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國立教育廣播電臺新聞稿 
                                            新聞聯絡人：黃麗如 

電話：（02）23880600分機 213 

發稿時間：109年 5月 14日 

第 17屆金聲獎暨媒體素養特別獎 入圍名單揭曉 
 

由國立教育廣播電臺主辦「第 17 屆金聲獎暨媒體素養特別獎」

入圍名單揭曉，疫情期間學生仍積極角逐，參賽件數創 3年新高，此

外，高中生踴躍參賽創意十足，獲得評審讚賞及青睞。配合防疫措施，

本屆頒獎典禮改採網路直播，6 月 5 日中午 12 時在「教育電台聲動

全世界」臉書專頁公布得獎名單，一起為入圍學生加油。 

 

配合教育部推動媒體素養教育，今年金聲獎續辦「媒體素養特別

獎」，本屆競賽共計有 30 所大專校院及 33 所高中職校學生角逐 8 類

獎項，總參賽件數 246 件創 3 年新高，40 件入圍作品以世新大學 9

件最多，國立臺灣藝術大學 5件，輔仁大學 4件，今年中南部大學也

各有斬獲，高中職組由建國中學入圍 3件拔得頭籌。 

 

疫情期間學生關心防疫，共有 23 件作品融入防疫主題，入圍作

品呼籲大家對抗病毒的同時，也別忘記多微笑保持好心情，勤洗手、

戴口罩，一同用行動守護台灣。評審認為藉由防疫呼籲大家微笑，表

現人與人之間的溫馨關懷，並傳達防疫的重要性，令人印象深刻。 

 

與往年不同的是，今年高中學生更勇於挑戰自我，除「高校聲優

獎」參賽件數大幅增加外，另有 8件作品挑戰其他 7類獎項，與大學

生 PK，表現亮眼，評審團認為今年高中生自創劇本讓人驚艷，內容

具教育性，聲音表情與音效穿插佳，創意及可聽性高，值得嘉許。 

 

教育電臺謝忠武臺長表示，高中職廣播社團是廣播教育很重要的

一群生力軍，今年高中生的參賽件數增加，可知校園中有一群熱愛廣

播的學生，教育電臺每年精心規畫「學校廣播社團輔導計畫」，優良

廣播師資宅急便至廣播社團分享經驗，歡迎學校提出申請。 

 

本屆入圍作品將於 5 月 20 日上傳至教育電臺「金聲獎專區」及

Channel+網站，6 月 5 日中午 12 點於「教育電台聲動全世界」臉書

專頁網路直播，公布得獎名單，歡迎觀看直播為入圍學生加油鼓勵。

相關活動最新訊息，請至國立教育廣播電臺「金聲奬專區」查詢。 

https://news.ner.gov.tw/cht/index.php
https://channelplus.ner.gov.tw/
https://www.facebook.com/educationrad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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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7屆金聲獎暨媒體素養特別獎 入圍名單 

【教育專題報導獎】入圍 5件 

編號 作品名稱 學校 參賽人 

49 
智慧一點－深度解析素

養教育與專題寫作 

臺北市立建國高級中

學、臺北市立第一女子

高級中學 

黃暘、劉星妤 

73 世界變奏曲 玄奘大學 温雅芳、翁芳悅 

76 
第零次相遇－臺灣最東

邊漁村的文化故事 
世新大學 

林嘉鈺、劉芳婷、 

林麗謙、李菀萱、鄧婷 

132 老地方新世界 

輔仁大學、高雄師範大

學、國立成功大學、淡

江大學 

戴穎慈、林舜英、 

楊喬如、戴居廣 

210 成為死神的那天 朝陽科技大學 李安妮、張原銘 

 

