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社團法人中華安得烈慈善協會 

第七屆學藝競賽活動簡章 

一、活動宗旨： 

    社團法人中華安得烈慈善協會(以下稱為本協會)為增進台灣偏鄉、清寒弱勢家庭兒少閱讀寫作

及美術繪畫的興趣與能力，特別舉辦學藝競賽活動，以激發學生在文字與繪畫方面的想像力與創

作力，鼓勵學生發揮才華。 

二、參賽資格：非本協會關懷對象亦可報名參加。 

１.繪畫類：國小 3-4 年級、國小 5-6 年級、國中 7-9 年級、高中(職)10-12 年級、五專 1-3 年級學生。 

２.作文類：國小 5-6 年級、國中 7-9 年級、高中(職)10-12 年級、五專 1-3 年級學生。 

以上年級皆以 110 學年度結業為準，不含進修學校及補校學生。 

三、比賽辦法： 

１.分組與作品命題： 

類別 組別 年級 比賽主題 參賽說明 

繪畫類 

1 國小 3-4 年級 

不限主題、內容，無論靜

物、人物或戶外寫生皆可。 

（參考主題：海底世界、動

物狂歡節、我的家人、秋天

景色…） 

1. 繪於四開（約 38x52 公分）或         

八開（約 26x38 公分）的畫紙，不接

受剪貼、立體作品。 

2. 水彩、蠟筆、版畫、水墨、彩色筆…

等各式繪畫材料表現皆可。 

2 國小 5-6 年級 

3 國中 7-9 年級 

4 

高中(職) 

10-12 年級(含

五專 1-3 年級) 

     

類別 組別 年級 比賽主題(擇一即可) 參賽說明 

作文類 

1 國小 5-6 年級 

1. 溫馨的一刻 

2. 難忘的回憶 

3. 我最愛看的書 

1. 一律使用 600 字稿紙。 

2. 使用正體字親筆書寫（避免使用墨色

太淡或太細之筆書寫），不得繳交打

字或影印之作品。 

3. 稿件須在第一行寫下「題目」。 

4. 字數要求： 

(1) 5-6 年級組字數為 600-800 字。 

(2) 7-9 年級組字數為 800-1,200 字。 

(3) 10-12 年級組字數為 1,500-2,000 字。 

5. 參賽同學可自行將作品繕打成文字檔

案留存。 

2 國中 7-9 年級 

1. 最想要的禮物 

2. 對不起我錯了 

3. 一篇文章的啟示 

3 

高中(職) 

10-12 年級(含

五專 1-3 年級) 

1. 一次助人的經驗 

2. 再試一次 

3. 書與我 



２.繳件方式： 

(1)自 111 年 4 月 15 日起至 8 月 3 日止，以郵寄方式繳件（截稿日期為 8 月 3 日，郵戳為憑）。 

    (2)參賽者須使用報名表填妥相關資料後，將報名表浮貼於作品背面，勿超出作品範圍。 

 

                                                    (簡章、報名表下載連結) 

 

