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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全球華文永續報導獎】入圍名單 

學生組平面類 17 件                                    *本名單按報名編號排序 

作品名稱 參賽人姓名 學校名稱 

遁地「忍者龜」的幽暗危機：下水道工安

事故增多，誰來重視？ 
黃立安 房荷庭 臺灣大學 

「旱」動農業 停灌政策未解之災 姜期儒 萬巧蓉 陳子瑜 李宜恬 陳品婕 政治大學 

憶存南山——跨不過的都市化高牆 王君盈 陳韋彤 呂佳蓉 曾以馨 世新大學 

公民電廠，許農村一個夢 蘇彥誠 臺灣大學 

大旱來襲、掌水工高齡化 科技節水可行

嗎？ 
吳冠伶 林昕璿 徐嘉璟 陳嘉怡 政治大學 

校牆外的天空 被遺忘的中離生何去何

從 
吳季柔 林子頊 王崴漢 徐宇昕 政治大學 

傾聽樹木的聲音 兼顧生態友善與工作

安全的攀樹師 
陳品融 廖澄妤 張華真 李加祈 政治大學 

噗噗共乘來了：偏鄉 Uber 部落頭目當運

將 老少通載 
陳芷晴 林宣佑 郭又華 政治大學 

道阻且長—臺灣林業的永生之戰 林綺薇 臺灣大學 

森林中的黃金秘「蜜」 童筑君 鄒凱宇 吳郁 顏禎 郭珈妤 臺灣大學 

英雄頭盔下的疲憊面容──消防人力警報

響不停 
陳柔安 陳禹蓁 鄭曉雯 臺灣大學 

戲台冷暖誰人知 失去觀眾後的酬神戲 詹和臻 陳卓希 邱海鳴 江俊緯 政治大學 

農業師傅能解缺工問題？成效褒貶不一 詹和臻 陳卓希 邱海鳴 江俊緯 政治大學 

澎湖章魚，以特有種之名 阮珮慈 政治大學 

焊接缺工致產業停步 如何守住漸滅的

火花？ 
周佩怡 蕭淳云 崔兆慧 駱芷萱 政治大學 

高中生，你自主學習了嗎？ 黃鈺晅 
台北市影視音實

驗教育機構 

苦撐教改美夢 新課綱陰影處的過勞教師 李芸 張博瑞 莊文源 甘媄心 政治大學 

學生組影片類(短)  14 件 

作品名稱 參賽人姓名 學校名稱 

舊衣真能換綠金？臺灣恐衣觸即發 林佳儀 廖于靚 世新大學 

農廢再利用 「菱殼」變烏金 林子敬 蘇敬哲 世新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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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住民狩獵傳承 生態永續與平衡 許芷菱 白石理子 世新大學 

