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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女兒獎

第十三屆 Formosa 女兒獎入圍名單
社群經營獎
施竹薰、吳佳穎、白昀婷、黃子瑜、王馨儀、楊佳華、呂彥儒、陳欣于
陳旻莎、洪庭宣、吳梓樺、施雅 、陳美汝、張芙瑄、紀佩瑄、陳貞均

女兒獎入圍名單

勇氣冒險獎
魏郁晏、陳廷瑜、王欣蕾、林奕馨、胡家琪、黃群涵、王郁如、莊家惠
陳怡瑄、謝宛芸

特殊創作獎
蔡涵如、陳心潔、邱莉喬、楊芷菱、陳又禛、葉珊珊

數理科技獎
郭宇芸、楊姵盈、賴汶妤、林文心

體能運動獎
薛楚頻、黃紅惠、吳佳樺、張子婷、許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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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孩，世界舞台是妳們的
勵馨基金會 執行長
這是一個女性創造歷史的關鍵時刻，全球各地有許多傑出女性正在改變世界，
如德國總理梅克爾收容八十萬難民的人道關懷與承擔，展現了女性政治領袖的高
度。少女馬拉拉（Malala Yousafzai）不畏恐怖主義追殺，堅持主張女孩接受教育，
獲世界諾貝爾和平獎。芭拉（Mary Barra）為世界百年汽車史上首位女執行長。

繼全球已有三十位以上女性曾任總統，台灣也可能下任選出女總統。從新出
爐的瑞士鋼琴家女總統索瑪魯佳，到即將問鼎白宮的希拉蕊，她們都將活躍於世
界的各個舞台之上，二十一世紀可說是女性當家的女力時代。

給女兒的鼓勵

臉書首席運營長桑德伯格（Sheryl Sandberg），為女性攀職業高峰做表率。

這些優秀、傑出女性打破性別限制，立下了典範，讓這一代的女孩可以踩踏
她們的腳步，找到更多的機會，繼續前行。
勵馨舉辦 Formosa 女兒獎邁入第 13 屆！已有上百位女孩獲獎，我們滿懷吾家
有女初長成的感動，陪伴每一屆勵馨培力的女孩成長，看著她們在台灣各角落發
光，感到很欣慰。如客家電視台主持人陳明珠 ( 第一屆特殊創作獎 )、台灣慈善家
沈芯菱 ( 第二屆勇氣冒險獎 )、海軍女軍官胡家瑜 ( 第三屆勇氣冒險獎 )……，都
是台灣女兒精神最佳典範。這群女兒成為性別種子之後飛翔，影響更多女孩勇敢
面對自己、完成夢想。
另外，令人欣慰的是，2012 年勵馨將少女培力運動拓展到亞洲，從印尼、孟
加拉、印度、柬埔寨、尼泊爾、蒙古、菲律賓……等 24 個國家，皆可看到勵馨為
女孩發聲的足跡，歷年來也動員超過十萬位的亞洲女孩參與女孩人權行動。除此，
勵馨也設立「亞洲女孩人權獎」、「亞洲女孩社群經營獎」兩獎項，頒發給提升
亞洲女孩權益、對抗性 / 性別歧視和暴力、對社群經營有貢獻的女孩。
從台灣到亞洲，勵馨看到女孩無比的勇氣與力量，展望未來的女力世界，我
相信，女孩，世界舞台是你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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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irls, the world stage is yours
CEO of the Garden of Hope Foundation Hui Jung CHI
We are living in an age when women are making history. German Chancellor Angela Merkel
showed what a compassionate and responsible female leader at the very top can do when she took
in 800,000 refugees; unflinching in the face of terrorist death threats young Nobel winner Malala
Yousafzai continues to campaign for the rights of girls to education; chief executive officer of
General Motors, Mary Barra, is the first female CEO of a major global automaker; and Facebook
COO Sheryl Sandberg is another example of a woman who has climbed to the top of the corporate
ladder.
The world has had over 30 female presidents, and the next Taiwanese president may well be
a woman. From Simonetta Sommaruga, who has gone from pianist to president of Switzerland, to

給女兒的鼓勵

Hillary Clinton, who will soon be knocking on the door of the White House, women are lighting up
stages all over the world. The 21st century is the age of the woman.
Talented outstanding women are breaking gender barriers and setting new benchmarks, so
that the current generation of girls can follow in their footsteps, find new opportunities, and make
further progress.
The Garden of Hope’s Formosa Daughters Awards are now in their 13th year! We are proud
of the over 100 winners. It warms our hearts to see girls, who the Garden of Hope empowers each
year, develop and shine in all corners of Taiwan. For example, Hakka TV presenter Chen Mingzhu
(1st Special Creativity Award winner), Taiwanese philanthropist Shen Xinling (2nd Courage and
Adventure Award winner), and naval officer Hu Jiayu (3rd Courage and Adventure Award winner),
who are all outstanding models for the spirit of Taiwanese daughterhood. As these daughters spread
their wings and fly, they are sowing seeds of gender equality, and influencing even more girls to
bravely face themselves and reach their dreams.
It has been encouraging to see the Garden of Hope’s 2012 girl empowerment campaign
spread to 24 countries in Asia, including Indonesia, Bangladesh, India, Cambodia, Nepal,
Mongolia, and the Philippines. We can see the impact of the Garden of Hope speaking up for
girls and mobilizing over 100,000 Asian girls to join the human rights movement. The Garden of
Hope has also established an “Asian Girl Human Rights Award” and an “Asian Girl Community
Development Award” which are given to Asian girls fighting for human rights, battling sexual/gender
discrimination and violence, and contributing to community development.
From Taiwan to Asia, the Garden of Hope has seen the unparalleled courage and energy of
girls, who are forging the vision of a future feminist world. Girls, I believe the world stage is you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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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審的話
勇氣冒險獎評審
台灣首位完成攀登世界七座頂峰女性
台灣大學研究助理

江秀真

有困境才能磨練，有磨練才能學習成長！
勇於體驗生命歷程，邁向利他人生結合夢想。

社群經營獎評審
婦女新知基金會秘書長 林秀怡

評審的話

女孩兒們，帶著性別之眼與勇氣，我們一起翻轉世界吧！

數理科技評審
陽明大學科技與社會研究所博士後 官晨怡
愛自己，做自己。

體能運動獎評審
臺北市立大學技擊運動學系教師 秦玉芳
愛妳所選，選妳所愛，勇敢去追。

勇氣冒險獎評審
海軍艦隊指揮部外事聯絡官 / 第 3 屆女兒獎勇氣冒險獎得主 胡家瑜
成熟不是世故，而是不管世界多糟，妳仍相信善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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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審的話
體能運動獎評審
攀岩選手 黃百樂
Formosa 女兒獎至今已第 13 年，實在難能可貴，很高興也很榮幸擔
任此獎項之評審。Formosa 女兒們，加油！

社群經營獎評審
國際崇她社 31 區總監 / 法新社前駐台辦事處主任 楊欣欣

評審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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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祥和的美好社會。

數理科技獎評審
佛光大學樂活產業學院教授兼院長 楊玲玲
信心、活力、勇氣融合科學之新知，將創造「永恆、成功」之女性
科學家。

勇氣冒險獎評審
台少盟秘書長

葉大華

人生最大的冒險便是帶著勇氣探索認識自己，並為自己出征。
台灣勇敢的女兒們，加油，妳們都做得到！

特殊創作獎評審
畫家 / 國民美術推動者 劉秀美
一波一波的公害和抗爭，學生救社會，可貴的少年時期，荒擲在街
頭，看到這回立志的女兒，務實腳踏實地的關懷公共，包容極端下，
幼細的雙肩扛起時代的巨輪…尊敬…感謝…台灣未來之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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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能運動獎評審
台灣首位國際棒球女裁判 劉柏君
運動教我們「撐過就是妳的！」
如同面對生命中各種挑戰，
正向、積極、無畏就是我們女兒們的名字！

特殊創作獎評審
客家電視台主持人 / 第 1 屆女兒獎特殊創作獎得主 陳明珠

評審的話

自我的價值絕非來自外在的獎狀或成就，而在於妳多努力好好活出生
命的無限。

勇氣冒險獎評審
夢想騎士執行長 賴雷娜
發現自己的優點並努力展現，而知道自己是誰，就哪裡都可以到達。

數理科技獎評審
東華大學科學教育研究所助理教授 蔣佳玲
心有多大，世界就有多大。世界這本書由女兒來寫。

特殊創作獎評審
國立新竹教育大學藝術與設計學系教授 謝鴻均
請勇於表達自己，絕不放棄心中任何閃爍的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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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審簡介
Mashuda Khatun Shefali - Executive Director of Nari
Uddug Kendra (NUK)
Mashuda Khatun Shefali is the Executive Director of Nari Uddug Kendra
(NUK), which translates to the Centre for Women’s Initiative. NUK works
to promote gender equality, human rights and empowerment of women
and girls. Before founding NUK, she worked in the development sector for
the Bangladesh Ministry of Women’s Affairs and for several organizations.
Shefali is currently the founder and Managing Director of the Kishorgonj
Eye Hospitals and Agarashindur Community Hospital in Kishorgonj. Her
latest project is the Bangladesh Women’s Fund, conducting fundraising
and grant-making for local women’s NGOs to invest in women and girls.

評審的話

Hsin-hsin Yang - Lieutenant Governor of District 31
(Taiwan) of Zonta International
Hsin-hsin Yang is Lieutenant Governor of District 31 (Taiwan) of Zonta
International, a global organization striving to advance the status of
women worldwide. District 31 supports Zonta’s causes through donations
and active involvement in various local, regional and international service
programs assisting underprivileged women.
Yang has been teaching journalism at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parttime since 1999. She had been correspondent/manager of the Taiwan
Bureau of Agence France-Presse, a Paris-based international news agency.
After 30 years of journalist career, she retired to devote more time to
education and social service work.

Anush Bagratunyan - CEO of “The Future Is Yours”
Anush has a master’s degree in law from the American University of
Armenia. She is the CEO of ‘The Future Is Yours’, a NGO based in Armenia,
working on a wide range of educational projects to raise awareness of
laws related to the rights of the child among youth in Yerevan and other
regions of Armenia as well as at international and regional levels. She is
devoted to charity and is particularly concerned about the well-being
of children and youth. She is also an experienced program coordinator
and youth trainer on the rights of the child, anti-corruption and cultural
tolerance.

Wenchi Yu - Founder and Managing Partner of the
Banyan Advisory Group LL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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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nchi Yu is an entrepreneur, columnist, and foreign policy analyst. She
is the Founder and Managing Partner of the Banyan Advisory Group LLC,
a firm connecting Asia to the world. Wenchi is a contributor to the Forbes
and a Caixin columnist. Previously as an Obama administration appointee,
Wenchi led key U.S. State Department initiatives to empower women and
girls in Asia, advancing former Secretary Clinton’s foreign policy priorities.
She also worked in the U.S. Congress to promote China’s rule of law
development, and at the NGO Vital Voices founded by Hillary Rodham
Clinton to advance women’s global leaders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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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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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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傳播，

社群經營獎

「Formosa 女兒獎」擴大公共服務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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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竹薰 學校／光華高工多媒體動畫科
Shi, Zhu Xun ／ Kuang-Hwa Industrial Vocational Senior High
School

我是女生 我的夢想是 My Dream
出國深造，去幫助偏遠地區的兒童。
To study abroad and help children in remote areas.

優秀事蹟

社群經營獎

◆「102 年崇德親子西遊記品格體驗營」志工服務，表現
優異。
◆參加「中華崇實品格人文發展協會」綜合服務 ( 台中區 )
◆參加「中華崇實品格人文發展協會」綜合服務 ( 彰化區 )

活得精彩
我父母親都是美髮設計師，從小我就跟在他
們身邊學習，看父母細心服務每位客人，以最專

麼地辛苦；也不怕別人投以異樣的眼光，我只是
想要把這份愛傳出去，幫忙那些有需要的人。

業的態度與技術達成客人需求，因此我唸小一

現在的我參與志工活動，目的都在於學習並吸

時，就對設計藝術產生濃厚興趣，想積極地去鑽

取經驗、累積更多知識、加強國際語言、培養對

研與學習。

國外事務的瞭解，希望未來有機會出國深造時，

我參與各項志工服務，從活動中體認到志工

也能幫助到偏遠地區兒童，發揮自己的力量。

並非像字面上看似容易，不是光是拿著發票箱、

參加 Formasa 女兒獎徵選，讓我體悟到，現

穿著鮮黃色的背心，嘴裡喊著「順手捐發票，救

今不論在台灣或國際上，大家重視的課題不再限

救老殘窮」的口號就好。每當想到有許多人需要

於種族歧視，性別平等的觀念也很重要；而藉由

我的幫助時，那種助人的力量就很強大！不管太

這次的活動，也讓自己增加了寶貴的經驗。

陽多大、留多少汗、要站多久、喊得多累，會多

我來按讚
竹薰在校期間連續六學期擔任班長，高三同
時兼任班聯會暨畢聯會主席，具溝通協調能力，

陽光，豐富生命的色彩與溫度，充分展現女兒的
精神與活力。

推薦人：師長 黃秀惠

以自信充滿活力的精神，領導班聯會積極參與校
內各項活動，表現亮眼。多次經學校推薦參加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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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審的話

外研習營，涵育其關懷社會、放眼世界的開闊胸

對於參與的活動可以感受投入相當多的心

襟與視野。平日熱心參與志工服務，以「助人為

力熱情，但志工服務較著重在執行、操作層次，

快樂之本」、「施比受有福」為職志，散播愛與

建議可多投入設計計劃等經營實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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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群經營獎
姓名／吳佳穎

學校／新北市立北大高級中學

Wu, Chia Ying ／ New Taipei Municipal Bei Da Senior High
School

我是女生 我的夢想是 My Dream
幫助偏鄉部落改善學習環境，與國際接軌。
To help tribes in remote areas bring their educational
environments up to international standards.

優秀事蹟

活得精彩
我是卑南族原住民，父母都是老師，他們總

改善學習環境，使他們能與國際接軌。因此我期

是從日常中的小事中教導我從未思考過的大道

待，大家都可以響應女兒獎的精神，將讓我努力

理。我從小就喜歡幫助他人，當教導同學把不會

達成願望，也成為在未來能幫助他們的一大助

的問題解決，讓我有說不出成就感。從小學到高

力。

中，我多次擔任股長及小老師，從而產生強烈的
責任與使命感，盡力將事情做到最好。

社群經營獎

◆鳳鳴國小 99 學年度畢業生熱心服務獎
◆鳳鳴國中 102 學年度畢業生服務學習獎
◆新北市國民中小學優秀原住民獎學金

對我來說，真正的社群經營者不僅是單純「付
出」，而是付出之餘得到更多心靈上的回饋。我

我在學校還擔任糾察隊與親善大使，以「服

常反思，自己在幫助人的過程中究竟學習了到什

務」為宗旨、將「奉獻」視為精神。此外，我也

麼？也許，現在我還不是個完美的社群經營者，

曾籌辦過飢餓 12。今年暑假，更參加屏東的原

但相信在這條路途上充滿色彩，我將繼續往前邁

民營，在探訪部落時，來到霧台鄉的霧台國小百

進。

合分部，看到孩子純真的容顏，一心想幫助他們

我來按讚
佳穎喜愛學習和閱讀，個性謙和柔順，恭敬
長上、禮讓晚輩，是家族中備受疼愛的孩子。在

胸襟，令身為家長的我引以為榮，在此懇切推薦
這位很棒的女孩。

學校裡，她不會獨善其身，時時不忘關心和盡力
幫助同學。當她表示想報名女兒獎甄選時，已經
跨出試圖接觸社會和助人的腳步，我樂見她的成
長，而她內在的美好特質也想與世界上更多生命
交會。看見她身上散發出關懷社會和服務弱勢的

推薦人：姑姑 吳舜雯

評審的話
親切有禮、有理想、有藝術感，兩性觀念
還可再加強，把敏感度放入設計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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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群經營獎
姓名／白昀婷

學校／彰化縣立彰安國民中學

Bai, Yun Ting ／ Chang Hua County Chang An Junior High
School

我是女生 我的夢想是 My Dream
成為「白衣天使」，結合興趣與志向，繼續當一個快樂志工。
To become a hospital nurse, combining my interests and
ambitions by volunteering.

