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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大學中國信託慈善基金會兒少暨家庭研究中心 

兒少及家庭研究論文獎助學金實施辦法 

                         民國 106 年 5 月 8 日第 5 次行政會議通過 

民國 108 年 6 月 25 日第 6 次行政會議修正 

一、 宗旨 

臺大兒少暨家庭研究中心(以下簡稱「本中心」)為促進兒少及家

庭研究的風氣，培養學生對議題的關懷，鼓勵學生以個人或團體

方式從事高品質論文研究或實務方案，特設置兒少及家庭研究論

文獎助學金。 

二、 申請期程 

     收件自即日起至 109 年 10 月 23 日(五)止，以電郵申請。 

三、 申請資格 

1. 必備條件: 

(1) 國內各大學在學之研究生(含碩、博班)，申請之研究計畫獲

指導教授或授課教師推薦。 

(2) 無領取其他同性質論文獎助學金。 

2. 研究主題條件:(二擇一) 

(1) 研究主題為兒童、少年及家庭等，尤以少子女化應對策略與

家庭支持、兒少保護與家暴防治、兒少物質使用防治等主題

優先錄取。 

(2) 預計使用本中心資料庫，並以論文發表為標的者。 

四、 申請人應繳交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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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申請書 

(1) 個人研究:附件一 

(2) 團體研究:附件二 

(3) 使用中心資料庫分析:額外繳交附件三 

(4) 其他研究費用補助:附件四(限已通過本獎助學金初審者申請) 

2. 研究/實務方案計劃書，內容應包括: 

(1) 中、英文題目 

(2) 中、英文摘要 

(3) 計畫內容: 目的、文獻回顧、研究(行動)方法、預期結果與

研究/實務貢獻(字數在 5,000 字以內) 

(4) 進度期程 

3. 身分證、學生證正反面掃描檔 

五、 審查標準 

1. 研究/實務方案主題具原創性 30% 

2. 內容論述完整、有條理 20% 

3. 研究(行動)方法適切性 20% 

4. 對兒少及家庭領域的貢獻 30% 

六、 獎助辦法說明 

1. 以研究/實務方案計畫為單位，擇優良計劃書 4 名為原則(可從

缺)，每個專案補助新台幣 5 萬元。 

2. 受獎助學生/團體須分二期領取獎助金：初期於計畫書評審通

過後，檢據辦理請款，金額為總獎助金的二分之一；後期於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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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完成(或執行方案完畢)、繳交結案報告一式二本後，檢據辦

理請款，金額為總獎助金剩餘的二分之一。 

3. 受獎助學生/團體於公告獲獎日起算，2 年內需完成研究，並繳

交結案報告，若有特殊需求，可申請計畫展延，每次申請展延

期限為半年，碩士組至多展延 2 次，博士組至多展延 4 次。 

4. 鼓勵受獎助學生/團體參與本中心邀約之相關學術研討座談

會，並有權利優先參與本中心支持之相關活動。 

5. 受獎者在學期間研究計畫若有申請 IRB 或出席國際研討會需

求，費用得視本中心年度預算，經審查評估其重要性，額外酌

予補助(申請表詳如附件四)。 

七、 評審 

由本中心聘請兒童、青少年及家庭相關領域研究學者、或資深實

務工作者擔任評審；如評審中有指導學生參加申請者則須迴避，

以力求公平。 

八、 收件方式 

1. 一律採電郵申請，將應繳交資料合併為一個 PDF 檔案，寄至

本中心信箱:ntucfrc@ntu.edu.tw，電郵後請主動來電確認是否

完成收件，未確認收件手續者，稿件不予受理。 

2. 收件期限以網路公布時間為主。 

3. 資料不全或逾期者不予受理。 

九、 評審結果 

1. 本中心依申請資料進行審查、決定獎助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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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結果公告:獲獎結果將於 109 年 12 月 18 日(五)前公告在本中心

網站，獲獎者將以電郵通知，未錄取者，不另行通知。 

十、 聯絡資訊 

聯絡人: 耿執行秘書 

聯絡電話: (02)3366-1255  

電子信箱: ntucfrc@ntu.edu.tw 

  

mailto:ntucfrc@nt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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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大學中國信託慈善基金會兒少暨家庭研究中心 

兒少及家庭論文獎助學金 申請表 (個人研究) 

姓名  身分證字號  

電子信箱  手機  

通訊地址  

就讀學校  

就讀科系                             系/所       年級 

研究題目 
中文：                                              

英文：                                              

研究指導

教授推薦 

 

 

 

 

 

 

 

 

 

 

                  指導教授簽名：             

□ 我已確實閱讀「兒少及家庭研究論文獎助學金實施辦法」 

 

申請人簽名：                  日期：民國_____年_____月_____日 

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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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大學中國信託慈善基金會兒少暨家庭研究中心 

