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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屆【臺大書法獎】比賽辦法 

壹、 活動宗旨 

提升臺大學子對書法的認識與興趣，鼓勵青年提筆書寫，延續漢字藝術的傳統，培養

人文精神。 

貳、 參加資格 

臺大學生（含學士班、碩士班、博士班、具本校學籍之國際生，繳交稿件時請提供學

生證正面影本或學籍證明） 

＊藝文中心統整報名資料後，將統一向教務處查詢學籍。若投稿人經查無臺大學籍，將喪失

參賽資格，恕不另行通知。 

參、 辦理單位 

主辦單位：臺大藝文中心 

陳庭詩詩作授權：筌美術 特別感謝：筌美術廖述昌先生 

肆、 徵件時間與收件方式 

一、 徵件時間： 

自 111年 5月 3 日（二）至 5 月 20 日（五）下午 5時截止。 

二、 收件方式： 

每份稿件以原作品（毛筆組不需裱褙）摺疊，連同報名表、著作權授權同意書裝

入A4以上信封袋或自備海報筒，信封正面註明「第六屆臺大書法獎_組別_姓名」。 

1. 親自送件： 

請於 5月 20日（五）下午 5 時前，親自送達藝文中心辦公室。 

2. 郵遞寄件： 

請以掛號郵寄至下方地址，以郵戳時間為憑。 

106319臺北市大安區羅斯福路四段一號臺大藝文中心（雅頌坊） 

臺大書法獎小組收 

＊郵遞寄件可能有所延誤，請參賽同學自行留意郵遞狀況，如有延遲之可能，請以 E-mail 告知

藝文中心。 

伍、 參賽組別與獎勵方式 

一、 參賽組別：分為毛筆組與硬筆組兩組。每人不限參加一組，每組限投件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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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獎項與獎額：  

獎項／獎額 人數 毛筆組 硬筆組 

首獎 一名 
獎金新台幣一萬元 

頒授獎狀一紙 

獎金新台幣五千元 

頒授獎狀一紙 

貳獎 一名 
獎金新台幣八千元 

頒授獎狀一紙 

獎金新台幣三千元 

頒授獎狀一紙 

参獎 一名 
獎金新台幣六千元 

頒授獎狀一紙 

獎金新台幣二千元 

頒授獎狀一紙 

佳作 一至三名 
獎金新台幣二千元 

頒授獎狀一紙 

獎金新台幣一千元 

頒授獎狀一紙 

備註：獎金屬於稿費性質(執行業務收入)，凡個人參加競技競賽及機會中獎之獎金，均需併入綜合所

得稅申報。 

陸、 書寫主題與稿件格式規定 

一、 各組書寫規範 

毛筆組：請繳交臨帖、自運作品各一幅，書寫內容與作品尺寸如下表。 

臨帖書寫主題 

請自選古碑帖臨摹，不限書體與字數。不接受臨摹現代坊間出版

的集古字帖(如《趙孟頫楷書集字古詩》)或書法班老師書風之作

品。 

自運書寫主題 

以古典詩詞文賦、現代詩及散文為範圍，自選題目書寫，不接受

臨摹現代坊間出版集古字帖之作品；書寫內容須文意完整，不限

書體與字數。不接受書畫合參之作品。 

稿件格式 

1. 以四尺宣紙直式對開（長 135、寬 34 公分）直幅直行書寫，界

格與否由參賽者自行決定。 

2. 作品須落款並鈐印，落款須包含真實姓名、所臨作品名稱／自

選題目。 

3. 稿件不需裱褙，繳交時請摺疊放入 A4以上信封袋或自備海報

筒。 

 

硬筆組： 

書寫主題 
請自附件一陳庭詩《題畫》詩六首中，自選兩首書寫，不限書體，

須全文抄錄並落款，不接受自行刪減文句之作品。 

稿件格式 

1. 請自行下載附件書寫表格，以 A4白紙單面彩色列印，直式書

寫，以一頁為限，不需裝裱護貝。 

2. 限用鋼筆、原子筆、鋼珠筆擇一書寫，色彩限藍、黑兩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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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稿件共同規範事項： 

