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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聖嚴教育基金會 

107 年兒童生活教育寫畫創作活動簡章 

一、目的： 

教育即生活，生活即教育，正確的人生觀與良好的品格需要從小培養。多年來，聖

嚴教育基金會將聖嚴法師所倡導的「心靈環保」內容製作成兒童生活教育動畫，期望透

過教育傳播的力量，鼓勵學童觀賞具有教育意義且活潑有趣的動畫，藉由作文及繪畫等

創作形式，具體地呈現自己的想法與感受，從而落實在日常生活中與他人互動的省思與

實踐。 

二、主辦單位：聖嚴教育基金會、法鼓山教師聯誼會 

三、協辦單位：全聯佩樺圓夢社會福利基金會、法鼓山文教基金會、法鼓山人文

社會基金會、農禪寺、齋明別苑、寶雲寺、紫雲寺、信行寺 

四、參加對象：全國各公私立國民小學學生 

五、參加組別： 

      

 

 

 

 

 

 

      備註：一人可作文、繪畫、書法三組同時參加，每組以一件為限。 

六、徵件內容： 

（一）作文組、繪畫組：與「生活教育」有關之內容，題目自訂。 

觀賞完「心靈環保兒童生活教育動畫 5」任一則動畫的心得與感想，或從動畫題材

延伸至自己日常生活中與他人互動的實例，加以創作。 

★ 備註：請至法鼓山網路電視台網站 http://ddmtv.ddm.org.tw/，點選左邊欄位動畫

寶盒→心靈環保兒童生活教育動畫 5，即可線上觀賞「心靈環保兒童生活教育

動畫 5」。 

（二）書法組：以《聖嚴法師 108 自在語》為範圍，從以下 20 句中，自選其中一句書寫。 

資格 組別 年級組別 

全國各公私立小學 

一～六年級學生 

作文 
A 組：國小高年級組【五、六年級】 

B 組：國小中年級組【三、四年級】 

C 組：國小低年級組【一、二年級】 繪畫 

全國各公私立小學 

三～六年級學生 
書法 

A 組：國小高年級組【五、六年級】 

B 組：國小中年級組【三、四年級】 

http://ddmtv.ddm.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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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徵件規格： 

（一）作文： 

1、 使用稿紙，採直式書寫，使用正體字（低年級組可用注音符號），親筆書寫，每

人限交一篇。 

2、第一行空四格標上題目，各段文章開頭空兩格。 

3、文章長度： 

1 用奉獻代替爭取，以惜福代替享福。 11 
人生第一要務是學做人，那就是盡心、

盡力、盡責、盡份。 

2 利他，是不求果報及回饋的清淨心。 12 
不要跟他人比高比低，只要自己盡心盡

力。 

3 
道理是拿來要求自己，不是用來苛求他

人。 
13 

快樂，並不是來自名利的大小多少，而

是來自內心的知足少欲。 

4 
要有當別人墊腳石的心量，要有成就他

人的胸襟。 
14 

一帆風順時，不要得意忘形；一波三折

時，不必灰心喪志。 

5 
和和氣氣與人相處，平平安安日子好

過。 
15 

擁有穩定的情緒，才是立於不敗之地的

基礎。 

6 
一個笑容，一句好話，都是廣結善緣的

大布施。 
16 

擁有身心的健康，才是生命中最大的財

富。 

7 
凡是盡心盡力以利益他人來成長自己

的人，便是一位成功者。 
17 

心中有阻礙時，眼中的世界皆不平；心

中無困擾時，眼前的世界都美好。 

8 
家庭的溫暖在於互敬互愛，家庭的可貴

在於互助互諒。 
18 把心念轉過來，命運也就好轉過來。 

9 
清楚知道自己的「需要」，化解個人欲

望的「想要」。 
19 只要心平氣和，生活便能快樂。 

10 
環保最重要的觀念就是「簡樸」，簡樸

一點過生活，就是生活環保。 
20 操心就有事，放心便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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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級組別 字數 稿紙規格 

A 組：國小高年級組【五、六年級】 400-600 字以內 600字8K稿紙(25格*24行) 

B 組：國小中年級組【三、四年級】 300-500 字以內 500字8K稿紙(25格*20行) 

C 組：國小低年級組【一、二年級】 200-400 字以內 400字8K稿紙(20格*20行) 

