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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屆 Formosa 女兒獎入圍名單
社群經營獎
女兒獎入圍名單

謝佳純、胡湞筠、吳梓樺、張惟雅、陳慧玲、顏明柔、劉家伶、周雨萱、
鄭左慈、揭怡婷、張馨尹、姚柔安、林苡萱、謝承育

勇氣冒險獎
林佳穎、林沛珊、方思穎、倪瀅瀅、駱立瑄、林佑柔、謝易儒、楊孝妤、
江旭

特殊創作獎
林宜臻、吳若湄、蕭之昀、許昀茹、王采凡、賴亭妤、黃嵉翊、林欣旋

數理科技獎
陳靜萱、謝昀蓁、吳庭瑄、黃慈恩、陳映築

體能運動獎
賴怡婷、梁玉嬿、劉家蓁、吳珮蓮、王泓瑜、駱立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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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年耕耘的台灣暨亞洲女兒獎
勵馨基金會 執行長
持續 15 年的台灣女兒獎 (Formosa Award)，數算歷年來得獎的女孩
超過 200 位，而第一屆得獎的女孩平均年齡應該也有 30 歲左右了，深信

讓勵馨最感欣慰的是，這個獎項一步一腳印，它揭示了女孩的價值。
透過女兒獎系列行動，女孩自己發聲、展現能量，不斷的讓台灣、亞洲社
會再次看到女孩蓄勢待發的光芒。

給女兒的鼓勵

她們都正在台灣、國際上舞台上發光發熱。

幾乎每一屆的評審們都告訴我說，「好令人讚嘆的女孩，我們的下一
代女孩比我們強太多了！」 我相信勵馨經過十五的耕耘，台灣與亞洲孩
子的進步是有目共睹的。參賽的女孩們不論境況如何，都展現了無比的自
信與能量，勇敢追求夢想，她們不再想當第二性的女孩，或說，她們嚮往
獨立自主，走出自己的路。
舉辦台灣與亞洲女兒獎的目的，不只是要獎勵優秀的女孩，更重要的
是要揭示女孩的價值，還要紀念各種處境下的弱勢女孩，如被性侵、被暴
力對待的女孩。她們一樣都擁有上帝榮美的形象，就像一顆原本就會自己
發光的橄欖石，但在未經疼惜琢磨之前，別人是看不到她的光采的。她們
欠缺的是機會與投資而已。
期許台灣與亞洲社會認真善待女兒，讓所有的女孩都活得精采！

03

2017

女兒節頒獎手冊

Formosan Girl Awards and Asian Girl
Awards for 15 Years
Chi Hui-Jung, CEO, the Garden of Hope Foundation
Formosan Girl Awards have been created for fifteen years. During the past years, we
have awarded more than 200 girls and the average age of the first winners is thirty,
who still shine in the local and the world stages.
What is comforting is the Awards help girls to reveal their values. Girls voice
themselves and demonstrate their power through Girls Awards Activities Series. This
allows Taiwanese and Asian societies to see girls’ unparalleled energy.

給女兒的鼓勵

Each year, almost every judge of Girls Awards is amazed by the candidates. “Such a
brilliant girl! The young generation is definitely better than us!” I believe the giant
progress among these Taiwanese and Asian Girls is obvious after GOH’s work for
fifteen years. Candidate girls demonstrate unique confidence and power to pursue
their dreams regardless of their backgrounds. They will no more being regarded as
“the second sex” and they can be independent and have their own ways.
The goal of Formosan Girl Awards and Asian Girl Awards is not only to encourage
outstanding girls, but most importantly to show their values and to commemorate
vulnerable girls like sexual assault and violence victims. They were born glorious as
the God’s image, which like an Olivine shins. No one will see its shine before it is
polished. And they will start to shine once they get a chance to be empowered.
I sincere hope that Taiwanese and Asian societies to create more girl-friendly cities in
order to make all girls live a more colorful li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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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審的話
社群經營獎評審
國際崇她社 31 區國際理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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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群經營獎評審
Volunteering Taiwan 秘書長 黃淑芬

評審的話

Formosa 女兒獎為台灣女兒立下時代指標。有如路上的光腳前的燈指
引人生方向。

社群經營獎評審
勵馨顧問 廖育珩
謝謝 Formosa 女兒獎的舉辦，提醒社會重視女兒、給女孩力量。參
賽的女兒們，因妳們的參與，有更多人看見女兒的勇氣與改變。謝
謝妳們分享身為女兒的驕傲，繼續散播女兒的影響力！

勇氣冒險獎評審
台灣性別平等教育協會監事 蘇芊玲
期許台灣女兒們，勇於追求自我實現，逐夢踏實；樂於增益女性文化，
建立傳承。

勇氣冒險獎評審
台灣首位國際棒球女裁判 劉柏君
用心做自己，妳們的舞台在全世界！

05

2017

女兒節頒獎手冊

評審的話
勇氣冒險獎評審
海軍鄱江軍艦上尉副艦長 / 第 3 屆女兒獎勇氣冒險獎得主 胡家瑜
成功的路上並不擁擠，因為堅持的人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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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評審的話

掌握每一次的機會，有時挫折也是轉折。

數理科技獎評審
佛光大學未來與樂活產業學系教授

楊玲玲

台灣女兒、充滿自信和智慧，努力不畏挑戰；是有夢和理想的實踐
者！

數理科技獎評審
東華大學教育與潛能開發學系副教授 蔣佳玲
勇敢朝向理想邁進，關心他人也樂於助人；世界將因你而變得更好。

體能運動獎評審
攀岩高手 黃百樂
Formosa 女兒獎自第一屆迄今已邁入第 15 年，實屬難能可貴，所有
的 Formosa 女孩們，大家一起加油！

06

2017

女兒節頒獎手冊

體能運動獎評審
1988 漢城奧運金牌 / 臺北市立大學技擊運動學系副教授 秦玉芳
愛妳所選、選妳所愛。

體能運動獎評審
首位Ａ級證照棒球女教練 / 體育發展推廣者 范悅圓

評審的話

無論是男孩還是女孩拿到，金牌就是金牌。

特殊創作獎評審
畫家 / 國民美術推動者 劉秀美
「女兒獎」是勵馨獻給女性的禮物，這份禮物超越了過去、現在、未
來的兩性平權痛苦，也是台灣女兒比男兒多一份的好禮物，我們要珍
惜這份寵愛！

特殊創作獎評審
藝術家 何孟娟
享受身為女性。

特殊創作獎評審
勵馨靈性關懷師 / 自由創作者 許雅婷
妳就是妳！因為妳的參與，讓我們看見女孩們的精彩 ~~ 謝謝女兒們
對生命的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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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審簡介
Introduction of Judges

評審的話
08

Vita Yeh- Secretary General of Taiwan Alliance for Advancement of
Youth Rights and Welfare, Taiwan
Vita Yeh is General Secretary of Taiwan Alliance for Advancement of
Youth Rights and Social Welfare, who dedicates to youth issues, rights
and policy. She is familiar with social welfare system. She used to serve as
a member of social welfare and rights assessment in both central and local
governments, in which she oversaw the implementation of youth welfare
legislation and policies, and facilitated the amendments.
In 2007 and 2008, Vita Yeh was awarded National Youth Public
Participation Award. She is also a broad member of the Garden of Hope
Foundation and a member of The Presidential Office Human Rights
Consultative Committee.
Kamla Bhasin - Adviser of Sangat
Kamla works with Sangat- a South Asian Feminist Network, as an
Advisor. She also works with JAGORI, Women’s Resource and Training
Centre, New Delhi and Jagori Grameen in Himachal Pradesh as an active
member. She is co-chair of the worldwide network, Peace Women Across
the Globe and South Asia Coordinator of One Billion Rising.
A social scientist by training, Kamla have been actively engaged with
issues related to development, education, gender, media, and several
others for over 35 years. She has been conducting workshops that held
at the local, national, and South Asian levels for activists, senior policy
makers, bureaucrats, parliamentarians, police officers, U.N. staff and so
on.
Kamla has also written a large number of songs and slogans for the
women's movement, books for children, and has created many posters
and banners for different movements.
Wee Wan Joo – Chairperson of Star Shelter
Wan Joo received her Bachelor of Social Science (Hons) from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She is chairperson of Star Shelter and Singapore Council of
Women’s Organisations (SCWO) and Project Pari, an Initiative to support
disadvantaged school girls. Wan Joo was the president of SCWO from
2006 to 2008 and awarded “the Public Service Bronze Medal” at the 2010
National Day Awards.
Wan Joo retired from Healthcare Industry and serves on board and
committee members of several civic organization: St. Luke’s Eldercare
and St. Luke’s Hospital, SCWO Hall of Fame Committee, SCWO
Maintenance Support Centre, Aic Medifund Committee for the Portable
Subsidy Scheme, and Zonta Club of Singap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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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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佳純

學校／新北市立泰山高級中學

我是女生 我的夢想是
踏入醫療團隊照亮他人，點亮社會的黑暗。

優秀事蹟
◆教育局舉辦的華裔志工營
◆教導小朋友英文 5 天
◆擔任新北市的青年外交大使

社群經營獎

活得精彩
我善於傾聽、關心周遭的人。對於弱勢，
我有憐憫之心，願意貢獻自己微薄的力量，讓他

解到「燃燒自己，照亮別人」，護理師的無私精
神，嚮往自己也能學習。

們感到幸福。因此曾擔任新北市外交青年大使

未來就讀大學，我想進入護理系照顧病患。

youth ambassador，至板橋信義國小擔任英文老

念文組的我目前正在努力加強課業，尤其是較弱

師，教導孩子們開心學英語，看著他們一天一天

的理科。課業之餘，也參加醫院所舉辦的營隊，

成長，心裡很欣慰。服務過程中發現，華裔志工

多了解護理師這個職業，體驗 CPR 急救、受傷

不同於台灣高中生，領導能力很強，在他們身上

時如何包紮、哈姆立克法等，並加強體力，因為

我學習到很多，像是如何讓孩子們沉浸在美好的

護理師的工作很辛苦，需要大量的精神。

英語世界裡。

我相信快樂就是「手心朝下，擁有給予的能

我對醫護有無比的熱忱，參加台北醫院舉辦

力，不求回報，心裡卻有踏實的滿足。」而女兒

的「南丁格爾營」，參訪長照病患的病房，這裡

獎是一個榮譽，我很想證明自己的能力，而機會

的爺爺、奶奶看起來都很開心，因為有辛苦的護

是自己爭取的。

理師照顧，進到醫院就有溫馨的感覺，也讓我了

我來按讚
佳純致力於幫助他人，在學校熱心服務，擔
任幹部，在社團也相當活躍。她投身於志工，參
加過營隊，教導小朋友課業學習，樂在其中，也

評審的話
佳純用樂觀的心看待這美麗的世界，用護
理的關懷服務人群。

10

去醫院參訪過，學習護士的無私奉獻精神，並把
助人當作志向。

推薦人：媽媽 邱莉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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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群經營獎
姓名／胡湞筠

學校／彰化縣私立達德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我是女生 我的夢想是
成為一位幼教老師。

優秀事蹟
◆ 105 年保德信志工服務獎
◆ 105 年彰化縣私立基督教喜樂保育院服務證明
◆ 106 年財團法人創世基金會志願服務感謝狀

我從小就生長在幸福的家庭，父親是中藥

我從小就很喜歡跟小孩子玩在一起，後來高

行的藥師，母親在工廠上班。我喜歡嘗試新鮮事

職念幼兒保育科更讓我常常接觸到小朋友，還記

物，尤其是參加志工活動，其實一開始我很害怕

得有次去折翼天使幼兒園實習，看到裡面的孩子

跟陌生人互動，但經過師長和同學們的鼓勵，這

們大多是天生殘缺或多重障礙的病童，心裡震撼

兩年來經歷過大大小小的活動，現在的我不再害

劇烈，我體認到生命的無常可怕，加上從許多社

怕站在眾人面前，也懂得勇敢地將心中的愛傳達

會新聞看到無辜的小朋友因父母不懂事而變成無

出去。

人關心的幼兒，因此未來想創立「幸福天使照護

參加志工活動讓我特別有成就感，曾跟著社

院」，專門收容孤苦無依的小朋友。目前計劃於

團學姊教社區居民做襪偶和氣球，看到小孩子臉

大學繼續攻讀幼兒或社工相關科系，等畢業後累

上綻放的笑容，心中有滿滿感動，我也曾到安養

積實務經驗，逐步實現夢想。這次報名 Formosa

中心關懷長輩，以及到創世基金會陪伴植物人說

女兒獎讓我重新省思了自己的成長歷程，也更加

話、幫忙上街勸募發票，種種活動讓我更加珍惜

珍惜所擁有的幸福，我想，「讓幸福延續下去」

現下所擁有的一切。

就是要勇敢挑戰未來的自己。

社群經營獎

活得精彩

我來按讚
我從湞筠高中起參加各項志工服務活動中，

不畏眾人眼光地伸出援手，努力幫助他們完成分

就感受到她的熱情活力與勇敢負責。她平時在校

組報告或協助功課，是同學心中的大天使。我從

內便積極參加各種活動，擔任幹部也很盡責去做

她身上看到了勇氣、自信、活力、責任、知識，

到最好，尤其是她對班上一些較弱勢的同學總是

在此特別推薦她參加台灣女兒獎。

評審的話

推薦人：師長 洪筱娟

湞筠是個樂觀開朗的女孩，在兒童服務上

向，正運用所學專業一步一步築夢，相信不久，

展現出自然流露的關懷與熱情，擁有遠大的志

我們將看見一位在教育界發光發熱的幼教老師。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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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群經營獎
姓名／吳梓樺

學校／彰化縣私立精誠高級中學

我是女生 我的夢想是
成為一位飯店經理人。

優秀事蹟
◆ 105 年第 17 屆保德信青少年志工菁英獎奉獻獎
（全國前 150 名）
◆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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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群經營獎

活得精彩
我是平凡人，但有不平凡的人生。樂於助

在領導者的角色，擔任營隊副總召，雖然籌備期

人是我從小就擁有的優點，但小時候的個性內

辛苦又難熬，看著隊輔們沒進入軌道的模樣，總

向，屬於默默幫助型，直到國中加入彰化市文化

令人一個頭兩個大，但我們始終沒有放棄，因為

古蹟青年志工團才踏出那條線，成為活潑、外向

相信大家都在為整個營隊而努力。志工團隊使我

又有自信的導覽員，更給自己一個目標──成為

改變個性，從懦弱害羞的小女孩，變成讓人刮目

彰化市古蹟「元清觀」隊的隊長；我也於 2015

相看的領導者，和夥伴一起成長、一同解決難題

年擔任兒少代表，以及在 2017 年擔任彰化縣青

是我最珍惜的回憶，過程中更學會如何讓夥伴發

年諮詢委員，主動關心兒童及青少年的權利，慢

揮所長，將效率達到最好的狀態。

慢察覺到自己的力量不再是想像中得渺小。

未來我想要成為服務業的一份子，以一顆熱

成為一位專業的古蹟導覽員，必須事前了解

誠的心去服務他人，志工服務就如同服務業一樣

關於古蹟的知識，為遊客們導覽時要拿出自信態

須要面對各種人群，而社群經營獎成為我在夢想

度，將自己的知識與他們分享。無私的奉獻是我

道路中達到肯定的一個獎項。

服務的理念，校內及校外的志工團隊中，我都站

我來按讚
關於梓樺同學，服務過程的成長令我驚豔，

女兒獎的甄選舞台，梓樺依然抱持著一個堅定的

從一位內向害羞的學生，到今日的主動、大方、

態度，更是讓我由衷佩服，聽她侃侃分享，與其

積極、活力、熱情！心境與態度的轉變相信應該

他女兒們的交流與互動後，對她都是深刻印記與

是與投入服務中過程的自我內化。四度站上勵馨

正面啟發，因此我非常樂意再度推薦她，因為這
就是台灣女兒的精神！

評審的話
長年致力於志工服務，籌辦服務計畫，有
恆心、有毅力！是一位極有責任心有專業知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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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薦人：志工團指導師長 黃志平
志工。

