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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雷震公益信託獎學金頒發辦法 

 

一、 目的：  

為紀念雷震先生對台灣自由、人權、民主之貢獻，特設置「雷震公益信託

獎學金」（以下稱本獎學金）。  

二、 申請資格：  

凡經教育部立案之國內外大學或獨立學院大學部及研究所（含碩博士班）

學生及 2019 年以後（含）取得學位之博士、碩士均可申請。  

三、 申請組別： 分成大學生組、研究生組及研究所畢業生組三組  

（1）大學生組：指定閱讀雷震相關書籍，撰寫讀書心得或小論文 (請

加註出處並採學術格式撰文 )。  

（2A）研究生組（學術論文）：博士班及碩士班學生應繳交與雷震、《自

由中國》或台灣自由、人權、民主發展有關之學術論文（2019 年 1 月 1

日以後已發表之論文亦可）。 

 

（2B）研究生組（博士論文計畫）：須以雷震、《自由中國》或台灣自

由、人權、民主之發展作為博士學位論文，繳交已通過審核之學位論文研

究計畫（如有相關論文亦請一併繳交），並經指導教授或系所主管推薦。 

 

（3）研究所畢業生組：須繳交雷震、《自由中國》或台灣自由、人權、

民主之發展作為博、碩士學位論文及畢業證書影本。 

四、 獎  額：  

（1）大學生組：首獎一名獎學金一萬五千元、二獎若干名獎學金一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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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佳作若干名獎學金五千元。 

 

（2A）研究生組（學術論文）：首獎一名獎學金三萬元、佳作若干名獎

學金二萬元、入選者若干名獎學金一萬五千元。 

 

（2B）研究生組（博士論文計畫）：首獎一名獎學金四萬元、入選者若

干名獎學金三萬元。 

 

（3）研究所畢業生組【曾得到 2B 組者，不得以同一文再申請此組】：

博士部分首獎一名獎學金四萬元，入選者若干名獎學金二萬元；碩士部分

首獎一名獎學金三萬元，入選者若干名獎學金二萬元。 

     (說明：上述獎學金皆包含 2020 年 12 月學術研討會之稿費) 

五、 大學生組、研究生組（學術論文）如經費許可，均保留 1 名予 身心障礙

研究者。 

六、 得獎者之義務： 

（1）申請人繳交論文、論文計畫及相關文件後，經初選及格，需全程參

加本會於 2020 年 12 月舉行之學術研討會，並須同意繳交得獎作品之電子

檔，供雷震公益信託基金或其指定之機構、團體進行學術、公益之推廣。 

 

（2）參加研討會者，大學生組無須發表論文，依據評審結果給予獎學金。

研究生組初選及格發表繳交之論文或博士論文計畫者，根據發表論文或博

士論文計畫評審結果給予獎學金。 

 

（3）以學位論文計畫申請者應完成學位論文，並註明曾獲本獎學金獎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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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申請期間：  

 研究生組（含 2A、2B）、研究所畢業生組：2020 年  10 月   31  日 

 止（以郵戳為憑）。  

 大學生組：2020 年  11 月   15  日止（以郵戳為憑）。 

八、 聯絡方式：（tel）02-29393091 轉 80656 or 88050、（fax）02-29387719        

                 （E-mail） digital0919@gmail.com  郭小姐 

九、 注意事項：  

1、申請本獎學金之論文概不退回。  

 

2、主辦單位有權在網頁上公開及出版得獎作品，惟得獎者仍得自行發表。 

 

3、填寫申請表及相關資料，共一式三份，於截止日前（以郵戳為憑）寄

至「11699 文山指南郵局第 97 號信箱 財團法人自由思想學術基金會收」  

並註明：「申請雷震公益信託獎學金」及「申請組別」。 

十、 主辦單位：公益信託雷震民主人權基金 

承辦單位：財團法人自由思想學術基金會、國立政治大學台灣史研究所、

政治大學人權史研究中心  

寄出前請核對： 

     （1）大學生組：□申請表三份 □學術論文或報告三份 □信封註明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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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A）研究生組（學術論文）：□申請表三份 □學術論文三份 □信封註明事項 

 

（2B）研究生組（博士論文計畫）：□申請表三份  

               □通過審核之學位論文計畫三份 □信封註明事項 

（3）研究所畢業生組：□申請表三份 □學位論文及畢業證書三份 □信封註明事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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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雷震公益信託獎學金－大學組 