4、稿紙背面右下角請黏貼「聖嚴教育基金會 107 年兒童生活教育寫畫創作活動作品

標籤」，規格不符或未貼作品標籤者不予評審。 

（二）繪畫： 

1、限平面創作，且必須是本人的創作品，每人限交一幅。 

2、紙張規格：39 公分× 54 公分（四開圖畫紙）。 

3、不需裝裱或加框，但請保持紙張完整性。 

4、作品背面右下角請黏貼「聖嚴教育基金會 107 年兒童生活教育寫畫創作活動作品

標籤」，規格不符或未貼作品標籤者不予評審。 

（三）書法： 

1、字體不限，且必須為本人原作，不得重覆描筆書寫，每人限交一件。 

2、紙張規格：35 公分×70 公分（四開宣紙），可自行畫界格。 

3、採直式書寫，不加標點符號，不需裝裱或加框。 

4、落款： 

  (1) 恭錄聖嚴法師自在語、戊戌年、姓名。 

   (2) 毋須書寫縣市、學校名稱、年級。 

   (3) 用印與否自行決定，但不影響評分。 

   (4) 落款格式可自行決定，但須以整體和諧為宜。 

5、書法組請用迴紋針📎將「聖嚴教育基金會 107 年兒童生活教育寫畫創作活動作品

標籤」夾於作品背面右下角，規格不符或未夾作品標籤者不予評審。 

八、收件日期、地址： 

（一）收件日期：自 107 年 9 月 3 日（星期一）起，至 107 年 10 月 19 日（星期五）止， 

          以郵戳為憑，逾時恕不受理。 

（二）收件地址：10056 台北市中正區仁愛路二段 48-6 號 2F，聖嚴教育基金會。寄件時 

          外封袋上請註明「107 年兒童生活教育寫畫創作活動」。 

九、 報名方式： 

（一）報名期間：自 107 年 9 月 3 日（星期一）上午 10:00 起，至 107 年 10 月 19 日（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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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五）下午 18:00 止。 

（二）報名方式：限「網路報名」。 

1、路徑一：請於報名期間內，至聖嚴教育基金會(www.shengyen.org.tw)網站，點選

「心靈環保教育」→「寫畫創作活動區」→「107 年兒童生活教育寫畫創作活動」

→「活動訊息&網路報名」，再視報名人數或方式點選「網站報名」或下載「多

人報名專用程式」。 

2、路徑二： 

     「網站報名」 

     www.shengyen.org.tw/booking4cpc 

     「多人報名專用程式」（需安裝程式，並適用於微軟 Windows 7 以上作業系統） 

     https://www.dropbox.com/s/h0d517w5bcsk1fw/Booking4CPC_Client_Setup.msi?dl=1 

（三）網站報名： 

1、採用網站報名，每位參加者的報名資料需要分次個別輸入與列印作品標籤。 

2、一人可同時報名參加作文、繪畫、書法三個組別，每組以一件為限。請留意不同

組別在網站報名時須分開報名，以產出不同組別的作品標籤。 

3、請依網頁指示欄位填寫報名者個人資料，填寫時請老師或家長協助檢視。個人報

名，聯繫資料以所填連絡人為主。 

4、報名完成送出後，請自行列印「作品標籤」。列印出來後，沿著裁剪線剪裁，【作

文組、繪畫組】請將作品標籤黏貼於作品背面右下角，【書法組】請將作品標籤

用迴紋針📎夾於作品背面右下角，規格不符或未附作品標籤者不予評審。 

5、請記下完成送出後於作品標籤上產生之「四碼驗證碼」，以利後續需要查詢、修

改、重新列印已登錄之資料。 

6、若報名資料完成送出後發現有誤，可於報名期間內進入系統修改，重新列印作品

標籤。操作步驟說明： 

(1) 重填「參加組別」、「參加區域」、「年級組別」、「身分證號(或學號)」。 

(2) 輸入「驗證碼」，按「查詢資料」，待資料帶出。 

(3) 修改資料後，按「維護修改」，方可重新列印。 

（四）多人報名專用程式說明： 

1、 「多人報名專用程式」適用對象：「同一學校」或「同一送件單位」或「同一指 

    導老師」，送件作品數量眾多者。可一次輸入所有參加者的報名資料，然後一次 

    全部將作品標籤列印出來。 

2、 使用「多人報名專用程式」，需要一名代理人(承辦人)在其電腦裡安裝專用程式，

並限以同一組「電子信箱」與「團體名稱」報名同一區。第一次使用時，請參

http://www.shengyen.org.tw/booking4cpc
https://www.dropbox.com/s/h0d517w5bcsk1fw/Booking4CPC_Client_Setup.msi?dl=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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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以下「多人報名專用程式操作說明」，申請認證通過後，方可登入程式輸入報