2017 女兒節手冊

社群經營獎
姓名／張惟雅

學校／嘉義市私立嘉華高級中學

我是女生 我的夢想是 My Dream
到外國增長視野，並對世界有點幫助。

優秀事蹟
◆擔任閱讀營志工到偏鄉國小服務
◆飢餓 30 校內 DIY 工作人員
◆帶隊參加聖馬爾定醫院
［醫療傳愛 ․ 感恩 50］表演活動

我認為我具備勇氣，天下無難事，只怕有

在營隊的活動期間我們吃、喝、住都在學校，而

心人，有些事雖然難以達成，但只要是我想要、

為了讓小朋友們有更好的收穫，我們準備了三天

想做、想達成目標的，就會盡我所能去做。人

的時間，那些辛苦的付出終於在最後一天看到小

生如果沒有好好地為自己衝過幾次，而留下遺

朋友的笑容後，感覺值得了。

憾，是會對不起自己的。

社群經營獎

活得精彩

從國中要升學開始，我就一直找尋自己的興

勇氣促使我努力向前，使我面對自己的不

趣及特長，雖然沒有特別明顯或突出的，但我越

足，勇氣是我不可或缺的特質。社群經營講的

來越傾向往外國發展，所以不管以後考上什麼大

是盡自己的一份心力，為這社會帶來更多美好，

學，我都希望是以後在國外可運用的，而報名這

在這社會中許多東西本來就是不公平的，因此

次女兒獎社群經營，是覺得憑自己的力量，不管

為了實施社會正義，我們這些有能力的人就應

在國外或國內都可以有良好的社群經營，從與他

該去幫助較弱勢的人，所以我參加了偏遠地區

人之間的相處、人與人的互相幫忙、到自己去服

所舉辦的閱讀營，去幫助那邊的小朋友了解更

務需要的人，這是一個可以證明自己的機會。

多外面的世界。為了更熟悉及體驗那邊的環境，

我來按讚
惟雅是一個活潑、爽朗的女孩子，對於任何

動中，也是小孩子最喜歡的隊輔。她在閱讀營活

有服務大眾的機會都會積極參與。例如去年學

動中除了扮演友善的大姊姊角色外，也能發揮創

校與嘉義縣偏鄉小學合作舉辦閱讀營，惟雅便積

意，設計一系列精彩的課程。因此我極力推薦惟

極邀請同班同學一起來共襄盛舉，甚至在營隊活

雅參加女兒獎，因為她絕對具有符合女兒獎精神

評審的話
惟雅是一位心思細膩的女孩，對社會工作

的特質。

推薦人：師長 許雅婷

美好的心，值得讚賞！

很有同理心，想要擴展視野走向世界，讓世界更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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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群經營獎
姓名／陳慧玲

學校／新北市私立東海高級中學

我是女生 我的夢想是 My Dream
成為一名小說家。

優秀事蹟
◆閱讀心得甲等
◆扶輪青年領袖獎研習營（RYLA）
◆陽光青少年志工營

社群經營獎

活得精彩
幫助別人，不計較一切，只希望他人以一

此外，我還參加校外相關領培營活動，展現

個微笑來作為回報！」從小我媽媽總是以這樣

青春洋溢的活力，例如扶輪社舉辦的青年領袖

的觀念教導我們幫忙有困難的人。除了平日協

營，我想貢獻出自身的才能，為大家服務；另外

助班務外，我也積極參與學校服務性社團，擔

也參加陳定南基金會所舉辦的陽光志工營，多接

任糾察隊及學務處志工，竭盡所能去幫助他人，

觸人群，涉獵不同階層的範疇，磨練自己的視野

甚至在準備「母親節奉茶洗腳 ‧ 梳髮祈福」活

與見解。

動時，因籌畫時間非常緊迫，臨危授命接下任

服務會如此堅持，除了父母從小的教導方針

務，為了要把活動做到最好，花了很多心力去

外，也因為我有一顆向上打拚、不認輸及追求完

準備，例如到先嗇宮除穢祈福，以及為增加活

美的心。雖然知道事事無絕對，但是不去試，又

動效益，必須尋求平安鑼，與訓育組老師百般

怎知不行？只好一步一腳印認真面對每一天。我

與校外單位交涉，採購當天所需的必需品。課

將來想成為一名小說家，目前希望可以先好好升

餘時間幾乎都耗損在此排練，只為了把活動做

學，進入到理想中的語文大學，藉以磨練我國文

到零缺點、最好及最完美。

的寫作技巧。

我來按讚
從慧玲身上可以感受到「後生可畏」，著實

喊累或藉各種理由逃避，而是盡心盡力完成隊上

可以「品學兼優、五育卓益」八字稱之。她除

的使命。她心地開朗、勤於學習、搜集資料，勇

擔任班級的總務股長外，還參與學校服務性社團

於突破各種問題的瓶頸，因為這些特質使我相信

──糾察隊和訓育組義工，在值勤上不曾因病痛

她是一位頗具潛力的人才。推薦人：師長 林淑怡

評審的話
用慧玲敏銳的觀察力發揮文筆的影響力，
影響社會與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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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群經營獎
姓名／顏明柔 學校／台中市立台中女子高級中等學校
我是女生 我的夢想是 My Dream
當一名翻譯，成為人與人之間的橋梁。

優秀事蹟
◆ 106 年全民英檢能力分級檢定測驗高級初試通過
◆ 105 年元大文教基金會元大清寒優秀人才
◆ 105 年中華民國水上救生協會暨國際救生聯盟
救生員訓練合格

我從小就是一隻無尾熊，先天性脊椎少一

溝通無比重要。因為加入聾協的活動，我認識許

截，基於健康因素，2 歲半開始學游泳，更是在

多聾朋友，也「聽」他們的生活困境，其中很多

7 歲時被選入游泳代表隊，但是再次因為身體因

都是因為無法溝通而導致的。

素，成為女版菲爾普斯的夢想沒能實現。媽媽

我要當一名翻譯，對英文亦是抱極大的興

在我國小三年級的時候病倒了，臥病三年，我

趣，在高中選社團時，毫不猶豫地選了模擬聯合

開始練習照顧自己，同時自學英文，確立以後

國社。進去後，發現翻譯不僅侷限於我喜愛的小

要成為翻譯的路。

說裡的虛幻世界，更是各國實際互動的現實生

我喜歡說話，因為說話是溝通的唯一途徑，

活，有的組織致力於平衡國際間的經濟關係，有

但這個認知在我遇到一位聾人時被推翻了，那

的致力於健康醫療的更上一層樓，而有的就是致

真的是一個手足無措的經驗。後來因緣際會下，

力於所有國家內的女權爭取。翻譯是幫助困頓的

我報名參加手語翻譯人員的培訓計畫，就此展

人發聲的最佳途徑，而參加 Formosa 女兒獎的徵

開我六年的手語學習之路。現在，在跟手語培

選更是傳達這些女孩求助聲音的大聲公。

社群經營獎

活得精彩

養了那麼多感情後，我更是覺得人與人之間的

我來按讚
明柔是我衷心推薦的學生。明柔的英文能力

比賽獲得第 1 名的好成績。社團方面，參加模擬

大半是靠小學就開始聽廣播、看雜誌等方式自學

聯合國社，開展國際視野，精進英語辯論能力，

而來，在國小時更獲得教育部頒發的「奮發向上

高二亦擔任社團幹部。明柔也是本校榮譽服務隊

優秀學生獎」。105 學年度在校內參加英文演講

的中隊長，顯見其樂於服務的特質。
推薦人：校長 呂培川

評審的話
人生的目標明確，熱愛生命克服困難，樂

進人與人之間的橋梁。

觀向上、文武雙全，必能以流暢的外語與手語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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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群經營獎
姓名／劉家伶

學校／國立台南大學教育學系

我是女生 我的夢想是 My Dream
追求全球男女平等受教權益。

優秀事蹟
◆第 26 屆飢餓三十人道救援行動飢餓勇士大會師飢餓證書
◆國立中科實驗高級中學 105 學年畢業生特頒熱心服務獎
◆參與新住民親子活動分享優雅的樂音感謝狀

社群經營獎

活得精彩
高一時班上有位聽障同學，因為緣分，使

山區輔導孩子們的課業，在偏鄉中，孩子們缺少

我逐漸成為她學習上的助手，她讓我感受到人

的不只是硬體設備，更是肯為他們花上許多時間

世間簡單而真切的幸福就是幫助別人，為別人

及付出真心的老師們。我冀望他們能有豐富有趣

點一盞燈，照亮別人也照亮自己。我曾參加過

的國中、小生涯，不因城鄉差距使擁有的資源有

飢餓 12 與飢餓 30，深切體會在世界角落仍有

所落差，並藉由愛與關懷為出發點的教育，使他

許多三餐不繼、須要救援的人們，藉由這樣的

們擁有更多選擇未來人生的權利。

體驗提醒自己該知福惜福，期許未來也能盡一

藉由 Formosa 女兒獎徵選，我從中更加了解

己之力回饋社會、幫助弱勢族群。儘管我現在

及關心女性在世界中的地位，希望未來有機會

仍是學生，零用錢不多，仍盡力存下來定期將

到其他國家幫助當地女性，為她們爭取學習的權

這些錢捐至幫助弱勢的基金會，以微薄之力對

益。未來倘若我能成為一名具有影響力的女性，

社會貢獻一份心力。

我希望能藉由我的力量進而改變所有弱勢者的學

我從小到大的夢想就是希望能成為一名為

習和生存權利。

孩子盡心竭力的優秀老師，並利用假日到偏遠

我來按讚
家伶從國小 3 年級就跟我學書法，本來希

作。她雖沒有傲人的得獎項目，然而無形的獎項

望她參加特殊創作獎，然而家伶認為她更適合社

卻在她的周遭累積著，她孝順，樂於幫助他人，

群經營，因為她深具有愛心，在大學入學時毫不

心地善良，尤其在學校社團常扮演為善不為人知

猶豫填寫教育系，只因她喜歡小孩，喜歡教育工

的角色。

評審的話
有一天必能以自己的努力，爭取弱勢求知
的平權，追求全球男女平等受教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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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薦人：師長 施永華

2017 女兒節手冊

社群經營獎
姓名／周雨萱

學校／嘉義市私立嘉華高級中學

我是女生 我的夢想是 My Dream
用愛來感染這個世界。

優秀事蹟
◆發起社區探訪弱勢家庭物資募集活動
◆嘉義偏鄉小學冬令營工作人員
◆校內第 5 屆飢餓三十活動小隊輔、美宣組長

我很喜歡幫助別人，很喜歡當志工，當志

的，風雨的襲擊總會讓屋內漏水，一位媽媽靠著

工讓我的生活多采多姿，更能體會到那些需要

補衣服為生，作為全家的依靠，一人獨自撫養四

幫助的心情，生活的歷練也讓我對很多事情漸

位孩子有多麼辛苦，卻無法領到弱勢補助。這讓

漸充滿自信與勇氣，以前的我個性內向害羞，

我看見，並不是有申請低收入戶的弱勢才是需要

對任何事情都沒有自信，自從當志工、加上老

幫忙的，在這個社會上有很多被我們看不到、卻

師的鼓勵，我對生活的態度漸漸改變了。

需要幫忙的弱勢，等待我們介入去援助、了解他

2016 年，我在校內與同學發起物資募集活

社群經營獎

活得精彩

們的困難。

動，籌備過程中要思考如何分配資金、如何募

參加女兒獎對我來說是人生一個重要的里程

集對方所需要的資源。當募集到足夠的物資，

碑，也是一種對自己的肯定。我的夢想是希望能

能去幫忙那些社會上看不見、卻是需要幫忙的

夠幫助、關懷那些在社會上我們未發現的弱勢朋

人，那一刻，內心是感動也是溫暖的。印象深

友，讓他們可以得到我們的溫暖，並且改善他們

刻的是，我們出發前往弱勢家庭中，其中一戶

的現況。

家庭的房子不大，而且旁邊的廁所是自己加蓋

我來按讚
雨萱是我於嘉華任教八年多來，極具有熱心

動會頒獎人員，更主導發起社區探訪弱勢家庭物

公益，態度正面積極的學生，曾參與校內第 5 屆

資募集活動，如此優秀的學生更應該要讓更多人

飢餓 30 活動，擔任小隊輔、美宣組長，加入偏

知道，以她為榜樣，讓未來有更多女孩於舞台上

鄉小學冬令營工作人員，不僅擔任校內糾察及運

發光發熱。

推薦人：師長 余姿瑩

評審的話
雨萱在服務工作上展現領導力及組織力，
能帶領同學及朋友一同進入助人的行列，主動積

極正向的態度，又具策劃執行力，能為社會創造
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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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群經營獎
姓名／鄭左慈

學校／高雄市立國昌國民中學

我是女生 我的夢想是 My Dream
為獨居老人募款以及偏鄉的小朋友募集圖畫書。

優秀事蹟
◆ 106 年議長獎
◆高雄市建國國小閩南語演說第 3 名
◆榮獲 105 年度高雄市教育局「幸福家庭楷模」

社群經營獎

活得精彩
我是一個樂觀開朗的小孩，什麼困難我都不

你，因為有你世界更美好。」用這句話，來表達

怕，在媽媽的帶領之下，來到華山基金會以及圖

爺爺奶奶們在年前吃到豐富的六菜一湯，那長輩

書館。一開始，大家都用著「小朋友能做什麼事

們臉上的一抹微笑，是源自於捐款者為爺爺奶奶

呢？」的心態看我，但個性好強的我想用自己的

們的關懷，更大的是源自於我們在年前，為長輩

力量來證明，不管是街頭募款或是擺攤義賣，以

貼春聯以及送上那暖呼呼的湯和飯菜，讓他們足

及年前掃除、關懷訪視等活動，無論刮風下雨，

以溫飽，也讓他們感覺到世界的每一人都是他們

甚至是颱風來襲的前夕，只要站長的一聲邀約，

的家人。

我總是義不容辭爽快地答應。直到現在，大家慢

未來我的夢想是幫助獨居老人重拾過去的歡

慢對我改觀，得到認可我非常高興，現在的我想

樂年華，而動力來源是背後爺爺奶奶們的一抹微

著：我要用自己的力量，改變全世界。

笑。我也希望能為偏鄉的小朋友說故事、募集圖

因為有了自信，我踏出人生一大步，深入為
獨居的爺爺奶奶們盡一份心力，尤其在街上募款

畫書，讓小孩們在圖書館可以聽到好聽的故事、
做美勞活動。

時，讓我更能展現我的自信，我總會說：「謝謝

我來按讚
我跟左慈的緣分不淺，但我們之間的對話越

作，可以囉嗦十句，漸漸地只要小幫手是左慈，

來越短了……不是無話可說，而是當你說話的

我只說那麼一句話就夠了。要在良善上聰明，這

對象有這樣的組織力、領悟力，那麼說重點就夠

句話我深深地在左慈身上體悟到，小慈聰明善良

了！記得第一次左慈來幫忙時，光交代一項工

的特質不會只在華山梓官天使站閃耀著！

評審的話
左慈雖然年紀輕輕，但對社會議題具敏銳
觀察力，並有效勞意願。將聰明才智運用於助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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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薦人：基金會站長 李維華

行善上，在人生路上，她選擇了上好的福分，要
持續加油發揮影響力。

2017 女兒節手冊

社群經營獎
姓名／揭怡婷

學校／新北市立大觀國民中學

我是女生 我的夢想是 My Dream

成為讓粉絲喜愛和給粉絲正能量的女藝人。

優秀事蹟
◆ 106 年「第 17 屆保德信青少年志工菁英獎」服務獎
◆ 106 年新北市第 3 次童軍大露營榮獲 9 項榮譽旗
◆ 106 年慶祝「2017 世界懷念日」活動，才藝表演優異獎

