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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草理念
獨立媒體、國會專業
在提供不同於主流媒體角度報導的路上
持續向前！

2013 年 11 月，公民監督政府意識抬頭，
沃草 Watchout 因而成立。初始願景是「致
力降低公民參與政治的門檻」，我們希望
能讓更多人因為沃草在國會的各委員會、
院會、議場以及重大事件不缺席的身影，
而更進一步地想要了解「究竟發生什麼
事」。 

這些年來，做為獨立媒體，沃草持續提供
不同於主流媒體角度的報導。

累積超過 24 萬的 Facebook 追蹤者、4 萬
9 千 名 Instagram 粉 絲、4 萬 名 Twitter
跟隨者，每一位都曾經閱讀過沃草出品的
報導和內容，都曾透過網路的力量，將內
容散佈給更多人。

我們相信讓臺灣更好的力量來自於更多主
動參與、向外關注的公民。沃草的英文名
字 Watchout，代表著「向外觀看」和「關
注」。健康的民主社會不能只靠少數人投
入政治參與、多數人坐著期待環境變好，
需要每個人一起付出時間心力，利用主動
參與和關注時事來改變社會。

經營獨立媒體的路舉步維艱，為了走更長
遠的路，我們需要你的參與。透過定期定
額的方式訂閱沃草、加入會員，除了能夠
享有各式會員服務之外，也與沃草一起攜
手走下去。

謝謝每一位支持沃草的你，謝謝我們彼此
願意投入心力、關心政治。

https://waa.tw/64lSkk
https://waa.tw/M3BYLM
https://waa.tw/M3BYL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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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運長的話

2021 年，是沃草充滿改變的一年。過去財
務控管的不健全，以及過於仰賴對管理者
信任的制度，讓我們遭受重大打擊，也不
得不痛定思痛，對財務管理不當的前管理
者採取法律行動。這也重新提醒了我們，
就算是不斷追求創新的團隊，也要有良好
健全的內部控管制度，才能走得穩、走得
遠。

因此，除了內部每月定期和股東對帳外，
我們也會向外部揭露財務收支狀況。這次
沃草的影響力報告中，我們會說明 2021 
年全年的收入和支出用途比例，未來每個
月也會寄送前一月份的收支概況說明，給
每月定期定額的訂閱會員。以期待藉由更
透明的財務狀況，說服更多沃草讀者加入
訂閱會員行列。

以沃草目前 17 位員工，包含人事薪資及
採訪編輯、行政庶務、社群行銷、美術設
計、網站工程、影音編輯等費用，每年固
定支出大約就要 1,500 萬元。同時，2022 

年我們會搭配已製作完成的臺灣版民防手
冊《公民行動指南》，舉辦各項實體活動，
邀請學者專家和專業團體，在技能、知識、
心理提升臺灣公民的防衛能力，初步估算
至少需要 250 萬元的經費。

過去這一年，即使遭逢財務管理問題和疫
情衝擊，仍有一千多位夥伴願意持續定期
定額支持沃草，讓我們知道，我們做的事
是有價值的。不過，以目前收支狀況估算，
2022 年仍會有上百萬的資金缺口，需要更
多人加入訂閱會員行列，我們才能走得更
穩健。

2022 年，沃草會持續用更多報導讓更多人
知道臺灣這片土地上所發生的故事，並透
過《公民行動指南》及相關活動，一起捍
衛臺灣人民主自由的生活方式，讓臺灣成
為一個更好的正常國家。

沃草營運長



3

總編輯的話

2021 年有兩個重要的臺灣歷史事件滿 100 
週年。1921 年的 1 月 30 日，林獻堂等仕
紳發起「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向日
本殖民政府要求在臺灣實施連日本都剛實
施不久的議會民主制度，飛機在東京街頭
撒下臺灣人追求民主的吶喊。

10 月 27 日，「台灣文化協會」成立，知
識份子離開都市到鄉間，透過電影、演講，
讓還沒有機會接觸到現代文化的臺灣人也
能成為現代公民，那是一個充滿希望的時
代，一個臺灣人告別傳統中國的時代。

當年的中國也發生了一件重要的事情，中
國共產黨在 1921 年 7 月 23 日成立，中
國在追尋現代化的路上，走了一條和臺灣
完全不一樣的路。獨裁者習近平的政府在
中共創黨 100 週年當然也舉辦大規模的紀
念，繼續高唱「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
一樣企圖把臺灣強納進去。臺灣人如何抗
衡這種妄言？ 100 年前我們就開始追求的
民主，追求的文化啟蒙，將是我們最有力
的武器。

但民主並非總是順利，我們也在去年底面
對公投的考驗，提醒臺灣人，我們手中的
一票，可以選出願意繼續鞏固與深化民主
的政府，也可以做出親手葬送民主的決
定。2022 年底，臺灣將迎來地方大選，許
多人對 2018 地方大選與公投的結果都還
餘悸猶存。臺灣的每一次選舉，都不能輕
易的放棄，甚至可以說，我們每一次投票，
都是攸關這個年輕民主政體生死的抉擇。

