給未來的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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勵馨基金會長期培力女孩、投資女孩，
引導女孩跳脫性別框架，
培養活力、自信、知識、責任、勇氣五大特質，
展現少女多元潛力與面貌，啟動女孩勇敢展現自我的內在力量！
FORMOSA 女兒獎不是鼓勵誰的功課好，或誰比較會比賽，
而是回到每一個女孩的個體，看見每一段閃閃發亮的生命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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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女孩，看見無限潛力
勵馨基金會 執行長

「台灣女兒獎」、「亞洲女孩獎」分別進入第 17 屆、第 7 屆了。勵馨基金會身為發起、主辦單位，
非常開心。因為在勵馨不斷倡議女孩價值、培力女孩之下，女孩的價值逐漸被看見。更高興的是，女孩
的聲量與能量，開始變得強大。
最明顯的是，現在來申請獎項的女孩，大多是自己想來申請的，她們想述說自己的故事與努力，不
管是被霸凌仍堅持夢想、跨領域學習突破限制、組織志工關懷世界，或是來自亞洲面臨許多困境國家的
女孩，她們力量強大，直接還擊童婚、性侵、失學、暴力、氣候等艱難議題。
台灣有許多進入跨領域、斜槓的女孩，有勇氣冒險獎女孩，除了學習自己熱愛的大提琴，更積極進
行環境倡議，推動氣候變遷議題。有特殊創作獎的女孩，專注在文學創作外，還投入自己熱愛的羽球運
動，夢想成為一位「左手寫詩，右手打球」的作家。有數理科技獎的女孩，專注於科學競賽外，更協助
家族的殯葬業，以 3D 繪圖方式畫出客人想要的墓園設計圖。因為自由民主的台灣孕育了她們。
在地球東邊的女孩相較西方世界的女孩，尤其身處不自由、半民主或極權、不看重人權或性別國家
的女孩，可以說是非常弱勢的，她們用肉身抵抗，學習用力發聲；而身處於民主自由國家的女孩，就像
瑞典女孩格蕾塔．桑伯格（Greta Thunberg），16 歲時就關心氣候變遷議題，甚至進到聯合國參加氣候
變遷會議，大聲譴責檯面上有決議的政治人物。兩個世界的女孩，不同面貌，但都令我們敬佩。
我心疼弱勢女孩，勵馨應更有策略的培力處於弱勢處境的女孩，亞洲女孩獎值得推動，因為投資女
孩是具經濟效益的的國際策略。讓台灣、亞洲更多女孩的榮美被看見，她們可以像格蕾塔一樣貢獻社會，
撼動全球。期許大家一起看到女孩的價值，願意投資、培力女孩，讓世界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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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vest in Girls and Uncover Unlimited Potential
CEO Hui-Jung Chi
The Formosan Girl Awards and Asian Girl Awards are respectively in their 17th and 7th years. As the initiator
and organizer of the awards, we at the Garden of Hope Foundation are very happy. By tirelessly advocating for
the values of girls and working to empower girls, we have seen growing recognition for the value of girls. What
makes me more happy is that girls are becoming more vocal and more powerful.
What is most striking today is that the girls who apply for the awards do so of their own volition. They want
to describe their own stories and efforts, whether they are pursuing their dreams in the face of bullying, breaking
through learning barriers or into new territories, organizing volunteer efforts to save the planet, or facing the many
challenges that confront girls in Asian countries, they are a powerful force against child marriage, sexual assault,
illiteracy, violence, climate change and other challenging issues.
Taiwan is full of multi-talented, versatile girls in the Courage and Adventure Award category. One girl is not
only learning her favorite instrument, the piano, but also throwing herself into campaigning for the environment
and highlighting the issue of climate change. In the Special Creativity Award category, another girl is devoted to
creative writing while also developing her love of badminton. She dreams of being a writer who is a "left-handed
poet and a right-handed badminton player". Meanwhile, a girl in the STEM Award category not only takes part
in science competitions, but also helps her family's funeral parlor business by using 3D modeling to draw the
gravestone designs their customers want. This is because liberal democratic Taiwan has raised them.
Compared to girls in the Western Hemisphere, girls in the Eastern Hemisphere, especially those living
in oppressive, semi-democratic or dictatorial nations that do not respect human rights or gender equality, are
extremely vulnerable. They put their lives on the line when they try to speak out. Meanwhile, girls in liberal
democracies, like Greta Thunberg, can campaign against climate change at the age of 16, go to the UN to attend
the Climate Summit, and forcefully criticize the politicians who are making decisions at the table.
My heart aches for disadvantaged girls. The Garden of Hope should work more strategically to empower girls
in vulnerable situations. The Asian Girl Awards are worth promoting, because investing in girls is an economically
effective international strategy. If we can reveal the true glory of more Taiwanese and Asian girls, they can be just
like Greta, contribute to society and shake up the world. I hope everyone can see the value of girls, and be willing
to invest in and empower girls to make the world a better pl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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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女兒們的話

社群經營獎
評審

鍾艾凌

鄭湘穎 Yin

TFT 對外關係組組長

知名網路廣告導演

女孩們，一定要最愛自己，再無私
地愛這個世界，愛遇見的每一個人，
你就是世界上最好的樣子。

繼續努力，永遠不要忘記當初的初衷。

勇氣冒險獎
評審

陳櫻慧

林語萱

作家 / 思多力親子成長團隊召集人

大夢青年／

積極勇敢、活出燦爛！ Be yourself ！

台灣南極長征隊中唯一女隊員
女兒們，讓我們一起活出不屬於任何
人，只屬於自己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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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淑芬

趙筱葳 Ivy Chao

台灣志願服務國際交流協會秘書長

知名部落客／

Formosa 女兒獎為臺灣女性設立劃時代
指標，也期許女兒們可以發揮特質在社
會上作光作鹽成為別人祝福！

《初走計畫 - 單車環島》召集人
冒險與勇氣是一種思維，不一定與
生俱有，但透過生命歷練，可以逐
漸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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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創作獎
評審

數理科技獎
評審

虹汝 Mia

羅文婷 Cindy

楊玲玲

咪兔比六影像工作室攝影師

Mixcin Dance Academy 舞蹈總監

台北醫學大學名譽教授

女孩，就是力量！

每個女孩都是獨一無二的，活出自信、
勇敢的人生是最重要的事。

堅定信心，挫折就是挑戰，成功就是肯
定，恆心、毅力、堅持，我是女性，我
比男性更優秀。

劉秀美

涂敏芬

吳嘉麗

國民美術工作室

淡江大學企業管理學系副教授／

亞太女科技人連絡網主席／

穿越傷痕，穿越霸凌，穿越不平等，
站立起來，做一個漂亮正直的世界
公民。

淡江大學社會責任實踐計畫 (USR)

台灣女科技人學會創會理事長

協同計畫主持人
期待妳們，成為妳希望看到改變的
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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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出自己小小的世界，多接觸各層面
社會，擴大自己的視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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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roduction of Judges
體能運動獎
評審

Jessica Ng

黃百樂

吳宜霏

攀岩蜘蛛女

拳擊教練

想要一輩子執著或從事自己所熱愛的
事，是件不簡單的事，人生有夢而築夢
踏實，希望每位 Formosa 女兒們都能心
想事成，實現自己人生夢想或目標。

用運動讓自己生命充滿精采！
Keep Fighting ！

Ms. Ng Yuk Mui Jessica, aged 41, is an Executive Director, the
Executive Vice Chairman, Chief Executive Officer and a member of the
Executive Committee of the Company. She founded Jessica Magazine
in HK in 2000 and she is the executive vice chairman of South China
Media Limited. She holds a Bachelor degree in Law from King’s College
London, University of London in the United Kingdom and was admitted
to the Hong Kong Bar in 2006. She is an associate member of the
Chartered Institute of Management Accountants.

Mandy Huang

范悅圓
台灣第一（唯一）國家 A 級
棒球教練
夢想就在路上，邁開步伐向前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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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irperson and Founder of Choice
Independent Director of Sensortek Technology Corporation
Creator of “Jing Yuan biscuit”—low calorie, high in fiber and protein
granola biscuit—which received international recognition and is
appointed by airlines, the presidential aircraft, and the business class of
the Taiwan High Speed Railway.
Recipient of the Monde Selection Gold Award 2016-2019.
Recipient of the 2018 International High Quality Trophy.
Recipient of the 2017 Red Dot Design Award.
Recipient of the 2018 US Stevie Awards for Women in Business
Recipient of the 2019 Le Cordon Bleu Outstanding Alumn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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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FOROMSA 女兒獎
特殊創作獎
蔡依玲
蔡君岱
陳又筠
張嘉莉
陳苡瑄
蔡青蓉
李易庭
陳欣

數理科技獎
黃禹晨
陳亮妍
林明逸
陳佳欣
林萱
陳奕瑄
林佳妮

社群經營獎
李章瑗
張又心
陳歆
李珈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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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圍者名單
體能運動獎
辛悅
沙云筠
蔡依潔
林紅榆
程睿之
張靜文

勇氣冒險獎
胡源馨
邱于寧
林庭羽
李宜庭
邱翊嘉
邱如韻
金世涓
賴柏妤
楊凱曦
張晴矞
王瑜桂
劉采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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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創作獎
入圍者簡介

創作不止於音樂、美術，
它是生活中的必備。
創作是生命本質，
將生命樂章展現最佳極致。
「Formosa 女兒獎」的女兒貼近社會的創作，
將少女所見、所體會的，化為感人的創作，
將特殊才華展露無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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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創作獎

★ 2018 彰化縣身心障礙者作文第三名
★ 2019 全國中學生讀書心得甲等
★ 2019 達德商工校刊文章刊登

每次挫敗都是未來成功的養分
我來自於彰化縣芬園鄉的務農家庭，從小爸爸常告訴我：「做人做事要腳踏實地」，這讓我做事謹慎細心，
也造就我處事有責任感的態度。人生總有不順遂的時候，與其放棄，我寧可用「樂觀勇敢」的態度去面對挑戰，
而且我有一種『不服輸』的特質，為了爭一口氣，我努力學習，勇敢地證明自己的價值。同時我也樂於分享愛
與喜悅給身邊的人。
在學校我曾擔任班長，帶領全班同學完成幼保科的兒童藝術節活動，也參加過全國偶劇比賽榮獲優勝，在
準備比賽的過程中，我總是主動承擔各種責任。我的興趣是寫作，喜歡把自己的人生經驗分享給大家，尤其是
如何用「樂觀」的態度去面對事情。在國、高中時期都有作品榮獲彰化縣和全國的獎項，老師們也鼓勵我持續
寫作，讓我更有自信。
我相信「努力了不一定成功，但不努力絕對是失敗」，我把每次的練習當成未來成功的養分，面對挫折，
我秉持著「皇天不負苦心人」、「努力就會有收穫」的信念堅持下去。只要不放棄，夢想總有可以實現的一天。

蔡依玲
達德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我是女生，我的夢想是成為愛心、耐心、細心的幼教老師。
依玲個性開朗大方且熱心善良，平時做事態度積極努力又正向樂觀，不管遇到任何挑
戰或挫折，她總竭盡全力地面對、完成並做到完美，這份企圖心及責任感是令人佩服的；
另外她在班上熱心擔任學習障礙生的小天使工作，她的勇氣、愛心及服務熱忱，讓我很驕

評審的話

傲地推薦她參加甄選。
推薦人──師長洪筱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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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厚的孩子，用寫實的文學，紀實人生和時代的經歷。本身具備很棒的勇氣及自我認
定，能將生活中的挑戰視為讓自己更好的助力，因而培養了堅強的個性，同時她也主
動為弱勢的人發聲。期許未來的她能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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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創作獎

蔡君岱
私立淡江大學經濟系
★ 第 37 屆全球華文文學獎散文組第三名
★ 第 16 屆中台灣聯合文學獎新詩組佳作
★ 第 15 屆中台灣聯合文學獎小說組佳作

我是女生，我的夢想是成為治癒人心的心靈作家。

體驗生活、閱讀生命，在文字中找到自我力量
我生長在山明水秀的南投縣。瑰麗的大自然、濃郁的鄉土人情填滿了我的成長時光。
由於父母時常教育我為人處世之道 , 使我在接觸他人時，能夠明察秋毫，看出細微的情
緒變化以及語調轉變。我喜歡創作，在國中時期，開始接觸許多文學作品，並嘗試分享
自己的故事，希望藉由文字的力量 , 讓大家看見不一樣的世界，認識平凡生活的美好，
體悟人生中，每一個得來不易的小確幸。
我始終相信，只要自己願意努力，無論身在何處，都能成為一顆閃閃發亮的星星。
因此在每一次的文學獎競賽，我從不因為厲害的對手而退卻，我反而會告訴自己，唯有
充滿信心，認真檢視自己的缺失 , 學習他人的優點，才能一步步邁向成功之路。
未來我希望成為知名心靈作家。現階段我會培養自身的文學素養，多閱讀他人的作
品，同時認真體驗生活，比如到偏遠地區與小朋友互動，教他們讀書、陪他們遊戲，從
他人的生命裡，找到能夠發揮的題材，讓讀者在閱讀我的作品時，可以從中獲得對生命
的感動。

運用文字的力量來改變社會
高二時，君岱將代表學校參與全縣作文比賽，她主動來詢問選手集訓時間、方法。開
始了積極習作，主動討論的歷程。同時，她亦熱情的創作，將投稿中台五縣市高中職文學
獎徵稿。君岱在創作上，自然流露了熱情、專注，鍥而不捨、精益求精的態度，那股因全
心全意投入而自顯得篤定、自信，成了君岱重要特質，真誠向您推薦！

評審
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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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岱是有堅定自我想法的女孩，勇於挑戰生活，並將藝術創作視為自由和誠實的
體現，從中建構一種難能可貴的少年哲學；她將寫作當成生活動力，並以憐憫和
愛為身邊的人發聲，期待她未來保有更多作夢的勇氣 !