 
目的：  
      為紀念雷震先生對台灣自由、人權、民主之貢獻，特設置「雷震公益信託  
      獎學金」（以下稱本獎學金）。 
 
申請資格： 
          凡經教育部立案之國內外大學或獨立學院大學部學生均可申請。 
 
撰文辦法： 
     指定閱讀雷震相關書籍，撰寫讀書心得或小論文(請加註出處並採學 
          術格式撰文)，同時並請提供電子檔及文本稿件。 
 
獎額： 
   首獎一名獎學金一萬五千元、二獎若干名獎學金一萬元及佳作若干名獎學

金五千元。 
 
申請期間：  
     2020 年 11 月 15 日止（以郵戳為憑）。 
 
聯絡方式： 
    （tel）02-29393091 轉 80656、88050（fax）02-29387719 

(E-mail) digital0919@gmail.com  郭小姐 
 
參考書籍： 
1. 張忠棟，《胡適．雷震．殷海光－自由主義人物畫像》，台北：自立晚報社

文化出版部，1990。 
 
2. 雷震(著)，薛化元(主編)，《中華民國制憲史－制憲的歷史軌跡(1912-1945)》，

台北：自由思想學術基金會，2009。 
 
3. 雷震(著)，薛化元(主編)，《中華民國制憲史－政治協商會議憲法草案》，

台北：自由思想學術基金會，2010。 
 
4. 雷震(著)，薛化元(主編)，《中華民國制憲史－制憲國民大會》，台北：自

由思想學術基金會，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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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李福鐘、薛化元、孫善豪、陳儀深、潘光哲，《自由中國》選編選集 1－自

由民主的基本概念，台北：稻鄉出版社，2003。 
 
6. 李福鐘、薛化元、孫善豪、陳儀深、潘光哲，《自由中國》選編選集 2－司

法與人權，台北：稻鄉出版社，2003。 
 
7. 李福鐘、薛化元、孫善豪、陳儀深、潘光哲，《自由中國》選編選集 3－憲

政問題，台北：稻鄉出版社，2003。 
 
8. 李福鐘、薛化元、孫善豪、陳儀深、潘光哲，《自由中國》選編選集 4－言

論自由，台北：稻鄉出版社，2003。 
 
9. 李福鐘、薛化元、孫善豪、陳儀深、潘光哲，《自由中國》選編選集 5－地

方自治、選舉與反對黨，台北：稻鄉出版社，2003。 
 
10. 李福鐘、薛化元、孫善豪、陳儀深、潘光哲，《自由中國》選編選集 6－黨

國體制的批判，台北：稻鄉出版社，2003。 
 
11. 李福鐘、薛化元、孫善豪、陳儀深、潘光哲，《自由中國》選編選集 7－國

際情勢與中國問題，台北：稻鄉出版社，2003。 
 
12. 雷震(著)，林淇瀁(校註)，《雷震回憶錄之新黨運動黑皮書》，台北：遠流

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3。 
 
13. 雷震，《雷震家書》，台北：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3。 
 
14. 雷震(著)，張炎憲(主編)，《「我的母親」續篇－雷震回憶錄》，台北：財

團法人吳三連台灣史料基金會，2009。 
 
15. 陳世宏等(編輯)，《雷震案史料彙編：國防部檔案選輯》，台北：國史館，

2002。 
 

16. 陳世宏等(編輯)，《雷震案史料彙編：雷震獄中手稿》，台北：國史館，2002。 
 
17. 陳世宏等(編輯)，《雷震案史料彙編：黃杰警總日記選輯》，台北：國史館，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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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陳世宏等(編輯)，《雷震案史料彙編：雷震回憶錄焚毀案》，台北：國史館，

