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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客委會 「2022 後生文學獎」徵文
作品收件期間至 111 年 8 月 31 日止

壹、主辦單位：臺北市政府客家事務委員會　承辦單位：黎歐創意有限公司

貳、計畫期程作品收件期間：111年 5月 1日至 111年 8月 31日止。
評審作業期間：111年 9月 15日至 111年 10月 14日。
評審結果公布：依照實際評審作業期程，預計為 111年 10月中公布。
參、計畫內容

一、徵文資格：參賽者年齡須在 40歲以下（民國 71年 1月 1日（含）後出生者），國籍不限。
二、徵文主題：針對客家故事、議題與文化特性進行書寫。

三、徵選類別：

（一） 短篇小說：主要以華語書寫，內容、題材不限，惟須含客家元素與意象，字數以 5,000至 10,000
字內為原則。

（二） 散文：主要以華語書寫，以實地尋訪或跨世代訪談方式搜集題材方式為佳，惟須含客家元素與意
象，字數以 1,200至 5,000字內為原則。

（三） 小品文：主要以華語書寫，內容、題材不限，惟須含客家元素與意象，字數以 600至 1,200字內
為原則。

（四） 客語詩：以客語進行書寫，並標明腔調，輔以華語語釋，行數在 30行以內為原則。（註：客語
詩腔調及華語語釋投稿書寫範例參照簡章附件 3）

四、獎金禮券分配：※以下獎金以等值禮券發放※

（一） 短篇小說 1、首獎 1名，獎金為新臺幣 8萬元禮券，獎狀乙幀。2、優選 1名，獎金為新臺幣 3
萬 2千元禮券，獎狀乙幀。3、佳作 3名，獎金為新臺幣 1萬 6千元禮券，獎狀乙幀。

（二） 散文 1、首獎 1名，獎金為新臺幣 7萬元禮券，獎狀乙幀。2、優選 1名，獎金為新臺幣 2萬 8
千元禮券，獎狀乙幀。3、佳作 3名，獎金為新臺幣 1萬 4千元禮券，獎狀乙幀。

（三） 小品文1、首獎1名，獎金為新臺幣2萬元禮券，獎狀乙幀。2、優選1名，獎金為新臺幣8千元禮券，
獎狀乙幀。3、佳作 3名，獎金為新臺幣 5千元禮券，獎狀乙幀。（四）客語詩 1、首獎 1名，
獎金為新臺幣 2萬 4千元禮券，獎狀乙幀。2、優選 1名，獎金為新臺幣 1萬元禮券，獎狀乙幀。
3、佳作 3名，獎金為新臺幣 6千元禮券，獎狀乙幀。

肆、報名方式

一、報名簡章下載來源：

（一） 參賽者請於報名截止日前至臺北市政府客家事務委員會網站 https://hac.gov.taipei/News_Content.as
px?n=88612225B4552B99&sms=78D644F2755ACCAA&s=0DCE35B1B4EF4335下載報名表，或寄
回郵信封索取簡章（簡章索取地址：30271新竹縣竹北市光明六路東二段 200號黎歐創意有限公
司 2022後生文學獎徵文工作小組收，電話：03-658-5879）。

二、繳交資料：（寄送紙本並完成表單平台傳送電子檔，始完成投稿程序）

（一）紙本：

1. 報名表 /授權聲明書 1份（簡章附件 1），1份稿件請填寫 1份報名表，各類別限投一篇，若投稿
不同類別作品請分別填寫。

2. 參賽作品紙本 1式 5份（採A4紙張，以word14號新細明體形式繕打，固定行高 25pt，直式橫書，
以 A4規格紙張雙面列印，編列頁碼，長邊裝訂。以手寫投稿者，請以標準稿紙書寫並編列頁碼。
若需使用客語用字請用客語造字軟體，並於左上角以釘書針釘妥作品；如採稿紙書寫者，請以稿

紙謄錄清楚）。

3. 上述繳交資料按順序排妥後，於 111年 8月 31日前以掛號寄達（日期以郵戳為憑），並於 A4信
封上黏貼本簡章之專用信封封面（簡章附件 2），或專人送至承商「黎歐創意有限公司」收（地址：
新竹縣竹北市光明六路東二段 200號，電話：03-658-5879），逾期將不予受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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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葉烱超理事長、蕭世雄常務理事
參加僑協總會慶祝創會八十週年活動

