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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屆 Formosa 女兒獎入圍名單

培力女孩 打造性別公義社會
勵馨基金會 執行長

社群經營獎
李孟臻、劉又綺、陳季璘、黃子瑄、陳孜瑜、姚雅馨、余宸萱、林

Formosa 女兒獎 12 歲了！ 12 年的時間，足以讓一個女孩從嬰兒到國小畢業；

亘

陳映蓉、葉晏伃、李苙榕、謝佳桓、謝宓君、王姿燕、楊文彤、吳梓樺
楊明心、鄭禹彤、陳秀宜、陳潔蓓

台灣社會的性別意識也逐漸被啟發，很欣慰看到台灣女孩開始勇於表現自己、敢
說出自己的夢想，不再只是父系社會下的「第二性」！
2003 年，勵馨因心疼台灣女孩自小在家庭、學校、社會體系的貶抑暗示中長

勇氣冒險獎

式宣布每年 10 月 11 日為「國際女孩日」(International Day of the Girl Child); 隔

李謙慧、賴羿妏、蔡孟晴、鄭天愛、吳宜宣、葉時羽、姚書筠、藍挺毓

年台灣正式和國際接軌有了第一個「台灣女孩日」；勵馨也因為倡議台灣女兒價值，

姚彤錦、林彥廷、楊宇涵、羅珮云、黃繻嫺、顏嘉瑜

獲得 2014 年「傑出公關獎」的肯定。

給女兒的鼓勵

女兒獎入圍名單

大，啟動了「台灣女兒節」系列行動；10 年後，也就是 2012 年，聯合國居然正

檢視國際社會中仍有許多女孩人權被嚴重剝削與踐踏，如殺嬰、被迫早婚、

特殊創作獎
林文芸、王宥心、蔡雅雯、黃宇涵、余茜如、何欣恬、蔡沛倪、郭芷吟
陳姵穎、鄭琳蓉、張芸瑄、曾姵瑀

性交易、失學、懷孕 . . . . . . ，令人心疼。為此，勵馨期望分享台灣經驗，就從亞洲起，
培力更多亞洲地區的女兒能為自己發聲。在 2012 年，勵馨啟動了「亞洲女孩人
權行動」；今年，已成功串聯 25 個國家、340 多個組織、近萬位女孩一起發聲，
進行「亞洲女孩人權行動」，同時，主辦「亞洲女孩人權獎」、「亞洲女孩社群

數理科技獎

經營獎」徵選，以表彰亞洲女兒們。勵馨期許就從女兒系列行動開始，讓亞洲更
接近成為性別公義的社會。

蔡佳穎、吳宜庭、蕭雅馨、余偲綺、彭顓顓、王郁馨
勵馨的期許的性別公義社會是，從生命開始之初，沒有人因為性別篩選而被

體能運動獎
許馨云、張 芸、蘇郁琌、陳梓盈、許馨方、葉子琳、吳姿妤

拋棄；求學時，不因為懷孕而被迫離校；就業時，不因性別而被差別待遇；相愛時，
不因為衝突而遭受暴力對待；年老時，不因任何因素被遺棄。讓每一種性別都被
善待。
未來，勵馨更為打造女兒友善城市努力，期待為女兒帶來更多資源與安全的
自主空間；也致力彌平因貧富與城鄉差距結構性的性別不平等，讓所有女兒都能
勇敢為自己編織夢想。女孩的努力超乎我們想像，讓我們幫助她們運用無限的潛
能，活出自己，綻放女孩應有的活力與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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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ltivate strength in girls, build a
society of gender equality
CEO OF Garden of Hope Foundation Hui Jung CHI
Formosa Daughters award is turning 12, enough time for a girl to go from infant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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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審的話
特殊創作獎評審

finishing elementary school; awareness of gender equality is gradually gaining ground

前台灣立報性別版主編

史倩玲

in Taiwanese society. Taiwanese women are now brave enough to express themselves,

希望每位女兒都能綻放最美麗閃亮的生命色彩。

to dare to declare their dreams – they are no longer just the ‘The Second Sex’ in a
patriarchal society.
As it was painful to see girls growing up being belittled in their homes, schools, and

社群經營獎評審

ten years later, the 2012 UN unexpectedly declared Oct 11, the official “International

中華民國基督教女青年會協會秘書長 李萍

Day of the Girl Child”. In 2013, Taiwan had officially declared Oct 11th as the first

Formosa 女兒們充滿活力與能量，是台灣最珍貴的資產，好好裝備自
己，為台灣創造新的改變。

‘Taiwan Girls Day’. In fact, the Formosa Daughters’ project of GoH was recognised
by receiving the 2014 ‘Outstanding Public Relations Award’.
Internationally, many girls’ rights are still disregarded; there are infanticide, forced
child marriage, prostitution, lack of education, pregnancy issues, etc. So, Garden of
Hope foundation hopes to share Taiwan’s experiences and helps more Asian regions

評審的話

給女兒的鼓勵

by the social system, in 2003 GoH launched the “Formosa Daughters’ Festival”;

特殊創作獎評審

to cultivate girls’ strength to speak for themselves. In 2012, Garden of Hope launched

視覺藝術家 何孟娟

‘Asian Girl Human Rights Campaign. By now, ties have already been successfully

相信自己，堅持下去。

established between 25 different countries, more than 340 organizations, and nearly
10,000 girls have risen up to speak out. At the same time the ‘Asian Girl Human
Rights Campaign’ is being carried out, the ‘Asian Girl Human Rights Award’ and
the ‘Asian Girl Community Development Award’ were also established in order to
honor Asian girls. GOH Asia by engaging girls in a series of campaigns, allowing Asia to

數理科技獎評審

lessen the gender equality gap in society.

輔大物理系副教授 林更青

GoH’s wish for a gender equality in society is that, from the beginning of life until the

希望女兒們以數理科技培養能力，創造熱情活力的未來。

end, no one is chosen or abandoned because of their gender; no one should be forced to
leave school due to pregnancy; there should be no gap between all genders; no one should
be treated violently or be in coersive control in an intimate relationship; elderly people
won’t be abandoned for no reason. Every gender will be treated well.
In future, GoH will strive to create even more girl-friendly cities, to bring about more
resources and safe independent spaces for girls. We also try to eliminate the gender
inequality coused by the gap between rich and poor, urban and rural, so that all girls will
have the courage to dream. Let us allow girls to put their unlimited potential to good use,

勇氣冒險獎評審
海軍艦隊指揮部外事聯絡官 胡家瑜
每個女兒都是獨特且珍貴的 ! 相信自己，挑戰自己，每個明天都是
無限的可能 !”There’s no impossible, only I am possible!”

so that the girls can all that they can be, blossom with vitality and self-confidence. Their
power and strength are beyond our imagin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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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審的話
體能運動獎評審

數理科技獎評審

第一位 A 級證照棒球女教練 范悅圓

佛光大學樂活產業學院院長 / 台北醫學大學名譽教授 楊玲玲

這個獎項不只代表了妳在學經歷上多了一個加分的證明，更是為妳
所有的努力冠上了榮耀。

信心創造成功的女性。
智識滿滿成就了女性柔中帶剛之傑出表現，細心和努力造就了女性獨
特之數理科技人。

體能運動獎評審
愛妳所選，選妳所愛，努力不懈，堅持到底。

勇氣冒險獎評審
職能治療師 / 引導師

張馨之

勇於走向沒人走過的路，冒著失敗、挫折的風險，從中發現自己的
能耐，認識自己是誰

體能運動獎評審
攀岩選手 黃百樂
來參加 Formosa 女兒獎就很棒了，大家都是 Formosa 女兒獎的得主，
一起加油。

東華大學科教所助理教授 蔣佳玲
女性的能力與影響力遠超過我們的想像，女兒們，一定要相信自己，
讓自己發光發熱。

評審的話

評審的話

台北市立大學技擊運動學系教師 秦玉芳

數理科技獎評審

社群經營獎評審
台少盟秘書長

葉大華

台灣女兒們，很高興看見妳們社會參與的熱情，以及培養自己經營社
群的領導力與毅力；妳們證明了女生將是帶動台灣社會改變的動力，
請繼續傳遞台灣女兒的活動吧！

勇氣冒險獎評審
台灣首位國際棒球女裁判 / 台北大學社工系畢業 劉柏君
不要為了反對以及小看妳的人而放棄追尋夢想，因為他們絕不值得妳
們放棄。

社群經營獎評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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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大學外文系老師 / 崇她社 31 區新任總監 /

特殊創作獎評審

法新社前駐台辦事處主任 楊欣欣

紀錄片製作人 / 導演 簡扶育

女兒們共同的特質是自信 、負責、 認真、 樂於助人而不求回報。
妳們的愛心、純真、和無私的付出是我們社會向上提升的動力。 願
妳們再接再厲 、克服困難， 為自己和更多的女兒打造一個平權、
正義、 詳和的美好社會。

立足性別平衡觀點，勇敢追求夢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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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審的話
Asian Girl Awards
Governor of Zonta International D31
Hsin-hsin Yang:
The girls recognized their values at very young age. Despite all
challenges and limited resources, they stand up fighting against
deep-rooted gender discrimination. They have proved themselves
capable young leaders and role models, motivating both youths
and adults to join their cause. I admire their courage, will power and
dedication in trying to build a better home where girls are offered
equal chances like the boys and free to choose the life they lead.

社群經營獎
入圍者簡介
服務人群是一種幸福與享受；
在施與的同時，也得到了滿足和喜樂。

Founder and Managing Partner of the Banyan Advisory Group LLC
Wenchi Yu:
Congratulations to the amazing Girl Ambassadors! The world is so
fortunate to have girls like you who can look beyond yourselves,
look after others, and look to challenge unjust norms. Keep the
fire, carry on the fights, and never lose sight of optimism and
possibilities -- then you will change the world.

「Formosa 女兒獎」擴大公共服務領域，
納入網路社群經營，
請關懷社會弱勢族群、參與志願服務、熱心公益

社群經營獎

評審的話

Asian Girl Awar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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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群經營獎

姓名／李孟臻

姓名／劉又綺

學校／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

Lee, Meng-zhen ／ Cardinal Tien Junior College of Healthcare
and Management

Liu, You-chi ／ Mingdao High School

我是女生 我的夢想是 My Dream

我是女生 我的夢想是 My Dream

當個可以影響社會、幫助社會的人。
To become a person who is able to influence and help society

做癌症方面的專科護理師，讓病人具有好的醫療生活品質。
To become an oncology nurse practitioner, providing good
quality of medical treatment and life to patients

優秀事蹟

優秀事蹟

◆ 102 學年度台中市模範學生
◆ 1stJunior Eno Conference 擔任領隊
◆廣達游於藝展覽導覽志工榮獲獎勵

◆ 2014 第五屆全國技專校院護理實務能力競賽 -病歷閱讀與護病溝通（中文組）優勝
◆ 2014 宜蘭大同鄉兒童醫學營

我來自一個溫暖的家庭，爸爸是公務員，媽

工作，所以不要想著能得到什麼利益，因為收穫

生長在大家庭、排行老大的我，從小就要照

護 環 境 的 社 團。 在 Junior ENO Conference 時，

媽是勤檢持家的家庭主婦，哥哥擔任警察。我與

最多的其實是自己。就讀護理專校，讓我學習到

顧弟妹、分擔家務，因此塑造出我愛幫助關懷他

我擔任領隊，帶領小朋友了解環境、協助他們解

哥哥都選擇走專業路線，並有共同理念，就是不

不只是專業，更具備了責任感，也期待未來的自

人的特質。

決問題，平時也會和創設老師利用網路分享心

管多辛苦、疲累都要堅持到底。而我為了實踐成

己能發揮潛能，一方面運用在這高齡化的社會，

為專業護理師理想，選擇離家到耕莘就讀，以期

也讓癌症疾病纏身的病人，能勇敢面對生命。

國小時我曾參加多場演說比賽，不但培養了

得，同時藉機增進英文溝通能力。此外，我也做

台風和口才，也學會主動幫助有需要的人。國中

過不少服務，例如到慈濟去幫忙回收分類、廣達

參加 Formosa 女兒獎甄選對我來說很重要，

時，我就讀於台中明道中學國際部，學校秉持著

游於藝導覽志工、圖書館志工等，這些經驗，都

一直以來，我只要有機會就會去當志工。受

我要讓許多女孩們知道，身為女兒不應只會讓父

每個孩子都是世界公民，要我們懂得接受多元文

讓我都覺得很有收穫！

多次志工訓練的我，曾服務過參加路跑的高齡長

母擔心、添麻煩，而是要讓他們知道，自己已經

化、幫助眾人，讓我得以將熱心更加遠播。上國

Formosa 女兒獎對我來說很特別，尤其是比賽

者、也到過亞東醫院服務、參加醫學營。在擔任

長大，可以照顧自我了。希望在此與大家分享：

中後，我更愛上志工服務，我認為，身為志工最

的主旨和理念，也令我相當認同。感謝 Formosa

志工過程中，我體認到這是發自內心服務大眾的

說不如做；父母的健康更是不能等！

重要的就是要能樂在其中。

女兒獎讓我可以正面思考並增廣眼界，希望藉此

我並曾加入 ENO 服務社，這是個鼓勵人們愛

我來按讚
我非常以女兒為榮，她在醫院實習及社會服
務時，都是發自內心照護個案，且臉上永遠充滿

人為大家服務，將護理八大核心為社會帶來更棒
的風氣。

微笑。希望女兒的精神及態度能持續，影響更多

女兒側記
從小就有著關懷弱勢者古道心腸的孟臻，從
小學五年級陪伴遭繼父不當對待的同學開始，陸
續參與了偏遠山區婦幼衛教、乳癌病友和獨居老
人關懷等行動，她期許未來當位護理師，要求自
己除照顧病人的生理需求外，更要關心其心靈的
需要。

推薦人：媽媽 張麗萍

評審的話
積極有活力，言談中具自信。

社群經營獎

社群經營獎

活得精彩

活得精彩

日後可以照護父母。

10

學校／明道中學

機會能學到更多智識。

我來按讚
又綺自我要求很高，在校展現的生活態度及

也藉由活動或競賽展現勇氣與自信。相信她會繼

學習精神都很正向，對人總是付出無限關懷。課

續投入各類型志工服務，因為她是個充滿愛人能

餘時間積極投入志工活動，熱衷參加社團活動，

力的孩子！

女兒側記

推薦人：師長 吳佳潔

評審的話

又綺個性獨立、喜歡挑戰自我，為了追求更

自信、樂於助人，英文能力佳，充分運用自

好的發展，每周都風塵僕僕地從苗栗竹南到台

己的英文能力幫助國小小朋友，是個會思考的年

中的寄宿學校就讀。目前熱衷參與 Environment

輕女性。

Online，不僅常常與該團體創辦人視訊對話，還
曾經兩度寫信給竹南鎮長，希望利用鎮上荒廢的
公有地植樹，連經費來源都想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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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群經營獎

社群經營獎

姓名／陳季璘

姓名／黃子瑄

學校／高雄女中

Chen, Chi-lin ／ Kaohsiung Municipal Kaohsiung Girls' Senior
High School

Huang, Tzu-hsuan ／ Chang An Junior High School

我是女生 我的夢想是

我是女生 我的夢想是 My Dream

和團隊已成功駐點 3 座古蹟，讓志工團能步上軌道，再擴
大編，將服務點串連起來，讓民眾了解文化之美。
To become a volunteer guide of historical sites, to expand
and link up the established services, so as to let the people
understand the beauty of culture.

當程式設計師，寫出符合偏鄉小朋友需求的程式或網頁，
縮短數位落差。
To become a program designer, to write programs and
webpages in accordance with rural children’s needs, so as
to reduce the digital divide.

優秀事蹟

優秀事蹟

零經驗和要用英文教華文的恐懼。

對於熱衷的事總是要求做到最好。自認具備了

此外，我也積極參與志工活動，今年，我參

「活力」的特質。我曾在班上擔起沒人要做的倒

與了青葉國小營隊，從籌備活動到設計課程一手

垃圾工作，讓班上的資源回收評分從倒數變為全

包辦，希望讓偏鄉孩子們有不一樣的假期。而我

校第三，也曾代表班上參加校內活力天使選拔，

在醫院擔任志工時，注意到醫院裡的標示不清

過程中帶領同學腦力激盪，完成表演節目的劇本

楚，造成病人困惑，主動寫信到院長信箱，問題

撰寫與排演，獲得第五名；也爭取代表學校參加

因此獲得改善。

亞太城市台灣青年高峰會，藉由扮演一個城市代

報名女兒獎不但幫助我確認自己的夢想，也

表，學習關心國際議題，反思所處環境。國中畢

希望能藉機認識更多傑出女性，讓這些典範督

業那年，又爭取到參加澳洲服務團隊，努力克服

促、鼓勵自己朝夢想邁進。

與課業，更具備了 Formosa 女兒獎要求的五大特

愉快，高一時報名學校活力天使選拔，同學們

質，是推廣台灣成為性別平等及有利女性發展環

都主動幫忙助選。可貴的是，她能兼顧課外活動

境的最佳人選。

女兒側記

評審的話

推薦人：師長 張美容

季璘熱愛體育，是跆拳道黑道二段的高手，

深具國際觀，參與多個海外服務團體，對未

並定期與社團同學至屏東原鄉帶領兒童營隊。

來懷抱理想，希望成為程式設計師，並期以專長

與一般服務性社團不同的是，除課輔和健康觀念

幫助數位弱勢之偏鄉兒童。

圈，增加當地原住民兒童與國際交流的機會。

跟隨在身兼多個志工身分與講師的爸爸身邊見

對社區老人與弱勢關懷服務，以及負責環境生態
旅遊觀光的面向。

習，耳濡目染下，觀念與想法也在我身上萌芽。

之前因為剛成立志工隊經驗不足，服務方式

當我已具備了青年志工的年紀後，立刻參加志工

處於被動，今年我調整心態主動出擊，與教育

研習課程及接受培訓，學習如何「服務別人，成

部、彰化縣政府單位、救國團等團體合作協辦公

長自己」！

益活動，藉機凝聚團隊向心力，也提供隊員盡情

去年很幸運獲得 Formosa 女兒節社群經營入

展現活力與熱情的舞台。

圍的肯定，聽見大家訴說自己的付出過程，了解

「有能力付出是一種幸福，願意付出是一種智

自己還有努力空間，也加深了我再接再厲的企圖

慧。」我從服務中感受到話中涵義，並期待跟隨

心。延續去年帶隊駐點於彰化市關帝廟為民眾導

最敬佩的天使沈芯菱的腳步，發揮自身影響力，

覽服務，今年不但擴大服務範圍，並擴編專門針

為弱勢團體帶來歡樂與幸福。

我來按讚

季璘做任何事都認真付出，和同學相處也很

推廣，她和伙伴還與澳洲、日本的同好形成學習

踏入志工領域是受到爸爸的影響，從小我就

社群經營獎

社群經營獎

活得精彩

活得精彩

我來按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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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 第 14 屆保德信志工傑出志工獎 ( 全國前 30 名 )
◆ 2014 率團協辦寒士慶端陽關懷弱勢活動
◆ 2014「103 年愛在彰化，啟動心森活 -139 生態休閒體
驗之旅」，擔任導覽解說青年志工

◆ 2014 到屏東縣青葉國小舉辦寒、暑假營隊，擔任副執
行長◆ 2014 寒假高雄國軍總醫院左營分院學生志工
◆ 2013 參加海外志工團，到澳洲圖文巴市教小朋友華文
◆ 2013 協助校內舉行飢餓 12 和飢餓 30 大會師和宣傳

我從小就是個積極、勇於挑戰新事物的人，

學校／彰化縣立彰安國中

帶著去年入圍的身分，子瑄再度站上女兒獎

位合作，努力行銷彰化。她透過自己的影響力與

的甄選舞台，對付出服務與奉獻的心念有增無

行動力，將人心的善引導出來，所以我支持她！

減，不僅提供導覽解說服務，更與彰化政府等單

女兒側記

推薦人： 爸爸 黃志平

評審的話

子瑄的座右銘是「能夠付出是一種幸福，懂

觀察在地的需求，號召其他志工投入服務

得付出是一種智慧」，很難想像一個身形瘦小的

隊，深具領導力。並將弱勢團體及老人關懷納入

女生，竟蓄積了這麼多能量。在父親協助下，子

服務計畫中，目前志工團人數已突破 120 位，

瑄 14 歲便創立彰化古蹟導覽志工團並擔任團長

足證子瑄具有連結力及組織力，更有行動力，對

一職，即使現在就讀國三，升學壓力沉重，仍努

社群經營有深度貢獻。

力堅守志工團的崗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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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群經營獎

社群經營獎

姓名／陳孜瑜 學校／嘉華高級中學

姓名／姚雅馨 學校／彰化女子高級中學

Chen, Tzu-yu ／ Chia Hwa Senior High School

Yao, Ya-hsin ／ Changhua Girls' Senior High School

我是女生 我的夢想是 My Dream

我是女生 我的夢想是 My Dream

成為一位能帶給許多人快樂的社工。
To become a social worker who brings happiness to many
people.

考上護理系，藉此專業服務他人，更希望將觸角延伸海外。
To pass the university entrance exams for nursing, and to help
other people through this specialty. I also hope to extend my
reach overseas.