2003。 
 
19. 傅正(主編)，《雷震全集－我的母親》，台北：桂冠圖書股份有限公司，1989。 
 
20. 傅正(主編)，《雷震全集－我的學生時代(一)》，台北：桂冠圖書股份有限

公司，1989。 
 
21. 傅正(主編)，《雷震全集－我的學生時代(二)》，台北：桂冠圖書股份有限

公司，1989。 
 
22. 傅正(主編)，《雷震全集－雷震與自由中國》，台北：桂冠圖書股份有限公

司，1989。 
 
23. 傅正(主編)，《雷震全集－雷震與政黨政治》，台北：桂冠圖書股份有限公

司，1989。 
 

24. 傅正(主編)，《雷震全集－雷震與民主憲政(一)》，台北：桂冠圖書股份有

限公司，1989 年 7 月 20 日 
 
25. 傅正(主編)，《雷震全集－雷震與民主憲政(二)》，台北：桂冠圖書股份有

限公司，1989。 
 
26. 傅正(主編)，《雷震全集－雷震與自由人權》，台北：桂冠圖書股份有限公

司，1989。 
 
27. 傅正(主編)，《雷震全集－雷震與抗日救國》，台北：桂冠圖書股份有限公

司，1989。 
 
28. 傅正(主編)，《雷震全集－雷震與政治反攻(一)》，台北：桂冠圖書股份有

限公司，1989。 
 
29. 傅正(主編)，《雷震全集－雷震與政治反攻(二)》，台北：桂冠圖書股份有

限公司，1989。 
 

30. 傅正(主編) ，《雷震全集－給蔣氏父子的建議與抗議》，台北：桂冠圖書

股份有限公司，1990。 
 



 4 

31. 傅正(主編)，《雷震全集－與王雲五的筆墨官司》，台北：桂冠圖書股份有

限公司，1990。 
 
32. 任育德，《雷震與台灣民主憲政的發展》，台北：政大歷史系，1999。 
 
33. 薛化元，《《自由中國》與民主憲政－1950 年代台灣思想史的一個考察》，     

台北：稻鄉出版社，1996。 
 
34. 蘇瑞鏘，《戰後臺灣組黨運動的濫觴－「中國民主黨」組黨運動》，台北：

稻鄉出版社，2005。 
 
35. 馬之驌，《雷震與蔣介石》，台北：自立晚報社文化出版部，1993。 
 
36. 澄社，《台灣民主自由的曲折過程－紀念雷震案三十週年學術研討會論文      

集》，台北：自立晚報社文化出版部，1992。 
 
37. 夏道平，《我在《自由中國》》，台北：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89。 
 
38. 范泓，《雷震傳：民主在風雨中前行》，廣西：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3。 
 
39. 范泓，《民主的銅像：雷震傳》，台北：獨立作家，2013。 
 
40. 范泓，《民主的銅像：雷震先生傳》，台北 : 秀威資訊科技出版，2008。 
 
41. 雷震（著），薛化元、楊秀菁（主編），《雷震的歷史辯駁》，台北：財團

法人自由思想學術基金會，2016。 
 
42. 薛化元，《雷震與 1950 年代臺灣政治發展：轉型正義的視角》，台北：國

立中正紀念堂管理處，2019。 
 



2020 年雷震公益信託獎學金申請表 

姓 名  性 別  
出 生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現 讀 

學 校   

大學/學院 
□大學部    □碩士班   □博士班                                      

研究所 

組 別 □(1)大學生組 
□(2A)研究生組（學術論文） 

□(2B)研究生組（博士論文計畫） 
□(3)研究所畢業生組 

推    薦 
（研究生組） □推薦    □不推薦       指導教授或系所主管簽名：                        

聯絡地址  

聯絡電話 日：                   夜：                  手機： 

電子信箱  

申請資格 
凡經教育部立案之國內外大學或獨立學院大學部及研究所（含碩博士班）學生及 2019

年以後（含）取得學位之博士、碩士均可申請。 

申請組別 

(1)大學生組：應繳交針對雷震先生之論述、行誼或台灣自由、人權、民主之發展撰寫論文（已發表之

學術論文或學期報告皆可）。 

(2A)研究生組(學術論文)：博士班及碩士班學生應繳交與雷震、《自由中國》或台灣自由、人權、民主

發展有關之學術論文（2019 年 1 月 1 日以後已發表之論文亦可），並經指導教授或系所主管推薦。 

(2B)研究生組（博士論文計畫）：須以雷震、《自由中國》或台灣自由、人權、民主之發展作為博士學

位論文，並繳交已通過審核之學位論文研究計畫（如有相關論文亦請一併繳交）。 

(3)研究所畢業生組：須繳交雷震、《自由中國》或台灣自由、人權、民主之發展作為博、碩士學位論

文及畢業證書影本。 

注意事項： 

1、 申請截止日期： 

研究生組（含 2A、2B）、研究所畢業生組：2020 年 10 月 31 日止（以郵戳為憑）。 

大學生組：2020 年 11 月 15 日止（以郵戳為憑）。 

相關資料一式三份 

2、將申請表及資料寄至：11699 文山指南郵局第 97 號信箱。 

並於信封上註明：申請雷震公益信託獎學金及申請組別 

3、聯絡方式：02-29393091#80656、88050 傳真：02-29387576   

  E-mail：digital0919@gmail.com 郭小姐 

4、應徵本獎學金者之論文，概不退回；如欲取回論文者，請付回郵信封並註明回函地址。 

5、得獎作品，主辦單位有權在網頁公開及出版；惟得獎者仍得自行發表。 

寄出前請核對： 

(1)大學生組：□申請表三份  □學術論文或報告三份   □信封註明事項 

(2A)研究生組(學術論文)：□申請表三份  □學術論文三份   □信封註明事項 

(2B)研究生組（博士論文計畫）：□申請表三份  □通過審核之學位論文計畫三份   □信封註明事項 

(3)研究所畢業生組：□申請表三份  □學位論文及畢業證書三份   □信封註明事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