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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司務報導 ] 

103 年度專題研究計畫核定統計分析 

 

數學 

103年度數學學門一般型研究計畫的執行件

數共計通過 256件，使用總經費 14,612萬元（不

含隨到隨審的新進人員計畫、產學計畫、跨領域

計畫）。計畫之審查主要依據計畫重要性、可行

性以及申請人近五年研究表現。為使學界瞭解數

學學門研究計畫件數、經費及各執行機關補助情

形，茲製作一系列相關圖表，僅供參考。 

圖一為各次領域研究經費分佈圖，由次領域

項目分為代數、數論、幾何與拓樸、分析、微分

方程、機率理論與應用、離散數學與組合學、數

值分析與計算數學、跨領域數學科學。圖中

「M0205 微分方程」佔 60 件(27%)數最多，

「M0201代數」佔 3%計畫件數最少，其餘各領

域件數補助上差距不大。 

圖二為補助經費級距分佈圖。數學學門研究

計畫之平均經費為 57 萬元。就分佈而言，係屬

常態分配，平均經費在 20萬與 50萬元間的計畫

件數高逹 152 件；而 100 萬元以上之計畫共 36

件，這些計畫皆屬個別型計畫，主要是研究生人

數眾多或優秀年輕學者研究計畫，另外，數學學

門核給 1件單一整合型的主軸計畫。 

圖三顯示各研究單位執行計畫情形。本年度

共有 53 個單位執行數學學門之專題研究計畫。

一半以上的計畫集中在 13 個單位，依次為臺灣

大學、交通大學、成功大學、中央研究院、中央

大學、清華大學、臺灣師範大學、中山大學、中

正大學、中興大學、高雄大學、東華大學、淡江

大學等，可看出各校在執行科技部數學學門之專

題研究計畫上之投入雖成長不一，但大部份均呈

現向上遞增趨勢。 

 

 

 

圖一 103 年度數學學門次領域研究計畫經費分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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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 103 年度數學學門研究計畫補助經費級距分佈 

 

 
 

 

 

圖三 103 年度數學學門研究單位計畫件數分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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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計 

統計學門 103 年度大批申請專題研究計畫

共核定通過 91件，連同前期預核案 32件，本年

度共通 123 件，使用經費共 86,020 仟元，其中

人事費（含主持費）65.43%，雜費 10.17%，研

究設備 4.55%，出國經費 10.4%。 

統計學門審查重點分成 1.專題計畫內容 2.

近五年研究表現，經學門審議會議逐案討論，參

考初審意見、計畫內容及申請人近五年的研究表

現，綜合評比全體申請案，共同建議申請案之等

級。補助原則為計畫在統計領域具有相當學術研

究價值，且申請人研究成果優良或深具研究潛

力，能順利完成計畫。評審重點分述如下： 

(一) 計畫方面：尊重學術自由，強調研究主題在

統計科學上之相關性、計畫中統計方法及理

論之創新性及重要性、整體計畫可行性、預

期成果的達成率、內容撰寫是否敘述清楚、

參考文獻的瞭解程度及申請人的執行力。 

(二) 研究表現方面：依專題申請人近五年研究成

果（表 C302）及自然司附表（表 NSCM01），

以發表論文的品質為主要考量，再根據發表

論文的數量、合作人數、貢獻程度及排名順

位等因素、所發表文章是否為本部計畫執行

成果，評量申請人的整體研究表現。 

為使學界瞭解統計學門研究計畫件數、經費

及各執行機關補助情形，茲製作一系列相關圖

表，僅供參考。 

圖一為各次領域研究經費分佈圖，由次領域

項目分為數理統計及機率、統計方法、生物統

計、工業統計、其他應用統計等五項。其中為統

計方法件數最多共 40件使用經費佔約 31%，其

餘依次生物統計、工業統計、數理統計及機率、

其他應用統計。 

圖二經費級距分佈圖，統計學門計畫平均經

費約 69.93萬元，就分佈而言核定經費數集中在

30萬至 100萬之中，約佔 72.36%。百萬元以上

之計畫共 22 件，其經費主要是人事費約佔

65.43%，用於培育博碩士生。 

圖三顯示各研究單位執行計畫情形，本年度

共有 29 個單位執行統計學門研究計畫，僅列出

3 件(含)以上者供參考。依次為中研院、臺灣大

學、淡江大學、政治大學、逢甲大學、交通大學、

成功大學、國衛院、清華大學、中央大學、東海

大學、中山大學、台北大學、中正大學、中興大

學及高雄大學等，約佔統計學門計畫總數

91.05%，各校在件數成長上變化亦不大，可看出

各校在執行計畫上之投入已達一固定數。

 

