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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技部科普計畫 

2018年全國大專校院「文以載數創作獎」徵件辦法 
 

一、 宗旨 

    鼓勵學生構思將理性的數學與感性的文字結合，創作與數學有關的各類文學作品。藉以推

動學生閱讀課外書籍、探索數學知識，並將其轉化為文學作品，以激發學生對數學的興趣及創

意聯想。  

 

二、 主辦單位︰國立勤益科技大學基礎通識教育中心 

補助單位：科技部科教發展及國際合作司大眾科學教育計畫  

協辦單位︰中央研究院數學研究所《數學傳播》(季刊)、《數播線上》、國立勤益科技大學

通識教育學院、國立勤益科技大學計畫辦公室、中國科技大學通識教育中心、文

藻外語大學通識教育中心、蘭陽技術學院通識教育中心、國立臺北科技大學通識

教育中心、亞東技術學院通識教育中心、醒吾科技大學通識教育中心、華夏科技

大學通識教育中心、黎明技術學院通識教育中心、健行科技大學通識教育中心、

南亞技術學院通識教育中心、國立臺中科技大學通識教育中心、大同技術學院通

識教育中心、南臺科技大學通識教育中心、國立高雄海洋科技大學通識教育委員

會、國立高雄應用科技大學通識教育中心、南區跨校通識經典成長社群讀書會、

國立臺灣科技大學通識教育中心、正修科技大學通識教育中心、高苑科技大學通

識教育中心、輔英科技大學共同教育中心、國立虎尾科技大學通識教育中心、醒

吾科技大學通識教育中心、國立臺東專科學校通識教育中心、南開科技大學通識

教育中心、環球科技大學通識教育中心、中華醫事科技大學通識教育中心、崑山

科技大學通識教育中心、僑光科技大學通識教育中心、高雄應用科技大學通識教

育中心、康寧大學通識教育中心 

 

三、投稿條件 

1. 全國大學之在學學生均有資格，投稿組別分一般大學組與技專校院組，可以個人或團體名義

參加(唯團體人數至多3人，團體組成員應隸屬於同一組別（一般大學組或技專校院組)）。 

2. 應徵作品的內容必須將數學相關知識、名詞或概念融入，直接使用或間接借用均可。(作品評

審規範等事項，詳見附件 1；作品範例參見附件 2) 

3. 應徵作品必須由參賽者原創(部分內容若引用其他作品，必須加以註明)，並且未經任何形式在

公眾報刊、雜誌、比賽或網站等場合公開發表，已輯印成書者亦不得再參賽。作品如發現涉

及抄襲或重覆投稿，則依相關法律規定處理；且本主辦單位有權取消其參賽及獲獎資格。 

四、投稿須知 
 

1. 不論以個人或團體名義參賽，每人(團體)參賽者最多共可遞交 3 份作品。 

2. 作品內文須以中文繕打，均以電子檔案繳交。作品檔案包括正文(如附件 3)。請寄副檔名為 

pdf、doc 或 docx 的文件，若因副檔名格式不合需轉檔或毀損等問題而導致作者權益喪失，恕

主辦單位不負責。 



2

 

3. 資料不正確或不足者不予受理。得獎者另須提供較詳細之個人資料、107學年度註冊之學生證

影本、照片及得獎感言，否則取消獲獎資格。 

4. 本次徵件一律採取線上報名，敬請作者上網閱讀同意書、填寫報名資料與投稿。完成報名程

序後，可線上列印報名資料，以資證明。 

投稿網址： http://www.gen.ncut.edu.tw/files/11-1028-4585.php 

 
 

5. 應徵作品、資料請自留備份，原件不予退還。 

6. 得獎者須簽署作品授權書，作品出版權歸屬主辦單位，著作權歸屬作者。惟主辦單位得永久

以任何形式(如上網、光碟、有聲出版、書報雜誌、數位典藏、車廂或車體海報)無償使用其

著作內容於各項非營利之研究、展示及推廣教育，不另支付酬勞、版稅。 

7.  本主辦單位有權將得獎作品適當修改及發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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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徵文類型、獎項與獎勵 
 

1. 徵文類型︰詩歌類與散文類 

2. 獎項與獎勵見下表︰投稿組別分一般大學組與技專校院組。每組均含詩歌類與散文類，文以載

數創作獎獎勵金每組每類取特優3件，每件頒發新臺幣5000 元及獎狀、優等5件，每件頒發新臺

幣3000 元及獎狀、佳作8件，每件頒發新臺幣1500 元及獎狀。 

   詩歌類與散文類 
 

名次 件數 獎勵 

特 優 3件 新臺幣5000 元及獎狀 

優 等 5件 新臺幣3000 元及獎狀 

佳 作 8件 新臺幣1500 元及獎狀 

3. 特別說明 

若作品獲數學傳播季刊之《數播線上》錄取刊出，將於《數播線上》網頁上刊出。 

  