名者資料。代理人(承辦人)申請認證的電子信箱（E-mail），將於活動結束後刪除。 

3、 多人報名專用程式操作說明 

如何申請認證與使用「多人報名專用程式」？ 

             【步驟一】申請授權密碼： 

(1) 請在畫面左下方輸入申請多人報名的 電子信箱 與 團體名稱。

電子信箱 請輸入可供聯繫的 E-mail 帳號，作為申請認證授權密

碼與聯繫得獎者領獎事宜時使用。 

(2) 按下左下方「法鼓山山徽符號」  ，程式會立即寄送認證「授權

密碼」到您申請多人報名的 E-mail 帳號。 

   【步驟二】登入與輸入基本資料： 

(1) 請將「授權密碼」輸入到多人報名專用程式畫面左下方的 授權

密碼 欄位，並同時輸入「連絡人」、「電話」、「手機」、「區域」、

「縣市」、「郵遞區號」、「連絡地址」各欄位聯繫資料。 

(2) 按下 電子信箱 超連結，即完成申請認證，程式並會自動儲存以 

                          上各欄位聯繫資料。 

   【步驟三】輸入與管理報名同學資料： 

(1) 如何輸入報名同學資料？ 

    請按下畫面右下方新增按鈕<＋>，就會出現輸入畫面。 

(2) 如何編輯報名同學資料？ 

                      請直接於名單中以滑鼠雙擊需要編輯的同學姓名，就會出現輸入  

                      畫面。 

(3) 如何刪除報名同學資料？ 

    請在畫面左邊勾選要刪除的同學姓名，然後按下畫面右下方的   

    <X>按鈕。 

(4) 如何列印作品標籤？ 

      請在畫面左邊勾選要列印作品標籤的同學，然後按下畫面右下方 

      的<印表機>按鈕。列印出來後，沿著裁剪線剪裁，【作文組、繪 

      畫組】請將作品標籤黏貼於作品背面右下角，【書法組】請將作 

      品標籤用迴紋針📎夾於作品背面右下角，規格不符或未附作品標 

      籤者不予評審。 

（五）若有任何操作上的相關問題，請於上班時間（週一至週五 09:00-18:00）洽聖嚴教育

基金會(02)2397-9300 分機 1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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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評審： 

（一）敦請兒童作文與美術教育（含書法）專家學者擔任評審委員。 

（二）初選：每區各組評選出符合活動主題及作品規格之作品。 

（三）決選：每區各組評選出前三名、優選、佳作等優秀作品。 

十一、獎勵辦法： 

（一）敦請兒童作文與美術教育（含書法）專家學者，以及法鼓山教師聯誼會成員組成評審

委員公開評選。 

（二）作文組、繪畫組：依國小低、國小中、國小高，分為三組評選。全台分北 1、北 2、

中、南、東五區，每區每組第一名取 1 名、第二名取 2 名、第三名取 3 名、優選取 5

名、佳作取 10 名。 

1、各區範圍如下： 

．北 1 區（宜蘭縣、基隆市、台北市、連江縣、金門縣） 

．北 2 區（新北市、桃園市、新竹縣、新竹市） 

．中區（苗栗縣、台中市、南投縣、彰化縣、雲林縣） 

．南區（嘉義縣、嘉義市、台南市、高雄市、屏東縣、澎湖縣） 

．東區（花蓮縣、台東縣） 

2、各區獎項設置如下： 

（三）書法組：依國小中、國小高，分為兩組評選。全台分北 1、北 2、中、南、東五區，

每區每組第一名取 1 名、第二名取 2 名、第三名取 3 名、優選取 5 名、佳作取 10 名。 

1、各區範圍如下： 

         獎項 

組別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優選獎 佳作獎 

國小高年級組 

（五、六年級） 

2,000 元全聯禮

券、獎狀乙幀 

1,500 元全聯禮

券、獎狀乙幀 

1,000 元全聯禮

券、獎狀乙幀 

500 元全聯禮

券、獎狀乙幀 
獎狀乙幀 

國小中年級組 

（三、四年級） 

2,000 元全聯禮

券、獎狀乙幀 

1,500 元全聯禮

券、獎狀乙幀 

1,000 元全聯禮

券、獎狀乙幀 

500 元全聯禮

券、獎狀乙幀 
獎狀乙幀 

國小低年級組 

（一、二年級） 

2,000 元全聯禮

券、獎狀乙幀 

1,500 元全聯禮

券、獎狀乙幀 

1,000 元全聯禮

券、獎狀乙幀 

500 元全聯禮

券、獎狀乙幀 
獎狀乙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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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 1 區（宜蘭縣、基隆市、台北市、連江縣、金門縣） 

