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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力女孩創造未來
勵馨基金會 執行長

今年勵馨「台灣女兒獎」邁向第 18 屆、「亞洲女孩獎」也進入第 8 屆。勵馨女兒獎從首屆舉辦以來，
見證了台灣女孩們的轉變。隨著性別平權觀念日益普及，我們很欣慰地看到越來越多女孩勇於發聲，為
女性爭取權益；她們多才多藝、充滿活力與熱情，用行動證明女孩的力量不容小覷 !
從今年報名女孩的故事中，我們看見許多面臨生命困境，需要努力突破限制，仍不屈不撓、踏實築
夢的堅強身影。無論是遭逢疾病或較為脆弱的家庭處境，女孩們把眼前的障礙轉變為成長的契機。她們
拒絕用外界貼上的標籤定義自己，而是用精彩的表現告訴世人 : 成就並非僅憑出身決定，雖然在圓夢的
路上跑得辛苦，但最後豐收的果實將更為甜美。
在專注個人發展的同時，女孩們也積極投身公益，到偏鄉擔任志工。也有來自偏鄉的女孩，以自身
的觀察和經歷，致力回饋故鄉，為爭取偏鄉學童的權益發聲。有些女孩們主動參與，甚或組織各種活動，
讓偏鄉孩童在藝術創作、外語能力、科技工具使用等領域，有更豐富的學習機會。也有女孩們透過公益
表演，將自己熱愛的舞蹈文化帶入偏鄉。她們徹底發揮「助人為快樂之本」的精神，將關愛拓展至需要
幫助的弱勢族群，及自己身處的社區、社會、到整個地球環境。
科學、科技與工程是未來發展的關鍵力，但普遍來說，亞洲女性的科技力明顯處於劣勢。因此今年
勵馨特別以「運用科技，深入議題」做為「亞洲女孩培力營」的主題。遠在蒙古、尼泊爾、土耳其、敘
利亞、日本、泰國、菲律賓的女孩透過線上參與，學習運用創新的思考模式及科技工具解決各種社會議
題，我們期許更多亞洲女孩，瞭解改變世界的力量就在自己手中。
培力女孩一直是勵馨的使命，我們相信只要給予女孩們足夠的支持，讓她們有機會充分發展自己的
潛力，未來她們將創造無可限量的價值回饋社會。讓我們一起投資女孩、期待她們活出最真實美好的自
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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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irl Empowerment to Create a Better Tomorrow
Wang Yue-hao, CEO of the Garden of Hope Foundation

2020 marks the Garden of Hope Foundation's (GOH) 18th “Formosan Girl Awards” and 8th “Asian Girl Awards”. Since
their first year, the Formosan Girl Awards have testified to the transformation of Taiwanese girls. As general awareness for
gender equality gradually rises, we are happy to see more and more girls bravely speaking up to fight for women’s rights.
Possessing a wide range of skills and talents, the girls are full of life and passion, demonstrating with their actions that girl
power is a force to be reckoned with.
From the stories of the girls who applied this year, we learned about the great difficulties in their lives, the hard work it
took to overcome their limitations, and the strength of character needed to keep pursuing their dreams. Whether it was an
illness or a disadvantaged family background, the girls transformed the challenges they faced into opportunities for growth.
They refused be defined by the labels other people stuck on them, but instead let their outstanding performances tell the
world: Success is not just determined by your background. Despite the difficult path to chasing a dream, the rich reward at
the end is all the more satisfying.
As well as focusing on personal development, the girls also eagerly worked for charity and volunteered in rural
villages. Some girls from the countryside are dedicated to giving back by using their own observations and experiences to
fight for the rights of students in rural areas. Some girls participated in and even organized various activities to enrich the
learning opportunities for students in rural schools, in the fields of creative arts, foreign languages, technological tools and
others. Some girls introduced their passion for dance into the rural villages through charity performances. Fully carrying
out the spirit of the Chinese saying “Helping others is the foundation of happiness”, the girls extend their care to minority
groups who need help, to their communities, to society, and to the entire global environment.
Science, technology, engineering and mathematics are key skills for future development, but Asian girls are generally
disadvantaged in STEM related fields. In light of this, GOH chose the theme “Utilize technology to enter deep into issues”
for this year’s Asian Girl Power Camp. Participating online, girls in faraway Mongolia, Nepal, Turkey, Syria, Japan, Thailand
and the Philippines learned how to use innovative thinking and technological tools to resolve social issues. We hope many
more Asian girls will understand that they have the power to change the world.
Girl empowerment has always been a GOH mission. We believe that as long as we offer girls sufficient support and
provide them with opportunities to develop their potential, they will create and return unlimited value to society. Let’s invest
in girls so they may live a life that expresses their most authentic and beautiful sel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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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創作獎
評審

4

數理科技獎
評審

賴予喬

羅文婷 Cindy

涂敏芬

金曲獎、金音創作獎 得獎藝術家

mixcin dance academy

淡江大學 企業管理學系教授

請繼續探索、摸索這個廣大的世界，投
入且接受挑戰！

舞蹈教室創辦人

在行動中發現，在模糊中前進！

要堅持自己的夢想。

許中怡

楊迪華 Anne Yang

林芝存

女主角飾品 創辦人 & 設計師

台灣微軟研究開發處 副總

財團法人亞太心理腫瘤學

妳要去相信，自己是值得的，深藏
的珠玉終究會散發出光芒，做自己
人生的女主角。

不要活在世俗的價值觀裡，開發自
己的興趣和才能，活出獨一無二的
精采人生。

交流基金會執行長
永不忘記夢想，活出自己，活在
當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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鍾艾凌
TFT 對外關係組組長
Be the change you want to see in
the world. 成為你想看見的改變。

體能運動獎
評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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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群經營獎
評審

范悅圓

馬怡鴻

吳宜霏

首位Ａ級證照棒球女教練

國立體育大學教練 / 前女籃國手

博拓運動空間拳擊教練暨行政總監

/ 體育發展推廣者

用運動改變人生。

/ 高雄市女性權益促進會理事

夢想就在路上，邁開步伐向前走吧！

性別不是框架，讓自己成為滾動社群的
力量。

黃偵玲

陸慧綿

台灣第一位女子職業綜合格鬥家

「迷走廣州 Mickey On The Road」

成為生命的格鬥家，永不退縮，堅持自
己應有的權力。

導演
你不是三八，你是活潑，你不是雞婆，
你是有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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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語萱 Sherry Lin

Introduction of Judges

前進南極點長征隊唯一女性
女兒們，讓我們一起活出不屬於任何
人，只屬於自己的人生。

Khushi Kabir

勇氣冒險獎
評審

● The director of the Centre for Policy Dialogue.
● Joined Nijera Kori, the largest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in
Bangladesh, as a coordinator.
● Coordinator of the One Billion Rising(OBR) in Bangladesh.
● Worked in rural areas of Bangladesh with marginalized communities
and helped poor people.

黃百樂
攀岩蜘蛛女

Linda S. Y. Wong

Formosa 女兒獎至今已 18 年，顯見勵馨
基金會對於「性別平等議題」不斷的努
力實踐中，希望所有台灣女兒們大家一
起努力，繼續朝性別平等的目標邁進。

The Executive Director of the Hong Kong Association Concerning Sexual
Violence Against Women (ACSVAW).
● Women’s Studies at the University of Kent, UK, MD and Counselling at
HKU, MD.
● Set up ‘RainLily’ in 2000, the first sexual violence crisis centre in Hong
Kong (www.rainlily.org.hk).
● Has rich experiences in advocacy work in issues facing women.

王孟宸
第四屆 Formosa 女兒獎
數理科技得主
這個世界會用你想不到的方式為你帶
來禮物，也希望你們能用自己的能力，
給更多不同的人帶來禮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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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agyaa Rai
● Graduate of gender studies with a solid experience in the GBV
programming.
● An APMG certified Project Management for Development Professional.
● Has worked with various development partners such as the UNFPA,
AmplifyChange and National/Local NG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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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FOROMSA 女兒獎
特殊創作獎
彭晨祐
林耑妤
林俐
張嘉莉
江品萱
王思予
吳宛諭
陳郁文

數理科技獎
陳禹縉
林萱
程筠
陳子晏

體能運動獎
賴鈺雲
古安妤
邱雅婷
楊羽媃
林芷歆
黃婕瑜
高毓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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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圍者名單
社群經營獎
廖欣妤
羅雋甯
黃芝柔
許育真
林宜蓁
鄭芯
許宛庭
錢佳湲
馮楹芷
胡源馨
凌瑋彤
陳香頤
葉柔葳
吳欣欣

勇氣冒險獎
陳依婷
黃榆庭
鄭亦珊
錢佳榆
沈利倩
劉倚瑄
陳歆
李家芸
陳莉蓁
李昀蓁
陳坤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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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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女兒透過文字、
舞蹈、影像、繪畫，
展現自己的獨特視野，
說出精彩動人的故事，
將特殊才華展露無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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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創作獎

★ 2020 國際合作社節微電影比賽第三名
★ 第十九、二十、二十一屆金陵文藝獎新詩第一名
★ 2019 民視高中生主播記者培育夏令營專題競賽報告第一名

舞向國際

讓更多人看見自己

我生長在一個歡樂的家庭，父母用自由開放的方式教育我，我們像極了朋友，爸媽常鼓勵我去體驗不同的
事物，例如試鏡拍廣告，或是參加戶外活動。
我的個性活潑開朗，很容易就能認識朋友，我喜歡跳舞和聽音樂，每當課業壓力大，就會透過音樂及舞蹈
讓自己釋放壓力，欣賞舞步同時也讓自己腦力激盪！
我自認有自信、活力和勇氣的特質，2019 年參加「首爾國際舞蹈大賽」創新民俗舞蹈組的個人舞比賽，當
時從台灣初賽、韓國的晉賽到最後決賽，我一直謹慎的告訴自己要加油，勇敢在舞台上展現。在決賽當天我發
生了一個大失誤，當下即使嚇到眼淚就要奪眶而出，但下一秒仍是繼續露出微笑，並跳完整首曲子；很幸運地
在最後得到評審的肯定，這次的經驗對我來說很珍貴，讓我更有信心自己能戰勝未來的每一個挑戰。
我不斷的積極學習，拓展自己的視野，並藉由比賽、舞團表演的機會和不同的課程來累積經驗。我的夢想
是可以到世界各地演出，讓更多人看見自己的表演！

彭晨祐
臺北市立育成高級中學

我是女生，我的夢想是發掘、紀錄臺灣美麗的人文風土，讓全世界看見臺灣的美。
具有創造力思維

在藝術領域持續成長

思予對於藝術，是個易感、具有一定敏銳度的學生。對美的事物，擁有非常寬闊的心
胸，會包容所見的各種異同，並且能夠發自內心的欣賞。她能觀察出各種事物表象之下所
傳達的訊息；同時在熱愛的事物上，她能夠保持高度的專注。整體來說，思予極具創造力，

評審的話

同時能夠將她在藝術鑑賞上的獨到見解分享給大家。
推薦人──師長湯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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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強烈的個人特質，對於自我目標有明確的方向與堅持。表現成熟，穩重，說話的
口條與態度很好，聲音的質地非常有特色，音色知性有質感，整體來說是非常有自信
的女孩，令人期待未來在口語表達上的表現。
15

特殊創作獎

林耑妤
台北市私立延平高級中學
★ 2016/2017 全國中等熱舞大賽國中組 - 亞
軍 / 季軍
★ 2016-2018 年新北市泰山區音樂比賽木管
個人賽列第二名 / 第一名 / 第三名
★ 國中 / 高中校內閩南語演講比賽第一名

我是女生，我的夢想是敢秀敢努力，充實自己，成為有正義感的人民保母 - 女警官。

運用專長發揮無限可能，夢想成為人民保母
我出生在雲林，父母不吝給我很多的資源，很用心栽陪我，我從小就喜歡嘗試不同
的活動，並樂於參加活動競賽，包括舞蹈，演講，豎笛演奏…等等，讓我得以在校內擁
有許多志同道合的朋友。
還記得，國小剛畢業的那年，第一次參加女兒獎甄選；睽違多年，我又提起勇氣，
再次挑戰自己，報名參加女兒獎。在準備徵選資料時，不禁回想起這幾年的點點滴滴…
幸運的我，生活得如此精彩。
我最自豪的是，我將在舞團所學應用到學校，帶領同學及學弟妹一起發揮無限想像，
自己編舞、學化妝、做造型，並成為學校最美的活招牌，並出席無數次的公益表演及校
園活動，這些都是我得意的創意作品。
現在，我上高中了，對未來已有明確目標，我想當個女警官，期許自己能夠持有這
種熱情，勇敢有自信的讓自己邁向目標發展並前進警大。自認體力耐力都不錯的我，未
來會更充實自己的實力，努力再努力，讓自己真的能實現夢想。

勇敢、認真的陽光女孩
耑妤是個健康陽光型的女孩，在校人緣非常好，常被老師形容是個有擔當有愛心，有
領導能力的俠女。身為她的母親，看到的是她對任何事的態度，總是能珍惜且用心去完成。
我最驕傲的是，她非常有禮貌，鄰居的長輩們總誇她，套句台語說的 「
: 人無水，有好嘴水」。
耑妤是一位勇敢，認真，有禮貌的台灣女兒。

評審
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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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苦耐勞，自信且樂觀的好女孩。跳舞時展現的自信非常不容易，期待將來她從
跳舞中學到的能量，自然地運用在不同的領域裡。

推薦人──母親高文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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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創作獎

★ 108 學年「高級中等學校人文及社會科學基礎人才培育計畫」- 人社類英語期刊 譯寫成果作品優選
★ 108 年度新北市政府教育局永續環境教育中心十一週年館慶「環教回首來時路 - 數位攝影展」競賽
國中生組美哉環教中心第 2 名
★ 105 年度國中小學生科普悅讀創作競賽 國中組特優。

用文字與影像 表達對人文議題的關注
我是被人文科學滋養長大的孩子，文字是我的糧食、思想是我的盾。
從小就熱愛閱讀許多不同種類的書籍，只要在書櫃上能取得的一概來者不拒。同時，爸爸也開啟了我學習
人文知識的大門，時常帶我走訪各個廣為人知或極為生僻的歷史景點；此外，爸爸常與我討論不同的社會議題，
使我更加的熟稔與習慣獨立的批判性思考，在其他方面，攝影也是我熱愛的一個項目，尤其是使用底片相機與
老相機拍照，那樣沈甸甸的、笨拙的機身所拍出的氛圍，是這個快時代下的人們最難以靜下心來細細品味的。
我希望能透過這次的甄選，讓更多女孩們知道，我們其實可以想做什麼就去做，不需被社會眼光所侷
限，一切只要勇敢去完成自己的理想就能夠達成。
我同時也繼續嘗試創作更多多元形式的作品，表現出自我的獨特性，並且努力參與多方面的活動，開闊自
己的視野，不讓自己一直待在舒適圈。期許自己與更多不同領域的人們交流，才不會讓自己處於知識盲區，在
思考方面有所缺失及紕漏。

