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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屆 Formosa 女兒獎入圍名單
社群經營獎
女兒獎入圍名單

蘇萍、陳怡君、章珉瑜、劉又綺、黃婷唯、吳梓樺、陳映蓉、董盈岑、
鄭右詩、林欣汝、詹雅晴、蔡金縈、許羿云、梁容爾

勇氣冒險獎
施雪琦、黃恣琦、吳家萱、黃繻霈、莊嘉綺、郭庭瑋、許伊蝶、陳 萱、
臧雨儂、曾晨芳、林 亘、倪瀅恩、陳邦媛、趙珮雅、陳妍姍、林庭伃

特殊創作獎
陳鈺淨、王梓彤、廖翊雯、郭宇芸、王采凡、鄭晴予、林耑妤、杜雨雯、
唐 誼、彭亮昀

數理科技獎
林文心、謝允涵、賴汶妤、王采函、黃詩羽、周凱齡、林佳妤、蔡佳穎

體能運動獎
方韻華、康家維、何思嫺、黃慈恩、陳宣羽、鍾淯涵、彭亮瑜、李宜臻、
方若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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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動女孩力量，認真善待女孩
勵馨基金會 執行長
勵馨基金會 2000 年發表台灣女孩紅皮書，指出台灣女孩被貶抑的脆
弱處境，呼籲政府、社會大眾重視女孩價值，當下即啟動了「Formosa 女

史，很感恩也充滿期待。
今天，政府回應勵馨的倡議，訂定了「台灣女孩日」，各縣市政府也
開始啟動一些培力女孩的課程與方案，甚至願意給女孩的行動空間，設置

給女兒的鼓勵

兒系列倡議與行動」，包括，今年已進入第 14 屆的台灣女兒獎，回溯歷

「女兒館」。勵馨每年從性別角度舉辦的 Power Camp，已培植數千位少女；
台灣女兒獎也拓展到亞洲女孩人權獎。
檢視這些小小成果，勵馨有點欣慰。我們看到台灣開始正視女孩的價
值，願意在預算與政策上開始回應，其實，這是十幾年來勵馨支持者給的
力量，讓勵馨能夠堅持為女孩建構友善環境的行動。
今天能夠站在舞台上的亮麗女孩們，要記得這是台灣社會很多人的努
力果實。讓我們一起學會感恩、回饋台灣這塊土地，啟動更多還在脆弱處
境女孩的力量吧。
在此，勵馨也呼籲台灣社會應該看到亞洲女孩的脆弱處境，包括童
婚、殺女嬰、就學權被剝奪等壓迫，它需要更多的倡議與關注才能翻轉，
讓我們一起啟動女孩力量，認真善待女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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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power Girls, Empower the World
Chi Hui-Jung, CEO, the Garden of Hope Foundation
In the year 2000, the Garden of Hope Foundation (GOH) published the“Red Book
for Formosan Girls”, which highlighted the overlooked and vulnerable situation of
Taiwanese girls and called on the government and the public to value girls. GOH then
initiated the“Formosa Girls Advocacy and Action Series”, including the Formosa Girl
Awards, which are now in their 14th year. I am both grateful and excited about this.
Today, the government has responded to GOH’
s campaign for a“Taiwan Girls’Day”.
Municipalities in Taiwan have also started up girl empowerment programs, and have even
established“Centers for Girls”, which provided a safe space for girls. Every year, GOH

給女兒的鼓勵

holds gender-orientated Power Camps, which have empowered thousands of teenage girls.
In addition, the Formosa Girl Awards have been extended to“Asian Girl Human Rights
and Community Development Awards”.
Looking back at these small achievements gives us some satisfaction. We have seen
society start to recognize the value of girls and the government become willing to make
girl issues budget and policy priorities, which encourages GOH to continue working
towards building girl-friendly environments.
Today, outstanding girls are taking center stage. We must remember this is the fruit of
many people’s long-term efforts. Let us learn how to be grateful, give back to our land
and do more to empower disadvantaged girls.
Finally, GOH calls on Taiwan to open its eyes to the plight of girls in other parts of Asia
who are suffering from child marriage, female infanticide, denial of access to education,
and other atrocities that demand our full attention to reverse. Let us“Empower Girls and
Empower the World”toget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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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審的話
體能運動獎評審
臺北市立大學技擊運動學系講師

王沁芳

「相信妳能，妳就能！」不管妳準備好了沒，都要展現出準備好的
樣子。自信散發出的魅力，無可取代。

社群經營獎評審
勵馨基金會顧問 王蘋蘋

評審的話

妳們好棒！妳們心中充滿智慧、愛心與活力，讓我感動不已，請女
兒們繼續追求妳們的理想目標，加油，我愛妳們。

數理科技獎評審
淡江大學化學系榮譽教授 / 台灣女科技人學會監事 吳嘉麗
無論得獎與否，妳對科技的喜好和擅長都已是台灣女兒的驕傲。未
來希望以走在前面的妳，回頭關心協助你成長的社會，讓整個社會
更進步。

社群經營獎評審
婦女新知基金會前秘書長 林秀怡
女孩兒們，帶著性別之眼與勇氣，我們一起翻轉世界吧！

勇氣冒險獎評審
快樂雲

旅遊作家 林梅真

年輕真好，看到活力與熱情，相信未來是屬於年輕的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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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審的話
勇氣冒險獎評審
蘇澳軍艦上尉電戰官 / 第 3 屆勇氣冒險獎得主 胡家瑜
別侷限自己當個追求完美的「乖」女孩，讓我們允許自己勇敢，允
許自己失敗，允許自己過一趟精彩豐富人生。

體能運動獎評審
台灣棒球史上首位國家 A 級女教練／體育發展推廣者 范悅圓

評審的話

不管好與壞，獨一無二很重要，加油！妳值得擁有最好的。

數理科技獎評審
聞哲全人教育基金會董事長

連素株

善用女兒們的優勢，爭取更多的成功與認同，勇於發聲，世界將因
你們的參與，更充滿幸福和樂。

特殊創作獎評審
一一擬爾劇團藝術總監 喬色分
謝謝每一份真心誠意的分享，如沐春風於盛夏之中。

體能運動獎評審
攀岩高手 黃百樂
很高興參與 Formosa 女兒獎體能運動獎項的女兒們人數越來越多，
期待女兒們在各項體育項目繼續發光發熱，加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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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群經營獎評審
法新社前駐台辦事處主任 楊欣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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昇的動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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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數理科技獎評審
評審的話

佛光大學樂活產業學院教授兼院長 楊玲玲
豐富的學識，敏銳的觀察和細心，耐心專心的學習是科學研究之基
本，證吻合女性從事研究工作之特長和驕傲！

特殊創作獎評審
畫家 / 國民美術推動者 劉秀美
少女的勇氣，扛起改革時代和社會的決心和勇氣，遠大的目標意圖建
立「世界新文明」，令人敬佩、讚嘆不已。

特殊創作獎評審
《第 23 屆流行金曲獎》最佳客語歌手獎 羅思容
女兒是力量的存在！女兒以自我為圓心，擘開社會與世界的更大能
量！

勇氣冒險獎評審
台灣性別平等教育協會監事 蘇芊玲
對世界抱持好奇，多方嘗試，累積驚艷，開創屬於自己的人生，若能
服務人群，協助改造社會，更是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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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審簡介
Introduction of Judges

評審的話

Ay-Woan Pan- Associate Professor, School of Occupational Therapy,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Ay-Woan Pan is the Associate Professor of School of Occupational
Therapy,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She is a reputable scholar and
licensed occupational therapist in both State of Illinois and Taiwan. In
2010, Professor Pan was awarded the “Outstanding Principal Investigator
of the Year” by National Science Council (Taiwan). Professor Pan is one
of the broad members of the Garden of Hope Foundation who supports
gender equality and against violence against women. She believes that
empowering girls and giving them equal opportunities will make a
significant impact in their lifetime.

Undrakh Chinchuluun - Founder/Adviser of the Princess Center
Undrakh founded the Princess Center for the protection of girls and
young women's rights with the goal of providing professional social work
services to vulnerable girls and young women such as teenage mothers,
uneducated and unemployed young women and victims of sexual
violence. Moreover, she has expanded the Princess Center activities
by organizing arts-based nationwide campaigns for raising awareness
of girls' rights issues among the population. Undrakh has expertise on
NGO development, social project management, project monitoring and
fundraising for social issues over a decade.

Maria Shatvoryan Coordinator of youth projects, Hope and Help NGO
Maria works in Hope and Help NGO as a Help Line adviser and later in
a year as a social worker for the Victims of Human Trafficking Armenia.
Since 2013 up to date within partnership with the Garden of Hope
Foundation Maria continues to implement Asian Girl Campaign with
the aim to empower young Armenian girls and raise their voices in the
society. From January 2014 till March 2015, she coordinated “To Help
Children – United Knowledge and the Best Practice to Protect Armenian
Children” project which aimed to educated police officers, teachers,
psychologists and social workers to recognize children being sexually
abused or traffic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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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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群經營獎

「Formosa 女兒獎」擴大公共服務領域，

傳播，
成為台灣女兒自我成長、利人利己的典範。
人生以服務為目的，將不只是一句格言，
台灣女兒身體力行、實踐「服務人生」的理想，
從而積極規劃自己的未來，
使社會洋溢祥和與溫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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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群經營獎
姓名／蘇萍

學校／國立花蓮高商

我是女生 我的夢想是 My Dream
第一個夢想是環遊世界認識別的國家的人，第二個是能和
未來的另一半一起照顧我們的小孩。

優秀事蹟
◆ 2013 年中華基金會北京交流
◆ 2011 SO GOOD 好小孩第一屆「少年楷模獎」
◆你來做大學生營隊志工（小捕手）

社群經營獎

活得精彩
我是原住民少女，爸爸長期在各地工作，
哥哥在外地為棒球夢想努力，而媽媽身體與心理

動等。週末在五味屋雜貨區、衣物館與書店等地
方，帶著年齡比我小的孩子工作，接待外賓。

狀況不穩定，難以長久工作，身為長女多了一份

而我是典型鄉下長大的孩子，從小在豐田村

照顧媽媽和妹妹的責任，因此在同儕間有超齡成

長大，我很有信心鄉下的孩子是「不同的」，但

熟女的稱號。

不是不如都市人的，我們有自己的生活與價值，

我從小跟著五味屋一起長大，五味屋是間

做友善土地的農作、分享家鄉給台灣人與外國人

「因為社會大眾捐贈才能成立的二手公益商

等。參加徵選，除了肯定自己想回饋社區的心意

店」，讓社區孩子有寫功課、吃飯、學習做生意

外，更讓鄉下女孩子 ( 尤其具有原住民身分 ) 能

與客人交流的地方，我很感謝有這些資源。隨著

夠被看見、肯定，最重要的是，讓成長過程跟我

年齡增長，我跟著五味屋一起經營鄉村孩子的社

一樣不平順的女孩知道，眼前生活雖然困難，但

群，照顧小小孩，讓他們跟我們一起工作學習、

總有長大、長出力量的一天，那時候也可以付出

外出冒險，學習負責任、環保再利用、參與農事、

一己之力，服務弱小。

單車環島、登山挑戰，也在社區裡參與老人的互

我來按讚
五味屋是 2008 年社區請我帶著大學生研究

努力向前。蘇萍加入五味屋後，積極參與日常生

生與村莊裡青少年服務隊一起籌組設置。蘇萍來

活的勞動、經營管理，更挑戰單車環島、北京弱

自經濟不寬裕且功能不完整的家庭，遇到困境，

勢社群交流、大學演講分享等。蘇萍是五味屋重

雖會沮喪難過而消沈，但總會很快的調整，繼續

要的支柱與協作伙伴。

評審的話
勇敢、自信大方，努力於自己的社區及生
活，未來有很大的空間可以做更多有益原住民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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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群經營獎
姓名／陳怡君

學校／私立嘉華高級中學

我是女生 我的夢想是 My Dream
當個正面且能帶給別人歡樂的人。

優秀事蹟
◆參加外交小尖兵獲得優等
◆參加英文營獲得最佳自信獎
◆擔任糾察隊隊長

從小媽媽就告訴我：要當個可以帶給別人

而現在最想成為一位室內設計師，它與我從

笑容的人，這樣也會成一個滿臉笑容的人。也許

事公益活動的共同點是都能帶為人們帶來好心

大家都認為女孩子就該學音樂、繪畫，當個文靜

情。因此我開始蒐集資料，詳讀著設計師設計的

的孩子，可是我喜歡打球流汗、嘗試沒做過的

出發點，開始留意周邊，留意曾未注意過的細節

事、參加活動，當然也喜歡畫畫、讀小說，我是

和生活需求。練習是進步的不二法門，偶爾我也

個能動能靜的女孩，我喜歡這樣的自己。

提筆試畫自己心中的房間，每當遇到瓶頸時，偶

我參與許多的活動，希望自己能夠成為一個
帶給別人歡樂和溫暖的人，我去過高雄龜山育幼

社群經營獎

活得精彩

爾會灰心、會想放棄，但相信只要努力就能抵達
夢想路的底端。

院當小隊長陪小朋友一起玩遊戲、至施恩教養院

報名女兒獎讓我更肯定自己，自信是我驕傲

陪院生散步聊天，並表演給他們看，亦當過校內

也最喜歡自己的一部分，一路上有幫助我的人，

飢餓三十的小隊輔。我喜歡在這過程中看著他們

也有潑我冷水的人，當我面對這些時，會自信地

綻放笑容、聽他們訴說在活動裡學到了什麼、有

告訴自己：我是最棒的！

多快樂，而我努力成為一位帶給別人快樂的人。

我來按讚
怡君在校內活動與服務均相當投入，策畫班

方面都有傑出的表現，歸功於她熱心參與和主動

級園遊會，使全班同學團結合作並為班級賺進相

學習的精神，再加她上能虛心地接受各方意見，

當多的班費。在飢餓三十的活動時，怡君擔任主

又不失自己的獨立思考能力，是一位難得的好學

要幹部，並且讓活動精神推廣至全校。怡君在各

生。

推薦人：師長 李佳育

評審的話
自信、快樂於一身，天生樂觀且溫馨又善
體人意，很清楚自己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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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群經營獎
姓名／章珉瑜

學校／私立嘉華高級中學

我是女生 我的夢想是 My Dream
玩遍台灣和另一個國家體驗那裡的文化，看到不一樣的
世界。

優秀事蹟
◆ 2016 觀光局竹崎文峰遊客服務中心
嘉義鐵孩子文峰特展宣導小天使
◆ 2016 文藻大學國際事務研習營
◆ 2015 台南施恩教養院志工服務

社群經營獎

活得精彩
自小我隨著阿公的腳步，在寺廟裏擔任志

他們心中是溫暖的。在育幼院，我需要扮成截然

工，也正因此讓我可以看到這社會裡大眾所無法

不同的角色，這裡的小朋友成長背景不同，唯一

想像到的弱勢族群，有單親家庭、有亟待救援的

相同的就是需要我們的耐心和包容，透過與他們

重症家庭，還有更多被社會遺忘的邊緣人。正因

交流，我亦在不知不覺中長大，可以付出微薄的

為有機會可以幫弱勢族群，讓我瞭解到社會還是

心力。

有願意付出的一群人，讓人情逐漸淡薄的大環境
變得溫暖。

參與志工服務的過程中，瞭解到在付出關懷
的同時，也許得到的回應不是那麼盡如人意，

因為看到人生百態，高中生涯毅然投入志工

現實面讓我們灰心挫折，也會出現沒有妥善的規

服務的行列，曾到華山基金會的老人院與育幼

劃，唐突亂入他們原有的生活步調，因此，如果

院，看到許多老爺爺、老奶奶互相關懷努力過日

有機會，我想接受培訓。參加這次甄選，若能獲

子，他們來到這地方的原因或許不同，也許我不

獎是對我目前參與志工服務的最大肯定，也更堅

能完全替代他們想見的人，但當我跟他們聊天

定未來繼續投入的信心，讓我有機會幫助這社會

時，看到他們嘴角提起一抹微笑，就知道那一刻

裡更多需要幫助的人。

我來按讚
珉瑜是一位十分熱心的孩子，從國中開始無

從擔任志工的經驗分享中，能發現珉瑜的敏銳度

論是校內外的各種志工服務、活力小天使等活動

及細心程度，她總能覺察並即時付出她的關懷，

都樂於參與。在她身上可看到滿滿活力，班上大

不吝於伸出她的雙手。因此我認為珉瑜確實符合

小事務、活動，都會看到她開朗、樂觀的身影。

女兒獎的特質。

評審的話
熱情、活潑、天真、樂觀，有學習目標，
可多發展組織能力，符合「經營」所需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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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薦人：師長 許雅婷

2016 女兒節手冊

社群經營獎
姓名／劉又綺

學校／明道中學

我是女生 我的夢想是 My Dream
讓偏鄉小孩也能夠有同樣的教育資源。

優秀事蹟
◆ 2016 年小英雄天團僑仁國小暑期營負責人
◆ Love Without Distance 創辦人
◆ 2015 年柬埔寨國際志工
◆社企流 ilab Try it 創意試驗初選入圍者

「當我們願意開始脫下在舞台上自己腳上

許多很有愛心的學生喜歡寒暑假或假日到小

的那雙高跟鞋，願意開始腳踏實地過生活，我

學辦理夏令營，投注時間與愛陪伴小孩，但我發

看見的是更大的世界。」 這是我很喜歡的話，

覺在找尋「適當」學校時其實不是如此容易，我

同時也是我的座右銘。

希望 Love Without Distance 平台未來不再只是單

兩年前，我參加過女兒獎徵選，儘管只獲

純的物資平台，而是可連結全台各個偏鄉小學，

入圍肯定，但卻讓我重新檢視與思考自己在做

利用網路的發達，統整各校的需求，讓他們的需

的事。在同學協助下，我創立了「Love Without

要被看見。有心想服務的人可跟平台提出申請，

Distance」平台，利用網路與需要的機構和育幼

我們也會依照學校的需求讓真心想付出的人媒

院合作，協助他們募集到需要的物資。在每一

合。我認為，每個孩子都有被愛和教育的權利，

次的協助過程中，我要求自己及團隊完成募集

不因該因為距離、貧富、家庭而有所影響。由於

所需的物資，也盡量採用親送的方法，送達提

這個想法還在初步規劃中，想透過女兒獎甄選，

出需求的對象。因為我認為親自送達的方式，

將夢想與想法讓更多人知道，吸收更多人的意

最能讓需要對象感受到愛與關懷。

見。

社群經營獎

活得精彩

我來按讚
這次是我第二次推薦又綺。這三年來，她持

物資。又綺也發起延續去年學長姊在附近小學的

續穩定地成長，也越來越有想法，並充滿勇氣

暑期志工活動，陪伴有需要的國小學童度過快樂

執行所規劃的活動。真的很高興看到她從前年開

且豐富的假期。很高興看到她持續對所關注的弱

始，發起創立網路公益平台，結合同學努力籌募

勢議題投入實際行動。 推薦人：師長 吳佳潔

評審的話
有愛心及熱忱，且活力十足勇氣可嘉，統
籌規劃及執行能力佳，據實際社群經營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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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群經營獎
姓名／黃婷唯

學校／達德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我是女生 我的夢想是 My Dream
成為頂尖造型設計師，散播更多美麗的感動讓人自信亮麗。

優秀事蹟
◆獲選教育部 105 年度全國慈孝家庭楷模
◆榮獲 104 學年度彰化縣國中技藝教育競賽美髮組第八名
◆參加家扶中心「 愛心創意造型燈籠義賣」10 小時、
弘道基金會舉辦「2015 寒冬助老 陪購物 圍爐餐」

社群經營獎

活得精彩
國中的我是個沒自信的女孩，往往追求和

回饋，做這些事情，收穫最多的就是自己。

別人一模一樣的事，很怕自己被別人忽略。但

身為美容科的學生，未來的目標是創造更多

就讀高職後，跟著學校組長、老師當起志工，

美的事物，想要創造美的事物，首先本身就要

我才發現自己其實可以和別人不一樣，而我念

先有一顆美的心，才能散播更多的溫柔與關懷。

美容科，結合所學去幫助老人家剪髮洗頭，心

未來我的夢想是成為頂尖的美髮造型師，認為如

中的那份充實讓我明白，「美」不僅可以為自

果有可以幫助別人增加自信的方法，造型其實是

身帶來快樂，也能帶給周遭的人幸福。

取得自信最快的方法，所以我白天上課，晚上留

只要學校有報名參加志工的機會，我總是

在學校參加選手加強訓練技藝，假日到美髮店打

不會缺席，參加過創世基金會募款募發票，家

工；同時參加志工的活動磨練自己，使身段柔軟

扶造型燈籠義賣，陪伴獨居老人買菜，跟著學

及有顆感動的心。我看到了許多更弱勢的團體需

校老師到校外義剪等。我深深體會到這是發自

要幫助，希望未來的我能到世界各地去當國際志

內心地想要去幫助需要幫助的人，不需要什麼

工，散播更多的愛心去幫助別人。

我來按讚
婷唯是一個願意幫助別人 , 充滿熱誠活力積

髮。因為達德商工是三好校園，婷唯只要有機會

極的人，尊敬長輩，友愛同學，熱心公務，從她

便會主動熱絡地參加志工活動，樂在其中。這次

在班上與同學的互動，不難看出她積極協助他人

鼓勵婷唯甄選，期待能為她開創一個新的舞台。

的個性。假日就回鄉下幫雙眼失明的外曾祖母洗

推薦人：師長 楊昭真

評審的話
專業能力強，非常努力於美髮專業，內心
充滿愛心，對未來規劃清晰，穩健的朝自己的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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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努力。

