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註定會被標記為人類史上的疫害之年，世界像是被按了暫

停鍵，在驚慌失措中喪失了親友，在茫然無助中寸步難行。然而，地

球依然運轉，太陽照舊升起，堅韌的生命力努力讓作息不空轉，雖然
隧道還未走到盡頭，可是在黑暗裡已透出微光。

願景工程2021年即將邁入十周年，回首這一年雖然也在全球新冠

疫情下受到些許波及，幾場預定的活動延後舉辧，但即使在嚴峻環

境考驗下，我們未曾懈怠，2020年仍交出可觀的成績單，足以向社
會報告。

我們以欣慰的心情和關心「願景工程」的朋友們分享：
「願景工程」秉
持追踪不懈的精神推出「體檢行的正義2.0」專題，這次聚焦在偏鄉

給願景人的信

親愛的願景工程夥伴、讀者、願景人：

白牌車及資源錯置的現況，本專題不僅獲得「消費者權益報導獎」的

起臺灣農業的「隱形農業大軍」
，帶讀者深入現場理解這些隱形的

移工如何填補了臺灣農業短缺的人力；這套專題，榮獲2020年卓越
新聞獎及吳舜文新聞獎雙料肯定，我們很高興願景的努力能夠被看
見，同時擴大民眾關心議題的視野。

「願景工程」一路走來，無日或忘成立的初衷：努力讓臺灣更好。我

們藉由報導的力量，連結社會的資源，一點一滴、日復一日，希望寫
下的每個字都能成為任何正向改變的推手。

臺灣每年皆受熱浪所苦，我們繼「都市在發燒」探討熱島效應後，今

年進一步倡議「為未來種一棵樹」
，廣植樹木即是都市最有效降溫固
碳的方法；願景持續關心海洋環境，隨專業團隊記錄環島海洋數據

製作「如果，海有你」
，提醒環境監測的重要；臺灣雖然沒有部分歐洲

2020

願景工程
影響力報告

悄悄換成了東南亞歌謠。願景工程深入山區採訪，第一手報導支撐

弱勢使用能源的平權；
「現代動物園」專題則
與讀者一起思考動物園的前緣觀念，對於動
物福利我們可否有更佳的解決方案？

告別2020，
「願景工程」推出籌畫調查一整年

的「退休力大調查」
，特別針對臺灣民眾，設

計五個構面測驗臺灣民眾的退休準備是否足

夠，是集合學術與報導的重磅獻禮，盼望即將

步入超高齡社會的臺灣，人人都能及早準備、
都可享有理想的退休生活。

「願景工程」不只報導，還有行動。今年我們
辦「移動翻轉偏鄉－跨界工作坊」
，集思廣益

政策鬆綁，逐步輔導偏鄉白牌車合法化，同時規畫更多「幸福巴士」
過往臺灣有採茶山歌，但近年到了農作物採收季，這些臺灣山歌已

弱勢」
，願景團隊推出「搶救能源弱勢」
，關懷

結合學者、中央地方官員、民間NPO共同舉

肯定，並促使交通部正視偏鄉地區白牌車問題，部長林佳龍已宣布
開入偏鄉。

國家有「能源貧窮」的問題，但存在許多「能源

一起提出偏鄉交通解方；也串連種樹團體、企

業、政府一起種下兩千棵樹；當然「願景工程」
長期關心的社會企業，今年繼續與社創團體
合作舉辦了大型倡議活動。

形塑影響，策動轉變，是成立「願景工程」的不
變宗旨；努力讓臺灣更好，是「願景工程」的莊

嚴承諾。九年多來，我們證明這個公益媒體的
轉型實驗已見成效，
「願景工程」至盼這股轉

變的正能量可獲得社會更多支持，有朝一日「

願景工程」能夠成為臺灣社會的「願景工程」
，

「願景工程」不會只是媒體，而是集合眾力，
成為推動臺灣正向改變的源源不絕動力。
聯合報系願景工程

鞠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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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味的代價

▶▶ https://vision.udn.com/vision/cate/8104

獲獎

隱形農業大軍
▶▶ https://udn.com/upf/the_invisibles/

▶▶ https://vision.udn.com/vision/cate/120878

獲獎
獲獎

永續能源之路
▶▶ https://vision.udn.com/vision/cate/120582

▶▶ https://topic.udn.com/event/energyvedioland

吳舜文新聞獎深度報導獎

獲獎

卓越新聞獎文字類深度報導

全球華文永續報導獎平面類首奬

體檢行的正義2.0

農場動物的眼淚

餐桌美味背後的飼養悲歌

▶▶ https://vision.udn.com/vision/story/121037/4435434
▶▶ https://vision.udn.com/vision/cate/12118

▶▶ https://udn.com/newmedia/2019/animal_welfare/

獲獎

萬分之一在我家
6個罕病重生的故事

▶▶ https://vision.udn.com/vision/cate/120798

獲獎

全球華文永續報導獎融媒體類首獎

消費者權益報導獎佳作

獲獎

臺灣醫療報導獎新媒體類

社會光明面新聞報導獎特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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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