推薦人──師長吳健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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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創作獎

★ 2018 飲冰室茶集「五四為愛發聲戀習」年度人氣詩作獎
★ 第 57 屆全國徵文比賽高二組第二名
★ 第 26 屆金筆獎創作比賽新詩類佳作

以文字傾聽社會角落
熱愛運動的我，為避免落入「頭腦簡單，四肢發達」的刻板印象，花更多時間兼顧功課與術科。就算遭人
勸退，但越不可能越要挑戰，是體育帶給我的精神，也深深影響我的作品風格，對我來說，羽球是生活，創作
是興趣，平時我從自己生活出發，透過平凡文字將絢爛生活詩化，更希望藉由自身故事，激勵和我一樣在路上
的追夢者。
我除了希望自己成為「會運動」的作家。更期許自己成為一位以文字傾聽社會角落的作家，在人們低落時，
透過文字為他們受傷的心療傷，或書寫運動員的心聲，讓大眾更了解他們光榮得獎背後不可勝數的付出，同時
激勵在谷底等待機會一躍而起的人們。
報名參加女兒獎的甄選是我完成夢想的第一步，希望能讓更多人因此看見我的作品，並讓不知情的大眾了
解，在我們看不到的地方，常有不被關注的角落，潛藏許多問題。希望藉此集結更多愛心，一起幫助社會中生
存較不易的人們。日後也將更積極藉由閱讀、旅遊、戲劇、日常生活的觀察，讓自己的「視」界更寬廣。

陳又筠
國立彰化女子高級中學

我是女生，我的夢想是成為一位「左手寫詩，右手打球」的作家。
運動中，遇見文學謬思
又筠的創作題材皆取自生活，觀察敏銳，情感細膩。例如她在「飲冰室茶集人氣詩作
獎」的得獎作品中，把對象喻為圓心，以繞對方成圓表達情感，或是在「金筆獎創作新詩
類」得到佳作的作品中，把羽球比喻成烈火，讓人感受到球賽的激烈。又筠擅長將她與自
己心靈的對話過程及感受，用文字深刻地描述出來，她的才華值得推薦 !
推薦人──師長陳香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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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審的話

又筠具備動靜皆宜的特性，對未來的目標有明確的計劃，希望兼顧創作與運動。她從
自身的經歷出發，想為世界建立一種多元的創作平台，能將體育的文化之美展現在世
人面前，實屬難得。期待這樣的女孩繼續發光發熱 !
21

特殊創作獎

張嘉莉
雲林縣立斗六國中
★ 第 9 屆廣達游藝獎導覽達人競賽 - 首獎
★ 第 11 屆聯合盃全國作文大賽總決賽 - 優選
★ 第 12 屆聯合盃全國作文大賽 ( 雲林縣第三名 )

藝術導覽傳遞生命溫度
原本生性害羞的我，因著對藝術的喜愛，透過藝術導覽接觸學弟妹及外賓，盡全力
做好每一次的導覽，開啟了我的潛能。現在的我是個熱愛冒險、勇於嘗試新事物的女孩，
藝術讓我著迷，我非常享受導覽分享所產生的熱情及溫暖的感染力，這是我充實藝術新
知的動力來源。
在國小四年級時，我認識了廣達文教基金會，也展開我的導覽歷程，直到國小六年
級，透過豐富的經驗累積，和老師們的熱心教導，從影片初選到台北的現場複賽，經歷
數次的破關斬將，2018 年 7 月終於登上了廣達的決賽舞台，用自己的導覽感動台下的觀
眾，得到了評審的青睞。同時，寫作是我最好的朋友，透過文字我可以表達自己的情緒，
也藉由比賽讓自己有更多向外伸展的機會。
我的夢想是成為台北故宮副院長，因為過去從來沒有女性擔任過這個角色。這次報
名參加「Formosa 女兒獎」讓我更確定自己的目標，未來我會充實自己對藝術、歷史及
文化上的涵養，並精進自己的英文，增強外交能力，藉此創造更多影響力。

我是女生，我的夢想是成為台北故宮副院長。

熱情跨越國界障礙
嘉莉喜歡人文藝術、文學欣賞，透過廣達文教基金會得到赴俄羅斯進行實境探索任務
的機會，走訪在地美術博物館，充實自己在藝術方面的認知，並且突破語言的障礙向外國
人介紹自己喜愛的書法，傳遞書法的美。另外經由聯合報系及圖騰文化舉辦的暑期營隊，
到武漢、福州、廈門與在地學生做文學交流，學習做國際外交，勇氣值得推薦。

評審
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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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備美學涵養的孩子，同時能有非常沉穩的表述，令人驚艷。最讓人印象深刻的
是她去俄國參訪後，帶回 2 本童書送給斗六圖書館，展現出她希望提高故鄉文明
的遠見。期待嘉莉有一天能實現成為故宮副院長的夢想。

推薦人──家長周秀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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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創作獎

★ 第六屆兩岸四地龍少年文學獎高中組 優秀獎
★ 108 年桃青文學獎第二名
★ 美國洛杉磯客委會 Writers' Square 寫作廣場徵文 佳作

以溫暖文字，保存動人故事
我的興趣是閱讀與寫作及演奏樂器，文字與書籍是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我樂於將自己的想法分享
給其他人，並喜歡嘗試與挑戰。與文學的緣分來自於兒時的自己，想教家人更多艱深的中文詞彙，於是從小開
始，周末常去圖書館閱讀大量課外書，小學高年級時，經由導師發掘寫作專長而開啟寫作之路，這一路上受到
許多師長的幫助，得以讓我能夠堅持理想，繼續勇敢前行。
我想透過作品來傳遞文字的溫度，同時紀錄下那些珍貴的瞬間。即使創作的路上並不如想像中總是順利，
同時也想向別人證明，即使一路上跌跌撞撞甚至於不被看好，也要堅持夢想初衷，告訴自己：「一切都會更好」，
並為了最終的目標，重新調整心態以面對未來的挑戰。
目前最大的夢想是成為一名國文老師，除了提升學生們對中文的熱忱，更希望有朝一日能學習更多語言，
並運用所學幫助外國朋友適應台灣的生活環境；同時期許自己繼續勤於筆耕，持續不懈的寫作，透過文字的溫
暖力量，保存身邊的動人故事。

陳苡瑄
私立振聲高級中學

我是女生，我的夢想是勤於筆耕，在創作之路上堅持下去，努力不懈。
創作富含人文關懷與社會使命
苡瑄是我教過的學生中，極少數兼具勇力、自信、活力、負責與知識等才華特質的學
生。她認真學習、廣泛涉獵一切現代的創作領域，在她活潑多元的創作中，充份展現對生
命的省思，以及對人文的關懷及社會的使命，並多次獲得創作文學獎的肯定，實是現在高

評審的話

中校園不可多得的優異人才，是一位非常值得推薦的好青年。
推薦人──師長簡郁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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苡瑄是內心情感豐富的女孩，能感受他人的難處，並希望憑藉自己的努力，將來可以
擁有更多的能力和成就。對社會上某些族群受到的不平等待遇深有所感，展現出她對
多元文化的包容與支持。希望未來有更多人看到她的創作 !
25

特殊創作獎

蔡青蓉
新北市立樹林高中
★ 參與樹林文史地圖繪製
★ 全國小論文優等
★ 高中校際音樂劇聯合賽「最佳音樂劇」

溫柔而堅持，讓土地發光發熱
父母從小栽培我，鼓勵我去追求自己的目標和理想，因此培養出我勇於嘗試及接受
挑戰的個性。在求學的過程中，我願意多方嘗試，透過閱讀寫作及創意思考，並完成了
許多作品。此外，這樣的環境也培養我具有多元包容，正向看待每件事情的胸襟。同時，
承擔責任是我的信念，從社團領導到團隊溝通，也許未必事事盡如人意，但我相信「溫
柔而堅持」將帶給我一個屬於領袖的責任心。
高中時，我通過甄試加入了人文社會語文實驗專班，參加各種學校安排的活動。例
如 : 在參與樹林文史地圖繪製的過程中，讓我對樹林有了更深的了解和情感。因著這份
情感，油生了一份責任，就是如何讓這塊土地發光發熱；而在參加小論文的撰寫競賽時，
我們嘗試用說理及科學實證的方式，闡述性別主流化正在你我身邊發酵，這趟歷程讓我
們在知識和心靈上都得到滿滿的收穫。
我的夢想是幫助受到不平等對待的弱勢婦女或孩童。希望透過女兒獎，證明女孩也
可以活得精采，與男生一樣能為世人奉獻和服務！

我是女生，我的夢想是投入社會現場，期望自己能夠成為出類拔萃的社工。

創作展現覺醒女力
青蓉有著同年孩子少有的成熟和獨立，勇於嘗試各種挑戰。在高中時參加學校閩南語
朗讀比賽榮獲第三名 ; 在高二時以「女力覺醒，我國婦女參加地方議會選舉的趨勢研究」一
文榮獲全國小論文優等。此外也幫戲劇社填寫歌詞，讓該社團在高中校際音樂劇聯合賽中
得到最佳音樂劇。她希望藉由培養更多元的能力，為自己創造不一樣的人生。

評審
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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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蓉對人文發展有高度興趣，口條及膽識俱佳，對未來的規劃很有想法，並逐步
朝自己的目標邁進。藉由參加樹林文史地圖繪製，對在地文化有更深的瞭解，並
期許能讓更多台灣文明被看見。期待她在創作及研究上有更好發展。

推薦人──師長李玉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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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創作獎

★ 擔任學生媒體「高中生的循環經濟」編輯
★ 全國高級中學閱讀心得比賽 佳作
★ 國際小學生電腦創意寫作比賽 國際銅獎

認識自己，女孩力量無限
我的性格溫和積極、勇於挑戰，踴躍參加各項活動與競賽，如：游泳、寫作、英語朗讀與演說等。國小、
國中皆擔任典禮司儀與活動主持人，分別以市長獎與特殊市長獎畢業。尤其熱愛寫作，企盼著能透過文字感動
他人、予以世界更多動人的溫度與幸福。因此經甄選擔任「高中生的循環經濟」的編輯，透過書寫循環經濟議題，
引領社會關注永續發展的重要；今年亦擔任台北市議會青年大使，期望透過遠赴波蘭交流，促進雙方的文化理
解與友好關係，也宣揚台灣在地的文化與優勢。
我深信認真的生活，能帶給創作更多驚喜與能量，因此參與了多元的課外活動，包括國際交流、相關會議等，
希望透過多種想法的聚集激盪出更多動人的文字，讓文字源源不絕，而我執筆不輟。
我希望未來能竭盡所能發揮自己的力量，散播愛與關懷，去幫助更多需要的人。這次報名參加「Formosa 女
兒獎甄選」不僅讓我更加了解自我，也深刻體會到女孩的力量可以無限寬廣，對我實現夢想的道路上，將是意
義非凡的支持與鼓勵。

李易庭
台北市立中山女子高級中學

我是女生，我的夢想是用文字帶給人們希望與光明，做一個內心有愛，且善良有力量的人！
獨立思考、關注社會議題
易庭勇於接受挑戰、獨立自主，在許多領域都表現傑出，除了寫作文章斐然外，也深
具獨立思考與表達能力，在品學兼優之餘，她更擁有精彩豐富的課外表現 : 如在學生媒體
擔任編輯、以青年代表參加國際交流會議，關注流浪貓、永續議題、籌辦論壇與讀書會等。

評審的話

她負責盡職的態度、處事條理分明的特質，深具領導潛力。
推薦人──家長李忠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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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庭是自我想法堅定，友善有愛的女孩。她對於周遭生活環境的觀察很細膩，也樂於
參與各種活動；主動在學校成立校貓組織，展現出她的領導力及行動力。此外，她不
拘泥於既有制度的框架，走出自己的獨特道路，值得鼓勵。
29

特殊創作獎

陳 欣
台北市立中山女子高級中學
★ 第 1080331 梯次全國高級中等學校小論文寫
作比賽 藝術類特優
★ 2018 全國高中生人文經典閱讀會考 團體組
季軍
★ 2018 年青少年跨領域整合人才培育計畫
綜合表現獎

我是女生，我的夢想是成為具人文社會關懷及論述能力
的行動者，致力於建立多元且友善的社會。

鼓起勇氣，看見遼闊世界
我從小接觸的事物領域廣泛，學習從多元的角度理解事情的本質，並在釐清自身的
觀點後能包容他人的意見。同時我也主動參與許多活動，無論是科學的課程競賽、哲學
文學的專題講座或是黑客松（Hackathon），儘管在陌生的環境不免內心忐忑不安，但仍
鼓起勇氣主動去談論聆聽，多方交流碰撞，讓我看到的視野更加遼闊。
此外，從國小到高中，我持續練習嗩吶並參與各項演出與比賽，國樂成為我最重要
的興趣。現在我更多次參與社區演出及公益音樂會，並以科學實驗分析嗩吶音樂，使其
更貼近生活。同時，我與同學透過撰寫劇本文章與公開報告的方式，探討如何平衡絕對
的公平與對差異族群扶助的正義；也為了提升民眾對於空汙的關注度，架設了網站與粉
專，以不同領域的角度書寫專題，專訪李遠哲教授及「台灣吧 Taiwan Bar」創辦人，引
發不同族群的興趣進而了解空氣污染。
我的夢想是成為具人文社會關懷及論述能力的行動者；透過這次報名「Formosa 女
兒獎」的甄選，希望不被限縮於體制框架中，試圖航向夢想的航道。

