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報名表 Registration Form 
我所認識的 228 文藝創作活動 

《我所認識的 228》有獎⽂藝創作活動 
緣起：1947年發⽣的⼆⼆⼋事件不僅是台灣歷史⼀個重⼤的歷史悲劇﹐發⽣前後與經過也催⽣了台灣近代的民主化過程和民族意識
的發 展。有 22週年歷史的⼤洛杉磯台灣會館是北美地區南加州台僑界的⼤家⾧之⼀，⾧期對⽂化推廣和教育下⼀代不遺餘⼒。《太
平洋時報》創立於 1987年，創刊多年以來，報導不少可歌可泣的事蹟，致⼒於台美⼈的世代歷史傳承，還有提供管道讓海外台僑能
夠溫故新知。⼤洛杉磯台灣會館與太平洋時報從 2017年開始，藉著舉辦⽂藝活動，讓海外台灣僑青更加認識台灣歷史，促進台灣意
識覺醒，讓⽣活在北美的下⼀代能更了解⾃⼰的歷史，珍惜上⼀代為民主公義的犧牲與努⼒。 

主辦單位：⼤洛杉磯⼆⼆八事件追思會委員會 
 ⼤洛杉磯台灣會館 
 太平洋時報 

徵  式：以「看看香港反送中，想想台灣 228」為主軸，⾃定
作品名稱，撰寫短文或詩賦，或平面藝術創作如繪畫
或單頁漫畫，中英皆可，型式及內容不拘，以數位檔
案經由電郵交稿。 

字數規定：400（中）, 600詞（英）。  

平面藝術創作：數位或實體平面藝術創作包括繪畫、單頁漫畫等 

參加對象：北美地區就學或居住的高中或⼤專院校台美學子皆
可投稿參加，每⼈以⼀篇為限。 

徵件組別、錄取名額及獎勵：分為高中組及⼤專組 
每組錄取最多 2 名，各獲得獎狀乙張及獎金。 

特  獎：各組別取最多 2名，獎金 300美元 

公布、收件、揭曉、頒獎期： 
公  布：2020年⼆月 9日公布徵文辦法  
電郵收件：2020年⼆月 10日至 2020年⼆月 27日 
 

請至⼤洛杉磯台灣會館網站(網址: www.taiwancenter.org )下
載實施要點 及報名表，作品請依規定格式繕打。完成後請將稿
件和報名表以 E-mail 寄至 tcgla@taiwancenterla.org 或 
228committeeofla@gmail.com，並電洽 626-307-4881會館
辦公室確認收件，始算完成投稿。(若遇國定假日或星期⼀休館
之日，則請於工作日來電洽詢)。 
投稿作品經主辦單位確認資格符合(含學⽣在學身份、內容原創、
符合主題、字數限制等)會進入決審。主辦單位將由委員會內部
相關領域台僑團體代表進行評選，評分標準包含主題性、創意性、
啟發性、文筆優美及寫作或繪圖技巧。  
揭曉與頒獎：2020年⼆月 29日於⼤洛杉磯 228追思會及台灣
會館官網公告得 獎名單與頒獎資訊，得獎作品也會同時於網頁
上發表供⼤眾鑑賞；居住於南加州地區的得獎者也能獲得機會
參加⼆月 29 日於⼤洛杉磯台灣會館舉辦 的 228 紀念⼤會，當
場發表為時約 5分鐘的作品心得。 
應徵作品限未曾出版、發表或獲獎，並不得抄襲、模仿、改編、
譯⾃外文、擷取網路資料或頂用他⼈名義，如有上述情形，主辦
單位得取消其資格， 追回獎金與獎狀，參賽者並須負⼀切法律
責任。主辦單位保留作品審核及審查參加者資格之權利。參加者
即表同意並遵守 主辦單位之政策規範︐如有違反︐即喪失參
加資格。

參與者 組別 
Group Category 

高中組 (九至十二年級) 
Highschool (Grade 9-12) 

大專院校組 
College and Higher 

參與者姓名 
Name of Applicant 

 

參與者性別 
Applicant Gender □ 男 Male  □ Female 參賽者出⽣日期 

Birthdate 
 

聯絡地址 
Address 

 

聯絡電話 
Tel 

 
E-mail 

 

作品形式 Type of Entry 
(Literary or Art) 

 

作品名稱和簡介 
Entry Title & Info 

 

訊息來源 
How you heard about us 

□ 太平洋時報廣告   □ 網路訊息  □ 親朋好友   □ 社團宣傳 
□ Pacific Times     Internet         Friends     Community Announcements 
□ 台灣會館     □ 其它 
□ Taiwan Center         Others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本人同意依上述徵文比賽實施要點之規定參加徵選。參加者同意授權主辦單位得不限時間、地域、次數，提供公共服務或教育用途、 
非營利性質之公開傳輸、播送與網路使用，不另支付任何費用，不得撤銷此項授權。主辦單位保有活動最終決議權。 

參賽者/ 監護人簽名：            日期： 
SIGNATURE OF             DATE 
APPLICANT/GUARDIAN 



228 Incident Writing Contest Registration Form 
 

Date: 2.9.2020 

Deadline: 2.27.2020 at 6PM 

 
The 228 Writing Contest with a topic of - 228 incident, held by Taiwan Center Foundation of Greater Los Angeles which meant to be a 

rewarding learning experience and challenge for current high school and college students in the North America area.  

 

Taiwan Center Foundation of Greater Los Angeles invite young writers to submit original essays, or poetry with 400-word count in 

Mandarin, or 600-word count in English; Non-writing entries may include drawing, painting, or graphic designing in any type. All 

submissions should be relevant to the theme of the 228 Incident. (Theme:) 

 

Prizes: Two prizes in each category, winning entries will each receive $300 plus a certificate of recognition. The winners will be 

recognized as a part of the 228 memorial event by Taiwan Center on February 29, 2020 and published on the Taiwan Center’s 

website/social media. 

 

Please submit your entries along with the registration form to Taiwan Center at tcgla@taiwancenterla.org. For more information and 

details on the competition, please visit: website or contact Taiwan Center office at tcgla@taiwancenterla.org or (626) 307-4881.  

 

Group Category High school (Grade 9-12) College and higher 

Full Name 
 

Gender 
 

Birth Date 
 

Address 
 

Phone Number           Email Address 
 

School 
 

Type of Entry 
 

Entry Title & Intro 
 

How did you hear 

about us? 

 

 

SIGNATURE OF APPLICATION/GUARDIAN:  ______________________     

DATE: ________________                                             

 

mailto:tcgla@taiwancenterla.org
mailto:tcgla@taiwancenterla.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