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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願是你的風景」 

第一屆羅葉文學藝術獎 

 用文藝形塑風土，綻放台灣人文風景 

 

詩人羅葉，已經離開塵世十年，但文字依然活現。 

 

羅葉的詩，或許是台灣第一次自主和穹宇連線的情書。 

 

科技部在 2018年對國人公布了一張由福衛五號衛星拍攝的台灣全景無雲

圖，所搭配的正是詩人羅葉寫給台灣家鄉的情詩「我願是你的風景」，詩文中從

空中俯瞰家園，看見激流、巨石、西瓜、沙河床，而這些具體的景物，又在羅

葉筆下轉化成高歌、低吟與詩句，就像福衛五號拍攝的台灣動人的風景。 

 

2019年 6月，大提琴家張正傑的《尋找羅葉》詩與音樂的對話讓慈心華德

福師生以一種創新的方式與羅葉老師的詩穿越時空來敘舊。在 2020年，我們進

一步思考：如何讓羅葉詩人的文藝精神延續傳承？我們將拾起葉葉思念，繼續

傳誦羅葉老師對自由社會、多元價值、深情愛土的文學精神與意志，第一屆羅

葉文學藝術獎即因應而生。 

 

《第一屆羅葉文學藝術獎》讓我們一起從《我願是你的風景》漸次甦醒，

以文學或藝術創作出您對家鄉的深情與熱忱，創作主題不限，鼓勵有興趣的朋

友在這特別的時刻裡共創盛舉。在此邀約熱愛文學與藝術的朋友們、支持羅葉

詩人/老師的朋友們，您除了可以投稿文學或藝術作品外，我們也很需要您以隨

喜善款支持《羅葉文學藝術獎》舉辦之所需經費，感恩您的大愛與鼓勵！願意

贊助支持《羅葉文學藝術獎》經費，請與財團法人人智學教育基金會

(03)9592680*101張小姐聯繫。 

 

一、活動主旨 

緬懷詩人羅葉的創作精神與關懷社會風格，《羅葉文學藝術獎》鼓勵多元價

值、社會參與、自由之愛、轉型正義、土地關懷、為弱勢發聲、土地認同等核心

價值，徵件類別包含文學類與藝術類，邀請受羅葉文學激發之原創作品踴躍投件。 

啟動《第一屆羅葉文學藝術獎》之際，全世界正面臨著新型冠狀病毒肺炎

之疫情動盪，人類如何互相鼓勵在生活中仍能保有愛與希望，以生命之光散發

愛與溫暖，在危機與未知裡，提煉出在不定局中的安定力量？《第一屆羅葉文

學藝術獎》特別在文學類增設「生命之光」年度特別獎，希望延續著羅葉詩人

愛人愛土的精神，為世界帶來多一份愛與救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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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主辦單位 

承辦單位 / 財團法人人智學教育基金會 

合辦單位 / 宜蘭縣立慈心華德福教育實驗高級中等學校 

協辦單位 / 慈心高中羅葉文學藝術獎籌劃小組 

 

三、收件日期 

自 109年 3月 28日起開始收件，至 109年 7月 11日截止，逾時恕不受

理。 

四、參加辦法及收件方式 

請上「第ㄧ屆羅葉文學藝術獎」專屬活動官網

（https://luoyeaward.wixsite.com/mysite）下載報名表及授權同意書，

填妥後連同作品一併以電子郵件及郵寄掛號方式寄至「269宜蘭縣冬山鄉

香和路 300號 2樓 第 1屆羅葉文學藝術獎工作小組收」或親送財團法人人

智學教育基金會羅葉文學藝術獎工作小組，並在信封上註明「徵選類別」

(文學類/藝術類/生命之光」年度特別獎)，文學類加填「參選組別」(學生

組 9-12/6-8年級/成人組)。 

五、徵選類別及獎勵方式  

(一)徵選類別 

1.文學類：須以中文創作 

(1)參選組別 

   ①學生組： 

-全國高中組9-12年級 

-慈心華德福學校國中小組6-8年級 

   ②成人組：各大專院校學生、社會人士 

(2)文類與字數限制： 

1. 新詩（包含童詩）：40行以內 

2. 散文：1200〜3600字 

3. 小說：〜20000字 

(3)徵文主題：以社會參與、自由之愛、轉型正義、土地關懷、為弱勢發

聲、土地認同等核心價值等主題均歡迎投稿。 

2.藝術類 

(1)目的為「再生羅葉」。以羅葉的詩文意象，再現視覺或聽覺上的美

感，抒發情感，發揮想像力（任何形式皆可）。藝術類不分組亦不排

名。 

(2)類別與形式不限（繪畫、設計、音樂、攝影、舞蹈、朗誦、泥塑、木

工、金工......）。 

3.文學類「生命之光」年度特別獎：創作主題需從新型冠狀病毒疫情所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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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之相關抒發、省思或轉化，為人類社會帶來正面能量之作品。 