以人為本，理性與感性兼具
陳欣兼具自信與謙遜，嚴謹與活力，在遇到挫折時，懂得紓解情緒，從低落中再次重
新挑戰。她能文能武，善於規劃時間，一步步厚植自身實力與涵養。最難能可貴的是，她
對自己有相當高的社會期待，樂於幫助他人，服務社會，同時能從人文關懷的角度，以人
為本的精神，展現理性與感性的多元特質。為此我誠摯推薦陳欣。

評審
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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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欣是個積極且有企圖心的女孩，展現出充分的自信及勇氣，同時她想成為社會
關懷行動者的理念令人印象深刻；從她對於嗩吶的熱愛與研究，以及對基礎科學
的執著，可以看出她為夢想的堅持。未來發展不可限量！

推薦人──師長許懿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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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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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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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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群經營獎

★ TEDxYouth@MingdaoHS 6th 講者
★ 參與 Global Goals Summit ( 聯合國青年高峰會 ) 選為 Global Action Ambassador

「共伴」，探索自我與世界的關係
成為平凡中的不平凡是我的人生準則。環境的轉變，開啟我對自我與世界探索的慾望，15 歲到柬埔寨當國
際志工，體會出服務應該以他們的需求為主；在日本寄宿家庭時，學到獨立與兩國文化差異；參與模擬聯合國
時練習表達力，最後也讓我站到 TED 的舞台上。
我和朋友創辦 B.F.F. 社團（Benevolence Forms Family），又名「四海一家仁」。簡單來說，它是一個線上平
台，提供偏鄉地區的學生一對一的客製化課程。藉由自身經驗和觀察，發現因城鄉差距、弱勢家庭的經濟壓力，
造成學生英文學習的落後，當我們將「空想」轉變成「行動」時，卻因為高中生身分被育幼院拒絕，我們調整
方針持續努力，終於找到適合的服務對象：偏鄉地區和清寒家庭的學生，B.F.F. 提供每週一次的線上課程，為了
增加學習英文的樂趣和活用性，我們更自製影片。學期課程結束後，學生會自主學習也勇於說英文。
B.F.F. 的經營得到很多人的肯定，卻未獲得一個獎項。若這次能榮幸獲獎，它將帶給我做服務的肯定，也將
利於我推廣 B.F.F. 中的主旨：共伴成長，共伴學習，造福更多人。

李章瑗
明道中學國際部

我是女生 我的夢想是藉著自己的力量讓台灣發光發亮。
熱情投入偏鄉教育
李章瑗對偏鄉學童教育有很大的熱情，認為國內就有許多需要幫助的族群，剛開始嘗
試接觸各地方學童一直不得其門而入，也不容易找到有意願長期投入服務的夥伴，但不斷
地聯繫里長、學校與政府和校內宣傳，在 2018 年成立服務社團，透過網站提供偏遠地區
學童學習之機會。有遠見、信心、不畏困難和堅持的毅力，實為台灣女兒最珍貴的象徵！
推薦人──師長文義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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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審的話

學習面向多元豐富，勇於承擔責任，善於發揮領導能力，對短期服務的形式有想法，
帶著夥伴一起做事。意識到自己的價值，同時擁有土地認同及女性地位的自覺，願意
用實際行動提升性別意識。
35

社群經營獎

張又心
國立高雄餐旅大學
附屬餐旅高級中等學校
★ 108 年教育部國教署全國專業群科專題暨
創意製作競賽餐旅群專題組第三名
★ 協助高雄市螢火蟲兒少服利服務關懷協會
辦理「弱勢家庭兒童生活支持服務」
★ 服務鑽石獎－校內外服務時數達 100 小時
以上

我是女生 我的夢想是幫助弱勢家庭脫離困境。

逆境中，創造不凡人生
我來自屏東一個淳樸的小漁村－東港。國小三年級時，因父親臥病在床，媽媽忙於
照顧爸爸，只能自己打理生活的一切，當時只好克服、勇敢面對，也因此培養出勇於嘗
試不同事物的勇氣，培養出獨立自主的個性。
從國三起，我利用六日到兒少福利機構擔任志工，雖然課業繁重，但每個寒暑假仍
有超過一半的時間陪孩子們玩耍，寒暑假也會跟著服務隊到國小進行營隊巡迴服務，至
今已服務四年，協助整理募集的物資且發放給個案家庭，及辦理營隊活動陪伴弱勢家庭
的孩子。
志工服務過程中，發現經濟是維持一個家庭基本功能的主因，所以在高二課程中，
經由資料發現近年來高雄西子灣哈瑪星的觀光人次逐年下降，影響當地居民經濟，於是
和同學組隊，製作了一款以哈瑪星為主題的實境解謎遊戲，藉此提升哈瑪星的觀光人潮，
同時也幫助弱勢家庭的家長習得一計之長，外出工作脫離困境。期待藉由高中所學的觀
光經驗，結合大學的學習，能規劃出提升弱勢家庭經濟的計畫。這次甄選讓我以自的經
驗分享給弱勢家庭，雖身處逆境也能創造不凡人生。

獨立成熟

勇敢面對生命艱難

又心國小時因父親罹癌長期住院，母親請長假在醫院照顧父親，長期獨自在高屏兩縣
市間往返，因而培養出她獨立成熟的個性。令我印象深刻的是她會利用六日以及寒暑假的
時間去兒少機構當志工，在談笑間看見她滿滿的熱忱與毅力，讓旁邊的我們也都被渲染到
她的夢想，最值得讚許的是能同時也將課業顧全，並沒有顧此失彼。

評審
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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擁有堅毅樂觀的個性，自身使命感強烈，將成長過程經歷的甘苦，內化為茁壯自
我的養分，又擅長觀察社會需求，鼓勵更多孩子正向成長，實屬難得，相信未來
有更多可能。

推薦人──師長吳欣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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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群經營獎

★ 協助 106 年紅十字會台灣省嘉義縣支會─舞動青春。在「嘉」show 自己台灣女孩日推廣暨宣導活動
★ 協助嘉義市虎爺會行善團─ 106 年中秋節慈善懷晚會
★ 全國青少年 MV 舞蹈大賽個人組第一名

舞出笑容自信，散播溫暖至每個角落
舞蹈讓我有了和同儕不一樣的國小國中生涯！媽媽是舞團執行長，她常帶著我和夥伴們四處在孤兒院、育
幼院、養老院等任何的公益場合散播熱情和愛給觀眾。看著他們開心的笑容，給我滿滿的回饋，心中更是開心。
在國小三年級到畢業這三年期間，近百場的公益演出經驗，不論是孤兒院、育幼院還是養老院我都不陌生。
我意識到當自己有足夠的自信時，參與者也會融入其中，甚至影響他們，我曾發現一位在育幼院的妹妹沒有什
麼自信，於是我不斷地鼓勵她，告訴她：「你很棒！」當我再次看見她時，她做事開始有了笑容和自信。
六年的公益演出，讓我對公益付出有更宏觀的看法與作法，那就是帶領一群人起做，由幼兒到幼童至青年、
壯年更延伸至銀髮，再跨越種族與國界，用演出到陪伴，計畫在高中階段創立社團，聚集更多志同道合的夥伴，
在校園或各種場所推動，或是到育幼院、孤兒院辦理活動陪伴他們過節，這也是我參加女兒獎的目的，讓更多
人知道我想做什麼，讓溫暖散播在世界的每個角落。

陳 歆
國立嘉義高級家事職業學校

我是女生，我的夢想是創立一間像家一樣有溫度的孤兒院。
舞動生命

實踐公益

陳歆同學試圖用一切的可能途徑，去拓展自我的知識領域，利用空閒之餘增進自我能
力，學習小提琴、舞蹈、戲劇等藝文方面技能，就為了參與公益活動之演出。希望她在高
中的這個階段，找到一樣喜歡做公益，有相同目標的同伴，為台灣這塊土地貢獻其心力。

評審的話

本人基於陳歆同學鑽研精神及學習能力，特予以鄭重推薦。
推薦人──師長鐘信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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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潑不畏懼，令人印象深刻，能運用天賦專長服務他人，是不可多得的自我肯定及定
位，只要堅持自己的信念，發揮正向影響力，就能讓萬事互相效力，而實現夢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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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珈瑄
天主教振聲高級中學
★ 榮獲教育部青年發展署 Young 飛行動計畫
方案提案獲得補助
★ 帶領臺迪劇院團隊至插角國小辦「消失的
入場券」戲劇教育暑期營隊活動
★ 參與第七屆亞洲青年論壇
★ 宿霧孤兒院海外國際志工

我是女生，我的夢想是帶給孩子精采快樂的童年。

行動，讓夢想為真實
“Make it work to make it real.”這句話是我參加菲律賓馬尼拉亞洲青年論壇學到非
常深刻的一句話，想讓現狀改變，不單寫文案企劃，而是要去實際執行。越來越知道自
己對兒童教育的熱忱，加上對藝術的興趣，希望能帶給孩子很棒的成長過程，希望可以
繼續帶著這樣的熱情和信念完成我的夢想。
15 歲在美國讀書時主動擔任幼稚園小老師，後來至菲律賓孤兒院陪伴孩子，及現在
至偏鄉學校辦藝術教育營隊，參與種種活動到現在能以主辦單位身分為孩子們辦活動，
回過頭想想，很慶幸能賦予自己勇氣及活力去執行，與負責的態度面對困難。目前在做
戲劇教育推廣，剛好教育部提供教育創新的機會，所以自組團隊寫企劃提案，教育部提
供金費補助及修改企劃，四月份籌備，八月底在偏鄉學校辦理暑期營隊，教育部同時提
供出國參訪機會，這過程讓除了拓展視野，我更了解藝術教育背後的意義及更肯定自我
對這方面的熱忱。
女兒獎對我的意義重大，因為這又多了一個機會讓更多人知道藝術教育，如果得獎，
更可以支撐我做兒童藝術教育及在地特色文化的經營。

沉穩領導力

跨國團隊合作無間

因緣際會在菲律賓機場認識珈瑄，才得知她與妹妹擁有獨特海外經驗，並在高中時期
就積極參與國際事務。我觀察到珈瑄展現沈穩的領導力，與跨國團隊一同討論國際組織未
來方向，珈瑄也非常積極尋找外界資源，我相信這是身為一個女性領導者必備的特質。
推薦人──師長曾華翊

評審
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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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自我能力發展非常有定見，方向明確，勇於展開行動，領導能力佳，為自己
尋找機會及成長的助力，積極接受挑戰，希望珈瑄能持續不懈，將創想化為改變
社會的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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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能運動獎
入圍者簡介

汗水、淚水交織而成動人樂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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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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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 年度第 15 屆全國港都盃國武術錦標賽

甲組第一套南拳第二名

★ 108 年度第 18 屆全國中正盃武術錦標賽

南拳全國第四名

★ 107 年度第 17 界全國中正盃武術錦標賽

國小女子組槍術第三名

越級參賽，打拳耍槍不輸學姐
我從小個性活潑、獨立、不服輸、喜歡運動，更喜歡表演，三年級開始參加武術社團，期間代表學校選手
隊參與無數的比賽，我喜歡在賽場上的氣氛，喜歡享受比賽的過程，也學習到不放棄、堅持、勇敢及榮譽。
體能運動獎是個精神運動指標，覺得它能代表我這三年多來參與無數的大小比賽。尤其在國小最後一年，
依據大會規定，我必須用國小身分跨組參加國中生比賽，賽場裡都是比我大的學姐，或是體育班派出的代表選
手，雖然擔心、害怕成績不如學姐們，但我仍然沒有放棄、退縮。學校每場集訓我都參加，能有練習的時間都
沒有缺席，扣除學校學習時間外，一個月半的所有空堂時間都塞滿練習，足足加了 27 堂的加強訓練課程。很開
心的是，我在縣市級的賽程中，獲得青少年組甲組南拳第二、甲組槍術第二，更在武術總會全國性比賽中贏得
國中組女子南拳全國第四，對跨組參賽的我而言這是最大的肯定。
我很開心參加這次的徵選活動，把喜愛的武術帶給大家，讓大家可以看到武術精采的一面，讓更多人知道，
學武的孩子不會變壞，品德、武德一樣優秀。

辛 悅
桃園國中

我是女生，我的夢想是成為一位傑出的武術國手。
允文允武 教練引以為傲
辛悅是能文能武、能動能靜、文武雙全的女孩，也是一個有目標有想法的女孩。她是
位運動員但並非頭腦簡單四肢發達，在術科上有亮眼成績外，學科也非常的棒，她為了證
明自己可以文武雙全，在比賽期間花大量時間在練習上以外，回家再拿起手中的書開始複
習，最後也靠她的努力證明了自己，是一個讓教練引以為傲的女孩。
推薦人──教練蔡介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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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審的話

