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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屆 Formosa 女兒獎入圍名單
社群經營獎
女兒獎入圍名單

陳姿穎、陳 歆、吳方庭、李沂芃、鄭右詩、金世涓、張祐芸、宋采璇、
陳禹心、許瑋真、楊宜芳、陳邦媛、謝涵淳、孫念慈、黃暉筑、陳婉瑜、
許芸嘉

勇氣冒險獎
林珈彤、黃詠捷、管淮希、黃珊珊、何妍瑤、王詩涵、鄭茵茵、鄭晴晴、
邱如韻、章芸慈、李佾菁、王如璇、巫熹芸

數理科技獎
邱萱、陳佳欣、顧芯瑜、陳映築、郭卉文、謝涵婕

體能運動獎
蔡依潔、林宜可、李家馨、潘誼恩、許惠雯

特殊創作獎
柯宇珊、楊雨蓉、劉姿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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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滿祝福的 16 歲
台灣女兒獎「轉大人了」
勵馨基金會 執行長
勵馨基金會主辦的 Formosa 女兒獎，今年第 16 屆；亞洲女兒獎也進入
第 6 屆。在台南傳承幾世紀的「做十六歲」，是慶祝成年禮的習俗。16 年，
班了。一路上，似長又短時光飛逝，是好多人陪伴一起灌溉耕耘的結果。
每一年女兒獎，總是從甄選過程就匯集滿滿的力量。女孩跟我們說，她想
要讓每一個需要的癌症患者都有假髮、她想幫助更多女孩認識自己的權益、她
想充實知識為食安把關；也有女孩經歷家庭劇變、遭受性暴力或罹患先天疾病，

給女兒的鼓勵

Formosa 女兒獎第一屆得主，從花樣年華到了或過了而立之年。而 6 歲，唸大

但她們把傷痛轉化成養份，勇敢做夢，努力行動，關心女孩人權、關心偏鄉教
育；有女孩說著自己的故事，忍不住哭了出來。
亞洲各國發展階段差異很大，女孩各自面對不同的挑戰，包括教育機會、
性別平等、健康、權利、受暴、童婚等議題。儘管如此，投資女孩是不變的國
際趨勢。2016 年，世界銀行宣布投入至少 25 億美金展開五年計畫，支持全球
12-17 歲女孩受教育，並預測此一計畫將為全球帶來廣泛的經濟效益。時任美
國第一夫人的 Michelle Obama 說，「顯而易見的，當我們投資女孩的教育、讓
女人有工作，這不只是對她們有利，而是讓全世界都受益。我們必須確保投資
女孩萬無一失；她們是我們的女孩，是我們的責任。」
勵馨女兒獎，也是本於疼惜女孩的心，撒下種子，撒下希望，期待所有女
孩大聲說，「我是女孩我驕傲」，邀請所有的人，寶貝每一個女孩。身為女孩，
就是最棒的祝福。珍惜自己，投資自己，相信自己，好好做自己。
在勵馨基金會成立 30 年的這一屆女兒獎，想用聖經詩篇 16 篇 11 節：「在
你面前有滿足的喜樂；在你右手中有永遠的福樂」，獻給所有女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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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ixteenth birthday filled with blessings—
the Formosan Girl Awards have come of age!
Chi Hui-Jung, CEO, the Garden of Hope Foundation
It’
s the sixteenth year of the Formosan Girl Awards. The Asian Girl Awards also turns six
this year. The first recipient of the Formosan Girl Award has left her teenage years and is
in her thirties. A six year old child is already entering kindergarten. Looking back, time has
passed so quickly, we see the accomplishments of the joint efforts of many people.
For every Formosan Girl Award, there is excitement and energy that starts building from
the selection phase. One girl said she wanted every cancer patient to receive a wig; one girl

給女兒的鼓勵

wanted to help more girls learn about their rights; one girl hoped to contribute to food safety.
There were girls who were victims of family tragedies, sexual violence, or genetic disorders,
but transformed their sufferings into dreams and actions that helped improve human rights
and rural education. There were also girls who could not keep back the tears when telling
their stories.
In Asian countries girls face different challenges in education, gender equality, health, rights,
violence, and child marriage. Despite these issues, investing in girls remains a global trend.
In 2016, the World Bank announced a five-year plan to invest US$2.5 billion to educate
girls aged 12 to 17. They expect this plan to generate global economic benefits. Michelle
Obama, the first lady of US at the time, stated “The
:
evidence is very clear: When we invest
in girls' education, and we embrace women in our workforce, that doesn't just benefit them,
it benefits all of us. Make no mistake about it, these girls are our girls. These girls are our
responsibility.”
The GOH’
s Formosan Girl Awards are an embodiment of care and affection for girls. We
hope to plant the seeds of hope and expect the girls to declare out loud: “I am a girl. I
am proud.” We invite all people to treasure the girls around us. Being a girl in itself is
the greatest blessing of all. We encourage girls to cherish themselves, invest in themselves,
believe in themselves, and be themselves.
This year’
s Formosan Girl Awards coincides with the 30th anniversary of the Garden Hope.
To quote Psalm 16:11: “In your presence there is fullness of joy; in your right hand are
pleasures forever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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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審的話
社群經營獎評審
台少盟秘書長 葉大華
相信自己，勇於發揮影響力打破性別隔閡，就能促成性別平權的社
會早日到來 !

社群經營獎評審
台灣志願服務國際交流協會 Volunteering Taiwan 秘書長 黃淑芬

評審的話

Formosa 女兒獎為臺灣打開一扇新視窗 -- 正義、和平、喜樂，讓女
兒們的力量屹立不搖 !

社群經營獎評審
資深ＮＧＯ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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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首位國際棒球女裁判 劉柏君
勇敢活出自我，挑戰未知未來，就是最精彩的人生。

勇氣冒險獎評審
中華民國海軍少尉 胡家琳
Don’t limit your challenge, challenge your limit ！
女孩加油！我們一起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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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審的話
勇氣冒險獎評審
玉山宣傳大使 / 國際崇她 31 區女青年公共事務獎得主 徐慈憶
「真正的勇氣，是即使害怕，依然能面對危險；而你身上，並不乏
如此的勇氣。」—《綠野仙蹤》，參與女兒獎的你，就像是《綠野
仙蹤》裡的小女孩桃樂絲，歷經冒險與挑戰，依然無所畏懼勇往直
前。在你們身上看見未來領導力、社群影響力、青春生命力，讓這
世界因為有你，而變得更美好！

數理科技獎評審
評審的話

吳嘉麗

淡江大學化學系榮譽教授

未來充滿變數，人生會有很多挫折，身為女性，相信自己的能力，
勇敢面對人生與社會。

數理科技獎評審
台北醫學大學榮譽教授 楊玲玲
台灣女性科學家知女兒們：膽大、心細、觀察入微、不畏懼是今日
科學發展之尖兵，未來數理科技之生力軍，明日之星！

數理科技獎評審
國立中央大學地球科學系教授 馬國鳳
一切皆由心起，盡力而為。

體能運動獎評審
攀岩蜘蛛女 黃百樂
無論得獎與否，並非最重要。重要的是來參加女兒獎就是 Formosa
女兒的代表。希望所有參加者都能在自己的人生旅程上繼續發光發
熱，努力快樂並充實的朝自己的夢想邁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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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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珍惜當下活出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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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毋須成為最好的，你就是獨一無二的，不須跟任何人比，只要活出
自己的本性，並把這份力量傳遞給周遭的人，你就是最亮眼的一顆
星。

特殊創作獎評審
畫家 / 國民美術推動者 劉秀美
勵馨以 16 屆的用心，協助少女們以才華的特質，建立了這時代的趨
勢，在少女步入成人之前，為當代塑型，引領前衛精神。

特殊創作獎評審
藝術家 何孟娟
突破思考框架，心身為自己為傲。

特殊創作獎評審
PEPPER’s 創辦人兼設計師 陳艾瑪
做自己的設計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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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審簡介
Introduction of Judges

評審的話

Maria Shatvoryan -Youth Programs Coordinator of Hope and Help
NGO (ECPAT Armenia).
Since her teenage years, Maria has volunteered in different organizations.
Driven with and sharing the humanitarian ideas of her parents, who
founded Hope and Help NGO in 1998, Maria got involved in civil society
sector. After receiving a bachelor degree in psychology and pedagogy in
2007, Maria worked in projects that provide assistance and rehabilitation
to the survivors of human trafficking and activities related to child
rights protection. After receiving a master degree in social work Maria
worked as a social worker and help line advisor for the victims of human
trafficking.
Since 2013, Maria coordinates projects related to empowerment of young
girls, education and protection of children and young people from sexual
exploitation and abuse.
Maria is an author of educational materials for children and young people
on safe behavior in the cyber space. She also provides training sessions on
human trafficking and online safe behavior.
She has 5 years of experience on project management.

Oyunbileg Baasanjav - chair of the board of the National Center
Against Violence (NCAV)
since 2013. NCAV is on of the leading women's NGO in the Mongolia
specialised in legal and policy advocacy, all kinds of services to victims
of GBV as well as capacity building of law enforcement agencies namely
courts, police, attorneys and correction agencies. Oyuna is a development
specialist working in diverse areas of Mongolia's democratic transition
since 1993 including political, economic, legal, environmental and social
issues, governance and human rights. She has pursued her commitment
to women's rights throughout her career volunteering as a board member
and activist of many leading women's organizations. She holds MA in
economy from Academy on National Economy, Moscow, Russia and MA
in International Policy and Practice from George Washington University,
Washington DC, USA.

08

2018 女兒節手冊

社群經營獎
入圍者簡介
服務人群是一種幸福與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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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群經營獎

在施與的同時，也得到了滿足和喜樂。

傳播，
成為台灣女兒自我成長、利人利己的典範。
人生以服務為目的，將不只是一句格言，
台灣女兒身體力行、實踐「服務人生」的理想，
從而積極規劃自己的未來，
使社會洋溢祥和與溫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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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群經營獎
姓名／陳姿穎 學校／嘉義市私立嘉華高級中學
我是女生 我的夢想是 My Dream
組織一個醫療團隊到各地去服務，讓社會上的愛是流動的，
而非停留的。

優秀事蹟
◆ 2017 九華山地藏庵第三屆「服務利他獎」入選前 10 名。
◆ 2018 榮獲第三屆服務利他「實踐典範獎」擔任營隊總召。
◆ 2018 參與台灣世界展望會世界公民雲嘉區校園 ENTER
行動大使，校園飢餓 12 校內營長人選。

社群經營獎

活得精彩
我是一位活潑樂觀、喜歡交朋友、對人熱

簡單，最後執行的成果能得到評審青睞獲得服務

情的女孩，因為父母工作的關係從小在嘉義縣

利他實踐典範獎，對於我和同伴來說更是一個莫

的偏鄉山區 - 大埔成長，直到國中才來到都市生

大的鼓勵。

活。我的國小同學大多來自特殊家庭，因此我比

未來我想組織醫療團隊到各地去服務，希望

一般國高中同學更早接觸到這些被社會遺忘的角

自己能拯救生命，或許這個夢想對我來說非常遙

落，雖然我沒辦法改變他們家庭的現況，但我希

遠的，但是我會努力的去實現它，充實自己的能

望能讓他們的生活有多一點的歡樂和笑容。

力。參加 Formosa 女兒獎就是希望能讓自己更有

升上高一時，我向嘉義市九華山地藏庵提出

勇氣的朝自己的未來邁進，並將我的服務熱忱傳

服務利他方案，希望社會上的愛是流動而非停留

出去。營隊活動讓我發現其實有服務熱忱的人很

的，身為召集人我最大的責任就是對我的隊員負

多，只是沒有辦法把助人範圍擴大，所以我希望

責，從計畫的設想、活動執行前的準備、到活動

能和志同道合的夥伴們把愛傳到世界各個角落。

的掌控等，過程中學習到實現一個計畫是那麼不

我來按讚
主動、積極、勇敢、踏實，是我對姿穎的評

的孩子去關懷安養院的身障者。因為愛心、責任

語。高一，爭取撰寫九華山地藏庵服務利他計

感與實踐力，讓她於獲得服務利他實踐典範獎，

畫，姿穎號召一群的同學，利用僅有的 5 仟元獎

也因為她的主動積極，成為本校新年度飢餓三十

金，完成「讓愛傳出去」營隊計畫，帶領育幼院

總召的不二人選。

評審的話
具有領導者氣質、能承擔責任及激勵夥伴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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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群經營獎
姓名／陳歆 學校／嘉義市立北園國中
我是女生 我的夢想是 My Dream
教導渴望學習舞蹈的弱勢孩子們。

優秀事蹟
◆全國青少年 MV 舞蹈大賽個人組第一名
◆兩岸國際兒童 MV 舞蹈比賽個人組第二名
◆弱勢兒童舞蹈教學公益活動

「機會是留給準備好的人」，從小媽媽就

舞的孩子們，過程中看到孩子們開心舞蹈，發表

這樣告訴我，所以每當決定學習事物時，我都會

會當天，我看著站在舞台上演出的孩子們，表演

盡全力去完成，並規劃好自己的時間，在學習事

我教他們的曲目，當時的畫面讓我充滿感動與成

物時將自己的本分做好，在學習新事物時，爸媽

就感。

們也都會支持我，給我各方面的建議，使我在學
習的路程上，能夠更加順利。

希望在高中畢業後進入舞團成為正式團員，
並考取舞蹈老師證照，積極爭取教舞的機會，屆

我從小學二年級開始學習跳舞，時間已經長

時我的能力，能夠讓更多的孩子們學習舞蹈，憑

達 7 年之久，演出不下數百場的活動，在舞蹈

藉自己的一己之力，協助教學弱勢兒童舞蹈，讓

這個領域上，學習到很多東西，但無論多困難，

他們不只是選擇所喜愛的事情，更能夠直接接觸

我始終用微笑面對，展現活力的一面，現在的我

到自己喜愛的事情，另外，運用時間充實自己，

擁有在觀眾面前展現出自我的自信。

不只是舞蹈，在其他領域上，也都會精進自己，

某次因緣際會下，我開始教導育幼院想學跳

社群經營獎

活得精彩

對於自己決定和爭取的事情做到最好的狀態。

我來按讚
陳歆是個不到 18 歲的孩子，但她所接觸的

不同的是，他放學後，必須到舞蹈團練習舞蹈，

事物，許多都是在他這個年紀，不會接觸到的事

假日大多時候，也必須要做演出，相當成熟懂

物，這個年紀的孩子們，通常就是週一到週五上

事，不太會讓父母擔心，真的是個非常優秀的小

課，下課後，就是寫功課和玩耍，而陳歆跟他們

女孩。

推薦人：嘉義市青工總會會長 陳威宇

評審的話
熱愛跳舞積極實踐自我，請繼續善用舞蹈專長服務弱勢族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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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群經營獎
姓名／吳方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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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揮專長關懷他人，營造美麗幸福的家園。