影響力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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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辦「大風吹 吹翻書的人」閱讀嘉年華、「明日
餐桌」好食市集、「幫地球降溫」牽手種樹嘉年
華，邀請各界合作夥伴共襄盛舉，鼓勵民眾一起
參與行動

演講影片

349+

國內外採訪航程超過 55 萬公里

國際名人論壇
邀請國際名人舉辦 3 場論壇

70+

開放各界申請願景開講
超過 70 場

邀請國內專家
為臺灣能源轉型政策把脈

公民沙龍

15+

邀請專家或青年創業者
於公民沙龍分享超過 15 場

首度舉辦跨部會的「移動翻轉偏鄉 - 跨界工作坊」，
邀請中央部會及地方政府各局處代表進行討論，
盼能透過橫向、縱向串連，接起偏鄉交通的最後
一哩路

系列活動演講影片
累積超過 349 則

3+

願景開講

1+

1+

550,000+
巡迴全台大專院校
舉辦青年論壇 37 場

能源論壇

工作坊

採訪航程

37+

嘉年華活動

影響力報告

3+

歷年採訪製作超過 123 個深度專題報導

九年有成
影響力報告

青年論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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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夥伴

150+

對外展開各式合作
累積超過 150 個合作夥伴

影片觀看次數

1,207,919+

系列活動演講影片觀看次數累積超過 120 萬次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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粉絲説：

Mimi Wang

我也喜歡看你們的報導，跟打開電視新聞看到的完全不同。
粉絲説：

專題
報導

UDN Vision Annual Report 2020

為未來種一棵樹
種樹最好的時機是20年前，
第二好就是今天。

景工程」，更開始追蹤這個臉書專頁，我喜歡紙本，
因為可以一直收藏。
粉絲説：

Kelvin Kwok Yong Lim

每次超期待你們的專題報導，
每個都會剪下來。

樹木不只是城市的空氣清淨機，也是純天然不耗電的冷

氣機。願景工程延續關注熱島效應、氣候變遷的基礎，
深入探討臺灣種樹亂象，從歷年植樹節名人種下、卻無

亞洲「換肝之父」陳肇隆

Swallow Chen

多年來一直維持著讀報習慣，因為看報紙知道「願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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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關注而至「被消失」的樹苗，到「斷頭」粗暴式修剪慘
狀，描繪出臺灣都市林（行道樹和公園樹）的悲慘命運。

從小樹苗種起，往後會發現，當初彎腰
澆水的樹苗變成大樹，你得抬頭仰望，
彷彿長者般看著你成長、陪伴你變老。

挽救樹木宿命、採取氣候行動第一步：把樹種回來。臺
灣各角落都有「樹人」正一棵棵植樹成林，高雄長庚醫

院名譽院長陳肇隆救人也救樹，他還培育樹苗分贈親

友；深受「種樹的男人」感動的盧銘世在嘉義推廣「情感

藝術家盧銘世

樹林長得好，動物吃得飽會很快樂。
即使什麼都沒有，
把燈關掉也有滿天星斗。

種樹」廿載，校園班級樹、社區「村上村樹」都是他播

「還給自然」。願景團隊不只用真摯的文字紀錄下來，也

臺東種樹人賴金田、許美菊夫婦

換肝之父陳肇隆
植樹護大地

下的種子；臺東則有不惜負債買地的賴金田，只為種樹
善用影像溫暖呈現。

專題連結｜https://vision.udn.com/vision/cate/121020

家樹重生成家具
另類生命延續：朱慧芳

泛新光第三代洪士琪
種下臺灣原生保種中心

愛、回憶與成長，種樹
讓心緊牽一起：盧銘世

正向改變

1. 行政院長蘇貞昌要求農委會研議具體的

種樹方案。林務局允諾制定樹木修剪規範。
2. 教育部全面盤點校園樹木現況，擬定適
地適種的規劃，推廣愛樹教育。

3. 願景工程與中國信託、慈心有機農業發

展基金會展開三方合作，攜手促成種樹行
動。另協助國泰金控、桃園市政府和經濟
部合作，認養中庄運動公園，打造氣候森
林。

獲獎

入圍2020台達能源與氣候特別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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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物權利

現代動物園
動物園的演進取決於
人類要給動物多少權利，
放掉多少自私情懷，為動物多想一點。
台大獸醫系助理教授彭仁隆

當人站在展場前至少觀察動物兩個小時，
才會發現牠可能在踱步、發喘、食糞．．．。
想像你是動物，整天在籠子裡、
面對同樣的景物，感受會如何？
臺灣動物社會研究會副執行長陳玉敏