年紀雖小，但對武術的熱情從言談中表露無遺，並在有限的環境條件下仍繼續努力，
小小年紀不簡單，而這克服困難的勇氣將是辛悅一生重要的資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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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云筠
嘉義市私立嘉華高級中學
★ 2018 年世界滑輪溜冰錦標賽
青少年女子組第三名
★ 2018 年亞洲滑輪溜冰錦標賽
青少年女子組第一名
★ 2019 年國際冰球聯盟
女子 18 歲組第一級 B 組第三名

我是女生，我的夢想是成為一位發揮體育專長的教育家。

曲棍球世界中，突破性別框架
從小就跟著哥哥學習陸上和冰上曲棍球，當同隊的女孩喊累、嫌臭、怕曬黑、怕路
程遠，一個個退出時，我不怕，我也還在。
我所愛好的陸上及冰上曲棍球是以男生為主的團隊運動，所以在依年齡組隊的比賽
當中，身為女孩的我就必須與男生共同組隊，也必須與男生同場競技。有時在比賽中，
會聽到男生對手批評我，身為女孩搶球怎麼這麼兇？雖然我都一笑置之，但是我認為我
擁有勇氣與自認有優勢的男孩比劃技巧，雖然是女孩，球技也練得不輸男生。
每週末兩天晚上 9 點到 11 點在南投陸球的訓練，及每週三個晚上 11 點到半夜 12
點在台北小巨蛋冰場的訓練，都是我的日常。2018 年，剛升上國三，我達成自己訂定的
目標：成為中華民國滑輪曲棍球代表隊女子 18 歲組的國手，同年我也獲選代表中華民
國冰球協會女子 18 歲組國手。今年，我為自己訂下了新目標：獲選進入陸、冰成人女
子組的國家代表隊，夢想和隊友合作，向上通過每個層級的國際比賽。未來的我，想鼓
勵更多的女孩加入滑輪和滑冰的世界，向她們證明這些運動不只是專屬於男孩，身為女
孩的我們也擁有 Girl Power ！

將批評化為正向笑容
主動不放棄、勇敢自信、活力笑容，是我對云筠的評語。面對男生對手的批評，及比
賽時的強大壓力，云筠總能發揮她不放棄的決心，把所有的批評化作正向的笑容、努力展
現自己，更勇敢面對所有的挑戰。最難得的是云筠感謝所有在她身旁為她付出的人，尤其
是辛苦接送她的母親，是一位勇敢面對挑戰之餘，也懂得感恩知福的好女孩。

評審
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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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從事自己所愛熱的曲棍球十多年，且在遭遇霸凌或其他挫折情況下，仍不懈朝
夢想邁進，企圖突破性別框架實屬不易，值得肯定。專注在發掘自我的獨特美麗，
云筠將會在人生道路上跑得更輕盈。

推薦人──師長楊閔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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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 年全國中正盃武術聯賽 國中女子組 初級拳長兵全能第一名、初級劍術第一名、初級拳術第一名、
初級拳短兵全能第一名
★ 107 學年度北市中正盃武術錦標賽 高中女子組 基本拳術第一名、初級劍術第一名、初級棍術第一名

武術淬煉勇氣與自信
小學三年級開始接觸武術，四年級時主動向爸媽提議要加入校隊，但他們都不贊成，畢竟和之前所學的舞
蹈或是高爾夫球差距極大，我仍以參加北市中正盃武術錦標賽為目標，期望爭取好成績來獲得爸媽的同意。我
努力練習，最後獲得國小女生初級拳第一名，如願以償進入校隊。
武術雕琢了我原本沒有的特質，例如勇氣與自信，比賽前都必須克服內心焦慮，尤其看到體育生的表現更
容易退卻，因此我告訴自己做得到，自信則來自於克服恐懼後的成就感，漸漸也將比賽中的焦慮轉換成「證明
自我的振奮感」，甚至很期待上場展現自我。武術帶來的勇氣和自信讓我更勇於在其他領域爭取表現，像模擬
聯合國學校代表、校際啦啦隊比賽等。
去年參加女兒獎，在過程中我看到同儕們在各自領域中展現勇氣和才能，帶給我震撼之餘，更給了我一種
向上及繼續挑戰自我的動力。第 16 屆女兒獎結束後，我除了繼續精進武術技巧，更擔任第 6 屆台北市政府兒童
及少年諮詢代表，期望參與第 17 屆女兒獎有嶄新的收穫。

蔡依潔
臺北市私立復興實驗高級中學

態度堅毅

我是女生，我的夢想是透過武術，將女性運動員特有的剛柔並濟特質，
推上時代巔峰，自信「武」出一片天。

奠定扎實基礎

蔡依潔第一次接觸武術是在小學三年級的體育課，當時我就覺得她能將基本動作做得
很扎實真的非常難得，因此便鼓勵她加入學校武術隊。後來她在小四為了加入武術校隊向
父母積極爭取，除了展現出堅定的態度，更勤加練習。依潔經由比賽體會到「除了基本功，
最重要的是心態和氣勢的重要」，她的比賽成果和抗壓沉著的態度很值得鼓勵。
推薦人──教練吳星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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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審的話

依潔是個很有企圖心與拚勁的女孩，對自己的人生方向及目標都很清楚明確。如何堅
定、專注地戰勝每一個想要放棄的時刻，會是下一個更甜美的果實，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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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紅榆
桃園市平興國中
★ 107 年桃園市運動會游泳賽
國中女生 800 公尺自由式第一名
★ 108 年桃園市中小學聯合運動會游泳賽
國中女生 1500 公尺自由式第一名
★ 108 全國蹼泳分齡賽
女 C 級（15-17 歲級）200 公尺雙蹼第一名

我是女生，我的夢想是成為一名能感動他人的運動員。

與時間競賽，追求 0.01 秒的進步
我從小就熱愛運動，舉凡桌球、鉛球無一不學習。我喜歡滿身是汗的感覺，更享受
在競賽中的緊張氣氛。小二上游泳課時曾溺水，但我還是喜歡游泳，我是泳隊中少數的
女生，當大家因為種種原因放棄游泳時，我卻更堅定自己選的這條路。
國中打開了我學習游泳的大門，泳隊中女生殊少，練習夥伴都是男生，甚至是大我
一兩歲的學長，訓練時我咬緊牙根，練體能時我繃緊神經，因為我不想別人對我的評語
是「女生就只能這樣」。國二時接觸「蹼泳」這項運動，當時已具備游泳的良好基礎，
因此在初賽便獲得佳績─ 108 年全國蹼泳分齡賽女 C 級（15-17 歲級）100 公尺雙蹼賽
事第一名。短短兩個月的訓練，拿下個人蹼泳賽的第一面獎牌，這時我更相信，每天辛
勤的訓練、不想輸給男生隊友的志氣，絕對是我成功必備的特質。
這一條路走得艱辛，除了要專注在泳姿細節的觀察與修正，更重要的是與時間競賽，
我在乎的不是一秒鐘，更是 0.01 秒的進步。在游泳這條路上，訓練的苦是為了奪標的那
一刻，如果知識能增加一個人的智慧，那麼游泳這項運動使我更堅毅，也更具自信。

堅持不放棄

散發光與熱

對運動的喜愛與堅持，紅榆養成驚人的體能與專業的姿勢，進而多發展另一項專長—
蹼泳。她在兩年巨大的壓力下展現過人的專注力和意志力，並磨練及掌握優秀選手應有的
「堅持不放棄」的特質，著實不容易！無論未來是否奪金，背後長時間的辛苦訓練與心酸
血淚，這份悸動與感動，終將伴隨紅榆成長，期待看到她在這領域中發光發熱。

評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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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握每個喜歡與不喜歡，就能有無限的可能。希望未來紅榆可以說出令人感動的
人生故事，用運動態度散發能量。

推薦人──師長徐淑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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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 學年度全國舞蹈比賽

團體舞組現代舞第三名

★ 107 學年度全國舞蹈比賽

團體舞組現代舞第五名

★ 107 學年度全國舞蹈比賽

個人舞組古典舞第七名

不怕吃苦，只為完美演出
跳舞是我的興趣，但要認真學舞卻非易事。舞蹈更是一種藝術，要以身體的韻律、柔軟、伸展、表情、眼神，
配合音樂完美呈現舞蹈意境是非常難的。今年，我在台北市賽取得接近九十分的佳績，又在全國賽中榮獲非舞
蹈班參賽者最高分，這樣的成果除了運氣和大家的幫忙，也是由於我的努力及不斷苦練。
生活中有許多挑戰需要勇氣才能克服，而舞蹈比賽就是一例，從一開始願意接受長達三個月的苦練就需要
勇氣，但為能站上舞臺享受那短短五分鐘的表演，必須投入大量時間汗水苦練。除了在學校午休及放學後日以
繼夜的練舞、被老師罵、犧牲睡眠，還得同時顧課業，聽起來像我自討苦吃，皆因我想要有好的表演和好的成績，
願盡己所能來達成目標。
而上台前總是特別緊張，但我還要堅持住，在鎂光燈閃鑠中藏起惶恐、以軀體手足表情眼神展現滿滿自信。
我以超過二十次克服恐懼、充滿自信站上舞台挑戰自己，證明了我的勇氣。跳舞真的很辛苦，但也帶給我許多
快樂，及未來待人處事所需的態度和能力。

程睿之
復興實驗高級中學

我是女生，我的夢想是成為一位能改變世界又同時永不放棄舞蹈的建築師。
勇於挑戰 突破體能極限
從睿之小三起，我就帶她比賽、看她成長。她是個非常用功、領悟力高，願意虛心接
受老師指導，並有強烈企圖心，自律且獨立的孩子。不論多難的身段動作要求，她一定盡
全力達成。除每年參加舞蹈校隊團體賽，睿之也每年參加個人舞比賽，這等於要比別人多
練三倍的時間，對體力心志都是極大考驗，但她勇於接受挑戰，突破自己體能的極限。
推薦人──師長李佳璟

52

評審的話

睿之有著多元的興趣，在各方面也表現優異，未來也一定能踩著舞蹈美麗的步伐，
追逐夢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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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靜文
臺北市立中山女子高級中學
★ 台北市教育盃籃球錦標賽
高中女子組乙級第三名
★ 高中籃球聯賽乙級
台北市北二區預賽第四名
★ 松山北一聯合盃 第二名

翻轉刻板印象

追求籃球夢想

四年級第一次接觸籃球，從此找到熱忱所在。為了堅持自己的籃球夢想，國中時創
立球隊，到校外和其他隊伍較勁，高中時為球隊爭取權益，努力改善球隊的環境，同時
教導隊友。
為了追求籃球的夢想，不管在故鄉或他鄉， 我都勇敢踏入陌生的環境和新的隊友相
處，把我的籃球知識和團隊的精神帶入新的球隊。女生籃球相較男生籃球所獲得的關注
十分稀少，所以我盡力把握每次機會、每個資源，精進自己也將對籃球的愛發散出去。
訓練過程十分辛苦，有兩年的時間一天練習四個小時，一週六天，無論心理和生理上都
是極大的挑戰。體能訓練時，同學已經放學在玩耍，為了籃球，犧牲的不只是和同學相
處的時間，還有和家人相處的時間。而身為隊長，我也把隊友的進步視為我的責任，利
用下課時間，教導隊友不熟悉的動作，並且上網搜尋輔助的影片，讓隊友有更專業和多
元的學習。
女生在運動場上往往得不到關注和足夠的資源或是受到不平等待遇，籃球也不意外。
我希望能為女生籃球盡一份心力，讓更多人看見女生籃球精彩的一面，打破傳統觀念的
刻板印象。

我是女生，我的夢想是讓女生籃球得到更多關注、更多人可以愛上籃球。

享受運動

充滿正能量

靜文是個熱衷運動、充滿自信與正面力量的女孩。她勇於享受運動場域的挑戰，面對
挫折以正面、溝通的方式處理，在球技與個人特質兼具下獲選為球隊隊長，成為教練與
球員溝通橋梁，協助處理球隊大小事。除了籃球運動表現優異，同時也發揮其他運動長
才，加入田徑隊代表學校參加中等學校運動會。從靜文的運動、學業表現可見她著實具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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靜文是個非常有想法的女孩，她很有對籃球推廣的企圖心。靠熱情能走一步，靠
能力能走一生，加油，繼續走下去，希望靜文的夢想能實現。

Formosa 女兒獎特質。
推薦人──教練黃品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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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圍者簡介

數字遊戲與實驗室是男生的專利嗎？
一點也不！
「Formosa 女兒獎」的女兒在數理科技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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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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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WRO 國際奧林匹亞機器人大賽全國總決賽
★ 第 59 屆雲林縣科展

創意賽國中組佳作

國中化學科第一名

★ 2019WRO 國際奧林匹亞智能機器人聯盟賽

中南區國中組佳作

不懈練習，夢想站上機器人大賽舞台
我來自一個慈父嚴母的家庭，家庭成員有爸爸、媽媽、大哥、二哥，我們家每個人有自己的個性，相處上
一直以來都非常溫馨。
我帶有理性，是位直白、隨和的人，具有強烈求知慾，勇於嘗試新事物，常常執著向前，甚至可以廢寢忘
食的組裝機器人，並有責任感的完成使命；我帶有感性，自認是性情中人，會體諒他人且不拘小節，平時也樂
於助人幫同學解決問題。
從小學四年級我就接觸學習圍棋，五年級開始接觸機器人相關課程及比賽，到國中又投入科展的研究，因
學習圍棋的關係讓我在寫程式時更能思考佈局，研究科展時也能夠平心靜氣。今年 7 月份的機器人大賽題目很
難，每天從中午到晚上都在練習解題，比賽前一晚更是到凌晨，組裝結構從原本 30 分鐘練習到可以在 12 分鐘
組裝完畢。
我的夢想是能夠在機器人大賽中能得到「台灣代表權」，代表台灣出國比賽，因為機器人大賽中每每出國
的代表都是男生居多，我想讓更多人知道台灣女孩在機械領域的表現也可以很傑出。