優秀事蹟
◆擔任志工照護、陪伴老年人。
◆建置幸福角落網站，募集家鄉最美麗的故事，喚起社區
意識。
◆參加織襪芭樂節、田中鎮踩街，協助攝影製作影片廣傳。

社群經營獎

活得精彩
我喜歡服務社會，藉此可認識更多人事物，

我立志成為公益社群的經營大使，開設幸福

砥礪學業及品德。當同學遇到困難或課業問題

角落網站將家鄉最美麗的故事分享在社群網站，

時，我都主動熱心幫助同學解決困難；擔任班級

開闢被遺忘的角落由居民共同監督。藉由網路社

幹部時，不管事好是壞我都會負責到底，不臨陣

群喚醒社區居民的意識，讓幸福社區繼續精彩的

逃脫、堅持到底，勇於負責完成。

活著。公益青年代表沈芯菱是我的偶像，她用鏡

擔任志工時對任何事都充滿好奇求知慾，面

頭捕捉草根臉譜，強調行善不必等長大，給我極

對困難，會向師長請益或利用網路資源解決問

大的震撼。我提醒自己要將自己的能力變強，造

題。我相信任何事沒什麼不可能，只要有心就能

福更多的人事物。

順利完成目標。假日會參與社區活動，協助影片

雖然我只是一名高職生，影響力或許不大，

拍攝廣傳。因為生長在三代同堂的家庭，讓我體

但我有信心從本身做起，哪怕只是投石問路，我

會到老年人需要被關懷的心情，到「梅園」擔任

也能持續開心地付出。我相信微薄之力總會影響

志工，服務老年人、表演才藝與之同樂，極受好

身旁的人，進而改變更多人的做法及想法。

評讚揚。

我來按讚
該生熱衷於志工服務，富正義感，面對社會

分享出來，讓居民引以為榮，也開闢需要加強被

的負面狀況，卻不抱怨不失望，反而會從自身做

遺忘的角落，讓大家留意到，由全民共同監督，

起，冷靜思考，尋求協助。架設幸福角落網站，

是一個很有想法及具備解決問題能力的孩子。

將家鄉最美麗的轉角，利用文章故事日誌及照片

評審的話
思維條理分明，運用專長從事公益，對未來具規劃性。

12

推薦人：師長 陳貴英

2018 女兒節手冊

社群經營獎
姓名／李沂芃 學校／國立苗栗高級農工職業學校
我是女生 我的夢想是 My Dream
成為一位無所不能的女超人。

優秀事蹟
◆第 18 屆保德信志工菁英獎奉獻獎得主
◆ IAVE Taiwan 築夢計畫 蘇格蘭音樂季擔任志工
◆苗栗縣優秀青年

我是李沂芃，芃是平凡的凡加上草字頭，

參加蘇格蘭搖滾音樂節的活動志工，從搭建

是父母希望我活出不平凡的人生。高中時創立

舞台、搬磚頭、建圍籬，所有大小事都需自己一

親善大使社協助招待外賓，全國實彈射擊比賽

手包辦，過程中與當地朋友美食交流、中文教學

榮獲全國第一名並代表致詞，一路上遇到許多

及文化差異分享，最值得我一提的就是台灣的冬

貴人相助，所以也希望自己能成為別人人生道

瓜茶竟然有了英文名字「爆米花茶」，是大家在

路上的貴人。

品嘗過後覺得香味與爆米花非常雷同因此命名，

高三時，參加全國技藝競賽，長時間在廚房
內高溫高壓的訓練，必須具備勇氣去面對自己

社群經營獎

活得精彩

返台之後也積極分享志工經驗，到電台錄製節目
等。

的不完美及缺失，越挫越勇，最後獲得全國金

從接觸志工開始我就有個夢想，就是成為一

手獎第二名的殊榮。經過技藝競賽的洗禮，我

名國際志工大使，用我自己的能力到世界各地，

變得更勇敢更有勇氣去面對自己及任何挑戰，

給予他們所需要的幫助，改善他們生活品質，並

那怕跌倒失敗我都有勇氣用自己的力量站起來，

讓世界認識台灣，讓台灣被世界認識，學會一步

繼續往前走。

一步地走出去，才能讓世界一步一步地走進來。

我來按讚
沂芃是位熱心服務、積極主動的好孩子，更

獎，2018 年 IAVE 搖滾英台赴英志工交流，勇

是班級好幹部、師長好幫手，校內外活動得獎連

於朝自己目標前進，邁向世界投履歷的好青年。

連，連續 5 年保德信志工服務獎及第 18 屆奉獻

推薦人：師長 許秋蓮

評審的話
沂芃樂觀開朗擁有獨立自主特質，請繼續善用你國際志工的熱力讓台灣女孩的特質發光發熱。

13

2018 女兒節手冊

社群經營獎
姓名／鄭右詩 學校／國立岡山高級中學
我是女生 我的夢想是 My Dream
為社會帶來一些改變。

優秀事蹟
◆嚴道博士公益獎助學金得主
◆第 18 屆保德信志工菁英獎、第 17 屆保德信志工奉獻獎
◆故事小天使志工服務

社群經營獎

活得精彩
從小跟著媽媽去圖書館說故事，耳濡目染

圖書館來舉辦，目前已踏足到高雄、雲林、屏東

下，我也從一開始的圖書整理，變成參與說故

的偏鄉中小學，並且號召 10 位同學一起加入，

事的小天使，長大後到華山基金會獨居老人訪

就是希望透過這些舉動，能夠去影響更多需要幫

視、環境打掃，當我第一次參加發票募集時，

助的人，不求改變社會，但求為社會帶來一點改

本來還有點生澀內向的我，因為被現場志工們

變。憑著這份熱忱去幫助那些需要幫助的人，我

的熱誠所感染，開啟自信與活力，亦因常常訪

努力去把幸福和愛傳出去，就算我的力量是那麼

視老人，使我台語變的流利，國中參加閩南語

的微弱，但我為這個目標做努力。

演說比賽獲全國第三名，更因此得到嚴道獎學

目前我還是持續在推動偏鄉教育，希望在推

金肯定。透過志工的服務，成就了我的自信與

動的過程中有更多人看到，未來我會號召更多

幸福，也讓我漸漸培養出勇氣與自信。

的同儕一起來幫助這些偏鄉孩童，去發現更多需

國中時，因為一則新聞的啟發，開始與父親

要這項幫助的偏鄉，甚至成立平台成為一股影響

籌畫偏鄉機器人營隊到偏鄉小學或是結合偏鄉

力，喚起更多人的關注或是有更多資源，讓我們
繼續去推動這項計畫。

我來按讚
第一次見到右詩來天使站當義工，當下我用

輕熱情活力的做事態度跟成熟的責任感與規劃

了我主觀的判斷，她怎麼可能跟著我們去社區，

力！右詩自 2008 年加入，服務弱勢長輩，給予

做一件大人都嫌辛苦的工作，但每次的社福活

社區長輩關懷，且常常主動發起募集物資活動，

動，在右詩身上，我看見了大愛底下是充滿著年

主動積極且負責任的態度是得力小助手。

評審的話

推薦人：華山基金會站長 李維華

具備組織與協調能力，透過機器人營隊推動偏鄉教育服務，相當難能可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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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女兒節手冊

社群經營獎
姓名／金世涓 學校／國立臺南第二高級中學
我是女生 我的夢想是 My Dream
成為有影響力的太空人。

優秀事蹟
◆第 18 屆保德信青少年志工獎 傑出志工獎
◆ 107 年高中職關懷實踐家個人組 第三名
◆市長嘉行獎

個性外向，喜歡挑戰自己，勇於離開舒適

地從失敗中站起來，以團隊核心價值為主軸，積

圈，體驗新事物。一直以來我都是老師的小幫

極地朝目標前進，不僅提升自己，也教導學弟

手，在小六那年老師推薦我到新生的班級服務，

妹，傳承這個團隊，達到永續發展。

協助新生適應國小生活，引導他們解決問題，

我目前的夢想，第一是希望自己成為有影響

漸漸地愛上與孩子相處的感覺。一直到現在我

力的人，藉由演講的方式等，影響更多年輕人，

依然很熱愛服務學習、熱愛鼓勵別人的感覺，

讓大家學習一同關心他人。第二我希望自己朝太

並且持續的做，勇敢地分享屬於自己生命故事。

空世界邁進，太空的探索可以讓人類更了解自

從國小開始從事志願服務，以往都是個人參

己，懂得珍惜環境，但在這個行業的多數是男

與，後來鼓起勇氣在校內成立志工團，在學校

性，因此參加女兒獎甄選，可以讓自己思考到

從來沒有志工團的情況下，勇敢的和學校組長、

底想要做什麼，也藉由這個機會分享屬於我的故

主任、校長溝通。過程中遇到了非常多的問題，

事，或許沒辦法馬上成真，但當我越勇敢分享自

但是我並沒有因此沮喪，反而越挫越勇，勇敢

己想做的事情，就會對自己更有自信。

社群經營獎

活得精彩

我來按讚
世涓的個性樂觀進取且樂於助人，做事認

起勇氣申請了青少年圓夢計畫，在不依賴學校的

真、負責、嚴謹，做任何事前都會有系統的計畫、

資源之下，用自己的力量完成了科學營隊、社區

歸納分析能力也不錯，更重要的是她有一顆願意

的樂齡學習營隊，努力的用行動實踐心中的公益

傾聽與奉獻的心。在她帶領之下，20 位同學鼓

服務。

推薦人：師長 曾柏仁

評審的話
堅韌的個性，讓世涓對堅持的事物努力不懈，很能表達自我且具說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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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女兒節手冊

社群經營獎
姓名／張祐芸 學校／臺中市私立曉明女子高級中學
我是女生 我的夢想是 My Dream
勤於搖動手中的筆桿，寫下更多屬於生活小確幸和參與服
務的動人故事。

優秀事蹟
◆第 18 屆保德信青少年志工菁英獎 傑出志工獎
◆帶領團隊獲劉曜瑋青年國際志工基金會及水源地文教基
金會「愛要大聲說 - 中部服務成果發表」最佳 MVP 獎
◆撰寫教育部青年發展署的方案計畫獲得補助

社群經營獎

活得精彩
我的名字叫張祐芸，意涵為「保祐眾多」，

夠抱持著熱忱帶領團隊多次至部落服務；因為具

大概是父母期許我能夠獲得上蒼的庇佑平安健

有「責任」，我在面臨緊急狀況時會第一個站出

康的長大吧！目前是台中市曉明女中的高三學

來處理；因為具有「知識」，我得以在經由和團

測戰士，家中開設藥局，從小喜歡穿梭於藥局

員們一同腦力激盪後，發想出與眾不同的服務計

間，暗自對藥師此職業興起興趣和敬佩，平時

畫。這些特質實在是我在參與部落服務之後，才

休閒時的喜好是閱讀散文、書寫文章，曾多次

慢慢發覺出來的，一個人的無限潛能。

投稿報紙。亦喜歡從事服務，與人交流生活趣
事及服務心得。

未來希望繼承家業當一名藥師，工作之餘可
以做志工服務他人以及當業餘作家。由於從小的

我認為一個人的特質會在不同的時間體現，

家庭背景讓我明白「有專業背景助人就能夠有相

我參與部落服務，正因為具有「勇氣」，才願

當的力量」，若能順利當上藥師，或許有朝一日

意到一個本來我陌生的環境服務；因為具有「自

會到賽德克族清流部落開設藥局，幫助當地的居

信」，我主動毛遂自薦，願意接任曉明女中部

民。而我的興趣和專長是寫作，我十分鐘愛文

落服務團團長一職；因為具有「活力」，我能

字，目標是要寫下更多關於生活小確幸和服務的
故事。

我來按讚
祐芸樂於付出肯負責，國三升高一參加曉明

年曉明部落服務團營長，帶領 30 位團員在清流

部落服務團，在高一協助本校每日早晨心靈清泉

部落服務學習，督導將服務心得出版《賽德克小

播音組志工，負責催稿審稿播音，具領導能力，

書 IV》，和部落青年孩童承傳部落文化，是一

勇敢接受工作挑戰，願意服務他人，擔任 2017

個自信勇敢的女兒典範。推薦人：師長 林益謀

評審的話
在服務中建立自己對未來的方向，能將自我的價值清楚表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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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女兒節手冊

社群經營獎
姓名／宋采璇 學校／臺中市私立新民高級中學
我是女生 我的夢想是 My Dream
救死扶傷，犧牲奉獻。

優秀事蹟
◆獲教育部 106 年青年志工績優團隊全國競賽 佳行獎
◆第三屆大台中少年英雄獎仁得楷模 銅質獎
◆朝陽科技大學社會工作系 107 年高中職學生關懷實踐家
社會服務競賽團體組 第一名

我表面上是懦弱的個性，骨子裡卻是勇

讚美的話來鼓勵他們，能使他們的心情愉悅，進

敢，想要冒險的個性，國中時開始想要改變自

而培養彼此的感情，最近帶著長輩們摺紙，有些

己，讓自己有能力去幫助別人，高中時參加服

形狀雖然難度較高，但看到長輩認真學習的模

務性社團成為了人生的一個轉捩點，充實了高

樣，自己也感到有成就感

中生活，也改變了對未來的志向，而在服務過
程中也學習到知識與智慧

社群經營獎

活得精彩

未來我想成為一名婦產科護士，曾聽過一句
話，婦產科並不用天天面對死亡，還能迎接新生

高中時參加紅十字青少年服務隊，進而走進

命的到來，從中感到生命的喜悅，在病患康復出

服務的旅程，第一次到安養中心做慶祝聖誕節

院臉上充滿笑容的樣子，獲得感動，自己現在也

活動，當時走進去也是被嚇到，但自己鼓起勇

朝著護理系的夢想前進。我想透過女兒獎讓自己

氣握著長輩的手，一步一步的帶著長輩將薑餅

更靠近夢想，更深入了解到現今社會多元的發

屋拼湊起來，雖然長輩無法用言語表達，但我

展，利用此次機會證明自己是有能力可以做到，

從他臉上的笑容知道他很開心有人陪伴，服務

可以站上世界的舞台。

過程中我也學習到，長輩其實是個老小孩，用

我來按讚
采璇是一位非常有主見和有堅定理念去幫助

內並熱心幫助同學解決課業疑難，無伐善，無施

社會的人。自高中起持續投入長者及弱勢家庭的

勞。在校外服務也贏得服務長輩的肯定，儘管面

關懷服務工作，本身是紅十字青少年服務隊、銀

臨繁重的課業壓力，卻仍積極熱心的抽空投入公

髮彩妝志工隊兩隊器材長，堪稱負責盡職，在校

益服務。

推薦人：師長 周學忠

評審的話
采璇努力突破自我致力發揮服務熱忱，影響更多人投入志願服務，值得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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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群經營獎
姓名／陳禹心 學校／臺中市立惠文高級中學
我是女生 我的夢想是 My Dream
成為一位堅持助人熱血青春的醫療人員。

優秀事蹟
◆ 97-103 年嚴道博士公益獎助學金
◆ 102 年第 14 屆保德信志工菁英獎 全國傑出志工
◆ 104 年獲國語日報全國少年好 YOUNG 社會公益類典範

社群經營獎

活得精彩
從 3 歲開始跟著媽媽當志工，在國內協助弱

萄，自 2008 年至今已銷售出三萬多斤。 2015

勢果農採收、為弱勢青少年與銀髮族爭取國際機

年我與大愛電視台合作拍攝關懷圓夢服務計畫節

會，在國際推動慈善關懷服務，包括菲律賓窮人

目，內容是我們這群來自弱勢或邊緣戶的青少年

村人道救援關懷、馬來西亞霹靂洲協助環保議題

志工，我們沒有補習，而是把時間拿來服務社區

的實踐、柬埔寨國際難民營。另外，2014 年到

獨居的長輩和弱勢學童事蹟。

福建擔任文化交流志工大使、2015 年上海志工

未來我將朝向醫療相關科系發展，把社會責

來台接待大使、2016 年柬埔寨志工接待大使、

任視為自己人生最高目標，期許自己是 Formosa

2017 年臺中八校聯合飢餓三十活動策展人之

女 兒， 將 愛 傳 播 在 台 灣 及 國 際 上， 讓 人 知 道

一。

Formosa 女兒是有智慧、有活力及有社會責任的

在別人需要時看見自己的責任是我人生努力

人，我預計明年擔任日本山形縣長照參訪團志工

的目標，因此我學習各國語言、參與台中市公立

大使，展現熱情智慧與學習高齡社會的橋樑，並

高中聯校活動策展人、協助非營利組織募款募集

且與柬埔寨台灣同鄉會成立愛心國際學校服務合

發票、發起協助自閉症果農採收及銷售巨峰葡

作計畫，讓台灣愛在世界角落飛翔。

我來按讚
禹心 3 歲開始參與志工服務，10 歲與雙胞

號召志工協助弱勢農採收水果、擔任國際志工交

胎哥哥成立社區志工隊，國中成立志工社，高中

流大使、柬埔寨國際志工圓夢計畫等，至今國內

籌組 8 校聯合辦理飢餓三十。服務內容如水資源

外志願服務達 18000 小時，希望用自己的力量

小尖兵、弱勢學童志工營、獨居老人居家打掃、

換醒青少年的社會責任。 推薦人：家長 陳若望

評審的話
自小即擁有服務人的熱力與責任感，也具備領導與組織團隊的專業態度與策略，值得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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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群經營獎
姓名／許瑋真 學校／臺北市私立惇敘高級工商職業學校
我是女生 我的夢想是 My Dream

