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8年高雄青年文學獎」徵文辦法 

一、 目的： 

以本市青少年為主要對象，提供獎金及發表平台，以鼓勵寫作並發掘其創作

潛能，期能培養年輕一代作家。 

 

二、 指導單位：高雄市政府文化局 

主辦單位：高雄市立圖書館 

協辦單位：高雄市政府教育局 

承辦單位：高雄文學館 

 

三、 參加對象資格及分組： 

（一） 目前(或曾經)設籍、就讀或就業於高雄市者（參賽者須具中華民國國籍）。 

（二） 依年齡區間分 19-30歲組（民國 78年-89年生）、16-18歲組（民國 90年-92

年生）、12-15 歲組（民國 93 年-96 年生）、16-30 歲組_圖文創作專用（民國

78年-92年生）。※參加 16-30歲組＿圖文創作專用者，仍可按照年齡參加其

他類組。 

 

四、 徵文類別及獎勵方式： 

新詩類 

（一） 參賽類組及規格：依參賽年齡分 19-30歲、16-18歲、12-15歲三個組別。 

1.19-30歲組：30行以內 

2.16-18歲組：30行以內 

3.12-15歲組：20行以內 

（二） 獎勵方式：各類別各取首獎、二獎、三獎 1名。 

1.19-30歲組 

首獎 1名，獎狀及獎金 45,000元 

二獎 1名，獎狀及獎金 38,000元 

三獎 1名，獎狀及獎金 30,000元 

2.16-18歲組 

首獎 1名，獎狀及獎金 20,000元 

二獎 1名，獎狀及獎金 14,000元 

三獎 1名，獎狀及獎金 8,000元 

3.12-15歲組 

首獎 1名，獎狀及獎金 7,000元 



二獎 1名，獎狀及獎金 5,000元 

三獎 1名，獎狀及獎金 3,000元 

散文類  

（一） 參賽類組及規格：依參賽年齡分 19-30歲、16-18歲、12-15歲三個組別。 

1.19-30歲組：2,000字～4,000字 

2.16-18歲組：1,000字～3,000字 

3.12-15歲組：800字～1,200字 

（二） 獎勵方式：各類別各取首獎、二獎、三獎 1名。 

1.19-30歲組 

首獎 1名，獎狀及獎金 45,000元 

二獎 1名，獎狀及獎金 38,000元 

三獎 1名，獎狀及獎金 30,000元 

2.16-18歲組 

首獎 1名，獎狀及獎金 20,000元 

二獎 1名，獎狀及獎金 14,000元 

三獎 1名，獎狀及獎金 8,000元 

3.12-15歲組 

首獎 1名，獎狀及獎金 7,000元 

二獎 1名，獎狀及獎金 5,000元 

三獎 1名，獎狀及獎金 3,000元 

短篇小說類 

（一） 參賽類組及規格：依參賽年齡分 19-30歲、16-18歲兩個參賽類組。 

1.19-30歲組：2,000字～10,000字 

2.16-18歲組：2,000字～8,000字 

（二） 獎勵方式：各類別各取首獎、二獎、三獎 1名。 

1.19-30歲組 

首獎 1名，獎狀及獎金 50,000元 

二獎 1名，獎狀及獎金 42,000元 

三獎 1名，獎狀及獎金 34,000元 

2.16-18歲組 

首獎 1名，獎狀及獎金 25,000元 

二獎 1名，獎狀及獎金 18,000元 

三獎 1名，獎狀及獎金 11,000元 

圖文創作類 

（一）參賽類組及規格：依參賽年齡分 16-30歲一個參賽類組。 



完稿字數 500字以內，完稿含圖文，尺寸為 A4一頁為限。 

（二）獎勵方式：各類別各取首獎、二獎、三獎 1名。 

首獎 1名，獎狀及獎金 10,000元 

二獎 1名，獎狀及獎金 8,000元 

三獎 1名，獎狀及獎金 5,000元 

五、 審稿方式： 

由承辦單位聘請知名作家及學者評選。 

六、 收件時間： 

自即日起至 108年 9月 27日止(以郵戳為憑)。 

七、 入選及得獎名單揭曉及頒獎： 

（一）預定於 108年 11月上旬公告各類組入選名單。 

（二）預定於 108年 11月中旬舉辦一日系列活動，當日公布決審獲獎名單。 

（三）預定於 108年 12月上旬進行頒獎典禮。 

（四）名單由主辦單位發布新聞、刊登於高雄市立圖書館及高雄文學館網站。 

八、 投稿方式： 

（一）依照「注意事項」規定繕打徵文稿件。 

（二）步驟一：線上登記 

1.至官網 https://www.ksml.edu.tw/ksylaward 填寫線上報名登記表 

2.於登記表內上傳作品電子檔（純文字作品，需為可編輯文字格式／圖文作

品，格式需為 pdf，解析度 300dpi以上，單檔大小 10mb 以內）。一篇作品一

個檔案。檔名註明方式：組別_類別_姓名_題目。 