黃禹晨
雲林縣私立正心高級中學

我是女生，我的夢想是成為一個不畏艱難、超越自我的女孩。
不怕失敗的抗壓力
自小學習圍棋的禹晨，比起同年紀的孩子有著敏銳的觀察力、專注的推理能力，以及
不怕失敗的抗壓力，在國二學科專題研究期間，剛開始在各方面都不夠純熟，但肯學肯努
力的精神，不單只有完成個人事務，適時援助他人，充分發揮團隊合作的精神，讓師長看
見她的負責、努力！除了數學邏輯與科學實作，並參加機器人比賽，皆有優異的表現。
推薦人──師長林怡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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禹晨在國中就有此表現十分難得，參與動機值得嘉許及鼓勵，具備專注力，未來期望
朝程式相關產業發展，因應答上稍為害羞，期待未來能夠對於問題之探索能力，更可
使成熟應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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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亮妍
國立科學工業園區實驗高級中學
★ 2016 亞太科學資優學生論壇

台灣代表

★ 國立臺灣大學 106 學年度高中物理科學
人才培育考試錄取
★ 財團法人九九文教基金會主辦
AMC12

2019 傑出獎

生活即思考，滿足求真求知的渴望
我喜歡思考，尤其是困難的題目，能引起我的求知求真求解的渴望，對事物，充滿
好奇心。就這樣我喜歡上數學，愛屋及烏，也熱愛自然學科。對數理的熱愛，是我學習
的動力；女生，也可和數理科技做好朋友。
小學，我就讀國立科學工業園區實驗高級中學國小部，為了能更深一層探討數理學
科，在小四升小五時，我以第一高分考進實驗小學資優班。畢業時，我榮獲科技部部長
獎。同年，也以第一高分成績，考進實驗中學國中部數理資優班。
國中三年，在陳惠珠老師和張菀婷老師的教導下，我更孜孜矻矻學習，順利地從實
驗中學國中部畢業，也以高分考進實中科學班，現就讀高二。
高一下學期，我提前通過科學班資格考，以及高中部的免修考試，得以提前在國立
清華大學修習高等微積分和普通化學。
數理科技萬花筒，令我目眩神迷；高中學程英文、數學、物理及化學，自學的挑戰；
大學學程高微普化普物的磨練，讓我的生活，忙碌緊湊，緊張緊繃，但，因為熱情，所
以不倦！

我是女生，我的夢想是念高微（危），則思謙沖而自牧；
瞻科學，則思宇宙以好奇。

勇於發表

虛心受教

亮妍在學習上勇於提出不同的見解和同學討綸，也懂得欣賞並接受別人的想法。他對
自我要求很高，參加國中數學競賽（JHM）前掛病號，仍利用候診時間加緊練習 ; 他重視團
體榮譽，取得團體競賽的代表權後，會主動召集同學討論，並引導學弟妺思考並理解問題。
他有著優異外語能力，在「2016 年亞太科學資優生論壇」擔任台灣區代表，以流利的外語

評審
的話

60

亮妍看到海報，自發性參加，參與動機強；具有熱忱且是位充滿自信的女兒，透
過自我參加比賽獲獎經驗，願意鼓勵他人，值得嘉許，期待未來擁有人文關懷培
養，可得全方位發展！

分享科學學習的經驗及介紹台灣。
推薦人──師長陳惠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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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56 屆嘉義縣中小學科學展覽會

國中組 - 生活應用科學類

最佳團隊合作獎

★ 第 57 屆嘉義縣中小學科學展覽會

國中組 - 生活應用科學類

首獎

★ 2016 年世界青少年發明展（IEYI）

未來無限

臺灣選拔賽國中組 - 安全健康類

佳作

勇於追夢

我很喜歡為班上做事、領導班上、帶領活動。雖說如此，平常和人相處的我卻有一點點害羞、有點沒辦法
精準表達出自己的想法、個性有點小迷糊，正在努力改善中！我媽媽是新住民，可我並不覺得她比別人差，更
可以說，因為媽媽背景的不一樣，讓我知道並認識了許多不同的觀點樣貌。我對未來抱有無限憧憬、夢想，踏
進高中校門時，我便告訴自己，一定要充實這三年好好讀書，同時要勇敢參加感興趣的活動，做出每個不後悔
的選擇。
喜歡嘗試各類事物的我，每件事情我都勇敢去闖，從小學開始，便會參加國英語文競賽等；國中接觸了國樂，
甚至高中當上國樂副社長；理科方面更在國中接觸了許多，感受到它的奧妙神奇之處 ! 也間接影響我選擇化工
科就讀。
我，是個正在努力追夢的女孩！

林明逸
國立嘉義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我是女生，我的夢想是讓爸媽不再辛苦，用自己的專業去幫助世界。
正面積極

熱於付出

明逸是個積極且熱心的優秀學習者，對於數理科學的求知慾相當高。除了國中有參與
多次的科展競賽，高中也選擇化工科就讀。在高一階段，除了參與校內國文與英文語文競
賽獲獎外，也在這男多於女的化工科中，得到科排第一名的好成就。明逸個性正面積極、
也樂於幫忙比較弱勢的同學，也很清楚自己未來的目標，期待評審們給明逸一個機會，讓
他可以獲得這項獎的肯定。
推薦人──師長王孟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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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逸是位有信心且堅持自己的理念，一步一步施行，堅定不向挫折低頭之勇敢精神及
毅力，明逸笑容很陽光，讓人感受到正面積極的溫度，對於未知的任務，可以再打開
更多想像力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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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佳欣
國立蘭陽女子高級中學
★ 2019 全國高中物理探究實作競賽 冠軍
★ 2017 全國海洋能創意實作比賽 冠軍
★ IEYI 全國青少年發明展暨台灣選拔賽 銀牌

我是女生，我的夢想是運用自己的專業 給世界小小的改變。

夢想走進偏鄉，成為行動程式設計師
我出生在一個偏鄉地區且家裡三代都是從事傳統殯葬業，從小我就對於自然與生活
科技有極大的興趣，小學三年級開始我積極參加每年的科展，到了國高中我更是參與多
元的科學競賽，像 : 國際思維運算賽、NICE 亞洲化學國際研討會、海峽兩岸青少年發
明展、遠哲科學競賽，甚至在 2019 全國科學探究競賽得到「女性桂冠獎」，除了科學
競賽外，我也常關注國際事務及女權議題，今年初我參與了國際特赦組織的寫信馬拉松
(write for her) 為在國外的女性們發聲。其餘課餘時間也會到偏鄉學校當志工，帶領他們
做小型科學實驗。
我的夢想是成為一位程式設計師並且走遍世界各角落科普知識 ，我們都知道科技是
現代社會主流，所以很多資訊是從網路得來的，但有些偏遠地區連個人的行動手機都沒
有，所以我想到世界各地科普知識，教他們如何使用網路並且給予正確的知識及觀念。
而我也在近期創辦了「What ？ in students」並擔任網頁撰寫負責人及編輯，並在網站上
發表幾篇關於女性或人權的時事，希望這一篇篇文章可以給大眾更多國際觀及正確觀念。

獨立思考 突破舊有思維
佳欣來自傳統殯葬業的家庭，家庭背景使她對科學態度與探究精神有相當的落差，但
對於科學的喜好，她本身能有效的突破傳統思維，是一個相當具有獨立思考能力及努力學
習的女孩。在實作活動上，很有自己想法又能接受意見，對科展競賽從不缺席，佳欣在乎
的是學習，而非名次，看她在作品一再的嘗試，卻沒有放棄，更沒有滿足舊有的成果反而

評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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堅持理念，堅強信心，透過自主的興趣及知識幫助家業，樂於幫助身邊的人及家
業，很有自信，「做中學，學中做」努力不懈，秉持初衷，有志者事竟成，相信
未來定能開拓自己的道路。

力求創新，用自己想法與實作能力將作品呈現，賽後依舊全心全力學習，絕對值得推薦參
加女兒獎。
推薦人──師長吳宏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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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全國風能與海洋能源創意實作競賽

★ 2017 IEYI 世界青少年創客發明展暨臺灣選拔賽
★ 2019 全國風能與海洋能源創意實作競賽

勇於當責

冠軍
銅牌

季軍

成就自己

我居住在偏鄉的地方，從小就對自然與科學有著深厚的熱忱，直到國中才有機會親身去參與各種自然科學
相關競賽，包含「焦距多變透鏡」研究，以及能源創意實作競賽所做的「洋流發電裝置」等，親身經歷後發現
這就是我要的！升上高中，我仍繼續參加各種科學競賽，並在 2019 全國科學探究競賽中得到「女性桂冠獎」，
而我也參加各種自然科學的營隊及擔任其志工，學習課外科學小知識外，也帶著小朋友完成有趣的小實驗。
我覺得「責任」是不論別人委託或是我自願去做的事，都應該努力完成它，屏除這件事困難或容易，又或
者需要花費許多時間與心思，當我決定好！這件事就會和我綁在一起，變成我的責任，我該好好面對完成，這
並不是一種負擔，而是對自己的一個「責任」。
我的夢想是當一位獸醫師，善用我的知識及能力幫助更多事物，期待得到 Formosa 女兒獎贊同我的作法並
支持我，也讓我有個目標繼續往前努力。

林 萱
國立蘭陽女子高級中學

我是女生，我的夢想是利用我的能力與專業，幫助世界。
挫折中不斷成長
我在三年前開始帶著林萱在自然與生活科技領域上學習，我會帶領她們自然學科的學
習與實作活動，這三年她就像海綿一樣，剛開始在各方面都不夠純熟，但她肯學也努力積
極的參加各種相關比賽或研討活動，這三年她在自然科技的表現已相當成熟，是相當值得

評審的話

肯定的一個學習者。
推薦人──師長吳宏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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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立自主、應答清楚，林萱有夢想、有感恩，對「動物」意識強烈，未來想當獸醫師，
是一個充滿自信和自主的女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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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奕瑄
臺灣大學資訊工程學系
★ 國際智慧鐵人創意競賽 冠軍
★ 哈佛書卷獎
★ 宏碁 being life 創作大賽 特別獎

寫出讓人幸福的程式
我是一個興趣廣泛的人，除了在科學上展現熱忱外，我也喜歡繪畫、寫作和唱歌等，
但我最引以為傲的不是我的各種能力，而是我樂於助人的性格。我經常自願擔任班長、
在學生會擔任愛德組組員，為偏鄉的孩子準備聖誕禮盒，也擔任學校的袋鼠姐姐。袋鼠
姐姐是由高二自願的學姐接受輔導室訓練，輔導袋鼠學妹度過充滿升學壓力與不安的國
三生活。當我的袋鼠妹妹在會考後感謝我，因為我的建議和鼓勵，讓她不再迷惘與害怕，
那一句「謝謝」讓我相信，我能成為點亮他人道路的一盞燈。
聰明是一種天賦，善良是你的選擇，與其被形容為「什麼都會的人」，我更希望成
為大家口中的「善良的人」。今後我也會繼續發揮樂於助人的特性，用我的多元能力幫
助他人，以大愛做小事。
我的夢想是在做自己喜歡的事的同時，也對這個世界有所貢獻。我在發掘自己對資
訊工程的興趣後，便報名學校的資訊菁英課程，並參加資訊學科能力競賽，最後如願考
上臺大資訊工程學系，期許自己有朝一日能寫出讓人幸福的程式。

我是女生，我的夢想是發揮所長，讓世界變得更美好。

敏察周遭

關懷他人

奕瑄對於一週一次的資訊課，態度絲毫不馬虎，樂於發問，常在一堂課程結束後，立
刻跑到台前與老師討論，釐清在課程中的疑惑。
此外，奕瑄代表學校參加資訊學科能力競賽的資格。態度認真堅持不懈，思考縝密極
具邏輯性，最終在競賽中取得佳績。

評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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肯定自己、相信自己，鼓勵他人向善、學習，具有台灣女兒面對挑戰，克服困難之
精神，在數理方面表現傑出，突破男女不平等之觀念，展現出挫折是進步的動力！

奕瑄經常放眼自身以外的事，敏察周遭環境的脈動與趨勢。使得她待人充滿耐心，富
領導力，又能留心到同儕的學習狀況並予以協助。
推薦人──師長劉國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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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台灣國際（TISF）