每次服務就像一顆星星，總有一天，我一定可以佈滿整片
星空。

優秀事蹟
◆ 105 年度服務學習績優團隊 優等
◆ 106 年參加「臺北市青少年壯遊台灣補助計畫」優等
◆ 107 年度第 18 屆保德信青少年志工奉獻獎

高中的時候加入服務性社團，剛開始接觸志

畫的前置作業時，除了要先安排所有行程外，包

願服務，到老人院還手足無措，因為勇氣，開

含上山淨山、下海淨灘、國小課程教導及闖關、

始學習新知，在老師的教導下，我學會責任感，

日照中心關懷長輩…等，這些都在我們努力及用

把每次的服務都看待成是對自己的目標，站出

心下完成，參與壯遊計畫後，我變得更有自信，

來去幫助更多的人，服務讓我更有活力，到台

即將升上大學的我，除了想參加服務性質社

東去淨灘，讓我體會到社員的不放棄，這些都

團，繼續堅持我想做的以外，還希望可以透過專

是我成長的原動力，感謝與我相伴的老師及社

長設計網路平台，讓更多人知道志願服務的重要

員。

性以及影響。這次報名參加 Formosa 女兒獎甄選

從以前活在自己的世界裡，到現在整個人像

是想給自己一個肯定，同時也為了追求及實現夢

重新活起來般，參與志願服務，讓我把自己內

想做準備，了解原來也有許多人和我一樣，喜歡

在的潛力發掘出來，過程中雖然遇到許多波折

專注投入在同一個目標上，認識更多的夥伴，一

與困難，但身邊許多老師及家人的鼓勵，讓我

起追尋夢想。

社群經營獎

活得精彩

懂得感恩、懂得知足。在準備少年壯遊台灣計

我來按讚
推薦瑋真是因為她真性情的投入服務，從加

約、表演內容安排、教導社員、成果製作、對外

入清流服務社懵懂無知，到透過活動漸漸熟悉

發表…等等，都讓她成長許多，也因為這些活動

甚至愛上服務，過程我都能深刻體察。瑋真不懼

的累積與淬煉，讓她變得更有自信，相信她未來

艱難，努力學習，發憤向上，慢慢的學習如何邀

會更好。

推薦人：師長 洪小媚

評審的話
認真、樂於接受挑戰與修正服務內容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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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群經營獎
姓名／楊宜芳 學校／天主教恆毅高級中學
我是女生 我的夢想是 My Dream
治癒罕病患者。

優秀事蹟
◆台灣天主教安老院仁愛服務證明
◆偏鄉享食計畫 -Meal Packing Event 感謝狀
◆饑餓體驗證書

社群經營獎

活得精彩
活力是我最棒的特質，我對任何事都保有熱

我時常看到有關罕病兒的影片，每個罕病兒

情，而且只要是我自己認為可以做到，我一定會

的父母都非常需要社會大眾及相關基金會的支

將自己發揮到最極致，雖然高中課業壓力變大，

持，因為罕病兒通常比正常孩子還來的虛弱，所

但我仍參加活泉社這個服務性社團，過程中，家

以突發性狀況也就特多，加上罕病患者藥物十分

人們給我最溫暖的支持與鼓勵，讓我可以在自己

昂貴，且健保毫無補助，這對罕病家庭是極大負

有限的時間內，幫助到許多人。

擔，所以我希望能成功治癒這些患者，讓每個家

在高中短短這幾年，我利用自己有限的時間，

庭都能快快樂樂的看著孩子們成長。

參與學校社團服務性活動，到機構進行志工服

這次很榮幸能參加 Formosa 女兒獎甄選，這

務，例如安養院、唐氏症基金會、獨居爺爺奶奶

對我實現夢想非常有幫助，因為這是我給自己的

的家、募發票 ... 等，甚至和輔仁大學服務性社

期許，也讓我的夢想能讓更多人看見，我也在此

團的哥哥姐姐們交流，這些經驗使我成長，從一

鼓勵各位女生們和我一樣勇敢追夢，並且將自己

棵小樹苗變得越來越茁壯，想幫助的對象相對也

的夢想給發揚光大！

變得更加廣泛。

我來按讚
宜芳參加學校的活泉服務社，是個滿臉笑容

人，讓活動時間成為最美好回憶。宜芳也不懼接

的女生，在幾次的外出服務活動當中，總是獻出

受挑戰，接下老師派遣的任務，負責帶領長輩們

自己最大的熱忱，陪伴需要的人。到唐氏基金會

帶動唱、活動司儀……等，表現大方。

服務時，帶著院生遊戲玩樂，笑容感染了每一個

推薦人：師長 洪淑貞

評審的話
熱情有自信，積極投入罕病家庭志願服務，深具同理心，要持續加油發揮影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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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群經營獎
姓名／陳邦媛 學校／臺北市立大同高級中學
我是女生 我的夢想是 My Dream
讓所有癌症病友都有假髮。

優秀事蹟
◆第 16 屆保德信青少年志工精英獎 奉獻獎
◆第 18 屆保德信青少年志工精英獎 傑出志工獎
◆特殊市長獎、服務金質獎

我很喜歡和人聊天，所以小學四年級，便

動，具備了勇氣與活力，在登雪山時，既使困難

在台北探索館擔任導覽志工，至今累積的時數超

重重，但我不畏艱難，堅持到底，為了替癌友募

過五年 400 小時，我認為可以用自己所有的幫

髮、募款，親身力行許多事情，不斷的宣傳、推

助別人是一件幸福的事，所以，在國二時，我舉

廣，讓更多的人知道捐髮活動的意義。

辦了捐髮活動，在得知製作假髮所需的不只是頭

我一直以來都有個夢想埋在心中，希望「千

髮，更需要的是經費，於是我發起「帶著海報去

鈞一髮 還好有你」計畫所募集到的頭髮能環台

旅行」，登上雪山，及與同學騎單車環西部台

灣島一圈。雖然這個夢想看似不可能完成，但我

灣，向捷安特募款。緊接著又向富邦人壽、智多

們不斷努力的宣傳捐髮理念，以及推廣捐髮，努

星兒童棋院募款。後來台南女中在粉絲專頁看到

力為夢想邁進。參加與獲得 Formosa 女兒獎，可

了消息，也加入了募髮、募款的行列。一件對的

以讓更多的人知道頭髮也能幫助別人，頭髮是有

事情，只要一直做下去，就會有人看到，並陪著

力量的，一束頭髮，可以改變一個人，更能讓他

走下去。

重拾自信，勇敢的走出人群。

社群經營獎

活得精彩

對於事情，我是起而行不怕失敗的付諸行

我來按讚
在歷經國小罹癌同學因治療掉髮造成外觀改

群等，不僅悲天憫人，更身體力行，其心其行皆

變，而萌生助癌友念頭的邦媛，從自己留髮捐

足為本會所有工作同仁之表率。故推薦邦媛，透

髮、舉辦校園募髮活動、登上玉山募集經費，到

過其責任、自信、勇氣與活力的展現，讓社會盡

為了想號召更多人響應而騎車環島、建立網路社

是尊重生命的關懷與溫暖。

評審的話

推薦人：癌症希望基金會公關主任 王正旭

對公益服務具熱忱，也具備創意想法、資源整合能力，擁有勇氣及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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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群經營獎
姓名／謝涵淳 學校／臺北市私立復興實驗高級中學
我是女生 我的夢想是 My Dream
做一位跨領域的公益實踐家。

優秀事蹟
◆ 106 年外交部外交小尖兵英語種籽隊選拔活動 第二名
◆ 106 年國際學校網界博覽會地方社群類 白金獎
◆ 107 年復興同青社 X 田裡學『雙語。食農。科學』夏令
營負責人

社群經營獎

活得精彩
從小我就是一個好奇寶寶，抱著熱情與積極
探索的主動心態，爭取參與不同比賽和活動，

習環境，並且融入田野與鄉土教育，希望他們能
邊玩邊學。

這些跨領域經驗讓我學會獨立製作一份專題的能

這次報名參加 Formosa 女兒獎，我希望大家

力，也讓我了解到自己對社區服務的熱情，當我

看見 21 世紀女生所扮演的重要角色，七月時，

看到自己用心的成果產生正面的效應時我覺得自

我至美國芝加哥參與同青社年會，認識來自加州

己很幸運。

的非營利計畫 Thirst Project，該基金會致力於在

身為台灣女兒，我想結合所學為家鄉台灣貢

全球 13 個國的村莊蓋水井並提供居民乾淨的水

獻一份心力，於是開始接觸有機農業並設下想

源，我希望聯合台灣同青社與同濟會的力量，協

要讓更多學子有機會踏入田間學習的心願。剛開

助在華文圈推廣 Thirst Project，募集資金為史瓦

始，我架設中英文網站宣傳有機農業，接著，與

濟蘭的偏鄉建造水井，身為台灣女兒，我希望透

田裡學友善環境協會承租農地，作為網博團隊的

過 Thirst Project 將台灣人的愛心傳遞出去，讓

食農教育基地，今年，我決定召集同青社成員籌

世界更認識這個寶島，我相信參加這次女兒獎可

備 2018 雙語食農科學夏令營，透過自然英文學

以幫助我在實現夢想的道路上有所助益。

我來按讚
復興同青社是台北市第一國際同濟會第一個

交流，並於陽明山籌辦公益『雙語。食農。科學

輔導的同青社。這一年，我感受到創社社長涵淳

小農夫』夏令營，誠摯推薦謝涵淳同學，以她的

擁有強烈的人文關懷精神與領導能力，並能以具

知識、活力與責任和積極服務社區之表現，足以

體行動實踐理念。今年涵淳帶領同青社遠赴美國

擔任台灣女兒之代表。

評審的話

推薦人：台北市第一國際同濟會會長 林世傑

主動發掘公共服務項目，勇於承擔責任，具國際接軌能力及關注全球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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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群經營獎
姓名／孫念慈 學校／臺北市立萬芳高級中學
我是女生 我的夢想是 My Dream

讓大家知道高中生也能奉獻出自己的心力。

優秀事蹟
◆參與「千頂假髮助癌友 - 原聲合唱團公益慈善音樂會」
◆協助「辦理熱血有你 守護花蓮」捐血活動
◆協助「慈母展光輝 捐血獻愛心」捐血活動

我這人無時無刻充滿活力，很少看到我無精

證明高中生也是有能力可以舉辦一場完整的

打采的樣子，每次在討論的時候最吵、鬼點子最

活動，是我的夢想，以辦捐血活動為例，從接到

多的就是我了，甚至在放學後留下來的時間，都

邀請開始，確定贈品內容、製作宣傳海報、找能

還能從門外聽到那超有精神的聲音，根本就是一

協助當天活動的同學、構思主持稿的內容，之後

顆續航力超過 16 小時的電池。在幫助癌症病友

的每一天，只要有空閒時間就是討論，或是在下

的音樂會上聽著小朋友們的歌聲，內心非常感

課時間到處宣傳，這樣才是我想留下真正的高中

動，因為這場音樂會種下了我和公益活動的緣

生活。

社群經營獎

活得精彩

參加女兒獎甄選，對我而言，是有一定程度

分。
舉辦公益活動真的很累，但我真的覺得很開

上的幫助的，雖然不一定能得獎，但在我的人生

心，從沒想過在我平凡的人生中能有這麼多特別

歷練中能多添加了一項證明，表示我們努力做的

的經驗，很感謝的同時也覺得很幸福，能遇到不

這些是有被專業人士審視過的，儘管他們心中認

斷鼓勵我的老師和夥伴，不厭其煩的陪我練稿，

為最好的不是我們，但我相信得到多一些的認同

帶著我接觸這些幫助人的公益活動。

不是什麼壞事 !

我來按讚
服務學習是學校學習中重要一環，亦是社會

染校內許多師生，也感染社區人士。使得在舉辦

需要的力量。念慈在校期間，參與捐血活動推

捐血活動，獲得廣大的迴響。所以我極力推薦念

廣，不遺餘力。不論是活動策劃、文宣品製作，

慈同學，期望她的熱心熱情能夠感動更多的人。

或是主持工作，皆游刃有餘。她的熱心熱情，感

推薦人：師長 楊艷屏

評審的話
熱情、有自信且主動積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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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群經營獎
姓名／黃暉筑 學校／臺北市立萬芳高級中學
我的夢想是 My Dream
幫助需要的人實現願望。

優秀事蹟
◆辦理文旦傳愛募款活動
◆辦理第一屆萬芳捐血暨募款活動
◆在台北市政府辦理幫助花蓮賑災的捐血活動

社群經營獎

活得精彩
由於父母的影響，讓我比較敢在人群面前講

我在高中參與幫助癌友的捐髮活動和捐血活

話，也了解到要怎麼好好去照顧一個人，喜歡挑

動，主持、籌劃活動、安排活動、宣傳活動 .... 等，

戰新事物的我，突破許多困境，過程中的人事物

雖然這些事情都非常需要費心思，但做了這些事

讓我從一個平凡女孩，變成一個能為這個社會出

後，我發現我是開心的，就算這些事情會讓自己

一份心力的台灣公民。

的責任變重，我還是很願意去付出，因為用自己

老師當初問我要不要加入志工活動，我毫不

小小的力量幫助到別人，是一件非常值得的事。

猶豫的答應，老師請我做的事，我都認真完成，

未來渴望實現的夢想，就是用自己的力量去

就算有時候時間有限，還是會找空檔把事情完

幫助社會上的弱勢實現夢想，這件事我現在雖然

成，如果有可以先做的事情，我也會盡量做，讓

還不能做得很好，但我還是會努力想出更多自己

所有事情都可以提前完成，因此，就算有突發狀

可以幫助到別人的方式，讓他們可以減少痛苦和

況也能夠有時間去處理，而且也不會讓自己手忙

悲傷，所以，我報名了 Formosa 女兒獎，希望藉

腳亂。

著這個機會學習到不同的服務學習方式。

我來按讚
暉筑品學兼優，關懷弱勢並積極參與愛心服
務，和同學協助小農文旦愛心義賣 200 箱，也
曾辦理捐血活動，將義賣所得捐給慈善團體，利
用校慶和同學勸募捐款活動，募得頭髮捐給癌症

評審的話
熱心公益、積極參與公益活動與志願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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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基金會製作假髮送給化療落髮的病友。暉筑
充滿愛心，是青春女孩們典範，誠摯推薦。
推薦人：校長 方淑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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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群經營獎
姓名／陳婉瑜 學校／國立臺中科技大學保險金融管理科
我的夢想是 My Dream

讓偏鄉弱勢者都能更加感受愛。

優秀事蹟
◆第 18 屆保德信青少年志工菁英獎 傑出志工獎
◆教育部青年發展署
106 年青年志工服務績優團隊競賽佳行獎

想做什麼，就去做吧。這句話是我服務一直

承下去。

以來的理念，幾年前，在一次的家庭劇變中，我

我想要讓更多人感受到我的愛，這是我服務

成為單親家庭中的小孩，永遠忘不掉的是曾經幫

的宗旨，當被自身被關懷過後才發現，原來被愛

助過我的人，及曾經陪伴過我，給我力量的所有

是一件多可貴的事情，許多事情不一定需要限性

人，當時的我，15 歲，卻比他人更懂得珍惜、

別及既有的刻板印象，每個人與生俱來的特質本

懂得感恩，也因此萌生了現今想靠自己服務他人

來就不一，最重要的是要怎麼善用自己的才能，

的念頭。

才能妥善分工，我也正透過服務，向團隊夥伴及

在高中時參與多種志工服務累積經驗，自行

受服務者宣傳，將自己的愛傳出去是多麼重要。

設計課程及撰寫企畫，關懷弱勢、偏鄉學童，

在服務過程中，我相信愛能夠創造一切，我

帶領學弟妹設計長者關懷活動，訓練獨立負責態

想透過女兒獎告訴更多人，女生也是可以有被愛

度，在服務他人時展現自信及活力，讓他人也能

及愛人的權利，最重要的是展現自信，珍惜身邊

感受那份被愛的感動，因為被愛過，才要把愛傳

的人事物，用自身的力量，去幫助更多的人。

社群經營獎

活得精彩

我來按讚
學生陳婉瑜為本人所指導志工團隊的優秀志

服務活動外，更主動申請青發署計畫，前進偏鄉

工。過去兩年間擔任志工隊活動幹部，認真執行

進行服務，並設法連結不同社群的資源，讓服務

志工隊各項服務，做事負責且親切，具有服務熱

活動更臻完美，也是我想要推薦她的主因。

忱，故本人樂於推薦之。婉瑜除參加各志工團體

推薦人：師長 游勝宏

評審的話
在家庭劇變中，找到支撐自己向下走的正向力量，並且熱心投入志願服務，值得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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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群經營獎
姓名／許芸嘉 學校／國立臺中科技大學保險金融管理科
我的夢想是 My Dream