．北 2 區（新北市、桃園市、新竹縣、新竹市） 

   ．中區（苗栗縣、台中市、南投縣、彰化縣、雲林縣） 

   ．南區（嘉義縣、嘉義市、台南市、高雄市、屏東縣、澎湖縣） 

   ．東區（花蓮縣、台東縣） 

2、 各區獎項設置如下： 

（四）主辦單位及評審得視收件數量與品質，擁有調整獎項之權利，必要時得從缺；為鼓勵

金門、馬祖、澎湖、蘭嶼、綠島…等離島地區同學踴躍報名參與本創作活動，將從優

評選。 

十二、給獎方式： 

（一）得獎公告：【北 1 區、中區、東區】得獎名單於 107 年 11 月 7 日（星期三）上午 10

點公告；【南區、北 2 區】得獎名單於 107 年 11 月 14 日（星期三）上午 10 點公告。

得獎名單會公告於聖嚴教育基金會(www.shengyen.org.tw)網站，供大眾查閱。得獎名

單公告隔天，本會會以郵寄掛號方式寄出「書面得獎通知」給每位得獎者。採「網

站報名」的得獎者，收件人為得獎者的「連絡人」；採「多人報名專用程式」的得獎

者，收件人為「得獎者的多人報名代理人(承辦人)」或「指導老師」。 

（二）得獎回覆程序：本會會以郵寄掛號方式寄出「書面得獎通知」給每位得獎者，請填

妥相關所需資料和頒獎典禮出席調查函，寄回本會「10056 台北市中正區仁愛路二段

48-6 號 2F，聖嚴教育基金會」，始完成得獎回覆程序。 

（三）頒獎時間、地點：今年頒獎典禮採分區辦理，本會會以郵寄掛號方式寄出「書面得

獎通知」給每位得獎者，邀請參加頒獎典禮，各區頒獎日期、時間、地點如下： 

 

         獎項 

組別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優選獎 佳作獎 

國小高年級組 

（五、六年級） 

2,000 元全聯禮

券、獎狀乙幀 

1,500 元全聯禮

券、獎狀乙幀 

1,000 元全聯禮

券、獎狀乙幀 

500 元全聯禮

券、獎狀乙幀 
獎狀乙幀 

國小中年級組 

（三、四年級） 

2,000 元全聯禮

券、獎狀乙幀 

1,500 元全聯禮

券、獎狀乙幀 

1,000 元全聯禮

券、獎狀乙幀 

500 元全聯禮

券、獎狀乙幀 
獎狀乙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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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 1 區】12/08(六) 14:30-16:00 北投農禪寺 

    （台北市北投區大業路 65巷89號、台北市北投區大度路 112號－汽機車出入口） 

        【中區】12/15(六) 14:30-16:00 台中寶雲寺（台中市西屯區市政路 37 號） 

    【東區】12/16(日) 14:30-16:00 台東信行寺（台東縣台東市更生北路 132 巷 36、38 號） 

        【南區】12/29(六) 14:30-16:00 高雄紫雲寺（高雄市鳥松區忠孝路 52 號） 

        【北 2 區】12/30(日) 14:30-16:00 桃園齋明別苑（桃園市桃園區大業路一段 361 號） 

（四）未能出席頒獎典禮的得獎者，採「郵寄掛號」給獎，主辦單位預計會在 108 年 1 月

上旬全數寄出。採「網站報名」的得獎者，收件人為得獎者的「連絡人」；採多人報

名專用程式的得獎者，收件人為得獎者的「多人報名代理人(承辦人)」或「指導老師」。

寄件地址以報名時所填資料為準，若寄至學校，請各校自行於公開場合頒獎表揚。 

十三、注意事項： 

（一）活動簡章請至聖嚴教育基金會(www.shengyen.org.tw)網站下載。 

（二）相關事宜洽詢電話(02)2397-9300 分機 14～17。 

（三）參加者之作品須符合主題及作品規格，報名資料不齊、報名程序未完成、作品背面右

下角未附上作品標籤不予參加。 

（四）為鼓勵創作與公平起見，參加者不得有冒名頂替、請人代筆、請人代畫，或模仿、抄

襲等情事，也請家長或指導老師不加筆修改及示範，以保有孩子的原創性與自主性，

違者不予參加。 

（五）本活動自 106 年起，報名繳交之作品，恕不退件，請自行留存底稿或備份。 

（六）得獎作品著作權及版權屬於主辦單位所有，得獎者同意主辦單位具有透過任何媒體出

版、展覽、編印、刊登及網路公開傳輸之權利，不另支付任何酬勞。  

（七）本活動簡章如有未盡事宜，主辦單位有保留修改之權利，得另行於網站公告，不另行

通知，請密切注意網站公告訊息。 

（八）報名參選作品未達水準或不符徵件精神，獎項得從缺或刪減。 

http://www.shengyen.org.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