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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旨：有關本會獎勵國內學者發表僑務學術論著事，請查照。

說明：

一、本會為鼓勵國內學者從事有關僑務之研究，提升國內僑務

學術研究水準，特訂定「僑務委員會獎勵僑務學術論著作

業要點」，請轉知貴校相關系所教師及所屬研究機構研究

人員，有意申請者可依本作業要點第6點規定備妥各項申

請文件，於本年6月30日前向本會提出申請。

二、檢附該作業要點暨相關表件乙全份（詳附件），相關表件

亦可至本會官網（http://www.ocac.gov.tw/僑務研究/獎

勵僑務學術論著）下載使用。

正本：國立政治大學、國立清華大學、國立臺灣大學、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立成功大

學、國立中興大學、國立交通大學、國立中央大學、國立中山大學、國立臺灣海

洋大學、國立中正大學、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國立陽明大學

、國立臺北大學、國立嘉義大學、國立高雄大學、國立東華大學、國立暨南國際

大學、國立臺灣科技大學、國立雲林科技大學、國立屏東科技大學、國立臺北科

技大學、國立高雄科技大學、國立臺北藝術大學、國立臺灣藝術大學、國立臺東

大學、國立宜蘭大學、國立聯合大學、國立虎尾科技大學、國立臺南藝術大學、

國立臺南大學、國立臺北教育大學、國立臺中教育大學、國立澎湖科技大學、國

立勤益科技大學、國立體育大學、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國立高雄餐旅大學、

國立金門大學、國立臺灣體育運動大學、國立臺中科技大學、國立臺北商業大學

、國立屏東大學、國立臺灣戲曲學院、國立空中大學、東海大學、輔仁大學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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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輔仁大學、東吳大學、中原大學、淡江大學、中國文化大學、逢甲大學

、靜宜大學、長庚大學、元智大學、中華大學、大葉大學、華梵大學、義守大學

、世新大學、銘傳大學、實踐大學、朝陽科技大學、高雄醫學大學、南華大學、

真理大學、大同大學、南臺學校財團法人南臺科技大學、崑山科技大學、嘉藥學

校財團法人嘉南藥理大學、樹德科技大學、慈濟學校財團法人慈濟大學、臺北醫

學大學、中山醫學大學、龍華科技大學、輔英科技大學、明新科技大學、長榮大

學、弘光科技大學、中國醫藥大學、健行學校財團法人健行科技大學、正修學校

財團法人正修科技大學、萬能學校財團法人萬能科技大學、玄奘大學、建國科技

大學、明志科技大學、高苑科技大學、大仁科技大學、聖約翰科技大學、嶺東科

技大學、中國科技大學、中臺科技大學、亞洲大學、開南大學、佛光大學、台南

家專學校財團法人台南應用科技大學、遠東科技大學、光宇學校財團法人元培醫

事科技大學、景文科技大學、中華醫事科技大學、東南科技大學、德明財經科技

大學、明道學校財團法人明道大學、南開科技大學、中華學校財團法人中華科技

大學、僑光科技大學、廣亞學校財團法人育達科技大學、美和學校財團法人美和

科技大學、吳鳳學校財團法人吳鳳科技大學、環球學校財團法人環球科技大學、

台灣首府學校財團法人台灣首府大學、中州學校財團法人中州科技大學、修平學

校財團法人修平科技大學、長庚學校財團法人長庚科技大學、城市學校財團法人

臺北城市科技大學、大華學校財團法人大華科技大學、醒吾學校財團法人醒吾科

技大學、南榮學校財團法人南榮科技大學、文藻學校財團法人文藻外語大學、華

夏學校財團法人華夏科技大學、慈濟學校財團法人慈濟科技大學、致理學校財團

法人致理科技大學、康寧學校財團法人康寧大學、中信學校財團法人中信金融管

理學院、大漢技術學院、和春技術學院、亞東技術學院、南亞科技學校財團法人

南亞技術學院、稻江科技暨管理學院、宏國學校財團法人宏國德霖科技大學、蘭

陽技術學院、黎明技術學院、東方學校財團法人東方設計大學、經國管理暨健康

學院、崇右學校財團法人崇右影藝科技大學、大同技術學院、亞太學校財團法人

亞太創意技術學院、臺灣觀光學院、馬偕學校財團法人馬偕醫學院、法鼓學校財

團法人法鼓文理學院、台北海洋學校財團法人台北海洋科技大學、學校財團法人

中華浸信會基督教台灣浸會神學院、臺北基督學院、財團法人一貫道天皇基金會

一貫道天皇學院、台神學校財團法人台灣神學研究學院、一貫道崇德學院、臺北

市立大學、高雄市立空中大學、陸軍軍官學校、海軍軍官學校、空軍軍官學校、

國防大學、中央警察大學、國防醫學院、空軍航空技術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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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2:38



