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牧文學獎施行辦法
一、宗旨：為鼓勵新詩創作及學者研究楊牧文學，特設「楊牧詩獎」
、
「楊牧研究
論著獎」、「青春獎─詩創作」、「青春獎─詩評論」（以下簡稱本獎項）。
二、對象：
(一)楊牧詩獎：
1. 45 歲（含）以下之中華民國國民，或於台灣地區大專院校就學中之學
生。
2. 45 歲（含）以下之定義為西元 1977 年（含）以後出生者。
(二)楊牧研究論著獎：
1.任職於台灣各大專院校之專兼任教師。
2.就讀於台灣各大學文史科系之碩博士生。
(三) 青春獎：
1. 18 歲（含）以下之中華民國國民，或臺灣地區就學中之學生。
2. 18 歲（含）以下之定義為西元 2004 年（含）以後出生者。
三、施行方式：
(一)楊牧詩獎：
1.專家推薦：由編輯、學者及其他專業人士推薦近兩年內（2020 年 1 月
1 日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已出版成冊詩集，或尚未出版之現代詩作品
40-80 首為主。
2.自行投稿：尚未出版之現代詩作品 40-80 首為主。
3.由東華大學「楊牧文學講座」邀集國內學者專家組成甄審小組，自參
賽作品中挑選優秀之詩作一至兩名，經評審議決後頒發獎金新台幣
150,000 萬元整、獎章乙枚。
(二)楊牧研究論著獎：
1.專家推薦：由東華大學「楊牧文學講座」邀集國內學者專家組成甄審
小組，自兩年內(2019 年 10 月 1 日至 2021 年 10 月 31 日)已發表出版與
楊牧學相關之期刊、專書，及已通過學位口試之碩博士論文中，挑選優
秀之楊牧學研究論著，經評審議決後頒發獎金及獎狀。
2.自行申請：須為兩年內(2019 年 10 月 1 日至 2021 年 10 月 31 日)發表
或出版與楊牧學相關之期刊、專書，或兩年內(2019 年 10 月 1 日至 2021
年 10 月 31 日)所通過學位口試之碩博士論文。
3.論著獎分為兩組：
(1).教師組：
(1)專書一名，每名獎金新台幣 50,000 元整、獎狀乙紙。
(2)期刊及專章二名，每名新台幣 20,000 元整、獎狀乙紙。
(2).學生組：
(1)博士論文一名，每名獎金新台幣 50,000 元整、獎狀乙紙。

(2)碩士論文二名，每名獎金新台幣 25,000 元整、獎狀乙紙。
(三)青春組─詩創作獎：
1.公開徵件：尚未出版及發表之現代詩作品 2 首，總行數 60 行以內。
2.由國立東華大學「楊牧紀念講座」邀集國內學者專家組成甄審小組，
自參賽作品中挑選優秀之詩作三名，經評審議決後頒發獎金新台幣
15,000 元整、獎狀乙紙。
(四) 青春組─詩評論獎：
1.於現代詩領域未出版、發表之單篇詩作評論，總字數 3,000 字以內。
2.所評論文本，必須為楊牧老師之詩作，詩人楊牧之詩集或單篇詩作皆
可。
3.由國立東華大學「楊牧紀念講座」邀集國內學者專家組成甄審小組，
自參賽作品中挑選優秀之詩作評論三名，經評審議決後頒發獎金新台幣
15,000 元整、獎狀乙紙。
(五)以上獎項得經甄審委員會決議從缺或增補。
四、本辦法經國立東華大學「楊牧紀念講座小組」討論確認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第九屆楊牧文學獎辦法
授獎類別

楊牧詩獎


楊牧研究論著獎

45 歲（含）以下之中華民國國 
民，或於台灣地區大專院校就
學中之學生。

45 歲（含）以下之定義為西元
1977 年（含）以後出生者。

教師組：任職於台灣各大專院校
之專兼任教師。
學生組：就讀於台灣各大學文史
科系之碩博士生



獎額 1～3 名，每名新台幣 
150,000 元整(*含稅金)。

以 3～6 名為原則，每名依組別，
分別給予新台幣 20,000～50,000
元整(*含稅金)。



專家推薦：由編輯、學者及其 
他專業人士推薦近兩年內
（2020 年 1 月 1 日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已出版成冊詩
集，或尚未出版之現代詩作品

分教師組、學生組兩組：
1.教師組：
(1)專書一名，每名獎金新台幣

40-80 首為主。
自行投稿：尚未出版之現代詩
作品 40-80 首為主
應選資料：
 請至楊牧書房網站下載
報名表，且勿與文稿一同
裝訂
 具中華民國國籍者請檢 
附身份證正反面影本，不