我是個有勇氣、有自信、有活力的女孩，熱

必定竭盡所能，幫助需要幫助的人。雖然有的人

衷於各種活動，不管是學習技能、訓練營、各

可能會想「好好追夢就好了，幹嘛要服務大眾，

種服務、表演等，都勇於參加和嘗試。我也喜

真是費時費力」但我認為，服務不是為了省事而

歡服務，因此加入童軍團，服務能帶給我宛如

做，而是能讓我帶給別人溫暖的寶貴機會。

玩樂一般的快樂，不但可以幫助他人，更可以

而讓我很自豪的是，我臉上總帶著笑容，希

看到那些我服務的人因為感到幸福所露出的笑

望身旁的人可以因為我的熱情打開自己的心房，

容。

因此我的夢想是成為一個傑出的藝人，除了唱跳
在每次服務結束之後，我學習了不少東西，

和展現自我外，希望藉由各種展演服務機會，讓

相信自己的服務可以一次比一次更好。不管是

人們感到幸福。當自己能讓別人幸福時，自己的

表演、服務還是指導學弟妹，我檢視我服務的

內心也會感到快樂，未來我會多方面學習各種技

情況，思考該如何讓服務做得更好，幫助更多

能，增加經驗，積極爭取服務、展演的機會，貢

的人，警惕日後凡事一定更加認真負責，更珍

獻所長、散播幸福。

社群經營獎

活得精彩

惜周遭所有人事物，他日若有機會服務社會，

我來按讚
怡婷由母親獨自撫養，自加入童軍團後更認

內外服務學習及舞台展演，榮獲不少獎項。最近

真學習、勇於承擔；在活動過程中，總是犧牲睡

更榮獲「第 17 屆保德信青少年志工菁英獎」奉

眠去完成小隊任務；遇到學弟妹有困難，都會主

獻獎殊榮。

動協助與幫忙。她也積極參與各項童軍活動、校

推薦人：師長 林秋霞

評審的話
怡婷以精湛的表演給人歡樂的愉悅，在
每一次的公益演出回饋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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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群經營獎
姓名／張馨尹

學校／台中市私立新民高級中學

我是女生 我的夢想是 My Dream

走遍全世界每個角落，運用所學的知識和技能，幫助弱勢
長者及家庭。

優秀事蹟
◆ 105 年榮獲教育部青年志工績優團隊全國競賽青少年組
「服務創新獎」
◆ 榮獲第 17 屆保德信青少年志工菁英獎社團影響力獎
◆ 106 年榮獲紅十字會台中市支會頒發時數達 102.5 小時

社群經營獎

活得精彩
從小阿公阿嬤常跟我說做人處事的道理，說

期，提醒他們注意時間。而今年的暑期營隊，我

「人生要有夢，夢也是一面鏡子，一直映照著

擔任銀髮槌球隊隊長，帶領我的夥伴們教導長輩

人生最初的自己」，高中我加入紅十字青少年服

槌球的基本技巧，和他們一起討論戰術，在營隊

務隊，踏上志願服務的行列，在服務上即使有失

尾聲，進行一場友誼賽，除了讓長輩活用腦部，

敗或不愉快，心中都一直記著爸爸說的：「開心

也增進與長輩間的祖孫情感。每當服務結束，想

是一天，難過也是一天，那不如都開心地過每一

到阿公阿嬤的笑容和鼓勵，再苦也願意撐下去。

天。」

每次服務時，相機中記錄的，不只是服務的

身為食物銀行發放志工，我每個月底都為受

足跡，還有與長輩間單純的祖孫情感，因此我的

助戶服務，發放物資；在歲末年時，進入台中市

夢想是走遍全世界每個角落，運用我所學的知識

南區據點，為獨居長者清掃家中環境，過程中清

和技能，幫助弱勢長者及家庭。報名女兒獎除了

出許多過期食品，長輩捨不得丟的心情，我看了

分享服務心得外，無論是不是同一性質，也都能

鼻頭都酸了。在訪視空檔，除了打掃長輩的家、

互相交流，給予不同意見和接納。

陪長輩聊天，我在食品包裝上，也謄上有效日

我來按讚
馨尹在社團中一直是個熱心服務的孩子，利

帶領學弟妹社區服務，贏得社區長輩們的讚許，

用課餘時間抽空參加許多志工活動，自從加入後

此外在學校課業上，也不因參與活動而有懈怠。

即積極投入志願服務的工作。今年暑期服務，她

推薦人：師長周學忠

評審的話
有組織力、有領導力，熱心服務長者，將
來走遍全球，拓展視野，必能如願以知識和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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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助弱勢與長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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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群經營獎
姓名／姚柔安

學校／台北醫學大學

我是女生 我的夢想是 My Dream
讓世界對我留下好的記憶。

優秀事蹟
◆ 106 年度第 17 屆保德信青少年志工奉獻獎
◆ 105 年度教育部青年志工績優團隊全國競賽青少年組
佳行獎
◆ 104 年度及 105 年度中華民國紅十字會服務時數超過
80 小時

生長在單親家庭，從小就看著媽媽用盡一

灘等，縱使過程並不輕鬆，身為領導者更要背負

切方法將我與妹妹辛苦拉拔長大。成長過程中，

龐大的壓力，但我堅信不管發生什麼事，仍能與

身邊許多人的幫助讓我從曾經的怨天尤人，轉為

大家努力、一一克服，不僅是希望能為需要的人

懂得對環繞身旁的點滴懷著感激，體會到所謂

做點事，更希望參與的人能感受服務別人的快樂

「施比受更有福」，即便能力有限也要去給予。

並將這份感覺記在心中。

以前的我認為家境不是很好的孩子沒有助人

升上大學後，我希望在大學生活裡仍然能記

的能力，直到高中加入紅十字服務隊，發現幫助

得服務的喜悅，雖然要面對課業的繁重、要為了

人的方式不僅僅局限於物質，當上隊長後更多了

生活開銷而努力打工、要找到目標不會對未來彷

一份對七十多名社員的責任，和幹部們舉辦了各

徨，但一樣要繼續對世界有所貢獻。我想，獲得

種活動，不論是例行性的流浪狗照護、老人院關

這份獎項的肯定，能讓我知道自己並不孤單，世

懷、建國花市量血壓、打掃天橋，還是大型的替

界上很多人都有著願意付出的心，也希望能透過

偏鄉孩子辦營隊、公益洗車募款、飢餓十二、淨

此機會認識相同信念的女孩們。

社群經營獎

活得精彩

我來按讚
和柔安認識三年，看她在紅十字會青少年服

能量影響他人，並熱心幫忙宣導活動。因此樂意

務隊擔任任務艱鉅的社長職務，身為領導者角色

推薦柔安參加台灣女兒獎，期望能有機會多增廣

真心、不忘初衷，是位很有耐心與細心的女孩。

視野學習。關懷社會弱勢、參與志願服務、熱心

柔安也曾擔任動物保護志工，在關懷流浪動物服

公益傳播。

推薦人：師長 郭靜靜

務隊帶領總有優異表現，每項活動熱忱付出，正

評審的話
以柔安的熱忱與笑容建立老人與小孩的愉

憶。

快動力，以此經驗讓世界對柔安留下深刻的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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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群經營獎
姓名／林苡萱

學校／台中市私立新民高級中學

我是女生 我的夢想是 My Dream
用彩妝服務拉近祖孫的距離。

優秀事蹟
◆ 106 年第 17 屆保德信青少年志工菁英獎「傑出志工獎」
◆ 106 年國際崇她社台中社－女青年公共事務獎（YWPA 獎）
◆ 106 年台中市中等學校優秀青年代表

社群經營獎

活得精彩
我 17 歲，是一名志工，也是一名彩妝志工。

根據研究指出，透過畫眼線、開瓶等化妝所

小時候，常跟著爺爺奶奶幫忙社區做環境打掃，

需的精細動作，可以同時訓練長輩的手部肌肉，

又或是協助較困苦的鄰居清理家裡，從小耳濡目

又可以達到祖孫間的情誼培養，甚至活化腦部、

染下，讓我對長者議題及弱勢服務產生極大的興

增加自信心。因為沒有前例，尋找安養中心及據

趣，讓我一直持續這份愛到高中，並在高中時參

點時經常碰壁，但在不斷解說及溝通中，終於有

加了服務性社團。

安養中心及據點願意給我們機會，彩妝服務就是

剛開始跟著學長姐到安養中心服務或至獨居
長輩家中協助打掃時，我發現到安養中心的長輩

希望能夠讓長輩們經由彩妝預防失智，以及培養
長輩們的自信心。

大多數氣色都不是很好，所以我向社團老師提出

長輩們都是怕寂寞的，所以我希望利用彩妝

成立以「保養、彩妝、訓練」為主軸的銀髮彩妝

拉近長輩與孫子間的距離，也配合政府所提倡的

志工隊，教導長輩畫妝技巧，也得到老師支持，

「祖父母日」做推廣，更希望透過這次女兒獎讓

成員從原本的 3 人到現在的 20 人，一直持續成

更多人知道我的銀髮彩妝服務，讓更多人共同加

長中。

入行列。

我來按讚
苡萱是一位非常有主見和有堅定理念去幫助

志工隊兩隊隊長，她善用巧思與創意規畫服務方

社會的人。自高中起持續投入長者及弱勢家庭的

案，贏得服務對象的肯定，儘管面臨繁重的課業

關懷服務工作，本身是紅十字服務隊、銀髮彩妝

壓力，卻仍積極熱心地抽空投入公益服務。
推薦人：師長 周學忠

評審的話
活潑開朗、激發同儕的活力！有創意，將
快樂和關懷帶給銀髮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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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群經營獎
姓名／謝承育
我是女生 我的夢想是 My Dream

勇敢築夢，並成為一個用生命感動生命的助人者。

優秀事蹟
◆第 16 屆保德信青少年志工奉獻獎
◆ 7Cups Internship 志工（協助將線上助人網站翻譯為繁體
中文、提供線上晤談超過 170 小時）
◆ YMCA 柬埔寨海外志工

在紐約出生、台灣長大，隨家人的工作短暫

議題、心衛教育等文章，希望將人們的目光帶入

住過美國波士頓、紐哈芬（New Haven）及新加

社會底層，更希望能夠減低社會的污名化與標籤

坡，曾經嚮往美國但漸漸認同了台灣的根。9 ～

化，努力喚起人們對社會與國際情勢的重視。

12 年級（美國學制的高中四年裡）轉換了四個

我一直有著熱心服務、關心社會現況、努力

城市、四所學校，我勇敢地適應迥異的教育體

成為助人工作者的心。透過到柬埔寨服務，將

制、迥異的文化，並且自信地與他人分享自己的

夢想的種子散播到各個角落，至今仍與三年前認

國家。

識的柬埔寨女孩聯絡著，更欣喜跨國志工帶來的

秉持著責任感，我籌畫了高一的服務學習活

國際視野最終激勵她錄取頂尖的國際大學。而透

動，創立高中模擬聯合國社團，為學校帶入多元

過 7Cups 的網路諮詢平台，我受訓成為線上傾聽

性，並率隊帶領同學參加了耶魯（Yale）、達特

者，提供協助給遭遇各種心理議題困擾的人，一

茅斯（Dartmouth）等校的模聯會議。在高一那

起為平台的理念「每個需要的人身邊都有一個傾

年，有幸到政大修習社會學相關課程，學會看見

聽、陪伴者」而努力。

社會結構下受苦的人們，成為《高中生看世界
Looking Beyond Borders》的編輯，撰寫有關社會

社群經營獎

活得精彩

未來期待出國主修心理、社工相關領域，更
渴望將更多的資源與知識帶回台灣。

我來按讚
承育除了對社會議題廣泛關注，也身體力行

她也發揮影響力，透過在報章雜誌撰文、統籌班

參與社會服務。她總對議題有獨特的洞見，並不

級服務學習、參加社區服務社團等過程，喚起更

只會濫情地從事志工服務，而是具有反思能力，

多同學對社會議題的重視，並影響更多同學投入

認真地從各個面向思考最好的解決之道。此外，

公益服務。

推薦人：志工夥伴 陳弘毅

評審的話
承育對全球社會議題具深度見解及反思能
力。為要能發揮影響力及更專業的服務，已展開

各種學習及對未來發展的準備，這種特質要保守
恆久，必能改造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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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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佳穎 學校／國立中山大學附屬國光高級中學
我的夢想是 My Dream
成為國家防災中心的成員。

優秀事蹟
◆ 101 學年度高雄市國中童軍團教育聯團露營
童軍技能競賽懸空旗桿第 2 名
◆ 102 年度學生客家語說唱藝術比賽歌謠組第 3 名
◆「2017 實探紀行」四天三夜之地球科學探索活動

出生在一個平凡美滿的家庭，父母教導我充

此而輕易放棄，因此我硬著頭皮報名、承受冷言

實的精神生活遠比實際上的富足更精彩、有意

閒語，最後在大自然中地科實察活動裡找回了自

義，他們總是以身教代替言教，告訴我做人要謙

己面對窘境的勇氣，在我喜愛的領域裡走出更精

和、守信、尊重和負責。我喜歡觀察自然環境並

采的路，勇敢譜出自己所愛的經歷！

記錄生活，主動探索舒適圈外的知識，總是跟著

我的夢想是成為國家防災中心的成員之一。

長輩們到處實地探訪或是自行規劃自然探索之

台灣的自然災害發生頻繁，因此希望自己可以學

旅。

習更多防災方面的知識或技能，成為一位水利工
剛升上高中時被班上所有同學排擠，那段時

勇氣冒險獎

活得精彩

程師，幫助更多的人不被災害侵擾。

間我過得很艱苦，變得膽怯、不敢交朋友，當時

台灣是一個相對保守的國家，很多時候女性

一心想要準備報名一項比賽，進而頻繁地去找恰

是被瞧不起的，可是我不想因此埋沒了我想要為

為男性的地科老師，卻也被說閒話。思考了許久

國家服務、為我們的下一代保育土地的理想，因

之後，我認為我一定要克服難關；人生不應該因

此我報名參加「Formosa 女兒獎」甄選，藉此更
篤定我的志向，更加肯定我對自我意識的認同！

我來按讚
佳穎在課堂上「發光」的熱切眼神，渴望求

研院的 Earth WED 聚會，眼界遠遠超越同儕！

知的她，是為師上課時，相當享受的教室風景。

甚盼佳穎的勇氣，能經由女兒獎的活動，鼓

不只在學校，佳穎更勇敢把握走出校園的機會，

勵更多角落中平凡卻有夢的女孩們，勇敢、志向

參訪 TEAM-R 雷達車、海軍大氣海洋局、台北中

堅定、大膽築夢！

推薦人：師長 謝隆欽

評審的話
佳穎對於地科和防災相關的議題有長時間
的培養，突破傳統家庭的限制，勇於追尋夢想，

棒的自己，這樣的毅力和專注力值得讚許，祝福
勇敢的妳順利完成夢想！

並且勇敢將困難與挫折轉為成熟、自信，成為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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勇氣冒險獎
姓名／林沛珊

學校／國立溪湖高級中學

我的夢想是 My Dream

成為醫生回家鄉服務，將資源帶進偏鄉，為偏鄉奉獻。

優秀事蹟
◆ 100 年全國語文競賽國語演說國小組第 1 名
◆ 101 年總統教育獎之奮發向上獎
◆ 106 年全中運主持人試鏡活動潛力獎

勇氣冒險獎

活得精彩
接受各種挑戰，不向命運低頭。從小，在彰

報發表對總統的建言，為家鄉的圖書設備以及縮

化縣最西南角的偏鄉長大，家鄉醫療資源嚴重貧

短城鄉差距提出建議，引起總統的關注，並收到

瘠；此外，我的家鄉「大城鄉」被稱為彰化縣的

總統府的回信和鼓勵。

文化沙漠，鄉裡沒有一間書局，要看一本新書是

在這努力的過程中，我也曾遇過網路霸凌，

一件奢侈的渴望，這些都讓我深深感受到偏鄉教

但我告訴自己：「你不勇敢的話，沒人能替你勇

育和醫療資源的嚴重缺乏。「如何讓大家看見偏

敢。不要用憤怒來面對問題，而是用實力來還給

鄉、重視偏鄉？」一直是我努力的方向。

他們。」除了勇敢我別無選擇！而如今我想要用

咬字不標準的我，在不斷努力下，得到了全
國語文競賽國語演說第 1 名，讓許多媒體大篇

自己的經驗來鼓舞所有面對霸凌的人：勇氣與實
力是解決問題的最好辦法。

幅報導，也讓我有機會在許多公開場合為家鄉發

將資源帶進偏鄉、成為醫生回家鄉為偏鄉奉

聲。我曾受邀在行政院文建會的願景 2030 論壇

獻是我最終的夢想。城鄉差距是一條橫溝，但絕

開幕式中發表演講，內容是關懷家鄉的生態環

不是過不去的河，希望透過參與女兒獎讓更多偏

境，替家鄉和環保盡一份心力；我也曾在國語日

鄉的孩子受到鼓舞。

我來按讚
沛珊不畏艱難、勇於挑戰，為了實現夢想，
暫時離開家鄉，租屋寄宿學校旁，相當有膽識，

鄉充滿關懷，願意為這片土地努力付出、克服困
難，著實為一位勇於追夢的台灣女孩。

面對環境變遷及捨得放下的勇氣令人佩服。對家

推薦人：校長 楊豪森

評審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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沛珊突破困難、勇於做自己，清楚自己未