公民參與記錄路死 改善路殺護生態 謝忠岳 林倩妮 淡江大學 

西部嚴重地層下陷 楊順發用相片記錄 彭子芸,洪靜雅 淡江大學 

海洋魚類資源枯竭 食魚教育永續發展 林芸寬 詹宜庭 世新大學 

台灣珊瑚產業沒落 工藝與保育的存亡議

題 
柴心擇 鄒欣潔 世新大學 

從印尼到台灣 Universal Volunteer 淨

灘不分你我 
許齡文 劉宜庭 楊令瑜 謝佩玲 臺灣大學 

人道之路的曙光 外來種法令新方向：綠

鬣蜥 
房佳潁 南臺科技大學 

未來糧食之路 可食昆蟲替代肉類 黃子馨 陸詠心 彭品汝 陳俊穎 淡江大學 

潛海戰將 無私付出為海洋療傷 蔡銍湣 高貫軒 世新大學 

福壽螺循環利用 青農實踐友善農業精

神 
呂佳蓉 曾以馨 世新大學 

與山林的契約：環境信託的森存之道 劉衛憲 邱翊庭 莊立揚 世新大學 

抓不完! 綠鬣蜥肆虐 半個台灣已淪陷 蔡沛芸 世新大學 

學生組影片類(長)  6 件 

參賽作品名稱 參賽人姓名 學校名稱 

網後漁生 陳雅芸 黃榜賦 陳靜湄 楊洛宣 彭康萱 銘傳大學 

漁生 宋修宇 李幼筠 葉家蓉 亞洲大學 

食光島 
張博瑋 吳翊弘 史庭瑄 江苡煊 汪晏慈 黃

惠玲 
南臺科技大學 

勞與牢 徐詠倪 楊廷進 靜宜大學 

蟲返山林 朱彥銘 臺灣藝術大學 

視障青年黃靖騰 突破界限雙手築夢 黃子馨 李怡臻 汪愛亞 李思瑩 姚佩延 淡江大學 

學生組融媒體類  7 件 

參賽作品名稱 參賽人姓名 學校名稱 

人生最後一哩由他陪伴 送行者的專業

化之路 
劉潔 臺灣大學 

能源轉型觸礁了嗎？ 
謝宇翔 陳皓平 許昭傑 林祐靚 陳可庭 王

心宜 
長榮大學 

超抽地下水埋隱憂 如何治本成關鍵 蔡沛芸 陳崑翔 謝承軒 世新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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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天就離家出走—與都市原住民對話展 
曾彼得 楊高潔 徐孟真 林宜潔 張永騰 王

妙禎 孫佳瑜 林馨美 陳庭榆 
中正大學 

代孕新希望──代理孕母解禁之路 蔡沛芸 陳崑翔 謝承軒 世新大學 

奪命樹災：臺灣的都市林危機 陳怡岑 世新大學 

你家旁邊有綠地？尋找都市中的樹與綠 何嘉燕 林綺薇 曾子軒 臺灣大學 

學生組音頻類  8 件 

參賽作品名稱 參賽人姓名 學校名稱 

新聞相對論 江麗妮 姚宛妤 臺灣藝術大學 

思而後生 
林庭瑄 林依臻 黃庭芳 洪詠嫺 邱鈺庭 吳

俊德 
世新大學 

36°海平線--湛藍海洋「湛」鬥機初登場! 景義婷 景義豫 
玄奘大學 中國

文化大學 

城市桃花源：八煙聚落生態復甦之路 房荷庭 黃立安 臺灣大學 

無束人生：一場由下而上的社會運動 曾霈榆 洪子蕙 中正大學 

宏觀台灣永續發展的優勢與劣勢 黃家繕 國防醫學院 

永無島之外的快樂 阮珮慈 政治大學 

記憶咖啡館 施子涵 臺灣藝術大學 

專業組平面類  14 件 

參賽作品名稱 參賽人姓名 任職單位 

萊豬叩關調查報導 彭宣雅 陳雨鑫 陳熙文 郭琇真 聯合報 

兆元商機背後的隱憂 電動車廢鋰電池

海嘯來襲 
黃士庭 精鏡傳媒 

戰勝負人口時代 劉佩修 馬自明 楊倩蓉 郭涵羚 陳庭瑋 商業周刊 

種珊瑚的人 復育與療癒之路 吳佳珍 張皓然 黃世澤 
慈濟傳播人文志

業基金會 

108 課綱追蹤報導 
洪欣慈 林秀姿 游昊耘 潘乃欣 喻文玟 鄭

惠仁 卜敏正 
聯合報 

搶救綠電跳票危機 方德琳 萬年生 徐右螢 今周刊 

濫「漁」充數！拆解真假海鮮混充術 童儀展 林玉婷 李依文 張柏晨 食力 foodNEXT 

藍色「法外之地」 回不去的討海人 甯卉 香港端傳媒 

發電前，藻礁先說再見？ 蘇于寬,何怡君,林昕慧 窩窩 

碳鎖台灣 
梁玉芳 鄭朝陽 許詩愷 吳姿賢 黃有容 林

奐成 賴昭穎 
聯合報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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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跨國調查｜墨西哥海馬濫捕偷運追蹤 