優秀事蹟

社群經營獎

◆ 103 年青年志工績優團隊全國競賽第 1 名
◆彰化縣第二屆兒少代表
◆ 2015 台灣燈會國中組優等

活得精彩
我來自彰化市，個性樂觀、開朗，興趣是

我目前擔任彰化縣的兒少代表，對於兒童及

做志工服務。我參與過各種服務，如救國團、老

青少年的福利與權益有相當的了解與參與。不僅

人院、觀光導覽等，每回完成志工工作後，心中

在每次會議，學到如何制定章程、掌握議事，還

總有滿滿的成就感。未來，我想成為白衣天使幫

包括如何與各代表協商合作。現階段工作是向縣

人義診，結合興趣與志向，繼續當個快樂的志

府提案設立青少年會館，9 月後則將在各校園宣

工。

導。相信參加女兒獎徵選對我會是助力，除了提
在參與志工服務的過程中，需要具備勇氣接

觸民眾，也需要活力帶動大家，活動經驗的累積

升我的自信、能力，也讓我的學習不再侷限於學
業，視野更加寬廣。

培養了我的自信，能將我的知識在導覽過程中順

我最欣賞的人是動物保育人士珍古德，她一

利傳達，可說是我參加志工服務後得到的無形資

生致力於黑猩猩研究及保育，也投身於環境教育

產。

與公益事業，希望有一天我也能向她看齊。

我來按讚
昀婷是個活潑開朗的女孩，稚氣的臉龐常笑
口常開，自從參加彰化市文化古蹟青年志工團

歷。

後，對於廟宇、古蹟的緣由更有興趣。經過有組

評審的話

織的學習、訓練，在志工團的安排下，負責元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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甄試，能讓她更上層樓，在人生的路上多一份履

推薦人：爸爸 白和烈

有服務熱忱、團隊精神，氣質清新、有親切

觀的導覽解說。經過不斷的演練，我看到她的

感，但對於兩性議題的成熟度還有成長的空間，

成長，在帶領解說時能滔滔不絕、充滿自信，

對於投身之服務較著重在服務層次，尚看不出具

面對遊客的提問也能一一解答。希望能透過這次

體規劃。

2015 女兒獎

社群經營獎
姓名／黃子瑜 學校／彰化縣立彰安國民中學
Huang, Tzu Yu ／ Chang Hua County Chang An Junior High
School

我是女生 我的夢想是 My Dream
號召更多青少年投入公益，透過服務與學習，引導他們建
立正確的人生方向。
To encourage more teenagers to become involved in public
service. I would like to guide them toward the right path in
life through volunteering and education.

優秀事蹟

活得精彩
我生長在一個志工的家庭，我喜愛我的家

水餃分送弱勢團體，並動員志工協助彰化縣政府

庭，和家人一同擔任志工是件快樂又幸福的事！

舉辦青春專案／反毒演唱會，一切付出、努力的

我從國小就開始於校內擔任志工，正式取得青

過程，儘管減少了很多私人時間，但我相信得到

年志工資格後，更積極參與各項公益服務，目前

社群經營獎

◆獲聘擔任彰化縣第二屆兒少代表
◆第 15 屆保德信青少年志工奉獻獎
◆ 103 年教育部青年志工績優團隊全國競賽文化類第一名

的卻更多！

獲聘擔任彰化縣第二屆兒少代表，正為爭取彰化

姊姊是上屆女兒獎得主，透過她的分享與鼓

縣兒童與青少年的權益與福利努力，希望大家的

勵，今年，我也抱著一顆期待的心參加甄選。回

未來都有幸福與友善的成長環境。今年，我則接

首看服務初期的自己，曾是如此羞怯與畏懼，但

下孔廟隊長職務，帶領一群好夥伴，利用假日駐

我了解自己還有很大的成長空間，相信透過一場

點古蹟中提供導覽服務，空閒之餘再號召隊員前

場服務過程的磨練，我將充滿更多信心，迎接未

往養護中心，陪伴院內阿公阿嬤共度歡樂時光。

來的挑戰。

此外，我也與團隊共同協助辦理愛心義賣、愛心

我來按讚
子瑜從小與姊姊就跟在我身旁從事志工服
務，子瑜儘管年少，但有姊姊做為學習榜樣，在

我相信，未來在這領域中，她會以正面的態度去
面對人生！

推薦人： 爸爸 黃志平

邊做邊學的過程中，她也毅然決然的往付出服務
的道路邁進，主動號召隊員協助辦理跳蚤市場愛

評審的話

心義賣，動員募資投入義賣，所得公益善款全數

長期投入志工服務具保持熱情相當不易，因

捐出。「有能力付出是一種幸福；願意付出是一

為年輕尚未發展自我的想法和觀念，相信假以時

種智慧！」這樣心念早已深植子瑜的心中，因此

日會更臻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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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女兒獎

社群經營獎
姓名／王馨儀 學校／台南女中
Wang, Sin Yi ／ National Tainan Girls' Senior High School

我是女生 我的夢想是 My Dream
考上陸軍官校，成為職業軍人，用自己的力量守護台灣這
個美麗的寶島。
To pass the entrance exam for the R.O.C. Military Academy
and become a professional soldier, using my own strength to
defend Taiwan.

優秀事蹟
◆ 2014 台東縣賓朗國小科學營總召
◆ 2014 三校聯合義賣總召 ◆ 2015 三股國小服務隊小隊輔

社群經營獎

活得精彩
我來自充滿文藝氣息的古都－台南，但我

基金會募款義賣或街募發票、華山基金會街募發

卻一點也不文靜，盡情運動是我的最愛，「總是

票、南大附小輔導室說故事活動、社區打掃、訪

充滿活力」是很多人對我的描述。雖然我的臉上

視獨居老人、國中反毒宣導等。過程中曾遭家人

總是帶著笑容，看起來有點呆，但我完全不能容

反對，我也質疑過自己，但是當看見別人因自己

忍任何違反社會公平正義的事情，我認為人人生

的努力而露出笑容，就覺得一切付出都值得了。

而平等，沒有誰該被不公平對待！

成為職業軍人是我的夢想，希望用自己的力

我具備活力的特質，每次參與營隊，總能很

量守護台灣這個美麗的寶島，保衛土地上的每個

快的與大家打成一片。我曾擔任台東縣賓朗國

人民，同時要讓國際肯定台灣。這次報名甄選女

小科學營的總召與小隊輔、三股國小服務隊擔任

兒獎，希望之前的努力能得到肯定，讓我更有信

小隊輔、三校聯合義賣總召。此外，也參與創世

心與勇氣去面對接下來的困境與挑戰。

我來按讚
馨儀經常笑臉迎人，在團體內也能很快的融

笑容，一切都值得了。

入其中。她做任何事都充分展現其責任心，總

推薦人：師長 張斐娟

能讓周遭的人感受到她的用心。記得她說自己在
擔任隊輔時，就曾突破小男孩的心防，讓對方露

具規劃、組織經營能力，也具有實踐力和熱

責任心，更積極參與服務隊，樂於服務，並在活

情，能發現問題，在課業忙碌之餘為公益付出非

動中展現社群經營的能力。雖然馨儀曾被家人反

常難得，但對性別族群等刻板印象缺乏挑戰。

對，但她說看見別人因自己的努力而真心露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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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審的話

出笑容。我眼中的馨儀，不僅具備自信、活力與

2015 女兒獎

社群經營獎
姓名／楊佳華 學校／東海大學政治學系
Yang, Jia Hua ／ Tunghai University, Department Of Political
Scienc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Division

我是女生 我的夢想是 My Dream
成為出色的外交官，從世界各地帶回對台灣最有利的資訊，
爭取到更好的國際地位。
To become an outstanding diplomat and supply Taiwan with
highly valuable intelligence from around the world, improving
my country’s international status.

優秀事蹟

活得精彩
我的父親從事土木工作，母親獨自經營傳

營領導的營隊。唸高中時，還曾代表學校參加教

統小吃，雖然庭經濟不如大多數同齡的孩子，但

育部領導人才培育營，同時完成初、中、高三個

從小父母就教育我要懂得感恩，只要有機會，就

階段的培訓。空閒時則經常參加各種服務性質活

多看看這個社會的需求，也因為如此的家庭背

動，並於高三時獲得保德信第十五屆志工菁英獎

景，造就我個性樂觀豁達，勇於挑戰。

的服務獎。對我而言，這個獎項是很大的鼓勵與

我第一次得知女兒獎這個活動，是 2012 年

動力，不僅讓我對服務擁有熱情更增強了能力。

暑假從第十屆勇氣冒險獎得主吳宇穠口中提及，

我的夢想是成為出色的外交官，考進東海大

想參加的念頭立即在我心中萌芽，但當時自認經

學政治學系國際關係組，讓我夢想的第一步已經

驗尚未成熟，因此決定先充實自己。在這三年期

達到。而參加女兒獎甄選則是莫大的鼓舞，讓我

間，我曾經參與各種服務活動，以及有關社群經

更加想證明，自己真的有能力讓美夢成真。

社群經營獎

◆第 15 屆保德信青少年志工菁英獎之服務獎
◆教育部新世紀領導人才培育營第 12 期初、中、高階結業
◆台南市新營區衛生所保健志工服務滿 56 小時

我來按讚
佳華家中環境並不好，父親欠債且經年累月
在外，只靠母親以經營小吃攤撫養姊妹兩人。但

都看在眼裡，衷心期盼她能得獎，以此成為鼓勵
她更向上的動力。

推薦人：師長 王秀如

佳華很樂觀正向，不但從不避諱提及家庭，反而
努力讓課業維持在中上程度。每天一早，佳華都

評審的話

會先幫忙母親擺攤卻從不遲到，在校期間除了維

有理想、有目標、勇於表達、有想法，認真

持課業也積極參與社團活動，假日到蓮心園、育

努力且具有性別敏感度，唯實際經驗較少，可多

幼院、老人安養中心等地做志工。她的努力，我

投身實務累積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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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女兒獎

社群經營獎
姓名／呂彥儒 學校／國立交通大學人文社會學系
Lu, Yen Ju ／ National Chiao Tung University

我是女生 我的夢想是 My Dream
成立網路教學平台、整合線上教學課程，讓孩子們選擇最
適合自己的方式學習。
To establish an internet-based teaching platform with my
classmates, which would integrate online teaching programs
in order to allow children to choose learning approaches that
best suit their needs.

優秀事蹟

社群經營獎

◆第六屆桃青領袖傑出獎 - 誠信領袖獎
◆第 15 屆保德信志工菁英獎 - 傑出志工獎
◆ 104 年武陵風雲人物

活得精彩
我喜歡文字、更喜歡人，透過志願服務，讓

冊、撰寫企劃，還要申請經費、核銷。但儘管壓

我能傾聽更多動人故事，與更多生命產生連結。

力龐大，我卻沒想過放棄，感到忙碌疲憊時，就

由於媽媽是緬甸華僑，因此我從小就在多元文化

回憶去年營期得到的滿足、思考自己的使命，馬

裡成長，和不同的文化相遇。

上又能重獲元氣。

德雷莎修女說：「不要等待領導者，自己去

我目前的夢想，是和同學們成立網路教學平

做，一個人對一個人。」在身體力行實踐後，我

台，自己架設網站，記錄到偏鄉教學的事前準備

期許成為更溫柔而強大的領導者。我從國中開始

工作、教案設計等，希望把好的教案與大家分

接觸志願服務，上高中後，元氣青年教育服務團

享。這次報名甄選女兒獎，讓我認識了一群勇敢

隊成了我持續走在這條路上的動力。2013 年暑

追夢的台灣女兒，透過彼此生命故事的互相交

假，我接下元氣八屆研修研究，因為沒有經驗，

流，從中找到一起築夢的好夥伴。

只能從零開始摸索，包括整理檢討書、編輯成果

我來按讚
彥儒從高一起，每年都和元氣營到桃園市新

常值得肯定與培育。

屋區舉辦元氣小子育樂營，帶領孩子學習語言及

推薦人：媽媽 羅國芳

科學等課程，寓教於樂。彥儒也自組團隊，遠赴
台東武陵國小與花蓮富世國小，和原住民孩童同
樂；過程中，彥儒發現服務人群是一種幸福與享
受，深刻體認到有能力付出就是種快樂，希望將
此理念感染周圍的人。我認為她具備台灣女兒擁
有的勇氣自信、熱心服務及領導能力的特質，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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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審的話
彥儒表現沉穩，且具有計畫組織能力，對於
將多元文化融入志願服務也很精彩。

2015 女兒獎

社群經營獎
姓名／陳欣于 學校／國立彰化高級商業職業學校
Chen, Sin-Yu ／ National Chang-Hua Senior School of
Commerce

我是女生 我的夢想是 My Dream
征服麥克風，當個名歌手。
To conquer the microphone and become a famous singer.

優秀事蹟

活得精彩
從小父母就用民主的方式管教我，希望我能

柬埔寨和雲南，接下來，我將所見、所學轉而經

夠獨立自主，因此只要求我兩件事︰保持健康及

營台灣在地的志工服務。我希望趁著還年輕時，

多做善事。他們常提醒「助人為快樂之本」，所

努力充實自我、學習付出，讓社會更和諧。如果

以我總是笑臉迎人，「微笑」也成為我的正字招

獎項的光環能讓人們注意到我，幫助我將眾志成

牌。

城，我一定會努力爭取！期待未來，我能與勵馨

我目前參加彰化市文化古蹟青年志工團，服

女兒獎相互輝映。

務時，我都盡最大的力量把所學知識告訴遊客，

我的夢想是成為一位歌手，雖曾在當眾表演

若遇到不會回答的問題，便四處尋求答案，解決

時整個大破音，引起全班哄堂大笑，但正是如

遊客疑問。我原本是位害羞的小女孩，但導覽志

此，讓我下定決心要征服麥克風，當個受眾人矚

工的訓練讓我突破自己，成為站在陌生人面前可

目的歌手。

侃侃而談的導覽志工。

那麼我就努力爭取！期待未來，我能與勵馨女兒

在國際服務志工學習方面，我已經去過泰北、

社群經營獎

◆「古蹟美食猶未盡 漫步彰化小確幸」，擔任導覽解說青
年志工
◆「彰化縣第二屆正式兒少代表」備取 , 第一屆儲備兒少
◆ 2014、2015 關公文化節志工

獎互相輝映、相得益彰。

我來按讚
欣于是家中長女，父母工作忙時，可以很放
心的請她照顧三位弟妹。欣于從國一開始擔任志

不少，特別在此誠心推薦她參加「社群經營獎」
的甄選。

工，在好幾個公益活動中負責不同的工作，參加
最多、最持續的 , 是彰化市的「文化古蹟青年志
工團」，她在志工團中，學習到許多知識，並累
積了導覽工作的經驗；而透過團隊合作，也培養
出她認真負責的態度。短短三年，就讓欣于成熟

推薦人：姑丈 李仰桓

評審的話
笑容甜美、溫柔熱心，但似乎個性內向、害
羞，可以再多加訓練試著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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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女兒獎

社群經營獎
姓名／陳旻莎 學校／國立二林高級工商職業學校
Chen, Min Sha ／ National Erh-lin Industrial and Commercial
Vocational High School

我是女生 我的夢想是 My Dream
考取國立屏東科技大學社會工作系，幫助他人。
To pass the entrance exam and begin my studies at the
Department of Social Work of the National Pingtu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hereby getting the
chance to help other people.

