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金笔奖2021  

全国短篇小说及诗歌创作比赛 

 
参赛条款与细则  

 

参赛者提交报名表格，即表示同意且接受以下列明的所有条款与细则：  
 

1. 参赛资格  
 

1.1 比赛只限新加坡公民及永久居民参加，年龄不拘。  
 

1.2 比赛只开放给尚未在参赛组别（即短篇小说或诗歌）出版个人作品的人士报名。 “个

人作品”指的是已出版、销售或商业发行的文学创作。曾在学刊或选集（无论电子或印

刷形式）发表及刊登作品的作者则不受上述条例限制，欢迎参赛。  
 

1.3 曾在历届比赛赢得冠军的参赛者，只能在其尚未获得冠军的组别参赛。  

 

1.4  艺苑公司 (Arts House Limited) 以及国家艺术理事会属下的职员一概不得参赛。  

 

1.5  参赛者可提交多份作品，但每份作品必须符合所有参赛条款与细则。所有参赛作品也

必须是尚未出版的个人原创。  
 

1.6  参赛者可选用英文、华文、马来文或淡米尔文投稿。  
 

1.7  参赛作品必须是尚未出版（无论电子或印刷形式），或被大众媒介（例如互联网、广

播电台、电视台、报章或杂志等）采纳且刊登的作品。 “已经出版”的作品也包括在学

刊或选集（无论电子或印刷形式）上刊登的作品。  
 

1.8  曾在本地或海外比赛中获奖的作品恕不接受。一旦发现参赛作品曾在本地或海外比赛

中获奖， 将被取消参赛资格。  
 

1.9  在比赛结果公布之前，参赛者不得将参赛稿件提交至其他比赛，出版物或大众媒介。  
 

1.10  翻译或集体创作一概不接受。 

  

1.11  参赛者在知情的情况下提供不准确或具误导性的资料，将被取消参赛资格。 

 

2. 原创性 

2.1  参赛者需确保所有参赛作品都是原创。“原创”指的是作者（即参赛者本人）在没有任

何第三方的显著辅助或影响下，独立完成的独家创作。 

2.2  参赛作品一旦被发现非“原创”（即抄袭或非参赛者本人撰写），或抵触金笔奖的任何

一项条款与细则，将被取消参赛资格。参赛者也同意维护及保障主办方（即艺苑公

司）无须就其参赛决定、个人疏忽或故意失责引致的申索、损失、损害、惩罚、开支

以及其他直接或间接造成的责任，提供任何赔偿或承担任何责任。 

  



3. 比赛组别 

3.1  比赛共分两组，参赛者能以四种语文（英文、华文、马来文和淡米尔文）进行创作： 

(i) 短篇小说 

(ii) 诗歌 

3.2  各组别均不设题目或主题限制。 

 

4. 来稿须知 

4.1 参赛者必须根据参赛组别提交一则短篇小说或一组诗作。 

4.2  各组字数规定： 

组别  字数限制*  

短篇小说  每份作品只限提交一篇不超过 5000 字的小说（字数无下

限）。  

诗歌  每份作品需包括五首诗。字数不限。  

*字数限制不包含作品题目以及标点符号。超出字数的作品将被取消参赛资格。 

4.3  所有来稿必须根据以下格式提交： 

 作品格式 

 

a.  

 

所有稿件必须以打字文件提交，建议使用双行距，页边距上下左右各 1 英寸。  

i. 英文和马来文稿件，请用 Arial 字体，14 号。  

ii. 华文稿件，请用 Sim Sun 字体，14 号。  

iii. 淡米尔文稿件，请用 Unicode 字体（如 Latha），14 号。  

 

 

b.  

 

除了作品题目，请勿在稿件填写姓名、地址或任何识别标记。  

 

c.  

 

提交短篇小说的参赛者需在稿件的最后一页注明作品总字数。  

 

d.  

 

稿件的每页必须清楚注明页数。  

 

  



5. 报名程序 

5.1  所有报名费都必须通过官方网上平台缴付（链接将于 6 月 1 日开放至 8 月 2 日）。参

赛作品提交也必须通过该平台。艺苑公司谢绝一切面对面的作品提交或询问。 

5.2 在进行网上提交之前，请预先准备好以下项目： 

i. 用英文书写的作者简介（100 字以内） 

ii. 稿件的 PDF 版本（不超过 5MB） 

iii. 利用 PayNow 付款的电子银行或支付程序 

5.3  在网上平台提交时若遇到困难，请致电或电邮 10.3 所提供的热线号码或电邮地址。 

5.4  每份投稿必须缴付 16 元报名费（含消费税）。报名费恕不退还，也不得转让。 

5.5 报名费可通过 PayNow 缴付给艺苑公司。 

AHL 的 PayNow 账号是：UEN No. 200210647W (Arts House Limited) 