2016 女兒節手冊

社群經營獎
姓名／吳梓樺

學校／私立精誠高級中學

我是女生 我的夢想是 My Dream
成為一位飯店經理人。

優秀事蹟
◆ 104 年教育部青年志工績優競賽青少年組佳行獎
◆ 104 年第 16 屆保德信青少年志工菁英獎服務獎
◆ 103 年教育部青年志工績優競賽文化服務類第一名
◆ 103 年第 15 屆保德信青少年志工菁英獎奉獻獎
( 全國前 150 名 )

熱愛服務他人的我，從小就喜歡到處做志

可愛的小朋友們，也會拿出最有活力的一面和小

工，近幾年我在彰化市文化古蹟青年志工團擔

朋友互動。身為隊輔的我，照顧隊員的一切也是

任元清觀隊隊長，從服務過程中學習到很多對

我的責任義務，特別小心注意他們的一舉一動。

於古蹟的知識。主動付出、積極服務是志工團

而在服務的過程中，總有出乎意料的突發狀況，

的服務態度，志工團讓我勇敢踏出腳步，使原

這時就是培養靈機應變的好時機。

本會緊張到胃痛的自己，成為一位勇敢不退縮，

未來要朝服務業邁進，而首先要有一顆熱誠

敢於站在人群面前，有自信和大家分享古蹟歷

的心去服務他人，保持微笑面對每一位客人是必

史的導覽員。

要的，而耐心也是一個不可或缺的服務態度。從

2015 年擔任兒少代表，慢慢地察覺自己的

事志工服務，就如同服務業一般，需要面對各種

力量不再是想像中的渺小，更會開始主動關心

人群，志工導覽需要有顆謙卑的心。希望未來能

兒童及青少年的權利。與一群夥伴的相扶持與

帶著這份自信與勇氣，朝著我的夢想前進，而社

鼓勵，一直是我成長的動力，暑假擔任隊輔帶

群經營獎成為我在夢想道路中達到肯定的一個獎

著小朋友在營隊裡活動，即便再累，看著眼前

項。

社群經營獎

活得精彩

我來按讚
梓樺是我當初成立青年志工團時的創始團

棄的信念，更是讓我佩服，聽她分享與其他女兒

員，跟在我身邊已有四年，她由當初生澀怯事的

們的交流與互動後，對她有深刻與正面的啟發。

小志工至今已具獨當一面的處事能力。三度站上

我再度推薦梓樺站上這甄選的舞台，只因我在她

女兒獎甄選舞台，梓樺抱持著堅定的態度與不放

身上看見了台灣女兒的精神！

評審的話
熱心、有愛心，活力自信積極主動，是位

推薦人：師長 黃志平

能力，期待看見更多社群經營能力展現。

樂於助人的女孩兒，有服務精神，具有服務領導

15

2016 女兒節手冊

社群經營獎
姓名／陳映蓉

學校／玄奘大學社會工作學系

我是女生 我的夢想是 My Dream
成為一位心理諮商師和社工員。

優秀事蹟
◆第 16 屆保德信青少年志工菁英獎─
傑出志工獎、全國菁英獎
◆ 104 年高雄市好人好事代表─學生組
◆榮獲中山工商卓越成就獎

社群經營獎

活得精彩
從小因為先天性疾病，到高雄和外公外婆

到力克 ‧ 胡哲《人生不設限》這本書和演講及

與姨丈和阿姨一起生活，一家三代同堂，並以

口足畫家楊恩典的畫作，改變了我。加上從小看

大寮的家作為弘道老人福利基金會大寮志工站

到阿姨、媽咪幫助老人、影響病人或學生改變，

的據點，我們家堪稱是快樂的「全家志工」。

讓我想當一位心理諮商師和社工員，希望能分享

活在當下，貢獻己力是我的生活理念。落

我的改變故事給服務對象聽，改變他們的負向思

實在生活中，從志工、校園及弱勢團體三大面

考，並透過輔導領域的知能精進，進而成為一位

向投入，在過程中，努力學習、嘗試，把握每

有能力影響他人的智者。

一天的學習，希望藉由自己的小小力量，能為

我喜歡享受服務的當下，走在志工的道路得

這個社會帶來改變及傳播幸福。從小迄今，大

到了許多滿足和喜樂，會想報名 Formosa 女兒獎

都利用假日從事志工活動，我相當感謝上天，

社群經營獎，對我而言，除了自我肯定外，也學

讓我有力量助人。

習寶貴的經驗，朝實現夢想更邁進一步，希冀自

其實國中時，我沒甚麼自信，總是對自己
的人生感到不如意，也曾經有輕生的念頭，看

己能秉持著力克 ‧ 胡哲和楊恩典的精神，可以
為社會帶來溫暖與愛。

我來按讚
身為映蓉的導師，深深的感受她的「堅毅」

凡所交辦之事，不僅執行率 100%，且有意想不

特質，勇於接受新生輔導學長姊、畢業致詞甄

到的貼心之舉，令人驚艷；映蓉更在課餘時安排

選、擔任各項班際比賽的負責人等學校大小活動

志工活動，積極參加營隊及研習，積聚實現夢想

挑戰；在學測的高度壓力下，不斷省思檢視學習；

「心理諮商師」的能力。推薦人：師長 張儷禛

評審的話
有一顆溫暖的心及服務的熱忱，非常努力
地學習服務人群，志向目標明確，樂於參與公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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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群經營獎
姓名／董盈岑

學校／國立旗山高級農工職業學校

我是女生 我的夢想是 My Dream
成為國際的野生動物保育員。

優秀事蹟
◆保德信青年志工服務獎
◆全校體適能檢測銅牌
◆全校孝親卡製作比賽第一名

我來自高雄，就讀旗山農工，家中少了爸

高空單索，挑戰勇氣。而在團體生活，要與來自

爸的陪伴，我們家生四個女生，加上媽媽等於

各個不同成長環境、個性的人相處，因為身為隊

是沉浸在女孩兒的生活圈裡。豪爽果斷的我喜

長，對於夥伴的狀況都要有一定的了解和影響

歡哈哈大笑，富好奇心的我偶爾也靜下來與自

力，當自己的生心理狀態越好時，帶領的團隊必

己獨處沉澱。我接受不同面向的意見，就與我

也能有所進步。因此，接納和有效利用每個夥伴

的個性一樣，不想太偏執地只表達或接受一種

的意見、帶動氣氛，是我重要的課題。以上的這

意見，因為其實每個聲音都有它那麼一點道理，

些領導經驗，都讓我的高中生活增添了好多精彩

所以不管面對什麼人事物，就都先抱著尊重的

豐富的色彩，我很幸運讓我擁有一個這麼棒的團

心態吧！

隊。

現在的我是學校童軍團的聯隊長，因為童

我想考上屏科大的獸醫學系拿到獸醫執照，

軍的關係，我才得以接觸到這麼多元的課程活

加強英文溝通能力，之後再到各個國家的動物保

動。例如在火車站募發票或到安養中心協助志

護區去做了解。女兒獎是對我的信念、態度一個

工服務，甚至攀四層樓高的樹、合作巨人梯、

肯定，讓女孩們活出真自我！

社群經營獎

活得精彩

我來按讚
盈岑是一位為了理想主動付出行動的女孩，

野外生活能力，參與區域和平志工服務活動並擔

樂觀、主動的夢想成為野生動物保育員而選擇就

任隊長，推選為童軍團新任聯隊長，並經本校遴

讀本校畜保科，盈岑在童軍團各項活動中展現領

選推薦參加教育部新世紀領導人才初階培育營，

導特質、熱心助人，運用戶外探索活動擴展自己

提升其領導能力。

推薦人：師長 傅仁鵬

評審的話
聰慧、有活力、有勇氣，是位正向思考的
女孩兒，樂在生活與生群協調工作。

17

2016 女兒節手冊

社群經營獎
姓名／鄭右詩

學校／岡山高中

我是女生 我的夢想是 My Dream
讓學習機器人走入偏鄉，資訊科技無落差。

優秀事蹟
◆嚴道獎學金
◆高雄市閩南語演說競賽得獎
◆故事小天使志工服務

社群經營獎

活得精彩
我的父親是一位資訊老師，有次到偏鄉去上

「天使心基金會」志工服務，幫助特殊的小孩們

數位落差課程，而我跟著去當小幫手，這才發現

學習，深感珍惜幸福的重要。參與「華山基金

當地同樣年紀的學生，面臨嚴重的資訊網路學習

會」，訪視關懷與年節物資發放，老人家和藹的

資源缺乏。於是我有一個想法，如果以一些自造

笑容與感謝，就是最大的回報。

機器人，利用暑期時間是否可來個「機器人環島

在「華山基金會」服務時，覺得運用自己的

計畫」，深入偏鄉播種下科技知識的種子讓它萌

這份活力去幫助別人，讓他們的人生充滿希望，

芽。就在今年的暑假，我開始著手學習自造機器

成就他們圓滿的人生，對我來說使我更具勇氣與

人，先以我微小的力量，希望明年暑期可以之前

自信。

可做出 10 部，帶著他們深入偏鄉，讓這一些學
生有機會學習科技。

獲得嚴道獎學金，國中時期連續代表學參加
閩南語演說高雄市市賽曾獲全國第三名。透過志

樂做志工，努力把幸福和愛傳出去，也傳染

工的服務，成就自信與幸福，獲得比付出的多更

給每一個人，雖然力量微弱，但仍朝向目標走。

多，這就是種善因結善果，我會一直做下去，相

除了在圖書館擔任說故事小天使外，也在

信世界會變得更美好。

我來按讚
右詩每一次的訪視與社福活動展現了無限的

長者們還主動幫忙煮粥，右詩成熟的做事態度令

大愛，充滿著年輕熱情、活力的做事態度，跟

人動容！小小年紀俐落地把事情做好，八年不間

成熟的責任感與規劃力。今年八八節，社區辦了

斷持續幫助我們一起照顧弱勢長輩，這就是年僅

爺奶義剪活動，右詩帶著親手做的卡片來送給年

15 歲的右詩！

評審的話
頭腦清晰，有奉獻的心。朝女科技人腳步
邁進很難得，期望看見更多結合同儕共同發展社

18

推薦人：華山基金會梓官天使站站長 李維華

群服務的可能。

2016 女兒節手冊

社群經營獎
姓名／林欣汝

學校／高雄市立高雄女子高級中學

我是女生 我的夢想是 My Dream
成為一位能夠感動世界的女生。

優秀事蹟
◆代表高雄崇她社進行工作報告，
參與「對婦幼暴力 say NO」遊行活動
◆參與扶輪社 ROKOC 遠距教學，
與偏鄉學童進行視訊英文教學，獲得傑出志工
◆「點燃創意•跨出想像
唐獎104 年高中 ( 職 ) 青年學子創意提案活動」全國銀獎

我是個開朗外向的女孩，短髮的我簡單俐落

社，從教導偏遠地區原住民少年、書寫視訊教案

不拘小節，個性理性果斷勇於面對挑戰，個性

開始，另外在高二那年組織了唐獎教育基金會辦

爽朗是團體中的開心果。

理的「點燃創意 ‧ 跨出想像：高中職青年學子

社團中擔任領導的角色，創造學習型組織，

創意提案活動決賽」，榮獲銀獎。創案的過程

給予明確的指令，規劃人力和分組，讓人信服

中，利用女高中生的力量去學習成長，做了許多

我所提出的計畫。勇於承擔責任，自我要求完

對偏遠和都市學童法律教育活動，進一步經營並

美效率，雖然參與許多活動，但也不荒廢課業。

傳承我們創造的服務模式，引導非社團成員發展

我的夥伴喜歡我自信的笑容，願意和我一起學

潛力，組成一個更具影響力的團隊。

習並且完成任務，我們相信自己能使這個社會
更加美好。
參與許多志工活動，國中入選高雄市社會局
「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兒少代表，
高中加入高雄女中 AJET 社 / 國際崇她高雄社子

社群經營獎

活得精彩

我渴望幫助從志工活動裡所觸及的人，因為
我體認到他們所需要的不只是實質上的金錢協
助，更需要我們最實際的關懷和陪伴。
參加甄選，希望寬闊自己的視野，在互相交
流中得到不一樣的想法。

我來按讚
林欣汝在校內外活動參與中展現優異領導能

唐獎提案，將防治婦女暴力的議題帶入學校及

力。初進高中擔任接待日本姊妹校的社團導覽執

社區幼童教育，2016 年崇她社「對婦幼暴力 say

行 ; 國際扶輪社縮短城鄉差距英語視訊案，擔任

no」的遊行活動，帶領同學北上台中發聲，對性

業師和執行長而獲得最佳志工的認可。2015 年

別議題實際行動。

推薦人：師長 李旻俐

評審的話
知識、自信、活力充分，口條和思慮清晰，
有理想，具領導力、組織力和實務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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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女兒節手冊

社群經營獎
姓名／詹雅晴

學校／台中美國學校

我是女生 我的夢想是 My Dream
淨化這個世界的水和空氣，以及淨化這個世界的人心，把
善念傳播出去。

優秀事蹟
◆ 2015 亞洲女孩夢想城市論壇
◆ 2014 市長獎
◆ 2014 模範生代表

社群經營獎

活得精彩
我非常熱愛學習，相信「知識就是力量」的

創世基金會打掃環境、磨藥、倒痰盂，體會到未

道理。知識都是以前的人類們所累積出來的，一

來是未知，珍惜生命最重要。到馬鳴國小教英文

個很簡單的知識可能是科學家們費盡半個人生所

與刷油漆、替衡山病患畫了他們的人生故事、為

鑽研出來的，一個關於奴隸制度的故事，是多少

漸凍人義走、體驗了飢餓，高一時加入了學生會

血與淚所編織出來的故事， 而他們都代表著人

成為書記員、參與了模擬聯合國的活動、也當了

類的文化與歷程。在這偉大的背景下所孕育出的

台中市女兒館的組員、參加了夢想城市論壇和麥

我們也應該要有學習的精神，因為歷史是會一再

克風少女等活動，為我們的女權發聲。現在是學

再發生的，有一些道理是永遠也不會變的。這就

校的青少年扶輪社的社員。希望改變台灣由我開

是為什麼我很喜歡知識， 也很享受他們的原因。

始！

2013 年，從美國遊學回來後，我協助教導

在台灣三百個小時的志工，明年後就要到國

將受外國人領養的小朋友學習英文，持續了近兩

外讀大學，希望能用女兒獎作為一個新的里程

年。看到了很多肢體健全但家庭破碎的孩子，體

碑，將愛心伴隨著我飄洋過海。

會到人從出生並沒有選擇家庭的權利。之後去了

我來按讚
雅晴家庭環境不差但卻不驕縱，自小在外語

英文、創世基金會陪伴植物人、衡山基金會關懷

學校學習，據有良好的外語能力及國際觀，豐

貧困民眾、參與勵馨福利事業基金會的各項活動

富敏銳的觀察力及強烈的反思特質，投入志工

等。倘能入選，非但是他個人之幸，也是給願意

行列，在衛生福利部中區兒童之家教導孤兒們

付出的人一份榮耀。

評審的話
知識充足，有學習心及服務熱情，有見解，
可加強團隊合作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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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薦人：叔叔 陳明章

2016 女兒節手冊

社群經營獎
姓名／蔡金縈

學校／台灣大學藥學系

我是女生 我的夢想是 My Dream
散播愛的種子到每個角落，活出愛！

優秀事蹟
◆ 2016 夏季柬埔寨暹粒海外志工
◆協助尼伯特颱風災後服務、聖母醫院募款等。
◆ 6 年童軍服務

嘉義大林，一個孕育我成長的純樸小鎮，

務、帶領小朋友體驗童軍露營等，我把握每次服

歷程中擁有許多經驗：童軍團、畢業宿營、台東

務機會。儘管疲憊不堪、體力透支，卻是無限感

賑災、海外志工、登玉山、單車遠征等，我樂觀

動與深刻回憶，了解人生的價值與生命的意義，

開朗自信、主動積極充滿正能量。

在於人與人之間的互動，所產生出的情感交流。

數十次的露營服務，過程中幫助他人也使自

加入小幼苗種子計畫，透過校友回母校服

己受益，從營隊隊輔到籌備活動，肩負團隊重

務，帶領學弟妹了解社區文化，觸發學習動力，

任，思考如何更有效率的幫助人。人與人之間一

改善學習狀況。藉由營隊方式，多方接觸學習，

個貼心舉動就讓人倍感溫馨，從社會上獲得資

增加對家鄉的歸屬感，期望在活動中提升自我，

源，更有責任去回饋社會，在服務的人生中不留

學習孝順、尊師、友愛同學、愛心服務、團隊合

遺憾！

作、提升自信、正向思考、利他思維、懂得感謝

尼伯特颱風重創台東，我與童軍團到台東聖
母醫院與農莊幫忙災後重建，回想過去參與為
愛而騎募款活動、到柬埔寨、雲南的海外志工服

社群經營獎

活得精彩

等重要態度。
這次甄選讓我回顧、瞭解自己的能力與思
維，也是一個肯定與認同。

我來按讚
金縈參與童軍運動六年多，服務中舉辦寒訓

近期更規劃回鄉，偕同社區團隊一起培養學弟

露營、聯合畢業露營、團集會等例行服務也參與

妹，增進他們對家鄉的認同與歸屬。金縈以積極

為弱勢兒童所辦理的營隊、社區營造之各項服務

態度及具體行動實踐關懷社會弱勢、參與志願服

工作，更跨海到昆明、緬甸等地從事海外服務。

務、熱心公益傳播。

推薦人：師長 王志弘

評審的話
熱愛鄉土，很有想法，結合資源，籌畫與
社區相關的社群營造工作，傳承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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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女兒節手冊

社群經營獎
姓名／許羿云

學校／基隆市光隆家商

我是女生 我的夢想是 My Dream
希望未來能幫助需要幫助的人。

優秀事蹟
◆新世紀領導人才培育營隊
◆全國學生自治幹部研習營
◆長庚醫院志工服務 36 小時
◆伊甸基金會志工服務 20 小時

社群經營獎

活得精彩
爸爸在我幼稚園時因故離世，在那之後媽媽

帶著大大的微笑跟你大聲招呼，吃飯時會問候你

一人扛起了整個家，從小到大，媽媽以民主的方

一起吃，下午做操也是無比賣力，那努力生活的

式教導我跟姊姊，希望孩子能獨立自主、主動學

身影映在我眼中，不禁反省自己這些年到底做了

習，累積人生經驗，且適時的給予鼓勵與建議。

些什麼，院生們給我上了一課。我曾號召管樂隊

而我活潑開朗、熱於助人的個性，來自於媽媽的

舉辦慈善快閃音樂會，邀請大家一同奉獻愛心，

家庭教育。

為創世基金會募捐發票，並經常利用假期到伊甸

我身邊的人都說我是開心果，很會帶動氣

基金會和長庚醫院服務，而我認為女生不只有柔

氛，在學校被眾人推選為班聯會副主席及管樂隊

弱的形象，也能有自信活力，所以擔任志工時，

活動長，帶領在校生舉辦許多活動。也因為家庭

總是將我的活力感染大家帶動氣氛。

環境關係，讓我更懂得自己主動學習、尋找目

本身曾受過世界展望會資助，所以未來希望

標，於是我主動接觸志工活動。最印象深刻的是

我有能力幫助更多需要幫助的人，當志工是我現

伊甸的志工服務，與院生們初見面，他們帶著羞

在最能接近夢想的方法。

澀的笑容小心翼翼地看著我們，走在路上他們已

我來按讚
羿云是位個性活潑且樂於助人的好女孩，時

假期便經常到伊甸基金會及長庚醫院服務，開朗

常自發性幫助學習弱勢的同學，指導課業上的問

的她能將活力渲染給大家，不僅受到伊甸院內師

題，她也積極參與班聯會及管樂隊，屢次參賽也

生的喜愛，在長庚時也運用造型氣球的技能而受

榮獲佳績。羿云亦十分投入志願服務活動，每逢

到醫院病童的歡迎。

評審的話
有想法、創意及衝勁，溝通協調能力強，
善於整合資源，有實質成功執行規畫的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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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薦人：師長 黎淑玲

2015 女兒節手冊

社群經營獎
姓名／梁容爾

學校／國立華僑高級中等學校

我是女生 我的夢想是 My Dream
成為一個勇敢的追夢人。

優秀事蹟
◆帶領社團榮獲教育部 104 年青年志工績優團隊全國
競賽「佳行獎」
◆榮獲 104 年新北市服務學習楷模王「學生楷模王」
◆榮獲第 16 屆保德信青少年志工菁英獎「全國菁英獎」