優秀事蹟

優秀事蹟

◆ 2012 榮獲嘉義市嘉華中學熱心服務獎
◆ 2012 榮獲嘉義市嘉鳳獅子會頒發感謝狀
◆ 2014 擔任嘉義市福添福基金會志工隊第一小隊小隊長

活得精彩

國中跟隨舞蹈班到腦性麻痺募款活動中參與

我更加珍惜身邊所擁有的。在未來的路上，我期

從小我就是一個內向的人，直到遇見小學老

為當初自願接下幹部工作，就應該堅持到底。經

表演，是我初次體驗到助人為快樂之本的道理，

許自己在志工服務上永不退縮，並將我熱心公益

師，她讓我從內向害羞的個性轉變成樂觀積極，

過慢慢摸索和與人磨合，總算培養出彼此的默

在父母的支持下，開啟我投入志工的行列。

且樂觀進取的態度感染給周遭的人，更學習用不

後來更愛上幫助別人、伸出援手的感覺。

契，也感謝身旁夥伴與師長的支持，我才能練就

在參與志工服務的過程中，我學習到許多事

同的視野看世界。

我曾經同時擔任班級、社團、志工隊的重要

一身溝通能力。

物，例如參加嘉義市身心障礙運動會，從中我發

報名 Formosa 女兒獎是對自己在生活中所學的

幹部。在志工隊時擔任副隊長，需要了解所有志

我未來的目標是當護士，雖然身邊的人總是

現到該如何與智能障礙者應對；與視障者相處

成果考驗，也是一種肯定，此外，還可從中認識

工團隊的事、促進團隊運作；擔任社團總務時，

告知當護士很辛苦，但老師卻鼓勵我：「雖然你

時，要隨時讓他感到身處在安全的環境；與肢體

許多認真的女性，進而也讓自己勇於突破自我。

則對經費的運用都得清楚記錄；擔任班長時，則

尚未受過服務課程的教育，卻已經把服務融入生

障礙者相處時，則要從旁邊協助他……最重要的

還記得，當初我懷著一顆忐忑不安的心踏入志工

不僅要協助老師、解決同學的問題，還要為班上

活中了。」再加上這段日子的經驗累積，我更確

是，都要以真誠對待。

界，憑藉著一顆「活力」的心，克服種種困難，

團結榮譽努力。當時壓力很大，在校成績經常墊

定未來要走的路。報名 Formosa 女兒獎，是希望

現在即使仍面對不同挑戰，我依然充滿信心。

底，但我知道不能因為自身因素影響到團隊，因

藉此為我在高中三年的回憶，劃上美好的句號。

對我來說，每次的服務體驗都是難得的機會，

社群經營獎

社群經營獎

活得精彩

◆ 2013 年青年志工績優團隊
全國競賽教育服務類特殊貢獻獎
◆ 102 學年度班級模範生
◆ 2013 地利國小冬令營規畫

不僅可看到人世間有許多需要關懷的事物，也讓

我來按讚

我來按讚
我眼中的孜瑜除了品學兼優，還有喜為人群

志工活動。從孜瑜同學的優越資質、個人興趣、

服務的意念。在社團活動方面，她便常利用閒暇

崇高志向，個人深信她極具備參選女兒獎的能

時間，參加本校志願服務社及校外所舉辦的各種

力。

女兒側記

評審的話

害羞的孜瑜，第一次志願服務的經驗是隨舞

14

推薦人：師長 曾翊瑄

擔任身心障礙志工，極具耐心。

雅馨曾參加希望工程學習輔導團隊擔任課輔

活動，從各方面都展現出領導者的風範，面對問

志工，擔任副隊長期間，協助安排希望小學堂的

題時也能與師長溝通，顯見良好的企圖心與上進

課程規畫，並協助辦理到南投縣偏鄉小學的營隊

心。

女兒側記

評審的話
在班級、社團、志工隊中擔任幹部，具領導

「性別取向上，不該在女校環境去影響別

蹈班在腦性麻痺團體募款活動上表演，從服務中

人，這可能只是在選擇上或不清楚自己的性向而

孜瑜比一般青少年更熟知各類身心障礙者的特質

已。」就讀女校的雅馨積極爭取男女的界線沒有

與相處之道，她也觀察並感受到社工人員的專業

錯別之分，當談到性別相關問題，她說「例如換

和熱忱，因此目前正朝向成為一個稱職的社會工

窗戶等家事，女生也可以做。」深信男生可以做

作師努力著。

的事情，女生也可以。

推薦人：師長 柯伯儒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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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群經營獎

社群經營獎

姓名／余宸萱 學校／美和科技大學

姓名／林亘 學校／台北市立育成高級中學

Yu, Chen-xuan ／ Meiho University

Lin, Syuan ／ Taipei Municipal Yucheng High School

我是女生 我的夢想是 My Dream

我是女生 我的夢想是 My Dream

成為對社會有貢獻的成功女性，並改變社會對女性的性別
刻板印象。
To become a successful woman and to contribute to our
society, so as to start to change society’
s stereotypes about
women.

改變世界，讓世界變得更好。
To change the world and make it a better place.

優秀事蹟
◆ 102 學年度嚴道博士公益獎
◆ 102 學年度服務超過 20 小時獎勵
◆ 101 年度服務超過 20 小時獎勵

優秀事蹟

活得精彩

活得精彩

我從小在樸實的家庭成長，父親是位老實的

事以男性居多，但她的創作曲得獎率卻總比男性

在朋友眼中，我是個熱情的大女孩，因而獲

倒也有趣。剛開始，許多人質疑：十五歲的孩子

農夫，對家中小孩採取開明態度，讓我們自由選

高，證明女生也很優秀。我與雅君有很多相似之

得「向日葵」封號。我有勇氣，敢攀上岩壁頂；

會做什麼？到後來大家卻說：當年我能有你這種

擇要走的路。個性開朗的媽媽，常灌輸我們凡事

處，包括小個子，且都是客家子弟，所以希望未

我有自信，經常出現在各種語言演講比賽中；我

機會、想法就好了！我相信：我成功了！

要往好處想的樂觀積極態度，教導我在做人處世

來能像她一樣，成為對社會有貢獻的女性，讓台

有活力，各項競賽都少不了我；我有責任，老師

在國際服務志工學習的領域，我已經去過泰

要圓融，對我在人格培育階段時期的影響很深。

灣女性有多元發展。

們總是指定我當小老師；我有知識，老師課外補

北、柬埔寨和雲南，接下來，我將所見、所學轉

充提問，我總能對答如流！

而經營台灣在地的志工服務。我要趁著年輕努力

我是家裡的大姊，從小就扮演著照顧妹妹的

一直以來，由於媽媽沒生兒子，因此在家中

角色，使我比一般同儕更加成熟及有責任感。我

地位卑微，致使我期望將來成為成功女性時，能

國二下學期，無意間看到招募「國際志工」

充實自我、學習付出，讓社會更和諧。如果獎項

的個性熱情活潑大方、勇於表現自己，且擁有一

打破傳統對於生女兒而不被重視的看法，提升女

的訊息，引起我的興趣，只是國三衝刺在即，我

的光環能讓人們注意到我，幫助我將眾志成城，

顆愛的心，經常利用課餘時間，參與各種志工活

性在家中的地位，讓大家懂得尊重女性、對女性

不禁猶豫著，但最後仍說服父母、通層層關卡出

那麼我就努力爭取！期待未來，我能與勵馨女兒

動、研習，平日都至榮民之家服務。

之辛勞付出關懷。

國服務、並滿載感動返台，儘管一路跌跌撞撞，

獎互相輝映、相得益彰。

社群經營獎

社群經營獎

◆ 2014 縣長公館 Open-mic 音樂會協助擔任主持人
◆ 2014 花蓮瑞穗鄉柚花公主親善大使選拔賽
◆ 2014 綠島人權導覽志工
◆ 2014 單車成年禮第一場東河海線、第三場龍田山線志工

我很欣賞客家語創作歌手曾雅君，她身邊同

我來按讚

我來按讚
宸萱個性熱情活潑大方又多才多藝，她不僅

子弟的她，還努力推廣客家文化。宸萱也喜愛表

學業成績優良，運動方面表現也很傑出。在校時

演與主持，經常為台東幫忙主持活動，堪稱台東

曾被推選為秩序及整潔的校園評分員，身為客家

子弟的模範。

女兒側記

評審的話

來自台東的宸萱，和具有客家血統的母親一

在成長環境中，體會生女沒有生男的媽媽之

勵，決定全心戒毒。服務過程中，林亘確實做到

時，她以開闊的心胸與戒毒弟兄聊天，傳達積極 「用生命影響生命」與「成長改變」的服務價值。
正向的人生觀；離開時，有弟兄表示受到她的鼓

女兒側記

推薦人：泰北國際志工領隊 洪依慧

評審的話

熱心參與社會服務的林亘，雖然只有 15 歲，

充滿活力、熱情洋溢、多才多藝、勇敢自信，

就已去過小硫球、雲南偏遠地區親身感受偏鄉困

不愧是 「向日葵」女孩 ! 願你 「街頭藝人 」

個女兒中的老大，她對家族中性別歧視的體會特

苦，在泰北更是當起志工，為弱勢盡一分力。這

的夢成真，為弱勢的孩子們帶來快樂和溫暖。

別深刻，她認為女兒要爭氣，才能讓父母親得到

些經驗令她想把力量留在台灣，盼透過成為街頭

安慰。加油，宸萱！

藝人募款，讓南部弱勢的小孩來台北大開眼界。

樣，有著活潑、開朗、親切等美好特質。身為三

16

推薦人：爸爸 余英明

林亘積極參與各項活動，樂於助人。在泰北

辛苦，對女性在家庭中之地位有性別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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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群經營獎

社群經營獎

姓名／陳映蓉 學校／中山高級工商職業學校

姓名／葉晏伃

Chen, Ying-rong ／ CHUNG SHAN Industrial & Commercial
School

Yeh, Yen-yu ／ Chia Hwa Senior High School

我是女生 我的夢想是 My Dream

我是女生 我的夢想是 My Dream

我的夢想是將來能當檢察官，將壞人繩之以法，讓人民不
再擔心受怕，生活幸福快樂。
To become a prosecutor in future, to bring bad people to
justice, to help the people no longer be afraid, to have a
happy life.

成為心理諮商師或社工員，改變有負面思考的人，為社會
帶來溫暖與愛。
To become a counselling psychologist or a social worker, to
change the way people look at their problems, to bring love
and warmth to society.

優秀事蹟

優秀事蹟

活得精彩

我出生於彰化，父母為公務員，由於妹妹患

由於我從小就觀察到親友與母親常幫助有需

從小父母便告訴我，一旦答應別人的事，就

有先天性疾病，因此與親戚住在高雄，此處同時

要的人、協助他們從困難中站起來，加上國中讀

要做到，因此無論做任何事，我總是全力以赴達

也是弘道老人福利基金會大寮志工站的據點，我

了力克 ‧ 胡哲的著作《人生不設限》，以及看

成約定，無形中也養成了我的責任感。

們這一家堪稱是快樂的「全家志工」。

過口足畫家楊恩典的畫作，這些因素都讓我想當

平時我就喜歡幫助別人，高中開始參與志工

她們在台上分享心得的同時，也激勵自己向她們

一位心理諮商師或社工員，希望以自己的力量為

活動，第一次接觸到關於社群經營的事，是擔任

看齊，因而報名女兒獎，一方面也是為了讓自己

社會帶來溫暖與愛。

「飢餓 30」志工。籌備期間，我們必須利用時

對幫助別人這件事有更深的了解，並持續下去，

因為我對自己要求甚高且負責盡職，在高中
擔任班長時，老師交代的事情，一定當天處理完

的過程當中，我得到了許多的快樂，也感到非常
充實。
本校曾有兩位學姐獲得女兒獎，朝會上看著

畢；擔任超峰寺志工時，除了幫忙登記參加法會

我認為助人最重要的一點就是改變他們的負

間分配工作內容、練習舞蹈；活動開始時，更面

同時促使自己更有決心實現夢想。另一方面則是

的信徒資料，還會再做檢查；在弘道，會處理站

面思考，所以樂於與大家分享自己的改變，進而

臨到各種狀況，此時就靠大家合力解決問題，讓

想讓大家知道，人人生而平等，不應該小看女

長交辦的工作；自己家的家務事也不例外。每回

影響他們。參加女兒獎，對我而言不僅是一種肯

活動順利結束。另外，我也積極參加學校的志願

性。我相信女生，也可以活得精彩，像天上的星

接到工作，我會先安排時間執行，並利用空檔準

定，也是向實現夢想跨進。

服務社，包括到安養中心陪伴老人、到育幼院照

星一樣耀眼！

備功課，相當懂得時間管理。

顧小孩，以及在公園進行淨園工作。從擔任志工

我來按讚

我來按讚

映蓉從小便跟著我們參與弘道及超峰寺的志
工服務，在家事、志工或衛教上，她一直都是我
的得力助手。她不但曾和國際志工在大寮彩繪、

會局幫忙捐款資料的處理和電話查詢。熱心如
映蓉，我真心推薦。

推薦人：弘道大寮志工站站長 陳美妃

晏伃乖巧、懂事，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她某
次參與老人院活動後，還在周記上與導師分享，

社群經營獎

社群經營獎

◆第 25 屆飢餓 30 校內 DIY 營隊工作人員
◆校內楷模選拔熱心服務獎
◆志工服務時數 57 小時

◆ 2014 當選慶祝第 49 屆老人節表揚親善孝親學生
◆ 2012 高雄市教育局的「MQ 達人」優選

活得精彩

學校／嘉華高級中學高中部

工活動，以服務更多的人，這樣的精神，實在值
得推薦她參加女兒獎選拔，讓大家向她學習。

推薦人：師長 李雨澄

覺得自己能做的不多，因此希望有更多人參與志

服務大寮的社區長輩。近日高雄氣爆，她更到社

女兒側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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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審的話

女兒側記

評審的話

從小因親人罹患先天疾病，映蓉遠到高雄與

自小耳濡目染，為老人家帶來愛和溫暖。負

在高中時就擔任飢餓 30 的志工、在老人院

愛心滿滿、 樂於助人、守信守紀。願她成為

外婆居住，在過程中深深感受到在台灣很多弱勢

責盡職、有毅力、重紀律，將來一定會成為優秀

為老人家按摩、在育幼院教小孩畫畫。在服務過

一位出色的檢察官，為弱勢伸張正義，「活得像

團體需要被幫助，受到阿姨的影響，積極參與志

的社工或心理諮商師，以專業知識和本身的藝術

程中發現原來讓需要受助的人開心是多麼偉大的

天上星星一樣耀眼」。

工活動，如：全家志工、偏遠地區志工、高雄氣

才華為更多的人服務。

事，想為他們付出更多。立志成為檢查官，伸張

爆志工。日後希望成為社工和輔導員回饋社會，

正義，懲罰壞人，因為在這社會上有太多不公義

扶植弱勢。

的事情。

19

2014 女兒節手冊

2014 女兒節手冊

社群經營獎

社群經營獎

姓名／李苙榕 學校／華盛頓私立高級中學

姓名／謝佳桓 學校／台北市恩慈美國學校

Lee, Li-jung ／ Washington High School

Hsieh, Chia-huan ／ Grace Christian Academy Taipei

我是女生 我的夢想是 My Dream

我是女生 我的夢想是 My Dream

我希望能拿到獎學金，申請國外前 50 大大學，而這個獎能
幫助我得到更多人的肯定和支持。
To be able to receive a scholarship, to apply for one of the
Top 50 foreign universities. This prize would allow me to get
more people’s approval and support.

從小因心臟病與偏癱型偏頭痛，常到醫院報到，因此未來志向就
是當兒童醫生，幫助有傷病的孩子們重拾健康與快樂。
My ambition is to become a pediatrician, to help children become
health and happy again. Because I’ve had a heart disease and
hemiplegia migraines since childhood, I spend a lot of time in
hospitals.

優秀事蹟

活得精彩

◆ 9 歲送社區報一年，將收入捐贈弱勢兒童購買圖書
◆在臉書成立 Love 2 READ 為愛朗讀社團
◆參加台北市紅十字會舉辦的急救員訓練，取得急救員執照

活得精彩

我今年十六歲，從小在南投長大，父母親是

更遠渡印度擔任國際志工，把愛和關心帶給當地

我非常敬愛神，從小在教會的環境中成長。

團，就是實踐愛與分享，並散播幸福的種子，希

我最重要的精神支柱。或許因為學音樂的關係，

的小孩，讓他們感受到在這世界上也有人關心著

八歲時，我就與姊姊每周挨家挨戶送超過五百份

望發揮台灣女孩勇敢、獨立，充滿愛心的力量，

讓我有穩健的台風，不管是上台比賽、表演，這

他們。在擔任國際志工時，我學習到不同國家的

社區報紙，並將所得捐助給弱勢兒童購買圖書。

為社會和國家帶來新希望。

些不但難不倒我，我也非常享受在舞台上的感

文化與習俗，讓心胸及眼界都更開闊。為了能行

而我從小就深受外公疼愛，因為見到服務於教育

雖然外公已在今年離開了，但我將繼承他的職

覺。由於我的個性活潑、喜歡與人互動，所以在

遍世界各地，現在的我正認真學習各種語文、充

界與政界的外公，不但勤政愛民，更熱心地方公

志為社會國家貢獻一己心力，讓這份熱血繼續發

團體中，總是擔任領導的角色，而且經常帶領比

實自我。

益服務，他服務大眾的熱情深深影響著我，也開

光發熱。很希望能獲得女兒獎，並將這份榮譽獻

對我而言，我只是個平凡的人，但是很希望藉

啟我從事公益活動與行動參與志工服務的決心。

給外公；而得獎也是鼓勵我不斷邁向理想的動

由得到女兒獎的肯定，讓自己更具有說服力，可

這些年，我積極參加社會公益活動，曾在許

力。未來，我期待能夠到醫院為罕病及癌症的兒

多機構社福團體擔任志工、挑戰急救訓練並取得

童朗讀故事，並藉由多媒體網路錄製更多好故

幫忙義剪；曾擔任過「飢餓 30」活動小隊長，

證照，還在學校號召同學成立紅十字會服務社

事，讓多偏鄉的孩子們都能聽到！

我來按讚

我來按讚

我年長的高中生或大學生，並曾在美國教育協會
展裡負責介紹和翻譯工作。
此外，我也曾到孤兒院、老人院和啟智學校

以激發他人與我將愛和關懷散播出去！

人，我真的很開心能看到她把在學校的用心帶到

苙榕從小就是位領袖人物，EQ 高且正向思

惜現有的資源；也透過一次次的活動，認識自己，

佳桓不僅有禮貌又聰明，更是個很樂於幫助

考，願意主動為弱勢族群盡心力，享受「助人為

雖然身處於台灣，但希望讓世界上更多的人得到

人的學生，同學也說她具有天生樂於助人和領

勵馨基金會，努力爭取女兒獎。

快樂之本」的心靈滿足。透過服務，讓她更懂珍

關心與愛。

導大家的特質。佳桓是我們學校紅十字會的發起

推薦人：台北恩慈美國學校校長 Bonnie Bailey Chow

女兒側記

評審的話

女兒側記

推薦人：師長 汪曉伶

評審的話

心中懷著「能服務大家就是好的人」之信

口齒清晰、表達能力強。主動、積極、獨立，

苙榕精通西班牙語和日語，會演奏大提琴和

多才多藝 、熱心公益。國外的志工經驗加

念，佳桓一直都積極參與志工活動，如：在台大

是位成功的青年志工活動推動者。願她達成目標

鋼琴，卻選擇到印度偏鄉部落服務，經驗到該地

上寬廣的視野，更能助她協助弱勢、推動兩性平

醫院各部門學習、伊甸基金會中秋節包月餅，南

成為一位兒童醫師，不但能照顧孩童的健康，更

的貧窮、匱乏、髒亂與不便，更深刻體會到種姓

權。

港為民眾量血壓。此外，還是學校紅十字會創辦

能播下愛的種子。

制度與性別歧視對印度人的負面影響。

20

優秀事蹟

社群經營獎

社群經營獎

◆到孤兒院、老人院和啟智學校幫忙義剪
◆曾在世界展望會所辦的飢餓 30 擔任小隊長
◆到印度擔任國際志工
◆ AIEF 當翻譯志工

人之一，發起網路募玩具、書傳愛到懷思醫院。
希望能改變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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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群經營獎

社群經營獎

姓名／謝宓君 學校／台北恩慈美國學校

姓名／王姿燕

Hsieh, Mi-chun ／ Grace Christian Academy Taipei

Wang, Zi-yan ／ Tzu Chi Senior High School Affiliated With
Tzu Chi University

我是女生 我的夢想是 My

Dream

學校／慈濟大學附屬高級中學

我是女生 我的夢想是 My

我的志向是當一位律師，幫助婦女及弱勢，爭取公平與正義。
My goal is to become a lawyer, to help women and vulnerable
people fight for equality and justice.

Dream

我的志向就是不斷的為他人付出。
My dream is to invest ceaselessly in others.

優秀事蹟

優秀事蹟

◆號召發起成立恩慈美國學校紅十字會學生服務隊，擔任隊長

◆榮獲花蓮縣政府閩南語演說比賽高中組第 1 名

◆參加紅十字會急救訓練合格急救員，及中華民國合格 EMT-1
緊急救護人員執照
◆網路發起「讓愛起飛活動」，募集圖書文具，訪視桃園弘化懷

活得精彩

活得精彩

我喜歡利用課餘參與志工服務，曾擔任過台

還記得我十一歲那年，因為家庭變故，曾接

父母為了我的教育，在我小學四年級時，帶

升高中那年暑假，我參與了學校的印尼人文

大醫院、台北市立圖書館、伊甸基金會、兒福聯

受一位女律師的建議與幫忙，讓我看到女性在面

我來到花蓮慈濟念書，慈濟教育重視人品、人文；

營隊，到當地偏遠的小學，用符號、身體語言教

盟等單位的志工；在學校發起成立紅十字會學生

對婚姻挫折與家庭的兩難中，如何因著專業知識

課餘的志工服務，更讓我體會「做中學，學中覺」

他們靜思語，啟程之前，我們的團隊花了兩個禮

服務隊，更號召同學們加入愛心服務的行列。

與勇氣度過人生考驗，也因此立志向成為律師。

的道理。

拜想教案、做教材、團康活動及培養默契，為的

今年暑假我不但參加救國團青年領袖訓練，

女兒獎是我人生中一個重要的指南，它激勵

父親是位樂於付出的模範，儘管上班時很忙，

更挑戰急救員及 EMT-1 緊急救護人員的證照成

我要充實知識，更要對社會脈動有敏銳的判斷；

仍不時抽空到環保站幫忙，耳濡目染之下，我也

這次參加女孩獎的甄選，就是想讓更多人知

功，希望在不斷學習與自我挑戰的經驗中實現自

從社群服務的團體中有所體悟，看到社會底層的

喜歡幫助人，每每參與志工服務，總感到無比快

道，台灣有我這麼一位樂於付出的女孩，不只是

我。我相信我具備台灣女孩勇敢、自信的精神，

需要。因著勇敢與自信，我不斷累積志工服務的

樂。在黎明教養院陪伴院生時，我會常與他們聊

幫助別人，也期盼透過我的協助而讓別人也能有

透過志工服務的熱血，散播充滿愛的能量，帶給

經驗，女兒獎讓我肩負使命，期待能夠號召更多

天；到老人之家陪伴那裡的爺爺、奶奶時，變成

付出無所求的心態。我希望這微小的舉動、影響

社會、國家安定正面的力量。

的青年朋友，投入公益助人的行動，奉獻自己！

我聽他們談著以前的豐功偉業……但看到他們的

力，能讓世界變得更美好。

社群經營獎

社群經營獎

幼院與台東阿尼色弗兒童之家

是能給小朋友豐富的學習課程。

笑容，就讓我感到很安慰。

我來按讚
宓君是一位非常有主見和有堅定的理念去幫
助社會的人。宓君是本校紅十字會學生服務隊的

卻仍積極熱心的抽空投入公益服務。

發起人，她不僅是一位很好的溝通及工作夥伴，

推薦人：台北恩慈美國學校校長 Bonnie Bailey Chow

女兒側記

評審的話

姿燕在服務人群時，總是樂於付出，尤其在

於助人的態度以及領導能力。樂聞姿燕將參加本

社群經營方面的表現甚為優異，例如代表本校到

屆女兒獎甄選活動，深感其品行與學識均佳，值

印尼、四川多所偏遠學校交流時，處處展現出熱

得推薦。

女兒側記

評審的話

推薦人：師長 廖逸貞

「鼓勵同學參與志工活動」同樣是學校紅十

有領導力、充滿勇氣、 自信與使命感。以愛

彬彬有禮的姿燕，現就讀慈濟大學兒童發展

將自己享有的滿滿的愛轉化為對老人家及弱

字會創辦人之一的宓君，在加拿大接受教育，發

和堅持組織志工團隊，帶領同學參與各項公益活

與教育學系，會選擇此科系，是因為過去的志願

勢朋友的關懷。從服務中學習、 從付出中成長。

現台灣與加拿大男女的表現有所差異，加拿大女

動。將來必能如願成為傑出的律師，為婦女及弱

服務都選擇兒童做為服務對象，花蓮、四川、印

生較有自信，常當志工，台灣相對來說比較少。

勢爭取公平與正義。

尼等地都曾留下她的足跡，希望她以後能服務更

希望透過在加拿大的經歷，影響台灣的女生。

22

我來按讚
也時常提出新點子，儘管面臨繁重的課業壓力，

多的小朋友。

23

2014 女兒節手冊

2014 女兒節手冊

社群經營獎

社群經營獎

姓名／楊文彤 學校／金陵女子高級中學

姓名／吳梓樺 學校／彰化精誠高級中學國中部

Yang, Wen-tung ／ Ginling Girls' High School

Wu, Tzu-hua ／ Ching Cheng High School

我是女生 我的夢想是 My Dream

我是女生 我的夢想是 My Dream

從小我便對性別平等抱有理想，很希望能打破大眾對女孩的刻版
印象。
I’ve had a dream about gender equality since childhood; I want to
break people’s old stereotypes of girls.