参赛者也可以使用手机上的银行应用程序扫描下方的二维码来缴付报名费。请在参照

 编号那栏输入“GPA<身份证号码> ”（例如 GPA S1234567A）。 

 

5.6  参赛者若提交多份作品，无论同组别与否，须为每份作品缴付个别报名费。 

5.7 支付报名费后，恕不允许退出、更改或转让申请。 

5.8  逾期提交者、字体难以辨读或者资料不齐全的参赛作品恕不处理，主办方也不受理和

 参赛作品被拒有关的申诉。 

5.9  不符合第 4 点和第 5 点规定的准则和要求的参赛作品将被取消参赛资格。 

 



6.  评审 

6.1  四种语文每个参赛组别的作品将由两位新加坡籍和一位海外专人组成的评审团进行评

审。 

6.2  所有参赛者的个人资料将受严格保密，在比赛过程中只有艺苑公司知悉。然而，艺苑

公司可能在比赛结束之后，向有关评审透露参赛者的名字以及联系资料。 

6.3  评审团有权决定是否颁发任何一份奖项。 

6.4  比赛结果以评审团决定为准，一切有关最后结果的申诉，恕不受理。 

 

7. 奖项 

7.1 短篇小说及诗歌的各个语文项目（英文、华文、马来文和淡米尔文）将各自颁发以下

 奖项。 

冠军：7000 元现金、奖座和奖状 

亚军：5000 元现金和奖状 

季军：3000 元现金和奖状 

7.2  各组的每个语文项目或将额外颁发多达三份荣誉奖，每份包含 500 元现金。 

7.3  若比赛结果出现两名冠军，冠军和亚军的奖金将合并平分给两名冠军得主。若比赛结

 果出现两名亚军，亚军和季军的奖金将合并平分给两名亚军得主。若比赛结果出现两

 名季军，得奖者都可获得原定奖金，无须平分。 

7.4  评审团若无法选出冠、亚或季军作品，主办方或颁发 500 元的优异奖取代。 

 

8. 比赛结果与颁奖典礼 

8.1  颁奖典礼将于 2021 年 11 月或 12 月举行。 

8.2  所有得奖者必须出席颁奖礼。得奖者将于典礼前接获有关详情。 

8.3  无法出席颁奖礼的得奖者须事先通知主办方，并获得主办方同意，才能委派一名代表

到场代为领奖。临时缺席或没有人代领的得奖者，将被视为放弃奖项和奖金。 

8.4  得奖名单将在颁奖礼后发布于艺苑公司的网站。 

8.5  参赛者若对比赛结果有任何异议，主办方将以评审团决定为准，一切有关最后结果的

 申诉，恕不受理。 

 

 

 

 

 



9.  知识产权 

9.1  除非另行注明，否则作品的所有版权，包括初版的权利，都属得奖人所有。“初版” 指

的是任何电子或印刷版的书籍、期刊或出版物的首次出版和售卖（由艺苑公司决

定）。 

9.2  在任何情况下，就任何优胜作品的初版，艺苑公司享有优先拒绝权。得奖者若接获有

关得奖作品（a）出版或（b）复制的邀请，无论是印刷或其他形式，都须马上通知主

办方。如果艺苑公司选择行使出版权，则艺苑公司有权与任何具信誉的出版社协议出

版得奖作品。 

9.3  尽管之前所述，艺苑公司保有权利将所有得奖作品摘录免费收入其档案及在官网 

（ www.artshouselimited.sg/gpa ）公开发布。 

9.4  无论何时出版，得奖者在每份出版物都须清楚注明“[诗歌或小说题目]的作者[作家姓

 名]是 艺苑公司主办的 2021 年金笔奖[冠军/亚军/季军]得主”，以示对金笔奖和艺苑公司

的承认。这项注明应同其他声明和国际标准书号（ISBN）列在出版物的版权声明页

面。 

9.5  在主办方的邀请下，所有参赛组别的得奖者有义务在公开场合、电视或广播节目中朗

 读得奖作品，和/或参与跟金笔奖相关的访谈。得奖者将不会因此获得额外报酬。 

9.6  艺苑公司保有权利在无须支付参赛者任何报酬的情况下，记录及拍摄所有或部分与比

赛相关的活动供广播和宣传用途。这些内容的版权将全归主办方所有。 

 

10. 其他 

10.1 艺苑公司保留修改比赛规则和条例的权利。 

10.2 如有任何争议，本条款和细则遵循新加坡法律。 

重要日期 

日期 事项 

2021 年 6 月 1 日 网上征稿开始  

2021 年 8 月 2 日晚上 11 点 59 分 网上投稿截止  

2021 年 11 月或 12 月 颁奖典礼  

 

10.3 如有任何问题，可通过以下方式联络主办方： 

电邮：gpa@artshouse.sg 

电话：+65 8246 0877 

办公时间：周一至五上午 9.30 分至下午 5 点 30 分（公定假日除外） 

mailto:gpa@artshouse.s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