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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自然處組織架構壹、自然處組織架構

貳、專題計畫補助貳、專題計畫補助

參、獎勵參、獎勵

肆、學術交流活動肆、學術交流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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諮議委員會
物理學門 7人

處長、副處長
鄭建鴻、葉宜瑞

業務承辦人
物理2人

何怡帆研究員(凝態組)

徐愛佳助理研究員(一般組)

學門召集人
物理2人

林留玉仁 教授(凝態組)

李湘楠 教授(一般組)

審議委員

物理學門16人

研究中心
物理研究推動中心

牟中瑜主任

國家理論科學研究中
心物理組

李湘楠 組主任

壹、自然處組織架構壹、自然處組織架構

奈米國家型
科技計畫
吳茂昆 所長

副主委 楊弘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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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上申請計畫注意事項

–務必申請多年期計畫
國科會96年度起以受理多年期專題計畫為原則

–經費年度間可流用、
各年度經費皆可使用至全程計畫結束為止

–主持費核給多年，次年可申請晉級二萬元
–一次簽約及結案、

貳、專題計畫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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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上申請計畫注意事項

–鼓勵申請“新進人員研究計畫”(任職五年內)
–出席國際會議費用以在專題研究計畫項下申
請及核定為原則

–為避免網路交通擁塞，請於儘早上線使用

貳、專題計畫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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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上申請計畫注意事項(續)

論文著述表c302務必更新上傳

貳、專題計畫補助(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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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上申請計畫注意事項(續)

業務費

研究人力費

申請項目：兼任助理、專任助理、臨時工資

以碩士班、博士班研究生兼任助理為優先核給。

提供 博士生的名字、年級等尤佳(至多十四單位)。

耗材、物品及雜項費用

貴儀使用費是依實際使用費用的百分之十，由雜項中繳交。

博士後

有人選者---務必將博士後的個人資料及著作目錄更新，以利
核薪

貳、專題計畫補助(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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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上申請計畫注意事項(續)

研究設備費

大型儀器申請時，提供服務單位之配合款資料。

辦公設備及非專業性軟體，不予補助。

儀器設備名稱用中文。

核定清單未列之儀器設備，若需購置，務必上網變更

貳、專題計畫補助(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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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上申請計畫注意事項(續)

國外差旅費
出席國際學術會議差旅費：
以在專題研究計畫項下申請及核定為原則；
須發表論文；不限次數。

國外或大陸地區差旅費：依研究需要核給。
國際合作研究計畫費用：必須提供國外合作的證明等。

*前兩項相互流用及差旅地點變更，僅需於出國前請學校構關
同意即可。

貳、專題計畫補助(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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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cepted letter 
置於此表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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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專題計畫補助(續)

大批計畫審查流程
•綜合處收件
•送自然處審查
•申請案分為一般組及凝體組兩類，進而細分次領域(依
次學門次領域代碼<申請人提供>)
•審議會開會-提供外審人(人數依申請經費)
•外審後複審
•審議會開會-逐案討論(依研究表現)
•依會議決議-再次複審
•審議大會做最後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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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專題計畫補助
計畫補助簡介

• 專題計畫研究主持費
• 核定多年
• 可於次年申請晉級二萬元

一萬元

第三級

70%

二萬元

第二級

19%

二萬五千元

傑出特約

1%

五千元

第四級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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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專題計畫補助(續)

大批計畫通過率
大批通過件數/大批申請件數
(非人數)

退件
?第二優先計畫，
?某人的唯一計畫。
多年期計畫的衝擊
如何申請第二優先計晝
(申請--本件在本年度所申請之計畫中
優先順序為第 )

13

詳見：自然處網頁\表格下載\審查意見表

貳、專題計畫補助(續)
自然處計畫審查重點(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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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執行注意事項

–線上辦理計畫變更及延期，但務必述明理由。
–計畫延期於多年期計畫結束前即可。
–勿於計畫結束前二個月採購儀器。
–專題計畫之結餘金額勿超過核定金額的百分之二
十。

–依規定辦理經費結案及繳交報告。
–設備核定項目未採購及出國經費未動用者須繳回

貳、專題計畫補助(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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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吳大猷先生紀念獎