成為藥劑師 , 提醒長輩服藥須知 , 努力扮演散播快樂種子的角色。
To become a pharmacist, to remind elders of the precautions when
taking medicine, and to try hard to take on the role of someone who
spreads happiness

優秀事蹟

優秀事蹟

◆彰化市文化古蹟志工團元清觀隊隊長
◆ 103 年入選彰化縣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促進委員會「第一
屆兒童及少年代表」

◆校內的性別進化版創意廣告大賽佳作。
◆模聯最佳參與獎、最佳勇氣獎

活得精彩

我是位熱愛參與活動的女孩，因為有熱情，

給同學。而我第一次參加模擬聯合國活動，藉由

我出生於彰化，父母一心想栽培我成為一位

於古蹟寺廟為遊客提供免費的導覽解說，一方面

我會主動關懷週遭的事物並從中幫助，例如到養

探討各種議題，像是海洋資源的保育，學會以不

多才多藝的人，因此我參加過不少比賽，幼稚園

充實了自己，同時也讓我發現，到成為志工不僅

老院，為年邁的爺爺奶奶表演節目；在喜憨兒烘

同的角度觀察，並且對應關注的事情有更深入的

時即參加全國珠心算數學聯合測驗珠算，六級合

要有耐心，而且無論遇到什麼難題都要想辦法克

焙坊，與他們一同製作餅乾、聊天，體會他們面

了解，開心的是我獲得了最佳參與獎、最佳勇氣

格、全國珠心算數學聯合測驗心算一段合格；小

服，更要讓自己勇於接受不同的挑戰。

對生命的堅強。我也參加過飢餓 30 的活動，體

獎，更重要的是，我能在大家面前勇敢表達自己

學一年級則參加了 OMC2007 台灣區奧林匹亞菁

驗到身處於非洲或戰亂國家的小孩，是如何擁著

的意見。

英盃數學競賽一年級組，也有優異的表現。

飢餓入眠，因此很想幫助這些急需救援和物資的
孩子。
此外，我曾參與校內的性別進化版創意廣告大
賽，得到佳作。這個活動是以女性的角度出發，

社群經營獎

社群經營獎

活得精彩

我很感謝父母，從小就教養我成為一個有愛
心的人，可以為大家貢獻一己之力，再加上他們

報名女兒獎，是因為這個獎項讓我多一個發表

由於我從小就喜歡幫助他人，因而選擇當志

言論的平台，可以為更多需要的人發聲，甚至將

工。我認為，志工除了能幫助大家，也能學習到

我擔任志工並非為了十二年國教的積分，所

自身的故事與他人分享，或許有些女孩就因為我

很多課本沒有的知識。我目前在彰化市文化古蹟

謂「助人為快樂之本，人因夢想而偉大。」相信

的故事受到鼓舞，變得更有自信！

青年志工團，擔任元清觀隊隊長，帶領小隊駐點

唯有出自內心的幫助人，才能讓社會祥和。

的支持，讓我成為一名快樂的志工。

發掘日常中的性別不平等，再透過各種方式傳遞

我來按讚

我來按讚

在我的眼中，文彤有用不完的精力、無窮盡

困難或門窗還上著鎖，她一定會努力墊高自己、

梓樺是個溫文良善、待人有禮的女孩，總是

的點子，以及快速凝聚朋友和同學的熱情；她愛

使勁用力，因為文彤不僅想看見外頭的美，更想

以行動來表達對事務的看法，遇到困難更以思考

的甄選舞台。

探索世界、挑戰自我，因此，我相信如果前面有

讓世界看到她。推薦人：師長 謝憶雯

取代逃避，學習上全力以赴。今年女兒獎甄選，

推薦人：彰化市文化古蹟青年志工團指導老師 黃志平

公益等特質，因此主動推薦她站上這有指標意義

我認為她具備了台灣女兒擁有的勇氣自信及熱心

女兒側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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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審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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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審的話

「只想關心別人，沒有別的原因」帶著自信

文彤具備社群經營所需要的主動、熱情、活力與

感覺個性內向的梓樺，當談到為何想當志工

梓樺自國中起擔任文化導覽志工，因持續投入表

直接說出這句話的文彤，曾在海灘與飢餓 30 擔

自信等特質，對所從事的服務有高度的認同與投

時，她毫不猶豫的回答「幫助人可以更快樂」，

現優異成為志工隊隊長，年紀雖輕卻有毅力勇於

任過義工，她說在美國留學一年時，深深體會到

入，並對於性別議題有所關注，值得肯定。

這句話也是梓樺堅持的信念，立志未來要當導

任事服務民眾，具備社群經營所需要的主動、熱

美國的男女較台灣平等，因此日後積極提倡性別

覽、學習當領導者，進一步將領導力運用在號召

情、活力與助人等特質，值得肯定。

平等，影響他人。

志工上，希望更多人參與志工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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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群經營獎

社群經營獎

姓名／楊明心 學校／台北市立松山高級中學

姓名／鄭禹彤 學校／高雄女中

Yang, Ming-hsin ／ Taipei Municipal Song Shan Senior High School

Cheng, Yu-tung ／ Kaohsiung Municipal Kaohsiung Girls' Senior
High School

我是女生 我的夢想是 My Dream

我是女生 我的夢想是 My Dream

從小就對生物、醫藥方面抱有濃厚的興趣，未來想成為醫師。
I’ve had a great interest in biology and medicine since childhood,
so in the future I hope to become a doctor.

利用社會企業及文創產業的方式，行銷台灣並走出自己的一條經
濟路線。
To use social enterprises’ and creative industries’ method, to
market Taiwan and build my own path of economy

優秀事蹟
◆ 2014 第十四屆保德信青少年志工菁英獎
◆ 2014 中華民國紅十字會績優團隊隊長獎
◆ 2014 中華民國紅十字會績優志工獎

優秀事蹟

活得精彩

活得精彩
我認為自己最具備女兒獎五大特質中的「責

後來又加入敦安基金會潛能開發培訓計畫，

我在十二歲那年，與同伴創立高雄環保樂活

為善盡義務而認真傾聽調查與研習培力課程，

任」，從小照顧妹妹就是我的責任；就學後，念

更深入關懷社區、舉辦一日視障兒童冬令營，今

日萬人聯署活動，活動期間，我們舉辦全校演

參與香港青年交流及出席青少年議題相關活動，

好書是責任；身為青少年，精進自己、回饋社會

年七月還到新加坡服務當地樂齡人士。此外，我

講、週一無肉日、單車遊高雄等活動，通過萬人

再次經歷社群經營的辛苦與甜美。

是責任。「責任」對我來說一向不是負擔，而是

也擔曾過國史館內導覽志工、參加法務部行政執

聯署後，還獲得高雄市長陳菊接見，初次體驗了

今年暑假舉辦高雄市高中桌遊嘉年華會，半

前進的動力。每個階段、每個角色都有不同的責

行署士林分署之司法小志工，更將關懷流浪狗的

社群經營的精神。現在則擔任「高雄政府兒童及

年來的運作，若非勇氣支持，我不可能堅持到最

任，就像燈塔指引船隻正確的方向。

行動延伸，與崇友基金會合作舉辦一日公益洗車

少年福利及權益促進委員會」少年代表總召集

後，將有意義的事物傳達給大家。瀏覽勵馨官網

為流浪狗募款。

人，提出「高雄市市屬單位展演活動學生票優惠

時發現，Formosa 女兒獎的宗旨多元發展並啟動

方案」，建議市府調降學生票價。

女孩勇敢展現自我內在力量，正是我期許的目

進高中後，我便開始從事志願服務，自參加
學校的服務社團──松山高中紅十字會青少年服

對我而言，報名女兒獎是個證明、肯定自己的

務隊為起點，開始到養護中心、建國花市、流浪

機會。有了這樣的力量，才會更堅定的走下去，

動物之家等地服務，並在高二時擔任服務隊長。

同時也宣揚正面的能量。

此外，我也擔任勵馨基金會「二零一三台灣
女孩日在高雄」少年代表發言人，與學校合作表

社群經營獎

社群經營獎

◆國際崇她獎
◆第 14 屆保德信青少年志工菁英獎全國菁英獎
◆發起連署訂 2/12 為高雄樂活日

標。希望除了得到女兒獎，更期望在承載更大的
社會責任後，能有所貢獻。

示雄女反對婦女暴力並製作微電影。

我來按讚

我來按讚
明心在紅十字青少年服務隊時，因熱心服務

的社群經營，充分發揮紅十字博愛志願服務精

禹彤是位與眾不同的好學生。最令人感動的

最終獲得陳菊市長的善意回應，在台灣與國際比

而升任為服務隊隊長，同時擔任是瑜珈社社長，

神。而明心冷靜、開朗的特質，更是社群經營不

是，在她小小年紀時，就有愛護環境保護地球的

賽中，也屢屢獲獎。她的社群經營精神，非常值

身兼兩個社長職務，可見她的領導統御與好人緣

可或缺的領導人。推薦人：師長 郭靜靜

決心，發起不讓地球嘆氣樂活 2012 萬人連署，

得肯定與培育。

女兒側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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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審的話

充滿自信與活力，外表陽剛的明心，在高中

明心自高中起持續投入志願服務工作，主動

「如果有一個太空船的位子，不用想為什

十二歲時便運用政府、環團、學校及媒體等

開始就到敦安基金會服務，每周安排服務的工作

投入各式弱勢族群的關懷工作，並積極分享自身

麼，坐上去就對了」與眾不同的禹彤，國小就與

資源，成功號召各界響應其所發起之活動，並積

內容。同時也參與過騎腳踏車募捐、量血壓、紅

服務經驗鼓勵影響他人參與，具備社群經營所需

同學成立萬人連署環保樂活日，不計較成功和失

極帶領少年代表提案關注青少年的文化及休閒權

十字台北分會等相關志工活動，在過程中體會到

要的主動、熱情、活力與助人等特質，值得肯定。

敗的她，只是單單透過 10 個朋友推動萬人連署，

益。禹彤不僅以熱情服務人群，更懂運用創意與

這看起來是一個不可能的任務，但禹彤最終化不

策略形成社群網絡，實踐社會行動力改變現況。

責任心是非常重要的。

26

推薦人：師長 江皆慶

可能為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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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群經營獎

社群經營獎

姓名／陳秀宜 學校／新民高級中學

姓名／陳潔蓓 學校／慈濟大學附屬高級中學

Chen, Siou-yi ／ Shin Min Senior High School

Chen, Chieh-pei ／ Tzu Chi Junior High School Affiliated
With Tzu Chi University

我是女生 我的夢想是 My Dream

我是女生 我的夢想是 My Dream

深入社區、擴大老人服務據點，讓更多長輩不孤單，生活充滿歡
笑。
To deeply affect society by expanding elders service foundation and
keep them away from isolation, giving them a life full of laughter.

辦一所能讓學生適性發展的學校，實現我「多元發展人人平等」
的教育理想。

To set up a school that develops each student individually,
bringing about my teaching ideal of “Diverse development
for everyone’s equality”

優秀事蹟

全國學生舞蹈比賽古典舞團體組優等
◆花蓮市語文競賽閩南語演說第一名
◆四川人文交流營隊輔

活得精彩

活得精彩
我來自一個三代同堂的大家庭，小時候常由

起筆對我說：「我會寫了！」看著阿嬤的進步，

我的父母，總是以自身為榜樣教導我做人處

自古以來，女性在父權社會中即被視為附屬

爺爺、奶奶照顧，因此與長輩的關係十分融洽，

讓我感到開心及感動。而我們也將這次的活動企

世的態度與方法，並全力支持我、鼓勵我，奠定

品，遭受許多不平等的對待，雖然現在情況改

對於日後進入社區所做的服務有相當大的幫助。

劃，參與教育部青年署區域和平志工績優團隊全

我積極、正面的人生觀。

善，還是有不少人歧視女性。我向來不服輸，很

我目前擔任新民高中紅十字青少年服務隊隊

國競賽，榮獲服務創新獎。

我一直認為人生最重要的不是成就有多高，

多表現只為了證明：「我是女生，我做得到！」

長，102 年暑假，帶領夥伴進入台中福順里社

今年我將帶領著學弟妹，與長輩進行「樂活

而是為別人付出的有多少，因此熱中參加各種活

在此也想藉由參加這個獎項來挑戰自己，證明女

區，利用青少年的創意結合長輩們的生命歷故

英文」的課程，完成他們的夢想。此外，我也在

動或志工服務。今年，我去了四川擔任營隊中的

生是有能力的。

事，進行「樂齡銀髮再展生命風華－活耀老化懷

台中市綠川實體食物銀行做志工，每個月都會帶

隊輔，不過在去之前，得先備課、編排表演、還

由於我出生於花蓮小鎮，教育環境始終追不

舊與回憶」的課程。最令我印象深刻的是，有位

領社團夥伴一起做物資發放，幫助低收入戶。

要準備司儀稿、練手語劇，每天都忙得精疲力

上都會區，再加上台灣的教育體制也有改革的需

八十二歲的阿嬤忘了怎麼寫名字，於是我握著她

報名參加女兒獎，是希望透過這個獎項，可

盡，然而即便如此，我仍甘之如飴，因為我想將

要，我很希望將來能像河濱學校的校長一樣，辦

的手一筆一畫描寫，到了第六堂課，阿嬤主動拿

以因為我而影響其他人，一同做有意義的服務。

自己所學的、所會的與大家分享，讓所有人體會

一所讓學生適性發展的學校，讓想讀書的都可以

付出的可貴。

快樂學習。

我來按讚

我來按讚
秀宜對於老人健康議題甚為關心，在服務過
程中與長者互動融洽，並將服務過程做成紀錄，

競爭下脫穎而出，榮獲馬總統頒獎。努力的她，
常鼓勵自己：「青年可以改變世界。」

推薦人：師長 周學忠

參加教育部青年署區域和平志工團競賽，在激烈

女兒側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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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秀事蹟

社群經營獎

社群經營獎

◆ 102 年教育部青年署區域和平志工績優團隊全國競賽，榮獲
服務創新獎
◆ 103 年弘道活力銀髮健康操大賽亞健康組，榮獲佳作及受邀
表演團體
◆第 14 屆保德信志工菁英獎，榮獲傑出志工獎

評審的話

咬著牙，即使身上背負著許多任務，仍要求

活動，甚至校內外比賽。而因考慮到家庭經濟壓

做到最好，這就是潔蓓。喜歡接受挑戰的她，

力，留在花蓮就讀的潔蓓，經過三年的努力，終

往往能從既定的緊湊行程外，騰出時間參加志工

於得到德育獎的最高榮譽。 推薦人：師長 姚譯婷

女兒側記

評審的話

秀宜受姊姊影響參加服務性社團，後來榮膺

秀宜明心自高中起持續投入老人及貧困家庭

潔蓓是個愛笑、愛跳舞的女孩，也很獨立，

潔蓓投入學校舉辦的四川人文交流營，並從

隊長一職，更覺得責任重大，也強迫自己成長。

的關懷服務工作，並運用巧思與創意規畫服務方

曾到四川志願服務，但也曾苦惱舞蹈課和志工活

中積極投入及參與各種工作規畫，樂於服務並勇

秀宜從服務中更懂得怎麼跟長輩互動，跟住在一

案，贏得服務對象的肯定，具備社群經營所需要

動影響課業，所幸她最後找到平衡點。潔蓓還與

於接受挑戰，值得肯定。

起的阿媽，關係在不知不覺中變得愈來愈好了

的主動、責任、熱情、活力與助人等特質，值得

同學合力記錄國軍弟兄幫忙搜救高雄氣爆現場人

呢！

肯定。

員的影像，後續還有許多需要協助的部分，希望
大家持續關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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勇氣冒險獎
姓名／李謙慧 學校／新北市立淡水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Li, Chien Hui ／ New Taipei Municipal Tam-Shui Vocational High School

勇氣冒險

我是女生 我的夢想是 My

Dream

成為一位老師，幫助、教導和支持更多的人。
To become a teacher, so I can help, guide, and support lots of people.

入圍者簡介

優秀事蹟
◆ 2014 FHA 新加坡國際夢幻隊餐飲服務競賽金牌
◆ 103 學年原民好食趣 - 創意料理四菜一湯亞軍
◆ 102 學年全國技藝競賽職種餐飲服務第八名金手獎

不畏艱難、勇於挑戰，

活得精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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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我的個性活潑外向，喜歡參加各種比賽，不
僅是挑戰自己，更是學習技能上的增進和做事態
度，因為這些過程是最珍貴的經驗。

場上和其他國家的選手較勁。回想這段比賽的經
驗和成就感，即是為我充滿活力的來源。

勇氣冒險獎

勇氣冒險獎

台灣女兒膽大願更大。

人生需要目標，那將是生活的動力。但是我

最讓我意象深刻的經驗，則是考上淡水商工

更喜歡做當下的自己、享受當下的快樂。往往在

餐飲科後，代表台灣參加新加坡 FHA 國際餐飲

面對很多事時，我們或許會覺得自己辦不到，但

服務競賽。因為我年齡較輕，經驗與技能上不夠

只要願意跨出那一步，就像阿姆斯壯登上月球，

純熟，還不符合代表台灣出國比賽的資格，但我

只是他的一小步，卻是人生中的一大步。日後我

仍爭取成為代表選手，並在努力練習半年後，為

最想成為老師，並向陳樹菊女士學習，將愛散播

台灣奪下金牌。整個過程是我人生中最大的轉捩

到每個角落，我相信這才是人生最大的意義。

點，儘管當下的我感到害怕，卻勇敢的站在比賽

我來按讚
謙慧是個懂得把握機會並勇於挑戰自我的孩

些多元的比賽，豐富了她的經驗及臨場感。也因

子，自小就喜歡參加各種不同的活動和競賽，從

為這些機會，讓她不斷的挑戰自己，生活變得多

原住民朗讀、作文、繪畫到體育競賽等，因為這

采多姿。 推薦人：媽媽 黃心香

女兒側記

評審的話

「比賽可讓我在未知數中找到自己。」是謙

個性大方活潑、很有自信，努力不懈的她於

慧面試時的勇氣宣言；而這種勇氣，是種傻勁，

自己專業領域中找到舞台，盼她延續對餐飲的熱

堅持走下去，就能夠找到勇氣與自信。出國比賽

情，為台灣發光發熱。

讓謙慧失去很多念書、練習與同儕相處的機會，
但也透過這樣的機會，讓她更加認識台灣文化，
進而推廣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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勇氣冒險獎

勇氣冒險獎

姓名／賴羿妏 學校／新竹市世界高中

姓名／蔡孟晴

Lai, Yi-wun ／ Hsinchu World Senior High School

我是女生 我的夢想是 My

Dream

我是女生 我的夢想是 My

還在探索中，目前積極把英文學好。
I am still exploring, at the moment I am vigorously learning
English.

優秀事蹟
◆國中英語團唱第六名
◆ 101 學年第 8 屆全國客語生活學校成果觀摩賽客語歌唱
表演類表現優異
◆ 101 學年校內女生組鉛球比賽第 6 名

活得精彩

我在國小時因曾遇過同儕排斥事件，生怕招

此現在只要想起站在舞台上的光榮，就會讓我想

我來自單親家庭，家中由爸爸扶養我和兩個

所以我做任何事都相當有條理，並都能如期完成

惹麻煩，每天過得戰戰兢兢；國中時，情緒容

更努力去爭取，無論成功與否，自信給了我很大

哥哥。哥哥們剛出生下來就智能不足，所以家裡

易受影響，讓班導和媽媽都很頭痛。但上高中之

的能量！現在的我，總是保持樂觀、開朗的心情

的重心都託付於我。從小爸爸就教導我要負責，

或許因為很早就學習做人處事的道理，所以

後，我漸漸了解該如何與人相處，加上老師的啟

看待事物，努力追求想要的一切。

做每一件事情都要井然有序，而且不可以半途而

我也比同齡的孩子早熟，相對地擁有別人所沒有

老師交付的工作。

發，以及利用參加許多校內比賽的機會，逐漸讓

報名「Formosa 女兒獎」讓我考慮許久，擔心

廢，因為我必須先學習各種事物，再教導哥哥，

的特點，例如我喜歡嘗試新事物，像是烹飪並研

我學會克服恐懼。例如參加校內技藝競賽餐服組

自己過於平凡，但是念頭一轉，我認為如果有勇

唯有我做對了，哥哥也才會學習到正確的事物，

究菜色；我也很樂意參加各項活動，讓自己的生

得到第二名，並連續兩年得到卡片設計第一名，

氣去挑戰必定就有機會，即使失敗了，畢竟也努

不會受到別人欺負。

活經驗更豐富。

連我自己都感到很驚喜。

力過，且又能多了一次經驗。所以往前看，是我

我覺得自己具備了責任與勇氣的特質，除

我自認是個幸運的女孩，讓我學習與人不同

參加比賽謹記在心的準則，因此這次我決定給自

了對家人的照顧外，在學校擔任幹部或小老師

的能力，即使家中有這樣的遭遇，我仍感謝上帝

己一個機會。

時，我一定會自己製作一個表格，時時提醒自己

與家人，讓我的生活和別人一樣充實、美好。

過我發現，自己其實有成功的一刻，而那時站在
台上領獎的榮耀，就成為最甜不過的滋味了。因

工作進度，不會等到要交差了，才臨時抱佛腳，

我來按讚

我來按讚

羿妏上高中後，因環境改變及師長的鼓勵，

自信與活力特質，面對其他方面的活動，即使成

孟晴以樂觀的態度面對生命中的挑戰，從小

度。在校內，她擔任班長或小老師時都能盡心盡

將原本遇到事情總以負面情緒轉變為正面積極的

績不理想，也勇往直前，表現出勇氣及責任感。

就扮演家中女主人，照料三餐、家務整理等工

力，即使遇到困境，也成為磨練的好機會，因此

作，成就了她比同年的孩子成熟懂事的處世態

特別推薦。

女兒側記

評審的話

動力，主動協助與參與校內多項活動，充分展現

女兒側記

推薦人：師長 李雅慧

評審的話

推薦人：師長 陳怡如

脆弱而堅強地往前走，是羿妏給人的第一

文靜內向，但勇於面對過去的缺點，勇於

身為家中唯一女性，不得不肩負起照顧兩位

面臨家庭的困難，仍承擔壓力與責任，不放棄

印象，當談到曾因自己的消極及被動個性而被同

突破中學的低潮，是很珍貴難得的，期許她越來

心智障礙兄長的孟晴，每當想放棄流淚時，不斷

夢想且勇於追夢，並懂得回饋，難能可貴，是

儕排斥的那段時間，聲音抖了一下，但那段時間

越好！

以「堅強再堅強，不到最後絕不輕言放棄」為自

Formasa 女兒的表徵。

卻也是她的養分，「負面能量是成為我動力的存

己打氣。曾想逃離的家，在重要他人影響下，發

在。」相信自己是被愛的、獨特的，讓羿妏走過

現她的家是她與別人不同，得到不同能力的最大

那段黑暗往前邁進。

根源。

勇氣冒險獎

勇氣冒險獎

◆ 102 年度校內技藝競賽餐服組第二名
◆ 101 年度母親節卡片非美工組第一名、102 年度母親節
卡片二年級組第一名◆ 101 年度校慶運動會 200 公尺女子
組個人賽全校第一名 ( 混級制 )

其實剛開始參加比賽一度讓我很有壓力，不

32

Dream

當一位演技自然的女演員。
To be a naturally performing actress.