 

 

圖一 103 年度統計學門次領域研究計畫經費分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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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 103 年度統計學門研究計畫補助經費級距分佈 

 

 
 

 

 

圖三 103 年度統計學門研究單位計畫件數分佈 

 

 
 



 

 

168 「司務報導」 

民國 103 年 11 月 自然科學簡訊第二十六卷第四期 

 

物理 

物理學門 103 年度新申請專題研究計畫共

385 件（不含隨到隨審之新進人員研究計畫），

預核案 239件，本年度共計通過 460件，使用總

經費 73,937 萬元。計畫之審查主要依據計畫重

要性、可行性以及申請人近五年研究表現。為使

學界瞭解物理學門研究計畫件數、經費及各執行

機關補助情形，茲製作一系列相關圖表，謹供參

考。 

圖一為各次領域的經費分佈情形，天文及宇

宙學佔 7%（共 36 件，總計 5,013 萬）；半導體

及光電物理佔 28%（共 127件，總計 20,925萬）；

原子分子及光學物理佔 6%（共 29件，總計 4,545

萬)；表面物理及其他凝體佔 17%（共 79件，總

計 12,973萬）；重力、高能、粒子及核物理佔 13%

（共 52件，總計 9,361萬）；電漿、非線性、流

體及統計物理及量子資訊佔 7%（共 32件，總計

5,255萬）；軟物質及生物物理佔 7%（共 32件，

總計 5,076萬）；超導及磁性物理佔 15%（共 73

件，總計 10,791萬）。 

圖二為經費級距分佈，係屬常態性分佈，但

經費超過 400萬元以上者共 19件，約佔總計畫

數的 4.1%，這些計畫主要為研究表現傑出與高

能實驗物理計畫。 

圖三為各學術單位執行計畫件數的分析

圖，前三名為中央研究院、清華大學和台灣大

學，因執行研究計畫之單位達 40 多個，故僅將

超過 6件之單位列出參考。 

 

 

 

圖一 103 年度物理學門研究計畫次領域經費分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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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 103 年度物理學門研究計畫補助經費級距分佈 

 

 
 

 

 

圖三 103 年度物理學門研究單位計畫件數分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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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學 

103年度化學學門一般型研究計畫的執行件

數共計 504件，總金額為 962,504千元（不含隨

到隨審之新進人員計畫、產學計畫、跨領域計

畫），為了讓各界詳細瞭解學門各領域計畫分

配、補助經費及各大學、研究機構經費分佈、研

究成果等相關事宜，以及增進和執行機構間的互

動關係，自然司援例製作相關圖表供學界參考，

並藉此對各次領域的消長及研究趨勢作定性之

剖析。 

這幾年化學學門一般型計畫的研究課題仍

維持著多樣性。因應世界科研在材料、能源與化

學生物學的潮流，有一定比率的計畫探討奈米材

料（合成、結構、物理性質、光電與催化或辨識

等應用）、功能性分子之合成開發（光電、顯示

器、光敏或能源轉換相關、具生化活性、與生化

醫藥之辨識相關的分子）、與化學生物學相關的

質譜分析技術暨奈米材料之應用。 

大致而言，各化學或應用化學系的研發能量

已有明顯改善。依補助科研之觀點，資源集中以

及平均分配往往是站在互相對立的立場。為配合

國內科研發展生態，自然司歷年來均採兩方面皆

兼顧的政策。藉由以上的說明，希望大家對今年

經費分配及分佈情形能有概括性的瞭解。 

 

 

 

圖一 103 年度化學學門次領域研究計畫經費分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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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 103 年度化學研究計畫補助經費級距分佈 

 

 
 

 

 

