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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驗的分享

• 角色:申請者、初審、複審

• 經驗

–失敗的經驗

–成功的經驗

–擔任初審

–擔任複審



經驗之路 (上)
年期 學門 類別 題目

1995 沒過 管二 新進 氣到都忘了

1996 1/1 管二 新進 階梯式道路收費系統之應用研究

1997 1/1 管二 新進 擁擠稅於高速公路收費盲點路段之應用研究

1998 1/1 管二 新進 市區道路實施擁擠收費下通勤者行為模式之研究

1999 1/1 區域 新進 高速公路實施匝道電子收費下最佳費率與經濟效益評估之研究

2000
(投2中1)

1/1 區域 個別
道路擁擠收費實施後之排隊擁擠減少效果、通勤者出發分散與出發
時刻變動軌跡之研究─非線性均衡模式之建構與推導

2001 1/1 區域 個別 道路定價理論中相關時間價值之模式研究

2002
(投2中1)

1/1 區域 個別 船席擁擠收費與航商行為模式之研究

2003 1/1 區域 個別 海運託運人選擇貨運服務方式之行為研究

2004 1/1 區域 個別 商港擁擠定價理論模式之研究

2005
(投2中1)

1/1 區域 個別 不定期散裝船船席擁擠定價及其到港時刻分散之研究

2006 1/1 區域 個別 貨櫃集散站擁擠定價與託運人決策行為之研究

2007 1/1 區域 個別 以非線性函數建構貨櫃船船席擁擠收費模式之研究

2008 1/1 區域 個別 蘇伊士運河排隊擁擠收費模式之研究

2009 1/2 區域 個別
貨櫃船與散裝船進港等候定價模式下最佳階梯式差別費率以及到港
時刻分散效果之研究

2010 1/2 區域 個別 巴拿馬運河擴建後船舶等候定價與海陸複合運輸選擇決策之研究



經驗之路 (下)
年期 學門 類別 題目

2011 1/1 區域 個別 整合邊際成本定價與均衡成本定價雙模式於繁忙港埠出口貨櫃儲區

2012 1/1 區域 個別 隨機到達與多種服務情況下散裝船排隊等候定價模式之研究

2013 1/1 區域 個別 考慮船舶引水服務與異質貨種裝卸作業因素下之船席等候定價模式

2014 1/1 區域 個別 可共用船席裝卸的條件下不定期船零等候最佳收費模式之研究

2015 1/2 區域 個別
卜式分配與指數分配建構不定期船錨區到達模式以及船席等候定價
模式之研究

2016 1/1 區域 個別
考量裝卸作業可能組合以及時間成本參數不確定性因素下建構船席
等候定價與錨區到達模式之研究

2017 1/1 區域 個別 瓶頸等候定價模式之動態均衡與最佳解

2018 1/1 區域 個別 瓶頸設施使用者於等候定價實施前後之個別移動行為研究

2019 1/1 區域 個別 瓶頸設施使用者於等候定價實施前後之個別移動行為研究

2020-2022 2/3 區域 個別 建構內含外部成本的合成函數等候定價模式及其應用

2021-2024 3/3 區域 專書 等候定價與使用者行為之理論與應用

2022 1/1 區域 個別 運河通行受阻時等候定價模式與到達時刻變動軌跡之研究

2023 區域 個別 Keep Going…..

2024 區域 個別 Keep Going…..

2025 區域 個別 Keep Going…..



國科會研究計畫申請

摘自陳明吉共同召集人

為何需要申請 ?