香港海味舖代客走私北上 
李穎霖 勞顯亮 香港 01 

小光電專題報導 陳文姿, 鄒敏惠 環境資訊中心 

逆轉氣候變遷的 U20 系列報導 鄭宇茹 阮怡婷 林尹筑 CSR@天下 

藻礁生與死 郭志榮 自由投稿人 

專業組影片類(短)  19 件 

參賽作品名稱 參賽人姓名 任職單位 

逆風奇蹟！走過傷痛 浴火重生的小小志

工 
曾奕慈 梅志銓 三立 

你吃不完他吃不到！澳洲台青用科技 賦

予剩食新價值 
相振為 劉伯奇 三立 

日月潭水浩劫 華舜嘉 鄭偉宏 三立 

庶民發電 能源轉型 李宜庭 羅哲超 華視 

水域解封 打造親水臺灣 陳璽鈞 張書堯 盧松佑 華視 

不穿白袍的熱血醫師 吳奕慧 陳柏華 TVBS 

台灣 NEXT-全球舊衣災難尋解方 再製

燃料棒讓廢衣變能源 
房業涵 蔡秉儒 林上裕 潘郁文 東森 

台灣 NEXT-砍樹種電引撻伐！屋頂型光

電才是歸宿 
房業涵 李軍 潘郁文 東森 

新聞深呼吸 ─ 當家園變成國家公園 陳雅琳 林乃絹 李柏儒 陳佑彬 壹電視 

無良企業最恨他！ 「鬼阿伯」不甩威脅

堅守臺灣 25 年！ 
王君瑭 王新喬 蔡銘洋 潘怡靜 今周刊 

隔一片海．天壤之別 澎湖長照進行式 郭雅慧 戴君恬 王明輝 朱怡寧 三立 

尋水，百年大計的啟示 陳彥珊 黃鈞豪 臺視 

我家沒垃圾 楊翰選 尚潔 周玲秀 高英倫 TVBS 

老鷹公主護鷹記 朱純慧 高英倫 TVBS 

去汙臺灣／火燒屏船 揭開廢棄漁船長年

「擠港」危機 
林雍琁 徐宇威 盧湘婕 聯合報 

雲端廚房與外送金礦 李頂立 何佳陽 TVBS 

與大杓鷸的旅程 簡毓群 自由投稿人 

台灣正呼吸長高--不容忽視的力量 尋求

共存之道 
賴麗櫻 王維 中天 

體檢營養午餐揭秘 謝賢熺 林上筠 TVB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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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組影片類(長)  19 件 

