體能運動獎評審
成功大學體育健康與休閒研究所副教授

徐珊惠 Xu, Shan-Hui
加油！成功之門就在我們的前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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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審的話
體能運動獎評審
台灣攀岩女后

黃百樂 Huang, Bo-Le

所有的F o r m o s a女兒們，大家一起加油，努力
朝自己的夢想邁進。

體能運動獎評審
台灣首位國際棒球女裁判

劉柏君 Liu, Bo-Jun
評審的話

熱愛生命、實踐夢想的過程會與成果同樣甜
美，女力不懈！

特殊創作獎評審
第一屆Formosa女兒獎得主／客家電視台主持人

陳明珠 Chen, Ming-Zhu
勇敢實踐自我價值，自信活出美麗生命，不要
放棄！

特殊創作獎評審
國民美術畫家

劉秀美 Liu, Xiu-Mei

在這個世界上，只要透過決心和努力就會成為
妳想成為的那種人。萬一遇到挫折，永遠要記
住「希望是人的第二生命」。

特殊創作獎評審
台灣女性影像學會常務監事

簡扶育 Jian, Fu-Yu

給F o r m o s a女兒獎的女兒們一句真心話：「請
勇敢做自己，在任何領域都不設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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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審的話
Asian Girl Rights Award

Gulalai Ismail

Founder and Chairperson of Aware Girls, Pakistan

Congratulating for the being selected as the BEST ONES,
you are the face of young women, you are the face of change
in your communities. I congratulate you on winning this
wonderful award. Take this award as your inspiration to lead
the change for justice and equality.

Asian Girl Rights Award

Hsinhsin Yang
評審的話

Lieutenant Governor of District 31of Zonta International, Taiwan

The teeage girls' courage, dedication, will power, and faith in
themselves and their causes despite adversities touch my
heart.

Asian Girl Rights Award

Munkhjin Tsogt

Co-founder and board chair of Mongolian Youth Development Services

You have made a great impact on the lives of girls and youth
in your countries and I do hope you all will join your efforts
to make a change in the lives of other girls and youth in Asia
and beyo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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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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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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群經營獎
姓名／陳羽嬿

學校／新竹市立新科國中

我是女生
我擁有莫大的熱情與夢想，願改變與服務，熱情的心足以表演出自信的我。

優秀事蹟
◆100年學校生命教育演講比賽最佳生命教育獎
◆101年市政府圖書寫作優勝
◆102年最佳服務獎、技藝教育獎比賽佳作

自傳
出生在小康家庭的我有三個兄弟姊妹，我和年紀最長的哥哥相差13歲，是家中老么。家裡開設
零售店鋪，從小在父母親旁學著顧店、上下貨及收銀等工作，造就我勤勞樸實的性格。一直以來我
很感謝上帝讓我出生在這樣的家庭環境中，雖然沒有太優渥的物質照顧，但陪伴在父母親身旁做生
意，讓我學到付出與服務的精神與態度。

社群經營獎

以前的我高達80公斤，現在我體重約60公斤，連國小同學都認不出我！說我好有毅力！大家稱
讚我有顆愛服務的心，不管是在學校或家裡，我是其他人的最佳小幫手！我最大的志向和夢想是當
心理諮商師，心理諮商也是替人服務的一門課程。
國小時我曾得過熱心服務獎，在學務處和教務處幫忙作業抽查和文書處理，國中後服務層面更
廣，讓我更加有自信，在服務學習上得到更多成就感！現在的我不僅僅在校內服務，也將往校外繼
續做志工服務，期許有朝一日，熱血助人的我可以成為像陳樹菊阿嬤一樣的典範。

推薦信函
羽嬿在班上人緣極佳，擔任幹部表現突出的領導組織能力。她曾在國一參加新竹市運動會擲鐵
餅競賽，賽前準備時努力練習，不屈不撓修正每一個動作，最後奪下全市第五名的優異成績。課程
中有關服務或志工的主題，常見她認真聽講、勤做筆記，常常追著台上講者發問，或私下與老師討
論，她的學習態度以及對服務的精神抱持著高度熱情與興趣。

推薦人：新科國中輔導主任 劉美惠

Name: Chen, Yu-Yen / School: Hsinke Junior High School

I was born in a well-off family, I have three brothers and sisters, and the oldest brother, 13 years old
than me, as the youngest in the family. Home to open retail outlets since childhood beside the parents
learn minding the store, loading and unloading, and cashier work, so fashioned me a hard-working and
down-to-earth personality. I have been very grateful to God I was born in the family environment,
although not too generous to take care of the material, but to accompany the parents side business, I
learned the spirit and attitude of pay and service. Everyone says I have the heart of a love service,
whether in school or at home I'm the best little helper! My greatest ambition and dream is to be a
psychological counselor, counseling is also restricted to the services of a course. I hope this competition
can expect their future feedback for this society, but also to all girls stereotype change.

評審的話
真誠，頗具年輕人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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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群經營獎
姓名／俞宥吟

學校／嘉義市私立嘉華高中

我是女生
我希望我可以成為一個有影響力的女孩。

優秀事蹟
◆100學年度協同高中附設國中熱心服務獎
◆舉辦第一屆飢餓30在嘉華營會擔任總召
◆102年嘉義市政府兒童及少年福利促進委員會附設兒童及少年代表甄選

自傳
我生長在一個小康之家，是家中唯一的孩子，父親因工作長年在外，母親的工作也十分忙碌，
因此自幼養成獨立自主的個性；父母親灌輸我「施比受更有福」的觀念，時時告誡我禮貌的重要，
這樣的教養方式也在我心中為日後參與志工服務埋下一顆種子。
國中時我認識了台灣世界展望會，開啟我投身志工的道路，更在偶然的機會下聽見杜明翰會長

社群經營獎

的分享，他說：「在別人的需要上看見自己的責任。」這句話成為我在志工服務中的圭臬。在青年
志工服務過程中，我積極參與各項公關活動、服務及培訓課程，透過各種的服務學習累積不同的經
歷，在推廣及籌辦各項活動的過程中，體會到付出己力的重要和喜悅，高一那年在父母的支持及許
可下，我有了另一個在展望會的新身分「兒童資助人」。
高二上學期，我在學校舉辦第一屆的飢餓30DIY營會擔任總召，過程中我遇見許多不曾面對的
難題，使我培養了靈機應變及挫折容忍的能力，獲益良多。在往後的日子裡，我期許自己在志工道
路上永不放棄，也希望藉由志工服務看見不一樣的世界。

推薦信函
宥吟從國中開始即利用課餘在世界展望會貢獻己力，服務內容包括文書處理、公關接待、活動
企劃、募集善款等多項任務，發揮人道關懷精神不遺餘力。她以自身微薄之力，認養史瓦濟蘭地區
的貧苦兒童，除了經濟支助，更與學童持續通信，鼓勵孩子抱持正面思維並持續奮鬥。101年11月
宥吟籌劃「飢餓30在嘉華」活動，擔任總召與世界展望會合作，號召超過250人次參與活動。

推薦人：師長 蔡佩琪

Name: Yu, You-Yin / School: Chsh Hwa Senior High School

My family is simple, and I am the only child. Because my mother and father are usually busy. So I
become a very independent personality. Since my childhood, my parents have taught me the thought
that I should be cherish. And always reminding me the importance of the courteous. In junior high, I
have a acquaintance of World Vision, I heard a share from 杜明翰 occasionally. Nowadays, I learn I
should never give up, and through the volunteer experience, I can see the different world.

評審的話
思考細膩，具正向價值觀，且能執著志工職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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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群經營獎
姓名／陳怡瑄

學校／新北市立福和國中

我是女生
我期許自己是一個追夢者，有能力完成夢想的女孩。

優秀事蹟
◆99年參加領導才能工作坊
◆99年參加青年志工培力基礎訓練
◆99年參加青年志工培力特殊訓練

自傳
我是一個熱愛學習、活潑、幸福的小女孩。我看見許多女性同胞為爭取自己的權益而努力，為
追求自己的夢想而奮鬥，也許人生是一條坎坷曲折的道路，即使不斷跌倒，也要爬起來堅持自己的
夢想。因為我知道，堅持這一秒不放棄，下一秒就會有希望！身為女性，我深感驕傲。
當我開始吃素食時，我希望有更多人與我一起吃素。「歡笑開場，圓滿收場」，別心疼我會跌

社群經營獎

跌撞撞，在溫柔手中，我學著翱翔，時而迷茫，時而堅定。時光追溯到兩個月前，我撰寫綠光素企
劃書，那時常常熬到很晚，且背負著學業壓力，我仍然告訴自己「堅持」。我向漳和國中校長商借
場地，在校長的支持下，我明白到舉辦活動需要的不單單只是個人的努力，還需要眾人的力量，我
與漳和慈籃合作，在師姑、師伯們的熱情與相助，學員們的參加與喜悅，成就了2013年綠光素的動
人樂章。
未來我想要走入各個國家的鄉村世界，傾聽大自然的鳥鳴，沉浸於星星相伴的夜晚，沒有過多
裝飾與不真實的樣貌，而是用最純樸的點綴，為它染上一抹笑靨。在完成夢想之前，我必須先完成
學業，並從中學習知識，然後，扎實地走；必須累積人生敗北，從中學習面對，之後，踏實地跑；
必須累積財富，並從中學習方法，完成我的夢想。

推薦信函
怡瑄觀察事物敏銳又有獨特的看法、堅持的理想，我看到她對生命的追求，與對社會責任的
一份承擔，她在承辦綠光素活動中，從企劃、找場地、協調、溝通事物等過程，她以熱情感動了
校長，也撼動了慈濟志工們願意鼎力協助，學習謙卑與包容是她辦理此次活動意外的收穫。

推薦人：曾慧瓊

Name: Chen, Yi-Hsuan / School: New Taipei Municipal Fuhe Junior High School

I am a love of learning, lively, happy little girl. Because the rise of women, seeing many fellow women,
work for their interests, and fight for their dreams, maybe life is a bumpy winding road, continued to fall,
to get up and stick to their dreams. Remember, do not give up this second, there is hope in the next
seconds! Therefore, as a female, I am deeply proud.

評審的話
表達清楚、落落大方，推廣環保素養不遺餘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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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群經營獎
姓名／楊晏婷

學校／明道中學

我是女生
我希望未來能成為一個為女性發揚光大的領導者。

優秀事蹟
◆參加3460地區扶輪社年會擔任扶輪少年服務團副社長
◆舉辦雲林明德國小多元夏令營擔任營長
◆參加泰北國際志工擔任隊長

自傳
我的個性活潑外向、樂觀進取，與同學間相處融洽，擁有極佳的人脈。小時後我積極參加各項
英語演講比賽，除了訓練良好的台風，更獲得不少殊榮，這些經驗使我建立成就感、拓展視野。曾
是籃球校隊的我喜歡利用課餘時間運動放鬆心情。中學時期，基於感恩惜福的心理，積極參加校內
外、國際志工服務活動，服務他人的經驗使我很快樂，我也很喜歡參加青年公民論壇，見識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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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有人，天外有天」，使我更加珍惜求學的歷程與活動。「學習不能侷限書本知識」是我的信念，
課業之餘我參加社團活動，讓自己每天過得很充實，我很享受生活！
我覺得每次的服務體驗都是一個難得的機會，不僅讓我看到人世間許多需要溫暖的地方，也使
我更加珍惜身邊擁有的一切。在服務過程中總會遇到挫折，但我不曾放棄，反而樂觀看待，在多次
努力下總能看見曙光，成就最後的圓滿。我參加過許多服務活動，例如：校內圖書館志工、體育志
工與環保志工、校外老人服務關懷志工、鹿港信望愛關懷身心障礙者、青少年閱讀大使、行政院青
輔志工、望鄉部落服務、舉辦雲林明德小學夏令營、國際泰北志工等等，這些經驗使我在服務領域
中找到快樂，更抱持著一顆感恩的心過生活。

推薦信函
「在服務中看見自己的責任」是晏婷的處世哲學，她不僅擁有一顆熱忱的心，更無時無刻表現
出對同學的關懷與愛心。她積極參與志工活動，心存感恩為大眾服務，這種精神令人敬佩。她善用
課餘參與多項競賽，喜愛運動的她，在校內和校外的運動比賽中都曾拿下佳績，還與同學舉辦校內
籃球賽。她也參與許多課外活動，如：擔任全球書法展主持人、校內畢卡索展主持人、世界之窗講
師、科學菁英團隊講師、經驗傳承學姊、接待外賓、參加HOBY台灣青年領袖會議、創辦英文社
團，多采多藝的生活厚實了晏婷的心靈世界。

推薦人：師長 李秀雲

Name: Yang, Yan-Ting / School: Mingdao High School

I'm an out-going person, always show great optimism toward life as well. I like to play sports in my
leisure time. And I have a supportive and harmonious family that has accompanied me for many years.
What's more, I have a twin sister, and we study at the same school. I enjoy every day in my lifetime. In
addition, I like to join different forums and make various friends that can not only gain the ability in
leader field but also broaden my horizon. After all, I want to benefit one and all in the future.

評審的話
反應敏捷，積極、自信從事志工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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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群經營獎
姓名／黃子瑄

學校／彰化縣立彰安國中

我是女生
我是幫助別人、成長自己的女孩。

優秀事蹟
◆文化局學生志工服務138小時
◆協辦102年關公文化節民俗文化活動
◆協辦101年半線社區探險狂想曲擔任隊輔

自傳
我的興趣是看書和擔任志工，從小學三年級開始，爸爸協助我報名參加彰化縣文化局的暑期小
志工，在兒童室為民眾服務，我很喜歡服務別人。擔任彰化市文化古蹟青年志工隊的隊長，對我來
說是非常大的挑戰，期許「幫助別人、成長自己」，希望投入志工服務能讓我有所成長，幫助別人
感受到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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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從投入志願服務的工作，一步一腳印讓我成長許多，服務過程中也讓我學習到主動積極的態
度，彰化市文化古蹟青年志工隊從公開招募的過程裡，面對完全陌生的隊員夥伴帶領凝聚共識，透
過老師的指導和自我準備，以導覽的方式介紹給民眾，並接受邀請協辦關公文化節民俗活動導覽古
蹟的重責大任，在接受導覽的民眾臉上，我看到滿意的笑臉，讓我再辛苦都覺得值得了！
我最欣賞的社會公眾人物是沈芯菱，她自幼家庭貧困卻不向命運低頭，11歲起致力公益、13歲
架設公益網站幫助弱勢兒童，這種精神令我十分欽佩，我希望學習沈芯菱，小小年紀卻願意為弱勢
族群及農民付出，希望我能成為和她一樣優秀的人。

推薦信函
在父母身教的引航下，子瑄多了一點細膩，熱忱中多一份堅持，遇到困難時，她以動腦思考取
代抱怨逃避，學習全力以赴，但學業不是生活的全部，她加入合唱團，在寫作和全國花燈比賽中交
出漂亮的成績單，參與海報製作、晚會策劃，是才藝出眾的活力女孩。她擔任校內綠手指義工，暑
假每天到校報到，將負責的花草照顧得生意盎然，結合閱讀與服務熱忱，自四年級起每年暑假均在
文化局兒童室擔任小志工，更在青輔會彰化縣青年志工中心受訓挑戰解說員的角色。社區文化或水
土保持都是子瑄關切的議題，擔任解說員時特別有說服力。

推薦人：師長 張秀娟

Name: Huang, Tzu-Hsuan / School: Changhua County Chang An Junior High School

My Interest is reading and as a volunteer. From the third grade, my father helped I enrolled Changhua
County Cultural Affairs Bureau of the summer junior volunteer in the children's room for the public
service, so I like serving others.

評審的話
真誠、純潔、好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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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群經營獎
姓名／楊凱喬

學校／台東女中

我是女生
我希望我是能改變世界的女孩。

優秀事蹟
◆第十一屆保德信青少年志工菁英獎傑出志工獎
◆102年舉辦綠島國小閱讀營隊
◆103年舉辦台東成功國小閱讀營隊

自傳
我出生在台東，是個有著濃濃人情味的美麗家園。從小學開始，因為媽媽是台東林區管理處的
環教志工，在媽媽的帶領下接觸「志工」，之後便走進了志工的行列。我積極拓展志工經驗，學習
沒有酬勞的服務也是一種快樂。我參與大大小小的志工活動，包含：台東林區管理處、台東劇團、
台東縣青年和平志工團、台東縣卑南文化公園、台東縣生活美學館等等。從不同層面的志工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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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我可以學習到各種面向知識和技巧。高中之後我開始籌辦志願服務活動，如：到綠島國小服
務，我因存著助人為快樂之本的心，在國中更榮獲保德信青少年志工精英獎的殊榮。
我擁有服務熱忱及樂於分享的一顆心，我喜歡接觸人群，感受社會需要的是什麼，發自內心的
服務他人，印象深刻的是今年寒假和暑假，我自組志願服務團隊分別到了綠島國小和成功國小推廣
希望閱讀。所有的隊員一起展現良好的默契，從企劃書撰寫、活動內容發想、材料購買、交通及食
宿準備和與學校聯絡等等，如何帶領大孩子面對人生中的奇幻旅程？如何帶領他們享受服務的過
程？以及他們心態上的轉折。不只小朋友們從我們身上學到東西，我們也從他們身上重拾童年歡笑
聲，付出的汗水都值得了！

推薦信函
凱喬是一位具有規劃、執行與協調能力的孩子，她擔任班級代表、班級合唱比賽指揮、園遊會
統籌規劃執行長，協調班上不同意見，以及指派調度與負責善後；她也主動積極參與校外活動，曾
參加天下雜誌所推展的閱讀活動，去年到綠島國小辦3天的閱讀營隊，今年暑假也在台東成功國小辦
理閱讀營隊。目前她持續擔任假日與暑期志工，在台東史前文化博物館和台東美學館，一方面可以
藉由展期內容增長知識，達成喜愛接觸與服務人群的願望。她之前也向富邦提出一個2014年執行的
圓夢計劃，可以看出她具備Formosa女兒的勇氣與活力。

推薦人：師長 戴妤珊

Name: Yang, Kai-Chiao / School: National Taitung Girls' Senior High School

I am come from Taitung. The scenery here is beautiful, fresh air. If you have time, be sure to visit this
place. During my leisure time, I like to go biking and do volunteer service. Keeping good exercise
habits, the body will be more healthy. I'm enjoying the process of service. I hope to share my life and tell
you service is a happy thing. I hope everyone can work together to change the world, everywhere there
are warm.

