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高齡職場心靈雞湯短文徵選活動 

比賽簡章 

一、徵文宗旨： 

    藉由短文徵選，將中高齡勞工具備的智慧、技術及經驗傳承，

化為文字分享給社會大眾，促進世代溝通合作與交流，共同營

造友善就業環境，發揮社會正能量。 

二、徵件對象：一般民眾均可參加（參賽者如未滿 20 歲，需法定代

理人簽章）。 

三、徵件主題： 

(一)題目自訂，題材及內容以 45 歲以上中高齡勞工為主角，敘述其

工作點滴與心情故事，或者是青銀交流經驗、世代合作經歷

等，參賽者可自由發揮。 

(二)作品可由中高齡勞工自行撰寫或經由第三者採訪後撰寫，文章

中應避免揭露出當事人個資或事業單位(如需揭露者應取得當事

人或事業單位同意書)。 

四、作品規格： 

(一)電腦打字：紙張尺寸設為 A4，由左至右橫打，字體請以新細明

體繁體中文為主，字體大小設為 14pt，字體顏色設為黑色。 

(二)手寫文稿：請以原子筆繕寫於稿紙或白紙上，並務必注意字跡



工整，可供辨識，避免權益受損。 

(三)參賽作品內不得書寫姓名及任何記號，每人投稿篇數以 3 篇為

限。字數為 500 字(含)以上不超過 1500 字(含標點符號)。 

(四)參賽作品電子檔接受 pdf 或.jpg 格式檔案，並以「創作題目-

作者姓名」(例如：做工-陳小明)為檔案名稱，可接受手寫文稿

掃描或攝影上傳。 

五、繳件方式： 

(一)活動報名 : 請於活動網站線上報名、並於三天內將報名表正本

及參賽作品寄到台中西屯區工業區一路 98-126 號青銀合作就業

成功系列徵選活動工作小組陳俊宏收。 

六、徵件期程： 

(一)投稿日期 :即日起至 111 年 7 月 31 日 24 時止。 

(二)網路票選 : 111 年 9 月 1 日至 9 月 15 日於活動網頁進行。 

(三)得獎公布：分為預定 111 年 10 月 20 日公布於「臺中市就業服

務處」網站。 

(四)頒獎：領獎時間、方式及地點由主辦單位另行通知；未得獎者

不予通知。 

七、評審方式： 

(一)作品審查由主辦單位聘請之專家、學者等組成評審委員會，進



行評審作業。 

(二) 評分標準： 

    1.主題切題程度：35%。 

    2.文章結構與流暢性：30%。 

    3.邏輯思考情感表達：25%。 

    4.標點符號、錯別字：5%。 

    5.網路票選人氣：5%。 

(四)作品水準如未達標準，經評審會議決議後，獎項得從缺。 

八、獎項內容： 

參賽者每人限得一個獎項，以最高名次為優先，得獎者之獎金須依

法扣繳所得稅： 

(一)金獎：1 名，獎狀及獎品( 2 萬元禮券) 

(二)銀獎：1 名，獎狀及獎品( 1 萬 5,000 元禮券) 

(三)銅獎：3 名，獎狀及獎品(8,000 元禮券)    

(四)佳作：5 名，獎狀及獎品(2,000 元禮券) 

(五)最佳人氣獎：1 名，獎狀及獎品( 8,000 元禮券) 

(六)指導老師獎：獲獎學生指導老師頒發感謝狀 

九、徵選規則： 

(一)稿件字數不符合規定者，一概不列入徵選資格。 



(二)作品須為未經公開發表過之作品且保證為參賽者本人創作。在

投稿之同時，即代表參賽者同意且未違反與第三者之協議、保

證參賽作品為其所原創，未侵犯他人或實體之版權、商標權、

人格權、隱私／公開權、智慧財產權等，且未有第三者對該投

稿作品具備任何權利、所有權、主張擁有或相關利益，亦未有

違反其他法令情事。 

(三)基於個資安全與比賽公平性原則，主辦單位無法代為投稿；且

作品上傳後，亦不接受委託更改。 

(四)參選作品及資料請自留底稿，恕不退件。為擴大推廣，參賽作

品無條件同意主辦單位登載、推廣、不限次數複製，並不得要

求額外支付其它授權費。 

(五)參賽者須於線上報名後 3 日內寄出「參選聲明書」(正本)。未

繳交者主辦單位得取消其參賽資格。 

(六)徵件截止後即進入評審階段，無特殊原因，不得無故退賽。 

(七)評審前若遇不可抗力之災變、意外等事故所造成之損失，主辦

單位不負賠償之責。 

(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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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回獎品或獎狀，獎項不遞補，一切法律責任由作