優秀事蹟

活得精彩

學校／台南市海佃國中

Cai, Meng-cing ／ Tainan Municipal Haidian Junior High Scho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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勇氣冒險獎

勇氣冒險獎

姓名／鄭天愛 學校／南山中學國中部

姓名／吳宜宣

Cheng, Tien-ai ／ Nanshan High School junior high school

Wu, Yi-hsuan ／ New Taipei Municipal Mingder High School

我是女生 我的夢想是 My

我是女生 我的夢想是 My

Dream

Dream

成為法官是我的志向，期盼能發揮所學、伸張正義、幫助他人。
My goal is to become a judge; I hope to uphold the justice, and
help others.

是當一位同時可以享受數理的奧妙，以及熱愛圍棋的職業
棋士兼圍棋老師。
To be someone who can enjoy the wonders of mathematics,
and at the same time be a teacher of weiqi who loves her job.

優秀事蹟
◆ .2009 年獲選為世界展望會小小記者一起前往薩爾瓦多

◆ 102 年艋舺龍山盃全國圍棋賽冠軍
◆新竹縣縣長盃全國直排輪賽擔任運動員宣誓代表
◆第 28 屆日月潭國際萬人泳渡

◆ 2012 年 獲 選 為 Rustic Pathways “India-Lost Children in
India” program 優秀國際志工
◆ 2013 年獲選為 Rustic Pathways “Fiji-Green Island” program
優秀國際志工並在當地完成 10000 英尺〈3 公里〉 高空跳傘

活得精彩

活得精彩
高空跳傘，過程中，我發現自己的渺小，也更激

獨立、喜歡挑戰的我，在投入圍棋之前，即

102 年艋舺龍山盃冠軍升上六段，而後成為台灣

2009 年，我隨著世界展望會前往薩爾瓦多，

曾獲得多項殊榮，包括空手道 ( 黑帶 ) 初段、全

棋院院生，為自己邁向職業棋士之路勇往直前。

將募集來的糖果、餅乾和文具與那兒的人民分

國溜冰菁英選手、全國小鐵人三項、書法、游泳、

圍棋是一項智力運動，需要有清晰的思考能

享，雖然語言不通，但愛無國界。2012 年我和

我的志向是當法官，期盼能伸張正義、幫助他

力。我深信學習是進步的根本，以對知識的興趣

姊姊籌畫飢餓十二活動，號召一千八百名國高中

人，同時秉持「只要有書、有筆就能拯救世界」

小三時，在好奇心驅使下而踏進圍棋教室，

為後盾，可以發現別人看不到的變化，想出別人

生，我擔任國中召集人，要與負責人連絡並協助

的信念，繼續在國際教育志工的路上付出一己之

從此對圍棋的喜愛與日俱增，小六時更決定為

想不出的美妙。勇於追隨興趣與志向的「勇氣」

校內宣傳。

力。我目前就讀明德高中鑑識科學班財經鑑識

了學好圍棋，離家到新北市住在寄宿家庭。在這

是我的特質，我也期許自己一路從高段棋手、成

我 還 曾 在 2012 年 及 2014 年 與 Rustic

組，希望能從中學習財法相關知識、儲備能力。

裡，我一切自動自發，對課業抱持負責、高度興

為院生、進到實力最強的院生Ａ組，進而成為台

Pathways 團體，前往印度及斐濟擔任國際志工；

此外，我也積極培養外文能力，以拓展國際視

趣的態度，雖半自學，但仍保持名列前茅。更於

灣圍棋界的職業棋士，代表台灣與世界的圍棋高

到孤兒院教英文、粉刷牆壁，為居民重建房屋，

野，朝目標前進。此次報名參加 Formosa 女兒獎，

101 年南山盃優勝升四段、健章盃亞軍升五段、

手一較高下，為國爭光。

那兒雖生活艱苦，但是助人為樂，所以我帶著勇

對於實現我的夢想無疑是個肯定，同時也讓我從

氣堅持到最後。在斐濟時，我挑戰了一萬英呎的

中看見女孩的價值。

我來按讚
天愛是一個特別的「棋」女子，小六畢業即
提出申請進入就讀南山中學圍棋「專」班。難能

我來按讚
自學的課業也不懈怠，數理資優的天愛持續保持
對課業高度專注學習，在班級中名列前茅。

可貴的是，她在勇往追求圍棋夢想之餘，對於半

女兒側記

發我的勇氣與冒險精神。

勇氣冒險獎

勇氣冒險獎

優秀事蹟

桌球、作文等各項比賽，都有優異表現。

34

學校／新北市立明德高級中學

推薦人：師長 李嫦春

評審的話

宜宣積極、樂觀又有善心和行動力，小小年

女兒獎的甄選，心中浮現的人選就是宜宣。很開

紀就有許多熱心公益和助人的體驗和事蹟，讓我

心在教書的生涯中遇到這個很棒的學生，我以她

佩服她的勇氣與冒險精神。偶然看到勵馨基金會

為榮。

女兒側記

評審的話

推薦人：師長 賴秀芬

當自己的舅媽因生不出小孩而被迫離婚時，

聰明、自信又獨立，多才多藝，從眼神中可

宜宣前往斐濟擔任重建志工時，爸爸認為這是男

宜宣是個溫柔善良的女孩 ! 長期下來對於公益活

天愛的母親看見這樣的不平等，帶她上來台北接

感受到她對下棋的執著和熱誠，是位值得驕傲的

孩的工作而阻止，她告訴爸爸「這些工作不是男

動的投入更是令人欽佩，相信你的付出是受到很

受更好的性別平等教育，也讓天愛對抗性別不平

台灣女兒。

性才能做，應該用不同角度看世界。」讓父親認

多人的肯定的。

等的勇氣慢慢滋長。就讀圍棋專班的天愛，已經

同。而她也以這樣的勇氣，踏入印度擔任教育志

預備好顛覆圍棋以男性為主的世界了。

工；更在校園舉辦「飢餓十二」，讓更多人體驗
糧食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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勇氣冒險獎

勇氣冒險獎

姓名／葉時羽

姓名／姚書筠 學校／台北市私立復興實驗高級中學

學校／慈濟大學附屬高級中學

Yao, Shu-yun ／ Taipei Fuhsing Private School

Yeh, Shih-yu ／ Tzu-Chi Senior High School Affiliated with Tzu
Chi University

我是女生 我的夢想是 My

我是女生 我的夢想是 My

Dream

下個階段的夢想是到德國讀大學。
The next stage of my dream is to study at a German university.

藉由愛爾蘭舞蹈大賽，成為溝通世上不同文化的橋梁。
To become a bridge to link up cultures and bring about cross
cultural, through the medium of Irish dance.

優秀事蹟

優秀事蹟

◆第九屆、第十屆慈濟大學靜思語說故事比賽國語國中組
第一名
◆花蓮青年雜誌 Apr/2012 生活雜記 < 渴望活著的我 > 入刊
◆國際愛優生文化教育交流協會 2013-14 最佳文化獎

◆ 2014 年第 44 屆世界盃愛爾蘭舞蹈大賽 15 歲組夢想實踐獎
◆ 2013 年第 10 屆慕尼黑愛爾蘭舞蹈公開賽 14 歲組第二名
◆ 2013 年第 10 十屆歐陸盃愛爾蘭舞蹈錦標賽 14 歲女子組第五
名，取得世界盃資格

活得精彩

我來自單親家庭，與母親及妹妹同住，因為

在德國的第二間學校，我有近半年的時間遭

升三年級時，我開始接觸愛爾蘭舞蹈，很

到世界盃舞台。在歐陸參加資格賽，我與弟弟是

家庭背景的因素，使我從小就比同齡同學更獨立

到排擠，每天都不想上學，也有了人生中第一次

快就喜歡上它的律動與節奏，從此投入許多時間

公開賽中唯二的亞洲少年臉孔，並成為 BBC 紀

與充滿勇氣。

翹課的行為，但最後還是撐到學期結束。在這段

練習。學舞期間，因得知道愛爾蘭舞蹈比賽在歐

錄片中的人物。我不擔心起步太晚或是這個圈子

國中畢業時，我便前往德國當交換學生，面

期間，我為了宣揚台灣文化，主動向老師爭取課

美蓬勃發展，而有參賽的念頭。就這樣，我到歐

罕見亞洲人，一心只想著努力追夢。

對陌生的人、事、物，一切得從頭做起。抵達德

堂時間；為了讓德國人品嚐鳳梨酥，向路人要奶

洲參加了第一次的舞蹈比賽，從此也開啟了冒險

國的隔天，放學回家時因為迷路、又不會德文，

粉；為了讓同學刮目相看，花許多精力準備德文

的大門。

我只能用簡陋的英文和肢體語言找到回家的路。

報告……這就是我，哪怕只有萬分之一表現的機

因為生活費拮据，所以買書自學德文，放學後與

會，也要拚命抓住！

勇氣冒險獎

勇氣冒險獎

活得精彩

我自認具有「勇氣」這項特質，七年來，
我一直專注在台灣相當冷門的領域—愛爾蘭舞

剛開始參賽確實有很大的壓力，但完成挑

蹈，並有幸能夠從比賽中脫穎而出，所以想藉由

戰的成就感，卻引領我繼續向前，而且我克服了

參加 Formosa 女兒獎的這個機會，回饋一路上支

Homl 媽用德語分享學校趣事、練習會話。假日

雖然自認沒有特殊專長，但我有勇於嘗試、盡

大家認為扁平足或身材高大者不適合跳舞的困

持我的人，更鼓勵台灣女孩們要勇敢築夢、努力

時，也常常搭乘當地大眾運輸工具，一個人到其

力做到最好的精神，就算放下身段，還是能樂在

難，從六年級下學期開始便遠赴歐洲比賽，並繼

實踐，即使心有畏懼仍應嘗試付出，才有機會讓

他國家和城市自助旅行。

其中、獲得力量。

續前往愛爾蘭、英國參加晉級賽，終於在今年進

夢想成真。

我來按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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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eam

我來按讚

個性勇敢且獨立的時羽，出發到德國參與

羽的勇敢之中充滿著智慧與毅力，時時散發著正

書筠讓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她在這個年紀

書筠又在倫敦世界盃取得「夢想實踐獎」，成為

一整年的交換學生課程，每當她分享近況時，身

面的光芒，感動自己的同時，也照亮了身邊所有

就能勇敢夢想，去年底她便取得世界盃資格，還

首位獲獎的亞洲舞者，相信她也是「勇氣冒險

為老師的我，都自覺可能沒有這般勇氣面對。時

的人。

吸引 BBC 來台拍攝台灣舞者的紀錄片。今年，

獎」的最佳代表！

女兒側記

評審的話

女兒側記

評審的話

推薦人：師長 黃文怡

推薦人：師長 夏家暉

時羽一見到評審就侃侃而談在德國獨自生

獨立思考及判斷，能為自己做決定及負責

「當女舞者最大挑戰就是，除了父母，沒

勇於追求自己夢想的書筠令人印象深刻，

活的冒險經歷，從不會講德語跟鄰居借奶粉做鳳

並具有性別意識，勇於挑戰自己的女孩最美麗。

有任何人支持妳繼續跳舞跳下去。」奶奶問她為

就算被家人、學校反對也要堅持跳舞，是個執著

梨酥，到逼自己每節課舉手發言，都是勇氣舉

什麼不念書，甚至學校也不鼓勵她繼續跳舞的狀

所愛的魅力女孩，希望你能繼續在世界的舞台上

動。這樣的勇氣冒險，也為她帶來對台灣教育填

況下，她仍堅持勇氣往夢想前進。最終為了一個

發光、發熱。

鴨制度的反思，增加性別議題敏感度，成為多元

自己喜歡的興趣，而努力突破困境，是書筠在跳

發展的女兒。

舞過程中最大的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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勇氣冒險獎

勇氣冒險獎

姓名／藍挺毓

姓名／姚彤錦

學校／臺北市立中山女子高級中學

Lan, Ting-yu ／ Taipei Municipal Zhong Shan Girls High School

Yao, Tong-jin ／ Changhua Girls' Senior High School

我是女生 我的夢想是 My

我是女生 我的夢想是 My

Dream

我現階段最大的志向是申請到國外大學全額獎學金，出國
留學。
The biggest goal of my current stage is to apply for full
scholarship and study abroad.

優秀事蹟
◆ 101 年保德信青少年志工菁英獎貢獻獎。◆ 102 年「伸港
國中高甲戲團」參加區域和平志工全國競賽獲文化類第三名
◆ 102 年以高甲戲為主題製作花燈獲全國花燈比賽甲等

活得精彩

責任感是我從小具備的一大優點，因此自小

出國後，就得義無反顧的向前走，證明自己的抉

去年我曾報名 Formosa 女兒獎，當時是抱者

在我學習高甲戲的同時，自己成績受到影響，

學至高中，由同學到老師，所有班上的大小事

擇。這段時間，因為好奇心讓我挑戰各種事物，

試試看的心態參加，這次目的，則是為了推廣高

許多夥伴也因課業繁重退出，因此讓我很掙扎

情，他們都很放心地交給我或請我協助，因為我

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國民外交」。因為希望更多

甲戲而來。

是否該繼續？但想到指導老師對我的器重，加上

總是能依照指示完成任務。我也非常樂於挑戰，

人認識台灣，所以遇到節慶時，我便以台灣引以

從小六開始，我幾乎每周都到社區學習高甲

不能棄那些因我而來的學弟妹於不顧，便硬撐下

國一時認為學英文就是要到英國，於是背起行

為傲的美食傳播文化，我把食譜一一下載試做，

戲，由於高甲戲必須說台語，但不懂台語的我，

去。後來為國中校慶展演以及年度公演都非常成

囊，以破爛的英文遠征英國遊學。這是我第一次

沒想到曾經只會煎蛋煮飯的手藝，竟然做出令他

說出來的台詞，常讓老師與學弟妹哭笑不得，我

功，吸引不少記者、媒體來採訪；而我的會考表

體驗到何謂「獨自」，期間不管遇到任何瑣事，

們讚不絕口的蔥油餅以及一整桌菜。

仍努力克服障礙，靠著硬背記下台詞、台步。繼

現也很不錯，證明堅持是有代價的。

皆需自行面對和處理，但也讓我發現自己擁有無

美國行轉換了我的思維，讓我懂得以不同的

前年成功地演出《興漢圖》，去年又參與《白兔

未來我希望能像明華園當家小生孫翠鳳看

角度看事情，察覺自己的缺失及特長，也更加確

記》演出，並擔任要角。今年更是挑戰宮廷大戲

齊，她二十幾歲才開始學戲，但憑著毅力和上進

定自己嚮往的未來生活。

《王昭君》之〈四塊舞〉，除了要練唱，還要學

的心，達成不可能任務。我相信，自己也可以將

中我無法換得任何學歷，只是提起「勇氣」決定

習柔軟身段。

高甲戲發揚光大。

我來按讚

我來按讚

限的潛能。
我曾休學一年到美國當交換學生，這一年當

為實現在英國短暫留學，挺毓隻身到英國，
除了接機和第一次由住宿家庭送她到學校之外，
其他事務皆需自己處理。經歷過這次的探索，挺

女兒側記

毓現在已脫離了父母保護的舒適圈，自行在台北
就讀高中，接受人生另一旅程的挑戰。
推薦人 : 媽媽 郭梅桂

評審的話

當別人在假日玩樂時，彤錦卻跟著高甲戲的

精神，被戲曲指導老師選為戲份較重的一角。彤

老師學習樂器、戲曲；當大家呼朋引伴逛街時，

錦勇於嘗試的態度，讓校內外老師都肯定她的努

彤錦知道自己的台語不是很溜，發揮積極苦練的

力付出。

女兒側記

評審的話

推薦人：師長 莊淑惠

克服內向害羞的最好方式，就是鼓起勇氣相

挺毓是很有想法並獨立自主的女生，非制度

「( 高甲戲 ) 老師一直誇獎我說，戲中的女孩子

彤錦對於高甲戲的熱情令人難忘。具有天生領導

信自己可以做到，從最小的事挑戰自己，就能不

內的體驗，用不同的方法爭取自己嚮往的生活，

其實沒有比男孩子差，男生的角色女生也可以來

力、號召力，肩負文化的傳承。

斷勇於突破，能夠寬廣自己的心境。對未來懵懂

不因女兒身而受限，期待在未來你能在自己的道

扮演。」彤錦立志將傳統戲曲高甲戲發揚光大。

的挺毓，在交換學生的期間，不僅看見種族歧視

路上大放異彩。

從一開始社區的玩票性質，到組織社區的青少

依舊存在，但也看見了自己未來的奮鬥目標。

勇氣冒險獎

勇氣冒險獎

◆ Certificate of the Most Challenging Award
◆校內親善大使獎
◆醫療志工證書
◆休學一年赴美讀書

活得精彩

Dream

我目前最大的夢想就傳承家鄉的文化「高甲戲」並傳播讓
大家知道。
My biggest dream at the moment is to pass on and spread my
hometown’s culture of “Gaojia opera”.

優秀事蹟

38

學校／國立彰化女子高級中學

年，讓高甲戲繼續傳承下去，是彤錦一直堅持下
去的勇氣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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勇氣冒險獎

勇氣冒險獎

姓名／林彥廷

姓名／楊宇涵 學校／桃園縣立文昌國民中學

學校／國立虎尾高級中學

Lin, Yan-ting ／ Hu-Wei Senior High School

我是女生 我的夢想是 My

Yang, Yu- han ／ Taoyuan County Wun Chang Junior High
School

Dream

我是女生 我的夢想是 My

未來的志向是做個保家衛國的警察。
My ambition for the future is to become a police officer who
guards and protects her country.

做一個有親和力、有能力，受到大眾喜愛的主播。
To be an amiable, capable news anchor who is popular with
people.

優秀事蹟

優秀事蹟

◆ 2014 年 7 月單車環雲林為弱勢長輩募款
◆參加縣長盃體育競賽獲得國女組傳統類內家拳第一名
◆參加雲林縣 102 學年度環境教育繪本獲得國中組佳作

活得精彩

我來自全台最西邊的鄉鎮台西鄉，非常熱愛

本比賽、書籤比賽等。儘管參加比賽並不稀奇，

六歲時父母離異，我被迫在一夕之間成長，

把轉述的話語婉轉說出，重要的是，她具有主播

運動。我是個擁有夢想與熱情的女孩，未來希望

但參加比賽也要有勇氣、因為不知會花多少時

當一個對家庭負責任的小孩。那時我便告訴自

最重要的特質—親和力。為了實現我的主播夢，

能成為保家衛國的警察，而現在的夢想則是，用

間、流多少汗水，犧牲多少午休、畫壞多少張紙，

己：若想有更美好的生活，就要靠自己努力追求。

我要努力充實自己，多接觸不同的領域，不管未

雙腳走遍台灣。

以及承受多少痠痛，最重要的是要有不放棄的精

我的夢想是成為新聞主播，因此我努力保持

來有多少挑戰，我都願意鼓起勇氣為夢想奮鬥。

神，才能學到東西、換得豐碩的成果，而這些不

優異的成績，努力在班上獲取段考前三名、積極

我自認具備「勇氣」特質，因為我有勇氣能

僅要有勇氣還要有毅力。

參與活動，在校內曾擔任司儀、班長、副學藝、

面對夢想路上的波折。這次報名 Formosa 女兒

今年七月，我向華山基金會的台西站站長提
出單車環雲林的計畫，並規劃在活動期間以華山
基金會的名義，在街上為台西的老人募款。雖然

此外，以前的我非常害羞，不敢和陌生人講

校刊編輯，還曾擔任公視「小導演大夢想」的兒

獎，對我來說是對夢想的實踐。我想告訴大家，

面對的是一張張陌生面孔，還有不時被拒絕的窘

話、不敢自己一個人出門，不過在陸續參與了一

童評審，這些努力都是為了爭取每一次站在台上

只要有夢想，就勇敢的追求吧，不論再辛苦再難

境，我仍然鼓起勇氣向路人說明募款目的，最後

些活動後，我開始能夠克服心中的畏懼，所以我

講話的機會。而為了具備國際視野，我也花費許

熬，只要想像總有一天自己能站舞台上發光發

募到近五萬元。

認自己具備了「勇氣」的特質，值得擁有這個獎

多精力學習外語。

熱，就值得了。

我也樂於參加各項活動，包括武術比賽、繪

沈春華是我最欣賞的主播，她口齒清晰，能

項。

我來按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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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 第六屆台灣國際兒童影展評審
◆ 2013 桃園縣模範生
◆獲選為校內司儀人選

我來按讚

彥廷是位充滿自信及活力的女孩，今年她向

終都能一一克服，未曾放棄。相信她在未來學習

宇涵是位品學優異的學生，具有熱情且無限

涵對自己的未來已有規劃，她希望用紙筆與攝影

我提出單車環雲林的活動，從計畫到執行，全部

的旅途中，也能夠看到、學到更多，並與大家分

創意，個性樂觀向上、有顆善良的心，曾參加樂

記錄感動人心的人、事、物，願望是朝主播之路

由她一手策畫。過程中，她也遇到許多挫折，最

享。

生、創世、育幼院的志工與舞蹈才藝的表演。宇

邁進。 推薦人：師長 葉姝妏

女兒側記

評審的話

女兒側記

評審的話

推薦人：華山基金會台西站站長 林明鋒

彥廷來自獨居老人居多的雲林台西鄉，言談

彥廷看見老人需求，掌握機會，願意做沒人

宇涵推門走進來，就以流暢清晰的口語表達能力

宇涵是個善良純真的女孩，勇於多方嘗試，為自

之中都可見其對社區的關懷。因看見獨居老人的

做的事情，勇於創新，努力克服困難，協助在地

讓評審驚艷，擔任過公視「國際兒童影展」兒童

己的夢想而努力，希望你能繼續朝著自己的夢想

辛苦，她與夥伴單車環雲林為老人募款，讓雲林

社區並感染同儕一同努力，足為女兒們表率。

評審，夢想當主播，其實是想讓自己的爺爺奶奶

前進。

其他地區的居民看見台西鄉需求。從雲林出發，

在吃飯時，可以看見孫女在主播台上播報新聞，

彥廷的眼光與腳步決定放在台灣，讓全島都看見

讓他們可以驕傲地對鄰居說「欸，這我孫女耶。」

雲林人的勇氣。

勇氣冒險獎

勇氣冒險獎

活得精彩

Dre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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勇氣冒險獎

勇氣冒險獎

姓名／羅珮云 學校／台中市私立葳格高中

姓名／黃繻嫺 學校／左營高中

Lo, Pei-yun ／ Wagor High School

Huang, Hsu-hsien ／ Tsoying Senior High School

我是女生 我的夢想是 My

我是女生 我的夢想是 My

Dream

加強德文和英文能力，到瑞士就讀有關觀光及飯店管理的
大學。
To strengthen my German and English abilities, and go
to university in Switzerland to study tourism and hotel
management.