2021 年還有一件特別的事情，第一屆不
用上「三民主義」，歷史課本「臺灣史」
單獨成冊，不再只是中國史一部分的高中
生，在這一年滿 30 歲了，往社會的核心
更近了一步了。儘管辛苦，認識並認同臺
灣的新一代，終究會扛起這個國家。沃草
也將不斷呈現這片土地過去的歷史、現在
的新聞與未來的可能。

沃草總編輯

Sih Hān-Tsù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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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沃草報導大事紀
2021/1 

推出「阿草看展覽」轉型正義系列報導
醫學生淪政治受難者被槍決	學弟妹解剖台上驚見學長成「大體老師」

2021/2 

追蹤「臺大陳文成事件廣場」立碑始末
臺大陳文成事件廣場落成　校長管中閔昔杯葛今剪綵，「抵抗國家暴力」碑
文被迫拆除
臺大校方反對「陳文成事件廣場」的各種理由有多瞎？圖資系教授：女學生
怕鬼

2021/3

揭露臺灣媒體如何成為中國資訊戰「在地協力者」
認知戰研究智庫	IORG	最新報告：「文茜的世界周報」多次將中共官媒偽裝
為美國媒體

2021/4 

示警四項公投民進黨政府陷入危機
製作「四項公投選民投票民調」圖表，呈現公投可能結果並比較各主要政黨
支持者對四大公投的態度，獲得輿論廣大迴響。

2021/5 

疫情升溫期間，提醒中國可能趁機用假訊息擾亂臺灣
資訊戰學者沈伯洋：中國在臺經營群組，正確訊息都能解讀成不利臺灣

2021/6

深度追查「臺大陳文成事件廣場」說明牌遭否決原因
「太政治化、太激進、自己	Google	就好」	臺大校方否決陳文成紀念廣場設
說明牌

https://waa.tw/NMfQwf
https://waa.tw/bq44XL
https://waa.tw/vnfQw0
https://www.facebook.com/watchout.tw/posts/pfbid0SBybrhMBVV4wo5dKnebhNiZoiLSa9iYzDQqzBhSeo5TuW195PUrqwpkRmQJUP5ool
https://waa.tw/7Xy9Hd
https://waa.tw/ksCPbx
https://waa.tw/DTR8p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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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7

彙整東京奧運原住民選手，呼籲原民不該只在奪牌時被看見
整理參加東京奧運的臺灣原住民選手名單，製圖並於	8/1	原住民族日發出呼
籲，不要只有在奧運賽事看見原住民，日常中也該去尊重理解他們的認同。

2021/8

各家電視台報導「臺灣隊」、「中華隊」比例
與陳文成博士紀念基金會合作，基金會統計各家電視台在東京奧運期間的報
導，分別用了幾次「臺灣隊」和「中華隊」。統計發現中視、東森全部使用「中
華隊」，華視和民視使用「臺灣隊」的比例高於「中華隊」。沃草將統計結
果製圖並與網路上發布，引發大量討論。

2021/9

製作歷屆總統國債圖表
朝野政治人物針對政府舉債數字互相批評，但實際狀況到底如何呢？沃草根
據政府公開資料製作歷屆總統任內國債累積圖表，獲得社群廣大迴響。

2021/10

推出反核四公投專題
四項公投中以核四通過對民進黨政府傷害最大，若以棒球比喻，四項公投如
對手攻佔滿壘，核四就是敵人的致勝超前分打者，是一定要守住的一項，沃
草選擇這一項製作專題。

2021/11

揭露統媒跟進中國官媒超譯拜習會
美國總統拜登和習近平視訊會議談到臺灣議題時，表示將繼續堅持一法三公
報六保證，甚至強調「它是獨立的」、「由它自己做決定」。中國官媒卻超
譯報導「拜登反臺獨」，臺灣多家親中媒體也跟著報導，沃草以漫畫諷刺揭
露，獲得大量分享。

2021/12

提醒臺灣民主的年輕與不易
1991 年 12 月 31 日是台灣民主發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從中國選出的萬年
國代、立委跟監委終於下台，臺灣的立法權終於民主化，至今不過短短	30	
年，離	1996	年行政權的民主化「總統直選」更只有	25	年。2021	年底的公
投大選，臺灣的民主只能說沒有輸，新的一年，我們必須更努力捍衛我們得
來不易的民主。

2021 沃草報導大事紀

https://www.facebook.com/watchout.tw/posts/pfbid02YzDvssQKdsFAtft2MEQxsMxxzuULM3h1p3yaQWawbC2QenJunYUb7EJ6das9Thktl
https://www.facebook.com/watchout.tw/posts/pfbid0Vo5kukirZggofKWNTkWydxoegxgfzT5Q6w9hAxyExUE92NZR9UNZQgTDHMbfvCEl
https://www.facebook.com/watchout.tw/posts/pfbid02uuYmGk9XfG1Q8MRtn4ACDBtUrZdJjgDs1bc4afBQQKA8FroZLoAEYRLqMmqs197Cl
https://waa.tw/zEnTLD
https://www.facebook.com/watchout.tw/posts/pfbid02ptcU3btpeFNrBZXmzoY2dmEdsqsC2tYpVDNWZLFGBJojSADTWY9knrxUTnJQ5Ppq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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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立報導
從國會無雙到不只專注於國會的網路媒
體，2021 年是沃草作為網路媒體持續突破
的一年。