者自行負責，主辦單位並保有法律追訴權： 



    1.抄襲、翻譯他人作品或冒名頂替參加者。 

    2.參選作品曾於媒體或網路公開發表者。 

    3.參選作品曾於其他比賽獲獎者。 

    4.參選作品同時報名其他文學比賽者。 

十、注意事項： 

(一)獲獎者得獎作品之著作財產權自得獎名單公布之日起歸為主辦

單位所有，可使用於宣傳、發表、出版、佈置、展示、刊登報

章雜誌，或印製書冊及商品化等，並擁有不限時間、次數、內

容、方式及地域之利用權限，不需另外支付費用；另同意主辦

單位授權他人利用該著作之權利，且理解主辦單位因推廣需

要，部分情形無法標示本人為著作人，且不得對主(承)辦單位

行使著作人格權。 

(二)主辦單位將以網站公告、電子郵件或電話等方式之一通知得獎

訊息，得獎者如因參賽者填寫之資料有誤，導致無法聯繫或填

寫領獎文件已逾主辦單位規定期限時，將視為自動放棄得獎資

格與獎勵。 

(三)領獎者所提供之身分證明文件如與得獎者資料不符時，主辦單

位得要求得獎者提出相關證明文件，若無證明文件或文件內容

不符，主辦單位得取消其得獎資格。 



(四)本活動獎項若需寄送，僅限台澎金馬地區，區域外之得獎者視

同放棄獎勵。 

(五)凡參選即視為認同本徵選活動簡章，對評審委員之決議不得有

異議。 

(六)本簡章如未盡事宜，主辦單位得隨時補充或修正，將以最新公

告為主；主辦單位保留最終解釋與變更之權利。 

 

 

 

 

 

 

 

 

 

 

 

 

 



中高齡職場心靈雞湯短文徵選活動「報名表」 

暨參選聲明書 

編號：（請勿填寫） 
姓 名  性 別  男  /   女 

聯 絡 

電 話 
 地址  

作品主題  

e-mail  

報名資訊 

一、報名繳件確認：報名表暨參選聲明書正本、法定代理人同意書(未滿 20 歲參賽者須檢
附)、作品光碟（含參選作品電子檔與報名表電子檔）、作品檔案(手寫文稿或電腦打字影

印檔)。 
二、徵件主題： 

(一)題目自訂，題材及內容以 45 歲以上中高齡勞工為主角，敘述其工作點滴與心情故事，
或者是青銀交流經驗、世代合作經歷等，參賽者可自由發揮。 

(二)作品可由中高齡勞工自行撰寫或經由第三者採訪後撰寫，文章中應避免揭露出當事人個
資或事業單位(如需揭露者應取得當事人或事業單位同意書)。 

三、作品規格： 
(一)電腦打字：紙張尺寸設為 A4，由左至右橫打，字體請以新細明體繁體中文為主，字體大

小設為 14pt，字體顏色設為黑色。 
(二)手寫文稿：請以原子筆繕寫於稿紙或白紙上，並務必注意字跡工整，可供辨識，避免權

益受損。 
(三)參賽作品內不得書寫姓名及任何記號，每人投稿篇數以 3篇為限。字數為 500字(含)以

上不超過 1500字(含標點符號)。 
(四)參賽作品電子檔接受 pdf或.jpg格式檔案，並以「創作題目-作者姓名」(例如：做工-

陳小明)為檔案名稱。 
三、活動報名 :請於活動網站線上報名、並於 3日內將報名表正本及參賽作品寄到台中市西屯區

工業區一路 98-126號青銀合作就業成功系列徵選活動工作小組陳俊宏收。 

參選聲明書 



一、稿件字數不符合規定者，一概不列入徵選資格。 
二、參賽作品應避免涉及任何歧視、影響善良風俗或違反法律（包含色情、暴力、猥褻、毀謗等）。 

三、作品須為未經公開發表過之作品且保證為參賽者本人創作。在投稿之同時，即代表參賽者同
意且未違反與第三者之協議、保證參賽作品為其所原創，未侵犯他人或實體之版權、商標權、

