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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全球華文永續報導獎】入圍名單 

學生平面，入圍 16 件                *本名單按報名編號排序 

作品名稱 參賽人姓名 學校名稱 

橋斷了，然後呢？ —— 剖析橋檢制度困

境 
李昕芸 許容瑄 林莉庭 薛人豪 張庭瑀 政治大學 

萬巒居民堅守廿年樹林 台糖農電共生

專區難協議 
阮珮慈 吳曼嘉 張佳琪 徐品蓁 政治大學 

窗・殺 牠們「看不見」的痛 林志怡 臺灣大學 

空間阻「愛」：社福團體尋地的荊棘路 陳妍如 陳子瑜 萬巧蓉 方小瑀 政治大學 

不再用完就丟！網購包裝第二生命 朱家宏 游美茵 顏琬儀 長榮大學 

傳統街區存亡？大稻埕與老屋新生風潮 王家葳 李苡慧 張清揚 
中山女子高級中

學 

當碼頭不再停泊漁船 低度使用漁港該何

去何從？ 
賴辰瑀 張珮慈 林琬蓉 李權洲 楊家威 政治大學 

疫情下台大學生的力量 林尹筑 林鈺書 彭心玗 林筠皓 臺灣大學 

沒有終點的復振路——拯救瀕危語言的

平埔族群 
黃雪瀅 李芸 朱姰霖 呂心喻 政治大學 

為貧窮者建就業橋樑 二手屋盼物資不浪

費 
蔡欣妤 曾語昕 輔仁大學 

別「碳」氣——純電汽車環境升級臺灣能

做到嗎？ 
林琮恩 傅有萱 王薇妮 政治大學 

手機種菜不是夢：初露鋒芒的臺灣農業數

位轉型 
林琮恩 傅有萱 王薇妮 政治大學 

菸屁股先生 不喜歡流浪 莊貿捷 臺灣師範大學 

出獅了！Lion Dance Craft 劉霖林 臺灣藝術大學 

疫情推動的教與學實驗 陳浩瑋 丁瓘茵 張佳頎 陳禹蓁 臺灣大學 

疫情下的網購商機—暴增的包裝垃圾何

去何從？ 
王良博 楊穎婷 世新大學 

學生影片(短)，入圍 23 件 

作品名稱 參賽人姓名 學校名稱 

百年石頭屋聚落 馬崗漁村存亡關頭  徐榮佑 劉于緁 世新大學 

手工雞毛撢子 臺灣僅存匠人陳忠露  陸詠心 彭詮翔 淡江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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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手書香遶偏鄉  吳顥民 李英鍵 范湘亭 徐郁芳 玄奘大學 

