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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屆聯合盃全國作文大賽 桃園區初賽 計畫 

一、 活動宗旨： 

  孩子是國家未來的希望，面對全球中文熱持續加溫，強化孩子國語文能力，已經

是刻不容緩的議題;桃園市政府長期鼓勵學童透過閱讀與寫作習慣的培養，逐步提升本

市各級學生語文創作能力，透過本次作文比賽舉辦，凝聚市府、老師、家長、學生間

共識的活動，希望能為校園學子搭起一個優質寫作競試平台，讓學生互相觀摩切磋，

我們希望寫作不只是學生都應具備的能力，也可從寫作中得到樂趣，觀察生活周遭的

點滴，享受城市的美好，領略文字的魅力，進而提升自我的寫作力、觀察力與競爭

力。 

  2007年 9月教育各界舉辦「第一屆聯合盃全國作文大賽」，希望能為校園學子搭

起一個優質寫作競試平台，讓全國學生有相互觀摩、切磋機會，並協助市政府教育

局、各校老師、學生、家長，一同來關心、提升學子們的寫作能力與未來競爭力。今

年，聯合盃全國作文大賽將邁入第 14年，更需要您熱情的參與與支持。 

二、 指導單位：桃園市政府教育局 

主辦單位：桃園市立龍潭國民中學、聯合報系 

協辦單位：桃園市議會、桃園市政府警察局、桃園市政府地方稅務局、桃園市

政府政風處、桃園市北區松柏大學、桃園市家長會長協會、桃園市啟

英高級中學、桃園市國教輔導導團國文領域國中組。 

三、 報名對象：桃園市各區國小（三至六年級）、國中、高中職學生 

四、 比賽分組：  

     1.國小中年級組（三、四年級）     2.國小高年級組（五、六年級） 

  3.國中七年級組                   4.國中八年級組 

  5.國中九年級組                   6.高中職組 

五、 報名日期：即日起至 109年 10月 13日(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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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報名方式： 

1. 學校推薦報名 

(1) 免報名費。 

(2) 各校可推薦優秀學生報名，各年級名額依據教育局通知數量為準。 

(3) 學校團體報名，將資料彙整備齊後，將電子檔寄至主辦單位信箱：

edu.ty@udngroup.com.tw，並來電(03)-331-4188#3006、3011 張小姐，完成確

認後即可。 

2. 未接受學校推薦報名 

(1) 一律採網路報名，請至聯合盃作文大賽官網連結報名網頁，填寫報名資料並完成

繳費即可。僅提供刷卡服務，各區報名後不接受退費。 

(2) 報名費用為250元，另贈送第十三屆聯合盃作文大賽得獎作品集乙本。 

(3) 郵局劃撥資訊為：戶名「聯合報股有限公司」，帳號00018567。至各地郵局填寫

劃撥單，註明報名場次、參賽組別、學生姓名、性別、電子郵件、學校名稱、通

訊地址、聯絡電話，完成繳費即可。報名後不接受退費。 

七、 簡章索取： 

1. 各高中職、國中、國小教務處。 

2. 網路下載：第 14屆聯合盃作文大賽官網

http://educoco.udn.com/writingcontest2020 

3. 聯合報業務部桃竹發行組(03)-3314188#3014、3006 張小姐。 

八、 桃園區初賽日期： 109年 11月1日(日)上午10：00 ～11：00 考試。 

九、 比賽地點： 

 

  

地區 考場 地址 電話 

中壢區 啟英高中 320桃園市中壢區中園路 447號 03-452-3036 

http://educoco.udn.com/writingcontest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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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比賽方式： 