除了繼續深耕以往的國會監督領域、追蹤
國會大小動態，做為關注主權與臺灣在地
議題的獨立媒體，我們針對臺灣主權、轉
型正義、本土語言等不同領域持續進行長
期的追蹤報導，也在社群上屢獲佳績、報
導獲得廣大關注。

與報導同樣受到讀者注目的，還有沃草對民調、統計
數字等各項數據的處理。

透過與陳文成基金會的合作，揭露各家主流媒體使用
「臺灣隊」與「中華隊」的比例；又或是將較難消化
的國債數字整理成圖表，持續以降低公民參與政治、
了解公共議題的門檻為職志。

2022 年，我們將繼續在獨立報導的路上前進，希望讀
者繼續與我們同行！

年初，我們追蹤臺大陳文成事件紀念廣場
立碑始末，揭露校方與校內保守勢力在立
碑過程中的各種荒謬發言；夏天，在東京
奧運話題正熱時，我們透過提醒大家關注
原住民議題不應該只有奧運「為國爭光」
的時候，在日常也應該尊重其認同；年末，
我們因應四項公投議題推出反核四公投專
題，希望透過報導與社群互動等較為輕鬆
的方式，讓社會大眾再次關注核四議題。

「太政治化、太激進、自
己 Google 就好」	臺大校
方否決陳文成紀念廣場設
說明牌

臺大校方反對「陳文成事
件廣場」的各種理由有多
瞎？圖資系教授黃慕萱：
女學生怕鬼

臺大陳文成事件廣場落成　
校長管中閔昔杯葛今剪綵	
「抵抗國家暴力」碑文被
迫拆除

https://waa.tw/ksCPbx
https://waa.tw/bq44XL
https://waa.tw/NMfQwf
https://www.facebook.com/watchout.tw/posts/pfbid0Vo5kukirZggofKWNTkWydxoegxgfzT5Q6w9hAxyExUE92NZR9UNZQgTDHMbfvC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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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出超過 365 篇報導

近 100 萬讀者造訪網站

超過 5026 萬人次社群觸及

Facebook追蹤者超過	24	萬
Twitter追蹤者超過	4	萬
Instagram追蹤者超過	4	萬

2021年

資訊戰專家沈伯洋最新研
究：認為「藍綠都很爛」
的年輕人最容易受假資訊
影響
中國長期利用不實資訊對臺灣進行影響
力作戰，而資訊戰專家、臺北大學犯罪
學研究所助理教授沈伯洋指出，根據團
隊的最新研究，在臺灣，受不實訊息影
響最多的族群是 20 到 29 歲、被認為是
「天然獨」的年輕世代，而非很多人以
為的退休族群。沈伯洋進一步表示，年
輕人容易受到中國產製的「疑美論」影
響，中國透過放大美國的非裔族群、監
獄人權爭議等議題，在不製造假消息的
情況下，鼓動臺灣年輕人疑美、疑日。
他補充，在針對年輕人深入調查時，發
現在政治傾向上認為「藍綠都很爛、政
治都很爛」的年輕人最易受假資訊影響；
此外，調查結果還發現，有學校老師不
但常去中國，還會將中國觀點的論述帶
到課堂，慢慢改變年輕族群對中國的認
知，降低他們對中國的警戒與防衛。

倖存者回首「綠島再叛亂
案」：白色恐怖受難者無
懼槍決、留下燦笑最後身
影
「媽媽只知道父親被判 12 年，卻在第 6 
年槍決，他們到底在監獄裡面做什麼？
這是我一直的問號」綠島再叛亂案受難
者宋盛淼的兒子宋文博，將近 70 年來的
疑惑，等待他的答案卻是令人無語的虛
構再叛亂組織。不過這些遭中國國民黨
威權政府任意羅織罪名的受難者，在被
槍決前一刻，大多仍面露燦笑紀錄最後
身影，坦然的態度令人鼻酸。該案的倖
存者彭金木語帶敬佩的表示：「他們認
為自己的理念是正確的，所以被槍斃也
無所謂。」