評審的話
規劃能力強，志向清楚且堅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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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群經營獎
姓名／簡卉瑄

學校／新民高中

我是女生
我想成為一位讓這個社會更美好的女孩。

優秀事蹟
◆101年紅十字會總會全國社團評鑑績優團隊第一名
◆101年紅十字會青少年服務隊傑出新人獎
◆102年台中市政府績優志工獎

自傳
我的家是三代同堂，一共四個小孩，我排行老三，老四是弟弟，上面兩個姊姊，一看就知道是
爺爺希望家裡有個男孩子繼承，但我的父母對孩子們一視同仁，對爸媽來說都是他們的孩子，所以
家庭非常和樂安康。從小到大的我因為兄弟姊妹眾多的關係，我的父母總會教導我們要懂得分享和
惜福。我的個性屬於細心，做事考慮各種方面，思考前因後果，較為謹慎注意，我從小跟著父母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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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志工服務，對於他人交派給我的任務，我都會認真負責到底，對於他人的請求也會盡全力協助。
去年社區暑期服務開辦社區長輩們體適能平衡班，社區服務安排由每一位同學負責照顧一位長
輩，今年我們為長輩們做一個屬於自己的生命故事書，更不一樣的是我們編了一個亞健康操，報名
參加弘道老人舉辦的全國健康操比賽，大家和長輩們一起練習、錄影、比賽，最後獲得亞健康組冠
軍，和長輩們一起分享這個大大的榮耀，之後我們還帶著長輩們到台南旅遊參觀，每個人玩得笑開
懷！每個月月底，我也在台中協助食物銀行發放，定期參加臨時孫子抬行李活動，以及每年歲末的
獨居老人打掃。

推薦信函
卉瑄對老人健康議題甚為關心，寒暑假時常至社區據點進行老人健康相關服務，在校內積極分
享社區銀髮族健康促進的理念及方法。在社團上的表現更是亮眼，曾代表學校參加弘道老人福利基
金會舉辦的第三屆活力銀髮健康操大賽，在大家同心協助下獲得亞健康組全國第一名殊榮。她認為
服務是件幸福的事，每次活動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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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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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團指導老師 周學忠

Name: Jian, Hui-Xuan / School: Shin Min High School

My family is made up of three generations. My parents have four children in total and I am the third. I
have a younger brother and two older sisters. Obviously to know that my Grandpa hoped my family
could have a boy to inheritance, but my parents do not particularly care for any kid because all of us are
their children .Therefore my family is very happy and well-off. When I was a little girl, my parents have
begun to teach us how to share and cherish. I'm a talented person for carefully and responsibility. When
I hold an activity, I will think every details and more about cause and effect to prevent this activity could
go on wheels, the, to prevent the events ring true. For one thing someone ask to me, I will take
responsible for this thing and complete it. Of cause when someone needs help, I will also try my best to
help them.

評審的話
努力於學校社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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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群經營獎
姓名／卓佑蓉

學校／彰化縣北斗國中

我是女生
我是一個天真、開朗、有領導力的女孩。

優秀事蹟
◆99年區域和平志工團績優團隊競賽環保類社區服務貢獻獎
◆100年行政院環保署環保有功學生類特優
◆100年行政院青年輔導委員會績優團隊競賽環境類第一名

自傳
我是一個熱情活潑、天真開朗，凡事向前看的女孩，我有一個溫暖的家庭，家庭成員有我最敬
愛的爸爸、最貼心的媽媽、最可愛的奶奶、最體貼的兩位姐姐和幽默的哥哥，他們都是我強大的依
靠，當我遇到什麼困難，不順心的事，只要向他們訴苦，那些令人煩惱的事都會煙消雲散。每一個
人心中都有夢，我的夢想是能用自己的力量使人快樂，就算心情不好，我也不會把不好的心情傳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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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他人！我永遠記得美國幽默大師馬克吐溫說過一句話：「悲哀可以獨自個兒承受，但是為了充分
享受快樂的價值，各位必須把快樂跟他人分享。而快樂的人也可以帶給別人快樂。」我要效法馬克
吐溫讓自己時時帶給別人快樂！
我常常參與學校志工隊的活動，如：清淨家園、勸募發票、地球清潔日等等。最讓我印象深刻
的是清淨家園，記得有一次在打掃環境時，突然有一位阿伯冒出來說：「你們在做什麼？出來掃地
做什麼，不要掃了，趕快回去看電視、吹冷氣。」我剛開始覺得很生氣，但後來想想每個人的價值
觀不一定相同，也許他現在不認同我們的做法，可是只要我們持續做，永不放棄自己所堅持的，總
有一天阿伯也會認同的！

推薦信函
佑蓉新生訓練時即令人印象深刻，熱情融入班級，並且主動幫忙處理班級的各項事務。班上有
一名較特殊的孩子，總是封閉自己、不言不語，她卻適時的主動陪伴、引導她。她主動參與學校的
志工隊，具有特殊的領袖氣質。上學期的教室佈置比賽，她能夠規劃所負責的部分；進行團隊競賽
時，也能帶領同學喊加油口號帶動氣氛。她的個性活潑熱忱，觀念積極正向且熱衷服務。

推薦人：師長 郭育妏

Name: Cho, Yu-Jung / School: Beidou Junior High School

I am a warm and lively, innocent, cheerful, always forward-looking girls, I have a warm family, which has
my most beloved father, the most intimate mother; most lovely grandmother; most considerate two
sisters; most humorous brother, they are relying on me strong, when I encounter any difficulties,
something goes wrong, as long as the one they complain that those annoying things, then vanished.
Everyone has a dream of mind, including me, my dream is to be able to make you happy own strength,
so even if a bad mood, I do not put a bad mood will infect others! I will always remember the American
humorist Mark Twain said a word: "sorrow alone can sustain myself, but in order to fully enjoy the
pleasures of value, you must be happy to share with others, while happy people, you can bring
happiness to others." So I want to emulate Mark Twain warm, let yourself always bring happiness to
others!

評審的話
熱誠且能在服務中自得其樂。

17

社群經營獎
姓名／張瑋倫

學校／彰化縣北斗國中

我是女生
我希望可以克服恐懼站上我的夢想舞台。

優秀事蹟
◆100年區域和平志工團績優團隊競賽環境保護類第一名
◆100年行政院環保署環保有功學生類特優
◆100年中華康輔教育推廣協會第五屆康輔之光特優

自傳
我今年14歲，家裡成員有爸爸、媽媽、一個姐姐還有一個妹妹，在家裡我扮演著協調者的角
色，因為我在當妹妹的時候，同時也是姐姐，我可以站在平等的立場幫助姊妹溝通。我的個性很大
方，可以很快的和別人聊起來。在任何時候，我都能擁有一顆開朗的心，因為我相信再大的困難，
再大的難關，只要勇敢去突破，一定會成功！國小時我非常喜歡幫助人，國中時我參加學校志工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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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活動，像是每個月第一個禮拜日定期舉辦清淨家園，每隔三個月一次勸募發票等等。
未來我想要當一位舞者，而我最大的夢想希望可以成為幫助很多人的人！當舞者需要很大的勇
氣和膽識在上台表演，希望透過參加女兒獎先訓練自己的膽量。我最欣賞的是一個舞蹈團體「彩虹
時代」，他們組團的過程中雖有遇到挫折，經過很多的努力和汗水，成為知名的舞蹈團體，我非常
欣賞他們永不放棄的精神，是我可以學習的，希望有一天我也可以成功！

推薦信函
瑋倫是個熱心服務，有領導能力、勇於負責，有創造力的學生。她剛入學時即被班上同學推舉
為班長，同時又加入本校志工隊，除了在校服務外，她也在北斗進行清淨家園、勸募發票的活動，
以及創世基金會擔任志工服務工作。她一直全力已赴，並同時兼顧學校課業及社會服務。她在班上
人緣極佳，凡事有班級或學校活動都積極參與，擔任幹部時也顯出她的領導與組織的能力。

推薦人：師長 粘松傑

Name: Chang, Wei-Lun / School: Beidou Junior High School

My family have father, mother, a sister and a younger sister, at home I have played a coordinating role,
because when I was when my sister, but also a sister , so you can go and stand on an equal footing to
communicate them. My personality is very generous, anywhere can quickly chat up with others, at any
time, and I can have a cheerful heart, because I believe that the greatest difficulty, and then a big storm,
as long as courage to break, will succeed!

評審的話
純真且能在志工服務中追求成長。

18

社群經營獎
姓名／鄭淑鎂

學校／國立基隆商工

我是女生
我希望能成為一顆閃亮的善星。

優秀事蹟
◆成立星悅志工服務社擔任社長
◆參與第十五屆台北寵物展志工
◆參與基隆中元祭遊行工作人員

自傳
我來自基隆，我的父親從事修護汽車的工作，我的母親是家管。我有一個弟弟，我們感情非常
的好，經常聊起彼此的夢想，並分享追逐夢想的點點滴滴。我目前就讀國立基隆商工綜合高中科，
是一位準高三的考生，正朝著社工系之路邁進。我是一位很開朗樂觀的女孩，喜歡接觸人群，有著
熱心的特質，因此喜歡服務他人，參與過許多大大小小的公益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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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喜歡服務，在高二上學期，我找了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成立志工服務性質的社團，並擔任
社長職位。第一次經營服務社團，我想要創新，不像其他服務性社團只跑外面社福團體的公益活
動，而是利用社團的人力資源，在校內舉辦各項公益性質活動，讓社員能夠服務的對象更為多元
化，但仍不忘初衷「幫助弱勢」，例如：「出發囉！藏寶去！」募捐二手物資活動，利用聖誕節舉
辦「聖誕送暖」愛心義賣二手物資活動，將他人不需要的物品義賣給需要的人，並且將錢捐給學生
急難救助金、育幼院、基金會等等。

推薦信函
淑鎂在勇氣與領導方面卓越精進，高二上於本校創立「星悅志工服務社」，膺選為保德信青少
年志工菁英獎服務獎。她擔任社長負責盡職，並熱心幫助同學解決疑難，無伐善、無施勞。社團在
她的帶領之下，各方面的表現都令人刮目相看。由於她心地開闊、勤於學習、自信活力，勇於突破
各種問題的瓶頸，並且堅持所做的決定，可見她頗具領導長才及承擔責任的勇氣。

推薦人：師長 戴育文

Name: Zheng, Shu-magnesium /
School: National Keelung Commercial & Industrial Vocational Senior High School

I come from Keelung, my father engaged in automotive repair work, and my mother is a housewife. I
have a brother; our feeling is very good, often chatted with each other and share the dream of chasing
the dream bit by bit. I am currently a third year prospective candidates, the current is moving in the
Department of Social Work of the road ahead. I am a very cheerful and optimistic girl, like exposed
population, but also because it had the enthusiastic character, so like serving others, participated in
many large and small, public activities, and was founded in school sophomore on the nature of
volunteer service clubs, to promote the concept of public service.

評審的話
積極開創之人格特質，且具規劃落實能力與領導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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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群經營獎
姓名／陳貞均

學校／彰化縣北斗國中

我是女生
我是一個想追逐夢想的女孩。

優秀事蹟
◆99年區域和平志工團績優團隊競賽環保類社區服務貢獻獎
◆100年行政院環保署環保有功學生類特優
◆100年行政院青年輔導委員會績優團隊競賽環境類第一名

自傳
我是一個天真活潑的國二生，對我來說看到家人和朋友臉上的微笑是最大的幸福，所以我參加
志工隊。有時家中會做一些東西送給獨居老人，看到他們臉上開心的笑容，心中也暖了起來。在學
校方面，只要我能做到的事，我一定盡全力幫大家，因為我希望大家能更好。因為爸媽常常要出去
工作到很晚才回到家，我一定會做好當姊姊的榜樣，分擔家裡的事情，讓他們可以放心的出去工

社群經營獎

作。只要在我能力範圍能做得到的，我一定會去幫忙，因為我希望這個世界充滿歡笑。
平時我會做一些清淨家園、勸募發票等等活動，因為在一個乾淨的環境下，心情一定會更好。
我每次都很認真的勸募發票，一想到需要我們幫助的人，就讓我燃起熊熊的烈火，更努力、賣力勸
募發票，有一次寒流來襲，我們仍然發動勸募發票，我們的熱情是不會那麼輕易的被風吹散！
我的興趣是繪畫，未來的夢想希望能和興趣結合，做自己有興趣的事更得心應手，也希望能獨
自到世界各地旅行，以徒步的方式當一個背包客，以畫圖、攝影的方式紀錄每一個地方當地的特
色，還要有到較落後的原住民部落，幫助他們改善生活環境，因此我要更努力學習英文，以更強的
意志力達成我的夢想。

推薦信函
貞均課餘除了參加本校志工隊，也沉浸在她喜愛的繪畫世界中，她是個熱情、有活力的人，
對自己喜歡的事相當堅持，勇敢追尋夢想。她很珍惜在志工隊學習的機會，也主動爭取擔任幹
部，曾擔任班上自然小老師及學藝股長，很有服務熱忱；班上連兩年的教室佈置也多仰賴她設計
和指導，她在教導同學美術技巧時很細心，有才華卻不藏私，懂得協力合作，有責任感。

推薦人：師長 黃淑卿

Name: Chen, Zhun-Jiun / School: Beidou Junior High School

I am an easy and outgoing student. My friends and my family are happy to be together with me. I love to
help other people and my family love to hold the activities, so I became a volunteer. Such as help older
people, make some food and share the food with other people. I feel really happy when I see their
smile. At school, I always do my best to finish my work. Because I hope our class to be the best! My
parents always work late, so I take care of my younger brothers, and do housework. I hope the world is
full of smile.

評審的話
守份、純潔、熱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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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群經營獎
姓名／陳湘媛

學校／葳格高中學

我是女生
我希望成為擁有積極行動力、有自信的女孩。

優秀事蹟
◆參加102年Taiwan Students Volunteer Group

自傳
我生長在一個簡單又快樂的家庭。對學生來說，我被教導要用功讀書，尊重師長和遵守學校規
矩。對女兒來說，我被教導要尊重長輩，要做該做的事。我不是個很會社交的人，但我仍有不少好
朋友，我喜歡幫助別人，因為當我幫助別人時，能看到他們臉上的笑容。我最大的願望是希望讓家
人和學校以我為榮。我相信不管做什麼都應該盡全力，不管有沒有人在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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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暑假的第一個禮拜，我和母親及一些同學去拜訪菲律賓的鄉下學校。我們買了許多食物發給
那裡的學生們，而我的家人也送了衣物和鉛筆盒，我教導學生摺紙星星，看著他們運動，他們甚至
有表演韻律舞給我們欣賞，讓我覺得他們很熱情。
我最欣賞的人是王力宏，他參加許多公益活動，捐助不同的慈善團體，也以慈善名義開演唱
會。有一次，老師播放 "Love Life" 紀錄片給我們看，因為有個病童很喜歡王力宏，黑人陳建州告訴
他，而王力宏很有愛心的安排出時間，來唱歌給女孩聽。

推薦信函
湘媛在學期間恪守本分，學習盡心盡力，對公共事務的付出不遺餘力。有見義勇為的勇氣，以
及對英文學科的自信，她參加民俗舞蹈的活力，也對自己的工作負責，並有一顆追求知識的企圖
心。2013年暑假她參加了Taiwan Students Volunteer Group，憑著勇氣踏出服務的腳步。

推薦人：師長 張振燡

Name: Chen, Shiang-Yuan / School: Wagor Academy-Senior High School

I grow up in a simple and happy family. As a student, I am taught to study hard, respect the educators
and follow the school's rules and regulations. As a daughter, I am taught to respect the elders and
always do what is right. I am not a very sociable person but I have some few good friends and I love
helping others. I am happy to see people smile because of me. My greatest wish is to be able to
accomplish goals that will make my family and school proud of me. I believe that in whatever we do, we
should do our best, even when no one else is watching.

評審的話
勇於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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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群經營獎
姓名／陳怡潓

學校／彰化縣北斗國中

我是女生
我是一個活潑、開朗又樂觀，勇於實踐夢想的女孩。

優秀事蹟
◆99年區域和平志工團績優團隊競賽環保類社區服務貢獻獎
◆100年行政院環保署環保有功學生類特優
◆100年行政院青年輔導委員會績優團隊競賽環境類第一名

自傳
我是混血兒，媽媽是越南，爸爸是台灣人，我是個活潑帶著一點酷酷的國二生，上國中之後，
我選擇參加志工隊，我喜歡看到大家臉上的微笑，這樣我笑的弧度也會越來越大。在我很小的時
候，我的爸爸生病了，因此我很早學著獨立，今年五月家中發生一些變故之後，我試著改變我自
己，給別人的微笑愈來愈多，因為我是家中年紀最大的，下面還有一個即將進入青春期的弟弟，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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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盡我自己的本分照顧媽媽和弟弟，因為不希望家人的臉上帶著憂愁和煩惱，我會逗家人開心，讓
屋子裡增添笑聲，這就是我。
每個月志工隊都會做一些維護社區環境的活動，幫助有需要的人，社區環境對我們來說非常重
要，每次打掃完，看到整個社區非常乾淨，我感到非常的開心。我們也到街上勸募發票，幫助一些
需要關懷的人。秉持著一個熱情的心，我相信世界上會有更多幫助別人的人，一起讓這股愛的力量
傳下去。

推薦信函
怡潓平時課餘參加本校志工隊，平常看起來溫溫順順的不苟言笑，但其實她很熱心，會細心
觀察，主動幫忙或陪伴有需要的夥伴。她在班上曾擔任副班長、總務股長與圖書股長、認真負
責。今年5月離世的父親對她影響很深，她做人處事的原則是「嚴以律己」。她的母親是越南籍外
配，開了一間越南小吃店維持生計，她很瞭解母親的努力與辛苦，總是會主動幫忙，也鼓勵母親
開發新菜色，常說：「以後要開一間很棒的越南美食店」的夢想凝聚一家人，媽媽常常受到她鼓
勵激發更多的生活勇氣。

推薦人：師長 黃淑卿

Name: Chen,Yi-Hui / School: Beidou Junior High School

I was stubborn Taurus with a point, I was half-breed, my mother is Vietnamese, and my father is
Taiwanese, I am a lively and cool with a little country, two students, I after junior high made a choice,
that is to participate in volunteer team, I like to see everyone smiling face, I laugh like this arc will be
growing, to participate in volunteer team, for me, is a good choice, I learned in volunteer teams to enrich
their time... and so on, also participated in the past did not participate in the activities of this choice, let
me to the next level, I do not regret it, I very young, my father was sick, so I very early learned to
independence, in May this year when something happened after that I was changing my own book, and
give them a smile is more and more, because I was the oldest house, followed by a brother about to
enter puberty, I will do my duty to take care of my own mother and brother, I do not want to face with the
family sorrow and trouble, I will try to amuse your family happy, let the house adds laughter, this is me.

