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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經合格醫師證明因疾病，致不能執行職務。
七、受監護、輔助或破產宣告。
八、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事之判決確定。但受緩刑宣告或易科罰金，不在此限。
九、其他經工會會員大會決議認定有違反職務上義務或有不適於工會代表董事候
選人職務之行為。
第 五 條

工會代表董事候選人因第三條、第四條或其他原因致生缺額者，依第二條及第六

條辦理。
第 六 條

第二條及第四條工會代表董事候選人選任及罷免程序，以工會會員大會過半數之

出席，出席之過半數同意辦理。
第 七 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本則命令之總說明及對照表請參閱行政院公報資訊網（http://gazette.nat.gov.tw/）。

行政規則
中華民國 105 年 8 月 10 日

客家委員會令

客會綜字第 1050011539 號

修正「客家委員會獎助客家學術研究計畫作業要點」第二點、第五點、第八點規定，並自即日起
生效。
附修正「客家委員會獎助客家學術研究計畫作業要點」第二點、第五點、第八點
主任委員 李永得 出國
副主任委員 楊長鎮 代行

客家委員會獎助客家學術研究計畫作業要點第二點、第五點、第八點修正規定
二、獎助對象：凡從事客家相關研究之學者、專家或文史工作者，均得申請。
五、獎助原則：
(一) 研究計畫之獎助金額最高以新臺幣（以下同）五十萬元為限。
(二) 獎助項目包括：
１、人事費：研究所需之研究主持費及其衍生之勞健、保費用。
２、差旅費：交通費及住宿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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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業務費：研究助理費及臨時工資（及其衍生之勞、健保費用）、耗材、圖書、資料檢索
費、問卷調查及分析費、郵資、印刷費及雜項費用等。但不得購置具財產性質之儀器設備。
４、行政管理費：透過任職之公私立大專院校或研究機構提出申請者，可編列本項費用，最
高以前列項目總合百分之十計列。
(三) 同一申請者，每一年度獎助以一件為原則。依本要點接受獎助尚未結案者，不得再行提出
申請，如再提出申請者，不予受理。
八、注意事項：
(一) 受獎助者於接獲本會函復同意獎助二十日內，應填具切結書（如附件三）、授權同意書
（如附件四）與分季工作摘要及進度表與正本送交本會，俾辦理追蹤管制事宜。（詳如本
會獎助客家學術研究計畫管制考核實施計畫）
(二) 獎助經費以立法院通過之預算額度為上限，若預算額度有所增刪，則核定之獎助經費將依
比例調整。
(三) 研究成果報告書寫方式，原則以中文為主，若以外文撰寫，於申請時須附中文提要。形制
及電子檔格式請依規定辦理。（如附件五）
(四) 申請者於申請本會獎助期間，如有向其他單位申請本案之獎補助並獲核定者，應函知本會。
(五) 受獎助者若變更研究計畫，應事先書面徵詢本會同意，否則本會得撤銷獎助。
(六) 研究計畫之構想、執行階段，以及撰寫之研究成果報告若發現有違反學術倫理行為，經本
會客家學術發展委員會會議決議，並簽奉本會主任委員核定後撤銷獎助，並追繳全部或部
分獎助金。
(七) 受獎助者有義務參加本會舉辦之研究成果報告發表會；學術研究成果應提供本會及相關學
術機構以非營利性為原則，分享學術研究成果。
(八) 所有申請資料及附件，本會恕不退件。
(九) 本要點未規定事項，依其他有關法令規定辦理。
(十) 申請者應遵守本要點各項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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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收據
茲收到客家委員會

年獎助客家學術研究計畫獎助金新臺幣

萬元整，

撰寫題目：
。
本案如有所得稅法及屬全民健康保險法第三十一條規定應扣取補充保費者，依規定扣取所得稅及
個人 2%健保補充保費，如有免扣取身分，但申請經費前未檢附申請單及相關證明文件審查者，仍
須扣繳健保補充保險費。
此致
客家委員會
具領人：