  (1)不分組收件。投稿以新詩、散文或小說皆可，將綜合評選出一件作品。 

(2)文類與字數限制： 

      新詩（包含童詩）：40行以內 

      散文：1200〜3600字 

      小說：〜20000字 

 

(二)獎勵方式 

得獎作品頒發獎狀與獎金，獎金如下： 

1.文學類 

(1)文學類成人組 

①新詩 

第一名：10,000元整 

第二名：8,000元整 

第三名：5,000元整 

優選3名：每名2,000元整 

 

②散文 

第一名：10,000元整 

第二名：8,000元整 

第三名：5,000元整 

優選3名：每名2,000元整 

 

③小說 

第一名：12,000元整 

第二名：10,000元整 

第三名：8,000元整 

優選3名：每名3,000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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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文學類學生組 (高中組) 

①新詩 

第一名：10,000元整 

第二名：8,000元整 

第三名：5,000元整 

優選5名：每名2,000元整 

 

②散文 

第一名：10,000元整 

第二名：8,000元整 

第三名：5,000元整 

優選5名：每名2,000元整 

③小說 

第一名：12,000元整 

第二名：10,000元整 

第三名：8,000元整 

優選5名：每名3,000元整 

 

(3)文學類學生組(慈心華德福學校國中小組6-8年級) 

①新詩 

羅葉賞: 5名/獎勵：1,000元禮券 

②散文 

羅葉賞: 5名/獎勵：1,000元禮券 

③小說 

羅葉賞: 5名/獎勵：2,000元禮券 

 

2.藝術類：評審團獎3名：每名10,000元整 

 

3.文學類「生命之光」年度特別獎：1名。20,000元整 

 

六、參選者資格限制 

(一)作品必須未在任何一地報刊、雜誌、網站、部落格等公開媒體發表。  

(二)已參加比賽得獎、已獲文學補助之作品、或已輯印成書者，不得參選。 

(三）作品不能同時參加其他徵文活動或文學或藝術補助申請案。 

(四)違反上述規定者，將撤銷得獎資格，並追回獎金及獎狀。 

 



5 
 

七、評審方式 

(一)評審作業：文學類、藝術類均採為初審及決審兩階段進行，7月底完成初

審，8月底完成決審，9月初公告得獎作品。初審及決審皆組成評審委員會

評審之。 

（二）作品如未達水準，得由決選評審委員決定從缺，或不足額入選。 

 

八、注意事項 

（一）得獎作品之作者享有著作人格權及著作財產權，並授權財團法人人智學

教育基金會及宜蘭縣立慈心華德福教育實驗高級中等學校於該著作之著

作存續期間，在任何地區、任何時間以任何方式利用。著作人不得撤銷

此項授權，且財團法人人智學教育基金會及宜蘭縣立慈心華德福教育實

驗高級中等學校不需因此支付任何費用。 

（二）參選者可同時報名文學類及藝術類，文學類每人以兩篇為限，藝術類以

兩件為限。倘未依規定送件，將取消參賽資格，不列入評選。 

（三）參選文學類作品請以 A4 紙張列印一式6份送件，格式為橫式直書電腦繕

打、word 12號新細明體，右邊裝訂送件(小說類需編頁碼)。交件請含作

品電子檔及一式6份印製文件掛號郵寄、報名表(電子檔及印製文件) 。

投稿信箱：luoyeaward@aef-yilan.org   

（四）參選藝術類作品若為平面與新媒體創作可繳交電子檔，立體類請繳交原

稿原件。每件作品請交作品名稱及200字內的創作理念，並說明其與羅葉

作品之關聯。投稿信箱：luoyeaward@aef-yilan.org 

（五）參選作品及資料請自留底稿，恕不退件。 

（六）參選者請於報名表上詳載個人資料及作品相關說明，作品上請勿書寫或

印有作者姓名及任何記號。 

（七）來稿字數不合規定者，將不列入評選。 

（八）抄襲或者侵害他人著作權之作品，除取消得獎資格、追回稿酬及獎狀，

一切法律責任由參加者自行負責。 

 

九、得獎名單揭曉：將於 109 年 9月間在活動專屬網站上公佈得獎名單（除得

獎者以專函、專電通知外，餘不另行個別通知）。 

 

十、本辦法如有未盡事宜，得隨時修訂補充或洽詢(03)9592680 *101。 

 