國科會研究計畫申請

• 海運暨管理學院教師可申請的學門：

土木學門：交通運輸領域

管二學門：交通運輸領域

區域學門：交通運輸領域
休閒遊憩領域
環境及資源管理領域

管一學門或經濟學門或法律學門：我不熟



區域學門的通過率

(新台幣)

摘自林楨家學門召集人



國科會研究計畫申請內容
• 計畫類型：

– 一般型 vs 新進人員 研究計畫 （新人隨到隨審）
– 個別型 vs 整合型
– 特殊任務型

• 經費補助項目
– 業務費：研究人力、雜項、國際合作
– 研究設備費
– 國外差旅：移地研究、出席國際會議、國際合作
– 主持人費 (10000  15000)

• 線上申請：
– 建議審委、迴避審委、中英文摘要、計畫概述 (上網填寫)
– 研究計畫內容 (CM03，需上傳)

– 個人資料表(表C301，自動帶出)+著作目錄 (CM302 ，需上傳)

– 代表性研究成果表 (NSCH01 ，需上傳)

– 已出版之學術著作(全文檔案) (WRITINGS ，需上傳)



計畫書表格
• C011 ：中英文摘要 (過往文獻未著墨處何在? 方法論為何? 原創性何在?)

• CM302 ：著作目錄 (與本計畫相關，未設年限，務必更新以確保正確)

• NSCH01：代表性研究成果表 (10年內5篇，5年內至少1篇)

• WRITINGS：已出版之學術著作(全文檔案) (代表性研究成果需全部上傳)

• CM03：研究計畫內容

– 研究計畫之背景及目的。請詳述本研究計畫所要探討或解決的問題、
研究原創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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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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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如為須赴國外或大陸地區研究，請詳述其必要性以
及預期成果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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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計畫如為整合型研究計畫之子計
畫，請就以上各點分別說明與其他子計畫之相關性。



國科會研究計畫申請- TIPS

• 把計畫申請的要求與表格仔細看清楚 (每年或有一些變動)

• 準備的時間：2~3個月

• 關於題目

• 熱門/前瞻 之研究議題

• 有創新元素且與自己的學術專長符合

• 謹守學術倫理分際: 碩博士論文, 過去研究, 學生論文,他人研究

• 關於年期與件數：一年與多年/一件與多件 之掙扎

• 關於經費的編列：不卑不亢

• 計畫書的撰寫品質(60%~70%占分比)

– 內容：下足苦工、面面俱到

– 呈現：有條不紊、誠意十足
用心的計畫書撰寫是很重要的喔!



審查委員

• 審查程序：初審委員、複審委員、學門召集人

• 初審(2人)：海大的委員絕對不會初審到海大的計畫案

• 複審(2人)：海大的委員絕對不會複審到海大的計畫案

http://www.nsc.gov.tw/hum/ct.asp?xItem=7460&ctNode=1143
http://www.nsc.gov.tw/hum/ct.asp?xItem=7460&ctNode=1143


審查內容

• 計畫的審查

–研究表現 (30~40%)

–計畫內容 (60~70%，占分最重)

–其他: 經費、出國、年期、共同主持人、倫理



審查者的視角 (1/7)

審查重點

• 研究計畫主題之重要性或創新性、在學
術或應用上之價值或影響

• 對國內外相關研究文獻之掌握及評述

• 計畫之合理性、研究方法與執行步驟之
可行性

• 五篇代表性研究成果的品質與計畫關聯



審查者的視角 (2/7)

什麼是好的研究主題？

主題是原創最好－Originality counts (難度頗高)

延伸現有研究也很好－但要有新東西

改進方法也不錯－但效果要好或結果要不同才有趣！

石破天驚的突破－最好等你有點名氣再寫

避免陳舊主題－是否是你發表在10年前的相關著作?

熱門研究議題－具高影響之國際期刊之關鍵字

前瞻研究議題－具高影響之國際研討會成果發表



審查者的視角 (3/7)

審查迴避原則

與申請人任職於同一系、所科組

近三年與申請人有博碩士論文指導之師生關係

審查計畫時與申請人有共同執行研究計畫

近五年與申請人有共同發表論文或研究成果

申請人之配偶或三等親以內之血親或姻親 (A Story...)