4. 歷年全國技專校院「文以載數創作獎」得獎作品連結。   

 http://www.gen.ncut.edu.tw/files/11-1028-4585.php 

六、收件、截止、揭曉日期及頒獎相關事宜─ 

1.  收件：2018 年 9  月 28 日開始收件，至 2018 年 12月 17 日止。繳交日期均以工作站伺服器時

間為準，逾期不受理。 

2.  揭曉：預計 2019 年 2 月 18 日得獎名單公佈於國立勤益科技大學基礎通識教育中心，網址如下

: http://www.gen.ncut.edu.tw/files/11-1028-4585.php。 

3.  頒獎：各類得獎人名單公佈後，另行通知頒獎辦法。  

七、本徵件辦法如有未盡事宜，得修訂後公告於國立勤益科技大學基礎通識教育中心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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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作品評審規範 
1.  所有參賽作品必須符合規格。各體例作品的評審準則如下~ 

 

作品類別 基本要求 評審準則 約佔比重 

 

 

詩歌類 

以數學相關知識為媒介創作，形式可包括

簡訊、詩、排句等等，內容與使用的數學

名詞、概念呼應程度愈高者尤佳。 

創意度 30％ 

與數學的相關程度 30％ 

生動有趣的表達方式 20% 

精煉、準確的文字 20％ 

 

 

散文類 

以數學相關知識為媒介創作散文，內容

與使用的數學名詞、概念呼應程度愈高

者尤佳。 

創意度 30％ 

與數學的相關程度 30％ 

生動有趣的表達方式 20% 

精煉、準確的文字 20％ 

2.  初、複選作業由本校邀請校外數理領域與文學領域專家共同組成評選團。 
 

3. 若評審認為作品未達水準(或超乎預期)，得決議酌減某類別錄取名額(或是增加某類別得獎名額)， 

而主辦單位亦因此得在獎金總值不變的情況下調整獎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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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作品範例 
一、詩歌類 

1.  簡訊範例 

一個零對另一個零說：「讓我們在一起吧！我許你一個無限大的未來～」  

作者︰蘇珮瑄、陳若瑜 
(已刊登於「數學傳播季刊」149 第38卷第1期第 21 頁) 

 

2.  小詩範例 

《小數點》  

我是仰望實數的小數點， 
 

站立在數大的人群裡， 
 

只是默默地與旁人對視， 
 

而彼此間是說不上一句話的小配角色， 
 

從遠端看下來，我是多麼的渺小， 
 

但，需要我在整數和小數的中間畫上分界點時， 
 

那時的我是不能缺少的主角。  

作者︰唐翊寧 

(已刊登於「數學傳播季刊」149 第38卷第1期第 29 頁) 
 
 
《拋物線》  

時間留在去年相遇的頂點  

我站在焦點上 你站在準線那一端  

在相等距離的期待下我們彼此靠近  

我們期待彼此成為生命中完美的頂點  

然而現實是如此 

離開的那一天 我還記得  

從最高的頂點 你我  

朝著不同方向 墜落........... 

時間走來了今天  

回憶起那一天 我還記得  

從最低的頂點 你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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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著不同方向 邁進............  

不完美的頂點 彼此卻成長  

畫一個完美的弧線 

我們在兩端無限延伸 不再相交。  

拋物線無限的走 彎不了圓  

我明白至少我們能 

順著那弧度  

綻放笑容。 

作者︰鄭羽彤 
(2016年全國技專校院「文以載數創作獎」詩歌類特優。已刊登於「數學傳播季刊」

161 第41卷第1期第 95 頁) 
 

 

3.  排句範例 

《愛情的數學難題》 

愛情一言難盡 
 

  用四捨五入 
 

  用加減乘除 
 

  用歸納證明   
 

都無法畫成一個同心圓  

作者︰吳姝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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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散文類 
 

1. 
《戰爭與和平之男女篇》  

對身為男人的我而言，女人就像那無理數，你永遠猜不透她們。她們的語言就像那函數， 

明明看似簡單一句話，卻有許多的結構與意涵，令人費解，必須不斷演算、證驗；她們的要求 

像天上繁星一樣，如同無限小數，永無止境。在她們眼中，男人的缺點永遠是無條件進位，而 

自己的缺點卻無條件捨去。 

男人只要和一大群女人在一起，就可以強烈地感受到她們手中所握著的分配律。她們話語 

笑聲聒喋不休，彷彿是一串串繁複的多項式，而此時的男生就如同孤獨的質數，只能靜默一旁， 

和 1 相濡以沫。 

對於身材，女人只在乎磅秤上的公斤數及 BMI［公斤÷身高 2］；男人則關心女人身材的誘 

人曲線 38、24、38。對於流行服飾，女人在意的是名牌、線條、比例、款式；而男人緊盯的卻 

是吊牌上的位數、尾數有幾個 0。女人都說男人不懂她們，因為她們的浪漫與感性不是用歸納、 

分析就可以證明；男人也覺得女人不懂他們，因為他們的理性也不是只靠感覺就能得到印證。    

然而人生很奇妙，如此反差極大的男女湊在一起，只要能通過心靈與時間的考驗，兩人針鋒相

對的銳角會慢慢轉變成鈍角，甚至變成兩個無鋒背對的半圓弧，最後攜手畫出人生最燦爛的圓。  

原稿作者︰宋秉軒 
 

2. 
《當我遇見孔丘和畢達哥拉斯》  

一談到數學，讓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畢達哥拉斯先生了；說到文學，則中國偉大的思想導 