優秀事蹟
◆ 2015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童軍大露營急救專科章合格

社群經營獎

活得精彩
我出生在海景優美的和美鎮，小時候因為家

機會，也讓我的個性變得比較活潑開朗。在學

中的期待，沉重的壓力壓迫得讓我不想讀書，因

校，我是童軍社團的副社長；在團體生活，我是

而選擇逃避。但進入團體生活後，我體會到人必

博幼課輔的老師，責任心促使我不僅必須將事情

須獨立自主，為自己負責，讓我重新鼓起勇氣面

完成還要做到最好，我不會放任事情不管，因為

對唸書的挑戰。雖然這件事對我來說很困難，但

那是不負責任的行為。

我仍每天認真的準備課業，也給自己立下目標－

這次報名參加 Formosa 女兒獎甄選，幫助我

考上國立屏東科技大學社會工作系，這是我多年

重新認識自己、檢視自己，了解自己不足與需要

以來的目標，現在也正朝向這個目標努力邁進，

加強的地方，也看到自己的優勢。我想以歌手蔡

盡力做到最好。

依林為楷模，學習她做每件事都很認真面對的精

之前的我比較怕生，不敢與人交談，但因為
參與學校社團，提供了我練習發聲及面對人群的

神，同時不斷突破自己的極限，並嘗試各種領
域。

我來按讚
長髮飄逸，臉上總是掛著笑容的旻莎，是個體
貼、熱心的少女，所有的事情都自己一手打理。

從受惠者轉變成施惠人，十分令人欽佩，她

從羞澀到現在帶領團體生活的人繼續往前學習，

自信勇敢的表現，就算評審挑戰也不怯場，口條

她雖然決定繼續唸書，但心中仍有對於未來的擔

清晰、目標明確、有感染力，挑戰童軍傳統觀念

心與煩惱，不過我了解，那是因為旻莎讓自己背

的勇氣和努力令人讚賞。

負了太多壓力與期待，然而我深信，她的未來將
是無可限量的。期許未來的旻莎能大放異彩，編
織屬於自己的夢，勇敢的去追尋屬於自己的理
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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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審的話

推薦人：師長 陳姎琦

2015 女兒獎

社群經營獎
姓名／洪庭宣

學校／國立員林高級中學

Hong, Ting Hsuan ／ National Yuanlin Senior High School

我是女生 我的夢想是 My Dream
加入無國界醫生行列。
To join Doctors Without Borders.

優秀事蹟
◆彰化縣兒少代表
◆全國青年志工績優團隊競賽第一名

國中加入童軍團時，有句名言：「隨時隨地

長輩，因而榮獲全國青年志工績優團隊競賽第一

扶助他人，服務社會」激起我做志工的動力，覺

名，而這些經歷都是讓我不斷往前的動力。今年

得人不應只為了自身利益著想。我在小六就加入

我又參加營隊輔導弱勢家庭的國小生，在全程沒

志工行列；國中時自願擔任班級幹部，畢業前經

有老師的帶領下，從規劃課程、深思弱勢家庭的

班導推薦，獲得修德善行縣長獎，繼而當選彰化

定義等，全靠我與夥伴們共同完成，讓我覺得非

縣兒少代表，為青少年爭取權利與福利。接著又

常驕傲。只是目前我參與的志工活動都侷限於小

上了許多課程，學習口語表達、創意思考等，這

格局，但我的興趣是醫類，有一本書《回家的路

些訓練讓我在做古蹟導覽員、為遊客解說古蹟歷

是這樣走的》，讓我看完後感觸很深，因此想透

史時，得以適時發揮。

過這次徵選活動拓展視野，未來成為無國界醫

志工老師看到我的努力，另創吉祥平安青年

社群經營獎

活得精彩

生。

志工隊，由我擔任隊長帶領隊員到養護中心關懷

我來按讚
庭宣於同儕中擁有絕佳人緣，以自身經驗帶
領新志工隊員為社會奉獻，但其實她的理想並
不甘只侷限於志工格局，她人生真正的願景在從
醫，甚至是無國界的醫生，為生命受到武裝衝
突、傳染病、缺乏醫療護理或天災所危害的人群

評審的話
表現出愛心無國界的庭宣，個性內向乖巧，
氣質清新，對性別刻板印象較少反應和挑戰，整
體表現尚可，有努力空間。

服務，一個 16 歲的孩子，卻有非凡的大愛！期
許她能榮獲「女兒獎」殊榮，擔任國際志工，她
是個勇敢追夢、實踐夢想，有熱血、有活力、有
視野的陽光女孩，特此推薦！

推薦人：師長 陳麗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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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女兒獎

社群經營獎
姓名／吳梓樺 學校／彰化縣私立精誠高級中學
Wu, Tzu Hua ／ Ching Cheng High School

我是女生 我的夢想是 My Dream
成為國際志工，幫助更多需要幫助的人。
To become an international volunteer and help more people
from disadvantaged social groups.

優秀事蹟
◆ 103 年青年志工績優團隊文化服務類第一名
◆ 103 年入選第十二屆 Formosa 女兒獎
◆ 104 年榮獲第 15 屆保德信青年志工全國菁英奉獻獎

社群經營獎

活得精彩
熱愛服務他人的我，從小就喜歡從事志工

拿起麥克風和大家分享彰化的古蹟歷史。

工作，嘗試不同的服務。近幾年我在彰化市文化

志工團隊的宗旨之一，就是「服務別人、成

古蹟青年志工團擔任導覽解說員，雖然爸媽很重

長自己。」我能深深體會其含意。就像我擔任

視我的課業，但只要我維持好成績，他們也很支

志工，並沒有任何目的，只是覺得成為志工為人

持我從事志工服務。

群服務，是件幸福的事。此外，志工服務還能讓

在服務過程中，我學習到很多古蹟知識，也

我學習面對各種挑戰，以及很多課本上沒有的知

讓我從一個膽怯的孩子，變成自信的導覽員。原

識。現在的我只想成為國際志工，幫助更多需要

本的我，因個性所使然，不敢和陌生人交談，更

幫助的人。與一群夥伴相互扶持、鼓勵，一直是

別說站上舞台了，但藉由一次次的志工服務，不

我成長的動力，希望未來能帶著這份自信與勇

僅使我克服了心理障礙、勇敢面對群眾，還能夠

氣，朝向我的夢想前進！

我來按讚
僅管學校課業繁重，課後補習也占據梓樺相
當多空閒時間，但她未曾有放棄擔任志工的念
頭，似乎在服務的環境中找到自我肯定與價值。
「善良體貼、負責盡職」是我給梓樺的評語，她
從先前害羞內向、畏縮不前，至今已有獨當一面
的企圖心，在顯示其勇於接受挑戰的堅強意志。
猶記得去年也是由我提筆推薦，會後分享她的入
圍喜悅，今年再度叩關，我義不容辭再向各位評
審推薦這位優秀的學生。

推薦人：彰化市文化古蹟青年志工團 指導老師黃志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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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審的話
梓樺氣質清新、有溝通能力，多數經驗仍在
參與角色，較少自己規劃與經營，可再多加強。

2015 女兒獎

社群經營獎
姓名／施雅瀞 學校／國立台中科技大學
Shih, Ya Jing ／ National Taichung University

我是女生 我的夢想是 My Dream
當個演員，做的每件事都有許多人看著，因此做善事也可
以讓眾多粉絲跟著效法。
To become an actress and a celebrity. Will doing lots of good
deeds get me more fans.

優秀事蹟
◆ 102 年區域和平志工團績優團隊競賽 -- 社會貢獻獎
◆ 104 年彰化縣中等學校優秀青年

我有勇氣，喜歡挑戰自己，因為我相信自
己的能力不單是大家看到的表面而已。我不想被

努力，包括清掃家園、勸募發票、舉辦營隊等，
最後得到社會貢獻獎，是個非常寶貴的經驗。

看不起，就算暫時如此，也會努力嘗試證明自己

我也代表學校參加優秀青年選拔、並且獲

可以更好。我也是個活力女孩，在班上總是能炒

選，但這些成就都要感謝爸媽的支持和老師的教

熱氣氛，可說是班上的開心果。

導，還有自已的努力，「無條件幫助別人、幫助

爸爸時常教我「遇到有需要的人，只要在自

社會，不奢求得到任何回報，是我追求目標。」

己能力範圍內就要盡力協助，哪怕只是一點點付

今年參加女兒獎，一方面是為了訓練膽量，

出，都能帶給別人溫暖。」這句話一直存在我心

另一方面則想讓自己更了解社會現況，因為看不

裡。我在北斗國中參與行動服務志工隊時，全員

起女生的傳統觀念還存在，所以我想證明，女生

參加「全國績優團隊競賽」，隊裡每個人都非常

也可以把事做好，只要努力，沒有事是做不到。

社群經營獎

活得精彩

我來按讚
雅瀞最值得稱讚的是，就算忙於服務也不忘
本分。雖然品學兼優，卻不因此而驕傲，反而更
懂得付出。主動參與參與各項活動，且她總是展
現高度熱情與活力，予人一種信賴感。雅 在志

評審的話
活潑外向，充滿自信，表達能力強，但性別
敏感度有加強空間。

工方面的表現是有目共睹的，最難能可貴的是，
她擔任志工付出無私服務貢獻的精神。這個想法
成熟、熱心服務、活力積極、謙沖和氣又懂得關
懷人群的孩子，相當難得，因此我極力推薦她。

推薦人：師生 李順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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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女兒獎

社群經營獎
姓名／陳美汝 學校／新民高中觀光事業科
Chen, Mei Ju ／ Shin Mim High School

我是女生 我的夢想是 My

Dream

用我服務事蹟的故事，影響同年紀的青少年，一起投入志
願服務行列。
To use my story and performance skills to encourage my peers
to join in the ranks of volunteers.

優秀事蹟

社群經營獎

◆ 2015 年榮獲大台中英雄獎仁組金質獎
◆ 2014 年榮獲青年發展署「103 年青年志工績優團隊全國
競賽教育服務類 - 服務創新獎」
◆ 2014 年榮獲紅十字會總會頒發時數達 80 小時

活得精彩
從小阿嬤就灌輸我一個重要觀念：「自己有

長者家中關懷訪視、利用空閒時間和阿公阿嬤聊

能力時，一定要盡己所能幫助人。」這個觀念至

天。我印象最深刻的一件事是，曾牽著一位阿嬤

今仍深深影響我，加上我本身是外配子女，小時

的手聽她說故事，說著說著她的眼淚流了下來，

候就有同儕間的歧視，所以一直很自卑。直到上

抱著我說：「妳比我自己的孫子還好。」讓我感

高中，為實踐助人觀念，並讓大家知道身為外配

到心酸和不捨。

子女是很光榮的，因此加入新民高中紅十字青少

參加女兒獎甄選對我幫助很大，因為我希望

年服務隊，同時我也告訴自己，要在每個階段立

用我的服務事蹟的這些故事，影響與我年紀相仿

定目標、努力達成，這樣的人生才充實有意義。

的青少年志工一起投入志願服務行列，如果我能

我主要的服務對象為獨居長者與弱勢家庭的

有幸徵選得上，將透過演講方式分享自己的故

兒童，每當歲末年終，團隊就會帶著物資至獨居

事，先從我身邊的開始，再慢慢影響更多人。

我來按讚
美汝進入高中後，即參與校內紅十字青少年
服務隊的各項志工服務。她積極主動，對於交代
的任務都盡力而為、全力以赴，很快就成為志工
隊隊長。美汝的母親是越籍外配，很瞭解母親的
努力與辛苦，因此常擔任新住民之子的營隊志
工，鼓勵孩子不要以為自己和別人不同。雖然美
汝的家境並不寬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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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長 周學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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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審的話
有領導力、組織力及熱忱，以自身經驗和歷
程投射在公益事務上，是個夢想家與實現者的結
合。

2015 女兒獎

社群經營獎
姓名／張芙瑄

學校／嘉藥環境資源管理

Chang, Fu Hsuan ／ Chia Nan University

我是女生 我的夢想是 My

Dream

騎單車環島，並進入大學女籃校隊。
To cycle around Taiwan and join a female basketball team at
a university.

優秀事蹟
◆大大小小籃球比賽第一名 ( 共有十幾面獎牌 )
◆校內外累積志工時數破 200 hr
◆擔任過超過十個機構的志工

我喜歡嘗試新事務，像是曾聯署創立社團、

的平安夜到晉生病房報佳音，我們以歌唱逗老人

上街頭募款；我總是充滿活力，應該與我熱愛運

家開心，看到他們臉上的笑容，我心中也充滿感

動有關；我在校擔任多項幹部，無論事籃球社社

動。除了付出勞力，我也樂於奉獻，像是八仙塵

長、宿舍副舍長和糾察隊長等，都盡心完成長官

爆發生時，我就到便利商店做小額捐款，每回看

交付的任務。

到路旁設有捐款箱或見到募款志工，也會主動捐

我喜歡參與公益活動，只要時間允許就會擔任

社群經營獎

活得精彩

獻。

志工，內容多以服務長者和弱勢為主。我曾在晉

熱愛運動的我，夢想是騎單車環島和進大學

生養護中心、勵馨基金會、育愛教養院、老吾老

女籃校隊，這次報名參加女兒獎甄選雖然與夢想

養護中心，以及欣護理之家等機構服務，也曾利

並沒有直接關係，但透過這樣的活動，卻鼓勵著

用假日，穿著志工服走上街頭募款、募發票。在

我不斷前進和挑戰未來。

多次的志工活動中，最令我印象深刻的是，去年

我來按讚
104 年在勵馨辦理 Power Camp 的營隊中，芙
瑄總是主動替小組發言，但都會先徵詢其他組員
的意見及想法，在人際互動中充份展現出尊重同

評審的話
開朗健康、獨立勇敢，是個很棒、有特色的
陽光女孩，唯較少團隊社群經營規劃經驗。

儕的特質。最我感動的是，芙瑄為感念營隊所有
人的辛勞，即表示願意捐出營隊報名保證金，並
廣邀所有夥伴一同捐獻。營隊結束後，芙瑄並未
消失，她數度主動來擔任行政小志工。芙瑄，一
個動靜皆宜、善解人意又主動積極的孩子，足以
成為其他女孩的表率！
推薦人：勵馨台南分事務所主任 陳貞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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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女兒獎

社群經營獎
姓名／紀佩瑄 學校／台中市私立新民高級中學
Chi, Pei Hsuan ／ Shin Min High School

我是女生 我的夢想是 My Dream
藉由我的服務故事，讓更多人參與志願服務，也希望更多
年輕人投入志願服務關懷長輩。
To encourage more people to participate in volunteering by
telling my service story. I also want more young people to
volunteer and help the elderly.