1. 比賽時間：60分鐘。 

2. 出題：各組一個作文題目，並於比賽當場公布題目。 

3. 評審：國小、國中組參照會考六級分制評定；高中職組參照政府近期公告原學測

ABC九級制評定分數調整為 ABC六級制評定成績，所有參賽學生均評分並寄發成

績單。 

4. 備註：參賽得獎作品，得獎人需簽署該作品著作權讓渡書，其作品版權及所有權

屬主辦單位所有，主辦單位有出版、展覽及其他非營利使用之權利，均不另予通

知及另外致酬。凡參加本活動之參賽者，均視為同意且願意遵守本簡章及活動官

方網站公告之相關規定。本活動如發生任何爭議，主辦單位保有最後決定之權

利。 

十一、 桃園考區獎項： 

1. 各組第一名(等同特優) 

【獎學金 2,000元；作文書籍一本；桃園市政府教育局獎狀一張】。 

2. 各組第二名(等同特優) 

【獎學金 1,600元；作文書籍一本；桃園市政府教育局獎狀一張】。 

3. 各組第三名(等同優等) 

【獎學金 1,400元；作文書籍一本；桃園市政府教育局獎狀一張】。 

4. 各組第四名(等同優等) 

【獎學金 1,200元；作文書籍一本；桃園市政府教育局獎狀一張】。 

5. 各組第五名(等同甲等) 

【獎學金 1,000元；作文書籍一本；桃園市政府教育局獎狀一張】。 

6. 各組佳作獎 30名 

【作文書籍一本；桃園市政府教育局獎狀一張】。 

十二、 成績公布： 

1. 日期與時間：109年 11月 30日(周一)公布於第 14屆聯合盃作文大賽官網

http://educoco.udn.com/writingcontest2020 

2. 主辦單位依照報名表上之通訊地址寄發個人成績單，學校團體報名將統一

寄至學校。 

3. 如需複查成績，請攜帶入場證至「聯合報業務部桃竹苗發行組」申請複

查。 

4. 本獎狀得列入桃連區高中高職免試入學超額比序「多元學習表現」積分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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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項目。 

十三、 附註說明： 

1. 入場證將於考前一週全體寄出。 

2. 入場證如有遺失，請聯繫主辦單位申請補發。 

3. 考試開始後 15分鐘不得入場。 

4. 參賽學生不得提前交卷出場，待監考人員統一收卷後才能離開考場。 

5. 資格不符者，一律不予計分。 

6. 各組佳作以上者（含佳作）皆可參加全國總評。 

7. 考生如有感冒症狀，請自行戴上口罩入場測驗。 

8. 如有未盡事宜，請留意第 14屆聯合盃作文大賽官網所發布考試相關訊息。 

十四、 第十四屆聯合盃全國作文大賽桃園區初賽頒獎典禮(詳如附件一) 

十五、 全國總決賽資訊 

1. 將擇日於北、中、南都會區舉行，考試日期、地點及詳細資料將公布於第

14屆聯合盃作文大賽官網 http://educoco.udn.com/writingcontest2020 

2. 全國決賽頒獎：另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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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教輔導團推薦書目 

