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緬甸華文教育服務團 

第二屆緬甸留台僑生文學獎活動辦法 

一、活動目的 

（一）提供學習交流的平台，培養學生多元視野及思維，達到思想交流及相互學習

的效果。 

（二）促進文學交流之風氣，檢視學生對華文學習的動機和成效，轉化為未來相關

工作之經驗。 

（三）提升學生寫作、演說表達能力，並促進其養成獨立思考、自我省思之習慣。 

（四）鼓勵學生紀錄求學生涯，留下旅台過程中進步之軌跡，進而激發學生創作能

力和未來視野胸襟。 

二、分組方式 

 

（一）作文組 

A 組-高職、海青班、僑生先修部 

B 組-大學、科大 

（二）演講組 

A 組-高職、海青班、僑生先修部 

B 組-大學、科大 

三、參加對象 

（一）凡持有緬甸護照入境，且 110學年度在籍學生，皆可報名參加。參賽者可同

時報名作文組及演講組，作文組稿件每人限投一件作品。 

（二）參加組別請依據 110學年度就讀之學校學籍。若投稿者身份與報名組別不符

合，將取消其參賽資格。 

四、時程規劃  

（一）受理報名及作文組投稿期間： 

2021年 9月 1日（三）～2021年 10月 31日（日）17：00止，逾期不受理。 

（二）演講比賽時間：2021年 11月 27日（六）08：30～12：00 

（三）頒獎典禮暨歲末餐會：2021年 11月 27日（六）14：30～19：00 

（四）官網公告比賽結果：2021年 12月 1日（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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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報名方式 

（一）本活動一律採 Email報名，信件標題請寫「第二屆緬甸留台僑生文學獎報名」。

並寄至 kehui1219@volunteersinmyanmar.org 活動信箱 

（二）報名表（參考附件一）、稿件請命名為「參賽組別-作者姓名－就讀學校」。 

  例：1.作文組-B組大學－楊小小－國立政治大學 

              2.演講組-A組高職－楊雲引－三信家商 

              3.作文組及演講組-A組高職－王小明－莊敬高職 

（三）主辦單位將在收到稿件後二十四小時內回信確認，若投稿者寄件後無收到確

認信，請盡快聯絡主辦單位。 

六、比賽規範 

（一）作文組 

作文題目 「生命中的一盞明燈」 

內容格式 

1. 作品以繁體中文書寫，文體不限，文章長度 3000字以內。標楷

體，字體大小 12，行距以固定行高 15點，格式為 Word（相容

模式.doc）檔案。 

2. 內文勿揭露個人資料，以免影響公平性。如：姓名、身體特徵

如明顯胎記、來自密支那、就讀於政治大學、曾經擔任過 MOCSA

的副會長等等。 

3. 為維護比賽公平性，投稿作品不得以任何方式公開傳播，須於

頒獎典禮結束後方得公開，違者將取消比賽資格。 

報名文件 

1. 稿件、報名表（參考附件一）、來台生活照 3～5張（含個人獨

照及團體照，五官要清楚）。照片請提供原檔，並以附件方式

附在信件中，勿放入投稿之 Word檔案內，寄至本次活動信箱。 

2. 投稿資料不全或有缺漏者，主辦單位有權取消參賽資格。 

著作要求 

1. 投稿者需保證投稿作品為本人創作，無涉及抄襲。若作品有涉

及抄襲，將取消其參賽資格並要求歸還獎金。 

2. 嚴禁將同份作品投稿至其他比賽，如經查證屬實，主辦單位將

取消其參賽資格並要求歸還獎金。 

3. 所有投稿作品之著作權授權給主辦單位，不另支稿費或版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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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演講組 

1.比賽地點：台北市區（地點待定） 

2.演講比賽流程 

 

08：30～09：00 報到抽籤 

09：00～09：30 介紹主辦單位及評審老師 

09：30～11：30 演講比賽 

11：30～12：00 
參賽者簽領交通補助、 

評審團回傳成績 

 

3.比賽規則： 

演講題目 「突破」 

進行方式 

1. 本競賽 09：00前還未完成報到抽籤者視同棄權，上台如超過 1

分鐘未開始者，同樣以棄權論。 

2. 每個組分別有三位評審老師進行評審，且在不同教室同時進行。 

3. 參賽者應按抽籤順序入場演講，其餘參賽者皆在休息室等候。 

時間限制 

1. 每人競賽時間為 3 分鐘，2 分 30 秒時工作人員會按短聲鈴提

醒，3 分鐘時間一到，工作人員按一長聲鈴，請選手結束演說

準備下台。 

2. 時間到仍持續演說者，每超過 30 秒，扣總平均 1 分。 

參賽者要求 
1. 演說中以任何形式拿出文稿的參賽者，評審老師將斟酌扣分。 

2. 演講比賽全程將會進行攝影，檔案為主辦單位留存不會向外公

開。 

著作要求 
1. 演講內容需保證為本人創作，無涉及抄襲，若作品有涉及抄襲

將取消其參賽資格並要求歸還獎金。 

2. 所有演講作品之著作權授權給主辦單位，不另支稿費或版稅。 

 

七、 評審與活動時程 

（一）作文組 

1.評分標準： 

 主題切題程度：文章內容與題目是否相符（30%） 

 文章結構與流暢性（30%） 

 創意與感動（30%） 

 錯別字 （5%） 

 字數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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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若單一組別不足 20件投稿作品，將取消該組別之佳作名次；作品如有未臻