審查者的視角 (4/7)

計畫書審查評分

一般型研究計畫 : 60%，主持人研究表現 : 40%

新進教師研究計畫 : 70%，主持人研究表現 : 30%

區域學門訂定評分參考原則，公告於人文司網頁

複審會議按複審成績排序，決定最低通過門檻

學門按當年度經費，依 ~20%；20 ~25%；25~50%；
50 ~75%；75% ~ 等五個級距，分級決定經費

通過第二件計畫 : 兩件成績都在前20%；通過多年
期 :該件成績在所有申請案的前30%



審查者的視角 (5/7)

計畫書撰寫缺失(審查心得)

研究主題太籠統且不有趣

研究主題與申請人之代表性研究成果無明顯關聯

國內外文獻回顧不足、草率且欠缺近五年的文獻

欠缺現況背景說明，研究動機不清、研究貢獻不明

欠缺理論基礎或是研究方法過於簡略、不嚴謹

欲進行之實證研究與前述之理論基礎無法前後呼應

撰寫架構鬆散且不完整、文字不精煉且多有謬誤



審查者的視角 (6/7)

計畫書審查之我見(上)

不符合計畫書撰寫內容之規定者，難獲審查者青睞

英文撰寫計畫書亦可，但亦存在風險

可以申請多個計畫，但我個人較鼓勵申請不同學門

鼓勵申請多年期計畫，尤其是研究成果質量俱佳者

鼓勵單一作者之期刊論文，通常會獲審查者青睞

投稿中或修改中的論文勿放入著作目錄表CM302中

未通過的計畫，需大幅度重寫後再申請為宜



審查者的視角 (7/7)

計畫書審查之我見(下)

不要以寫論文的方式與習慣寫計畫案，兩者不太一樣

計畫主題取向上傳論文?或是期刊優質取向上傳論文?

上傳的五篇論文務必與代表性研究成果的論文一致

上傳的五篇論文最好是刊登於3本以上不同的期刊

友善連結易使審查委員產生友善印象、友善成績

中文期刊論文，即便是TSSCI，較不易獲高評價

盡量不要投稿掠奪性期刊以及曾被JCR停權的期刊

https://beallslist.net/
http://jcr.help.clarivate.com/Content/title-suppressions.htm


申請者需建立的心態 (1/4)

平時就要做好

摘自陳明吉共同召集人



申請者需建立的心態 (2/4)

摘自陳明吉共同召集人



申請者需建立的心態 (3/4)

可能沒通過原因

摘自陳明吉共同召集人



申請者需建立的心態 (4/4)

其他注意事項

摘自陳明吉共同召集人



結論 1

• 一般而言，10年內Publication的質與量是否OK?

應該是決定你的計畫申請能否通過的重要關鍵。

• OK的Minimum Requirements (法律學門例外)：

a. 十年內的5篇代表作中至少有2篇

SCI/SSCI/TSSCI的期刊論文。

b. 5篇代表作中，至少有1篇SCI/SSCI/TSSCI

的期刊論文是五年以內。



結論 2

• 論文發表不 OK，計畫書就算認真寫或不認真寫

：大概都不會通過 (新進教師例外)

• 論文發表還 OK，但計畫書不認真寫

：可能不會通過

• 論文發表還 OK，且計畫書很認真寫

：可能會通過

• 論文發表很 OK，但計畫書不認真寫

：可能不會通過

• 論文發表很 OK，且計畫書很認真寫

：大概都會通過 (除非遇到仇家)



結論 3

• 申請國科會計畫案必須當成是大學教授每年年

底的例行公事，而非可做或可不做的選項。

• 對自己的研究成果設一個不難達成的目標，從

平均每年刊登一篇SCI/SSCI論文的目標開始。

• 研究計畫內容佔分極重，認真努力下足苦工，

循規蹈矩照規定來寫，是通過與否的關鍵因素。

• 是否通過確有運氣成分在，請詳讀審查意見，

當成嘉勉或改進的參考，明年再勇敢出發。



謝謝聆聽!!!



摘自揚清喬與談人到下一頁



摘自揚清喬與談人

BACK



摘自揚清喬與談人

BAC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