台語歌唱未煞 新生世代突破窠臼  蔡采紋 陳妍蒨 世新大學 

胡文偉打造偏鄉棒球夢 營造藝文新社區  蔡舒安 張恆維 輔仁大學 

紙醫生吳哲叡 延續文物風采年華  陸詠心 黃孟晴 淡江大學 

不再浪你孤單  王云宣 張舒涵 陳羿穎 陳佳妤 眭榮安 銘傳大學 

樹木界蜘蛛人 攀樹師翁恒斌與樹為友 魏岑伃 黃孟晴 淡江大學 

專屬小農的業務員  陳映璇 黃存信 鄭羽璇 義守大學 

浴火鳳凰—燒燙傷友的勇氣與重生  葉芳吟 黃詩惟 陳思妤 呂怡慧 梁芯卉 銘傳大學 

舊布重縫故事衣 邁向永續零廢棄  黃子馨 黃孟晴 淡江大學 

重拾大武壠  劉昀 廖子瑄 世新大學 

拋棄一次性包裝 當個不塑之客 詹唯伶 林靖璇 孫庭蓁 賴禹辰 周品蓁 銘傳大學 

荒地變身循環農場 打造零廢棄環境 黃柔蓉 黃子馨 淡江大學 

產履經濟 天秤下看不見的危機  馬恩凱 楊舒婷 長榮大學 

金門的眼淚  吳姿瑩 陳詣涵 林奕佐 呂咏儒 鄭淞文 銘傳大學 

脫口秀．下一幕  
李程程 林潔映 劉至柔 許瑋芯 林欣穎 曾

馨旻 
銘傳大學 

我們與蜜蜂的距離  許安喬 王歆慈 黃于綺 辜柔慈 林禺盈 銘傳大學 

育見珊瑚 海底雨林新生機  房佳潁 陳煒靜 陳禹彤 孫昕婷 南臺科技大學 

霓虹師傅振興傳統 結合工藝轉型藝術  許卉晴 龔家齊 淡江大學 

達魯瑪克旅外青年 鄭淞文 陳韻如 王奕心 莊薇妮 張萱 銘傳大學 

水源保衛戰  楊蕎瑜 林旻柔 世新大學 

酒糟綠金牛正肥，金門永續成商機  
張語茹 杜思嘉 楊舒媛 陳殊鏵 陳齊亞 王

彤榆 劉佳蓁 邱吉爾 
銘傳大學 

學生影片(長)，入圍 10 件 

參賽作品名稱 參賽人姓名 學校名稱 

東市裡的進行式   
高增竣 李倩銘 陳首男 詹雍樂 李英鍵 張

貝蒂 陳思穎 范湘亭 
玄奘大學 

借我聽聽你的世界   
黃倩紋 林子瑄 張怡蕙 黃思銘 林妡紜 曾

炘柔 趙育琪 
玄奘大學 

飲憂   曹佼人 李豫玲 玄奘大學 

星銀共居 雙老家園安“星”顧   周洳萱 邱凱文 梁愛群 世新大學 

走進霧台 看見阿禮部落的蜂中奇緣   
王家菁 郭虹伶 成采錡 錢亮妤 陳尚譽 陳

品絜 
文化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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珍珠海  陳蔚慈 臺灣藝術大學 

《疫後，以後》 林心宇 玄奘大學 

我們信你，老大！—熱血數學王子黃懷恩   黃孟晴 古佳立 張懿文 劉亞米 龔嘉熙 淡江大學 

阿塗  陳彥蓉 銘傳大學 

鯨在八斗子  張弘榤 臺灣藝術大學 

學生融媒體，入圍 12 件 

參賽作品名稱 參賽人姓名 學校名稱 

Where is Bonnie? 蔡銘晏、袁千雅、黃鈺婷 交通大學 

剩「布」回收──再造下腳料生命力 劉宣廷，李宜錚 世新大學 

從零撲殺到零流浪——人犬衝突的解決

之道 

黃子馨，魏岑伃，黃柔蓉，韓邦伃，唐茹韻，

彭詮翔 
淡江大學 

漁電共生還是競爭？ 蘇彥誠，邱怡瑄，劉潔 臺灣大學 

塑分手！人類與塑膠毒戀圓舞曲 郭芳彣 世新大學 

窗・殺 牠們「看不見」的痛 林志怡 臺灣大學 

我們只是想要一個家，為什麼那麼難？ 吳旻諼，夏荷婷，梁駿樂 輔仁大學 

出獅了！Lion Dance Craft 劉霖林 臺灣藝術大學 

樹蔭下的陽光：林下作物創新經濟價值 
王家菁，郭虹伶，成采錡，錢亮妤，陳尚譽，

陳品絜 
文化大學 

綠能／慮能：漁電共生啟程轉核 曾越、林詩芮、莊嬡羽、范志中 臺灣大學 

一炷香背後的空汙 顧庭安，陳嬑葦，杜美慧，王品筑 南臺科技大學 

七股魚塭的發電夢：太陽能板與養殖生

態，是共存還是相爭？ 
陳妍如，陳子瑜，萬巧蓉，方小瑀 政治大學 

專業平面，入圍 8 件 

參賽作品名稱 參賽人姓名 任職單位 

為淡水河做一件事專題系列報導 黃昭勇，鄭宇茹，高偉倫，阮怡婷 CSR＠天下 

台商大回流加速毒垃圾浩劫   
侯良儒、吳中傑、田習如、李大任、陳宗怡、

查慧瑛、李佳靜 
商業周刊 

我們與低碳的距離 鄭閔聲，紀茗仁，王子承，王炘珏 今周刊 

天亮之後—921 震殤 20 年 
洪欣慈，林秀姿，鄭朝陽，賴香珊，江良誠，

賴郁薇，蔡佩蓉，劉明岩，陳秋雲 
聯合報 

「水啊！」專題 陳世慧，黃世澤，安培淂 

財團法人慈濟傳

播人文志業基金

會-經典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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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續能源之路  
游昌樺、董俞佳、余承翰、 謝汶均、鄭超