持，勇敢面對網路霸凌，長出自己的力量，並難

來方向，富有行動力和表達力，在人群中是很亮

能可貴願為家鄉服務，祝福沛珊能順利成為醫

眼的女孩！為家鄉服務的精神更值得大家學習支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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勇氣冒險獎
姓名／方思穎

學校／ St. Mary's School, USA

我的夢想是 My Dream

培力台灣女孩，促進國際文化交流，翻轉西方對亞洲女孩
柔弱的刻板印象。

優秀事蹟
◆ 9 歲榮獲美國公共電視（PBS）主辦的青少年作者獎，全
密蘇里州第 1 名
◆高雄市市長頒授年度模範生獎、高雄市教育局局長獎
◆ 13 歲榮獲美國聖瑪麗學校獎學金，隻身赴美求學，為該
校 150 年來最年幼的外籍寄宿生

我是由單親媽媽在台灣及美國兩個文化中帶
大的，我堅信沒有任何事可以阻擾女孩成就自
我，這個性格的形成來自我媽媽的影響。

生發言人接受當地電視台訪問。
我積極成為學生會幹部，統籌學校國際社區
發展與文化交流活動，並創建國際文化交流社

在美國就讀小學時，我在學校創立 Power

團，擔任學校農曆新年慶祝活動的協調人，順

Power Girl Club 協助外籍女學生，且是唯一被選

利完成中國新年遊行的舞獅活動，這是一件大

入參加當地資優教育的亞裔女孩；我也曾獲得美

事，透過春節慶祝活動，讓俄勒岡州（State of

國公共電視主辦的全密蘇里州青少年作者獎第 1

Oregon）、梅德福鎮（Medford）的人民，感受

名。國中回台灣就讀，我受頒高雄市年度模範生

中國新年遊行；我也關懷弱勢社區兒童與未婚媽

獎及教育局長獎，代表畢業生致英語答辭。13

媽，參與自願弱勢社區服務，投身慈善公益，成

歲時，獲得美國聖瑪麗學校獎學金，勇敢隻身赴

功為肯亞一名學童募款就學。

美求學，創下該校 150 年來最年幼外籍寄宿生

希望借助在美國求學的機會，促進國際文化

的紀錄，是唯一台灣女孩代表，參與模擬法庭辯

交流融匯，展現台灣女孩致力國際議題的能力與

論競賽；也是唯一的台灣女孩被選入學校排球及

自信，為台灣女孩發聲，翻轉西方人對亞洲以及

網球校隊，榮獲「學者運動員獎」，且被選為學

台灣女孩「柔弱」、「死讀書」的刻板印象。

勇氣冒險獎

活得精彩

我來按讚
思穎（Anais）是名開拓者，在學術及跨文

學，參加慶祝中國新年的舞獅及其他活動。我深

化交流方面都是成功楷模典範，更是扮演文化間

信 Anais 的知識、智慧、行動力、決心、友善、

的橋樑大使。我更讚賞 Anais 過人的精力和志願

對事情的洞察見解、積極正向的態度，將可以代

參與學校及社區的志願服務活動，她是學校國際

表 2017 年 Formosa 女兒獎。

文化交流俱樂部的創始會員，懂得帶領且激勵同

推薦人：校長 Jim Meyer

評審的話
思穎談吐大方、自然，年紀小小卻獨立自
立，勇於面對求學與生活的困難，並深具開創
性，對於打破亞洲女性在國外的刻版印象，有很

多實際作為和想法，能以自身遭遇的困難幫助弱
勢，難能可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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勇氣冒險獎
姓名／倪瀅瀅 學校／國立台灣戲曲學院
我的夢想是 My Dream
點燃自己，劃亮世界。

優秀事蹟
◆第 17 屆保德信青少年志工菁英獎全國菁英獎，並被列選
為年度故事拍攝
◆帶領團隊入選第 1 屆台中女兒館圓夢計畫並奪得優勝
◆獲選富邦文教基金會青少年圓夢計畫，赴柬埔寨擔任國際
志工

勇氣冒險獎

活得精彩
10 歲那年我考取戲曲學院民俗技藝系，離開

進，期許自己成為擁有影響力、饒富智慧的人！

家鄉到台北學習技藝，縱然過程艱辛，卻熬煉習

築夢路上從參與到發起、從被領導到成為領導

得一身「特技」功夫，養成了堅忍不拔、獨立自

者，因為有著自信、勇氣才能一路堅持，儘管路

主、吃苦耐勞、團隊合作的性格。我個性開朗、

途中遭遇挫敗，卻秉持領導的責任心持續帶領團

敢於築夢，面對挫折不屈不撓，努力達到目標。

隊，最終成就平凡中的不凡。

在柬埔寨擔任國際志工時得到啟發，回台後

今年，我更發起十四天徒步離島企畫，把夢

我發想出環島義演活動，用「特技專長」至全台

想延伸至離島，於安養機構義演、撿拾公路垃

共 31 所安養機構進行義演，其中年齡最小的我

圾、淨灘，頂著烈日每天步行八到十個小時只為

擔任隊長一職，挑戰許多未曾接觸的領域，包含

把感動傳至離島，路途艱辛卻因改變而可貴。

寫企畫、發起群眾募資，經過一番波折後終於完

在築夢的路上，時常因性別、年齡等刻板

成企畫，將歡樂及溫暖帶給長輩們，影響不少周

印 象， 而 無 法 獲 得 資 源 及 肯 定， 這 是 我 參 加

遭親友。

Formosa 女兒獎的原因──不在於凸顯自己，而

我在築夢的過程中，不斷地自我檢討並改

是讓大眾看見：女孩也能發揮社會影響力。

我來按讚
瀅瀅是一位充滿活力又具備勇氣特質的女

我挑戰，雖然過程艱辛卻無法令其感到灰心與沮

孩，將自身專長透過圓夢的執行，辦理銀髮活

喪。瀅瀅證明了，不是只有富有的人能夠做公

動，過程中陪伴年長者，替他們找回笑容。不

益，年輕的女孩也能完成夢想與實踐社會關懷。

同於平輩女孩們的獨到見解與能力展現，勇於自

推薦人：友人 洪泰陽

評審的話
臉上掛著陽光般笑容的瀅瀅，充滿服務的
熱忱，主動積極挑戰自我並具有毅力與行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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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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勇氣冒險獎
姓名／駱立瑄 學校／台中市立惠文高級中學附設國中部

我的夢想是 My Dream

當一名能引導學生學習無窮知識的好老師。

優秀事蹟
◆台中市語文資優鑑定通過，進入惠文國中語文資優班
◆台中市傑人盃作文比賽六年級組佳作
◆台中市體適能運動銅質獎

我叫駱立瑄，個性活潑大方，懂得表達自己
的想法，嘗試不同方法解決問題，勇於挑戰、不
到最後絕不放棄！

勇氣的力量無限，正因為如此，它成為我的「必
要」。
我渴望當一名老師，能夠陪伴與幫助每個需

我具備勇氣，並將之化為力量，陪伴我挑戰

要幫助的學生，所以我要增加我的知識、熟悉

與度過難關。要成就一件大事，需要無數的勇氣；

與人的溝通、適時地察言觀色，才能做一位好老

做每個選擇，需要勇氣驅使自信與活力去決定；

師。參加「Formosa 女兒獎」幫助我挑戰一件從

設立任何目標，勇氣幫助知識的展現，擔負起責

未做過的事，也鑑定自己的優缺點，因為要鼓起

任去完成。勇氣，就是如此重要。我具備的勇氣，

勇氣推銷自己，與其他優秀人才同台較勁，如同

是我多次從冒險挑戰與挫折經驗中得到的，不論

老師站在台前，引領學生學習，回答提問，是不

是在擔任班長時，指揮全班整隊到校外長跑、參

容易的！如果我落選了，我不會因此感到難過或

加躲避球比賽，或是個人挑戰台中市作文比賽、

挫折，反而更知道還要充實自己，補足一切再接

語文資優鑑定，又或者是參加全校游泳比賽，與

再厲，繼續勇敢挑戰，未來跟學生分享失敗經

排球校隊一起對戰全國其他國小的體育班隊伍，

驗，才是我的目的！

勇氣冒險獎

活得精彩

我來按讚
立瑄是一位德智體群美五育均表現優異的好

柔軟，勤於學習，但也具備十足勇氣，勇於突破

學生，在待人接物上總是循規蹈矩、彬彬有禮；

瓶頸，挑戰自我。相信立瑄未來潛能不可限量。

勇於挑戰，也不畏艱難再接再厲。立瑄心地善良

推薦人：台灣早產兒基金會 執行長賴惠珍

評審的話
立瑄口齒清晰，年紀雖小卻勇氣可嘉，態

意識，有自己的想法，未來無可限量。

度落落大方，小小年紀就能有如此表現並具性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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勇氣冒險獎
姓名／林佑柔 學校／台北市立松山高級工農職業學校
我的夢想是 My Dream

讓這個世界因為我的到來變得更加美好。

優秀事蹟
◆ 104 年世界童軍大露營台灣代表團第二小隊小隊長
◆ 105 年 Philmont 荒野遠征行台灣代表團 A 小隊小隊長
◆ 106 年給予自己 100 項任務，創設 IG 和 Facebook 專頁

勇氣冒險獎

活得精彩
我熱愛生命，開朗、熱血、喜歡挑戰自己，

師反對，為了實現夢想，開始了八個月的自我運

陽光就是我的代名詞。6 歲踏入童軍後，找到了

動訓練，同時也在學業上努力，希望證明給老師

生命色彩，在國中時面對莫須有的言論，整整三

看我可以兼顧。這八個月很辛苦，但很值得，最

年淪為被霸凌者，令我重新思考人生的意義和自

終成績出來，我竟然考到了松山工農。誰說魚與

我存在的價值。這三年領悟到生命是自己的，要

熊掌不能兼得？

為了自己而活，現在的我對於夢想更勇於實踐。

去美國完成目標時，服務員看到我很驚訝，

父母從小就教我別只是當個乖女孩，而是

因為我竟然是個女孩子，而且還是小隊長，當時

「有自我意識」的女孩。這樣的家庭教育讓我在

我的感覺就是一種認同與肯定，或許在起跑前許

家以外的地方時常受到質疑，有時痛苦想要放

多人看不到你，但當你全力衝刺後，這個世界的

棄，這時我會回頭望，看看過去在爭取權利時

目光自然就會放到你身上。

的我。在那些剎那間，我都在自己身上發現了勇
氣，因為擁有勇氣而面對自己。
依稀記得 2015 年，我是個普通的準考生，
直到某天 Philmont 這個名詞的出現，我不顧導

我的夢想是成為演員，讓世界因為我而變得
美好，用自己的力量去爭取女權。講出自己的故
事、被認同，這條路上很艱難，有女兒獎的幫忙，
將可以讓我更堅強地走下去。

我來按讚
從小在童軍團中長大的佑柔，面對多元的活

同學的思維。努力在課外活動和學業間取得平

動和挑戰，培養她獨立、負責的處事態度，以及

衡，國三時參加了八個月的高山健行訓練，遠征

面對困難時有著有別於同齡女孩的胸襟和格局。

美國完成了為期七天的三千公尺高的重裝健行，

在學校長達兩年的霸凌，她選擇了勇敢面
對，並以自身努力證明自己值得尊重，進而改變

同時也考上自己的第一志願。
推薦人：北極星童軍團女童軍 302 團長 楊超惠

評審的話
佑柔懂得在逆境中找出自己的一片天地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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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困境、不改其志。面對困難，勇敢突破，進而

增加自己的能量！挑戰未知旅程！勇敢做自己的
女孩最美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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勇氣冒險獎
姓名／謝易儒

學校／靜宜大學

我的夢想是 My Dream
成為一個更好的人。

優秀事蹟
◆ 106 年「活力苗栗～棗到幸福」客家食尚路跑健跑 10
公里完賽
◆台北街頭和陌生人以物換物
◆拍攝畢業紀念影片，和百人共舞

我是由外公外婆養大的小孩，爸媽離婚一開

交換，最後在回家的火車上遇到同鄉人，換了

始對我有一定程度的影響，因為被同學嘲笑沒

小吊飾和護身符；我的 18 歲不只這樣，還在高

有爸媽，我傷心欲絕、掉進了自卑的漩渦，迷失

中畢業前拍了一支影片，把一支舞分成幾十個鏡

了好久，但漸漸能將心比心，諒解他們分開的苦

頭，每個鏡頭和不同的人及背景共舞，都是三年

衷。

來我覺得充滿回憶的人事物，畢業典禮那天，影
原本我只是個怕痛、愛哭的小孩，相當自

勇氣冒險獎

活得精彩

片完成了，一切都好不可思議。

卑，覺得自己不如其他人那麼好，但有天我決定

現在的我要求自己每天接受新挑戰，用鏡頭

試著踏出舒適圈，嘗試不敢做的事情：爬了下雪

拍下溫暖的畫面，記錄生活。未來我想要環 368

的合歡山、帶著復健完的雙腳跑馬拉松，甚至列

個鄉鎮，錄下每個鄉鎮最美的畫面，最後做成一

了人生百大目標。18 歲生日時，我在台北的街

支影片，也許須要花好幾年的時間，但我會帶著

頭，用一台手拿電風扇跟路人以物換物，換到最

GoPro 去做。參加甄選是想給自己一個肯定，想

後就是我的生日禮物，過程中換到了螢光筆、口

向全世界證明，我不是生活在很完美的家庭，但

香糖，還不小心攔到日本人，用很破的英文成功

我沒有放棄自己擁有的幸福。

我來按讚
易儒的行動力總是令人驚訝，她常有許多天

的事，即使最終的結果沒有把握，她也只是單純

馬行空的想法，旁人可能覺得是不可能的任務，

地想要做好喜歡的事。我不是個勇於追夢的人，

不過她不因此退縮或躑躅不前，而是確立目標，

一直以來看著她的積極以及為了夢想而忙碌的身

堅持最初的想法，竭盡所能一一完成自己想做

影，十分羨慕又佩服。

推薦人：友人 蘇怡君

評審的話
不輕易被眼前的困境打敗，一直保持樂觀

可期，期待在不久的將來有更亮眼的表現。

進取的易儒十分難得，具行動力實踐夢想，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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勇氣冒險獎
姓名／楊孝妤 學校／國立高雄餐旅大學附屬餐旅高級中等學校