成為藥師，以及找贊助延續「Light Love 小太陽計畫」。
To become a pharmacist, and find support to continue the
“Light Love” project.

優秀事蹟

優秀事蹟

我在單親家庭長大，十歲就必須學習獨立。

自台灣！這些努力讓我獲得由交換學生機構頒發

我熱愛生命，喜歡冒險、挑戰；喜歡去看

為家庭和孩子帶來光亮。這光亮就像太陽，給予

高中有一段休學的時間，我曾在金典酒店服務，

的最佳文化交流獎。但獎項不是重點，成功的

看外面的世界有何不同。十六歲，我到美國當高

這些家庭溫暖，也是「Light Love 小太陽計畫」

從中獲益良多。重返校園後，我利用課餘時間學

是，我讓大家知道在亞洲有個美麗的福爾摩沙寶

中交換生，將自己「歸零」的一年生活，讓我學

的初衷。
「One Light One Change」是我們的信念。

習德文，並在去年遠赴瑞士當交換學生，這是我

島－台灣。

習了勇敢、自信；十七歲，到柬埔寨當國際志工，

然而當時這個計畫從企劃到成行真的很辛苦，不

第一次寄人籬下，面對不熟悉的人、事、物、語

未來希望能再次到瑞士就讀，因此不但要加

又熱又累的夏天，是個難忘的暑假，我體驗到付

斷的聯絡開會、對外尋求贊助，還有家訪時，路

言、生活習慣，但我靠著自己的力量克服一切。

強自己外語能力，以及更多工作經驗。當然還要

出是一種幸福；十八歲，加入家扶中心的十年助

程非常艱辛，但居民的笑容，給了我們最大的鼓

在這一年的交換旅程中，我竭盡全力介紹台

投入公益活動，幫助有需要的人。希望藉由參加

養人，成為別人生命中的天使。

勵和勇氣。

灣，不僅將富含台灣文化意涵的小飾品分送國外

女兒獎甄選，能把我的經驗與更多年輕朋友分享

前不久，我剛結束在柬埔寨的旅程，這是一

當 「One Light One Change」改變別人時，

友人，還製作了 PPT 讓老師、同學與住宿家庭

給，鼓勵大家走出自己的舒適圈，一起在國際間

段感動難忘的經歷。因為今年初的一篇報導，我

我也在過程中改變。希望我的熱情能感染更多

更認識台灣。此外，我也隨身攜帶台灣國旗，在

綻放光芒！

和朋友成立了「Light Love 小太陽計畫」，內容

人，讓他們有機會翻轉人生。未來我還有很多要

每個國家都留下足跡，並大聲告訴他們：我，來

是提供太陽能燈給柬埔寨家庭，做為夜間照明，

挑戰的事，而我已經做好改變自己的準備。

我來按讚

我來按讚

珮云在學業上總是虛心學習，遇到不懂或從

從她網站日記中的點點滴滴，可以看出她樂在其

一 年 交 換 生 的 經 驗， 讓 繻 嫺 變 得 堅 強。

HOBY WLC 世界領袖營，到發起「小太陽計畫」，

未經歷過的事，也勇於嘗試。她剛結束瑞士的交

中，相信這些經歷都將化作她不斷前進的能量。

走出台灣後發現世界遼闊，人生觀點也從此改

我所認識的繻嫺，充滿智慧與勇氣、勇於挑戰，

觀。從參加以立國際的「柬單生活」計畫、報名

是實實在在的台灣女兒。推薦人：國小老師 張淑華

女兒側記

評審的話

女兒側記

推薦人 : 師長 何大行

評審的話

曾經對自己很有自信的珮云，卻在基測跌

珮云談吐大方，獨立自主、清楚自己的方

「堅持夢想是件很酷的事，我勇於踏出舒適

和繻嫺對談可以感受到她單純的外表下有顆

了一個跤。塞翁失馬焉知非福，珮云在準備重考

向，為自己的決定負責，是個很有想法的大女

圈，在冒險過程當中認識一群擁有正面能量的朋

隨時為這個世界付出熱情的心，有好的想法並具

時發現人生其他的美麗風景，不管是堅持打工讓

生，期待你持續對夢想的熱情，將台灣介紹給世

友，是我覺得最棒的事。」在柬埔寨協助建立綠

備執行力，和團隊一起合作，也能克服過程中的

自己提早進入觀光餐飲產業，或是到瑞士實習之

界。

色孤兒院的繻嫺，回國後更與夥伴將太陽電燈泡

困難，追求夢想的女孩是值得被讚許的。

後與瑞士的朋友們介紹台灣文化，珮云一步步往

帶去柬埔寨。她在冒險的過程中反思自己，成為

自己的志向邁進。

更全方位的少女。

勇氣冒險獎

勇氣冒險獎

活得精彩

換學生之旅，單身負笈求學的寂寞是辛苦的，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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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 參加柬埔寨國際馬拉松
◆ 2012 到美國德州當高中交換生ㄧ年
◆ 2013 年暑假入選 WLC 世界領袖營

◆ Ayusa 全球文化交流機構 2013/14 最佳文化交流獎
◆ 101 學年度台中市模範生
◆瑞士盃飛盤爭奪賽 Open 組第五名

活得精彩

Dre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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勇氣冒險獎
姓名／顏嘉瑜 學校／金陵女子高級中學
Yan, Jia-yu ／ Ginling Girls' High School

我是女生 我的夢想是 My

Dream

當一位主播，將興趣和工作合而為一。
To become a news anchor, so as to merge together my
interests and my work.

優秀事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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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得精彩

亦有著傑出的表現與強烈的興趣，

我喜歡幫助人並接受挑戰，從小學四年級就

師，活動中，我將自己的專長朗讀介紹給家扶中

沉浸在朗讀的語文天地中；在 100 年全國語文

心的孩子，看見他們天真滿足的表情，我心裡不

競賽中，得到國小學生組國語朗讀第五名，國中

禁想：「值得了！」因為這小小的舉動，在我、

對於任何微小事物都充滿了好奇，

後再接再厲，參加 102 年全國語文競賽國中學

在孩子們的記憶裡都寫下了幸福！

想要一探究竟。

在萬花筒世界中，

生國語朗讀組第一名。在訓練過程曾因挫敗，一

我未來的志願是當主播，沈春華是我最欣賞

度想放棄，最後仍然咬著牙靠勇氣支撐，最後終

的偶像，當她在主持界已佔有一席之地時，她卻

他們是未來的居禮夫人，女性的愛迪生，

於達成目標！

毅然放棄一切出國念書，只為了成為更專業的主

台灣未來科技世界有女性在其中，

由於朗讀的興趣及專長，一次因緣際會中，

播。她追求完美、精益求精的態度正是我想效法

我參加學校招募世界展望會衛理福音園志工，在

的！而這次參加女兒獎的甄選，也是希望能持續

希望無窮 !

「兒童才藝博覽會」創意寫作朗讀班中擔任小老

發揮自己的「影響力」，帶給更多人良善的力量。

數理科技獎

數理科技獎

◆ 102 年全國語文競賽獲得全國第一
◆參加世界展望會活動，協助偏鄉學童開發新才藝，服務
時數 22 小時
◆在貓頭鷹故事屋擔任故事姊姊

數理科技

我來按讚
在學校安排的超越自我探索教育挑戰課程

的進階版攀岩，這才發現她的內心充滿了勇氣。

裡，我發現當別人尚在掙扎是否要往上爬或是放

從她的身上，我看到為了目標奮鬥不懈，並挑戰

棄關卡時，嘉瑜卻一關關通過，甚至征服高難度

自我的可佩精神！ 推薦人：師長 嚴欽華

女兒側記

評審的話

「我想成為新聞從業人員的原因是我認為

嘉瑜是個聰慧的女孩，清晰的表達能力更

記者可以為大家帶來許多不同的理念，不管是同

是在他的年齡層少見，且具有性別意識，目標明

工不同酬，或是最近的多元成家，我都希望為民

確，願意分享自己的能力，有企圖心以及積極勇

眾帶來新的視野。」嘉瑜在面試時強調，已經準

敢為自己的夢想而努力。

備好將性別新視界帶來台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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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理科技獎

數理科技獎

姓名／蔡佳穎

姓名／吳宜庭

學校／台南市立建興國民中學

Tsai, Chai-ying ／ Tainan Jiansing Junior High School

Wu, Yi-ting ／ Taipei Medical University

我是女生 我的夢想是 My

我是女生 我的夢想是 My

Dream

優秀事蹟

優秀事蹟
◆中央研究院 102 學年度高中生命科學研究人才培育計畫
高三班壁報式論文佳作◆參加行政院青輔會甄選獲選以色
列國際環境青年領袖會台灣代表

活得精彩

佳霞月貌千里秀，穎毅日建百尺竿」是父母

全無懈可擊」，創作動機來自於舅公在登山時，

因喜愛生物，國一時以「吳郭魚的排泄便變

對我的期許，也是我努力的目標。我小學念的不

因心臟麻痺，當時四下無人，導致他不幸身亡，

便」為題參加科展。高中時進入中研院高中生命

多次的海外國際志工服務經驗，以及對於夢想

是資優班，知道要考上建興數理資優班不容易，

這件事激發我發明出了多功能拐杖，一旦發生緊

科學資優培訓團隊，於台大毒理學研究所以「狼

的堅持，我相信自己能夠藉由不斷的提升、開拓

但是我告訴自己絕不放棄。準備期間，儘管身體

急狀況，按下拐杖上的按鈕，即可與手機連結定

狽為奸的惡魔與撒旦 - 生活中常見毒物的交互作

視野，朝夢想前進，並在國際志工的天地中持續

極度不舒服，可是我都撐過去了，當複試成績

位，並發出警急警報。

用」為題，研究毒物交互作用，從分生實驗學起，

付出，成為一個有自信的台灣女兒。

出來，我成為十年來第一位考上建興資優班的學

在台大毒理所的實驗。

我也時常讀經、讀報給植物人聽，並關懷身

在過程中找到對研究的熱忱並想從事疾病研究。

做為一名在生物醫學領域有熱忱、有想法的女

障者。我還寫信鼓勵特教班同學，今年母親節，

我亦透過所愛開闊視野，例如在「聯合國

孩，我非常認同勵馨鼓勵台灣女兒、提倡女權，

我是標準的處女座，一切要求盡善盡美，而

啟智班同學的母親便回信告訴我，這是她收過最

青年領袖會議」主講降低兒童死亡率議題；於

並在各領域協助「夢想家」實現理想的做法與理

且只要想就要做到，盡一切努力達成。今年我跟

不一樣的母親卡，讓我也很開心，並期許自己以

2012、2013 參加 Rustic Pathways，前往印度和

念，也讀了馬拉拉的自傳，對於女性權利議題極

同學參加金門國際創新發明暨設計競賽發明類青

善心感動更多人。

斐濟教數學；參加以色列國際環境青年領袖會，

有興趣，因此報名台灣女兒獎。

生，替自己與學校都爭了一口氣。

少組競賽，榮獲銅牌，作品是「拐杖再升級，安

見習高科技發展；參加上海滬台科技營，報告我

我來按讚

我來按讚

佳穎數理知識特優，參加台南市、台灣區、
亞洲區等多項數學競試，也都有極出色的成績表

希望她未來能成為優秀的世界科技人才，為人類
謀福祉。

現。欣見她上國中後，仍孜孜不倦於數理領域，

女兒側記

推薦人 : 師生 李文仁

評審的話

宜庭熱愛數理科技領域，尤其是生物醫學科

有禮、提問中肯，深獲老師欣賞與激勵，這也是

技。進入北一女就讀後，經常與老師互動，遇到

她能代表學校，參加上海的兩岸學生科技營的主

疑惑必鍥而不捨地探討並向老師請益，態度謙和

要原因。

女兒側記

評審的話

數理科技獎

數理科技獎

◆ 103 AIMO 亞洲國際數學奧林匹克公開賽中學一年級組
金獎
◆ 103 金門國際創新發明暨設計競賽發明類青少組競賽銅
牌獎
◆ 102 當選台南市第 25 屆十大傑出兒童

活得精彩

Dream

從事醫學工作，成為國際數理與英文教育志工，幫助有夢
的孩子。
To undertake the study of medicine, and also become an
international mathematical sciences and English language
teaching volunteer, so as to help children who have dreams.

成為一位傾聽者與陪伴者的社工人員，是我最大的夢想。
To become a social worker who listens to and accompanies
others, that is my biggest dre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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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台北醫學大學醫學

推薦人：師長 簡麗賢

從小就對數理著迷的佳穎，帶著自己研發

佳穎能克服體質、情緒的阻礙，對數理學習

小時候常生病的宜庭，立志將來要當醫師，

宜庭對自己的目標有清楚的規劃且能實踐

的多功能電子書包，與評審老師分享成果；且為

充滿熱情並且有優秀的表現，極具發展潛力，期

也因此對數理相關知識保持濃厚興趣。高一更參

力行，對於國際事務參與經驗與以醫事服務人群

了透過女兒獎讓更多人看見台灣女兒的特質及故

許未來能發揮所學，為社會貢獻專業。

加中央研究院的高中培訓計畫，精進數理科技相

的志願，讓人對其將來的發展有期待，希望宜庭

鄉台南，還特別製作女兒獎專屬玩偶。佳穎也因

關知識。宜庭也曾前往薩爾瓦多，參與國際志工

能依自己對研究工作的執著，往自己的理想前

異位性皮膚炎的經歷，積極關心特教班學生，充

服務，將所學數理相關知能，由知識層面提升應

進。

分展現對人的關懷。

用於服務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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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理科技獎

數理科技獎

姓名／蕭雅馨 學校／嘉義市私立嘉華高級中學

姓名／ 余偲綺 學校／台東縣立新生國民中學

Hsiao, Ya-hsin ／ Chia Hwa Senior High School

Yu, Ssu-chi ／ Taitung County Hsin-Sheng Junior High School

我是女生 我的夢想是 My

我是女生 我的夢想是 My

Dream

從小就對數理有興趣，未來的志向是當會計師。
I’ve been interested in maths since childhood, so my dream
for the future is to become an accountant.

我最大的夢想是希望能到每個國家表演鋼琴。
My biggest dream is to be able perform a piano recital in
every country.

優秀事蹟

◆民國 103 年嘉義市市長盃手擲機飛行競賽佳作
◆民國 103 年嘉義市第 32 屆國民中小學科學展覽會國中組
數學科第三名◆民國 102 年嘉義市第 31 屆國民中小學科學
展覽會國中組地球科學科佳作

◆科學展覽比賽佳作
◆珠心算比賽第三名
◆數學能力獎特優

活得精彩

我的父母畢業於化工系，從小我便聽著許多

則，幫助計算，更利用物理、化學原理發現生活

我在三歲那年，對數學產生好奇與興趣，便

好理解的方式，讓同學們不會因為對數學感到恐

專有名詞。國中進入數理資優班，陸續參與多項

和科學中奇妙的連結，我認為人們發明、運用科

開始練習寫數字，並踏上十年來專業的訓練與指

懼而放棄，而是對數學產生濃厚的興趣，並進一

比賽，舉凡校內數理學科競賽到代表學校參加嘉

學的目的是為了讓生活更便利，而我們所學的知

導。經過多年嚴厲的指導，我越來越喜歡數學，

步友意願參與科學展覽等比賽。

義市科展，在父母、師長的潛移默化下，開啟我

識是為了累積常識，成為生活中的工具。我愛上

並參加許多場比賽，也得到不錯的佳績。

數理科知識智慧的大門。

數理，喜歡在生活中擅用數理的成就感，更喜歡

數理與我，是雙向影響。每當我費盡九牛二

解題時沉浸在數理的懷抱。

數理科技獎

數理科技獎

優秀事蹟

活得精彩

Dream

鋼琴是我的另一項興趣，「把握機會，會衍

雖然這幾年來，挫折重重，但我總努力克服，

生更多機會，被疏忽的機會則一去不返。」這是

沒有過放棄的念頭，反而有強烈的突破心態，

我的座右銘，所以只要一有能讓我公開演奏的機

虎之力，解出數學問題時，豁然開朗的喜悅難以

我相信參與 Formosa 女兒獎甄選是很有意義

憑著這意志力，讓我跨越艱難的挑戰，也讓我越

會，我都會好好把握，並全力演出。我非常喜歡

言喻。從科學勞作到科學實驗、理解科學原理和

的，我第一次嘗試用書面具體的回答問題，學習

來越熟練、進步。上小學後，我也利用下課、放

嘗試不同的事物，腦中時常出現「不去嘗試，必

運行規律，不只充滿趣味、知識，也認識科學的

到未來準備書面資料的經驗和語文表達的進步，

學和零碎的時間，用心教導每一位需要幫助的同

然學不到任何東西。」這句話，也因此不管多艱

力量成為快樂的發現者。

相信對我實現會計師的夢想很有幫助。

學；更利用回家休息的時間，研發出簡單快速、

難困苦的事情，我都樂於挑戰。

我很享受以不同的數學式子、圖形歸納出規

我來按讚
雅馨對學問的執著及堅持，值得欽佩。在她

雲集的資優班中，仍有紀律地規畫自己的學習與

偲綺從小就品學兼優，喜歡自告奮勇參加許

在品格、道德上，偲綺總讓人豎起大拇指，我覺

身上可見三項特質，一求知若渴，在學科上涉獵

生活；三真誠待人，擔任衛生股長以身作則帶頭

多比賽，對於每一項活動都很熱衷，做任何事也

得她兼具勇氣、自信、活力、責任，所以真誠推

甚廣、積極參與各項活動；二穩紮穩打，在高手

清掃，深獲大家肯定。 推薦人：師長 蔡孟婷

都很要求自我，是個非常有責任感的小孩。不管

薦她。

女兒側記

評審的話

女兒側記

評審的話

推薦人：媽媽涂淑貞

雅馨認為自己最符合女兒獎的特質就是活

雅馨的自信、樂觀、開朗令人激賞，也使

參賽前，偲綺看著女兒獎甄選網站上寫著

偲 綺 的 自 信、 活 力 及 獨 立 自 主 的 特 質 具 有

力與自信，在和評審老師分享自己的科展實驗成

她面臨任何挑戰都能勇於處理，希望雅馨在生活

獎項理念：自信、活力、勇氣、知識及責任五大

Formosa 女兒獎的內涵與精神，並且在數理科技

果時，眼中閃耀著自信的光芒，評審老師也與雅

規劃上，可以更清楚的定位，為未來的生活與社

特質，便決定報名！偲綺從三歲就接觸數學，除

能力相當傑出，樂意協助同學學習，將來能發揮

馨分享女性科學家的經歷及想法，勉勵雅馨維持

會提出具體的貢獻。

對數理研究情有獨鍾，也經常訓練自己用簡單的

的空間很大，能為女性在科學上的表現增添更豐

表達方式，幫助同學理解複雜的數理概念，同時

富的色彩。

她的熱忱，持續朝她興趣所在的數理科技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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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來按讚

增進獨立思考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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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理科技獎

數理科技獎

姓名／彭顓顓

姓名／王郁馨

學校／台中女子高級中學

Wang, Yu- shin ／ National Chiao-Tung University

我是女生 我的夢想是 My

我是女生 我的夢想是 My

Dream

希望將來成為科學家，可以從事醫學基礎研究，為世界做
出重大貢獻。
I hope to become a scientist in the future and to advance
the foundation of medical studies, so as to make a big
contribution to the world.