優秀事蹟

社群經營獎

◆ 2015 年榮獲第一屆大台中少年英雄獎仁組銀質獎
◆ 2014 年榮獲保德信青少年志工服務獎
◆ 2014 年榮獲教育部青年署「103 年青年志工績優團隊全
國競賽教育服務類服務創新獎」

活得精彩
我在國中時，即開始參與國小品德成長營隊

此外，我們還舉辦「剩食傳說 - 愛齊飢」和「剩

擔任小隊輔工作，讓偏鄉學童透過夏令營學到正

食傳說 - 我支持」，讓全校師生透過 12 小時飢

確價值觀。高中時，我則加入新民高中紅十字青

餓體驗，了解在食物短缺少地區人民的感受，同

少年服務隊，因當時正逢食安問題，導致綠川實

時將全校師生拿著看板的照片分享在臉書粉絲專

體食物銀行內物資因預防性下架，造成短缺，因

頁上，成功募集到約 3 萬元的物資。

此我們發起「剩食傳說 - 食在安心」活動，除了

台灣目前已邁入高齡化社會，我希望藉由參加

號召全校師生捐出家中多餘的物資，並請大家在

徵選，將我服務的故事讓更多人知道，也願意參

捐贈物資時，將想激勵受助戶的話寫在卡片上，

與志願服務關懷長輩，並透過代間教育讓長輩們

然後將卡片串成愛心樹，不僅讓資源分享和不浪

能活到老學到老，我們則可從長輩身上學到寶貴

費的觀念傳遍校園，也讓食物銀行的受助戶感受

經驗。

到來自全校的愛心。

我來按讚
佩瑄平時課餘參加本校紅十字青少年服務隊
志工服務，雖然她平常看起來溫溫順順、不苟言

因道場長輩的引導開始從事公益服務，且熱

笑，但其實她很熱心，會細心觀察，主動幫忙或

情、認真投入，這樣的用心和持久性令人激賞。

陪伴有需要的夥伴。
她在社團擔任器材長時認真負責，在食物銀
行服務期間，因正值時安風暴，她與社團夥伴共
同發起「剩食傳說」校園食物募集活動，獲得媒
體和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吳清山署長來信勉
勵。
推薦人：師長 周學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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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群經營獎
姓名／陳貞均 學校／國立彰化高級商業職業學校
Chen, Chen Chun ／ National Chang-Hua Senior School of
Commerce

我是女生 我的夢想是 My Dream
把家鄉饒平村，彩繪成一個有特色的地方。
To paint my hometown-Raoping Village to be a
distinguished place.

優秀事蹟

活得精彩
從小，我就是個缺乏自信的人，但上國中

令營，向國小學童宣傳環保觀念等，這些都是我

後，我不但開始參加各種活動，還在台上分享當

跟著團隊一起努力的成果。此外，我也到「海豐

志工的歷程，並學習領導、帶領團隊得到第一

崙彩繪村」認領一塊牆壁，邀集當地的以彩繪方

名。從一開始依靠別人、到國三養成談判能力；

式，小朋友為自己社區天加美麗色彩，不求回報

在社區彩繪自己家鄉的牆壁……這些都是依賴信

的為自己家鄉付出！

心的成長才有機會完成。

社群經營獎

◆參加 102 年青年志工積優團隊全國競賽環境服務類評選，
榮獲特殊貢獻獎
◆第 14.15 屆保德信青少年志工菁英獎服務獎
◆榮膺北斗鎮 104 年社會優秀青年

目前我最想做的事是，把自己的家鄉饒平村

唸國中時，我加入了志工隊，包括每月環境

彩繪成一個有特色的地方，並邀請村民共同參

打掃到每年大型地球清潔日、每三個月為創世基

與，希望能為地方帶來觀光人潮。未來，我則希

金會貢獻的勸募發票，以及參與「愛用環保杯，

望可以將眾多作品整合在一起，透過與社區發展

資源不浪費」活動，作法是與飲料店接洽並呼籲

協會合作，完成夢想。

塑膠減量；另外還舉辦「地球超人 Let's Go」夏

我來按讚
貞均自 101 學年度加入志工隊，在校成績
表現優異，並且積極參與校內外服務。校內服務
工作除了協助行政處室工作，校外服務則參加環
境服務、協助創世基金會「街頭勸募發票活動」，

評審的話
活潑、樂觀、有自信的貞均，以藝術才華服
務鄉里民眾，相當特別；懂得將外界認為不完美
身體曲線轉換心境，很棒！

勸募發票。
貞均無論是課業學習、待人處事，甚至校內
外服務方面，皆表現出積極向上的態度，深受師
長肯定與讚賞，足以成為同學學習的榜樣。
推薦人：師長 李順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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勇氣冒險
入圍者簡介
不畏艱難、勇於挑戰，

勇氣冒險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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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郁晏

學校／達德商工餐飲管理科

Wei, Yu Yan ／ Da Der Commercial And Technical Vocational
School

我是女生 我的夢想是 My Dream
成為一位出色的「歌手」。
To become an amazing singer.

優秀事蹟
◆高中一年級才藝表演競賽榮獲「最佳默契獎」
◆高中二年級參加「感恩微電影創作佳作」
◆高中二年級參加跳繩比賽榮獲女生組第六名

我來自彰化縣大城鄉，父親是位辛苦的卡

起獅頭。醒獅團的練習非常辛苦，尤其在烈日下

車司機、母親則在市場擺賣飯糰，家中經濟雖不

蹲馬步，常讓我汗水淋漓；打戰鼓、舉獅頭，則

富裕，但父母對我關愛有加。從國中起我就擔任

讓我手痠痛不已，但我知道，不斷的磨練才是激

各種幹部，在協助同學的過程中給我很大的成就

發我勇往直前的動力。

感，尤其看到他們臉上綻放的笑容，更令我心滿
意足。

勇氣冒險獎

活得精彩

我也喜歡當志工，曾到南投傑瑞老人安養中
心幫忙清掃環境、推輪椅陪老人家散步，聆聽

我喜歡挑戰不同的生活方式，當時下高中女

他們的人生甘苦談。我期許自己未來能成為出色

生假日都忙著逛街購物或滑手機上網，我選擇不

的「歌手」，這次參加甄選，讓我有機會審視自

同的活動紀錄我的青春。我在國小便加入「銓勝

己在成長過程中的紀錄，發現自己已從稚嫩的孩

醒獅團」到各處表演，想證明女生也可參加男性

童，蛻變成充滿勇氣、自信的大女孩。

化且陽剛的表演活動，不是只有男生才有力氣舉

我來按讚
若要用三個面向來推薦郁晏，第一個是「責
任感」，擔任股長做事態度認真、凡事親力親
為；再來是「勇敢」，同學因誤會起衝突，她總

評審的話
自小參與醒獅團，突破性別刻板印象，且兼
具自信及勇氣冒險特質。

能仗義直言，且號召同學加入比賽，帶領全班奪
得最佳名次，是全班最佩服的女超人；第三是
「孝順」，郁晏家中經濟雖不寬裕，但她總利用
參加醒獅團的機會賺零用錢貼補家用，平時也會
幫媽媽到市場賣早餐。她是師長們心中的幸福小
天使。

推薦人：師長 洪筱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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勇氣冒險獎
姓名／陳廷瑜 學校／台南市私立慈濟高級中學
Chen, Ting Yu ／ Tzu Chi Senior High School Affiliated with
Tzu Chi University

我是女生 我的夢想是 My Dream
我希望能夠改變世界。
To change the world.

優秀事蹟
◆ 103 與 101 年度全國學生音樂比賽國中長笛獨奏 B 組甲等
◆花蓮縣中小學作文比賽國中散文類第一名
◆慈濟學校 103 年畢業典禮獲頒最高榮譽師公上人獎

勇氣冒險獎

活得精彩
我從小就喜歡挑戰新事物，顛覆大家的想

總統府，當收到回信的那一刻，讓我雀躍不已。

像。我愛昆蟲，特別是蟑螂，看到牠堅強的生命

高雄氣爆發生，我還與同學拍攝了祝福影片獻

鬥志，也激勵我要勇敢面對人生。青春錯過就不

給救災人員，並於華視莒光園地播出。我喜愛音

會重來，因此我把握每個機會，勇敢築夢。10

樂，更愛與他人分享旋律，今年八月，我與一群

歲那年，我夢想騎單車環島，經過重重波折，最

夥伴展開音樂公益環台旅行，到社福機構演出與

後與媽媽隨著鐵馬家庭以九天完成單車環台夢。

服務。

過程中我忍著辛勞，腳踩雙輪用毅力堅持下去。

我希望聚集在各領域有專長的中學生，用陪

這場旅行讓我的眼界變寬，並以行動感受台灣的

讀、音樂演奏的方式，幫助偏鄉兒童、落後國家

溫度、看見自己堅韌的靈魂。

的孩子；以中學生的創意、行動力，形成改變世

我擁有對周遭環境與公眾事務的熱忱，小學

界的力量。

時就因擔憂全球暖化與蘇花改的問題，曾寫信到

我來按讚
一旦下定決心，便毫不畏懼、堅持到底。這

透過音樂環島計劃，克服自身成長困境，且

續。廷瑜與一群國三孩子學習與無法理解青少年

關注環保及社會關懷議題並勇於採取行動，值得

的長輩溝通，在無關乎名譽的損害下，真切表達

肯定。

他們對社會上無名英雄的感激。勇氣冒險，不單
只是外表所見或片面理解的字詞意義，在廷瑜身
上，我看到的是這四個字在她體內發酵、熟成，
並內化成為精神元素。期盼廷瑜能獲得此項殊
榮，因為，實至名歸。

推薦人：師長 姚譯婷

28

評審的話

絕非衝動魯莽，而是經過深思熟慮後選擇的持

2015 女兒獎

勇氣冒險獎
姓名／王欣蕾 學校／臺北市立第一女子高級中學
Wang Hsin-Lei ／ Taipei First Girls High School

我是女生 我的夢想是 My Dream
將醫藥與科技結合，解決人病痛的苦難，讓台灣變得不一
樣。
To relieve patients’ pain and further Taiwan’s development
by combining medicine and technology.

優秀事蹟

活得精彩
儘管遇到困難，也絕不放棄。數次的模擬聯

開幕式壓軸演說。會議中，我備受國家立場的質

合國會議讓我跳脫舒適圈，克服自己的膽怯，不

疑、其他代表的指正，徬徨和挫折讓我焦慮不

但演說技巧變得熟稔、溝通協商技巧精進、增強

已，但責任感迫使我面對。當我漸漸熟悉歐洲的

臨危不亂膽識，更在政大模聯（TMUN-J）拿到

潛規則，漠視不友善的眼光挺身向前時，我發現

最佳代表。我發願將此經驗傳承給國中生，因此

大家態度有了轉變。這也令我體認到真正的勇

召集人才、統合資源，於去年 12 月創辦國中生

敢，是在懼怕後繼續走下去。

模擬聯合國會議，組織一個了 26 人的團隊。從

在台灣成長、從小看著父母醫治許多民眾的

無到有的創辦過程，我曾經歷贊助失約、人數不

病痛，種下我長大後想服務別人的種子。未來我

足，但最後仍領導團隊共同築夢。

希望主修電腦軟體設計，並與醫藥結合，消除讓

今年在匈牙利國際模擬聯合國中，我當著

勇氣冒險獎

◆ 最佳代表 ( 中國 )，台北模擬聯合國 (Dec2014)
◆擔任講師、主席，創辦國中生模擬聯合國 (Dec 2014)
◆榮譽表揚 ( 美國 )、大使、總召，布達佩斯國際模擬聯合
國 (Apr 2015)

人病痛的苦難。

三百位代表、六十位指導老師，百位行政人員的

我來按讚
在同學眼中，欣蕾是文武兼備的通才。在校
內，她是英文寫作比賽的常勝軍，當一般中學生
熱衷於流行歌舞時，她卻培養了一身好武藝—國
術，獲得「北拳高中女子組冠軍」，誠屬難能。

評審的話
欣蕾善用專長，肯定能為社會帶來正向能
量。

因受公民科國際模擬聯合國介紹的啟發，於是裝
備自己，勇敢跨出校園、走入國際。縱使遇到困
境，她也能謙卑發問、步步解決。很高興這個精
采的女孩曾是我的學生，在此衷心推薦這個不一
樣的好女兒。
推薦人：師長 林麗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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勇氣冒險獎
姓名／林奕馨 學校／嘉義縣協同高級中學
Lin, Yi Hsin ／ Concordia Middle School

我是女生 我的夢想是 My
成為一個有影響力的人。

Dream

To become an influential person.

優秀事蹟

勇氣冒險獎

◆從千人中獲選參加哈佛大學台灣英文領導營
◆代表學校參加第 14 屆教育部高級中等學校學生新世紀領
導人才培育計畫
◆擔任美國耶魯大學模擬聯合國巴基斯坦代表和 CMSMUN
傑出代表

活得精彩
我從小便接觸多元教育，自幼兒園的英文教

時，我拒絕了。「我相信你有這個能力，你要對

育、小學的鄉土課程，到國中的藝術活動及西班

自己有信心。」結果老師這句話，深深烙印在我

牙文選修課程等，生活多采多姿。在精進自己的

心底。上高一後，我覺得自己應該要磨練從未接

同時，更積極參加校內外各類志工營隊活動，諸

觸過的能力，將目標放得更遠，於是下定決心突

如飢餓三十、學校舉辦的恩典餐活動、社區老人

破自己。我報名美國耶魯大學舉辦的模聯，和社

關懷活動、救國團的志工服務。服務人群不只讓

員們討論全球議題，從搜尋、閱讀，到整理資料

我認知到自己擁有的何其得多，更體會到「施比

和議題討論，不再只是為了發言，而是訓練溝通

受更有福」的福氣與珍惜的美好。

協調的能力。

小學時的我膽小怯弱，或許因為害怕失敗或

我夢想能為世界帶來一點小小的改變，並從

被人取笑，因此當老師推薦我參加英文演講比賽

家族、社區、周遭環境做起，希望未來成為一個
有影響力的人。

我來按讚
奕馨對於任何事物都積極參與，在課業方面，
責任感和勇於接受挑戰精神，讓她在面對被指派
的任務時總是全力以赴。對於課外活動，為了爭
取哈佛大學所辦的營隊，她也如期提交論文，討
論如何改善社區問題，很幸運地，她獲得了選參
加的機會。在在表現出她不畏艱難，勇於踏出舒
適圈的那顆心。
我認為，除了幸運，奕馨不畏艱難，膽大的特質
亦是她能享受成果的原因之一。
推薦人：師長 何玉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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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審的話
奕馨充分發揮她的善長，將來無可限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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勇氣冒險獎
姓名／胡家琪 學校／台南市私立天主教德光中學
Hu, Chia Chi ／ Deguang Catholic High School

我是女生 我的夢想是 My

Dream

期望與姊姊們一樣投身軍旅或警界。

To devote to the military or the police force, like my sisters.

