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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順位：整合型計畫列第二優先順位(獲群組委員
審查推薦即補助)，研提之學門專題研究計畫可列第
一優先。

加碼獎勵：計畫期中進度經審查通過且執行成效佳
者，下年度計畫經費核定，可予以加碼。

退場機制：落實計畫期中管考機制，執行一年後經
考評，對執行不佳或無實質整合之計畫進行退場，
終止下年度計畫之補助。

計畫期中審查重點：計畫整合之成果、有無實質整
合與效益及計畫是否因子計畫整合而有重大突破等。

本年度審查結果：11群組計畫中，有2群組計畫獲得
經費加碼，2群組計畫因執行不佳，予以刪減經費。

科技部整合型計畫之鼓勵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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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部計畫補助及執行件數

• 計畫優先順序：國家型＞專案計畫＝跨領
域＞一般專題計畫

• 每人最多可執行兩件一般計畫和一件特殊
計畫（傑出獎得獎者可多執行一件計畫）

• 第一件計畫需排名前40-45％，第二件計畫
需＜12％，第三件＜3％

• 整合型計畫永遠為第二優先計畫，通過與
否單獨決定，不受前述百分比之限定

整合型計畫是最好的第二件計畫！



年度
構想書件數 細部計畫件數 通過率

(%)申請 通過 申請 核定

100 97 40 40 17 17.5

101 34 15 15 11 32.4

102 29 15 15 12 41.4

103 32 19 19 15 46.9

104 48 30 29 14 29.2

105 59 30 29 15 25

106 69 34 34 17 24.6

學門整合型計畫申請及核定

4申請件數有增加，但整合情形有加強空間！



計畫審查流程
一般計畫

學門

召集人

複審委員

提名初審委員

決定初審委員

初審（兩位）

複審（二～三位）

差距過大 ==> （第三初審）

分數、評語

整合型計畫

構想書

審查委員審查

召集人

計畫書

通過不通過



構想書撰寫重點

生科司整合型研究計畫總構想書

歸 屬 學 門：

整合型計畫名稱：

總主持人：_____________ 職稱：_______ 機構及科
系所：____________________

TEL：___________________   FAX：___________________

計畫總構想說明：請重點說明本整合型計畫研究構想內容、整合
情形、重要性，欲達成之目標或預期成果(計畫總構想說明以5頁
以內為原則；請另附3頁以內之總主持人簡歷及近五年著作目錄)

。



參與整合型研究計畫之子計畫主持人
及子計畫名稱：

整合型計畫總
名稱

編號 主持人 子計畫名稱(暫定)
預算金額(預估)

第1年 第2年 第3年

1

2

3

4

5
… … …
… … …

13

14

15

每年小計金額

三年合計總金額



70%

30%



生科司整合型計畫構想簡報評審表





整合型計畫審查重點

• 計畫架構：整合性、互補性、可行性

– 總計畫主持人是否有整合之能力

– 總計畫與子計畫之分工

– 子計畫間的互補性與資源共享

• 研究主題：重要性及創新性

• 計畫書內容：研究方法之可行性

– 各子計畫需單獨撰寫計畫書

– 至少需有三個子計畫通過

＊＊＊總計畫主持人50歲以下，包含一位40歲以下之
子計畫主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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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合型計畫撰寫要點

• 主題的選擇：

– 涵蓋性

– 新穎性及原創性

• 子計畫件數：一般為3-5件，不宜過多

• 主持人

– 總計畫

– 子計畫

– 共同主持人（協同主持人）



整合型計畫撰寫要點
（二）整合型研究計畫重點說明： Inter-relationship 

between subprojects

Main project

Subproject #1

1. Large scale TF binding site 
screening by ChIP-chip assay

2. DNA methylation analysis by CpG
microarray

3. Generate customized CpG chips

1. Algorithm & Data analysis
2. Text mining to identify gene-gene 

interaction
3. EST data mining for tissue 

specific gene regulation

1. Protein expression profile 

analysis

2. Histone modification analysis

3. Identification of biomarkers 

for gene regulation

1. TF-Candidate gene regulatory 
network establishment

2. Wet-bench experiments to generate 
materials for microarray and 
proteomic analyses

3. Molecular characterization of 
candidate gene (promoter assay, 
real-time RT-PCR, etc..)

1. Administration

2. Infrastructure for 

bioinformatics

3. Databases

Subproject #2 Subproject #3

Subproject #4

TF list & expression 
profile for ChIP-chip 
assay & referencing

Data for analysis

Materials for assays & mRNA 
data for cross referencing

Algorithm for 
proteomic 
analysis

Proteomic data 
for analysis & 
bioinformatic 
platform 
development

Epigenetic pattern & markers 
for verification

Epigenetic 
pattern for 
system 
verification

: Computational power, database search

: Raw and/or analyzed data

Gene-gene interaction

Histone-DNA 

interaction

Tissue-specific 

gene network 

confirmation 
and refi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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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撰寫
• 何時開始準備？