優秀事蹟

活得精彩
我從小就熱愛數理，越有挑戰性的事我越喜

台積電盃青年尬科學青年尬科學競賽，影響

經歷多次科學研究，我認為最大的收穫，就

歡。對我來說，數理不只是課本上死板的公式，

我甚深，讓我有機會站上台告訴大家我的想法。

是過程中，每一次跌倒、每一次需要重新設計實

而是充斥在生活中。我寫過一篇文章〈物理看

當時，我從一個上台就會臉紅的女生，蛻變成面

我曾參加 98 學年度台中市科學展覽，擔任

驗，我都在擦乾眼淚後重新出發，以始終不變的

花〉，就是用物理的角度去欣賞世界上的另一種

能對大家侃侃而談的人。

組長工作，其間雖遭逢種種困難，我卻仍帶領著

熱忱和執著，還有永不放棄的執著精神，克服所

美，雖然裡面談到的理論很淺，但若是淺顯易懂

我報名女兒獎，為的是想告訴大家，女生也

團隊突破難關，包括拜訪榮總、中山醫學院、中

有的障礙。

的理論就能看到美麗，用更深的理論，一定可以

可以有一番作為、女生也可以喜歡數理、女生也

看到更不可思議的美。

可以站在台上盡情揮灑。我認為自己最具備「自

父母從小就期許我能好好念書，並且積極培
養孩子對科學的興趣，時常帶著我參觀各種儀
器、到各處聆聽科學演講。

程中波折不斷，我卻仍堅持到最後。

國醫藥大學；寫信給中興大學教授尋求協助，最

在公眾人物中，我最欣賞羅莎琳富蘭克林，

後終於獲得教授關建性的指導，讓我們的實驗得

她是位帶著諾貝爾光環卻與它失之交臂的女科學

在課堂上，我即使再累都會認真聽課，因為

信」的特質，因為我參加過許多比賽，發現成功

到重大突破，最後還接受 TVBS 電視新聞與健康

家。儘管過程中，她遭受到性別歧視與種種磨

我不想錯過任何一個學習新知的機會。我也常閱

的關鍵，就在於相信自己，這樣才有努力的動

一點靈節目採訪。高中時，我也曾擔任魔術社社

難，但是她偉大的精神和研究成果，都令我由衷

讀數理方面的書籍充實自己，若遇到問題就馬上

力、才有更進一步的可能。

長、數理資優班成發公關長等多項職務，即使過

的佩服。

請教老師，直到完全理解。

我來按讚
顓顓清晰冷靜，思路層次井然，更具備了活
力、自信、勇氣、責任、知識等五大核心特質。

我來按讚
接納不同意見的處事態度。若能獲得女兒獎，相
信日後必將能大展長才、爭取榮譽。

她喜歡充實自我，兼具合群、謙虛、助人、主動、

女兒側記

數理科技獎

數理科技獎

◆ 2013 台積電盃青年尬科學決賽表現優異
◆ 102 學年度高級中學數理及資訊學科能力競賽台灣省第
二區複賽物理科佳作

◆三度參加科學展覽會並獲得佳作
◆第十三屆旺宏科學獎入圍決賽
◆ CREATIVE SCIENCE IRONMAN 總冠軍

活得精彩

Dream

將所學所知以演講的方式和眾人分享，進而改變世界，讓
世界變得更好。
Make the world a better place by public speeches about what
I learned.

優秀事蹟

50

學校／國立交通大學

Peng, Chuan-chuan ／ National Taichung Girls' Senior High School

推薦人：媽媽 莊妙雲

評審的話

郁馨高一時，即「主動」邀請老師指導參與

作時也會整合組員意見，展現出優秀的團隊合作

許多科學競賽。舉凡校內科學展覽、校外科學展

能力。她也在北二區物理學科能力競賽中獲得佳

覽，皆表現出對自然科學的強烈興趣；在小組合

作，展現優秀能力。 推薦人：高中師長 陳襄銘

女兒側記

評審的話

顓顓用自信、熱情來形容自己，對於所鍾愛

顓顓自信、傑出，具有專業之科技研究成果，

以前害怕對人群說話的郁馨，在科普競賽

郁馨能體會到物理深層的美，並將它連結

的數理科技相關知識的涉獵與研究，更是不顧一

對科學研究的熱情與投入令人感動，同時她勇於

後，經歷了聽說讀寫的完整洗禮，現在的她面對

到日常生活實屬不易。期待未來能更勇於突破，

切地去執行，例如在高中時期就曾為了所作的狐

探險未知的勇氣和行動力，也充分彰顯她未來的

評審談吐充滿自信；對她來說，數理不只是冰冷

無論在專業領域或是個人思考方面，都能有冒險

臭科展研究而廢寢忘食。看著她眉飛色舞地分享

發展潛力。

的公式，更與日常生活息息相關，她所寫的文章

創新的突破。

自己的科展成果，我們也看到了顓顓身上洋溢著

〈物理看花〉，用平易近人的文字讓人發現原來

自信及熱情。

物理就在生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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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能運動獎
姓名／許馨云 學校／崇光女子高級中學國中部
Hsu, Hsin-yun ／ Our Lady Of Providence Girls' High School.

體能運動

我是女生 我的夢想是 My

Dream

希望我熱愛的武術能以發揚光大，將珍貴的文化繼續流傳。
I hope to promote and develop the martial arts that I love,
and to continue to spread this precious part of our culture.

入圍者簡介

優秀事蹟
◆ 2013 年全國菁英盃國武術暨舞獅錦標賽 兵器團練 A4 組
第一名金牌◆ 2013 年全國中正盃武術聯賽國中女子組傳統
北拳第四類第一名金牌◆ 2013 年全國中正盃武術聯賽國中
女子組傳統兵器第二類第三名銅牌

汗水、淚水交織而成動人樂章，

活得精彩
「Formosa 女兒獎」的女兒揮灑汗水、
發揮運動長才，成就自我巔峰。

自國小二年級起，我便愛上國術，每天早上

面對國術，我從來不知什麼是辛苦，也不畏

與傍晚都是訓練的時間，操場上經常可見到國術

懼比賽的壓力，總是在每一場比賽與表演中全力

隊練習的身影，以及聽到老師宏亮的吆喝聲。

以赴。截至目前，我參加過的全國與台北市各項

96 年，我第一次參加比賽，原本自信滿滿的

比賽得獎百餘項，加上各項武術演出表演約五十

運動場上的女兒是亮麗的、自信的，

我，卻在這場挫敗中頓失去信心，甚至一度想放

場，並曾榮獲體委會頒發的最佳潛力運動員獎。

力與美的結合，

棄。然而在老師不厭其煩的訓練，還有隊員們的

我熱愛運動與傳統武術，總是充滿活力與勇

鼓勵下，讓我從挫敗中重拾勇氣，並在面對下一

氣。武術，讓我培養出不怕烈日雨水，比他人更

次的挑戰時，更努力練習，之後還跟著老師南征

能吃苦的精神。我經常保持愉快的心情，帶給身

北討。老師鼓勵我們多參加比賽與活動表演，為

邊的朋友快樂。我相信，這就是運動的精神！

台灣女兒努力不懈，
不斷往自我目標挑戰 !

體能運動獎

體能運動獎

台灣女兒不斷挑戰極限，發揮極致。

的就是要訓練我們不怕挫折、勇於接受挑戰的運
動員精神。

我來按讚
馨云有過人的毅力與耐力，並具有積極的態

獎狀、獎盃等。而她參與過的活動與表演更超

度與特別的勇氣。小小年紀即在台北市與全國各

過五十場以上，可說是一位活力滿滿的女孩！

大比賽中獲獎無數，合計擁有超過百餘張獎牌與

推薦人：國術師傅 陳錦湧

女兒側記

評審的話

有著健康的膚色及靈活大眼的馨云，在短
暫的自我介紹中充分的展現對武術的熱愛。評審

對自己充滿信心、對武術發展的理想執著
不悔

老師問：累不累呢？只見她用非常肯定的語氣說：
累！但是，我不怕累！她最大的夢想是開間武術
館，傳揚中國武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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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能運動獎

體能運動獎

姓名／張 云 學校／嘉義市私立嘉華中學

姓名／蘇郁琌 學校／高雄市中華藝術學校

Chang, Ching-yun ／ Chia Hwa Senior High School

Su, Lynn ／ Chung-Hwa School Of Arts

我是女生 我的夢想是 My

我是女生 我的夢想是 My

Dream

考上警大或警專，當人民的保母警察。
To pass the exams for the Central Police University or the
Taiwan Police College, to become a protector of the people.

Dream

成為一名傑出的音樂人，製作出動人心弦的音樂作品。
To become an amazing musician, and to put out a lot of
music that pulls at people’s heartstrings

優秀事蹟

◆ 103 年嘉義市聯合運動會高中男女混合組跆拳道品勢五
級組指定太極四場第二名
◆ 102 年校慶運動會籃球 3vs3 高一女子組 第一名
◆ 102 學年度體適能金質獎

◆ 103 年高雄市體育會主委盃柔道錦標賽國女組第三級第
一名◆ 103 年高雄市體育會理事長盃角力錦標賽國女組自
由式第三級冠軍◆ 101 年高雄市中等學校運動會柔道項目
國女組第二級第一名

活得精彩
一開始不是很喜歡運動的我，在國三那年，

活得精彩
中，我一定可以抵達終點，

我從小就喜歡運動，小學時就是田徑、躲避

利考上柔道黑段資格。回首整個鍛鍊過程，縱使

因為面對考試的壓力，便和幾個朋友藉由運動

我認為自己的努力過程，很值得得到體能運

球與巧固球校隊，之後選擇就讀體育班，學習柔

辛苦卻充滿挑戰和磨鍊，讓我的身心都更有力

紓壓，沒想到後來竟慢慢喜歡上運動。在就讀高

動獎。由於我就讀的是軍警班，全班除了七個女

道，不幸的是，在升國中那年暑假，我發生了嚴

量。我不後悔經歷過那些辛苦，從今以後也會更

一時，我甚至毅然決然選擇體育專長項目－跆拳

生之外，其他都是男生，但是我們這些女孩，為

重的車禍，最後雖然康復，但卻在腹部留下一道

勇敢的邁向心中的志向。

道。雖然直到現在，我並未得到許多獎項或特殊

了證明不會輸給男生，因此無論在課業或是體能

開刀的疤痕。

事蹟，但我擁有一份對運動的熱情，所以我相信

方面，每天都很認真努力的學習，雖然曾經因為

當時我已經考上體育班，不希望因為開刀之

的音樂作品，但這並不代表我放棄所有關於體育

自己在未來一定能贏得更多榮耀，表現甚至比男

太累而一度想放棄，可是為了完成夢想，我絕對

故半途而廢，所以仍堅持就讀。只是每當要做腹

的東西，或浪費了當年的堅持與努力。報名女兒

生更好。就像我最欣賞佩服的人—台灣跆拳女將

會堅持到底。尤其鑑於現在女警各個身手矯健、

肌加強訓練時，傷口就會疼痛，然而憑藉著不放

體能運動獎，就是為了向當初在我出車禍時不看

蘇麗文一樣，不僅為女性爭光，更是全台灣人的

不輸男性的表現，更讓我立定志向，未來一定要

棄的意念總算克服。國中三年，我都靠著熱愛體

好我的人證明，即使受了傷，我還是會努力走完

驕傲。因為有夢想的支持，在這條艱辛的路途

成為可以維護眾人安全的人民保母。

育的精神努力鍛鍊自己，不僅在比賽時交到許多

我的路。

體能運動獎

體能運動獎

優秀事蹟

現在我的夢想是成為音樂人，創做出許多動人

志同道合的好友，也奪得多項獎牌與獎狀，並順

我來按讚
云在高一時，選擇跆拳道為體育專長項目，

皆宜的學生，但這樣的表現，全是憑著熱誠與衝

郁琌擁有多方面的才藝，進入國中時，除了

由於起步較晚，因此比別人更認真練習。她在

勁。她的生活有目標，勇於接受每個挑戰，非常

以柔道運動為校爭取金牌，還有角力運動項目，

學業上的成績也總是名列前茅，是名副其實動靜

值得學習。

女兒側記

評審的話

一副黑框眼鏡，有著濃濃書卷氣質的 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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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來按讚

推薦人：師長 崔方璇

態度誠懇，對未來人生規劃明確

名，其他如美術、音樂等方面的成績，也都是名
列前茅，是一位多才多藝的學生，值得推薦 。

也是金牌得主。她的學業成績都維持班上前三

女兒側記
從國中就開始讀體育班的郁琌是個柔道高

有著偉大的夢想「成為女警察」，為這個夢想，

手 ( 黑段第一級 )，一路走來都非常努力的要證

儘管不是非常熱愛運動活動的她，卻告訴自己必

明自己的選擇，讓爸媽知道她對運動的熱情。但

須因為實踐這個夢想，而努力練習跆拳道。透過

車禍卻讓她放棄熱愛的體育班，改讀音樂班，她

練習跆拳道，善體人意的 云也更樂於助人。

期望透過音樂的製作能撫慰每一顆受創的心靈。

推薦人 劉高斌

評審的話
不畏疼痛、努力不懈，在柔道、角力的努力精神
可佳，期待能持續別放棄。

55

2014 女兒節手冊

2014 女兒節手冊

體能運動獎

體能運動獎

姓名／陳梓盈 學校／國立臺南女子高級中學

姓名／許馨方

Chen, Tzu-ying ／ National Tainan Girls' Senior High School

Hsu, Hsin-fang ／ Taipei Municipal Song Shan Senior High School

我是女生 我的夢想是 My

我是女生 我的夢想是 My

Dream

朝著 2017 世界大學運動會和聽障奧運目標前進。
To advance to the 2017 Universiade World University Games
and the Deaflympics.

Dream

加入舞團，參加教育部舞蹈比賽。
To join a dance troupe and participate in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s dance competition.

優秀事蹟

◆臺南市 103 年度中等學校聯合運動會高女組水上運動，200 公
尺自由式第一名，200 公尺仰式第一名，400 公尺自由式第二名
◆ 102 年全國南區分齡游泳錦標賽，女子 15-17 歲組 400 公尺
混合式第三名◆ 2012 年首爾第七屆亞太聽障運動會，游泳項目
100 公尺仰式第三名，200 公尺仰式第三名

◆高中參加教育部舉辦的台北市學生舞蹈比賽拿到第一名
◆國中參加舞蹈校隊擔任隊長，並為學校拿到第一名
◆國小、國中、高中均參加巴洛克鋼琴比賽獲得優等獎

活得精彩

活得精彩

兩歲時，經醫師診斷為先天性重度聽覺障

教練的肢體動作配合讀唇摸索，還定期請父母親

我從四歲就開始學習跳舞，包括現代舞、芭

我也喜愛音樂，會演奏鋼琴、長笛、大提琴

礙，從此，我比平常人多了一副小耳朵—助聽

用 DV 幫我記錄訓練過程，回家後再根據拍攝內

蕾舞、街舞、民俗舞蹈、踢躂舞及武功等，同時

與吉他等多種樂器。曾在學校弦樂社中，擔任大

器，就靠著它與有聲世界連結。我的運動專長是

容進行分析討論，找出自己的缺失與需要加強之

也加入舞團。由於舞團時常會接很多公益活動及

提琴首席。此外，我也很認真投入在課業與各項

游泳，在國內各項比賽獲獎無數，更數度當選國

處，隔日再請教教練，以進行動作修正，所以女

公演，相對提供很多練習的機會。每一次表演，

成績上，而對於許多事情都帶抱持熱忱，因此經

家代表隊選手，尤其是 2012 年在韓國首爾舉行

兒獎甄選，我以優異的游泳運動成績報名體能運

要練習的舞蹈都是大工程，除了每周的團練，

常參加各種營隊，以及學校的服務學習活動，希

的亞太聽障運動會，一舉奪得 200 公尺仰式和

動獎。

還有其他加練的時間，然而即使練到腰酸背痛、

望充實自我、增廣視野，讓生命更有意義。

儘管天生的聽力障礙，但是我並不會因為如

瘀青或拉傷，仍要忍痛繼續練習，才能在舞台上

跳舞、音樂和服務，這三件事情都是我的興

游泳時，我就像隻快樂的小海豚，在水中悠

此，或他人異樣的眼光而畏縮。相反的，我樂觀

展現出最好的一面。藉由舞團公益公演活動的機

趣。我認為身為 Formosa 女兒，應勇於表現自我

遊自在。雖然聽不見教練的指示，但透過隊友們

開朗的面對每一天，深信命運掌握在自己的手

會，我的心中也因此種下服務人群的想法，而參

的熱情，選擇自己想要的人生，並透過努力堅

比手畫腳的幫忙，逐字逐句拼湊傳達，也能按部

中，必須以汗水來豐富生命，以毅力來實現自己

與中學的服務學習，也為我的生命增添了難得的

持，最終一定能讓青春發光發熱。

就班完成訓練。面對生理上的挑戰，除了靠觀察

的夢想。

體驗。

我來按讚

體能運動獎

體能運動獎

優秀事蹟

100 公尺仰式兩面銅牌，為國爭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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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台北市立松山高級中學

我來按讚

梓盈雖然有重度聽障，仍努力在課業及體育

學校與國家爭光。生活中，梓盈總是用她充滿能

馨方念高二時，曾在活動中表演了一段現代

方面精進學習。游泳是她的強項，除了代表學

量的笑容來面對因為聽力受損而有的挫折，是同

舞，舞藝精湛，加上對音樂的喜好，相輔相成成

校、台南市之外，也代表國家參與各種比賽，為

學們的最佳典範。

推薦人：師長 陳汶怡

為氣質美少女。此外，她上課時總是相當專注，

女兒側記

評審的話

女兒側記

身形健美的梓盈一踏進門就帶著甜甜的笑

雖在先天起跑點落後，但卻仍要求自己與

父母期待未來的馨方能出國深造，懂事的

容，大方地告訴我們她是聽障生，但卻完全不影

常人相同，以熱情、樂觀的精神在專業領域上努

她在學業上從不懈怠，面對自己最大的願望「跳

響她成為游泳國手的決心。社會服務是梓盈未來

力，相信會贏在終點。

舞給很多人看」，這中間如何平衡呢？現在高三

對自己的期許，問她為什麼？「給他魚吃不如教

先努力衝刺學業，等大學時再重新找回暫停的跳

他釣魚」、「我最了解聽障生需要的是什麼」，

舞生命！馨方柔柔的回答。誰說舞蹈家不能是位

十七歲的梓盈如是回答。

學有專精的博士呢！

平時又溫柔有禮，凡事懂得自動自發、熱心服
務，是位德智體群美兼備的台灣女兒。

推薦人：師長 郭靜靜

評審的話
期許能在自己熱愛的舞蹈領域繼續發光發
熱，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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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能運動獎

體能運動獎

姓名／葉子琳 學校／台北市立東湖國民中學

姓名／吳姿妤 學校／台北市立金華國民中學

YE, Zin-lin ／ Taipei Municipal Dong-Hu Junior High School

Wu, Victoria ／ Taipei Municipal Jinhua Junior High School

我是女生 我的夢想是 My

我是女生 我的夢想是 My

Dream

將扯鈴技藝發揚光大，並突破傳統「民俗雜技」形像。
To develop and promote the art of the Chinese yo-yo, and to
break the traditional stereotype.

成為明星運動員。
To become a famous athlete.

優秀事蹟

優秀事蹟

體能運動獎

活得精彩

扯鈴讓我感到快樂，更讓我更有自信。我學

破傳統「民俗雜技」形象，我認為扯鈴可以結合

媽媽很注重家中孩子的均衡發展，因此從

雖然我得過許多獎項，但這些都是犧牲休息

習扯鈴，完全是出自己的興趣，所以每回比賽，

舞蹈和燈光、音效等元素 ，將這項傳統技藝推

小就帶著我上各種體育課程，並培養音樂與美學

時間換得的，平時不是在炙熱的陽光下揮桿練

若對方是來自以扯鈴為重點發展的學校選手，我

向另一個藝術層次。而要達成這目標，不僅要精

概念。此外，我也從很早就上教會、參加主日學，

習，就是在寒冬中做暖身運動，而不論身體有多

的壓力都很大，因此會花更時間練習扯鈴技巧。

進自身扯鈴的技巧及藝術方面的知識外，更重要

學習關懷與奉獻。

疲累，我依然要堅持，因為所有的付出，都會在

在學習過程中，我都是獨自練習，沒有隊友

的是宣揚自己的理念，而參加女兒獎正是為此踏

小學三年級時，我開始接觸高爾夫球，經常

可以相互激勵，若非有「勇氣」與「自信」，可

出的第一步，若能有得獎的肯定，這將是把更推

到練習場與球場打球，曾在第五屆台灣兒童高爾

當我獲知 Formosa 女兒獎舉辦徵選，媽媽與

能已經未戰先敗了。為了讓扯鈴的肢體動作更加

向夢想一步。

夫公開賽中，獲得 C 組女子亞軍。籃球則是我

師長都鼓勵我報名參加，一方面我在體育方面的

獲獎的瞬間值回票價。

優美，我自小三起便學習舞蹈，因此現在，我除

勵馨長期以來即致力於創造對婦幼友善的環

的最愛，六年級即被選為全校國小男童組籃球代

能力優於同儕，另方面我也很受同學歡迎，很希

了在扯鈴表現小有成績，也是「蘭陽舞蹈團」的

境為目標，我認為自己有能力、也願意盡一份心

表隊中，唯一的女生隊員。未來，我希望能繼續

望自己的努力能被更多人看到，繼而向我的偶像

團員。

力，希望藉由參加甄選活動，能有機會供獻一己

發揮運動長才，在每場比賽都有優異的表現，為

曾雅妮看齊，以本身的體育成就在國際賽事上發

之力。

自己及學校爭光。

光發亮。

未來，我希望能將扯鈴技藝發揚光大，並突

我來按讚

體能運動獎

◆台北市大安區仁愛國民小學畢業生特殊傑出表現校長獎
◆ 103 年台北市青年盃田徑賽北市國小女子組壘球擲遠第
一名 ( 破大會 )
◆ 102 年台北市青年盃田徑賽北市國小女子組壘球擲遠第
一名 ( 破大會 )

◆ 2014 年北市中正、青年、教育盃三料冠軍
◆ 2012 日本東京國際扯鈴賽女子花式冠軍
◆ 2011 年體委盃全國女子第一

活得精彩

Dream

我來按讚

子琳曾連續兩屆參加全國中正盃與台北市教

子琳是位多方位均衡發展，個性認真負責的優秀

姿妤而姿妤不只是在體育方面有所成就，在

在各方面均衡發展，也是班上的人氣王，常為

育盃國中扯鈴組，並榮獲第一名。除了扯鈴表現

同學，我很樂意推薦她參加勵馨基金會女兒獎選

課業方面也絲毫不懈怠，若偶爾因為比賽而缺

班上同學帶來歡樂氣氛，因此我很願意推薦她。

優異，她也經常於學校校慶與重要典禮上表演，

拔。

女兒側記

評審的話

推薦人：師長 黃崇誠

課，總會積極補足缺課的作業與學習。她不僅

女兒側記

子琳小時候看了一齣扯鈴表演，從此奠定

活潑、樂觀，已計畫將扯鈴作為自己未來

姿妤頂著一頭俐落短髮，臉上呈現酷酷的

與扯鈴間濃得化不開的緣分。她透過舞蹈上優美

工作選項，很有勇氣與目標充分展現主動積極。

表情，卻用柔美的嗓音回答問題，且很可愛的一

的動作加上扯鈴的技巧，完美的呈現中國扯鈴這

點是，她對自己的體能及籃球技術非常有自信。

門藝術。子琳雖然只有十四歲，但腦袋裡卻有著

不論評審老師如何提問，答案永遠都是：我的技

非常清晰的自我成長藍圖。

術是最棒的！我的體能是比男生好！給充滿自信

推薦人：師長 林姿妦

評審的話
年輕卻不失熱忱，對刻苦的訓練執著與投
入，加油 ~~~

的姿妤鼓勵的掌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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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創作獎
姓名／林文芸

學校／台中市大同國小

Lin, Wen-yun ／ Da Tung Elementary School

特殊創作

我是女生 我的夢想是 My

Dream

成為關心社會大事的漫畫家，作品充滿了愛、正直和勇敢
的力量。
To become a cartoon artist who cares about major events in
society, whose work is brimming with love, with powerful
honesty and bravery.