從小，我就在媽媽的耳濡目染之下接觸到服

希望藉由雞隻借貸的方式，幫助非洲當地的寡婦

務學習，當時純粹把服務當成有趣的戶外活動，

和貧戶自力更生、脫離貧窮。雖然很多人質疑高

直到升高一暑假，參與敦安基金會的服務學習培

三的我們為什麼要搞出這麼多事情，而不能專心

力計畫，讓我了解到「服務反思」與「同理心」

讀書，但很多事情現在不做，以後一定會後悔，

的重要。高中加入「根與芽志願服務社」，並在

我不想讓人生有任何遺憾。現在養雞計畫已開始

高二擔任社長，讓我更懂得「責任」的意義。

進行了，從企畫書的撰寫，到活動的募資宣傳，

這一年，我們做了一個創舉：舉辦「寒假偏
鄉閱讀推廣營隊」，從活動的規劃、討論到與當

社群經營獎

活得精彩

家人和朋友都在身後支持，築夢的路途上我並不
孤單。

地牧師聯絡，還有行前訓練和服務反思等，都由

我覺得得獎不是重點，但我希望能藉由這個

我帶領幹部一手包辦。不只深耕國內，也拓展到

獎項讓更多人能看到我們的計畫和夢想，我也相

國外，因為曾參與舊鞋救命，親身接觸到第三世

信「高中生能改變這個世界」不因年齡、性別而

界的人，親眼看到他們的生活和需要。從肯亞回

有所侷限。

來後，我決定發起「非洲養雞計畫」，召集同學，

我來按讚
容爾高一期間參與本會青少年人才培力計

培訓精神及運用反思回饋所學，積極帶領社團成

畫，培訓期間，皆擔任領導者角色，充分發揮其

員參與公共事務，並將影響力擴及社區、偏鄉與

創意思考及優異的團隊合作之態度，帶領組員投

國際服務行動，本人高度肯定容爾的個人特質與

入參與服務行動規劃與執行。返校後，持續發揮

社會參與。

評審的話

推薦人：敦安基金會秘書處主管 侯蓉蘭

有勇氣、創意及毅力，領導協調能力佳，
KuKu 計畫很有趣，祝你們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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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女兒節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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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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女兒節手冊

勇氣冒險獎
姓名／施雪琦

學校／台北市立和平高中

我的夢想是 My Dream
成為一位科學家。

優秀事蹟
◆從小學會自主學習，小學畢業獲市長獎
國中沒上第八節課，沒補習，畢業獲局長獎
◆ 2016 年市政體驗營第二梯次證書
◆ 2016 年兒少志願服務訓練營第 14 期
小隊輔導員結業證明

我在德國出生並接受四年幼稚園教育，2007

明我的學習方法有效，畢業獲頒局長獎。在家自

年全家回台定居。回台灣就讀八年級時，發現

學期間，還接受青少年發展處志工培訓，完成服

課業簡單，加上學校教學僵化，內容零碎過於簡

務實習，成為台北市正式志工。

單，只重背誦不重視理解，因此決定九年級在家
自學，不上第八節課，也不補習。

勇氣冒險獎

活得精彩

七月初我向高中學校提出計畫，希望在校內
以晨光短講的形式練習簡報及表達能力，並推行

從事教職的親戚都認為，離開學校，沒有老

英語科學教育。我在臉書上設立「學習資源：分

師，成績將會一落千丈，但我有信心，我知道我

享與交流」學習群組，分享我運用網路上的免費

具備自主學習的能力，能自己規劃學習進度，會

學習資源，只要懂得善用網路，網路無國界，更

運用網路學習適合自己的內容及程度。國中生活

沒有城鄉差距。另外，在高中階段，希望以我的

充實又愉快，到處參加活動及演講，休閒時最愛

學習經驗幫助台灣學生快樂學習，教育的目的應

閱讀英文小說，精英語，通德語，自學日語，輕

該是培養下一代獨立自主的人格，懂得思辨、上

鬆兼顧學校課業，定期參加學校考試，以成績證

台能落落大方、口齒清晰等「帶得走的能力」。

我來按讚
雪琦是一位能自主學習的孩子，能掌握學習

運用現代網路學習，延伸至國外線上課程。希望

的精神及方法，達到許多人羨慕的「快樂學習」，

藉由參加女兒獎甄選，推廣不補習的自主學習的

輕鬆學習卻有成效，通盤理解學習內容，不死

快樂學習經驗及方法，尤其幫助偏鄉及弱勢家庭

背。她的學習場地不侷限在學校及書桌前，充分

學習善用網路資源。

推薦人：媽媽 蔡靜枝

評審的話
口條清晰，反應佳，是個有信心走自己的

發光發熱。

路且獨立思考有想法的女孩，期待看到妳在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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勇氣冒險獎
姓名／黃恣琦

學校／國立台東專科學校

我的夢想是 My Dream

加入國際合作發展基金會農技團，至世界各地從事園藝技
術指導。

優秀事蹟
◆考取丙級園藝證照及丙級庭園造景證照
◆參加勵馨台灣女孩日系列活動「與山共舞」

勇氣冒險獎

活得精彩
我住在台東的排灣族卡拉魯然部落，環境養

有成就感，先前的焦慮與不安都在歡笑聲中被撫

成了我熱愛冒險的個性，覺得每天都是新的冒

慰了。每當參加一個活動結束時，心裡總期待著

險，等著我去發現新鮮事物。就像有句話是「我

下次冒險的出現，只有在一次又一次的冒險中挑

思故我在」，我自認是個「我冒險故我存在」,

戰自我極限，才能了解到自己的無限可能。

我期望自己是個有故事的人，能跟人們分享彼此
故事。

我有一個夢想，就是利用我園藝的專長（園
藝證照及庭園造景證照）至世界各地從事技術指

我的冒險與挑戰來自生活體驗，每年六月底

導。透過老師知道國合會裡有農技團，專門到一

部落開始籌備小米豐收祭，部落裡高中以上的少

些國家幫他們解決有關園藝和農藝上的問題，農

女都會被分配到不同的任務，我和搭檔負責晚會

技團裡大部分都是男生，但我想當少數女性的其

表演者名單和樂器，過程中有被拒絕的挫折和找

中之一，即使知道要通過很多層關卡，通過後還

不到表演者的無助，但告訴自己「我行、我能、

需再受訓才能被派出去，這個目標因為時間而變

我不做誰來做」，晚會當天隨著氣氛越來越高

得越來越堅定。

潮，看到大家滿足的笑容和瘋狂的尖叫聲真的很

我來按讚
跟恣琦的緣分是在今年舉辦的台灣女孩日系

張證照，考取證照的過程紀錄了她身為一個女孩

列活動，經過營隊每天的相處，觀察到恣琦各

但卻如此愛土地珍惜土地的故事，她希望自己愛

項表現實在令人欣賞，在每堂課程裡總是全心投

台灣這塊地的這份力量，能肯定自己，也期望有

入，認真又專注。更加讓人驚訝的是她居然有兩

機會和別人分享她的生命故事。

評審的話
個性開朗健談，對性別不平的事情也能不
畏懼的提出質疑接受挑戰，願意嘗試新事物並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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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薦人：營隊老師 杜珊珊
往直前朝著夢想前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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勇氣冒險獎
姓名／吳家萱

學校／國立光復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我的夢想是 My Dream
站上舞台當舞者。

優秀事蹟
◆划獨木舟勇渡清水斷崖
◆取得中餐、烘焙、餐飲服務、美容丙級證照

我身處單親家庭，在家中排行老大，從小跟

與老師的多次討論與行前準備，我決定克服自己

著父親生活，雖然家境清寒，但養成我從小獨立

的害怕，開始練習游泳，進而參加獨木舟勇渡清

的性格，思想也較同儕成熟。也因為成長環境的

水斷崖；為了挑戰登高山，一方面訓練自己的體

關係，養成我做事認真負責、溫柔、獨立、會為

能，另一方面透過高山課程，挑戰自己的體能極

別人著想等特質。身為長女要學會做家事，分擔

限，攀登錐麓古道，突破自己對高的恐懼。

家人的辛勞，從小父親就開始為我煮菜，創造個

跳舞也是我喜歡從事的活動，雖然腳受過

人料理，所以高中選擇進入餐飲科就讀，目前已

傷，但我努力認真練習跳舞，在學校期末時進行

考取數張相關執照。

發表。目前最大的夢想是當站在舞台上當上舞

關於勇氣冒險，莫過於勇於突破自己害怕的

者，努力練舞、了解舞者、要有自信、勇氣。參

事情。我是一個會怕高、怕水的人，因此對於學

加甄選對我有幫助，可以幫助我提升自信心與面

校安排的水域或爬山活動，往往心生害怕，經過

對未來的勇氣。

勇氣冒險獎

活得精彩

我來按讚
家萱是家中老大，從小養成獨立與負責任的

喜熱。家萱也是位很害怕高與水的孩子，卻勇於

態度，是位喜歡跳舞的孩子，雖然在國中受過

面對自己的問題，試圖找方法解決，最後突破對

傷，讓她一度想放棄自己喜歡的舞蹈，在同學與

水與高的恐懼，過程雖然辛苦，但她沒有放棄，

老師的鼓勵下，從舞蹈社中慢慢地找回對舞蹈的

是個勇氣十足的孩子。

推薦人：師長 李致瑩

評審的話
樂觀有責任感和對夢想的執著令人讚賞，

想，祝福築夢成功。

遇到問題有勇氣克服挑戰自我，不為阻撓追尋夢

27

2016 女兒節手冊

勇氣冒險獎
姓名／黃繻霈

學校／天主教道明高級中學

我的夢想是 My Dream
成為別人生命中的天使。

優秀事蹟
◆ 2014-2016 共同成立「Light Love 小太陽計畫」，陸續獲
得富邦基金會青少年圓夢計畫、TOEIC 多益獎學金高中組及
大高雄青年圓夢計畫補助，聯合報，中國時報，民視及大愛
電視台「年青人讚起來」等媒體報導
◆ 2015 HOBY WLC 世界青少年領袖會議台灣代表之一，行
前獲總統接見
◆ 2013-2014 EF 美國高中交換學生

勇氣冒險獎

活得精彩
因為勇敢所以改變，因為感動所以堅持。走

寫企劃書至企業簡報分享，希望讓更多人知道柬

出台灣，才知道世界很遼闊，離開舒適圈，才發

埔寨狀況。兩年來我們利用寒暑假出團，總共為

現自己的潛力無窮。國二時到柬埔寨參加國際志

330 戶家庭帶來改變和希望，以每戶家庭 6 人來

工，幫助當地孤兒院建造一個綠色園區，讓孩子

算，總共影響 2 千人的生活。回訪看到受助家

們有個家；在 2013 年成為美國高中交換生，中

庭因為這盞燈，媽媽晚上編織籃子多存了錢，孩

途遇到許多困難，甚至轉換接待家庭，但我仍然

子可以多看點書，成績進步了，對未來有了夢想

堅持完成交換學年。

和規劃，這是我感到最幸福的時刻，所有的辛苦

2014 年 我 們 成 立「Light Love 小 太 陽 計

都值得了。

畫」，送太陽能燈給柬埔寨需要的家庭，日間儲

還剩 170 戶就達成 500 戶家庭的目標，預

電夜間作照明，讓家庭的生產力可持續，孩子可

計再兩次的寒暑假出團即可完成，目前最渴望的

看書，秉持著「One Light One Change」的信念，

是希望能兼顧學業和小太陽計畫。我提醒自己要

我們相信這盞燈可以為家庭帶來改變和希望。我

保持熱情和勇氣，才能為別人帶來改變和希望。

們自己募經費和物資，安排行程，買燈和訂房，

我來按讚
繻霈和姊姊、朋友發起「Light Love 小太陽

計畫，透過 FB 上的照片和文字，充滿許多感動，

計畫」，自行募款募物資送太陽能燈到柬埔寨給

在酷熱的太陽下，過程充滿艱辛，她和夥伴卻樂

貧困的家庭，一路上看著她的成長，真的很欣賞

在其中。衷心地推薦這位勇於挑戰，充滿智慧、

繻霈的勇氣和堅持。八月底他們剛完成第 5 次

勇氣與愛心的台灣女孩。

評審的話
小太陽活動的發起投入和持續是不可多得
的且值得鼓勵，在未來若能多方嘗試讓自己更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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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薦人：小太陽計畫支助人 陳秋妏

獨立思考的機會將會更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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勇氣冒險獎
姓名／莊嘉綺

學校／中華醫事科技大學五專部

我的夢想是 My Dream

成為一位最具勇氣的白衣天使，將愛與關懷帶給全世界。

優秀事蹟
◆台南啟聰學校定期志工
◆華醫手語社社長
◆爭取與柬埔寨 KHR 合作徵選國際志工

「勇於嘗試、勇於學習、勇於付出、做別人

鬆的院所賺志工時數不是很好嗎？」我總是笑說

不想做、不願做的事，不畏懼勇敢嘗試，堅持

大家都選輕鬆的，其他事總得有人做啊！況且我

做自己走對的路。」以上都是別人對我的評價，

不全然為時數而來，我只是做自己。

也是我對自己的期許。我喜歡接觸人群與團體活

今年七月，學校與柬埔寨 KHR 合作，徵選國

動，很享受在每個活動小隊中的氛圍，所以常報

際志工前往服務。我主動積極爭取，並自費近萬

名營隊活動或參加各類型的志工活動。

元的旅費。起初父母超擔心那裡很落後，衛生條

許多年輕人不願接觸甚至於排斥，我皆勇於

件又不好，治安也不好，勇敢的說服家人與自身

嘗試積極學習，像是主動積極加入手語社並當上

的恐懼，並通過學校單位層層的甄選與訓練，終

社長，因為我認為擁有手語的技能，有助於與聽

於完成了這次任務。

障等弱勢者的溝通。而平時寒暑假，我則排定去

報名女兒獎是想獲得這獎項的肯定，也是支

醫院或啟聰學校當志工，甚至到可能感染的院所

持我持續進步的力量，更能鼓勵我周遭的朋友們

服務，有人問我：「妳怎麼不怕被感染，選較輕

群起效尤，讓正面的力量全面提升。

勇氣冒險獎

活得精彩

我來按讚
嘉綺是我衷心樂意推薦的好女孩，她不懂手

工。今年更勇闖柬埔寨，回國後分享許多感受跟

語仍主動積極加入手語社並當上社長，只為學起

經驗，讓親子團員們佩服欣賞。嘉綺不畏懼勇敢

來可以當作與弱勢者的溝通橋樑。平時寒暑假，

嘗試，堅持走對的路，相信日後一定會是最具愛

同學們遊玩或打工，她則到醫院或啟聰學校當志

心的白衣天使。

推薦人：親子團團長 陳貞淑

評審的話
個性開朗，問答自然，人生有很多可以開
拓及努力，祝福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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勇氣冒險獎
姓名／郭庭瑋

學校／國立臺南女子高級中學

我的夢想是 My Dream

站出來，讓全世界看到 Formosa 美麗的面貌。

優秀事蹟
◆ 104 年台南市高中組閩南語演說榮獲第二名
◆ 105 年南區英語辯論比賽
榮獲 Judges Mentioned Debater 獎
◆台南女中模擬聯合國社團社長

勇氣冒險獎

活得精彩
進入高中語文資優班，是我人生重要的轉捩

站，四處問班機登機門在哪，最終我順利抵達美

點，考古、第二外語、模聯隊、南區英語辦論全

國。在這一年裡，我從比手劃腳開始到大膽嘗試

國賽、台南市高中組閩南語演說第二名、公民短

上台演說，分享台灣之美，告訴他們我是台灣的

劇飾女主角第二名、外交小尖兵等壯舉，挑戰自

女兒。

我，確立人生目標與方向，讓我的生命格局更開

今年十七歲，我參加模擬聯合國社團、當選
外交小尖兵一員，我期盼歐洲難民事件早日平

闊。
我勇於突破自己，台南的環境讓我耳濡目染

息，看到難民受到不平等的待遇我只能黯然徒

地聽懂閩南語，但在成長過程中，不曾有機會講

悲。我想學習巴基斯坦的馬拉拉，為爭取女性受

閩南語。國小六年級時，抱著十足的勇氣報名台

教育的權利，大膽站出來對抗塔利班組織，透過

南市閩南語演說競賽，一路上不斷的學習，嚐盡

媒體發表她的理想。我報名女兒獎，也想透過媒

了隔行如隔山的辛酸，最後如願以償榮獲殊榮。

體呼籲全世界尊重難民的人權與生命的可貴，希

十五歲國中畢業，獨自申請到美國高中交換學生

望找到志同道合的人集思廣義，協助難民早日回

的機會，不曾到美國的我，講著破英語轉機三

家團圓，人權得以重生。

我來按讚
女兒富有冒險的學習精神才會有今日的膽

身為母親，我以女兒為榮，我不懂得演說，更不

量。擔任畢業典禮主持人、當交換學生、外交小

會講流利的英文，今天一切的殊榮是女兒的福

尖兵等，在在為她自己寫下人生中美麗的詩篇。

氣，受老師的肯定才授予她重任。她不辭辛勞的

她不聰明，但懂得付出，過程辛苦，但從不偷懶。 努力就是希望我能放心、安心。

評審的話
自然大方、台風穩健，富感染力的表達能
力散發個人魅力，關注國際議題，相信未來必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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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薦人：媽媽 許舒萍
築夢踏實，期望將來有所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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勇氣冒險獎
姓名／許伊蝶

學校／嘉義市私立嘉華高級中學

我的夢想是 My Dream

當英文體育主播，以優秀的語言表達能力結合運動專長，
帶給民眾精采生動的體育播報。

優秀事蹟
◆校內英文朗讀優等
◆嘉義市中小聯運網球高中組冠軍
◆嘉義市委員盃網球高中組冠軍

我從小到大就勇於接受各式各樣的挑戰，參

加校內的英文演講比賽都獲得了冠軍，高中參加

與不同的競賽，例如嘉義市中小聯運排球比賽、

了全國性的比賽，即席演講，這是我完全沒有接

嘉義市中小聯運網球比、校內運動會街舞表演、

觸過的項目，但我還是鼓起勇氣參加。面對台下

南區英文演講比賽等。

的觀眾，我手足無措，完全不知道要講什麼，那

因為母親是大學的體育教授，讓我從幼稚園

天過後我了解到自己的不足，但我並不會因此就

開始接觸網球，起初是因為我身體虛弱又不愛出

放棄，反而更激起了我學習的鬥志。我會秉持著

門，父母才讓我學網球，還記得剛開始的兩個

努力不懈的精神，持續勇敢地學習不同的事物。

月，我一顆球都碰不到，經過長年累月不斷的練

我享受面對舞台下滿滿觀眾的感覺，未來夢

習，在小六升國一的暑假，終於拿到我人生中第

想是結合熟悉的運動跟英文演講的能力，成為優

一座冠軍，這讓我了解到，成功是需要經過無數

秀的英文體育主播，我相信花時間練習投入心

挫折與努力所達成的。

力，一定會有所成果。參加這次甄選讓我更清楚

小二至英國一年讓我開始學習英文，國中參

勇氣冒險獎

活得精彩

我的目標，也讓我想要更努力的去實踐夢想。

我來按讚
伊蝶是多才多藝面面俱到的好學生，從小就

手好琴。另一方面，她有很好的人際關係，她把

開始在我這裡學網球，也時常跟著舞團出外表

生活安排得很好，在課業、人際關係、興趣專長

演，英文是她學業上最擅長的科目，除此之外，

三方面取得非常好的平衡，相信她很值得獲得本

從小在身為音樂老師的爸爸培育之下，也彈了一

屆的女兒獎。

推薦人：教練 張森

評審的話
自然大方談吐優雅，熱情築夢，期盼在勇
氣冒險的領域可以有所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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勇氣冒險獎
姓名／陳 萱

學校／桃園市私立大華高級中學

我的夢想是 My Dream
單車旅行環遊世界。

優秀事蹟
◆創全球年齡最小騎單車騎絲路的創舉，並與父親共同發行
─『2100 公里的禮物─我六歲，我騎絲路」中文版一書，預
計 2016 年底出英文版全球發行
◆桃園市「3Q 達人故事甄選活動」，全市國小組 AQ 達人第
三名
◆自小二開始游泳參加鄉運、縣理事長盃、縣市運等比賽，
榮獲多次 1~6 名獎項