水準者，得由評審老師決定從缺；如有作品水準相當，得以同一獎項並列，

主辦單位保有最終解釋權。 

3.獲獎者名單將於 2021 年 11 月 27 日（六）14：30～19：00 頒獎典禮暨歲末

餐會時公佈，並進行頒獎。 

（二）演講組 

1.評分標準： 

 演講內容：是否環扣主題、組織、架構、創新（40%） 

 表達：音量變化、形體表現、神態表現（30%） 

 用語：語句結構、語調、選詞（20%） 

 時間控制：（10%） 

2.比賽結束，評審老師計算比賽分數完畢後，回傳給主辦單位。 

3.若單一組別不足 15位參賽者，將取消該組別之佳作名次，主辦單位保有最
終解釋權。 

4.獲獎者名單將於 2021 年 11 月 27 日（六）14：30～19：00 頒獎典禮暨歲末
餐會時公佈，並進行頒獎。 

八、獎勵辦法 

每組經評審老師評判選出以下獎項各一名，獎勵方式如下： 
 一等獎：新台幣 5,000元獎金 及 獎狀乙紙 
 二等獎：新台幣 3,600元獎金 及 獎狀乙紙 
 三等獎：新台幣 2,500元獎金 及 獎狀乙紙 
 佳作一：新台幣 1,500元獎金 及 獎狀乙紙 
 佳作二：新台幣 1,200元獎金 及 獎狀乙紙 
 佳作三：新台幣 1,000元獎金 及 獎狀乙紙 
 

九、頒獎典禮暨歲末餐會 

主辦單位將於 2021年 11月 27日（六）14：30～19：00 舉辦歲末餐會，邀請所

有投稿者在「台北市區」相聚交流（地點以 Email 通知），並於餐會中頒獎。參與感

恩餐會者，須於報名表勾選參加餐會，將給予定額交通補助。交通補助說明請參考（附

件三）。限高職組，一校限一名帶隊老師領有交通補助，補助金額與所帶隊之參賽者

相同，帶隊老師須填寫附件二報名表並寄至本次活動信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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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防疫措施 

   （一）演講比賽/頒獎典禮暨歲末餐會將採實名制登記，並安排測量體溫、酒精消毒、

全程配戴口罩、室內保持通風、座位梅花座。  

 （二）若指揮中心公告疫情進入第二級防疫警戒，將取消頒獎典禮暨歲末餐會，演

講比賽會延期辦理，作文比賽於 2021年 12月 1日（三）線上公布成績結果，

獎金由主辦單位核發至獲獎者提供的收款賬戶。 

（三）以上實體活動調整細節，主辦單位將用 Email通知，並公告於官網最新消息

處，請大家留意資訊。 

十一、聯絡資訊 

（一）活動負責人 

       專員：楊可慧 

       聯絡電話：0905-645478 

收件信箱： kehui1219@volunteersinmyanmar.org 

本活動相關公告請參考官網最新消息處 

官網：緬甸華文教育服務團 (volunteersinmyanmar.org) 

（二）單位窗口 

團長：林語珊 

聯絡電話：0918-215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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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緬甸華文教育服務團 
第二屆緬甸留台僑生文學獎 報名表 

姓   名  性   別 □男    □女 

報名組別 
□ A 組（高職、海青班、僑生先修部） 

□ B 組（大學、科大） 

□作文組 

□演講組 

□兩組皆參加 

目前就讀學校  科系/年級  

緬甸畢業學校  緬甸學校所在城市  

台灣聯絡地址  

E-Mail  

聯絡電話（手機）  指導老師（限高職）  

是否出席頒獎餐會

（11/27星期六） 
□是    □否 飲食習慣 

□葷  □素 

□其他___________ 

Line ID  微信帳號  

 

居留證正面清楚翻拍或影本 

 

居留證反面清楚翻拍或影本 

□ 本人同意將投稿作品之著作財產權授權給主辦單位。 

□ 本人保證投稿作品內容皆為自行創作，無侵害任何第三者智慧財產權之情事。 

 

投稿者親筆簽名：＿＿＿＿＿＿＿＿＿ 

 

附件一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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緬甸華文教育服務團 

第二屆緬甸留台僑生文學獎 高職帶隊老師報名表 

老師姓名  性  別 □男    □女 

目前服務學校  

參加比賽的學生  

台灣聯絡地址  

聯絡電話（手機）  E-Mail  

飲食習慣 
□葷  □素   

□其他______________ 

 

 

身份證正面清楚翻拍或影本 

 

 

身份證反面清楚翻拍或影本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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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通補助說明表 

序號 起訖站 單程票價  

 

 

 

 

 

 

X 2 = 

 

 

 

 

 

來回票價 補助(NT$) 

1 台北---台北 / / 200 

2 新北---台北 / / 200 

3 基隆---台北 64 128 200 

4 桃園---台北 66 132 200 

5 新竹---台北 177 354 400 

6 宜蘭---台北 218 436 500 

7 苗栗---台北 255 510 600 

8 台中---台北 375 750 800 

9 彰化---台北 415 830 900 

10 花蓮---台北 440 880 900 

11 龍泉---台北 512 1,024 1,100 

12 斗六---台北 527 1,054 1,100 

13 嘉義---台北 598 1,196 1,200 

14 台南---台北 738 1,476 1,500 

15 台東---台北 783 1,566 1,600 

16 高雄---台北 843 1,686 1,700 

17 屏東---台北 891 1,782 1,800 

18 離島地區 請洽主辦單位 

 

附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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