評審的話
能平衡志工與課業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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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群經營獎
姓名／江 宜

學校／高雄女中

我是女生
我是一個使命必達的女孩。

優秀事蹟
◆102年國際崇她第三十一區青英獎(YWPA)第三名
◆102年高雄市運動會高中女子室內排球第三名
◆101、102年獲選班級模範生

自傳
我的家中有四個成員，我的父母和雙胞胎姐姐。自小在父母的帶領下，我喜歡到處旅遊、探索
自然、運動健身，也因為參與不同的活動，造就我熱情開朗的個性和多元包容的態度。媽媽是很熱
心公益的人，常帶我和姊姊參與志工活動，讓我和姊姊在付出自己的同時，也能以更有情的眼光看
待世界。在一次次的活動中學到許多處事的方法，接觸更多不同的人群。我在接下高雄女中全球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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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志工創業社和崇她高雄Z-Club社長後，和社員們之間協調溝通，以及和協力團體接洽讓我成為更
細心、圓融的領導者，且能帶領團隊關心更多的弱勢團體，瞭解社會議題。
在全創社的日子裡，我參加許多志工性質的活動，最具代表性的是2012年我擔任高雄女中在飢
餓三十活動中的營長。一開始學校抱持反對意見，經過兩個多月的溝通後才正式啟動整個計畫，而
在活動開跑後，報名人數遠遠超出我們的預期，總共有800多人要參加活動，這麼龐大的人數對團
隊來說是很大的挑戰，無論是要處理龐大的報名資料或規劃活動。但在團隊齊心協力下不僅順利達
成任務，更是全台灣參加第三高的團體，而我更在五萬人面前上台發表感想和領獎。此外，我們也
舉辦其他的活動，如：到偏鄉國小辦理營隊、辦理多元文化認識活動、幫忙國際會議進行、到國外
進行文化交流等。

推薦信函
江宜是一位謹慎又踏實的志工領袖，她能夠在課業和志工服務中取得平衡，因此是許多高雄女中
學生的模範。她擁有可親、可愛、貼心的特質，在學校中很受同學歡迎，也引領同學學習青年社會創
業精神「勇於創新，切實執行」。在領導團隊時，她將團隊領向創業發展，致力和許多外部團體連
結，例如：三民慈善會、世界展望會等等。在創新國際志工服務方面，無論是引進各國傳統服飾活
動、各國同人藝術概念介紹、環保議題討論、國際會議志工服務，甚至藉由到澳洲教導華語文，都讓
她視野開闊不少。她具有多元包容能力，能夠接納不同的想法，是擁有很好人格特質的志工領袖。

推薦人：高雄女中全球互動志工創業社指導教師／
台灣青年知識網路學會執行長及志工督導 李旻俐

Name: Chiang, I / School: Kaohsiung Municipal Kaohsiung Girls’ Senior High School

There are 4 family members in my family, including my parents, my twin sister, and me. I'm very
passionate and energetic, and I always want to try something new and something exciting. I like to
travel, explore the nature, workouts with my family and friends. As a result, I'm quite open-minded and
willing to embrace different cultures. In the mean time, I was Leader of the“GIVES Club”and
“Kaohsiung Zonta Z-Club”in 2012. Joining these club activities and leading other club members
helped me become more sensitive to the world. Thus I prepare myself to be a social entrepreneur.

評審的話
能自創服務環境與資源，且具獨特性與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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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群經營獎
姓名／施雅

學校／彰化縣北斗國中

我是女生
只要我活著，我就沒有失敗的一天，勇往直前，Fighting！

優秀事蹟
◆100年行政院青年輔導委員會績優團隊競賽環境類第一名
◆100年行政院環保署環保有功學生類特優
◆鎮長盃籃球賽第四名

自傳
在家中排名老么的我，有一個哥哥，我們家是民主家庭，彼此尊重包容，在這樣家庭長大的我
很有主見，尊重他人意見，懂得如何與人溝通，在大家眼中，我是一個帶給人歡笑的開心果。國小
時每週六看著奶奶到警察局當志工，偶爾我跟著奶奶、爸媽一起到彰化慈濟去做志工，從小開始做
志工的我喜歡幫助社會、幫助別人的喜悅，所以我參加了志工隊，不單單只是掃掃地，還會訓練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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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台風、如何規劃活動等等，在這個團隊裡，我不只是體驗幫助社會大眾的喜悅，也學習到站在
需要幫助的人的立場給予適當的幫助，我想這就是一直以來我想做的：「把愛分享出去」。
學校志工隊每年都會參加績優團隊競賽，時常協助學校行政，例如：有辦大型活動時，我們會
擔任主持人，舉辦每一個活動前都必須要有規劃，每個人都可以提出想法，當大家的熱烈的討論時
更凝聚了團隊向心力，雖然犧牲平日課餘時間及社團時間，連假日也都出來幫忙，不過我們都心甘
情願，因為我參加志工隊學習願意付出、貢獻。

推薦信函
雅瀞是一位很有想法、心思細膩且樂於付出、勇於實踐的女孩。除了名列前茅，亦守分有禮，
體育、群育、美育也表現不俗。她擔任班長盡職又熱心，積極帶動班風，號召同學們參與活動，即
便辛苦、受挫，也能振作精神勇於對己、對師長負責，她所展現的勇氣、活力與領導力是難能可貴
的。她在志工隊裡所受的操練，使她在面對課業與志工隊的隊務和活動時，更有智慧和決心去運用
時間、自我鞭策，除了協助校內的資源回收、節目主持表演、維護社區清潔、社區文化導覽，她也
在課業上幫忙同學、自願為老師服務。

推薦人：師長 潘昭羽

Name: Shih, Ya-Ching / School: Beidou Junior High School

My rank is the last in my family. I have a brother. My family is democratic. Each other can respect and
inclusive. I grew up in such families, so I have many ideas. Also learn to respect the views of others. I
know how to communicate with people more. I'm a will bring people mirth Pistachios in the eyes of
everyone. When I was a student in elementary School, I looked my grandma was a volunteer went to
the police station every Saturday. Occasionally, I was a volunteer went to Tzuchi Changhua. Because
we believe there will be rewards, which are a return on heart by ourselves. From an early age, I started
doing volunteer, I like helping the community and helping others kind of joy. Also know how to stand with
those in need of help people, and give appropriate assistance. I think this is what I always wanted to do,
share my love.

評審的話
能在從事服務中發展自信、活力十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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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姚雅馨

學校／彰化女中

我是女生
我是一個認真、負責的女孩。

優秀事蹟
◆希望工程學習輔導團隊擔任副隊長
◆舉辦南投縣仁愛鄉清境國小冬令營
◆協助培英國小學童進行課輔

自傳
我是一朵高雅的康乃馨，初次見面時可能會覺得我是嚴肅、不苟一笑的人，其實不然，我是屬
於慢熟型，只要和我熟稔起來之後，我會變成非常和藹可親。我喜歡參與社會活動，只要對大眾有
益的，我會竭盡所能完成它，你可以說我是瘋子，但我樂在其中。
我在希望工程學習輔導團隊服務，從一個只聽從學長姊指示下動作，到接下副隊長的職位，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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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學習如何規劃行程，我能規劃完善的志工訓練，增進學弟妹和學長姐之間的情感，自編教材為弱
勢的小朋友進行每週日的課業輔導，我也因為接下這個工作，慢慢學會如何調解夥伴之間的衝突。
加入希望工程學習輔導團隊，是為了不要成為只會念書的人，在自己能力所及的範圍內，證明
自己是個有用的人。在高中階段做志工常常被旁人問：「這樣會不會有時間讀書？為甚麼要現在當
志工？」，希望可以藉由參加女兒獎證明我在這段時間所做的事情都是有意義、有價值的。

推薦信函
雅馨上國小後扛起大姐的責任，幫忙照顧兩個小妹，雖然尚未受過服務課程的教育，她卻已經
把服務精神落實得很徹底，看著她一路走來，穩健地求學，自信地生活，樂觀地待人，尤其是憨笑
的表情，讓人很樂意和她一起做事。國中考上體育班後，她成為老師的得力助手，處理班務、帶領
同學積極爭取體育班榮譽、協調同學分歧的意見。高中雅馨一頭栽進服務的行列，在希望工程隊中
讓自己的服務更上層樓。

推薦人：師長 李崑明

Name: Yao, Ya-Hsin / School: Changhua Girls' Senior High School

When you first met me, you might think I was serious, but you are wrong, I am easygoing, and social. I
like to participate in social activities as long as it's good for the public. I will do my best to complete it.
You might say I'm crazy, but I still enjoy it.

評審的話
真誠、做事踏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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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陳季襄

學校／高雄女中

我是女生
我希望我可以成為積極幫助弱勢的女孩。

優秀事蹟
◆高雄女中全球互動志工創業社擔任秘書長
◆102年寒假屏東縣青葉國小為魯凱族學童舉辦冬令營擔任執行長
◆102年暑假澳洲華文教學服務團隊中擔任秘書長

自傳
從小父母告訴我凡事都要試試看，也鼓勵我參加各種的活動，培養勇於嘗試的性格，也讓我
有一些和同齡女孩不同的體驗。上高中後，我加入全球互動志工創業社，參與許多不同的志工服
務，更體會到助人的快樂。我有細膩的心思，總能體察周圍人的情緒，在社團與同學相處給予夥
伴支持與信任感。在服務時我能為案主設身處地著想。處理事情時細心謹慎也是我的優點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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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各種社務都得心應手。我對自己應該做的事情非常負責任，任何事情我都會盡力做到最好。
我在高雄女中全球互動志工創業社擔任幹部，讓我有豐富的志工活動經驗，2013年寒假為屏東
縣青葉國小魯凱族學童舉辦的冬令營擔任活動執行長，主要負責規劃志工訓練、安排並掌控營隊活
動流程、以及志工人力分配與監管等。我也參與2013暑假海外文化志工團，前往澳洲南昆士蘭圖文
巴市，教當地小學生中文，介紹台灣。我們設計了燈籠製作、奉茶體驗及戲劇演出等課程，讓當地
學童能夠從做中學體驗台灣文化，我擔任志工團的秘書長，負責物資管理與經費管控，讓活動得以
順利進行。

推薦信函
季襄進入高中即開始參與高雄女中全球志工互動創業社的各項志工服務，擔任秘書長職務，入
社後的第一個大案子即為2013寒假青葉國小營隊，當時她沒有任何的大活動經驗，但在學姊的鼓勵
下，她擔下執行長的責任，可見她勇於挑戰自我，也對自己的潛力有信心。在活動中也看出她做事
有條理、謹慎的特質。2013暑假本社到澳洲為當地國小學生教導華文，並參加當地多元文化節的交
流活動，她也很負責任的完成秘書長的工作，在經費管理上都會考量能否達到最大效益，盡力控制
每一筆支出，在華文教學時，她與夥伴設計的燈籠製作課程也令小朋友相當喜愛。

推薦人：師長 李旻俐

Name: Chen, Chi-Hsiang / School: Kaohsiung Municipal Girls' Senior High School

I've participated in many volunteer activities in my school club, Global Interact Volunteer Entrepreneur
Society. I experience the joy of helping people by being a volunteer. I am considerate of my partners. I
expect myself always to understand the emotions of people around. I can also give partners support
and trust, and always think for the people who need help. While doing everything, I'm very careful, so
managing funds is handy to me. I'm also responsible to the things I have to do. I always do my best on
everything!

評審的話
能善用資源、發揮才能，具偏鄉服務的熱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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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傅嬿臻

學校／彰化縣立北斗國中

我是女生
我是一個活潑、有夢想、正義的女孩。

優秀事蹟
◆100年區域和平志工團績優團隊競賽環境保護類第一名
◆100年行政院環保署環保有功學生類特優
◆100年中華康輔教育推廣協會第五屆康輔之光

自傳
我是一位鄉下女孩，到目前為止我一直是在這個小鎮裡面求學，國中時我加入了一個非常優質
的團隊「北斗國中行動服務志工隊」，我的服務生涯就此展開。我們團隊的服務面向有環境保護、
協助行政、弱勢關懷以及文化導覽。環境部份，我們每個月第一個星期日舉辦清淨家園的活動，隊
員們分組到附近的社區進行清掃並維護社區的整潔；這種活動不單單只由我們隊員參加，像是舉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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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球清潔日、世界環境日或是大型的掃街活動時，我們會到附近的學校，邀請國中小的同學們和我
們共同參與活動，也因為這些活動讓我的表達能力以及台風愈來愈好。行政部份，像是每屆新生進
入學校時舉辦新生訓練，會由志工隊為他們介紹校園；或是每年寒暑假返校打掃時，我們都會替返
校服務的同學安排掃區和管理秩序等。
我們也會到創世基金會去關懷老人，學習許多課堂上沒有的東西；隊內舉辦兩天一夜幹部訓
練，到探索教育學校去體驗一些不同事物，培養隊員們之間互相信任、團隊合作以及凝聚團隊的向
心力。志工隊帶領我們到許多的領域，不管是比賽、演講或舉辦大型活動都讓我們有所成長，讓原
本平凡的國中生涯有不同的色彩。

推薦信函
嬿臻是個乖巧且有責任感的孩子，各方面表現都相當出色，在班上擔任班長，待人很客氣、謙
虛，各項班級活動都很盡力參與，交代的事情也都能如期完成。參與志工隊之後，她總是充滿熱情
活力，笑臉迎人，給人很陽光的感覺，偶而遇到困難或問題時，也都勇於接受挑戰並且尋求資源與
支援來解決問題，即使無法克服，她也會堅持到底，做好自己該做的、能做的。在師長眼中，她是
相當貼心，很得師長疼惜的孩子。在同學眼中她是個樸實、合群、謙虛的人，很喜歡幫助別人，總
是積極、主動伸出援手。

推薦人：師長 李順交

Name: Fu, Yan-Zhen / School: Beidou Junior High School

I was a country girl, so far I have been inside the school in this town, when I went to junior high, add a
very high quality junior team -Beidou mobile service volunteer teams, and my service career begins.
Our service-oriented team with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to assist the Chief, the vulnerable care as well
as cultural tours, for example, part of the environment, the first Sunday of each month we will organize
activities in their homes clean, the players will be grouped into nearby Community for cleaning and
maintaining the cleanliness of the community. Part of the administration to assist some of the work
refers to the school, such as each freshman freshmen entering school will organize training, volunteer
teams will be by our students to introduce them to the campus.

評審的話
能不斷追求進步、超越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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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戴欣芸

學校／花蓮縣立四維高中

我是女生
我雖然力量不是很大，但我會盡我所能幫助那些需要幫助的人。

優秀事蹟
◆98年東部青年志工中心優良志工
◆98-101年花蓮縣青少年公益組織協會績優志工
◆101年保德青少年志工菁英獎傑出志工獎

自傳
我的家中成員有奶奶、爸爸、媽媽和弟弟，我是家中老大。爸爸自己組一個營造水電工班，經
常四處奔波去工作；媽媽則是家庭主婦，雖然家中經濟不富裕，但爸媽總是把我們照顧的無微不
至，從小到大父母教導我做人處事的道理，並時常告訴我要秉持著一顆感恩的心，在這樣環境的薰
陶下，我懂得知福惜福、樂於奉獻自己服務他人。雖然我個性較害羞，但我喜愛當志工，因為當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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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可以訓練自己的膽量，認識許多不同的朋友，當志工的過程中我學會與人相處，關心身旁的人，
更學會許多專業能力。最大的收穫是幫助別人時，感受到自己帶給別人溫暖和安慰，是筆墨難以形
容的滿足感，我想這就是助人為快樂之本的真諦吧！
記得第一次到火車站幫忙抬行李時，不敢大聲喊出：「需要幫忙嗎？我們可以幫你抬行李」。
面對一大群人難免有點緊張，但是經過幾次嘗試後不再感到陌生，反而讓旅客們感到窩心，因為有
這麼貼心的舉動，只要經過努力和不斷的練習就可以獲得不少的收穫。在抬行李服務中也發生許多
大大小小的事情，例如：我發現台灣其實有很多火車站和公共場所沒有手扶梯，很多年輕人出去玩
只和自己朋友或是和情人去玩，卻忘記家中還有長輩，因為這次抬行李事件，讓我想起自己家中的
長輩，我要更加關心他們，更深入知道陪伴的重要。

推薦信函
欣芸自國中一年級加入花蓮縣青少年公益組織協會的青少年社區志工隊，她積極主動，對於
交代的任務都能勉力而為，全力以赴，很快地在半年中就成為志工隊幹部，在志願服務工作上具
有高度的投入、並且認真負責，長期、有恆心的投入志願服務工作，長達六年的暑假累積出難得
的志工經驗。雖然家庭經濟並不寬裕，她卻能逆境中力爭上游，付出比別人更多的心力、面對努
力過程中的崎嶇，精神可嘉。

推薦人：花蓮縣青少年公益組織協會 黃榮墩

Name: Dai, Xin-Yun / School: Four-Dimensional Junior High School

I was born in Hualien with magnificent scenery; my family members include my grandmother, father,
mother and younger brother; I am the eldest child in the family. My father runs a construction plumbing
team which requires a lot of running around for work, and my mother is a housewife. Although we are
not well-off, but my father and mother took good care of us. My parents have constantly taught us to
have a grateful heart and consider others since we were little. Being cultivated under such environment,
I have learnt to be aware of as well as to cherish happiness, and to willingly contribute to others.
Although I am a shy person, I already have 6 years of experience as a volunteer. I love being a
volunteer, as volunteer services train one's courage and I get acquainted with many different friends.