林 俐
新北市立板橋高級中學

我是女生，我的夢想是期許有更多人透過我的文字與影像的影響，重新找到自我的價值。
關懷弱勢，展現天賦服務人群
林俐從弱勢出身，更懂得關懷弱勢。她以自己的語言、藝術、文學天賦專長，結合助
人和關懷世界的初衷，關懷環境、世界，為正在受苦的人們、弱勢的族群發聲。真正落實
弱勢幫助弱勢，弱勢為弱勢發聲的家庭價值傳遞。身為父親，為有這個女兒感到驕傲，希
望她未來發揮正向的價值影響，去服務更多人群，彰顯公益助人的價值。
推薦人──父親林作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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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審的話

是個可愛、清純、有活力的女孩，態度非常誠懇，讓人深深被打動。同時也展現出果
決的特質，對身邊事物保持熱情，期待她未來能發光發熱。
19

特殊創作獎

張嘉莉
雲林縣立斗六國中
★ 2020 第一屆台灣燈會圖文獎 - 銀獎
★ 2020 國語日報「我是剪報高手」國中組 特優
★ 第九屆廣達游藝獎導覽達人競賽 - 首獎

我是女生，我的夢想是透過藝術、閱讀、寫作，讓青少年擁有實踐理想的勇氣。

熱愛藝術 用網路散播溫暖力量
個性內向害羞的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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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邁向標竿的道路上，遇到困難會讓人非常挫折、
懷疑自己，但因為家人、師長的支持，讓我有勇氣突破自我。
我是個熱愛冒險、勇於嘗試新事物的女孩，藝術讓我著迷、更樂於分享，我很享受
「分享」所產生的熱情及溫暖的感染力，我想讓那些不擅表達、心思細膩的孩子們知道，
文字與藝術的力量，看似溫柔，卻能為你創造不凡的人生經驗，只要善用工具，能傳遞
感染他人的溫暖力量，也能將行動化為具體正向的影響力！
我是鄉下小孩，深刻體會到突破城鄉差距最快的方式，是運用網路社群。我分享生
活、音樂和閱讀筆記，讓寫作題材更加廣泛，不侷限單方面思考。同時也希望能利用社
群傳播發揮「自媒體」功能，讓大家能看到我的文字後得到啟發，邁向實現夢想的道路。
我相信每個人都可以找到自己的人生目的，並且在追求的過程中，為自己與他人帶來益
處。

獨立自律 勇於接受挑戰
嘉莉是個非常善解人意、領悟力高，願意服務他人，有一顆柔軟的心，自律且獨立的
孩子。她願意接受挑戰，朝著目標前進，為了挑戰自己內向的個性，勇於接受廣達文教基
金會導覽小尖兵培訓，更於 2018 年勇奪導覽達人首獎，遠赴俄羅斯物館海外參訪，親臨大
師作品，擁抱不一樣的人生。相信她努力不懈的故事，會成為他人的榜樣。

評審
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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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突破自我的勇氣，用自己的方式證明自己，是個溫柔有自信的女孩。說話時台
風穩健，表現出如同表演一般的說話表達能力，讓人深受吸引。

推薦人──師長沈秀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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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創作獎

★ 108 年全國學生美展彰化縣高中組普通班西畫類佳作
★ 「充滿愛與勇氣的可麗餅」繪本製作
★ 108 年蟬聯三屆崇晉杯書法臨帖比賽冠軍

以畫交友，貢獻所學幫助他人
我喜歡認識新朋友，喜愛與朋友熱情分享。我生長在一個自由的家庭，家人會支持我想做的事情。我從小
學畫畫，也會去結交許多畫友，一起努力練習；每件事情我都盡力做到最好－「只求問心無愧」，希望有朝一
日可以結合我的興趣與學科專長，成為我心中想要成為的人。
以前，我不擅長表達自己的想法，自從參加外交小尖兵英語種籽選拔比賽，以及愛心小尖兵服務學習團隊，
和來自台灣各地的高中生交流，我學習到如何與他人互動；也明白原來自己的繪畫專長是交朋友、讓大家認識
自己的好方法。我相信，只要有勇氣表達、表現自己，機會一定會留給準備好的人。
我參加 Formosa 女兒獎的甄選，是希望能夠透過這個獎項，去為自己曾做過的事情、未來要走的路，增加
一個努力過的證明。雖然目前無法擁有巨大的影響力，但是我相信，只要從自身努力做起，在力所能及的範圍
持續不斷學習與貢獻所學，一定可以增加自己的能力，服務更多人。

江品萱
彰化縣私立精誠高級中學

我是女生，我的夢想是依照自己的意願活得自在愉快，並有餘力貢獻所學幫助他人。
將繪畫專長貢獻於公益服務
品萱是個具有繪畫創作能力、熱心服務且堅強毅力的女孩。她將自己的創作理念經由
畫筆呈現，藉由這項專長繪製繪本、參與公益活動、服務偏鄉小學。她對於學校事務亦盡
己之力服務，在班上，擔任幹部認真負責，身為科學實驗班成員，在語言學習上認真努力，
獲選為學校外交小尖兵代表參賽，奪得佳績。品萱具備 Formos 女兒獎的核心特質。
推薦人──師長李博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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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審的話

勇於嘗試很多新鮮的事物，有多元化的人生觀，是個多才多藝、大方、從容、思想成
熟積極向上的女孩。說話的感情很自然又有自信，在說明自己的夢想時從容不迫，繪
畫中呈現極有張力的表達，希望未來能參訪她的建築作品！
23

特殊創作獎

王思予
新北市立海山高級中學國中部
★ 2018 年新北市學生舞蹈比賽 個人民俗舞第
二名
★ 2019 年第 16 屆首爾國際舞蹈比賽 創新民俗
舞蹈第三名
★ 2019 年藝術才能資賦優異 ( 舞蹈類 )、2020
年學術性向資賦優異 ( 語文類 )

我是女生，我的夢想是成為一個能夠到世界各地演出的表演者！

舞向國際

讓更多人看見自己

我生長在一個歡樂的家庭，父母用自由開放的方式教育我，我們像極了朋友，爸媽
常鼓勵我去體驗不同的事物，例如試鏡拍廣告，或是參加戶外活動。
我的個性活潑開朗，很容易就能認識朋友，我喜歡跳舞和聽音樂，每當課業壓力大，
就會透過音樂及舞蹈讓自己釋放壓力，欣賞舞步同時也讓自己腦力激盪！
我自認有自信、活力和勇氣的特質，2019 年參加「首爾國際舞蹈大賽」創新民俗舞
蹈組的個人舞比賽，當時從台灣初賽、韓國的晉賽到最後決賽，我一直謹慎的告訴自己
要加油，勇敢在舞台上展現。在決賽當天我發生了一個大失誤，當下即使嚇到眼淚就要
奪眶而出，但下一秒仍是繼續露出微笑，並跳完整首曲子；很幸運地在最後得到評審的
肯定，這次的經驗對我來說很珍貴，讓我更有信心自己能戰勝未來的每一個挑戰。
我不斷的積極學習，拓展自己的視野，並藉由比賽、舞團表演的機會和不同的課程
來累積經驗。我的夢想是可以到世界各地演出，讓更多人看見自己的表演！

具有創造力思維

在藝術領域持續成長

思予對於藝術，是個易感、具有一定敏銳度的學生。對美的事物，擁有非常寬闊的心胸，
會包容所見的各種異同，並且能夠發自內心的欣賞。她能觀察出各種事物表象之下所傳達
的訊息；同時在熱愛的事物上，她能夠保持高度的專注。整體來說，思予極具創造力，同
時能夠將她在藝術鑑賞上的獨到見解分享給大家。

評審
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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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真、負責，有自己的目標，表現出自然大方的態度，期待能帶著愛走出自己的路，
未來可以一直保持樂觀，努力實現自己的夢想。

推薦人──師長湯樺

25

特殊創作獎

★ 第二十一屆南山文學獎高中組小說類第三名
★ 第二十二屆南山文學獎高中組小說類第一名
★ 第二十二屆南山文學獎高中組散文類第二名

妙筆生花

視創作如生命

我出生在一個充滿愛的小康家庭，平時家中只有母親及外婆，為了不讓她們操心，我養成很多事都自己完
成的性格，久而久之就養成獨立的習慣。從小我就發現自己在創作方面的興趣及天分，也很幸運的遇到許多願
意栽培我的老師，在學習生涯中，我在文學創作上進步飛速，國二時開始嘗試寫短篇小說投稿，發現了自己最
擅長的創作類型。因學習忙碌，一年只得寒暑假的空檔投稿，卻也不負老師期望，使我更有動力潛心創作。
我認為我具備責任的特質。平時只要是我答應的事情，我必定會努力做到最好，並準時將任務完成。如果
沒有把握能完成，或是即使完成我也無法確保品質，我便不會誇下海口將任務接下。在團隊活動中，我非常有
榮譽感，我喜歡擔當好自己的責任，為團隊貢獻一己之力。
我從小就培養大量閱讀的習慣，我會在賞析文章後，對作者的用字遣詞讚嘆不已。我的閱讀經歷對我的創
作有很深刻的影響，我筆下的文章句句都出自真心。希望我將來能寫出更多讓人驚豔的作品！

吳宛諭
新北市立南山中學

我是女生，我的夢想是將來可以創作出能感動自己及他人的作品。
勤學誠篤

深具文學才情

宛諭不僅學習優良，也熱愛文學，喜歡創作，屢屢以文字描寫人心溫暖與世間深情，
作品裡透顯一股澄澈的靈性與溫煦。從國中時期，便是學校文學獎的常勝軍。她極富同理
心，善於體諒他人的苦痛，並且勇於承擔責任的性格，因此，在班級中，很得師長看重，
同儕信任。希望這個堅強勤勉、才華洋溢的好女孩，能夠得到女兒獎的肯定。
推薦人──師長莊溎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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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審的話

是個樂觀開朗、善良合群的女孩，能肯定自我價值，呈現出嚴謹、溫柔、善解人意的
性格特質，在口語表達上盡量克服緊張，維持清楚的說話，期許未來能更勇於表現真
實的自我！
27

特殊創作獎

陳郁文
新北市立新北高級中學

享受藝術洗滌 散發亮眼自信
我從小對於藝術各方面抱有極大的熱忱，國小及國中時在校內學生會擔任美編的職
位，高中時參加校內 Jazz 熱舞社，同時對文學領域我也頗有興致。
我擅長以文字照片或圖畫表達心底說不出的話語。喜愛在夜深人靜時，讓思緒馳騁，
獨自創作散文、詩歌、抄寫書摘等等。不時也會和社員一同編舞，創作出屬於我們的舞
蹈。
於我而言，創作是種享受也是種抒發。而我毅然決然地一再邁步前行藝術的彼岸。

★ 104 學年度全國美展北區市賽佳作
★ 106 學年度新北市英語話劇比賽優等
★ 2017 年新北市文學獎暨玩字時代國中組
入選得獎

我是女生，我的夢想是願自己從不放棄，擁有加倍的善良及溫柔，
去包覆尖銳世界的勇氣。願自己從未失去心底的愛和溫暖。

每當做著自己所熱愛的事情時（比如畫畫、寫字、跳舞或攝影），我便會活力滿滿，
唯有那一刻、那些瞬間使我有滿滿的成就感，並增添自己的信心！我感謝我所熱愛的一
切。我相信，當長久的以後，我翻山越嶺而來，那一刻，路的彼方將會是格外溫柔的光景。
而我願在漫漫長夜裡邁開步伐去追逐，逐夢踏實。倘若自己有幸成為 Formos 女兒獎的得
獎者，它會成為我心底寶盒裏閃閃發亮的榮耀，難以忘卻。而我願在漫漫長夜裡邁開步
伐去追逐，逐夢踏實。

多才多藝

勇於承擔責任

郁文對待師長及同學謙和有禮，總是主動幫忙班級各項事務，深得所有人信任；在學
習上也擁有很大的熱忱，喜愛設計與繪畫，其餘領域亦充滿好奇，及獨立自主的態度。她
與同儕孩子相比，願意承擔更多責任，並擁有探索未知的熱忱，這種不怕辛苦及勇於挑戰
的態度，磨練出郁文有穩重成熟的心性，非常值得推薦。

評審
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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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心保持熱情，溫柔、勇敢並堅定，是個積極成熟、有故事的女孩。期待未來能
持續保持對藝術的熱愛，努力展現出更好的能量，相信她將會成為一個力量強大
的女孩！

推薦人──師長辜韻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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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理科技獎
入圍者簡介

誰說數理邏輯與科學實驗只有男生擅長 ?
「Formosa 女兒獎」的女兒在數理科技領域，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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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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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理科技獎

★ 獲 2020「臺灣國際科學展覽會」(TISF) 競賽「醫學與健康學科」一等獎及「青少年科學獎」
★ 獲第 18 屆旺宏科學獎生物類佳作
★ 2020 年度 LSE Excellence Award （英國倫敦政經學院優秀書卷獎）

築夢踏實、徜徉於科學研究天際的「雌鷹」
無論面對學校課業或課外活動，我始終保持兢兢業業的態度，遇有疑難絕不拖延因循，無論是主動利用網
路資源自學，或是直接請教師長和同學，我總是保持自我負責的學習態度。
在做實驗時亦是如此，九年級起我在實驗室裡做癌症藥物研究，為了充實自己知識的斷層，我讀了許多
篇學術論文，讓自己的知識快速積累，很幸運的，我的研究在數項國際科學競賽中開花結果。科學研究的領域，
拓寫了我自發的熱情，也讓我的家人相信「天賦自由」的知識是何等可貴。同時，我也以實際的行動，抗爭整
個家族對女性在知識角色上的設定，我以自身的自律和小小的科學成就說服他們：女性可以是琴棋書畫樣樣精
通的才女；跟男性一樣，女性也可以是徜徉於科學研究天際的「雌鷹」。
我相信女性可以在各種領域表現傑出，不必畫地自限。正如我選擇科學研究，我們的成果和貢獻，絕不遜
於任何男性科學家。我將以科學當做終生志業，在這條道路上，踩著鏗鏘有力的步伐自信前行，成為女孩們的
榜樣！

陳禹縉
台北市私立復興實驗高級中學

我是女生，我的夢想是在平等的機會下，無限施展自己的才能和智慧，為這個世界留
下真善美的腳印。

文理兼優的校園楷模
我看到禹縉長時間的自愛和自我要求，是我執教生涯中極少數出現的多才多藝、文理
科兼優的學生。她的科學成就在副總統授與的至高榮譽「青少年科學獎」中完美豐收；身
為籃球健將的她，也在校內提倡女性運動權的重要，她的卓越領導與協調力，是校園內人
盡皆知的楷模。身為老師，我為禹縉感到驕傲，並深信她值得贏得 Formosa 女兒獎！
推薦人──師長陳珍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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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審的話