–越早越好

• 用中文還是英文？

–沒有規定，意思表達清楚最重要。But…

• 寫多還是寫少？

–頁數限制：表CM02與表CM03合計至多
25頁為限，中英文摘要至多各一頁，參
考文獻至多5 頁。



生科司-學術研究績效表
(不列Impact Factor)

一、科技部生命科學司學術研究績效表(請以2015/09/01

版本填寫)

二、近五年內之研究成果，其中最具代表性研究成果論文

1.請依發表時間之先後順序填寫，學術論文必須填寫
所有作者(通訊作者以星號* 標示)，按期刊所刊登之
原排序，標示PI 姓名(劃線)、題目、期刊名稱、年
份、卷期及起迄頁數。(不列Impact Factor，
Ranking)

公告網址

https://www.most.gov.tw/most/attachments/decf9bd

e-9086-4cd0-acf0-a5f415d6ed4e

https://www.most.gov.tw/most/attachments/decf9bde-9086-4cd0-acf0-a5f415d6ed4e


研究計畫涉及研究倫理者應注意事項

• 研究計畫中涉及研究倫理審查相關研究者
，核准文件若未能於申請時提交者，須先
提交已送審之證明文件，並於六個月內補
齊核准文件。

• 若未補齊核准文件，將影響新計畫之核定
。



研究計畫涉及動物實驗者應注意事項

• 申請之計畫中涉及動物實驗者，申請機構須依
動物科學應用機構 監督及管理執行要點相關
規定辦理查核，其機構評比結果為較差等級且
未改善者，本部得不補助該研究計畫。 【作
業要點第二十六之 (七)】



必敗的計畫書格式

• 中英夾雜、使用過去式的動詞

• 沒有假說(Hypothesis/Rationale)

• 沒有初步研究數據(Preliminary data)

• 過度簡略或灌水

• 一稿多投，過於類似

• 抄襲



抄襲案例

一、 Hypothesis抄襲別人發表的文章

二、部分內容和共同主持人的另一個計畫一
樣

三、五年內研究成果完全一樣

四、計畫內容幾乎雷同

問題：研究方法來自已發表的文章，算不算
抄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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違反學術倫理案件事由 違反行為類型

A君OOO年度專題研究計畫申請書
之計畫內容、圖表(圖三、圖四及
表一)呈現、研究方法、進行步驟
及執行進度，與B君OOO年度專題
研究計畫申請書內容高度雷同，A
君雖坦承疏失未加推責，仍已違
反學術倫理。

抄襲/停權

個案探討(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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違反學術倫理案件事由 違反行為類型

Ａ君所提OOO年度專題計畫申請案，
計畫書內容文獻探討部分，大量
逐字抄錄網站資料，且未依學術
慣例詳細引註，已違反學術倫理。

抄襲/停權

個案探討(II)



研究誠信

本要點所稱違反學術倫理，指研究人員有下列情
形之一，致有嚴重影響本會評審判斷或資源分配
公正之虞者：

(一)造假：指虛構不存在之申請資料、研究資料
或研究成果。

(二)變造：指不實變更申請資料、研究資料或研
究成果。

(三)抄襲：指援用他人之申請資料、研究資料或
研究成果未註明出處。註明出處不當情節重
大者，以抄襲論。

22
103年10月20日科部綜字第1030075189A號令修正發布



(四)申請研究計畫或發表論文時隱匿其部分內
容為已發表之成果或著作。

(五)未經註明而重複發表，致研究成果重複計
算，影響審查之評斷。

(六)研究計畫或論文大幅引用自己已發表之著
作，未適當引註，嚴重誤導審查之評斷。

(七)以違法或不當手段影響論文審查。

(八)其他違反學術倫理行為，經本部學術倫理
審議會議決通過。

23

研究誠信



修正專題計畫作業要點
(新增第二十六點之八)

申請機構應於一百零六年十二月一日前辦理完成下列事
項，未辦理完成者，本部得不受理所申請之研究計畫：

1.訂定學術倫理管理及自律規範。

2.指定或成立學術倫理管理專責單位。

3.建立學術倫理教育機制。

4.訂定學術倫理案件處理標準作業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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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專題計畫作業要點
(新增第二十六點之九)

自一百零六年十二月一日起，首次申請計畫之計畫主持
人及申請書內所列首次執行本部計畫之參與研究人員應
於申請機構函送本部申請研究計畫之日前三年內，完成
至少六小時之學術倫理教育課程訓練並檢附相關證明文
件送申請機構備查；計畫開始執行後所聘首次執行本部
計畫之參與研究人員應於起聘日起三個月內檢附修習六
小時之學術倫理教育課程訓練相關證明文件送申請機構
備查。

25106年5月18日科部綜字第1060032898號函修正



修正學術倫理案件處理及審議要點
(第十二點)

(處分方式)