【社會關懷節目獎】入圍 5件 

編號 作品名稱 學校 參賽人 

20 聲音難改 靜宜大學 
鄧偉詳、植皓懃、 

黃琪喻 

59 人在異鄉是家人 玄奘大學 景義婷 

79 在角落被遺忘的你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 
李文仁、余品寬、 

陳芯瑀 

145 雲後的希望—早期療育 輔仁大學 蔡昀彤、劉又名 

234 飄洋過海來臺灣 中國文化大學 

王彥博、蔡旻詮、 

咸辰昀、劉子瑜、 

王蘊淳、陳以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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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節目獎】入圍 5件 

編號 作品名稱 學校 參賽人 

15 環保小戰士 玄奘大學 王淑琪、郭郡霖 

50 一閃一閃亮晶晶 國立政治大學 李俐蓁 

133 晚安探險號 世新大學 
鄭依淳、林芷恩、李如

茵、黃辰峮、林子茵 

171 
進擊的探險島-自然科學大

作戰 
世新大學 

蔡亭儀、張庭暄、李沁

駥、林芸安、梁詠詩 

193 探索大生活 輔仁大學 
蔡侑潔、徐菁、楊文

綺、陳琮文 

 

【藝術文化節目獎】入圍 5件 

編號 作品名稱 學校 參賽人 

152 五號市集 世新大學 
蔡亭儀、張庭暄、李沁

駥、林芸安、梁詠詩 

170 化外之聲—與時代對話 世新大學 
林芷恩、鄭依淳、黃辰

峮、孫雪莉、林子茵 

190 鼓動人生 輔仁大學 
蔡欣妤、曾語昕、李秉

豪 

237 藝代相傳 世新大學 
劉進婷、吳子權、羅禮

帆、李如茵、徐嘉儀 

244 話山話水話臺語 

國立臺灣藝術大

學、國立臺中教育大

學、中國文化大學 

施子涵、鄭凱元、王彥

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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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樂節目獎】入圍 5件 

編號 作品名稱 學校 參賽人 

88 夢響工作室 佛光大學 鄧逸維、許碩恩 

90 聲夜酒 Bar 佛光大學 陳姿孜 

167 命運之歌-FADO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 謝銘鏗 

188 聽見台灣 世新大學 
劉進婷、吳子權、羅禮

帆、孫雪莉、徐嘉儀 

242 世界音樂盒 世新大學 
鄭依淳、林芷恩、黃辰

峮、李如茵、林子茵 

 

【公益廣告獎】入圍 5件 

編號 作品名稱 學校 參賽人 

31 風水有代誌 義守大學 簡榮良 

125 石虎不能開車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 
林昱慈、李佳靜、廖梓

涵、蘇駿、謝佩彣 

156 微笑多一點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施子涵、鄭凱元 

199 今夏，別蚊我 崑山科技大學 
張孝筠、吳子妤、洪子

芸、邱子庭 

202 不塑之客 崑山科技大學 

周思璇、林柔妡、林雅

雯、練鎔甄、陳炘芩、

金珈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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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聲優獎】入圍 5件 

編號 作品名稱 學校 參賽人 

16 古椎的阿嬤 臺北市立大同高中 吳若湄 

60 汙處可龜 

明倫高中/成淵高中

/中正高中/萬芳高

中 

洪照竣、 吳之瑋、程

鈺婷、湯喬茵 

85 流炎沖沖沖 新北市立石碇高中 蘇睿慶、尤帷純 

116 
廣播劇五分鐘–《小苳與

他的鬱鬱》 
高雄市立中山高中 麥勻瑄 

169 鬼才會做你朋友 
臺北市立建國高級

中學 
黃暘 

 

【媒體素養特別獎】入圍 5件 

編號 作品名稱 學校 參賽人 

54 皇上！且慢！ 

臺北市立建國高級

中學/臺北市立第一

女子高級中學 

黃暘、劉星妤 

127 真相，只有一個 國防大學政戰學院 黃士芳、杜芳玟 

136 停思監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羅元廷 

151 資訊大作戰 世新大學 

金奐宇、林罄榆、楊承

翰、黃右宇、魏安琪、

羅志倫 

200 恐懼殭屍不要怕 朝陽科技大學 
張原銘、曾品璇、陳韋

町、李沛勳、簡嘉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