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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入系統 登入方式：海大首頁-->研發處計畫管理暨獎勵補助系統 回目錄

Step 1.點選【計畫管理暨獎勵補助系統】



登入系統 回目錄

Step 2.帳號密碼與教學務系統相同



新增申請表

在【申請時間】期間內才能提出申請

一.如何於資料庫建立期刊論文、專書及產學合作計畫：
請參閱教學手冊 : 【期刊論文學報】、【其他教師著作】、【科技部、政府部門、產學計畫及其他計畫案】

二. 本系統依據「國立臺灣海洋大學延攬及留住特殊優秀人才作業要點」建置，請詳閱並對照操作會更容易了解，
如有系統相關問題請致電研發處計畫組(分機:2252)

三.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延攬及留住特殊優秀人才作業要點】
網址 - https://r020.ntou.edu.tw/var/file/21/1021/img/992/220950724.pdf

回目錄

Step 2.點選新增申請表
Step 1.

與Step 2.相同，
也可於此新增



新增申請表 回目錄

Step 3.
*號為必填 (請務必
填寫正確，以供查核)

Step 4.
確認資料無誤後，可選「下一步驟」



填寫申請表

填寫申請類別維護(為便說明，故皆符合作業要點第三點之所有類別)
1. 如何填寫第三點中類別(一)~(六)之申請，因操作步驟一致，故擇類別(一)之條件說明：

回目錄

Step 1.
點擊「類別填寫」



填寫申請表 回目錄

Step 2. 填寫「得獎年份」，
請以西元年填寫

Step 3. 點選「儲存關
閉」完成此類別填寫



填寫申請表 回目錄

儲存的年份內容會在列表
展示,方便申請人快速確認

逐一完備填寫
(一)~(六)之類別



填寫申請表

如何填寫第三點中類別(七)之申請
近五年計畫已建置系統內,若有遺漏(錯誤)請洽研發處計畫組(分機:2252) 

回目錄

Step2. 系統自動撈取申請教師
近5年之科技部相關計畫 , 確認後儲存關閉

Step1. 點擊「類別填寫」



填寫申請表

如何填寫第三點中類別(八)之申請
確認勾選是否符合下列項目1或項目2的資格：
1.執行「大學社會責任實踐計畫」最近五年內累計3次之計畫主持人(含共同主持人或協同主持人)，並實際進入場域教學、服務而有成績者。
2.現職教學研究人員最近五年內獲教育部核定通過「教學實踐研究計畫」3件計畫以上之計畫主持人。

回目錄

Step1. 點擊「類別填寫」

Step2. 勾選符合條件

Step3. 確認資料無誤，按「儲
存關閉」完成此類別填寫



填寫申請表

如何填寫第三點中類別(九)之申請
(技轉部分會與技轉中心核對資料) 

系統會自動帶入近5年審核通過的發明人技轉資料

回目錄

Step1. 點擊「類別填寫」

Step2. 填寫相關技轉內容及金額

Step3. 填寫完成，按
「確定新增」儲存資料



填寫申請表

如何填寫第三點中類別(九)之申請
(技轉部分會與技轉中心核對資料) 

回目錄

Step4. 反覆新增成功列表Step5. 系統會自動檢核金額，計算點數

Step6. 確認資料無誤，按「儲
存關閉」完成此類別填寫



填寫申請表

如何填寫第三點中類別(十)之申請

若累計行政管理費不符合類別(十)條件，則不會勾
選任何選項。
若符合類別(十)條件，則依照累計金額，由系統自
動計算勾選。

回目錄

Step1. 點擊「類別填寫」

Step2. 確認資料無誤，按「儲
存關閉」完成此類別填寫



填寫申請表

如何填寫第三點中類別(十一)之申請
(會與學務處及教務處核對資料) 

以『曾獲本校傑出教學獎二次以上』為例，進行說明

回目錄

Step1. 點擊「類別填寫」，
因步驟一致，故擇一說明

Step3. 確認資料無誤，按「儲
存關閉」完成此類別填寫

Step2. 填寫「得獎年份」，請輸入西元年



填寫申請表

如何填寫第三點中類別(十二)之申請

以『曾獲本校校級教學優良教師獎 或相關獎項二次』為例，進行說明

回目錄

Step1. 點擊「類別填寫」，
因步驟一致，故擇一說明

Step2. 填寫「得獎年份」，請輸入西元年

Step3. 確認資料無誤，按「儲
存關閉」完成此類別填寫



填寫申請表

第三點中類別(十一)與(十二)之注意事項

若有互斥的項目，則會出現提示 (例如：本校傑出教學獎 / 本校傑出導師獎)，請謹慎詳閱！

回目錄



填寫申請表

如何填寫第三點中類別(十三)之申請

(1) 期刊成果列表維護：請參閱教學手冊：【期刊論文學報】(建置近5年之期刊論文)