師--孔子，可就當仁不讓。巧妙的是，這兩位剛好生在同一時期。 

西元前 551 年中國偉大的聖人出生了，孔丘先生一生習禮樂、創私塾、教人民，就在他 21 

歲時，薩摩斯島出生了一位小男嬰--畢達哥拉斯。在那個時代，別說讓兩位交談了，就連讓兩 

位大師見面，都是不可能的事，又怎麼產生交會時互放的異彩。而今，我們生存在科技蓬勃的 

時代，無論是孔子的仁義倫理之說，或者畢達哥拉斯的勾股定理，想必都能夠緊密的串連融合。 

我曾經想像過，如果孔丘和畢達哥拉斯這兩位帥哥同時出生在 21 世紀的話，那麼他們見面 

時，應該會是怎樣的呢？我猜想孔子應該會像我們一樣學習英文，留學國外，從事一些上網、 

滑手機的手指運動。在某個機緣之下，在網路上遇見了畢達哥拉斯，各自討論著自己的理念、 

哲學，兩人也因而互相傾慕不已。也許兩人會進而結成忘年之交，並且口沫橫飛地討論多元家 

庭，這該是多有趣的畫面！ 

《後漢書．禰衡傳》記載：「衡始弱冠，而融年四十，遂與為交友。」在晉朝張隱所寫的《文 

士傳》也曾提到禰衡和孔融結交為好友的時候未滿二十歲，孔融已五十歲了。正是因為孔融看 

重禰衡是個人才，所以才願意結納。雖然我騁思幻想，天馬行空，透過閱讀他們的文字、故事， 

重新倒帶經驗他們的思考歷程，我與他們就如同是孔融與禰衡一樣，彷彿已認識多年，成為感 

情最為深切的朋友；也如同和他們談了一場華麗的戀愛，而邂逅仍在進行中，我們之間已成為 

難解的聯立三角方程式。 

原稿作者︰鄭歆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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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數字主義的諷刺》 

長大以後，我才知道，數學是一種邏輯。它是一種我們來認識世界的工具，嘗試讓一切

「合理化」。 

我也知道了，我們是活在了一個數字的世界，人們的價值可以用數學計算出來，就像是

阿基米德用窮盡法算出池塘面積一樣。於是人們嘗試衡量自己，用一次算式、不等式、方程

式，累積著一疊疊數字，這時侯數字有了新的名字一「錢」。 

這個數字的新名字，賦予了數字無與倫比的力量，我們可以用這個數字，買到一切，甚

至是生命。在我所存在的世界裡，有一些擁有很多數字的人，他們分了一些數字給沒有數字

的人：「你們代替我在這裡做事，我給予你們數字。」而那些擁有很多數字的人，將他們做

的那些事情包裝成商品，用來和其他人換取數字。這個擁有很多數字的人叫做「資本家」、沒

有數字的人叫做「勞工」，資本家給予勞工用生命換取數字的算式叫「工作」，他們從算式分

到的數字有另一個稱呼一「薪水」，而資本家則從算式中得到另一種數字一「利潤」。 

所有的資本家都掌握著某種秘密的方程式，可以讓勞工在這個算式中，獲得的薪水永遠

小於利潤。 

而提供資本家方程式的人是一種數學家，他們有個稱呼：「經濟學家」，他們每天想著如

何把資本家的數字套入遞增單調函數，讓資本家擁有更多數字。閒暇時則是創造幾個算式，

或是一些奇怪的數學題解法，來混淆勞工的視聽，僵化勞工的思想，說服勞工跟著他們的方

程式走，偶爾出幾個不等式，把勞工的薪水換成自己的數字。 

在這成功的數字主義世界裡，這一切都理所當然，一切都是數學，均能合理化。但是細

想，數字本身只是一串號碼，真正賦予它力量的是制度，而制度是人們共同創造出來的，像

是  price(gold(x))=gold(price(x))一樣毫無意義、毫無邏輯。 

建築了一切人類世界的數字，其基石竟然是與之背道而馳的無邏輯，這算不算是數字主

義的諷刺呢？ 

 
作者︰張立佐 
(2016年全國技專校院「文以載數創作獎」散文類特優。已刊登於「數學傳播季刊」161 第41卷

第1期第 96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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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參賽作品正文) 

投稿組別：□一般大學組 □技專校院組 

投稿類別：□詩歌類  □散文類 (請務必於以上二類勾選一種) 

作品名稱︰ 

正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