醫學與健康學科 三等獎、

★ 2019 突尼西亞 IFEST 國際展 大會金牌獎
★ 2019 年土耳其 OKSEF 國際展 大會一等獎。

面對生命無常，她選擇勇敢
有愛心，勇於接受挑戰，不怕困難，熱愛科學，這就是我─林佳妮。
長輩罹癌過世，走過難過情緒後，我期許自己能做些什麼來幫助人，這初衷成為了我的研究動力。為了兼
顧研究與學業雙重領域，我總在放學及假日到實驗室進行研究，並利用研究空檔，溫習並複習學校課業，幾乎
沒有休閒，我需要有效率地安排時間，大量閱讀論文，增進知識，並在面對實驗的失敗時，以正向態度面對並
修正之 ; 同時我也積極與教授學習及討論。最終我發現中草藥白花蛇舌草的有效活性成分「熊果酸」有抗胃癌潛
力。這樣的實驗成果使我有機會代表台灣參加 2019 年突尼西亞及土耳其國際賽，在國際賽事雙雙榮獲金牌，成
為雙金國手。
「女子無才便是德」的觀念及男孩數理科較強的刻板印象，使我在開始投入科展研究時，並不被看好。但
我相信女孩們只要帶著熱情，藉著努力，人人都能有一片天，走出屬於自己的路。
透過「Formosa 女兒獎」甄選希望能鼓勵更多喜愛科學的女孩，別怕困難，勇敢追夢。女孩們在學習科學上
並沒有任何障礙。

林佳妮
康橋國際學校

我是女生，我的夢想是成為第一線醫療人員為病人服務，成為對醫療發展有貢獻的醫療人員。
熱衷科學研究 堅定學習目標
佳妮是個樂觀的女孩，了解自己的興趣及需求，積極主動地規劃並達成自己設定的目
標，在數理科技類表現出色，喜歡實驗研究工作，從校內科展、台北市科展、全國科展甚
至國際展均獲得特優及金牌一等獎。
她在各方面傑出成績皆因她心地開闊、勤於學習、搜集資料，勇於突破各種問題的瓶
頸，堅持所做的決定所致，這些人格特質使我相信她未來是一位頗具潛力的女科學家。
推薦人──師長陳妙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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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長在重男輕女的家庭中，卻不畏懼的學習及展現，積極參加國際比賽，充滿信心並
肯定自己，願意分享在做實驗過程中受到阻擾及如何克服，鼓勵他人，並在國際發光，
值得鼓勵！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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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圍者簡介

不畏艱難、勇於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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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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19 屆保德信青少年志工菁英獎 ─ 服務獎、奉獻獎
★ 曾因勇敢追夢登上 20180606 聯合報、自由時報、中華日報
★ 擔任 2019 影響新劇場—16 歲小戲節製作組宣傳行銷

我 15 歲，為夢想而騎
我成長在基督教家庭，信仰中的敬天愛人、公義仁慈是全家奉行的準則，父母對我們的教育模式採取實驗
開放，全然接納，讓我們能盡情嘗試發揮。
從小我就是古靈精怪，喜歡不按牌理出牌，更勇於冒險，是個很有行動力、很瘋狂的女孩！小六時轉學到
特色小學，因此有機會上台表演相聲、參加游泳田徑比賽、英語劇的演出。國中會考後，為了挑戰自己，騎「獨
輪車」上學一周，來回約 10 公里的路程。過程中經歷摔車，汗水滴到眼睛，屁股為了夾緊獨輪車而酸痛不已，
但仍持續不放棄，並且自製板子「我 15 歲，為夢想而騎」掛在身上，傳達追夢的理念。
我相信生命能影響生命！很希望在將來可以出一本關於自己的書，將自己特別的故事寫成一本書，分享給
大家。讓每個女孩都能為自己感到驕傲，勇敢追尋自己的一片天空。

胡源馨
國立新營高中

我是女生，我的夢想是讓每個女孩都能為自己感到驕傲。
開朗笑語

陪伴身邊每一個人

源馨在學習過程中表現出十足的積極、勇氣、與決心。國三畢業前，身上背著「我 15
歲，為夢想而騎」的牌子，從住家騎獨輪車上學，來回近 10 公里的路程，宣告自己邁入
人生下一個階段，展現一個女孩自信成長的喜悅。騎獨輪車成為一種媒介，鼓舞孩子、同

評審的話

學，分享她騎車的技能，用開朗的笑語陪伴大家學習。
我很願意將源馨推薦給各位，她的勇氣冒險及自信活力足以成為女孩的榜樣。

源馨熱情、積極參與公益，將獨輪車與夢想串聯，展現自信與穩健的氣質。

推薦人──師長謝耀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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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于寧
國立科學工業園區實驗
高級中學附設國中部
★ 新竹市 106 年畢業生 科技部長獎、市長獎
★ 錄製電視節目《下課花路米 - 小小背包客
壯遊闖天下》
★ 105 年溫世仁文教基金會作文比賽 優等獎

我是女生，我的夢想是讓自己的足跡踏遍世界，用文字記錄旅行。

勇闖世界 探索自己
活潑大方且充滿正能量、外向、樂觀、幽默，喜歡幫助別人，經常參加各種不同的
活動、比賽，挑戰新事物和自己的極限，把自己有興趣的事物嘗試一遍。閱讀、彈琴、
寫作、旅行、熱愛學習。對於我想要追求的目標，會盡最大的力去完成。這就是我，邱
于寧，今年 13 歲。
我是一個很大膽、很愛嘗試不同事物、喜歡挑戰的人，參加了下課花路米這個節目，
親自到尼泊爾壯遊，體驗當背包客的生活，我和兩個旅伴去了尼泊爾這個陌生的環境，
經歷十二天的壯遊旅程，在零度低溫下攀登普恩山，走十幾個小時的山路，在人生地不
熟的環境承受著壓力、挑戰自己的極限，每一步都在考驗自己的意志力和堅持。
我現在渴望實現的夢想是能到世界各國旅行，雖然這個夢想聽起來很老套，但我想
要去旅行的原因是因為旅行能豐富自己的眼界、學習多不同的知識、欣賞世界的風景，
把自己旅行的經驗和軌跡用文字記錄下來，和更多人分享。旅行對我的意義是去探索自
己、讓自己成長，在陌生的國度學習，同時用自己擁有的能力去幫助需要的人。

挫敗轉為養分 笑容迎接每個挑戰
展現勇於挑戰自我、無懼大場面的特質，這就是邱于寧。高年級的她，成為校園小記者，
報導了資優班關懷童工的課程，將勇氣用在為弱勢發聲，以及挑戰尼泊爾 3210 米的高山的
背包客之旅，都讓我看見了她不怕困難、面對冒險的勇氣。她更視挫敗為養分，帶著笑容
迎接每一個挑戰，影響身邊的人，讓大家跟著她一起往前衝，展現不凡的影響力。

評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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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寧樂觀無懼、勇於嘗試、活潑外向，展現優異的世界觀。

推薦人──師長朱志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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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遇見十年後的台灣」 小英總統與高中生面對面論壇
★ 2018 智慧鐵人創意競賽

進入全國複賽

★ 107 年外交小尖兵英語種籽隊選拔

南區優勝

勇敢出走 擴大舒適圈
從小在家庭背景和自我性格矛盾的環境裡，讓我有活潑大方的一面願意去接觸新的人事物，有掌握細節不
隨便的做事態度，也有能夠沉著冷靜處理問題的方法。正是因為擁有各面向的性格，對於自己未來要走的道路，
我有勇氣自己做選擇。
我能夠勇敢地提出自己的想法並帶領大家完成任務，或嘗試挑戰舒適圈之外的各項活動，例如泳渡日月潭、
馬拉松賽跑、外交小尖兵英語種籽隊選拔、飢餓 12、智慧鐵人創意競賽等…。我活躍於各項比賽和活動，讓我
有機會不斷累積經驗、挑戰自我。勇氣讓我勇於挑戰，責任讓我全力以赴，莫忘初衷就是我的座右銘。
未來我希望參加外交部的國際青年大使交流計畫，因此，我要培養更寬闊的眼界和國際觀，如藉由多次參
與模擬聯合國的活動，來瞭解聯合國運作國際議題的流程，並深入了解各國在國際議題的看法。再來也須對台
灣本土文化有深入認識，藉由參與各地慶典來了解習俗蘊藏的文化意涵，並認識台灣的自然風景與特色小吃。
希望有朝一日，代表台灣走入國際時，讓世人看見台灣豐厚的文化內涵。

林庭羽
嘉華中學

我是女生 我的夢想是成為一個在生活中永不屈服的女孩。
不放棄挑戰自我的勇氣
憑藉著優越的演說能力，榮獲嘉義市中文演說特優、南區英語演說優等、外交部南區
小尖兵英語種籽隊優勝等。憑藉著挑戰自我極限的勇氣，參加泳渡日月潭、馬拉松賽跑等
活動。憑藉著認真負責的態度，帶領同儕舉辦校內飢餓十二、代表南區學校參加智慧鐵人
創意競賽等活動。庭羽同學不斷挑戰自我，完成許多「不可能的任務」。
推薦人──師長彭慧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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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羽思想成熟，積極接觸國際議題，勇往直前不斷挑戰的精神讓人敬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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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宜庭
桃園市內壢高級中等學校
★ 14 歲赴泰北戒毒村 國際志工
★ 15 歲赴美國俄勒岡州 國際交換生
★ 16 歲赴菲律賓馬尼拉亞洲青年論壇
與會者／台灣代表

我是女生，我的夢想是成為具有正面影響力的人。

聽見不同族群的聲音
從小我就喜歡參加活動，認識不同國家的人，熱愛單獨旅行，也挑戰人生中許多不
可能。以國際志工、交換生和台灣代表的身分走出台灣，發現原來以我觀看世界的角度
以及女孩子的身分，也可以為世界做很多微小但有意義的事情。
國中畢業後，獨自揹著行囊，以交換學生的身分，到美國西部俄勒岡州，進行一年
的獨立冒險之旅，在這期間嘗試了不同的挑戰，例如代表學校的田徑長跑、鉛球選手、
州立數學競賽的學校代表、校內學生會團隊，到社區當義工做回饋，介紹我居住的台灣
寶島，我希望能繼續冒險嘗試新事物，挑戰自己的極限。
我的夢想，是讓社會聽見每個不同族群的聲音，並以自己的力量讓世界關心到這些
潛在的社會議題。參加國際志工活動，至泰國北部戒毒村、孤兒院，而在國內，也不定
期到老人院、幼稚園和精神治療所幫忙，希望以自己的力量幫助這些社會角落的弱勢。
不只是探討與分析和喚起身邊民眾的意識，而是能為社會實際的付出行動，透過網路媒
體、民間非政府組織及更多的管道，做出最直接且可行的解決方案。

用好奇心探索世界
在青年培訓的事務中，態度常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令我欽佩的是，一個高一的小女生
在 300 個外國青年面前拿下麥克風，勇敢的分享自身的故事，這是我認為一個未來女性應
該具有的特徵，宜庭的外向與好奇心，讓他在一個國際會議中脫穎而出，在課餘也積極投
入模擬聯合國事務，提早對於自己的能力培養有更明確的打算，這是非常難得可貴的特質。

評審
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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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庭克服原生個性，勇敢表達自我，成熟的演講口才，在社會中發揮正面影響力。

推薦人──師長曾華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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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台北國際書展 《青春正好 讀小說》 詩歌朗誦表演
★ 台客演詩劇 622 閩南詩演
★ 學生創意戲劇比賽 優等

學習中，拾起正視自己的勇氣
從小，我便是一個好奇心很重的孩子，所有新鮮事物對我都非常有吸引力。對新事物很感興趣卻從不三分
鐘熱度，同時也是個喜歡挑戰的孩子。因此從國小開始便參加幼女童軍，田徑、直笛、跳舞、戲劇、圍棋都有
所嘗試。
曾經我是一個害怕人群和視線的女孩，因為他人質疑而對自己產生懷疑，也曾為了他人揶揄而止步不前，
直至現在有師長給予的契機才再次投入各項活動，嘗試了各項主持和戲劇活動也運用過往所學，為各項公益活
動主持，面對滿滿的人群和攝影機，現在的自己不再懦弱害怕，坦然面對批評和錯誤，透過揶揄和不看好讓自
己成為一個更堅強更無所畏懼的人，也因為本身的堅忍不拔，造就了現在充滿勇氣和熱忱的女孩。
對於自己的夢想便是能幫助那些需要被幫助的人，從中透過自己的努力和多方的宣導來實踐，身為學生的
自己，因為知道學校有辦捐髮捐血等活動，便詢問師長而開始投入各項活動的主持，而現在的自己雖無法捐血，
但希望發揮自己的能力，透過在校的宣傳也讓更多人投入這項活動。

邱翊嘉
臺北市立萬芳高級中學

我是女生，我的夢想是用自己有限的力量協助他人創造無限的可能。
發揮正向影響力
翊嘉在校一年的期間，不單單是成績名列前茅，亦參與各項公益活動的主持及推廣，
在活動中表現傑出，不僅如此，熱愛閱讀的同時，更參與國際書展和鄉土劇場的演出，他
的熱忱與勇氣感染了周遭的許多人，在同儕中樹立了典範，也感染了與其合作過的作家，
讓作家極力邀請他參與下次演出。藉此發揮影響力使得有更多的孩子一同投入了各項活
動，勇於突破自我。
推薦人──師長劉葳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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翊嘉看似羞怯實則內含勇氣，拋下過去的包袱，勇氣不只是口頭說說，
更運用在生命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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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如韻
Minerva Schools at KGI
★ 2017 HOBY 世界青少年領袖會議 台灣代
表兼 GlobalShowcase 台灣負責人
★ 2017 HOBY 世界青少年領袖會議 台灣代
表兼 GlobalShowcase 台灣負責人
★ 第 18 屆保德信全國青少年志工菁英獎 傑
出志工獎