早期訓練猴子騎腳踏車、獅子跳火圈，
是要求動物表演，為的是人類觀賞；
如今動物訓練是為了動物福祉，
目的大不相同。
臺北市立動物園非洲區區長高雋

UDN Vision Annual Report 2020

UDN Vision Annual Report 2020

動物園是必要的存在嗎？臺灣動物園百年史中，
我們曾為了戰爭處死動物、為了娛樂讓猴子騎單
車，如今動保意識抬頭，但離開棲地、圈養籠中
的動物，痛苦並未停止。馬來熊、長臂猿終日禁

錮在狹小的「舞台」，來回踱步；紅鶴被迫剪翅，
所以能在水池中「亭亭站立」，不飛走。這些才是

「快樂天堂」的實相。

先進的動物園正思考：如何在遊客體驗及動物福
利間取得平衡。設計覓食遊戲，讓金剛猩猩進

食兼活動筋骨，每天定時幫大象做美甲的醫療訓
練，取代動物表演訓練。但若無法規強制，面對
改變，多數動物園是被動的，大眾的選擇和監督
才是關鍵。動保團體發現，人們到動物園只願花

30秒看一隻動物，看不到便追趕、吼叫。動物園

動物權利

若要成為教育場域，唯有透過公民評鑑，深化觀
察，人們才有可能思考如何善待展演動物，讓牠
過得更好。

本專題首度善用社群粉專特性，打造數位行銷策
略，製作超過20則短影音和圖文小遊戲，累積總
觸及率高達570萬人次，單則影音觀看破60萬人
次，創下願景工程開台以來的最高紀錄。

專題連結｜https://udn.com/upf/vision/Zoo_of_the_Future/

生 態 攝 影 是 當 代 熱 門 題 材， 拍 下 野 生 動 物 活 靈 活

現、生動可愛的模樣，往往能在社群媒體上吸引許多

「讚」。但少數攝影師卻為了虛榮心，為了「快速拍到
美照」，開始餵食野生動物、搭設人造場景、移動或

破壞自然植物⋯⋯這些被保育團體稱作「誘拍」的攝
影手法層出不窮。

願景工程費時三個月調查，數度直擊觀鳥現場，解析

「誘拍」現象為何形成？我們討論「少數人的不當攝影
動物園中尋寶的美食家
迪亞哥

動物園的紅鶴不會飛
是因為被「剪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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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故事篇
臺灣動物園的起點

大象也要做美甲？
承重一千公斤要保養

行為」對生物的危害，也透過專業生態攝影師的觀點

介紹「如何讓鏡頭與自然共存」，試著在保育和攝影
之間找到平衡點。

專題連結｜https://udn.com/upf/vision/BirdPaparazzi/index.html

正向改變

1. 農委會允諾修訂《動物展演管理辦法》，
檢討納管寵物咖啡店、農場等商家。

2. 願景工程與臺灣動物社會研究會共同舉辦

「探索動物園」活動，朝公民科學教育扎根。

正向改變

1. 中山大學生物科學系教授、多名保育人士紛

紛轉貼分享，並有熱心民眾主動投稿，分享在
野外等待鳥兒的故事與經驗。

2. 生態工作者撰稿分析臺灣的「民眾餵食」情況
和國外「專業復育」之間有何差異。

拍鳥誘誘班
很久以前的我也曾經抓動物擺拍，
但我現在知道
「生物不是為了人類的鏡頭而活」。
生態工作者汪仁傑

我曾經為了拍攝一隻小鳥，
在原地蹲了兩個小時。
當牠放下戒心，朝我越跳越近時，
那瞬間，我感到自己也被鳥兒觀察著，
然後慢慢被大自然接受。
生態作家張永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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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連結｜https://udn.com/newmedia/2020/be_the_oar/