約翰霍普金斯大學教授：
美國已看破中國「切香腸
戰術」	還反用來提升臺灣
國際地位
中國為了兼顧對外擴張的野心，又不想
引發其他國家的激烈反應，以漸進手法
拓展影響力的「切香腸戰術」（Salami 
Slicing），成為其慣常的手法。不過，
這項戰術逐漸被看破手腳，遭到反制。
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高等國際關係
學 院（SAIS） 教 授 Hal Brands 日 前 發
表 “U.S. Copies China’s ‘Salami 
Slicing’ to Defend Taiwan” 一 文 指
出，美國近兩任政府正「以其人之道還
治其人之身」，使用中國慣用的「切香
腸戰術」來提升臺灣的國際地位，並聯
合其他國家反制中國在臺海與日漸增的
威脅。不過他雖認為美國此舉是聰明的
作法，但也指出面對美國的作法，中國
現階段轉以更激烈、更頻繁侵擾周邊區
域安全來回應，「切香腸戰術」是需要
時間來漸進式實現目標，中國目前的反
應方式將大幅增加區域安全的變數。

重要報導    

獨立報導

https://waa.tw/MlKthg
https://waa.tw/Cc2g61
https://waa.tw/2tQLv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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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來西亞戰略學者舉「六
日戰爭」警示臺灣：慎防
共機擾臺變毀滅性奇襲
自去年 1 月總統蔡英文勝選連任後，中
國軍機侵擾我國 ADIZ（防空識別區）
次 數 與 日 俱 增， 到 現 在 幾 乎 已 變 成 每
天「例行工作」。中國不間斷派遣軍機
擾臺，受到國際關注，國內外智庫、國
防機構也不斷分析探究，共機擾臺的實
際意圖。近日，馬來西亞國防大學教授 
Adam Leong Kok Wey 投 書 美 國 政 治
外交雜誌《國家利益》（The National 
Interest），援引 1967 年 6 月以色列跟
埃及等國爆發的「六日戰爭」為例警告
臺灣，必須嚴防已經像「日常活動」的
共機擾臺，某一天突然轉為大規模奇襲，
對臺灣國防造成致命打擊。

國民黨賤賣中廣案：57 億
賣10億，9億中廣自己出、
趙少康 1億拿下中廣
前總統馬英九日前因賤賣中國國民黨黨
產中視、中影、中廣的「三中案」出庭，
被罷免的國民黨籍前高雄市長韓國瑜罕
見臉書發文替馬抱屈「司法迫害」。近
來動作頻頻重返國民黨，喊出「Make 
Taiwan Great Again」的中廣董事長趙
少康，也傳出將在年後、今（22）日、
因「三中案」中的中廣案被傳喚出庭。
《沃草》整理相關調查，黨產會指控趙
少康透過旗下公司，僅自籌 1 億元，就
跟中國國民黨買下價值 57 億的中廣。
57 億價值的中廣，最後被國民黨作價 
10 億、低價賤賣給趙少康，而這 10 億，
趙少康只出了 1 億，另外 9 億是用中廣
自己的盈利、分期給付剩餘款項，如同
中廣自己出錢幫趙少康買下中廣，中國
國民黨也被質疑、以不當手法賤賣不當
黨產脫手。

獨立報導 / 重要報導

https://waa.tw/d8b9qt
https://waa.tw/YSqVD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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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導影響力：媒體與國際引用    

沃草作為網路媒體，除了在網路、社群上
擁有影響力之外，也經常受到各家網路與
電子、紙本媒體引用報導，甚至被親中媒
體點名批評。

2021/1
親中媒體《亞洲週刊》稱臺灣總統蔡英文
「極度獨裁」，沃草以〈親中媒體為何罵
台灣政府「獨裁」？混淆視聽、要讓台灣
人認為民主和極權差不多〉一文評論此
事，遭《亞洲週刊》 Facebook 粉絲專頁
點名回擊。

觀點／親中媒體為何罵台灣政府「獨裁」？
混淆視聽、要讓台灣人認為民主和極權差
不多

《亞洲週刊》 臉書
粉絲專頁點名回擊

獨立報導

https://waa.tw/HXXubW
https://www.facebook.com/yzzkgroup/posts/18287714440007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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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5
沃草依據台灣民意基金會公布之民調製作
四大公投民調圖卡，引發社群熱烈討論，
被多家媒體引用報導。

新頭殼
分析 828 公投最新民調！	沃
草圖文比較各黨支持者態度

中時新聞網
4公投案最新民調	比較各黨支
持者態度	沃草曝 5大亮點

三立新聞網
828 那些公投會過？最終劇本
揭秘　各政黨支持度一覽

獨立報導 / 報導影響力 : 媒體與國際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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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8
東京奧運期間，沃草和陳文成基金會合
作，公開各家電視台使用「台灣隊」與「中
華隊」比例落差之統計，獲得多家媒體引
用與關注。

自由時報
統計公布！沃草：這 2 電視
台東京奧運期間從不稱「台灣
隊」

民視新聞網
沃草統計：東奧民視「全程使
用」台灣隊　2台從未使用 新頭殼

沃草：數據顯示這兩家電視台	
東奧期間從不稱「台灣隊」

獨立報導 / 報導影響力 : 媒體與國際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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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草報導更受到國際組織與智庫、學者的引用

