苗栗縣政府稅務局
106 年「結合統一發票推行辦理校園租稅標語比賽」活動簡章
一、依據：本局 106 年度結合統一發票推行辦理地區性租稅教育及宣導執行計畫。
二、目的：藉由本比賽，讓本縣國小師生重視租稅的議題，進而瞭解國稅、地方
稅及電子發票等觀念，建立誠實納稅觀念，落實租稅教育往下扎根工
作。
三、指導單位：財政部賦稅署、苗栗縣政府。
四、主辦單位：苗栗縣政府稅務局。
五、參加對象：本縣各國民小學中年級(3、4 年級)及高年級(5、6 年級)學生。
六、作品主題：須與租稅或電子發票有關，例如：
(一)國稅、地方稅。
(二)國家建設、教育經費靠稅收。
(三)慎防詐騙伎倆，避免財物損失。
(四)消費購物利用各式載具儲存無實體電子發票，環保又便利。
(五)水、電、瓦斯、電信等公用事業自 105 年起全面開立無實體電子發票，
中獎主動通知、設立對獎查詢管道，憑繳費單上「載具編碼」兌領獎。
(六)財政謀福利、全民好福氣：輕稅簡政措施。
(七)多元繳稅方法多，省時便利好事多。
(八)稅務申辦多用網路，少上馬路。
(九)其他。
七、作品規格：
(一)字數限 28 個字以內（不含標點符號）
，力求簡潔有力、易記且朗朗上口。
(二)請用繁體中文書寫，字體、格式不拘。
(三)可任選「國語」、
「台語」
、「客語」、
「英語」文字書寫，除國語外，得加
註羅馬拼音或唸法。
(四)每張報名表限填一位參賽者及一則標語作品，同一位參賽者如有多則標
語欲參賽投稿者，請分別填列報名表及作品。
八、參賽方式：
(一)活動簡章及報名表請至苗栗縣政府稅務局網站下載；或於上班時間至本
局或竹南分局索取。
(二)收件時間：106 年 3 月 15 日至 4 月 28 日止（以郵戳為憑）
。
(三)收件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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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郵寄投稿者：以掛號郵寄至苗栗縣政府稅務局服務宣導股收（苗栗市
府前路 46 號）
，信封請註明「參加租稅標語比賽」
。最遲應於 106 年 5
月 2 日下午 5 時前寄達，逾期者一概不予受理。
2. 親自送件者：苗栗縣政府稅務局一樓服務宣導股或竹南分局一樓綜合
管理股(上班日 8 時至 17 時)。
3. 網路送件者：將作品依規定格式傳送至苗栗縣政府稅務局服務宣導股
信箱（e-mail：serv@mlftax.gov.tw）
，主旨請註明「參加租稅標語比
賽」，且務必以電話(037-331900 轉 811)確認已傳送成功。
(四)請依報名表格式填寫後寄(送)至收件地點或以 e-mail 方式寄至指定信
箱（報名表如附件）
。
九、作品評審：聘請專業人士擔任評審工作，如同一人有 2 件以上作品參賽，並
同時入選前三名，擇一從優給獎。
十、評分原則：
(一) 內容創意性 40%
(二) 辭句流利性 30%
(三) 文字技巧性 30%
十一、獎勵辦法：
(一) 國小中年級組：
1. 第一名 1 名：禮券 1,500 元及獎狀乙紙。
2. 第二名 2 名：禮券 1,200 元及獎狀乙紙。
3. 第三名 3 名：禮券 1,000 元及獎狀乙紙。
4. 佳作 6 名：禮券 500 元及獎狀乙紙。
5. 績優學生前三名之指導老師，函請學校依相關規定予以敍獎或指導獎。
(二) 國小高年級組：
1. 第一名 1 名：禮券 1,500 元及獎狀乙紙。
2. 第二名 2 名：禮券 1,200 元及獎狀乙紙。
3. 第三名 3 名：禮券 1,000 元及獎狀乙紙。
4. 佳作 6 名：禮券 500 元及獎狀乙紙。
5. 績優學生前三名之指導老師，函請學校依相關規定予以敍獎或指導獎。
十二、早 鳥 獎 ：為鼓勵各校及早參賽，送件前 10 名者之學校將致贈宣導品， 每
校以 10 份為限。
十三、成績公布：於評審日(另行公告)後一週內公布於苗栗縣政府稅務局網站（網
址：http：//www.mlftax.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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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注意事項：
(一)參賽作品須為本人創作，並為以前年度未參加過本項比賽之新作，無抄
襲、一稿兩投或曾經公開刊登發表等情事，違者本局得逕予取消參賽資
格（作品不另退還）
，如為得獎作品，則追回所有獎項(金)。
(二) 參賽作品概不退件。
(三) 參賽作品須依報名表格式(如附件)並詳填學校、姓名等資料。
(四) 參賽作品如因郵寄或其他不可抗拒原因而損毀，本局不負賠償責任。
(五)得獎作品著作財產權歸本局所有，且得以任何形式擁有再製、公布、發
行或使用等權利，均不另給酬。
(六)得獎名單公布後，依參賽報名表資料將禮券、獎狀隨同公函雙掛號郵寄
送達予各得獎人學校，由學校轉交予得獎學生。
(七)得獎公函如經學校退回，致得獎人自名單公布次日起 30 日內仍未領取獎
項者，則視同放棄；未洽本局領取之剩餘禮劵留作其他租稅宣傳活動之
用。
(八)凡參賽者即視同遵守本簡章之規定，並遵守比賽結果之最終決定，如有
未盡事宜，主辦單位得隨時補充之，並公布於本局網站，參賽者應自行
上網點閱，如有損及參賽權益，不得主張不知情。
(九)相關資訊可至苗栗縣政府稅務局網站 http：//www.mlftax.gov.tw 下載點
閱。
(十) 如有疑問，請以電話連絡本活動承辦人（037）331900 轉 811 黃小姐。
十五、個人資料運用說明
(一)本次活動所蒐集、處理、利用參加者之個人資料，僅用於租稅標語比賽
使用，得奬名單公布於本局網頁起算 30 日後移除。
(二)本局利用個人資料之期間(包括紙本、電腦系統資料庫、電子檔案等)，
僅作為辦理本次比賽評審、郵寄及執行業務所必須保存之期間。
(三)參加者清楚了解本活動蒐集、處理、利用個人資料之目的及用途，並同
意遵守，不同意者無法參加本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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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苗栗縣政府稅務局

