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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組／平面類 

獎項 參賽作品名稱 參賽人姓名 學校名稱 

首獎 
扭轉被焚燒的命運：新興二手衣產業如何讓舊衣

絕處逢生？ 
張家瑜、廖彥甄、陳浩瑋、陳禹蓁 臺灣大學 

優等 
晃擺不穩的龍頭：電動機車維修產業如何保持平

衡前行？ 
劉亭妤、張博涵、吳凱西、羅子恆 政治大學 

優等 植物醫師-田野的白衣天使  
游育驊、陳怡璇、李承庭、何芸庭、

林映均、黃麗頻 
銘傳大學 

優等 
雲林「陷」危機，誰知農民苦？ 雲林地層下陷

的分配、節流及開源三角習題 
張珮綺、賴佳昀、黃毓鈞、曾柔潓 南華大學 

社會價值 
學習歷程檔案寫滿首屆學生焦慮 未竟的 108 課

綱理想藍圖 
李謙謙、張珈爾、王嘉瑜、黃亭茹 政治大學 

人氣獎 公投之後然後呢? 環境與經濟應平衡發展 李孟恩、舒筑兒、洪浩倫、吳姵嘉 文化大學 

    

學生組／影片類(短) 

獎項 參賽作品名稱 參賽人姓名 學校名稱 

首獎 葉之煉金術師 楊奕 南大附中 

優等 外來種海蟾蜍入侵 草屯志工剷「蜍」害 李海琪、黃念雲、吳婉瑜 世新大學 

優等 洪水吞噬部落 松鶴重建人間樂土 陳翊瑄、賴婕羽 世新大學 

優等 日月無光 周宗瑩 臺灣藝術大學 

社會價值 文化與能源的衝突－豐坪電廠開發案 林子敬、陳映涵、蘇敬哲 世新大學 

人氣獎 葉之煉金術師 楊奕 南大附中 

    

學生組／影片類(長) 

獎項 參賽作品名稱 參賽人姓名 學校名稱 

首獎 「手」護山神的餽贈 「作」出自然共處之道 李海琪、楊旂、簡穎雅 世新大學 

優等 大林竹筍樹蛙 共生取平衡 高巧穎、楊淳琄 中正大學 

社會價值 冰凌花开 孙碧浓、姜雯婧、黄智灏 上海杉达学院 

人氣獎 山的禮物 
李鈺湘、林煜仁、張鈞皓、藍御晅、

謝汶澄、管俊彥 
輔仁大學 

    

學生組／融媒體類 

獎項 參賽作品名稱 參賽人姓名 學校名稱 

首獎 山域事故暴增，如何走出安全的登頂之路？ 戴淨妍、孫嘉君、陳禹蓁 臺灣大學 

優等 在最好也最壞的年代，唱出臺語的未來 程莉茜、黃湄津、林尹筑 臺灣大學 

優等 丹大探險記－走入這條無法可管的道路 李昀璇、顏婕儒、許如鎧、陳楷霖  政治大學 

優等 血汗醫師累到吐，健保漏洞誰來補？ 
安乃玉、莊子昀、黃子珊、黃詩惠、

陳詩婷、潘千菱 
輔仁大學  

社會價值 軌跡上的記憶－保存臺灣鐵道文化 陳冠達 臺灣大學 

人氣獎 面劇；面懼 張芝琳、陳晨涵、鄭維婷 銘傳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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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組／音頻類 

獎項 參賽作品名稱 參賽人姓名 學校名稱 

首獎 性好有你 劉佳怡、彭安萁 世新大學 

優等 漂流異鄉人 景義婷 玄奘大學 

社會價值 東南亞移工的這些人那些事 楊炘昶 淡江大學 

人氣獎 漂流異鄉人 景義婷 玄奘大學 

    

專業組／平面類 

獎項 參賽作品名稱 參賽人姓名 單位名稱 

首獎 消失的西海岸 
孫秀惠、呂國禎、程思迪、陳庭瑋、

陳皜 
商業周刊 

優等 穩綠電在哪裡？ 劉光瑩、許秀惠、蔡立勳、康陳剛 天下雜誌 

優等 一片 80 元雞排背後 糧價新風暴 
萬年生、陳葦庭、黃偉柏、呂玨陞、

張君逸 
今周刊 

社會價值 
香港院舍悲劇：守不住的生命，爆疫兩年錯失哪

些救命時間點？ 
李慧筠 端傳媒 

人氣獎 斷橋震撼到探索南橫 
王慧瑛、陳弘逸、劉學聖、侯俐安、

邱瓊玉 
聯合報 

    