我的夢想是 My Dream

讓台灣看見世界，讓世界看見台灣。

優秀事蹟
◆ 105 年高雄市優秀青年
◆ 104 年教育部高中職學生教育高峰論壇全國代表
◆ 15 期教育部新世紀領導人才培育高階

勇氣冒險獎

活得精彩
父母從小培養我獨立自主、積極主動之生活

自己發聲。希望能透過這些活動反應教育現場中

態度，因此在學校常主動參與活動、擔任幹部，

受教者的期待，並期許能從中更符合受教者的需

也利用課餘時間擔任偏鄉國小、圖書館、科工館

求。

等志工。我喜愛挑戰舒適圈外的世界，即使是不

我對於台灣外交的困境感到非常不捨，夢想

擅長的事物，也會盡全力做到最好，堅信要有勇

有朝一日能夠為台灣的國際地位發聲，希望能透

氣，才能真的勇敢做事。

過自身微薄的力量，增加台灣國際能見度。就讀

活在當代的教育體制內，我看見了台灣教育

觀光科的我，在高中三年中藉由旅程規畫、交換

改革政策下的衝突與各種現象；身為教育高峰

學生、科工館導覽等經驗，將台灣文化分享給不

論壇全國代表，為了將內心最想傾訴的訊息傳達

同國家的人，讓更多人看見台灣的美。我想這會

給台下的教育部長，台上的我即使緊張，卻也辦

是一條艱難不舒適的路，但為了夢想我會努力嘗

到了。透過青少年公民參與營，我學到了「暴力

試。參加女兒獎能讓更多人看到我對於夢想的堅

最大的共犯並不是邪惡，而是無知和沉默。」在

持。堅信我是女生，我能活得精采。

這世界上沒有人是局外人，只有自己能勇敢地替

我來按讚
身為新住民二代的孝妤，能以正向樂觀的心

常擔任領導者角色，同時妥善分配個人時間，在

態面對不同文化間的差異，並能調適整合文化差

活動參與和課業學習間取得平衡。期盼孝妤將自

異，積極進取、勇於嘗試。她在高中三年勇於嘗

身經驗分享，鼓勵更多的新住民學子。

試校內外各項活動累積個人生命經驗，過程中也

推薦人：師長 郭明惠

評審的話
孝妤熱愛生命，勇於面對自我、勇於離開
舒適圈，朝著自己的目標前進是很值得讚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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勇氣冒險獎
姓名／江旭

學校／台北市立第一女子高級中學

我的夢想是 My Dream
用教育改變台灣。

優秀事蹟
◆ 104 年～ 105 年美國高中交換學生
◆ South Haven 高中網球代表隊年度最佳進步球員
◆ 106 年 TEDxYouth@TFG 年度大會總召

從小就是屬於那種特別膽小怕生的女孩，每
遇到陌生的新事物第一個反應就是害怕，卻同時

這條路踏上了，跪著也要走完。」於是決定加入
球隊及社團，努力融入美國高中生活。

矛盾地對不熟悉的新事物感到無比好奇。對我來

過程中我成為了美國國家藝術榮譽學會成

說，「勇氣」的定義是「心懷恐懼，卻仍堅持地

員，代表學校參展；加入女子網球代表隊，獲得

勇敢向前邁進。」到美國讀教育是我的夢想，但

代表隊年度最佳進步球員殊榮；不再害怕中午

國中發生了一件事，召開性別平等委員會後使我

用餐的時間，能夠自在和男生同桌吃飯。回台

不敢踏出那一步，休學一年到美國讀高中是人生

灣後變得更加積極自信，在學校發起「光復樓新

的轉捩點。

增吸音窗簾」請願行動、在青年議會社團成立

四年前劉安婷在 TEDxTaipei 的一場演講在

了 TEDxYouth@TF、到柬埔寨的國小進行衛教教

我心中種下小小火苗，也想像她一樣跨出舒適

學。參加女兒獎不論得獎與否都是給自己的一個

圈，走入國際。說服了爸媽讓我休學參加交換學

肯定，填寫性別意識測驗時發現台灣的教育不是

生計畫，我極度不適應美國生活，午休時常因無

無知而是無感，未來希望我也能透過教育改變台

法跨越和男生同桌吃飯的心理障礙，索性躲到殘

灣，改變世界。

勇氣冒險獎

活得精彩

障廁所吃便當，也無法交到知心朋友；但「夢想

我來按讚
本校一直致力培育傑出女領導人，能夠在不

曾和我分享交換學生生活，雖然認識她才一年，

同領域上對社會做出貢獻，江旭具有這樣的潛

但互動中讓我相信她具有勇氣冒險特質，敢於接

能。她在班際英語話劇比賽中擔任主角，展現絕

受挑戰並探索新的領域，充分展現女兒獎所欲表

佳的語言能力與優秀的團體合作能力。此外，她

彰的精神。

推薦人：師長 黃思萍

評審的話
經過不愉快的經歷，非常勇敢地克服自身
恐懼，勇於接受挑戰與突破。她翻轉挫折，豐富

了生命經驗，可以在往後的日子將此化為動力去
幫助更多人、造福更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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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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數理科技獎

「Formosa 女兒獎」的女兒在數理科技領域，
亦有著傑出的表現與強烈的興趣，
在萬花筒世界中，
對於任何微小事物都充滿了好奇，
想要一探究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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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34

2017 女兒節手冊

數理科技獎
姓名／陳靜萱

學校／宜蘭縣立員山國民中學

我的夢想是 My Dream

懷著責任心成為地球永續的推動者。

優秀事蹟
◆中小學能源科技創意交通工具設計競賽佳作
◆中小學科學展覽會生活與應用科學第 3 名
◆全國風能與海洋能源創意實作競賽入選

在員山的鄉下學校，父母長年在外忙碌，小

周遭環境變化愈趨明顯，人類應該對環境愈負

時候都是曾祖母帶大的。在如此純樸的環境中，

責。在參與科展的過程中，努力去了解、熟悉太

我發現事物存在都有其價值，想用自己的力量去

陽能及相關的專有名詞，一次次的簡報修改與報

守護、教會我「珍惜」。升上國三後，我開始接

告練習，只為了呈現最好的表現，自己本身的蛻

觸科學相關比賽，在能源科技競賽中，作品經過

變、學習，以及各種能源科技的知識，都將成為

多次改良才在比賽當天完成，經過勇敢地表達，

往後夢想的墊腳石。

才更有信心參與之後的探究競賽及科展，還有製

多觀察這世界的變化，記錄微小的事物並進

作實品的海洋能。這一年來的各項比賽使我更加

一步守護，讓人關注「永續發展」這件事。我相

喜愛科學、認識科學及能源教育，用自己的能力

信報名女兒獎能讓大家重視到女孩們的能力，證

去關心這個環境。

明女生的能力不比男生差，也能更加靠近我「推

我認為在全球化的大團體中，一個人最重要
的、最不能缺乏的就是自己本身對環境的責任。

數理科技獎

活得精彩

動綠色能源」及「讓大家關注環境」的夢想，讓
知道的人跟實踐的人一樣多。

我來按讚
靜萱積極從事自然與生活科技的學科概念學

賽或是研討活動，在自然與生活科技方面的表現

習與實作活動，雖然剛開始在各方面都不夠純

已經相當成熟，是相當值得肯定的一個學習者。

熟，但靜萱肯學也肯努力，主動參加各種相關比

推薦人：師長 吳宏達

評審的話
靜萱對能源議題抱持熱情，因為環境能源
而喜愛科技，未來努力學習、勇於參加比賽，可

以將此熱情發光發熱，讓視角更多元，思考更為
縝密，為社會提供創新務實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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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理科技獎
姓名／謝昀蓁

學校／苗栗縣立公館國民中學

我的夢想是 My Dream

成為能造福人群的科學家及發明家。

優秀事蹟
◆「第 57 屆中小學科展－生活與應用科學科」
國小組第 1 名
◆「106 年第 3 屆蘇台青少年科技創意創新大賽」
團體總成績亞軍
◆「105 法國國際發明展」銅牌獎

數理科技獎

活得精彩
我生活在一個很封閉的鄉下地方，「女孩不

參加 2015 年 IEYI 世界青少年發明展台灣選拔暨

用唸太多書」是我常聽到的一句話，但從二年級

展覽會，並得到了銅牌，而後經過苗栗聯合大學

參加苗栗縣創造力資優鑑定後，就開啟了我的科

徐義權教授的指導，將作品改良後申請了國際專

學之路。最初在 2014 年 IYIE 的發明博覽會得到

利，才進而到法國參加發明展。這中間經過無數

金牌後，一路以來，因為有老師、教授的指導和

次的修改、申請專利的煩瑣以及海報製作等，比

媽媽的支持，讓我在科學之路上並不孤單，而且

賽過程相當辛苦。

收穫滿滿，是我最幸福也是最幸運的事；雖然也

我有挑戰的勇氣、展現自我的自信、勇於擔

有不順利失敗的時候，但擦擦眼淚，還是會把失

當的責任，我鑽研科學研究的知識，並廣泛涉獵

敗化成動力，朝下個目標繼續努力。

各種領域的研究，希望以後能夠成為科學家及發

讓我體會最深刻的是在 2016 年的法國發明
展，一開始的作品是「鞋子之改良設計」，以此

明家，發明更多造福人群的物品，期許自己更加
精進，讓夢想可以實現。

我來按讚
昀蓁品學兼優，積極主動參與諸多競賽皆獲

指導學弟妹，頗具領導統御能力，勇於嘗試、勤

得佳績，小小年紀能有如此成就，除了展現數理

於學習、搜集資料，勇於突破各種瓶頸，堅持所

科技的驚人天賦，也預告著這位孩子未來前途不

做決定，面臨挫折不輕易放棄，期待她有一天成

可限量。

為「台灣的居禮夫人」。

多方位均衡發展的她有旺盛的求知慾，熱心

推薦人：校長 方麗萍

評審的話
年紀小，但已很有創意；喜歡動手與藝術，

正面的影響。具有作為一位科學家之特色，例如

未來不可限量。對數理科技的投入令人印象深

有責任感、能接受挑戰、懂得傳承之重要，是未

刻，她勇敢地將自己的想法付諸實現、喜歡動手

來有潛力的女性科學家。

做，可以預期未來能夠透過實踐力，為社會帶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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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理科技獎
姓名／吳庭瑄

學校／基督教協同高級中學高中部

我的夢想是 My Dream
成為一名機械工程師。

優秀事蹟
◆ FRC（First Robotics Competition）第 3 名
◆ PBL（Problem-based learning）優等獎

身為家中的獨生女，沒有外人想像中驕傲、

電機線路的連接、使用繪圖軟體設計機器人，最

自負的性格，因為父母開明的教導，造就了現在

後完整製造出一台設備齊全的機器人。學習的過

開朗、獨立、誠實、負責任的我。國二時，由於

程中體驗到很多的「第一次」，也學會跳脫框架

加入了學校的 FRC 機器人團隊，開始對機械方

思考。雖然團隊僅成軍兩年，工作場地的設備及

面產生極高的興趣。

教學資源也不及台北的知名學校，但仍然澆不熄

FRC 機器人團隊在今年受邀前往南部科學工

數理科技獎

活得精彩

團隊的熱情。

業園區舉辦的研習營擔任指導老師和助教，在團

機器人團隊讓我找到有興趣且願意積極學習

隊裡，我擔任機械製造組副組長，過程中讓我學

研究的領域，女生只要願意投入也能在機器人領

習到負責任的重要。剛進這個團隊時我一無所

域發光發熱。希望透過參與女兒獎，有更多的機

知，但我抱持著自我學習的觀念，自己買書或上

會讓更多人認識、了解與支持我的夢想，並期許

網查資料研究，與同學彼此互相切磋、交換意

自己繼續努力，以便日後進入大學時能就讀機械

見，在比賽期間以六週的時間進行程式的編纂、

的相關科系。

我來按讚
庭瑄參加協同機器人團隊，參與澳洲 First

教，表現積極主動；在協同團隊中擔任機械組職

Robotic Competition 區域賽，也參與了南科管理

務，對於各項機械零件最為熟悉，為團隊中不可

局主辦的 FRC 種子教師研習營；在營隊中擔任助

或缺的一員大將。

推薦人：師長 陳正泓

評審的話
庭瑄非常主動、積極，有自己的想法，對
自己的性別充滿自信，勇於挑戰自我、踏出舒適

學研究上，具有樂觀、進取、條理規則及卓越表
現，期望未來是一個成功的女性科學家！

圈，是有夢想和理想的台灣女兒。在人生走向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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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理科技獎
姓名／黃慈恩

學校／國立蘭陽女子高級中學

我的夢想是 My Dream

成為發展綠能科技的科學家，推廣環境永續。

優秀事蹟
◆ 106 年 IEYI 世界青少年創客發明展綠能科技組金牌、
香港特別獎
◆ 105 年、106 年全國風能與海洋能創意實作競賽冠軍
◆ 105 年能源科技創意交通工具競賽第 2 名

數理科技獎

活得精彩
我是一個出生在純樸鄉村、喜歡大自然的

到我的想法。在資源有限的情況下，每一次準備

女孩，因為對大自然的這份熱忱，在我心中埋下

比賽時，從想法企劃到實作，常常須要尋找有資

了科學的種子。上了國中之後，開始了對科學與

源的環境（如：科教館、海洋大學），一待就待

能源科技的研究之路，大量攝取科學知識，延續

了八個小時以上。
身為女孩，我感到很驕傲。追求夢想不論性

著我對科學的熱忱。
自信是我的生活態度，勇氣與知識是我擁有

別，希望社會更重視女生，並成為綠能科技的推

自信的基石。當我準備充足、擁有足夠的背景知

動者。參加女兒獎，讓更多人重視綠能科技，同

識，面對比賽或演講時才能夠展現出自己最有自

時能夠為了守護這片土地，減少對環境的汙染，

信的那一面，而面對我喜歡的事物或理想，我也

讓更多人了解有關綠能永續的知識。我想成為一

敢於追求，正因為我有勇氣，而這份勇氣就是來

位發展綠能科技的科學家，用我所學以及我的力

自於我對理想的渴望。

量，從生活中去保護台灣這片淨土，回饋於社

有感於氣候變遷，我開始投入能源科技領域

會。

的研究，從海洋能源開始，希望能夠讓更多人看

我來按讚
慈恩是一位積極的學生，主動學習，對數理

展、科學展覽會等，都能看到慈恩努力的身影，

與科學展現相當大的熱忱。雖身處郊區學校，資

全心投入，表現也不錯。慈恩若能獲得這次的獎

源較不充足，但為了學習知識，慈恩常常到科教

項，將能激勵同儕更進一步地用心於「數理科

館與海洋大學進行研究，在能源科技競賽、發明

技」的學習。

推薦人：師長 吳宏達

評審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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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恩充滿自信和勇氣，從海洋能源發電做

實踐是科學家的基石，「打破砂鍋問到底」是求

起，自我摸索學習、開拓學習場域，值得鼓勵。

知之基本精神，黃同學若持之以恆將是台灣女兒

期待慈恩繼續保持此一熱情、關心人群，潛能和

的典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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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理科技獎
姓名／陳映築

學校／國立宜蘭高級中學

我是女生 我的夢想是 My Dream
成為一位能為社會貢獻的科學家。

優秀事蹟
◆宜蘭縣 104 學年度國民中小學科學展覽會
國中組化學科第 3 名
◆宜蘭縣 105 年全國能源科技創意實作競賽佳作
◆ 105 年 IEYI 世界青少年創客發明展暨台灣選拔賽銀牌獎

我生長於宜蘭的郊區，在單親家庭中成長的

一直修改，並在期限內完成自己的工作，同時

我，面對各種事情時都顯得格外地獨立認真，尤

我會幫助夥伴完成未完成的工作，並且適時提

其是在追逐夢想時。國小時，雖然面對家庭變調

供所需的資源與力量。寒暑假時，我不忘充實

的課題，但我依舊從樂觀的角度去看待，而在心

自己，總會去參加與科學相關的營隊。我的個

靈轉折的過程中，科學真的帶給我很大的幫助，

性活潑外向，但面對問題時總會靜下來思考，

讓我能將心靈寄託在科學上，並一直持續地追逐

有時思路打結，會盡力去向人求解，也喜歡將

它。從國小開始參加科學相關的比賽，到現在高

自己所思考的實際做出來，看看自己做的是否

中了，我對科學的熱忱還是沒有一絲消減，依然

正確、須不須要修改等。

沒有放棄當科學人這條道路，總會用課餘時間努

我想成為一個食品或藥物管理人員，未來

力完成各項比賽。在每次的比賽的分工中，我總

我會朝這個方向去學習。希望女孩們都能相信

會盡力將自己負責的部份做好，做不好的話也會

自己的能力，勇敢追逐夢想。

數理科技獎

活得精彩

我來按讚
允映築在科學方面的熱誠有增無減，對於科

科展、遠哲趣味競賽、能源科技實作競賽、探究

學實作相關活動競賽更是熱情滿滿。映築懂得

課程、校內科學實驗能力競賽，皆有相當優異的

付出，與實驗夥伴相處時活潑合群，時時面帶微

表現，具備科學素養，頭腦清晰、內心熱愛科學。

笑，人際關係極佳；於科學方面表現優異，對於

推薦人 : 師長 吳宏達

能源科技、物理、化學等科目興趣濃厚。她參加

評審的話
映築清楚知道自己的方向，對於喜愛的事
物能有所堅持，喜歡動手做，並且有理想、獨立、

深思、潛能、樂觀進取、熱忱處事、努力不懈，
是台灣女兒的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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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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賴怡婷

