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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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系           年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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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聯絡地址  

聯絡電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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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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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指定雷震相關書籍，撰寫之讀書報告或小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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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展有關之學術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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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論文與雷震、《自由中國》或台灣自由、人權、民主發展有關之博、碩士學 

   位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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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１年 09 月 30 日止（以郵戳為憑）。 
大學生組：2021 年 09 月 30 日止（以郵戳為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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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36366351 郭小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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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書報告或小論文三份□信封註明事項□學生證影本（加蓋註冊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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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生證影本（加
蓋註冊章）or 休學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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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薦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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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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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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以後（含）取得學位之博士、碩士均可申請。 

三、 申請組別： 

（1）  大學生組：閱讀指定雷震相關書籍，撰寫讀書報告或小論文（請註 

明閱讀書籍，內文涉及引用事項請加註說明出處並採學術格式撰文，

篇幅不含註不得低於 2000 字）。 

     （2A）研究生組（學術論文）：博士班及碩士班學生研究與雷震、《自由中 

國》或台灣自由、人權、民主發展有關之學術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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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論文與雷震、《自由中國》或台灣自由、人權、 

民主發展有關之博、碩士學位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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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申請繳交資料： 

（1） 大學生組：申請表一式三份、學術論文或報告一式三份、學術論文

或報告電子檔一份（光碟或寄送電子檔至 digital0919@gmail.com）、

加蓋註冊章之學生證影本一份。 

   （2A）研究生組（學術論文）：申請表一式三份、學術論文一式三份、學 

術論文電子檔一份（光碟或寄送電子檔至 digital0919@gmail.com）、

加蓋註冊章之學生證影本一份（休學者請附休學證明）。 

   （2B）研究生組（博士論文計畫）：申請表一式三份、通過審核之學位論 

文計畫一式三份、通過審核之學位論文計畫電子檔一份（光碟或寄

送電子檔至 digital0919@gmail.com）、指導教授或系所主管推薦函

一份。 

（2） 研究所畢業生組：申請表一式三份、學位論文及畢業證書一式三份、 

論文電子檔一份（光碟或寄送電子檔至 digital0919@gmail.com）。 

五、 獎額（獎學金皆包含 2021 年學術研討會之稿費）： 

（1） 大學生組：首獎一名獎學金 15,000 元、二獎若干名獎學金 10,000 元

及佳作若干名獎學金 5,000 元。。 

   （2A）研究生組（學術論文）：首獎一名獎學金 30,000 元、佳作若干名獎

學金 20,000 元、入選者若干名獎學金 15,000 元。 

   （2B）研究生組（博士論文計畫）：首獎一名獎學金 40,000 元、入選者若

mailto:digital0919@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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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名獎學金 30,000 元。 

（3） 研究所畢業生組： 博士部分首獎一名獎學金 40,000 元，入選者若

干名獎學金 20,000 元；碩士部分首獎一名獎學金 30,000 元，入選

者若干名獎學金 20,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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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全程參加 

本會於 2021 年舉行之學術研討會（如因疫情將延後辦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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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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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 申請期間： 

 研究生組（含 2A、2B）、研究所畢業生組：2021 年  09 月  30  日 

  止（以郵戳為憑）。  

 大學生組：2021 年  09 月   30    日止（以郵戳為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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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結果公布： 

本獎學金於 2021 年底前擇期於網頁公布。 

十、 聯絡方式： 

 Tel：0936-366-351 郭小姐（周一至周五 09：00-17：00） 

 E-mail：digital0919@gmail.com  郭小姐 

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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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請繳交資料請於截止日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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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曾得到 2B 組（研究生組（博士論文計畫））者，不得以同一文再申請 

 3 組（研究所畢業生組）。 

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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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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