台北市廣東同鄉會葉烱超理
事長及蕭世雄常務理事參加 5月
10日華僑協會總會慶祝創會 80
週年活動。

華僑協會總會創會八十週

年，假臺北市大直典華盛大舉行，

由理事長林齊國主持，會員及嘉

賓百餘人出席。慶祝大會邀請前

總統馬英九、僑委會委員長童振源

等嘉賓出席。

是日上午舉辦「吳鐵城資料

新發現」學術座談會；下午「全

球地緣政治劇變下的亞洲人的未

來」專題演講。

台北市廣東同鄉會第九屆理事長毛松年鄉賢（1911年 6月 8日－ 2005年 8月 21
日），毛松年，字濟蒼 / 廣東省廣州市人。

經歷：廣東省會計處會計長、主計處長、省政府委員、財政廳長、中央銀行秘書

處長、中央設計委員、臺灣銀行總經理、僑務委員會委員長。

毛松年先生一生奉公廉潔、熱愛僑胞，受其照顧的僑胞遍及全球。毛松年先生百年誕辰紀念時，美國休士頓馨

韻合唱團在會中獻唱由毛松年作詞、黃友棣作曲的「源遠流長、中華好兒女」歌曲。

圖右：葉烱超理事長、中：僑協總會林齊國理事長
左：蕭世雄常務理事

本會第九屆理事長

毛松年鄉賢 111 年誕辰紀念



中華民國一一一年（西元二○二二年）六月一日第 二 版

台 北 市 廣 東 同 鄉 會 勵 學 愛 心 捐 款 徵 信 錄
一、 本會歷年頒發本會會員就學子弟獎助學金之來源，
皆蒙鄉親前輩、善心人士捐助款項，及本會撥設獎

學專款，合以獎助學基金名義存放銀行逐年取息支

應，惟近年公定銀行孳息低微，年入不敷獎學所需，

而另由義者樂捐彌補，今本會為賡續獎學宗旨力圖

以涓滴成河之誠，歡迎鄉親您力能所及不限金額隨

時踴躍樂捐，以勵後進奮學，感謝您之德意！

二、 郵政劃撥帳帳號：01022155，戶名：台北市廣東同
鄉會

（捐款劃撥時請於劃撥單之通信攔註明「此款為獎助學

金愛心捐款」，謝謝！！）

三、如您有任何疑問請洽本會，電話：(02)2321-7541

111 年 5 月愛心捐款者芳名
葉烱超理事長 1,000元 李南賢教授 1,000元

東莞蘇式嚴 1,620元 善心人士 200元
蘇蜑生 1,500元 善心人士 100元
蘇石生 1,200元 蘇孝南 2,000元
善心人士 300元 林文先生 1,000元

合　　　計 9,920元

109 學年度大專獎學金陸生代表致詞
世新大學李倩銘感謝台北市廣東同鄉會

2022 臺北國際龍舟賽 6/3 ~6 /5
地點：基隆河大佳段大直橋下

我叫李倩銘，來自中國廣東順德，目前在世新大學就讀碩士，以前是在新竹玄奘

大學就讀大眾媒體科系。首先非常感謝台北廣東同鄉會願意給我這個機會，通過獎學

金申請，非常的榮幸。大陸的高考我考了兩次，在第二次志願填寫前，我從來沒有想

過我會來到台灣，現在我在台灣生活六年了，每年還是會有新朋友問我：倩銘，你為

什麼會選擇來台灣啊？我家是信佛教的，像我手上這個已經佩戴了十年的手錶，裏面

圖案是個彌勒佛，而玄奘大學又是佛教學校，所以我只能說，我之所以來到了台灣，

一切皆因緣，佛教常說—因「緣」成萬事。

大多數初到台灣的陸生，第一件事想要去做的肯定是環台，我上大學第一次接觸

媒體，第一次學會用過鏡頭去記錄眼睛，剛好認識了一位新來的老師是業界的製作人，

他非常願意帶學生全臺實踐；結果原本我應該和朋友的環台旅遊，因為新老師，我第

一次接觸台北的漸凍人，看到他們對生命的執著和科技的新動力，第一次記錄新竹東門零售市場，122年一代代的
文化情感傳承和現代創新，第一次關心苗栗的思覺失調症候群，看到了她們對生命放棄的悲傷和因社會幫助後的希