日本台灣交流協會刊物
中国のシャープパワーと台湾
のレジリエントパワー

歐洲商會
Fighting	disinformation

法國國防智庫
CHINESE	INFLUENCE	
OPERATIONS

獨立報導 / 報導影響力 : 媒體與國際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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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影響力：受訪與接受邀稿    

除了自產報導的影響力之外，沃草在民防、體育改革、假訊息防治、轉型正義等各
項議題中皆具有話語權，時常受到外部邀請，接受訪問與提供稿件。

獨立報導

2021/4/1
數轉脫殼秀	Digitalk	Show
第 11 集	真真假假網路人生	假訊息 vs 真
民主？
沃草營運長		洪國鈞

2021/7/8
台灣新社會智庫
為何「民防手冊」成波羅的海國家防衛趨
勢？對抗混合戰需要國民「應戰力」
沃草		蕭長展

2021/4/22
公視台語台
袂當遺忘的正義佮勇氣：228 烈士湯德章
沃草總編輯		薛翰駿

2021/12/29
中央廣播電台
不在籍投票可能性
沃草總編輯		薛翰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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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社
省思二二八與轉型正義	歐洲台僑首次合辦
紀念活動

自由時報
轉型正義台歐連線	228 海內外紀念活動進
行中

與法國台灣協會合辦
Remembering	the	228	Incident	二二八
紀念活動

在 2021 年，沃草也和台灣 228 事件基金
會、德國台灣協會、法國台灣協會等單位
共同舉辦台歐連線二二八紀念活動

獨立報導 / 議題影響力：受訪與接受邀稿



15

專題
針對重大議題與時事，除了進行長期的追蹤報導外，沃草更製
作包含報導、互動遊戲、影片等多元內容的專題，希望透過多
元內容與不同角度的報導，讓讀者與我們一起關注影響臺灣的
重要議題。

臺灣核四不核四？反核四公投專題
2021/5/26
2021 年 12 月 18 日將進行的核四公投，是四案中歷時最久的一
案。核四歷經數十年的討論，過程中各種安全問題不斷被提出，
卻仍面臨公投。核四一旦續建，在安全、環境或是財政上對臺
灣來說都是一大負擔。

宣告我的投票意志，1218	公投你準備好了嗎？

2021/12/14
12 月 18 日即將舉行公民投票！你決定好四張票要怎麼投了嗎？
《沃草》推出「# 宣告我的投票意志」小測驗，看看你和哪個政
黨的投票意向最接近！記得在結束後按下社群分享跟朋友亮票，
宣告你的投票意志喔！

https://waa.tw/3zfSA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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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12 月 18 日進行的四項公投，核四公投是四案中歷時最久的一案。

核四歷經數十年的討論，過程中各種安全問題不斷被提出，卻仍面臨公投。核四一旦續建，
在安全、環境或是財政上對臺灣來說都是一大負擔。

針對核四公投案，沃草特別在選前推出專題，希望跟大家一起思考，臺灣到底核四不核四？

臺灣核四不核四    

專題

https://waa.tw/o9vIiu


17

專題 / 台灣核四不核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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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12 月 18 日舉行的公民投票，沃草推出「宣告我的投票意志」小測驗。讓讀者測試
自己和哪個政黨的投票意向最接近。並設計社群分享功能，讓讀者在測驗結束後按下社群分
享按鈕、跟朋友亮票，宣告自己的投票意志。

宣告我的投票意志    

專題

https://waa.tw/to9hH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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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出超過 40 篇文章

出版品累積印量超過	12,000	本
超過	50	萬人次社群觸及
Facebook	超過	29,000	名追蹤者

2021年

公民學院論壇
沃草公民學院誕生於 2014 年 9 月，以「共
同撰寫的公民教科書」作為目標，希望為
臺灣公民教育提供更多元的素材及觀點。
從孕育公民教育的土壤「哲學」出發，發
展出「烙哲學」社群，發表由社群成員撰
寫、共同編輯的哲學普及文章，以及哲學
漫畫「康德散步」，更多次獲得出版社邀
請，精選其中文章出版《現代草民哲學讀
本：日常隨時烙哲學，用思考通樂人生》、
《思辨決定你的未來：沃草烙哲學讓你腦
洞大開的 25 個思想實驗》等書。主編朱
家安在 2021 年更與兩廳院合作「好哲凳」
Podcast 節目，從哲學思辨角度聊藝術、
科技等題目，嘗試讓哲學思辨和更多不同
領域進行交流。

除了針對哲學領域發表普及文章外，公民
學院也針對重大議題扮演公民論壇的角
色，如邀請菜市場政治學刊登〈為什麼美
國應該放棄對臺灣戰略模糊？〉、與人本
基金會合作「1218 四項公投專題」刊登五
篇討論公投議題的文章，亦製作各類議題
懶人包，希望透過知識普及與公共討論促
進公民社會議題的多元討論與發展。

展望 2022 年，公民學院將以公共論壇的
角色持續在哲學與更多公共領域經營議
題，也將出版最新烙哲學精選作品集。

https://waa.tw/aagCG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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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選觀點    