（簽名）

身分證字號或護照號碼：
戶籍地址（含里、鄰）：
※匯款資料：

銀行

分行

（

郵局

支局）

戶名：
帳號：
，帳號：

（局號：

中華民國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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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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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切結書
本人受獎助新臺幣

（請大寫）元辦理

（研究計畫名稱）同意配合相關管制作業，提報執行進度，並於○○○年○○月○○日前提出研
究成果報告請款，若未依限結案請款，無異議自動放棄獎助資格。
此致
客家委員會
立切結書人：
身分證字號或護照號碼：
地址：
電話：
（註：本切結書須由受獎助者親筆簽名）

中華民國

年

33515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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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客家委員會獎助客家學術研究計畫研究成果
授權同意書
本授權書所授權之著作為授權人受「客家委員會

年獎助客家學術研究計畫」獎助之學

術研究成果。
題目：
茲同意將授權人擁有著作權之上列學術研究報告全文（含摘要），非專屬、無償授權客家委
員會及相關學術機構，不限地域、時間與次數，以微縮、光碟或其他各種數位化方式將上列學術
研究報告重製，並得將數位化之上列學術研究報告電子檔以上載網路方式，提供讀者基於個人非
營利性質之線上檢索、閱覽、下載或列印。為符合網路資料處理之需要，得進行格式之變更。
讀者基於非營利性質之線上檢索、閱覽、下載或列印上列學術研究報告，應依著作權法相關
規定辦理。
授權人聲明並保證授權著作為本人所自行創作，有權為本同意之各項授權，且授權著作未侵
害任何第三人之智慧財產權。本授權書為非專屬授權，授權人對於上述授權之著作仍擁有著作權。
立同意書人（親筆正楷簽名）：
身分證字號或護照號碼：
聯絡地址：
聯絡電話：
電子郵件：

中華民國

年

33516

月

日

第 022 卷 第 149 期

行政院公報

20160810

內政篇

附件五 客家委員會獎助客家學術研究計畫報告印刷形制及電子檔格式
一、報告印刷形制：
(一) 封面應書明「題目」、「申請人」、「完成年月」等文字。書脊應書明「題目」及「申請
人」等字樣。
(二) 報告扉頁應註明「本報告係接受客家委員會獎助完成」。
(三) 參考書目之打印格式，應參照學術論文之書目格式撰寫。
(四) 報告封面及內頁皆為 A4 紙張，封面以米黃色安格紙 216gsm（或同色同等級紙張）印製。
二、報告電子檔格式：
(一) 使用 PC 版 Microsoft Word 產生之 DOC 檔。
(二) 目次使用字體大小：
１、「提要」、「目次」、「表次」及「圖次」等標題字樣，使用 16 級黑體字，並置中對齊。
２、「章次」使用 12 級黑體字。
３、「節次」使用 12 級黑體字。
４、「附錄次」使用 12 級黑體字。
５、表次中之「表號」、圖次中之「圖號」使用 12 級黑體字。
(三) 本文使用字體大小：
１、章標題使用 16 級黑體字，並置中對齊。
２、節標題使用 14 級黑體字，並置中對齊。
３、圖表標題使用 12 級黑體字。
４、標題以外之本文使用 12 級細明體。
５、當頁註釋使用 10 級標楷體。
６、附錄標題使用 16 級黑體字。
(四) 文字編排採橫書格式，紙張縱向 A4（長 29.6 公分，寬 20.9 公分）規格；版面長 21.5 公分
（含頁眉、頁碼），寬 14 公分。
(五) 圖表如無法以 Word 繪圖及圖表工具製作，應以 MicroSoft Excel 或 MicroSoft Power Point 製
作完成後，插入 Word 檔案中適當位置。
(六) 除因特殊需要，請勿使用非 PC 版 MicroSoft Word 所提供之中文字及特殊符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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