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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竹塹文學獎徵文簡章 

一、 主旨： 

（一）2021年竹塹文學獎，徵求書寫風城故事、景色、校園、美食、旅行、產

業等之文學作品。 

（二）同時鼓勵在地人不限主題書寫創作，培養地方文學寫作人才。 

二、 主辦單位：新竹市政府 

承辦單位：新竹市文化局 

三、 徵選類別： 

（一） 現 代 詩：送件篇數以每人一件為限，作品總行數 30-50 行。 

（二） 童     詩：送件篇數以每人一件為限，限國小六年級以下兒童參加。 

（三） 青春散文：送件篇數以每人一件為限，每篇 1200-4000 字，限國中、

高中（職）學生參加。 

（四） 短篇小說：每篇 5000-12000 字，送件篇數以每人一件為限。 

四、 參選資格： 

（一）作品以中文書寫，且未曾發表。 

（二）除書寫風城之篇章外，開放本地人（設籍、居住、就學、就業於新竹市

者）不限主題自由創作。（須檢具相關證明） 

（三）現代詩及短篇小說類近二年（2020、2019 年）獲獎前三名作者，本年

度恕不受理同一文類投稿。 

五、 獎勵方式：（獎金支付時，須依所得稅法相關規定代扣所得稅） 

（一） 現代詩：第一名 1 名，獎金 6 萬元；第二名 1 名，獎金 4 萬元；第三名

1 名，獎金 2 萬元；佳作 2 名，獎金各 1 萬元。 

（二） 短篇小說：第一名 1 名，獎金 10 萬元；第二名 1 名，獎金 6 萬元；第

三名 1 名，獎金 4 萬元；佳作 2 名，獎金各 2 萬元。 

（三） 童   詩：第一名 1 名，獎金 1 萬 5 千元；第二名 1 名，獎金 9 千元；第

三名 1 名，獎金 4 千元；佳作 9 名，獎金各 2 千元。 

（四） 青春散文：第一名 1 名，獎金 3 萬元；第二名 1 名，獎金 1 萬 5 千元；

第三名 1 名，獎金 8 千元；佳作 5 名，獎金各 4 千元。 

（五） 得獎作品由承辦單位出版，出版後致贈得獎者每人 5 本（童詩得獎小朋

友贈送 10 本）；參選者可至本局網站瀏覽本年度得獎作品輯全文 pdf

檔案。 

（六） 得獎者均頒贈獎盃 1 座、獎狀 1 紙。 

六、 評選辦法： 

（一） 資格審查：由承辦單位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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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作品審查：由承辦單位聘請專家學者組成評審委員會進行初、複審。

若評審認為作品未達水準，得決議獎項從缺或酌減錄取名額，亦得於

未超過獎金總額情況下，調整得獎人數。 

七、 報名方式： 

（一）請至文化局網址 http://www.hcccb.gov.tw下載簡章或寄回郵信封(註

明索取簡章)至新竹市文化局亦可。(300005新竹市中央路 109號 電

話：03-5319756轉 263) 

（二）繳交資料： 

（1）投稿作品 1式 4份。 

（2）報名表 1份。（如以參選資格第 2項規定參賽者，另需檢附身份

證或學生證、工作證明等相關證明資料影本乙份） 

資料未完備者，恕不受理。（作品中請勿出現個人資料） 

請以掛號寄達或專人送至「新竹市文化局 文化資產科」，並請於信封

註明「竹塹文學獎」及「參選文類」。 

八、 注意事項： 

（一）請儘量採 A4紙張，用電腦以直式橫書、word 14號標楷字體形式繕打，

左邊裝訂送件；如採稿紙書寫者，請以稿紙謄錄清楚。 

（二）同一稿件，請勿重複投稿不同文類，例如同時投稿散文及短篇小說，違

者取消參賽資格。 

（三）參選作品經發現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主辦單位即取消其參選及得獎資

格，暨追回獎金、獎盃或獎狀，並保有法律追訴權： 

（1）抄襲、翻譯他人作品、冒名頂替或非獨立創作參選者。 

（2）作品曾公開發表者。 

（3）作品曾參賽並獲獎者。 

（四）得獎作品嗣後如有著作權糾紛涉訟，經法律程序敗訴確定者取消其得獎

資格，其損害第三人權利者，由作者自行負責，並對違反人求償專輯銷

毀及修正印製之費用。 

（五）得獎作品交由承辦單位集結出版；出版時由得獎者校對並自負文責，其

出版權歸屬新竹市政府，著作權歸屬作者。惟新竹市文化局得永久於

台灣地區，以任何形式(如上網、光碟、有聲出版、刊登書報雜誌、

數位典藏、公車海報…等)無償使用其著作內容於各項非營利之研究、

展示及推廣教育，不另支付酬勞、版稅。 

（六）參選作品及資料請自留底稿，恕概不退件。 

（七）凡送件參選者視為認同本徵選簡章，對評審會之決議不得異議。 

九、 結果公布： 

（一） 童詩、現代詩及短篇小說類得獎名單預計於 110 年 9 月公佈於本局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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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青春散文類得獎名單預計於 110年 11月公佈於本局網站。 

十、 收件日期：(郵戳為憑，逾期恕不受理) 

（一）110年 5月 3日（星期一）起至 110年 7月 12日（星期一）止。(郵戳

為憑，逾期恕不受理) 