僑務委員會獎勵僑務學術論著作業要點 
 

   中華民國 107 年 5 月 3 日僑綜政字第 1070700609 號令訂

定；   
   並自即日生效 
 

一、 宗旨：僑務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為鼓勵國內學者從事有關

僑務之研究，提升國內僑務學術研究水準，特訂定本要點。 

二、 獎勵對象： 

具有我國國籍，並以下列各款之一身分，發表有關僑務之學術

論著者，得依本要點規定向本會申請獎勵： 

（一） 教育部立案之公私立大學院校在職專任或兼任教師。 

（二） 國內學術研究機構現職專任或兼任研究人員。 

三、 本要點所稱學術論著，包括學術期刊論文、學術專書及學術專

書論文，定義如下： 

（一） 學術期刊論文：刊登於屬 SSCI（社會科學文獻引用索

引）、A&HCI（藝術與人文文獻引用索引）、TSSCI（臺灣

社會科學文獻引用索引）、THCI（臺灣人文學核心期刊引

用索引）等專業學術期刊索引資料庫收錄之期刊或國內外

其他具審查制度之專業學術期刊者。 

（二） 學術專書：經國內外具審查制度之出版單位出版，並具

ISBN國際標準書號之完整論著。 

（三） 學術專書論文：經收錄於國內外具審查制度之出版單位出

版，且具 ISBN國際標準書號專書之論文。 

本會對前項論著出版之審查制度保有認可權限。 

四、 獎勵範圍： 

（一） 包括僑務政策、僑社僑情、僑民文教、僑民經濟、僑生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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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各國僑務機關及政策等僑務相關主題；但翻譯著作，

以及在中國大陸（含香港、澳門地區）出版之期刊論文、

專書及專書論文不列入受理申請範圍。 

（二） 申請之學術論著以本會規定之申請截止日前二年內已公開

發表或出版者為限。學術專書初版時若已提出申請，再版

後不得再提出申請。 

五、 獎勵金額： 

（一） 學術期刊論文： 

1. 刊登於 SSCI、A&HCI 之期刊論文每篇最高獎勵新臺幣二

萬元，刊登於其他國外專業學術期刊之論文每篇最高獎

勵新臺幣一萬五千元。 

2. 刊登於 TSSCI、THCI 之期刊論文每篇最高獎勵新臺幣一

萬五千元，刊登於其他國內專業學術期刊之論文每篇最

高獎勵新臺幣一萬元。 

（二） 學術專書：國外專書每本最高獎勵新臺幣二萬五千元，國

內專書每本最高獎勵新臺幣二萬元。 

（三） 學術專書論文：國外專書論文每篇最高獎勵新臺幣八千

元，國內專書論文每篇最高獎勵新臺幣五千元。 

（四） 每人每年度獎勵總額以新臺幣三萬元為限。 

六、 申請作業： 

（一） 申請期間：每年六月一日至六月三十日（以郵戳為憑）。 

（二） 申請方式：檢送申請表（如附件），並依申請項目分別檢

附下列資料： 

1. 學術期刊論文：論文抽印本（或影本）五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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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學術專書：專書五冊，以及審查證明資料（如審查意見

書或審查通過證明）影本、書評資料或其他有助於審查

之文件各五份。 

3. 學術專書論文：論文抽印本（或影本）及審查證明資料

影本各五份。 

（三） 學術論著如係多人合著，以由第一作者提出申請為限。 

七、 審查方式： 

（一） 資格審查：本會就申請人所提之各項文件進行資格審查，

如審查結果不符規定（包括所附資料不齊或填寫不完整、

著作尚未全部完成等），本會得通知限期補正一次，屆期

未完成補正或補正不全者，則不予受理。 

（二） 書面審查：通過資格審查者，由本會相關業務單位主管或

其指定代理人依第四款之審查標準與權重進行評分，本會

並得視需要邀請國內相關領域學者專家二至四人參與評分

及提供審查意見。 

（三） 審查會議：本會針對第二款之評分結果及審查意見進行討

論，並視當年度預算及申請件數，決議核錄名單及獎勵金

額。 

（四） 書面審查標準與權重： 

1. 對僑務之效益性 50%。 

2. 主題內容之學術或應用價值 30%。 

3. 出版審查嚴謹度 20%。 

八、 獎勵金撥付配合事項：得獎者應檢送領據至本會，以憑撥款；

領據須載明金額、領款人姓名、領受年月日、國民身分證（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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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填其他身分證件）字號及地址，並親自簽名。 

九、 其他注意事項： 

（一） 得獎之學術論著若有侵害他人之著作權者，經主管機關調

解成立或司法機關判決確定者，得獎者除應自負法律責

任，依本要點獲贈之獎勵金並應全數繳回。 

（二） 本會得邀請得獎者蒞會就學術論著內容作專題報告或演

講。 

（三） 本要點未盡事宜，依「中央政府各機關對民間團體及個人

補（捐）助預算執行應注意事項」及相關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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僑務委員會獎勵僑務學術論著申請表 

申請人 

中文姓名： 
 
英文姓名： 
 
身分證字號： 

服務單位/職稱： 
 
通訊地址： 

電話（公）： 
電話（宅）： 
手機： 
E-MAIL： 
 

論著類別 

1.□國外期刊論文 
2.□國內期刊論文 
3.□國外專書 
4.□國內專書 
5.□國外專書論文 
6.□國內專書論文 

刊登期刊收錄
於國內外資料
庫（如 SSCI、
A&HCI、
TSSCI、
THCI……等） 

 
 

論著名稱 
中文： 

英文： 

期刊或 
專書名稱 

中文： 

英文： 

ISBN/ISSN  

出版單位  
出版 
國家  

刊登/出版
日期 西元      年     月     日  刊登

卷次  
刊登/出版

頁次 
起： 
迄： 

合著說明 

合著人數共計：  人（含申請人）。 
合著人姓名與職稱： 
 
 

檢附資料 
及證明 

學術期刊論文： 
□論文抽印本（或影本）5份。 

學術專書： 
1.□專書 5冊。 
2.□審查證明資料影本（如審查意見書或審查通過證明）影本 5份。 
3.□書評資料或其他有助於審查之文件各 5份。  

學術專書論文： 

1.□論文抽印本（或影本）5份。 
2.□審查證明資料影本 5份。 

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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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人 
簽 名  申請日期  中華民國    年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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