（範例：19-30歲組_新詩類_高小青_青春紀事） 

（三）步驟二：紙本寄送 

使用紙本簡章報名表，或至官網 https://www.ksml.edu.tw/ksylaward 下載列印

報名表，將報名表及資格證明 1 份、稿件 1 式 3 份，掛號郵寄至：801 高雄

市前金區民生二路 39 號（收件人：高雄文學館），並於信封註明參加「108

年高雄青年文學獎」與「姓名」、「參賽組別、類別」。 

九、 注意事項： 

（一） 「線上登記」及「紙本寄送」皆需完成，如有線上未登記、文檔未上傳、稿

件份數不足、資料不全、格式不符，則視同報名未完成，逾期不受理補件。 

（二） 純文字作品一律用電腦打字，以 A4 紙張直式橫向繕打（由左至右，由上至

下方式）。標題字體以標楷體 18 級字、內文以標楷體 14 級字為標準。以 A4

白色紙張列印，以迴紋針或釘書機於左上角固定，並編列頁碼。圖文作品除

規格需為 A4以外，創作格式不限。 

（三） 可同時參加各類徵件，每種文類至多投稿 3件，不分文類至多投稿 5件。 

https://www.ksml.edu.tw/ksylaward
https://www.ksml.edu.tw/ksylaward


（四） 參選者自行填寫之參賽組別，須符合辦法規範之出生年份。若經核對身分不

符，主辦單位得以逕行修正、或取消參選資格。 

（五） 各參賽作品若未達水準，得由評審小組議決獎項從缺。 

（六） 投稿作品紙本上請勿填寫個人資料，如：姓名、就讀學校等相關資訊。此類

訊息請於報名表上詳細填註，資料將予以保密，不詳細者不予受理。 

（七） 請勿一稿兩投、抄襲或侵犯他人著作權，作品須未曾得獎及公開發表過（含

網路、校園文學獎及刊物）。 

（八） 參選作品如有下列情事之一者，主辦單位得取消其參選及得獎資格，並追回

獎金： 

1. 抄襲他人作品，或冒名頂替參選者。其侵犯著作權部份自行負責。 

2. 作品曾公開發表（含網路、校園文學獎及刊物）。 

3. 作品曾參選並獲獎者。 

4. 不符參選資格者。 

（九） 得獎作品版權歸主辦單位所有，主辦單位可予重製再利用，並集結出版青年

文學專書上市流通，不另支付版稅，作者不得異議。 

（十） 獲獎者需於主辦單位規定時間內前來領取獎金，逾期未領取者，其獎金將不

予保留。 

十、 教師推薦(指導)學生參加徵文獎勵辦法： 

（一） 凡教師推薦(指導)學生參加本文學獎徵文作品參賽 5件以上者，嘉獎乙次。 

（二） 凡教師推薦(指導)學生任一件作品榮獲首獎、二獎或三獎，嘉獎乙次。 

十一、本辦法如有未盡事宜得予隨時修訂並公布。 

＊ 詳細內容請參考高雄市立圖書館網站 http://www.ksml.edu.tw/或高雄文學館網站

http://ksm.ksml.edu.tw/ 

http://www.ksml.edu.tw/
http://ksm.ksml.edu.tw/


 108 年高雄青年文學獎徵文報名表 

 

姓 名  筆 名  
收 件 編 號 

（由主辦單位

填 ） 

寫 ） 

 

參 加 組 別 

□ 19-30歲組（民國 78年-89年生） □12-15歲組（民國 93 年-96年生） 

□ 16-18歲組（民國 90年-92年生） □16-30歲組_圖文創作專用（民國 78年-92年生） 

符 合 參 加 

徵文之條件 

（可複選） 

□ 現在或曾經設籍於高雄市(請附身分證或戶口名簿影印本) 

□ 現在或曾經就學於高雄市(在學生請附學生證影本，畢業者請附畢業證書影印本) 

學校名稱：                    就讀年級、班級: 

作品推薦（指導）老師（非必填）： 

□ 現在或曾經就業於高雄市(請附工作證明文件) 

公司名稱： 

參 加 類 別 □新詩 □散文 □短篇小說 □圖文創作 

作 品 名 稱 

（※每類以參

加 3篇作品為

限，不分文類 5

篇為限） 

    

    

    

參 賽 資 格 佐 證 資 料 

身分證或學生證影本正面（請浮貼） 

其他佐證資料請以附件形式附於報名表後 

身分證或學生證影本反面（請浮貼） 

其他佐證資料請以附件形式附於報名表後 

本人已詳閱並同意遵守「108年高雄青年文學獎」徵文規則，在此聲明下列事項： 

1. 本表所填寫各項資料均屬事實。 

2. 本人享有參賽作品之著作人格權與著作財產權，如獲獎，同意於該著作財產權存續期間，授權主辦單位得以任

何方式利用、保存或轉授權他人利用該著作，主辦單位為推廣、行銷、上市流通之用，有發表、出版(含電子書)

及印製權利，不需另支稿酬或版稅。 

聲明及授權人：        （親筆簽名）  日期：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