優秀事蹟
◆ 103 年外交小尖兵英語選拔賽 全國第六名
◆ 102 年大台南市語文競賽 - 英語說故事 特優第一名
◆ 101 年國術錦標賽 - 北拳 全國第一名

也許因為家中有三個女兒，從小父母便教育

台下的掌聲的背後，常是滿身的內外傷。每每穿

我們要以「身為女性」為榮，並期許他日能突破

上制服裙，露出腿上的瘀青傷口，總是千百般無

性別歧視的高牆、因「女性」而光榮。

奈和不願意。直到有天我告訴母親，她認真地看

我唸幼稚園時即加入「中華武術」這個大家

著我的腳、摸著我的頭說：「這才是最真實、最

庭；六歲初次接觸鋼琴，為之後與音樂班的相逢

美的腳！看著它，你就能明白自己有多努力、多

埋下伏筆；七歲加入音樂班並認識中國笛；八歲

勇敢！」這番話牢牢刻印在我心中，成為支持我

與扯鈴結緣；十歲參加田徑隊，開始以雙腳記錄

勇敢邁進的動力。

生命的旅程。

勇氣冒險獎

活得精彩

我期望日後能與姊姊們一樣投身軍旅或警界，

從小，我便隨姊姊在各種舞台上演出，包括

長輩們卻問我為何不選擇自己喜歡的路？若說完

耍刀耍棍、花式拳法或古典舞蹈和扯鈴，在接受

全沒受姊姊們影響是不可能的，但投身軍警確實
是我的夢想，而「夢想」是不容被質疑的。

我來按讚
「樂於學習，勇於成長」是家琪的生命寫照。
她積極進取，勇於嘗試挑戰的人生態度，相當令
人激賞。家琪兼具平行移動能力相當多元，舉凡

評審的話
自信與勇氣是不斷自我突破！

歌唱、舞蹈、樂器、美術、卡片製作、國術、電
腦、講演、寫作、攝影、扯鈴、運動無不涉獵，
十足是個全方位的孩子，且學業與活動兼具、抗
壓性相當強韌。家琪生命如此豐富，願意不斷接
受挑戰，開創自我潛能的積極態度，充分的展現
她的有勇有謀。
推薦人：師長 孫碧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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勇氣冒險獎
姓名／黃群涵

學校／明道高級中學

Chun, Han Huang ／ Mingdao High School Senior Department

我是女生 我的夢想是 My
改善社會的不公不義。
To tackle injustice in society.

Dream

優秀事蹟
◆ 2014 年台中市優秀青年
◆ 2015 拓凱青少年高峰論壇第三名
◆ 2015 溫世仁文教基金會徵文比賽優等

勇氣冒險獎

活得精彩
我是個生長在單親家庭的孩子，小二時媽媽

學校自薦分享在泰北擔任志工的見聞。我很有責

就過世了，不過我沒有因此一蹶不振，反而比別

任感，無論是班級幹部或社團，都是領導的佼佼

人更具勇氣和信念在人生的路上邁進，因為想成

者，曾擔任畢業典禮畢聯會的組長、iGEM 基因

為讓媽媽感到驕傲的女兒。

工程競賽團隊的隊長，以及第二屆海峽兩岸魔術

我對很多事都感到興趣，從魔術方塊、天文、

方塊交流賽的主辦團隊。

管樂到社會議題、哲學思辨等，相信廣泛吸收是

今年暑假我挑戰攀登台灣第二高峰雪山，雖

成長的基石。對於人群，我有勇氣面對，曾在全

然曾經想放棄，但最終仍登上山峰，超越自我極

校面前引言介紹外賓、在科博館擔任解說志工、

限。我想用文字表達青年的心聲、改善社會的不

在拓凱青少年高峰論壇提出想法、說出自己的故

公不義。報名女兒獎讓我有機會與理念相同的女

事。對於夢想，我有勇氣追求，在學校辦季刊，

孩切磋，那份熱血是我所期待的。

想讓全校師生對於科學新知能更了解，同時還向

我來按讚
群涵是位熱血、富正義感的女孩，個性獨
立自主、勇於挑戰，且進取心強。總是主動幫忙、
熱心服務的她，做任何事都自我要求很高，凡事
做足準備，從國中擔任演講引言人、畢業典禮籌
劃、到泰北擔任志工等，群涵總能充滿信心，無
懼的表現自己，積極爭取機會。群涵在同儕中是
難得一見的人才，在此很榮幸也很驕傲的推薦
她，深信群涵必能在往後的人生中，盡己之力服
務人群、造福大眾。
推薦人：師長 楊茗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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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審的話
勇於成為領袖並承擔責任，努力改善周遭
環境。

2015 女兒獎

勇氣冒險獎
姓名／王郁如

學校／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Wang, Yu Ru ／ Chung Hwa University of Medical Technology

我是女生 我的夢想是 My

Dream

號召更多志工，明年一起騎鐵馬 120 公里、義賣募集 30 萬
經費幫助孩童。
To challenge myself by recruiting more volunteers to do
a 120km cycle and organize a charity sale to raise NTD
300,000 funds within the next year.

優秀事蹟

活得精彩
我一直對擔任志工很有興趣，或許是好友從

一位，但是我的衝勁卻不輸他人。為了可以真正

小因不良於行，而我總是從旁協助，但她卻在小

幫助他們，我用很多方法去鼓勵、分享、激勵隊

五時突然過世，讓我耿耿於懷，因此看到身旁需

友一起實踐。今年我們在攝氏 40 度的高溫下、

要幫助的人，我一定會伸出援手。

單車騎了 120 公里進行義賣，大家努力克服身

國一是開啟我志工生涯的里程碑，我常利用
假期擔任社區環境志工，包括參加小學營隊、華

勇氣冒險獎

◆勝利盃全國管鋼弦音樂大賽
◆獲教育部青年發展署全額補助
◆到各國小辦營隊、協助孩子們有美好假期

體不適、盡力達成使命，希望用熱忱分享我們的
愛與希望。

山基金會關懷老人行列，其間在義賣時，儘管沿

若這次可幸運獲得女兒獎，我渴望匯集更多

街被路人拒絕，但每一次的拒絕都讓我更有勇

能量，號召更多志工，明年一起騎著鐵馬熱血再

氣，能更勇敢面對下一個人。因為看到台南安南

戰 120 公里、以義賣方式募集三十萬經費，以

區天主教堂附近的小朋友，在暑假時很需要幫

便服務這群孩童。

忙，因此去年我報名了志工，雖然是年紀最小的

我來按讚
郁如不算是位很聰明的孩子，卻有一股傻勁，
也很用心。她是來報名的志工中，年紀最小、體
型也很嬌小的一位，原本有些擔心她無法勝任，
可是她卻總是第一個回應，搬東西也搶第一，對
於交辦的每件工作都很積極負責。而在郁如渴望

評審的話
郁如接續發起推動「生命騎跡、募款計劃」
並結合社會資源突破自力募款困境，且深具勇氣
冒險特質，非常值得肯定。

去做的事情上，她就像鄰家單純、用心，且不
求回報的女孩般，會竭盡全力完成。她積極向前
衝、愈挫愈勇的態度，讓我與一群學長、學姐都
欽佩不已。
推薦人：師長 周貞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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勇氣冒險獎
姓名／莊家惠 學校／屏東縣屏榮高中
Jhuang,Jia-Hui ／ Pingtung Country Ping Rong High School

我是女生 我的夢想是 My

Dream

考上屏科大社工系。
To enroll in the Department of Social Work at the National
Pingtu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優秀事蹟
◆成績進步
◆克服家庭困難

勇氣冒險獎

活得精彩
我來自單親家庭，從小讀書都是以自學方

任、知識和領導力的人，例如：不畏懼權威，勇

式。到了教會，有牧師指導我的課業，慢慢提升

於提出意見與想法。目前在宿舍過著團體生活，

我對自己的價值觀與信心。以前的我個性非常內

由於我較資深，因此總覺得有責任照顧好大家，

向，不喜歡與人相處，但現在，我開始懂得與人

而我也是團體中的橋樑，希望可以拉近眾人的情

互動，因而結交了很多朋友。

感。

由於家庭變故，與家人對簿公堂，加上又是

以前我不愛唸書，可是在生活較穩定後，從

家中的長女，從幼稚園開始到國一，我必須負責

學業中找到了成就感。原本我國二的成績名次都

照顧整個家庭，不管是打掃、煮飯等家事，還有

是倒數，但升上國三後則進步到班上十名內，甚

照顧弟弟、妹妹的起居，樣樣都得親力親為，因

至考上心目中第一志願的高中。現階段我正在為

為做這些事情很辛苦，所以我要很勇敢，才能面

統測做準備，希望考上第一志願屏科大社工系，

對家中所有的繁雜瑣事。我自認是個有勇氣、責

並將所學回饋社會。

我來按讚
家惠是位心思細膩、勇敢的女孩。在團體生

身分發聲！

活中，家惠是個很棒的幫手，由於她的細心及敏

推薦人：師長 黃靖容

銳，常會主動照顧其他女孩的情緒與需要。我認
為以家惠的年紀，雖經歷家庭變故和挫折，卻仍
然保有正向積極、勇敢不失細膩的心，十分值得
肯定。相信若有機會獲獎的話，將能她往助人工
作的夢想更接近。另，家惠來自底層勞動家庭，
希望她能夠代表邊緣地區、底層家庭，以女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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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審的話
面對家庭重大變故以及產生的創傷經驗，表
現了超齡的成熟度和克服恐懼的勇敢。

2015 女兒獎

勇氣冒險獎
姓名／陳怡瑄 學校／新北市立新店高中
Chen, Yi Hsuan ／ New Taipei Municipal Hsin Tien Senior High
School

我是女生 我的夢想是 My
當一位英文老師。
To become an English teacher.

Dream

優秀事蹟
◆ 2015 Bangkok School of Management Certificate of Attendance
for successfully completing the International Student Exchange
Program.

活得精彩
我是家中老么，從小就極受爸爸疼愛，為了
不想成為「爸寶」，所以不斷培養自己跳脫舒適
圈後的勇氣，成為獨立、動靜皆宜、理性和感性
兼具的女孩。

挫折很多、哭泣很多，卻比過去更確定自己想當
老師的方向。

勇氣冒險獎

◆ 2014~2015 參加國際英文演講會 Toastmasters
◆ 2014 到柬埔寨當國際志工，擔任台灣日活動主持人與青
少年夢想計畫活動 master

我從小便立志要當英文老師，因為喜歡英文、
更喜歡為教育努力的自己。因此，我今年特別到

今年暑假，因為一位教授的推薦，讓我有機

曼谷修全英文的商業性課程，希望可以增加自己

會到曼谷遊學，與姊姊一同修大學課程。雖然一

的語文能力，同時通過德文、泰文初級檢定考。

開始，我覺得自己先天條件與英文能力並不特別

幾年前，我曾報名女兒獎徵選，認識了很多

優秀，但因為喜歡接近夢想的感覺，所以願意嘗

對社會、公益付出的女性，才發現自己的不足。

試。只是面對大學課程，一切從零開始，這樣的

今年，再次參加甄選，期盼能與他人分享我的心

壓力曾經讓我想哭，但又怕被笑，最後我選擇不

酸史，因為有些故事要說給懂得人聽，才有意

再逃避，果然經過這個暑假，我感到成長很多、

義。

我來按讚
怡瑄是位非常傑出的學生，她擁有眾多優秀
特質：面對困難時能有最佳的解決能力、扮演同
學當中的領導角色、具有激勵性個性，且對新知
識展現出高度熱情，擁有獨特見解與批判整合的
能力。怡瑄無論在學術研究與人際關係上，都是

評審的話
儘管此刻的怡瑄仍在克服面對挑戰和挫折的
害怕，相信在很遠的未來，會長出更多勇敢的力
量和改變的方式。

一位負責任、值得依賴且思想正面的人。與一般
人相較，她對於別人賦予的任務，都能交出非常
好的成績單，因此，我高度且毫無猶豫地向推薦
怡瑄。

推薦人：師長 Dr. Edward Roy Krishn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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勇氣冒險獎
姓名／謝宛芸

學校／臺北市華岡藝術學校

Hsieh, Wan-Yun ／ Taipei Hwa Kang Art School

我是女生 我的夢想是 My

Dream

當個全方位的表演藝術工作者。
To become a well-rounded artist.

優秀事蹟
◆ 101 學年度 校內班際三打三籃球賽女子組第一名和足壘
球錦標賽全年級第一名
◆ 102 學年度 校內閩南語競賽演說組八年級第一名
◆ 2015 「與愛同行－暑期偏鄉兒童夏令營」籌備、規劃和
帶領者

勇氣冒險獎

活得精彩
從小，只要我做的事不會危及自己和他人，

老院表演、主持弱勢家庭年終圍爐活動。我總是

爸媽都讓願願意讓我獨立嘗試。我最大的特點是

把握時間將所有的事做好，包括演說、打球、唱

充滿活力，並以此特質鼓舞身邊的人。每回班上

歌、舞蹈、主持等。雖然每天活動忙碌緊湊，但

球隊或校外舞團到了練習時間，我都準時出席，

因為是做自己喜歡的事，一點也不覺得疲憊。

先帶大家暖身，用認真的態度和全力以赴的精

「這世界給了連成人都混淆的價值，卻期待

神，帶領大家享受努力練習、實力增強和團隊合

年輕人清楚未來；社會不斷上演暴力與強權，卻

作的樂趣。

要年輕人學習友愛；媒體製造偶像，卻嘲笑年輕

一直以來，我總兼顧課業與表演服務的夢想。

人無知地追隨。」我的夢想是當個全方位的表演

我曾在中秋節時，自告奮勇地至忠孝醫院為漸凍

藝術工作者，透過表演為弱勢團體發聲展現互

人唱歌；我參與樂扶社（輪椅團體）的表演，享

助，並傳遞正向價值。

受和身障者一起舞蹈的樂趣。此外，我也曾至養

我來按讚
宛芸才華洋溢，唱歌、跳舞、演說都充滿
了熱情和渲染力。為了兼顧課業與對表演藝術的
熱愛，她花了許多課餘時間和精力練習歌唱、舞
蹈和表演，有著超乎年紀的表演水準。國中二年
級起，宛芸陸續參與許多公益表演活動，不但堅
定地選擇自己未來的方向，並全力以赴地實踐。
十五歲的她，兼具勇氣、自信、活力、責任、知
識等五大核心特質，膽大、願更大，是實實在在
的台灣女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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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薦人：社工 張怡芬

評審的話
勇於嘗試面對挑戰和展現長處是宛芸很棒
的優點，此時此刻已經是個閃耀的星，請繼續保
持。

2015 女兒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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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亦有著傑出的表現與強烈的興趣，
在萬花筒世界中，

數理科技獎

「Formosa 女兒獎」的女兒在數理科技領域，

對於任何微小事物都充滿了好奇，
想要一探究竟。
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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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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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理科技獎
姓名／郭宇芸

學校／新竹縣立二重國民中學

Kuo, Yu Yun ／ Er Chong junior high school

我是女生 我的夢想是 My

Dream

用我的好口才，改變這個世界。
To use my eloquence to improve the world.

優秀事蹟
◆第 55 屆全國科展 國中組物理科 佳作
◆新竹市 101 年度國小奧林匹亞科學遊戲與創意競賽
第四名
◆全國第 36 屆奧林匹克數學競賽 三等獎

數理科技獎

活得精彩
身為新竹縣市 2015 年的優秀青年代表的我，

之如飴，除了需要留校至晚上七、八點進行討論

從小個性外向、活潑，因此選擇接受主持、司儀、

研究，還要不停進行製作實驗器具、執行實驗、

播報與朗讀演說訓練。另外，我對繪畫、藝術也

記錄與進行研究，同時增進相關的科學知識與數

很有興趣，參與許多與美術藝文相關的活動，但

學原理。冬天則要忍受手腳凍僵與冷到腦袋幾乎

其實我的專長與興趣在數理方面，由於從國小就

無法思考的滋味，辛苦不在話下，但收穫與進步

有參加過相關的社團活動的經驗，上了國中對這

卻一直是我最大的動力！

方面更感到興趣！

我的夢想是將舉凡環保、性別、動植物保育

我有勇氣挑戰各種沒嘗試過的事物，也有自

等議題，以自己的能力改變這個世界！這次參加

信展現出最棒的自己，對參與的事物都保持熱情

甄選更希望憑藉自己傲人的口才，呼籲性別平等

且努力付出，時時透過各種管道吸收資訊，並變

的重要。

成腦中的知識。像是準備科展雖然艱辛、我卻甘

我來按讚
宇芸不只是在課業上表現傑出，對事物充
滿了好奇心與熱忱，更時常利用課餘時間汲取知
識、向師長提出問題。除此之外，她也主動積極
參加各種比賽與社團活動，收穫良多。在校內，
她是班級裡的「班寶」；在家裡，則常和弟弟一
起在院子中觀察樹葉和各種小昆蟲，遇到不了解
的地方便主動上網查資料。這樣的勤奮好學，特
此推薦參加，同時宇芸也是新竹縣市 2015 年的
優秀青年代表。
推薦人：媽嗎 陳貞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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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審的話
宇芸的活力與自信令人激賞，期待能在數理
科技的專業上，有更為豐富的成果與視野。

2015 女兒獎

數理科技獎
姓名／楊姵盈

學校／宜蘭縣立員山國民中學

Yang, Pei Ying ／ Yilan Yuan-Shan Junior High School

我是女生 我的夢想是 My

Dream

發展綠色科學的科學家。
To be a scientist developing green technology.