禹縉是沉穩、自信、有想法的女孩，在數理科技或運動類都有很好的表現，因為在學
校和家庭中受到性別不平等的待遇，所以投注心力在爭取女性權益；期待未來能發揮
無限的影響力，幫助世界各地的弱勢族群，為更多人發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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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理科技獎

林 萱
國立蘭陽女子高級中學
★ 2020IEYI 世界青少年創客發明展暨台灣
選拔賽 金牌
★ 第 60 屆第 1 分區科學展覽會 特優
★ 2020 全國海洋能源創意實作競賽 冠軍

我是女生，我的夢想是成為一位有社會責任的科學家，
並用我的專業幫助世界。

以科學專業回饋世界
我在國小畢業前夕，因為看見學校科學展覽，開啟對自然科學的興趣。即使升上國、
高中後課業繁忙，仍澆不熄我對自然科學的熱忱，我持續參加各種自然科競賽，並得到
多項獎項。我希望透過這些競賽佳績，告訴大家 : 女性在理科方面不會輸男性。
我認為自己具備「負責任」的特質，無論是受人所託或我自願做的事，我都會盡力
做好，即使需要投入極高的心力與時間，當我決定要完成與接手的剎那，我就視這件事
為我的一部份，完成它是對自己負責，也是對他人的承諾，這對我來說並非是負擔，而
是對自己的一個訓練。當我有足夠的責任感，不論過程遭遇什麼困難與挫折，我都會將
該做的事做到最完美。
我夢想成為研發家，用我的專業研發出能回饋世界的物品。我長期關注環境議題，
目前全球因氣候變遷，暖化現象日益嚴重，我想透過「綠色化學」發展對大自然有利的
事物，取代高污染的產品。往後我仍會不斷努力，用自己的力量幫助更多人。

具人文素養的科學人
在我剛認識林萱之時，她在各方面尚不純熟，但科學讓她有目標積極追夢，五年來她
在數理科技表現累積不少精彩表現，值得肯定。同時她對能源科技議題多所著墨，積極參
與能源相關競賽。目前林萱仍為永續議題持續努力，她非常關心身處的周遭環境，用相機
記錄員山地景改變，我相信她絕對是個具有人文素養的科學人。

評審
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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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萱表現出自信、大方的態度，對自我的價值與人生定義的方向非常明確，同時
也積極學習各種領域的新知，加以應用去解決新的問題。她在逆境中脫穎而出的
努力及毅力，更是值得讚賞。期待未來持續發揮影響力！

推薦人──師長吳宏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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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全國風能與海洋能創意實作競賽 國中組 亞軍
★ 2020 IEYI 世界青少年創客發明展暨臺灣選拔賽 銀牌
★ 2020 全國風能與海洋能創意實作競賽 高中組 冠軍

勇於面對挑戰 實現懸壺濟世的夢想
我認為我具備勇氣，勇於為任何一件事拚盡全力。從國中開始參加各種科學競賽後，就對自然科學產生濃
厚的興趣，並從中學習到團隊合作的重要。在不斷修正參賽作品的過程中，難免會遇到團隊中出現紛爭、大家
意見相左的時候，但我與同學們一起集思廣益，克服種種困難，最終得到了獎項的肯定及殊榮。我也在這個過
程中，漸漸找尋到自身的目標及價值。
未來我夢想成為一位醫生，在學校的職業訪談中，我了解到當醫生並不容易，需要具備非常高的才能及素
質，更重要的是，醫師的診斷沒有絕對標準的答案，需要視每個病患的個別狀態加以調整，對我來說極具挑戰
性。同時，我想打破性別的刻板印象及迷思，讓更多人認識到:不是所有的醫師都是男性，也不是所有的護理師
都是女性。希望透過甄選Formosa女兒獎，得到更多人的贊同與支持，也讓我有動力往目標持續向前邁進。

程 筠
國立宜蘭高級中學

我是女生，我的夢想是透過自身的努力，改善現實的困境。
努力不懈 探究科學奧妙
程筠從科學學習中發現自己的興趣，她非常努力，積極參加各種相關的比賽或研討活
動，學習態度值得肯定。她在海洋能源相關議題及保護女性議題上有所涉獵，也常和班上
的同學討論，同時參加發明展，創造飲品保鏢系統來為女性謀安全。我對她在科學研究上

評審的話

努力不懈的探究精神印象深刻，相信她是個值得推薦的優秀學生！
推薦人──師長吳宏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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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筠個性較為內向，但可以看出她對科技的認同與喜愛。同時她也展現出對學習的高
度興趣，在師長的引導下接觸各種比賽，如她自己所言，程筠像是有韌性的小草，來
參加女兒獎就是她表現自信與勇氣最大的突破，值得鼓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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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子晏
國立蘭陽女子高級中學
★ 2019 IEYI 世界青少年創客發明展暨臺灣
選拔賽 銀牌
★ 2020 全國風能與海洋能源創意實作競賽
冠軍
★ 第 60 屆第 1 分區科學展覽會 特優

我是女生，我的夢想是利用自身能力和專業知識，默默地幫助世界。

對科學充滿熱情 從失敗中學習成長
我從小就對自然科學有興趣，國小時常參與學校舉辦的科學營隊。從營隊活動中學
會如何操作實驗，國中後便開始有機會參加各種自然科學相關競賽，過程中花了很多時
間和心力，學到很多東西，如：提升自己的應變能力、如何與團隊合作，如何堅持完成
一件事情，最重要的是，透過這些過程讓我學習到如何從失敗中成長。
我認為自己是個有責任感的人，無論遇到了任何困難或是挫折，我都會努力地將事
情做到最好。在我製作作品時，常會在過程中不斷發現新的問題，或是發現嘗試的成果
不如預期，我都會與老師們討論如何解決，並與同學們齊心協力完成作品。一路走來，
我受到許多人的幫助，因此我也期許自己未來幫助更多人。
我想成為一位化學老師，利用自身的能力和專業知識教導並啟發學生，引導學生們
從困境中走出來。要達到這個目標，我需要學習更多專業知識，也要多方面參與相關活
動以充實自我。希望將來將我對科學的熱情分享給更多學生，讓他們發現學習的樂趣。

精益求精 堅持不放棄
子晏是用心學習的孩子，從國一到高中，對科學的熱誠有增無減，更難得可貴的是，
我發現子晏在乎的是學習本身，而非比賽的名次，即使在過程中遭遇失敗，卻沒有因此放
棄，堅持將自己的想法與實作能力，透過作品呈現出來，即使比賽結束後，仍全心全力改
良作品。她在科學學習上的努力精神有目共睹，是參加女兒獎徵選的不二人選。

評審
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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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晏是個很有想法的女孩，可以明顯感受到她對 STEM 領域的熱情，對未來有清楚
的規劃，以成為一位化學老師為夢想而努力。無論在專業或人際關係上都處理得
宜，同時對性別認知的觀念也很正確，相信她未來發展將不可限量！

推薦人──師長陳淑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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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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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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 年全國中等學校輕艇錦標賽 1 金
★ 108 年度第 18 屆全國中正盃武術錦標賽 南拳全國第 4 名
★ 2020 年 ADBF 亞洲龍舟錦標賽選拔台灣代表隊

勇於克服困難的水域運動愛好者
我會接觸划船是因為從小父親培養我與哥哥運動的習慣，我在運動過程中找到自信與成就感，慢慢發現運
動不只帶給我身體健康，更帶給我約束自我與獨立自我的好處，我常常告訴自己 : 找出專長，做任何事都認真對
待、全力以赴。這樣的我才是最棒、最真實的我。
我從最開始接觸游泳到現在輕艇、龍舟，中間遇到很多困難，我努力克服所有的困難，從零開始練起，到
今天有小小的成就。我一直都相信自己可以成為一位很棒的人，只要不斷的學習與努力，將來一定能有屬於自
己的一片天。在學校裡我總是面帶微笑，在老師眼裡是個開心果，也長期擔任小老師的工作，時常幫助課業有
問題的同學，讓他能跟上大家的腳步。
我的夢想是成為一位水域運動推廣人，台灣四面環海，有優良的地理優勢，但台灣太少人注意到划船這個
運動，尤其女性更少，我覺得運動不再只屬於男性，而是全民運動。目前我們靠老師無私的幫助，才能持續參
與集訓及比賽。衷心希望未來台灣的水域運動能更受到重視。

賴鈺雲
國立水里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我是女生，我的夢想是成為水域運動發展人才。
表現傑出 教練引以為傲
鈺雲是充滿陽光的女孩，非常喜愛水上運動。她嘗試過游泳、划船、輕艇、輕艇激流、
龍舟，即使每項運動屬性不同，她都能一一克服困難，勇於學習，在運動成績上表現可圈
可點，在今年全國中等學校輕艇錦標賽中榮獲高中組第一名，也是 2020ADBF 亞洲龍舟錦
標賽中華台北代表隊選手。鈺雲用運動體現女孩的另一面特質，值得推薦與表揚。

評審的話

推薦人──教練江文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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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安妤
新竹縣立芎林國民中學
★ 109 年城市盃全國田徑公開賽 3 項全能混合
運動破大會紀錄
★ 109 年春季盃全國田徑公開賽 跳高單項金牌
★ 109 年港都盃全國田徑錦標賽 3 項全能混合
運動與跳高破大會紀錄

我是女生，我的夢想是成為頂尖的全能運動員！

動靜皆宜 在田徑場及音樂廳恣意飛翔
小學三年級時，我跟著姐姐練習田徑，從此打開我的田徑生涯。從田徑中我感受到
自己的能力，學習到「態度」才是影響結果的關鍵，透過改變與修正自我，我不斷努力
朝向心中的目標前進。現在的我會鼓勵自己，也願意指導與影響別人，這是田徑運動帶
給我的蛻變。
田徑運動追求更快、更高、更遠，在挑戰目標的路上，是極需勇氣與自信，而這些
態度建立於平時的犧牲玩樂，付出時間，還有不斷的練習與修正。我常期許自己能邁向
專業運動員，除了鑽研技術，我也透過觀看影片，或到大型比賽現場觀摩頂尖運動員，
來瞭解他們是如何準備，與面對艱難的挑戰或困境。大家常說我在比賽中會帶著微笑跑
跳，因為我真的很熱愛田徑，喜歡超越自己，對於競爭反而沒有那麼在意。我始終堅持
努力，以呈現最獨特的自己。
除了田徑，我也喜歡音樂，從四歲就開始學習古典鋼琴與小提琴，即使上了國中，
我選擇跳高，但我沒有放棄音樂，仍然持續練琴及參加比賽。期許自己能成為優秀的全
能選手。

能文能武 展現全方位才藝
安妤是個能文能武、能動能靜的女孩。在跳高場上，總是帶著笑容迎接每一次的挑戰，
也享受在空中飛翔的感覺，她是位很聰明的運動員，在術科上努力專研跳高技術，有亮眼
成績外，態度也非常謙虛，還會幫忙指導學弟妹跳高訓練，學科表現也非常的優秀，證明
了會運動也能會唸書。安妤靠她的努力證明了自己，相當讓我引以為傲。

評審
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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熱情且充滿行動力，跳脫世人的價值觀，對未來有明確的規劃與想法。專業不是
一種頭銜，而是耕耘出來的產物，期待安妤能將自身的經驗，在不同的時光背景
下持續傳承下去。

推薦人──師長侯彥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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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協會盃拔河錦標賽 高中職女生組 500 公斤冠軍
★ 中正盃拔河錦標賽 高中職女生組 500 公斤冠軍
★ 教育部拔河錦標賽 高中職女生組 500 公斤冠軍

努力圓夢的拔河選手
我在拔河運動領域已經奮鬥了 10 年，我非常熱愛這項運動，拔河繩已經成為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夥伴。
我來自苗栗南庄的深山，因為想追求夢想，離開自己的家鄉在外讀書，在追夢的路上真的非常辛苦，我的
親戚朋友及鄰居們，常叫我不要繼續走運動這條路，問我 :「為什麼一個女孩子要讓自己那麼累，手上長滿了厚
繭，背部摩擦的破皮，全身上下都是傷，為什麼還要繼續堅持 ?」但我卻回答：「這是我的選擇，我對拔河已經
有不可磨滅的感情。」看到了我參加各種比賽的好成績，家人親戚們也慢慢從不理解，逐漸開始支持我，給我
很多鼓勵，同時也以我為榮，讓我相信辛苦是值得的。
因為家境的關係，我從小過著辛苦的生活，但我不害怕讓別人知道自己的痛苦。雖然說出自己的故事需要
勇氣，但我想也許還有許多人正在面臨更大的困難。我相信一句話 :「不管在追夢的過程中如何辛苦，即使要跪
著，我也會堅持走完 !」

邱雅婷
國立南投高級中學

我是女生，我的夢想是成為國手！
以毅力勇敢追夢
雅婷為了持續練習拔河，必須自己隻身來到異地。她從小與祖父母一起生活，雖然經
濟上不寬裕，但她從未因為辛苦的阻礙而放棄夢想。她在國小、國中的階段拿下不少全國
冠軍，升上高中後也一直保持亮眼的成績，在國手選拔賽更拿下了三個組別的出國資格，
證明雅婷的努力付出沒有白費。我在她的身上看到堅持不懈的毅力，值得推薦！
推薦人──教練林子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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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審的話

任何值得實現的事物都會遇到障礙，成功絕非從未遇到挫折，雅婷用滿滿的勇氣與對
拔河的熱忱，面對生命中的挑戰。不輕易放棄，熱愛分享經驗，期待未來能順利圓夢，
讓世界認識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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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羽媃
國立南投高級中學
★ 協會盃拔河錦標賽 高中職女生組 500 公斤冠軍
★ 中正盃拔河錦標賽 高中職女生組 500 公斤冠軍
★ 教育部拔河錦標賽 高中職女生組 500 公斤冠軍

我是女生，我的夢想是成為體育老師。

不屈不撓 勇敢面對挑戰
我是個樂觀、純真，愛運動的孩子。在玩樂嬉戲中巧遇我的啟蒙教練，開啟了我走
向頭身拔河運動的路，雖然一開始從休閒的心態轉變到參加競技的嚴肅，落差很大，曾
經導致我失去自信，一度猶豫自己堅持練習拔河的目標。但後來我發現，如果不去嘗試，
永遠不會知道自己是否會成功，壓力可以轉換成讓我向前的動力，是拔河讓我找回自信
與勇氣 !
家庭讓我面臨和別人不一樣的生活，但也讓我學會更獨立懂事，一路走來雖然辛苦，
但為了拔河，我努力改變我的人生，面對不同挑戰，都讓我有所成長。我喜歡練習拔河
時的團隊氛圍，我覺得是像家的一種歸屬感。即使訓練時雙手會磨出厚厚的繭，傷口裂
開後包紮完還是繼續練習，所有流過的汗水與血淚，都是證明努力的成果，我告訴自己
必須堅強，我要證明給不支持體育的家長們看，讓他們知道練體育的孩子並不差，我們
需要的是支持和鼓勵。對我來說，拔河改變了我，讓我面對更多不一樣的挑戰，拔河成
為我的信仰，未來我將持續發光發熱。