海洋危機

如果，海有你
2018 年夏初，黑潮海洋文教基金會花了將近一個月「繞
島」，帶回臺灣首份結合「海洋廢棄物及塑膠微粒」、「水

下聲音及噪音」及「海水溶氧量」的監測資料。這份臺灣海
域初探紀錄，竟出自資源不多的民間組織，這不啻為一項

警示──臺灣自命為海洋國家，但政府對海洋做得太少，
我們也對大海太過無知。

臺灣的海域已經
沒有「沒有塑膠微粒的地方」了！
黑潮海洋文教基金會

以前討海人沒有環保意識，
大家東西都亂丟，最後都留在海裡面⋯⋯
這幾年魚都要被抓光了，
所以改用底刺網，反而把垃圾都撈起來。
船長江文龍

人民就是社會的眼睛和耳朵，
投身環境正義，公民科學非常重要。

美國環保署前局長茱蒂絲・恩克（Judith Enck）

2019 年春初，黑潮開始針對臺灣受創最嚴重的東北及西
南海域，進行史上首次跨季度海洋調查。同時，他們也邀
請長期關注生態的願景工程，一起進行長期追蹤報導。

一年多來，我們獨家跟著黑潮海人，探索了這片近在眼
前，對多數人而言卻無比陌生的大海。經歷四百多個日子

與十多次航程後，這份橫跨四個季節的初探調查結果總算
出爐。

以數位呈現為主的精品型多媒體作品，包括畫家王傑在船
上即席創作的人物速描、黑潮潛水夫在海底的聲音探勘
等，都是國內媒體的首度嘗試；並邀請讀者成為「公民科

學家」—─以科學模組化的方法，記錄可見的海漂垃圾、
塑膠碎片等。

此刻，我們最迫切想告訴各位的，是我們的大海如何被塑
膠垃圾攻占的悲劇。
大海，在求救。

正向改變

1. 創新的呈現及對海洋的警訊，獲企業支持，在全國市占率最大的統一超商推出影片，所有走進超商的
顧客，都聽到海的求救。

2. 中國信託在全台六千台ATM播出，更提高報導的滲透率。

UDN Vision Annual Report 2020

屏東旭海村「旭海小學堂」10多名學童在5.7坪房

間，在擔心電費過高、無法打開冷氣的夜晚，擠在
唯一吊扇下入睡。滿洲鄉港口村4坪大的簡陋課輔
班每到夏天熱得像烤爐，冷氣卻有如奢侈品...。

2011年福島核災後，各國紛紛推動能源轉型，但在
轉型過程中卻常犧牲了弱勢者的權益。我國因電價
相對較低，目前還未達到能源貧窮的標準，但目前

台電仍處虧損，加上未來再生能源比重提高，電價
走升趨勢，將衝擊弱勢族群。

臺灣不少社福團體與中低收入戶，接收外界捐贈的

二手電器，其中不少老舊的冷氣與冰箱產生的電
費，反而成為受捐贈者的龐大負擔，加劇了能源弱
勢的問題。

搶救
能源弱勢

專題連結｜https://vision.udn.com/vision/cate/1214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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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 題 報 導

點一盞燈的意義很大，是弱勢學童生活改
變的第一步。生命馬上亮起來。
行政院能源及減碳辦公室副執行長林子倫

旭海小學堂課輔班電費超過捐款的兩成，
每月的收入都必須
在「開冷氣」與「買食物」之間掙扎。
旭海小學堂創辦人潘儀芳

正向改變

1. 本專題透過報導故事及政策檢討，提醒政府

推動能源轉型時，將撒錢式的節能家電補助，
保留給最弱勢的家庭、NGO。

2. 在汰換老舊電器時能避免二次傷害，確保每
個人都能擁有能源正義。

3. 透過社會企業、企業社會責任(CSR)與在地合
作，關注能源弱勢戶。省下的電費對每一弱勢
家庭都是重要的改變。

18

退休力
大調查

我沒辦法退休，
我這代人沒有退休的可能性。
作家林立青，35歲

兒女創業的風險，
別拿養老金來承擔。
理財專家施昇輝

專 題 報 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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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 題 報 導

當人生的長度將以百歲起跳，要如何及早準備高齡挑戰？願景工程
邀集專家與典通公司合作，經過一年籌畫與執行，建立專屬臺灣人

的「退休準備指標」，提供國人自我檢視「退休力」；並據此指標，
進行民調發現：國人退休準備分數平均僅五十四分，不及格。

年長者的「健康及社會心靈」準備明顯不足；年輕人得分高，但高
分狀態必須維持到老年，也是挑戰。

「退休準備指標」，其實也是人生準備指標，在浮光掠影的忙碌人
生中，或可稍停，為自己想一想，接下來，應要怎麼過生活。這個

評量不是考試，而是一次自我審視。願景工程邀請你，每年都跟著
聯合報一起重新審視自己的退休指標；我們更會努力，跟著大家一
起與時俱進。

專題連結｜https://vision.udn.com/vision/cate/121856

平均餘命延長是全球共同現象，
對健康的關注應跳脫治療疾病的思維，
轉為不失能、不失智的健康老。
高齡醫學專家陳亮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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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向改變

專題上線三天，填答人數超過一萬人，目前人數
持續累積，成效不斷擴散。讀者透過填寫退休指

標，了解自己應在健康、財務方面的努力，進而
改變行為，可保持「健康老」及「快樂老」，減少
未來健康及長照支出。

體檢
行的正義

移動是人權，但不是人人都有這樣的權力。

83歲的旭海阿公林春誧，30年來天天接送在地人就

醫、採買；97歲梨山阿公雷森堯，曾有一年因為沒有
車而不能離家；嘉義洲仔村100多名長者，每天必須

走半小時才能搭公車；臺東鸞山部落有媽媽必須每天
騎車「五貼」載兒女上學；還有課輔班長年只能以藍色
小貨車載學童放學。

「體檢行的正義」3年來，透過報導說出偏遠地區移動
困境。更發現偏遠地區移動難題，缺的不是資源，而

是整合，當中央部會以本位主義提供車輛、服務時，
僵守既有法規卻造成資源錯置。

專題連結｜https://vision.udn.com/vision/cate/12118

獲獎
獲獎

社會光明面報導獎
消費者權益報導獎

政府各部會常各自為政，未從人民需求
出發，也就難以落實人本交通，我會出面
整合跨部會資源，特別是教育部、衛福部
與原民會，提供偏鄉與弱勢最後一哩路的
整合服務。
交通部長林佳龍