入圍者簡介

優秀事蹟
創作不止於音樂、美術，

特殊創作獎

它是生活中的必備。

活得精彩
創作是生命本質，
將生命樂章展現最佳極致。

我的爸爸是位婦產科醫師，媽媽是麻醉科護

進成就了自己，背後的動力卻是為了幫助別人：

理師。本身個性溫和開朗，喜歡畫畫、寫作和閱

架設網站幫阿公賣文旦、為家裡直銷成衣以維持

讀。讀美術班的我，曾把重大社會事件中葉少爺

家計；國一時成立免費教學網站，一手打造「知

一事，以漫畫表達心中的感傷和憤怒，並以此畫

識公益」，彌補城鄉差距。

「Formosa 女兒獎」的女兒貼近社會的創作，

參加全國美展。也許是評審老師對該件事也很有

我想效法沈芯菱，成為熱心公益的尖兵，我

將少女所見、所體會的，化為感人的創作，

感慨，便將這幅漫畫選為全國特優，不但在建國

先捐出了美展和科展比賽的獎金，也把全國特優

高中公開表揚，多家媒體也報導了這件事，讓這

的這幅漫畫，送給鼓勵女孩們前進的勵馨基金

幅漫畫引起了不小的迴響，因此我希望成為關心

會，希望以此畫發揮影響力，除了幫助渴望前進

社會的漫畫家，充滿愛、正直和勇敢的力量。

的女孩，也提醒大家：錯誤可以原諒，但是不可

將特殊才華展露無遺。

我的偶像是少女公益家沈芯菱 , 她的積極上

特殊創作獎

◆ 101 學年度全國學生美術比賽漫畫組特優獎
◆書法作品刊登在人間福報
◆ 99 年度應雲岡先生紀念基金會寫作比賽全國首獎

以遺忘！

我來按讚
文芸多才多藝，常在美術、書法、寫作、音

中，並藉由展覽其作品，讓更多人看見他的觀

樂等領域常展露長才，並屢獲佳績。雖然她只是

點，同時捐出比賽得所得，以熱情的態度影響社

一位小學生，但能關心時事，並將想法融入畫作

會大眾。

女兒側記

評審的話

推薦人：校長 蕭勝斌

一開始，文芸展示自己受到第二屆女兒獎

具性別意識，繪畫、說故事的表現優異，

得主沈芯菱「採蚵阿嬤的紅包」故事啟發而繪製

作品描繪細膩，表現出對國際性別人權的關注，

出的作品。她表示自己不只喜歡聽故事，更喜歡

未來前途可期。

說故事，希望透過作品，向人們說出更多精彩的
生命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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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創作獎

特殊創作獎

姓名／王宥心

姓名／蔡雅雯

學校／嘉義市私立嘉華高級中學

Tsai,Ya-wen ／ Chia Hwa Senior High School

Wang, You-sin ／ Chia Hwa Senior High School

我是女生 我的夢想是 My

我是女生 我的夢想是 My

Dream

優秀事蹟

優秀事蹟

◆中華民國第四十二屆世界兒童畫展特優獎
◆ 102 學年度全國學生美術比賽平面設計類嘉義市第一名、
全國入選。
◆ 100 年度國中學生租稅海報設計達人比賽優等獎

◆嘉義市 102 年度校園安全藝文競賽高中海報組佳作
◆校園生命教育傑感恩活動母親節卡片寫作競賽入選

我的個性比較慢熟，不認識我的人都以為我

公眾人物中，我最欣賞、佩服的人非安潔莉

小時候，爺爺常帶我參加彩繪燈籠比賽，並

文靜、內向，但相處之後，就會發現我也有熱情

娜裘莉莫屬，她在美國紐約時報曾發表一篇「我

藉機傳授他過人的繪畫技巧，或許遺傳到他對藝

的一面。繪畫是我最大的興趣，我喜歡把看到

的醫療選擇」的公開信，文中說明她因帶有缺陷

術的熱情，也讓我對創作情有獨鍾。

的、感受到的都以繪畫方式記錄下來，因此，我

的基因而進行行乳房切除術，言談中充滿了智慧

剛開始的作品，雖不算完美，卻是我全力以赴

個特別難忘的比賽，因需要大家同心協力完成，

的夢想成就是成為一位藝術家，因為我認為能把

與勇氣，且絲毫不在意世人的眼光。像她如此「勇

所製作，滿心期待得到好成績，結果卻未得到評

這也是比賽過程中最可貴的地方，各自發揮所長

興趣與工作結合是最幸福的事。

敢做自己」的女性，正是我想學習的典範。

審青睞，見到作品被退回時，眼淚也從我的臉龐

的完成作品。

不僅使我在學業上遇到困難時得以勇敢面對，也
成為我在創作上的動力。
「世界兒童畫展集體創作特優獎」對我來說是

對我來說，生命中最快樂的時光便是在作畫

我覺得自己最具備的特質是自信，我以我的

滑落，但老師點醒我：做過的都不會白費。之後

未來我夢想成為一位為女性發聲的藝術家，運

的當下，好比參加嘉義市「102 年度校園安全」

才華為榮，雖然稱不上頂尖，但對我來說，只要

再逢失敗我都不氣餒，心中想的是如何讓作品更

用手中的素材、腦中的想法，構想並創作出可喚

藝文競賽時，雖然必須熬夜畫海報，但我一點都

不斷精進、努力，並且虛心受教，每個人都能成

完美。當我將成績拋諸腦後，享受全心投入創作

醒人們平等看待兩性的作品，再加上我的作品本

不覺得累，內心反而充滿喜悅與充實，這應該就

為自己心中的第一名。

的同時，喜訊也一件件傳了回來。這樣的經歷，

就充滿了女性獨有的柔美與彈性，顯示出女性也
能擁有自己的一片天空。

我來按讚

我來按讚
宥心醉心於繪畫創作，多次參加各種美展

參加校內班級品格話劇競賽時，她自願負起布景

比賽，曾獲得海報競賽嘉義市市賽佳作的榮譽。

以及道具製作，充分展現勇氣、自信、責任、知

而每回班級活動時，她也都積極參與，如本班

識等人格特質。

雅雯雖非就讀美術相關科系，也沒有受過任

能做出別出心裁的創作。她也勇於嘗試不同的媒

何專業訓練，但她的美術作品卻總是表現優異。

材，讓作品的畫面及色彩充滿女性特有的力量。

雅雯不僅做事細心且有想法，在巧手及巧思下總

喜歡用繪畫記錄所見所聞，夢想有一天能

推薦人：師長 洪嘉璐

推薦人：師長 洪子惠

女兒側記
女兒側記

特殊創作獎

特殊創作獎

活得精彩

是所謂的樂在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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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eam

成為一位為女性發聲的藝術家。
To become an artist who gives a voice to women.

成為藝術家，創造出自己的品牌。
To become an artist and create my own brand.

活得精彩

學校／嘉義市私立嘉華高級中學

評審的話
個性樂觀，勇敢追夢夢想必能實現！

原本有些結巴、聲音細弱的雅雯，在聊到
集體創作經驗時，倏然改變。她不再害羞退縮，

創立自我品牌並將快樂分享給全世界的宥心，

開始鉅細靡遺地講述創作的每一個細節，不時露

就連說話都像在繪畫般寧靜：頷首微笑，靦腆

出喜悅的笑容。顯然地，她對創作充滿熱忱，似

含蓄，簡潔內斂。

乎得獎從來都不是重點，創作的快樂才是。

評審的話
忠實、誠懇、合作能力強，是未來社會中
所需要的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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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創作獎

特殊創作獎

姓名／黃宇涵 學校／國立台中文華高級中學

姓名／余茜如

Huang, Yu-han ／ National Taichung Wen-Hua Senior High School

Yu, Chien-ju ／ National Taitung Girls' Senior High School

我是女生 我的夢想是 My

我是女生 我的夢想是 My Dream

Dream

成為心理諮商師，溫暖更多像我一樣曾遭受挫折的人。
To become a counselling psychologist, and warmly help
people who, like me, have suffered setbacks they were unable
to overcome.

延續悠遠流長的藝術－書法。
To continue the ancient art - calligraphy.

優秀事蹟
◆ 102 學年度全國學生美術比賽台中市第一名
◆ 102 學年度台中市語文競賽南區第一名
◆ 102 年度「財政部中區國稅局」
創意書法競賽社青組優勝

◆ 2011 尊重生命海報比賽初選入圍
◆ 100 學年度台東縣自新生國民中學校慶運動會海報設計
比賽佳作

活得精彩

我自小就學習繪畫、鋼琴和書法等才藝，其

平整的楷書活絡起來，但我一直不知該如何轉

我非常喜愛藝術創作，像是為芭比娃娃設

是加入強弱記號與裝飾音，因為我不愛彈奏規規

中書法是我提升性靈的途徑；鋼琴為我紓解壓力

換。比賽當天，我仍舊徬徨，但就在下筆那一

計衣服，也喜歡把牆壁彩繪得五彩繽紛，雖然曾

矩矩的曲子，希望日後能展開創作編曲的生涯。

的方式。

刻，腦中浮現韋瓦的音樂作品—第四季之夏，一

因此挨罵，卻沒澆息我對設計繪畫的興致。我參

我喜歡參加各項活動與競賽，即使跌倒了也

書法在我人生中佔了極重要的位置，老師曾

切是這麼澎湃！而當內心的音樂結束、作品也隨

加過多次繪畫比賽，由於創作風格與眾不同，評

會立刻爬起，勇於面對種種難關、挑戰。我曾十

告訴我，一個有根基的人事物，是不會輕易被取

之完成。我終於領悟其中的轉變，也發現老師教

審老師們只用「酷」一個字形容。我在繪畫時不

分缺乏自信，但在參加 Power Comp 後，發現「女

代，但我卻常因繁重的課業忽略了練習書法，就

導一百次遠不及自己徹悟！

喜歡受限在框架中，也不愛盲目跟隨，喜歡表現

生也可以大方表現自我」，加上眾多成功女性的

像遺失了最精華的文化。書法是我們的國粹，我

未來我會繼續練習書法，不是為了比賽，而

自己的獨特風格，相信未來一定能闖出一片天。

洗禮，增強不少信心。由於我在國中時曾遭到同

希望延續這項淵遠流長的藝術，繼而發揚光大。

是單純想保有這「以抽象的審美律動線條形式揭

孩提時，因為聽到媽媽彈奏悠揚琴聲，便

學排擠，當時是輔導老師伸出援手幫助了我，所

我今年參加了中部四縣市生活美學文化盃書

示心靈的美」，希望能透過女兒獎這平台，介紹

跟著音符婆娑起舞，媽媽因此帶我去學琴，但死

以，未來我也想成為心理諮商師，幫助那些曾與

書法藝術，讓更多人看見它的美。

板的音階令我感到枯燥，而將許多曲子改編，像

我有過相似遭遇的人。

法比賽獲第二名。比賽前，我對於書法有些迷
失，老師希望我將音樂融入書法中，讓線條表現

我來按讚

我來按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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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秀事蹟

特殊創作獎

特殊創作獎

活得精彩

學校／國立台東女中

茜如對音樂極為熱衷，總是積極爭取上台

宇涵在學校中擔任多種幹部，是具有責任感

是，她不但做事積極負責並追求完美，甚至超出

演出的機會。而她也熱愛繪畫，且有著獨特的風

的人才能勝任；除了注重學業，其他如繪畫、鋼

他人給予的要求，正應這種精神與態度，讓我極

格，有次繪畫比賽題目為夏天，大家都畫得火熱

琴和書法等才藝，她也很拿手。最難能可貴的

力推薦。

女兒側記

評審的話

推薦人：師長 施永華

畫風怪異，她卻仍秉持著特有的風格，追求屬於
自己的特殊創作。

推薦人：Power Comp 小隊輔 王維鈴

熱，唯有她以寒色系為主。雖然別人常嘲笑她的

女兒側記

在說明對書法的熱愛，及渴望能持續浸淫

深具性別平等觀念，將深厚書法才藝結合

看著母親因為生了三個女兒，而被重男輕

其中的願想時，宇涵罕見地露出嚴肅而虔誠的表

人文素養，同時享受執著於自己創作方式，是其

女的父權父系社會看輕；加上曾被排擠霸凌的經

情。儘管書法在當代社會已成為曲高和寡的冷門

勝出眾多優異女兒的原因。

驗，這些挫折的土壤，讓茜如長出勇氣，期待自

技藝，她仍深信《將進酒》中的那句「天生我材

己能成為有影響力的女性。而這也反映在她的創

必有用」，持續堅持在這條坎坷崎路上。

作上：跳脫樂譜的規矩，大膽改編；跨越色彩的
侷限，酷異作畫。

評審的話
將挫折以正面能量轉化於創作實屬難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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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創作獎

特殊創作獎

姓名／何欣恬 學校／嘉義市私立嘉華高級中學

姓名／蔡沛倪

To have more audience who appreciate my works in music
or art.

Tsai, Pei-ni ／ Chia Hwa Senior High School

我是女生 我的夢想是 My

我是女生 我的夢想是 My

Dream

Dream

暑假期間就開始不斷投稿，希望未來成為作家。
To submit many articles over the summer break, as in the
future I hope to be a writer.

讓更多人欣賞到我在音樂及繪畫方面的創作。
To have more audience who appreciate my works in music or
art.

優秀事蹟

優秀事蹟

◆聯和盃全國作文大賽嘉義區初賽國中九年級組第五名
◆嘉義縣絲竹室內樂合奏團體組優等
◆全國美展嘉義縣初賽漫畫類優選

◆嘉義市 102 學年度學生美術比賽水墨畫類第三名
◆嘉義市 102 學年度學生音樂比賽二胡獨奏第一名

活得精彩

從小爸媽就全心全意栽培我，不論音樂、

榮耀。果然皇天不負苦心人，終於，我拿到了嘉

我來自公務員的家庭，但媽媽卻顛覆一般

版社的出品方向，也慢慢確定自己的文風，在空

畫畫或學業，都讓我廣為接觸。為了證明自己，

義市第一名，同時代表嘉義市參加全國學生音樂

人對公務員保守的印象。小時候遇到下雨，她會

暇多方閱讀各種書籍。我最愛的作家是張曼娟，

我努力練習並參加各種比賽，以獲取好成績。對

比賽。經過這次的經驗，我發現，自己雖然無法

帶我到雨中玩耍，然後在兩人的身上蓋上密密麻

很喜歡她在書中所說：「如果這個世界，不是我

我來說，藝術是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一部份。其

改變立即改變社會對女性的既定印象，但是卻可

麻的手印，她說，那是心靈的樂曲、最純真的創

們要的樣子，那就去造一個，小小的世界。」

中，最令我自豪的是繪畫，只要給我一枝筆，我

以用自己的努力提升女性的評價與地位。

作。幸運的，我幾乎全盤接收了媽媽的灑脫。

就能依著靈感創作出屬於自己風格的抽象畫。

報名女兒獎是因為我想證明自己具備了「自

我很欣賞席慕蓉，她是位作家兼畫家，在

我從很小就開始接觸文學與藝術，還記大

信」。我曾在演說的這條路上遭遇許多波折，因

音樂方面，我雖然學過許多樂器，但最專

她的體內雖流著蒙古人熱情奔放的血液，但寫出

約小三時，我就要一邊背著樂譜，一邊練習演說

為雖為女生，喉嚨卻長出小塊的喉結，讓我在聲

精的是二胡。國中時曾參加過二胡比賽，當時我

來的情詩卻充滿夢幻與柔美。我夢想未來也能讓

的站姿；或是拿毛筆寫著作文要熟讀的名言佳

音不及其他聲音優雅甜美的人，然而我卻從未怯

非常想爭取得到第一名，但成績公布後，我卻敗

許多人欣賞我的創作，不管是音樂或繪畫，都希

句，很累卻也充實。

場過，我相信這是上天賦予我的特色，讓評審們

給一位男生。不服輸的我，決定更努力爭取這份

望大家能看到我的努力。

我的夢想是成為作家，小學即參與各項作文比

特殊創作獎

特殊創作獎

活得精彩

學校／嘉義市私立嘉華高級中學

更記得我。

賽；暑假期間亦不斷投稿，並和媽媽分析每家出

我來按讚

我來按讚

欣恬多才多藝，屢獲特殊創作獎，如二胡

現優秀，課業成績也有優良表現。欣恬充滿自信

獨奏全國優等、水墨畫作嘉義市市賽第三名等，

且懂得自律，將自己的生活做了非常妥善的規

還有攝影、卡片創作等。她不僅在各項才藝上表

畫。

女兒側記
欣恬不卑不亢、穩健地訴說著自己的創作
過程。喜歡拉二胡的她，認為國樂並不像社會大

推薦人：師長 洪子惠

評審的話
能傾聽內心聲音，表現出對音樂的喜好與
享受，未來一定能堅持自己的道路。

除了在文字天地中展翅遨遊，沛倪在國語演

台下沛倪用文字編織夢想；台上用聲音展現自

說中更是佼佼者，不畏恐懼、勇敢自信，台上大

我，她各方面的成績傑出，加上積極樂觀的態

方分享人生故事，為自己及他人傳遞生命故事。

度，值得師長推薦。

女兒側記

評審的話

本就口音清脆、珠落玉盤的沛倪，加上因

推薦人：師長 蔡孟婷

纖細善感是很棒的特色。

為喜愛文學而淬煉出的用字遣詞，顯得更加端莊

眾所想的那樣過時。如同對於音樂的看法一樣，

優雅。為了達成目標，她願意努力不懈、毅然面

欣恬的藝術創作並不媚眾，擁有自己的想法。

對挑戰，這些苦功最終涓滴成流，在她落落大方
的態度中表露無遺。可以相信，沛倪正一點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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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向夢想邁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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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創作獎

特殊創作獎

姓名／郭芷吟 學校／國立中興高中

姓名／陳姵穎 學校／國立台東女中

Guo, Zhi-yin ／ National Chung Hsing Senior High School

Chen, Pei-ying ／ National Taitung Girls' Senior High School

我是女生 我的夢想是 My Dream

我是女生 我的夢想是 My

帶著我所學到的烹飪技藝環遊世界，結交來自世界各地的
朋友。
To travel the world, bringing what I’ve studied to the
culinary arts, making friends with people from all countries.

成為職業的角色扮演家，拍攝出更多我喜歡的人物。
To become a professional cosplayer, to portray more
characters I adore.

優秀事蹟

◆參與校內「玩橡皮世界 ~ ㄎㄎㄎ橡皮章
復刻你的鬼點子」展出
◆參與校內「漆藝實作優秀學員作品展」展出
◆參與校內「生日蛋糕立體卡片實作」展出

◆台東女中文學獎散文組佳作
◆化妝技術精湛，在社團裡成為主要幹部

活得精彩

活得精彩

我表面看似內向、靦腆，但實際上是個活潑、

世界」深深吸引了我，讓我想效法其精神，用美

從小我就是個個性內向的孩子，因此沒有

勢，這真的需要很大的勇氣。

個性開朗的人，對於自己份內的事，絕對權力以

食來閱讀世界。吳寶春最令人佩服的是，雖然已

太多朋友。而母親卻在我幼年時，常講唐詩三百

這次參加女兒獎，我挑戰了自己化妝的技

赴，經過兩年的磨練，培養出優異的領導特質。

經是名聞國際的麵包師傅，卻不放棄求學，反而

首的故事給我聽，也開啟了我對國語文的興趣。

術，以日本的傳統和服，搭配魅惑的妝容，像是

更努力充實自我。

念高中時，我即獲得了散文佳作，對於文章，我

古代的藝伎，扇子、狐狸面具、傘，在我的手上

一直有著不同於別人的見解。

都成了最佳道具！

也激發我對烹飪的興趣，不過我選擇的是從小就

我夢想帶著自己的烹飪技藝環遊世界，結交

嚮往的法式料理，因為所有技巧都得從頭學起，

各地的朋友，哪怕只是一塊平凡無奇的餅乾，我

我的興趣是角色扮演，在這個世界裡，最重

我最欣賞的人是吳季剛。現今社會對於男性

過程中不免會失敗，但這卻更激發我的創意，想

也希望與他們分享。但回到現實面，也許我無法

要的就是裝扮，包括服裝與化妝。我從一開始

的刻板印象，就是認為他們應該成為科學家、數

著將法式料理與媽媽的中式料理結合，並與同學

走遍世界每個角落，卻希望藉由女兒獎讓更多人

將自己畫成熊貓眼，到現在可以任意畫出各種妝

學家，而不是玩娃娃、當設計師，但他卻勇敢完

們分享，也獲得不錯的迴響。

看到我的努力，並且和我一同將愛心散播到全世

容，甚至更努力嘗試新風貌，也因此有了現在美

成自己的夢想。所以我很欣賞他的勇氣和毅力，

界各角落。

麗的照片。我覺得我的特質，就是具備了勇氣，

期待我也能像他一樣實踐夢想。

在某次旅行中，我經過吳寶春的麵包店便進
入逛逛，店內有一句話：「我喜歡，以麵包閱讀

因為角色扮演時，必須在攝影師面前擺出各種姿

我來按讚

我來按讚

我所認識的芷吟，能用自己的手藝帶給身邊
的人愉快和被愛的感覺。我經常收到她親手烘焙

不僅具備多項才藝，還擅長用創作表達愛與感
恩、帶給身邊的人們快樂與溫暖。

的餅乾和點心，還有她親手刻製的橡皮章。芷吟

女兒側記
對工藝極有興趣的芷吟，擅長烘焙和手工
刻章，笑說自己從小就會用橡皮擦刻章，但直到

推薦人：師長 高嘉郁

評審的話
描述事物有條理、從容不迫，求知精神強
又努力自學，人生所有的機會都會為你開啟！

姵穎原本是個內向文靜的女生，但是她渴望

她不僅是個微笑天使，更是社團裡的重要幹部，

改變，希望自己變得活潑開朗。有個聲音對她

也是個小有名氣的角色扮演玩家。透過這項特殊

說：「何不試試看！」於是，她真的變了！現在

創藝，她找到了自信！

女兒側記
性感的穿著只能是自我物化嗎？或者，它
也有可能是一種自我培力呢？原本畏畏縮縮、討

高中才有機會讓人看到這項才華。芷吟希望也能

厭別人觀看自己的姵穎，從 cosplay 的展演身體

像吳寶春一樣，用這些才華閱讀世界，也讓世界

過程中，學會換個角度看待自己。談及此處，她

因此閱讀到自己。

露出了自信而歡慰的笑容，彷彿就在陽光之下。

特殊創作獎

特殊創作獎

優秀事蹟

從小因媽媽經營麵店的關係，在耳濡目染下，

68

Dream

推薦人：２０１４poewr camp 小隊輔 朱惠君

評審的話
有自信的女生，未來一定能克服所有障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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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創作獎

特殊創作獎

姓名／鄭琳蓉 學校／康橋雙語學校

姓名／張芸瑄

Cheng, Lin-jung ／ Kang Chiao Bilingual School

Chang, Yun-hsuan ／ Tzu Chi Senior High Shool Affiliated
Tzu Chi University

我是女生 我的夢想是 My

Dream

我是女生 我的夢想是 My

考上排名前三十的美國大學。
To be accepted into one of America’s top 30 universities.