永不放棄 奮戰到底
羽媃自小需要打工幫忙家計，雖然過得辛苦，但也培養出她自立自強的習慣，對於身
邊的ㄧ切更懂珍惜。即使訓練過程中會不慎受傷，高強度的體能鍛鍊也不斷考驗著她的耐
力，但羽媃一旦握住繩子，就堅持不輕易放手。看著她與團隊夥伴一路走來克服種種挑戰，
為了取得比賽的勝利一起努力奮戰，這種拼搏的精神讓人印象深刻！

評審
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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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生命中的困境，羽媃用樂天開朗的個性，突破傳統價值的框架，這些歷程將
成為最有力量的養分。每個堅持到底的人，都戰勝過一個想要放棄的時刻，期待
羽媃未來人生路上，持續發光發熱。

推薦人──師長林子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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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台北市中正盃體育舞蹈公開賽高中組拉丁舞第 1 名
★ 2019 台灣國際盃舞蹈運動世界錦標賽國際業餘公開組標準舞第 1 名
★ 2019 願景盃國際標準舞公開賽第 1 名

在夢想的旅途上舞出光芒
我從小便對跳舞有熱忱，聽到音樂便會忍不住想舞動身體，隨著音樂旋律跳舞。在一次偶然的機會下接觸
到國標舞，看到那些美麗的舞者，穿著美麗的舞衣，非常吸引我。我也想像他們穿得一樣漂亮，還能把舞跳得
更好，於是開始了我的國標舞旅途。剛開始我以為把舞跳好很簡單，但當我真正接觸後才發覺，那些看似毫不
費力的動作卻是如此講究。練舞是很累的，我也曾經想過要放棄，但在家人、老師的鼓勵下我想清楚了，沒有
付出就不會有收穫。只要能撐過難關，進步的是自己。於是我決定要為了自己而撐下去，繼續朝著我的夢想前進。
我相信自己具備勇氣。因為在失敗面前我仍然沒有逃避，而是選擇勇敢地面對它。當我第一次站上舞台時，
我並不懼怕旁人的目光，在舞台上我可以真真實實的跳舞，做我熱愛的事。我的夢想是成為一位舞蹈老師。在
達成我的夢想前，我需要不斷地練習、進修。希望透過報名「Formosa 女兒獎」讓大家認識我，也能藉機推展我
熱愛的國標舞。

林芷歆
台北市立和平高級中學

我是女生，我的夢想是成為一名舞蹈老師。
認真投入 成為舞蹈場上的明日之星
芷歆剛來到教室時，相當內斂害羞，但聰明悟性高、認真努力練習舞步的她，不到一
年就與台灣業餘摩登冠軍搭檔。雖然大家羨慕她，但只有她知道過程中的壓力，為了配得
上前輩，唯獨更加努力才能不負眾望。經過幾個月的磨合練習，他們屢創佳績。國標舞讓
她鍛鍊身體，磨練意志，培養出面對挫折不懼怕、不躲避、迎面對決的勇氣。
推薦人──師長季雯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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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審的話

充滿自信且勇於表現，在國標舞的專業領域，投入熱情與不斷追求進步。人必須有勇
氣去克服困難，芷歆的故事與精神，會是另一群人所推崇並嚮往的目標，是讓人期待
的女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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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婕瑜
高雄醫學大學
★ 第 15 屆港都盃武術錦標賽 高女組詠春拳
第1名
★ 2018 台灣世界盃武術錦標賽 青少年 A 女
組第 1 名
★ 2019 第 6 屆新唐人全球華人武術大賽亞
太區初賽入圍

我是女生，我的夢想是想透過自己的力量，成為保護他人的人。

文武雙全

竭力打破性別刻板印象

從小我在家人身上學到助人為善、真誠待物的價值觀，我相信當你關心身旁的事物
時，自己也會感受到溫暖。我在九歲時接觸跆拳道，啟發對武術的興趣，在密集的訓練
中學會忍耐和堅持。國中時開始學習中國武術，努力在課業和比賽之間取得平衡，升上
高中後，更是把握課餘時間練習。閒暇之餘我也喜歡到小學協助指導孩子們練習武術。
活力是我先天具備的特質，每當遇到瓶頸，它能讓我在面對挑戰時不氣餒。比賽時，
它激發我的勇氣，使容易緊張的我保持自信，正常發揮實力。除此之外，習武的過程中，
我也學到了「責任」，這培養了我在生活中自主的態度，養成三思而後行的習慣。在每
場比賽後，我都會把需要改進的地方，還有其他選手值得學習的地方牢牢記住，轉化成
對下場比賽更好的養分與知識。
我想打破「女生就該端莊賢淑」的文化纏足，我想證明女生不僅能保護自己，也能
保護他人！未來我想成為社工師，協助處理家暴或性侵案件，為那些受傷迷路的孩子和
人們出一點力。

認真習武

樂於助人

婕瑜是個認真努力的女孩。國高中學習詠春，多次參加孫逸仙盃、港都盃、台灣世界
盃等比賽皆有得名。進入高中後，在學習課業之餘仍不忘武術練習，去年在新唐人全世界
華人武術大賽亞太區初賽，獲得了美國的半決賽權，表現亮眼。同時她熱心助人，喜歡參
與志工活動，主動以一己之力回饋社會，值得推薦。

評審
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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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潑健談且思想成熟穩定，運用自身的專業來幫助及關懷社會不同角落，婕瑜用
武術打出了精采的人生，期待未來能繼續發揮並傳承習武精神，溫暖並鼓舞更多
女孩。

推薦人──父親黃健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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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協會盃拔河錦標賽 高中職女生組 500 公斤冠軍
★ 中正盃拔河錦標賽 高中職女生組 500 公斤冠軍
★ 教育部拔河錦標賽 高中職女生組 500 公斤冠軍

堅持不放棄

從拔河運動中體會人生

我是從小在南庄長大的賽夏族孩子，從小開朗活潑的個性，讓我認識許多朋友，自國小三年級開始接觸拔
河，展開了嶄新的人生，直到現在依然堅持著，我在 108 年曾經獲得出國比賽的資格，雖然最後因為隊伍數量
不夠的原因，導致出國夢想破滅，不過我不會放棄，會繼續努力，去爭取再次參賽的機會！
我認為我具備勇氣及自信的特質。當拔河比賽遇到兩邊勢均力敵的時候 就是看誰能撐到最後。之前有好幾
次比賽，我們都差一點輸給對方，但我與拔河隊的夥伴不放棄，一直撐到最後，果然贏得最後的勝利。我在這
樣的過程裡學習永不放棄的精神。希望這次能有機會得到「Formosa- 女兒獎」的肯定。

高毓萱
國立南投高級中學

我是女生，我的夢想是成為一名體育老師。
奮發向上

化劣勢為動力堅持到底

毓萱從小單親，由祖父母撫養長大，但因祖父母年邁無法工作，必須用老年津貼來養
大小孩，因此她過著節儉的生活。她在校表現優異，奮發向上、訓練積極的態度值得其他
同學學習。面對多場比賽，毓萱總有辦法站上主力隊，就算身形相對處於劣勢，但都無法
阻礙她堅持到底，反而轉變成她比別人更努力、更堅持的動力，值得讚許。
推薦人──教練林子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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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審的話

毓萱的故事展現出她對運動的堅持與毅力，在拔河團隊內一路勇往直前。勇氣是最大
的本錢，期待她能帶著這份勇敢，大方發揮自己的優點，閃閃發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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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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付出的同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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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女兒積極以行動發揮樂於助人的精神，
從偏鄉到海外，勇於為需要幫助的人們發聲，
她們將用熱情與活力，讓美好的改變成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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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Hoby 世界青少年領袖會議台灣代表
★ STFxKCIS 社團創辦人兼社長
★ 康橋國際學校 2020-2021 學生會會長

向世界證明 : 我是女生，我很驕傲
活潑開朗、善良、正面以及外向是我的形容詞。我希望靠自己的力量，為世界盡一份力！我喜歡挑戰新事
物和自己的極限。做任何事都不想讓自己後悔的我，在升高中這年，決定踏出自己的舒適圈，參選學校的學生
會會長競選。男生才適合當會長的刻板印象，使我在決定競選學生會會長時不被看好，但我相信我的努力，能
證明女生一樣能當領導者。我想透過自己的經驗告訴更多女生，我可以，你也一定可以！
我認為自己今年我在學校創立了『She’s the First(STF) x KCIS』社團來延續女權的理念，我希望盡力改變
世界對女生的刻板印象。這個社團由美國 STF 女權機構和我們學校一起舉辦活動，並把募得的款項用來幫助世
界上因經濟因素，而無法接受教育的女孩，讓她們有機會翻轉未來。而活力就是最美的自信和能量。
這次報名參加「Formosa 女兒獎」對我來說是一個夢想，讓更多人知道新世代的女生，有自己獨特的想法和
能力去關懷社會。希望藉由這個機會，呼籲更多女生勇敢站出來，努力開創出自己的一片天地。

廖欣妤
康橋國際學校

我是女生 我的夢想是成為一位對社會有幫助的女性領導者。
勇氣與智慧兼具的未來領袖
「勇氣、自信、活力、責任、知識」這些特質都能具備的孩子，非欣妤不可！生活中
他與同儕相處，幽默、風趣、有氣度，在課業上認真盡責，是一位能允文允武的通才。欣
妤在 11 年級參加學生會選舉，因為想參與的人很多，真正能做事的人很少，欣妤卻有勇

評審的話

氣面對競選時的種種打擊，認真順利當選，令人欽佩！
推薦人──師長夏明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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勇敢、自信迎向未來 ! 面對世界有直球對決的氣質與特質，口條很好，擔任唯一女性
學生會長，值得嘉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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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雋甯
台北市立第一女子高級中學
★ 世界領袖組織台灣分部 (Global Leadership
Organization Taiwan) 行銷總監
★ 北一女中第 10 屆青年議會總召
★ 入選和泰公益夢想家 Top 10 隊伍，獲得提
案實作補助

我是女生 我的夢想是匯聚每個人身上的微光，成為照亮世界的第二顆太陽。

珍惜幸運 努力創造改變
我曾經是個害羞內向的女孩，但現在的我勇敢自信，並珍惜自己的幸運、相信自己
的努力能創造改變 !
國中時的我利用暑假到偏鄉小學及圖書館，陪伴孩子們閱讀、做實驗，這樣的陪伴
讓我理解，能幫助別人的我非常幸福且幸運 ! 高中時，在模擬聯合國培養的國際觀及批
判思考能力，帶領著我在校內推動在地化的街友關懷，及偏鄉教育公民行動。為了能擴
大影響力，我也向 One Forty 提案，將國內移工的議題納入微課程，希望透過非營利組織
的力量，讓高中生能普遍理解不同族群的差異，讓台灣變成一個更多融並蓄的社會。
「你用你的幸運來做什麼」? 我慶幸自己能有想法、資源及領導能力，讓自己在乎
的議題被看見及改變。我的夢想是成立一個社會企業，觀察台灣及國際社會的需要，並
將需求與供給兩端串聯起來，為了積累專業能力及人脈網絡，我將在大學修習跨領域的
課程，讓自己能具備更多專長，同時積極參與各種公益活動，踏實拉近自己與夢想之間
的距離。

熱心公益 立足台灣走向國際
雋甯極具熱情及行動力，在學習學科知識之餘，她投入大量時間在公益活動及社區服
務，如街友公民行動、偏鄉教育、公益夢想家提案競賽、非營利組織實習，同時擔任社團
重要幹部，推廣模聯合國。雋甯具備卓越的領導能力，及團隊合作態度。她關懷社會弱勢、
參與志願服務、熱心公益傳播的努力值得肯定。

評審
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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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未來志向清楚，冷靜、知性，談話間展現令人感動的踏實態度，令人激賞與
充滿期待，期待以熱情的執行與強大的組織力，做出更多改變。

推薦人──師長方國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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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連續參加六年國際特赦組織舉辦的寫信馬拉松活動
★ 參加捐髮運動幫助癌症患者
★ 參加駿逸基金會義賣募款活動 擔任駐唱

以同理心出發 投身志工服務
我的父母教導我最大的課題，就是同等待人，將心比心，這也是我熱愛志工服務的契機。
從小跟著母親做公益服務活動，在耳濡目染之下，學習同理心及與兒童品格教育相關的觀念，國中時仍不
斷參與志工活動，高中時順利面試進入學校志工團，到台南偏鄉學校幫助、陪伴孩童，透過傾聽孩子們的心聲，
加上行前精心的準備，使我們能成功面對各種突發狀況並及時應變，讓孩子們得到需要的幫助。
同時，我喜歡觀察人們，不管是小動作還是話語、行為，分析每個人的內心，使我發揮細心的特質，並學
習如何維持良好的人際關係，在遇到挫折時，我會靜下來反省，看自己的缺失，想著下次怎麼做可以更好。
這次報名參加「Formosa 女兒獎」甄選，可以說是一份肯定，未來我想成為一位優秀的心理師，了解人們各
式各樣的內心想法，累積足夠的能力，在不傷害到他人的前提下，真正幫助幫助需要幫助的人們。

黃芝柔
臺南市天主教聖功女子高級中學

我是女生，我的夢想是成為心理師，盡我所及的幫助需要幫助的人，優先幫婦女發聲，
減少世界的不平等。

關心弱勢族群 樂於助人
芝柔個性溫暖開朗，自國中起，利用周末及寒暑假的時間，前往兒少機構擔任志工，
練習待人接物的技巧及培養志工的正確心態，身邊的同儕也感受到她的滿滿熱忱與毅力，
紛紛捲起袖子，一起加入志工服務的行列。芝柔不自我設限，有積極謙虛的學習態度。一
直持續關心難民，偏鄉學童，婦女人權等議題，實為台灣女兒的表率。
推薦人──師長鄭麗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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熱誠、歡樂、是天賦也是禮物，展現自己最有自信、最自在的樣子，做自己才能充滿
力量，期待運用自己的力量幫助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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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育真
國立東石高級中學
★ 第 20 屆保德信青少年志工菁英獎 傑出志工獎
★ 105 學年度全國舞蹈比賽國中 B 團體組優等
★ 嘉義縣反毒舞蹈才藝競賽亞軍

舞出自信風采，帶關愛到偏鄉的 dream maker
從小我的母親帶著我參加各種服務活動及營隊，造就我樂觀外向、喜愛幫助他人、
擅長與人交談的個性。同時因為我住在偏鄉地區，更能體會到學習資源不足的困擾，藉
此開啟了我將舞蹈文化帶入偏鄉的旅程。
平時我常與學校社團一同至養老院或教養院，一同陪伴院生，透過與他們互動，能
有不同的體驗，也會在寒暑假期間，到偏鄉國小舉辦營隊，讓孩子們學習到不同的知識
( 科玩、反毒、跳舞、烹飪 ... 等 )，以及擔任輔導志工，利用假日時間輔導體育生，教導
他們課業。除了服務外，我喜歡跳舞，我和夥伴們透過舉辦公益熱舞營的方式，讓和我
一樣熱愛舞蹈的孩子們，能接受專業的舞蹈訓練，並有舞台能夠展現自我，除此之外，
透過營隊中的小遊戲，讓孩子們能更快的融入群體，學習如何與人配合、相處。
未來我希望能夠找到更多資源、人力，繼續為偏鄉服務。我認為沒有人能夠定義你
的美，能定義你的只有自己。相信我可以啟發更多人一起關懷偏鄉，展現屬於自己獨特
的美！