兒少及家庭論文獎助學金 申請表 (團體版) 

組長姓名  身分證字號  

電子信箱  手機  

通訊地址  

就讀學校  

就讀科系                             系/所       年級 

小組成員 

 

姓名 身分證字號 就讀學校 系所 年級 

     

     

     

     

研究題目 
中文：                                              

英文：                                              

研究指導

教授推薦 

 

 

 

                   指導教授簽名：             

□ 所有小組成員已確實閱讀「兒少及家庭研究論文獎助學金

實施辦法」 

 

組長簽名：                    日期：民國_____年_____月_____日 

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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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大學中國信託慈善基金會兒少暨家庭研究中心 

資料使用保密切結書 

立切結書人              （以下簡稱本人）於民國    年   月   日起，使用國立臺灣大

學中國信託慈善基金會兒少暨家庭研究中心資料庫（以下簡稱貴資料庫）________________

資料檔案，檔案名稱：_____________________，作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之用，並切結下列事項： 

一、資料使用範圍：本人對於使用資料期間所知悉或持有之機密或非機密之任何物品、文

件、磁片、光碟、資料、圖表、電子檔案及其傳輸資料與作業機密之相關文書等，均應

善盡保密義務。除專案階段必要的分析使用之外，不得洩露、幫助、告知、交付、複

製、節錄、改作或以其他任何方式移轉與第三人，或未經台大兒家中心同意進行個案身

分辨識或與其他資料進行串聯分析。使用貴資料庫資料檔案時，不因任何理由侵犯個人

隱私權，亦不作為申請目的以外之用途。資料使用範圍僅限於臺大兒家中心核准之申請

目的、資料使用年限，並僅限於實際參與資料處理人員使用。即使中途因故去職或終止

研究，亦不得洩露相關內容。如因而致生損害於他人者，願負法律責任。 

 

二、資料使用年限及目的變更：資料使用期間如有使用期限展延、申請目的變更（含資料分

析用途或研究成果發表計畫變更）、申請變項增加、實際參與資料處理人員或所屬單位變

更（含去職或終止研究）、個人可辨識資料之資通安全管控措施變更、有其他重大之情事

等情形，應於使用期限屆滿三十日前，以書面方式提出變更。並同意於計畫結束或屆滿

前，銷毀所申請之資料、簽署。 

 

三、統計資料結果正確性及權限：本人所產製之統計結果係於貴資料庫應用聯結資料自行編

製，產製過程已確認聯結資料無誤，公布發表之相關統計結果正確性由本人負責。 

 

四、本人確認已詳細閱讀上述相關規定，完全瞭解其內容，並同意遵守之。若未善盡保密義

務致有錯誤、損毀、滅失或其他不法事情發生，同意立即停止本申請計畫；申請案執行

時間截止時，同意將資料繳回國立臺灣大學中國信託慈善基金會兒少暨家庭研究中心

（以下簡稱貴中心）並自行刪除所申請之資料；如有不當使用或侵害個人隱私，除應依

相關規定追究行政責任外，應依刑法、個人資料保護法等相關規定，移請司法機關偵

辦。如有訴訟之必要，雙方合意以臺灣台北地方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 

 

五、本切結書正本由貴中心收執，影本由立切結書人收執。 

 

此  致 

 

國立臺灣大學中國信託慈善基金會兒少暨家庭研究中心 

附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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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 切 結 書 人：                        （簽章） 

身分證統一編號： 

地          址： 

連  絡  電  話： 

服  務  單  位： 

 

 

※個人資料蒐集告知: 

    以上之資料蒐集僅為作為資料保密切結之證明相關用途之必要範圍內，所進行蒐集、處理

與利用當事人個人資料（屬於辨識個人者，包含姓名、身分證字號與聯絡方式），本中心將遵

守法律規定保障當事人個人資料安全。另立切結書人享有個人資料保護法規定之相關權力。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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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大學中國信託慈善基金會兒少暨家庭研究中心 

兒少及家庭論文獎助學金 其他補助費用申請表 

姓名  身分證字號  

電子信箱  手機  

通訊地址  

就讀學校  

就讀科系                             系/所       年級 

研究題目 

中文：                                              

英文：                                              

獲補助年度            年度 

申請事由 

□訪問  □開會  □研究  □申請 IRB  □其他

_________ 

出訪國家

及地點 
(無則免填) 

 

出國期間 
(無則免填) 

自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止，合計   天 

經費概算 
(請填寫估算

金額) 

□交通費:______________________ 

□行政費:______________________ 

□申請 IRB費用:________________ 

相關證明

文件 

 

 

 

 

 

附件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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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期成效 

 

 

 

 

 

 

兒少暨家庭研究中心審核意見: 

□通過，補助______費___________元(檢據核銷) 

□不通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