評審的話
自信，且能力求超越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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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李羿萱

學校／彰化縣北斗國中

我是女生
我是一個樂觀、開朗又希望勇敢去追夢的女孩。

優秀事蹟
◆100年區域和平志工團績優團隊競賽-環境保護類第一名
◆100年行政院環保署環保有功學生類特優
◆100年中華康輔教育推廣協會第五屆康輔之光特優獎

自傳
從小我生長在融洽的家，在家中排行老三。在老師、朋友的眼中，我是個活潑開朗、熱愛助人
的女孩，富有活力的特質。我個性原本害羞內向，在經過志工隊兩年磨練後，我的台風膽量漸漸變
好，現在我在隊內擔任文書一職，而我也對自己的工作抱持著熱情的態度，因老師時常給我們「態
度決定一切」的觀念。不管從事這工作是否充滿許多挑戰與困難，是否會從高處跌落到低處，我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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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爬起來再願意去嘗試，直到每件事都完全成功後，而完成後得到的不是榮耀而是成就感。在藉由
身體力行來從事志願服務時，我常帶著精神與活力來幫助別人；常製造愉快氣氛使隊內做起事來更
有效率。我認為服務人群就像是大家說的「施比受更有福」是一種幸福，我享受在這份成就感中，
同時也認為服務已是我的興趣。
雖然我現在只是個國中生，還無法做些讓世界改變的大事，但藉由自己身體力行的服務表達我
的熱忱，希望藉由這些行動感染同學或其他人加入服務奉獻行列，使社會充滿愛與溫馨，同時這也
是我對自己的要求及目標。

推薦信函
羿萱發揮自己的勇氣與責任感，運用自己的理念去做服務，與志工隊隊員溝通協調，並帶領著
學弟妹一起完成每一項新挑戰。原本不善表達情感、較為內向安靜的她，在參與志工活動的一段時
間後變得很有自信，而且樂於分享、樂於助人。隨著北斗國中的志工隊屢創佳績，也讓北斗國中志
工隊頗受好評，因此有些學校或團體便邀請志工隊去分享成功經驗，而她用心收集資料、努力準備
講稿，讓自己在這些高中職學長姊面前呈現最棒的、最有自信的一面。

推薦人：師長 李順交

Name: Li, Yi-Xuan / School: Beidou Junior High School

I grew up in a harmonious childhood home, at home, ranked third. The teacher, a friend's eyes, I am a
lively, cheerful, loves helping girls, nature is full of vitality. After two years ago to join volunteer teams for
my life has changed dramatically. I am shy and introverted personality originally, but after two years of
volunteer teams hone, my guts typhoon gradually getting better, now I'm in the squad clerical post, and I
also hold a passion for their work attitude because teachers often give us "attitude is everything"
concept. Whether engaged in this work is full of many challenges and difficulties, will be dropped to a
low point, I am still willing to try again until everything is completely successful, and obtained after
completion of achievements rather than glory sense, people feel moved. By personally to engage in
volunteer service, I often took the spirit and vitality to help others; often create some pleasant
atmosphere make the team more efficient work efficiency.

評審的話
能持之以恆參與學校志工社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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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群經營獎
姓名／趙育聆

學校／竹東高中

我是女生
我是個願意付出、努力實現的女孩。

優秀事蹟
◆參加世界展望會第一屆世界公民服務暨研習營
◆參加勵馨基金會Power Camp魔法少女電力
◆舉辦守護兒童健康無飲料日活動

自傳
從小家裡很少擁有奢華的物質享受，但家中的溫馨幸福，讓我看見自己擁有甚麼，而不是缺少
什麼。寒暑假期間，父母也會帶著我們去露營，體驗大自然的奧妙，使我的童年充滿與眾不同的回
憶。從小就身為照顧者的角色，在學校的生活也會主動當股長以及小老師，個性文靜但不孤僻，想
法較不同於同年齡的同學，我較有自己的想法，習慣以寫作的方式來表現個人的情感，因此我會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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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文章參加寫作比賽，也獲得不錯的名次。
我在升高二的暑假參加世界展望會所舉辦的第一屆世界公民服務暨研習營，深深影響往後的生
活與待人處世的態度，我看見這世界的需要，這可說是改變我人生的一大步。我又在今年暑假選擇
勵馨基金會的Power Camp魔法少女電力營，成為我高中最後一次參加的營隊，更成為我邁向夢想
最重要的動力，也讓我想為社會付出的步伐更加堅定，我願盡我最大的力量對社會付出。如此重大
的改變，雖遭受到的懷疑與責備讓我很受傷，但也因為父母和同學的勸導，讓我再次深思自己與社
會間的關係，學習在自己的生活與社會公益間取捨，我相信在未來對社會付出的日子裡，可以取得
最佳的平衡，而對社會公益付出的想法將跟隨著我一輩子，我想不只是做公益、有愛心而已，更是
成為願意我一生奉行的志業。

推薦信函
育聆個性負責認真、自律勤奮，她擔任班級幹部、小老師或環評人員總是能讓導師、任課教
師及組長放心地交代她任務，而她總是能負責任地達成任務，減輕老師們的負擔。她在服務中獲
得信心，在活動中善用資源知識，在校內協助辦理全校運動會與環境維護人員，七月蘇利颱風過
後，她亦主動到校擔任志工。升高二暑假，她參加世展會辦理的世界公民服務暨研習營，體認到
個人力量的偉大，以及力行公益的及時性，她突破自我界線主動辦理守護兒童健康無飲料日活
動，接洽校內相關資源，發揮溝通的力量，影響同學、帶領同學關懷弱勢。她儲備勇氣自我挑
戰，不畫地自限，希望能盡自己的力量影響他人，給予他人正向的影響。

推薦人：師長 許淑芬

Name: Chao, Yu-Ling / School: National Chutung Senior High School

I have an independent personality from my childhood. Merely is there living in luxury in my family since
my childhood, but the happiness and warm which family gives me, letting me realize what I possess
instead of lacking. It was World Vision's Service Learning Camp truly changed my life which I took part
in last summer. This summer vocation, I joined in Power Camp, becoming the most important motivation
to achieve my dream, and Strengthening my steps of social contribution.

評審的話
勇敢挑戰自我、克服困難，常自我反思、追求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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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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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勇氣冒險獎
姓名／黎 彥

學校／政治大學

我是女生
我希望執行力是我的超能力。

優秀事蹟
◆台南家齊女中作文比賽第一名
◆台南家齊女中科展第二名
◆台南家齊女中市長獎

自傳
我畢業於國立台南家齊女子高級中學。家庭成員有來自澳門的爸爸、在幼稚園教美語的媽媽、
出國念書的姊姊，以及今年考上政治大學新聞系的我。我的興趣很廣泛，其中最愛的是寫作、讀書
（特別是武俠小說和與動物相關的書籍）、運動（尤其是跆拳道和籃球）。也許是受到武俠小說英
雄人物的影響，我的個性屬於「不平則鳴」、好奇心旺盛、堅持到底、熱血陽光的類型。我平時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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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以名言警句砥礪自己，讓自己更進步；我最希望做一位「文豪」，讓自己的文章能夠感動別人，
並將各種經驗分享予他人，達成我回饋社會的心願！
之前因校刊編輯方面與學校發生摩擦，為表達同學與自身的想法，我上書主任與校長，將事件
原委及我方訴求告知校方，轉達大部分同學的心聲。雖然自己並非擅長跑步，仍於高三時報名了
400公尺競賽，剛開始只是想挑戰自己並讓高中生涯更無遺憾，但練習過程劇烈到每次都令人想
吐，有一絲念頭想過要放棄，但後來牙一忍也到了決賽，記得自己決賽時重複在想：「我有勇氣站
上這個跑道，我已經是英雄」，後來便比較不緊張，也順利跑完全程，拿下第六名的成績。

推薦信函
彣彥的父母從小培養孩子獨立自主的能力，在遇到困難時她總會想辦法來解決。她有追根究柢
的精神，且會勇敢表達與別人完全不同的想法。高中三年無論上學或出遊，她皆與鐵馬相伴。高二
時，她代表家齊女中參加全國語文競賽，過程中訓練量很大，但為了自己和學校的榮譽，她仍堅持
到底，之後她仍踴躍參加各式寫作比賽，不斷挑戰自我。社會組她曾與自然組的同學合作參加校內
科展，利用課餘時間研究並調配比賽所需的材料，在不斷嘗試錯誤並調整後，獲得第二名的佳績。

推薦人：師長 林怡君

Name: Li, Wen-Yen / School: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I am graduating from National Tainan Chia-Chi Girls' Senior High School in this summer. My family is
composed of four people: my father born in Macau and studying in Taiwan, my mom teaching English in
kindergarten, my sister studying abroad, and I, a student major in Journalism in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The range of my interest is from writing, studying (especially stories about Chinese gongfu
and animal); to sports (especially TAEKWONDO and basketball).My characteristic is honest, curious,
insistent, and upbeat. I always read encouraging books to motivate myself and others. When it comes
to my dreams, I would like to be devoted to the society and become a great writer whose articles are
always touchful.

評審的話
擇善固執、深具潛力、關懷社會，祝福從公民記者出發往夢想邁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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勇氣冒險獎
姓名／張晴軒

學校／開明工商

我是女生
我是一個活潑、開朗的女孩，我很勇敢。

優秀事蹟
◆100年新娘彩妝比賽佳作
◆101年晚宴新娘組佳作
◆102年台南首長盃新娘飾品組佳作

自傳
在七歲時父母離異，從小由姑姑帶大，雖然生長在單親家庭，但母親仍極力栽培我學鋼琴、跆拳
道等等才藝，生活多采多姿。不知道是否是自己的心魔作祟，我沒有什麼自信，極度叛逆，翹課、抽
菸、夜歸、刺青，讓家裡的人擔心煩惱，也讓師長們頭痛不已，在國中畢業拿的是肄業證書。
我進入開明高職美容科後，接觸到自己喜歡的科目，發現人生不應該只有玩樂，我開始努力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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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並積極參加課外活動及美容相關競賽，比賽當中我得到許多成就感，讓我更有勇氣冒險，也永
遠不會忘記六個字「勝不驕，敗不餒」。在這幾年的求學過程中，終於遇到懂得我的老師們肯提拔
我，不再認定會抽菸的小孩就是壞小孩，讓我感受到原來我的努力是可以被受肯定的，我努力戒
菸，遠離玩樂的朋友，努力做好學生應有的本份。
2012年學校老師鼓勵我參加新娘彩妝比賽晚宴新娘組，我非常用心蒐集許多資料，熬夜做了手
工花飾及頭紗，這次佳作作品讓我再次得到鼓勵；今年我報名參加台南首長盃的新娘飾品組比賽也
獲得好成績，比賽的經驗讓我大開眼界，時尚美容就像科技一樣，每日都有新的樣式，我鼓勵自己
一定要不斷的學習、加強技能，成為一位成功的美容時尚設計師。

推薦信函
晴軒的個性樂觀進取且樂於助人，做事認真、負責，學習態度認真積極，喜歡聆聽他人意見，
作為修正自己見解的參考。雖然她在國中時極度叛逆，但在高一下學期時，她自覺不該再如此下
去，而開始努力改變，付出相當的努力，須克服同儕間的冷嘲熱諷，遠離以往玩在一起的同伴、克
服自己的心魔，有今天的成績，我以她為榮；在學業進步思想成長的同時，她保有謙恭有禮的態
度，對週遭的事物敏銳而熱情，這更是難能可貴。

推薦人：師長 陳儀珊

Name: Zhang, Qing-Xuan /
School: Kai-Ming Senior Technical & Commercial Vocational School

I did not like going to school when childhood. So I select vocational training course for further studying, I
hope to get professional qualification after studying. That's why I select the vocational training course. I
remember that when I was young, my mother went to saloon with me. The hair stylist gave me an
artificial hair for playing. I tried to tie hair and made a hair style with model until my mother finished her
hair care. From that time, I understand my interesting in hair style. So, I decide to select the beauty
course of my career. The course makes me vision and mission. I try my best to join all kind of match. I
am happy If I get prize in match. If I do not get prize in any match, I will spend more hard work and time
to reach my goal designer.

評審的話
從邊緣少女勇於突破逆境、改變自我、蛻變成長，成為專業彩妝師難能可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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勇氣冒險獎
姓名／林思華

學校／景文高中

我是女生
我是能成為站在國際舞台展現自我的女孩。

優秀事蹟
◆參加勵馨基金會Power Camp魔法少女電力營
◆拍攝內政部陌生人性侵教育宣導短片
◆yoyo台星光少女選拔入圍

自傳
我的綽號是阿恬，在家裡排序是第2個，個性活潑開朗，喜歡嘗試特別經驗，例如：在自己偶像
簽唱會台上唱歌，我興趣是唱歌、跳舞、演戲、彈吉他，我的夢想是成為一個全方位藝人。
在爸爸過逝後，我與諮商老師協談過程中，老師鼓勵我尋找並培養興趣，例如：養小動物，種
植盆栽，透過興趣產生成就感。我尋找這項興趣很久，我想到幼稚園時有次旅遊在遊覽車上，我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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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拿麥克風在眾人面前唱歌，當時完全沒有唱歌經驗的我大走音，居然讓全車的人拜我不要再唱
了，那天起丟臉的感覺放在我的心上很多年。因此我告訴諮商老師，我想做的事就是「我要征服麥
克風」，希望不論何時何地只要可以唱，我要唱得自己很享受，別人也喜歡聽，於是我漸漸忘了傷
痛。我開始累積上台經驗，不斷參加廣告、試鏡、積極參與課程訓練充實自己，找老師學習提升專
業度，建立勇敢自信，讓生活充實快樂，我相信我還有年輕，勇敢去闖就是本錢！

推薦信函
思華是個想法天真並且勇往直前的女孩，在和我學習唱歌的過程中，她從不掩飾自己的個性。
上課過程我喜歡讓她嘗試一些不一樣的事，例如：練習自彈自唱，一般人學唱歌的孩子往往會懼怕
而拒絕，但憑著她單純和勇往直前的個性選擇嘗試；有時讓她唱一些完全不熟悉曲風的歌曲，甚至
是其他語言的歌曲，她也勇敢挑戰，或許有些東西試下來，成果不如預期，但她依舊天真、開心，
淘氣的訕笑自己一番，回過神後繼續練習。我覺得思華最有勇氣的是，當原本喜歡的東西產生了負
面能量或思維時，她可以勇敢跨越，找到屬於自己的道路，更堅定、勇敢的往前踏步。她在每個學
習的關卡，失敗、失落、失去信心，被我責罵，她總是擦擦眼淚，下一次來上課一定要讓我驚為天
人！

推薦人：師長 吳南穎

Name: Lin, Ssu-Hua / School: Taipei Jingwen high school

My nickname is“ㄚtim”. I was at home the first two sorting. My cheerful personality. My character
likes to try special experience. Example: autograph stage to sing in their own idols. My interest is
singing, dancing, acting, playing guitar. My Dream is to become an all-round entertainer. It requires
great courage ~ very honored to participate in this event.

評審的話
走出親人過世創傷、找到自我、勇於追夢，展現自信的勇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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勇氣冒險獎
姓名／劉軒慧

學校／高雄師大附中

我是女生
我是一個將挑戰化為動力的女孩。

優秀事蹟
◆高雄市國語文競賽朗讀組第一名
◆高雄城市盃扯鈴表演競賽青少年組第一名
◆通過TELC德文檢定B1級

自傳
我的個性外向、活潑，喜歡交朋友、和朋友約會。當有快樂的事情發生時，我會迫不及待地想要
和他人分享，讓他人也因此感到開心。我的特質是面對人總是掛著微笑，我相信當他人看到我的微笑
時，也會被我的快樂感染。
剛到德國時，我經歷了從小到大最挫折的時候，因為我什麼也聽不懂，總是只能靜靜地站在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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邊，我遇上最困難的交友問題，但我不想讓別人看不起我，希望融入他們的活動和話題，當一個「德
國人」！基於經濟考量，我選擇不上語言學校，四處詢問、請教同為交換生的同學和學校的德文老師
和寄宿家庭，而我也主動在學校附近的養老院做志工，每週四下午為一位雙盲的阿嬤閱讀德文書籍，
她會在語言上幫助我修正，並教導我許多知識，我不但從中認識許多一輩子的好朋友，也提升了自己
的德文能力！我報考德文B1檢定（移民者的德文能力標準）來證明自己這一年的能力，最後也以接
近滿分的高分通過，不僅肯定了這一年自學的成果，也證明我在困境當中不屈不撓的能力。

推薦信函
軒慧自小喜讀英文，國小階段就參加不少演講比賽得獎不少，國小六年級時參加一場即席演講
比賽，參賽的選手全是高中、大學生及社青以上，唯獨她是國小程度的參賽者，她不但在指定時間
完成演講，而且表現落落大方。國中她參加學校徵選反毒陽光青年活動，在眾多參選同學當中脫穎
而出、成行前往，更與泰北學生及同行的宣導天使們在比賽當中獲得第一名，回國後也常到其他學
校宣導反毒工作。高一期間她休學前往德國當交換學生，因語言不同致使交友困難，更換寄宿家庭
充滿不安心情，但她積極自學德語，咬緊牙關克服險阻，最後高分通過德語B1檢定合格。

推薦人：爸爸 劉仲強

Name: Liu, Hsuan-Hui /
School: The Affiliated Senior High School of National Kaohsiung Normal University

I'm an easy-going girl. I love to make friends and chat with people! I usually dance with my friends in the
weekends or after school. My favorite kind of dance is Jazz dance because the music is quite fascinating
to me, and the dance steps are also beautiful and powerful. I was an exchange student in Germany for
one year and I encountered the most frustrating problem I've ever had. When I was in Taiwan, I could
barely speak German; therefore, I couldn't communicate with the others in my school. Afterwards, I
determined to improve my German capacity for the sake of getting along with my friends well. I decided
not to go to cram schools. I search for books by myself and finish them by using my leisure time. When I
meet a problem, I will ask my German friends or my host family and they will help me a lot. After all my
endeavor and the help from my friends, I got the certification from“German B1”in one year.