我是女生，我的夢想是翻轉偏鄉，舞動熱情，並讓熱血沸騰。

將熱舞文化帶入家鄉
育真除了時常參加公益活動外，也協助不少本地活動的行政事宜，活動企劃與執行能
力受到許多師長讚賞。同時她維持各方面均衡發展，無論在課業、社團活動、班務，都能
全心投入，尤其能發揮「服務利他」精神，將熱舞文化帶入自己的家鄉，對於推廣熱舞文
化不遺餘力。實是一位不可多得的人才！

評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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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出歡笑及自信，舞動身體的熱情，外向而真誠的領導，打破性別框架，用義診
方式帶進偏鄉，帶來光亮美好，希望她能繼續鼓舞人心。

推薦人──校長楊長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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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20 屆保德信青少年志工菁英獎 --「奉獻獎」及「傑出志工獎」
★ 獲得「國泰卓越獎助計畫」獎助金
★ 教育部青年發展署 108 年青年志工服務績優團隊競賽暨 --「佳行獎」

勇於接納自己 關愛他人及環境
我認為每個人的內在都擁有勇氣。勇氣沒有絕對的定義，當你走出那一步，你就擁有勇氣。以我自己為例，
我因為自身的經歷，學會勇敢地去接受自己，同時也理解到我們需要更敏感和更有耐性，才能真正察覺到身邊
人的情緒，進一步付諸行動去關心別人。
我從對人的關懷，逐漸擴大到對這個世界的關愛，因此參與環境保育的工作，並負責宣傳，告訴大家維護
自然環境的重要性。我常跟團隊夥伴一起帶著板子上街發聲，告訴大家我們目前對環境所造成的傷害，雖然大
多數的人忽略這個事實，甚至對我們敬而遠之，但我們仍會定期淨灘，並到偏鄉小學做水域推廣、親子桌遊，
讓環境教育從小做起。
將來我想做社工，希望透過自身的力量，讓更多人看到社會上的弱勢族群。同時希望透過我的陪伴，給予
每個需要幫助的人勇氣，讓他們可以憑藉自己的力量，重新站起來。期許自己能一直保有熱情與溫暖的對待他
人。

林宜蓁
基隆市私立二信高級中學

我是女生，我的夢想是溫暖他人的生命。
參與志工服務，號召同儕共襄盛舉
宜蓁是一位熱心公益、關心社會議題、總能帶給他人溫暖，且有號召力鼓勵同儕一起
行動，參與公益服務的女孩，她充分展現志工不辭辛勞、不計較利益、用心奉獻付出的精
神，相當值得鼓勵。她積極參與各項服務，與環境教育推廣活動，目前更是團隊中重要的
核心志工成員，對青年志工服務推展貢獻良多，足為時下青少年之楷模！
推薦人──志工團隊隊長李明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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勇敢跨出生命的每一步，勇敢地分享自己，期待她在服務中也能為自己帶來能量，擁
抱世界，看到他人的需求，看見自己的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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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 芯
新北市南山高級中學
★ 第 20 屆保德信志工菁英獎－奉獻獎、服務獎
★ 108 學年度服務學習楷模王
★ 校內服務學習楷模王

投身志工服務 用溫暖改變世界
我原本是個內向的人，在高中接觸了社團、各項志工服務後，開始能自如地和他人
交談，甚至交到不少朋友。一旦身邊的好友、親人，甚至不相識的陌生人有需要時，我
一定會盡我所能協助，僅僅一個舉手之勞，也可以為他人帶來溫暖。
我認為參與志工服務、主動為他人付出是一種責任感的展現，正是因為責任，讓自
己有動力去努力，而非空談。在老師及同學的肯定下，我接下領導一個社團的重擔，成
為社長，用心把每件事務處理得當，持續傳承社團服務的宗旨，這是我的責任，更是我
追求的目標。我發現只有不斷累積經驗，才能帶領社團更進一步，儘管其中不免與夥伴
發生摩擦，或是有不知所措的時候，只有不斷學習、互相溝通，才能在每次活動有更好
的表現。
未來我想成為心理師，利用專業知識，為更多人調解煩惱，即使並非所有問題都能
解決，但與需要幫助的人溝通，傾聽他們的心聲，能夠讓受到心理疾病困擾的人，感受
到身邊有一股支持的力量，期許自己能持續為社會帶來更多溫暖。

我是女生，我的夢想是也許我無法改變這個世界，但我想試著
用溫暖改變許多人的世界。

樂於助人 積極不懈怠
鄭芯在自願服務時，總是溫和有禮、穩健沉著，帶領社員服務、富有獨立統整能力，
充滿服務熱忱，不論遇到什麼困難，總是積極不懈怠，更可貴的是，再忙也是笑臉迎人 !
從協助校園冠狀病毒防疫來看，從今年 2-7 月，每天早起到校，協助全校師生量體溫，從
無一日懈怠或遲到，這種服務精神與自我鞭策的毅力，令全校師生感動！

評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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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持熱情，樂觀開朗，更重要的是保持對世界的好奇，負責的態度延續社團的服
務精神，值得肯定。

推薦人──師長吳惠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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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中市紅十字會榮譽志工
★ 2018 起跟隨桃園天使行善團到竹東、拉拉山部落送物資
★ 13 歲考上紅十字會急救員

為他人生命帶來陽光的急救英雌
我從小學四年級便跟著媽媽去紅十字會服務，在耳濡目染下學會了急救基本常識，並在 13 歲生日過後就考
上急救員，14 歲時得到了榮譽志工證。每逢假日，爸媽總是帶著我們去桃園、竹東的原民部落送物資，也會讓
我們捐贈自己的壓歲錢給慈善機構。父母從小就灌輸我們 :「自己有飯吃時，要記得留一口給別人。我們沒有很
多的財富，但我們的愛多得可以分別人」因此造就了我熱心助人的個性。
我曾經兩度教山上的小朋友畫畫，簡單的蠟筆和貼紙，明明是稀鬆平常的事物，孩子們的眼神卻像夜空中
的星河一般閃亮，我很喜歡人們感到幸福時，那種滿足的神情和發亮的眼神，這也是促使我助人的動力。
將來我想成為一名藝術治療師，要達成這個目標，除了要在課業上繼續精進，同時也要持續繪畫創作，保
持自己對藝術的熱情。對我而言，未來我希望自己成為一個太陽，能給他人愛與溫暖，在他或她痛苦萬分時，
能給予他們一個治癒的擁抱。

許宛庭
新民高級中學附設國中部

我是女生，我的夢想是成為照亮別人和自己生命的一束光。
品學兼優 參與公益不落人後
宛庭是個品學兼優、熱心公益、主動積極、又溫暖貼心的女孩。除了在校內的好表現，
宛庭跟著家人投身公益，曾代表中華民國紅十字會，到中國廣東參與青年紅十字會志工交
流營隊。我有幸推薦這位散發著驚奇魅力與能量的女孩，參加 Formos 女兒獎的甄選，期

評審的話

許宛庭將能帶著這份榮耀，繼續寫下更多更美妙的人生故事。
推薦人──師長陳政杰

70

擁有穩定溫暖的力量，年紀輕輕的她就有熱情服務的心，期待未來用藝術能力，為生
命揮灑美麗的色彩，宛庭就是美好的發光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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錢佳湲
國立台灣戲曲學院
★ 保德信全國青少年第 19 屆奉獻獎及 20 屆服務獎
★ 台北市中正盃民俗體育錦標賽扯鈴團體賽冠軍
★ 教育部體育署民俗體育高中組扯鈴團體賽甲等

邁向百場公益表演之路的追夢女孩
我從小接觸公益，在國中進入國立戲曲學院後，我與夥伴們自己創辦了「Follow me
公益表演團隊」，帶著學長及學弟妹，用國際輕旅行的概念，在台灣做環島義演；從策
劃發想，找資源，人力，物力，交通，時間…等，對我們而言都是考驗。幸而最後順利
完成，並陸續得到青少年志工獎項。在過程中我們不斷累積自己的經驗及能力，希望可
以持續用自己的才能服務社會。
在為時四年多的公益之路上，我受到很多陌生人的幫忙，也讓我更清楚如何與不同
的人群結緣，進而創造出更大的影響力，號召更多人帶著自願服務的歡喜心，參與我們
的活動。我會不斷努力，尋找各個與不同資源結合的機會，帶領青少年們走出舒適圈，
用自己的才能服務弱勢族群。
我希望將來成為一個企業家，成立社會企業，將獲利的盈餘貢獻出來，幫助弱勢團
體。因為家庭的關係，我曾經接受別人的幫助，所以能夠將心比心，期待可以用自己的
才能回饋社會。未來我將持續發揮服務精神，努力實踐夢想。

我是女生，我的夢想是成為一個企業家。

發揮所長，用才藝回饋社會
佳湲在各個機緣下，陸續參與很多公益團隊的活動，將她所學的各類才藝，發揮得淋
漓盡致，並創下連續兩年得到全國青少年志工獎項的佳績。我相信佳湲在經歷努力的過程
後，一定可以開枝散葉，將善念傳承給周遭更多的人。因此我要推薦佳湲，一個努力發揮
自己影響力的女孩，希望她能拋磚引玉、號召更多年輕人加入公益服務的行列。

評審
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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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放棄曾經擁有的、努力過的，那些能力都會在未來推動她持續往夢想前進，
在所知之內做到最好，同時探索所知之外的世界。

推薦人──母親胡麗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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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校主辦飢餓 12 體驗營活動，並有上百名師生共同參與
★ 2020 年新北市中等學校優秀青年代表
★ 獲學校表揚為服務學習楷模王

走進偏鄉 傳播熱情與溫暖
我是一個活潑開朗的人，喜歡與人交往和互動，每當看到他人臉上的笑容，聽見他們爽朗的笑聲，我便感
到分外滿足與愉快，我也盼望能在旅行過程中，看盡世界上不同的人文風貌，並盡力將關懷、希望和快樂散播
給世界上的人們，讓每個人都能擁有勇氣，在人生的旅途中繼續勇敢的前行。
從小到大，我一直都熱愛服務，在所有活動中，令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擔任偏鄉志工。在出發的前四個月，
我們開始進行密集的舞蹈訓練，並練習各種知識的教學方法，讓我從原本說話不流暢，變成能夠滿面笑容的教
學，雖然過程中團隊成員間偶有磨擦，但在一路的扶持和努力下，我們克服了難關，使團隊更有默契，也更團結，
同時順利的將精神傳承給學弟妹。
未來我希望實現的夢想是到非洲擔任志工。我要持續增加自信和獨立自主的能力，才能適應陌生環境、進
而幫助他人。如果這次能夠獲得女兒獎的肯定，能讓我更有信心及勇氣突破自己的極限，為社會貢獻一己之力。

馮楹芷
新北市南山高級中學

我是女生，我的夢想是環遊世界，幫助各國有困難的人。
主動參加偏鄉服務 展現領導力
楹芷擁有樂觀活潑、主動負責的個性。在高一下學期的課餘時間，主動參加暑期偏鄉
學校服務隊的訓練課程，學習學科以及藝能科教學、團康活動、生活輔導技巧。上課態度
積極、確實準備各項教學演示、誠心誠意與人相處，備受師生好評。同時她也主動傳承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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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經驗給學弟妹，希望這份送愛到偏鄉的溫暖情意能源源不絕。
推薦人──師長蔡文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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擁有勇敢，熱情的棒棒體質，請持續對事物的結構保持好奇，有顆熱情的心，期待她
能從生活週圍找到感動，從身邊開始促成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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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源馨
國立新營高級中學
★ 創立 YOUNG BLOOD 國際人權寫作派對
★ 國教署第二屆青少年諮詢會委員
★ 第五屆台南市兒少代表副主席 / 首屆中央兒少代表

為爭取少兒權益勇敢發聲
「責任」和「勇氣」是我最想呈現給大家看到的個人特質。去年 9 月，因為想增加
自己為兒少發聲的管道，我參加台南市兒少代表甄選，當選後擔任台南市少年代表副主
席，除了參與每月一次的討論與培訓，也為半年一次與市長的兒權會提案做準備。過程
中必須與夥伴們一起合作，完成各項工作，從中學習如何發揮勇於任事的責任感，與團
隊同心協力達成任務。同時因為想在教育議題方面有更多提案機會，我在今年成為 12
年國教課程發展會委員，參與過 8 場大會，在會議現場站在兒少的立場，替兒少爭取權
益。
此外，為了進一步走出校園，將人權理念推廣到到社群及校園中，我在去年底響應
國際特赦組織舉辦的「寫信馬拉松」活動，主動發起「YOUNG BLOOD 國際人權寫作派
對」。我自行規劃並執行宣傳推廣、網路傳播推動線上聯署等各項活動，最後將募集的
成果製作成影片，回饋給參與者及主辦單位。
未來我希望成為英文推廣大使，提升偏鄉學生英文程度。我期望推動英語學習，讓
孩子用能力點亮別人。

我是女生，我的夢想是做自己還有別人生命中的英雄。

熱愛分享 關懷偏鄉兒少
從小源馨嘗試游泳、獨木舟、溯溪、鐵人三項、登百岳等多項體能活動，培養出她堅
毅的個性，讓她成為一個積極主動又勇於冒險的女孩。此外，從國小高年級就開始擔任志
工，照顧身心障礙的幼兒；以上的養分，讓源馨成為一個熱愛分享並關懷弱勢的女孩。她
的夢想是希望能讓更多偏鄉學子英文進步，為兒少權益發聲。

評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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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語表達融洽，熱情參與多項事務，期待她能將自己豐富的經驗與信念，轉化成
為社群影響力。

推薦人──母親李佑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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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獲得龍應台文化基金會議會論壇獎學金
★ 創立「CULTUREDU FLUENT」非營利機構

跨文化溝通的宣導大使
我是故事傾聽者，對跨文化溝通及政治傳播抱持熱情。我採訪過來自不同文化背景、職業專長的人，在汲
取他們的故事過程裡，我發現自己還有需要學習的地方。由於想要結合傳播媒體和跨文化議題來回饋社會，我
創立了「CULTUREDU FLUENT」非營利機構，我和團隊夥伴到郊區學校製作英文廣播節目，讓孩子們說出自己
的想法，增進對國際時事及文化議題的了解；同時我也建立跨國平台，和來自印度、菲律賓和美國舊金山的青
少年們，輔導他們在「CULTUREDU FLUENT」完成各項文化相關的計畫。
我在規劃及執行每個計畫的過程中，不斷尋找資源，並試圖取得贊助者的信任。當我試圖幫助受眾時，需
要讓他們看見我的自信 , 才能讓他們有相應的信任，將自身的故事託付給我。我也有足夠的熱情，支撐我持續關
注人文議題，找出不同的方式與多元族群互動。
我認為文化議題和「人」是切身相關的，台灣是多元文化並存的社會，大家應該學習如何尊重不同文化。
希望透過我的身體力行，開啟大家對跨文化溝通的認知和意識。