成為太陽，用自己的光照亮別人。

優秀事蹟
◆第 18 屆保德信青少年志工菁英獎 奉獻獎
◆ 106 年青年志工服務績優團隊 青年組佳行獎
◆第四屆未來之星
全國大專保單健診暨保險規劃大賽 第二名

社群經營獎

活得精彩
專科時主動加入系上的志工隊，也積極參與

自己身為志工隊的隊長，更應該要以身作則，做

技職教育宣導活動，透過理財教育的推廣，將

好自己該做的，背負起團隊的責任，帶領大家更

在學校課堂上所學的知識帶給學員們，從與受教

好的前進。

學員們的互動中，希望自己也可以成為學員們學

在未來的服務計畫裡，希望能夠設計更多理

習的榜樣，透過這項有意義的活動帶給更多人希

財的課程，將這些課程帶入臺灣的角落，不只是

望。

國高中生，甚至是弱勢族群、老人院、育幼院，

加入保金志工隊，是我接觸服務的開始，也
讓我的人生開始有不同的目標。從去年，我們走

有更多機會可以推廣理財知能，將理財知能帶給
更多人。

出舒適圈，開始到校外服務，從接洽到場勘，面

藉由報名參加 Formosa 女兒獎甄選，我希望

對許多的未知數，始終堅定腳步，去面對困難、

可以讓更多人更重視理財教育，也可以讓大家看

解決問題。營隊中，從過去站在台上會怯場的

見理財教育的重要，我認為不管在哪個年齡層，

我，到可以站在台上面對學員們侃侃而談，這些

都有認識及瞭解金融理財觀念的必要，希望大家

都是我在營隊中慢慢累積的經驗。而在團隊中，

在未來都可以透過理財讓自己重新出發。

我來按讚
學生許芸嘉為本人所指導志工團隊的優秀志

可圈可點，是志工團隊運行的穩定力量。未來一

工。過去三年，芸嘉投入各項理財知能推廣，

年接任志工長一職，所展現出的熱忱與企圖心，

由新生至今能夠獨當一面，自專二開始接幹部一

相信她的未來發展足以期待。

職，對於志工之間的溝通聯繫及服務承接，表現

推薦人：師長 游勝宏

評審的話
活用專業知能帶入志願服務，未來可將性別觀念帶入服務中，將能發會更大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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勇氣冒險
入圍者簡介
不畏艱難、勇於挑戰，

疾病與逆境不是阻礙，
而是體驗生命力量可貴的助力 !

勇氣冒險獎

台灣女兒膽大願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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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珈彤 學校／南華大學國際事業與企業系
我的夢想是 My Dream

將我的正能量散布給需要幫助的所有人。

優秀事蹟
◆代表高雄市政府赴日本參與
2017 八王子祭表演創意宋江陣
◆代表學校參加天下雜誌專題報導並獲教育部表揚
◆ 106 學年度海洋美學
詩情話意話海洋海洋詩創作競賽高中職組 特優第一名

勇氣冒險獎

活得精彩
爸爸總是鼓勵我，有興趣就去試，即使是學

演出，受邀參與天下雜誌的專題採訪。在課業之

到沒趣味，但實際上，曾經學過的不會失去，得

餘，努力充實自己，也勇敢挑戰了與以往不同的

到的終究是妳的。所以造就了我的興趣廣泛，喜

事情，參加志工培訓、與攝影師合作拍攝，學習

歡跳舞、唱歌、寫字、彈奏樂器，課餘常至舞蹈

更多的技能。

教室學習，充實自己，空閒時喜歡聽歌、寫字，

我的夢想是將我的正能量散布給需要幫助的

因為歌曲的旋律以及正能量文字都能給我愉悅的

所有人，我現在想要先充實自己，多參加志工類

心境。

型的活動，多接觸人，多學習沒有嘗試過的，正

不怕挑戰的勇氣，讓我學習不同領域專業，

能量的想法可以改變很多做事的方式，以及看事

如學習畫畫、唱歌、傳統舞蹈、流行舞蹈、國標

情的角度，我想用我的力量影響他人，成為最特

舞、吉他、烏克麗麗、鋼琴、小提琴，也主動爭

別的人。這次參與 Formosa 女兒獎甄選，如果能

取參加校內外的競賽、演出，曾代表高雄市政府

夠獲選，就等於是有了一個管道，完成我的夢

赴日本參與「2017 八王子祭」表演創意宋江陣，

想，以及做更多對人生有意義的事。

跟著學校出國演出與當地人民交流，也因為赴日

我來按讚
本人極力推薦具有勇氣冒險精神的林珈彤參

天下雜誌的專題採訪。校內擔任班長、舞蹈科學

加項甄選，珈彤在中華藝校舞蹈科期間參與校內

會會長、劇場實務執行、學生聯合會公關組長。

外的競賽及演出，如全國學生舞蹈比賽、國標舞

繪畫、歌唱、多項樂器演奏均展現才華洋溢，勇

比賽，表演創意宋江陣於日本八王子祭，並受邀

於嘗試。

推薦人：師長 林怡利

評審的話
面對挫折時勇敢面對，即使是弱點也勇敢挑戰，珈彤不僅自己充滿正能量，也主動積極陪伴鼓
勵同學，難能可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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勇氣冒險獎
姓名／黃詠捷

學校／嘉義市私立嘉華高級中學

我的夢想是 My Dream

活出沒有性別限制的精彩生活。

優秀事蹟
◆外交小尖兵全國初賽優勝、複賽佳作
◆金鷹獎 全國國中暨高中英語短劇比賽 全國第四名
◆嘉義市英文讀者劇場國中組 特優

我是個愛笑的人，做任何事都不會忘記以微
笑迎人，因為我認為微笑，是化解尷尬或衝突的

的恐懼，完美地詮釋我的角色，展現自己的勇氣
與實力。

第一步，是人際溝通的重要橋樑。我沒有比其他

我有一個想要達成的夢想，實行起來不僅要

人特別，但我是獨一無二的。我有一幅生命的圖

要動用龐大資源，還要花費巨額心力與資金，那

畫紙，我努力為自己填滿豐富的色彩，活出精彩

就是壯遊世界，我想走遍世界各個角落，發現世

的人生。

界各地獨特的美，認識更多的人，拼貼出個人專

在外交部辦的比賽外交小尖兵中，我挑戰自
我極限，發揮勇氣的特質，承受著台下評審與觀

勇氣冒險獎

活得精彩

屬的世界，去冒險，去學習、去感受、去開拓自
己的視野，讓人生充滿冒險與樂趣啊。

眾的壓力，在第一階段我失誤了，但隊友沒有一

參加女兒獎甄選讓我有機會去認識世界上更

絲責罵，決賽時我決定挑戰心魔，依然扮演首位

多優秀的女孩，去聽聽她們的故事，去感受她們

演講的職責，雖然雙腳發抖、兩眼發黑，但我提

的生命，只要有實踐夢想的勇氣，勇於冒險的行

醒自己哪裡跌倒要哪裡爬起，最終我克服了心理

動力，微薄的力量也可以幻化成無限大。因此，
我想要走出台灣、走進世界。

我來按讚
黃同學英文演說能力備受肯定，曾榮獲嘉義

學校參加外交部的外交小尖兵比賽，一路從分區

市英語演說能力優等，並將演說結合戲劇表演，

複賽挺進全國決賽，這一連串的表現，深刻符合

榮獲嘉義市英文讀者劇場特優、2015 年金鷹獎

女兒獎勇氣、自信與活力的特質，以及參加勇氣

全國英語短劇比賽國中組全國第四名。高中代表

冒險的條件。

推薦人：師長 彭慧媛

評審的話
詠捷談吐落落大方，英語流暢，做任何事都有十足準備，並且全力以赴，未來表現值得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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勇氣冒險獎
姓名／管淮希

學校／國立岡山高級中學

我的夢想是 My Dream
勇敢突破自己的不可能。

優秀事蹟
◆高雄市語文競賽分區初賽國中學生組國語演說 第三名
◆參加虎頭埤馬拉松 21 公里完賽
◆參加 2014 百事特全國南區小鐵人錦標賽於規定時間內
完成全程

勇氣冒險獎

活得精彩
我是一個內向的女孩，平時的我總是不愛說

中還需要面對被落石砸傷的危險，那是個遙遠的

話，膽子也很小，但我看到很多名人奮鬥過程，

路程，但因為我的勇敢，讓這段路程不再遙遠。

他們雖然有天生上的疾病或不方便，卻勇敢的突

今年我要去挑戰泳渡日月潭，我只學過蛙式，

破自己的不可能，而我天生條件都比他們都還要

且對游泳並不在行，但我在去年透過報章雜誌得

來的完整，我應該更勇敢突破自己，在一次次的

知後，我決定要在會考後的這一年來挑戰，勇敢

挑戰中，讓我更加勇敢，勇氣並不是與生俱來，

突破自己的極限，讓我的高中生活更加豐富。

而是一點一點累積，只要勇敢挑戰自己，就算是
女孩，也能造就不平凡。

女兒獎甄選對我是有很大的幫助的，我在做
很多挑戰的時候，例如：第一次走鋼索的時候，

人生的許多第一次讓我突破自己，小二的時

那時我其實很害怕，雖然有足夠的安全措施，但

候，第一次參加說故事比賽，反覆練習完成挑

我心中還是有很大的恐懼，身旁的人鼓勵我，給

戰，國中第一次去參加救國團舉辦的 6 天 5 夜

我打了一針強心劑後，我竟然完成了，我相信參

69 公里縱橫健行，背著 9 公斤的背包行走，途

加女兒獎甄選，可以成為我的強心劑。

我來按讚
個性溫和的管淮希，不是天生活潑、能言善

但他不放棄，每天努力增強自的能力，對於缺失

道的小孩，但從國小到國中期間，卻擁有豐富的

有勇氣面對並進而解決，令人印象深刻。克服重

演說經驗，國中參加校內國語文演說競賽，代表

重難關，奪得第三名的成績，勇於突破自己，實

對外競賽的機會，對外比賽高手雲集困難重重，

屬勇氣可嘉！

推薦人：師長 王碩慧

評審的話
參與許多挑戰自己體能活動，多元涉略，有冒險精神，持續加強自己的精神值得讚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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勇氣冒險獎
姓名／黃珊珊

學校／新北市立樹林高級中學

我的夢想是 My Dream

讓全世界知道最好的尊重其實就是平凡的對待。

優秀事蹟
◆ 105 年、106 年連續兩年獲得陽光基金會優秀獎學金
◆ 106 年陽光基金會畫作徵選優選
◆ 106 學年度新北市模範生、議長獎

一出生我的臉上就有明顯的胎記，但是我沒

胎記不是絆腳石，反而是我人生的墊腳石。

有因此自卑，從小父母就告訴我，無法改變自己

五年前我做了染料雷射除去胎記的治療，但治療

的外貌就努力讓別人改變對自己的想法，除了做

非常疼痛，過程中媽媽都會陪伴我，看著我痛苦

人處事的道理 ，他們更鼓勵我去幫助別人，他

自己也會默默掉淚，我突然領悟到胎記既然是老

們總說能幫助別人是一件快樂的事。

天賦予我的，我就要將胎記視為珍貴禮物，於是

我對自己有足夠的信心，一直以來呈現出坦

勇氣冒險獎

活得精彩

決定放棄染料雷射的治療。

率真實的自己，讓我和剛認識的人相處融洽。國

這次報名 Formosa 女兒獎，是想讓更多人知

中接下班長一職，立志要讓班上團結，最終在大

道，面對外表不一樣的人，不必同情可憐他們，

家的努力下得到校歌最佳精神獎。我喜歡從挑戰

而是對待他們像平凡人一樣，也想讓活在痛苦中

中獲得自信，不輕易跟別人比較，因為一旦開始

的人知道，只有自己能改變自己。我希望藉由女

羨慕別人就不會快樂，人只要自己跟自己比，今

兒獎，取得向更多人傳達臉部平權的發言權，我

天比昨天更進步就好。

認為每個人的樣貌都不同，也獨一無二，所以每
個人都該被尊重及平等對待。

我來按讚
珊珊體貼和善、堅毅認真、不畏於外人的眼

人對她尊敬和讚賞。不論個人或團體競賽，總是

光，面對自己認為對的事情也願意影響身旁的同

和同學積極爭取榮譽，勇於突破挑戰，為自己的

學，讓大家一同團結合作。對待他人展現她的同

國中生涯留下輝煌紀錄，是一位勇敢活出自己生

理、豁達，勤於學習、樂於助人的態度，贏得眾

命光輝的女孩。

推薦人：師長 劉淑櫻

評審的話
最好的尊重就是最平凡的對待，用生命寫出令人敬佩的故事，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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勇氣冒險獎
姓名／何妍瑤 學校／臺北市立敦化國民中學
我的夢想是 My Dream
成為一為牙醫。

優秀事蹟
◆ 105 年小主播市賽暑假自主學習比賽 優選
◆連續三年長時間參加米卡多英文劇團的培訓及舞台演出
◆ 107 年台北市青發會創意設計桌遊 第三名

勇氣冒險獎

活得精彩
個性內斂沉穩對外大方活潑，參加過小主播
暑假自主學習市賽得到優選，影片中與同學親自

佳作成績。107 年 2 月參加台北市青發會舉辦創
意設計桌遊得到第三名。

送便當到三重地區關懷老人。連續參加三年松山

得到同學推舉國小高年級模範生及國中優良

區米卡多英文劇團的演出，到國中時被年級推選

學生代表。在國中七年及上下學期擔任班長及風

為優良學生的代表。

紀股長。在校成績名列前茅，幾次成績都在校排

自小喜歡畫畫，多次參加國內繪畫比賽得到

前 50 名，近期是校排第一。本身願意接受挑戰

不錯成績。107 年度參加溫世能基金會的作文比

不同領域的比賽及培訓，認真念書，充實多元知

賽得到優選佳績。106 年參加關懷台灣黑熊舞蹈

識參予學校舉辦的活動，參加 Formosa 女兒獎是

比賽，與四個國中同學練舞及自己剪輯影片得到

希望可以透過基金會看看不同優秀女兒們。

我來按讚
願參予公益活動關懷弱勢，之前在國小資優

動；個人也有捐髮到癌症基金會。

班就有參加過愛心募發票及喜憨兒基金會等活

評審的話
願意接受不同領域的比賽及培訓，年輕不畏懼的精神，勇氣可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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勇氣冒險獎
姓名／王詩涵

