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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部令  
中華民國 110 年 1 月 29 日 

文心字第 11030022361 號 

修正「文化部獎助大學研究生撰寫蒙藏研究論文作業要點」，並自即日生效。 
附修正「文化部獎助大學研究生撰寫蒙藏研究論文作業要點」 

部  長 李永得 

文化部獎助大學研究生撰寫蒙藏研究論文作業要點修正規定 

一、 文化部（以下簡稱本部）為鼓勵大學研究生撰寫蒙藏研究論文，培養專業人才，提升蒙藏學

術研究，特訂定本要點。 
二、申請資格： 
   臺灣已設籍並就讀國內大學院校之碩士、博士研究生。 
三、獎助金額： 

(一) 碩士論文，每篇新臺幣三萬元至六萬元。 
(二) 博士論文，每篇新臺幣五萬元至八萬元。 

四、申請時間及方式： 
(一) 申請時間：原則於每年十月底受理申請，實際時間由本部公告之。 
(二) 申請方式：除有特殊情形，申請人應於本部公告之申請時間內，於本部獎補助資訊網線上

報名系統進行申請並完成上傳。 
(三) 申請表件： 

１、 申請表：申請人須張貼正反面身分證，並於簽名欄中簽名及經系所加蓋戳章（如附件

一）。 
２、大學及研究所成績單。 
３、系所主任推薦書。 
４、研究論文大綱與計畫書。 

五、審查基準及程序： 
(一) 審查基準： 

１、主題重要性與創新性。 
２、理論與文獻。 
３、研究方法。 
４、組織架構完整性。 
５、研究貢獻度。 
６、其他獲得之獎（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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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審查程序： 
１、 資格審查：文件闕漏不齊，經本部通知限期補正，屆期未補件或補件仍不全者，得不予

受理。 
２、 專業審查：由本部召開審查會議，必要時得邀請相關學者專家參與審查，依前款審查基

準評分後，決定獎助名單。 
(三) 審查結果：本部於核定後正式函知申請人獎助結果，並將審查結果公布至本部網站。 
(四) 資訊公開：本部應告知審查委員將公開審查委員名單，並請其填具同意書，公開至本部網

站。 
六、 本獎助金分為二期撥付。獲獎助者於接獲本部書面通知之次日起三週內，檢具領據請領第一

期獎助金，其額度為獲核定獎助全額之二分之一。第二期獎助金俟論文完成取得學位後，檢

具學位證書影本及註明接受本部獎助論文十冊、電子檔一份、收據（如附件二）及著作權授

權同意書（如附件三），經本部審核通過後核撥獎助金之賸餘款。本部於必要時，得邀請相

關學者專家參與審查。 
   博士論文獲得獎助者，須於本部通知之日起三年內申請核撥，如有特殊狀況，應於時限

屆滿前六十日，向本部申請延期，以一次為限，至多延期一年；碩士論文獲得獎助者，須於

本部通知之日起二年內申請核撥，如有特殊狀況，應於論文完成時限屆滿前六十日，向本部

申請延期，以一次為限，至多延期六個月。逾期者，本部得廢止獎助，受獎助者須自本部通

知之日起三十日內返還已撥付之獎助金，並不得再申請獎助。 

  



附件 1   文化部獎助大學研究生撰寫蒙藏研究論文申請表

申
請
人
資
料

姓名 性別

出生日期    年   月  日 身分證字號

通訊地址
      市( 縣)        區鄉鎮         村里     路

         街     段    巷     弄     號     樓     

聯絡電話

( H)

( O)

( M)

電子郵件

申請日期 民國     年     月      日

申請人學歷

碩士：         大學              研究所

博士：         大學              研究所 

論文題目

指導教授

應備文件

( 已備妥文件請

於□內打勾)

1.申請表                        □有□無

2.大學及研究所之成績單          □有□無

3.系所主任推薦書                □有□無

4.研究論文大綱與計畫書          □有□無

預定論文

完成期限
民國     年     月      日止

申請人簽名 系所戳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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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分證影本正面                    身分證影本反面

 

本人保證本申請表格內容正確無誤，且提出申請之學位論文係自行創作，並

未侵害他人著作權或其他權益，或違反法令之情事，如有違反，應自負其

責。

若違反上述情事，文化部有權取消申請及獎助資格，本人須繳回所有已支領

之獎助金。 

申請人簽名：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個人資料蒐集聲

明

為因應個人資料保護法施行，文化部係基於文化行政之

特定目的，於遵守文化部獎助大學研究生撰寫蒙藏研究

論文作業要點等法令規定，本於誠實信用原則及必要性

原則蒐集、處理或利用申請人於本案申請表及於上開特

定目的與文化部往來之個人資料。

文化部處理或利用個人資料之期間為永久、地區為文化

部所在處所、對象限文化部及依法得調閱相關資料之單

位，利用方式則為文化行政之一般利用( 包含文化部獎助

大學研究生撰寫蒙藏研究論文作業公告及其他依政府資

訊公開法所為之公告) 。

除法令另有規定或文化部執行職務、業務所必須外，申

請人可以隨時至文化部請求對個人資料( 1) 查詢或請求閱

覽( 2) 製給複製本( 3) 補充或更正( 4) 停止蒐集、處理或利

用( 5) 刪除。

填寫人應聲明並保證若所填寫之個人資料非填寫人之個

人資料，已事先取得該當事人代填個人資料之同意，並

應就前開個人資料告知事項為適當之告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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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收據

茲收到 文化部 支付「       年博碩士論文獎勵金」，計新

臺幣   (  大寫  )         元整。

具領人： ( 簽名)

論文名稱：

身分證字號：

戶籍地址：

聯絡地址：

聯絡電話：

匯款銀行( 分行) ：

帳號：

戶名：

※備註：請檢附匯款銀行之存摺封面影本乙份。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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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文化部獎助大學研究生撰寫蒙藏研究論文

授權同意書

本授權書授權之論文為授權人於                大學

              研究所      學年度第      學期取得      

                   學位之論文。

論文題目：

指導教授：

本授權同意書為非專屬授權，授權人簽署後對本論文仍擁有著
作財產權。

茲同意遵守〈文化部獎助大學研究生撰寫蒙藏研究論文作業要
點〉各項規定，並無償授權文化部及文化部授權之人( 單位) ，
基於非營利之目的得不限任何方式、地域、時間、次數之利用。

授 權 人： ( 簽章)

身分證字號：

地 址：

電 話：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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