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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作者一覽

[科A-1] 鄧暐曈團隊《2030世界未來報告書》

劉昱陞、蘇翊荃、鄭毅然、柯宗佑、林欣楷、鄧暐曈

[科A-2] 陳姿綾團隊《5G時代大未來》

許維晴、徐彩瑄、陳姿綾、廖于昕、彭子芸、陳嘉璐

[科A-3] 張啟廣團隊《2030世界未來報告書》

張瑞恩、張啟廣、鄭傑森、歐陽哲、余俊諺、許倍瑜

[科A-4] 周建豪團隊《想太多也沒關係》

郭昱宏、龔紹齊、黃兆邦、周建豪、林暐程、徐誌成

[科A-5] 洪羽承團隊《為什麼要睡覺？》

洪羽承、周悅霖、林政憲、黃鈺傑、張育杰、張聿辰

[科A-6] 劉孟蓉團隊《超級病毒全攻略 新冠病毒COVID-
19大解析》

吳承軒、張筱昀、林栢樑、賴柏為、吳宸葳、張閔崴、劉孟蓉

[科F-1] 張詠翔團隊《科技選擇：如何善用新科技提升人
類，而不是淘汰人類？》

張冠賢、吳宗遠、林祐廷、蔡京樺、張詠翔、李冠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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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F-2] 蔡宗桓團隊《科學？》

林守仁、陳駿榤、林家橙、張鈞昱、吳敏鋒、蔡宗桓

[科F-3] 林琦蓁團隊《餐桌上的偽科學》

李芸萱、陳紋楚、張敬微、蕭文琦、謝天慈、林琦蓁、魏子晴

[科F-4] 林晏晨團隊《腦的應用科學》

施靜妤、曾靖婷、洪莉婷、林晏晨、林靖淳、洪苡嘉

[科F-5] 鄭慧真團隊《不懂科學會倒大楣-理化課本沒教
的事》

黃筑莛、沈亮彣、謝佩妤、鄭理芹、孫翊緁、鄭慧真

[科F-6] 陳睿麒團隊《天天都好用的實效心理學》

徐證鎧、吳承曄、楊奕昇、鄭智文、陳睿麒、卓俞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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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F-1] 張詠翔團隊《科技選擇：如何善用新科技提升人
類，而不是淘汰人類？》

張冠賢、吳宗遠、林祐廷、蔡京樺、張詠翔、李冠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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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作團隊】
腳本：劉昱陞、蘇翊荃
拍攝：鄭毅然
剪輯：柯宗佑、林欣楷
說書：鄧暐曈

【作品簡介】
人工智慧及各種新興科技的應用與現代社會息
息相關，甚至改變了我們的生活型態。我們將
透過這本書，帶領著大家瞭解未來十年的世界
會如何變化，你準備好迎接未來世界了嗎？

【創作團隊】
文書：許維晴、徐彩瑄
攝影：陳姿綾
剪輯：廖于昕、彭子芸
說書人：陳嘉璐

【作品簡介】
身處於這個科技快速發展的時代，誰也料想
不到未來的世界會是什麼樣貌。雖然科技的
進步帶給我們方便，但事情總是一體兩面的。
在享受便利生活的同時，我們必須審慎思考
這樣便利的生活背後所需付出的代價。
這本書將會為我們介紹5G的多元應用與其優
缺點，帶領我們進入科技的時代！

[科A-2] 陳姿綾團隊《5G時代大未來》

[科A-1] 鄧暐曈團隊《2030世界未來報告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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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作團隊】
說書人：張啟廣
腳本：張瑞恩、張啟廣
拍攝：鄭傑森
剪輯：歐陽哲、余俊諺
支援：許倍瑜、張啟廣

【作品簡介】
在科技及醫療逐漸進步的時代，我們不再專
注於單一領域，而是跨領域的結合，我們將
會介紹幾個跨領域結合的例子。
那我們即將帶大家進入區塊鏈、AI結合醫療
以及運輸業等等的世界及了解此趨勢。
我們還會額外的介紹最近超級夯的元宇宙和
NFT是甚麼喔！請大家敬請期待😁😁😁

【創作團隊】
導演：郭昱宏
腳本：龔紹齊
攝影：黃兆邦、周建豪
剪輯：黃兆邦
演員：林暐程、徐誌成

【作品簡介】
你是個容易想太多的人嗎？常常處在某個時
間或場合時，卻覺得自己與環境和周遭的人
格格不入，常常別人可以不在意的小細節，
自己卻時常想東想西，那就來看看我們的演
出吧～

[科A-4] 周建豪團隊《想太多也沒關係》

[科A-3] 張啟廣團隊《2030世界未來報告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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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作團隊】
腳本：洪羽承、周悅霖
拍攝：林政憲
剪接：黃鈺傑、周悅霖
說書人：張育杰、張聿辰

