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研究發展處學術發展組　簡簽
 

承辦人：楊宗鑫
電話：05-2717163
電子信箱：eric678@mail.ncyu.edu.tw

 

擬辦：
一、本案係財團法人富邦文教基金會第三屆「蔡萬才台灣貢獻

獎」推薦公告事宜。
二、該獎項推薦程序與辦法簡介如下：
(一)該獎項為推薦制，被推薦者資格為對臺灣政治、經濟、

社會、文化、教育、科技等領域，長期耕耘、服務，且
有具體成就、貢獻之個人或團體，藉以獎勵在各領域中
有突出優異表現，對臺灣社會有重大貢獻者，以積極發
揚企業社會責任的正向力量。

(二)每二年舉辦一次，本（第三）屆自108年2月15日起至
108年7月31日止，接受具提名資格之個人及團體推薦
，108年10月公告核定結果，並辦理贈獎典禮公開表揚
。每屆選出2位（或組）得獎者，每位（或組）各獲贈
獎金新臺幣壹仟萬元整，獎座暨獎狀乙份。

(三)第一屆得主為雲門舞集創辦人與藝術總監林懷民先生、
財團法人天主教善牧社會福利基金會執行長湯靜蓮修女
，第二屆得主為現代藝術雕塑家朱銘先生、臺灣大學醫
學院名譽教授許金川醫師。

(四)經詢問來函聯絡人，本案係以「校級」為推薦單位。
三、本案奉核後，配合公告並轉達各單位周知，如各單位有意

推薦校內卓越人才，請於108年6月14日（星期五）中午
12時前逕將推薦具體事蹟及相關附件資料傳送至研究發展
處楊宗鑫先生，俾利彙辦並提送本校學術審議小組會議審
議。

四、文陳閱後存查。
會辦單位：
決行層級：第一層決行
 

──批核軌跡及意見──
 1.研究發展處 學術發展組 專案組員 楊宗鑫 108/02/20 13:13:00(承辦)
: 

　　　　　　　　　　　　　　　　　　　　　　　　　　　　　
 2.研究發展處 學術發展組 組長 楊弘道 108/02/20 13:58:38(核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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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研究發展處  簡任秘書 盧青延 108/02/20 15:20:36(核示) : 

　　　　　　　　　　　　　　　　　　　　　　　　　　　　　
 4.研究發展處  研發長 徐善德 108/02/20 17:11:56(核示) : 

　　　　　　　　　　　　　　　　　　　　　　　　　　　　　
 5.秘書室  專門委員 范惠珍 108/02/21 09:45:40(核示) : 

　　　　　　　　　　　　　　　　　　　　　　　　　　　　　
 6.秘書室  主任秘書 吳思敬 108/02/21 11:55:16(核示) : 

　　　　　　　　　　　　　　　　　　　　　　　　　　　　　
 7.校長室  校長 艾群 108/02/21 15:28:09(決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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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宗旨 
    為追思富邦創辦人蔡萬才先生訓示：「取之社會，回饋社會」的精神，特舉 
    辦「蔡萬才台灣貢獻獎」，獎勵在各領域中有突出優異表現，對台灣社會有 
    重大貢獻者，以積極發揚企業社會責任的正向力量。 
 

貳、主辦單位 
財團法人富邦文教基金會 
 

參、徵選方式 
    本獎項為推薦制，由本獎項設置之「蔡萬才台灣貢獻獎委員會」邀請具提名 
    資格之人士或團體協助提名(相關資格規定，詳見本獎項之提名及評審細則)。 
 

肆、被推薦者資格 
    對台灣政治、經濟、社會、文化、教育、科技等領域，長期耕耘、服務，且有 
    具體成就、貢獻之個人或團體。 
 
伍、名額／獎項： 
    每屆選出兩位(或組)得獎者，每位(或組)各獲贈獎金新台幣壹仟萬元整，暨 
    獎座乙份。 
     

陸、活動時程 
本獎項每二年舉辦一次，本屆自 108 年 2 月 15 日起至 108 年 7 月 31 日止， 
接受具提名資格之個人及團體推薦。 108 年 10 月公告核定結果，並辦理 
贈獎典禮公開表揚。 
 