勇氣冒險獎

活得精彩
我來自一個喜歡挑戰、冒險的家庭，五歲起

物；完成單車環島、中國川西徒步抵達四川亞丁

就跟著父母南征北討，六歲騎單車遊絲路，創下

的牛奶湖地區；十一歲完成單車橫越美國；十三

全球年紀最小的記錄，之後單車就帶領我走向世

歲至非洲坦尚尼亞登頂非洲最高峰吉力馬扎羅山

界臺灣環島、橫越美國和中亞。

(5895m)，到坦尚尼亞、肯亞獵遊 (safari)、完成

從五歲起參與的每一次冒險與挑戰，成功達

單車橫越中亞。每次的冒險與挑戰，都以大自然

成的背後都是由無數的挫折、勇氣、堅持和淚

和當地社會為師，借以開拓個人的視野和世界

水所學習來的，要不斷自我心理建設，讓身體

觀，再持續學習自我實現，個人生涯因此不斷的

的苦痛當作是再一次的自我訓練。一趟絲路探

發展，才能陸續創造出令人讚嘆的挑戰紀錄。

險之旅，打開我探索世界的興趣，也讓我在遇到

預定明年橫越歐洲，就完成單車遊世界的夢

挫折或再辛苦的事也不懼怕，一次又一次地挑戰

想。感謝我的家庭基因和環境，讓我比別人多一

自我。九歲到婆羅洲沙巴登頂東南亞最高峰神

點機會，再加上自己的努力與學習，勇於挑戰，

山 (4095m)，及探訪熱帶雨林自然生態和野生動

突破困難。

我來按讚
從小就帶著陳萱四處趴趴走，每次出遊都是

作休息，再自我激勵，最後都能達成目標。旅行

長時間、耗精神與體力的壯遊，雖然辛苦，她從

的經驗與體認，帶給陳萱「對自己負責」的態度，

不曾提出放棄，好幾次都含著眼淚表示自己快要

想借由陳萱的故事，鼓勵大家勇敢走出去，接受

不能承受了，但只要想到放棄了什麼都沒有，稍

挑戰，實現夢想。
推薦人：中華單車文化協會理事長／爸爸 陳守忠

評審的話
年紀雖小但目前為止已達到很多目標，眼
神中看到堅毅的個性，在未來會是個很有可塑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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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女孩，希望能再接再厲，並享受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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勇氣冒險獎
姓名／臧雨儂

學校／台北市私立薇閣高級中學

我的夢想是 My Dream

開創自己人生舞台，鼓勵女孩一起改變社會。

優秀事蹟
◆台北市 102 年兒童及青少年諮詢代表
◆第 8 屆聯合盃作文國中九年級組全國首獎
◆ 2016 世界青少年領導會議
(HOBY World Leadership Congress) 台灣代表

我是個熱愛挑戰的女孩，絕不停下學習的腳

從小三跳級求學那一刻，就開始正式面對大

步是我的信念，只要有機會，那怕是需要奮力一

人世界的質疑跟不贊同，但我很清楚知道，這一

搏，就算是會失敗我都樂於去做。但在歷經風雨

步我站得很扎實，我確定自己有足夠的勇氣、自

後，坦然面對失敗的承擔和旁人的議論時，體悟

信、活力、責任與知識面對我的未來。

到唯有繼續勇敢負責面對困境，才能深刻體會與
背負不一樣的生命與使命。

勇氣冒險獎

活得精彩

感謝父母對我的栽培，讓我的學習與發展深
入多元，實踐夢想讓自己的視野不再侷限於書

沉浸於學習與探索的我，總有驚奇的發現與

上。面對外在的試煉，努力內化成豐富的內斂，

領悟，盡可能去嘗試，都是為了讓自己成為一個

當一切都準備好，等待的就是機會了，去淬鍊更

心靈堅強的人。真正強大的人，是只有不在意別

寬更遠的天。

人的評斷，堅持走在選定路上的人。要讓自己的

希望透過女兒獎，表達出我的聲音與想法，

視野走出不一樣的光彩，就是要勇敢嘗試，越是

懷著一顆簡單熱忱的心，慢慢地讓更多人的愛注

值得一走的路徑，越是免不了生活的接踵挑戰，

入對社會的關懷。

但我願意放手去走、活出屬於自己的精彩。

我來按讚
雨儂貼心謙和又早熟，不斷求知的精神與毅

淺淺微笑的背後，是無數個日子挑燈努力和

力，有自我超標的期許。團體中表現出超齡的組

承受一次一次失敗練習的成果，「讓自己有能

織領導活力，全方位努力的她，在許多競賽獲獎

力，照顧更多人 !」一直是她心中最大的動力，

中得到肯定。

此刻，我真的以擁有她而欣慰。
推薦人：媽媽 張意菁

評審的話
自我認知強且個性風格清爽，富有想法和

進，非常有自信與勇氣。

執行力，不畏他人不同的意見朝著想做的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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勇氣冒險獎
姓名／曾晨芳

學校／臺北市立第一女子高級中學

我的夢想是 My Dream

環遊世界，學習新知，開闊視野。

優秀事蹟
◆就讀國中時，榮獲突破逆境努力獎
◆國中畢業時，榮獲市長獎
◆高一參加寫億文化創意舉辦的新詩創作比賽，榮獲普獎

勇氣冒險獎

活得精彩
我是曾晨芳，從小因腦性麻痺，導致個性內

容在我成長的過程中不斷變換，唯一不變的是我

向偏自卑，不敢主動與外界接觸。但在國中慢

面對夢的態度：永遠抱著一顆赤子之心勇敢無懼

慢嘗試改變，上了高中後發現已比小學時進步許

地面對所有挑戰，不輕易屈服於困境，勇於突破

多，對自己肢體上天生不便的面對心態比以往豁

自我，開創新境界，即使進步的幅度緩慢到近乎

達許多，個性也變得比過去更開朗、外向，對自

看不到，也不輕言放棄，相信總有一天一定能達

己也更有自信心。

到夢想的彼方。

從小學校老師就常稱讚我非常有責任感，足

我想藉由環遊世界，謙虛地理解到自己的無

以擔當重任，會盡力將老師交代的事項做到最

知，並吸收新知，藉以開闊視野，想實現這個

好。為班上服務，可能有時有些事項是我一人無

夢想，就是盡力把書讀好，並在努力讀書的過程

法獨自完成的，我會適時主動請同學幫忙，一起

中不忘學習生活技能，盡力獨立把自己照顧到最

合力完成任務。

好，別讓父母操心，參加女兒獎，可以訓練我的

由於患腦麻，自小學習任何事物的速度都比
不上一般人，但內心一直有夢相隨，夢的具體內

膽量，讓我未來環遊世界時可以更無懼地面對未
知。

我來按讚
晨芳閃耀著生命堅韌不屈的耀眼，因為腦性

會領域書籍的她，由哲學到社會，由小說到散

麻痺的她，肢體不能運用自如，卻在班級競賽帶

文，始終勉力前行，關懷社會，也願意成為一顆

動唱中堅持與同學並肩作戰，動作雖不在節拍

奉獻的種子，發光發熱，這便是屬於晨芳的勇敢

上，仍奮力揮出每一拳。而課外大量涉獵人文社

冒險人生。

推薦人：師長 林琬茹

評審的話
從不一樣的起跑點自我突破做出努力，跨
出第一步加入人群勇氣可嘉讓人感動，態度正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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積極努力不懈，相信必能朝著自己的的夢想前
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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勇氣冒險獎
姓名／林

亘

學校／台北市立育成高級中學

我的夢想是 My Dream
讓世界看見台灣。

優秀事蹟
◆第 15 屆保德信青少年志工菁英獎 奉獻獎
◆家扶基金會 2015 年兒童人權記者會 高中生代表
◆ 104 學年度 獎懲委員會、 服儀委員會 學生代表及 103
學年度 班代大會副主席

我是個和善、愛笑的大女孩，樂觀熱情、努
力不怕困難，我寧可滿身大汗、筋疲力竭，也不
願虛度人生。

我們的社會更和諧。
每一天，我學習、我體驗，就像一只空瓶，
一點一滴，錯誤與挫折幫助我有如注水入湖，學

2014 年暑假第一次當起了背包客，飛到柬

習與體驗讓我慢慢發散出小小的光、小小的熱。

埔寨參訪吳哥窟；2015 年暑假，飛到蒙古青旅

我不會只是等待，滿溢的瓶是沒有聲音的，我要

打工換宿二十八天。在國際服務志工學習的領

我的瓶收納生命的光、傾洩溫暖的愛，在未來，

域，我已經去過泰北、柬埔寨和雲南，然後，我

你會看到我叮噹作響、多彩豐碩。

一心想將所見、所學轉而經營台灣在地的志工服

剛開始被質疑十五歲的小孩子懂什麼？到後

務。至今，2015 年參加了台東以誠帶人計畫、

來，更多人對我說 ，如果我十五歲時能有你這

2016 年入選台北醫學大學楓杏醫學青年服務團

種機會、能有你這種想法就好了！我想證明我的

澎湖服務隊，國二下學期，我參加「國際志工」

想法是對的，我努力的方向是正確的，如果獎項

招募，出發到泰國服務、滿載感動返台。我要趁

的光環能讓人們更看到我，能幫助我匯聚眾人之

著年輕努力體驗生活、充實自我，學習付出，讓

力以成城，那麼我就爭取它！

勇氣冒險獎

活得精彩

我來按讚
初次看到林亘酷酷的外貌下，是個勇敢挑戰

自助旅行，細心觀察不同的文化差異，親身體驗

自我、體貼他人，認真對待生命的女孩。任職英

不同的文化與當地人互動。回國後生動精彩的分

文小老師期間，認真負責、自我要求高、細心熱

享，讓我們彷彿與她共同經歷了一場又一場的冒

情。同一年單槍匹馬勇闖異地獨自規劃了兩次的

險。

推薦人：師長 賴宇玫

評審的話
有想法有執行力也有自信的女孩，活力又
幽默，也具備面對困難危險的能力，自主性強為

了自己的夢想而努力，期待妳朝著自己的夢想一
步步邁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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勇氣冒險獎
姓名／倪瀅恩

學校／國立臺灣戲曲學院

我的夢想是 My Dream

用生命點燃生命，用夢想複製夢想。

優秀事蹟
◆ 2016 特技環島散播愛執行者
◆ 2015 當我們同寨一起 柬埔寨志工旅行計畫執行者
◆ 2009 聽障奧運開幕表演者

勇氣冒險獎

活得精彩
十歲進入國立臺灣戲曲學院開始八年的學
習，一直以來我是個只懂得表演的女孩，直到家

不轉睛，三人看到老人笑容也跟著微笑，與老人
玩擊掌，帶他們玩轉盤子互動。」

庭與信仰帶我走向更廣闊的世界。我走出臺灣到

20 天三十一間養老院的表演，當我們行動

柬埔寨，又回到臺灣進行 20 天環島，因為這些

時，夢想真的開始被複製了。因為有勇氣我們

經歷，我開始相信其實我們能做的不只是表演，

才能一起環島表演，因為有自信我們才能站上

而是在每一個人的人生中上演一段充滿勇氣與激

三十一個不同的舞台，因為有責任，我們才能不

勵人心的故事。當別人知道我們的故事後，他們

負重望的完成每一次表演，從去年的志工旅行到

會發現其實自己的人生也可以一樣精彩，並走出

今年的義演，當我們真心想要完成夢想並行動且

屬於自己的路，期許我的故事能繼續精彩下去，

讓更多人了解我們的故事時，我發現我們的影響

其他人也會因此而繼續被感動著。

圈逐漸開始擴大。其實平凡的我們並不平凡，每

聯合報的網路報導上說著：「揮汗表演半小
時的軟功、轉毯、轉盤子及人體堆疊等特技雜

個人都可以成為築夢者，而我現正走在夢想的道
路上。

耍，精彩演出，讓坐輪椅老人及身心障礙住民目

我來按讚
瀅恩勇於自我挑戰，不怕辛苦與付出，她今

笑容，帶給他們溫暖。讓每一位爺爺奶奶的臉上

年參與女兒館圓夢計畫，要將自身的專長透過圓

都擁有開懷的笑容，也想向世界證明，不是只有

夢的執行，拜訪全台各地的養老院進行特技義

富有的人能夠做公益，只要願意，女孩們也可

演，且在結束後陪伴年長者，希望能替他們找回

以。

推薦人：朋友 洪泰陽

評審的話
活潑開朗且富親和力的女孩，熱情有心且
用自身的專業帶給世人快樂，用行動力去服務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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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長輩，建立良善美好的正面能量。

2016 女兒節手冊

勇氣冒險獎
姓名／陳邦媛

學校／龍門國中

我的夢想是 My Dream

募到的頭髮可以繞臺灣一圈。

優秀事蹟
◆ SOC 保德信青少年志工奉獻獎
◆台北探索館導覽小志工
◆台北愛樂少年樂團團員

我喜歡聊天，也喜歡做有感覺的事，像是在

捐髮助癌友」的活動，是我和一群姊姊共同發起

台北探索館擔任導覽小志工、到醫院義演、上雪

的活動，為了幫癌症病友募集製作假髮的資金，

山主峰為癌症病友募款、為了保護石虎棲地種植

我背著自己的登山用具及海報，登上臺灣第二高

「石虎米」等，這些特別事件的背後，有強大的

峰：雪山，在主峰拍下重要的照片，並且發下宏

家人支持。媽媽是個國文老師，總把「誰說我不

願，希望募集來的頭髮可以繞臺灣一圈！就算最

行」這句話掛在嘴邊。所以，年過四十的她，跟

後不能實現，但期盼引起更多人的共鳴並替癌症

著朋友划龍舟、登雪山，還堅持帶著全家自助單

病友挹注更多的資源。

車環島；爸爸是陪著我圓夢的人，九歲時就和爸

希望藉由「Formosa 女兒獎」來宣傳我對「千

爸泳渡日月潭；弟弟雖然小我四歲，但他單車環

鈞一髮，還好有你，捐髮助癌友」的想法及理念，

島、登上雪山主峰，對他而言，都是充滿回憶又

這樣，一定會離我們將募集來的頭髮繞臺灣一圈

有趣的事。

的願望越來越近。

我目前最渴望實現的夢想，就是替癌友募集
頭髮及製作假髮的資金，「千鈞一髮，還好有你，

勇氣冒險獎

活得精彩

不論是哪件事，只要是值得做的事，我相信
我會一直做下去。

我來按讚
邦媛是個溫暖且特別的孩子，自小就熱愛挑

面對群眾是她最不擅長的事，但為了甄選努力背

戰且很有自己的看法，像是泳渡日月潭、登雪

稿、練習，最終克服了困難。另外在騎單車環島

山、單車環島等。記得過去甄選台北探索館的導

時途中受了傷，但堅毅的她在寒流大雨中還是堅

覽小志工時，只要上臺就緊張臉漲紅結巴的她，

持騎完全程。

推薦人：媽媽 吳慧貞

評審的話
說話大方且應答流利，對捐髮活動侃侃而

貴。

談，年紀雖小但有愛心並身體力行，很難能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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勇氣冒險獎
姓名／趙珮雅

學校／臺北市立第一女子高級中學

我的夢想是 My Dream

披上白袍結合科技網路，性別不設限，號召社群力量幫助
弱勢身心靈。

優秀事蹟
◆ 2014 台灣區多益志工獎學金混齡組
◆第 16 屆保德信青少年志工獎 傑出志工獎 ( 前 25 名 )
◆第 2 和第 3 屆台北市政府社會局兒童及少年諮詢代表

勇氣冒險獎

活得精彩
讀萬卷書不如行萬里路，曾經跨齡組隊參與

需求並記錄他們的文化教育發展之中，讓我深刻

海外志工活動，離開舒適圈去柬埔寨睡黃土紅磚

體認到教育與醫療觀念對年幼學員的影響相當深

地板，並運用英語來進行電腦、醫療教育和課輔

遠，比我年長或同年的偏鄉學員往往因為不同的

的工作。

生活經驗和教育，在在影響了日後的選項。

偏鄉教育一直是我專注的議題，海內外從適

然而海外志工活動往往需要自付機票等交通

齡學童到失學青少年皆有。我積極參與教育議題

費用，在我的積極爭取下曾得到台灣區多益志工

的研討和擔任國家教育研究院愛學網的小顧問，

獎學金 10 萬元；及獲得台塑六輕工程師在網路

希望藉由網路教育和公有資源來為偏鄉教育解燃

社群平台上的宣傳，得到二手電腦的募集，台灣

眉之急。另外也擔任公務單位義工，希望能由各

無國界工程師協會也一同出手相助，當初的感動

個視點或角度來看兒童及青少年們權利與義務以

難以形容言喻。

期找到最佳出口。
因為參與志工服務，讓我更加認識國內外的
偏鄉需求和文化差異。在了解海內外偏鄉社區

期許自己成為無國界醫師，為海內外偏鄉義
診並替教育資源缺盡一份心力，達到醫身醫家，
跟著台灣走入國際偏鄉服務。

我來按讚
珮雅曾在國二階段抗議建國中學校長，並陳

跟班經驗下，在國三畢業展開跨齡組隊與海外志

情性別平等應該由建北男女合班做起。如此勇氣

工服務。為海外偏鄉募集二手電腦、爭取多益志

與自信讓生於傳統教育年代長輩自嘆弗如。

工獎學金，都在有限的時間與空間下與團隊共同

一路以來持續成長和努力，國內教育志工的

評審的話
結合自身志工的觀察和體驗，自我突破且
在當志工與服務的同時確立了未來目標，期許自
己未來朝向無國界醫生的目標前進，能夠這麼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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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都充分展現熱忱與負責。
推薦人：媽媽 李雯君
輕便設定好自己的目標，若持續努力一定可以發
光發熱，做出很好的貢獻。

2016 女兒節手冊

勇氣冒險獎
姓名／陳妍姍

學校／臺北市立仁愛國民中學

我的夢想是 My Dream
不要小看自己的力量！

優秀事蹟
◆臺北市 103 年度國民小學多語文學藝競賽
南區布農族語歌唱組第一名
◆臺北市第 48 屆中小學科學展覽會
國小組生活與應用科學科特優獎
◆臺北市大安區仁愛國民小學 103 學年度畢業生市長獎

我所擁有的是從小來自家庭的愛與鼓勵所轉

參賽是自我實現的一種方式，原住民歌唱比

化出來、強力支持我努力往前的「勇氣」，有了

賽、臺北市科展、英語話劇、中英文演講、台

這份勇氣，我得以有多元發展的機會，勇敢突破

電環保話劇競賽、微軟幸福提案等，在準備過程

每次全新的挑戰。

中，我總是積極投入並挑戰各種可能，就算遇到

我參加過很多比賽，這些比賽都讓我一次又
一次的挑戰自我。印象最深的一次是小學高年級

勇氣冒險獎

活得精彩

困難與瓶頸，也會想盡辦法、使出全力，衝過重
重關卡，突破、實現並認識自己。

時，挑戰難度甚高的原住民歌唱比賽，媽媽笑說：

對我來說，每次的嘗試不管成功與否，過程

「妳從來沒學過原住民語言，也不懂唱歌，怎麼

中我都全力以赴，並且像海綿一樣，不斷吸收各

會做出這麼有趣的決定？」我回答：「全班都沒

種經驗，不斷累積各種能量。在將來，無論何時，

有人參加，我想為班上榮譽試試看！」在揣摩語

有需要我的力量的時候，一定有機會展現，千萬

言又要自己寫譜、「無師自通」的困境中，經努

不要小看自己的能力。成功，不就是給隨時準備

力與奮力過後取得台北市南區第一名的榮耀。我

好的人嗎？

想任何事就是這樣，「做！就對了！」

我來按讚
在妍姍身上所能激盪出的「勇氣」，有時連

和從不劃地自限的精神值得驕傲。隨年紀漸長，

身為大人的我們也非常敬佩。對於她不熟悉、不

妍姍也能較從容的面對壓力與挫折，希望未來這

一定原來擅長的項目，她不但不畏懼，還在勇敢

些都轉化成她不斷前進的能量，在社會上貢獻出

參加後卯足百分之二百的力氣準備，她的企圖心

「從不小看自己的力量」！

評審的話

推薦人：媽媽 陳芝慧

年紀雖小但表達能力與想法成熟有主見，
有多方嘗試的好奇心與學習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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勇氣冒險獎
姓名／林庭伃