我是女生，我的夢想是讓每個人都知道他們有作夢的可能。

傳遞溫暖，寫出精采生活
「你的興趣是甚麼 ?」曾經這個問題使我徬徨，望著做過的事卻尋不著特定的專長
或喜好，然而，在一場場生命歷險中我找到解答了，我的興趣就是冒險，勇敢挑戰不同
的自我。
從小，我是個外表看起來開朗，心理卻容易自卑緊張的人。國中意外接下班刊總編
的工作，抱著收集回憶的熱忱，那時不懂編輯與刊物製作的我，一步一腳印和同學討找
出製作內容和廠商，最後的成品也成了我第一次突破，原來就算一無所知，經由不斷試
驗和挫折也能更實踐。勇敢不是取決於恐懼，而是如何面對恐懼，過去我拿著麥克風說
話的手會發抖，我以為那就是膽怯，但在生命探險的過程，才發覺勇敢並非取決於是否
發抖，而是認知到手抖有沒有挺起胸把話說完，和事後思考如何改善的勇氣。
我的夢想是成為一個有故事且親切的人，用同理心去對待每個人，未來，想在世界
各地碰觸更多故事，也想嘗試非傳統教育體制的學習方式，世界上每一個故事都同樣值
得被聆聽和細心對待，願能讓社會多一份理解少一分傷痛，幫助他人走出陰霾，希望自
己能傳遞正能量，讓更多人感受到溫度，寫出更精采的生活。

用創意，燃起百人夢想
每個人都有夢想，但能為夢想付出多少又是另一回事了。對一個十八歲的人來說，能
為自己想做的事放棄原本所擁有是很罕見的，但是在如韻身上，這樣的事卻常常發生。她
發起「百人夢想計畫」只為讓人們勇敢說出自己的夢想，讓更多有夢的人，成為充滿故事
的人。她犧牲了她所熟悉的一切，只為聆聽更多的夢，鼓舞更多的人。因為，她的夢想是

評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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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韻突破自己、突破體制，超齡的成熟思想，願意當一個傾聽者，
用自己的力量去幫助他人。

成為一個傳遞正能量，激勵追夢者的存在。
推薦人──親友邱如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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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部青年署「107 年青年體驗學習扎根計畫」 優勝獎
★ 教育部國教署「第一屆青少年諮詢會」委員
★ 保德信第 18、19 屆青少年志工菁英獎傑出志工獎、奉獻獎

成為有故事的人
從小因為父母工作的關係，所以我很早就開始學習獨立。只要發現問題我就會開始想辦法，然後透過實際
行動解決問題，我不會因為年紀輕就看低自己，面對任何事情我都能勇敢的嘗試、解決、學習、突破，而當自
己勇氣不足時，我會尋找團隊、夥伴共同解決問題。
在「青年體驗學習扎根計畫」中，其中一項課程引用了幸佳慧老師《透明的小孩》一書，此繪本主要提到
的是兒童權利，很擔心如何和國小的孩子詮釋這本繪本的核心，但我勇敢的規劃詳細的課程與機構分享，在機
構的認同及幸佳慧老師的支持下，帶著將近五十位孩子一起閱讀繪本，互相討論，並鼓勵孩子朝夢想前進，不
要因為身分不同而害怕，最後帶領他們進行美勞的製作，成果也能放在機構作為展示。
我的夢想是成為一個有故事性的人，我觀察、紀錄每次活動中的感動故事，並且透過演講、展覽或營隊分
享給更多的人，希望這些故事可以幫助年輕人對自己更有信心，凡事都有可能，我也希望能幫助兒童，讓他們
思考自己的夢想、目標是什麼，我更希望幫助我自己去回憶一路上協助我的人，去感謝他們所做的一切。

金世涓
國立金門大學

我是女生，我的夢想是成為有故事性的分享者。
勇往直前不畏艱難
我所認識的世涓，是一個充滿熱情理想，並且努力付諸行動的孩子。他在學校成立了
志工團，進行各種志工服務，過程中經歷了各種從無到有的狀況，無論是企畫、經費、籌
備等，全都一一克服。讓人讚嘆其能力外，更佩服勇往直前不畏艱難的勇氣。參加青年體
驗學習扎根計畫，以騎腳踏車的方式到各單位服務，懷抱著能對社會有多一點的影響，努
力散播理念的行動。

評審的話

世涓個性樂天有想法，將自身過去經驗放入未來，是一個從自身改變社會做起的女孩。

推薦人──師長湯郁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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賴柏妤
嘉義市私立嘉華高級中學
★ 嘉義市學生音樂比賽

管樂合奏國小團體

A 組特優
★ 嘉義市學生音樂比賽

國中團體管樂合奏

A 組特優
★ 全國學生音樂比賽

管樂合奏國中團體 A

組優等

我是女生，我的夢想是用智慧去努力，幫助自己及他人活出一個不平凡的人生。

透過音樂，讓夢想種子發芽
我是個喜歡思考、分析問題的人。每當我遇到複雜的事情或關鍵的選擇時，我總會
坐在書桌前，提起筆畫起心智圖或分析圖，研究出利弊得失後，為自己作出最好的結論。
沒有天才的頭腦，但我願意為正確的事情而努力；沒有傾國傾城的美貌，我也能過的閃
亮自信。我是平凡人，但我想活出一個不平凡的人生；我是女孩，我勇敢築夢，也勇敢
追夢。
我自國小六年級參與嘉義市舉辦的國際管樂節踩街，連續四年的演出經驗，讓樂團
老師推舉我成為管樂隊總指揮。當表演即將開始的那一刻，我看到沿路雀躍的群眾，即
使艷陽高照，依然不減他們的熱情。於是我不再徬徨，拿出勇氣，卯足全力大步向前，
完成一場挑戰自我極限的表演。
經歷過各種比賽、表演的我，最喜歡看到觀眾聆聽旋律陶醉其中的神情，樂曲結束
後熱烈的掌聲，頓時覺得所有努力都值得了。我想組成一個快閃樂團，在繁忙的車站裡，
用音樂緩和用路人的緊張氛圍；在學校裡，帶給小朋友們更多的音樂饗宴；讓飽受病痛
之苦的病患有一絲溫暖的慰藉。

不怕挫折

一步步朝夢想前進

賴柏妤，一個似乎留著男性血液的女同學，有著不怕挫折的毅力，卻有著出眾的氣質；
不算是天才型的她，在學習各項才藝，各個學科，或是完成老師交付的各項任務，總是展
現出積極的企圖心，卻又不失女生應該有的細膩，對於任何超乎她實際能力的所有事物，
也都能用「不怕苦，不怕難」的態度來面對，「勇氣與冒險」實至名歸！

評審
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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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妤沉穩堅定、思路清晰，在指揮的經驗中展現可敬的勇敢精神。

推薦人──師長林俊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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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加 2018 年海牙國際模擬聯合國會議，探討環境議題
★ 107 年及 108 年 通過國立海洋生物博物館的珊瑚礁大使遴選
★ 108 年代表台灣參加以色列國際環境青年領袖會議

出走台灣

看見世界

我從國中開始，就積極參與各類社團活動及志工服務；我有勇氣去嘗試不同的事物；為了我的夢想走出舒
適圈；更有勇氣接受失敗的結果並且下次繼續努力。此外我對環境保護亦十分關注，舉凡資源再利用，珊瑚保
育及永續城市發展等議題，都是我近期積極參與並投入心血的課題。
我很幸運在 108 年代表台灣參加「以色列國際環境青年領袖會議」，並擔任隊長。這次活動的主題是「永
續城鄉」，我們還肩負了把台灣介紹給與會國家的重任。透過這次交流，我們有機會接觸到以色列、捷克、保
加利亞、東／西德、奧地利及荷蘭等國家的青年代表，在把台灣介紹出去的同時，也感受到歐洲人的思考模式
和做事方法真的和我們大不相同，是十分難得的經驗，也再次突顯「走出台灣看世界」對年青世代的重要性。
我的夢想是希望這塊土地可以好好的被保護，不被破壞，讓未來的孩子們仍舊可以看得到青山綠水，聽得
到蟲鳴鳥叫。透過每次活動，彼此鼓勵學習，把我的理念和環保的重要宣揚出去。號召更多的人一起來為我們
的環境多盡一份力量。

楊凱曦
國立科學工業園區實驗高級中學

熱愛土地

我是女生，我的夢想是 走出台灣看世界，致力成為環境領袖，
為地球永續發展，善盡地球公民的責任。

力行環保撐台灣

凱曦從小是一個對自己不太有自信的孩子，但在她心中，從來沒有停止過對夢想的追
求，對於自己有興趣的領域，從不停止學習成長。為了珊瑚保護，她主動爭取參與國際交
流，透過一次次出國參訪的經驗，讓她愈發獨立，對於過程中的辛苦，也不曾聽到她的一
句抱怨。我們很驕傲的看到凱曦，，讓自己成長蛻變成一個自信開朗的女孩。
推薦人──家長楊明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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凱曦用謙虛態度學習成長，勇於嘗試且願意付出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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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晴矞
台北市立第一女子高級中學
★ 105 年多語文競賽 客家語字音字形國中組
北市第一名
★ 108 年全台興趣實踐論壇 志工
★ 特殊市長獎

我是女生，我的夢想是成為一個對社會有貢獻的人。

對未知事物充滿好奇
我的爸媽都是老師，他們十分要求我的課業，也時常在我態度不對時矯正我，因此
我在做正事時能夠嚴謹有效率，也能勇於嘗試新鮮的事物。因為對於未知的事物，我能
抱持著正向積極的態度多多嘗試，而且總是能對努力完成自己的責任，不讓他人擔心。
國小三年級時，我對於毫未接觸過的客家語十分好奇，於是便憑著這股傻勁，踏入
了客語的世界。四年級我參加了很少人願意挑戰的字音字形，但我並不是一個客家人，
家裡更不可能說客語，不過我還是不畏艱難地完成挑戰並獲得了獎項。上了高中後加入
韓國文化研究社並考上了舞蹈教學資格。加入之前的我完全沒有舞蹈基礎，但我相信只
要願意付出，努力精進自己，一定會有好的結果。
未來我想成為一個對社會有貢獻的人。我認為這不是一件簡單的事情，於是我開始
尋找志工活動，發現有很多跟我同樣年紀的人也為了未來能回饋社會而努力著，貢獻社
會的行動不侷限在慈善活動等，因此我想嘗試藥劑方面的工作，如果能研發出優良的藥
物，不也是貢獻社會的一種嗎 ? 當然這只是其中一部分，我會繼續在求學路上找到更多
的答案。

面對劣勢

毫不退縮

晴矞是道地的閩南人，要把客家語學好的確不容易，但她做到了，不畏艱難、勇於挑戰，
對於非常陌生且處於劣勢的挑戰毫不退縮，反而積極向上。國小四年級時面對接觸不到一
年的客家語，竟能在校內字音字形比賽中脫穎而出，更繼續向前邁進，參加市賽獲得了第
二名，國中、高中更拔得頭籌參加全國賽，開啟了客家語字音字型的選手人生。

評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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晴矞克服環境限制，努力突破社會對他身份的標籤，對於未來很有想法，
並且懂得感恩。

推薦人──師長溫含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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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績優社團獎
★ 協辦多次捐血活動
★ 成立慈愛青年社

慈善青年

力行社會服務

我是個都市小孩，從小在臺北長大，但家境清寒，經常需要別人伸出援手幫助，因為經常受人幫助，所以
我也會想幫助其他人。我非常內向，但為了幫助更多的人，我鼓起勇氣，主動跟著老師一起舉辦各種活動。付
出實際的行動，展現出我的活力。
一開始知道學校有捐髮活動，就主動到相關處室報名參加，後來就跟著老師一起舉辦各種活動，主要是捐
血和捐髮。我們利用午休時間、下課時間，到各處室、各班宣傳，貼海報、發報名表等，甚至到山下宣傳，沿
路邊走邊詢問各家店的老闆，是否同意貼上我們的海報，幫忙我們宣傳。為了讓更多人知道我們的存在，我親
自創立一個新的社團—萬芳慈青社，讓我們所做的事可以延續下去。相信未來會有越來越多人了解我們社團成
立的目的，並且加入這個社團。
我目前渴望的夢想是，希望有更多人可以知道我的存在，並且了解我從事這些活動的意義，期許自己可以
從原本幫忙宣傳、跑跑腿的小志工，進而逐漸成為有能力自己舉辦一場活動的慈善青年，用更有效率的行動力，
吸引更多人可以跟我一起幫助需要幫助的人。

王瑜桂
臺北市立萬芳高級中學

我是女生，我的夢想是這個世界因為我的存在，而變得更加溫暖！
克服恐懼

跨出每一步

從瑜桂處事的態度中可以看出她是個較內向的人，但勇於從事社會服務，主動參與校
內捐髮捐血等活動，甚至到校外參加志工服務，跨出勇敢的第一步，這股勇氣值得讚許。
活動中皆需要大量接觸陌生人，但總是可以看到她努力克服心中的恐懼，為他人講解，與

評審的話

他人接觸，並處理好師長交代的任務，是個有責任感的孩子。
推薦人──師長劉葳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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瑜桂從生活中實踐夢想，克服害羞內向的個性，積極參與社會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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勇氣冒險獎