專業組／影片類(短) 

獎項 參賽作品名稱 參賽人姓名 單位名稱 

首獎 吃菱角救水雉鳥 友善農作成就善的循環 林德熙、樂嘉妮 鏡電視 

優等 迎戰氣候變遷 台灣鯛翻身外銷全球 戴佳儀、蘇弘杰 鏡電視 

優等 獨居蜂救援任務 李心嵐、朱怡寧 三立 

優等 風力發電悲歌！ 綠能與環境如何兩全 蔡依臻、林上裕、卓經國 東森 

優等 簷上紅瓦修舊如舊 惜物相傳的匠人匠心 黃琲茹、魏國旭 三立 

社會價值 
自己的人才自己救！機具業老闆把後山囝仔變工

業 4.0 戰將 
林洧楨、許俊傑、陳沛妤 商業周刊 

人氣獎 老橋老了，你長照了嗎? 李樺仙、黃浩哲、吳財賢 東森 

       

專業組／影片類(長)                                                 

獎項 參賽作品名稱 參賽人姓名 單位名稱 

首獎 「大震之前」系列報導 

吳財賢、李軍、楊尚仁、蔡秉儒、黃

浩哲、林上裕、房業涵、李樺仙、潘

郁文、葉雲炫 

東森 

優等 消失的國土 
陳汎瑜、陳沿佐、徐森城、李婉婷、

李宇承、李宜庭、張書堯 
華視 

優等 大洋的召喚系列報導_二部曲－沉藍的憂鬱 
舒夢蘭、陳一松、徐進輝、陳昱翔、

林清華、吳柏蒼、林建成、林東昇 
東森 

優等 沙漠變綠洲－中國的秘訣 王結玲、陳相如、謝賢熺、林隆士 TVB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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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價值 島嶼生機－綠電爭議未解 鄭雅珊、陳永祥、林建銘 南天有線電視 

人氣獎 以海之名 造一座里海島國 
葉怡瑩、林乃絹、吳宜靜、黃柏崴、

蘇弘杰、林德熙、柯閎騫、吳宗哲 
鏡電視 

    

專業組／融媒體類 

獎項 參賽作品名稱 參賽人姓名 單位名稱 

首獎 心之所向－收容所獸醫師的每一天 
蘇于寬、陳信安、林采昱、朱翊瑄、

林昕慧、顏吟竹、王偉泰 
窩窩 

優等 居住焦慮世代 你的薪水能在哪裡買房？ 

蔡佩蓉、呂慧君、張庭銓、周融聖、

何醒邦、沈婉玉、何定照、陳宏睿、

董俞佳 

聯合報 

社會價值 小路的選擇－一個自殺者的故事 
賴彥如、鄭淑麗、徐光慧、林孟欣、

黃志忠、王瀚德、胡道明、吳昱霆 
公共電視 

人氣獎 大風吹，吹什麼？風電重擊的海口人生 
林吉洋、蔡佳珊、程怡綾、楊語芸、

許震唐、劉啟稜、蘇建銘、蕭名宏 
上下游新聞市集 

    

專業組／音頻組 

獎項 參賽作品名稱 參賽人姓名 單位名稱 

首獎 餐盤上的公民課 
張毓芹、劉文珍、田志興、林祺宏、

徐恩容、趙佳韻 
教育廣播電臺 

優等 部落微光 因疫情而剛強 林夢萍、鄭雅卿、黃崑能 警察廣播電臺 

優等 繁殖路迢迢，高美溼地陸蟹危機如何解？ 袁常捷 竹科廣播 

社會價值 
只做好事的幫派-逆風劇團，帶著高關懷少年勇敢

飛行 
黃柏諺 教育廣播電臺 

人氣獎 部落微光 因疫情而剛強 林夢萍、鄭雅卿、黃崑能 警察廣播電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