僑務委員會《海外華文媒體報導大獎》
徵件簡章暨活動辦法
一、 活動緣起
為鼓勵海外華文媒體撰寫有關臺灣人在世界各地的努力與貢獻，服務海外僑
胞，僑務委員會（以下簡稱「僑委會」）特別創設《海外華文媒體報導大獎》
，
規劃「平面／網路報導類」
、
「廣播類」兩類獎項。徵件作品方向以「聚焦臺
灣」
、
「報導臺灣」等主題為主，期能展現海外華文報導的專業及深度、廣播
節目內容的多元及創新，讓世界看見臺灣多元文化，深化臺灣與僑界間的鏈
結與國際影響力。

二、 重要時程
1.

報名日期：臺灣時間即日起至 2020 年 11 月 30 日（一） 23:59 截止。

2.

入圍公布：臺灣時間 2020 年 12 月 10 日（四）。

3.

頒獎典禮：臺灣時間 2020 年 12 月 28 日（一）。

三、 徵件對象
以華語文字或廣播形式刊播之海外僑區華文媒體，包括依法設立之報社、
通訊社、雜誌社、廣播電臺、專業新聞網站或國際媒體組織所屬之中文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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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獎項規劃
獎項類別

獎項名稱
公共事務關懷報導獎
(1 名)

平面／網路報導類

華人社區服務報導獎
(1 名)
藝術文化報導獎
(1 名)
公共事務關懷節目獎
(1 名)

廣播類

華人社區服務節目獎
(1 名)
微廣播劇獎
(1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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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針對公共事務議題關懷或推動之報
導，例如環保、弱勢、性別、族群
等議題。
服務海外華語聽眾、發揚華人社區
特色之報導。
傳揚、提升藝文、表演賞析之報
導。
針對公共事務議題關懷或推動之節
目，例如環保、弱勢、性別、族群
等議題。
服務海外華語聽眾、發揚華人社區
特色之節目。
具故事劇情，結合人聲、對白、音
樂、音效呈現之節目，每集長度以
3-5 分鐘為限。

五、 徵件規範
獎項類別

獎項名稱

徵件規範說明
1. 參賽作品須於 2019 年 1 月 1 日至 2020 年
10 月 31 日期間，以華文自製報導為限，

公共事務關懷報導獎

且發布於中華民國境外之媒體平臺，非屬
改作、重寫過去之報導。
2. 參賽作品形式為文字專題，於平面或網路
平臺露出。

平面／網路報導類

華人社區服務報導獎

3. 參賽作品之名稱與內容應相符。
4. 參賽作品均須由報名者擔保其內容與照
片版權，且無侵害他人著作財產權或違反
相關法律規範事宜。
5. 上述獎項，每一參賽單位可於每一獎項至
多提供 2 件不同作品參賽。

藝術文化報導獎

6. 入圍公布後，請入圍者提供 1 分鐘內得獎
感言影片，供線上頒獎典禮播放使用。
1. 參賽作品須於 2019 年 1 月 1 日至 2020 年
10 月 31 日期間，以華語自製廣播節目為
公共事務關懷節目獎

限，且發布於中華民國境外之媒體平臺，
非屬改作、重製過去製播之廣播節目。
2. 參賽作品播出形式為廣播或網路廣播(含
Podcast)。

廣播類

華人社區服務節目獎

3. 參賽作品之名稱與內容應相符。
4. 報名「微廣播劇獎」者，自選之集數至多
3 集，每集限制 3-5 分鐘；報名其餘廣播
獎項者，自選之作品以 60 分鐘為限。
5. 上述獎項，每一參賽單位可於每一獎項至
多提供 2 件不同作品參賽。

微廣播劇獎

6. 入圍公布後，請入圍者提供 1 分鐘內得獎
感言影片，供線上頒獎典禮播放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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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報名作業
獎項類別

報名方式說明
1. 本獎項採網路報名，請至本活動官網連結報名，上網
填寫報名者資料、主題說明及上傳參賽作品 （以
Google 雲端連結方式提供）。
2. 平面媒體報導：投稿提供文字檔及露出掃描圖檔

平面／網路報導類

(jpg.)。
網路媒體報導：投稿提供文字檔、報導連結及報導截
圖(jpg.)。
3. 為方便評審作業，皆請提供 500 字內參賽作品摘要及
內容簡介。
1. 本獎項採網路報名，請至本活動官網連結報名，上網
填寫報名者資料、主題說明及上傳參賽作品 （以

