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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學學門業務報告

自然科學及永續研究發展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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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研究計畫申請

國科會化學學門
在想什麼??

國內化學學群
想要怎麼做??

=

Art of Grantsmanship

我們怎麼做學術資源投資?

創投投資



3

「學術卓越」的多元思維

科學論文發表

關鍵技術、儀器突破

國內原創、特色議題基礎、困難的課題

跨域整合、系統探討

合作中之關鍵貢獻 重大社會影響及貢獻

創新學理、觀點

跨界、域應用或探索

學術演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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夢想中的台灣學研環境??
化學學界該如何建構策略??

很多的發表 (量) vs. 具影響力的研究 (質)

熱門課題 vs.   具獨特性的領域
應用/產學合作 vs. 基礎研究
單打獨鬥 vs.   互補合作

(對外)強大的國際競爭
(在內)有限的人力資源

Chemistry

挑戰

策略



奈米科技創新應用計畫

• 前瞻奈米計畫

(平均每年不超過300萬元為原則)

• 創新應用計畫

(平均每年不超過700萬元為原則)

國科會研究計畫支援職涯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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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新進/鼓勵女性從事科學及技術研究
專題研究計畫

(化學學門個人型專題計畫以平均每年不超過400萬元為原則)

化學鍵結
整合型計畫
每一計畫平均每年
補助金額以300萬
元為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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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結) 過去幾年的轉變…

“點數換經費”的階段性任務已完成
化學學門從109起，不再呈現點數計算

回歸計畫審查的本質
 (a) 計畫內容
化學內涵/分子論述/重要問題/關鍵技術

 (b) 研究表現
是否具專長/能力執行所提計畫

化學學門鼓勵實質且具互補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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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您的工作投稿到具學術聲望的期刊
High Impact, not just impact factor

“點數換經費”的階段性任務已完成
化學學門從109起，不再呈現點數計算

去努力耕耘領域中有學術聲望的期刊

** 小心掠奪性的期刊**

註: 台大醫學院研發處對學術期刊的看法 (05/06/2022)

http://rd.mc.ntu.edu.tw/bomrd/ntu2/news_txt.asp?pno=5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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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是好的新進人員計畫

研究人力 學校資源

研究經費點子

“There is no grantsmanship that will turn a bad idea into a good one, but there are many ways to disguise a good one.”

-- William Raub, former deputy director of NI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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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構你的獨特性
Establishing your Identity

Harvard’s tenure review request letter:

“We write to ask for your advice as we consider Professor [A] for 

promotion to tenure in the field of [FIELD] in the Department of 

[DEPARTMENT] at Harvard University.

... Based on our tenure criteria, we ask that you compare Professor [A] 

with the other scholars included on the list below. Because we are 

interested in Professor [A]’s current impact on the field, as well as 

Professor [A]’s future trajectory, we have listed scholars in a range of career 

stages, from recently tenured to some of the most influential figures in the 

field…”

https://academic-appointments.fas.harvard.edu/g-sample-tenure-review-let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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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進人員計畫常見的審查意見
研究計畫與Ph.D./Postdoc指導教授研究重複性太高
(國科會直接投資您的指導教授即可)
獨立及新創性

研究計畫的長期目標不清
(科技部的長期投資希望有長期效應)
問"對的，重要的科學問題“

研究計畫的科學論述不足
(化學學門的研究計畫從分子出發)
目前的困境，突破的角度，你的新意?

儀器編列不合宜
(甚麼儀器是你成功的必須優先)
如果只有XX萬經費，你會先添置甚麼?
那些可以先在學校內使用到 (非第一優先)?



國科會對研究人員學術倫理規範



以書面或口頭通知提
出者(初/複審委員)

經複審會認定
未違反

提案

1.依學門處分原則審定
該計畫。

2.以書面或口頭通知提
出者(初/複審委員)，
並以書面通知當事
人審定結果。

經複審會認定違反
但未嚴重違反學術
社群共同接受之行
為準則，或未嚴重
影響本部審查判斷
或資源分配公正之
虞

學門專題計畫不符學術認知處理原則

認定涉嫌違反學術
倫理案件須提交學
術倫理審議會

化學學門處分原則
依情節輕重：

• 不補助 (退件)

• 減少補助經費或年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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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批計畫中常見的學術瑕疵

基於個資緣故，無法重現申請書細節
(真的已經超出學術社群的一般認知了…)

-- Introduction文字及圖，從自己最近發表的文章copy過來，無引用
-- Introduction大段文字及圖，從其他人文章copy過來，無引用
-- 內容直接擷取wikipedia與文獻paper中的內容，無引用
-- 整個計畫書內容集結了申請人已經發表的期刊論文拼湊而成，許多的文字敘述
和附圖是直接複製申請人所發表的論文，無引用
-- 研究方法有部分copy自己文章，無引用

-- 已經發表在期刊論文的研究工作，申請人卻將之列為未來要從事的研究工作，
向科技部申請經費
-- 計畫裡所規劃要做的工作，已經有部分工作完成並且發表
-- 計畫內文隻字未提部分研究工作已完成，已投稿審查中

-- proposed research (包含內文及圖片)，許多是其他人已經發表的工作，無引用

抄襲 (含自我抄襲)

核心論述
抄襲

已投稿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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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人應該做的事…

(主要問題) 誤導審查委員，認定為新的貢獻與創見之判斷

(解決方法) 用科學家的嚴謹態度與誠信，去看待申請書
-- 文字/圖 確實引用
-- 自己寫，提前寫

-- 事先用對比軟體檢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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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我們的community

化學學界的未來，我們來建構與努力
共好共榮，一起站上國際舞台

謝謝您的建議與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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