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地球科學學門計畫審核概述
計畫申請注意事項

李建成
地質 召集人



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優先推動計畫

尖端研究平台及設施整備方案

台灣特有地球科學環境整合研究及平台建置：

地球科學領域大型核心研究設施計畫

科技部自然司 地球科學學門

地球化學貴重儀器維護、服務管理平台

(地化平台)

地球化學貴重儀器服務計畫







一般專題計畫 整合型研究計畫

卓越領航計畫

專案及國家型計畫年輕優秀學者計畫

自由型卓越
學術攻頂
曜星計畫

私校研發特色

向下扎根

向上提升

厚實中堅

探索及跨領域計畫

特約計畫

短程

中程

長程

自然司補助計畫之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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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專題研究計畫申請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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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部各年度專題研究計畫補助案，規定約於每年12月底
完成線上申請作業，彙整函送科技部。

本專題研究計畫之執行期限自8月1日至7月31日。
撰寫計畫書時請一併申請博士後研究人員；於申請科技部
補助之專題研究計畫時一併提出送審。

出席國際會議之費用原則上不再受理另案個別之申請，請
預先編列在研究計畫中。

研究計畫如需申請補助單價新臺幣五百萬元(含)以上之大
型儀器，請填寫研究設備費表(單項超過五百萬大型儀器) 

(表 CM10-1A01)。
105年度專題研究計畫申請案全面實施線上申請，各類書
表請務必至科技部網站（http://www.most.gov.tw/mp.aspx）
進入「學術研發服務網」製作（詳請參閱專題研究計畫
WWW線上申請作業使用注意事項）。



依「科技部補助專題研究計畫作業要
點」第十條中規定「申請機構及計畫
主持人應依科技部規定之期限提出申
請，逾期不予受理。但申請機構新聘
任人員或現職人員，其資格符合規定，
且從未申請科技部研究計畫者，得於
起聘之日或獲博士學位之日起三年內
以隨到隨審方式提出，並以申請一件
為限；…」。

新進人員(隨到隨審)專題研究計畫申請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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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計畫審查機制及審查委員遴選作業要點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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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收件 初審作業(書面) 複審作業(會議) 行政作業

12月~ 1月 2月~ 3月 4月~ 6月 7月~ 8月

12月底綜規司
截止收件

1月底前各學術司
計畫分案、分組

2月底前
採電腦篩選及複審
會推薦提供2~5位審
查人，進行初審。

3月底前
承辦人將計畫案及彙
整後初審意見提供至
主審委員進行書面複
審。

4月至5月
主審委員依初複審
意見於會中進行討
論，並排定優先順
序及建議補助經費。

6月底前
承辦人核定及提本
部業務會報。請靜
待本部正式通知
(恕不提供查詢)