凌瑋彤
臺北市私立靜心高級中學

我是女生，我的夢想是成為一名能改變世界的文化政治傳播媒體人。
自律甚嚴 築夢踏實
瑋彤的執行與耐挫力最令我印象深刻。她關注跨文化溝通的議題，並主動拍攝短片，
籌組社團，召集有相同興趣的同學一起努力，進行志工服務。瑋彤在高度的課業壓力下，
仍熱情的參與活動，完成自己的理想。她學習善用時間與高度自律，同時主動找機會自我
磨練，發揮長處。她主動、積極與熱情的特質，贏得師長們的肯定。
推薦人──師長詹斐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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柔軟的心情將是探索世界的鑰匙，有很棒的能力，期待瑋彤能有更多元開闊的視野，
發揮正面影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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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香頤
台北市立景美女子高級中學
★ 109 年青年節高中職優秀青年獎—服務類
★ 景美女中 2019「有愛無距 : 海外國際服務學習團
表現優異獎」
★ 景美女中公共服務表現優異獎

幫助他人築夢的女力代表
我的個性熱心活潑、積極溫暖。在學校參加多種體育校隊，磨練出不畏艱難、勇於
接受挑戰，也具有承受挫敗容忍力的態度與特質。我很樂於展現自己，在團隊中時常扮
演領導者的角色。喜歡親近大自然，徜徉於感受萬物生命的喜悅，也熱愛參與各種服務
性質的活動。在去年爭取到加入「非洲海外服務學習團」，從蒐集服務對象的需求到教
案的發想、編寫、試教、修正與最終呈現，都需要與伙伴們集思廣益、一起解決。我深
刻體認到，在整個服務學習的歷程中，收獲最多的是進行服務的我 ! 現在的我，不害怕
挑戰未知的事物，以期許自己善盡世界公民責任為目標。
從非洲回來後，我深刻的體會到糧食的富足與水資源的運用，對一個國家的發展非
常重要，原本就對科學領域很有興趣的我，也因為這次的服務學習經驗，更加確定了未
來將以農業領域為學習的目標，期許自己能有效應用專業知識，讓世界不再有大型饑荒
的發生。
期許自己善盡世界公民責任為目標，成為幫助他人築夢的推手。

我是女生，我的夢想是以農業的專業知識，消弭第三世界飢餓的現狀。

樂於用自己的生命影響其他生命
香頤在「有愛無距 : 非洲海外服務學習團」擔任教務長的職務，領導團員設計、規劃與
執行服務課程面向與教案，認真負責的表現令人印象深刻。同時，向來積極參與社會服務
的香頤，連續三年暑假參與偏鄉服務學習活動，將使用電腦及書寫程式等相關知識，帶入
當地小學。我認為香頤徹底實踐了「服務是一種志業」的精神，值得推薦。

評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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擁有藝術家的感受性，科學家的頭腦，期待香頤繼續分享精彩！期待能延續自己
感興趣的議題繼續努力。

推薦人──校長黃贇瑾

81

社群經營獎

★ 擔任聖母醫護管理專科學校學生會公共事務部次長
★ 「show 映盛況」SMC 人字秀活動主持人
★ 宜蘭縣國民中小學特殊需求學生暑期活動工作人員

立志成為傳播快樂、關懷弱勢的白衣天使
我從小就立志要當護理師，雖然在接觸醫學專業知識後，發現這不是一個容易實現的理想，但我知道疾病
加諸在病人身上的痛苦是無法言喻的，來自醫生的關懷與勉勵，能讓病人產生無比的信念，能夠勇敢地對抗疾病；
而當病人痊癒時，看到他們及家屬破涕為笑，那種喜悅，令我十分嚮往；對我來說，護理師不僅是要免除病人
的疾病和虛弱，也要能兼顧對人們的整體關懷，使病患的身心靈都達到安寧的狀態，瞭解到這項工作的使命後，
更加堅定我選擇護理科的志向。
「笑臉迎人」是我的正字標記，我擅長將滿滿的活力帶給大家，讓每項活動都能在放鬆的氛圍裡進行。帶
給別人歡樂是我的榮幸，看到別人因為自己的活力而露出微笑，會給我無可取代的成就感。
未來我希望考上護理師，用專業照護需要醫療服務的弱勢族群，同時繼續主持各種活動，傳播我想帶給大
家的快樂。我要用勇敢、自信、活力的個性，和關懷別人的心，代表女性發聲，呼籲更多人正視女性的重要性
與價值。

葉柔葳
聖母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我是女生，我的夢想是付出一百萬分的努力考上護理師，用最大的愛去照護弱勢族群。
充滿活力 多方面展現自信特質
柔葳個性大方、熱心助人，在關懷社會弱勢、參與志願服務、熱心公益傳播等領域特
別活躍。她參加身心障礙學生暑期營隊，對參與的身障學生貼心照顧，在擔任學生會公共
部門主管期間，勇於任事，恰如職分。此外更多次擔任各式活動司儀，主持時能展現其自
信、活力與知性，帶動活動氛圍，廣受好評。是個值得肯定的女孩！
推薦人──師長劉德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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堅定夢想，保持好奇，持續思考，堅定而有自信，用自己的方式步步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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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欣欣
明道中學國際部
★ 自製義賣商品並在社群網站上銷售，義賣所得捐
贈給婦女救援基金會，資助單親婦女
★ 南丁格爾志工證明

我是女生，我的夢想是將我現有的能力回饋於大
眾，利用我的力量幫助社會變得更好。

兼具創意與公益精神的微型創業家
我努力做個有愛心、勇於挑戰的人。面對每個瓶頸，始終保持樂觀，我相信不論是
多困難的事，只要有解決問題的決心，就能找到有效的辦法。就像我在參與各種志工活
動的過程中，發現由於自身能力或外在資源的不足，服務無法全面到位，但累積更多經
驗後，讓我學會放手去嘗試，逐漸變得更有勇氣和自信。
從國一開始，因為喜歡平面設計，開始自己經營一個社群網路的帳號，在完全沒有
粉絲基礎、摸不清目標群眾的喜好下，透過不斷的研究，摸索出發展的方向，在累積了
數千名的粉絲數量後，我開始逐步推出實體商品並販售出去。
我從過去社會服務的經驗中，發現單親婦女因為自身條件的限制，較難投入一般工
作。我想到可以利用自己經營社群的經驗，將「微型創業」的概念及做法，推廣給需要
協助的單親婦女。我主動聯絡社會組織，及資深的電商商家，舉辦專業的講座活動，同
時也在自己的社群帳號上舉辦義賣，呼籲更多人一起支持單親婦女創業，幫助他們自立
生活、重新找回自信。

善用網路社群分享成功經驗
欣欣負責內斂，學習上不勞師長擔心，自動自發完成交付的任務。她對設計、美感有
獨特見解，七年級就在 instagram 上成立帳號，並迅速累積追蹤人數、穩健成長，在獲得成
功經驗後，秉持回饋社會、溫暖的心，進一步推廣經營網路社群的心得，給相對弱勢的女
性族群，鼓勵她們自立創業。欣欣有自己的想法，也勇於接受挑戰，讓老師備感驕傲！

評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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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專注的熱情，精準的創造利他的可能性，可以大方向表述、表達自我，期待欣
欣能保持當時主動提案的勇氣，持續以行動實踐社會關懷。

推薦人──師長劉怡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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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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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北市優秀女童軍獎
★ 救國團中等學校優秀青年 ( 高中 )
★ 保德信菁英志工獎

用童年遭遇鼓勵他人 致力活出精彩人生
雖然我的家庭因故有殘缺，但我並不因此感到低人一等，也不相信身為女性就不能成為公眾領袖，反倒提
起勇氣，用自身故事鼓勵和我有相同境遇的女孩，和衣食無憂的小孩跨越舒適圈，找尋自己能發揚光大的一席
之地。未來我希望能成為一位多領域的青年領袖。
我從國中 12 歲便慢慢踏入公益領域，貫徹女童軍的服務精神準備，日行一善，人生以服務為目的，到現在
已經 5 年都繼續在服務。這五年期間從人到動物，從山到海，都有我的痕跡，在街頭義賣餅乾的照片也受到翰
林出版社的邀約，納入國中綜合領域課本。也曾經到母校和社福單位向青少年演講，訴說我曾經的遭遇到這幾
年來的轉變，如果沒有童年時的遭遇，我可能也只是生活在家庭溫室中的小草，不敢自己去闖遍世界，也從來
不會知道一個女生能做出這麼多為社會貢獻的事情。
我認為自己是個富有高度行動力、及熱心公益的青年領袖，日後也將繼續投入社會公益，在多個領域發光
發熱。

陳依婷
台北市私立達人女子高級中學

我是女生，我的夢想是成為青年領袖。
充份實踐公益精神的勇敢女孩
依婷在校內積極參與學生自治團體活動，課外也在多項領域小有成就，如上街義賣餅
乾，將資金全數投入女力養成計畫。個性開朗又愛好公益的她，因為遭遇到較為辛苦的成
長環境，長大後毅然決然用自己的故事訴說「成就並不源自於家庭背景」，女生也能在社
會上每個角落發光發熱，勇敢又富有公益精神的她，堪稱青年領袖。
推薦人──師長王卉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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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婷把過去的故事，變成自己的力量，同時轉化投入救護領域，戮力於社會公益服務，
懂得回饋社會的優秀女孩。期許能在救護領域發揮領導才能，幫助社會上更多需要幫
助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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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榆庭
國立新竹女子高級中學
★ 新竹女中班級模範代表
★ 全國小論文比賽甲等
★ 全國閱讀心得比賽甲等

勇於探索新領域 跨越自己界限
我出生於平凡簡單的小康家庭，母親因病離世，我和弟弟由爸爸一手帶大，看著爸
爸辛苦在外奔波，我就告訴自己要懂事、照顧弟弟，因此從小就學著自律讓父親放心。
在學業上我除了把課內成績穩定外，也嘗試挑戰課外的比賽或參加活動，小三時學
校直笛隊徵選，當時我沒被徵選上，反而更勤奮地練習，每遇到困難就找音樂老師請教，
直到小四終於被選上；高二下我勇於嘗試，和朋友參加全國小論文比賽，從一開始的內
容架構、查詢整理資料就遇到不少困難，在老師指導下，逐漸從大量且複雜的資料中找
到精華重點，完成了一篇小論文，最終得到甲等；我的作文能力不怎麼好，不過勇於嘗
試參加全國閱讀心得比賽，在國文老師教導下榮獲甲等。我不斷充實自己邁入一個新的
領域去探索。
參與甄選女兒獎對我最大的幫助，就是聆聽內心真正的聲音，最終找到自己所想要
的。在過程中我發現原來自己是這麼的勇敢、勇於嘗試自己原本不曾想過的，我對未來
將更有信心，也更願意為自己而努力奮鬥。

我是女生，我的夢想是不畏艱難，勇敢為自己的未來
奮鬥，成為心目中那個最棒的自己。

具有好奇精進的勇氣
榆庭是個認真負責，值得信靠的女孩，具備女俠義氣的她，常是同學最大的支柱，在
高中風雨無阻，是全勤獎的得主。因為家庭的關係，從小需要幫忙家務、引導弟弟、照拂
父親，是位懂事貼心的女孩！最值得推薦的是她有顆柔軟善良的心，更具有好奇精進的勇
氣，勇於承擔責任、積極精進，熱愛學習的榆庭，將來必可成為社會的棟梁。

評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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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破自己去做不會做的事情，勇於嘗試。榆庭的夢想很棒，妳絕對可以如願成為
心目中那個最棒的自己，加油！

推薦人──師長何秋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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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 學年度特殊選才錄取並就讀東海大學工業設計學系
★ 104 學年度第 56 屆臺中市科展競賽數學科第 2 名（代表台中市參加第 56 屆全國中小學科學展覽競賽）
★ 2015 年國際 Writer's Square 中文寫作比賽第 2 時段 -7 至 12 年級組第 2 名

轉換科系不被看好 堅持中築夢成功
我對於新鮮事物總勇於嘗試，從中了解自己的興趣，並主動追求面對自己的理想目標，不畏任何艱辛，家
中家庭觀念較為傳統，重男輕女且從不支持我讀設計領域，但我仍堅持著自己的夢想。
從申請高職製圖科時，就一直不被他人看好，上了高職後，才發現機械設計並不是我喜歡的科目，便下定
決心轉換科目，由於環境和體制上的不允許，家人與師長們都不贊同我的決定，報名大學特殊選才，想報考的
學校科系全台名額一位，師長認為不可能達成，何必浪費時間。我同時兼顧統測，每天睡覺時間只有兩小時，
一年的煎熬，最終達成了夢想。即使錄取後仍受到師長調侃，我不在意，知道自己在做什麼。多年來，為了夢
想拚盡全力及探索自我，累積很多的經歷，自學並實踐的過程我很享受，因為我勇於嘗試各種事，想給自己一
個機會，夢想不是作夢與空想，而是築夢與理想。
報名女兒獎甄選讓我回頭看追夢的腳印，更能繼續保有勇氣及自信去實踐未來的夢想。希望每個女孩都能
有自信圓自己的夢想。

鄭亦珊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附屬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我是女生 我的夢想是讓每個女孩都能築夢，傾聽自己內心的聲音並能勇敢跳脫舒適圈。
用靜默的韌性主導自己的人生
亦珊有體貼成熟的責任感與自我要求的榮譽心。在沉重的在課業之外，努力不輟的準
備各大學的甄試，並不斷嘗試著突破現狀的可能。亦珊面對人生中如崇山峻嶺的挫折壓
力，用水一般的姿態委婉而謙遜的突破阻礙，沒有壯烈的衝撞，只有勇敢的堅持，用靜默

評審的話

的韌性主導自己的人生，一如臺灣女兒的精神，勇敢而堅韌。
推薦人──師長吳宛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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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能進入理想校系，亦珊真的比別人付出更多努力，這些努力與成就很值
得肯定，精神值得嘉許，相信她目前與未來的內心聲音，亦會被傾聽，如願
進入 Google 擔任設計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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錢佳榆
國立台灣戲曲學院
★ 第 19 屆保德信全國青少年奉獻獎及第 20
屆保德信服務獎
★ 第 20 屆金獎大賽高中團體組第 1 名
★ 中正盃民俗體育錦標賽扯鈴甲類女子團體
冠軍