評審的話
突破年齡與國界限制，參與關懷弱勢的志工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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勇氣冒險獎
姓名／陳宜均

學校／台北市立南門國中

我是女生
我是一個充滿自信、勇敢的女孩。

優秀事蹟
◆101年台北市外交民俗體育訪問團代表隊赴南非表演
◆101年教育部體委盃民俗體育踢毽個人對抗賽亞軍
◆101年台北市民俗體育踢毽個人對抗賽冠軍

自傳
2012年夏天，我堅持努力克服種種難關，最後一刻終於遞補為台北代表隊成員，幸運的代表
台北市政府到南非進行訪問表演，當時13歲的我，在其他團員集訓半個月時，突然接到教練徵召的
消息，來不及和父母道別，就加入青少年民俗運動訪問團集訓，當時僅剩兩個禮拜就要出國表演。
在集訓期間強迫自己快速成長，國家代表隊頭銜聽起來十分悅耳，但每當在夜深人靜時，想念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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卻相隔千里的那種寂寞，加倍成長的壓力，我想是訓練獨立最好的方式。
南非訪問期間，我飛躍了開普敦、普多莉亞等共四個城市，看到南非城市與自然風光，認識許
多僑胞和不同城市的南非朋友，不但增強自身的外語能力，更拓展寬廣的國際觀。雖然暫別十三年
來一直呵護的父母，獨自面對挫折的洗煉，好幾次崩潰大哭，但流淚過後，我從來不說「不」與
「放棄」，鼓勵自己要勇敢，因為明日又是嶄新美好的一天。

推薦信函
宜均參加台北市西園國小踢毽子校隊，在體育方面，她先天上沒有絕佳的協調能力與肌耐力，
練習的過程常常碰壁，不僅要忍耐加強柔軟度，更要跟上隊友的練習進度，經常看到宜均獨自一人
練到彎腰喘息，毽子掉了撿起來繼續練，為的是要自己更完美。在六年級時，校內進行台北市青少
年民俗運動訪問團的團員初選，宜均被列為候補，她卻在角落抓緊時間練習，後來因某位隊友身體
不適放棄受訓，當她收到遞補通知時充滿驚喜，但又關心著那位隊友的身體狀況。一連串緊鑼密鼓
的訓練，讓宜均成為舞台最耀眼的一位星星！歸國後的她升上國中後仍抽空參加民俗體育的相關競
賽，獲得國中女子的對抗賽冠軍。

推薦人：師長 李美蓉、大姨丈 翁慶元、大姨 黃美玲

Name: Chen, Yi-Chun / School: Taipei Municipal Nanmen Elementary School

In the summer of 2012, I was 13; after overcoming the difficulties, finally, I had a chance to fill the
vacancy of representative team. We were on behalf of Taipei City Government to South Africa for
performing. I received coach's recruitment for two-week intensive training, as it was so urgent, I didn't
even have time to say good bye to parents. The pressure was tremendous during the period; I was
forced to make big progress. At that time, I missed my family so much, especially at midnight, but it was
also a good experience to make me independent. In the period of visiting South Africa, I have been to
Cape Town, Pretoria and other two cities. It was so great to have a chance to see the cities and
scenery, also, know different friends. This journey made me improve my English and broaden my view.
As I look back now, though I felt frustrated and cried a lot, I never said no and give it up, and I always
told myself that I should insist with bravery.

評審的話
具備永不放棄的勇氣特質，挑戰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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勇氣冒險獎
姓名／黃姵文

學校／景文高中

我是女生
我是一個勇敢、不怕挑戰的女孩，我會勇敢面對困難、不會屈服。

優秀事蹟
◆101、102年台北市樂儀旗舞觀摩賽優等
◆101學年度台北市學生音樂比賽管樂組南區優等
◆全國學生音樂比賽管樂組優等

自傳
我是一個活潑外向的女孩，生長在一個四人的小家庭裡，我的家庭成員有父母和一個姊姊。我
的興趣是跳舞和行進樂隊，目前我在舞蹈社裡當種子教師，曾擔任過學校的樂隊社社長，擔任這項
職位是我高中生活中最大的挑戰，我必須監督每位隊員的練習狀況，因此激發出我的領導能力。這
項豐富的經驗使得我的高中生活非常有趣，因為領導人是要在未知的未來中往前衝的人，要面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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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次的挑戰和挫折，必須勇氣過人。我擔任樂隊社長，每一次溝通協調都是考驗也是挑戰，樂旗隊
總共93人，讓我學習到歸納意見，以最少的時間、人力來解決大家不同的意見。未來我夢想成為美
姿美儀老師，因為我學舞已超過九年的時間，希望利用所學習到的領導能力，從事美姿美儀教學。

推薦信函
姵文兩年前剛踏進景文被安排在樂隊菁英班就讀，除了平日的課業要求比別的班級還要嚴格，
課餘、假日時間尚有樂器要練習，但她不論是功課的準備，還是樂隊的練習都相當良好。由於姵文
很有責任感，加上她也有勇氣想挑戰，因此二年級擔任樂隊隊長一職，充分發揮居間協調的功能，
讓行政管理、教練、老師與同學間能和諧的朝設定的目標邁進，一路帶領團隊由台北市學生音樂比
賽、全國學生音樂比賽到台北市樂儀旗舞觀摩賽表現優秀、獲得好成績。

推薦人：師長 陳慧娟

Name: Huang, Pei-Wen / School: Taipei Jengwen High School

There are four people in my family, including my parents, older sister, and I. My father is a store-owner;
whereas my mother is housewife. My older sister is an office lady. My family has always been my good
companions in joy. Materially we are not rich, but spiritually we are. I learned how to communication
with foreign businessmen. I have always been devoted to my studies and knew some good teachers
and classmates. In my spare time, I like to practice marching band. Besides, I enjoy dance a lot.
Sometimes I surf the Internet and download dace video. Moreover, I am greatly interested in math. I
spend much time learning math, and practicing it. I wish to be an ability of people in the future.

評審的話
具備責任感與領導力，勇於挑戰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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勇氣冒險獎
姓名／鄭淨文

學校／台中市居仁國中

我是女生
任何的阻礙都無法澆熄我想成功的意志力。

優秀事蹟
◆98、99年校模範生暨班級模範生
◆100年有品和懿獎
◆100年台中市政府教育局國中學生英語歌唱比賽第一名

自傳
甜美的果實往往是在一棵大樹的頂端，想要嚐到就必須不斷的努力，持之以恆，要有破釜沉舟
的決心。但在這過程中不可能只是一人奮鬥，背後支持的力量更是重要。家人、師長、朋友和書籍
散文是我爬上頂端過程中，遭遇挫折時的療傷支持力量。國文老師常常告訴我沒有過不去的事情，
只有過不去的心情。剛上國中時，我的成績僅排在全校前200多名，但我不肯認輸，媽媽告訴我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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顆剛強的心是不容易受傷害的，經過每天2-3個小時的苦讀，皇天不負苦心人，成績總算是拉到全校
前20名了，我很感謝這一路走來有家人和朋友的陪伴，讓我以更強大的勇氣繼續往上爬。人生總有
許多挑戰，當心情跌落谷底時，下一次就會往波峰的地方走。用信心做後盾，用毅力當前鋒，把挑
戰當指南針，走向自己夢寐以求的那一片天，超越顛峰，超越自己。
我對於份內的工作一定會盡力完成，師長指派的也會做到最好。印象深刻有次模擬考前，因為
老師沒把考卷檢討完，我放學後跑到辦公室問了一個小時的問題，我非常感謝那位老師，雖然我不
是她的學生，但她依舊耐心指導我到懂為止。

推薦信函
淨文從小相當有自己的想法，一直以來父母都須不斷與她溝通，她才能想通我們要告訴她的
事。因為父母平時工作相當忙碌，她漸漸也能體諒我們辛苦。平時大多時間都是阿嬤與弟弟在家相
伴，她與弟弟都必須主動完成家事，包含掃地、拖地、洗碗與整理各自房間。課業方面，她因榮譽
心與不服輸的勇氣，進入國中後漸漸地跟上其他同學，甚至進入學校。未來她自我期許成為一位法
官，雖然不容易，但她心裡有一股強烈企圖心，希望以自己的正義感來服務社會。

推薦人：爸爸 鄭年清

Name: Chang, Ching-Wen / School: Taichung Municipal Chu Jen Junior High School

I love reading and singing .My favorite subject is science, my parents always give me energy when I get
trouble in my lesson. I want to be a grand justice in the future, and help more poor people.

評審的話
積極學習，努力突破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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勇氣冒險獎
姓名／陳婉玲

學校／天主教文生中學

我是女生
我希望我是可以為世界帶來溫暖和感動的女孩。

優秀事蹟
◆創辦文生中學校刊
◆參加區域和平志工彩繪夢想志工團擔任團長
◆參加教育部新世紀領導人才培育營

自傳
我在家中排行第一，有兩個妹妹，從小父母教導我要做個好榜樣，他們不在身邊時，我要幫忙
照顧妹妹，因此培養了我獨立的個性。大人常會說某些事只有男生才可以做，像爬樹、抓昆蟲、玩
遊戲王卡、打球等，但我卻總不認輸，時時想用自己的力量證明我也可以！上了國中、高中以後，
學校裡有五花八門的活動，我也在閒暇時瀏覽其他網站，只要一有機會，我便立即報名。我樂於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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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友，也愛藉著各種不同的經驗充實自己，更喜歡用特別的方式紓解壓力。當對某件事情感興趣
時，不管旁人如何阻擋或質疑，也澆不熄我的熱忱，我會堅持把它做到最好。
有一次我和老師們一起上垂降課，講師是一位瘦小的女生，但她曾征服過大大小小瀑布，爬過
崎嶇危險的山，我打從心裡佩服。在瞭解垂降的注意事項後，開始在體育館中進行實際操作，由於
牆壁非完全平面，有位老師不慎踩空，在空中翻轉了一圈，頭撞上了牆壁，儘管有安全帽保護，且
老師看起來並無大礙，但是講師也考慮到這面牆壁非初學者適用，演練便就此喊停，我十分沮喪。
由於先前我曾有過垂降經驗，我極力說服講師讓我嘗試，最終我順利完成垂降。

推薦信函
婉玲從國中時代就是細心負責、有領導能力，同時又熱心班務的孩子。高中後她更是勇於承擔
責任，挑戰不同類型的活動，例如：高一時邀請有興趣的同學一同創辦校刊，並參加服務性社團-童
軍團；高二擔任學校班聯會會長、區域和平志工「彩繪夢想」志工團團長，也參加教育部「新世紀
領導人才培育營」。她是一位有熱忱、有行動力、勇於築夢的女孩，在參加多元活動的同時，也沒
有忘記自己學生的本分，在課業上始終秉持用心學習的態度，保持穩定的成績。

推薦人：師長 鄭慧娟

Name: Chen, Wan-Ling / School: St. Vincent Senior High School

I have two sisters who are younger than I. My parents taught me to be a good exemplar of their
children. When my parents were busy with their work, I had to take good care of my sisters. That was
why I have been independent. Because of my curiosity, I have participated in a variety of activities at
school. In addition, I used to visit some websites for the nice activities. If I have the opportunity to part
in, I will sign up immediately. By doing so, I can enrich myself with the interesting and unforgettable
experience. I enjoy the time I share with my friends. I try to release my pressure with some special
ways. There's no one can change my mind if I decide to do something I am interested in.

評審的話
展現責任、自信與熱情，深具服務精神與領導特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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勇氣冒險獎
姓名／姚彤錦

學校／伸港國中

我是女生
我是個勇於嘗試新事物的女孩。

優秀事蹟
◆區域和平志工全國競賽第四名
◆保德信青少年志工菁英獎服務獎、貢獻獎
◆致力保存傳統戲曲─高甲戲

自傳
就像我的名字-彤錦，我是個熱情、勇敢，喜歡挑戰的人，只要是新鮮的事，我就想試試看。只
要我認定是對的，我會一頭栽進，不會在意別人異樣的眼光。從小六開始，我幾乎每個星期六都到
社區學習高甲戲，並找來更多的同學、學弟妹加入，一起學習、一起登台。第一年我學會敲鑼打
鼓，第二年我學會彈琵琶、高甲戲快槍、花槍、四腳槍；我們一群同好踏上了南北戲曲館的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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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挑戰參加區域和平全國競賽。今年我仍持續學習，希望把我最帥氣的身段保留下來，吸引更多學
弟妹來學習，不要讓它斷了根，同時我也架設了網站，希望讓更多人知道高甲戲的美。
在社會公眾人物中，我最欣賞的是孫翠鳳小姐，二十幾歲才開始學戲，但她憑著毅力和求好上
進的心，達成不可能任務。在明華園中她常有演出或觀摩的機會，加上聰敏肯學，幾年磨練下來，
功力突飛猛進，生、旦、淨、末、醜皆能敷演，進步之速令人驚奇不已。隨著「明華園」四處征
演，孫翠鳳小姐也淬練出愈發耀眼的光采。

推薦信函
當別人趁著假日盡情玩樂時，彤錦卻在泉州社區跟著高甲戲的老師學習戲曲；當大家呼朋引伴
逛街的時候，她卻極力的挑戰自己的不足，明知道自己的台語不是很溜，卻因為勇敢、積極的精神
被戲曲指導老師選為戲份較重的一員；雖然對戲劇的專業知識不足，卻因勇於嘗試的態度，讓學校
老師肯定她的付出，去年成功地演出《興漢圖》；今年她再次勇敢挑戰去年的界線，主動參與《白
兔記》的演出，她是少數積極參與，妥善分配時間給活動與課業時間，堅持不放棄。

推薦人：師長 李崑明

Name: Yao, Tong-Jin / School: Shengang Junior High School

I am a cute and brave girl. I'm from Shengang Junior High School. I like trying everything new and my
teachers always tells me to be myself. Therefore, I have been joining in a traditional drama-高甲戲 for
three years. Every Saturday, I have to practice it at least four hours. Now I have the chance to play on
the stage, so I hope to make more people understand it, and try to spread it to many places.

評審的話
積極投入傳統戲曲文化傳承，努力不懈、突破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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勇氣冒險獎
姓名／徐姝涵

學校／國立台東專科學校

我是女生
我是姝涵，我想成為感動人們的女孩。

優秀事蹟
◆南華大學第二屆高中職哲學與生命教育徵文比賽第三名
◆101學年度專科部學生社團新聞社社長
◆101學年度專科部學生社團評鑑優等

自傳
從小與母親相依為命，自幼體弱多病，我的國中生涯因為生病的緣故過得並不順遂，光是要保
持每天上學就已經是我的身體的極限，更何況是學業，所以我被老師認定為是不會再升學的學生。
我自認為自己比較不會唸書，若是堅持上學，我願意一試，只要我「能」去上學，我一定堅持到
底，我拚命將成績補齊，補多少算多少，以著至少我有努力過的心態，不放棄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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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雖是不堅強，可我想堅持、想相信。我曾與現實掙扎、拉扯，屢仆屢起的艱辛，殫精竭慮的
煎熬。在因緣際會下，我來到東專，想從零開始。雖然終究無法唸到家鄉的學校，但能升學我就已
心滿意足。現在的我服務於學校的工讀生與擔任專科社團的新聞社社長、諮商輔導中心的義工。我
看到學校張貼著第十一屆Formosa女兒獎甄選海報，希望我可以讓自己故事藉由甄選分享、鼓勵更
多的人。
從小我有很多夢想，但隨著生病，夢想就一個一個放棄。但是，我仍不想擁有放棄。我現在的
夢想是努力完成學業，陪伴我唯一的相依為命的母親。夢想雖小，但對我來說是很大的挑戰。我努
力唸書，學習照顧自己、保護自己，不讓母親擔心。報名女兒獎甄選不論有無獲獎對我都是一種成
長，讓我更加認識自己，也更對自己有自信。

推薦信函
姝涵自幼體多病，與我一同寄人籬下，相依為命，因我沒唸什麼書，又沒社會工作經驗就只能
做手工，加減撿賣一些破銅爛鐵，她從小跟著我撿破銅爛鐵、幫作手工，撿人家不要的東西，她卻
心滿意足。剛上國中她突然病倒了，學校希望她休學，我想盡辦法請學校協助她，她每天咬緊牙
關，拖著沉重的身體去上學，就算只能撐一節課也好。後來我突然病倒，她不忍心我們的境況，獨
自去申請低收補助，獨自去看診檢查，終於她的努力得以國中畢業。我原想她能國中畢業已經是奇
蹟，沒想到她竟然還能可以升學，讓我很欣慰。

推薦人：媽媽 徐菫樺

Name: Xu, Shu-Han / School: National Taitung College

My name is Xu, Shu-Han. I am 18 years old, from Banqiao. I study National Taitung College. Glad to get
to know everyone, this is my self-introduction.