劉采薇
台北美國學校
★ 2019 年青年氣候行動獎學金
★ 錄取亞太綠人聯盟 實習生
★ 「Fridays For Future」全球氣候罷課
少年客座講者

永不放棄

推廣環境永續

我是采薇，生長在美麗的台灣，她孕育我開朗熱情的性格，還有永不放棄的行動
與盼望。我認為行動跟知識一樣重要，所以關心環境問題的我，會用各種方式進行環
境倡議，讓大家關心氣候的變化。我去環境生態營隊拉大提琴，訴說自然與人和平共
存的故事。課餘時間推動源頭減塑，呼籲大家降低消費、減少廢棄物。春假去菲律賓
Tacloban，在氣候變遷摧毀的社區裡陪伴孩童。暑假則在台東，教導小朋友環境永續的
知識。
今年我申請參加聯合國青年氣候高峰會議政治參與權，我想代表亞洲地區的女生，
進行氣候峰會的遊說，也想代表台灣的年輕人，告訴全球保育台灣白海豚的重要。我也
在學校成立一個新的社團「Sarnelli House」，主要是希望喚醒大家正視 HIV，協助患病
者去除刻板印象，並重新分析疾病、社經地位，與全球環境的相互關係。
未來我希望可以讓全世界的人都重視環境與氣候問題，目前我採用的方式是在不同
的地方擔任志工，教小朋友認識聯合國環境永續目標。同時也在生活中推動減少消費、
從源頭減塑的工作，呼籲大家共同為了更好的環境一起奮鬥。

我是女生，我的夢想是讓全球世界都重視環境永續。

超齡表現的青年外交官
采薇從小就非常關心地球環境的綠色未來。今年全世界各地青年的氣候行動「Fridays
for Future」，她積極投入籌備工作，特別是在宣告記者會上，中英文演講的精彩表現，讓
台灣青年的活動被凸顯於中外媒體報導。她在許多方面的表現，明顯超越同齡的青少年，
她的潛力值得我們珍惜與期待。

評審
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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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薇思想成熟且富同理心，成立社團推廣自己的理念，具備過人的勇氣。

推薦人──國際環保工作夥伴潘翰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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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ian Girl Ambassadors
Congratulations on your nomination for the Asian
Girl Human Rights Award, the Asian Girl Community
Development Award, and the Asian Girl STEM Award. You
have faced numerous challenges, fought against the odds
to bring positive impacts to your community, stood up for
human rights and improved the rights of other Asian girls.
You have highlighted many issues that are experienced by
girls across Asia, such as: human trafficking, child marriage,
taboos against menstruation, cyber violence, limited girls’
political and community participation, girls education in
STEM fields, and girls’ rights to play sports.
Your advocacy and activism have changed the lives of
others, benefiting your community, city, and your country!
The world is better place because of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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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Asian Girl Awards Applicant List
MONGOLIA
Bolortungalag Batnasan
Purevjav Mygmarjav
Anudalai Tsetsegee
Myagmarsuren Gansukh
Narandulam Davaanyam
Agimaa Otgonbaatar
Enkhjin Batmunkh

TAJIKISTA
Suman Abdumanofova

SYRIA
Sama Hejazi

TAIWAN
Liang-Yan Chen
Jun Dai Cai
Wen Yun Lin

NEPAL
Kajal Maharjan
Swastika Acharya
Babita Pariyar
Preety Bhusal
Asha B.K
Sapana Pau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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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ETNAM
Le Thi Minh Phuc Le Cong Vin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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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griti Child and Youth Concern Nepal
(JCYCN)

艾紗．BK

Asha BK is 18, from Kawasoti Municipality-11, Nepal. She is currently the president
of Nepal’s first child’s club . She is also a peer educator of girl’s empowerment project
conducted by JCYCN. She has led self-defense training against violence and conflict,
leadership, hygiene and homemade pads making program. Additionally, she also took
part in the CEDAW program where she reported girls’ issues in her district. She is an
avid sportsperson, particularly fond of boxing, and encourages other girls to participate
in the activities to increase their self-confidence and self-esteem. She hopes to be a
kick-boxer and a social workers for girls in the future.

A s i a n G irl A mb a s s a d o rs

Asha BK

Dare to Dream

尼泊爾賈桂提兒童及青少年關懷組織

勇於夢想

★ Reported to the regional Women and Girls'to CEDAW Program
★ President of Nepal's First Child's Club

艾紗．BK 今年 18 歲，來自尼泊爾 Kawasoti Municipality-11。她目前擔任尼泊爾第
一個兒童社團的主席，也是 JCYCN 辦理女孩賦權計畫的教育者。她主導了眾多計劃，包
括預防暴力和衝突的自我防護訓練、領導力、衛生、和自製女性生理墊的培訓。她也參
與了 CEDAW《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計畫，協助彙整區內女孩的議題。她也是
一位體育健將，尤其喜歡拳擊。她鼓勵其他女生透過運動，增加自信。她希望將來，可
以成為一名優秀的拳擊手，和一名為女性服務社工。

★ Avid boxer and Leader of Self-Defense Training Program
★ Leader of Workshops such as Leadership Training, Hygiene Education, and Homemade Pads Making
★ 彙整區域婦女、女孩議題，參與 CEDAW 計畫
★ 擔任尼泊爾第一個兒童社團的主席
★ 拳擊運動女健將，主導女性自我防衛訓練計劃
★ 主導領導力培力、衛生教育、和自製女性生理墊等眾多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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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ang-Yan Chen

陳亮妍
新竹科學園國立實驗中學

Liang-Yen Chen is a gifted student currently studying in the Science Class at the
National Experimental High School in Hsinchu Science Park. Her personal experience
of studying in advanced math class since elementary school has shown that girls have
always been minorities in these classes and thus the difficulties of navigating the STEM
world for girls. However, she proved that girls are equally capable of handling these
subjects by participating in many national and international Mathematics and Science
competitions. Additionally, she has devoted her summer to volunteering at Kaigong
Elementary School in Miaoli to share her knowledge with younger girls.

A s i a n G irl A mb a s s a d o rs

STEM For Girls

In pursuit of her scientific dream, she would like to show appreciation to her
Science Class' homeroom teacher, Laura Hsiumin Liu, the Excellent Teacher Award
recipient Chuching Chu, and the director Tian-Ding Chuang. “I could not be where I am
at today, pursuing advanced knowledge in NEHS, NTHU and NTU had it not been for
their encouraging support, endless love and tolerance."

在 STEM 看見女力

★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Cultivation of Physics Talent Program (Currently enrolled)
★ Received Excellent Standard for the Russian Academy: Global City Math Competition for Junior High
★ Invited by IBSH to attend Mock United Nations in Hsinchu representing Morocco in 2018
★ 錄取臺灣大學 106 學年度高中物理科學人才培育班
★ 俄羅斯學院──環球城市數學競賽 國中組佳作
★ 2018 年新竹模擬聯合國 摩洛哥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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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亮妍是一位在新竹國立科學工業園區實驗中學的高二資優生。從小就讀數理資優
班的她體認到，在這些班級中，女性永遠是少數。遷就於女性為少數的身分，讓她時常
處於「被選擇」，而不能主動選擇，因此她努力讓自己保持好成績，參加諸多國內外科
展及數學競賽，讓自己的實力被看見。另外，她也利用暑假到苗栗開礦國小擔任志工，
與女孩分享數理方面的知識。
為了精進數理知識和能力，每天，她都勉勵自己要保持好奇求知的渴望，這股蠻勁
與堅持，支持她一路考進數資班、科學班、清大 / 台大資優數理高中生培訓班。「當我
沮喪時，我的導師，劉秀敏老師，耐心的安慰我，鼓舞我；當我彷徨時，科學班主任，
莊添丁老師，他總是適時給予指導；還有實中國小部朱志青老師，時常捎來關心，激勵
我勇敢前行…熱情所在，心之所往，因為科學夢想！謝謝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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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yagmarsuren Gansukh
Princess Center

馬甘馬蘇仁．甘肅

Myagmarsuren Gansuk, also known as Miga, is a 16-year-old teenage girl living
with her grandmother in Ulaanbaatar. She has been actively involved in leadership
activities since 6th grade and is currently part of 5 organizations voicing concerns for
children, especially girls'rights. Having experienced gender inequality first-hand in
school council meetings, she thus became a strong communicator across her school,
community, and country; bringing up-to-date knowledge on rights and reproductive
education to girls and calling the attentions of adults, politicians and the public press on
issues surrounding girls.

A s i a n G irl A mb a s s a d o rs

Advocate for Girl's Rights

公主中心

為女孩權利而倡

★ Represented Mongolia and Asia at the General Discussion in Geneva, Switzerland to speak about the

16 歲的馬甘馬蘇仁 ‧ 甘肅與奶奶住在首都烏蘭巴托。她在國小六年級時，便積極
參與領導力活動，目前她活躍於五個兒童、女孩權利方面的組織。馬甘曾在學校遭受老
師重男輕女、忽視女學生權益等對待，因此她更加積極在學校、社區與全國各地演講，
積極向政要和媒體呼籲，並且和社會溝通，同時希望帶給身邊及國內的女孩，更多關於
女權、生殖、與性方面的知識。

difficulties of advocacy faced by girls
★ Speech to Local Politicians in the “National Children Meeting” about Difficulties Confronted by Girls
★ Organized “Arm Force Promotion Day” with the Police Academy Ulaanbaatar, to Change Public Opinions
on Girls'Careers Options
★ Originally the Only Female Player in the School's Morinkhuur Band but Successfully Taught and Invited 12
Girls to the Band

★ 代表蒙古、及亞洲至瑞士蘇黎世參與會議，發表女孩在倡議之路所面臨的困難
★ 於「國家兒童會議」向政要演講女孩所面臨的困難
★ 與烏蘭巴托警察學院共同承舉辦「軍事推廣日」，試圖打破女孩生涯規劃的刻板印象
★ 曾經是學校馬頭琴樂隊唯一的女生，教導並帶領 12 位女孩加入樂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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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rian Agency for Rescue
(SAR Academy)

莎瑪．赫扎日

Sama Hejazi was born in Damascus in 2004. She joined marches during the
Syrian Revolution but had to leave the country with her family due to the war in 2013.
They first fled to Egypt and finally settled in Turkey in 2014. Soon after, she joined the
Syrian Agency for Rescue Academy and began learning to play the guitar. Her musical
journey has continued throughout her stay in Turkey where she also brought music to
girls, children and the handicapped in the Syrian Refugee camps.

A s i a n G irl A mb a s s a d o rs

Sama Hejazi

Music Soothes the Soul of Traumatised Refugees

敘利亞急救組織

用音樂撫慰苦難靈魂

★ Joined marches during Syrian Revolution

莎瑪．赫扎於 2004 年出身大馬士革。她在敘利亞革命時，站上街頭並參與遊行，
然而戰爭發動後，她和家人不得以在 2013 年舉家搬遷至埃及，而最後在 2014 年輾轉來
到土耳其定居。來到土耳其後，她加入了 SAR 組織（敘利亞急救組織），並開始學習彈
奏吉他。在她學習吉他的 3 年間，她努力將音樂撫慰人心的魅力帶至敘利亞難民營，陪
伴營中的兒童、女孩、與殘疾人士。

★ Created videos and ads
★ Carried out musical and theatrical activities with SAR
★ Played and taught music to children, girls and the handicapped in Syrian Refugee Camps
★ 參加敘利亞革命街頭遊行
★ 拍攝影片和廣告
★ 參與 SAR 主辦的音樂及戲劇演出
★ 在難民營表演及教導兒童、女孩、殘疾人士音樂，用音樂撫慰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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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gimaa Otgonbaatar
Princess Center

阿姬瑪．奧特共巴塔

Agimaa Otgonbaatar is a sixteen-year old protester against gender stereotypes.
From her founding of a Girl's Club at school to pursuing her own dreams of becoming
an environmental scientists, she has spared no efforts in providing girls a more equal
society to live in. Her club provides girls with a space free of discrimination, where they
can hold weekly discussions on gender issues and support each other to reach their
full potentials. Her own academic interest in science has been negatively viewed by her
family, since girls are discouraged to outshine boys in Mongolia.

A s i a n G irl A mb a s s a d o rs

Against Gender Stereotypes

公主中心

打破性別刻板印象

★ Founder of Girl's Club at her school
★ Pursued the Dream of Studying Environmental Science Despite Against Gender Norms

阿姬瑪．奧特共巴塔是一位熱愛打破性別刻板印象的 16 歲青少女。她在去年成立
一個女權社團，並在每週會議中，討論關於女權的議題，相互扶持。在蒙古的性別刻板
印象中，女性應該擔任丈夫的賢內助，溫柔賢淑，即使取得高學歷，也應該從是比較「女
性」的科目，如護理、師培等。然而阿姬瑪踏上了異於一般女孩之路，決定往環境科學
發展。即便受到家裡的反對，她仍義無反顧的往前，並在艱困的路途中，攜著其他女孩
的手，為性別平等而努力。

★ 在學校創立女孩社團
★ 挑戰既定性別刻板印象，不顧家人反對，堅持追夢學習環境科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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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ublePump 女子籃球誌團隊與現場女孩們互動分享 ( 新北 )

2019

女孩日實況

高雄在地女足球教練，帶著女孩們體驗足球運動，並分享自己與足球相遇的生命故事

各小隊女孩們至戶外向路人分享四天所學的成果 ( 高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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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女孩日 - 名人講座 - 邀請拳擊教練吳宜霏分享
女孩們專心傾聽名人 - 陳怡安分享 ( 新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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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MOSA 女兒獎面試直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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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MOSA 女兒獎面試直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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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MOSA 女兒獎面試直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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