106 年「結合統一發票推行辦理校園租稅標語比賽」活動報名表

學校名稱
組別

□國小中年級組

姓名

□國小高年級組
年級

指導老師
(限 1 位,可不填)

作品規格：
(一) 字數限 28 個字以內（不含標點符號），力求簡潔有力、易記且朗朗上口。
(二) 請用繁體中文書寫，字體、格式不拘。
(三) 可任選「國語」
、
「台語」
、
「客語」
、
「英語」文字書寫，除國語外，得加註羅馬拼音
或唸法。
(四) 每張報名表限填一位參賽者及一則標語作品，同一位參賽者如有多則標語欲參賽投
稿者，請分別填列報名表及作品。

標語(一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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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參加對象：本縣各國民小學中年級(3、4 年級)及高年級(5、6 年級)學生。
二、收件時間：106 年 3 月 15 日至 4 月 28 日下午 5:00 止（以郵戳為憑，逾期不
受理）
。
三、作品主題：須與租稅或電子發票有關，例如：
(一)國稅、地方稅。
(二)國家建設、教育經費靠稅收。
(三)慎防詐騙伎倆，避免財物損失。
(四)消費購物利用各式載具儲存無實體電子發票，環保又便利。
(五)水、電、瓦斯、電信等公用事業自 105 年起全面開立無實體電子發票，
中獎主動通知、設立對獎查詢管道，憑繳費單上「載具編碼」兌領獎。
(六)財政謀福利、全民好福氣：輕稅簡政措施。
(七)多元繳稅方法多，省時便利好事多。
(八)稅務申辦多用網路，少上馬路。
(九)其他。
四、獎勵方式：
(一)分為國小中年級組及高年級組 2 組，各組取第一名 1 名：禮券 1,500 元
及獎狀乙紙、第二名 2 名：禮券 1,200 元及獎狀乙紙、第三名 3 名：禮
券 1,000 元及獎狀乙紙、佳作 6 名：禮券 500 元及獎狀乙紙；績優學生
前三名之指導老師，函請學校依相關規定予以敍獎或指導獎。
(二)為鼓勵各校及早參賽，送件前 10 名者之學校將致贈宣導品，每校以 10
份為限。
五、收件方式：
(三)郵寄投稿者：以掛號郵寄至苗栗縣政府稅務局服務宣導股收（苗栗市府
前路 46 號）
，信封請註明「參加租稅標語比賽」
。最遲應於 106 年 5 月 2
日下午 5 時前寄達，逾期者一概不予受理。
(四)親自送件者：苗栗縣政府稅務局一樓服務宣導股或竹南分局一樓綜合管
理股(上班時間：8 時至 17 時)。
(五)網路送件者：將作品依規定格式傳送至苗栗縣政府稅務局服務宣導股信
箱（e-mail：serv@mlftax.gov.tw）
，主旨請註明「參加租稅標語比賽」，
且務必以電話(037-331900 轉 811)確認已傳送成功。
六、活動簡章及報名表請至苗栗縣政府稅務局網站下載；或於上班時間至本局或
竹南分局索取。
七、如有疑問，請以電話聯絡(037)3319005 轉 811 黃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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