(3)領有「社會福利資格（如：低收、中低收…等）」及清寒、身障證明者，可附相關證明，並浮 

 貼於報名表背面。附件一之著作財產權同意書，可在參賽時一併附上，或確定獲獎後補繳。 

(4)單位團體送件可集中一起寄送並註記參加單位。 

    (5)送件者請妥善包裹保護作品，若郵寄運送途中毀損或遺失，由寄件人及運送單位自行負責。 

  ３.郵寄地址：24886 新北市新莊區五工路 99-2 號 5 樓 安得烈慈善協會 收 

聯絡人：邱議鋒先生   聯絡電話：02-2290-2248 分機 5611 

  ４.本協會將邀請美術和寫作領域專家學者進行評審，9 月 20 日前於安得烈官方網站公布比賽結果。 

  ５.競賽獎勵： 

(1)各組遴選出特優１名、優選３名，佳作６名，各頒獎狀、獎金作為鼓勵。 

  繪畫類獎金 作文類獎金 

組別 特優 優選 佳作 特優 優選 佳作 

高中(職)10-12 年級組

(含五專 1-3 年級) 
16,000 元 12,000 元 8,000 元 16,000 元 12,000 元 8,000 元 

國中 7-9 年級組 12,000 元 8,000 元 5,000 元 12,000 元 8,000 元 5,000 元 

國小 5-6 年級組 6,000 元 4,000 元 2,000 元 6,000 元 4,000 元 2,000 元 

國小 3-4 年級組 4,000 元 2,000 元 1,000 元    

(2)主辦單位得視參賽狀況，增加各組優選、佳作之名額，以及參加頒獎典禮之獲獎學生與家屬； 

  獲獎作品將公開於主辦單位官方網站，並且安排公開展出。 

 ６.頒獎典禮：本次活動訂於民國 111 年 11 月 5-6 日舉辦頒獎典禮，邀請獲得特優、優選獎項之學生

及家屬（3 人為限）出席，全程費用由本協會負擔，並於頒獎典禮中頒發獎狀及獎金，不克參加

者由主辦單位直接匯入得獎學生所提供之帳戶。 

 ７.參賽作品恕不退件，敬請酌情參賽。 

  ８.一件作品僅限投稿乙次，倘若該作品有重複投稿（包括參加其它競賽），恕不受理。凡參加者報名

後應尊重評審團之評選不得異議，並視同同意本簡章之事項，主辦單位不另個別訂定合約。 

 ９.參賽作品需參賽者個人之創作，如有冒用、偽造身份、不符參賽資格，或曾經參選獲獎、公開發

表或出版、違反著作權法之規定者，主辦單位有權逕行取消其參賽與得獎資格，已受獎者追回各

項獎勵。 

 １０.主辦單位有權決定取消、終止、修改或暫停本活動；參賽者如對活動有任何疑問，請於週一至

週五 09:00~12:00 或 13:30-17:30 撥打服務專線：02-2290-2248，由專人為您服務。 

 



社團法人中華安得烈慈善協會 

第七屆學藝競賽活動報名表 
 

＜＜報名表可自行複印，請以正楷填寫，浮貼於作品背面＞＞  

【報  名  表】 

作品名稱   報名單位  

參賽組別 

※請勾選 110 學年度就讀年級： 

繪畫類  □ 3 - 4 年級   □ 5 - 6 年級   □ 7 - 9 年級     □ 10 - 12 年級 

作文類  □ 5 - 6 年級   □ 7 - 9 年級    □ 10 - 12 年級 

學生姓名  身份證字號  

學校 / 年

級 / 科系 

______________縣(市)____________鄉鎮市區 

_______________________國小/國中/高中(職) 

____________年級___________________科系 

單位窗口/     

聯繫電話 

姓名：_____________ 職稱：________ 

(    )______________ 分機_______ 

報名學生 

聯絡方式 
家中市話：(  )             手機：                          學生性別： □男     □女 

學生住址 □□□ 

E-MAIL  

身分別 

學生本人或其家人： 

□非本協會關懷個案   □為本協會關懷個案   

□隨件附上「社會福利資格證明」或清寒、

身障證明影本，並浮貼於報名表背面。 

作文、繪畫 

作品介紹 

(50 字左右) 

 

同意事項 

(1)參賽作品恕不退件，敬請酌情參賽。  
(2)參賽作品需參賽者個人之創作，如有冒用、偽造身份、不符參賽資格，或曾經參選獲獎、公開發表或出版、違反著作權法之規定者，

主辦單位有權逕行取消其參賽與得獎資格，已受獎者追回各項獎勵。  
(3)獲獎作品將公開於主辦單位官方網站，並且安排公開展出。  
(4)參賽者及其法定代理人同意參賽作品著作授權予社團法人中華安得烈慈善協會 (以下稱安得烈)，並同意安得烈得以再授權其第三方，

將本授權著作利用方式包括但不限於下列用途：  
 1.安得烈與安得烈策略合作之第三方使用參賽作品之內容於文創商品、電視、電影或任何影像、廣播或任何廣播系統傳送之訊息、

雜誌、報章或其他平面輸出物、網路其他通訊方法。  
 2.安得烈與安得烈策略合作之第三方得將前述著作重製、改編或公開播送展示、傳輸。  
 3.安得烈與安得烈策略合作之第三方得再授權第三人進行重製、編輯等流程後，進行公開展示、相關之公益文創品及活動等用途（包