如何用手機在公共平台去登錄執業資訊，
讓偏鄉民眾預約、媒合民間組織或個人的
車，都可以作為管理營運面的配套。
逢甲大學公共事務與社會創新研究所特聘教授侯勝宗

正向改變

1. 旭海阿伯獲得二手車及修車協助。近日還找到接班人。

2. 幸福巴士駛入、公車繞駛進入偏鄉，多管齊下，改善偏鄉「等嘸車」窘境。

3. 願景工程從報導到舉辦工作坊，中央官員與偏鄉民眾面對面，學者提出解方建議。
4. 交通部修法放寬社會團體或是個人，可加入市區公車業，服務偏鄉交通。

20

愛20 無所畏

專 題 報 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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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的書屋20年

2000年，曾混跡江湖的陳俊朗，返回臺東建和部落老家。他發

現部落孩子長期缺乏照顧與愛，遭家庭、學校放逐，激起想陪
伴、照顧他們的心願。他和朋友成立「孩子的書屋」，為部落單

親、隔代教養孩子打造第二個家，「大哥」從此轉型為「陳爸」。
陳爸不僅帶著孩子挑戰划獨木舟環台，培養自信，自立興建屬於

EP1
陳爸與孩子的書屋

書屋的房舍「青林書屋」，也成立「黑黑咖啡館」讓孩子們學習一
技之長。

2019年7月，陳爸的猝逝，讓「孩子的書屋」陷入前程未卜的危
機。陳爸的兒子陳彥翰，鼓起勇氣承擔下來，希望將陳爸的大愛
繼續留在這片土地上，成為偏鄉孩子主流教育以外的助力。就在
重生與忐忑中，孩子的書屋邁向成立的第二十個年頭……。

EP2
再見，陳爸

紀錄片，適逢書屋二十周年之際，推出全系列四集紀錄短片，講
遺願，帶領孩子穿越中央山脈探索自我的壯舉；入圍金曲獎的音
樂人保卜，更是在陳爸的啟蒙後踏上吉他之路。20年來陳爸與
書屋孩子們的美麗故事，未完待續。

2020
新鮮上架

邁入第九年的願景工程，推出四大新
欄目，擴大視野，以更多元的內容，
提供願景人更多閱讀興味。

專 題 報 導

願景行動者

許多時候，推動改變的支點，是不知名的不凡

人物，在鎂光燈看不見之處，以行動代替空言，
發揮槓桿力量，實踐改變。「願景行動者」將紀

錄他們的身影，在社會各角落，推著臺灣前進。

觀點新世代

願景工程也與大學相關科系師生合作，推出優質報導，

願景工程曾為孩子的書屋拍攝《黑孩子，蓋房子》及《逆轉騎士》
述陳爸成立孩子的書屋的歷程、彥翰接棒的心情，以及完成陳爸

UDN Vision Annual Report 2020

EP3
彥翰與孩子的書屋

以新世代之眼，重新看見臺灣；同時，也邀請各領域的
年輕世代，寫出對世界的觀察。開啟跨世代、跨國界的
相互理解之門。

採訪線外

每一則願景報導的產製過程，幾乎與內容一樣精彩──有時，甚至更曲折、更刺激。每一次處
理新專題，都像是異地探險，帶領讀者進入新領域之前，記者先得讀書、讀很多書，身歷其
境；更可能經歷無數的拒絕及失敗，才有幕前的精彩。這裡，將有願景工程記者的第一手心
聲，更多不足為外人道的內幕。

願景選讀

知識，能讓人在混亂動盪時代，保持一絲清明。願景

工程邀請您一起讀書吧，我們推出「願景選讀」，為您
選摘好書精要。

2020，以野火、融冰、肺炎、蝗災開場。
但願我們一齊抱持期待，各盡本分，在各種看似絕境之處，開出希望繁花。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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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 題 報 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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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前部署
之願景工程十年特別企畫
每得到一票，我們就會捐10元給「聯合勸募-願景工程

即刻行動專案」，希望藉由「你投票，我捐款」增加讀

者的參與動機，我們將讀者的關注度化為實質回饋，
致贈給需要的單位團體。

經過兩個月的投票，由「沒關係，不過是精神病」、

「外貌焦慮」、「海棚上的底層垃圾，臺灣第一？」三

題勝出，將成為2021年報導主題。兩階段合計得到

1,199票，捐出11,990元；向公眾募題的線上投票是一
場實驗之旅，能聆聽來自不同地區、不同年齡層的讀
者的聲音，為臺灣社會帶來正向力量。

捐贈收據

前三名報導主題
168票

144票

94票

2021年願景工程即將十歲，我們希望在如此關鍵的時刻邀請讀者同

行，由讀者參與第一階段「最有感專題大調查」投票，選出歷年來願
景工程做過的報導中，大家最關切的議題，據此延伸出新題目，成

為第二階段「你來點菜，我們報導」的投票選項，前三高票的題目將
成為2021年的報導主題。

投票結果｜https://vision.udn.com/10th_vote/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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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只報導，還有行動