【作品簡介】
你每天花多久時間睡眠？你覺得你有充足
的休息時間嗎？你了解「夢」嗎？以上種
種的問題你是否曾經問過自己，我相信一
定大多人都沒有抑或是根本不會在意這些
問題，可是睡眠問題卻是現今大眾最嚴重
的通病之一，想要改善這些問題嗎？那就
跟我們一起來領略書中奧妙吧！

【創作團隊】
腳本：吳承軒、張筱昀、林栢樑
錄音：賴柏為、吳宸葳
後製：張閔崴、劉孟蓉、賴柏為、吳宸葳

【作品簡介】
疫後的未來就是我們的未來，希望藉由帶領
大家讀這本書，讓大家瞭解將來經濟發展的
趨勢，以及生活上的改變和對於快速崛起的
社群媒體有不同於以往的分類。

[科A-6] 劉孟蓉團隊《超級病毒全攻略 新冠病
毒COVID-19大解析》

[科A-5] 洪羽承團隊《為什麼要睡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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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作團隊】
腳本：張詠翔、李冠明
演員：李冠明、吳宗遠、蔡京樺
拍攝：張詠翔
剪輯：張冠賢
機動：林祐廷

【作品簡介】
書中以科技的進步帶出了人類在未來工作中
被機器取代的可能性，介紹各種不同的例子
來引發他人省思我們在未來生活中，該怎麼
面對可能引發的問題和如何跟上時代的腳步
而不被淘汰

【創作團隊】
腳本：蔡宗桓、吳敏鋒、張鈞昱、林家橙、陳駿榤、林守仁
演員：蔡宗桓、林家橙、陳駿榤
後製：吳敏鋒、張鈞昱

【作品簡介】
現代科技的進步，為我們帶來了什麼影響？
「懶惰為發明之母」，人類逐漸發展出更便
利的技術以及裝置，帶來的是退步還是進步
？通訊技術的發達，真的能促進人與人之間
的交流嗎？社會減肥的風潮，又是從何而起
？推理小說家兼前工程師東野圭吾，這次扮
演著一個社會觀察者，以科學的角度帶我們
看社會上的各種現象！

[科F-2] 蔡宗桓團隊《科學？》

[科F-1] 張詠翔團隊《科技選擇：如何善用
新科技提升人類，而不是淘汰人類？》



- 07 -

【創作團隊】
腳本：蕭文琦、林琦蓁
說書人：李芸萱、謝天慈
攝影：張敬微、魏子晴
剪輯：陳紋楚

【作品簡介】
我們每天接收各種食物和養生保健的訊息多如
牛毛，從長輩Line群組的危言聳聽，到電視新
聞的專家見解，還有出自（或假藉）營養師、
醫師和作家之口的資訊，連電視和報紙的報導
也難分真假，更有甚者還能集結成書，深入人
心。一般讀者因為沒有受過科學訓練，無法分
辨哪些可信，哪些完全是誤傳或捏造，在不知
情中可能還會加速傳播錯誤訊息。本影片藉由
這本書，幫大家挑選出多數人的飲食迷思，想
知道的人，千萬不要錯過! 

【創作團隊】
腳本：施靜妤、洪苡嘉、林靖淳、林晏晨、洪莉婷、曾靖婷
小劇場：施靜妤
說書：洪苡嘉、林靖淳
演員：施靜妤、曾靖婷、林晏晨、洪苡嘉、林靖淳
拍攝：曾靖婷、林晏晨
後製：洪莉婷、施靜妤、曾靖婷

【作品簡介】
近來因AI的發達而帶來的危機意識，讓人們對
於腦部更加感興趣。本書主要是介紹大腦在人
類思考時，內部是如何運作的，以及未來面對
AI，我們該怎麼做。本影片主要著重於人類和
AI的共存，使大家能更了解該如何運用我們的
大腦。

[科F-4] 林晏晨團隊《腦的應用科學》

[科F-3] 林琦蓁團隊《餐桌上的偽科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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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作團隊】
腳本：沈亮彣、謝佩妤、鄭慧真
拍攝：鄭慧真
剪輯：黃筑莛、鄭理芹、孫翊緁

【作品簡介】
書中以生活中常見的短篇故事開頭，帶入每一個
要介紹的主題，透過此書解開了很多我們習以為
常的錯誤迷思，大部分對於我們來說很合理的事
情，其實跟我們想像的完全不一樣，能夠透過閱
讀此書籍來釐清以往所不知道的事實！

【創作團隊】
腳本:卓俞安、陳睿麒
演員:吳承曄、楊奕昇
剪輯:徐證鎧
拍攝:鄭智文

【作品簡介】
為什麼我們這樣思考，那樣選擇？你以為的理
所當然，竟然是大腦設下的騙局!介紹了80則
超實用的心理測驗及225個常見的認知偏誤名
詞，帶你快速進入大腦的世界，立刻讀懂心理
學，讓人生很多事都清晰。

[科F-6] 陳睿麒團隊《天天都好用的實效心理學》

[科F-5] 鄭慧真團隊《不懂科學會倒大楣-理化課
本沒教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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