怕「支語入侵」動搖臺灣認同	，就不能忽略「華語國家」
才是中國統戰最大利基
沃草公民學院論壇邀稿世界台 Sè-kài Tâi 作者 Ingsing 撰稿約五千字長
文，談華語國家與華語認同如何和「支語入侵」相互影響。文章雖長，
但影響力驚人。平均網頁停留時間超過六分鐘、點擊破萬，顯見本文在
臺灣認同、本土語言等議題具有極大影響力。

公民學院論壇

https://waa.tw/ie9wq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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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草烙哲學在 UDN 鳴人堂的專欄定期刊出哲學普及和哲學評論的文
章，由烙哲學社群的參與者擔任作者。特別的是，烙哲學採取「公開審
稿」的形式來產生文章，由知名哲學普及工作者朱家安擔任主編，進行
稿件的最終確認以保障文章品質。

截至 2021 年 12 月底，沃草烙哲學專欄的文章已超過 300 篇。

烙哲學    

公民學院論壇

https://opinion.udn.com/author/articles/1008/6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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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7 月臺美復談 TIFA，有望簽訂 BTA，為了讓更多公民了解此類貿易
協定與貿易會議對臺灣的重要性與影響，沃草製作懶人包進行說明。

TIFA 懶人包    

公民學院論壇

https://waa.tw/4opCR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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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12 月 18 日，臺灣進行重啟核四、禁止萊豬、公投綁大選、三接遷址等
四項公投案。沃草和人本教育基金會合作，刊載五篇相關文章。
　
有人認為民進黨執政跟在野時的立場不同就是雙標，有人認為要以廢票表達自己
的不滿。針對這些立場，作者們提出了他們不同的意見。在投票前，邀請社會大
眾以深入淺出的方式，對公投案有更多元、深刻的思考。

人本教育基金會公投專題合作    

公民學院論壇

廢票，可能與你想的不一樣
施佳良	/	國立政治大學公共行政學系兼任助理教授

https://waa.tw/YgVaS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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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投隱瞞後果、隱瞞目的，就是災難
盧郁佳	/	作家

公投案的理想與現實—後設心理學的觀點
陳俊光	/	新光醫院精神科主治醫師

過去反對現在同意就是雙標嗎？
楊博安	/	臺中二中公民與社會科老師

藻礁的保育與開發衝突可由公投決定嗎？
許皓捷	/	國立臺南大學生態暨環境資源學系副教授

https://waa.tw/OgfrCD
https://waa.tw/PHTrhs
https://waa.tw/tPW136
https://waa.tw/tA4IZ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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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行動指南
累積多年報導與經驗，並歷經一年以上的資料搜集、專家諮詢與內容編撰，
繼深入報導瑞典、立陶宛、拉脫維亞民防手冊後，沃草於 2021 年底正式
推出臺灣版民防手冊：《公民行動指南》，以涵蓋國防知識、民防觀念檢測、
防衛行事曆等內容的專題網站打頭陣，並推出紙本手冊。

他國民防手冊報導    

瑞典防惡鄰超前部署：民防手冊教育國民
對應軍事衝突、小心敵人資訊戰

拉脫維亞	2020	發布民防手冊：《72	小時：
遭遇危機時該怎麼做》

立陶宛《積極抵抗指南》：教育國民實戰
對策、抵抗俄國「混合戰

https://waa.tw/dCdxjO
https://waa.tw/BOk5wZ
https://waa.tw/hztiu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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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版民防手冊    

公民行動指南

臺灣長期受到中國戰爭威脅，但你有思考
過我們到底面對什麼威脅、該如何準備戰
爭嗎？《沃草》製作《公民行動指南》專
題，並推出紙本手冊，希望能帶大家破解
各種戰爭迷思，並分享關於保衛臺灣的重
要資訊。

https://waa.tw/vuZfC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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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行動指南 / 臺灣版民防手冊

https://waa.tw/vuZfC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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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講

2021/4/9
公視主題之夜〈假新聞	真議題	!〉
講者：洪國鈞

2021/10/9
世界台灣文化論壇〈網路時代對傳統媒體的挑戰〉
講者：薛翰駿

2021/8/30
PHEDO	高中哲學教育推廣講座〈電玩是藝術嗎？〉
講者：朱家安

https://www.facebook.com/watch/?v=3867362066689379
http://www.tufusa.org/event/wang-lu-shi-dai-dui-chuan-tong-mei-ti-de-tiao-zhan-zuo-tan-hui
http://www.phedotw.org/2021aesthetic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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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12/12
世界台灣文化論壇〈《沃草》臺灣民防手冊：《公民行動指南》〉
講者：蕭長展、薛翰駿