  

mailto:luoyeaward@aef-yilan.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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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您獻上羅葉詩人的《我願是你的風景》，祝福無垠。 

 

《我願是你的風景》 

想妳的時候我會連線衛星地圖 

自萬呎高空俯瞰妳側臥於島嶼邊緣 

層巒蓊鬱的髮捲，縱谷舒朗的神韻 

礁岩與灘岸聯手勾勒出婀娜軀線 

蔚藍裙襬上飜舞著浪白蕾絲邊 

那樣子斜枕奇萊，看不出是睡或醒 

我只好放大比例尺鷹旋下探 

緩緩迎向妳峽谷明眸的笑靨 

依稀認出激流是高歌，巨石是低吟 

西瓜是妳甜美的詩句隨興寫在沙河床 

颱風是季節捎來的書信，黑潮是項鍊 

地震是亙古的母親時而輕搖妳的夢境 

白雲是浪子——妳漂泊歸來的愛情 

經常站在懸崖上遠眺海面 

鯨豚隱現是他流落異鄉的倒影 

我如此屏息守候而寧願妳未曾察覺 

就像玉米田可以不認識北回歸線 

或許在寂寥的午後，或許夜闌與黎明 

蔗園、部落、林道、峭壁、沖積扇 

默默我願漂流成妳沿途的風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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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屆羅葉文學藝術獎」徵文活動報名表 

＊請詳填以下資訊 

1.徵選類別 文學類  藝術類     文學類「生命之光」年度特別獎 

2.文類或藝術類別 

文    類  新詩 散文 小說  

藝術類別  平面與新媒體創作 立體類  

3.文學類組別 
成人組 學生組 -高中組9~12年級  

學生組-慈心華德福學校國中小組6-8年級 

4.作品題名 
 

5.行／字數 

＊新詩請註明行數，小說、散文請註明字數，藝術類免填此欄位，文學類請填寫 

 

6.作者姓名  7.筆名  

8.出生日期 西元_________年_________月_________日 9.性別  

10.學生組填寫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校名)____________年級_____________班 

11.聯絡地址  

12.聯絡電話 
（家）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公）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手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e-mail）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１3．作者簡歷（請以 100字以內書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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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屆羅葉文學藝術獎」 

著作權授權同意書 
 

 

本人特此聲明同意下列之情形： 

 

一、 遵守本次徵文辦法之規定，擔保參賽作品的著作權皆屬本人所

有，如有剽竊他人之情事，經查證屬實，所產生法律責任由本

人自行負擔，與主辦單位無關。 

二、 得獎作品得由承辦單位出版，本人亦享有著作人格權及著作財

產權。 

三、 本人同意無償授權財團法人人智學教育基金會及宜蘭縣立慈心

華德福教育實驗教育高級中等學校將得獎作品以任何形式（如

展覽、上網、光碟、平面出版、有聲出版、刊登書報雜誌、數

位典藏、公共藝術…等）推廣使用，並不需另支稿酬及版稅。 

四、 參選作品若發生下列情形之一，承辦單位得取消其參賽及得獎

資格，並追回獎金、獎狀，侵犯著作權部分，自行負責： 

1、抄襲、翻譯他人作品或冒名頂替參加者。 

2、作品曾於平面媒體及網路公開發表者。 

3、作品曾參賽並獲獎者或作品正在參加其他文學獎者或即將

刊登者。 

立同意書人： 

簽  章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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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屆羅葉文學藝術獎」送件資料確認表 

 

文學類： 

□ 作品電子檔  

□ 作品印製文件（勿標註姓名） 一式 6份 

□ 報名表(電子檔及印製文件) 1份 

□ 授權同意書（親筆簽章） 1份 

藝術類： 

□ 平面及新媒體創作作品電子檔（勿標註姓名）  

□ 立體類作品（勿標註姓名）  

□ 報名表(電子檔及印製文件) 1份 

□ 授權同意書（親筆簽章） 1份 

 

※投稿信封上請註明「徵選類別」及「參選組別」。 

 

※請注意，此清單僅供投稿者，進行送件資料最終確認。有關各體例規定及注意事

項，仍應詳讀徵文辦法，以免不符參賽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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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69 

宜蘭縣冬山鄉香和路 300 號 2樓 

財團法人人智學教育基金會 

第一屆羅葉文學藝術獎工作小組  收 

 

徵選類別：文學類藝術類 

          文學類「生命之光」年度特別獎 

參選組別：成人組 學生組-高中組9~12年級  

          學生組-慈心華德福學校國中小組6-8年級 

(寄件人地址及姓名) 掛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