1. 參賽稿件由主辦單位統一審核，如有錯別字、稿件尺寸不符規定、內容與指定

文字不符等狀況，將逐一標示後交由評審委員討論是否列入評審。 

2. 各組得獎作品之原件歸主辦單位所有，恕不退還；未得獎稿件另由主辦單位通

知作者於指定日期間領回，逾期未領回者統一由主辦單位處理。 

柒、 評選與公布獎項方式 

1. 由主辦單位遴聘校內教授與校外書法家擔任評審，各組評選出首獎、貳獎、參

獎各一名，各組佳作一至三名。 

2. 作品如未達水準，得由評審委員決定從缺，或不足額錄取。 

3. 預定 111 年 6月於藝文中心網站公告獲獎名單，由主辦單位個別通知得獎者至

藝文中心領取獎狀，獎金以匯款方式核發。 

捌、 其他注意事項 

1. 如得獎者有身分不實、作品抄襲、代為題字、冒名頂替或違反著作權之情事，

除自負法律責任外，主辦單位得逕取消其得獎資格、追回獎狀及獎金，取消之

名額不另遞補。 

2. 所有稿件經主辦單位審核參賽資格後，視同作者授權主辦單位公開發表其系級

姓名與作品。 

3. 各組得獎作品之原件歸主辦單位所有。 

4. 各組得獎作品應授權主辦單位永久無償利用，主辦單位有權為任何形式之重製、

推廣、保存、轉載、散布、公開發表及展出授權之權利（如數位化、公布上網、

公開傳輸、光碟、有聲出版、書報雜誌、作品後製、改作、裝裱……等）。主辦

單位得自行或授權將作品集結出版、開發活動紀念商品及其他運用；發表、出

版、其他運用時不另支付作者酬勞或版稅，各作者保有著作人格權。 

5. 所有得獎獎金，主辦單位將依稅法及其他相關規定辦理代扣稅款。 

6. 比賽辦法如有未盡事宜，主辦單位得隨時於活動官網修正、公布。 

活動洽詢： 

臺大藝文中心 劉小姐，電話(02)3366-1578 

藝文中心網站：http://arts.ntu.edu.tw/  E-mail：ntuartpro@ntu.edu.tw 

藝文中心粉絲專頁：https://www.facebook.com/artntu 

http://arts.ntu.edu.tw/
mailto:ntuartpro@ntu.edu.tw
https://www.facebook.com/artnt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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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名表 

姓  名  系所年級  

連絡電話  學  號  

E-mail  

組  別 

□ 毛筆組 

臨摹作品名稱___________________ 

自運自選題目___________________ 

□ 硬筆組 

通訊地址 

□□□□□□ 

 

 

學生證 正面影本（浮貼） 

1. 作品需未曾公開（於校內外、平面媒體或網路）發表或出版，並不得

參加其他徵稿活動。 

2. 每人一組限投稿一次。 

3. 本作品一經投稿，視同作者授權主辦單位公開發表於活動網頁。 

4. 各組得獎作品之原件歸主辦單位所有。 

5. 本篇作品若獲獎，同意授權主辦單位永久無償利用。主辦單位保有

任何形式（如數位化、公布上網、公開傳輸、光碟、有聲出版、書報

雜誌、作品後製、改作、裝裱設計）重製、推廣、保存、轉載、散布、

公開發表及展出授權之權利，不另外支付酬勞或版稅，但本人仍享

有其著作人格權。 

6. 如稿件違反簡章規定，主辦單位得逕行取消其得獎及參賽資格。 

7. 如因資訊有誤致無法聯絡，所有損失由投稿人自行承擔。 

 

本人同意上述規定，簽名：＿＿＿＿＿＿＿＿＿＿＿＿＿ 

                               民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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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作權授權同意書 

 

著作人：               系所      年級 姓名                

 

本人同意下列四點事項： 

 

一. 保證本作品（參賽組別硬筆組毛筆組(臨帖)              、

(自運)           ）係屬於符合原創性等著作要件之著作，

並未經發表或公開利用，且無抄襲或侵害國內外其他著作之情事。 

 

二. 本作品涉及違反著作權法及相關規定，造成他人之權利損害者，本人

願自負一切法律責任，概與國立臺灣大學無關。 

 

三. 該得獎作品經查證有抄襲或侵害之情事，國立臺灣大學得取消名次

並追回獎項，本人絕無異議。另涉及違反其他相關法令規定者，本人

自行負擔所有法律責任。 

 

四. 作品經獲選，將其著作無償且無條件授權國立臺灣大學利用，包括就

其著作享有重製、改作、散布、發行、公開展示、公開傳輸、編輯等

永久利用之權利。 

 

此 致 

國立臺灣大學 

 

立同意書人:                                 (簽名) 

身分證字號/護照號碼：                                

戶籍地址：                                            

聯絡地址：                                            

E-mail：                                              

手機或連絡電話：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附件一、硬筆組題目與書寫表格 

陳庭詩《題畫》詩六首，請自行選擇兩首書寫，詩文如下： 

 

題畫 

門巷蕭閒日閉關 高張火傘寫秋山 

城居別有山居味 祇惜迂翁不可攀 

 

其二 

濃妝春態千人賞 淡抹秋容獨汝看 

蝶舞蜂狂都略省 長空一雁破天寒 

 

其三 

水水山山繫夢思 風風雨雨一燈遲 

却憐坐老昏花眼 一紙迂酸不入時 

 

其四 

掃却塵汙闢一山 蝸居差可逼雲間 

思量腰腳健猶昔 應有飛泉待我還 

 

其五 

淡掃蛾眉入畫圖 凌波仙子此中呼 

登門二客驚相問 亂服粗頭即老夫 

 

其六 

老去江湖浪得名 飄蕭稀髮一身輕 

却教灶冷無烟火 半紙輸人貴洛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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