不只報導
還有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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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導＋行動
才是願景工程的獨特之處
願景工程向全臺灣發聲，攜手合作的方式愈
見創新，愈形廣闊，念念不忘，必有回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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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只報導，還有行動

幫地球降溫
牽手種樹嘉年華

粉絲説：

社創嘉年華參與者彭子芸：

一直以來對社會相關議題深感興趣，願景工程的網站、粉絲專頁更是天天
瀏覽，但生性膽怯的我，從沒一次參與過願景或社企流的活動。這次看到
活動的訊息，決定不再退縮，勇敢報名參與！希望給自己一個踏出舒適圈
的機會，很期待周末的活動，內容安排的如此豐富，想必能滿載而歸！

粉絲説：

探索動物園參與者蕭佑娌：

我真心覺得大家都要來參加這項活動，因為我們都有機會去動物

園玩，我們都有機會成為動物園裡的遊客，但我不希望大家再成

為我們在這次活動中遇到的大多數遊客。那些不會體諒動物的、
不會管控小孩的、認為去動物園只是為了拍照打卡的，希望大家
能意識到動物園的存在初衷還有「教育」這一項目的，也希望大家
不要助長只為了賺錢的動物園業者。

配合「為未來種一棵樹」專題，舉辦嘉年華活動，邀請11個種樹夥伴設置

攤位，現場規畫會員六大專屬體驗活動包括「牽手來種樹」、
「攀樹體驗」、

「苔蘚微景觀DIY」、「國產材木工DIY」、
「森林療育體驗」、「聽故事，摺摺
紙」，並設計知識型內容，以遊戲方式互動，提供樹木相關知識。

［愛樹舞台］舉辦五場節目，讓親子族群從互動中了解環境保護的重要性；
［護樹講座］邀請產官學界多位愛樹人一同對談，討論如何將臺灣的綠化行

動做得更紮實；精選數十本與森林、海洋等環境相關繪本置放於［兒童環
境教育閱讀區］，並安排繪本說故事活動，吸引許多大小朋友共讀。

新北市長侯友宜也到場宣示種樹決心，與大家一同種下臺灣原生植物「蘭
嶼羅漢松」，並承諾今年起將推動「智能科技護樹」政策，針對有安全疑慮

的都市林進行健檢，減少路倒、傷人的情形，維護市民安全。活動現場吸
引超過4,000位大小朋友參加，相當熱鬧。
活動成果｜https://vision.udn.com/salon/20200613/

相關報導｜https://vision.udn.com/vision/cate/121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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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動翻轉偏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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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界工作坊

社會創新人才站出來

系列活動

活動資訊｜https://vision.udn.com/salon/salon-C-20200911.html
相關報導｜https://vision.udn.com/vision/cate/7617

現中央部會雖編列資源，卻未必符合地方需求，反

程及社企流察覺追求社會影響力職涯的「力世代」

翻轉偏鄉-跨界工作坊」，邀請交通部、衛福部、教

正崛起，合作推出「力世代影響力職涯專題」，並

育部，以及新北市、臺中市、屏東縣、宜蘭縣各局

舉辦系列活動包括北、中、南三場「力世代職涯講

處代表出席，希望透過橫向、縱向串連，接起偏鄉

座」及「力世代——社會創新嘉年華」。

最後一哩路。

政策工具及推動模式，再由四個地方政府提出在地

困境，並提案分享具體解方模型。對於偏鄉交通

困境，四縣市都表達面臨中央資源錯置，各類運輸
需求計畫型補助，因設有限制條件，導致就醫、就
學、就業、社會參與時，交通資源無法共享，社區
缺乏經營模式、社區培力，更無法做到從需求出
發。