（二）「青春散文」類徵稿，截稿日期為 110年 9月 22日（星期三）止。 

十一、 頒獎日期：預計於 110年 12月頒獎，確切日期將另行公佈。 

十二、報名表及簡章 Q&A。（如後附） 

十三、得獎人簽署之著作權人授權同意書。（如後附） 

十四、預期效益： 

（一） 竹塹文學獎鼓勵全民書寫及閱讀，自國小童詩、青少年散文至成人現代

詩、短篇小說創作，各年齡層的創作者均有發揮舞台。 

（二） 除了城市主題外，也蒐集在地創作者自由發揮的文稿，為新竹市留下在

地特色的文學作品；也同時培養大小市民的文字美感及閱讀品味。 

十五、本計畫奉核定後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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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由承辦單位填寫）   

2021 竹塹文學獎 報名表 

參加類別 
□ 童詩 

□ 青春散文 

□ 現代詩 

□ 短篇小說 
參選資格 

□書寫風城 

□本地（新竹市）人創作，主題不拘 

作品篇名  
作品字

(行)數 

童詩、現代詩 青春散文、短篇小說 

(行數) (字數) 

姓    名  性別 □男  □女 

出生日期  手機電話  

通訊地址 

□□□（請填寫郵遞區號） 

 

 

（寄送得獎作品輯用，畢業年級學生請提供住家地址） 

e-mail  現職 
（社會人士填寫） 

學校 
□       國小□      國中 

□       高中（學生填寫） 
班別         年         班 

指導老師 
姓名  

指導老師 
聯絡方式 

郵件： 

電話： 

□學校教師，贈書將直接寄送到學校。 

□非學校教師，請提供寄書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本地人檢具居住、就學、就業於新竹市之證明文件影本（其中之一即可） 

本人同意依「2021竹塹文學獎」徵選簡章規定參加競賽。 

本人簽章： 

110年    月    日   

備註※您得知本活動消息來源為: 

 

※ 請備妥：□報名表 1份 □文稿 4份（勿將報名表與文稿一同裝訂） 

□參加資格證明文件 1份(自由書寫主題須檢具之本地人相關證明) 

※ 參加多項類別者，請就各類作品分別填具單一報名表。 

※ 教師指導學生投稿，即可贈書，請勾選以下書單（擇 1）：（送完為止） 

  □ 2020竹塹文學獎童詩得獎作品輯 □ 2019竹塹文學獎童詩得獎作品輯 

  □ 2019竹塹文學獎得獎作品輯 □ 2018竹塹文學獎童詩得獎作品輯 



 5 

著作權人授權同意書 
 

本人__________________特此聲明同意下列之情形: 

一、 遵守 2021 竹塹文學獎簡章規定，擔保參賽作品的著作

權皆屬本人所有，如有剽竊他人之情事，經查證屬實，

所產生法律責任由參賽者自行負擔，與主辦單位無關。 

二、 得獎作品由承辦單位出版，出版權歸屬新竹市政府，著

作權歸屬作者，出版後致贈得獎者每人 5本（童詩得獎

小朋友贈送 10本）。 

三、 本人同意新竹市文化局得永久於台灣地區以任何形式

(如上網、光碟、有聲出版、刊登書報雜誌、數位典

藏…等) 無償推廣使用得獎作品，並不另支稿酬及版稅，

亦不得對主辦單位行使著作人格權。 

四、 參選作品若發生下列情形之一，承辦單位得取消其參賽

及得獎資格，並追回獎金、獎狀，侵犯著作權部分，自

行負責： 

(一) 抄襲、翻譯他人作品、冒名頂替或非獨立創作參選者。 

(二) 作品曾於報刊、雜誌、網站等公開媒體發表（含演出）

及出版者。 

(三) 作品曾參賽並獲獎者或作品正在參加其他文學獎者或即

將刊登者。 

 
 

聲明人:                  簽章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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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A】 

 

Q1：我想投稿現代詩，小時候住在新竹市，請問這樣符合「本地人自由創作投稿」的條件

嗎？ 

A1：如果您目前沒有居住、就學或就業於新竹市，投稿仍須以風城為主題創作。 

 

Q2：我是新竹市ＸＸ國小的學生，我要投稿童詩，請問一定要寫跟新竹相關的人和事嗎？ 

A2：只要就讀學校在新竹市，可以自由創作，不限主題。新竹縣及其他縣市小朋友，須創

作與新竹市相關主題的作品內容。 

 

Q3：我是新竹市ＸＸ國小六年級的學生，暑假過後，我就念國中了，請問還可以繼續投稿

嗎？ 

A3：只要是國中在學學生，都可以參加青春散文徵文，歡迎投稿。但若非就讀新竹市的國

中，請留意須創作與新竹市相關主題的作品內容。 

 

Q4：我現在是ＸＸ高中的畢業年級學生，青春散文截止徵文時間是９月１5 日，請問我可以

等到畢業之後再投稿嗎？ 

A4：青春散文徵收的對象為國高中（職）「在學學生」，如果您是畢業生，請務必於畢業

前將完成投稿事宜。 

 

Q5：請問得獎作品未來作者可以自行出版或再刊登於其他媒體嗎？ 

A5：得獎作品主辦單位保留出版權和公益使用權，著作財產權仍歸作者，作者可自行出版

或再刊登於其他媒體，惟請註明該篇文稿為竹塹文學獎之得獎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