我是女生，我的夢想是一步一腳印，投身長照居服產業。

表演特技娛樂長者 前進外島傳播愛
母親從事長照服務，在耳濡目染之下，我和姊姊從國二開始，不斷深入各個城鎮的
身障教養院及養老院表演。前年暑假跟學姊的劇團公益環島表演之後，有了人生初體驗，
隔年我向媽媽大膽提議，與姐姐成立了自己的公益表演團隊，結合更多愛表演的人，大
家一起用自己的才能為弱勢朋友付出，我們互相學習，並請教資深公益界前輩。目標是
要邁向百場公益女孩的紀錄。
一年前向媽媽及團員提起，善用我們成立的「Follow me 藝起來」公益表演團隊，
前進媽媽的故鄉外島馬祖，希望未來足跡能遍及金門、澎湖等地，本島的台灣長輩看到
我們在公益界少有的特技表演，更希望外島的長輩也能看到各式各樣精彩的表演。
我希望將來大學念社工或長照相關科系，學習如何結合更多的資源，為長照產業注
入新活力及思維，認為年輕人在老齡化的國家及社會裡，更需要為年長的人服務及付出。
這次無論有沒有得獎，更重要的意義是讓我們能以回饋社會的精神，承擔起更多責任。

盛夏出走 公益環島義演
記得首次受邀參加三峽插角國小的歲末聯歡，見到佳榆在歲末聯歡上表演的特技，得
知她們專程回饋給母校，讓我非常印象深刻。年紀小小就知道用所學才能為社會付出，並
大膽挑戰連續兩年勇敢公益環島義演，在盛夏走出舒適圈，讓人猶之敬佩。佳瑜是個有想
法且勇於接受挑戰的女孩，希望她將來發揮更大的力量服務社會。

評審
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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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怕摔，習慣痛楚，面對特技的挑戰真的很棒，相信未來必能結合戲劇表演與長
照服務的夢想。

推薦人──三峽北大策進會理事長陳怡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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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臺灣賽區中國中學生作文大賽 (2017~2018) 恆源祥文學之星 - 二等獎
★ 2018 年臺中市第 7 屆文學獎第 7 名
★ 2020 年總統教育獎之奮發向上優秀學生獎

帶著美人腿 走出屬於自己的道路
我出生那一刻起即罹患新生兒急性骨髓白血病，十個月大時就接受骨髓移植，未料術後併發嚴重肝靜脈阻
塞，血液無法順利運行，因此右下肢截肢。雖然老天爺開了我一個大玩笑，不過因禍得福，有了一條「美人腿（義
肢）」。我要用這條美人腿走遍全世界，走出屬於我的路。
熱愛勇氣冒險的我，非常嚮往戶外、大自然活動，不論是上山下海、玩蛇板，甚至攀高樹、玩滑降繩索，
就算身穿義肢，這些活動也難不倒我，總是勇敢地衝第一個去挑戰，展現出不被身體受限的態度，勇於探索嘗
試所有的活動。只要有人想問我的故事，我都會非常樂意分享，我並不會因害怕別人的眼光而畏懼，因為這就
是我的精彩人生，反而自帶更多無限的勇氣。
我的夢想是成為心理學諮商師，因為我的生命中遇到了許多貴人，有父母的愛護、醫護人員的幫忙，師長
與同學及社會上善心團體的幫助，使我以正向樂觀的態度，面對人生的考驗。我將懷著感恩的心，用熱愛生命
的態度展現璀璨，分享自己的生命故事與體悟。

沈利倩
台中市私立華盛頓高級中學

我是女生，我的夢想是成為帶給別人勇氣的人。
不願意向命運低頭的鬥士
利倩充分發揮了以順處逆、奮發向上的學習精神，全力揮灑她的專長和熱情，她是一
名不願意向命運低頭的生命鬥士，在面對困境時，能迎向烏雲後的希望，堅持不斷地學習，
她的努力，令我相當感動。她喜愛寫作，藉由文字分享她的故事。利倩不怕困難，用最大
的努力突破身體的限制，不但改變了自己的生活，也把勇氣傳播給周遭的人。
推薦人──校長劉一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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擁有樂觀、勇敢與正向的人生態度，令人激賞與佩服，透過自身的經驗去突破和追尋
自我，讓自己活得亮眼出色。相信利倩必能依靠勇氣與智慧，繼續勇往直前邁向夢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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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倚瑄
台北市立中山女子高級中學
★ 玉山登頂證明
★ 荒野協會單車環島證明及最佳壓隊獎
★ 泳渡日月潭證明

勇於挑戰冒險 戶外活動不設限
從小因為有氣喘毛病，爸媽常帶我和姊姊接觸大自然，後來接觸荒野協會，讓我有
機會參加許多活動，例如 15 天單車環島、8 天中橫縱走等，訓練了我有勇氣、敢冒險的
態度。
我完成了三件挑戰，泳渡日月潭、單車環島和登玉山。最近是挑戰在暑假爬玉山，
想給自己不一樣的國三畢業禮物。第一天要走 8.5 公里的路程到排雲山莊，剛開始覺得
路並不難走，但腳步越來越沉重，身負重裝外，要跨上階差高的棧道、石梯，當時心裡
告訴自己再努力一下，但撐到 5.5 公里時，再也耐不住邊走邊哭，雖然嘴巴喊著走不動
了、想放棄，後來不斷地替自己打氣：你可以的！山友對我的打氣鼓勵，也讓我堅持到
最後，而登頂的喜悅，是言語無法形容。
因為種種挑戰，讓我擁有喜歡探索、冒險、堅持、勇敢、不怕困難及努力不懈的特質，
而這些特質也讓我在生活上有所助益。目前的夢想是成為一位無國界醫生，這次報名女
兒獎，要給自己一個承諾，一份勇氣，告訴自己只要盡力去做，就會有實現夢想的一天。

我是女生，我的夢想是成為一位無國界醫生。

不畏艱辛困難 表現堅毅精神
倚瑄參加荒野保護協會已經 10 年了，在這段時間我看著她從稚拙到成熟，一步一步的
成長歷程，令人印象深刻。參加團隊活動，不論是在環境議題的實踐，還是高山縱走、台
灣東海岸走讀、泳渡日月潭、單車環島壯遊，以及玉山登頂，完全表現出不畏艱辛困難、
勇於面對挑戰的精神。倚瑄有分析問題、解決問題的能力，非常值得推薦。

評審
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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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 15 歲的年紀，不僅完成了泳渡、單車環島，還訂定了爬玉山的目標，並在出
發前做足訓練與準備，是個勇敢走向大自然的女孩，太棒了。

推薦人──荒野保護協會團長黃麗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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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開羅公主肚皮舞公開賽－個人業餘 C 組第 2 名
★ 2020 年光宇盃全國高中職專題競賽（健康與創意生活類組）特別獎
★ 2020 年第四屆 CUTe 企管盃創新服務企劃競賽複賽特優

關注環境 投入有機廢棄物循環經濟
從小學習舞蹈及小提琴的才藝，透過舞台上的展演，我學會呈現青春活力的一面，使觀眾受到熱情的感染，
過程中抗壓性、臨場應變的調整，及身旁夥伴溫暖的鼓勵，也日漸培養我能更有自信，展現穩健的台風。我亦
踴躍參與學校活動，享受和志同道合的夥伴達成競賽，更主動接觸跨領域的培力營、原住民樂活營、專題競賽
等多元學習。
眾多的校外志工活動中，我最具成就感的是負責推廣在地有機廢棄物再利用的專案。為了解決嘉義縣畜牧
場衍生許多豬糞造成的惡臭，進而不利地方觀光產業。我與協會團隊提案利用蚯蚓生物性處理果皮菜葉等有機
廢棄物的方法，將其轉換為有機肥，此舉除了能減少生廚餘進入焚化爐所造成的爐內耗損，有機肥重回農田也
形成了一套循環經濟的模式。
為了持續推廣循環經濟的理念，並解決長年無人解決的生廚餘問題，我將持續擔任協會專案志工，規劃未
來加強與環境永續相關的知識技能。我期待藉由甄選，提升自己傳遞訊息，且認識更多同樣懷抱不同目標的女
孩。

陳 歆
國立嘉義高級家事職業學校

我是女生，我的夢想是成為一位社會企業家，解決生活環境資源永續城鄉的問題。
積極參加活動 拓展自我能力
陳歆同學積極拓展自我的知識領域，踴躍參加校內外活動，利用課餘時間參加青年培
力營，在短時間腦力激盪，草擬出可行提案；也加入學生自治會，協助辦理校務內活動，
培養嚴謹又獨具創意、符合校園個性的活動，並擔任社區協會的專案志工學習組織運作、
教案優化，利用空閒之餘增進自我能力。基於陳歆的鑽研精神，我鄭重推薦她。
推薦人──師長蔡育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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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明顯感受到陳歆對於自身成長環境保育的熱忱，勇於踏出自己的舒適圈，願意為
台灣這塊土地貢獻，積極提升自己的能力，難能可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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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家芸
台中市立台中女子高級中等學校
★ 台中一中台中女中聯合歌唱大賽
★ 台中女中流行音樂社校內賽
★ 台中女中興大附中聯合總驗

參加歌唱比賽 從壓力到享受舞台
天生的肌肉萎縮症沒有造成我的障礙，反而平時就喜歡交朋友，高二時在學校社團
擔任公關職位，認識了許多平常生活圈不太會接觸到的人，是很特別的一段日子。我的
家庭從小就非常支持我做所有想做的事情，造就了我勇敢的個性，也讓我敢於嘗試新的
事物。
我認為我具備勇氣這項特質，因為喜歡唱歌，想讓更多人聽見我的歌聲、我的故事，
並且想要認定自己的唱歌實力，於是決定站上比賽的舞台，但在這一刻起意識到比賽帶
給我的壓力，這讓我不再像從前那樣享受唱歌的樂趣，壓力使我搞砸了我的第一次比賽。
第一次的挫敗讓我鼓起勇氣再次參加比賽，經過一次又一次的失敗，仍然鍥而不捨地再
次參加，雖然比賽讓我倍感壓力，卻也使我成長。比賽的過程都是我寶貴經驗的累積，
也讓我越來越習慣這種壓力，到了後來也越來越享受在舞台上的感覺。
拜科技所賜，可以藉由網路影音平台讓大家認識到我，未來想藉由網路的聲量讓大
家看到我。

我是女生，我的夢想是成為一名歌手。

勇敢面對人生大小挑戰
家芸生性樂觀、活潑，積極融入社群，人緣極佳，不但參加校內的社團，擔任公關幹部，
甚至鼓起勇氣參加歌唱比賽。她勇於面對人生中的挑戰，不讓這些不便成為她可以逃避或
豁免的藉口。從小即能洞察到別人的需要，也特別具備同理心，與同儕相處更因這層細膩
的心而得到朋友的信任與喜愛。我推薦兼具活力、自信、勇氣的家芸。

評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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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實生活環境中的種種不便，對家芸即是挑戰與冒險，她不被身體的因素受到束
縛，十分篤定的活出自己的人生，其精神令人感動與欽佩。

推薦人──台中女兒館專案經理陳映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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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 年台北市童軍冬令高級考驗營 通過
★ 106 年 NTMUN 最佳團隊合作獎 (Best delicate)
★ 2019 NSMUN 傑出代表 (Outstanding delicate)

無悔自學決定 回歸校園突破困境
從小到大我都勇於冒險，從報名各種冬夏令營活動開始，我便在探索世界的道路上啟程，學習了琴棋書畫、
相聲快板，到小五小六的自學生活，再到回歸學校、成為童軍、參加科展，直到最後站在全年級前主持活動，
我短短 17 年的人生中都在接受各種挑戰，縱使其中困難重重又或給予了我無數打擊，我都不曾放棄也不曾後悔
自己當初所做的決定。直至今日，我仍勇於走出舒適圈接受挑戰並時不時挑戰自我，對此，我樂此不疲。
為期兩年的自學中雖然參加許多共學課程，可卻依舊讓我有脫離社會之感，因此選擇回歸校園，當時失去
主動社交能力的我時常有回去自學的想法，可卻希望自己不要因此而退縮，要為當初選擇回歸學校的決定負責，
終於在國三時，接觸到「模擬聯合國」並在升上高中後加入這個社團，在這裡，我成功地找回了自學前孩子王
的感覺，也走出了回歸學校後所帶給我的各種不自信。
我現階段最大的夢想是考上一間好大學。若能獲獎能讓自己活出精采的人生中更添一筆絢彩。

陳莉蓁
新北市南山高級中學

我是女生，我的夢想是活出一個精彩的人生。
校內課業校外活動 百分百投入
莉蓁在校內課業表現方面十分穩定，維持優異的成績；在課堂之外，她參與模擬聯合
國社團與活動四年，她關心國際事務，積極參與且勇於承擔責任，表現十分突出，也曾代
表學校前往北京大學參與中學生模擬聯合國會議，用 100% 的投入，勇敢地去突破困境。
莉蓁是最值得推薦的學生，期許她持續砥礪奮進，為社會、為世界貢獻更多價值。
推薦人──師長張海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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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小年紀變生活得多采多姿，具備各種才藝，對自身的定位是清楚的且具熱忱，相信
必能順利考上大學，活出一個精彩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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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昀蓁
台北市立松山高級中學
★ 教育部青年發展署「108 年青年績優團隊」
佳行獎
★ 入選教育部青年發展署「108 年青年壯遊台
灣 - 尋找感動地圖實踐計畫」扎根種子組
★ 台北市政府教育局「108 年度服務學習績優
學生團隊與學校團隊評選」優等

我是女生，我的夢想是當個能讓人信任的人。

挺過艱苦化療 勇敢抗癌成功
我很喜歡宮崎駿說過的：「不管前方的路有多苦，只要走的方向正確，不管多麼崎
嶇不平，都比站在原地更接近幸福。」13 歲那年，我被診斷出惡性骨肉瘤，入院治療後，
我完成了長達兩年多的化療療程，過著精采的校園生活。
治療過程十分艱苦，切除左膝長達十幾公分的骨頭，並打石膏超過一個月以上，還
記得剛開完刀後的疼痛，讓我每天凌晨都被痛醒，拆石膏後也是忍受著劇痛復健。放棄
治療的想法曾經出現在我的腦海中，但深知還有很多想完成的事，且身邊有很多人陪伴
我，所以我不甘願放棄我的人生。
剛升上高中時，我在身體狀況不穩定的情況下，毫不猶豫地決定參加學校的傳統校
山巡禮 - 要爬上象山，雖然最後沒有登頂，但已經突破了自己，我相信每次的困難，都
使我們成長，所以值得鼓起勇氣放手一搏。
未來我想要幫助在醫院的癌症病童，報名參加女兒獎證明了我在化療中的勇敢，將
來到醫院服務時不僅對病童和病童家長更有說服力，也能讓他們知道自己的勇敢是值得
被嘉許的。

以勇敢樂觀態度 戰勝疾病
昀蓁因為罹患惡性骨肉瘤，前後共動了 4 次手術，國中幾乎都在醫院度過，上高中後，
一開始非常吃力，但是她很認真地做時間管理，讓自己越來越好。學校老師適時的關心和
鼓勵，也給昀蓁很大的力量，讓她找回學習信心！當我知道勵馨基金會所舉辦的女兒獎活
動，便推薦昀蓁参加。我認為她勇敢樂觀的戰勝疾病，十分符合女兒獎精神！