學校／台北市立松山高級中學

我是女生 我的夢想是 My Dream
成為物理治療師，希望能用微小的力量，幫助所有需要幫
助的人。

優秀事蹟
◆ 105 年亞洲青少年羽球錦標賽國手選拔賽女子單打第 1 名
◆ 104 年紐西蘭國際系列賽女子單打銅牌
◆ 104 年秘魯世界青少年羽球錦標賽混合團體銅牌

因家中自行經營羽球館，對羽球可說耳濡目

適，只能抱病上場，因為不論輸或贏都必須完

染，國小三年級時，向父母要求加入球隊接受專

成比賽，唯有堅持不放棄，才能在球場上展現

業訓練，他們的支持是我這十年的選手生涯中最

自己最好的一面。

大的動力。身為運動員，自信是不可或缺的，訓

國小時，有次在公車站看見一位失明的人，

練的目的除了精進球技外，還能學習到「只要球

我便上前詢問他要搭的路線，並帶他上車，當

還沒落地，就不能放棄」的精神，羽球場就是我

時我感受到助人的快樂。高二接觸到身心障礙

的舞台，在場上盡情發揮自己的能力、展現自己

者的志工服務，利用我所知的運動知識，幫助

的精神，讓大家看見最真實的台灣女兒。

身障小朋友增進肌肉及平衡等能力，從運動中

決定踏入羽球選手之路時，家人告訴我要有

體能運動獎

活得精彩

找到自信。

吃苦的心理準備。的確如此，早晨的操場總有

未來，我想成為物理治療師，用專業幫助

羽球隊跑步的身影，放學後的技術訓練絕對是三

所有人，也將持續參與志工服務，用微小的力

小時以上，每到寒暑假幾乎整天都在訓練，經常

量，將愛與關懷散播到每個角落。報名參加甄

累到不知臉上流的是汗水還是淚水。高一那年，

選是我實踐夢想的一步，更鼓勵女孩們勇於展

代表台灣參加秘魯世界青少年羽球錦標賽獲得銅

現自己的能力，即使過程艱辛也不能輕言放棄，

牌，比賽期間因為飲食習慣的差異導致身體不

發揮自身影響力，證明女孩的價值。

我來按讚
和怡婷因課程認識，她與同學之間彼此相互

異，熱心書寫小論文，而《羽球運動與聽覺障礙

照顧、真誠對待，認真、盡責、熱心地為班上服

者之探討》更榮獲全國小論文優等獎。每項活動

務，在羽球更有傑出表現，令人感動，尤其是高

皆熱忱付出，正能量影響他人。

中三年從沒間斷過的努力，為自己打拚到國際賽

推薦人 : 師長 郭靜靜

而大放光彩。她在關懷身心障礙服務後總表現優

評審的話
物理治療師是很棒的職業。願意放下榮耀，
自願協助弱勢，轉而協助他人的成功，是很難得

可貴的大愛，請為這份理想好好打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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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能運動獎
姓名／梁玉嬿

學校／台中市立后里國民中學

我是女生 我的夢想是 My Dream
站上國際的頒獎台。

優秀事蹟
◆ 106 年全國中等學校運動會角力項目第 2 名
◆ 105 年全國中等學校運動會角力項目第 2 名
◆ 105 年總統盃角力錦標賽第 1 名

體能運動獎

活得精彩
國小教練一句話 :「你的體格不錯，我喜歡
你。」讓我燃起自信，國小三年級就決定加入

公斤，並犧牲假日休息時間，咬牙苦撐完成教
練訂下的訓練項目。

「角力」這項運動。在國小練習到最後只剩下我

在比賽場上沒有家人、沒有教練、沒有朋

一位女生，一撐就到現在第七年，但我還是樂此

友，只有自己和對手，只有充滿自信，相信自

不疲。

己、挑戰自己，發揮平常所學，認真完成每一

國中一年級時，移地訓練回來後開始發高燒

場比賽。經過一段時間調養，慢慢恢復訓練，

起紅疹，住院檢查才知罹患「紅斑性狼瘡」。

因為不能曬太陽，只能在陰暗處完成課表，有

生病後的第一場比賽，身體還沒恢復，很快就輸

時撐著傘也會被人用異樣眼光看待，心裡非常

了，還受到對手的當衆羞辱，因此激勵了我更加

不舒服，但教練說：「笑笑看待！」真的讓我

努力練習。由於生病長期吃類固醇，我比起一般

看開很多。當時以為自己不能訓練了，但教練

人更容易疲憊，食慾也增加，但為了比賽須要降

不但沒有放棄我，還幫助我在全國性比賽中得

體重，美食當前必須拒絕，曾經一個半月減了五

獎，享受比賽過程，即使成績不如預期，但至
少努力過，朝著我的夢想前進。

我來按讚
玉嬿從小接觸角力運動，但因疾病關係須長
期服藥也不能曬太陽，訓練時身體所承受的負擔

屢屢在全國性與全中運比賽中獲得前 3 名佳績，
她努力不懈的態度是台灣女兒的精神。

與壓力比一般人更重，但她不畏他人異樣眼光，

推薦人：師長 張修維

評審的話
克服身體健康障礙，不因身體病痛而放棄
理想，不畏挫折，勇敢令人感動，已贏得眾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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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聲，接下來請帶著這份殊榮自信地走在人生的
道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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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能運動獎
姓名／劉家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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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登上神聖的奧運殿堂。

優秀事蹟
◆代表台灣參加 105 年 FISA 舉辦奧運基層選手 15 天韓國
培訓
◆ 106 年台灣青年國家隊參加泰國亞洲青年室內划船錦標
賽獲得一金二銀
◆ 106 年全國中等學校划船錦標賽單人雙槳金牌、雙人雙
槳金牌

我在隔代教養的家庭中成長，阿嬤獨立支撐

當踏入比賽場地時，腦海想的都是如何贏

著家，從小她給了我愛的教育，更少不了鐵的紀

得比賽，盡量不讓自己有負面的想法，有足夠

律。國小畢業沒有大餐、沒有暑假就進入日月潭

的自信才能有強大的心理面對戰爭，而當自己

划船隊受訓，初來乍到時，洗衣、疊被樣樣自己

有恐懼的心態時，面對當下的比賽，即使實力

來。

足夠也無法完全發揮。運動員除了必須提升自
入體育界今年第六年，從一開始排斥這項運

己本身的專項能力外，心理因素也占了很大的

動到現在對划船充滿熱情，一路上除了提升自身

影響力，想在體育界脫穎而出，自信是不可缺

實力之外也成長許多，而划船是一項封閉性的運

少的。

動，自我意識以及意志力都必須非常強。我在國

也因本身的領導能力，教練賦予我划船隊

中一年級開始訓練半年的時間之後，參加了 102

隊長的位置，我必須更努力才能讓這個團隊更

年全國中等學校運動會，拿到了單人雙槳金牌以

好，而到現在精進的不只是划船方面，也學到

及雙人雙槳金牌，在對自己及這項運動猶豫徬徨

更多做人的道理。未來不只為自己、為家人、

時，這場比賽給我一個很大的鼓勵，讓我下定決

為國家爭光，更重要的是心中那沒敢鬆懈的、

心走下去。

屬於我人生的夢想。

體能運動獎

活得精彩

我來按讚
家蓁是我衷心樂意推薦的好學生，從她身上

的金牌的成績。她勇於突破各種問題的瓶頸，並

可感受到後生可畏。她連續兩年入選亞洲青年划

且堅持所做的決定，努力不放棄的訓練精神，確

船錦標賽國家代表隊國手，並於 2016 年在泰國

實令我覺得未來一定是位能為台灣在划船運動競

芭達雅亞青盃室內划船錦標賽中，獲得個人項目

賽上爭光的優秀選手。

推薦人 : 師長 彭坤郎

評審的話
個性活潑、開朗及獨立自主性格，充滿陽
光氣質的溫暖特質。對划船從排斥到熱愛，並堅

持持續，為團隊盡力，足為楷模，有人生目標，
加油！

43

2017 女兒節手冊

體能運動獎
姓名／吳珮蓮

學校／高雄市立楠梓高級中學

我是女生 我的夢想是 My Dream

成為一個無人不知、無人不曉的扯鈴表演者。

優秀事蹟
◆ 104 年日本東京國際扯鈴大賽
公開個人女子組個人賽第 1 名
◆ 104 年日本東京國際扯鈴大賽公開雙人賽第 2 名
◆ Formosa 扯鈴大賽公開扯鈴女子組第 2 名

體能運動獎

活得精彩
我的家人有爸爸、媽媽跟兩個哥哥，我是最
年幼的，所以得到了很多疼愛，家裡可以說是
將我視如珍寶。我在國小二年級時參加了扯鈴校
隊，扯出了興趣，一扯就是十年。

1 名，Formosa 扯鈴大賽公開女子個人賽第 2 名
等多項獎項。
我認為我是一個給人充滿信心以及樂觀向
上的人，我不是最好、最強的，可是總是告訴

人家說「台上十分鐘，台下十年功」，我想

自己：每個人只要努力，什麼事情都可以做到。

我非常懂這個道理，我總是為了一場扯鈴比賽練

以扯鈴為例，要是我沒有自信，早在第一個難

習好幾個月。雖然一場比賽只需要 4 至 5 分鐘

關碰壁時就放棄了；要是我沒有自信，怎麼敢

或者 5 至 6 分鐘，可是為了要求完美、為了講

站在國際舞台上表演給大家看？

求創新，在練習時間裡面，會因為一個招式不斷

未來我想要成為一名太陽馬戲團成員，在

地失敗、不斷地撿扯鈴，也經常受傷流血瘀青，

世界各地巡迴演出。以目前的實力我稱不上最

可是只要想到能夠練起新招式，完美呈現一場零

頂尖，我知道我必須花三倍的時間加強練習，

失誤的比賽，就是我的動力來源！也因此促使我

要讓大家都知道，強者不一定只有男生，其實

在東京國際扯鈴大賽榮獲公開女子個人舞台賽第

女生也可以的。

我來按讚
珮蓮在團體中經常擔任領導者的角色，也擁

意上台當示範學生，並且幫助同學練習。在現代

有良好的學習能力，往往能夠獨立完成許多挑

的學生身上能看到樂於服務的特質，實屬不易，

戰，更能夠與別人合作，帶領同學完成學校所交

是一個相當值得推薦到貴校的好學生。

付的事務。在體育教學中，珮蓮落落大方，常願

推薦人：師長 陳威江

評審的話
內向、靦腆的扯鈴女孩，對自己人生規畫
目標明確，對扯鈴有很大的熱愛，執著學習，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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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開朗地表達自我，會對扯鈴表演添加更豐富的
色彩。加油！

2017 女兒節手冊

體能運動獎
姓名／王泓瑜 學校／台北市私立金甌女子高級中學
我是女生 我的夢想是 My Dream
讓扯鈴結合戲劇，推廣藝術與民俗體育，發揚全世界。

優秀事蹟
◆ 106 年大阪國際扯鈴大賽國際公開女子舞台賽第 2 名
◆ 105 年台灣國際扯鈴大賽 13 歲以上
培鈴女子個人舞台賽冠軍
◆ 105 學年度全國各級學校民俗體育競賽扯鈴
高中組個人賽雙鈴賽女子組特優

我從小在萬華長大，就讀華江國小與萬華國

鈴結合，在扯鈴表演中加入戲劇的演出，闖出

中，並參加華江國小扯鈴隊與萬華國中扯鈴社，

自己的特色，並讓大家知道扯鈴是有生命力的。

建立了我對扯鈴的熱愛。每當踏上一個陌生的舞

期望能推廣扯鈴這項民俗體育，顛覆大家過去

台時，都期望能將所學盡可能完美與完整呈現給

對扯鈴的印象。

評審及觀眾，每場演出都花了無數的心血排練，

目前最大的夢想是希望扯鈴能更被重視。

「做好足夠的準備以及心理建設」是讓我有自信

每當被問起扯鈴究竟是運動還是藝術時，往往

站上台的不二法門。

難以回答，扯鈴未被體育署列為體育重點項目，

練扯鈴至今已經有八年的時間，過程中我曾

但若歸類在藝術，在台灣一些大型演出（如世

經歷許多挫折，在課業繁重的國高中持續練習扯

大運的開幕表演）卻也少見扯鈴的蹤影，反而

鈴，需要毅力的支撐，我犧牲很多休閒時間，為

是近年來太陽馬戲團持續邀約國內扯鈴好手演

的就是在舞台上能有更好的表現。最大的挫折是

出。因此這次報名甄選對我實現夢想有很大的

在練習中受傷，至今要持續做復健，曾一度想放

幫助，希望能讓更多人認識扯鈴。

體能運動獎

活得精彩

棄，但我在危機中想到了轉機，決定將戲劇與扯

我來按讚
泓瑜經常代表學校參與各項表演及競賽，每

是把握每分每秒增進自己的技術與表演，從不偷

場比賽表演中都能看見她自信的笑容及謙虛的

懶，遇到困難時總是能以正面的態度去面對，從

態度，師長們對她都讚不絕口。課餘時間時她總

未看到她自暴自棄，這樣的態度值得讚許。
推薦人：師長 王維民

評審的話
活潑、樂觀、性別議事明顯，思路表達清

將扯鈴運動推上世界舞台的助力之一。

晰，力學不倦，對扯鈴有強大的熱愛，具自信心
並為所學創新努力推展，希望泓瑜的努力能成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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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女兒節手冊

體能運動獎
姓名／駱立瑜 學校／台中市立惠文高級中學附設國中部

我是女生 我的夢想是 My Dream
排球場上最不可或缺的「自由球員」。

優秀事蹟
◆台中市惠文國小全校壘球擲遠，榮獲四年級組第 3 名、
五年級組第 5 名、六年級組第 6 名
◆台中市惠文國小全校游泳比賽，榮獲四年級組蝶式
第 1 名、自由式第 5 名
◆台中市惠文國小全校 200 公尺賽跑，榮獲五年級組
第8名

體能運動獎

活得精彩
我有一個跟我相差一分鐘出生的雙胞胎妹

讓大家看到了我人小志氣高。

妹，我們算是早產兒。體能運動讓我的身體充滿

另外，我自從國小三年級下學期就加入排

了活力，每次做完運動後就會變得更有精神、上

球校隊，不只學到球技，還有團隊合作。教練

課更專心。因為喜歡運動，我鼓起勇氣參加許多

常說：「勝負乃兵家常事，球還沒落地前沒有

大大小小的比賽。

什麼是不可能的，不到最後絕不放棄。」今年

小學四年級的時候，參加校內的壘球擲遠比

終於打進全國最強的中華盃前 12 名。我知道用

賽。那時我長得很瘦小，大家根本都不看好我，

心做好每件事最重要，專注就是力量，未來我

所以想藉由那次的壘球比賽來證明自己，結果榮

夢想當排球國手，不過以我現在的身高，以後

獲第 3 名。五年級時也參加校內的 200 公尺賽

只能爭取擔任「自由球員」，它在排球場上非

跑，我的腿不長，但也因為這樣，告訴自己一定

常重要，要盡全力接發球，上下場傳遞教練指

要努力進入前 8 名。所以當我在排球校隊跟隊友

令，還要負責在球場上帶動氣氛，鼓舞隊友心

練球時，便趁機多練敏捷度，順便提升速度，終

情。我想藉這次徵選經驗，累積面對挑戰的勇

於在比賽時和第 7 名只差一小步，獲得第 8 名，

氣，展現自信。

我來按讚
立瑜和雙胞胎妹妹都是早產兒，因此從小父

積超過三千次。立瑜在體育方面表現尤其優異，

母便要求她們鍛鍊體能，雙雙擔任國小排球校

例如全校游泳比賽蝶式冠軍、自由式第 5 名，

隊，聯手取得多次優勝，為校爭光。今年五月還

以及擔任班級籃球、躲避球比賽主將等，不怕衝

曾接受麗台運動報採訪報導，至今按讚人數已累

撞，十分具有運動長才。

評審的話
立瑜很可愛，喜愛運動，未因先天不足而
棄理想，能克服年齡的恐懼，驕傲地表達自己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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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薦人：台灣早產兒基金會執行長 賴惠珍
知。接下來，好好享受運動帶來的自信，期許她
完成夢想，達成目標。