優秀事蹟
◆ 2014IEYI 世界青少年發明展臺灣選拔暨展覽會國中組佳作
◆宜蘭縣 103 年度國民中小學科學展覽會國中組第三名
◆宜蘭縣 102 學年度能源科技創意交通工具設計競賽
國中組佳作

我從小就愛嘗試各種新事物，在國小時就儘

與校外科學活動營隊與科學實作課程，奠定之後

可能參加各種課程，包括科學與能源相關課程，

科學基礎。國中階段，投入校內社團與科學活

從那時就認識現在的國中導師，直到現在，只要

動，進行主題研究，參加發明展、科展，主動要

是老師辦理的活動我都會參與。

求學習與活動機會，更回到國小母校與鄉內其他

勇氣與活力是我擁有的特質，喜歡挑戰並讓

國小擔任科學小志工，帶領小學生認識科學，希

自己進步成長，不願侷限在熟悉的城堡中成為井

望讓他們喜歡科學，為此累積起超越一般國中生

底之蛙。學習應是主動的，要掌控學習的主導權

對科學知識與實作技巧。

就要勇於跨出學習的第一步；活力則是持續的燃

由於我從小生長在好山好水的環境，相信科

料，在科學與生態相關活動的學習上，我有勇氣

學對環境可以是友善的，所以我希望將來能夠成

去追求未知的領域，並利用假日參與學習。

為發展綠能科學的科學家。

數理科技獎

活得精彩

國小時因學校沒有科學活動，所以我主動參

我來按讚
姵盈在做科學專題研究期間，落實於實驗內
容的設計與實踐，在團體中扮演主要角色。雖然
家中經濟狀況不甚理想，所處國小自然與生活科
技資源缺乏，但是姵盈相當積極參與科學相關營
隊，也代表員山國中參與科學展覽競賽，為校爭

評審的話
在研究發明上具有潛力，對社會服務與回饋
也具有熱情，且能與時代脈絡相銜接，符合女兒
獎之精神與價值。

光得到佳作宜蘭縣科學展覽比賽在化學科是本校
第一次有學生得到全縣的獎項。。姵盈讓我的感
覺是，在現今草莓族世代中，這樣的學習態度相
當可貴。
推薦人：師長 吳宏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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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女兒獎

數理科技獎
姓名／賴汶妤 學校／宜蘭縣立員山國民中學
Lai, Wen Yu ／ Yilan Yuan Shan Junior High School

我是女生 我的夢想是 My

Dream

改變社會性別刻板印象。
To demolish gender roles and stereotypes.

優秀事蹟
◆ 2014IEIY 世界青少年發明展台灣選拔暨展覽會佳作
◆宜蘭縣第六屆青少年發明展第三名
◆中小學科學展覽會國中組第三名

數理科技獎

活得精彩
我在鄉下成長，從小父母就鼓勵我追求夢

著自然老師一起做主題研究、參加科展、發明展

想，所以我要打破性別刻板觀念，並保留這片我

等。我的堅持與熱誠，是我最引以為傲的地方。

所生長的淨土，不受任何汙染。

長輩說女孩子應該文文靜靜的，但我不以為

國中時，有位老師來推廣科學與能源教育，

然，所以想證明女生的能力不一定比男生差，特

這是我第一次接觸這樣的科學知識，也從此愛

別是在數理科技上，我甚至取得了學校的代表

上，並加入研習社，另一方面則積極參與比賽。

權，參與校外的競賽。我想透過參加女兒獎的徵

我對自己的承諾是致力於科學相關主題研究，參

選，證明女生在數學上也可以有亮眼的表現，並

與能源科技相關活動，希望讓員山鄉在發展經濟

讓大家知道環境、能源科技與科學之間，彼此並

的過程中，同時保有現在的環境，讓資源能夠永

無牴觸。

續運用。我不僅在周休時參加課外營隊，也到圖
書館吸收相關知識。此外，我在國中階段就跟

我來按讚
汶妤非常積極學習，熱心能源與科學教育課程
活動但也不忘與文學科的培養，相關單位辦理的
所有課程她全都參與，對於她在科學與能源相關
活動的推廣上，有不少助益。員山鄉自然與能源
教育資源略為不足，但無論在科學展覽相關主題
研究、發明展的物件創作、自然寫作融入國語文
競賽，以及環境議題與課程方面，科學展覽化學
科、數學科也都有非常好的表現，喜愛科學與愛
護環境的心相當值得肯定。
推薦人：師長 吳宏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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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審的話
對環境生態具有熱情，也有強烈意願回饋
社會，若能更有自信與冒險的勇氣，相信未來能
有令人驚豔的發展。

2015 女兒獎

數理科技獎
姓名／林文心

學校／師大附中

Lin,Wen Hsin ／ Affiliated Senior High School of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我是女生 我的夢想是 My

Dream

從事科學研究，幫助病患。
To conduct science research and help patients.

優秀事蹟
◆中華民國第 53 屆中小學科學展覽競賽數學組佳作
◆救國團優良青年
◆師大附中化學科及生物校隊選訓第二十、二十三名

父母的愛與對教育的執著，醞釀出我在學

有科技論理、肩負回饋社會的責任。我認為無論

習上濃厚的興趣。國中兩位恩師，帶著我在全國

是在全國中小學科展中獲得佳作的成績，或是在

科展數學組獲得佳作；我對科學的熱愛，使我考

台北醫學院從事子宮頸篩檢的相關研究，都扎實

上了錄取率極低的師大附中科學班，從此科學便

磨練了我上述特質，並使我了解：在浩瀚無垠的

與我的生命結下不解之緣。

知識海中，更應抱持者謙卑的心態學習。

在研究的路途中，不僅要有完備的知識，還

我目前每週有四到八小時，必須前往台北醫

要有足夠的勇氣及自信去探尋前人未開發的路

學大學進行奈米金及人體一些癌症的研究。而研

途，才能創造別開生面新的價值。若對於枯燥的

究的基礎需來自大量汲取知識，感謝科學班的資

知識沒有鑽研的動力，將很難轉化為靈活的應

源讓我得以參加許多場前輩大師的演講，也令我

用、從事科學研究。除了追尋真理，更不能忘記

獲益良多。

數理科技獎

活得精彩

所有科技的發展都是為了服務人群，因此需要持

我來按讚
在男生眾多的班級中，文心卻能讓同學心服
而擔任班長，她自發性、成熟有建設性的想法令
人欣賞，紮實的知識也使她在校隊選訓中獲得好
成績。無論是在女性科學營演講、兩岸四地青少
年科學營或在台北醫學院的專研，都展露對科學

評審的話
對數理科技研究具有熱忱，也能努力讓研究
結果回饋社會，期能加強自我創新之思維，表現
將更傑出。

的鍥而不捨，科學班全力為國小生舉行了的營
隊，文心在活動中扮演最需要活力的角色。而她
專研的主題：如何非侵入性的快篩子宮頸癌，也
是她應用所學服務社會的最佳寫照。
推薦人：師長 陳忠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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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女兒獎

體能運動
入圍者簡介
汗水、淚水交織而成動人樂章，

體能運動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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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就自我巔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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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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女兒獎

體能運動獎
姓名／薛楚頻 學校／國立台中科技大學
Hsueh,Chu Pin ／ National Taichu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我是女生 我的夢想是 My

Dream

取得公費至劍橋大學讀研究所。
To get the scholarship of government sponsorship for overseas
study to go to graduate school at Cambridge University.

優秀事蹟

活得精彩
我來自重組家庭，是家中唯一的小孩。小

康復後，教練不再看好我，國際賽事上也看

時候，父親就患有壺腹癌，母親也罹患紅斑性狼

不見我的蹤影。為了不讓父母失望、不讓教練看

瘡。原本家計都是由媽媽支撐，如今她的身體卻

不起，每天早晨我都偷偷起來跑步、重量訓練。

每況愈下，為了不增加父母負擔，平時我就擔任

皇天不負苦心人，2014 年在菲律賓所舉行的亞

英文家教賺取自己的夢想基金。

洲公開短道競速滑冰錦標賽，我榮獲青年女子組

我的專長是短道競速滑冰，因受到場地限制，

三千公尺接力第一名及一千公尺個人賽第四名。

只能在週二、五的半夜到台北小巨蛋練習；隔日

我覺得自己具備 Formosa 女兒獎提倡的勇氣

凌晨再搭車回台中，這樣的模式持續了六年。前

及活力，對於所設定好的目標，即便遍體鱗傷都

年我到大陸移地訓練，練習時因不小心跌倒，割

會堅持走下去。將來，我希望取得公費至劍橋大

傷自己的腳踝，當時骨膜掀開，導致膝蓋的半月

學讀研究所，減輕家中負擔。

體能運動獎

◆榮獲 2015 年總統教育獎 - 高中職組代表
◆ 2014 年亞洲短道競速滑冰錦標賽 3000 公尺接力金牌 、
500 公尺、1000 公尺第四名
◆ 2014 年全國創意發明競賽佳作

軟骨破裂。

我來按讚
薛生父親罹癌、母親患紅斑性狼瘡，家境
困難。但楚頻在校期間，認真求學，課業名列前
茅，與同學相處融洽，經常幫助同學、友愛同學，
對長輩謙恭有禮。老師交待的課業及工作，皆能
按時完成，是個品學兼優的好學生。楚頻從小對

評審的話
獨立自信，目標堅定，不畏生活艱難困苦，
仍能樂觀進取對未來充滿希望，有規劃努力追尋
夢想。

體育有濃厚興趣，在各方資助下湊足學費學習溜
冰，並在能力範圍內擔任志工幫其他小朋友。她
在體育方面有很大的潛力及熱情，期望能蒙獲勵
馨基金會的肯定。
推薦人：師長 蔡京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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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女兒獎

體能運動獎
姓名／黃紅惠 學校／瑞祥國中
Huang, Hong Hui ／ Kaohsiung Municipal Rueisiang High
School

我是女生 我的夢想是 My

Dream

加入國家足球代表隊。
To become a member of the national football team.

優秀事蹟

體能運動獎

◆ 103 高雄市體育促進會女童組冠軍
◆ 103 年全國 Conti 學童盃足球錦標賽 U12 南區女生學校
榮獲冠軍
◆ 2014 年第四屆台灣足協盃全國女生足球邀請賽榮獲殿軍
(Taiwan Football Association)

活得精彩
我喜歡跑步，也喜歡踢球，每當心情不好、

在場上，並流下勝利的汗水。而這樣的付出總算

傷心，都會藉由踢球發洩。踢球時，就算踢得再

有好成績，讓我在校外得過高雄市 103 年度體

大力也不會被責罵；跑步則可以舒緩身心，而且

促會足球賽女童組冠軍、103 年全國 Conti 學童

跑越快越有快感。

盃南區 U12 女生學校組冠軍。經過兩年努力，

我是足球隊的一員，也是位飛毛腿，國小時

還得到全國冠軍，並代表台灣到西班牙參賽。

就加入足球，隊教練非常嚴格，對於我們的訓練

至於其他方面，我也有不錯的成績，在校曾得

從沒鬆懈過。由於訓練過程很辛苦，許多人都因

過六年級電腦網頁設計第一名、母親節繪畫佳

此放棄，甚至有好幾位退出體育班，但我仍堅持

作、電腦繪畫佳作、六年級女子一百公尺短跑第

不懈。教練總是說「在練習時留下淚水，比在場

一名等。我最大的夢想是，有一天能成為國家代

上流下淚水好。」練習時大家都很累，但依然不

表隊 U14 歲組代表，出國奪得好成績。

間斷，到了正式比賽時，正好將以前的努力揮灑

我來按讚
紅惠是個聯想力豐富、學習態度佳、觀察細
微、體能反應迅速、團體配合度高的學習者。從
她身上，可以體會到何謂「青出於藍，勝於藍」。
洪惠的心胸相當開闊、勤於學習，勇於突破各種
問題的瓶頸，堅持所做的決定。此外，她也相當
體貼他人，是個古道熱腸的女孩。由於紅惠的優
秀，因此隊友及教練一致推選她為本校足球隊隊
長。我相信她絕對是值得被推薦為台灣第 13 屆
Formosa 女兒獎候選人。

推薦人：師長 洪于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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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審的話
熱愛體育，從中學習克服困難，勇於多元參
與發展學習，學術兼優。

2015 女兒獎

體能運動獎
姓名／吳佳樺
學校／臺北市立大安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Wu, Jia Hua ／ Taipei Municipal Daan Vocational High
School

我是女生 我的夢想是 My

Dream

成為知名歌手、唱出屬於自己的歌。
To become a famous singer and perform the songs expressing
myself.

優秀事蹟

活得精彩
我具備勇氣、自信及活力的特質。從小我就

公斤，距離比賽的 49 公斤還多了 3 公斤，所以

很好動，很多人都說我外表很男孩子氣，內心卻

我必須克制食量以減少體重。還記得那時我要在

很細膩；我對體育、音樂方面別感興趣，在偶然

餓著肚子的情況下，接受教練及學長學姊的魔鬼

的機會下參加了學校的跆拳道社團，之後便被教

訓練，這讓我曾一度很後悔拿到代表權。幸運的

練一路提拔，成為跆拳道選手。

是，經過這些努力，最後總算在全國比賽中拿到

國二時，我拿到進軍全國比賽的代表權，當

體能運動獎

◆ 104 第八屆亞洲青少年中華代表隊選拔賽女子組 55 公斤
級第二名
◆ 102 年全國中等學校運動會國中女子組 52 公斤級第二名
◆ 102 年第 17 屆全國青少年跆拳道錦標賽國中女子組 52
公斤及第三名

「第四名」，這才覺得一切的努力有代價。

時大家都認為我純粹只是「運氣好」，對我的冷

我一直對音樂很有興趣，也很喜歡唱歌，夢

嘲熱諷，至今還深刻的烙印在我腦海裡。教練因

想成為知名的歌手、唱出屬於自己的歌。也希望

為擔心我到全國比賽會被「擊倒」，還特別加派

藉由我的歌聲、情感，唱出許多人內心的感覺，

學長學姊對我進行「魔鬼訓練」，當時我有 52

用歌聲帶給大家正面能量。

我來按讚
佳樺自小學參加跆拳訓練，歷經數年的訓練
與比賽，從挫折、萌芽到現在的茁壯，不但在國

顧學業，我認為已涵蓋女兒獎必備的五大核心特
質。

推薦人：師長 黃敬堯

中畢業前夕的全國中等學校運動會獲得全國第二
名，並在今年獲選為亞洲青少年國手。在辛苦的
跆拳訓練後，她依然努力於課業，排名中段班，
實屬難得。可貴的是，佳樺是位謙虛、有禮貌、

評審的話
能克服身心挑戰，且具備堅毅不服輸的態度，
會是人生中最寶貴的成功經驗。

懂得感恩的孩子，能夠成熟的接受勝負，也能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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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女兒獎

體能運動獎
姓名／張子婷 學校／高雄市中華藝術學校
Jhang,Tz Ting ／ PingTung YenPu Junior High School

我是女生 我的夢想是 My
成為一名社工。
To become a social worker.