學校／倫敦美國學校

我的夢想是 My Dream

成為傑出的經濟學家和企業家，提升台灣生活品質達到世
界頂級的水準，更要預防環境汙染，讓台灣成為美麗島。

優秀事蹟
◆發起愛心公益活動：好書買一送一，送好書給偏鄉學生
◆為避免環境汙染，設計出〈自動換油機〉
榮獲許多國家的專利
◆榮獲荷蘭海牙國際高中壘球賽銅牌

勇氣冒險獎

活得精彩
我出生在貧苦但充滿愛的家庭，阿公不懂財

商，拓展大陸和東南亞市場，還獲得國防部最新

務管理，投資房地產失敗，背負龐大債務，爸爸

的標案。另外，為取得更好的技術，幫助爸爸翻

當擔保人幫忙還債。爸爸不向命運低頭，和媽媽

譯英文，代工英國第一大廠 BP 的機油。

開了一間潤滑油製造廠，辛苦工作。有次黑道兄

當產品越賣越多，回收的機油空瓶也堆積如

弟到家裡討債，我挺身保護爸爸並告訴他們我願

山，不但要花費用處理也影響環境。看到加油站

意幫忙償債，他們嘲笑我。這激發我的鬥志，告

能直接對汽機車加油，提出自動換油機構想，我

訴爸爸我們可以讓公司的產品賣到全世界。

聯絡很多國外廠商，獲得關鍵技術的支援，完成

透過爸爸客戶的推薦，進入國際中小學就
讀，小四就當媽媽翻譯助手，國中時更擔任公司

了自動換油機，不但設置在大賣場還深入校園，
讓學生用最優惠的價格更換機油。

秘書。期間為了幫爸爸從新加坡訂購原料，我苦

目前夢想是幫助爸爸將公司業務拓展遍及歐

練英文加強口語能力，讓自己能直接和大廠的業

洲，甚至於全世界，並成立保護地球環境的基金

務用英文溝通，後來更用英文幫爸爸到海外招

會，號召更多人投身環境的保護。

我來按讚
庭伃是位正向和樂觀的女孩，待人隨和卻有

公司到歐洲發展。女兒獎最可貴的核心精神，就

奮發向上的意志和堅強的動力，她並勇於面對挑

是鼓舞台灣的女兒奮發向上，庭伃不只是我乖巧

戰，當她決定到英國就讀高中時我並不意外，因

懂事的好女兒，她在逆境中追求成長的歷程，值

為她一向對英文有高度的熱忱，還希望未來能讓

得成為台灣女兒的榜樣。 推薦人：爸爸 林新翔

評審的話
想法傑出具國際視野，家庭也相當團結，
是個思想早熟，眼光遠的女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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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理科技
入圍者簡介
數字遊戲與實驗室是男生的專利嗎 ?
一點也不 !
亦有著傑出的表現與強烈的興趣，
在萬花筒世界中，
對於任何微小事物都充滿了好奇，

數理科技獎

「Formosa 女兒獎」的女兒在數理科技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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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文心 學校／臺灣師範大學附屬高級中學
我是女生 我的夢想是 My Dream
成為小兒科醫師，為病童服務。

優秀事蹟
◆全國科展第 56 屆化學組佳作
◆全國科展第 53 屆數學組佳作
◆九九文教基金會全國高中數學競賽ＴＲＭＬ北區二等獎

數理科技獎

活得精彩
國中時很幸運遇見兩位恩師，帶著我闖蕩全

的基礎必定來自大量汲取知識，曾參與 2013 年

國科展數學組獲得佳作，雖不是大獎，但研究的

諾貝爾生理醫學獎得主 Randy Schekman 的講座、

過程中，知識碰撞所激盪出的火花，點亮了我的

吳健雄女性科學營、台灣科學會生物科技研習

科學魂，成功考上師大附中科學班，從此科學與

營，多場大師的講座使我獲益良多，並更堅定

我的生命締下了不解之緣。

地走在科學這條道路上。

就讀科學班的兩年來，不僅僅發揮所長，

身為一位科學人，我仍懷抱對人文的關懷，

科學班嚴密的訓練，更使我獲益良多！獲得 105

參加與蔡英文總統面對面的論壇，參與辯論活

年高中數學競賽 TRML 北二等獎之外，並通過

動，討論時事議題，也回饋社會參與國小服務

105 年全國科學班的資格考，高三將到陽明醫學

學習，陪小朋友一起咀嚼知識，到養老院擔任

院先修大一普生、師大先修微積分及普化。除了

一日志工。而我參加許多有關性別議題的講座，

汲取學識以外，我每週也會花費四到八小時，到

先藉由深入了解各個性別在社會上的處境與困

台北醫學大學從事奈米金及人體一些癌症的相關

難後，努力尋找機會，在各個平台為他們發聲。

研究，並在今年的全國科展中獲得佳作。而研究

我來按讚
文心在具高度自主性與男生為主的班級，高

的研究主題「如何非侵入性的快篩子宮頸癌」，

一就獲得同學認同成為班長。科學班功課相當繁

也是她應用所學想要服務社會、照顧女性的最佳

重，尤其高一至高二已在台北醫學院從事科學研

寫照，對人的關懷，是她個性上的一大優點。

究，常在實驗室待到晚上八、九點才回家。而她

推薦人：師長 陳忠城

評審的話
具有專業的訓練和知識的充實，專題研究
已有一定深度與成果，並有樂觀、進取、自信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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勇氣之特質，期待她的研究成功上市，造福女
性。

2016 女兒節手冊

數理科技獎
姓名／謝允涵 學校／基隆市立武崙國民中學
我是女生 我的夢想是 My Dream
幫助需要幫助的人，讓他們的人生因為我有一點不一樣。

優秀事蹟
◆基隆市 104 學年度國民中小學科學展覽
國中組生物科 - 優等、最佳創意獎
◆教育部國教署亞太科學資優學生論壇 (2016)
台灣學生代表

閱讀、寫作、音樂及科學研究是我最喜歡的

如願進軍全國賽，令我有些難過，但有最佳創

事情。因受到一本講述科展背後奮鬥故事的書啟

意獎及優等獎的肯定還是值得高興，畢竟所有

發，讓我開始嘗試科學研究，小六開始做科展，

實驗及分析的方式都是我們獨創的。

初嘗做實驗的樂趣和小小困難；國二因颱風發想

目前我非常渴望和更多不同背景的人做朋

了「植物在不同風力下的擺動模式」研究題目，

友，在參與了亞太科學資優學生論壇後，認識

由於野外實驗，又必須在東北風強勁的寒假進

了很多不同國家的朋友，讓原本個性有些內向、

行，記錄著數據，有時還得冒雨完成實驗呢！

不擅交際的我感受到結交朋友的快樂，也開始

在分析數據、撰寫報告的時間壓力下，我體

想要努力加強自己的交際能力；我積極地參加

會到了「廢寢忘食」的境界，不過疲累的只有身

各種活動，並努力的學習英文、突破自己的內

體，每天做研究的生活對我來說是很快樂、充實

向，而參加 Formosa 女兒獎甄選，讓我將有機

的，在過程中我的電腦和數據分析能力提升非常

會透過活動認識更多不同的朋友，所以希望能

多，對於這一領域也變成了專家！雖然最後沒能

獲得認識許多傑出女孩的學習機會。

數理科技獎

活得精彩

我來按讚
允涵對科展的興趣緣起於一本介紹學生科展

都非常認真戶外調查，更於今年獲得亞太資優學

的書，小六時為達成夢想，主動召集同學參加科

生論壇代表，獲平面媒體報導。允涵個性正向積

展，初出茅廬的他們獲得物理組甲等。進入數資

極，很清楚自己的目標，相信未來也在她的掌握

班後，更全心投入科展製作，無論寒冬或酷暑，

之中，加油！

推薦人 : 媽媽 侯貴圓

評審的話
觀察環境、思考研究、動機十分好，具有

指導和引導，持續努力，必能看到更佳的成果。

研究的精神、認真的態度，實驗設計有待專業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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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理科技獎
姓名／賴汶妤 學校／宜蘭縣立員山國民中學
我是女生 我的夢想是 My Dream
成為加強現今人們對環境保護意識的推動者。

優秀事蹟
◆ 2016 全國風能與海洋能創意實作競賽季軍
◆ 105 年度中小學科學展覽會國中組第二名
◆宜蘭縣第 6 屆青少年發明展第三名

數理科技獎

活得精彩
宜蘭風景十分美麗，從小父母便帶我去接觸

展 ( 研究自然災害救災設備 )、參與能源科技創

大自然，過程中我不斷提問以及探究，父母並不

作 ( 波浪發電 )，讓我學到了不同的知識，更對

因我是女生，而將我和弟弟有所區分。還記得某

環境與能源永續擁有較正確的態度；還學到許

位國中老師來國小推廣科學與能源教育，是我第

多能源科技知識，和許多較不傷害環境的發電

一次接觸系統性的科學知識，從此就愛上科學。

方式，這幾年並找尋新的發電方法。

國中加入科學研習社，開始科學主題探索，舉凡

現階段，我想告訴社會，女生的能力不會

科展、發明展、能源科技競賽，只要一有比賽我

比男生差，參加女兒獎，不僅僅可以讓大家重

就會參與，這些年從未間斷。

視女生們的能力，也能發現環境以及能源科技

多年來跟著老師研究溫差發電，花了整整兩

的重要，進而不傷害我們所居住的這片淨土。

年時間學習相關知識 ( 參加能源科技營隊 )，製

同時我想要了解自己是否已具有足夠的能力追

作相關裝置 ( 假日實作 )，修改適當配置法 ( 小

求環境大夢─用我的力量去守護宜蘭這片淨土，

組討論 )，最後成功地讓裝置產生電、參加發明

環境教育與能源永續應該是顯學，應該被關注。

我來按讚
汶妤是個積極的學習者，對於數理科學的求

作融入國語文競賽及環境與能源議題與課程等，

知與相當高。員山鄉數理學科與能源教育等資

都能全心投入且表現不錯。汶妤若能夠獲得此獎

源相對於市區學校顯著不足，但汶妤無論在科學

項，將更能激勵同儕更進一步用心於「數理科

展覽相關主題研究、發明展的物件創作、自然寫

技」學習。

推薦人：師長 吳宏達

評審的話
小小年紀就關注環境議題，研究在地本土
連結，關心能源與環境問題，「勤能補拙」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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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理科技獎
姓名／王采函 學校／明道中學
我是女生 我的夢想是 My Dream
成為一名優秀的精算師。

優秀事蹟
◆ 2015/2016 全美中學數學分級能力測驗 AMC10A
成績達全球前 2.5%，各獲榮譽證書乙張、勳章乙枚
◆ CIMC 青少年數學國際城市邀請賽〈中國吉林〉
個人賽 / 團體賽各獲銅牌乙面
◆ 2011~2015 年 IMC 國際數學競賽〈新加坡總決賽〉
共獲 1 金 1 銀 3 銅獎

從小就接觸到數學和英文，也培養出對數學

程度只算中等，所以便沒有打算要報名，但有

的好奇心。長大之後，只要接觸到更有深度的題

位家長向媽媽提議說可以去試試看，就算沒有

目或是公式，我都會想要把它的前因後果弄得一

得獎也不會怎樣啊！因此我就報名了，也出乎

清二楚，沒有打破砂鍋問到底絕不罷休。

所有人意料地得到了三等獎，三等獎雖然沒有

小時候曾插班到一間玩數學的補習班，當時

非常好，但它也為我開啟了「數學」這一條路。

舊生們已經學會的東西我還沒學到，因此我反應

不久前，我找到了夢想，希望自己能成為

會比其他人慢一些。在一次下課中，無意間聽到

一名精算師！我要更深入了解這份工作，並學

一位家長說：「這個新來的小孩怎麼這麼笨，反

習成為精算師所須擁有的能力，像是英文寫作

應慢，最後答案還錯！」我下定決心一定要比其

能力和口說能力。這次報名女兒獎的甄選，當

他人更努力，一段時間之後，我成功地趕上了他

然對我未來的夢想有幫助，先撇開會不會得獎

們的進度。小學四年級時，補習班裡面的同學都

不說，在報名的過程中，我已經再次訂定人生

在報名「奧林匹克數學競賽」，但因為那時我的

的方向，也找回了自己的價值。

數理科技獎

活得精彩

我來按讚
采函之所以優秀，是因為她對生活常保熱情

升高一的暑假，采函征戰三個國際競賽，分別獲

與活力，對自己的夢想更能堅持追求。采函在

得：IMC 國際數學競賽國三組金牌，2015 青少

數理方面的天賦自國中便嶄露頭角，常代表學校

年數學國際城市邀請賽銅牌，以及 WMI 金牌。

征戰國內外數理競賽的她，在眾多高手雲集的隊

推薦人 : 師長 胡惠琄

伍中常是萬綠叢中一點紅。值得一提的是，國三

評審的話
思緒清晰，條理分明，喜愛數學且能協助

相信會有成就的。

同學做創新學習，未來在科學研究上能更潛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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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理科技獎
姓名／黃詩羽 學校／馬禮遜美國學校
我是女生 我的夢想是 My Dream
成為一位傑出的女科學家。

優秀事蹟
◆ 2016 聯合發表科學論文於國際知名聚合物期刊
Biomacromolecules
◆ 2016 美國大學入學測驗 ACT 滿分 ( 英文閱讀，寫作，
數學，科學 )，全球 192 萬考生只有 1598 位獲此殊榮
( 前百分之 0.08)
◆美國數學競賽 (2015 AMC12) 成就獎、傑出獎

數理科技獎

活得精彩
我排行老大，從小和弟弟即養成廣泛閱讀的

習神經科學、基因學、腫瘤生物、數論、分析

習慣，小說、科學雜誌、其他課外讀物，無所不

幾何等，並在美國教授指導下，完成兩項研究

翻，漸漸地從閱讀科學小百科，小牛頓，牛頓雜

計畫，發表一篇論文，使我眼界大開，熱愛科

誌，發現雜誌和科學人雜誌，培養了我對科學發

學研究與探索。回到學校和志同道合的同學組

現的興趣。

數學社團，互相切磋鼓勵。

有一年，父親帶我們拜訪他攻讀美國博士學

眼前，我最大的目標是進入大學醫學工程

位的指導教授，還到他當年的實驗室參觀，從此

系所，希望以後能有石破天驚的研究成果和發

我立志也要成為一位科學家。於是，每年國中至

現。進入大學後，除了修習醫學工程相關課程，

高中暑假，我獨自前往美國，讓生活沈浸在科學

也會積極參與教授的研究計畫，提高視野，並

和數學營的研究世界中。美國大學的暑期營隊，

和志同道合的同學組成團隊，以激發創造力。

讓我接觸到許多學校正規課程以外的知識，實驗

報名「Formosa 女兒獎」甄選，重新審視自己，

研究，也結交了非常多優秀的朋友；我也先修許

確認目標，看清未來的路，且可結交到志同道

多大學課程，國中開始每年均到美國各大學去修

合的朋友。

我來按讚
詩羽課餘經常主動召集同學參加各類數學比

最先進生物工程科技產品，且在國際前五大科學

賽，在學校成立數學研究社，樂於分享心得和同

著名雜誌發布有關論文。此外，她也懂得回饋，

學一起探討數學。每年暑假，更積極單獨前往美

參加台灣山地義診活動，更遠征菲律賓及尼泊爾

國大學參加科學營、數學營，並突破萬難研究出

的山區。

評審的話
學習多元豐富，感受到其對數理科技領域
的熱忱，相信未來能成為優秀的女科學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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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薦人：師長 李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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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理科技獎
姓名／周凱齡 學校／私立嘉華高級中學國中部
我是女生 我的夢想是 My Dream
讓世界上所有的動物都健健康康生活在這美好的世界。

優秀事蹟
◆雲林科技大學「 2015 師生創新圓夢計畫 ~ 聚集創造巨星」
未來發想區銀獎及未來之星獎
◆雲林縣第 53、54 及 55 屆公私立國民中小學科學展覽會
國小組地球科學第一名、化學科第二名及生物科第一名

我對數理充滿興趣，從小學便積極參加跟數

的獸醫生活完全不同的體驗，知道獸醫在學會

理有關的競賽。小四便連續三年參加科展，第一

治療技術之前，要先了解動物的生理結構，且

次是用豆類做地層褶皺的研究，獲雲林縣科展國

必須解剖動物，由於那裏是鯊魚研究中心，所

小組地球科學科第一名；第二次利用酸鹼滴定法

以我第一次動手解剖的便是鯊魚，學到不怕血

研究油炸後油品之變化；第三次為研究逐漸消失

的膽識和操刀的勇氣也是當獸醫所必備的。

的蜂群，在校園種植花草，釘製蜂箱，養殖義大

小六那年至德國漢諾威看世界最大的國際

利蜂，冒著被蜜蜂叮咬的風險，研究女王蜂、工

畜牧展，展場之大，內容之廣，科技之先進，

蜂、雄蜂的生態行為，並遠赴宜蘭大學請益台灣

顛覆了我對畜牧業是落後產業的想法，更堅定

蜜蜂權威陳裕文教授。

我對獸醫這個職業的嚮往。報名女兒獎甄選是

在爸媽的支持下，我養過螳螂、蠶寶寶、倉

因為以往獸醫多半是男性的天下，我要證明我

鼠、小狗和鸚鵡等，並興起當獸醫的念頭。為了

雖然是女生，雖然才國二，但我終有一天能實

確定志向，媽媽特地在小五那年幫我報名德州農

現當個仁心仁術獸醫的夢想。

數理科技獎

活得精彩

工大學的生物夏令營，在那裏經歷了與原先想像

我來按讚
凱齡是位多才多藝的孩子，從靜態的樂器到

樂觀積極，不怕挑戰，擔任幹部，指揮也具有大

動態的熱舞，加上又能兼顧學業，參加科展及話

將之風，私底下又常擔任志工，扶幼敬老，熱愛

劇為校爭光，對於她的自我要求、時間管理及抗

生命，還養了許多小動物！符合 Formosa 女兒特

壓性深表讚許。從旁觀察她的人際關係，她總是

質，凱齡絕對當之無愧。 推薦人：師長 林俊男

評審的話
用感恩的心回饋家、社會對她的栽培，能

學習歷程，將有助其成功。

集合父母之特色融入未來之理想，無論國內外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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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理科技獎
姓名／林佳妤 學校／國立臺南女子中學
我是女生 我的夢想是 My Dream
當一位伸張正義為含冤莫白的人出聲的檢察官。

優秀事蹟
◆ 2016 台南市市長科技獎
◆ 2015 中華民國第 55 屆中小學科學展覽
國中組化學科佳作
◆ 2015 台南市第 55 屆公私立國民中小學科展
國中組化學科第一名及最佳鄉土教材獎

數理科技獎

活得精彩
我的座右銘是「專心做一件事並從中得到快

進展的挫折，又一次次地從挫敗中重新站起，

樂」。著重做事情的態度和每一件事的過程，享

才有了這次的成果。過程中，為了科展流下好

受從每件事情的過程中所得到的成就感和經驗，

多汗水和眼淚；為了科展第一次看了一堆外國

喜歡參加不同的活動累積不一樣的歷練，讓自己

文獻，只因為要了解胺基酸的結構與性質；為

從中學習變得更好，而參加科展就是其中之一。

了科展每天揹著很重的化學實驗書走來走去，

當得知科展題目「壺底『糊塗』─藤壺黏著

只因為要更加熟悉每個化學實驗的過程和做法。

劑的探討」一次得到兩個獎項的好消息時，腦

淚水和汗水交織的過程將是我最珍貴的收穫。

中浮現暑假在澎湖為了拔藤壺而摔了一大跤的畫

我未來想考上法律系，當一位為正義發聲、

面，就從這個摔跤開始有了一連串艱辛的過程。

幫助社會大眾的檢察官，而未來我會更充實自

無數的假日我婉拒同學們出遊的邀約，犧牲和家

我、吸取新知，以達成我的夢想。這次參加女

人相處及休息的時光，到科學中心一次次地重複

兒獎的甄選活動覺得非常有意義，所以我極有

做實驗，忍受一次次地報告被退或實驗失敗毫無

意願參加這個活動。

我來按讚
在一次科學活動中，佳妤從動手玩科學玩出

得化學組佳作，奠定對化學的興趣。我看見佳妤

興趣，從此就走入科學道路。在指導之下，佳

雖忙於會考，但對科學念念不忘的神情與那份態

妤嘗試各類科學主題研究，在國二對「壺底【糊

度，才是讓人動容的。

塗】」藤壺黏著劑的探討中，走訪海邊採集，探

推薦人：科展指導老師 陳守仁

索藤壺黏液，榮獲南市第一，代表參加全國賽獲

評審的話
從生活中觀察到特殊現象而引發研究興趣，
具有創新研究之精神，且從小六持續至高中，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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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理科技獎
姓名／蔡佳穎 學校／國立臺南第一高級中學
我是女生 我的夢想是 My Dream
成為一位帶給世界幸福與希望的醫師。

優秀事蹟
◆ 2016 年台南市公私立國民中學
數學競賽資優組金牌第一名
◆ 2015 年國際東協加三代表隊資優科學競賽銅牌獎
◆ 2014 年經濟部國際貿易局台北國際發明展銅牌獎