學校／桃園市私立啟英高級中學

我的夢想是 My Dream

成為眾所皆知的國際藝人，勇敢的去追夢。

優秀事蹟
◆參與大愛劇場《永不放棄》戲劇演出
◆參加綜藝節目《超級模王大道 2》比賽
◆京華城舞蹈大賽第三名

小五那一年拍電視劇永不放棄，我飾演一個

開了這個舞台。11 歲時參加京華城舞蹈大賽，

小兒麻痺的小女主角，戲中必須要演長短腿，還

通過初賽的都是台北知名的舞蹈社，許多人都勸

要騎車撞樹、曬衣服摔下來、被球打，過程非常

退我放棄決賽，但我想證明自己，當我拿到了第

辛苦，但我還是努力完成，並沒有因此而放棄，

三名時，瞬間這一切的辛苦與淚水都值得了。

反而更努力的把這部戲演好。 也因為這一齣戲，

我的夢想是當一位國際藝人，所以在這之前

我被提名第 51 屆金鐘獎最佳女配角獎，雖然沒

我想先去美國遊學，讓自己學習更獨立，增進

有入圍，但對我來講已經是一種肯定了，反而讓

英文能力，以及學習美國的教育方式、環境、文

我更堅持的要完成自己的夢想。

化…等等， 最後再申請美國留學。

9 歲時無意中參加了電視台模王大道 2 的比

如果能得到女兒獎，無異是對我個人最大的

賽，一開始什麼都不會，也未曾在專業的舞蹈教

肯定與鼓勵， 我希望我能帶給大家快樂的正能

室學過，只憑著一股熱誠就一頭栽進了模仿的世

量，就像我說的，成功來自於堅持，堅持來自於

界，一路比下來要學習的東西真的很多也很累，

苦練。

勇氣冒險獎

活得精彩

但我卻不想放棄，最後在 18 強比賽時含淚的離

我來按讚
詩涵在學校期間擔任過烏克麗麗社長、運動

( 桃園市 ) 贏得特優， 也是今年的畢業生代表致

會班級總召、班長、英語小老師，以及參加校內

詞，是一位有禮貌、多才多藝的孩子，也是一位

國語朗讀、國語演講、校外英語演講和客語口說

有責任感的學生，拍戲同時兼顧學校課業，期待

藝術比賽，並且和同學一同參加烏克麗麗大賽

有一天她能夢想成真。

推薦人：師長 陳思嘉

評審的話
童星生活在課業與工作上要平衡不容易，秉持永不放棄的精神，勇敢面對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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勇氣冒險獎
姓名／鄭茵茵 學校／臺中市立臺中家事商業高級中等學校
我的夢想是 My Dream

當你覺得快堅持不住時想一想就會有動力繼續前進的美好
事物。

優秀事蹟
◆勁梅校長獎
◆靈鷲山普仁獎學金
◆邵淑美女士獎助學金

勇氣冒險獎

活得精彩
我喜歡參加各種活動，不管是志工、職涯體

誼廳跟各國旅人交流，彼此交換聯絡方式到現在

驗、音樂會、童軍團、跟朋友背起背包去探險

仍保持聯繫，儘管說著不同的語言但也不妨礙友

落腳青年旅館等，從中學習了幫助人的快樂，和

情的萌芽。

不同的人交流培養默契，學習如何當好聽眾分享

我的夢想是能擁有自己的咖啡廳和當個背包

的幸福，認識世界各地的人。儘管萬事起頭難，

客，咖啡冷的時候跟熱的時後品嘗的味道都不

當我提起勇氣踏出去時，發現其實踏出沒那麼可

同，就跟每個人生階段一樣，熟成時間越長越醇

怕，只要願意嘗試。

厚，因此深深迷上咖啡的魅力。抓緊每一次能讓

國中的時候，因為好奇心及熱情感驅使加入

自己變更好、吸收新知的機會一步一步實現夢

了童軍團，那是我第一次露營、第一次跳營火

想，雖然不知道未來自己的夢想會不會改變，但

舞、第一次看到滿天的星星，一開始會擔心害

唯一不變的就是讓自己能成為理想中的自己。報

怕，但同伴一路相伴讓我盡情的享受每一次的野

名參加這次的女兒獎徵選對我來說是種肯定，是

外。喜歡體驗不同事物的我，去年和朋友訂了間

能更認識自我的一次機會。

青年旅館，背包一背就出發去探險，在旅館的交

我來按讚
茵茵是成熟穩重、心思細膩的女孩，是老師

害怕被取笑時，她反而勇敢向前主動開口。她就

的好幫手和同學的傾聽者。國中時擔任童軍團小

像打不倒的勇者一樣，調整心態，保持樂觀持續

隊長，學習方面也很積極主動。喜歡英文的她，

向前，把負面事物化為正向力量，並且變成為成

遇見外國遊客，能鼓起勇氣向前對話。當其他人

長的土壤。

評審的話
嘗試多元事務，樂觀負責，且可感受到茵茵的親和、笑容可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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勇氣冒險獎
姓名／鄭晴晴 學校／臺中市私立明道高級中學
我的夢想是 My Dream

在咖啡廳放著舒服的音樂，用咖啡來療癒人心。

優秀事蹟
◆靈鷲山普仁獎學金
◆迎曦教育基金會獎助學金
◆ 104 年度優秀童軍獎

從小和外婆生活，正面積極思考、喜歡熱心

在童軍團擔任副小隊長的我，平時和小隊長

助人、關懷長輩，因此積極參與團體活動，國中

分工合作，一起協助老師，也幫助同學。露營回

時加入童軍團，除學習到童軍技能外，帶給我更

來會仔細檢查裝備是否缺漏，分配大家各自負責

多收穫的是日行一善、人生以服務為目的，104

的善後工作，整理器材等等。加入童軍團得到的

年三五童軍節慶祝大會上榮獲了優秀童軍的殊

經驗比想像中的還豐富，認識不同學校、國家的

榮，這些經驗帶給我更多勇氣、不畏困難面對未

朋友，廣結善緣。

來挑戰。

勇氣冒險獎

活得精彩

我現在讀的專業是商業經營科，夢想是經營

小學時給低年級學弟妹講故事，我發現自己

一間咖啡店，因為自己非常非常喜歡喝咖啡，光

並不緊張，樂在其中也喜歡這感覺。我的自信心

是聞到味道就覺得幸福，更想把這個幸福分享出

是慢慢培養的，有很多機會，例如上台報告，擔

去， 18 歲的我報名參加 Formosa 女兒獎，是第

任幹部，爭取演講比賽，從內而外散發出來的自

一次，也是最後一次。，當機會來了就不要輕易

信是很美的，讓人眼睛一亮，發現自己是充滿自

放手，而這次的機會不僅是給自己一個挑戰，更

信是件很幸福的事情。

是勇敢的向夢想邁進一步。

我來按讚
晴晴是一個很活潑調皮的女孩。一起參加活

中多多少少都遇到一些國界、發音、政治上等問

動時，儘管身邊圍繞著來自各地的人，她總是熱

題，幸好身邊都有彼此的支持。她也總會鼓勵我

絡的跟他們打招呼，我很羨慕她的熱情、勇氣。

參加營隊活動不要怕生，勇敢踏出第一步認識新

我們兩個都是從大陸移民來台灣唸書，求學過程

的朋友。

推薦人：親友 鄭茵茵

評審的話
自信從容、積極進取，勇敢表現自己。

35

2018 女兒節手冊

勇氣冒險獎
姓名／邱如韻 學校／臺北市私立薇閣高級中學
我的夢想是 My Dream
照亮每個曾失落過的故事。

優秀事蹟
◆ 2017 HOBY 世界青少年領袖會議
台灣代表兼 Global Showcase 台灣負責人
◆ Global Initiatives Symposium 全球集思論壇
台灣高中生代表
◆第十八屆保德信全國青少年志工菁英獎 傑出志工獎

勇氣冒險獎

活得精彩
我喜歡稱自己是生活的冒險家，從不自我設

我很相信微笑的力量，開始做活動時，也不

限，在不同故事的碰撞，找到自己的樣子。國

被看好過，但我告訴自己，人生是自己的，擦乾

中意外接下班刊總編的工作，那時甚麼資源都沒

淚站起來，因為挫折，讓我成為更好的自己，更

有，廠商、內文都自己發想，看到成品時，我開

勇敢面對事情，也給我更柔軟的心，後來我任兩

始相信無畏的心能將天馬行空變成可能。成長是

年的課輔志工，代表學校致捐款給里民，將頭髮

需要勇氣的，我相信勇敢不是不怕，而是明明害

捐出，希望成為他人心中的光。

怕，仍在恐懼中堅持。

我的夢想不是成為一位永遠成功順遂的人，

獲選為台灣代表於芝加哥參加 HOBY 世界領

而是一位充滿故事，能讓他人相信希望、敢於做

袖會議時，我擔任 Global Showcase 負責人，竟

夢的人。如果能得到這個獎，我想讓世界看到台

遇到兩岸的緊張，但我選擇在文化矛盾間做對的

灣女孩的不凡，相信自己的特別，不要被年齡、

事，堅信彼此尊重和平，以原住民歌謠和紅包習

性別或任何事阻礙夢想，不要設限，不要怕人生

俗讓台灣的特別被世界看到，回台在官網分享見

中的雨天，因為嘗過雨水的滋味，才能等待下一

聞並受教育廣播電台訪問。

個更美的晴天。

我來按讚
如韻不斷跨領域嘗試，數次代表全球性活

旁人的低落心情，熱衷志願服務的她，感受人與

動，歷經挫折以過人勇氣帶著笑容向前。任班長

人的能量，透過創意，發起百人夢想計畫，鼓勵

時，她勇於站上台自我坦露心聲，鼓舞全班的正

全校說出夢想。推薦如韻，她溫暖且勇敢的精神

能量與凝聚力。她是天使人物，常第一時間關懷

值得女兒獎肯定。

推薦人：師長 王心怡

評審的話
從自身能量影響他人，在自己的故事中閃閃發亮，不斷蛻變成為更好的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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勇氣冒險獎
姓名／章芸慈 學校／臺北市立第一女子高級中學
我的夢想是 My Dream

蛻變他成，達成生命中最佳化的可能性。

優秀事蹟
◆國立台灣文學館澄海波瀾我的油彩獨白徵文 優選
◆校內國語文競賽、閩南語演講及閱讀心得寫作比賽
入選前三名
◆市長獎

水皰症極罕見。雖罕見，我生來就有它。從

生為 Formosa 女兒的我，充滿勇氣，知道我

前我恨它，它讓我體無完膚，漸漸長大，漸漸

的身體會越來越不便，我不害怕未來，我更珍惜

明白我的病，明白它無法治癒，明白我終將失

生命，每一天都活力四射，要更把握時間去探索

去所有指頭。我感到生命的無力與無望。有一

世界、汲取新知識。

天在地理課學到 Formosa，我想知道台灣為何是

我的身體因為水皰症之故，樣貌就很不一樣，

Formosa，我想看看 Formosa 的美。到台北 101

我的手像顆拳頭。沒有靈活的五指，我有我的辦

俯瞰我生長的城市。雜亂的房子，灰色的天空，

法去完成我該完成的，就像此刻我一個字一個字

不很美。然而為我把門拉住，讓我的輪椅順利

打出我的報名表。這就是我的自信。在升高三的

進門的人，很美。那天有很多主動幫助我的陌

升學壓力中，我決心參加 Formosa 女兒獎甄選，

生人，我向他們說「謝謝」，卻得到一個個微

因為這是我的責任。

笑。我凝視那微笑，我也開始愛笑了。心美，是

我的夢想很小也很大，我夢想這個世界沒有

Formosa 的力量。我以身為 Formosa 的女兒為榮，

歧視、沒有霸凌，每個生命可以以它自身的方式

我開始修練我的心，也要 Formosa 以我為榮。

存在。我不知道我該如何實現，但我不斷探索如

勇氣冒險獎

活得精彩

何實現，不斷嘗試可能實現的機會。

我來按讚
人都會有病痛，我們病好了，疼痛也隨之消

卻以她破破爛爛、疼痛不已的身軀不斷探索世

失。然而，芸慈她身上永遠有傷口，她知道的是

界，向著光明成長。我看了都為她掉淚，而她卻

她的手指頭即將像她的腳趾頭一樣，因沾粘而完

笑著為我拭去淚水。這是我看過最勇敢的生命，

全消失。

最強大的心智。

一個體無完膚的孩子，沒有痊癒康復的希望，

推薦人：台灣罕病蝴蝶寶貝醫護促進會理事長 鄭色孟

評審的話
不畏先天罕見疾病及霸凌苦痛，以積極態度面對生命中的挑戰，用自己的生命寫下故事，並以
自身經驗幫助社會，勇敢活出自我，令人動容。

37

2018 女兒節手冊

勇氣冒險獎
姓名／李佾菁
我的夢想是 My Dream
能夠去韓國遊學。

優秀事蹟
◆參與大安分局治安會議舞蹈表演
◆取得正職工作機會獨立生活

勇氣冒險獎

活得精彩
我從小就由嚴父嚴母教育長大，每天除了讀

育訓練就讓我有點吃不消，而我也是所有新進人

書以外，就是洗衣煮飯打掃家裡，很少有機會

員中年紀最小的，因此比別人更努力更積極，才

跟朋友出去玩，導致我變得很安靜，不敢與人接

不會輸給同期的同事。讓我印象最深的是修改褲

觸，加上個性溫和，總成為被欺負的對象，面對

子，一個連鈕扣都不會縫的我，根本不相信自己

這樣狀況，我選擇咬著牙忍下去，因為我的優點

能學會改褲子，有次店長為了訓練我，要我假日

是很會忍耐，即便再痛苦再辛苦也會忍下去。

為客人改褲子，假日的修改褲是最多的，那天我

我認為我具備勇氣的特質，高中畢業決定直

修改了 28 條褲子，整整八個小時連晚餐都沒吃

接出社會工作，從沒出去外面工作過的我，不知

就是埋頭一直改，又餓又累忍不住掉淚。這份工

道是否有辦法承受外面工作的辛苦，而且之後也

作雖然辛苦但很值得，我在店裡交了一群很棒的

要自己在外獨立生活，本來想先找工讀試試水

朋友。

溫，但心裡也很清楚知道不可能一直做工讀，於
是後來到服飾店當正職員工。
就這樣展開了一段辛苦的旅程，一開始的教

現在我開始有夢想了，目前想學好韓文去韓
國遊學，希望這個獎項可以讓我更有勇氣去面對
未來的挑戰。

我來按讚
剛認識佾菁時他對自己很沒自信，但在朋友

作，沒有輕言放棄，聽到她分享工作適應的辛

與師長的鼓勵下，她開始做許多的挑戰，在一次

苦，發現眼前的這位女孩，已變成一位有自信清

次挑戰中，佾菁越來越有自信，面對辛苦的工

楚知道自己未來要什麼的勇敢女孩。
推薦人：師長 林宛臻

評審的話
面對人生困境仍勇敢生活，負責任的勇氣精神，值得鼓勵。人生的豐富度是靠自己去創造的，
相信佾菁用自己勇敢的心，一定沒問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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勇氣冒險獎
姓名／王如璇 學校／國立斗六高級中學
我的夢想是 My Dream

跳脫學校的框架，把「島語文化」傳承下去。

優秀事蹟
◆ udn 文教 X 願景工程 「我的偏鄉教育故事」貳獎
◆第十八屆保德信青少年志工 全國菁英獎得主
◆ 107 年親子天下教育創新 100 得主

我是來自雲林鄉下地方的庄腳囝仔，人生有

化交流」的營隊。

三大關鍵字 : 有勇氣，厚臉皮，愛心氾濫。熱愛

這樣的年紀辦理這些的活動，老實說真的很

台灣文化，喜歡說台語，也喜歡逛菜市場。將在

不容易。但是我覺得每當我拿出勇氣和各所學校

地語言與文化傳承設計為課程帶入教育，期盼能

接洽，拿出勇氣爭取經費只為換取讓孩子得到

與孩子一起探索台灣這美麗的島嶼。

「島語文化教育」機會時，我的內心總會出現一

當大家不斷推廣國際化，學習外國語言時，
我選擇把「島語」文化傳承下去。我在 15 歲那

勇氣冒險獎

活得精彩

種一定要成功的感覺，因為我想幫孩子找回台灣
逐漸遺失的美好。

年成立了自己的團隊”ACE 家族”，在家鄉雲林

我的夢想是帶給孩子有別於課堂上的體驗，

推廣島語文化。「島語」象徵著台灣島嶼上的語

跳脫學校的框架，把「島語文化」傳承下去。報

言，團隊除了推行關於「臺語」「原住民語」外，

名這個獎項對我夢想最大的幫助是，可以讓更多

「新住民」的語言也是我們所重視的。團隊目前

人關心到我所關心的領域。我希望可以讓更多人

在雲林執行「島語文化傳承」，已服務過許多學

正視「島語文化」在逐漸流失的事實，讓更多人

校，更在今年遠赴台東縣山區小學辦理「島語文

去關心這件事，解決這個問題。

我來按讚
這個小女孩在做大大的事！高一時，她私

用盡所有的假日，帶領一群同齡孩子持續在做偏

下找我說要辦舊衣、鞋、書義賣，籌辦雲林縣大

鄉服務。不斷在學習、付出、給予，這不只是勇

埤鄉的兒童營。高二時，她拿了一套自製的大埤

敢、冒險、自信、活力，更是責任服務的體現。

明信片跟我分享。她持續在為自己的家鄉努力，

推薦人：師長 陳慧華

評審的話
目標明確且勇敢嘗試新挑戰，熱愛鄉土，將理想付諸實際行動，展現活得精彩的精神，非常值
得鼓勵，相信未來更是燦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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勇氣冒險獎
姓名／巫熹芸 學校／美國茱莉亞音樂學院預科音樂系
我的夢想是 My Dream
成為一名音樂家。