Dream

優秀事蹟
◆鹽埔國中校慶運動會 - 女子跳遠組第三名
◆鹽埔國中校慶暨村校聯運 -100 公尺第一名
◆ 2013 屏東單車國道馬拉松 - 國小迷你馬拉松 5 公里 大會 158 名 /480 人，分組 41 名 /174 人

體能運動獎

活得精彩
我來自單親家庭，母親負起承擔家庭的經濟

身體的速度、肌耐力等方面的極限考驗，每當我

與管教我的責任，我們就這樣過著比別人辛苦的

覺得撐不下去時，總會鼓勵自己應鼓起勇氣面對

日子。約兩年多前，我開始有了較正規的生活，

挑戰，即使再辛苦都要堅持到底。這兩項運動讓

以及同儕的支持。

我變得有自信，也因為這樣而影響了團體中許多

經過兩年多的團體生活，我發現自己很喜歡

缺乏自信的人。

跳舞與跑步。由於喜歡跳舞，因此參與 Candy

未來，我想成為一名社工。以前總覺得自己

Girl 團體固定練習，偶爾有公益演出的機會，

的人生很辛苦，後來漸漸發現，還有許多生活更

candy girl 成為我目前主要的舞蹈舞台。至於跑

艱困的人。對我來說，若能得到女兒獎會是很重

步，雖曾在練習到一半時想放棄休息，但我告訴

要的肯定，能幫助我把苦難化為祝福。因此我希

自己，操場就像人生會遇到抉擇，究竟要休息或

望將這份愛，傳遞給有需要的人。

前進都在自己的一念之間。因為運動時常會面對

我來按讚
我剛認識子婷時，她常責怪自己、擔心別人
的眼光，但從她身上，我看到的是個渴望愛、真
誠善良、勇敢、有活力的女孩，且勇於嘗試跨越
她與母親間的藩籬。子婷是個有影響力的人，團
體生活中，樂於分享自己的感動與喜悅，常以跳
舞帶動團體氣氛，傳染正面能量，影響其他覺得
挫折的女孩。女兒獎甄選讓她有機會整理自己這
些年的生命故事，並將它轉化後影響更多覺得挫
折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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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薦人：師長 陳淑盈

評審的話
對於崎嶇生命的挑戰，能勇於面對並克服，
進而期許自己日後再為相似境遇者服務，實為青
年楷模。

2015 女兒獎

體能運動獎
姓名／許崴 學校／台北市立大學
Hssu, Wei ／ University of Taipei

我是女生 我的夢想是 My

Dream

到日本深造劍道碩博士，再回台傳授所學。
To go study kendo in Japan, then return to Taiwan to impart
my new knowledge.

優秀事蹟

活得精彩
我練劍道已經十一年了，在學習劍道之路

課餘時間，我還兼任台北市 YMCA 萬華會館

上，我想為自己拍拍手，因為我所擁有的劍道成

的游泳教練，在此我專攻幼童水中教育課程暨及

績，並非僥倖得來，而是非常賣力、盡力、努力

腦性麻痺暨肢障游泳水中訓練課程，這些孩子們

得來的榮譽。每當我比賽成績拿到第一名，心中

學習歷程中的點滴，都是驅使我報考特教老師的

總是充滿感激，感恩陪我一路走來的所有師長和

動力。我計畫大學畢業後到日本深造，攻讀碩博

朋友。今年，我更入選為第 16 屆世界盃劍道錦

士（劍道），在世界盃劍道錦標賽為台灣人爭光，

標賽台灣國家代表隊成員。為了能順利通過這次

更希望將所學帶回台灣，傳給喜歡劍道的孩子。

國家選拔賽，我下了不少苦功，除了平日的練劍

我參加女兒獎甄選是因想讓人知道，學體育

計劃，務求按表操課外，也不忘利用假日跑步、

的小孩並不是頭腦簡單四肢發達，而是具有過人

騎自行車鍛鍊體能和腿力。

的堅強毅力，以及德、智、體、群兼備的運動家。

體能運動獎

◆ 104 年桃園市議長盃劍道賽大專女子組個人賽第 1 名
◆ 103 年 38 屆全國中正盃劍道賽大專女子組團體得分賽與
過關賽皆第 1 名
◆ 102 學年度 38 屆全國學生劍道賽大專女子組團體得分賽
第 1 名賽第 2 名

我來按讚
許崴從小跟著兄長學劍，習練劍道很耗體能

她為女兒獎候選人。

且常會被對手的竹劍擊打到手臂，結果兩位高大

推薦人：爸爸 許字

的兄長放棄學劍，個子嬌小的她「勇氣」可嘉，
堅持繼續學習。劍道之路走來，有數不盡的艱辛
和挫折，但都沒有擊倒充滿「自信」和企圖心的
她。家中擺著一堆劍道獎盃和獎牌，是許崴 10
餘年來努力習劍的成果。許崴除獲得本屆劍道最

評審的話
堅持夢想，挑戰極限，對未來和整體環境
有期許並努力實踐，足堪同儕楷模。

年輕的國手外，諸多方面也表現優異，本人推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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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女兒獎

特殊創作
入圍者簡介
創作不止於音樂、美術，

特殊創作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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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將少女所見、所體會的，化為感人的創作，
將特殊才華展露無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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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女兒獎

特殊創作獎
姓名／蔡涵如

學校／達德商工高級職業學校

Cal, Han Ru ／ Da Der Commercial and Technical Vocational
School

我是女生 我的夢想是 My
開一間咖啡館。
To open a cafe .

Dream

優秀事蹟
◆ 2014 台灣文創奶油裝飾初賽合格入選決賽
◆ 2015 達德商工「漫畫話夫子四格漫畫」比賽第二名
◆ 2015「幸福點心烘焙比賽」佳作

上烘焙課期間，我發現其中的樂趣，特別是
每次看到自己做出來的餅乾、蛋糕時，總令我雀

創作比賽，最後雖然只得到佳作的成績，不過經
歷這樣的過程讓我覺得都很值得。

躍不已，所以我努力鑽研蛋糕裝飾的技巧，並透

我的夢想是開一間「咖啡館」，讓大家可以

過參加比賽得到獎勵，對我來說這就是人生最大

邊喝咖啡邊品嚐我做的點心。我知道夢想是必須

的成就感。而當看見別人吃到我親手做的蛋糕，

先付出行動才會實現，所以若未來有機會，我想

臉上流露出滿足的微笑時，更是我快樂的原動

先到咖啡館工讀，汲取相關實務經驗，並努力存

力，也激發自己將來成為傑出的蛋糕師傅。

錢，逐步朝著目標前進。今年在我報名 Formosa

因為家裡經濟狀況不佳，為了圓夢，我每個

女兒獎後，我覺得對於自己實現夢想很有幫助，

假日都到飯店打工賺取支付社團的費用。在成為

因為在報名過程中，我重新省思了自己的優缺

烘焙社選手後，我便報名參加「台灣幸福點心」

點，也更確立了未來的夢想實踐藍圖。

特殊創作獎

活得精彩

我來按讚
溫和堅強的涵如勇於實踐並清楚未來的目
標。家中不富裕的她，為了參加學校在晚間舉
辦的烘焙選手選拔，寧願自己在便利超商度過一
晚，也不願意晚歸讓家人朋友擔心，我在她的眼
神中看到了堅定，從她身上可感受到夢想須先付
出努力才能實現。現在的涵如除了想成為烘焙社
的選手，也積極參加各項比賽，我常在大小場合

評審的話
原生家庭與現實生活的匱乏，涵如期望自
己出人頭地，為家庭分勞，少女歲月辛勞如工
人，卻仍立志在學術理論和烹飪成就取得平衡，
心疼她的堅強和勇敢，希望她找到生命的光與意
義，活出亮麗的人生。

看見她忙進忙出，而若是同學有困難，她也是義
不容辭的協助。

推薦人：師生 洪筱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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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女兒獎

特殊創作獎
姓名／陳心潔
學校／台中市立新社高級中學
Chen, Sin Jie ／ Taichung Municipal Shinshe High School

我是女生 我的夢想是 My

成為一名優秀的作家。
To become an outstanding author.

Dream

優秀事蹟
◆他里霧文學獎散文組優選，新詩組佳作
◆台灣聯合文學獎，新詩組第二名
◆全球華人文學獎短篇小說組入圍決賽

特殊創作獎

活得精彩
我唸國小時父母就離婚了，親戚灌輸我女孩
學歷不必高、面對問題要忍耐等觀念，但我並未
因此認為女性就該比較卑微。

露出。
我利用課餘時間參加志工活動與營隊學習，
多次擔任營隊的隊輔和總召，累積生命的體驗與

我發現自己對文字的感受力特別強，於是從

熱情，利用書寫帶給眾人溫暖。同學都覺得我天

國小就開始累積各項寫作競賽的成績。我在國中

生就會寫文章，其實在投稿過程中，我也經歷過

時經過徵選、接受自立晚報的培訓，新聞作品被

多次的落選與石沉大海，強烈的挫折感曾讓我想

刊登在自立晚報電子報上。國三那年，作品獲得

放棄，但仍無法停止對寫作的渴望。

他里霧文學獎散文組優選、新詩組佳作；隔年參

我期待這世界可以因為我的文字多一點感

加中台灣聯合文學獎，獲得新詩組第二名、同年

動，所以決心將自己的服務經驗記錄成一本書，

參與校刊編輯；今年投稿全球華人文學獎短篇小

希望大家用平等的角度，去善待每一個需要幫助

說組入圍決賽，其他短篇散文也數度在人間福報

的生命。

我來按讚
今年中台灣聯合文學獎新詩組決審會議中，
詩人林達陽老師對一篇名為「瓶中信」的作品讚
賞不已，覺得是篇「浪漫而真誠的小品，技巧樸
實、不忮不求，然而情緒飽滿而動人」；而作者
就是心潔。心潔對文學創作有興趣又執著，積極
參與校內文學活動與編撰校刊。她認為文字具有
強大的力量，可使人產生共鳴，她想一直創作，
撫慰人心。所以我感到榮幸地向您們推薦心潔，
期盼能成為女兒獎的典範。
推薦人：師長 鄭麗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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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審的話
母親為外配，努力認同和學習母親的文化。
她擁有一顆勇敢積極的心，希望進入偏鄉，為資
源匱乏的地方服務，期待看見她未來為這社會，
點亮每一盞燈。

2015 女兒獎

特殊創作獎
姓名／邱莉喬

學校／彰化縣明倫國中

Chiu, Li Chiao ／ Ming Lun Junior High School

我是女生 我的夢想是 My

Dream

未來成為作家和畫家。
To become an author and a painter.

優秀事蹟

活得精彩
我從小就喜歡畫圖，努力從老師那兒學習各

境岌岌可危。幸好在居民及保育團體的努力奔走

種繪畫技巧，國小三年級考上美術班，從此讓我

下，農委會才劃設了保護範圍。於是我以八色鳥

陶醉在充滿趣味的美術世界。

與環境開發為主題畫了一幅畫，希望提醒大家環

在新聞報導中曾聽聞廠商為了賺黑心錢，蓋
屋時偷工減料，使房子無預警倒垮，害得許多人

境保護的重要，而這張作品也獲得了彰化縣美術
比賽第一名。

家破人亡。因此我決定用繪畫方式呼籲大家重視

我夢想未來成為作家和畫家，所以平時便仔

這個問題，把偷工減料的下場融入三隻小豬的故

細觀察生活周遭的人、事、物，再用筆把我的想

事中，結果這張作品得到大家的讚賞，更榮獲全

法寫下或畫出來。雖然我現在年紀還小，但是卻

國美展佳作。

可以從現在就開始努力充實自己，把我的影響力

某天我到湖本村觀賞保育動物八色鳥，得知
道縣政府原本要在此開挖，讓八色鳥的繁殖地處

特殊創作獎

◆ 103 學年度全國學生美術比賽漫畫類國小高年級美術班
組佳作
◆ 102 學年度彰化縣學生美術比賽平面設計類國小高年級
組美術班組第一名
◆ 102 學年度彰化縣學生美術比賽繪畫類國小高年級組美
術班組第三名

像石頭投入水中一樣，引起陣陣漣漪，再慢慢傳
遞到遠方。

我來按讚
莉喬從小就表現出對閱讀和圖畫的喜愛，才一
歲多時起床的第一件事就是拿繪本，觀察故事裡
面的人物。她小時候就喜歡塗鴉，國小三年級考
上美術班，讓她有更多的機會接觸美術，在老師
細心的教導下，今年順利考上國中美術班。曾經
為了喚醒對環境保護的重視，參賽獲得了彰化縣
美術比賽第一名。像她這樣好學又心思細膩的女

評審的話
莉喬在視覺藝術上的表現是她精神能量的
呈現，在同年齡中表現算是相當突出亮眼，期望
她可以永續維持及穩固深耕；對社會的批判與動
物環境的保育，呈現出對事物應有的珍惜態度，
期待未來的成長與發展。

孩，未來在關心社會議題上，一定能夠以她的創
造力，貢獻所學。
推薦人：爸爸 邱顯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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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女兒獎

特殊創作獎
姓名／楊芷菱 學校／新北市金陵女子高級中學
Yang, Chih Ling ／ Ginling Girls’High School

我是女生 我的夢想是 My

Dream

用藝術的力量，改變這個世界。
To change the world through the power of art.

優秀事蹟

特殊創作獎

◆ 103 年新北市學生美術比賽 北區水墨畫類 高中職普通
班組第一名
◆ 103 年校內性別進化版創意廣告大賽優選
◆ 104 年第三屆世界盃青少年繪畫大賽 台灣賽區選拔初選
入選

活得精彩
我在家中排行老大，由於爸爸不住家中、媽

會及南迴醫院基金會。今年初參加內政部新住民

媽又在外打拚，成就我獨立的個性。小六時，我

築夢計畫徵文，主題為「你的小夢想，世界大翻

得到一份禮物，就是大家口中的「父母離異」。

轉」，又獲得八萬元獎金；5 月時，文創品義賣

稱之為禮物，是因為我開始珍惜和爸爸的相處；

則售出一萬五千元，這些收入也都分別捐贈了賽

開始做個有擔當的人、懂得知足感恩。「我想保

珍珠基金會、世展會、善牧基金會。另外，我們

護所有我愛的人，以及愛我的人」，我給自己這

還捐贈文創品給賽珍珠基金會，做為日後園遊會

樣的期許，感覺肩膀上有了責任的重量。

義賣之用。

我 與 夥 伴 組 成「C.T.W」 設 計 團 隊， 以

繼承 C.T.W 的精神，我想透過我最熱愛的

「Change The World」為宗旨。我們將手繪創作

事，照亮無論是認識或不認識的男女老少的心。

製成文創商品於校內、外進行義賣，去年 11、

未來，我將繼續畫圖創作，分享作品中的正向能

12 月時販賣所得共六萬元，全數捐贈世界展望

量。

我來按讚
芷菱擁有藝術工作者的敏銳及直覺，卻又同
時兼具柔軟體貼的性格，更可貴的是，她有實踐
者的勇氣及堅持，就像個小天使，讓人感動也珍
惜。作品充滿正向能量，溫暖人們的心靈。當初
就在談話中思考 " 我能為世界做些什麼？ " 於是
最有代表性的 CTW 團體，就此創立。芷菱的人
緣極佳，處處替他人著想，願意犧牲自己以成就
他人，這樣的美德在現今青少年來說，實屬難
得。

推薦人：師長 李明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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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審的話
芷菱有極好的藝術天分，期待她可以感受
生命的大小事，在創作中更有屬於自己生命的結
晶。精湛的畫藝下一步是走向田野，離開檔案和
資料的收集，走進真實社會，讓畫與藝充滿個人
特色情感。

2015 女兒獎

特殊創作獎
姓名／陳又禛

學校／新竹市立建功高級中學

Chen,Yu Chen ／ Hsinchu Municipal Chienkung Senior High
School

我是女生 我的夢想是 My

Dream

做一個有影響力、能向世界發聲的人。
To become an influential person who acts as a voice for the
people.