括但不限於公開展示、製作公益之文創商品）。  
 4.參賽者及其法定代理人同意安得烈與安得烈策略合作之第三方為前述影像及輸出物之著作權人。  

(5)凡參加者報名後應尊重評審團之評選不得異議，並視同同意本簡章之事項，主辦單位不另個別訂定合約。  

正面 



社會福利資格證明、清寒證明、身障證明影本黏貼表（若資料超過兩份，請依虛線浮貼） 

學生姓名： 

第一份文件浮貼處 

第二份文件浮貼處 

第三份文件浮貼處 

 

 

背面 



附件一 

著作財產權授權同意書 

立書人            【法定代理人（1）：           ，法定代理人（2）：           】 
茲立書人及其法定代理人願將本契約標的著作財產權授權予社團法人中華安得烈慈善協會（以下稱安得烈），

以及與安得烈策略合作之第三方，特立此書並約定條款如下遵守： 

 

一、作品名稱：                                        （以下簡稱本著作）。 
二、授權範圍： 

（一） 立書人同意授權安得烈處分本著作所有權利（包括但不限於智慧財產權），對於本著作立書人僅保

留著作人格權。（法定代理人：             （簽名）） 

（二） 立書人及其法定代理人同意本著作授權予安得烈，並同意安得烈得以再授權其第三方，將本授權著

作利用方式包括但不限於下列用途： 

1. 安得烈與安得烈策略合作之第三方使用本著作之內容於文創品、電視、電影或任何影像、廣播或任何

廣播系統傳送之訊息、雜誌、報章或其他平面輸出物、網路其他通訊方法。 

2. 安得烈與安得烈策略合作之第三方得將前述著作重製、改編或公開播送展示、傳輸。 

3. 安得烈與安得烈策略合作之第三方得再授權第三人進行重製、編輯等流程後，進行公開展示、相關之

公益文創品及活動等用途（包括但不限於公開展示、製作公益之文創品）。 

（三） 立書人及其法定代理人同意安得烈與安得烈策略合作之第三方為前述影像及輸出物之著作權人。 

三、授權期間：不限期間。 

四、授權費用：無償。 

五、著作權之擔保： 

（一） 立書人及其法定代理人保證本著作無侵害第三人智慧財產權之情事。本著作若係改作或編輯著作則

已獲得原著作權人之授權同意；若本著作為二人以上之共同著作或共有之著作，立書人及其法定代理人保

證已通知其他共同或共有著作人本授權同意書之內容，並經各共同或共有著作人全體同意授權代為簽署同

意書。 

（二） 立書人及其法定代理人如有違反前項之擔保致他人受有損害者，將自行處理並承擔法律責任，概與

安得烈與安得烈策略合作之第三方無涉，並應賠償安得烈與安得烈策略合作之第三方因此所受之損害。 

（三） 本著作之權利遭受侵害時，立書人及其法定代理人、安得烈與安得烈策略合作之第三方應盡力配合

共同保護權利。 

六、著作權之約定： 

（一） 本授權為非專屬授權。立書人及其法定代理人仍得行使其讓與著作權於第三人之權利，但無礙於本

案既存之授權；其再授權時亦同。 

（二） 安得烈與安得烈策略合作之第三方尊重立書人之具名權。除另有約定外，安得烈與安得烈策略合作

之第三方應依著作權法之規定適當表明立書人為本著作之著作人（或共同、共有著作人）。 

七、補充條款： 

    本授權同意書未盡事宜，須基於誠信原則依雙方之實際需求，以書面方式補充之。 

八、準據法： 

本授權同意書適用中華民國法律。雙方同意對因本契約所引發之糾紛，應本誠信原則依照商業習慣解決

之。如有訴訟之必要，並約定以台北地方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 

   

  此致 

社團法人中華安得烈慈善協會 

 
                        立書人（著作人）：                   (本人親簽) 
                               身分證字號： 

 
                    法定代理人或監護人（1）:                    (本人親簽) 
                                 身分證字號： 
                                 電      話： 

 
                    法定代理人或監護人（2）:                    (本人親簽) 
                                 身分證字號： 
                                 電      話：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