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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部研究計畫申請

一、資格：

申請機構編制內之專任人員，且具備下列資格之一者

(一)助理教授以上人員。

(二)擔任講師職務滿三年，並有著作發表於國內外

著名學術期刊或專利技術報告專書。

(三)具博士學位且受聘為助理研究員以上或相當資格

之專任人員。

(四)附屬醫院中擔任主治醫師滿二年或獲碩士學位從

事研究工作滿三年，並有著作發表於國內外著名

學術期刊之醫藥相關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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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部研究計畫申請

二、申請時間：

每年約11-12月(依科技部來文，研發處公告為準）。

新進人員到職三年內(依規定)可隨到隨審(請儘速提出)

三、申請方式：

科技部網站線上申請→本校校務資訊系統(電子表單/線上

核簽系統)進行申請。

四、若涉及人體試驗、動物試驗、基因重組實驗等，需提早向

各委員會提出申請，並附上繳交送件證明。

五、須依規定完成學術倫理課程時數。

六、承辦單位：研發處研發行政組 留藝樺 分機33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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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部計畫申請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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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持人若沒有科技部帳號者，必須新人
註冊

• 主持人若已經有科技部帳號者，記得登
入後修改個人基本資料/現職(就讀學校)
及職稱

寫完計畫，且於線上送出計畫申請後，務必至校務資訊系統(電子表單/線上核
簽系統)進行校內申請



科技部計畫申請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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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上提出送出計畫申請書後，務必至校務資訊系統(電子表單/線上核簽系統)進
行校內申請 新進教師需要

“校務資訊系統單一登入系統帳號”
帳號是員工編號
密碼是【身分證號末4碼】+【生日後4碼】

http://mycgu.blogspot.com/2014/03/staff-login.html



科技部計畫申請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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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上提出送出計畫申請書後，務必至校務資訊系統(電子表單/線上核簽系統)進
行校內申請

系統操作說明
http://research.cgu.edu.tw/ezfiles/14/1014/img/533/538061442.pdf



科技部計畫申請流程圖(IRB)

假設是需要人體試驗(IRB)的研究呢？

必須向長庚財團法人人體試驗委員會提出申請，並取得研究計畫收件證明書
連同計劃書一併上傳科技部完成申請。
接續還需要取得臨床試驗同意證明書，因為若計畫審查委員勾選需上傳證明書
才能通過計畫時，則科技部會聯絡申請人上傳試驗同意證明書，才能正式通過
計畫並取得計畫經費。

需要HIS帳號才能登入



科技部計畫申請流程圖(IRB)

HIS帳號申請作業(參考資訊中心網頁)

http://ic.cgu.edu.tw/files/15-1018-3266,c6069-1.php

• 只可以從校內網路連線，校外IP不行
• 這個HIS帳號不只可以申請IRB，也可以

用來線上申請CMR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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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資格：計畫主持人須為長庚體系專任人員，並完成醫院合
聘程序，具合聘人員資格。

長庚醫學研究計畫申請(CMRP)

申請網頁：林口長庚醫院－＞全球資訊網→研究教學→研究計畫申請
https://webapp.cgmh.org.tw/cmrp/SignUp.aspx



長庚醫學研究計畫申請(CMRP)

二、申請方式：

(一)申請時須輸入及上傳相關資料：

長庚醫學研究計畫申請書、個人資料表、學術研究績

效表、設備規格說明書、執行中院內、外研究計畫中

英文摘要及其他相關資料，向院區醫學研究發展部提

出申請。

(二)有執行中校外學術研究計畫（科技部NMRP、國衛院

HMRP、衛生福利部PMRP、跨部會計畫DMRP、經濟部學

界科專計畫GKRP）者，每一主持人每年以二件執行中

計畫為限(Top-down計畫、標導向計畫、整合型計畫

不在此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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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申請時間：(依辦法規定申請)
(一)得視實際需要提出申請者（簡稱隨到隨審）。

新進人員到職一年內。
(二)申請時點為每年三次(3月、6月、9月)集中申請(簡稱

集中審查）。
研究年資大於二年者。

(三)未獲科技部補助之研究計畫得依各院區醫研部公告期
間提出申請。

四、辦法：「長庚醫學研究計畫管理辦法」。
五、承辦單位：林口醫學研究發展部 分機(403)7682、7683
❖ 主持人應於執行期滿三個月內繳交成果報告，並於發表論

文之acknowledgement註記經費補助來源及案號

長庚醫學研究計畫申請(CMR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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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研究計畫申請

一、教育部、國衛院、衛生福利部、經濟部...
等政府、財團法人基金會及學術機構計畫：
由研究發展處研發行政組辦理，依公告作
業。

二、台塑相關企業及廠商計畫：由技術合作處
建教中心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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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庚醫學研究計畫補助費 (BMRP)

一、補助對象：

長庚醫院、長庚大學及長庚科技大學專任教師及其他從事研究人員，

擔任科技部專題計畫、國家型計畫、國衛院研究計畫及經濟部學界科

專計畫主持人，且完成醫院合聘者。

二、補助費提撥：

由醫院提撥至計畫項內之相對款（不需提申請），計畫執行結束之餘

額轉入主持人BMRP繼續使用。

三、補助費額度：

百萬內計畫(不含旅運費、管理費)提撥50%；經費總額在一百萬元以上

者，每滿十萬元增加補助費一萬元，不滿十萬元部份不計。每人每年

最高以 100萬元為限。

四、辦法：「長庚醫學研究計畫補助費作業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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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庚研究獎勵金