• 年齡在四十歲以下；副教授、副研究員或
相當職級以下；未曾獲得本會傑出研究獎。

• 由大批申請專題計畫中主動遴選
• 獲獎人除了頒發獎牌外，再額外核給計畫經
費每年三十萬元

• 物理學門每年約有一至兩名(全會二十五名)
• 審議會審查

參、獎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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傑出研究獎
申請對象：已退休、曾獲得總統科學獎、行政院傑出科技榮
譽獎、行政院傑出科技貢獻獎及本會傑出研究獎人員以外
人士

獎勵：

(一)全會獲獎人數每年以三十五名為限。

(二)獲獎人除由本會頒發獎狀一紙外，並發給獎勵金新臺幣
五十萬元。

另組傑出奬委員會審查

物理學門預估約有一至二名獲獎

參、獎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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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學術交流活動
綜合處為申請窗口

一、補助延攬客座科技人才(含大陸)

二、補助延攬研究學者

三、補助邀請大陸地區重要科技人士來台短期訪問

四、補助兩岸科技研討會
國合處為申請窗口

五、邀請國際科技人士來華短期訪問

六、補助國內舉辦國際學術研討會

七、補助科學與技術人員國外短期研究

八、補助博士生及博士後出國研究

九、補助出席國際學術會議

十、補助團隊參與國際學術學會會議

十一、雙邊合作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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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補助延攬客座科技人才(含大陸)

– 「延攬科技人才及兩岸科技交流系統」線上隨時可申請
– 講座人員、客座人員、博士後研究人員
– 申請時務必更新受聘人的個人資料及著作目錄
講座人員、客座人員

– 送外審兩位後，經由審議會投票半數通過，才予以核定
博士後

– 新進人員表現優異，首次申請博士後且已有人選者，必須由審議會投
票半數通過，才予以核定。

肆、學術交流活動(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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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補助延攬研究學者—計畫
– 線上申請計畫；
– 學門審議會審查。
– 國科會講座(隨時)、研究學者(四月)、特約博士後研究學者
(四月及九月)

– 針對未取得正式教職者，申請專題計畫之管道

肆、學術交流活動(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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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補助邀請大陸地區重要科技人士來台短期訪問

– 「延攬科技人才及兩岸科技交流系統」線上隨時申請
– 研究推動中心審查

肆、學術交流活動(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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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補助兩岸科技研討會
– 「延攬科技人才及兩岸科技交流系統」線上隨時申請
–研究推動中心審查

肆、學術交流活動(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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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邀請國際科技人士來華短期訪問

–隨時可線上申請(國合處為窗口)
–研究推動中心審查

肆、學術交流活動(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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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補助國內舉辦國際學術研討會

– 每年三月及九月，提出紙本公文申請
– 僅補助第一級(國際性學術組織主辦)及第二級(地區性國
際學術會議) 

– 第三級(國內自行邀請國際學者參加) 另向各研究推動中
心申請補助

–研究推動中心審查

肆、學術交流活動(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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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補助科學與技術人員國外短期研究

– 審查原則：當年度需執行本處研究計畫，無出國研究紀錄及
具研究潛力之年輕人優先考量

– 線上申請
八月一日前

– 三個月至一年
– 諮議會審查
– 通過率為 學門通過經費/學門申請經費 (非件數)

肆、學術交流活動(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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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補助博士生及博士後出國研究

• 國合處為窗口
• 每年八月底前申請，補助七個月至一年
• 審議會審查
• 通過率為 學門通過經費/學門申請經費 (非件數)

參、其他各類補助及獎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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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補助出席國際學術會議

國內研究生

– 隨時可線上申請(國合處為窗口)
– 至多三萬元
– 審議會審查
學者專家含博士後

– 於國際學術會議舉行日六星期前送達本會
– 國合處為窗口
– 除有特殊情形者外，以在專題研究計畫項下申請
及核定為原則

– 審議會審查

肆、學術交流活動(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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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補助團隊參與國際學術學會會議

–以十名以內為原則
–二個月前以紙本公文申請
–由研究推動中心審查

肆、學術交流活動(續)



28

十一、雙邊合作補助

– 互訪、研討會、合作計畫、博士生/博士後人員培
訓、雙邊人員交流

– 合作計畫由學門審議會審查
– 互訪、研討會由研究推動中心審查

肆、學術交流活動(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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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完畢

謝謝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