廣播類

Google 雲端連結方式提供）。
2. 投稿提供 mp3 檔雲端連結。
3. 為方便評審作業，皆請提供 500 字內參賽作品摘要及
內容簡介。

七、 評選辦法
1. 組成「評審工作執行委員會」，負責遴選各類別獎項評審；評審工作分初
審與複審兩階段，並於初審結束後公布入選名單。

2. 「評審工作執行委員會」訂立評審辦法，就評分作業、評分方式、評分
考量、各獎項類別專業比重加以規定。

3. 評審團人數每一類別獎項各設置 5 位評審委員，負責初審、複審作業。
八、 獎勵規劃
1. 每獎項選出初審入圍作品，入圍即頒予入選證明；複審將就入圍作品
中選出年度得主，頒發獎座乙座及獎金新臺幣 75,000 元（約美元
2,500 元）。
2. 參賽作品未達評審認定標準者該獎項得予從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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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獎項聲明
1. 依中華民國所得稅法規定，本國人士參加任何活動得獎，獎項金額超過
新臺幣 1,000 元（以年度計算）
，得獎人須完成得獎申報扣繳，並提供申
報相關身分證明文件，且須於年度報稅計入個人所得。
2. 非中華民國境內居住之外籍人士不論獲獎者所得之金額，須就獲獎所得
扣繳 20%機會中獎稅額。
3. 境外獲獎者所得之獎金以美元支付，依照寄送當日匯率為準，並需依規
定提供身分證明文件（護照）影本。
4. 因臺灣境內銀行匯款衍生之手續費及其他費用，得由本會自獎金扣除。
5. 所有獎項寄送因參賽者資料不符、不齊全或拒納稅金者，均視同放棄獲
獎權利。
6. 獎座寄送過程中發生包裹遺失、信封破損或其他不可歸責於主辦單位，
以及填寫資料有誤造成郵寄或匯遞過程中損壞、遲遞、錯遞或遺失，責
任均由參賽者自負。
7. 因應個人資料保護法規定，得獎者同意中獎相關個人資料由主辦單位於
活動範圍內進行蒐集、電腦處理及利用，但不做其他用途，並授權主辦
單位公開公布姓名。

十、 注意事項
1. 每件參賽作品以報名一獎項為限，不得跨獎項報名。
2. 報名之參賽作品應同意自入圍名單公布日起，授權本會及相關第三方永
久無償於國內外公開推廣使用。
3. 如有違反相關規範之情事，入選證明、獎座、獎金將予以撤銷、追回。
4. 抄襲或複製他人作品，涉及色情、暴力、誹謗、人身攻擊、宗教爭議、
政治爭議或不雅作品，侵害他人隱私權或妨礙社會正當風俗及公共秩序
等情事皆為禁止事項，如發現以上情節，管理者有權直接刪除該作品，
不另行通知。
5. 參賽者須擁有完整著作權，且無侵害他人智慧財產權之情事。若使用他
人音樂或圖片，請確認已取得合法授權，並自行註明。若第三人對作品
之適法性（如著作權肖像權、著作權等）提出異議，並經查明屬實者，
主辦單位除取消得獎資格並追繳獎項與獎金外，其違反著作權之法律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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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由參加者自行負責，並承擔主辦單位之一切損失，主辦單位不負任
何法律責任。
6. 所有投稿作品之著作人格權屬創作者，惟主辦單位可運用相關創作元素
於本案行銷用途。參賽者同意參賽作品之著作財產權（包括且不限於專
有重製權、專有公開口述、播送、上映、演出、展示權、專有改作、編
輯權、專有出租權等）於得獎確立後，即視同全部轉讓主辦單位所有，
得獎人可保有著作人格權，主辦單位得不限地點、時間、次數、方式使
用，或授權第三人使用。
7. 未得獎之作品，主辦單位僅保有非營利性之事件宣傳與行銷散播權利，
未來若有直接而完整採用之必要，主辦單位將另行個別與創作人協商基
本稿費以取得所需權利。
8. 得獎名單公布於活動網站，並於公布後一週內以 E-mail 通知得獎人待辦
事項，包括簽署肖像權使用同意書、著作權授權暨轉讓同意書。得獎名
單公布兩週未回覆相關資料者，視同放棄得獎權益。頒獎典禮時間、形
式將另行通知。
9. 主辦單位有權取消、終止、延期、修改活動內容、更換獎項內容或暫停
本活動進行等之相關決定。其他未盡事宜，得隨時修訂補充，並悉依主
辦單位相關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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