沒錯，我就是喜歡數理，很多思考都是在騎

的，至今我仍覺得還有很多的挑戰，每往前走

腳踏車時想出來的，很多天馬行空的想像，都是

一步，就離夢想更近一些。我的夢想是成為一

在等公車時看著人群熙來攘往產生的，有時連飄

位帶給世界幸福與希望的醫師，平易近人造福

過的空氣都會是一種發現。

人群，當一位有溫度又有暖度的人。在學習數

對數學的熱情是一種力量，在準備市長盃數

理科學實作和報告的過程中，正一步一步腳踏

學競賽的過程中，從初賽複賽到決賽，一路上，

實地朝我的夢想實現中，天馬行空的無限想像

女同學紛紛中箭落馬，我想展現女孩也有很強大

力，勤奮的研究能力，敏銳的思考能力，實作

的數學能力，每晚在書桌前算了又算，有時候

動手的執行力，是我認為可以實現夢想的最重

為了解一題證明，花費一個小時以上自然不在話

要特質。今年七月至小琉球偏鄉服務時，發現

下。這段期間，累了吐了大哭了，勇氣與自信讓

個人的力量是不夠的，還是要有一個知名的平

我堅持下來，一本書又一本書的翻閱，興奮地終

台為弱勢發聲，報名 Formosa 女兒，我想肩負

於解出答案，這時竟已經接近天亮時分。

這樣的使命，築夢踏實。

數理科技獎

活得精彩

能夠得到全市最高分是不斷學習累積而成

我來按讚
佳穎每堂課總是全神貫注地學習，每一份資

似浪漫的小女孩不凡數理能力。佳穎對改善弱勢

優生的延伸作業，總是細膩而豐富的完成，邏輯

族群的生活特別用心，總能導入科學解決問題，

推理能力強，善用圖像分析，逐步踏實的態度讓

她的研究創意在國際發明展中獲獎，足以肯定她

她拿下市長杯數學競賽的最高分，也驗證這個看

的親自動手操作能力。

推薦人：師長 陳亮君

評審的話
堅持自己的理念與理想，不僅數理優秀，

學習，為他人付出，值得嘉許。

更多才多藝，能「不忘初衷」努力投入精力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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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能運動
入圍者簡介
汗水、淚水交織而成動人樂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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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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能運動獎
姓名／方韻華 學校／埔墘國民小學
我是女生 我的夢想是 My Dream
全方位藝術家。

優秀事蹟
◆ 2016 年新北市學生舞蹈比賽個人現代舞優等第一名
◆ 2015 年全國學生舞蹈比賽個人現代舞特優等第一名
◆ 2014 年新北市學生舞蹈比賽個人現代舞優等第一名

從小我就喜歡跳舞，學過的才藝有舞蹈、愛

103 年度全國舞蹈比賽在新竹文化中心舉辦，

樂合唱團、鋼琴、繪畫、也拍過微電影和公益廣

帶著大大小小的道具終於進入這個大舞台，我

告。

不敢想像失敗的滋味，只有全力以赴，爸爸說：
參加 103 年度新北市學生個人組現代舞蹈

「不要給自己太大的壓力，只要拿出態度來即

比賽，得到優等第一名，代表新北市中二區進入

使甲等，在爸媽眼中你就是最棒的」。我深深

全國賽，我猶如在夢中一樣不敢置信，爸媽老師

受到感動，到了公布 103 年度全國學生國小個

也都驚訝的喜出望外，在頒獎的時候，我忍不住

人組現代舞蹈比賽成績，我得到特優第一名，

流下眼淚，回想在比賽前集訓練習的過程中，好

所有辛苦都在歡樂的淚水中得到解脫。

幾次因為高難度的技術練習而受傷，甚至連腳趾

我目前渴望實現的夢想是「Formosa 女兒

指甲都掀開了，當時只有忍著淚水而不敢表現出

獎」，我希望拿出我參加個人舞比賽的態度，

來，深怕爸媽會擔心。尤其爸爸因為鼻咽癌還在

以及勇敢不畏懼的精神，來爭取這次「Formosa

長期治療中。而老師也因此更加腦力激盪為我量

女兒獎」，若是夢想成真，也是在我人生旅程

身訂做更完美的舞蹈。

中，畫下一道美好的回憶。

體能運動獎

活得精彩

我來按讚
韻華是一位讓老師驕傲與推薦的女孩，對舞

殊榮。面對來自全國第一名的佼佼者，小小年紀

蹈的堅持與毅力，讓師長和同學都深為佩服效仿

的她承受代表新北市出戰，高壓嚴苛接受訓練，

學習。四年級參與新北市舞蹈比賽榮獲優等第一

從未聽過有抱怨與放棄，願活潑樂觀的韻華，擁

名，接著代表新北市參賽全國現代舞亦榮獲特優

抱汗水後的芬芳！ 推薦人：師長 蕭淑瑾

評審的話
台風穩健，有獨立的想法，期待韻華在舞

向自己目標邁進。

蹈上繼續堅持下去，持續發光發熱，並找到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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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能運動獎
姓名／康家維 學校／臺北市立信義國民中學
我是女生 我的夢想是 My Dream
讓民俗體育站上奧運殿堂。

優秀事蹟
◆ 2016 年 Formosa 國際扯鈴大賽青少年女子個人組第一名
◆ 104 學年度全國中正盃民俗體育運動錦標賽
國中女子個人第二名
◆教育部體育署 104 學年度全國各級學校民俗體育競賽
國中女子個人舞臺賽特優

體能運動獎

活得精彩
我的家庭溫暖又開明，從小父母都不會限制

演出看到大家驚訝的表情，以及拍紅的雙手，

我們，也很樂意讓小孩嘗試各種活動，才讓我

心裡真的好開心感動許久，我們終於讓台灣的

能勇敢的去闖。三年級參加扯鈴招生考試，很慶

民俗體育在國外完整呈現了，所以，只要有發

幸我進入扯鈴隊，練習佔去我大部分的時間，但

揚民俗體育的各個活動，我都不想錯過任何機

我學會了時間管理，在有限的時間內，把課業及

會，我把吃苦當成吃補，因為這些挫折會變成

扯鈴盡量都兼顧到，團隊比賽中有團體賽、雙人

我邁向成功的必經階梯。自從接觸扯鈴之後，

賽，團體賽考驗的是大家的默契以及團隊精神，

我的生活圈除了扯鈴還是扯鈴，一直有個夢想，

雖然練習時間又比個人賽更耗時，但練習過程中

希望台灣的民俗體育在國際間發光發熱。

我學到的團隊精神以及向心力是無可取代的。

每場的表演及比賽都會花費不少時間與體力

去年，我們團隊順利甄選上台北市青少年民

去練習，我始終認為這些的辛苦過程和結果是

俗運動訪問團，代表台灣到美國各地表演，除了

成正比的，每當我克服了一場表演或比賽，就

華僑之外，還有很多外國人來看我們表演，每場

代表我又往成功前進了一步！

我來按讚
家維是一位我樂意推薦的好女孩，曾參加臺

得佳績，家維並不因練習扯鈴而影響課業，反而

北市 104 年青少年民俗運動訪問團，代表台灣

更懂得管理時間，在課業上都能名列前茅。家維

到美國各地表演，在表演中綻放自信的光彩。多

心地開闊、勤於學習、勇於挑戰新事物且能堅持

次參與舞鈴劇場的演出，在全國性的比賽屢屢獲

所選。

評審的話
以扯鈴運動展現自信及活力，實現自我目
標，將競賽及表演活動融入團隊合群，共心協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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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薦人：師長 游碧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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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能運動獎
姓名／何思嫺 學校／臺北市立南湖高級中學
我是女生 我的夢想是 My Dream
破除性別刻板印象。

優秀事蹟
◆中元節水燈遊行最美麗隊伍之稱
◆校內 100 米短跑第二名
◆校內跳遠第一名

我曾經擔任過布袋戲社社長，田徑隊隊員，

我目前最想做到的事就是破除性別刻板印

桌球社社員，熱舞社副社長，排球社社長，羽球

象，從小我就一直聽到大人說女生要溫柔，要

社社員，儀隊活動長，擔任每一個社團幹部也都

文靜，不要總是跑跑跳跳的。多學一些樂器，

盡心盡力，用我所學的知識去引領我的團隊走向

不要光練體育，沒有前途，說女生是無法站在

更好的結果，不論有多大的挫折都不輕言放棄，

最前面領導。我這次參加女兒獎，就是想讓大

更不會失去笑容與活力。

家知道女生也是可以活潑陽剛，也是可以在體

我從小就擅長各種體育項目，獲得不錯的表

育有良好的表現，藉此破除性別刻板印象。雖

現。如中原水燈遊行舞蹈表演，在表演前一周每

然我知道在台灣這種比較傳統封閉的社會中要

天都從早上八點練習到晚上九點，只為了可以把

達到這種理想很難，但我還是會繼續積極參與

最好的自己展現在觀眾面前，讓大家能觀賞到最

各種活動，證明女生也可以出頭天。我認為如

棒的表演。校內跳遠比賽前也是每天七點到校鍛

果我拿到了女兒獎，或許我的家人和社會上的

鍊，最後獲得第一。運動會短跑比賽則是五點放

大眾會更認同我。

體能運動獎

活得精彩

學去做重量訓練到七點，抱回銀牌。

我來按讚
思嫺積極參與本中心活動，在「漆彈體驗

時報名「隆少年拳擊營」顛覆拳擊暴力及女孩溫

營」的活動中，發揮領導能力與冒險精神。在「青

順之社會刻板印象。無論靜態或動態性活動，皆

少年培力」課程中主動學習基隆之美，更主動參

展現勇氣活力與自信，帶領同儕的責任心與其所

與「街舞教學課程」以多元發展其興趣所長，同

具備之領導能力。

推薦人：師長 吳崎卉

評審的話
樂於多元學習，對各項活動都有熱忱，拓

氣值得肯定，希望能找到方向努力，加油。

展興趣，有勇氣朝向自己所熱愛的活動發展，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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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能運動獎
姓名／黃慈恩 學校／員山國中
我是女生 我的夢想是 My Dream
將科學知識與運動結合，保護運動員。

優秀事蹟
◆ 2016 全國風能與海洋能創意實作競賽冠軍
◆ 104 年度中小學運動會羽球錦標賽個人、團體組第一名
◆ 104 年度縣長盃國中小籃球錦標賽第一名

體能運動獎

活得精彩
大家不敢嘗試的事情我越是會接觸，挑戰是

點，冠軍就會是你的，在體力透支下也時常受

我的生活態度，在體育團隊中大多數都不敢鑽

傷，身為運動員除了不斷鼓勵自己。如願獲得

研科學，由於對科學的熱忱，因此我跟別人不一

冠軍自己也很開心，不會忘記的是在練習時培

樣，在研究的過程中，我曾經做過有關冰的研

養不畏困難的精神，並將所學的教導學弟妹

究，從科學上學習到了運動員的自我保護，我受

顛覆性別刻板印象證明女生的能力，藉由

益良多，因此目前仍不斷參與科學研究及能源科

女兒獎甄選讓社會看到男生能做到的女生也可

技，希望能學習到更多知識並融入運動。

以，在球場上女生也能打出精采的比賽，希望

從事運動員的行列中，學習到的大多是生活

能夠鼓勵女性的運動員，讓更多女生從事運動

的態度，在各種比賽中磨練學習，每一次的比

行列，並且將我自己所學到的科學知識傳授給

賽就是成長不論輸贏都會有所收穫，為了加強自

學弟妹，讓偏鄉學校的孩子在運動時也能保護

己的實力我都會在大家練習結束時自主訓練，雖

自己避免受傷，並將所學的球技傳授學弟妹，

然體力已經超出負荷，我都會告訴自己再努力一

讓偏鄉學校的體育向下紮根。

我來按讚
慈恩是個積極在學參與體育活動、科學競賽

體組的冠軍。慈恩不因為體育學習而荒廢學業，

與美術設計都能竭盡所能，除了體育外學科能力

今年更以學科成績進入一般高中，這是一般體育

上也優異表現，在學校的資源不足下也能在體育

表現優異的學生較難達到的，這一點更加難能可

方面展現活力，羽球及籃球皆獲得全縣雙打及團

貴。

推薦人：師長 吳宏達

評審的話
確定自己人生目標，具有非常棒的公益服
務精神，樂於助於團隊發展。建議可多接觸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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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能運動獎
姓名／陳宣羽 學校／私立嘉華高級中學
我是女生 我的夢想是 My Dream
當一位在人民心中的正義英雄警察。

優秀事蹟
◆ 105 年嘉義市中小學聯合運動會
高中女子組柔道第五級第一名
◆ 2014 嘉義縣布袋龍舟慶端午
小型龍舟國中女子組榮獲亞軍
◆新港鄉第 24 屆開台媽祖盃籃球鬥牛賽 第一名

我十分喜愛運動，因為它可以讓我忘記不愉

但我答應別人就一定會做到。我的自我要求甚

快的事情，在我有壓力時藉運動自我紓解情緒。

高，也因為這樣我得到許多人的信賴，更相信

而我有一句座右銘 :「越是困難，就更要積極面

我的責任心亦受到別人肯定。

對。」我本身的體格並不好，長得矮矮胖胖，很

一直以來渴望的夢想就只有一個：當一位公

多人都認為我不是運動的料，每當參加校內外比

平公正的警察。實現這夢想需要勤讀書，通過

賽時都會聽到一些既傷人又高興的話，「哇 ! 這

第一次初選，再來就是身體檢查以及體能的測

胖胖的看不出來這麼會運動。」我很高興他們認

驗，雖然這些都不會太難，但是只要沒到達標

同我運動的天份不錯，但是這種認同中帶點一絲

準依然無法進去警察專科學校，所以現在我必

的傷害，雖然我習慣了，但有時聽到還是會有點

須認真讀書把書唸好最重要。參加女兒獎對我

心酸，不過他們越說那樣的話，我就越喜愛運

來說是在體育方面的一種認證，有了這項的認

動，我要用運動的實力讓他們知道「對，我是胖

證我就再也不需要在意別人的閒言閒語，讓我

胖的，但是我是個靈活的小胖子。」

能專注課業。

體能運動獎

活得精彩

我具備「責任」的特質，不敢說做到最完美，

我來按讚
我覺得宣羽是一個很獨立的學生，對自我要

她要適時地讓自己休息。也因為這樣的態度，我

求很高，凡事求好心切，基本上，她做事很認真， 推薦她代表本班參加女兒獎，因為我認為沒有其
老師對她很放心。但是有時候也會擔心她，怕她
太求好心切把自己累壞了，所以也會有時候告訴

他人比她更適合這個獎。
推薦人：師長 趙立賢

評審的話
技術需要汗水及痛苦來堆疊的，當中的成

屬的，祝福宣羽成為一位好警察，加油。

就是由自己來定義的，努力是必須的，成功是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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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能運動獎
姓名／鍾淯涵 學校／國立水里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我是女生 我的夢想是 My Dream
突破自己，站上奧運的舞台。

優秀事蹟
◆ 2016 亞洲輕艇激流錦標賽國手
◆ 2016 輕艇激流世界杯國手
◆ 104 年全國運動會輕艇靜水標竿 c1 金牌

體能運動獎

活得精彩
我是個划激流的女孩，划輕艇激流的運動

能發揮出超乎自我的想像，這運動能讓我每天

員，在我的生活裡運動是每天都必須要的。身為

都充滿活力地想挑戰。越是大家覺得我不能做

運動員，我的身高並不高，所以在一開始就遭受

到的事，我越要挑戰，證明沒有什麼是做不到

到不被肯定、不被在意的歧視，但我沒因為這樣

的，我允許失敗，但絕不允許自己因失敗而放

而放棄，反而每次訓練比別人更加努力，只是在

棄，唯有失敗才能更進步。

這過程中，我曾覺得好累、不公平，為什麼條件

我的夢想是到運動的最高殿堂，但因為這

好的人只要一般的訓練就能有成績，而我的訓練

項運動在台灣算是冷門運動，且時常被說「看

卻是別人的兩倍，成績才慢慢提昇，直到拿到一

不出妳是練體育的，一個小女生怎麼會來划這

些成績，對自己開始有信心，也讓大家開始肯定

個這麼危險的運動」，所以我希望能藉由這次

我，而不是因為我條件不好而歧視我。

Formosa 女兒獎來讓更多人知道這項運動，也想

雖然激流是真的有些危險性，這項目在大家
眼裡是個危險又恐怖的運動，但因為這樣我才更

讓大家知道很多東西不是只有男生可以做的，
我們女生也可以。

加喜愛這運動，唯有挑戰才能讓自己更往前，才

我來按讚
淯涵骨子裡充滿對輕艇激流的熱情，對她第

為了激流她願意付出所有時間與體力只為學會技

一個印象是「這位身高不到 150 公分的小女孩

巧，不畏低溫依然日復一日操練與挑戰，她總是

要加入輕艇校隊想挑戰激流項目，假以時日要登

讓我看到運動中最可貴的一面「態度」，而這才

上運動最高殿堂，哇 ! 好大的目標與夢想。」

是淯涵真正的「高度」。 推薦人：師長 江文嘉

評審的話
以未滿 150 公分的身高參與輕艇激流競技
運動，實在不簡單，且克服挫折，勇於實現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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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有堅定的決心改變現況環境，態度令人敬佩。
期許淯涵在 2020 年東京奧運能發光發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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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能運動獎
姓名／彭亮瑜 學校／國立臺東高級商業職業學校
我是女生 我的夢想是 My Dream

我支持女權主義，希望可以透過馬拉松可以為女生發聲！

優秀事蹟
◆ 2016 年太麻里曙光比基尼馬拉松分組冠軍
◆ 104 年資訊月會計資訊組南區優勝
◆ 103 年度校慶運動會 800 公尺女子組冠軍及紀錄保持人

我生長在山光水色的台東，三歲那年，爸

要跑完，讓我用跑步溫暖這個世界吧！

媽離婚了，小時候，我都會忌妒姊姊為什麼有那

參加馬拉松比賽是我的摯愛，在比賽中，

麼多和爸媽出去玩的照片，而我就寥寥幾張，後

除了可以鍛鍊健康健美的身型外，也能挑戰自

來漸漸了解，不管照片幾張爸媽永遠都是愛我

我體能的極限。然而，許多主辦單位，將男女

的！

生各組的得獎獎金，調整不同程度的差異。路
我很喜歡運動，國小到國中參加羽球隊，而

程的難易度、流過的汗水、付出的毅力及辛苦

到了高中迷上慢跑，至今參加過十幾場全國性馬

都是一樣的，獎金卻只是男生的一半，得到的

拉松，成績最好的一次是今年元旦太麻里曙光賽

答案竟是精采度不同而已。身為台灣女孩，我

事，獲得分組第一名。而我現在最多跑到 21 Ｋ，

要集合力量，反映性別不平等、逾越性別符號

也就是半馬，未來將會完成真正的馬拉松全馬

的可能、讓大眾練習以女性角度觀看世界、改

42.19 公里。跑步時我常常把「撐過就是自己的

變女人的家務角色與空間，甚至還要將女性議

了」這句話帶在身邊，時不時提醒自己儘管天氣

題納入都市設計規劃中，鼓勵女性多多積極地

怎麼熱、怎麼冷，腳再怎麼不舒適，天塌下來也

參與。

體能運動獎

活得精彩

我來按讚
亮瑜積極上進，這份熱情，來自於她長期對

會，相信以她的智慧，可以好好展現女孩樂觀上

運動的熱愛，至今跑過 10 多場馬拉松，打過全

進的特質，勇敢為台灣女孩發聲，並藉由她的故

中運羽球賽，不斷地挑戰自我並樂在其中。亮瑜

事，鼓勵更多在單親家庭中長大的孩子，也能跑

來自單親家庭，希望審查委員們能給她一個機

出自己精彩的馬拉松。

推薦人：師長 呂蕙芸

評審的話
女生有權力決定自己喜歡的樣子，也有權
力定義自己，而亮瑜選擇勇於對弱勢族群發聲，

期待未來仍能保持這樣的想法，幫助更多需要被
照顧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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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能運動獎
姓名／李宜臻 學校／國立潮州高中
我是女生 我的夢想是 My Dream
成為體育老師。

優秀事蹟
◆ 105 年屏東縣中小學聯合運動會武術忠義拳第一名
◆ 104 年屏東縣運暨公教聯合運動會
國術忠義拳單練第一名
◆ 102 年屏東縣運暨公教聯合運動會忠義拳第一名

體能運動獎

活得精彩
運動方面我本來只有跑步與跳遠較強，國中

員比賽，也能保持前兩名，我自己也感受到練

社團開始接觸國武術社，從此與國術結下緣份，

武術的好處，我越來越愛武術，除了忠義拳也

對國術一竅不通的我，剛開始的基本動作如拉

學了乙組棍、雙鐧等，每一樣都在縣運及中小

筋、馬步、麒麟步……等，這些肉體上的疼痛沒

聯運拿過金牌和銀牌。

有使我打退堂鼓，反而激起我的鬥志，下定決心

未來我想成為體育老師，從教育著手推廣武

一定要把它學會，剛開始練到腳好痠、發抖、汗

術及發揚武術的精神，何謂武術的精神？尊師

流浹背，正式進入拳法時，在校練完回家就忘

守紀、堅毅精進，一位練武的孩子會懂得尊師

記，我為了複習，上網查跟著練，一遍又一遍，

愛友、仁義謙虛、忍耐堅強，這不也是我們教

一天又一天，終於把忠義拳練完且練到精熟，把

導孩子品格教育的重點嗎？若能落實，應可以

教練嚇一跳。

減少許多社會問題及社會事件，另一方面，讓

練國術讓我過敏的體質也得醫治，且跑步速

更多孩子因接觸武術而能增加免疫力，擁有健

度不斷增快，體育老師和同學都說我的「內功」

康的體魄，這會是雙贏，對國家社會也是正面

似乎在增強中，運動會的比賽，即使與田徑隊隊

的貢獻。

我來按讚
宜臻憑著一份傻勁與熱誠，選擇了她完全陌

義拳第一名的成績，至今她已獲得 14 金 6 銀的

生的國武術社團，原以為是玩票性質，但在指導

成績。她告訴我很多事情她都想要闖一闖，所以

教練的鼓勵之下，宜臻充滿自信與活力，第一次

幫她寫推薦函，鼓勵她勇敢逐夢，展現台灣新女

代表學校參加屏東縣運的國武術比賽，就獲得忠

孩自我實現的力量。

評審的話
女性從事武術表演很棒，宜臻散發出與眾
不同的氣質，祝福其順利成為武術體育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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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薦人：校長 劉文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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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能運動獎
姓名／方若薇 學校／台北市立敦化國民中學
我是女生 我的夢想是 My Dream
作一位對世界有價值、有貢獻的人。