演講

2021/12/8
東吳政治系學會〈大罷免時代〉
講者：洪國鈞

2021/12/15
政大傳院演講〈誰在製造網軍：政府、反對者還是境外勢力？〉
講者：洪國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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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會員制
沃草的定期定額過去長期使用貝殼集器的
服務，2021 年，我們在希望能讓會員服務
更加完整、帶給讀者更多內容與專屬福利
的規劃下，改採綠界金流、自行架設了會
員制的網站與系統，全面重新定義沃草會
員。

新會員制的金流系統由沃草自行建置，不
但服務較為完整、開立發票的方式亦較為
即時且提供多種選擇。新版會員訂閱制享
有每月電子報、《公民行動指南》首刷贈
閱、實體活動保留名額、商品會員價等各
種持續新增中的會員權益。
 
願意由舊會員制更換至新版會員制的會
員，亦可以透過小幫手的協助快速更換，
享有更多服務。

https://waa.tw/64lSk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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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群經營
沃草在四大社群皆有一定程度之影響力，並且透過經營不同平台，以多元形
式接觸不同年齡層與興趣喜好之海內外讀者。

2021 年度累積超過 5000 萬人次社群觸及，Facebook 超過 24 萬追蹤者、
Instagram 近 5 萬追蹤者、Twitter 超過 4 萬追蹤者、YouTube 超過 3 萬追
蹤者。

Facebook

Twitter

Instagram

YouTu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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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群經營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jIcypBMqG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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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做了什麼    

社群經營

在社群經營上，沃草透過民調圖卡、漫畫、資訊圖卡與自製梗圖等不同方
式發揮社群影響力，讓重要且嚴肅的議題用輕鬆有趣的方式被更多讀者看
見。內容包括奧運、疫苗等生活議題，公投、台灣獨立、修憲等政治議題，
原民權益、本土語言等社會議題，涵蓋層面相當廣泛且豐富。

民調圖卡

漫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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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群經營 / 我們做了什麼

資訊圖卡

梗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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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群影響力    

社群經營

在利眾公關顧問 與 opview 合作的 2021 
網路媒體 Facebook 社群影響力分析中，
沃草兩度名列前茅，排名甚至勝過許多規
模大出許多的網路媒體，沃草在網路媒體
方面的社群影響力無庸置疑。

2021 年上半年，網路媒體 Facebook 發文
平均影響力，在 82 個粉絲專頁中

沃草排名第 12

2021 下半年，網路媒體 Facebook 發文平
均影響力，在 120 個粉絲專頁中

沃草排名第 5

https://oneforall.com.tw/wp/wp-content/uploads/2021/09/OFAxOPVIEW_report_2021early.pdf
https://oneforall.com.tw/wp/wp-content/uploads/2022/02/OFAxOPVIEW_report_2021late.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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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同內容報導，沃草在資訊戰、轉型正義等領域，與立場相近媒體之社群影響力
相較下明顯較高，顯見沃草作為網路媒體之社群影響力。

大紀元時報（追蹤者	1,196,756	人）
報導社群互動情況

Inside	硬塞的網路趨勢觀察（追蹤者	352,171	
人）報導社群互動情況

沃草報導社群互動情況

社群經營 / 社群影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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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財務情況
支出    

收入    

年支出 1,500 萬

年短缺 300 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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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是誰

2022 年，沃草會持續用更多報導讓更多人知道臺灣這片土
地上所發生的故事，並透過《公民行動指南》及相關活動，
一起捍衛臺灣人民主自由的生活方式，讓臺灣成為一個更
好的正常國家。

洪國鈞	/	營運長

沃草不斷嘗試各種方式，想要讓公民更積極的參與政治，
因為每個人的選擇都是決定台灣未來的關鍵，謝謝大家願
意和阿草一起往前走，即使路途難免無力又艱辛，但別忘
了我們也曾經打過很多場勝仗，希望大家能夠擁抱這股力
量及信念繼續走下去，我們就不會孤單。

葳	/	行政

如果媒體的工作是把重要的事情說人話讓大家知道，那媒
體行銷部門的工作就是，讓人話更人話，就算為此必須每
天跟編輯部門吵架（笑）。然而在這個為求觸及、新聞連
結在社群上大多被藏到不知道在哪的時代，沃草的社群經
營依然堅持報導先行內容為王的精神，絕對是帶有許多理
想和天真的。也因為有每一個你的支持，我們才能繼續堅
持每一篇深度報導的價值。建國獨立路上，希望一直有你。

SC	/	品牌總監

因為熱愛臺灣這塊土地，我們選擇站出來，想要一起做點
什麼。我們相信，即便只是微小的行動，但一定能一點一
滴為臺灣社會帶來改變。每個貼文分享、每個留言、每個
心情或愛心，對小編來說都是最好的鼓勵。謝謝大家的支
持，一起繼續為臺灣努力！

N編	/	社群行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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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第一屆不用上「三民主義」，歷史課本「臺灣史」
單獨成冊，不再只是中國史一部分的高中生，在這一年滿 
30 歲了，往社會的核心更近了一步了。儘管辛苦，認識並
認同臺灣的新一代，終究會扛起這個國家。沃草也將不斷
呈現這片土地過去的歷史、現在的新聞與未來的可能。