學術倫理審議會就初審結果認定違反學術倫理之案件進
行審議，如認定違反學術倫理 行為證據確切時，得按
其情節輕重對當事人作成下列一款或數款之處分建議：

(一) 書面告誡。

(二) 停止申請及執行補助計畫、申請及領取獎勵（費
）一年至十年，或終身停權。

(三) 追回部分或全部補助費用、獎勵（費）、獎金或
獎勵金。

(四) 撤銷所獲相關獎項。
26

中華民國106 年 4 月 10 日修正



修正學術倫理案件處理及審議要點
(新增第十三點)

(資訊公開)

學術倫理案件經學術倫理審議會審議作成處分建議
者，經審議會視情節輕重決議後公開相關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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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學術倫理案件處理及審議要點
(第十七點)

(受補助學校或機關（構）之配合義務及責任)

本部於處理違反學術倫理案件時，除直接調查或處
分外，得視需要請當事人所屬學校或機關（構）協
助調查，並將調查結果送交本部。
當事人所屬學校或機關（構）對於違反學術倫理案
件未積極配合調查、有重大管理疏失或其他不當之
處理行為，經學術倫理審議會建議，得追回或減撥
本部一定期間之補助專題研究計畫部分管理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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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會敗的計畫書
• 立論不夠完整、文獻收集不完備

• 缺乏創新性的三手題目

• 表格填寫不夠詳實

• 沒有更新科技部的個人資料

• 過於冗長，沒有重點

• 語意不清或前後矛盾

• 多頭馬車（各個specific aim或是各年自成
一個單獨的計畫，無先後或因果關係）

• 統計



如何撰寫一個可能會通過的計畫



研究主題之重要性與創新性

「境界有大有小，不以是而分優劣」；「境非獨
謂境物也。喜怒哀樂，亦人心中之一境界。故能
寫真境物、真感情者， 謂之有境界。否則謂之
無境界。」 ---王國維，人間詞話

• 博大精深或是短小精幹

• 跟隨潮流或是洞燭機先

• 全球性或是地域性

• 領域融合或是單一主題
31



研究計畫撰寫之完整性及妥適性，
實驗設計及重要研究方法之可行性

• 是否已多面向考慮到利用不同的方法來
驗證同一個假說？

• 實驗設計是否有連慣性？

• 所設計的研究方法是否符合執行期程？

• 是否採用最新的研究方法及工具來探討
問題？

• 是否已考慮可能遭遇的困難與替代方案
？

32



經費編列
• 人事費

–多少研究人力？

–專任助理還是兼任助理

• 設備費

–什麼設備

–配合款

• 耗材費

設備、耗材可互相流用50%

• 國際差旅費





表格填寫：常見的錯誤



摘要

• 以一頁為限

• 中英文摘要內容應求一致

• 通常不分段

• 不要從introduction, specific aim, 
experimental design, and anticipate 
results各項摘錄組合而成

• 最後再寫



計畫內容
• 研究計畫之背景及目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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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預期完成之工作項目、成果及績效。請分
年列述：1.預期完成之工作項目。2.對於學
術研究、國家發展及其他應用方面預期之
貢獻。3.對於參與之工作人員，預期可獲之
訓練。4.預期完成之研究成果及績效



研究計畫之背景及目的

• Background and significance
– 〝十五頁之研究計畫內容裡，背景就佔了八頁，
但與本計畫直接相關者少〞

• Specific aims
– 〝此計畫的研究主題與其撰寫似乎是呈現三個
一年期的計畫，而非一個三年期的計畫。〞

• Preliminary data
– 重要的實驗之初步結果

– 新的技術

– 已發表的結果不宜再贅述



研究方法、進行步驟及執行進度
• 依年度分還是依研究子題(specific aim)分?

• 要寫到多詳細？

– 實驗

• 實驗(1)…

• 實驗(2)…

• 實驗(3)…

• …

• 實驗(25)…

– 方法：

• 新方法、重要的方法一定要敘述清楚、正確

• 一般方法如Western blot, RT-PCR, cell culture …

就可以省略



範例
Aim 2: To characterize the underlying mechanisms of PGE2-

induced FGFR alternative splicing

Background and rationale: The signaling of FGF is mediated via complex 

interactions between specific member of FGF family and one or more FGF receptor 

isoforms….

Hypothesis: In addition to some mutational consequences that result in aberrant 

expression of the “IIIc” spliced variants, PGE2 may stimulate the alternative splicing 

event leading to the expression of “IIIc” isoforms and increasing the epithelial-

mesenchymal plasticity of cancer cells.

Experimental Designs:
1. Characterization of different FGFRs and their alternative splicing isoforms in 

endometrial cancer cells of different proliferation rate

The expression of specific alternatively spliced isoforms of FGFR will be examined first by RT-PCR and 

further quantified by real-time RT-PCR.

…

2. Characterization of roles of PGE2 in alternative splicing of FGFR 

To investigate whether PGE2 can induce alternative splicing of FGFR… 

Anticipated difficulty and alternatives:



參考文獻

• 選重要的原始論文引用，不要引用過多
(25-40篇）

• 格式要一致

• 務必更新(most up-to-date references)

• 不要刻意隱瞞類似的文獻或是自己已經發
表的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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