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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屆鄭南榕研究論文徵選辦法 

一、 宗旨 

為獎勵台灣及外國各大學與研究所在學學生、及甫畢業學生，基於鄭南榕精神，研究言

論自由、人權、民主與國家正常化之思想、理論及實踐，本會特設立「鄭南榕研究論文

徵選辦法」。 

二、 辦理單位 

主辦單位：鄭南榕基金會 

獎金提供：鄭南榕基金會 

協辦單位：台灣民間真相與和解促進會、陳文成博士紀念基金會、陳定南教育基金會、

慈林教育基金會、台灣教授協會、民間司法改革基金會、人權公約施行監督聯盟 

三、 研究主題與字數 

1、 主題：撰寫者可就 A、B、C 三方向，自行擬定論文題目。 

A. 以台灣主體史觀或理論，探討當代轉型正義課題。 

B. 以有關解嚴前後台灣自由、人權、民主及國家定位為研究對象。 

C. 以鄭南榕或《自由時代》之言論、行動為研究對象。 

2、 語言：使用華語撰寫。 

3、 字數：本國大學生組以五千字以上為原則；其餘以一萬字以上為原則；以學位

論文投稿者不在此限。 

※本會收藏《自由時代》週刊 302 期之紙本、電子版資料庫與其他黨外雜誌書籍，歡迎

至本會查閱；部分相關文獻、資料也可在本會網站上查詢，歡迎多加利用。 

四、 申請資格 

1、 本國大學生組：台灣各大學在學學生、於國外各大學就讀持台灣身分證學生。

2019-2020 年取得學士學位者亦可申請。 

2、 本國碩博士組：台灣各研究所在學學生、於國外各研究所就讀持台灣身分證學

生。2019-2020 年取得博士、碩士學位者亦可申請。 

3、 外國學生組：外國各大學與研究所在學學生、在台灣求學之外國學生。2019-2020

年取得博士、碩士學位者亦可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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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獎金及名額 

各組獎金金額與名額如下： 

1、 評審特別獎：經評審認定論文研究特別優異者。 

A. 本國碩博士組與外國學生組，兩組合併頒予特別獎乙名，獎金新台幣伍萬

元整（含稅）、自由之翼銅雕乙座； 

B. 本國大學生組頒予特別獎乙名，獎金新台幣參萬元整（含稅）、自由之翼

銅雕乙座。 

2、 優選：不分組至多四名；每名新台幣貳萬伍仟元整（含稅）。 

3、 佳作：不分組若干名；每名新台幣壹萬元整（含稅）。 

六、 申請截止、結果公布、頒獎典禮時間 

1、 申請截止日期：即日起至 2020 年 7 月 31 日截止（以紙本文件為主，郵戳為憑）。 

2、 申請結果公布：2020 年底前於本會網站公布，並個別通知得獎者。 

3、 頒獎典禮：2020 年底前於鄭南榕紀念館。 

七、 審核程序及標準 

1、 由鄭南榕基金會召集邀請三名以上審查委員，組成評審委員會，負責審查論文、

核定得獎名單等事宜。唯研究論文若未達一定水準，得由評審委員會議決獎項

從缺。 

2、 評分將依循以下標準: 

A. 創見及貢獻（30％） 

B. 內容與觀點（30％） 

C. 研究方法與步驟（20％） 

D. 文字與組織能力（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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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繳交文件 

1、 論文紙本資料，需包含中、英文之論文題目、摘要及關鍵字（摘要限五百字以

內），一式四份。 

2、 個人自述（字數不限，不計入評審項目），PDF 檔。 

3、 學生證影本或在學證明一份（畢業生請附畢業證書），紙本。 

4、 身分證影本或護照影本一份，紙本。 

5、 報名表及發表授權同意書一份，紙本文件，請至鄭南榕基金會網站下載。 

6、 同步上傳以上資料之電子檔至： （論文請提交.doc 檔）。 

九、 投稿方式 

1、 論文裝訂方式：請以 A4 輸出，雙面印刷，編列頁碼，並以長尾夾或釘書針固定，

論文封面與內頁請勿書寫或顯示作者姓名及任何作者相關資訊。 

2、 來稿請掛號郵寄至：10543 台北市松山區民權東路三段 106 巷 3 弄 11 號 3 樓，

鄭南榕基金會，信封請註明「第九屆鄭南榕研究論文徵選」。 

十、 注意事項 

1、 參賽者若繳交資料不齊全，不予受理報名。 

2、 投稿論文紙本資料可於上班時間親送本會；採郵寄者，以郵戳為憑，逾期不予

受理報名。 

3、 得獎者須提供個人聯絡方式，公開於本會官網，以供學術交流所需。 

4、 投稿論文請勿書寫或印有作者姓名及任何記號，作者真實姓名與個人資料請詳

載於報名表上。資料不符規定者，不予評選。 

5、 參選論文需為原創作品並需全部未公開發表，若論文經檢舉或告發涉及抄襲、

侵害著作權，將取消得獎資格、並追回原發之獎金、獎牌。 

6、 論文作品請自留底稿，恕不退件。 

7、 論文發表以真名為原則，如有特殊狀況需以筆名發表，請事先與本會溝通。 

8、 發給之獎金應依規定扣稅。 

9、 凡經參加徵文，即視同接受本徵選辦法之各項規定，無論獲獎與否，均不得提

出異議。 

10、 本辦法由鄭南榕基金會董事會通過後發布實施，修正時亦須經董事會通過後施

行。本會保有修改本辦法之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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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 聯絡方式： 

1、 電話：02-25468766 

2、 傳真：02-27160758 

3、 信箱：services@nylon.org.tw 

4、 地址：105 台北市松山區民權東路三段 106 巷 3 弄（自由巷）11 號 3 樓 

5、 網址：http://www.nylon.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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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鄭南榕基金會 第九屆鄭南榕研究論文徵選報名表 

作者姓名  報名編號 (由主辦單位填寫) 

論文名稱 
華語： 

英文： 

出生日期 西元        年      月      日  國籍  
報名

組別 

□本國大學生組 

就讀學校  系級  
□本國碩博士組 

□外國學生組 

通訊地址 □□□  

聯絡電話  

 

E-mail

： 

 

 

請檢附學生證正反面影本或就學證明影本。(畢業生可不用黏貼，但須附上畢業證書) 

（學生證影本或就學證明正面浮貼） （學生證影本或就學證明反面浮貼） 

著作發表與授權同意書： 

    茲同意遵守鄭南榕基金會「第九屆鄭南榕研究論文徵選辦法」之各項規定，申請作品確係本人

之研究作品，如發生仿冒、抄襲情事者，願負起全部法律責任。 

  本人申請論文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如得

獎，即同意鄭南榕基金會得公開發表，並無償授權鄭南榕基金會之重製、發行與公開傳播；主辦單

位視情況需要，得集結編印、出版、公布於網站，不另致酬。 

此致 

   財團法人鄭南榕基金會 

作者簽章：                       ＿                             

                                                                    年  月  日 

注意事項：凡參加本比賽者，即視為同意本辦法之相關規定，未簽署授權同意書者，不予受理報名。 

※ 請同步填寫線上報名表，並上傳論文電子檔：https://forms.gle/dwxWXXEW3QCX9FEB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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