Dream

成為有影響力的女性，主播、編劇、導演，進行世界演講。
To become an influential woman, TV anchor, screenwriter,
director, to advance world lectures.

優秀事蹟

優秀事蹟

◆國語文競賽作文佳作
◆溫世仁基金會作文六級分
◆學校作文比賽數次一、二名，書法比賽數次一、二名

◆花蓮縣高國中學生作文比賽第一名
◆花蓮縣高中職版畫類第二名，並入選全國賽
◆校慶運動會班呼設計第一名，得到精神總錦標

活得精彩
捉動人的畫面。

我很喜歡寫作、音樂與舞蹈，也很在乎自己

錄生活中的一些小故事，或視當時心情隨手寫下

我愛表達、樂於分享；我喜歡寫作，期待每

的成績，算是一個固執的人。我的特質應該是不

短詩。而在攝影方面，除了記錄每天生活裡看到

次都能寫出自我風格，作品參賽屢獲佳績。高

比起文字，我認為圖像、影像、聲音更能打

到最後，不輕言放棄的人，希望未來能過著完滿

的美好事物，也會配合學校攝影社發出的主題，

一時參加美術人才培育計畫，學習創作素描、版

動人心。不論以任何形式，都是由「心」去定義。

而平凡的生活。

到市場、山上等各個地點捕捉有趣的畫面。

畫，並且協助舞團場佈。閒暇時，我習慣閱讀中

我曾榮獲花蓮縣高中職版畫組第二名、全國入

外文學作品、心靈勵志小說、新聞報導等，並書

選，高中職散文第一名，花蓮縣朗讀第三名，也

寫心得記錄感受。

曾獲救國團花蓮優秀青年獎。能得到這些獎項，

從二年級開始，我每年都被學校派去不同的

我覺得自己較同儕更具備了勇氣、自信，及

國語文競賽，除了書法，還有作文。五年級暑

責任的特質，尤其是勇氣。很多人不願去了解或

假，我花了超過三個月的時間，每天練習作文，

面對的事，我都有勇氣去嘗試或接受。即使被當

攝影是我的興趣之一，高二時曾參加「山海

只為了在國語文競賽上有優異的表現。上了中

成瘋子，我還是願意勇往直前。我知道自己有一

文藝營」，講師讚許我的攝影畫面獨特，懂得從

學，我愛上攝影，也從一般的作文轉換成了故事

種勇於面對逆境與充滿挑戰的潛藏心態，因為這

被攝影者的角度觀看世界。假日當志工時，我總

「動人的事情」並不必刻意強求，靠的是隨

的作者。雖然我仍參加各種作文比賽，卻更愛紀

些只會讓我成為更好、更充實的人。

喜歡隨身攜帶相機記錄人事物，養成敏銳的觀察

時記錄、創作與感動。我的作品，都是以生命力

能力，同時也是記憶，為每天留下歷史紀錄，捕

為出發點，展現其熱情與感性。

我來按讚

是因為把「用心」放在其中，打動他人的內心最
深處；

我來按讚

現今的社會處處充滿資訊，孩子們已經很少

由於她平日大量閱讀的關係，所以文章中細膩的

芸瑄積極參與各項志工服務，從事志工服務

閱讀紙本書，琳蓉是少數願意靜下心來閱讀的孩

刻劃，加上適切的修辭技巧，作文屢受國文老師

時認真付出。臉上總是帶開朗自信眼神與笑容，

子，這樣的個性也就顯現在他的文學作品中。也

讚賞。

是芸瑄的招牌特色，雖然她在生活與學習上也偶

女兒側記

評審的話

舉措得宜，進退合度，琳蓉散發著這個年

特殊創作獎

特殊創作獎

活得精彩

學校／慈濟大學附屬高級中學

推薦人：師長 劉邁起

才華洋溢、Good Luck ！

女兒側記
無論是幽默的自我介紹，或是穩健的台風、

紀的女孩所沒有的優雅。早熟的她，已然為未來

有條不紊的論述，都使芸瑄讓人印象深刻。她認

設定了願景，並無畏地朝目標邁進。

為「司儀」也是一種創作：用心為培，滋養創作

有挫折，但卻能維持情緒平穩，思考或尋求資源
並正向面對，儘快讓一切回歸常軌。

推薦人：師長 蕭湘樺

評審的話
溝通表達協調能力強，是難得的領導人才。

出動人的氛圍，將聽眾帶進特定的情緒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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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創作獎
姓名／曾姵瑀 學校／南投縣立宏仁國中
Tseng, Pei-yu ／ Hong Jen Junior High School

我是女生 我的夢想是 My

Dream

成為綠建築設計師。
To become an architect of sustainable buildings.

優秀事蹟
◆南投市第 30 屆全市運動會跳高、跳遠第一名
◆南投縣 2013 年光華盃鋼琴大賽第一名
◆南投縣第 54 屆中小學科學展覽會國中組數學科第一名

Asia Girl
Ambassadors
From different countries you have applied for the

or the Asian Girl Community Development Award

活得精彩
我來自埔里，國小就讀於縣立光華資優班，

動人，好幾次想另外再譜一個旋律，但繼之一

每天通車上學。國中時，為了減輕父母負擔，就

想，原本的旋律是在第一時間因感動而譜出的，

近在埔里就讀，除了維持年級排名第一，還得到

若只純粹為了好聽而創作出來的曲調，就失去意

南投縣科展數學組第一名。

義了。所以，我不再懷疑，以最初的曲調一次次

有一件事讓我印象很深：有位小學老師在臉
書發表的一篇文章，他提到班上的柚柚因為重病

反覆微調，最後終於完成—「你知道嗎？我心很
痛」這首歌的譜曲。

倒下，同學們得知後，便以折紙鶴與吃素祈福，

華麗的音樂固然引人讚賞，但我相信，就算

期盼奇蹟出現，但最終他還是走了。我被這群同

是簡單的音符，只要帶著愛與情感，就是好作

學感動，正好老師想寫首歌紀念柚柚，想請我幫

品、就能帶給別人溫暖，而這也是我報名女兒獎

忙譜曲，我一口答應。

的原因，想將這樣的感動與更多人分享。

Facing different kinds of challenges, you have fought
against the odds to bring positive impact to your community,
standing for your human rights and improve the rights of
other Asian girls.

2nd Asian Girl Awards

特殊創作獎

Asian Girl Human Rights Award

You've highlighted the different issues
facing Asian girls in different regions of Asia...
Sex-selective abortion and female infanticide,

完成初步的譜曲並不難，但總覺得旋律不夠

girls' political and community participation, increase of

我來按讚
姵瑀是個乖巧懂事的資優班女生，她在學科
成績、體育、音樂等各方面的表現都優秀得令人

girls in STEM fields, girls' rights to education, right to play
她不是最優秀的台灣女孩，但我相信，她一定是
最認真努力活出自己。

驚嘆。無論做任何事，她總是全力以赴。或許，

推薦人：國小老師 廖珩安

女兒側記

評審的話

在訴說創作過程時，姵瑀自信之中帶著些許羞

多才多藝、智育表現傑出、更有顆善良的心，尤

怯，不時露出略帶搞怪趣味的笑容。因為 921

其以專長音樂作曲助人。具性別意識是女孩的表

大地震的經驗，讓姵瑀夢想成為建築師，構築能

率。

sports, human trafficking, early marriage, dowry killings etc.
Just to name a few...
Your advocacy and activism definitely changes the lives
of others, benefiting your community, city, and even your
country!

讓人安心居住的家；在此之前，她已然先蓋出了
一首感動人心的樂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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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艾薩尤帕
機構／印度賈桂堤任務艾薩基金會
Ishita Uppal ／ India’s Jagriti Mission Ishita Foundation

Awards/ Achievements

2nd Asian Girl Award
Applicant List

◆ Brand Ambassador of Haryana State
◆ Strong Advocate Against Female Feticide and Infanticide
◆ Teacher for Underprivileged Children
◆ Head of a Mini Bank for School Supplies for Underprivileged
Children

Zebiniso Azkarzoda (Tajikistan), Yuan-Hsuan Chang (Taiwan), Pei-Ying Chen (Taiwan),
Siou-Yi Chen (Taiwan),

◆哈利亞納邦的形象大使
◆反對墮女嬰以及反對弒殺女嬰的倡議者
◆貧困學生的老師
◆為貧困學生提供學習用品的小型銀行的負責

Yan-ling Chen (Taiwan), Tien-Ai Cheng (Taiwan), Yu-Tung Cheng (Taiwan), Kimleang
Chhonran (Cambodia),

Chua Huan Hsieh (Taiwan), Mi Chun Hsieh (Taiwan), Hsin-Fang Hsu (Taiwan), HsinYun Hsu (Taiwan), TzuHsuan Huang (Taiwan), Yi Xuan Huang (Taiwan), Yu-Han Huang (Taiwan), HueiShian Huang (Taiwan), JiaLing Jhang (Taiwan), Muhayo Jononova (Tajikistan), Hsu-Chin Kuo (Taiwan), Rashmi
Lamsal (Nepal), Meng
Zhen Lee (Taiwan), Chien Hui Li (Taiwan), Kan Yu Lin (Taiwan), Meng-Hui Lin
(Taiwan), Li-Ting Lin (Taiwan),
Syuan Lin (Taiwan), Wen-Yun Lin (Taiwan), You Chi Liu (Taiwan), Pei Yun Lo
(Taiwan), Shraddha Mahat (Nepal), Khadicha Mahmadova (Tajikistan), Chuan Chuan
Peng (Taiwan), Viktoriya Saidova (Tajikistan),
Lkhagvajargal Sangombo (Mongolia), Munisa Sharifkhojaeva (Tajikistan), Samphos
Sim (Cambodia), Lynn Su (Taiwan), Shaheba Sultana (Bangladesh), Mahbuba Sume
(Bangladesh), Chai-Ying Tsai (Taiwan), Ishita Uppal (India), You-Sin Wang (Taiwan),
Yu-Shin Wang (Taiwan), Ching-yu Wu (Taiwan), Yi Ting Wu (Taiwan), Yi-Hsuan
Wu (Taiwan), Pei-Han Wun (Taiwan), Ming-Hsin Yang (Taiwan), Wen-Tung Yang
(Taiwan), Shu-Yun

Brief Introdution
For the past five years, I have been spreading awareness against female feticide and
infanticide, two deep rooted problems in India. I have been able to do this in cooperation
with the Jagriti Mission Ishita Foundation, an organization founded after I was designated the
Brand Ambassador of Haryana state. I also promote the education of girls, their legal rights
and the right of being economically independent, and understanding of personal health and
safety, all for the overall goal of improving the status of women in India. I have already helped
200,000 people make an oath against female feticide and infanticide, most of whom are young
people.
Since I have been working with various girls’ rights issues since a young age, I will be
able to share my working skills and experiences through the Asian Girl Human Rights Award.
I have had to travel to remote areas to spread awareness of certain issues and government
policies, motivated people through public speaking, and encouraged audiences to stand for a
cause. When I began working, many remarked that I am just a girl; what could I do to better the
world? This question has made me further challenge myself and work tirelessly towards my
goal. Though the past cannot change, the future is completely in our hands.

2nd Asian Girl Awards

2nd Asian Girl Awards

Mei Kwan Chow (Hong Kong), Oyundelger Ganbaatar (Mongolia), Ravina Giri (Nepal),
Uroosa Gul (Pakistan),

自傳
過去的五年，我透過大眾媒體反對性別篩選而墮胎以及反對弒殺女嬰，因為這兩個是印度根深
蒂固的問題。我也和賈桂堤任務艾薩基金會（一個在我成為哈裡亞納邦形象大使之後建立的基金會 )
一起合作。我也倡議女孩的教育權、法定權益、經濟獨立權、安全權以及健康權，從而整體提高印

Yao (Taiwan), Chen Xuan Yu (Taiwan), Chien-Ju Yu (Taiwan), Ssu-Chi Yu (Taiwan)

度婦女的社會地位，截至目前為止我已幫助了二十萬人宣誓反對墮女嬰及反對弒殺女嬰，其中大部

Finalists are marked in bold.

分是年輕人。
我可以在亞洲女孩人權獎的舞台上，分享我從年少時開始倡議少女權益的工作技巧及經驗。我
也去過很多偏遠的地方宣傳各種議題的知識和政府政策，透過公眾演講激勵大眾，並鼓勵大眾一同
伸張正義。當我開始工作時，很多人質問我能做什麼？我不過就是一個平凡的女孩。面對這樣的質
疑，我努力不懈不斷挑戰自我，只為了實現我的夢想。儘管往事已經無法改變，但未來是完完全全
掌握在我們的手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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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金玲崇蘭
機構／柬埔寨運動和領袖培訓學院 (SALT 學院 )

姓名／林孟慧 機構／台灣勵馨社會福利事業基金會
Meng-Hui Lin ／ The Garden of Hope Foundation(Taiwan)

Kimleang Chhonran ／ Cambodia’s Sports and Leadership
Training Academy (SALT)

Awards/ Achievements
◆ a member of Municipal Youth Advisory Panel of
Taichung City
◆ the Daughters of Formosa Award in Community Development
◆ forming a teenage girls team with the Gender Advocacy
Specialist of GOH Taichung

Awards/ Achievements
◆ Soccer Player through Mighty Girls
◆ Girls Football Coach
◆ Mighty Girls Festival Leader
◆ Strong Advocate for Girls’ Equal Rights in Sports and
Education

◆台中市青少年市政諮詢小組成員
◆曾獲 Formosa 女兒獎──社群經營獎
◆和勵馨基金會台中事務處性別提倡專員合作，
籌備青少女小組

◆偉大女孩計劃的足球選手
◆女足球教練
◆偉大女孩節活動的領導人
◆女孩在體育和教育平權的倡議者

Brief Introdution

Girls can change the world! If we believe we can accomplish something, we should try
our best and do it step by step. We girls can really make a difference. I’m working on forming
a teenage girls team with the Gender Advocacy Specialist of GOH Taichung branch. The team
will consist of excellent teenage girls who pay attention to topics related to women. They will
assess the policies and development in our city and determine which of them are not friendly
to teenage girls as well how to improve, making Taichung a girl-friendly city. If I win this
award, I believe I can encourage more girls to take actions and chase their better future.
Due to my experience of being a member of Municipal Youth Advisory Panel of
Taichung City, I know how to deal with different departments and propose effectively. Due
to my experience of doing various kinds of work as a volunteer and leading teenage girls to
hold activities for three years. I hope that every city will have corresponding policies and
development of their own and Taiwan will become a girl-friendly country.

I have been playing football and volunteering through SALT Academy since I was thirteen
years old. I coach girls’ football teams as well as teach English to many of the girls that are
unable to attend school because of the poverty of their families. I weekly teach two football
teams, each team two times per week, and practice five times per week. I have also been a
part of the Mighty Girls football festivals throughout my community, where we teach life skills,
such as human hygiene and ways to combat human trafficking, as well as lessons concerning
goal setting.
At the moment, there is a lot of discrimination against girls. In my village, only three girls
are still in school. The rest have to stay at home to help their families or work on the farm.
Some even get trafficked to work, or get married really early. I think winning this award would
help me to change people's mind about girls studying and girls playing football. I want to be
a strong role model for other girls, showing them they have rights and can still study without
early marriages. Girls have just as much of a right to have a successful career as men.

自傳

自傳

女孩可以改變這個世界！如果相信自己能達成目標，就要努力完成，一步一步踏實前進。女孩，

我從十三歲開始在 SALT 學院，學習踢足球以及當志工。我不僅指導女足球隊，還給貧困家庭

真的可以讓這個世界不一樣。目前，我和勵馨基金會台中事務處合作，籌備青少女組，號召關注女

無法上學的女孩當英語老師。我指導兩支足球隊，每一隊一周授課兩次、訓練五次。我也是「偉大

性議題的優秀青少女們。我們將審查城市中對青少女不友善的政策和建設，以及如何改善現況，使

女孩足球節」的領袖之一，在這個團體裡，我們教授生活技能，例如：個人衛生、如何反擊人口販

台中成為一座對女孩友善的城市。

賣還有目標設定的課程。

擔任台中市青少年市政諮詢小組成員的經驗，使我習得如何與不同部門應對，並且有效提出訴

目前，有許多歧視女孩的問題。在我的村莊，只有三位女孩仍然上學。其他女孩則需要留在家

求；根據我多元化的志工服務經驗，以及三年來帶領青少女組籌辦活動的經歷。我們可以藉由交流

裡幫家人做家務或在農場工作。有些女孩甚至成為人口販運的犧牲者或進入早婚。我若贏取亞洲女

互相學習和討論台灣共通及具地域性的女性政策，使各城市都能發展出因地制宜的政策，將台灣打

孩人權獎，可幫助我改變別人對女孩升學和踢足球的想法。我想為其他女孩樹立一個強有力的榜樣，

造成友善女孩國家。

讓她們知道她們是有權利的，讓她們知道她們可以不要早婚並且繼續升學。女孩們和男孩們一樣，

2nd Asian Girl Awards

2nd Asian Girl Awards

Brief Introdution

都擁有成功事業的權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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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希達曼涵
機構／尼泊爾 Jagriti 兒童及青少年關懷機構
Shraddha Mahat ／ Jagriti Child and Youth Concern Nepal

Awards/ Achievements

Formosa 女兒獎
權利與義務

◆ Participant in Extra-Curricular Activities
Promoting Children’s Rights
◆ Strong Advocate for Girls’ Rights
◆ Advocate for Girls’ Equal Right to Education
◆ Works with Jagriti to Assist Helpless Girls Trapped in
Early Marriage or Dangerous Situations
◆參與推廣兒童權利的課外活動
◆積極倡導女孩權利
◆倡導女孩受教育的平等權利
◆和 Jagriti 機構共同幫助被迫早婚或身陷危險的無助女孩

2nd Asian Girl Awards

Though I currently live in Kathmandu, I used to live in a district in Nepal called
Nawalparasi. When I lived in this district, one day after school a friend from my village ran
up to me, distraught that her family was forcing her to marry against her will. I wanted to find
some way to help my friend, so I asked for support and legal assistance from Jagriti Child and
Youth Concern Nepal. Thankfully, now my friend is studying in the eighth grade and free from
this forced marriage. Several months ago a Muslim girl was burned simply because her husband
did not receive her full dowry. Through the Asian Girl Campaign, I want to share information
about the challenges girls face in my country, as well as learn new ways to approach problems
in Nepal.
Many of the girls suffering from right restrictions in my country are not able to fight
for their own rights, but since my family seeks to uphold girls’ rights, I feel it is my
responsibility to fight for those who cannot. Though several conservative members of my
society feel sorry for my parents because they only have a daughter or are against my work
for girls, I do not lose focus with my work in girls’ rights. In our religion, only boys are
supposedly allowed to perform the funeral rights for our parents, but I will one day be proud to
perform these rights as a woman.

自傳
在我的國家，很多遭受人權不公對待的女孩無法爭取她們自己的權利。但是，由於我家人支持
女孩權，我覺得為其他無法做到的女孩爭取權益是我的責任。
儘管社會上很多保守人士為我的父母只有一個女兒而感到惋惜，並反對我推廣女孩權利，我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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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mo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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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兒獎權利與義務

Brief Introdution

恭喜妳，得到這一屆 Formosa 女兒獎的榮耀與光芒。

師長出席觀禮。
得獎義務
榮獲這個獎項，有待妳們參與和履行的任務如下 :
◎接受媒體採訪的義務。
◎參與勵馨活動或分享會。
◎撰寫參與活動心得感言 / 報告，並授權予勵馨基金會刊
登。
◎參與「台灣女兒節」相關活動志願服務 24 小時。
◎參與勵馨基金會主辦的「 性別充權 學習之旅」。

然堅定向前。在我們的信仰中，只有兒子可以舉辦父母的葬禮，但是總有一天，我能驕傲地以女性
的身分執行這項權利。
儘管現在我已搬到 Kathmandu，我曾經住在尼泊爾的 Nawalparasi。當時，某天放學，我同村的
朋友焦急的跑來告訴我，她的家人不顧她的意願，要強迫她結婚。為了幫助她，我向尼泊爾 Jagriti
兒童及青少年關懷機構尋求支持和法律援助。令人慶幸的是，如今我的朋友上了八年級，也擺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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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強迫婚姻。幾個月前，一個穆斯林的女孩被燒死，僅僅是因為她的丈夫沒有收到全部的嫁妝。透過

78

亞洲女孩運動，我想告訴大家在我的國家女孩所面臨到的挑戰，同時找到新的方式來解決尼泊爾的
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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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魔法少女電力營女兒工作日

照片集錦

女兒節照片集錦

女兒節照片集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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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孩收穫滿滿，帶著飽滿的電力打破性別束縛。( 東區 )

▲魔法電力營，廣邀少女們參加。( 北區 )

▲魔法電力營告訴你戀愛學分怎麼修。( 中區 )

▲教學員認識身體，請她們畫出自己眼中的女性陰道。( 南區 )

▲女孩們在課程中大聲表達意見。( 北區 )

▲透過街頭性別檢視。( 北區 )

▲學員從遊戲體驗中，學習性別與自我的關係。( 中區 )

▲女孩們認真參與活動。( 中區 )

▲北區魔法電力營大合照。( 北區 )

▲在遊戲中習自己與親密他人及與社會環境的關係。( 中區 )

▲分組競賽，團結力量大。( 南區 )

▲女孩們正發掘身活中常見的性別刻板印象。( 南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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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屆 Formosa 女兒獎
面試花絮

女兒獎面試花絮

女兒獎面試花絮

▲女兒面對數理科技組的評審侃侃而談。

▲參與面試的女兒跟家長們仔細聽工作人員說明面試流程。
▲在等待面試的同時與媽媽快樂合影。

▲工作人員解答面試女兒及家長問題。

▲還沒輪到面試的女兒，在等待區認真準備。

▲評審一早即來勵馨審核女兒們的面試資料。
▲特殊創作組評審面試女兒中。

82

▲女兒們等待面試。

▲特殊創作組評審親切地與女兒互動。

▲大家為這重要的一天留下紀錄。

▲數理科技組評審認真聆聽女兒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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