(2)期刊及專章二名，每名新台幣
20,000 元整、獎狀乙紙。
2.學生組：
(1)博士論文一名，每名獎金新台
50,000 元整、獎狀乙紙。
(2)碩士論文二名，每名獎金新台
25,000 元整、獎狀乙紙。
甄選方式：專家推薦與自行投稿：
1.專家推薦：由楊牧論著獎審議小

具中華民國國籍者請檢
附護照影本。
請提供作品 word 及未鎖
碼之 PDF 格式之作品電
子檔各一。

組評選近兩年內(2019 年 10 月 1
日至 2021 年 10 月 31 日)，與楊牧
學相關論著作品。
2.自行投稿：近兩年內(2019 年 10
月 1 日至 2021 年 10 月 31 日)已發
表、出版與楊牧學相關之期刊論
文或研究專書。
 請至楊牧書房網站下載報名
表，且勿與文稿一同裝訂。

授獎對象


獎額




參選方式





應選者備齊相關資料並以電
子信件、郵寄或親送至本校
（97401 花蓮縣壽豐鄉大學路
二段 1-17 號國立東華大學 楊
牧文學研究中心），以信封裝
袋，且在信封上註明「楊牧紀 
念講座執行小組（楊牧詩獎）」

50,000
元整、獎狀乙紙。



請同時提供作品 word 及未鎖
碼之 PDF 格式電子檔各一。
應選者備齊相關資料並以電子信
件、郵寄或親送至本校（97401 花

收），逾期恕不受理（假日無
法親送以郵戳為憑）。




其他事項





徵獎於 11 月 1 日截止，隔年 2 月底公告，於同年 3 月頒獎。
應選作品若有抄襲、違反比賽規則之情事者，得撤銷得獎資格，且當
事人須為侵犯著作權之行為承擔相關責任。
候選人一經應選，即視同已閱讀並理解且同意遵守本實施簡章各項規
定。
「楊牧紀念講座執行小組」保有修訂與解釋本簡章之權利。
參賽作品已曾獲楊牧詩獎或其他文學獎、研究獎獎項及受其他單位補
助者，不再重覆授獎。

授獎類別
授獎對象
獎額

蓮縣壽豐鄉大學路二段 1-17 號國
立東華大學楊牧文學研究中
心）
，以信封裝袋，且在信封上註
明「楊牧紀念講座執行小組（楊
牧論述獎）」收），逾期恕不受理
（假日無法親送以郵戳為憑）。

青春組─詩創作獎

青春組─詩評論獎




18 歲（含）以下之中華民國國民，或臺灣地區就學中之學生。
18 歲（含）以下之定義為西元 2004 年（含）以後出生者。



以 3 名為原則，每名新台幣 
15,000 元整(*含稅金)。

以 3 名為原則，每名新台幣 15,000
元整(*含稅金)。



公開徵件：尚未出版及發表之 
現代詩作品 2 首，總行數 60
行以內。
應選資料：

公開徵件：於現代詩領域未出
版、發表之單篇詩作評論，所評
論文本必須為詩人楊牧作品(詩集
或單篇詩作)，總字數 3000 字以



請至楊牧網站下載報名
表，且勿與文稿一同裝訂 
 具中華民國國籍者請檢
附身份證正反面影本。
 請提供作品 word 及未鎖
碼之 PDF 格式之作品電
子檔各一。

應選者備齊相關資料並以電

內。
應選資料：
 請至楊牧網站下載報名表，
且勿與文稿一同裝訂。
 請提供 word 及未鎖碼之 PDF
格式電子檔各一。
應選者備齊相關資料並以電子信
件、郵寄或親送至本校（97401 花

子信件、郵寄或親送至本校
（97401 花蓮縣壽豐鄉 大學
路二段 1-17 號國立東華大學
楊牧文學研究中心），以信封

蓮縣壽豐鄉大學路二段 1-17 號國
立東華大學楊牧文學研究中
心）
，以信封裝袋，且在信封上註
明「楊牧紀念講座執行小組（楊



參選方式



裝袋，且在信封上註明「楊牧
紀念講座執行小組（楊牧詩
獎‧青春組詩創作）」收）
，逾
期恕不受理（假日無法親送以
郵戳為憑）。

其他事項

牧詩獎‧青春組詩評論）」收），
逾期恕不受理（假日無法親送以
郵戳為憑）。




徵獎於 11 月 1 日截止，隔年 2 月底公告、3 月頒獎。
應選作品若有抄襲、違反比賽規則之情事者，得撤銷得獎資格，且當
事人須為侵犯著作權之行為承擔相關責任。



候選人一經應選，即視同已閱讀並理解且同意遵守本實施簡章各項規
定。
「楊牧紀念講座執行小組」保有修訂與解釋本簡章之權利。



主辦單位：楊牧文學講座基金、楊牧文學研究中心
指導單位：國立東華大學人文社會科學學院
贊助單位：和碩聯合科技童子賢董事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