參賽作品名稱 參賽人姓名 任職單位 

新聞深呼吸─留住一滴水 

陳雅琳 鍾心怡 蔡幸芳 李宗憲 吳珮甄 賴

志豪 黃裕發 李柏儒 柯家傑 楊東漢 林貝   

吳衣璇 

壹電視 

巨木悲歌! 拯救被束縛的老靈魂 謝安安 陳文枋 壹電視 

消失的國界─再生世代 謝家璇 趙國瑞 三立 

矽島之殤-追蹤台灣電子廢棄物 
侯建州 呂蓓君 李芷萱 趙國瑞 于成虎 傅

建誠 
三立 

手機回收去了哪？前進杜拜 直擊電子產

品的循環經濟 
相振為 張峻德 三立 

山火啟示錄 陳汎瑜 李婉婷 李宇承 陳沿佐 盧松佑 華視 

當你忘記我的時候 吳奕慧 陳柏華 TVBS 

走出高牆 上學了 李宜庭 羅哲超 華視 

垃圾去哪了 
李佩玲 萬家宏 黃照峰 林妍君 林國新 林

文森 鄭青青 謝啟泉 

慈濟傳播人文志

業基金會 

菇生不息 吳志怡 萬家宏 
慈濟傳播人文志

業基金會 

大愛探索周報-第二人聲 吳志怡 張略家 
慈濟傳播人文志

業基金會 

遇水則發 李雅萍 劉博明 
慈濟傳播人文志

業基金會 

浪浪在找家 張筱瑩 周明文 公視 

揭開地底祕密-國道走山十年專題報導 陳彥珊 黃鈞豪 臺視 

里山生態 呂尚儒 林健裕 公視臺語台 

《地球的孤兒：臺灣的精靈》臺灣草鴞：

台灣最稀少瀕危的神隱精靈 
白心儀 潘郁文 李孟唐 林奕勳 東森 

缺水之島 生存法則 
黃奕傑 蔡佳珍 陳彥珊 張禕呈 詹宏舜  

周宗霖 陳世忠 吳青駿 江勝代 
臺視 

福爾摩沙守護者-海洋篇 
舒夢蘭 陳一松 徐進輝 陳相宇 陳昱翔 

吳柏蒼 林東昇 
東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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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態怪客 外來種入侵浩劫與解方 
張玄會 管佈霖 戴佳儀 曾貴禎 李文顥 蘇

弘杰 吳宗哲 黃柏崴 林德熙 
鏡電視 

專業組融媒體類  7 件 

參賽作品名稱 參賽人姓名 任職單位 

六都新印象 謝汶均 許瑋琳 洪欣慈 聯合報 

餵養，錯了嗎？ 
蘇于寬 朱翊瑄 陳信安 何怡君 林昕慧 顏

吟竹 陳億瑞 
窩窩 

無助的沈默 梁玉芳 周妤靜 許詩愷 陳靖宜  聯合報系 

為淡水河做一件事 2021 

黃昭勇 高偉倫 阮怡婷 陳亭妤 楊郁盈 余

音 張希慈 陳念元 柳佳妘 陳鵬宇 郭恆 

吳伊容 林曜鉦 涂維政 朱惟歆 謝易玲 陳

凱薇 王浚銘 賀駿騏 官建蓁 陳妤蓁 林祐

聖 廖欣穎 張舫涵 盧柔君 蔡士翔 

CSR@天下 

轉型正義之路：從戒嚴時期受難者資料揭

開白色恐怖的秘密 

陳珮瑜 陳怡蒨 熊凱文 呂理詣 李又如 陳

玟諺 簡信昌 徐湘芸 林煒凱 精鏡傳媒 

怪奇路現形記 
卓冠齊 梁駿樂 李宜芳 曾芯敏 陳柏逢 詹

凱文 陳柏偉 Nagao Kunaw 公視 

社群的羊群效應 

林慧珍 閻芝霖 施佩儀 張士哲 葛緯詩 翁

筠茜 羅文芳 陳柏任 黃建源 梁芝菱 劉嘉

盛 陳香匡 王品懿 胡家昌 林幸蓉 單厚之 
網路溫度計 

專業組音頻類  13 件 

參賽作品名稱 參賽人姓名 任職單位 

百年風沙 劉文珍 教育電臺彰化臺 

【小鬼登島第四集】超生大法：同一件牛

仔褲，不一樣的屁股！ ft. REnato lab 

營運長 歐陽藹寧 

趙怡茜 吳怡慈 許蓓真 劉冠谷 賴育辰 鬼島之音 

難民擬真體驗營創辦人：我在希臘難民營

所見所聞 
鄭立明 廖南瑛 教育電臺  

氣候變遷下的海洋與珊瑚保護行動 張楊乾 高宜凡 陳冬菱 竹科廣播 

友雉者事竟成-環頸雉 周宥騫 警廣臺南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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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美濕地的美麗與憂愁 廖佳倩 全國廣播 

防疫戰場上的後送車隊 林夢萍 警廣臺北臺 

綠能煉金術：第一手訪談原音大公開 揭

漁電共生黑幕 
林育如 林奐成 聯合報 

「竹光發熱 永續新動力」專題報導 李思瑩 教育電臺臺東臺 

<科學大玩家> 光明！光害？ 一念間！ 吳沂家 徐若彧(徐嬿) 教育電臺 

電力大白話：從停電那夜起，團結建構未

來能源心方向 
路怡珍 簡德浩 蔡明真 陳晏儀 月城南 

解密 ESG 趨勢！企業如何創造社會影響

力、邁向永續經營？ 
于紀隆 KPMG 

志工台灣-以針線慎終，以誠懇追遠-76

行者對談 
曾耀輝 鄭佳芳 自由投稿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