組別 序號 書目 

中年級 

1 《我做得到！小科學家艾達》，小天下出版。 

2 《甘特預言》，信誼基金會出版。 

3 《海洋大書》，臺灣麥克出版。 

4 《水果是怎麼長出來的呢？》，水滴文化出版。 

5 《神奇柑仔店》系列 廣嶋玲子 

高年級 

1 《好孩子的科學小學堂》，木馬文化出版。 

2 《愛上數學》，如何出版。 

3 《孩子的自然觀察筆記》，采實文化出版。 

4 《天下第一班》-王文華 

5 《我在你身邊》-喜多川泰 

七年級 

1 《洞》，路易斯·薩奇爾，小魯文化 

2 《一個印第安少年的超真實日記》，謝爾曼·亞歷克西，木馬文化 

3 《優秀是教出來的》 隆·克拉克 雅言出版社 

4 《為自己出征》 羅伯·費雪 

5 
《只是開玩笑，竟然變被告？：中小學生最需要的 24堂法律自保

課》吉靜如‧三采 

八年級 

1 《iBoy奇機少年》，凱文‧布魯克斯 

2 《逃出 1840》，瑪格麗特．彼德森．哈迪克絲 

3 《追風箏的孩子》，卡勒德·胡賽尼，木馬文化 

4 《長大前的練習曲》 呂政達 九歌出版社 

5 《笨蛋天才》黃漢龍 

九年級 

1 《孽子》，白先勇，允晨文化 

2 《青春微素養》蔡淇華 

3 《少年 Pi的奇幻漂流》楊·馬泰爾 

4 《請問侯文詠》 侯文詠 

5 《蘇菲的世界》喬斯坦‧賈德‧木馬文化 

高中職 

1 《旁觀他人之痛苦》，蘇珊桑塔格 

2 《人類大命運：從智人到神人》，哈拉瑞 

3 《罪行》，費迪南．馮．席拉赫 

4 《真確》，漢斯羅斯林 

5 《黑潮島航》，吳明益、張卉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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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屆聯合盃全國作文大賽桃園區初賽頒獎

典禮 

 
一、活動時間：109年 12月 20日(日) 08:00-12:00 (暫定) 

二、活動地點：龜山圖書館演藝廳 

三、活動流程表 

時間 間距 流程 內容 

08:30-09:00 30min 報到時間 

(得獎作品輪播) 

得獎者報到、家

屬報到 

09:00-09:10 10min 開場表演 揚琴表演(暫定) 

09:10-09:15 5min 大會開始 主持人開場介紹

本屆頒獎典宗旨 

09:15-09:35 20min 貴賓致詞 市長及貴賓致詞 

(依現場市長抵達

時間做即時調整) 

09:35-10:15 40min 第一階段頒獎典禮 市長頒發各年級

組前五名(合照) 

10:15-10:55 40min 第二階段頒獎典禮 局處長官、貴賓 

頒發各年級組佳

作 

10:55-11:00 圓滿散會 

四、場地規劃 

  桃園市立圖書館-龜山分館 

預計辦理典禮地址：桃園市龜山區自強南路 97號 

容納人數：877席 

停車位數：週邊停車場約有 300個停車位 

場域介紹：館內為無障礙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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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表演團體 

龍壽國小揚琴表演(暫定) 

「龍壽揚琴隊」，是一支具優良歷史傳承的隊伍，從黃金生老師、謝瑞燕老師、熊思婷指

導迄今已有 43年的歷史。感謝熊思婷老師、熊素枝小姐長期指導。讓學生可以免費學到

音樂，使學生擁有平等學習條件。面對少子化的衝擊，依循學校藝術、人文發展軌跡，

積極發展學校特色，就為「逐夢以突破現況」。學長姐技藝相傳，代代傳承，培育出不少

揚琴音樂人才，現在學姐（熊思婷老師）接棒指導定會再創高峰。未來樂團將以更穩健

的腳步前進，致力發展中國傳統音樂，積極參與各種表演活動，成為桃園地區最活躍的

民族傳統音樂團體。

 

※以上為初步規劃，可依主辦單位更換同等值團體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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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舞台動線規劃

 

七、禮賓人員 

為提升表揚大會於頒獎時的最高質感與榮耀頒獎的美麗畫面，特別規劃旗袍系列的禮

儀小姐，兩所學校皆為本報長期配合支團隊，針對頒獎典禮流程掌控良好且經驗豐

富。 

1. 開南科技大學親善大使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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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經歷 

桃園市 106年模範母親表揚活動服務禮賓 

平鎮市客家踩街嘉年華服務禮賓 

 

2. 淡江大學十大金釵 

 
服務經歷 

2014國際綠色產品展暨綠色典範獎頒獎服務禮賓 

2015十大神農暨模範農民頒獎典禮服務禮賓 

2015第一屆國家金璽獎頒獎典禮服務禮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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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報股份有限公司 

電話：03-331-4188#3014 

傳真：03-331-4027 

聯絡人：洪玠瑋 

地址：桃園市桃園區中山東路 103 號 2F 

E-mail：ryan.hung@udngroup.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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