受邀推薦提名之機構或個人，請上網填寫提名推薦表格，連同相關資料附 
件，掛號郵寄或逕送 

    10687台北市仁愛路四段 258號 5樓  
    富邦文教基金會「蔡萬才台灣貢獻獎委員會」收。 
 

柒、評審方式 
    由「蔡萬才台灣貢獻獎委員會」聘請相關領域專業公正人士組成評審委員會。 

    評審委員會就被推薦者之事蹟，仔細評量，深入瞭解，擇其上選為預定得獎人， 

    連同評定書送請「蔡萬才台灣貢獻獎委員會」核定後為得獎人。 

 

捌、其它 

    一、團隊若獲獎，須由團隊代表人領取獎金，並責付其扣稅事宜。 

    二、本簡章如有未盡事宜，得修正公佈之。 



(http://wttaward.fubon.org)

時程
本獎項每⼆年舉辦⼀次，本屆⾃108年2⽉15⽇起⾄108年7⽉31⽇⽌，接受具提名資格之個⼈及
團體推薦。 108年10⽉公告核定結果，並辦理贈獎典禮公開表揚。

獎項
每屆選出2⼈(或組)得獎者，每⼈(或組)各頒發獎⾦新台幣壹仟萬元整，獎座暨獎狀⼄份。

徵選對象與資格
本獎項為推薦制。被推薦者資格為對台灣政治、經濟、社會、文化、教育、科技等領域，⻑期耕
耘、服務，且有具體成就、貢獻之個⼈或團體。

提名及評審細則
為妥善辦理「蔡萬才台灣貢獻獎」提名及評審⼯作，特依「蔡萬才台灣貢獻獎設置辦法」第七
條，訂定「蔡萬才台灣貢獻獎提名及評審細則」。 
 
本獎於每舉辦年度之始，寄發邀請函，邀請具提名資格之個⼈及團體協助提名，於當年度⼗⽉份
公告得獎⼈並舉⾏贈獎典禮，公開表揚。 
 
為評審本獎，由「蔡萬才台灣貢獻獎委員會」聘請相關領域專業公正⼈⼠組成評審委員會。評審
委員會就被提名⼈之事蹟，仔細評量，深入瞭解，擇其上選為預定得獎⼈，連同評定書送請「蔡
萬才台灣貢獻獎委員會」核定後為得獎⼈。 
 
下列⼈⼠或團體具協助提名資格，提名⼈不得提名本⼈：

1. 國內學術機構。
2. 國內非政府組織。
3. 富邦集團所屬基⾦會。

bout)

rocedures)

winner)

media)

http://wttaward.fubon.org/
http://wttaward.fubon.org/about
http://wttaward.fubon.org/procedures
http://wttaward.fubon.org/winner
http://wttaward.fubon.org/media


4. 本獎歷屆得獎⼈。
5. 社會公正⼈⼠。
6. 「蔡萬才台灣貢獻獎委員會」委員暨評審委員會評審。

蔡萬才台灣貢獻獎委員
內部委員(按姓⽒筆畫)

蔡楊湘薰：富邦文教基⾦會董事⻑ 
蔡明忠：富邦集團董事⻑ 
蔡明興：富邦⾦控董事⻑ 
鄭本源：富邦⾦控⾼級顧問 
龔天⾏：富邦⾦控⾼級顧問 
 
外部委員(按姓⽒筆畫)

吳豐⼭︰吳⽒宗親會理事⻑ 
林懷⺠︰雲⾨舞集創辦⼈暨藝術總監 
殷允芃︰天下雜誌董事⻑ 
張忠謀︰台灣積體電路製造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劉兆⽞︰中華文化永續發展基⾦會董事⻑ 
蔣勳︰聯合文學出版社社⻑

評審⽅式
由「蔡萬才台灣貢獻獎委員會」聘請相關領域專業公正⼈⼠組成評審委員會。 
評審委員會就被推薦者之事蹟，仔細評量，深入瞭解，擇其上選為預定得獎⼈，連同評定書送請
「蔡萬才台灣貢獻獎委員會」核定後為得獎⼈。

徵選⽅式
本獎項為推薦制，由本獎項設置之「蔡萬才台灣貢獻獎委員會」邀請具提名資格之⼈⼠或團體協
助提名。

其它
得獎之事蹟，如有虛偽或隱匿不實者，得註銷參選或得獎資格。 
團隊若獲獎，須由團隊代表⼈領取獎⾦，並責付其扣稅事宜。 
本簡章如有未盡事宜，得修正公佈之。

第三屆蔡萬才台灣貢獻獎線上提名推薦表 (https://goo.gl/forms/JyaoDf7tegQoBYp02)