評審的話
努力克服身體限制、自立學習，積極參與社團事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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勇氣冒險獎
姓名／陳禹樵

學校／台北市立龍門國中

我是女生
我是一個熱愛運動、勇於冒險的女孩。

優秀事蹟
◆國中畢業體適能金質獎
◆國中學生科學創意營生態設計獎
◆102年台北市性別平等教育歌詞創作及歌唱比賽佳作

自傳
我的個性開朗，凡事正向思考，最喜歡打排球和聽音樂，這兩件事是我的精神糧食，可以帶給
我源源不絕的能量。國小五年級加入學校的排球隊，在體能與紀律方面都有很好的鍛鍊，每天早上
7:30自己走路到學校練球，也間接養成我獨立自主的生活能力。上課時認真聽講、主動負責的學習
態度，讓我在畢業時領到了珍貴的市長獎，而全校唯一的「體適能金質獎」更帶給我莫大的信心和

勇氣冒險獎

鼓勵！
在今年國二升國三的暑假，我參加了位在美國的國際性冒險營隊，我獨自一人搭機前往美國波
特蘭，途中在舊金山轉機。這個營隊總共16天，睡帳棚、在野外自己煮飯，而且16天只洗了3次
澡。從第3天開始沿著海邊步行，4天內總共走了23英里。最困難的一天是步行的第3天，一口氣走
了11英里（相當於17.6公里）！全程背著近20公斤的背包，且沿岸幾乎都是不好走的岩石，到達後
我們全都累得直接倒在沙灘上就睡著了！接下來還進行了划船、攀岩、泛舟等活動，甚至從2層樓
高的橋上跳進河裡，最後成功攻頂了一座8,346呎的活火山-聖海倫斯山，全都是我人生中難忘的初
體驗！

推薦信函
禹樵是我非常欣賞喜歡的好學生，因為她兼具細心與勇氣，合群與自信，更時時刻刻充滿學習
的動力與生活的活力，對於自己負責的工作一定全力以赴做到最好。除了學科的知識，也能廣泛涉
及各層面知能。

推薦人：師長 林志達

Name: Chen, Yu-Chiao / School: Taipei Long Men Junior High School

My favorite subjects are P.E. and Art. And things I like to do best are playing volleyball and listening to
music. I joined in school's volleyball team at fifth grade and had a great opportunity to strengthen my
physical power and discipline. I walked to school around 7:30 every morning to practice volleyball;
hence I became an independent and responsible person. This summer, I flew to the US for Adventure
Treks-Pacific Northwest Experience Summer Camp all by myself. We did a lot of outdoor activities
including backpacking, sea kayaking, and rock climbing, rafting and mountaineering. It's a huge
challenge for me and I'm proud that I made it! I believe this will be an unforgettable lifelong memory
for me.

評審的話
具備性別意識並勇於挑戰體能限制及野外活動，極具勇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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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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

數理科技獎
姓名／楊晏棋

學校／明道中學

我是女生
我是一個擅社交，有企圖心的女孩。

優秀事蹟
◆台灣區國中數學競賽(JHMC)中區個人及團體優良獎
◆明道中學化學學科能力競賽佳作
◆科學菁英團隊最佳演示獎

自傳
我是一位熱情活潑又酷愛運動的高中生，喜歡結交朋友、拓展人脈、大方展現自己。在讀書方
面，安排計畫、按部就班、全力以赴。我努力爭取參加校內、外有競賽，卯足全力拼到最高榮譽，
雖然有時結果不盡人意，但強烈的企圖心使我邁向更遠大的目標。機會來了好好把握不讓它溜走，
這就是努力積極的我。在成長過程中經歷許多不同經驗，例如：國際泰北志工、台中市英文演講比

數理科技獎

賽、全國籃球乙級聯賽、校外數學競賽等等，這些經驗使我成長許多。在課業之餘我參加不少社
團，讓自己每天過得很充實。
國中時，我是學校的數學資優班及理化資優班的班長，也是現任的數理實驗班班長！老師常常
培訓我們參加數學競賽，曾在台灣區國中數學競賽(JHMC)拿下佳績。高中時，我是學校的數學代表
隊，也是學校科學菁英團隊的成員，團隊中有許多機會讓我探索科學的奧妙，例如：我曾參與惠文
國小科學營擔任化學講師；也支援了學校舉辦的MIB科學探索營。課外之餘，我參與物理讀書會、
智慧鐵人競賽、台大化學營以及生命科學社等等。我抱著一顆認真的心學習科學新知，相信憑藉著
強烈企圖心，我在科學方面會有更大的成就！

推薦信函
晏棋在校內和校外參與各類科學活動，她總積極爭取數理方面的競賽；踴躍參與科學活動及講
座，抱著一顆熱忱的心，面對各種科學學問及難題。在國中時，曾拿下OMC菁英盃台灣區優等獎、
JHMC個人及團體優良獎等獎項，也入選為學校ARML數學代表隊。在課外之餘，她是學校科學菁英
團隊的一份子，此團隊舉辦許多活動及工作坊，滿足了她對科學的好奇心，也曾經是學校生命科學
社的社員。她曾參與智慧鐵人競賽，雖然無功而返，卻激起她的鬥志決定明年再戰，晏棋有一股強
烈企圖心，讓她不斷爭取、嘗試各種機會及可能。

推薦人：師長 曾麗娟

Name: Yang,Yan-Ci / School: Mingdao High School

I have an optimistic attitude toward every challenge, nothing can frustrate me. I have passion for playing
basketball in the school team, nothing can stop my love for basketball, plus, I'm the captain of MVP
basketball team. I have proficiency in making friends; nothing can bring me more joy than being with
friends. And I have lots of extra-curricular experiences, for example, I'm the“Vice President”of school
club“Rotary”. In this club, we organize service for people who are in need in the society each
semester. We have once been to Nantou to show concern to children in the mountain, and mostly, help
them; I am the captain of the International Northern-Tailand volunteers group, which we have gone
abroad together(49 people), and this travel definitely makes me grow.

評審的話
勇於探索、迎接挑戰的好女兒，對於數理活動具有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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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理科技獎
姓名／李舒媺

學校／國立台中一中

我是女生
我是字典裡沒有放棄的女孩。

優秀事蹟
◆101年女子數學奧林匹克銀牌獎
◆第52屆全國中小學科學展覽會生物組第二名
◆102年Taiwan International Science Fair Zoology Third Prize

自傳
我目前就讀於台中一中科學班，是班上唯一的女生。我的個性開朗樂觀、活潑大方，面對大舞
台不怯場、處理小事情很細心，交友甚廣，人緣很好。我的興趣廣泛，包括游泳、彈琴、看電影是
休閒娛樂；魔術是高中以來的社團活動，也以此在美國、日本和中國的國際交流舞台上一展長才。
我在兒童之家擔任志工，為小朋友們定期舉辦活動，既能磨練成長也能回饋社會。

數理科技獎

我身為科學班的一員，對於科學實驗研究有著極大的興趣和熱忱，自從在國小接觸過科展之
後，我無可自拔地愛上了做實驗的新奇感和成就感，我曾經參加過的數理競賽和科學營隊不勝枚
舉，實驗總有不如預期的時候，但是永不放棄是我一直堅持下去的原動力。最大的志向是回饋社
會，未來希望能透過實驗研究造福人群。

推薦信函
在台中一中這所男校中，舒媺所表現出的自信是格外突出的在剛升上高一時，她便已經確立未來
兩年科學研究的志向，在家裡地下室建立蟋蟀培養室，進行長期觀察與研究；除了諮詢學校生物老
師，還主動積極、毫不畏懼的尋求大學教授的資源，獲得教授的青睞讓她在中興大學昆蟲系實驗室裡
進行科學研究的進修。科學研究的過程需要極大的挫折忍耐能力，而舒媺不論實驗的結果是否符合預
期，她都能不畏懼失敗、持續探究。當過關斬到達全國科展以及國際科展的會場，她即使面對院士級
的評審教授，仍以開心分享結果的心態，與大師一同討論並找出研究的更多可能性。

推薦人：師長 龔雍任

Name: Lee, Shu-Mei / School: National Taichung First Senior High School

I'm seventeen now, and the only girl in Taichung First Senior High School the class of Science. There
are Dad, Mom, a brother and a sister in my family, we share our laugh and tear together. Optimistic and
positive, cheerful and generous that's me. I can not only show my confidence on the stage, but also be
very carefully with the details in life. I'm easy to get close to, that's why I have a lot of friends.
Swimming, playing piano or watching movie are my entertainments in free time. I play magic, too. When
I went to America, Japan and China for exchange programs, I made my performances on the stage and
paid back a really big hand from them. I'm a volunteer of Central Region Children's Home, we hold
activities for children every month, I've learned a lot while having meetings with partners and feel really
happy when I saw the big smiles on the their faces. Furthermore, I have strong passion and interest in
doing science research. Since I was in elementary school, I keep participating in Science Fair and
competing in mathematics contests.

評審的話
自信與規劃能力非常強，表現穩重、具有理想，若有機會可以多認識女性科學家的生平故事，
瞭解科技與社會的互動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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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理科技獎
姓名／吳語萱

學校／宜蘭縣立中華國中

我是女生
我是一個環境正義的理念推廣的女孩。

優秀事蹟
◆宜蘭縣第50屆科學展覽會化學第三名
◆宜蘭縣第五屆青少年發明展
◆幸福宜蘭環保智慧王第四名

自傳
我來自好山好水的宜蘭，我從小喜歡科學，小一跟著兩個國中老師學科學與能源課程，小三做
主題式研究，小四參加科展做了大量的實驗，如：變色溫度計、隨身冷凍包，煉金術等。與授課老
師上了超過40小時的能源教育課程，更深刻認識環境教育的重要，過去四年中我跟著老師去當環境
教育志工，積極參與教師或學生的研習活動，分享科學與能源教育。

數理科技獎

我發覺數理科技擁有無限的可能，可能也藏著無限的危機。我住低窪地區，因溫室效應和氣候
變遷讓我感觸很深，記得一次颱風放學較晚，回家道路早已封閉，因水已淹到腰部以上。近幾年，
只要有颱風都會有災情，身為地球人，我相信努力研究能讓更多人瞭解環境，愛護這片大地。

推薦信函
語萱是個積極的科學人，熱心能源與科學教育相關活動，並參加科學營隊，完成課程學習或推
廣的相關任務，幫助社區民眾瞭解並學會科學概念與科學過程知識。在科學展覽相關研究上，她在
化學科、數學科、應用科學科上都能創造學校前所未有的佳績，並協助同學參與賽事；發明展方
面，更協助學校擔任分享創作小講師，獲得全縣第一名及參賽全國的資格；國語文競賽方面，利用
科普寫作方式獲得散文類的獎項；在環境教育方面，除了積極參與環境教育課程及推廣活動外，更
以新南地區淹水為命題，參與SONY公司舉辦的環境教育活動，並將成果留於國小與學弟妹分享。

推薦人：師長 陳淑華

Name: Wu, Vivian / School: I-Lan County Chung-Hwa Junior High School

I come from Yi-lan. My school and two professional cooperate to develop course. I like science from an
early age, because I participated science, energy and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I participated in the
science fairs, exhibition of inventions, Chinese race. I was 7 years old to learn science and energy
courses from two junior high school science teachers. I was 10 years old to learn thematic research. I
was 11 years old to participate in science fairs, doing a lot of experiments, such as color thermometer,
keep a frozen bag..., And so on. Teachers and me took more than 40 hours curriculum of energy
education. I more deeply understand the importance of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I live in low-lying
areas. I went home from school late in a typhoon. Home roads had closed due because water was up
to waist. In recent years, as long as the typhoons appear, the community would cause disaster. I believe
efforts to learn about research, so that more people understand environmental issues, we will take care
of the land.

評審的話
探索工作都具有實用性，將來的發展對社會極有貢獻，勇氣令人激賞，如能受到栽培會有很好
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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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理科技獎
姓名／毛靖雯

學校／台北市立中山女中

我是女生
還不到最後，我都要堅持下去。

優秀事蹟
◆台北市科展優等暨團體合作獎
◆IBM創意團體獎
◆參加新加坡國際科展

自傳
我曾參加北市科展、中等教育科學獎助計畫、IBM創意團體獎、新加坡國際科展等比賽，參加
科展是我的興趣，此外也可磨練研究科學的能力，並學習如何在課業與科展之間平衡運用時間，這
其中來自於父母師長的很大鼓勵與支持。在數資班的數理風潮下，我擔任了數學研究社社長一職，
期許在未來辦一系列的演講與討論會，滿足社員對數學知識的期待。在平時學業時間以外，我參與

數理科技獎

羽球球隊來鍛鍊身體和讀小說做為休閒活動。
我目前正在從事有關美洲蟑螂相關的科學研究，我最佩服的人是李遠哲教授，李教授以台灣籍
身分拿下諾貝爾獎成為台灣之光，帶領中央院有許多重大的突破，在新加坡科學競賽時聽到李教授
的演講，更加敬佩他國際觀的視野，我也希望未來能貢獻自己的力量，為自己國家努力！

推薦信函
靖雯參加46屆北市科展，充分表現對科學的熱忱，對學術得認真、發揮團隊合作精神，勇奪優等
與團隊合作獎。她擔任本校舉辦之「蟑螂科學營」的小隊輔與小教師，指導國中學生進行科學活動，
不但認真負責，講解生動活潑，深受小隊員喜愛、敬重。學習成績名列前茅，自我要求高，表達能力
強，亦組隊遠赴新加坡參加國際科學競賽表現優異。她是本校數理資優班學生，科學性向顯著，以蟑
螂為實驗動物，具備耐心、細心、邏輯等科學特質。

推薦人：師長 蔡任圃

Name: Mao, Jing-Wen / School: Taipei Municipal Zhongshan Girls High School

I have been intrigued with scientific research for as long as I can remember. Ever since the first time I
entered in a science challenge, I have dealt with adversity, dedicated my best efforts to achieve greater
results, and learned how to allocate my time wisely. My participation in this challenge is motivated by
my desire to experience the overseas exchange program, absorb valuable knowledge from others like
me and broaden my horizons. It is my hope that our research and findings will be able to contribute to
our world in the very near future.

評審的話
能克服自己的恐懼完成探索科學的夢想，勇於嘗試新的學習經驗，希望能在數理領域有好的
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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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理科技獎
姓名／林彥妤

學校／曉明女中

我是女生
我希望我是忠於自己所愛也樂於服務他人的女孩。

優秀事蹟
◆99學年度曉明女中自然科實驗抽測第一名
◆100年機關王城市盃邀請賽綠能創新設計獎特優
◆101年高中生化學創意實驗闖關比賽二等獎

自傳
我只是個平凡的女孩，沒有過人的資質，可是願意付出比別人多的努力。好奇心使我張開雙眼
去細看周遭的小小世界，也讓我想要用雙手去挖掘、創造一點一滴的小驚喜，從中的收穫和好奇
心、各種元素發生了化學反應，於是我更愛科學。我參加科研社、數理科技相關比賽，不只是增長
了知識，更砥礪了心志。因為勇於嘗試與毅力，熱情能不被挫敗熄滅而持續燃燒；因為堅持、嚴以

數理科技獎

律己，我讓很多不可能化為可能。結合志工服務與科學，我希望能將自己的興趣與熱情散佈出去，
讓更多人可以瞭解科學、從中得到樂趣，甚至將所學貢獻於社會。
國三確定升學後，我一面參加「機關王城市盃邀請賽」，另一方面籌備著「下鄉服務學習」的
課程內容，持續了三個月不斷的查資料、和老師請教、不停的思考、自己動手試作，即使成功率極
低，剛做好的東西可能下一秒被發現是沒用的，但一股努力把事情做好的信念讓我不停的嘗試在錯
誤中找尋答案。最終努力有了回報，我們在南投服務備受肯定，在機關王全國賽也拿到特優獎。

推薦信函
彥妤自從升上高一開始，很積極地利用課餘時間參與各種科學服務活動、研習、競賽的活動。除
了主動擔任物理、化學小老師，也擔任校內實驗室志工，並利用所學到南投水里擔任志工帶領當地的
國小學童進行一連串科學遊戲活動，並以此經驗籌劃在台中賴厝國小的曉明女中科研社國小科學服務
學習營活動。她也會藉由參加各種研習自我成長，如：100學年度領導研習營、2011年未來女科技人
科學研習營、2012年居禮夫人科學營等等。她參加2011年機關王城市盃邀請賽、2011年高中生化學
創意實驗闖關比賽和2012年思源科學創意大賽時，為使比賽關卡的內容能更豐富，運作能更順利進
行，而不斷反覆試作與嘗試，認真的態度也讓她獲得機關王城市盃邀請賽綠能創新設計獎特優。

推薦人：師長 陳健安

Name: Lin,Yen-Yu / School: Stella Matutina Girls' High School

Having no extraordinary talents, I'm not very intelligent but am willing to make more efforts than others.
Curiosity makes me observe things around me, and also makes me eager to participate in some
science activities and competitions. More than gaining the knowledge, I've developed better abilities of
solving problems, and even gained higher EQ from those. Besides, owing to the courage, passion and
endurance, I've turned many impossible things into possible. With my interests and great passion, I
hope that I can combine volunteering and science, contributing to the society someday.