薛翰駿	/	總編輯

在沃草默默已經 4 年，跑新聞的每一天都要默唸十遍「臺
灣獨立，暴政必亡」護身（誇張ㄌ）！希望日復一日在立
法院受的職業傷害（？），能夠造成一點點漣漪，即使偶
爾無力感襲來，也會繼續堅守崗位，不負前輩們的努力。

毛	/	記者

在臺灣問路十次，有五次路人會當場幫你查 google 地圖，
另外五次可能是直接帶著你走。希望這麼美的臺灣可以永
遠存在、自己決定我們的未來。

ㄋㄋ	/	記者

從國會記者、國會助理、人權 NGO 工作者，再到目前的中
國研究領域菜鳥研究生，期許自己在工作上的累積能夠幫
助讀者，從多方面的角度，理解對臺灣最大的威脅——中
國，守護臺灣的未來。

宇軒	/	特約記者

我們是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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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用設計把有用的資料轉為容易理解的資訊圖表或圖像是
很好玩的。台灣是一個可愛又堅韌的小國，希望有一天我
們能以台灣為名，正式向全世界介紹自己，在運動場上也
不用再繼續揮動著不倫不類的「中華台北」旗！

kiki	/	設計

支持沃草就是支持臺灣獨立！
陳東	/	影音編輯

以前只會單打獨鬥，經歷過一些風雨後，開始覺得做這行
需要夥伴的扶持才能走下去，沃草的團隊帶給我能量、使
我不再覺得（中二）孤單，也激發了我更多的可能性。
台灣要建國、台灣要更好、台灣 NO.1 ！！！

嘎嘎	/	漫畫家

受到職業傷害的同時就該轉頭看看美好的事物，例如馬偕
的肌肉，然後再把它出成一本漫畫書。想看我不務正業的
產物請走  https://reurl.cc/QjEMxZ

蠢羊	/	兼任漫畫家

有自由的媒體才有自由的國家，有自由的國家才有自由的
思考，謝謝讀者們的支持。

朱家安	/	烙哲學主編

我們是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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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年前，因為認同這個團隊的價值觀，所以從一間科技公
司，來到了沃草。我們有專業的記者、編輯、設計、行銷
夥伴，持續穩定產出好的內容給大家，身為工程師的我們，
則是希望讓大家順利、方便地看見這些內容。我們會繼續
努力，也希望繼續從流量裡看見你們的支持。
console.log(' 平安順心 ')

斯理	/	工程師

因緣際會來到了沃草，也因為這樣子才開始發現到，原來
有那麼多人為了台灣在默默的付出中。雖然說一個人的能
力有限，但是當聚集起來後，這個能力是可以很大的！最
後感謝各位的支持，讓我們再一起為台灣努力吧 !

杰	/	工程師

世界不斷在變。還能在台灣的環境下，為自己認同的土地
和人民有意義地努力著，是一件幸運的事。謝謝所有關切
我們的人，無論你是否支持我們。

洪偉	/	兼任工程師

臺灣是很棒的國家，因為民主能保有多元的文化與聲音，
也因為多元使得臺灣更添特色。謝謝你、妳、您選擇支持
沃草，讓我們可以持續創作更多報導、漫畫、與專題。臺
灣加油！

雨婷	/	專案經理

總期望有一天能夠很自豪地說出「我的國家是臺灣」，為
了更靠近這個目標，沃草歷經一年的籌備與製作，推出自
製的臺灣版民防手冊《公民行動指南》，希望臺灣人成為
更加具有韌性的共同體，克服所有挑戰。邀請大家一起做
好準備，共同守護我們的家園！

蕭長展	/	專案經理

我們是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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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行動指南》正式販售推廣    

新會員制持續更新    

2022 展望

在 2021 年底推出的臺灣版民防手冊：《公
民行動指南》與專題網站，於 2022 年正
式進行推廣與手冊販售

半島電視台報導

沃草團隊舉辦記者會

2022 年，我們將陸續結合自有商品與定期定額會員，在沃草網站推出更多專屬
沃草定期定額會員們的服務，包括電影包場、友善團體特惠、實體贈品管理等功
能，希望可以給會員們更好的服務與體驗！

定期定額
支持沃草

https://waa.tw/64lSkk
https://waa.tw/64lSk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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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站全面改版    

2022 地方選舉    

搭配新會員制全面更新，沃草網站也將階
段性全面改版，以全新的面貌與讀者相見

地方選舉沃草次次不缺席！！
面對即將到來的 2022 年地方選舉，將會推出報導與選舉專題，與公民社會一起
關心臺灣政治的過去、現在和未來

2022 展望

https://waa.tw/H4NFZ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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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支持沃草？
除了定期定額支持外，持續追蹤沃草也是支持我們繼續前進的重要動力

您可以在這些地方找到沃草

定期定額訂閱沃草
用行動選擇你想看的媒體

https://waa.tw/64lSkk
https://waa.tw/64lSk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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