優秀事蹟
◆ 2016 年受邀在德國獨奏會演出
◆ 2016 年榮獲德國 4th Euregio Piano Award 2016 Category
國際鋼琴大賽少年組冠軍
◆ 2017 年榮獲美國 Jack Kent Cooke 青年藝術家獎

勇氣冒險獎

活得精彩
因為早產的關係，我從小體弱多病，媽媽為

界各地進行鋼琴獨奏會演出，演出足跡遍佈美

了讓抵抗力差的我在心靈上能有所依靠，於是讓

國、德國、義大利、中國、日本…等地，我希望

我開始學彈琴，而鋼琴從此也變成了我的玩具，

自己的的鋼琴演奏能讓世界看見台灣、聽見台

也是我最好的朋友，陪伴我度過無數個孤單病痛

灣！ 14 歲的時候，我考取世界頂尖茱莉亞音樂

的日子。

學院預科，獲取獎學金和橄欖枝基金會及企業贊

我不怕辛苦，因為我深愛著鋼琴，雖然經濟

助赴美就讀，繼續我的音樂旅程。

上、身體上與心理上有許多困難，但對音樂的熱

目前渴望實現的夢想為，希望哪天能與「紐

愛，讓我勇敢追求自己的夢想。學習的過程雖然

約愛樂」鋼琴協奏，世界巡演，讓更多人看見台

辛苦，但也贏得許多國際鋼琴獎項，並受邀至世

灣、聽見台灣。

我來按讚
熹芸是早產兒，從小體弱多病，卻不畏艱
難，憑著對音樂的熱愛，勇於追求自己的夢想。

界各地超過 30 場以上的鋼琴獨奏會演出，從 1
千多公克的早產兒到現在，她實在堅強勇敢！

小小年紀贏得了許多國際鋼琴獎項，並受邀至世

評審的話
獨自在異國求學，對音樂的執著跟努力，看出其勇敢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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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薦人：家長 吳君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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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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萱 學校／國立羅東高級中學
我是女生 我的夢想是 My Dream
成為一個為性別平權挺身而出的人。

優秀事蹟
◆第 57 屆全國科展國中物理科第三名、
第 56 屆全國科展國中物理科佳作
◆ 2016IEYI 世界青少年發明展銅牌獎
◆ Bebras 國際運算思維挑戰賽滿分 ( 全國 PR99)

數理科技獎

活得精彩
從不是個文靜女孩的我，活潑開朗是我最明

成可怕的噩夢看待，所以在今年初時參加了國

顯的特質。小時候，我曾聽過有些女同學的父母

際女性科學日的活動，以擔任志工的方式向在

說 :「女孩子就是要溫柔恬靜，做任何事都不要

火車站向來往的人們介紹科普知識，這也使我

跟男生搶。」當下我便篤定的告訴自己，我的路

對於人群更大方、表達力也更進步 !

要走得與他們不一樣，我的未來，取決於我的興

我的夢想是打破「男理工、女人文」的刻

趣與熱情，而非性別！我是女生，我毫不畏懼的

板印象。至今許多家長還是會希望兒子往理工

在數理這條路上挺身而進。

方面發展，而女兒則是較適合社會人文學科。

雖然生長在競爭力遠遠不如都會地區的宜蘭

在國中時，我也曾因為這個深根蒂固的觀念而

羅東，但父母總是告訴我：不管是在活動或是

不被看好，身邊許多同學認為科展、物理研究

競賽中，拿出最好的自己，一切就都值得了，我

等是男生較能勝任的工作，因此我只得努力的

才漸漸發現原來當個有自信的女孩是件多美好的

耕耘，希望總有一天會被看見，因為解出數學

事!

難題時的成就感，是對物理問題鑽研許久而終
因為想要讓更多人了解科學而不是把數理當

獲肯定的喜悅。

我來按讚
邱萱總是擔任領導角色，做事有條不紊，積

的天分，遂於高中錄取數理資優班，邱萱除了

極參加校內各項體能、科展、專題、語文等競

在數學物理上的研究卓著外，語文創作及演講

賽，並總是囊括前三名，是個相當具有挑戰及

方面更是出類拔萃，在班上更是領導班際合唱

冒險進取的女孩。國中時期即展現在數理方面

比賽獲全校第二名，各項佳績著實令人激賞。

評審的話

推薦人：師長

朱玉芳

邱萱毫不畏懼的自信特質與多向多元的才能，積極參加科展及女性科學活動，在其所擅長的領
域，勇於發揮負責進取，難能可貴的夢想是為性平挺身，多項表現皆非常優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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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理科技獎
姓名／陳佳欣 學校／宜蘭縣立員山國民中學
我是女生 我的夢想是 My Dream
我是女生，我希望不只是我完成夢想，而是幫助更多女性
朋友完成夢想，我因為我們都是女生，就都應該活得精彩！

優秀事蹟
◆ IEYI 全國青少年發明展暨台灣選拔賽—銅牌
◆ 2018 海峽兩岸青少年創客大賽—二等獎
◆ 2017 全國海洋能創意實作比賽—第一名

我對於數理科技的熱情，是沒有任何困難能

只是顧好自己，而是對有需要援助時能幫忙他

擋的，我願意花費時間、付出心思，將我的想

人，需要團隊合作時也能極力配合，讓團隊變

法變成實品，即使最後的作品有時因為難度太高

得更好。每當我對他人發表我的想法時，會發

而無法達成，但我一定都盡我所能的做到極限。

現我是越來越有自信而且能夠完整地將我的想

很多人說我太執著於這方面，忽略了其他重要的

法及理論傳達給對方，這是我不斷訓練出來的

事，但我認為「人不會是完美的但熱情能補足這

自信也是自我肯定的表現，更是我成長的憑藉。

些不完美！」

數理科技獎

活得精彩

希望未來成功在大學研讀大學資工系時，能

我認為每件事都必須帶有責任，責任不只是

夠設計教育平台，設計兒童的小遊戲，從小開

把事做完，而是做到最好。就像在作比賽時，不

始培養尊重他人不論性別，使有夢想的弱勢族

單單只是報名表交了、計畫書寫了、作品做了、

群不再因為觀念受限。我要感謝吳宏達老師，

講稿練了；而是寫了再修、做了再改、練了再練。

未來我會帶著感恩的心和不忘初衷的繼續努力

還有重要的一點，如果在一個團隊裡，責任就不

並且帶著熱情讓夢想一個一個被實現！

我來按讚
佳欣是一個用心學習的孩子，認識的這六年

用自己的想法與實作能力將作品呈現出來，比賽

來，很努力於科學相關科目學習，在科學競賽

完畢後依舊在作品上全心全力學習，精神非常難

上，她在乎的是學習本身，而非名次，看到她在

能可貴。

作品上一再的嘗試失敗，卻沒有因此而放棄，利

推薦人 : 師長 吳宏達

評審的話
對自己有自信，富有強烈責任感，努力不懈的精神，在成長過程中，持續吸收新知識及技能，
對未來擁有豐富的認知與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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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理科技獎
姓名／顧芯瑜 學校／國立宜蘭高級中學
我是女生 我的夢想是 My Dream
成為數學研究員，研究世界上所有的數學題目。

優秀事蹟
◆榮獲 2017 年全國能源科技創意實作競賽國中節電組 - 銀牌獎。
◆榮獲 2017 年全國風能與海洋能源創意實作競賽國中組波浪能
與流能 - 亞軍。
◆榮獲 2017 年 IEYI 世界青少年創客發明展暨臺灣選拔賽國中組
綠能科技類 - 銀牌獎。

數理科技獎

活得精彩
我喜歡幫助別人，暑假我都會去幫助肢智障

歡看像「科學實驗王」、「科學發明王」這類

小朋友餐與他們的活動，體會到自己生活的幸福

的書籍，從中得到重要的啟發，看到不同理論

也讓我了解到人世間的溫暖。但我更喜歡研究數

以及實驗，攝取到豐富的知識，了解更多自然

理科學，觀察生活中的細細小小事物，是一件大

科的事物。

樂趣，解出困難的數學題目，更是我心目中最大

我夢想成為數學研究員，報名女兒獎希望

的樂趣。從小我就很喜歡面對一些數理科學類的

自己勇敢站在舞台上展現勇敢的一面，絲毫不

題目，藉由自由發揮的想法的特性，自創不同的

畏懼的展露笑容接受榮耀。

解法，喜歡龍活用運頭腦的快感。另外，我也喜

我來按讚
芯瑜在數學自然科學方面特別有興趣，也

有創意，聆聽別人意見作為修正自己見解參考，

樂於參與艱辛的任務，積極進取表現值得肯定，

數學邏輯與科學實作能力不錯，未來必定是發展

個性樂觀進取樂於助人，做事認真負責嚴謹，有

探究相關領域優秀的人才。

系統的計畫歸納分析能力，專題製作中所提見解

推薦人：師長 吳宏達

評審的話
態度積極喜歡參加科展增加研究領域，尤其是在氣候變遷與應用生活科學上表現優異，唯獨眼
界仍未展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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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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用自己的知識為社會大眾的食安把關。

優秀事蹟
◆ 017 第七屆中日韓ＮＩＣＥ國際研討會 最佳講者
◆ 2017 全國風能與海洋能源創意實作競賽 冠軍
◆ 2018IEYI 世界青少年創客發明展暨台灣選拔賽 金牌獎

生長於宜蘭郊區單親家庭中的我個性活潑外

考，當思路打結便會盡力去向人求解，保持著

向，對科學的熱愛從小學四年級直到高中與日俱

樂觀的態度去面對。在團隊中，我總會將自己

增，雖然在一開始成績並不亮眼，但是不輕易放

負責的部分做到最好，並再剩餘的時間中協助

棄的精神讓我在國中開始慢慢的進步，除了在各

夥伴，將團隊分工的效益拉到最大，並且充滿

項活動中不斷累積許多獎項，甚至到了韓國去參

幹勁的用著我的活力將小組總是在最佳的工作

加中日韓ＮＩＣＥ國際研討會，並在基隆風能與

氣氛中完成一次又一次的難題。

海洋能創意實作競賽中拿下冠軍、2018IEYI 世

我想成為一個食品或藥物管理人員，我所

界青少年創客發明展暨台灣選拔賽獲得金牌獎，

熱愛的科學是我寄託心靈的方向，面對科學，

獲得國家代表權、2018 第三屆海峽兩岸青少年

我擁有永不放棄的態度。希望用著我對它的熱

創客大賽中得到一等獎的獎項等。

愛，憑藉著女兒獎的參與，證明自己的能力，

在面對各種難題時我都格外的獨立，在追逐

讓更多像我一樣生長在單親家庭或是鄉下家庭

夢想的道路上，每當面對問題時總會靜下來思

的女孩們知道，如果我做得到，那你一定也可

數理科技獎

活得精彩

以，大膽去追逐夢想，走出屬於自己的道路。

我來按讚
映築是個認真的學習者，她的科學知識與實

生物都有一定的學習成效，連美術也有傑出的表

作能力在競賽成績中顯現出來。全方位發展型的

現。在班上人緣極佳，擔任幹部時也顯示出她的

她，動靜皆宜，聯想力豐富、思考力敏捷、觀察

領導與組織的能力。

推薦人 : 師長 吳宏達

細微、反應迅速的學習者，不僅數、物理、化學、

評審的話
具國際社會觀，科技專業表現十分傑出，在科學表現中積極進取，主動尋找機會並發揮所長，
注重團隊合作而且思緒清晰，極力盡心表現，在自我表現上凸顯其特質，重視食安研究並有優秀成
果，是未來食品科學之明日之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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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理科技獎
姓名／ 郭卉文 學校／台北海洋科技大學海空物流與行銷系
我是女生 我的夢想是 My Dream
成為被社會需要的人。

優秀事蹟
◆ POWER CAMP 魔法少女電力營結訓
◆ EEC 跨境電商應用師合格
◆ ITE 數位內容遊戲企劃專業人員合格

數理科技獎

活得精彩
身處這個社會，需要知識，用作探索，探索

必須要有的遊戲企劃人員合格證書。在之後轉

更多未知的世界；用作取捨，取捨對你有用的方

讀的系所，利用課餘時間去上阿里巴巴電商平

法、經驗；用作覺察，覺察事物的虛實；用作轉

台操作的課，學會了上架產品、如何讓更多的

化，將各種力量轉化為自己闖盪未來的資本。我

人看到自己上架的產品，也和業界的公司媒合，

曾參加臺北科技大學、英特爾公司及資策會共同

協助上架更多產品、優化產品介面，並學了很

舉辦之創客研習活動，運用 3D 列印與嵌入式開

多課外的知識，像是怎麼拍攝產品的主圖吸引

發板等工具將腦中原本不可能的想法實踐於現

人上門光顧，取得了當年才開辦的跨境電商應

實，學習到發現問題並解決的重要性。

用師資格。

在多媒體設計相關知識中，了解遊戲的演進
及類型、開發過程等，取得了政府規定從業人員

參加女兒獎，想要給自己一個努力過的證明，
因為我知道自己不變的初衷。

我來按讚
卉文的時間規劃能力佳，清楚及妥善分配的

加數學家教課程只為提升自己的數理能力，以期

自己學業、打工、額外課程。她未來的志願是當

在將來的考試上能有更多的籌碼，能在自己喜歡

上警察，為了將來在考試上能更加順利，更是參

的領域展現自我。

推薦人：師長 陳秋真

評審的話
行銷和數理科技結合之應用，將是一個具有挑戰的工作，妳十分有勇氣，期許妳持續在生活中
積極尋找其自我發揮及訓練自我的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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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理科技獎
姓名／謝涵婕 學校／台北市私立復興實驗高中
我是女生 我的夢想是 My Dream
學習生物工程，創辦社會企業，用科技溫暖世界。

優秀事蹟
◆「國際網界博覽會」白金獎
◆台灣國際科展生化組四等獎
◆經濟部 2017 ICT 應用創意競賽第二名

從小就對數理十分有興趣的我，總是勇敢地

所以在暑假期間帶領社團同學在陽明山上湖底

把握參與相關領域的所有機會，時時充實自己，

社區舉辦的非營利夏令營，食農教育與科學教

透過參加各式比賽如網界博覽會與全國科展累積

育的元素內容融入活動中，藉此發揮知識的力

經驗，並在訓練中培養旺盛的好奇心與理性思考

量影響社會。除此之外我對資訊領域也十分有

分析的能力。

興趣，偕同同學設計網頁，推廣在地非營利社

在中研院的高中生命人才培育計畫中，我的

團組織，並且連續兩年獲得國際網界博覽會白

研究主題是：「促進自噬作用的天然物在阿茲海

金獎的最高榮譽。目前更是和加州的非營利組

默症上的潛在藥物應用」，一開始我什麼也不

織 Thirst Project 接洽，為當地長期缺乏乾淨水

懂，感謝指導教授的耐心陪伴與教導，讓我在

資源問題出一臂之力，並在台灣推行為非洲掘

北市科展獲得佳作與台灣國際科展四等獎的肯

井的募款計畫。

定。國三十期與學長姐所共同設計的兩段式開門

我想要成為一名科學家，學習生物工程並關

裝置，也成功在日本東京新天才發明獎獲得金牌

懷社會議題並創辦一間和生物工程相關的社會

獎。我相信知識是一股能夠讓社會更好的力量，

企業，為我最愛的兩件事持續努力。

數理科技獎

活得精彩

我來按讚
涵婕獲選加入中央研究院主辦的高中生命科

敢自信及負責任的研究精神，並且以充滿活力、

學研究人才培育計畫，從不會操作微量吸管，到

有自信的態度面對各個實驗工作的挑戰，也成就

能獨立完成藥物篩選及細胞培養等相關的生化實

了對阿茲海默症，新藥開發的前景。積極參與主

驗，付出許多努力。在研究歷程中，充分展現勇

動討論，追求研究卓越的精神，是難能可貴的人

評審的話

才。

推薦人：師長 廖永豐

研究題目十分切入現實生活，科技專業表現傑出，學習正向且有多能的才藝特質，未來夢想創
立社會企業，在 NGO 的活動及發展有一定的見解，積極表現自己，努力實現自我，未來必能實現
女科學家的夢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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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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依潔 學校／臺北市私立復興實驗高級中學
我是女生 我的夢想是 My Dream
當個有氣質的運動員