優秀事蹟
◆ 2014、2015 全國花式滑冰錦標賽青少年女子組第一名
◆ 2015 亞洲青少年花式滑冰挑戰賽泰國站
青少年女子組第二名
◆ 2015ISU 世界發展盃花式滑冰錦標賽
青少年女子小齡組第三名

從小，爸媽就支持我學習各項才藝，其中最
讓我樂在其中的就是花式滑冰，藉由國際比賽認

都沒有忘記，當初想學滑冰時的那份感動，堅
持著，再累也不怕。

識世界各地志同道合的朋友，相互鼓勵與良性競

多年來的練習讓我曾獲邀於中國信託南港園

爭，讓我更有勇氣面對艱苦的訓練。每當我遇到

區與歌手韋禮安一起表演，曾獲邀於全國賽與

挫折時，偶像淺田真央的笑容就會出現在我的腦

選拔賽作開場與閉幕表演，今年一月獲邀於中

海裡，鼓勵自己向她學習，做賽場上的勇士。

國大陸青島體育局、青島體育總會主辦之北極

花式滑冰是一項結合力與美的運動，不管多

熊滑冰世界示範表演，並於電視臺轉播，今年

麼的疲憊，還是要面帶笑容，從容不迫地進行一

二月獲邀於四大洲滑冰錦標賽群星會於小巨蛋

系列的跳躍與旋轉。為了避開冰場的公眾時間，

主館萬人的場地表演。

早上要和太陽公公比賽誰先起床，晚上總得讓月

今天我踏出一小步參加女兒獎的甄選，來日

亮小姐和小星星們目送我回家，最困難的還得承

我必然更擁有團體的力量，如同滑冰躍起時刻

擔受傷的風險。所以更要學著保護自己的身體，

的爆發力，激發自己的服務生涯。

體能運動獎

活得精彩

才能夠不間斷的學習下去。即使再辛苦，我從來

我來按讚
舉凡跑步、游泳等在校各類體育競賽皆可看

突出亮眼之表現，雖然各項才藝卓越，但若薇在

到若薇在場上英姿煥發的身影，更不用說她如

群育上是合群和善，不強出頭，適時展現自我，

魚得水的滑冰運動，得到國家及國際間的肯定。

因此人緣極佳。因此在此力薦學生方若薇參加

美育方面若薇寫得一手好字，在鋼琴演奏上亦有

Formosa 女兒獎徵選活動。推薦人：師長 王晶珩

評審的話
藉由花式滑冰開拓國際視野，多次獲得國

許。

際獎項肯定，不畏艱難堅持滑冰道路，值得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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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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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創作獎
姓名／陳鈺淨

學校／樹人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我是女生 我的夢想是 My Dream

成為職能治療師，結合創意、藝術與治療，讓世界變更美
麗。

優秀事蹟
◆美濃客家文物館作品展覽
◆高雄大東文化藝術中心作品展覽
◆南隆國中學校美術教室作品展覽

我出生於以濃厚客家文化著名的高雄美濃，

國中視覺藝術老師也稱讚我的作品會讓人有驚

從小因長輩忙著農務，媽媽總是提醒我要學會自

豔的感覺，並且將作品展示於學校美術教室。

我照顧及分擔家務，養成成熟個性，性格懂事且

學習過程中，我發掘自己對於藝術創作的才能，

獨立。無聊時我喜愛躲在角落畫畫，慢慢地發現

但媽媽總自責未能在美術上給我資源與協助，

畫畫讓我沉浸在自己的世界中，無限制發揮，我

所以變相允許我把家裡當成展覽館般，讓我自

喜愛那樣的感覺。雖未受過相關訓練，但師長肯

由揮灑佈置，讓我很感動。

定我的創作讓我增添許多自信。

特殊創作獎

活得精彩

我的夢想是希望未來能成為職能治療師，目

身上有著叛逆的因子，讓我對許多事物充滿

前學習的醫事科須具備許多專業知識及體能，

好奇與想像，願意去嘗試與接觸未知的領域。國

所以每日複習課業及晚上陪家人運動紓壓是我

小老師曾說我叛逆中帶些感性個性，挑選我參與

目前最大樂趣，這次報名對我而言是挑戰也是

學校舉辦的書房想像創作，作品曾展示於文物館

證明，讓別人看見創意、藝術、治療結合的可

及文化藝術中心，並把周邊商品所得捐給創世；

能性，也是提醒著自己最初的夢想。

我來按讚
鈺靜成長的過程因為與大自然相伴，所以對

立，更重要的是能用自己的能力，繼續在藝術創

於創作有著不同的呈現與眼光，而她在體育上的

作上築夢，不成為家庭負擔。我在這年輕孩子身

表現也相當傑出。鈺靜高中就讀醫務領域，裝備

上，感受到客家子弟特有的務實與築夢踏實的能

自己，讓自己未來能從事醫務工作，達到經濟獨

力。

推薦人：朋友 包淑美

評審的話
態度真誠親切，關懷社會喜愛高齡療癒學，
是位溫暖奇特的少女，所研發的課程，將會提供

給未來老人社會許多幸福，課程的編寫和推動的
實踐力，都讓鈺淨走向不凡的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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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創作獎
姓名／王梓彤

學校／天主教德光中學

我是女生 我的夢想是 My Dream

靠自己的力量譜出一個精彩的人生樂曲，並為自己負責。

優秀事蹟
◆ 2015 高雄文化盃音樂大賽小號國中組第一名
◆ 103 學年度全國學生音樂比賽
小號獨奏國中 B 組第三名
◆財團法人郭元益教育基金會
「第九屆答喙鼓比賽」南部地區第三名

特殊創作獎

活得精彩
我個性直爽，想把社會的各種歧視全都打包

住獎杯時，回憶起那段艱辛之路，我無法不被

丟進垃圾桶；想法單純，想用小時候追逐蝴蝶的

這全國第三的頭銜而感動。我想，我一直都在

方式鍥而不捨地追逐夢想；為人固執，認為只要

創作：文章、朗讀、樂曲，還有美好的回憶。

是自己該做的，就一定卯足全力去完成。做事不
是完全謹慎，但一定負責到底。

目前最大的夢想，是想要為社會帶來好的改
變。看著新聞日趨嚴重和多樣化的社會問題，

我熱愛寫作，筆對我而言就是台萬能的照相

想透過手上的筆寫出台灣社會的病態，但稿子

機，另外，我還跟隨著當台語教師的母親學習如

不是被退，就是銷聲匿跡。也許這個方式不適

何朗讀，如何用說話走進人心，度過了數個晚上

合我，但我嘗試努力，也努力嘗試，然後，我

回家依然捧著講稿練習的時光，經歷了幾次公布

看到女兒獎的報名簡介，如果真的有辦法站上

成績的狂喜和失意；藉著學校創辦管樂團的機

那個眾所矚目的舞台，我希望能擁有這樣的機

會，我轉而接觸小喇叭，並萌生參加全國學生音

會，告訴每個人，這位初生之犢的女孩，她有

樂比賽個人賽的念頭，接連好幾個月提著沉重的

話想告訴大家。

樂器在學校、家裡、和專業老師之間奔波，當握

我來按讚
梓彤一顆柔軟的心總能在平凡之處發現生命

陶下，底子紮實，更是比賽的常勝軍，從她身上

中的光熱，透過文字，透過音樂，將人間有情

看到「音樂是沒有界限的、美麗的、能感動人心

著實記錄下來─她勇敢做自己。她熱愛寫小說，

的。」梓彤有能力去幫助更多人，用美妙的旋律

至今創作不輟，是校刊的常客。從小在音樂的薰

去撫慰人心。

推薦人：師長 蔡孟婷

評審的話
想要用音樂帶給世界上人們快樂，是她最
美麗的心願，其堅持的精神令人佩服，用藝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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純潔洗滌人心，音樂屬靈，在藝術的國度裡梓彤
會進入自己美麗的人生。

2016 女兒節手冊

特殊創作獎
姓名／廖翊雯

學校／天主教曉明女子高級中學

我是女生 我的夢想是 My Dream

勇於活出自己的價值，擁抱每分每秒精采人生！

優秀事蹟
◆ 2016 國語日報社「我是剪報高手」比賽國中組特優
◆ 103 年台中市語文競賽分區賽國中學生組 C 區
國語字音字形第一名，市賽南隊第二名
曾上公視節目《一字千金》錄影
◆投稿之作品數篇，曾獲選於《國語日報》、《中學生報》、
《人間福報》等報刊

我喜愛中文訓詁學，專長國語字音字形；喜

的關注、文本的鑑賞力和寫作能力。今年暑假

愛與人溝通，在演講分享、英語朗讀方面也小有

參加由國語日報社所舉辦的「我是剪報高手」

心得（校內競賽）。平時也喜於讀報，喜歡看心

比賽，並榮獲全國國中組特優的佳績。

理學及哲學書籍、有空時會投稿，以閱讀為心靈

我的夢想是成為一位家庭醫師。表面上似

灌溉一畝良田，同時偶提筆寫作，作為生命情感

乎與「創作」並無太大關連，事實上不然。醫

的出口。

師是站在服務病人的立場，強調具備社會人文、

自升上國中後，沉重的課業壓力一度使我繁

同理心的素養，並需要有和病患溝通，關懷他

忙不已，也時常迷失於其中！直到國三教育會考

人的能力，因此「創作」便是初步表達個人思

結束後，開始思考：或許，也是時候自忙碌的生

想的途徑。目前我有空時翻閱科學相關雜誌、

活中脫身，挑戰些不一樣的了！於是開始將最近

參加營隊、課程，以多方面了解醫師這個行業；

半年來所剪報的內容稍作整理，在每篇後方附上

同時提筆寫作，抒發自己對特定議題、或生命

心得、想法，並主動上網查詢相關的補充資料，

省思的想法，藉此提升心靈成長的層次。

特殊創作獎

活得精彩

加入美術編輯設計，從自我撰寫中訓練了對時事

我來按讚
「知識是人類進步的力量」，就我所認識的

慣，秉持著努力不懈的精神態度，值得嘉許，她

翊雯而言，汲取於豐富的學海之中，咀嚼於浩瀚

具備勇氣、自信……等核心特質，因此鼓勵翊雯

的學識之林而以此為樂，她求知好學的精神，令

積極參加甄選發揮所長，也相信這會是她一次非

我感動並引以為傲。翊雯平時有閱讀書報的好習

常寶貴的經驗。

推薦人：媽媽 林容端

評審的話
口語表達能力清晰，細膩、堅持、令人欣
賞，從時事風景和人文兼具的一本剪貼簿，看出

其多元的視野和思考方向，也同時看出其散文天
賦，未來的報業鉅子就是翊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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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女兒節手冊

特殊創作獎
姓名／郭宇芸 學校／國立科學工業園區實驗高級中學
我是女生 我的夢想是 My Dream
成為大大照亮世界的那一束光！

優秀事蹟
◆ 104 學年度新竹縣學生美術比賽漫畫類 第一名
（作品：「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
◆ 102 年度新竹縣學生美術比賽平面設計類 第三名
（作品：「地球過後」）
◆ 102 學年度新竹縣防菸拒檳海報標語競賽 佳作

特殊創作獎

活得精彩
我喜歡參加各種活動，從動態的演說、主持、

平面設計有關於環保的作品，常常為了要把一

播報到靜態的繪畫、語文，樂在其中並獲得不錯

條綠毛線黏到畫紙上就弄得滿手都是膠。國二

的成績。從小就受到繪畫以及上台的訓練，對這

參加廣播社，關注新聞時事，藉由演說、主持

方面不僅感興趣，更是有能力，希望藉由自己繪

訓練台風與口才。國三儘管課業繁忙，還是抽

畫的才能，畫出世界的不平等，為弱勢發聲；也

出時間，畫了「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

畫一些較有警示性的作品，帶給人們警惕。

希望藉由漫畫引發對貧富差距的關注。最後不

為此，國一時為了畫出「防菸拒檳」、「拒

負期望，獲得新竹縣美展漫畫類的第一名。

菸反毒」、「Love our lives」，連午覺都沒得睡，

我現在的夢想是藉由繪畫、口才與文筆，呼

被同學戲稱是「大忙人」，其中兩張畫分別得了

籲人們關注環保、貧富差距、動物棄養議題。

新竹縣漫畫和平面設計類的佳作和第三名；放學

我想這次報名參加女兒獎對我實現夢想有一定

後更是留在學校到五、六點，就是要畫出「貓」

的幫助，不僅可以增加信心，若幸運得獎，更

和「地球過後」兩幅畫，其中，「地球過後」是

有一個良好且眾所關注的發表平台。

我來按讚
一、 學習積極而創意十足

三、 善於表達，友善人際

二、 數理專長

四、 品學兼優，樂於助人 推薦人：校長 詹培莉

評審的話
和人互動自然親切，並能深入理解自己所
傳達的東西，樸素真誠的關懷自己和他人，轉而
投入社會，環境生態的持續關注，以繪畫和語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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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實。憾我們成年人沒有為年輕的妳們留下甘淨
的海灘。

2016 女兒節手冊

特殊創作獎
姓名／王采凡 學校／私立光復中學完全中學部國中部
我是女生 我的夢想是 My Dream
成為黑暗中的蠟燭，照亮他人。

優秀事蹟
◆ 2016「台積心築藝術季」團隊詩歌朗誦比賽
個人舞蹈創作結合詩歌朗誦榮獲國中組第一名
受邀於「台積心築藝術季─朗讀春天詩歌節」中表演
◆ 105 年全國語文競賽新竹市初賽國中學生組 作文第五名
◆ 104 學年度奧林匹亞趣味科學競賽撲克牌
「堆高塔」項目國中混齡組第三名

我，一個人獨處時，陶醉在書夢之中，常常

一名及參賽機會；因為比賽的關係，我也開始

望著窗外的夜景，提筆寫下心中不斷流動的奇妙

接觸每日一篇一百字短文的習慣，持續至今，

感受；有時穿上舞鞋，在家中播放著音樂，隨著

並在國語文競賽中獲得初賽第五名，實現從前

旋律跳出藝術之美。而每當遇上困難，我總是閉

的小小目標。現在回顧當時的情景，不禁為從

上雙眼，彷彿能聽見民族歌曲「不要怕」一般，

前的自己感到高興。

隨著曲調的消逝，我告訴自己：「我可以做得
到！」

特殊創作獎

活得精彩

我的夢想是透過創作，讓身處黑暗的人發現
光芒，感受周遭的溫暖，讓大家勇敢邁步向前。

作文，曾經是老師口中的完美女孩唯一缺

而我也希望考上醫學系，用雙手施展醫療的魔

陷。當時的我完全是按照心中所想到的一一寫下

法，給予他人希望、傾聽病人的痛苦，再用大

來，文章毫無章法可言，但是我始終相信沒有自

腦中豐富的知識，將病人的痛苦抹去。我也進

己做不到的事，便開始到圖書館借書，一週借

行創作，從舞蹈中展現夢想的光輝，散播愛與

二十本，再從中挑選幾本來寫心得，持續了兩年

幸福；從寫作中鼓舞迷失自我的人，讓大家重

的時間；上了國中，在一次的校內比賽中獲得第

拾自信，邁向夢想。

我來按讚
采凡雖然是國一生，但是企圖心強，凡事都

賽獲得第五；寫了一手好書法，代表學校參賽。

全力以赴。課業成績優異，競賽成績也頗佳，英

從她的身上可以看到，沒有學不來的事，只有不

文單字力競賽，獲新竹市國一組金腦獎，賽後努

去學的事。任教 23 年來，學生中如此積極上進

力自學邁向高一程度。此外，作文屢獲佳績，市

的，她算是少數的一個。 推薦人：師長 張淑芬

評審的話
父母事業忙碌由阿嬤帶大，學習阿嬤充滿
正向的思想，有主體性，創作能量高，找到自己

獨特的舞蹈藝術語彙，「我就是我」而不是高成
就的父母的女兒，其語言有力量又令人難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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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女兒節手冊

特殊創作獎
姓名／鄭晴予

學校／桃園市私立復旦高級中學

我是女生 我的夢想是 My Dream
成為一名優秀的主播。

優秀事蹟
◆ 104 學年度全國學生美術比賽漫畫類高中普通科組佳作
◆桃園市 105 學年度教育創意競賽高中組第一名
◆ 104 學年度全國學生音樂比賽女聲合唱
高中職團體組優等

特殊創作獎

活得精彩
我們家是小家庭，我是獨生女，但父母並沒

裡，別人放學回家後我們常常要留下來練習到

有因此特別寵我，從小就讓我學習獨立，從小接

很晚。擔任學校司儀，每星期都要上台，我並

觸各種不同的活動，喜歡嘗試新的事物，富有冒

不是一開始就敢在全校面前講話，也花了很多

險的精神。

時間去克服。但我很謝謝這些機會讓我更成長。

小學開始每年都參加政府舉辦的學生美展，

從小我就想當一位主播，所以我的目標就是

進步的同時對自己的要求也更高，深信要先喜歡

政大新聞系。加入了學校的模擬聯合國社，擴

自己的作品別人才會喜歡，在合唱團中也抱持一

展自己的國際觀、認識許多優秀的朋友，同時

樣負責任的態度。

增強我的英文能力。從國中開始就經過徵選擔

高一這一年我過得很充實，為了教育創意競

任學校的典禮司儀，參加朗讀和背誦比賽，增

賽的大型立體作品，第一次在學校留到晚上 11

加自己上台說話的機會，訓練自己的膽量以及

點，為了要畫到自己滿意的樣子，第一次晚上一

面對不同狀況的應變能力。

點以後才上睡覺。連簡譜都不會看的我，請同學

我深信自信來自負責任的態度，從持續不懈

錄好音樂不停地聽，直到每顆音符都熟記在腦海

努力中得到的成就感，將其轉為自信並循環着。

我來按讚
晴予的天賦發光在個人經歷上。班上展現領

了應付數理班繁重的課業，還要在課餘時間繪製

導者的自信及對團體事務的熱忱活力。繪畫方面

作品，時常熬夜或在午休時間進行。晴予堅持喜

的才能，發揮在桃園市 104 年度高中美術比賽

歡的事，盡學生本份。初生之犢不畏虎的勇氣和

中，第一名及全國美展佳作的佳績。準備期間除

強烈責任感，讓我不禁為她喝采。

評審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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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薦人：師長 趙祖惠

自信、獨立思考，天生社會學家，愛朋友、

也是一種精神的創意能量，相信熱愛的新聞事業

關懷朋友的方式很優美很獨特，特殊的人際關係

的晴予，一定會得到自己人際天賦本性的助益。

2016 女兒節手冊

特殊創作獎
姓名／林耑妤

學校／新北市立義學國民中學

我是女生 我的夢想是 My Dream
當一位能文能武的帥氣警官。

優秀事蹟
◆ 103 年新北市國語文競賽區賽閩南語演說第五名
◆泰山區琴韻聲揚音樂比賽 101 年 ~105 年數次一、二名
◆ 105 年教育部中等學校熱舞大賽國中組全國第二名

我來自雲林鄉下，父母因為晚婚生下兩個哥

年紀，加入新聲樂團。一再的努力後如願跟團站

哥後，在長輩重男輕女的觀念下，媽媽勇敢地排

上了文化中心，親身參加了那次的震撼的演出，

除眾議才有了我。

這幾年在比賽中都獲得佳績。

學校裡有任何的競賽，我都願意嘗試，機會

跳舞一直是我的最愛，暫別樂團後，兩年前

是留給勇敢有行動力的人。一次次的各項競賽

非科班的我考上了知名的兒童舞團，在舞團裡體

中，我有了自己的舞台，小學的我在學校就是個

驗到何謂嚴格的訓練，曾受邀參與過多次國家級

閃亮亮的風雲人物。準備要上國中了，也期許自

的演出，還上過小巨蛋！

己能持有這種熱情，勇敢有自信地讓自己未來生
活更精采。
當初爸爸不能接受讀書的女兒學街舞，但我
堅持勇敢地爭取溝通。最後我拿到了市長獎，向
父親證明自己。

特殊創作獎

活得精彩

我最自豪的是把在舞團帶回學校，帶著同學
發揮無限想像，自己編舞、學化妝、做造型，無
數次的公益表演，校園活動都是我得意的創意作
品！
現在我的夢想是成為一位警官，我會保持原