分享對於未來好工作、好人才的洞察，讓與會者一

現在的工作，發揮影響力改變或回饋社會。願景工

設計中心及台大先進公共運輸研究中心合辦「移動

向臺中市、屏東縣、宜蘭縣、新北市政府說明既有

涯大調查》，結果顯示，新世代青年認為企業除了
獲利外，也應創造對社會的正向影響，並希望透過

而浪費資源。願景工程與逢甲大學服務創新與行動

生局推出全台第一個「長照交通整合服務平台」，

「力世代職涯講座」分別於臺北、臺中、高雄舉辦，

導，願景工程攜手社企流進行《青年世代Ｘ未來職

「體檢行的正義」專題連三年報導偏鄉移動困境，發

工作坊由交通部、衛福部、教育部，以及新北市衛

延 續 自2013年 起 推 出 的「 社 會 企 業 」系 列 專 題 報

活動最後，中央三部會皆提出政策上的回應，交通
部長林佳龍也出席宣布，為避免各部會資源重複投

入偏鄉改善措施，排擠需要資源的地區，將邀請教
育部、衛福部共同盤點資源，整合並統一調度，解
決各車種初期只能服務法規限制對象的困難；並承

諾年底前研擬、檢討鬆綁自用車載客限制。同時邀

請華航、長榮兩家航空公司三年內各投入五百萬，
共一千萬協助偏鄉交通服務，盼能拋磚引玉，呼籲
企業加入。

相關報導｜https://vision.udn.com/vision/cate/12118

邀請力世代青年代表、跨域社會創新組織前輩共同

同探索工作的更多可能、培養關鍵人才力，臺北場
更設計「挑戰賽」環節，讓與會者現場針對當代五
大議題設計解方，增進實務能力。

最後壓軸的「社會創新嘉年華暨社企流八周年活

動」，以［論壇］、
［工作坊］、
［社創市集］的形式，
讓參與者探索在職場中發揮社會影響力的各種可

能。兩天活動舉辦五場［論壇］，邀請超過20位力
世代青年代表及跨域社會創新組織前輩向與會者分

享影響力職涯經驗談；規畫兩場［工作坊］帶與會

者運用「設計思考」探索、規劃影響力職涯，並認
識解決社會問題的入門工具「改變理論」，進行實

戰演練，學會有邏輯地做好事！［社創市集］依社
會創新五大光譜邀請20個社創夥伴設攤，提供與會

者好服務、好產品與徵才資訊，並特別規劃了永續
桌遊體驗，帶與會者用輕鬆好玩的方式認識聯合國

永續發展目標（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簡稱 SDGs）。兩天活動吸引超過2,000位青年朋友
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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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員活動

會員活動

會員獨享種樹行動

公民參與改善動物園動物福利行動

探索動物園

幫地球降溫
延續上半年推出的「為未來種一棵樹」專題，及「幫

起種下千棵具耐鹽、耐旱、耐強風特性的林投與黃

信託合作，認養新北市金山區中角灣及雲林縣西螺

際行動共創友善的永續環境。

地球降溫」牽手種樹嘉年華活動，願景工程與中國
鎮土地範圍內新植樹木共2,000株，並由慈心有機
農業發展基金會協助執行。金山場參與人員包括中

信員工、聯合報系員工及願景工程會員150人，一

29

槿，保護海岸線不受颱風、海浪侵襲而流失，用實
活動資訊｜https://vision.udn.com/salon/20201107/

相關報導｜https://vision.udn.com/vision/cate/121020

願景工程關注動物權利，推出「現代動物園」專題，

物。評鑑發現，到此一遊的「拍照打卡式參觀」是

《動物展演管理辦法》遲未落實的現況。延續專題

學員更統計，高達九成遊客不看解說牌！許多學員

從制度面揭開動物園圈養野生動物的殘忍面，以及
報導與臺灣動物社會研究會合辦會員活動「探索動
物園－公民參與改善動物園動物福利行動」，邀請

會員依照展場、解說等十大指標，由公民眼光檢視

常態；動物園宣稱的「教育功能」幾乎聊備一格。
事後分享，心態轉換成動物處境來看園區，都翻轉
過去以為理所當然的想像。

動物園可改善之處，並送交有關單位，持續監督改
善。

20位學員前進臺北市立動物園實測發現，遊客參觀
動物園，最短三到十秒，長則三、五分鐘看一種動

活動資訊｜https://vision.udn.com/salon/salon-C-20201121.html
相關報導｜https://vision.udn.com/vision/cate/1216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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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外合作

願景工程本著「不只報導，還有行動，你我合作，正向改變」
的宗旨，持續邀請具影響力的企業、組織，期待透過與各界共
同合作，努力讓臺灣更好。

g0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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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企流／
星展銀行／
Impact Hub Taipe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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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影響力製造所）

台經院

願景工程自2017、2018、2019連續三年參與支持g0v「公民科技創新獎助金」計畫，挖掘具有潛力且有助公
益的科技專案，共支持17專案開發。

2020年g0v以「教育」作為年度主題，開辦「零時小學校」
（工作坊 + Demo Day），號召不同領域的知識愛好
者，運用資訊科技、分析問題、協作分工，促使更多教育專案有機會邁向標準化、數位化與服務化發展，讓
知識在社群活起來。願景工程也加入行列，共同獎勵開源的教育科技專案，期盼開源專案讓教師和學生都能
有機會獲得均等和一流學習權。

相關報導｜https://vision.udn.com/vision/cate/11764?anchor=sub_12425

願景工程2011年啟動初始，就推出「發現臺灣社會企業」系列報導，引介剛萌芽的社企理
念與令人耳目一新的諸多新創社企；多年來，也以實際的合作行動，與各界力量一同打造
臺灣社企生態系。