2017 女兒節手冊

特殊創作
入圍者簡介
創作不止於音樂、美術，

創作是生命本質，
將生命樂章展現最佳極致。

特殊創作獎

它是生活中的必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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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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女兒節手冊

特殊創作獎
姓名／林宜臻

學校／新北市立福營國民中學

我是女生 我的夢想是 My Dream
當室內設計師或漫畫家。

優秀事蹟
◆防災四格漫畫校際比賽第 2 名
◆校園自治市小市長海報設計校際比賽第 4 名
◆保護眼睛行動四格漫畫校際比賽第 3 名

特殊創作獎

活得精彩
我是個萬分活潑、外向開朗的女孩子，也是

用圖來表達自己的意思。或許我的繪畫沒有辦

班上的開心果，只要有人心情不好，我都有辦

法贏過所有人，但我不斷地慢慢增進繪畫技巧

法讓他開心起來！誰說女生就是要斯斯文文才像

與個人風格，只許自己進步或維持，但絕不許

女孩子？我很喜歡籃球、排球等運動，就算體力

退步。

差，還是願意練習。

我不僅對繪畫有興趣，靈感如泉湧旳時候，

可能是媽媽的遺傳，我從小就非常喜歡畫

也會自創小說與文章，以及動手製作杯墊，雖

畫、繪圖，也很喜歡創作，小學每次的漫畫或海

然技巧沒有到其他當紅文手或手作者一樣非常

報比賽，我總是拿到很好的成績，這增強了我的

專業，但我願意慢慢增長本身實力，虛心接受

自信，曾經得過防災四格漫畫校際比賽第 2 名、

所有人的評論，不論是負評或是好評。

校園自治市小市長海報設計校際比賽第 4 名，

我未來的目標是想要成為一名室內設計師，

還有保護眼睛行動四格漫畫校際比賽第 3 名等

我會不斷地練習繪畫技能。參加女兒獎對我來

獎項。寒暑假還去參加育樂營，練習用繪畫方式

說意義很重大，我覺得不只是拿到獎項，也讓

製作一本自我介紹的小繪本，過程中學到如何利

我更有自信，更讓我學習到如何經營人際關係。

我來按讚
本人非常推薦林宜臻，林宜臻從小就很有創

我覺得她非常適合參加女兒獎！

意，也因為創作而拿到許多獎項。宜臻的創意讓

推薦人：媽媽 林懷琳

評審的話
「對台灣動漫藝術的大期許，希望能產生
一位如日本宮崎駿這樣的偉大動漫大師，具有反
對家暴虐兒、霸凌的藝術家。」當宜臻說出這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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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令人十分感動，也覺得這是她未來會不斷達
成的道路。

2017 女兒節手冊

特殊創作獎
姓名／吳若湄

學校／台北市立敦化國民中學

我是女生 我的夢想是 My Dream
成為傳播正能量的藝術工作者。

優秀事蹟
◆ 104 年入圍第 50 屆金鐘獎迷你劇集女配角獎
◆ 105 年台北市 104 學年度畢業生榮獲市長獎
◆ 105 年台北市政府深耕閱讀小小說書人比賽特優

我來自單親家庭，罹患先天聽覺神經發育不

舊的衣服、過期發票、月曆、報紙等環保素材

完全，雖然積極尋找治療方法，終不敵「右耳全

製作造型服，搭配上令人耳目一新的創意結合

聾」的事實。成長過程中，有天阿嬤昏倒了，被

川劇變臉，四處征戰累積經驗。每場比賽主題

醫生判定為植物人，那段期間一下課我就跟著媽

都不同，須要用心研讀每場的專業知識並編排

媽到醫院照顧阿嬤，在醫院一邊寫功課一邊唱她

成作品，例如：土石流、反毒、客家文化知識

最喜歡聽的〈一串心〉，陪伴阿嬤對抗病魔。三

才藝賽、親子烹飪、模特兒走秀、創意說故事

年後，阿嬤依然離開了我們。

及演說等等。

幼稚園起我就跟著復興劇校畢業的媽媽學習

創作的過程是漫長且無趣的，但我很幸運，

川劇變臉、戲劇和舞蹈，基本功「拉筋」過程

因為媽媽支持我在藝術創意方面做任何的嘗試

艱辛，使我數度含淚退縮，在媽媽的鼓勵和支持

及學習，讓我有無限的成長空間。未來我想成

下，我終於勇敢站上舞台，參加各類自由創作比

為充滿正能量的藝術工作者，將自己成長和學

賽。幼稚園中班參加人生中的第一場比賽，得到

習之路分享及傳承。

特殊創作獎

活得精彩

第 1 名，從此就愛上創意這條路，我曾利用破

我來按讚
若湄雖身處逆境卻能奮發向上，她憑著努力

到金鐘獎的肯定，實屬難能可貴。若湄自動自發

不懈及出類拔萃的創意，參加上百場的比賽並屢

的學習態度以及積極爭取學校的榮譽，都足以為

獲佳績，展現堅毅的態度和自信。若湄利用寒暑

同學表率，藝術才華和虛心學習，更是她吸引人

假及課餘時間參與戲劇拍攝，用心的演出讓她得

之處。

推薦人：師長 俞涵鈺

評審的話
文筆好、表現成熟，面對現實社會，有自
己的看法，也努力兼顧課業、演藝工作，就此世

員，強調自然而深刻的表演手法，極力擁護性別
平權，並矢志為此奮鬥及幫助其他女性。

代而言相當難得。而且是位有省思的演藝表演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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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女兒節手冊

特殊創作獎
姓名／蕭之昀

學校／國立斗六高級中學

我是女生 我的夢想是 My Dream
成為藥劑師。

優秀事蹟
◆音樂夢想家鋼琴大賽榮獲國中古典鋼琴組第 2 名
◆雲林縣縣長盃游泳錦標賽 100 公尺自由市第 2 名
◆雲林縣模範兒童代表

特殊創作獎

活得精彩
我來自於樸實的雲林縣，在家中排行最小，

達內心真正的情感，所以我常藉由音樂表達，

因此常受到長輩們的疼愛，使我可以有勇氣去追

我覺得音樂是人們抒發感情最好的橋梁，我常

求理想。從小我就喜歡表演、喜歡舞台，對很多

把一首曲子盡我所能發揮地淋漓盡致，讓聆聽

事情我總是會全力以赴，把自己的能力盡善盡美

音樂的聽眾可以明白我內心的情感。14 歲時，

地表現出來。我不太擅長在眾人面前講話，所以

我在雲林縣斗南長老教會表演，以這樣的熱情、

我喜歡藉由音樂把心中的想法傳達給大家，也把

對曲子的熱愛，演奏給台下聽眾，我想當時聽

自己的熱情帶給別人，讓正面能量可以傳達到更

眾們能了解我內心感受，因為演奏者內心可以

多人的心裡。

感受得到。

我很喜歡彈鋼琴，在練習的過程裡，努力提

我有個夢想，希望可以當上藥劑師。我想

升曲子的技巧，使自己融入在曲子當中，也不停

藉由這次的機會，讓眾人看到我的努力，也想

揣測如何把音樂完美地展現出來。也許語言是人

藉由這個機會，讓我學習在這個社會該如何去

們最方便的溝通媒介，但卻怎麼也無法完整地傳

面對種種外來的挑戰。

我來按讚
之昀出生時發現右眼有問題，只有一個眼睛

活。之昀的生活奮鬥過程，不因身體有異於他人

有正常視力。在成長過程中，具有正向的人生

的外表，仍保持樂觀與積極的生活態度，值得為

觀，且不怕艱難勇於挑戰與嘗試。之昀從小喜歡

她推薦參加此選拔，讓她的故事能激勵更多人。

鋼琴的演奏，從音樂中陶冶性情，讓藝術豐富生

推薦人：媽媽 張翠芬

評審的話
人格特質正面進取、樂觀開朗，克服先天
右眼的不適和失明，走向音樂探索之路，對鋼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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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創作獎
姓名／許昀茹

學校／新竹市光華國中

我是女生 我的夢想是 My Dream
到蘭嶼當老師。

優秀事蹟
◆ 104 年中華日報中華學園〈期待的約會〉
◆台中市立崇倫國中 105 學年度家庭教育
「帶著爸媽去旅行」優等〈穿越時空大稻埕〉
◆第 9 屆新光兒童藝術節佳作〈奇特的萬能世界〉

我今年 14 歲，最特別的地方在於，國小加

文史、人物傳記或雜誌，都會去多方涉獵，吸

國中一共念過六間學校，轉學的原因大多是身體

收不同的知識，也會上網搜尋資料，以增進自

狀況不佳，雖然必須要適應新環境，但也增添豐

己的文筆。閒暇之餘，我也會畫畫，小時候曾

富的人生歷練。

經學過畫畫，我喜歡依照自己的想法作畫，有

我的興趣很多，像是投稿、集章、做實驗等，

次暑假時見到外公在用電腦看股票，突然有了

而禮物是我熱衷於集章活動的原因，有兩盒大富

靈感，就拍照畫了下來，旁邊還畫了錢幣，畫

翁就是集章換來的。我平時喜歡唱歌，不論是老

名叫〈貪念〉。另外，我也會以看展覽或旅行

歌或流行歌都有在聽，也會藉由聽英文歌加強英

等方式增廣見聞，像是 NASA 的展覽、達文西

聽能力。此外，我也曾學過豎笛（黑管），是轉

特展等。

學前在第一間國中就讀時學的，當時班上被選為

目前的夢想是到蘭嶼當國小老師，因為時

管樂班，所以〈國歌〉、〈國旗歌〉、〈軍隊進

常在報章雜誌上看到許多偏鄉老師很偉大，現

行曲〉等是一定要會的，因為這些都是升旗時需

階段任務就是在學業上多努力，讓自己有更多

要的配樂。

能力去教導他人。參加本次的甄選活動，對我

我平常有空就會閱讀，不論是文學、科學、

特殊創作獎

活得精彩

而言多了一點能量以及勇氣。

我來按讚
昀茹喜歡畫畫、投稿，有豐富的想像力，探討特別的主題。

推薦人：媽媽 周麗芬

評審的話
昀茹直爽、單純，表達能力可以加強。對

神祕文化追求非常難能可貴，並因此立下志向，

上古文化的興趣廣泛，對人類學研究、原住民的

期望未來到離島蘭嶼當老師的志願，令人欽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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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創作獎
姓名／王采凡 學校／新竹市私立光復高級中學附設國中部

我是女生 我的夢想是 My Dream
成為一位有能力幫助更多人的人。

優秀事蹟
◆ 105 年「台積心築藝術季」團隊詩歌朗誦比賽以個人舞
蹈創作結合詩歌朗誦榮獲國中組第 1 名，受邀「台積心
築藝術季─朗讀春天詩歌節」表演
◆ 105 年全國語文競賽新竹市初賽國中學生組作文第 5 名
◆第 10 屆聯合盃作文大賽新竹區初賽第 5 名

特殊創作獎

活得精彩
平時的我雖然表現得十分沉默寡言，在班級

校內活動的主持人、參加比賽並獲得在新竹市

中顯得很安靜，但一上台卻能夠大方分享，曾經

立演藝廳表演的機會，甚至曾經在一個星期內

主持過各種校內活動，並擔任畢業典禮的司儀，

完成了五項比賽，涵蓋作文、科學、英文、數學、

這樣的特質使我在學校更加有自信地展現自我，

戲劇、詩歌朗誦，我都嘗試著以自我的構思與

挑戰更多未知的任務。

想法完成每一項比賽。每當完成一次任務，回

曾經，在「創作」這條路上遇到瓶頸，寫出

頭以後就會發現，自己的辛苦一定都是值得的。

來的文章似乎太籠統，譜出來的旋律似乎曾經聽

在師長的鼓勵下，我拓展了自己的視野，

過，舞出來的動作似乎太樸素，總是被框限在一

看見社會的不平等，也看見許多需要幫助的人。

個「必須要與他人不同」的牢籠裡，直到升國中

期待自己能有更多的能力幫助他人，無論是音

的暑假，才知道並不必刻意與他人不同，原本的

樂、語文，甚至是父母從事的醫療工作，我都

自己就是獨一無二的。我開始大量地接觸各種挑

希望能夠藉由創作、知識、語文能量，讓失落

戰，包括國小時從未嘗試過的作文類語文競賽、

消沉的人能有再次闖蕩世界的勇氣。

我來按讚
獨立、自主，永遠認真學習，這就是我眼中

畢業典禮，整個典禮流程的規畫，都全力以赴。

的采凡。轉眼國二結束，這一年是她的學習豐收

面對如此積極上進的學生，身為導師的我，非常

年，除了繼續榮獲新竹市賽的一些獎項，並承接

樂於推薦她參與甄選並誠摯希望她能夠得到此獎

校內兩次大型活動的主持──班級模範生頒獎及

項的殊榮。

推薦人：師長 張淑芬

評審的話
才華多樣、有天賦，對周圍的人很願意付
出關心。即興創作功力強，用一人劇場演出一場
舞，並用口技展演音樂配合舞步，是位天才藝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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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創作獎
姓名／賴亭妤

學校／國立陽明高級中學

我是女生 我的夢想是 My Dream
成為一名具有關懷及溫暖的作家。

優秀事蹟
◆ 106 年國立台中教育大學語言教育學系高中生柳川散文
獎高二組第 1 名〈三個夏天〉
◆ 106 年第 14 屆桃青文學獎高中散文組第 3 名〈癡病〉
◆ 105 年龍圖騰出版社：兩岸第 3 屆龍少年文學獎優選
〈蝶戀花〉

幼時於母親的栽培下，意外與文學相遇，成

之際，身兼行政及編輯，確保校刊的盡善盡美，

為人生中最大的幸運。課業繁忙之餘，仍閱讀古

振興校刊社，投身文字，我樂此不疲。其中的

典名著《紅樓夢》，充實自我，為書寫打下根基。

紛爭，我經歷過，無形的壓力，我承受過，但

之後，拚盡全力考上高中的語文資優班，得以參

勇氣激勵我扛起種種，最終將我的青春留於書

與清大人文社會課程，享有眾多講座資源，聽劉

頁，供眾人翻閱。在繁重課業之餘，維持亮眼

克襄老師的自然旅行、聽楊佳嫻教授細說張愛玲

成績之餘，也常常寫稿至深夜。

與賈寶玉，開闊眼界。

特殊創作獎

活得精彩

我向來固執且任性，一旦認定喜愛之途，

文字對我總有股誘惑的魔力，握著筆斟酌著

便勇往向前，透過一次次比賽，累積能力，實

字字珠璣，並意外於校內國語文競賽榮獲第一，

踐一個個目標，確立夢想。漸漸，成為寫字的

在校內鎖瀾文學獎散文組以新生之姿奪得首獎，

人，喜歡中文、想當作家，守護文字之美，傳

高一擔任文字編輯，高二接下式微的校刊社，沒

承薪火的流轉。既然喜歡上了，我應允自己，

有學長姐帶領，獨自聚集起幹部，舉辦史上第一

只要我的文字，能讓一個人感動，我便會一直

次迎新活動，製作第一件社服，於指導老師更換

固執地寫下去。

我來按讚
亭妤，本校圖書館借閱量第 1 名的閱書人，

我，也曾為她陽光少女的外表下，卻能寫出老成

兩岸、全國、校內各項文學獎獲獎人。透過批閱

圓滿的刻畫而驚豔；我更為這創作之路上的她，

其作品，對這位文藝少女有更深的認識及感動。

自我負責地逐夢、追夢、圓夢，做更好的自己，

我，常被她字裡行間洋溢生命的感染力量感動；

而體悟到何謂人生最幸福的事！
推薦人：師長 孫譽芝

評審的話
很誠實的創作者，專業領域用心，性格具

的一份奇情和自己風格的味覺，書寫和兄長的情

批判性。緣自「愛」和「真實的寫作」，成為亭

感，能以花朵和蝴蝶交纏錯置的哲學筆法陳述，

妤文學的重要特質，散文書寫的藝術性帶有文學

真了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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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創作獎
姓名／黃嵉翊 學校／彰化縣私立達德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我是女生 我的夢想是 My Dream