評審的話
是將來可將科學落實於社會服務的優秀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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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理科技獎
姓名／黃宜珮

學校／嘉義市私立嘉華高中

我是女生
我是個有夢的女孩。

優秀事蹟
◆參加94年全國中小學學力成就分析檢測暨福爾摩莎精英盃選拔賽
◆參加95學年度嘉義市國民中小學班級網站競賽
◆嘉義市第28屆國中小學科學展覽會國中組生物科第一名

自傳
理想宛如星空中的北斗星，永遠指引我走向最正確的光明坦途。陽光璀璨，炫麗奪目，位於台
灣西南部嘉南平原北端，距離北迴歸線南邊約一公里的城市-嘉義市，是伴我走過青春歲月的故鄉。
在父母親的認知裡，始終認為孩子可以愛，但不能寵壞！與其為我們支配一切，不如教我們方法。
在父母親民主式的管教下，我期許自己能成為一位負責任且勤奮不懈的好國民。家中成員有身為警

數理科技獎

察的父親，全職照顧家庭的母親，比我年長五歲的哥哥，以及年紀相仿的姊姊，有手足使我更能懂
得分享的心。
嘉義市第25屆國民小學科學展覽會，我以「奇妙的泡泡」為主題做了一些簡單的介紹，因此啟
發我對科學的好奇心。第一次接觸後，我深深地對自然科學產生很大的興趣；往後在我升學的路程
中，總是離不開自然科學的路。除了積極的參與校內各種科展的研究外，也參加校外的國民中小學
科展展覽會，正是這些活動照亮我的生活，豐富我的生命，使我總是時時刻刻對大自然的一切充滿
了好奇心。

推薦信函
宜珮平時待人熱情大方、處事認真負責、為學力求上進，各方面表現均十分優異，尤在科學研究
方面表現突出，深具熱忱。甫國小六年級，即熱烈參與區域級科學展覽競賽活動，並獲得評審青睞，
隨著年齡增長，她在國二時期以「魚兒水中避險之旅小斑馬魚於水質毒性生物監測之應用研究」榮獲
國中生物類別冠軍，此外，她亦利用課餘時間，和同班同學一起籌備數理研究社，期望發揚數理科學
的內涵，並且主動到校外參與醫學相關營隊，致力於融合自己的數理能力與科技表現，期許自己未來
能打破傳統的性別刻板印象，將科學知識應用於生活中，以期未來能有所成就，造福人類生活。

推薦人：師長 蔡佩琪

Name: Huang, Yi-Pei / School: Chia Hwa Senior High School

There are five people in my family. The life which we live in is very peaceful and harmonious. Since my
childhood, my father who is a police officer has taught me that we should be diligent and responsible,
and to be a good citizen devote to our country. I think I am very happiness, cause I have siblings, it
makes me can understand the true significance of cherish and share.

評審的話
勇氣和愛心最為讚賞，具有執行的毅力與行動的自信，希望持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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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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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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能運動獎
姓名／蔡明娜

學校／東吳高職

我是女生
我是一個有自信、有夢想的女孩，想讓更多人可以看到我。

優秀事蹟
◆101年獲邀雲林之光花式獨輪演出
◆101年育英國小獨輪車馬拉松25公里競賽第二名
◆101年全國獨輪車教育盃400公尺、200公尺競速雙冠軍

自傳
溫柔、敦厚是從小父母對我的養育方式，我來自雲林縣北港鎮，出生在一個生活簡樸的家庭，
父親從事室內裝潢工作、媽媽在工廠工作，家庭成員還有我與奶奶，因為父母晚婚，所以只有我一
個小孩。小時因自信心不足，在老師的建議下我學習獨輪車，11歲起，當父母親忙於工作時，獨輪
車成為我最佳的夥伴、最好的兄弟姐妹，也是我最好的朋友，花式獨輪讓我學習到團結的重要性，

體能運動獎

也讓我瞭解到合作的重要，舞台上揮灑汗水，為每一次競賽及表演做最大的努力。每一次的上台我
總是告訴我自己：「我可以的！」，因為我相信「我可以的！」期許自己在未來創造更多的佳績，
也希望我的獨輪車「小天」陪我到世界各地去，在世界的每個角落都能看到我們的表演。
我是一個開朗、活潑、不拘小節的女孩，勇於接受挑戰，「凡事笑一笑，沒什麼過不了的」，
在獨輪車的世界裡我多了很多志同道合的好朋友，拓展了我的國際視野及人際關係。我擁有全國獨
輪車教育盃競速競賽400公尺和200公尺雙冠軍，突破世界紀錄全世界獨輪車千人大會師，我擁有努
力不懈的精神，相信自己可以把握機會，因為我準備好了。練習獨輪車的過程中雖然很辛苦，時常
跌倒受傷，就算傷口再怎麼痛，還是咬緊牙關撐下去，因為我知道直到成功那一刻，所有之前流的
血汗根本不算什麼。期許未來我能貢獻所學，讓自己的生命發光、發熱。

推薦信函
明娜小學時因自信心不足，家人及師長鼓勵孩子學習獨輪車，她認真學習，參與各項相關競
賽，在花式獨輪單人舞榮獲第二名，去年 11月參與全國獨輪車競速比賽榮獲全國 400公尺及 200公
尺雙料冠軍。她在校表現優異、負責進取，受邀各國中小花式獨輪表演，目前亦擔任東吳高職學生
儀隊，配合學校發展及市府活動參與各大節目活動演出。

推薦人：校長 賴建源、體育組長 蘇文宏

Name: Cai, Ming-Na /
School: Private Dong Wu Senior Industrial Home Economics Vocational High School

Being raised up by positively and lovely parents who work as an interior designer and worker. Riding
unicycle is my favorite sport, which inspires me to learn the importance of teamwork by riding unicycle.
"Yes, I can do it." is what I keep telling myself when performing. Moreover, I'm looking forward to
breaking the records and debut in the whole world and to riding the unicycle and make my dreams
tangible.

評審的話
獨立堅強、突破弱勢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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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能運動獎
姓名／葉思辰

學校／長庚科技大學

我是女生
我希望可以當個人見人愛，把歡樂帶給大家的啦啦隊女孩，Cheer up！

優秀事蹟
◆100年全家啦啦隊錦標賽全女組第二名
◆101年全家啦啦隊錦標賽五人女子組第六名
◆101年台塑運動會、長庚養生村表演

自傳
我是家中長女，個性獨立自主，爸媽假日都要出門上班，我會幫忙做家事，讓他們下班回來可
以很放鬆的休息。我目前就讀於長庚科技大學五專護理3年級，會選擇護理這條路是因為能夠幫助活
在痛苦中的人們，讓這社會少一些病痛。在求學階段總會尋找學習讓自己開心的事，所以我加入了
競技啦啦隊，它與一般啦啦隊加油團不同的是競技啦啦隊有很多高難度的拋接動作，也融合了超有

體能運動獎

活力的舞蹈，我希望能到藉由啦啦隊把熱情傳給大家。長庚競技啦啦隊參加過許多全國比賽及各地
表演，在練習當中汗水和淚水永遠比歡笑來得多，縱使這麼辛苦的練習，在拿到獎狀及獎盃的那剎
那，所有的努力全都值得了，聽到觀眾熱烈的掌聲，發覺之前的努力根本不算什麼。
我最敬佩王永慶先生，王永慶先生創辦這整個長庚體系是非常的辛苦，從一開始的米店小開，
最後成為台灣經營之神，都秉持著「勤勞樸實」的態度才能有今天成功的結果。

推薦信函
我姊姊是個青春又有活力的啦啦隊隊員，希望把啦啦隊的熱情帶給大家，請大家多多支持喔！

推薦人：妹妹 葉芝辰

Name: Yeh, Ssu-Chen / School: Chang Gung University

I am currently studying at the Chang Gung University five specialized Nursing Grade 3. Care will
choose this route is because it can help people who live in pain. Make this community a little less pain.
Of course, in attending schools always looking for some fun things let yourself. So I have joined the
Cheerleading. Cheerleading refueling groups with the general difference is Cheerleading has many
difficult toss and catch action. Also combines elements of super energetic dance. I hope to pass to by
enthusiasm cheerleading to everyone. Is the eldest daughter at home, it is more to understand how
independence. Parents go to work every holiday will help housework. Let them come back from work
can be very relaxing break.

評審的話
把握青春、展現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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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能運動獎
姓名／劉婷葦

學校／南寧高中

我是女生
我是一個有熱情的女孩，也是一個能將快樂給大家的女孩。

優秀事蹟
◆大鵬灣國際帆船系列活動指定行女子組第二名
◆101年全國帆船排名賽T293型風浪板青少年組第六名
◆101學年度總統全國帆船錦標賽風浪板開放型女子組第一名

自傳
我生長在基督教的家庭，教會生活造就了我樂觀、開朗的個性。從幼稚園開始練習游泳，專項
是蝶式、自由式，參加過不少大大小小的比賽，也練就了我的好膽量。在我升國小四年級那年暑
假，在爸爸的引導下開啟風帆的學習，學習的路上有汗水有淚水，因著爸媽的鼓勵、安慰，有句話
說：「在那裏跌倒就要在那裏站起來」，我要靠著上帝所賜的信心撐過去，我要成為第一名！就這

體能運動獎

樣，咬著牙忍著痛就一關一關撐過去。我是個陽光又充滿熱情的女孩，對任何事總是盡力去做，熱
心參與公共事務，受到許多師長的青睞，完成我的目標。
從小學四年級開始接觸風帆到真正成為風帆選手，這一路來經過了無數場比賽，流下數不清的
汗水與淚水，這一路來的艱辛，每天三公里、做不完的伏地挺身、仰臥起坐等等，每年的寒、暑假
都要練習，這些種種都是造就我日後成績的基本訓練。我希望繼續在帆船運動上來更上一層樓，成
為國手在世界各地比賽為國爭光，回饋社會。

推薦信函
婷葦自小四即學習帆船，入門練OP(樂觀型)，直到高中才轉練風浪板，參加多項比賽均獲得佳
績，這是一項需不怕風吹日曬、考驗體力及判斷力的競賽活動，常常一出去外海就要3-4小時，不論
遇到大風或無風的狀況，自己須想辦法完成目標，勇敢的迎戰及對自己有信心是不可缺少的特質。
她就讀一般普通高中，面對吃緊的功課壓力下，不僅運動表現出色，在其他方面也有卓越的表現。
很少有女生願意曬得黑嬤嬤(台語)，且接受把吃苦當吃補的訓練活動，過沒有寒暑假期的生活，也
並不因女生享有特別待遇，自己組帆、板子還要自己扛下水，不會就要學習到會，不得假於人手，
獨自克服各項障礙才能續航，培養出勇往直前不畏艱苦的性格。

推薦人：台南市帆船委員會總幹事 王智昭

Name: Liu, Ting-Wei / School: Tainan Municipal Nan-Ning Senior High school

I grew up at a Christian family. Persistent belief in life helps me to establish optimistic and positive
attitude toward my life. I have started to learn swimming since pre-school education. I am good at
butterfly stroke and freestyle. I have taken many competitions which encourages the bravery of mine.
When I studied at elementary school, my father's friend recommended my sister and I to join
windsurfing sport. I have practiced windsurfing for eight years, which helps me to learn how to
overcome the obstacles and distress. I believe the sentence“Pick yourself up from where you've
fallen.”Also, I strongly know my belief encourages me to defeat the hard difficulty. I am a sunny girl
with great enthusiasm. I am very enthusiastic about public welfare, and I try to do all I can. I obtain good
favor from the teachers and complete my achievement.

評審的話
不屈不撓、志向遠大，盼能保持勇氣與自信、實現夢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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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能運動獎
姓名／葉蘊慧

學校／景文高中

我是女生
我希望勇舞蹈的力量給弱勢兒童一個夢想、圓夢。

優秀事蹟
◆21st Singgapore International Ballroom Dancing Championships
2008 -Junior Under 16 Latin-2nd
◆101年第11屆總統盃全國運動舞蹈錦標賽暨校際對抗賽-青年B組 L、
青年B組 M、青年C組 M第一名
◆第一屆澳門青少年體育舞蹈公開賽暨2009澳門國際體育舞蹈公開賽
國際16歲以下五項 L-第三名

自傳
我出生於一個溫暖的家庭，擁有支持我的家人，我相當感激。爸爸過世後，我的人生雖有遺

體能運動獎

憾，但是還好有很多幫助我的貴人，讓我更堅強且懂事。從四歲那年起，我夢想成為一位優秀的舞
蹈老師，所以我認真練舞，雖然過程很辛苦，需要花費很多時間和金錢，我在舞蹈中找到自信與成
就感，更有接受挑戰的勇氣，希望透過舞藝的精進可以實踐我的夢想，成為舞蹈老師影響更多的學
生。甚至在我能力許可下，到偏遠地區教小孩子跳舞。
我參加過不少國內外國標舞比賽，去過澳門、香港、新加坡，與各地選手切磋舞藝，賽後還會
利用課餘時間充實自己的舞藝，國標舞這條路真的很辛苦，常常要穿著高跟鞋練習，破皮、長水泡
都是常有的事，但阻擋不了我的決心，我要朝夢想前進。我最欣賞的人是跆拳國手蘇麗文，她是我
心中的榜樣，堅持到底的運動家精神深深觸動我，我希望自己和她一樣努力打拚。

推薦信函
國標舞開啟蘊慧的學習之門，四歲開始接觸國標舞，12歲那年蘊慧的爸爸過世了，當時的她沒
有因為喪父而自暴自棄，反而更努力的精進舞藝，2008年開始參加比賽，因為比賽帶來了成就感，
讓蘊慧更有信心，一步步往舞蹈天后邁進。她是一個充滿活力的自信女孩，謙虛又肯付出努力的好
學生，不但常以笑容感染同學，也曾在學校活動中擔任表演，是個有魅力又有熱忱的好女孩。從一
個功課不算頂尖又迷迷糊糊的小鬼，蛻變成舞藝精湛且落落大方的女孩。

推薦人：師長 陳慧娟

Name: Yeh, Yun-Hui / School: Taipei Jengwen High School

I was born in a warm family; I am very grateful for having all supports from my parents, who have
always been giving me much confidence and courage for my dream fulfillment. After my dad's death;
even though that made me sad and regrettable for losing him, fortunately, there are still a lot of people
around me rendering their hands for me, which make me stronger and more mature. Since I was four
years old, I have dreamed of becoming an excellent dance teacher. I have been taking dance classes
from then on, and spending lots of time practicing. Although the process of practice is quite hard and
tiring, I still enjoy it very much, and I don't care how much time and effort it will consume me. I know to
be a top dace teacher is not an easy job, but on the way of being one of them I can build my
achievements up and approach that goal with more confidence. I know I won't give it up; through
perusing for my dream and the training from hard times, I hope I could influence those who are like me,
and, also, I hope, one day, I can contribute my experience and profession to kids in the remote area.

評審的話
充滿自信、努力不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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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能運動獎
姓名／張珈爾

學校／曉明女中國中部

我是女生
我是一個樂於展現自己、突破自我的女孩。

優秀事蹟
◆102年第10屆總統盃全國溜冰錦標賽10000公尺計分賽第三名
◆102年第10屆總統盃全國溜冰錦標賽15000公尺淘汰賽第五名
◆102年第23屆會長盃全國溜冰錦標賽10000公尺計分賽第四名

自傳
我出生小康家庭，父母培養我獨立、積極、負責的生活態度，雖為獨生女，我沒有一絲驕縱，
在團體中善溝通、合作並樂於接受挑戰。我的興趣很廣泛，例如：讀小說、溜競速直排輪、寫文章
及詩作都是我喜愛的活動。在學業與溜冰空檔，我會騰出時間固定到南崁誠品擔任閱讀志工。競速
直排輪是我的特殊專長，從事這項運動不僅讓我更強壯、健康，也教導我如何堅持。

體能運動獎

我的夢想是成為一名競速直排輪國手，代表臺灣參加世界級的賽事。2015年世界錦標賽將在高
雄舉辦，希望屆時我能取得國家代表隊的資格，為臺灣爭光。為了實現這個夢想，我將積極培養英
語能力，並辛勤練習，或許有一天，你會在電視上看到我喔！

推薦信函
從小珈爾源源不絕的求知慾讓我驚喜，每週南北奔波的活力讓我驚奇，每次比賽以小博大的勇
氣讓我佩服，對於學生自身的認知讓我滿意，無窮的自信正在慢慢累積中。為了競速這條路，她回
到台中就學，又為了兼顧學業，挑選無晚自習且不需補習的學校，她爭取進入曉明女中就讀著實跌
破大家眼鏡，她總是以體育人不畏苦怕難的精神破關，展現體育人應有的態度。身為一個母親，我
是懦弱的，國中後的比賽我已不敢再觀看，那速度令我害怕、擔心，但是面對著滿身傷疤，雙腳腳
踝仍植有矯正器的女兒，我只有挺她到底，只因為她的堅持、努力、以及無比的勇氣。

推薦人：媽媽 曾美芝

Name: Chang, Chia-Erh / School: Stella Matutina Girls' High School

There are three people in my family. My father is an instructor in university. My mother is a computer
teacher in senior high school. I am the only child in my family. Although I am the only child, I am an
independent, responsible and mature person. During the studying in school, I have been an outstanding
student on my studies, and have excellent performances in school activities, such as the speech
contest, the swimming contest and the relay race. I always do my best to fight for the honors. Besides,
my hobbies are extensive. I enjoy reading novels, writing articles and poems and roller-skating. I like to
read novels in my free time. Sometimes I go to the bookstore with my mother. Reading makes me not
only get knowledge, but also think more deeply. I also like to write some articles and poems. Many of
my friends praise my work very highly. Roller-skating is my special skill. I have won lots of awards in this
sport. It makes me stronger and healthier, and also teaches me how to insist. I want to become a
professional roller skater. Maybe I will stand for Taiwan to join international games in the future. I keep
improving my skills and overcome my weakness all the time, because I hope my dream will come true.