IF每年都會變動，若之前系統已輸入無須更改，
若是新建檔的期刊論文，就用最新IF去key。
點數的計算以Ranking為主

回目錄

Step1. 點擊「類別填寫」

Step2. 系統自動撈
取申請教師近五年
之期刊論文並計算
所得點數，如下Step3. 確認資料無誤，按「儲

存關閉」完成此類別填寫



填寫申請表

如何填寫第三點中類別(十三)之申請

(2) 專書成果列表維護：請參閱教學手冊【著作、專書、篇章】

回目錄

Step1. 點擊「類別填寫」

Step2. 系統自動撈取近
五年專書論文資料

Step3. 依據此表紅字說明填寫
點數，請輸入1點、3點、5點

Step4. 確認資料無誤，按「儲
存關閉」完成此類別填寫



填寫申請表

如何填寫第三點中類別(十三)之申請

(3)研究、教學、服務之重大貢獻敘述：

表C填寫內容以一頁為限

回目錄

Step4. 確認資料無誤，按「儲
存關閉」完成此類別填寫

Step1. 點擊「類別填寫」

Step2. 下載空白表單
「表C」，如右方圖片

Step3. 點擊「選擇檔案」選擇已
填完的檔案，並點選「上傳」



填寫申請表

如何填寫第三點中類別(十四)之申請

若得獎項目不只一
項，可點擊「新增
得獎項目」並重複
Step 2.反覆新增

回目錄

Step3. 確認資料無誤，按「儲
存關閉」完成此類別填寫

Step1. 點擊「類別填寫」

Step2. 填寫「得獎項目」、「得獎年份」



填寫申請表

如何填寫第十五之四點申請
新聘教師(任職未滿一年)才可以填寫

第二項與第三項為互
斥條件，請謹慎詳閱

回目錄

Step3. 確認資料無誤，按「儲
存關閉」完成此類別填寫

Step2. 點選符合的條件

Step1. 點擊「類別填寫」



填寫申請表

前一年獲得績優加給之教師，應填寫第十五之九點申請

序號由研發處填寫

回目錄

Step1. 點擊「類別填寫」

Step2. 下載「表D」，並填寫

Step3. 點擊「選擇檔案」選擇已
填完的檔案，並點選「上傳」

Step4. 確認資料無誤，按「儲
存關閉」完成此類別填寫



填寫申請表 回目錄

Step1. 確認上述資料無誤，按
「下一步驟」完成所有類別填寫



開始列印相關獎勵特殊優秀人才申請表格

Step 2.選擇要列印或下載的申請表

回目錄

Step1. 列印相關填寫申請表

Step2. 確認資料正確，按「資料送出」



表A.獎勵特殊優秀人才申請書 表B.獎勵人員在各項表現列表

相關獎勵特殊優秀人才申請表格完成範例

表C.獎勵人員在研究、教學、服務之重大貢獻 表D.科技部補助大專校院研究獎勵執行績效報告

回目錄



相關獎勵特殊優秀人才申請表格完成範例

表 E . 績效指標圖 第 (七 )款 :專題研究計畫列表 (限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 )

第 ( 十 ) 款 : 專題研究計畫列表 ( 行政管理費 )

回目錄



相關獎勵特殊優秀人才申請表格完成範例

第(十三)款：期刊論文列表 第(十三)款：專書、專書論文列表

回目錄



列表頁送審申請表

審核結果：
1.通過→狀態「審核通過」
2.不通過→狀態「審核不通過」

回目錄

Step1. 確認資料不再修改，
按「傳送至研發處檢核」

Step2. 送審後，狀態「擬稿
中」變「已送出」



修改申請表

「修改」流程與「新增」流程相同

回目錄

Step1. 只能修改「擬稿中」資料

Step2. 再次點選「類別填寫」修改資料



刪除申請表 回目錄

Step1. 只能刪除「擬稿中」資料

若有其它系統操作相關問題，煩請致電研發處計畫組陳炫銘先生(225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