文、蔡佩芳、 彭慧明、葉信菉 

聯合報系願景工

程 

商場的文藝復興 人文企業的綻放 周宇銀、姚蔚真 香港經濟日報 

「光害毀生態」系列報導 
洪敬浤、陳雅玲、蔡容喬、魏莨伊、張曼蘋、

鄭朝陽 

聯合報深度內容

中心 

專業影片(短)，入圍 16 件 

參賽作品名稱 參賽人姓名 任職單位 

背水一戰 中崎有機夢碎？ 李宇承，劉俐均 中華電視公司 

【舊衣變提袋 循環共享新概念】 李宜庭 李宇承 中華電視公司 

身在「蝠」中不知福? 陳璽鈞,羅哲超 中華電視公司 

呼吸的難題 連昭慈，文楷誠 中華電視公司 

國土危機！挽救臺灣土酸溜溜  詹舒涵 鍾德榮 TVBS 

尋找湯姆生 沈君帆、梁建裕 蘋果日報 

溼地，誰的家 陳彥珊，卓煥鈞 臺灣電視公司 

核四未來式-借鏡奧地利 彭光偉，張峻德 三立電視台 

老校長救地球計畫 吳奕慧，林煌賓 TVBS 

【鏡相人間】蝴蝶與砂石車的戰爭 被老

礦場鑿裂的中華村｜鏡人物 
鄒雯涵 鏡週刊 

醜蔬果變愛心 黃照峰，刘婉郡，林妍君 MY DAAI 頻道 

「水」都跑哪去了？直擊臺灣水庫缺水兇

手 
曾奕慈，梅志銓 三立電視台 

領先全球 海廢保麗龍永續新革命 郭雅慧 黃琡雯 張逸民 三立電視台 

臺灣野溪壽終進行曲 戴元利 廖廣賓 TVBS 

聖鳥變剩鳥-埃及聖䴉在台悲歌 朱涵瑜，陳世忠，蔡崇梧 臺灣電視公司 

杜絕盜伐─臺灣木材履歷護山林 蔡佳珍，陳信志 臺灣電視公司 

專業影片(長)，入圍 15 件 

參賽作品名稱 參賽人姓名 任職單位 

游牧日常 陳廷宇，羅盛達 公共電視 

野火啟示錄-澳洲 汪倩如，相振為，劉伯奇 三立電視台 

莫拉克十年 您過得好嗎? 
陳汎瑜,陳璽鈞,張書堯,于凡,羅哲超,顧展瓏,

文楷誠,李宜庭,李宇承 
中華電視公司 

消失的王者-沙漠雄獅 舒夢蘭，陳一松，徐進輝，鄭晉沅，潘郁文 東森電視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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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現熱血山貓幫】買地護石虎 探訪山

貓森林 
李宜庭，文楷誠 中華電視公司 

地球的孤兒~石虎的生與死 白心儀，李孟唐 ，林奕勳 東森電視台 

消失的王者-草原巨獸 舒夢蘭，陳一松，潘郁文，吳柏蒼，林東昇 東森電視台 

小林的十年重建夢 劉瑋婷、周府慶、林修逸 慶聯有線電視 

海洋與我們的改變 吳奕慧，陳柏華 TVBS 

改變家鄉撿垃圾開始 李晴 蕭遠斌 TVBS 

救救腦危機系列 張澤人，林鑫宏，郭繼宗 

財團法人慈濟傳

播人文志業基金

會 

農漁廢棄物-臺灣永續之路系列報導 郭雅慧 黃琡雯 戴君恬 張逸民 王明輝 三立電視台 

臺灣的前世今生 - 蘭花王國的起與落 
陳雅琳 鍾心怡 蔡幸芳 吳衣璇 楊東漢 陳

文枋 林清華 林貝 
壹電視 

舌尖上的真相 林上筠 柯勝雄 TVBS 

癌末能助專題報導 潘郁文 ，陳智菡 東森電視台 

專業融媒體，入圍 7 件 

參賽作品名稱 參賽人姓名 任職單位 

當全世界都想減碳 無煤家園真的可行

嗎？ 

謝汶均、張心慈、楊若榆、游昌樺、彭慧明、

董俞佳、蔡佩芳 
聯合報系 

癌症村  
何柏均、林奐成、陳偉周、侯良儒、陳鼎仁、

吳宜靜、王士銓、游為能、薛合淇、耿詩婷 
蘋果日報 

臺灣「第六缺」危機   

田習如、吳中傑、李大任、李佳靜、李庭恩、

林舫如、侯良儒、查慧瑛、張思穎、許俊傑、

陳宗怡、黃凌芬、楊以謙、葛林、達俐如、

賴世仁 

商業周刊 

農場動物的眼淚：餐桌美味背後的飼養悲

歌 

蔡佩蓉，許瑋琳，楊若榆，郭琇真，鐘聖雄，

黃仲裕 
聯合報系 

新冠肺炎 全球疫情即時追蹤  
林秀姿，蔡佩蓉，洪欣慈，謝汶均，楊若榆，

周融聖，蘇士堯，許瑋琳，張心慈，許藹雯 
聯合報 

如果，海有你  鐘聖雄、呂慧君、胡淨悟、薛亦涵 
聯合報系願景工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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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見非洲的聲音---肯亞生態永續路  

黃貞怡，蕭應強，溫芳玲，許興中，宋培華 ，

張書瑋，黃兆璽 ，陳珮君 ，吳宜靜 ，楊

樺 

TVB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