7月底前綜規司
通知申請機構
簽約撥款。

6月底
進行未獲推薦案件退件
作業，函知申請機構。

9月底
申覆案件於
諮議會審核。

審查意見於網站

一般專題計畫審查核定



一般專題計畫複審標準

A-前20%
B-20-40%

C-40-60%

D-60%以下

E/戊

A/甲
B/乙
C/丙
D/丁

A-甲and前20%

B-乙以上and前40%

C-丙以上and前60%

D/E-退件

研究
表現

計畫
內容

計畫核定



一.不過度重視論文指標，兼考量社會影響性
 「研究表現指標」(RPI分析制度)對於學術水準的提升確有幫

助，但同時也已達階段性任務。

 部分機構或研究人員長期以學術論文為指標，忽視研究成果的
社會效益。

二.運用學術研究能量來解決社會問題
 基礎研究是科技發展的基石，許多對社會產生效益的研究，經

常是來自基礎科學。

 許多重大的問題涵蓋跨領域研究，需要從人文、社會及技術面
等不同角度思考。

 結合基礎與應用等各領域人才尋找問題與解決問題。

11

計畫審查制度的變革:問題與檢
討



一、引導研究人員提案思維，思考提案之潛在影響性

 調整「申請表格」設計，強調待解決問題及所提之解決方案。

 申請書內容新增填列「預期影響性」項目，導引提案者從各層面可能

產生的後續影響性提出說明。

 目前專題研究計畫申請書已完成修訂，將於資訊系統完成調整後公告

實施。其他各類奬補助申請表格亦陸續配合調整修正。

二、加強研究成果影響面之審議

 各學門依其特性及配合申請書修正審查項目

 各學門調整審議作業並宣導

三、規劃推動問題導向之專案計畫

•透過學門研議，進一步具體規劃形成共識後推動。

計畫審查制度的變革:調整作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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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計畫申請書格式
現行表格代號 修正表格代號 表格名稱 說明

C001 CM01 基本資料表

C011 CM02 研究計畫中英文摘要 計畫內容
C012 CM03 研究計畫內容

C010 CM04 整合型研究計畫項目及重點說明

C002 CM05 申請補助經費表 經費補助
C003 CM06 主要研究人力表

C004 CM07 研究人力費表

C005 CM08 耗材、物品、圖書及雜項費用

C015 CM09 國外學者來臺費用

C006 CM10 研究設備費表

C006-1 CM10-1 科技部計畫大型儀器申請書

C007 CM11 國外差旅費--執行國際合作與移地研究

C008 CM12 國外差旅費—出席國際學術會議

C009 CM13 貴重儀器使用額度

C013 CM14 近三年內執行之研究計畫

C014 CM15 海洋研究船使用申請表

I001 IM01 國際合作研究計畫資料表

I003 IM02 國際合作研究計畫摘要說明



申請書格式-研究計畫中英文摘要

研究計畫中英文摘要：請就本計畫要點作一概述，並依
本計畫性質自訂關鍵詞。
•計畫中文摘要。（五百字以內）
•計畫英文摘要。（五百字以內）



申請書格式-研究計畫內容

研究計畫內容（以中文或英文撰寫）：

(一)研究計畫之背景。請詳述本研究計畫所要探討或解決的問題、重要性、

預期影響性及國內外有關本計畫之研究情況、重要參考文獻之評述等。

如為連續性計畫應說明上年度研究進度。

(二)研究方法、進行步驟及執行進度。請分年列述：1.本計畫採用之研究

方法與原因。2.預計可能遭遇之困難及解決途徑。3.重要儀器之配合

使用情形。4.如為須赴國外或大陸地區研究，請詳述其必要性以及預

期效益等。

(三)預期完成之工作項目及成果。請分年列述：1.預期完成之工作項目。

2.對於參與之工作人員，預期可獲之訓練。3.預期完成之研究成果

（如期刊論文、研討會論文、專書、技術報告、專利或技術移轉等質與

量之預期成果）。4.學術研究、國家發展及其他應用方面預期之貢獻。

(四)整合型研究計畫說明。如為整合型研究計畫請就以上各點分別說明與

其他子計畫之相關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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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書格式－近五年內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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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審查制度

 對審查委員的期許與要求

– 參與審查是責任也是養成(對學術價值的判斷)

– 不是分配資源，而是資源的有效投資

– 尋找有開創性的研究、培養具潛力的研究團隊

– 長期合作團隊重視計畫實質合作，合作論文應說明各
自貢獻

– 審查意見開放，提供具體建設性意見，以提昇計畫執
行水準（即使好的計畫也要多給意見）

– 複審會議深入討論、取得共識，避免少數人強勢主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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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審查原則－去指標化並採多元評鑑

 原則
– 客觀量化指標

– 限定篇數，重質不重量

– 注重期刊影響指數(Impact Factor, IF)及在該領域的
排名，高影響力期刊加權，鼓勵「品質」

– 看重第一作者及通訊作者，不鼓勵人情掛名

– 重視SCI/SSCI/A&HCI/EI收錄之國際期刊，鼓勵國
際化（亦鼓勵國內優良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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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審意見表(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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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審意見表(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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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審意見表(3/3)