優秀事蹟
◆ 101 年台北市中正盃武術錦標賽 初級拳國小女子組第一名。
◆ 104 年全國中正盃武術聯賽女子組 初級拳長兵、拳短兵全
能、初級劍術、拳術第一名。
◆台北市 106 學年度教育盃中學武術錦標賽女子組 初級劍術
（第一名）、基本拳（第四名）

我自小允文允武，除了靜態活動，我也接觸

武術是種互相競技較量的技能，但現代武

多項運動，例如舞蹈、高爾夫球、籃球等。我

術也可說是種「表演」。因此比賽前除了需要

從小就喜歡運動，其中舞蹈和高爾夫球持續學習

充足的練習外，更需要克服臨場的畏怯才能有

了三、四年之久。武術則是我國小三、四年級上

氣勢地表演。例如搭配動作的「喊聲」雖是展

體育課接觸到的，老師發現我基本功做得相當札

現氣勢的一環，但剛開始對我來說真是個大挑

實，鼓勵我加入武術校隊。四年級時我主動向爸

戰。在克服了喊聲之後，我似乎也戰勝了怯場

媽提議要加入武術校隊，起初爸媽都不同意，畢

的恐懼，更能自信的展現自我。

竟和先前我學的運動項目有極大的差異，但是我

全中運對於體育生來說是最高榮譽，對於

以參加台北市中正盃武術錦標賽為目標，期望爭

一般學校的運動選手更是極高的夢想，我渴望

取好成績來獲得爸媽的同意。我卯足全力練習了

實現的夢想是持續精進武術，爭取參加全中運，

一個多月，獲得了國小女生初級拳第一名。從此

最終成為台灣的武術國手！我也期望未來能夠

我持續地參加台北市中正盃、教育盃、全國中正

繼續推廣武術，發揮正面的影響力。

體能運動獎

活得精彩

盃等比賽，都獲得優異的成績。

我來按讚
依潔是在小三為了加入校隊向父母保證——

名，也爭取到父母的支持，往後歷年武術比賽均

如果第一次武術比賽未得佳績，就不再參加。一

奪得前三名的好成績。依潔經由各項比賽體會到

向順從的她相當堅持，第一次參加北市中正盃武

「除了基本功，最重要的是心態」，她的武術表

術錦標賽就勝過眾多體育生，獲得初級拳術第一

現和抗壓沉著的態度值得鼓勵。

評審的話

推薦人：師長 王星翔

天資聰穎，善於表達，不求收穫的付出與克服困難的勇氣，會是未來人生重要的資產，期待妳
持續對武術的練習與熱愛，在未來成為女中豪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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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能運動獎
姓名／林宜可 學校／新北市私立東海高級中學
我是女生 我的夢想是 My Dream
無懼於眼前的事物，有自信地往前。

優秀事蹟
◆校內三對三籃球比賽 第一名
◆外交小尖兵
◆閱讀心得甲等

體能運動獎

活得精彩
我的名字是林宜可，我喜歡運動，各個運動

我以前很喜歡游泳，甚至想要去參加比賽，

都會想嘗試，我具備自信，以前的我很沒有自

所以之前有一段時間，很常去游泳，一泡水就

信，在意別人怎麼看我，但在學習的這段時光，

是長達八小時，努力的練習耐力，還有游泳的

我了解了自信是自己給予的，而不是別人的想法

速度，一直告訴自己，一定可以辦到的，也為

認定，至今影響我很深，所以我獲得了更多自

了想保持體態去練習跑步，訓練肌耐力，因為

信，不但改變了自己，不管遇到任何困難，都盡

以前的我體能很不好，長時間的跑步下來，我

力去面對解決 在未來的每一天，如果總是在意

發現自己在測驗 800 公尺時，有所進步，我非

別人怎麼想，就會失去勇氣，也更沒有自信去面

常開心，即使疲憊的時候，我告訴自己調整呼

對自己想完成的事，你認為是對的就去做，失敗

吸，我一定可以的，這是我喜歡運動的原因，

了再從新站起來，就算別人在怎麼不看好取笑，

也是我自信的來源，鼓勵自己，原來最大的動

也要努力去完成，因為是自己想做的事，就不用

力來源是鼓勵自己，所以我不在只是羨慕別人。

管別人是怎麼想。

我來按讚
宜可在德育方面皆循規蹈矩、守紀守律，和

心地開闊、勤於學習、搜集資料，勇於突破各種

藹可親，彬彬有禮。她一直都是擔任班級幹部，

問題的瓶頸，並且堅持所做的決定所致，因為這

堪稱負責盡職、服務熱忱，在競賽方面，參加讀

些人格特質使我相信她是一位頗具潛力的人才。

書心得競賽、三對三籃球競賽和外交小尖兵，她

推薦人：師長 林淑怡

評審的話
樂於助人，循規蹈矩，足為認真負責之楷模，期盼妳實現夢想，成為一位很棒的社工師，也願
你的未來綜合了你所有念想與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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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能運動獎
姓名／ 李家馨 學校／高雄市立海青高級工商職業學校
我的夢想是 My Dream
成為一名老師。

優秀事蹟
◆ 104 年中等學校運動會 跆拳道 52 公斤第一名
◆ 104 年中華男女代表隊 跆拳道選拔賽第二名
◆ 105 年中等學校運動會 跆拳道 52 公斤第二名

我是一個個性獨立堅強的女孩子，遇到困難

敢面對我才能變得更好，在拿全中運金牌的這

或挫折時，都會告訴自己，要堅強的繼續走下

段路上，人家練習完後休息，而我要留下來繼

去。我對任何事都很勇於嘗試，敢衝敢拚是我的

續加強，人家要睡覺了我才剛要洗澡，磨練的

特質，在比賽場上的自信，無論遇到多強的選

種種都非常辛苦，但每一次的磨練每一次的挫

手，始終拿出我的自信心，比賽中的氣勢喊聲，

折，雖然讓我摔的重重的，卻也讓我在這顛簸

最大聲的勇肯定就是我了。

的路上成長許多，我堅信，「如果你為了你的

我在體能運動上，從國中開始我就很認真練

夢想努力，它，也會為了你而打拚。」

習，因為體重控管時常在夏天豔陽中必須穿著

我的志向是當個好老師，我想把我自己學

雨衣、羽絨衣躺在操場上曬太陽，如果遇到下雨

會的東西，教導給更多人知道，一直以來這都

天，卻也要蓋著睡袋用暖爐烘，縱然練習上會遇

是我想當老師的最高宗旨，希望有朝 一日，能

到許多挫折，心裡會疲乏，但是都會繼續拚繼續

夠站在講台上春風化雨，我也想要證明，男生

往目標前進。

女生都一樣，女生也能比男生更好，身為女生，

在許多的挫折中，我學會不要輕易退縮，勇

體能運動獎

活得精彩

我驕傲！

我來按讚
我的女兒李家馨，在跆拳道選手的道路上努
力堅持，讓他在國三就拿到了全中運金牌也當選
了優秀潛力國手，更當選台南市優秀青年，目前

在學校成績名列前茅，學科術科文武雙全，禮貌
品德更是深受老師們的肯定。
推薦人：家長 林秀真

評審的話
把純粹的跆拳運動做得很好，相當有自信，性別意識明確，並且人生規劃有明確的目標與方向，
勇於面對挑戰，克服困難，實為運動員之表率， 相信將來一定能成為一位優秀的體育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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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能運動獎
姓名／潘誼恩 學校／台中市龍井區龍峰國小
我是女生 我的夢想是 My Dream
成為一位巧固球國手。

優秀事蹟
◆ 106 年臺北市秋季田徑公開賽
公開國小女子組壘球第一名
◆ 107 年台中市國民小學田徑錦標賽
國小女生乙組鉛球第二名
◆ 107 年全國師生盃巧固球錦標賽暨各級國手選拔賽
國小女生甲組第一名

體能運動獎

活得精彩
我是誼恩，從小就喜愛運動，在大太陽底下

身為國小巧固球隊長的我，總是很有責任

每天勤勞的練習也不覺得累。我的個性是靜如處

的帶著球隊，經歷每一次訓練，參加每次比賽，

子，動如脫兔，在球場上，我可以盡情的揮灑自

讓我學到課堂以外的知識與歷練，休閒時，有

己最有信心的巧固球，讀書方面，如果遇到不懂

時候會與媽媽參加學校志工活動，熱心幫助學

的地方，一定打破砂鍋問到底的請教老師。我有

校的學生，真的很感謝我的教練與家長。當每

活力與耐力，總是把自己要求做到最完美，今日

天上學時，別人的早自習是我的練球時間，同

事今日畢，是我對自己最基本的要求，自己提醒

學的午休時間，是我鍛煉體力的時候，當大家

著自己，絕不拖泥帶水。在球場上的我，總是能

下課放學了，我留在學校練習到吃飯時間才回

展現我的活力，每每參加校外大小比賽，都能夠

家，假日大家睡到自然醒，而我總是一大早就

得心應手，屢創事蹟，讓我很有自信心。因為學

起床練習跑步，鍛煉體能。我希望能成為一名

校老師的教導，讓我有足夠的勇氣參加每一次的

巧固球國手，參加女兒講讓我更有自信心的肯

比賽，每次都能交出漂亮的成績單。

定自己，讓我可以一步一腳印的實現我的夢想。

我來按讚
誼恩，從小就對體育非常有興趣，幼稚園時
練習直排輪，國小時參加學校巧固球隊，練得皮

膚黑黝黝的，是一名健康的好寶寶。
推薦人：家長 李曉珊

評審的話
天真直率，對所堅持之目標努力不懈，期待未來成為體壇明日之星，唯獨對性別意識有待加強，
期許能夠有更高的報名參加意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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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能運動獎
姓名／許惠雯 學校／ 台北市私立稻江商業高職
我是女生 我的夢想是 My Dream
成為一個舞蹈能力很好的舞者。

優秀事蹟
◆ IKD 府中宣導表演活動
◆ IKD 參與勵馨回娘家表演活動
◆ IKD 參與大安分局治安會議表演。

自小在單純的家庭中生活，「做事要腳踏實

因為我覺得我才 15 歲我有什麼能力可以領導大

地，對人熱情且要謙虛有禮，常懷感恩之心」，

家，有什麼方法可以讓這個團體可以更好，但

這些觀念一直深深的影響著我，一直到接觸到了

我鼓起勇氣面對，並從一次次的失敗中學習，

舞蹈這個領域，我知道自己的優點可以盡情揮灑

也獲得許多的幫助讓我更加有信心可以帶領好

自己。

這個舞團。一直以來沒有想過可以有機會收到

在我 14 歲那一年，有一個上舞台的機會，

外單位的表演邀請，直到收到臺北市政府警察

當初我還很害怕，因為我從來都沒有上過台也

局大安分局的工作人員來邀請我們去參與大安

沒有再那麼多人面前表演，但當我鼓起勇氣上台

分局治安會議的表演，我和我的團員感到又驚

表演後，整個人就變得不一樣了，也因為這個開

又喜的，那時候覺得原來努力不是白費。

始，我的人生開始改變，一次又一次表演後得到

我的夢想是到韓國受訓，成為一個舞蹈能

的讚美和鼓勵，都讓我有更多能量繼續跳舞下去

力很強的舞者，雖然有時候會覺得這個夢想似

的力量，在 15 歲那年我創了一個舞團叫做 IKD(I

乎很遙遠，但是我知道夢想一項都是從不可能

like dance) 我是團長，這個職務讓我壓力很大，

開始的，我會持續跳下去練習下去，期盼著不

體能運動獎

活得精彩

可能的夢想發生，因為這樣生命才活得精彩。

我來按讚
一開始認識惠雯時，他相當害羞內向，不太

她是否想要試著上台表演，他掙扎許久，但最後

敢與人交談，更不用說要上台表演，然而熱愛舞

因為熱愛的舞蹈，提起勇氣選擇上台表演，獲得

蹈的他，總是看著網路上的 MV 舞蹈教學，自己

許多讚賞，之後他更與夥伴成立了 IKD 舞團，

揣摩舞步，將舞蹈學成，在某一次機會下，詢問

他是一位為舞蹈而改變的勇敢女孩。

評審的話

推薦人：師長 林宛臻

你的自信與在專業的投入與練習，能讓這個世界變得更有重量與格調，你明顯表現自己對舞蹈
的熱愛，期盼你保持著自信與快樂，努力活出自我，持續朝自己目標夢想邁進，擁有快樂充實的人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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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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

2018 女兒節手冊

特殊創作獎
姓名／柯宇珊 學校／自學
我是女生 我的夢想是 My Dream
成為一個能溫暖人心的作家。

優秀事蹟
◆第五屆兩岸四地龍少年文學獎高中組三等獎
◆第一屆數感盃全國青少年數學寫作競賽高中組散文類佳作
◆第十一屆聯合盃全國作文大賽 ( 桃園區初賽 ) 高中職組第四名

開明的父母、快樂的童年、廣泛的閱讀，成
就一個天馬行空的我。

題，我發現，這問題其實源自於人的態度，因
為生存要素裡只有空氣不需要爭，所以我們根

在高一下學期，通過桃園市教育局核准在家

本不會珍惜，覺得它取之不盡用之不竭，可事

自學後，我開始了與一般學生不一樣的生活，因

實並非如此。所以我的夢想是能寫出感動人心

為有父母的全力支持，我才能照著自己的興趣，

且與空汙有關的文章或劇本，讓大眾知道空氣

自由揮灑。在一次次的投稿與比賽中，我明白

不是汙染，而是我們汙染了空氣。

何謂「勝敗無常」和「歸零」，面對每一次的挑

而我也會尋找更多資料和靈感，盡可能貼

戰只要用盡全力準備，享受過程習得經驗才是重

切每個領域的生活，從他們的角度出發探討空

點；在今年因為獲得了龍少年文學獎，而能參與

汙，如此也更能引起共鳴。或許這件事有很多

第一屆的南京文學夏令營，旅程中二岸四地學子

人正在做，但愈多人集結在一起做同一件事，

互相交流。

就愈有影響力，還能讓我們穿越重煙看到清澈

我認為，創作不是為了展現甚麼，而是能透
過創作發現甚麼，進而充實自己。在錄取了科
教館跨域人才培育計畫後，為期半年研究空污議

特殊創作獎

活得精彩

明朗的藍天。
我期許自己能寫出更多更好的故事，讓社
會能因為小小的我而有更美好的改變！

我來按讚
宇珊待人謙恭沒有驕氣，學習上執行力與耐

選擇在家自學，運用自律執行每日設定的課程與

力皆高，凡事享受過程、放下得失心。她的書法

時間表，兼顧寫作與書法的練習，她是知道自己

作品展現從容的人生態度，散文小說文筆洗鍊溫

要什麼，並且用盡全力完成的人。

柔，兩者都獲得各界獎項的肯定。高一下開始她

推薦人：師長 張馨潔

評審的話
飽滿的生命力，侃侃而談的自信，對性別意識，有成熟的想法，獨立自主溝通能力好，向陽光
一樣照亮四方，幫助需要的人，是自己一生的榮耀，影響力的發揮，需要很大的能量，經由任何挫
折，讓自己的能量可以更充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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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創作獎
姓名／楊雨蓉 學校／臺北市立第一女子高級中學
我是女生 我的夢想是 My Dream