望，第一次瞭解南投埔里的安寧老人，他們對生命的珍重，時間的平靜，體驗了媽祖的聖神、金門的斑痕等等，來

到台灣第一年我第一次看到大海的陽光明朗，第二年是想家的悲傷，第三年是習慣的祥和，第四年是疫情和考研的

挑戰，第五年陶醉在它的永不停歇，第六年，還沒來得及看。大海是生命之源，連接七大洲四大洋六大板塊，所以

有了我們今天的相遇相聚，祝台北市廣東同鄉會像大海永不停歇，祝前輩們身體健康。謝謝！

2022臺北國際龍舟錦標賽將於 6月 3日 -5日間舉辦，競
賽地點：臺北市基隆河大佳段河道大直橋下，將有來自全台

192隊的龍舟隊伍爭奪冠軍。
今年賽事相關防疫措施，遵守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各項

防疫措施，隨時保持滾動式修正。呼籲所有參賽選手及民眾們

勤洗手、戴口罩等個人衛生不可少，儘快接種第三劑疫苗提升

保護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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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台 廣 東 新 住 民 的 昨 日、 今 日、 明 日 
「廣東文獻」社務委員鄭弼偉專訪高雷同鄉新住民會員

本會「廣東文獻」社務委員、亦是台北市高雷同鄉會理事鄭弼偉，為了

瞭解在台廣東新住民的概況，以及他（她）們如何克服語言隔閡、技能不相

符、文化差異等問題，日前特請高雷理事長張華寶引介、一起訪問高雷同鄉

會員中的新住民。

高雷同鄉會員中的新住民包括一位陳少群女士，是「中華廣東新住民交

流協會」理事長，預估嫁來台灣的廣東籍新住民高達 5萬餘人，於是經過 2
年籌畫終於在 2019年成立，會員來自廣東 21個地市。她本身高中是本籍羅
定高中，來台後就讀國立空中大學畢業。

另外受訪人，有任何工作不管是掃地、清潔工作，都能甘之若飴的，現

在有一間公寓和先生小孩生活過得快樂。有來台認為有許多課程可以學習，

工作中覺得一切都還算順利，過著滿足、感恩的快樂人生。亦有覺得是「任

何事情你只要快速去學習，沒有學不到的事情」，就此克服了種種困難。

以上專訪題目「在台廣東新住民的昨日、今日、明日」，將在 7月「廣東文獻」發表。

圖右： 陳少群女士

聯合報 4月 22日報導，經濟部所屬國營事業將於今年度統籌辦理所屬事業專科以上層級新進職員甄試，以招募
新秀加入國營事業行列，招考總名額暫定 646名，起薪 36到 39K。

  經濟部表示，包括台糖、台電、中油與台水四家公司今年將徵才 646名，10月 23日辦理聯合招考，各公司起
薪每月約 3萬 6千元至 3萬 9千元不等。

  經濟部指出，本次甄試招考類別及招考名額為：企管 83人、人資 9人、財會 29人、資訊 33人、統計資訊 6人、
政風 5人、法務 5人、地政 26人、土地開發 3人、土木 47人、建築 12人、機械 83人、電機 (一 )187人、電機 (二 )5
人、儀電 36人、環工 13人、職業安全衛生 14人、畜牧獸醫 3人、農業 4人、化學 11人、化工製程 25人、地質 7人，
合計 646人。

  應考資格、報名方式、報名日期及其他事項參閱甄試簡章，簡章預定於 6月 23日於甄試網站、經濟部與各事
業機構網站公告，不另販售紙本簡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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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非常感激台北市廣東同鄉會辦粵語學習課

程，我對此課程非常珍惜。它是學校教育和社會

教育所沒有的。

記得當我童年 10至 13歲那幾年，每星期六
晚間大禮堂有不是粵劇就是京劇的演出，那是我

童年最快樂的時光，不但享受到了音樂，因為有

打字幕，因此我的語文底子，也在此時打好基礎，

它比學校教育生動許多，回想起來，不論京劇，

粵劇，不都是中國的文化精華嗎 ?尤其是粵劇的
語韻，唱起來多動聽多美！最記得看 "西廂記”
那齣戲時，聽那語韻與音樂真是一大享受。

從初級粵語學習課程開始，我們學到了生活

上的用語，學習範圍廣泛，基本的禮儀用語，食

名稱如肉類、蔬果，人物描述，購物時的應對，

兒歌及老歌、新歌我們都學了，歌詞更有唐詩

⋯⋯等，成為語文的好教材，我們學習除了得到

了語言之實，也讓我們人文素養更上一層樓，學

習粵語成為我的精神糧食。總之我們是在快樂中

學習。

盼望繼續推廣粵語，更期盼望讓非會員的廣

東人及配偶及家人也能免費或收少許的費用可以

參與。

郭
碧
荷

經濟部國營事業徵才 646 人 10 月 23 日聯合招考
簡章預定 6月 23日於甄試網站、經濟部與各事業機構網站公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