評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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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面臨身心的疾苦，而仍勇敢克服骨癌，勇敢地面對困難、面對人生，積極的活
下去，重返校園，期許昀蓁有個更棒更精采的人生。

推薦人──母親陳淑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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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雜學校參展
★ 新世紀高峰論壇團隊合作獎
★ 科技部高中生人文社會科學營

為學生發聲 提倡多元教育
從小就對社會議題很有興趣，常關注時事，因此培養了對弱勢和正義的覺知。同時參與過許多翻轉教育研
習，求學過程中唸過各式類型的學校，觀察到各類學校間教育資源的落差。認為教育應該能讓人對未來更有選
擇，可是弱勢家庭裡很多學生沒有太多選擇，而升學型學校的學生也被師長和社會價值觀限制了未來。
於是我開始演講、參與展覽、辦研習營隊，和社會溝通，讓家長、老師相信讀書不是學生唯一的工作，要
讓學生有機會探索所愛的事物。其實我很怕在大眾面前說話，但知道要有影響力就必須這樣做。國三時為了讓
更多人看見走在人煙稀少道路的孩子，嘗試「雜學校」佈展，成為那年最年輕的個人參展者，我在 200 人的教
師研習中爭取上台 5 分鐘，邊抖邊說我想做什麼？為什麼教育多元重要？請求大家捐款，三天募到逾 15000 元，
湊齊參展費用。
我也創立臉書社團，集結各校學生，討論關於課程和夢想的問題，彼此激發興趣，「一個人走得很快，但
一群人可以走得很遠。」

陳坤苓
海聲華德福教育

我是女生，我的夢想是所有人都能自由地成為自己想要的樣子。
分享視野學習 點燃同儕心中火種
坤苓能找出對社會有幫助的行動，嘗試規劃長程、中程、短程的目標，在過程中不斷
地學習、調整及執行，將想法化為行動、面對真實的自我、迎向挑戰。因此，我曾邀請她
分享自己走出學校後擁有的視野及學習，希望點燃孩子們「有為者亦若是」的火種，勇敢

評審的話

走出舒適圈，追尋、打造自己的夢想！
推薦人──師長廖令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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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相當的勇氣，即便與眾不同也不退卻，推薦自己至各地演講推廣自己的雜學校理
念，進而順利募款，坤苓積極努力想成為自己想要的樣子，這樣的精神實屬難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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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ian Girl Awards
Asian Girls Campaign has been hosted by the Garden of Hope Foundation (GOH) for
eight years since year 2012. This year we have two girls won Human Rights Award and
Community Development Award, respectively, and a group of six girls from different Asian
countries won Social Innovation Award.
Asian Girl Campaign adopts empowering as strategy and education as the core. The
organizer GOH promotes the campaign by partnering with different Asian NGOs for
their knowledge of local communities. The goal of this campaign is not only to reverse
prejudice against girls in gender role, but also to demonstrate a variety of career paths and
possibilities for girls. Over 500 Asian girls join the campaign for the Asian Girl Awards every
year.
Today, the winners and applicants show us how their advocacy and activism can change
the lives of others and benefit communities, cities and countries through their projects.
In this year, winners will receive additional guidance from experts in human right, social
media for community development, and social innovation fields. A course - Enhancing Girls'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from Social Media, Campus to Parliament will be opened to girls who
are interested in politics to join as well. Through the guidance and course girls can be more
certain of their path and execution. Tomorrow, they will sh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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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Asian Girl Awards Applicant List
MONGOLIA
Turkey
Belsam Alzobi

Oyunbileg Bazar
Monkhjin Uranchimeg
Gantuya Sedjav
Enkhkhuslen Bat-Erdene

SYRIA
Sima Al Abrash
Ghufran Hamsho
Mariya Elsayyid Ahmed
Hiba Keshkiya

Bangladesh
Tanvir Hossain Apu
Alma Farha Alma
Antara Khan

NEPAL
Preety Bhusal
Bidhya Dhungana
Rejina Gharti Magar
Priya Pun Magar

Thailand
India

Siriwan Pornin

Stuti Sing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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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riwan Phornin
Sangsan Anakot Yawachon
Development Project, Thailand

絲理萬．波寧
泰國少數民族青年發展計畫

Dare to Voice
Siriwan Phornin is an 18-year-old girl from Thailand. Siriwan, a child raised by
LGBTIQ parents/rainbow family, faces multiple forms of discriminations, bully, and
is banned to travel as her mothers do not legally recognised by law. To voice the
difficulties LGBTIQ/rainbow families are facing in Thailand Siriwan is rising her visibility
and telling story in order to advocate for child right of all children from rainbow family
via media and the online platforms. Her advocacy will not only beneficial to all children
of rainbow family in Thailand but also globally. She’s now a volunteer of the Sangsan
Anakot Yawachon Development Project. She is a girl child human right activist who
advocates for right to family and legal protection for a children of rainbow family in
Thailand. She writes articles, interviews and uses social media for these matter since
she was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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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uman Rights Award 人權大使

勇於發聲

★ Volunteer of Sangsan Anakot Yawachon Development Project
★ Led One Billion Rising campaign and V-Day Thailand movement
★ Advocate for right to family for a child of rainbow family and LGBTIQ peoples

Siriwan Phornin 來自泰國，今年 18 歲，成長於多元家庭。自小，她就遭受不同種類
的歧視、霸凌，因法律不承認雙性組成家庭而被禁止旅行。為將多元家庭在泰國所面對
的不平等對待公諸於世，Siriwan 透過媒體和線上平台，挺身說出她自身的故事，捍衛多
元家庭小孩的權利。她的勇於發聲帶來的影響是全球性的，而不僅限泰國當地多元家庭
小孩。Siriwan 現在是泰國少數民族青年發展計畫的志工，也是多元家庭權利及子女人權
捍衛運動人士。她自 14 歲起即開始撰寫文寫、訪問，及運用社群媒體發聲。

★ Advocate on stop bullying
★ 2018 年起擔任泰國少數民族青年發展計畫志工，協助活動及工作坊規劃執行
★ 反性別暴力，引領泰國 10 億人起義活動和 V-Day 運動
★ 提倡保障多元家庭權利及子女人權並擔任代言人
★ 提倡終止霸凌並擔任代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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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yunbileg Bazar
Princess Center
National Movement Against Child
Abuse, Mongolia

歐雲碧列格•巴扎爾
公主中心
蒙古國家反兒童暴力運動

Educate and Heal the Community
As an initiator and pioneer of the Buried Life - Empowering Future Women Project
Oyunbileg Bazar, who is 19, has a very different life. In high school she established an
eco club, and opening an online eco store. Furthermore, she initiated the Buried Life
Project for people to heal the community and society as a whole by using technology
for proving knowledgeable contents and giving ho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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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mmunity Development Award 社群經營獎

Oyunbileg teaches English to less privileged young girls between 10-15 living in the
lower part of society. She sees education is a powerful weapon and regardless of where
people was born, we all deserve an equal education!

教育和療癒社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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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Initiator and pioneer of the Buried Life - Empowering Future Women Project
Voted for President of Eco Club and received “Eco-School＂ Award
Opening an online eco store at the age of 16
Debate delegates at Model 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s
Selected Member of the Mongolian Young Scholars Program
Teaching English to less privileged young girls aged between 10-15

★
★
★
★
★
★

被埋葬的人生 - 未來女性賦權計畫發起人及創新者
高中時，成立並擔任校內環保組織 - 環境友善俱樂部總裁並榮獲環保學校獎項
16 歲時開設環境友善環保回收商品線上商店
2018 年起，擔任模擬聯合國會議多國代表：印度、南非、土耳其、美國、中國，並榮獲「最佳代表獎」
入選為蒙古資優高中生「年輕學者計畫」成員
教導 10-15 歲貧困少女學習英語

做為被埋葬的人生 – 未來女性賦權計畫的發起人和創新者，19 歲 Oyunbileg Bazar
的人生非常與眾不同。高中時，她成立環境友善俱樂部，並開設線上環境友善商店。之
後，她更擔任模擬聯合國會議多國代表，入選蒙古青年學者計畫成員，發起被埋葬的人
生 – 未來女性賦權計畫，運用科技提供知識性內容教育和療育社區，為社區居民帶來希
望。
Oyunbileg 也教導 10-15 歲貧困少女學習英語，她認為教育是一個有力的武器，不論
出身，人們皆應獲得公平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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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tara Khan
Bangladesh

Siriwan Pornin
Thailand

★ Created a student group to work for gender equality, which is a
minority group in Bangladesh.
★ 自創一個學生團體，並以自身經驗和專業出發，為性平性別教育
努力，為孟加拉少數焦點團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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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sian Girl Ambassadors

★ It's the only advocacy project idea from Thailand to speak up for LGBTQ
and its family rights, with strength in originality.
★ 提出泰國唯一一個為 LGBTQ 及其家庭權益發聲的倡議專案，深具原創與
人權精神 16 歲開設線上環境友善商店。

Oyunbileg Bazar
Mongolia

Mariya Elsayyid Ahmed
Syria

★ From her initiative and design, we can clearly see the actual solutions
and implementation methods which was a success in Mongolia.
★ 方案充滿自發性，執行順利。
★ 從倡議和教育雙管齊下，能清楚看得到實際的解決方案和執行方式。

★ In a difficult environment, she continued to learn by herself and
specialized in STEM field.
★ 在艱辛的難民環境下，仍舊持續為自我學習，專攻 STEM 領域。

Stuti Singh
India
★ Proposing an intervention plan for girl training and local community
development, which is very difficult to reach out and make use of the
inﬂuence of peers to increase the motivation to change.
★ 提出女孩培力和在地社區發展的介入方案，具深遠性。
★ 預藉同儕陪伴，增加改變動力，具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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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feBuddy App

Expected Outcomes:

Sexual harassment can be happening everywhere to everyone regardless of
gender and age. How worldwide sexual harassment from occurring in teenage
victims can be eliminated. The group hopes to create an App product that helps
prevent victimization, and to provide reliable advice especially to the abused for further
prevention.

★ To alarm teenagers of possible dangerous locations where sexual harassment
chances are high

性騷擾不論性別和年齡，可能發生在任何地點、任何人身上。如何減少全球青少年
被性騷擾者加害，國際組希望開發一個 App 產品，協助避免全球青少年被性騷擾者加害，
同時提供被加害者可靠建議，以進一步預防性騷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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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cial Innovation Award 社會創新獎

★ To eliminate sexual harassment globally
★ To promote gender equality, no oppression.
★ To help teenage victims understand their situation
★ To help the abused victims understand their situation and gain the right support

預期效益：
★ 警示青少年可能遇到被性騷擾的高危險場所
★ 降低全球的性騷擾發生率
★ 提倡性別平等，沒有壓迫
★ 幫助青少年理解他們面對的現實情況
★ 幫助被性騷擾的受害者了解他們的狀況和獲得確切的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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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am Members:

組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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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lory Joy

Asha B.K.

The Anluwagi Project, Philippines

Jagriti Child and Youth Concern Nepal (JCYCN)

芙蘿瑞•喬伊

艾紗•BK

菲律賓安路瓦基計畫

尼泊爾賈桂提兒童及青少年關懷組織

Mary Rose

Sushma Pokhrel

Youth for Environment in Schools Organization, Philippines

Jagriti Child and Youth Concern Nepal (JCYCN)

瑪莉•蘿絲

蘇絲瑪•波瑞爾

菲律賓青年環保校園組織

尼泊爾賈桂提兒童及青少年關懷組織

Aya Yamauchi

Aastha Anirjit Bastakoti

Japan Dating Violence Prevention Network, Japan

agriti Child and Youth Concern Nepal (JCYCN)

山內彩

亞紗•安妮吉•巴斯塔柯堤

日本預防約會暴力網絡

尼泊爾賈桂提兒童及青少年關懷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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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cial Innovation Award 社會創新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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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女孩日實況

高雄葛珞思女孩日，從不同角度看世界。

王玥好執行長帶領女孩代表 ( 南投高中女拔河隊 ) 與全場民眾為女孩權益宣示。

勵馨運用科技培力亞洲女孩，召集 8 國近 70 位學員參與活動。

台中女兒館首創全女性登山，帶領 12 位女孩挑戰自我，成功登頂臺灣第二高峰雪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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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中女兒們雪山行前的山林小冒險，攀爬谷關七雄之一 : 東卯山。

今年，因新冠肺炎疫情之故，培力科技營利用網路連線，

女孩們展現團結溫暖精神，為全女性登山的魅力所在。

讓八個國家的女孩可以順利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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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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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衡系列
雙向平衡
循環保濕不停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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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ke possible a

better future
應用材料公司是提供材料工程解決方案的領導者，我們的設備用來
製造幾近世界上每顆新式晶片與先進顯示器。人工智慧和大數據在
未來10年間，將重塑重大產業和我們生活的各個面向。應用材料
公司扮演其中獨特關鍵角色，從材料到系統，加速推動創新未來。
在應用材料公司，我們運用科技的力量，成就更美好的未來。我們
相信，運用新方法結合科技和人才，創新因運而生。你我有無限潛
能，實現各種可能。
踏出這一步，加入我們。

appliedmaterials.com
© 應用材料公司2020年保留所有權利。應用材料公司名稱、應用材料公司標識及
make possible是應用材料公司在美國和其他國家的商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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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個行動優先、雲端至上的世界裡，微軟的核心競爭力，就是成
為一個提供生產力與平台的公司，幫助在這個地球上的每一個人到每
一個組織，都能貢獻更多、成就更大。」
-微軟執行長 Satya Nadella
微軟自 1975 年成立以來，持續提供全球領先的軟體、服務、設備和解決方案，
幫助個人和企業用戶，全面發揮科技潛能，實現夢想。
台灣微軟致力於幫助台灣提升創新力、競爭力以及促進經濟繁榮。為確保每個人
皆有機會享受新興科技帶來的便利，並期待運用科技推動社會改變，台灣微軟長
期與非營利組織、政府單位合作，以微軟的專業知識與技能，協助青年與弱勢族
群提升競爭力、培養數位人才並彌平數位落差。同時透過「非營利組織軟體捐贈
計畫」，培力在地非營利組織打造智慧工作場域，希望在數位工具的幫助下，組
織能將更多的心思與時間專注於改善社會問題，讓服務更有力量。

2020/1/1~2020/12/31

凡是購買《潔顏柔敏慕斯》除了享有美美的公益價，
我們更會將金額的10%，全數捐助給公益團體唷！

這麼好的商品，除了變美麗，讓我們一起為愛做公益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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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行：財團法人勵馨社會福利事業基金會
發行人：林靜文
發行所：23143 新北市新店區順安街 2-1 號 1 樓
電話： (02) 8911-8595
傳真：(02) 8911-5695
董事長：林靜文
執行長：王玥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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