做一位有影響力的人，讓更多人知道我們的力量。

優秀事蹟
◆台北市第 12 屆青少年文學獎小說組佳作
◆校內作文比賽佳作
◆第三屆海峽兩岸徵文比賽三等獎

特殊創作獎

活得精彩
我成長於充滿書香的家庭，童年是在書海
裡以及各種寫寫畫畫中度過的。我總是喜歡面帶

得獎。這是對我而言一個重要的里程碑，讓我
更有動力地朝向創作之路前進。

著微笑，喜歡閱讀與寫作，腦中時常冒出天馬行

我希望能打破傳統框架，讓更多人能知道我

空的奇異點子，透過閱讀故事與在現實生活中的

的存在，而且能觀察世界的脈動，與世界接軌。

觀察，創造出他們背後的故事。

所以我開始寫作以抒發自己對於人生的看法。

我喜愛寫故事與創作小說，總是有許多獨特

寫作是我與世界溝通的橋梁，因為寫作讓我認

的想法在我的腦袋中「飄來飄去」，利用零碎的

識更多能直言勸諫的諍友與一起編排故事情節

下課時間不斷創作，藉由文字的力量，我將枯燥

的同好，也能讓我發揮觀察力，聆聽世界的聲

乏味的事實轉變為生動有趣的故事，跟朋友分享

音、注意到我以前從未留心的事物，甚至從人

寫作，也是我紓解沉重課業壓力的靈丹妙藥。累

與人之間的對話中探討人性。而這次報名參加

積了一定實力的我，報名校內徵文比賽，結果獲

Formosa 女兒獎甄選讓我更加確定我想做甚麼，

得第三名，我欣喜若狂，於是投稿了市賽，而又

我又更加認識自己一點了。

我來按讚
雨蓉是位天生樂觀、熱心公務、充滿熱情、

學科表現更是精益求精，敦品好學，深得同

活力的學生，不但自願擔任風紀股長，主動負

學、老師的信任與喜愛，堪稱品得兼優的好學

責，能把所交代的班務盡職盡責的完成。也能樂

生。參加各項比賽都有很多作品，獲得佳績是位

於幫助同學，性格開朗、人見人愛，常和同學打

不可多得的人才。

成一片。

推薦人：師長 陳兩如

評審的話
「細心觀察這個世界，讓世界看到我」是雨蓉的生命哲學，期盼妳愛人間的一切；堅持，加油，
在理想與現實中找到平衡，以細膩感受嶄露文學的途徑和方式與世界和一的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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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創作獎
姓名／劉姿忻

學校／新竹市私立高級光復中學

我是女生 我的夢想是 My Dream
捍衛幼兒權利的守護天使。

優秀事蹟
◆高二參加全國創意戲劇比賽優勝
◆高二幼保科教具製作比賽：第一名
( 高三將代表學校参加全國家事類教具製作比賽 )
◆高二光復中學繪本創作比賽：第一名
( 參加全國繪本創作比賽 )

從小家裡經濟狀況不太好，母親是大陸籍
外配，爸爸在單親的弱勢家庭中成長，父母結婚

是有平常做功課需要報告我也是自告奮勇衝第
一。

後以經營小吃店營生，用小小的店面輔養我們長

我就讀的是高職幼保科，所以有很多跟手作

大。但雖然我們家經濟很差，我的個性卻總是很

能力有關的比賽 : 從高一的圖案畫比賽到高二的

開朗。

教具製作比賽和繪本創作比賽，在這三項比賽

在我剛上小學到現在就一直接觸到戲劇，因
此常常要上台表演，從站上去雙腳發軟、心跳加

中都屢獲第一名的佳績，我媽媽常跟我說一句
話 :「竟然要做，就要做到最好 !。」

速、講話口吃，到現在穩健的台風、自信的眼神，

我未來也想自己開一家幼兒園，給臺灣的孩

剛上國中時還曾經跟著嘎嘎劇團的老師們一同去

子最好的教育，期盼自己透過學習累積更多知

參加公演，也使我有更多上台演出的實戰經驗。

識，培養智慧，在人格上透過更多的修練提高

我甚麼都敢嘗試 ! 只要科上有活動我幾乎都會參

自己的靈性，期許自己能和自己及他人建立密

加，學校有舉辦暑假的英文營，就算我非常不擅

切的關係、更加包容、成為一個身心靈完整的

長英文，也會勇敢參加，還有上台發表感言，或

人，最重要的是期許自己對生命保有熱忱，充

我來按讚

特殊創作獎

活得精彩

滿活力，具有勇氣迎接生命的各種可能。

姿忻是認真負責、熱忱服務、積極進取、才

面皆有出色的表現。姿忻在說故事、教具製作、

華洋溢的女孩。最可貴的是，每件工作交給她，

繪本繪製及學業成績上皆表現亮麗。日前電視台

她都感恩是讓她有學習的機會，她的學習態度令

臨時至學校採訪，臨時安排姿忻到幼兒園試教及

我非常欣賞。她擔任本校戲劇社的社長，再多方

受訪，姿忻大方、從容、談吐得宜令人驚艷。

評審的話

推薦人：師長 古淑瑩

姿忻具有性別意識與多元包容態度，超越少年階段的生命，又富含戲劇和待人處事的幽默及歡
樂，帶給人群無窮無盡的希望，你寫實的故事 : 飲水機旁母親的藥袋，這是愛的根源，家庭與社會
有你都將不同，期盼你正視自己的意念，以及出發點，為自己茁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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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ian Girl
Ambassadors
From different countries you have applied for the
Asian Girl Human Rights Award
Asian Girl Ambassadors

or the Asian Girl Community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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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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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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th Asian Girl Awards
Applicant List
Ashma Aryal (Nepal),
Milena Sahakyan (Armenia),
Shushanik Galstyan (Armenia),
Mary Margaryan (Armenia),
Makara Tang (Cambodia),
Sreyneth Nhoa (Cambodia),
Myanganbayar Enkhtur (Mongolia),
Pramila Choudhary (India),
Vaishali Shakala (India),
Aisha Tariq (Pakistan),

6th Asian Girl Awards

Soaya Von (Cambodia),

Mahnoor Shakeel (Pakistan),
Aqsa Shakeel (Pakistan),
Sumi Akter (Bangladesh),
Munisa Huseynzoda (Tajikistan),
Ting-wei Kuo (Tai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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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 馬甘貝爾 安圖爾 推薦組織 : 公主中心

66Myanganbayar Enkhtur / PRINCESS center
Awards/Achievements
◆ 2015 Volunteer, “Grow Up-2015” Center for Citizen Education
◆ 2016 Speaker “Boys are not Violent”Y-PEER NGO
◆ 2017 Participant“Girls leadership program-2017” PRINCESS
center
◆ 2017-2018 Organizer “Road to dream 1,2,3”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event

獎項 / 傑出表現
◆ 2015 年擔任公民教育中心舉辦之「長大吧」志工
◆ 2016 年擔任蒙古青年同伴教育網舉辦之「男孩不暴力」演講者
◆ 2017 年參與公主中心舉辦之「女孩領導力計劃 」
◆ 2017 年 -2018 年擔任「夢想之路 1,2,3」國際教育活動 承辨人

6th Asian Girl Awards

Biography
Myanganbayar, Enkhtur was born in Darkhan-Uul province, on May 16, 2001. She is Girls Rights
Activist. She is very talented. She has been participating in many artistic performances such
as singing, dancing and performing art since age of 14. She has been actively participated in
Princess NGOs activities since 2015.
At the moment, she is preparing for the TV program that aims at sharing how Mongolia
introduces various methods to protect girls rights with Asian countries.

自傳
Myanganbayar，Enkhtur 於 2001 年 5 月 16 日出生於 Darkhan-Uul 省。她是女權運動者。
她非常有才華，自 14 歲起參與許多藝術表演，如歌唱，舞蹈和表演藝術。並從 2015 年開
始積極參與公主中心 ( 非政府組織 ) 舉辦的活動。目前她正在籌備電視節目，旨在與亞洲國
家分享蒙古如何保護女孩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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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 方思穎 推薦組織 : 聖瑪莉學校

Anais Szu-Yin Fang / St.Mary's School
Awards/ Achievements
◆ Founder of International-Exchange-Club
Advocation of Chinese-culture with bilingualism to bridge the two
cultures
◆ Environmental Activist
Wrote a Dissent letter about Methane Gas Pollution and presented a
proposition that involved the USA's policy makers
◆ Initiated an Anti-Bullying campaign
Wrote the screenplay for the video and it follows the
transformational journeys of four different girls.

獎項 / 傑出表現

Biography
I am a tenth grader who studies at St.Mary's School in the USA on a scholarship. I am
determined to initiate a Mock Trial for the Asian Girl Campaign, which will utilize my personal
experiences as not only a survivor but also as an example of a girl who stood up for her righ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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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擔任國際交流社團社長，以雙語能力，推廣中華文化
◆致力於環境保育，曾要求奧瑞岡州議員舉辦的甲烷氣體污染聽證
會，提出了一個涉及美國政策制定的提案
◆在學校發起了反霸凌運動，製作了一部自製電影，描述四位女孩
的故事，旨在充權女孩

Promoting girls' rights is my passion and I am determined to devote my personal skills,
expertise and experience to this noble cause.

自傳
我是一名十年級的學生，曾獲得在美國聖瑪麗學院獎學金我決心為亞洲女孩運動開展一項模擬
試驗，該運動將利用我個人的經驗，我決心成為終身的人權活動家，並賦予處境危險的女孩權力。
我決心教育家庭暴力的倖存者如何向執法部門介紹他們的案例和故事。
促進女孩的權利是我的熱情，我決心將我的個人技能，專業知識和經驗奉獻給這一崇高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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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 艾許瑪 艾瑞爾
推薦組織 : 尼泊爾賈桂堤兒童及青少年關懷組織
Ashma Aryal / Jagriti Child and Youth
Cooncern(JCYCN)

Awards/ Achievements
◆ The secretary of District Child Club Nawalparasi
◆ Vice chair of Municipal Level Child Network.

獎項 / 傑出表現
◆ Nawalparasi 兒童俱樂部的秘書
◆縣轄區兒童網絡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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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ography
I am a 17 year old girl from Devchuli Municipality, Nawalparasi. I have started my
participation in child club from Vrikuti child club when I was 11 years old.
As my society is male dominated, boys easily get their rights but for the same right girls have
to suffer a lot. To erase this mentality I have started to work actively in the field of girl's
rights. With the co-ordination of the municipal child network and the municipality I have led
various awareness programs related to child marriage, child labor, and drug addiction. Recently
we have completed 5 days self-defense training for girls to protect themselves from danger.
I am a girl with an aim to make my country as well as whole world girl friendly. I want to
prove that if girls get an equal opportunity then they can lead the entire world.

自傳
我今年 17 歲，來自尼泊爾縣轄區 Devawuli，Nawalparasi，從 11 歲開始參加 Vrikuti 的兒童俱
樂部。
由於尼泊爾社會是男性主導的社會，男孩子十分容易就能爭取到自己的權益，但同樣的權益，
女孩卻必須非常經歷許多挫折才能獲得。為了消弭這種差別心態，我著手為女孩權益出一份力。通
過與縣轄區兒童網絡及當局的合作，我領導了童婚、童工、吸毒成癮等方案。最近，我們才剛完成
為期五天的女孩防衛營，讓女孩習得如何自我防衛，保護自己免除危險。
我是一個女孩，期望我的國家及整個世界都能變成一個對女孩友善的世界。我想證明，如果女
孩獲得相同的機會，那麼她們就可以領導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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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 丁 緹 佟 推薦組織 : 夏嘉國際
Dinh Thi Dung / Hagar International

Awards/ Achievements
◆ Decided to pursue university – overcome her fear of going to
school
◆ Worked at Joma Bakery Cafe in the kitchen then got transferred
into being a waitress
◆ Makes handicrafts to sell at a handicraft store

獎項 / 傑出表現
◆克服對於上學的恐懼，順利錄取大學持續進修
◆在 JomaBakeryCafe 工作，然後被調職成為外場服務人員
◆製作並銷售手工藝品

I am currently working full-time at a coffee shop. I am starting my business management course
at Hanoi Industry and Trade College this September.
As a female, I myself have experienced and witnessed many problems in my hometown. I am
more aware of the long-term effects of growing up in a family with domestic violence that
I myself experienced, such as low self-esteem, depression, isolation and anxiety in social
situ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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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ography

I have gained more valuable experiences, which greatly contributes to my process of healing
from trauma. With all the mishaps that I encountered, I feel very lucky that I can become a
survivor.

自傳
我目前在一家咖啡店全職工作。我將於今年 9 月在河內工業和貿易學院開始我的商業管理課
程。
身為一個女性，我在家鄉親身經歷並見證過許多問題。由於我自身長大時也經歷過家庭暴力，我十
分了解長期家庭暴力對情緒影響，例如在社交場合時 , 經歷過家庭暴力的人經常有自卑，抑鬱 , 孤立，
以及焦慮 的狀況。
在我創傷恢復的過程中，我累積更多寶貴的人生經驗。經歷了這些不幸事件，我感到非常幸運
能夠成為一個倖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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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mosa 女兒獎
權利與義務
恭喜妳，得到這一屆 Formosa 女兒獎的榮耀與光芒。
女兒獎權利與義務

得獎獎勵
◎入圍的女兒可獲得獎狀乙張、紀念品乙份。
◎得獎者可再獲得水晶獎座乙座、Formosa 紀念戒指乙只。
◎入圍獎狀可作為高中、大學入學推薦甄試證明參考文件。
◎入圍及得獎的女兒可接受公開頒獎表揚，並邀請家長或
師長出席觀禮。
得獎義務
榮獲這個獎項，有待妳們參與和履行的任務如下 :
◎接受媒體採訪的義務。
◎參與勵馨活動或分享會。
◎撰寫參與活動心得感言 / 報告，並授權予勵馨基金會刊
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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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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魔法少女電力營女兒工作日

照片集錦

▲ 女 孩 的 營 隊 宣 示 開 跑， 就 像 原 力 覺 醒 一 樣 充 滿 能 量，
SHE 勢待發！ ( 北市 )

▲愛情大師郭雅真鐵口直斷，女孩個個專注聆聽，笑聲不間
斷。( 北市 )

▲李秉涓老師性知識大考驗，女孩們積極搶答，戰火一蹴
即發。( 北市 )

▲宋名萍社工師兼健身教練，現場指導女孩體驗瑜珈的運
動。( 北市 )

▲女孩們在成果發表會上大方分享。( 台中 )

▲小隊員發揮團隊精神完成小組作業。( 台中 )

女兒節照片集錦

▲台北勵馨 2018 女力營 & 黃靖茹亞洲女孩人權大使合影。( 北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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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兒節照片集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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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中亞洲魔法少女電力營大合照。

▲女孩藉由拳擊思考與自己身體的關係。( 台中 )

▲街頭與民眾互動，並且以 Free Hugs 來支持女孩運動。( 高雄 )

▲女孩人生中的第一次拳擊友誼賽，看出女孩面對挑戰的
因應方式。( 高雄 )

▲女孩們向民眾說明參與 Power Camp 的心得，並教導拳擊
基本動作。( 高雄 )

▲女孩的拳擊體驗課，從陌生到專注，慢慢找到自己出拳
力量。( 高雄 )

女孩們前往街頭邀請民眾一起加入重視女孩權益的行列。
( 高雄 )

2018 女兒節手冊

女兒節照片集錦

▲來自不同國家的女孩進行文化交流。( 台中 )

▲台中亞洲魔法少女電力營迎接女兒旗進場。

▲女孩代表宣讀女孩宣言。( 台中 )

▲男女大不同快問快答，從搶答中讓女孩進一步思考。
( 台中 )

魔法少女電力營順利結訓大合照。( 台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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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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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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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審們專注聆聽女兒見解。

2018 女兒節手冊

女兒獎面試花絮

▲女兒們歡欣互相結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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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