評審的話
毅力可嘉，突破身體限制，盼能持續懷抱勇氣與自信、實現夢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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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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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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創作獎
姓名／賴涵文

學校／稻江護理家事職業學校

我是女生
相信自己正站在通往夢想的天空，每階的努力都是希望。

優秀事蹟
◆全國高中職學生網路文學獎散文類佳作、新詩類佳作
◆台北市國語文競賽作文組佳作
◆南華大學哲學與生命教育學系徵文比賽佳作

自傳
我目前就讀稻江護家幼兒保育科，由於對生命文學的熱愛，使我決心想轉文藻外語學院應用華
語文系。從小我便培養起對於創作的熱愛、專長及興趣，小學六年級出過人生第一本書｛輕薄時
上｝，國中三年級出第二本書｛明湖音悅｝，對於在文學創作中譜出生命樂章，有著動人心弦的感
動，這是我從未疲倦的工作。我得過台北市國語文競賽作文組佳，更榮獲全國高中職學生網路文學

特殊創作獎

獎散文類佳作、新詩類佳作，亦榮獲閱讀喜閱獎，代表稻江護家至校外領獎。我認為自己是全方位
的特殊創作女孩，能夠勝任此獎項！
一開始我對文學創作沒有自信，只覺得創作是自己的興趣，進入稻江護家之後，國文老師提拔
我的創作才能和寫作潛力，才使我從低谷中一步步爬上來，我不斷不斷地寫作文爬格子、投稿，一
切皆是希望有朝一日能夠成為名符其實的作家。

推薦信函
涵文國小時發現了寫作的興趣，之後便不停的嘗試練習，畢業時家人鼓勵她在寫作上的勤勉，
替她出版了自傳｛輕薄時上｝，紀念人生一個階段的完成。國三在家人鼓勵下，在她的人生里程中
又多了一本著作｛明湖音悅｝校園小說，小說中少女情懷總是詩的感懷，洋溢於字裡行間，羞澀中
帶著個人對感情不凡的看法。她說「愛是一種用心.一種感受」比同儕相較顯得成熟。她在三魚網寫
作平台達到七星級的榮耀，亦勇敢接下繁瑣的校刊編輯工作，也參加校內外文學創作比賽，皆得到
好成績，如：台北市中學佳作獎、全國網路文學佳作等等。

推薦人：師長 林素珍

Name: Lai, Han-Wen / School: Dao Jiang Senior High School

I am currently studying Early Childhood Care Division Toko nursing home, he thought of the helicopter
with the department, but mostly from literary awards in related fields, but also because the love of
literature to life, so I resolved to turn Wenzao Foreign Language Institute - Department of applied
Chinese. For the love of creation from the very young will cultivate self expertise and interest in the sixth
grade, the first book of life turned out on} {light when the country out of the second book in the third
grade Yin Yue} {Clear Lake, for in literary creation spectrum of life movement, has a touching, moving,
this is the work I have never tired, too Taipei was awarded the National Prize award, also won the
reading Laureate, on behalf of Toko nursing home to school award. So I think I'm a full range of special
creation girls qualified for this award!

評審的話
已突破自我限制，要繼續實踐自我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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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創作獎
姓名／許曉君

學校／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我是女生
我是一個很有自己的女孩。

優秀事蹟
◆第三十屆全國書法比賽高中組特優
◆101年台南地方美術展覽書法類佳作
◆台南市議長盃書法比賽高中組第一名

自傳
我是「小而志大無放棄，君子高尚德滿溢」的許曉君，出生於古色古香的府城。從國小三年級
開始接觸書法，仔細算算已是十年的歲月。我以瘦金體打遍大大小小的比賽，瘦金體挺拔猶勁、鋒
芒畢露的獨特風格，讓我對這字體倍感興趣，下筆時頓挫有力，運筆極瘦卻不失其肉，飄逸靈動的
流暢，臨摹其作品時讓我心神舒暢，洗盡生活中的殘垢。在漫長的求學路途中，我學會對自己所做

特殊創作獎

的事負責，也懂得一步一腳印、腳踏實地的走出自己的路。
我有多方興趣，除舞蹈外，自小三開始也學習書法，很快的在書法藝術的領域裡找到自己的成
就。記得我第一次參加校內的書法比賽，因長水痘請病假，但毅然堅持參加比賽，最後仍得到第二
名。多數同學因課業沉重的壓力下，選擇放棄興趣與才藝，但我不一樣，即便遇到瓶頸挫折，我始
終沒有放棄對書法的熱情。我最欣賞的人是林依晨，她不因名聲、金錢而迷失自己，知道自己的需
要和堅持，這也是我對自己的期許。

推薦信函
曉君平日學習態度，積極進取，並於課餘時間，以個人擅長之書法，參與學校志工服務，春聯
義賣所得均捐助公益團體，其熱心助人之精神，榮獲97年度董氏基金會嚴道博士公益獎助學金。國
三時學校推薦，中國青年救國團台南市99年度中等學校優秀青年之表揚，畢業時榮獲議長獎和市長
藝術獎。雖然擁有諸多殊榮，她依舊是謙虛不居功，認為自己所學不足，繼續努力向上，把每一場
書法比賽當作磨練創作及自我成長，不管成績如何都能勇於接受。

推薦人：師長 杜其東

Name: Hsu, Hsiao-Chun / School: National Kaohsiung Normal University

My name is Hsu, Hsiao-Chun. I was born in Tainan, Taiwan since February 25th, 1995. I have a
younger brother. My father is an employee and my mother is a house wife. I have many hobbies such
as listening music, watching movies and reading.

評審的話
乖巧向上，創作者應有的膽量仍須磨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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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ia Girl Ambassadors
You have be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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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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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st Asian Girl Rights Award
Applicant List
Adiya Purevsuren from Mongolia's Mongolian Youth Development Services Center,
Ayaulym Tleubaldy from Kazakhstan's Nazarbayev University, Bisma Zaffar from
India's The Peace Gong, Centralyn Palabrica from Philippines' Christian Growth
Ministries (Home of Joy), Harmony De Jesus from Philippines' Christian Growth
Ministries (Home of Joy), Hoai Chu Thi Thu from Vietnam's Center for Studies and
Applied Sciences in Gender - Family - Women and Adolescent (CSAGA), Ishita Uppal
from India's JAGRITI Mission Ishita Foundation, Jarin Khan from India's Medicare
Hospital Foundation, Marjorie Matadlang from Philippines' Christian Growth
Ministries (Home of Joy), Myca Caburnay from Philippines' Christian Growth
Ministries (Home of Joy), Mary Khachatryan from Republic of Armenia's "The Future
is Yours" NGO, Zhanar Seitzhan from Kazakhstan's Nazarbayev University, Shraddha
Mahat from Nepal's Jagriti Child and Youth Concern Nepal, Thansila Muyyarikkandy
from India's The Peace Gong, Thao Chi Nguyen Viet from Vietnam's Thieu Nien Tien
Phong Magazine/SAO MAI 7.8.9 Magazine, Tserenbaljir Mandakh from Mongolia's
The "PRINCESS" Center for the Protection of Girls and Young Women's Rights,
Uroosa Gul from Pakistan's Society for Appraisal & Women Empowerment in Rural
Areas, Zehra Shah from Pakistan's Human Resources Organisations (HRO)
Finalists are marked in BO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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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minated Asian Girl Ambassador
Name: Tserenbaljir Mandakh Country: Mongolia
Organization:
The Princess Center

Awards/Achievements:
◆Client turned advocate
◆Board member and club coordinator at Young Mothers' Club,
the Princess Center

I was born on July 17, 1995 and now I am 18 years old. Currently, I live with my parents and
daughter, who is 1 year old. I am a teenage mother and coordinator of the Young Mothers' Club
next to the Princess Center. I was one of the clients and project beneficiaries of the Princess
Center between 2011 and 2012. At that time, I was a victim of domestic violence and was
repeatedly beaten by my boyfriend (the father of my daughter). Initially, I just wanted to talk with
someone about my problems and try to find a solution for them. Then, I heard about the Princess
Center from my friend. At the same time, my boyfriend took my daughter away from me, meaning
that I couldn't see her for a few weeks. With the great support of social workers at the Princess

Nominated Asian Girl Ambassador

Brief Introduction

Center, I safely took back my daughter and ended my relationship with my daughter's father.
After receiving assistance from the Princess Center, I have realized that there are thousands
of girls, especially teenage girls, facing problems such as early marriage, early pregnancy, unsafe
abortion, early birth, gender-based violence, and sex discrimination. Apart from understanding
these realities, I have realized that there are various ways to solve all these problems. The
Princess Center really helped me to understand that we girls can help each other and support
each other as well.

自傳
我出生於1995年8月17日，今年18歲，目前與父母和我一歲女兒居住。我是一位青少年母親並
且是公主中心旁一個年輕媽媽俱樂部的協調人。我在2011至2012年曾為公主中心其中一位當事人和
方案受益人。當時，我是家暴之下的受害者，被男朋友（女兒的父親）歐打。我的男友將女兒奪
走，使我幾個禮拜都無法見到她。藉由公主中心社工的協助，我將女兒安全地帶回，並與女兒的父
親正式斷絕關係。
自從接受公主中心的協助後，我發現有許多女生，特別是青少年女生，正面臨著許多問題，例
如：早婚、早孕、不安全的墮胎、早產、性別暴力、性別歧視等。除了瞭解這些現實狀況，我發現
有許多不同方式，能夠幫助像我一樣面對著這些問題的女生，解決問題。公主中心讓我了解女生也
可以互相幫助及扶持。

61

Nominated Asian Girl Ambassador
Name: Thansila Muyyarikkandy Country: India
Organization:
The Peace Gong

Awards/Achievements:
◆Wayanad Shishu Panchayat President
◆Shishu Panchayat Micro Finance Bank Founder
◆Chief editor of Peace Gong Kerala
◆Media literacy head of AFRC INDIA.

Nominated Asian Girl Ambassador

Brief Introduction
I am the president of Wayanad Shishu Panchayat (a national movement aimed at educating
people in India about democracy and children's rights). One of my greatest contributions to Shishu
Panchayat is founding a micro finance bank (MFB), which has brought waves of changes and
stability to all our initiatives. The Shishu Panchayat MFB now promotes budget literacy among
children.
I led a group representing my home state of Tamilnadu in an UN-supported youth consultation
on the UN Millennium Development Goals, an event which was organized by youth-led
development agency Restless Development. At Wayanad, I performed many tasks including
leading a group of girls to conduct the UN My World Survey and coordinating a youth conference
on volunteerism.
In 2013 I became Kerala State Bureau`s first chief editor of the global children's newspaper
The Peace Gong. Peace Gong is an initiative to develop capacities of children and young people
to work for peace though tools of media and information literacy, founded by the Gurudev
Rabindranath Tagore Foundation, New Delhi. The aim of The Peace Gong is to build bridges of
friendship amongst children of the world for a global non-violent future. It also aims to facilitate
dialogue amongst young people from diverse communities and regions. As part of the micro library
project of Leadership Village“Library On Wheels”, I started a library in my house and visited the
houses of many children and youth, to distribute books.

自傳
我是Wayanad Shishu Panchayat（教導印度孩子民主與權利的國家運動）的總裁。我對於
Shishu Panchayat最大的貢獻之一，是創辦帶起變化和穩定性給我們組織的微型銀行。Shishu
Panchayat的微型銀行正在推行孩子預算掃盲。
我帶領著代表我國Tamilnadu的團隊出席由Restless Development所籌組的聯合國千年發展目標
的少年會議。在Wayanad區，我帶領一群女生執行帶領the UN My World 調查並協調一個少年會議
中許多事情上志願服務。
2013年我成為全球性兒童報紙「和平宮」（The Peace Gong）喀拉拉邦（Kerala State）處的
第一位主編。由位在新德里的Gurudev Rabindranath Tagore基金會所創立的「和平宮」（The
Peace Gong）希望透過媒體工具與資訊透明幫助孩童與年輕人為和平而努力。「和平宮」的主旨是
幫助全球的孩子建立友誼而達到一個沒有暴力的未來。也希望幫助來自各個不同社會層面與地區的
年輕人建立起溝通的管道。因為參與Leadership Village的微型圖書館“Library On Wheels”，我自
己在家裡設置了一個小型圖書中心，並拜訪需多孩童與青年一起分享這些書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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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minated Asian Girl Ambassador
Name: Hoai Chu Thi Thu Country: Vietnam
Organization:
Center for Studies and Applied Sciences in Gender - Family - Women
and Adolescents (CSAGA)

Awards/Achievements:
◆Survivor of domestic violence
◆Volunteering to help disadvantaged people
◆Model student at school with good grades

When I was 13 years old, my mother was beaten to death by my father and his family
members. The court had to review the case many times, but finally, with the support of voluntary
lawyers and CSAGA reporters, all the people who caused the death of my mother were put into
prison for between seven and more than ten years. The CSAGA supported me and my brother
until we were 18, and I now aspire to be a lawyer who protects the rights of vulnerable and
marginalized people. To help me achieve that goal, I'm taking the University Entrance Exam for the
Trade University's Law Department. (Update: Hoai has passed her University exams with flying
colors and will begin her studies in law when the semester begins.) I'm also volunteering as a

Nominated Asian Girl Ambassador

Brief Introduction

social worker to serve disadvantaged people.
Violence against girls, including sexual abuse, is one of the most serious issues in my country.
In 2011, the Vietnamese police discovered an adolescent prostitute network in Ha Giang Province
and found that the leader of the network was a high school headmaster. This teacher forced many
girls from grades 10 to 12 to have sex with him and then forced them to become prostitutes. In
addition, domestic violence against women/girls is very common in Vietnam. According to national
research on domestic violence in 2010, up to 58% of Vietnamese women have suffered from
physical, psychological or economic violence.
I have given talks in school to share my story and encourage others to say no to violence.
Why do I want to join the Ambassador program? Because I want to tell my story of violence to
many people in Asia and encourage them to break the cycle of violence.

自傳
當我13歲的時候，我的父親和他的家人把我的母親毆打致死，法院必須多次審查我們的案子，
慶幸的是透過志工律師和CSAGA記者的支持，所有加害我媽媽造成她死亡的人都被關進監獄，並被
判七到十年以上的徒刑。CSAGA一直支援我和我的兄弟直到我們18歲。如今，我期望成為一位保護
社會中弱勢和邊緣人權益的律師；現在，我已經考上了貿易大學的法律系。我也是一名服務社會弱
勢的志工。
對女孩的暴力行為，包括性虐待，是我的國家最嚴重的問題之一。在2011年，越南警方抓到一
個在河江省的青少年賣淫集團，這個集團的首腦竟然是一所高中的校長，這位校長強迫許多10到12
年級的女學生和他發生性關係，然後強迫她們成為妓女；此外，在越南，對女孩和婦女的家庭暴力
非常常見，根據2010年國家關於家庭暴力的研究統計，高達58％的越南婦女遭受身體、心理或經濟
暴力。我在很多學校分享了我的故事，並鼓勵其他人向暴力說「不」；至於為什麼我想加入大使計
劃？因為我想告訴許多亞洲人，發生在我身上的暴力，以及打破暴力循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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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minated Asian Girl Ambassador
Name: Chen, Cai-Ling Country: Taiwan
Organization:
The Garden of Hope Foundation

Awards/Achievements:
◆Actor in GIRLS theater group performances
◆Went on tour with GIRLS theatre group to Hong Kong
◆Took part in Garden of Hope's Vagina Monologues

Nominated Asian Girl Ambassador

Brief Introduction
I'm a 16 year-old girl. In the future, I'm confident I'll do very well. My life started to change
when I joined the Garden of Hope Foundation's GIRLS Theater Group. The group is made of girls
with a common interest. Learning about theater together, girls who were once shy, quiet and
uncomfortable when people looked at us, gradually opened up, joined the team and learned how
to interact with others. Everyone in our theater group has their own life story to tell. We all have
bad memories locked inside our hearts. But through theater therapy, we started by learning how to
act out other people's stories. We performed the Vagina Monologues on stage, and finally turned
our own tales into a script, and acted out our life stories. Through theater we can express our
feelings and talk about our big and small dreams for the future. We also tell the audience about
how angry, afraid, and upset we are. We tell them not to overlook the injustice that we have
suffered.
At the GIRLS Theater Group we don't just performed our own life stories in Taiwan, we also
take our show abroad. This year we won government funding to Hong Kong. As well as seeing
another world, the trip gave us further proof that our stories have the power to comfort other girls
who have been through what we have suffered. We can support each other and stand up again. I'll
keep performing for GIRLS, and I hope more girls will join the theater group. As well as getting
help for our own lives we can also help other people.

自傳
我是一個16歲的女生，對於未來，我自信自己將會做得很好，這樣的改變從我開始參與勵馨基
金會的葛洛思少女戲劇團體開始。這個團體是由一群對戲劇有興趣的女孩所組成，透過戲劇團體中
的學習，使得原本內向、不愛講話、對別人的眼光感到壓力的我，漸漸的能放開自己融入大家，懂
得與別人相處。在團體當中每一個人都有自己的生命故事，都有心中揮不去的不好記憶，透過戲劇
治療，我們開始可以演別人的故事參與了「陰道獨白」的舞台劇演出，最後竟然可以把自己的故事
寫成劇本，演自己的生命故事，藉著戲劇，我們抒發自己的情緒，講出我們對於未來大大小小的夢
想，也告訴觀眾我有多憤怒、害怕、難過，不去忽視曾經發生在自己身上不公義的待遇。
我們，葛洛思少女戲劇團體帶著自己的生命故事劇本，除了在國內的社福機構做服務演出外，
今年我們有機會獲得政府的補助到香港進行交流學習，看看不一樣的世界，也更加肯定我們用戲劇
方式所呈現的生命故事，可以安撫那些跟我們有相同遭遇的女孩的心靈，大家可以彼此支持、重新
站立。我將持續參與葛洛思少女戲劇團體的活動，也希望有更多的女孩參與，在生命中除了獲得協
助外，也能幫助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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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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F o r m o s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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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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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mosa女兒節照片集錦
魔法少女電力營暨女兒工作日

女兒節照片集錦
Formosa

魔法少女電力營大合照

魔法少女電力營幫助我們認識自己

魔法少女電力營真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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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孩們熱烈討論著如何裝扮，準備站上舞台

女孩們正發掘環境中與性別相關的蛛絲馬跡

舞台上女孩們展現自信的自我

女兒節照片集錦
Formosa

從大地遊戲中學習建立身體界線與自我保護

女孩們熱情地參與大地遊戲

女孩們在課程中踴躍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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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兒節照片集錦
Formosa

參與面試的女兒們仔細聆聽工作人員解說面試流程

第十一屆
Formosa女兒獎
面試花絮
社群經營的評審一早即來進行
書面資料審核，聆聽評分標準

勇氣冒險獎面試者正
侃侃而談自己的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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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兒節照片集錦
Formosa

女兒們等待面試中

數理科技獎評審針對書面資料進行評分

體能運動獎參賽者面試中

特殊創作組老師正聚精會神聆聽參賽者解說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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