曾經加入學校管樂團學習豎笛，也因為我的

有的實力，在未來的六年裡努力

認真，團長推薦我到他的樂團，以我當時小小的

己真的能實現當警官這個夢想。

再努力，讓自

我來按讚
對於女兒獎期待了多年，終於今年女兒十二

好，多才多藝是一般人對她的印象。身為母親，

歲了，耑妤從小跟著兩位哥哥打打鬧鬧，是個健

最感動的是她對事情的態度。師長交付她的大小

康、陽光型的女孩。在學校，人緣非常好，常被

挑戰，她總是珍惜並用心去執行，負責、自律的

老師形容是個有擔當、有領導能力的俠女。功課

精神真的不簡單。

推薦人：媽媽 高文鳳

評審的話
富於正義感，心中大患是台灣的兒童傷害
及山區原民孩子學習資源薄弱等問題，期待未來

成為警官，一個好的國家就是要像耑妤這樣立志
救助社會的少女，很了不起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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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創作獎
姓名／杜雨雯

學校／莊敬高職電影電視科

我是女生 我的夢想是 My Dream
過知足、平凡的生活，如有剩餘的收入想要捐給福利機構
幫助和我一樣的人。

優秀事蹟
◆莊敬高職電視電影科畢展微電影作品觀眾票選獎、最佳
影片獎、創作突破獎、入圍最佳團體獎。

特殊創作獎

活得精彩
我喜歡天馬行空的想像，當上畢製的導演對

己和家裡。成果展中，作品獲得了老師及觀眾的

我是很大的突破與挑戰，把想像中的東西透過團

肯定，得到了三個獎項、入圍一個獎項。尤其是

隊溝通做出來。過程中，需要不斷地跟過去不好

不擅長溝通的我，更讓我在拍攝的過程中覺得辛

受的經驗對話，中間遇到很多挫折，也想過要放

苦、疲累；從不示弱的我，也放下身段告訴團隊

棄，但身邊的朋友及大家庭的工作人員們都不斷

我需要大家的幫忙，讓大家一起完成這個電影。

給我支持打氣，過程中不斷學習、調整、成長，

以前，當我爭取自己的權益，或與姊姊討論

學習到只要有心想做，沒有什麼事情是做不到

想要的生活時，很容易因為討論到一半覺得很累

的。最後，完成屬於自己的故事。

或覺得不可能要到就放棄了。這次，透過拍攝影

以前，每次姊姊問我家裡曾經發生的點滴，

片，我開始覺得我好像可以完成困難的事情，並

我都不想要回答不願回想。這次的畢業製作，

且把它做好。姊姊告訴我，希望我可以嘗試投稿

我將自己過去的故事拍成了微電影，所以在許多

微電影去甄選「Formosa 女兒獎」，讓這個辛苦

時候，我必須去回想過去的生活，面對過去的自

的成果呈現出來。

我來按讚
畢業製作微電影作品《我，不想》，雨雯身

程中因溝通能力薄弱面臨領導的困境，讓團隊成

兼導演、編劇，以自身故事為題材，回顧生命歷

員質疑其導戲的能力，但憑藉著堅毅的心完成拍

程製作影片。家庭是她不願提起的部分，故回顧

攝，榮獲觀眾票選獎、最佳影片獎、創作突破獎

探索心靈深處的受傷對小雨是辛苦的。在拍攝過

及入圍最佳團體獎等殊榮。

評審的話
誠懇的存在感，作品吸引人，在思鄉的日
子仍然很有成就地拍出那樣好的影片。編導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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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薦人：師長 方昭夫

優異，尤其在破碎家庭的經歷中，能勇敢的面對
生活挑戰，要給予大大讚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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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創作獎
姓名／唐誼

學校／私立復興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我是女生 我的夢想是 My Dream
當一名舞台設計師。

優秀事蹟
◆全國美展榮獲佳作
◆全國讀書心得優等
◆高苑全國演講優等

從小在市場長大，大家都說我很隨和、居中

事，讓父母輕鬆一些，幫家人按摩及倒水，除

溝通能力強，對於我所負責的事情，像是打工、

此之外在學校好好上學，好好讀書，做好自己

研究、辦活動，我都有一定的堅持，不認輸的個

的本分。

性讓我能夠安度一個又一個的人生挑戰。國小

每一個作品都是花很長一段時間才完成。

時，我就是個熱愛畫畫及運動的女孩，曾經與班

像為了參加師生美展，我花了一個月的時間，

上同學一起拿下全年級籃球比賽冠軍；國中時，

每天睡不到四小時，不眠不休地畫一張素描。

參加全國美展榮獲佳績。除了畫畫之外，也在運

花這麼多時間，只為了要刻畫到最細緻、最精

動中學習與隊友培養默契、戰術運用，拋開課業

緻，讓畫面完美呈現。

與生活中的煩惱、紓解壓力。更妙的是，常常有

參加許多全國的比賽，得到好成績，因為

些難以解決的問題，在運動之後突然靈機一動，

在之後的階段能申請到好的大學。不斷地努力

想出方法。高中時就讀復興商工，高一時參加許

練習，多一點練習對自己有好處，學到的是自

多比賽，榮獲不錯的成績。

己的，沒人搶得走。花時間充實自己，不要只

我的責任感來自於，幫父母做家事分擔家

特殊創作獎

活得精彩

學一部份，好還要更好。

我來按讚
本人擔任其高一的班導師，見證了她在「德

項多元活動及比賽充滿積極參與的熱情，不計名

智體群美」全方位的優秀表現，尤其是她勇於

次，勇於嘗試創新。投稿藝術類比賽，不眠不休，

任事主動爭取班上吃力不討好的「風紀股長」，

努力創作，文學類等比賽均名列前茅。本人推荐

任勞任怨，稱職負責。該生多才多藝，從小對各

爭取「特殊創作」獎。

推薦人：師長 張強

評審的話
樸實不浮誇，是位踏實和夢想的價值交錯
的傑出女兒，更難得是立志遠遊留歸來還是要選

和人。以自己所學在偏遠地方讓當地人能夠生產
營生和工作，期待其夢想實現。

擇台灣生活和工作，照顧台灣的偏遠地區的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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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創作獎
姓名／彭亮昀

學校／台北市立中山女高

我是女生 我的夢想是 My Dream

成為一個有溫度的人，讓世界變得更溫馨、更美麗。

優秀事蹟
◆第 8、9、10 屆臺北市青少年學生文學獎
國中散文組佳作、國中新詩組佳作、高中新詩組佳作
◆第 34 屆全球華文學生文學獎高中組新詩佳作
◆第 8、10 屆明湖文學獎
新詩佳作及第一名、散文佳作及第二名

特殊創作獎

活得精彩
我最擅長的就是語文和歷史，所以我藉由文

目標。踴躍參加各項活動或比賽，並且竭盡所

字創作表達個人對環境事物的情感以及反思，也

能，樂觀面對每一件事。勇於承擔，對任何工

希望能增長閱歷，將感動人心的故事呈現予更多

作皆能克服困難，盡心盡力付出，待人處事憑

人分享，以助社會提升良善和諧之共鳴。而我具

藉誠信。從小喜好悠遊書海，一日不讀書，便

有主動、強烈的求知慾，積極充實自我，參加「全

覺無趣，對文史類課外書籍多有涉獵，積極樂

國高中生人文經典閱讀會考競賽」以及「全國高

觀的閱讀習慣以及強烈的主動求知慾已然根深

中生人文暨社會科學營」，參加文學獎以及多語

蒂固，汲取浩瀚知識，如魚得水。

文競賽，皆能秉持熱忱持續努力，並能藉創作表
達反思。

曾經通過甄選，在學校擔任日本住吉高校來
訪之司儀致詞人，並協助導引工作。咬牙苦練

我的個性耿直，重視公平正義，常在校園裡

大提琴的經驗讓我熬過漫長的辛苦練習，而寫

路見不平，正義相助弱勢同學，我希望充實自

作則讓我可以和自己的內心對話。我參加文學

己，在社會角落發光發熱，成為能給別人溫暖的

獎以及多語文競賽，皆能秉持熱忱持續努力，

人。我主動參加比賽或活動，且能達到自己預定

並能藉由創作表達反思。

我來按讚
本人是亮昀的校長，亮昀在創作領域具有高

關照，其作品可見關懷社會的特質，內容更能引

度熱忱與優異天賦，對文字有高敏銳度及傑出的

人省思。心地善良給予弱勢同學溫暖，特此衷心

駕馭能力。作品題材涵蓋廣，對事物有靈敏觀察

推薦她參與女兒獎特殊創作類甄選，期盼成為點

力，能將所感知，藉文字創作表達對周遭環境的

亮社會希望的種子。

推薦人：校長 吳麗卿

評審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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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產兒體質孱弱富正義感，扶持在校被霸

完整的呈現自己所長，誠意的生命分享，以思

凌同學，從助人得到力量 。其文學不似 16 歲少

想、情感、文字之高度，思索生命與歷史、社會、

女，蘊含著個人自生存經驗引發的特殊哲學觀，

生態的關係，值得期待發光的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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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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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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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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th Asian Girl Awards
Applicant List
Ashma Aryal (Nepal),
Milena Sahakyan (Armenia),
Shushanik Galstyan (Armenia),
Mary Margaryan (Armenia),
4th Asian Girl Awards

Makara Tang (Cambodia),
Soaya Von (Cambodia),
Sreyneth Nhoa (Cambodia),
Myanganbayar Enkhtur (Mongolia),
Pramila Choudhary (India),
Vaishali Shakala (India),
Aisha Tariq (Pakistan),
Mahnoor Shakeel (Pakistan),
Aqsa Shakeel (Pakistan),
Sumi Akter (Bangladesh),
Munisa Huseynzoda (Tajikistan),
Ting-wei Kuo (Tai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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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哈蒂康巴希爾
推薦組織／巴基斯坦 ( 覺醒 ) 社會文化發展協會
Hadiqa Bashir/"The Awakening" A Society for Social & Cultural
Development

Awards/Achievements

Brief Introdution
I am 14 years old who is a feminist working against early and forced marriages in tribal regions of
Pakistan. I was suffered a lot of violence when I was a child. Therefore, I decided to spread awareness
regarding this cruel act.
Now I am running a campaign called‘Girls United for Human Rights’
. I have objectives to increase
my understanding of issues affecting girl rights, and improve my skills for advocacy. I aim to challenge

4th Asian Girl Awards

◆ Running a campaign against child marriage called‘Girls United
for Human Rights’which aims to assist girls to continue
schooling.
◆ The first young girl from Swat Valley to organize the First
International Girl Child Day and signed the GIRL DECLARATION.
◆ Protests against child marriages and violence against women and
children.
◆ Awarded 2015 Muhammad Ali International Humanitarian Award.
◆發起“女孩團結爭取人權”運動，對抗童婚，協助女孩重返校園。
◆巴基斯坦 Swat Valley 村， 第一位女孩組織國際女孩日並簽署
女孩宣言。
◆組織活動抗議反對童婚與對婦幼一切形式暴力。
◆獲頒 2015 Muhammad Ali 莫罕默德阿里 2015 年國際人道獎。

patriarchy in Pakistan by using media as a powerful source of spreading awareness, to conduct lobbying
sessions with the legislators to incorporate an early warning system, and to strengthen my coordination
with Prayer Leaders who could play a vital role in stopping early and forced marriages.
Furthermore, I plan to eliminate violence between families caused by child marriage, and raise funds for
vulnerable girls to develop their life skills.

自傳
我今年 14 歲，是一位致力於對抗巴基斯坦部落童婚的女權鬥士。我因為童年親身遭遇決定挺
身遏止這個殘忍習俗。我目前發起「女孩團結為人權」運動。未來我要繼續提升自己對於女孩議題
的了解與倡議能力，善用媒體力量挑戰傳統父權觀念並宣傳反童婚理念，遊說立法者建立預防機制，
並召集部落長老支持反童婚運動。我更計畫消弭因童婚導致的家暴，並募集資金供受害少女發展生
活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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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佐扎雅甘博
推薦組織／公主中心

Zolzaya Ganbold/ The Princess Center
Awards/ Achievements
◆ Elected as a coordinator of the Girls’Rights Club to give lessons
on gender issues.
◆ Organized policy advocacy campaign at school and successfully
renovated girls’restroom and made it safe, accessible and
girl-friendly.
◆ Organized“I’
m not a doll”flash mob.
◆ Performed“I’
m flying girl”monologue.
◆擔任學校女權社團召集人講授性別議題。
◆在學校發起政策倡議，成功要求學校改善女廁空間。
◆舉辦“我不是洋娃娃”快閃活動。
◆表演舞台劇“我是飛翔女孩”。

4th Asian Girl Awards

Brief Introdution
I am 14 years old and come from a single-parent family in Gobisumber Province, Mongolia. I
decided to join in the“Girls’Rights Club” of the Princess Center to know more about gender
issues and become a Human Rights Activist. My knowledge has been improved by presenting,
acting, leading girls’community and organizing campaign. I have been elected as the club
coordinator. One of our main goals is to organize policy advocacy campaign at our school and
making it friendly to girls. Compared to other Asian countries, it looks like Mongolian girls do
not have serious difficulties such as child marriage and female genital mutilation. However,
girls are threatened by sexual assault and human trafficking. I am elected as an Asian Girl
Ambassador and I want to become a voice of Mongolian girl in Asian and the world, and
create successful networking with other girls from Asian countries.

自傳
我今年 14 歲，來自蒙古的戈壁蘇木貝爾省（Gobisumber Province）一個單親家庭。我想了解
更多性別議題，並立志成為人權運動者，因此加入 the Princess Center 重點培育之女權社團，在表演、
帶領社團、和舉辦活動等過程不斷增進我的專業知識。我現在是女權社團召集人，社團主要目的是
在學校組織政策倡導活動，促使學校改善對女性友善環境。相較於其他亞洲國家，蒙古女孩較沒有
童婚、割禮等問題，但她們仍面臨性侵害與人口販運等威脅。因此我當選亞洲女孩人權大使，就是
要成為蒙古女孩在亞洲和世界發聲管道，並與其他亞洲女孩建立連結以倡議女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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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愛妮莎艾莎肯
推薦組織／希望與幫助非政府組織

Inessa Arshakyan / Hope and Help NGO
Awards/ Achievements
◆ Established a young philanthropists club and organized a charity
rock concert. All the concert income was donated for disadvantaged
young girls.
◆ Took part in TedEDClub and made a speech on“Child can do a
lot in this world”.
◆ Implemented “Eco Youth Generation”program and teach orphans
to know ecology and learn how to make eco-friendly handmade
items.
◆成立慈善社團並舉辦搖滾演唱會，收益捐助弱勢少女。
◆參與 TedEDClub，演講題目「兒童可為世界貢獻良多」。
◆執行「環保少年計畫」，訓練孤兒院孤兒資源回收和生態保育。

I am 17 years old and I am the only child in my family. I have established a club called "The
club of young benefactors" to help people with disabilities at the age of 13. Now we are
helping not only disabled people but everyone, and we teach 12-13 aged (mainly girls) to make
eco-friendly handmade items and hold exhibition advocating eco-friendly spirits. Although we
have little financial support, we will continue our program. In the future I will make good use
of media power so that the society will pay more attention to the problem of patriarchy, such
as sex-selective abortion and forced marriage of girls or forced agricultural work of women.

4th Asian Girl Awards

Brief Introdution

自傳
我今年 17 歲，是家中獨女。當我 13 歲時成立「年輕者捐助俱樂部」幫助募資給身心障礙人士。
近年來已將服務對象擴展至社會大眾，並教導 12-13 歲青少年（主要是女孩）製作環保手工品，並
舉辦展覽。儘管面臨資金匱乏等問題，但我們仍會持續努力。未來我將善用媒體的力量讓社會更重
視父權議題，例如：性別篩選墮胎、逼婚與強迫女性農務工作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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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彭亮瑜 推薦組織／國立臺東高級商業職業學校
Liang-yu Peng / National Taitung Senior
Commercial Vocational School

Awards/ Achievements
◆ Participated in various sports competitions and is a marathon
lover who won several medals.
◆ Participated in“Rainbow Road Running”to pass the message of
respecting multi-cultural and anti-discrimination.
◆ Won the first price in 2015 Information Month Competition.
◆ Volunteer to clean school after Typhoon Nepartak in Taitung.
◆參與多項運動競賽，熱愛馬拉松，並贏得各種獎項。
◆參與彩虹路跑支持多元社會價值觀並反歧視。
◆ 2015 資訊月競賽第一名。
◆自願參與尼伯特風災後校園清理工作。

4th Asian Girl Awards

Brief Introdution
I come from a single-parent family in Taitung. I love sports and frequently challenge myself
to pursue better records. I believe girls could show their energies and self-confidences through
sports without gender differences. I participated in“Rainbow Road Running”in Taipei last
year. I support homosexuality and hope there would be no more homophobia in the world. Being
an Asian Girl Ambassador, my ultimate goal is to protect girls’rights and to defeat traditional
male-dominated ideology. I think that gender make no difference in political, economic, and
social fields. Everyone should live in an equal society and respect various culture identities
without discrimination. In the future, I want to hold a“World Girls’ Marathon Series”to
help girls perform themselves. In addition, I want to travel around the world to promote the
idea of feminism, and help the public to be more aware of women’
s status.

自傳
我來自台灣台東單親家庭。我熱愛運動並時常自我挑戰更高紀錄。我相信運動不分性別皆可展
現能量和自信。去年我參加台北的彩虹路跑，我支持同志權利並希望人們不再對同志族群有歧視。
作為亞洲女孩人權大使，我最終目標是維護女權並打破由男性主導的社會傳統觀念。我認為性別不
因政治、經濟、社會地位而有所不同，大家應活在一個平等的世界，尊重不同文化認同而非歧視。
未來我想舉辦女子馬拉松系列賽，幫助女孩表現自我。此外，我想環遊世界並提倡女權，讓更多人
重視女性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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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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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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得獎獎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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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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魔法少女電力營女兒工作日

照片集錦

女兒節照片集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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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是自信的台灣女孩。( 雲林 )

▲花蓮少女一起大合照，為青春留下紀念。( 花蓮 )

▲激烈的辯論活動。( 花蓮 )

▲信任是「不管前面有多少障礙，我們一起突破」。( 花蓮 )

▲透過小組討論，成員反思生活中的性別刻板印象。( 台南 )

▲性別暖身操 - 從性認識妳。( 屏東 )

▲性別卷軸，學員創作與分享性別的自我經驗。( 屏東 )

2016 女兒節手冊

▲快樂的營隊即將結束，大會頒發結業證書。( 台東 )

▲專心討論及覺察卡通「史瑞克」中的性別議題。( 彰化 )

▲到魔法的世界先跳一支魔法之舞熱鬧開場吧 !( 台中 )

▲台中營隊最後一天成果發表「分享愛」大成功。( 台中 )

▲女孩手上高舉色紙，代表自己認為愛情的顏色。( 桃園 )

▲收集多個大拇指同時，讓女孩們彼此靠得更近。( 桃園 )

女兒節照片集錦

▲帶領女孩親手採集食材，認識土地給予的食物，女孩們親手處理操作的過程裡，使女孩學得食物的豐富知識。( 台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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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屆 Formosa 女兒獎
面試花絮

女兒獎面試花絮
▲參與面試的女兒跟家長們仔細聽工作人員說明面試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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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兒們準時到勵馨總會報到。

▲勵馨執行長紀惠容 ( 右 ) 跟入圍女兒及家長打招呼。

▲工作人員向評審們說明面試的注意事項及流程。

▲面試時，社群經營評審們專注聆聽女兒見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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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兒獎面試花絮

▲女兒面對數理科技組的評審侃侃而談。

▲女兒們充滿期待等待著面試。

▲女兒們準備著，想展現出最好的一面。

▲體能運動組評審面試女兒中。

▲數理科技評審們聚精會神地聽女兒自我介紹。

▲入圍女兒在面試中侃侃而談，暢談未來夢想。

▲勵馨執行長紀惠容 ( 左 ) 感謝評審們支持女兒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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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欣工程在本業的營造工程上獲獎無數虇
達欣工程在本業的營造工程上獲獎無數虇建案開發也深獲好評虇
建案開發也深獲好評虇
對於勞動安全及環境保護等工作更是不餘遺力虇
對於勞動安全及環境保護等工作更是不餘遺力虇並熱心參與社會
公益虇
公益虇不但長期支持籃球運動、
不但長期支持籃球運動、培養優秀國手人才並推廣基層運
動虇更積極參與各項公益贊助虇
更積極參與各項公益贊助虇善盡公民責任虇
善盡公民責任虇為企業回饋社會
樹立良好典範。
樹立良好典範。
淡水【海洋都心】二期及三期建案

高雄氣爆災後重建及捐助

參與各項公益活動及偏鄉校園籃球教學

臺北達欣籃球隊

國際崇她 31 區網址

2014 女兒節手冊

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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