人格權、隱私／公開權、智慧財產權等，且未有第三者對該投稿作品具備任何權利、所有權、
主張擁有或相關利益，亦未有違反其他法令情事。 

四、基於個資安全與比賽公平性原則，主辦單位無法代為投稿；且作品上傳後，亦不接受委託更
改。 

五、參選作品及資料請自留底稿，恕不退件。為擴大推廣，參賽作品無條件同意主辦單位登載、
推廣、不限次數複製，並不得要求額外支付其它授權費。 

六、參賽者須於線上報名後 3日內寄出「參選聲明書」(正本)。未繳交者主辦單位得取消其參賽
資格。 

七、徵件截止後即進入評審階段，無特殊原因，不得無故退賽。 
八、評審前若遇不可抗力之災變、意外等事故所造成之損失，主辦單位不負賠償之責。 

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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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回獎品或獎狀，
獎項不遞補，一切法律責任由作者自行負責，主辦單位並保有法律追訴權： 

(一)抄襲他人作品或冒名頂替參加者。 
(二)參選作品曾於媒體或網路公開發表者。 

(三)參選作品曾於其他比賽獲獎者。 
(四)參選作品同時報名其他同性質比賽者。 

十、獲獎者得獎作品之著作財產權自得獎名單公布之日起歸為主辦單位所有，可使用於宣傳、發
表、出版、佈置、展示、刊登報章雜誌，或印製書冊及商品化等，並擁有不限時間、次數、

內容、方式及地域之利用權限，不需另外支付費用；另同意主辦單位授權他人利用該著作之
權利，且理解主辦單位因推廣需要，部分情形無法標示本人為著作人，且不得對主(承)辦單

位行使著作人格權。 
十一、主辦單位將以網站公告、電子郵件或電話等方式之一通知得獎訊息，得獎者如因參賽者填

寫之資料有誤，導致無法聯繫或填寫領獎文件已逾主辦單位規定期限時，將視為自動放棄
得獎資格與獎勵。 

十二、領獎者所提供之身分證明文件如與得獎者資料不符時，主辦單位得要求得獎者提出相關證
明文件，若無證明文件或文件內容不符，主辦單位得取消其得獎資格。 

十三、本活動獎項若需寄送，僅限台澎金馬地區，區域外之得獎者視同放棄獎勵。 
十四、凡參選即視為認同本徵選活動簡章，對評審委員之決議不得有異議。 

十五、本簡章如未盡事宜，主辦單位得隨時補充或修正，將以最新公告為主；主辦單位保留最終
解釋與變更之權利。主辦單位保留本競賽參賽規則及各項辦法之修改權利，如有疑義或其

他未盡事宜，由主辦單位解釋之。 
十六、本人已詳閱本同意書，瞭解並同意受本同意書之保護與規範。 

十七、未滿 20歲參賽者須檢附法定代理人同意書。 
參賽者簽名：                                               111年/    月 /   日 

◆ 指導單位：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臺中市政府勞工局  主辦單位:臺中市就業服務處 

◆ 活動聯絡人：青銀合作就業成功系列徵選活動工作小組 陳俊宏 

◆ 聯絡信箱：hic.bz888@gmail.com   

◆ 活動專線：04-23596003 週一至週五(8:30-12:00，13:30-17:00) 

◆ 收件地址：台中市西屯區工業區一路 98-126 號  

請於 111 年 7 月 31 日 24 時前完成報名。 

 



法定代理人同意書 

 

本人茲同意（姓名）____________（民國____年____月____日出生，身分證字

號：_______________） 參與臺中市政府勞工局中高齡職場心靈雞湯短文徵選

活動，並充分瞭解簡章內容。 

 

 

 

 法定代理人：                             (親筆簽名或蓋章) 

 關係： 

 身分證統一編號： 

 通訊地址： 

 聯絡電話： 

 

 此致 

 臺中市政府勞工局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註： 

(1)父母為其未成年子女之法定代理人，同意書應由父母一方簽署並負擔義務。 

(2)未成年人無父母、或父母均不能行使、負擔對於未成年子女之權利義務時，

由取得監護權之監護人同意之，並檢附證明文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