一、獎勵對象：
長庚醫院、長庚大學及長庚科技大學專任醫師及教師(研究人員)，且完成醫院
合聘程序，具合聘資格者。

二、獎勵條件：
(一)申請及核發獎勵金期間內，需擔任執行中之科技部、國家衛生研

究院、經濟部學界科專計畫或經認可機構之研究計畫主持人(含
子計畫主持人，不含延期案及長庚醫學研究計畫CMRP）。

(二)論文發表於SCI、SSCI、EI收錄雜誌，其引證係數達一定標準者。
(三)申請獎勵之論文需冠以長庚紀念醫院或與長庚紀念醫院共同發表之名義）

三、申請時間：分兩段作業，每年約2月登錄申請之論文(本校研發處辦理);4月長庚
醫院公告提出申請（本校研發處為收件窗口，先檢核申請文件後送醫院林口
醫研部審查）。

四、辦法及表件：「長庚研究獎勵金作業要點」;「研究獎勵金申請表」。
五、承辦單位：長庚大學研發處分機3661; 林口醫學研究發展部(403)7672

持有CMRP結案二年後，未以「校院共同名義發表」論文者，獎勵金額為該年度

獎勵總額之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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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聘制度

❖ 長庚醫院合聘本校教師與研發人員

◼ 長庚醫院「合聘研究人員作業細則」，鼓勵各領域教師
尋找醫院合聘對象，進行合作研究。

◼ 設立「研究合作諮詢委員會」，由醫學院院長擔任召集
人，透過委員協助，與醫院研究人員建立合作關係。



長庚醫院合聘研究員權利與義務

➢雙方機構研究設備得相互支援運用，使用對方的設備收費標準
與使用排程比照該機構研究人員的收費與排程原則辦理。

➢兩校教師須為醫院合聘研究員始得申請醫院CMRP、BMRP或研究
獎勵金補助。

➢均應以院校共同名義發表之論文申請研究獎勵金。通過申請及
核發研究獎勵金期間，應以院校共同名義發表論文，未以兩機
構名義發表者，除該論文不得申請醫院研究獎勵金外，並取消
當年度研究獎勵金核發資格且返還已核發之研究獎勵金。

➢合聘研究員如因職務調動、中途離職或退休等因素無法繼續參
與合作研 究或不符合聘資格時，應於職務調動、離職或退休
前一個月內以「合聘人 員變更、撤銷申請表」提出撤銷申請
並檢附「聯合聘任兩校研究人員成效 提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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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聘教師論文發表注意事項

為實質呈現本校與長庚醫院經費補助研究成效，發表成果時除
加註本校及合聘單位名義外，須註明經費來源：

一、屬長庚醫院補助之研究計畫經費，請於「致謝欄」載明獲

CMRPD經費補助(含計畫編號）。

二、用到核心實驗室，則須加註實驗室名稱。

三、用到相對經費者，請加註BMRP案號。

自合聘日起應盡義務含以院校共同名義發表論文，著作機

構需列出醫院合聘單位。



合聘教師論文發表注意事項

❖ 獲CMRP經費補助者及使用院區研究所/科研究中心/核心實驗室/資料庫
之設備及資源者於發表論文時，須於「致謝欄」載明曾獲CMRP經費補助
之案號、使用之研究所/科研究中心/核心實驗室/資料庫設備及資源。

長庚體系各院區中英文名稱如下：
1.林口長庚醫院：Chang Gung Memorial Hospital , Linkou。
2.台北長庚醫院：Chang Gung Memorial Hospital ,Taipei。
3.桃園長庚醫院：Chang Gung Memorial Hospital ,Taoyuan。
4.高雄長庚醫院：Kaohsiung Chang Gung Memorial Hospital。
5.基隆長庚醫院：Chang Gung Memorial Hospital , Keelung。
6.嘉義長庚醫院：Chang Gung Memorial Hospital ,Chiay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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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補助學生出席國際會議

一、資格：

(一)本校註冊在學之大學部、及碩、博士班學生。

(二)具教師身份（包括本校、其他學校）之學生，可循其他

管道申請或由研究經費支應，不為本要點之補助對象。

二、申請方式：

以隨到隨審方式受理申請，每位學生每年以補助一次為原

則，經費用完即停止當年度補助。

三、申請時間：於國際學術會議舉行日三星期前送達研發處。

四、表件：長庚大學大學部、碩、博士班學生出席國際會議申請

表。

五、承辦單位：研發處研發行政組 分機 36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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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研究中心技術服務概況

http://research.cgu.edu.tw/files/13-1014-47754.php?Lang=zh-tw

建立單一登錄系統，預計108年10月上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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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進教師服務網 (研發類)
http://research.cgu.edu.tw/files/14-1014-45054,r1083-1.php?Lang=zh-tw

http://research.cgu.edu.tw/files/14-1014-45054,r1083-1.php?Lang=zh-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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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絡資訊

研 發 長：崔博翔教授 ext.3795、3505
執行秘書：趙一平助理教授 ext.5469、5268

研發行政組主要業務承辦人：

業務承辦人 分機號碼 業務

蔡若梅組長 5268 綜理研發行政組業務

留藝樺組員 3337 科技部計畫、科技部研究獎勵

葉美君辦事員 5014 教育部、其他機構計畫

陳靜怡行政助理 3661 研究獎勵金

楊智全行政助理 3661 長庚合聘研究人員、教育部補助學生參加學
術會議

➢ 長庚醫學研究計畫(CMRP)：林口醫學研究發展部 ext.(403)7682、7683



敬請指教，謝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