第三屆蔡萬才台灣貢獻獎徵選簡章 (http://wttaward.fubon.org/dist/3第三屆蔡萬才貢獻
獎徵選簡章.pdf)

第三屆蔡萬才台灣貢獻獎推薦確認單 (http://wttaward.fubon.org/dist/第三屆提名推薦
確認單.docx)

bout)

rocedures)

winner)

media)

https://goo.gl/forms/JyaoDf7tegQoBYp02
http://wttaward.fubon.org/dist/3%E7%AC%AC%E4%B8%89%E5%B1%86%E8%94%A1%E8%90%AC%E6%89%8D%E8%B2%A2%E7%8D%BB%E7%8D%8E%E5%BE%B5%E9%81%B8%E7%B0%A1%E7%AB%A0.pdf
http://wttaward.fubon.org/dist/%E7%AC%AC%E4%B8%89%E5%B1%86%E6%8F%90%E5%90%8D%E6%8E%A8%E8%96%A6%E7%A2%BA%E8%AA%8D%E5%96%AE.docx
http://wttaward.fubon.org/about
http://wttaward.fubon.org/procedures
http://wttaward.fubon.org/winner
http://wttaward.fubon.org/media


 (http://www.fubonedu.org.tw/)

Tel (02)2704-8856 Fax (02)2703-0626 
Add 106 台北路仁愛路四段258號5樓 

Copyright © 2007 Fubon Cultural & Educational Foundation.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s://www.facebook.com/pages/%E5%AF%8C%E9%82%A6%E6%96%87%E6%95%99%E5%9F%BA%E9%

bout)

rocedures)

winner)

media)

http://www.fubonedu.org.tw/
https://www.facebook.com/pages/%E5%AF%8C%E9%82%A6%E6%96%87%E6%95%99%E5%9F%BA%E9%87%91%E6%9C%83/130973323671359
http://wttaward.fubon.org/about
http://wttaward.fubon.org/procedures
http://wttaward.fubon.org/winner
http://wttaward.fubon.org/media


第三屆 蔡萬才台灣貢獻獎 提名推薦表
為追思富邦創辦人蔡萬才先生訓示：「取之社會，回饋社會」的精神，特舉辦「蔡萬才台灣貢獻
獎」，獎勵在各領域中有突出優異表現，對台灣社會有重大貢獻者，以積極發揚企業社會責任的正向
力量。

受邀推薦提名之機構或個人，請完成提名推薦表格，連同相關資料附件及提名推薦確認單，掛號郵寄
或逕送 
10687台北市仁愛路四段258號5樓 富邦文教基金會「蔡萬才台灣貢獻獎委員會」收。

本屆自108年2月15日起至108年7月31日止 (收件以郵戳為憑) ，接受具提名資格之個人及團體推薦。 
108年10月公告核定結果，並辦理贈獎典禮公開表揚。 

請勿利用 Google 表單送出密碼。

這份表單是在 富邦文教基金會 中建立。 檢舉濫用情形 - 服務條款

繼續

 表單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e/1FAIpQLSct6aXVEFbJLW9qWrAymJ4h_buGWWj5WB6qSBFS4zFWC2z3fA/reportabuse?source=https://docs.google.com/forms/d/e/1FAIpQLSct6aXVEFbJLW9qWrAymJ4h_buGWWj5WB6qSBFS4zFWC2z3fA/viewform
http://www.google.com/accounts/TOS
https://www.google.com/forms/about/?utm_source=product&utm_medium=forms_logo&utm_campaign=forms


 
 
 

 

感謝您的推薦，請確認已於線上填寫提名推薦表並詳閱提名相關細則 

，如有任何問題請與富邦基金會楊順美小姐聯絡。請洽 02-27048856 分機

762。若需更多訊息或下載表單請至蔡萬才台灣貢獻獎網站

http://wttaward.fubon.org/ 

 

推薦人姓名(機構名)： 

被推薦人姓名(團隊名)： 

聯絡人： 電話： 

 

 

 

 

 

 

 

 

                                      （推薦人蓋章） 

 (推薦人若為個人請蓋私章，機關團體請加蓋大小章，本表請聯同輔助資料文件，寄回 10687 台北

市仁愛路四段 258號 5樓 富邦文教基金會「蔡萬才台灣貢獻獎委員會」收。) 

 
蔡萬才台灣貢獻獎 

http://wttaward.fubon.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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