2020年持續與台經院、社企流、星展銀行共同推動「2020社創大調查」，已是第四次針對
社會企業現況的民意調查；同時也參與臺灣最大線上社企盛會 - 亞太社創高峰會，掛名共
同策動。除此之外，更與社企流攜手策畫舉辦「社會創新人才站出來」系列活動。
相關報導｜https://vision.udn.com/vision/cate/7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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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新銀行慈善基金會

2020年獲獎單位：

幸福企業社「利他社會企業」

「Lita Cafe」真愛咖啡館是由幸福企業社與桃園市平
鎮區失智症休憩站合開，店裡的咖啡豆曾獲全國烘

焙賽第三名；跟別家咖啡店不一樣的是，咖啡店盈
餘拿來投入非營利公益團體兒少關懷及長者照護工

UDN Vision Annual Report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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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勸募

作。取名Lita，是「利他」的意思。

鍾欣原「助原青回家 傳承部落文化」
2015年起參與台新銀行慈善基金會舉辦之「您的

一票，決定愛的力量」公益活動，設立「農業社企
獎」。2019年起因應「地方創生」的新思潮，設立

「地方創生獎」，將關注焦點由農業更拓展為地方的
生命力，每年提供2個單位各15-20萬獎金，支持地

方創生推動團隊，希望藉著「地方創生」獎項參賽
者的創意，一起尋找臺灣地方DNA，帶動就業與消

費，為地方注入產業發展動能，吸引產業進駐、人
口回流，為老化故鄉再注入活力，創造生機。
相關報導｜https://vision.udn.com/vision/cate/7617

桃園市復興區的原住民部落，因山區資源缺乏，青
壯年人口不斷外流造成人口老化，

鍾欣原和團隊夥伴規畫明年寒暑假在部落據點推

出一系列的「原創力營隊培訓課程」，設計培訓課

綱，規畫從幫助原民青年釐清創業動機、盤點資源
著手，讓青年逐步自我探索、發掘自己的興趣與能
力、思考未來發展的方向，進而依原民青年的需求

尋找相關業師，培育出文創、餐飲、觀光等人才，
讓原住民青年願意留在家鄉，不會造成文化斷層。

願景工程9年來關注國內重大議題，許多讀者閱讀報導後，感動之餘更願意付諸行動關懷。為了讓每
一位讀者，都能成為改變社會的加速器，我們與聯合勸募協會開設「願景工程－即刻行動」專案，讀
者可在捐款時指定捐助議題。

2018年第四季起以「體檢行的正義」議題補強偏鄉交通服務，以及「校園營養午餐」議題支持弱勢兒

少餐食，2019年9月起改以「偏鄉長照」議題支持偏鄉照護服務，以「毒癮悲歌」議題支持反毒教育、
戒毒陪伴服務，以「綠生活實踐+」議題，支持環境教育服務。2020年9月再加入「搶救能源弱勢」議
題，支持社福團體購置節能電器，擺脫能源弱勢的困境。

合作至今，募得捐款累計2,248,433元。除了單筆捐款，定期定額的捐款筆數更從2018年的8筆成長
至2020年的168筆，顯示願景工程讀者也與我們攜手努力讓臺灣更好。

「願景工程－即刻行動」專案募款金額將由聯合勸募協會經專業評估後，依照議題擇定具有執行力的
社福團體接受捐款，並定期回報執行成果，確保每一塊錢都能發揮最大效益。

「願景工程－即刻行動」專案｜https://bit.ly/2PM15d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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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夥伴

你 我 合 作 ， 正 向 改 變

新北城市綠美學
樹木保護
臺大實驗林
環境教育及溪頭森林
療育體驗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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願景工程願意當臺灣社會正向改變的種子，與各界有志
一同的夥伴攜手合作，推動重大公共議題、舉辦活動，
以及建構行動平台。期待您的加入願景合作夥伴行列，
與我們一起打拚讓臺灣更好。
歡迎與我們聯絡｜vision@udngroup.com.tw

財團法人臺灣自然保育基金會

加入願景生態圈

願景工程一直期許成為臺灣正向改變的加速器，特別感謝一路支持的
合作夥伴以及每一位接受我們採訪、請益的朋友。每一次報導與行動
激起的改變漣漪，還持續向外盪去，不舍晝夜。

願景作品不漏接｜ vision.udn.com

歡迎與我們連絡｜ vision@udngroup.com.tw
想要加入願景即刻行動｜ bit.ly/2PM15dr

組織成員
聯合報系  董事長｜王文杉

願景工程  委    員｜游美月、黃素娟、王麗美、翁得元、蕭衡倩
                                      范凌嘉、費家琪、王茂臻、何智綺、羅國俊
                                      何振忠、方怡人、梁玉芳、鄧文舒
願景工程  執行長｜羅國俊
願景工程  策略長｜何振忠

願景工程  報導組｜梁玉芳、鐘聖雄、郭琇真、許詩愷
願景工程  影像組｜黃建亮、吳佳靜、蔡宗儒、陳靖宜
願景工程  合作社｜鄧文舒、蕭繡婉、李昱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