成為讓孩子有自信活力的兒童繪本作家。

優秀事蹟
◆成立「翊想天開淳手作」販售自己製作的創意髮飾，並
將所獲取利潤捐予社福單位
◆參加「歡喜志工社」學習汽球造型的技能，想將所學技
能結合創意髮式，教導社區小孩
◆申請「YMCA106 年青少年創意培力計畫」通過，利用寒
假教導社區小孩，獲得社區熱烈迴響

特殊創作獎

活得精彩
我的家庭有著如同鮭魚一般的精神，即使生

女兒獎入圍面試，我感受到女孩們的韌性，受

活中的逆境像瀑布般不斷地沖刷，我們仍樂觀面

到了鼓舞，和家人成立「翊想天開淳手作」，

對。在這個過程中，我也逐漸變得樂觀開朗，我

努力製作出美麗的髮飾於巿集販售，將盈餘捐

相當喜歡自己那在別人眼中如外星人般獨特的性

給有需要的社福團體。但這對我來說還不夠，

格和特質，以及能幫助他人的快樂，為此我感到

我去學習造型氣球，無償將氣球贈送給許多人，

相當自豪。

讓 人 快 樂， 今 年 更 和 姊 姊 加 入 了「 歡 喜 志 工

受到小時候看繪本及愛畫畫的影響，腦子一

社」，並參加教會的邀約，協助氣球佈置，讓

直想著要讓周遭的兒童快樂，所以我去買書學

每個來參加活動的人都能感受到快樂的氛圍。

習繪畫技巧，參加社團學習折氣球，也向母親學

利用創作去散播愛，是我目前熱衷的事。

習髮飾的製作，創作過程時常獲得讚揚和肯定，

未來我想成為一名兒童繪本作家，所以我

我也樂於將自身所學習到的伴隨著愛一起傳播出

積極參加各式志工活動。和不同的人接觸，就

去，而我也做到了。去年陪同姊姊參加 Formosa

有不一樣的感動和故事，而這都可以讓我的畫
作有不一樣的生命力。

我來按讚
嵉翊積極參與學校的各項活動，如節慶創意卡

量幫助弱勢團體，犧牲假日到市集擺攤，販賣自

片製作、繪圖比賽、志工服務等，這份熱情也感

己精心製作的創意髮飾，建立個人品牌與網站行

染了其他同學一起參與。嵉翊對製作髮飾有濃厚

銷，且將利潤全數捐給弱勢團體，小小年紀有如

的興趣，也有一顆善良的心，想靠自己小小的力

此的作為，著實令人感動與佩服。
推薦人：師長 施義卿

評審的話
才華出色，關心弱勢群體，善用自己的長
才，分享熱情。能夠實踐自己的興趣到各個角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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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創作獎
姓名／林欣旋 學校／新北市私立復興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我是女生 我的夢想是 My Dream
撐起家中重擔以及讓大家看見我的創意與設計。

優秀事蹟
◆美濃客家文物館作品展覽
◆師生美展（素描、基本設計、插畫）榮獲入選
◆全國中等學校寫作比賽榮獲特優、小論文比賽榮獲甲等

從小出生在單親家庭，家裡生計全由母親承

計在紙上。國中時在老師的推薦下，參加了新

擔，媽媽負擔三個小孩的經濟重擔，常早出晚

竹縣政府平面卡片設計大賽得到了第 3 名、新

歸，所以等到一定年齡時，我也決定出去打工，

竹縣海報設計榮獲佳作。來到復興商工後，有

一半是想補貼家裡經濟、一半是想賺取經驗，雖

了很多不同的比賽，而我想考驗自己，於是常

然工作上遇到許多難題，但我總是盡力做到最

常日以繼夜完成作品，經常睡眠不足，但很慶

好，也學到了負責任。

幸能在復興商工的各科作業展（素描、水彩、

從小我就很愛畫畫，也從來都沒有停止過畫

基本設計）都榮獲佳作，也在師生美展上榮獲

畫。在國三會考前，與媽媽討論，決定一人從新

三張（基本設計、素描、插畫）入選，覺得一

竹來到台北讀復興商工，雖與家人分開，但因為

切的努力都很值得！

是自己的未來，所以努力適應且盡力考好每項考

我想讓自己的設計和技術被大家看見、肯

試、學每樣知識，以及精進藝術技能，只為了能

定，也想讓媽媽看見女兒已經長大，能被大家

撐起家裡的經濟和美好未來。

認同，因此報名參加甄選，讓我繼續在未來的

我腦袋總有天馬行空的想法，喜歡把想法設

特殊創作獎

活得精彩

道路上一步一步踏實地走。

我來按讚
欣旋生在單親家庭，努力上進，且充滿自信
與勇氣，參加學校的演講比賽，並且名列前茅。

有責任感，擔任科目插畫小老師，協助收發作業
及傳達老師的規定都很盡職。

在藝術創作比賽中，都有傑出表現，多才多藝、

推薦人：師長 張強

評審的話
孝順、強韌、克服困難，不讓現實環境限

載生存，也承載課業、競爭壓力，歸鄉之時，應

制自己作夢的能力。隻身北上半工半讀，就讀有

也是榮耀新竹，欣慰母親之時。女兒立志，當是

美術政工幹校之稱的「復興美工」。小小年紀承

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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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ian Girl Ambassadors
From different countries you have applied for the Asian
Girl Human Rights Award or the Asian Girl Community
Development Award. You have faced different
challenges; fought against the odds to bring positive
impact to your community, to stand for human rights,
and to improve the rights of other Asian girls.
Asian Girl Ambassadors

You have highlighted various issues that Asian
girls face among distinct regions in Asia: Sexselective abortion, female infanticide, limited girls’
participation in politics and community, lack of
girls’ participation in STEM fields, girls’ rights
to education, girls’ right to play sports, human
trafficking, early marriage, honor killings, etc., just to
name a few.
Your advocacy and activism definitely change the lives
of others; it also benefit your community, your city, and
even your coun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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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th Asian Girl Awards
Applicant List
Kripa Adhikari (Nepal),
Ashma Aryal (Nepal),
Marisha Shrestha (Nepal),
Syauqiah Andewiaa (Indonesia),
Srey Neth Nhor (Cambodia),
Valentina Manukyan (Armenia),
Farzana Ilyas Farzana (Pakistan),
Zannatul Ferdaus Tanzina (Bangladesh),
Pei Shan Lin (Taiwan),
Szu-Yin Fang (Taiwan)

5th Asian Girl Awards

Munisa Huseinzoda (Tajikist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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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 黃靖茹
推薦組織 / 為你的受傷而讀
Victoria Huang / Read Your Pain

Awards/Achievements
◆ Launched a series of campaigns called“Read Your Pain” to create
an anonymous and safe environment for young survivors of sexual
assault.
◆ The first young girl from Swat Valley to organize the First
International Girl Child Day and signed the GIRL DECLARATION.
◆ Organized a street drama performance to protest outside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against Kaohsiung Peer’s Club for supporting
rape culture.
◆ Launched a new look revolution in Taipei Municipal Jingmei
Girls' High School to ask the school to abolish the rule of white
shoes with white socks.

獎項 / 傑出表現

5th Asian Girl Awards

◆發起 「為你的受傷而讀」 系列活動，希望能為性侵倖存者創造一個匿名且安全的環境，讓她們
勇於發聲，抒發傷痛，並療癒自我。
◆在台大禮堂外進行短講，抗議台大高雄中學校友用仿色情片的方式刊出一名女性遭捆縛的照片，
搭上描述隨機性侵的文字。
◆在景美女中發起服儀革命，要求學校廢除穿白鞋白襪規定。

Brief Introdution
In order to create an anonymous and safe environment for young survivors of sexual assault who had
similar painful experiences as me, in 2016, I launched a series of campaigns called “Read Your
Pain” at the age of 17. I also organized a street drama performance to protest outside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against Kaohsiung Peer’s Club for supporting rape culture. I use feminism to fight against
patriarchy and overcome mental disease.

自傳
我向來關注性別議題，特別是性侵倖存者的處境。在 2016 我 17 歲那年，我發起 「為你的受
傷而讀」 系列活動，希望能為性侵倖存者創造一個匿名且安全的環境，讓她們勇於發聲，抒發傷痛，
並療癒自我。今年三月，台大高雄中學校友會在 facebook 貼出台大雄友之夜表演內容「搞笑舞」的
宣傳，以「我們中出了一個背叛者」為題，用仿色情片的方式刊出一名女性遭捆縛的照片，搭上描
述隨機性侵的文字，引起性平爭端。我不僅利用社群媒體大力譴責，並發起「我要一直說到，他們
停止強暴」活動，並於 3 月 27 日雄友之夜演出的同時，在表演場地（台大活大禮堂外）進行短講，
為性侵受害者發聲。活動公告僅貼出 9 小時，便有上千名網友按讚，迴響熱烈。這些活動後來使雄
友會不僅刪除該文並道歉，也深刻反省自對性別的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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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 弗洛里 喬 阿爾瓦蕾茲
推薦組織 / 塞班國立紅十字青年中學和黎剎理工大學
Flory Joy Alvarez/ Sapian National High School Red
Cross Youth and Rizal Technological University

Awards/ Achievements
◆ Work on a community project entitled “HEALTH: Safe Water
Sanitation and Facilities” to solicit money from local officials
and people who are willing to help stop the problem of water
sources in Sapian and Capiz.
◆ Red Cross Volunteer, Chief Girl Scout candidate, associate editor
of Hillside Publication.

Capiz 附近的水資源問題。
◆擔任紅十字會志工、女童軍總領袖候選人、以及山坡出版社的副主編

Brief Introdution
I am 17 years old who is a Red Cross Volunteer, Chief Girl Scout candidate, associate editor of
Hillside Publication, and an outstanding student in leadership and academics.
I experienced a serious accident last year that almost ended my life, but I believe that I
could live because God gave me another chance. Therefore, I use God’s unremarkable grace
to empower others and I am working on a community project entitled “HEALTH: Safe Water
Sanitation and Facilities.” My short term objective is to spread awareness of girls’ rights
and advocate women empowerment in the Philippines. My long term goal is to promote
international awareness on women’s and girls' rights through mass media, advocacies and
campaigns.

5th Asian Girl Awards

◆投入「健康：安全的水環境衛生設施」的社區計畫，透過向官員和民眾募款，以解決 Sapian 和

自傳
我今年 17 歲，在紅十字會擔任志工，也是女童軍總領袖候選人、以及山坡出版社的副主編，
在領導能力和學術方面也有傑出表現。我在去年 6 月經歷一場嚴重車禍，這次經歷讓我確信是上帝
要我好好利用生命做更多有意義的事。因此，我
透過它的恩典積極參與各項婦女賦權活動，目前投入「健康：安全的水環境衛生設施」的社區計畫。
對於女權工作，我的近期目標是能夠以自己的方式增進當地對女權的認知，並倡導婦女賦權；長期
目標則是透過社群媒體、倡議和活動，提高國際上對婦女和女孩權利的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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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 莫妮莎莫尼亞迪
推薦組織 / 印度國際犯罪防治與被害者照顧協會
Monisha Muniyandi / International Foundation for Crime
Prevention and Victim Care (Pcvc)

Awards/Achievements
◆ An active participant in programs and campaigns that are
conducted by Pcvc to work towards ending all forms of gender
based violence.

獎項 / 傑出表現
◆積極參與印度國際犯罪防治與被害者照顧協會的運動，以終止一
切形式的性暴力。

Brief Introdution
I am 17 years old. Last year I had a terrible fire accident which not only caused many visible burn

5th Asian Girl Awards

injuries on me, but make me discontinue education for a year. I was very doubtful and it was a big
challenge for me to return to schools. When I stayed at the rehabilitation centre in International
Foundation for Crime Prevention and Victim Care (Pcvc), I met many young girls and women with same
experiences. Thus, I have been encouraged an active participant in programs and campaigns that are
conducted by Pcvc which works towards ending all forms of gender based violence. I aim to voice out
for girls in my hometown who have no choice but face the struggles throughout their life, and to build
a life free of discrimination and gender based violence eventually.

自傳
我今年 17 歲，去年一起可怕的火災事故造成我嚴重燒傷，不得不中止一年的學業。她對此曾
經深感挫折，不僅害怕面對外界的眼光，也擔心自己不能完成學業。在印度國際犯罪防治與被害者
照顧協會的復健中心內，我遇到許多與我有同樣遭遇的倖存者，激勵我積極參與印度國際犯罪防治
與被害者照顧協會的活動，以終止一切形式的性暴力，為家鄉被剝奪教育和其他資源的女孩們發聲，
最終建立一個沒有歧視和性別暴力的世界。

60

2017 女兒節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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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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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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魔法少女電力營女兒工作日

照片集錦

女兒節照片集錦
62

▲台中魔法少女電力營全體大合照。( 台中 )

▲小隊員在成果發表會呈現未來想關心的社會議題。( 台中 )

▲小隊員接受愛馨委員頒發獎項。( 台中 )

▲小隊員支持彼此分享在營隊中收穫。( 台中 )

▲小隊員透過講師引導思考自己成長經驗。( 台中 )

▲各小組針對自己的主題內容，前往合適場地進行拍攝。
( 花蓮 )

▲第一天透過肢體課程，讓大家了解戲劇肢體的張力，並
透過互動了解彼此。( 花蓮 )

2017 女兒節手冊

▲六天下來，女孩們的影片成果展圓滿成功。( 花蓮 )

女兒節照片集錦

▲編劇課老師帶領各小組女孩，講解每組劇本內容須修改
的地方。( 花蓮 )

▲【我的陰道】以健康、自然的態度更認識自己。( 南投 )

▲【性別刻板印象】突破性別迷思。( 南投 )

▲【男女大不同】認識兩性之間的差異，不論是想法上或
生理上。( 南投 )

▲【繪畫女孩經】原本對月經每月按時報到感到厭惡，但
現在已能欣然接受。( 南投 )

▲理性思辨愛情中可能出現的性自主、非預期懷孕議題，
每個人都有表達自己意見的權利。( 屏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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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兒節照片集錦

▲【女孩沙龍】邀請神秘嘉賓，現身分享同志與跨性別的自我認同。( 屏東 )

▲【我的名字】每個人都是獨一無二，為自己的人生劇本
命名。( 彰化 )

▲ Power camp 營隊小團體，從自己的姓名開始聊起名字的
性別意義。( 屏東 )

▲【撕開標籤】邀請學員透過思標籤的方式重新看待性別
刻板印象。( 彰化 )

64

▲【性別探險隊】將活動中所見所思的性別透過畫筆呈現。
( 彰化 )

▲【宣示營規】讓學員遵守團體公約，使營隊更加順利進
行。( 彰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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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屆 Formosa 女兒獎
面試花絮

女兒獎面試花絮

▲女兒們準備著，想展現出最好的一面。

▲女兒們準時到勵馨總會報到。

▲女兒們在家長陪同下參加面試。

▲報到後，女兒們聽工作人員解說。

▲女兒們仔細看發下去的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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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兒獎面試花絮
66

▲工作人員向女兒及家長說明面試注意事項。

▲工作人員再面試前做最後的準備。

▲志工們加入場佈。

▲志工們討論面試工作內容。

▲勇氣冒險評審入坐準備面試。

▲入圍女兒在面試中侃侃而談，暢談未來夢想。

▲體能運動評審們聚精會神地聽女兒自我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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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兒獎面試花絮

▲評審們認真仔細地看女兒們的備審資料。

▲工作人員向評審們說明面試的注意事項及流程。

▲勵馨執行長紀惠容 ( 右 ) 感謝評審們支持女兒獎。

▲勵馨執行長紀惠容 ( 右 ) 向評審表達辛勞。

▲數理科技評審認真看備審資料。

▲勵馨執行長紀惠容與評審交流。

▲面試完後，女兒及家長與工作人員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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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告
8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