 計畫通過率：本(105)年度上限58%

 計畫件數限制：
– X+Y+Z件數上限4件 (即4個計畫編號)，任一類均不得超過2件

X：研究案≦ 2 Y：產學案≦ 2 Z：規劃推動案≦ 2

指具基礎或應用研究性質之計畫：如
一般型、優秀年輕、國家型、跨領域、
卓越領航、攻頂、自由型卓越等。註：
傑出獎X≦ 3

指具產學鏈結性
質，且有產業參
與(出資、派員參
與或提供設備)或
以創業為目的之
計畫：如產學合
作計畫、大小聯
盟等。

指具服務或推廣科研
性質、因應計畫管理，
或配合研究發展、因
應政策、人才培育需
要所進行之規劃推動
計畫：如召集人計畫、
推動中心、理論中心)、
核心設施、學術團體

備註：計畫總件數，不含行政院指示配合國家科技外交之計畫(包括協議下專案型國際合作計畫)及因應國
家緊急重大災害或政策之計畫

計畫件數準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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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管理政策之鬆綁

 擴大補助項目間經費流用比例授權，流用超過各項原核定
金額50%比例者，才須事先報本會核准

 只控管前述補助項目的新增與經費流用，對於各項目內細
項變更與經費調整，授權由執行機構認定其合理性

 取消專題計畫經費支用原則中研究設備與耗材等經費用途
之例示，充分授權執行機構認定

 彈性支用額度(總額2%，上限2萬5仟)

鬆
綁

課
責

 若個案被認定浮報虛報，視情況追減執行機構管理費，其
幅度得為浮報虛報總額1倍至3倍

 未來查核尊重各機構認定，如屬法令模糊空間，經本會認
屬認定浮濫者，將由機構管理費扣回。

 執行機構對於支出與計畫相關性之認定若過於浮濫時，本
會得降低日後補助其管理費之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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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助項目 細項及支出用途 備註

業務費 1.研究人力費

2.耗材、物品、圖書及雜項
費用

3.國際合作研究計畫國外學
者來臺費用

1. 研究主持費為本部主動核給(不得流入)

2. 博士後研究人員費用專款專用(不得流出)

3. 兼任助理依教育部「專科以上學校強化學生兼任助理
學習與勞動權益保障處理原則」認定屬學習範疇或僱
傭關係。

4. 匡列彈性支用額度(總額2%，上限2萬5仟)

研究
設備費

設備名稱正面表列 1. 依核定項目，在核定經費限額內核實列支
2. 原未核給補助項目如需增列應事先報本部同意
3. 設備單價達新臺幣50萬元以上變更須於本會線上系統

登錄
4. 五百萬元(含)以上大型儀器：若通過審查並獲本部「核

定補助新臺幣五百萬元(含)以上」，則單獨核給一件規
劃推動計畫，視為一件計畫，並列入計畫件數計算。
若通過審查，但本部補助金額未達新臺幣五百萬元，
則請核定在原研究計畫的經費清單內。

國外差
旅費

1.執行國際合作與移地研究
2.出席國際學術會議

1.「出席國際學術會議」除發表論文外，增列「專題演講
或擔任會議主持人」
2. 執行國際合作與移地研究兩者合併

管理費 管理費為本部主動核給(不得流入)

計畫管理政策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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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期計畫一次簽約，分年撥付經費。1

儘早規劃採購
勿於計畫結束前二個月變更及大量採購。

2

經費報銷之單據日期須與計畫執行期間相符合。3

專題計畫執行注意事項

期末報告
下一年計畫開始前二個月繳交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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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單年結餘款金額超過30%，而延遲
撥款?

待結餘金額低於30%再行撥款。

若有充份理由說明足以影響計畫執行，
可公文來函，要求提前撥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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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期限即將結束，尚未完成研究？

Good Reason

計畫延期於線上申辦

於多年期計畫結束前提出

Good Reason

計畫延期於線上申辦

於多年期計畫結束前提出

Good Reason3

計畫延期於線上申辦1

於計畫結束前儘早提出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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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結餘款過高，影響下
一年度計畫核定！

計畫結餘款如超過原核定金額之百分之
二十，須請計畫主持人說明原由，確
定是否達成原計畫目標。



謝謝聆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