優秀事蹟
◆第八屆聯合盃全國作文大賽獲國中九年級組說服類優等
◆第九屆坤泰盃作文比賽榮獲國中組優選獎
◆新竹市生涯小論文競賽榮獲特優

「負責任」是我最重視的特質，在國中時，

時，題目是要論述從失敗中學習到的事，我寫出

我有五個學期都擔任衛生股長，讓我明白「負責

心裡真實的體悟，不因為想要名列前茅而違背自

任」不僅是做事情的態度，更是我必須遵守的義

己的心意，或加油添醋誇大事實，這樣真心的創

務。

作，雖稱不上曠世鉅作曠，卻真真切切是屬於我
文字的創作對我而言，就是將生活中的故事

特殊創作獎

活得精彩

的故事。

做記錄。寫作不是華麗文藻的堆砌，而是用生

我曾參與電台廣播劇的課程，喜歡說相聲、

命真實體會的情感表達，即便是淺白的文字，只

戲劇演出，所以也參與各種演說與朗讀比賽。我

要是發自內心的感動，就足以成為好的作品。參

的夢想是做一個有影響力、能向世界發聲的人。

加聯合報作文比賽時，我便以親身經歷描寫與爺

所以期許自己在未來能成為一家大企業的執行

爺生活的點滴，用樸實無華的敘述，道出爺爺雨

長，擁有領導統御與執行的能力，能對台灣及世

中的背影以及對我滿滿的愛。而坤泰盃作文比賽

界有所貢獻。

我來按讚
又禛個性活潑又愛助人，總是努力為班級爭
取榮譽，是一個進退有則、積極熱忱的優秀青
年。她積極參與各種競賽活動，在英語歌唱競
賽、新竹市國中組生涯小論文比賽、新竹市國語
文競賽、「我的微旅行」PPT 封神榜、為愛朗讀
競賽等皆有優異成績。擔任衛生股長時，堅持廁

評審的話
實踐能力的建立是未來踏入社會之柱，擁
抱實在的人生，又禛是傑出的女孩，負責任的菁
英幼苗，感人的少女歲月，將失敗當作幸福的偽
裝，具有強悍的生命力，是下一代優秀的國民。

所不使用芳香劑，用香皂洗過的抹布擦拭廁所，
使廁所沒有異味。身為導師，誠摯希望她能夠獲
得此獎項的殊榮。

推薦人：師長 張淑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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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創作獎
姓名／葉珊珊

學校／國立臺南藝術大學

Yeh, Shan Shan ／ Tainan National University of the Arts

我是女生 我的夢想是 My

Dream

讓世界適合每個人生活，沒有多元性別歧視。
To make the world suitable for everyonw to live by accepting
multiple genders.

優秀事蹟
◆ 2014 年清華文學獎第二名
◆ 2014 年全國高中職木瓜園文學獎散文類佳作
◆ 102 學年度旭光文學獎高中散文組第一名

特殊創作獎

活得精彩
我的父母都是愛書人，從小我便隨著他們到

作文第三名、基測作文滿級分、全國木瓜園文學

處買書，其中繪本一直是全家的最愛，或許因為

獎佳作等，也在臉書追蹤許多藝文界人士與文藝

這樣的家風，讓我不只愛好文學更保有童心。

粉專。

我每天花很多時間寫文章，目的只是為了記

我是個喜歡扮酷的短髮女孩，許多人常因此

錄當下，因為我認為文字有存在的必要性，許多

認為我是同性戀，甚至對我語帶嘲諷，讓我感到

事若不用記錄下來，或因時間久了見見但忘，就

很受傷。我認為女兒獎徵選有助於我夢想的實

會造成日後的遺憾，所以無論札記、聯絡簿、課

現，能用漸進的方式讓更多人看見社會上的弱勢

本上，都有我密密麻麻的隨筆痕跡。為求遣詞用

與困境，促使社會向更多元包容的價值觀邁進。

字的精進，我還參加了中文營隊並廣泛閱讀。

目前我最想實現的夢想是：讓世界適合每個人生

自從小一詩作被刊登在國語日報後，我就更

活。

積極投稿、參加各種作文比賽，曾獲得全南投縣

我來按讚
當得知勵馨要舉辦「女兒獎」選拔，我心中
浮現的人選是珊珊；一位喜歡用文字記錄生活點
滴、會因為一株小草而感動的女孩，文字上的創
作一直是她生活中的影子一路伴隨她成長。珊珊
善用文字書寫她的生命與情感，過程中不僅抒發
了她的情緒，也不斷與內心的自我對話。希望珊
珊能有榮幸獲得女兒獎，透過得獎讓更多人知道
「創作」是種「堅持」、也是種「自我生活的態
度」。

推薦人：師長 劉欣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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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審的話
珊珊是十分認真努力的好女孩，探索自身性
別是最接近人性的領域，建議珊珊以藝術史為學
習對象，定真心希望她散播溫暖給更多的人。

2015 女兒獎

Asian Girl
Ambassadors
From different countries you have applied for the
Asian Girl Human Rights Aw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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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nd Asian Girl Awards

or the Asian Girl Community Development Award

You've highlighted the different issues
facing Asian girls in different regions of Asia...
Sex-selective abortion and female infanticide,
girls' political and community participation, increase of
girls in STEM fields, girls' rights to education, right to pl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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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

2015 女兒獎

3rd Asian Girl Awards
Applicant List
Rabeea Hadi (Pakistan), Anum Haider (Pakistan), Fatima Mohammadi
(Afghanistan), Mursal Yaqubi (Afghanistan), Pramila Choudhary (India),
Kanupriya Gupta (India), Diep Hang Nguyen (Vietnam), Huong Dam
(Vietnam), Anh Thu Nguyen (Vietnam), Xuan Phuong Bui Thi (Vietnam),
3nd Asian Girl Awar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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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hongorzul Selenge (Mongolia), Nisha Adhikari (Nepal), Astha Ghimire
(Nepal), Sophia Neupane (Nepal), Purnima Pande (Nepal), Shitashma Ale
(Nepal), Rupa Dhungel (Nepal), Lin, Wen-Yun (Taiwan)

2015 女兒獎
姓名 / 碧芭娜莎瑪
推薦組織 / 尼泊爾賈桂堤兒童及青少年關懷組織
Bipana Sharma/Jagriti Child and Youth Concern Nepal（JCYCN)

Awards/Achievements
◆ First Glocal Teen Hero 2015
◆ President Certificate of District Child Group Coordination
Committee
◆ Funder President Certificate of Municipality Child Network
Committee
◆ Member of Child Friendly Local Governance Village Committee
◆ Speech Competition Certificate (the second and third position
respectively)
◆第一屆青少年領袖獎得主 ◆區域兒童小組協調委員會主席
◆市政府兒童網絡委員會創會主席
◆兒童友善地方治理村委會成員 ◆演講比賽 - 第二名和第三名

Brief Introduction
3nd Asian Girl Awards

I am 16 years old from Sunwol Municipality, Nawalparasi. I have started my participation
in Ekta child club when I was 11 years old. I am currently the Chair of district child
coordination committee. I’m one of the six teenagers who is awarded the First Glocal Teen
Hero 2015 among 98 competitors. The purpose of this award is to motivate the Nepalese
teenagers to follow their dreams and to develop an entrepreneurial and social thinking for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our nation.
I have been leading to organize various awareness campaigns, rallies, and street dramas to stop
sexual abuses against girls, child marriage and child labor and to promote community, school
and municipality being child friendly. I have also assisted poor handicapped girls enrolled in
school.
My potential contribution after winning this award: I will give priority for girls’ rights not
only for girls of Nepal but all girls of Asia. But, my participation in this award is not only to
win, but also to show my target and all work being done by me and I want to prove that girls
need opportunity to prove themselves.

自傳
我今年 16 歲，來自尼泊爾的參沃市（Sunwol， Nepal）。
我從 11 歲就加入愛兒塔兒童俱樂部（Ekta child club），目前為區域兒童小組協調委員會主席。今
年我更擊敗其他 98 名競爭者，與其他 6 位來自全國各地的青少年獲得第一屆青少年領袖獎的殊榮。
這獎項的目的是鼓勵尼泊爾少年追隨自己的夢想，形塑創業精神和對國家可持續發展的社會思想。
我積極地投入組織各項倡議活動，像是藉著遊行和街頭戲劇推動終止對女孩的性侵、童婚、童工，
並促進社區、學校、城市對兒童更加友善。我也協助身心障礙的女孩入學。如果我得了這個獎，我
將以女孩的權利為優先，不僅是尼泊爾女孩，而是所有的亞洲女孩，但我參加這個獎項的目的，不
是只為了獎項，而是讓大家了解我的目標以及我的努力成果；更是要讓大家了解，女孩們需要有機
會來證明自己的能力。

57

2015 女兒獎
姓名 / 暢妲賈特
推薦組織 / 維蔻波參善
Chanda Jat/ Vikalp Sansthan

Awards/ Achievements
◆ Fighting for girls’ right to education by resisting to
arranged marriage
◆ Participated in girls’ empowerment and girls’ rights
awareness programs
◆ Helped set up volleyball teams in many villages
◆倡議女孩教育權，抵制童婚
◆參與提升女孩自我權利意識以及女孩培力的計畫
◆協助在許多村落設立排球社

Brief Introdution
3nd Asian Girl Awards

I was born in a village of rural Udaipur district in India, into a deeply traditional
society. Since I was a child, I've been fighting for my own right to continue my life freely and
independently, and continue my education. I faced many barriers in my life as a result of being
a girl, including being stopped from playing sports, pulled out of school, domestic violence
and almost being married off as a 14 years old.
However, with the help of some others including Vikalp Sansthan, I have been able to fight
against these barriers and return to school.
I am passionate about education and have helped 22 girls in my area who had dropped out of
school to resume studies. I also have been involved in many empowerment and rights awareness
raising programs in my community.
I hope other girls do not have to go through what I have experienced. If I win this award, I
believe that others in the community would be more likely to respect and listen to me when
I come to talk to them about issues like girls' rights. This would give me a chance to use my
own story and my own empowerment as an example for others; that is when you allow a girl
a little freedom and independence, she can realize her dreams. I want to prove to people in my
community that a girl from Mavli can go anywhere and meet other people and travelling outside
the village isn't a dangerous thing. However, it is an empowering experience which is possible
for anyone.

自傳
我來自印度優岱坡區（Udaipur）的一個村落，一個相當傳統的社會。在很小的年紀便開始爭取
自由獨立的人生和受教育權。從小我就受到許多限制，只因我是女孩，我不能運動、被迫退學、受
到家暴，並被迫於 14 歲時結婚。 由於 Vikalp Sansthan 和其他人的協助，我才能對抗這些限制並又
重回學校上課。由於我對教育充滿熱忱，我已經協助 22 名輟學的女孩繼續上學。我也積極地參與
許多培力女孩和提升權利意識的社區計畫。
我希望未來不會再有女孩遭遇到我所經歷的。如果我得了這個獎項，社區的人能更為接受並傾
聽我對女孩權利的倡議，並且能以我個人的經驗和培力過程做為例子 : 給予一個女孩自由和獨立她
便能追求自己的夢想。我也要向社區的人證明，一個來自小鎮的女孩，可以去任何她想去的地方，
去見外面的世界，旅行對女孩來說不是危險的事而是任何人都可參與的培力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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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 蘇夫娜莎蒂
推薦組織 / 娜瑞烏達肯達
Shopna Sathi/ Nari Uddug Kendra (NUK)

Awards/ Achievements
◆ Karate trainer of Nari Uddug Kendra (NUK)
◆ Joined boxing training, gender training, life skill training
and football training.
◆空手道教練
◆積極參與拳擊、性別意識、求生技能以及足球訓練

Brief Introdution
3nd Asian Girl Awards

Girls’ rights haven’t been established yet in Bangladesh, especially in rural areas where
girls are the victim of different kinds of violence. After seeing this kind of discrimination, I
decide to do something to contribute to girls’ rights. In this traditional society, girls are not
allowed to play sports or cycle, but I want to prove, by my own experience, that the ability of
a girl is no different from that of a boy and fight for gender equality; even stigma and teasing
will not deduce my determination.
I’m now a Karate trainer at NUK teaching girls to protect themselves from danger. I hope my
experience can be a positive example to encourage girls to learn Karate to protect themselves
and also establish girls’ rights.

自傳
在孟加拉，女孩的權利尚未被承認，特別是鄉村地區，女孩往往是不同類型的暴力受害者。在
我意識到了這些對女孩的歧視後，我決定採取行動，為女孩權利作貢獻。在這個傳統社會，女孩從
事運動活動或是騎自行車都是不被社會允許的，但我決心以自己的行動來證明女孩的能力和男孩無
異，並爭取性別平等，即便在過程中遭受汙名化和嘲笑絲毫無法削減我的決心。
現在我已經在 NUK 擔任空手道指導教練，教導其他女孩保護自己和遠離危險。希望我的個人
經驗可以成為正向的模範，鼓勵女孩學習空手道，保護自己也確立女孩的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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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mosa 女兒獎
權利與義務
恭喜妳，得到這一屆 Formosa 女兒獎的榮耀與光芒。
女兒獎權利與義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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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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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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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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魔法少女電力營女兒工作日

照片集錦

女兒節照片集錦

▲在「性別與關係」系列活動中，在回饋單寫到「原來自己才是自己的永恆情人！」( 新北 )

▲青少女透過「天菜 menu」活動，了解性別刻板印象。( 新北 ) ▲透過性別文化的視野認識「性」，預防非預期懷孕。( 新北 )

▲青少女透過體驗課程，突破性別限制。( 新北 )

▲透過引導，少女們踴躍在團體中分享自己經驗。( 台南 )

▲柯怡伶主任檢察官為少女綁上花布，象徵魔法少女電力
營的結業。( 台南 )

▲臺南市政府社會局婦兒少科莊婉婷督導頒發最佳合作獎
給小隊員。( 台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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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屆 Formosa 女兒獎
面試花絮

女兒獎面試花絮
▲入圍面試的女兒們齊聚一堂，聽工作人員講解面試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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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試當天女兒們準時前來報到。

▲勵馨副執行長王玥好向辛苦的評審問好。

▲女兒們在休息室等待面試。

▲評審們仔細看女兒們的備審資料。

2015 女兒獎

女兒獎面試花絮

▲數理科技獎的評審仔細聆聽女兒們的介紹。

▲女兒們錄下自己的夢想。

▲入圍女兒回答體能運動獎評審的發問。

▲面試當天也有許多家長陪同女兒前來。

▲女兒們面對評審侃侃而談。

▲工作人員向評審說明面試時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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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女兒節手冊

廣告
86

2014 女兒節手冊

廣告
8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