圖三 103 年度化學研究計畫件數單位分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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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球科學 

地球科學學門 103 年度新申請專題研究計

畫共 285 件（不含隨到隨審之新聘人員計畫），

核定通過 167件。預核案 16件，本年度共計通

過 183件，使用總經費 30,413.5萬元。計畫之審

查主要依據計畫重要性、可行性以及申請人近五

年研究表現。為使學界瞭解地球科學學門研究計

畫件數、經費及各執行機關補助情形，茲製作一

系列相關圖表，僅供參考。 

圖一為各次領域研究經費分布情形：水文學

佔 8%（共 17 件，總計 2,239 萬）；地球及行星

化學佔 16%（共 21件，總計 5,110萬）；地球物

質學佔 6%（共 14 件，總計 1,943 萬）；地球動

力學佔 5%（共 10 件，總計 1,504 萬）；地球歷

史學佔 3%（共 7件，總計 1,171萬）；地理學及

區域地質學佔 10%（共 20件，總計 2,900萬）；

地震前兆與預警佔 1%（共 1件，總計 87萬）；

地震學佔 25%（共 43件，總計 7,657萬）；其他

地球科學佔 4%（共 8件，總計 1,152萬）；測地

學和重磁學佔 7%（共 12 件，總計 1,907 萬）；

應用地球物理學佔 10%（共 17 件，總計 3,108

萬）；應用地質與環境資源佔 5%（共 13件，總

計 1,636萬）。 

圖二為補助經費級距分佈情形：地球科學研

究計畫平均經費約為 166.2萬元，超過 400萬則

有 8件計畫，主要為地球科學儀器共用平台計畫

案。 

圖三為各學術研究單位執行計畫件數分佈

情形：執行單位達 30 多個學術研究單位，僅列

出補助研究計畫達 3件計畫以上之執行機關；主

要執行地球科學研究計畫單位為中央研究院、臺

灣大學、中央大學、成功大學、中正大學、臺灣

師範大學及東華大學等。 

 

 

 

圖一 103 年度地球科學學門次領域研究計畫經費分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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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 103 年度地球科學學門研究計畫補助經費級距分佈 

 

 
 

 

 

圖三 103 年度地球科學學門研究單位計畫件數分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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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氣科學研究領域 

103年度大氣科學領域研究計畫，至 103年

9 月 30 日止，共通過 107 件，使用經費 18,593

萬元，以下三項統計圖表，可使研究人員更瞭解

學門內計畫件數、補助經費及執行機關之分佈情

形。 

圖一各次領域經費分佈情形來看，在氣象領

域中，天氣學與氣候學及大氣動力學與數值模擬

分別佔 26%及 22%，主要研究內容為東亞季風、

局部環流研究及颱風、台灣地區災變天氣研究

等，大氣物理與大氣化學在次領域分佈中佔比例

為 25%。高層大氣（太空基礎科學）經費所佔比

例為 27%，主要研究項目為電離層、磁層及特高

頻雷達。 

依圖二經費補助級距分佈圖顯示，補助經費

超過大氣科學領域平均經費（174萬元）之計畫

約有 32件。 

圖三各學術研究單位計畫分佈圖顯示，中央

大學仍是目前國內大氣科學領域最主要的研究

單位，共執行 30 件計畫，佔全研究領域總件數

的 28%，其次則為台灣大學，執行計畫件數 16

件，佔總件數 15%。其它國內研究單位則有中研

院、文化大學、成大、台灣師大、…等。 

 

 

 

圖一 103 年度大氣科學次領域研究計畫經費分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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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 103 年度大氣科學研究計畫補助經費級距分佈 

 

 
 

 

 

圖三 103 年度大氣科學研究單位計畫件數分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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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 

海洋學門 103年度新申請專題研究計畫（不

含隨到隨審之新聘人員計畫），至 103年 8月 31

日止，共通過 102 件，使用經費 13,857 萬元。

計畫之審查主要依據計畫重要性、可行性以及申

請人近五年研究表現。為使學界瞭解海洋學門研

究計畫件數、經費及各執行機關補助情形，茲製

作一系列相關圖表，僅供參考。 

圖一為各次領域經費分佈圖，整體經費分配

比例除生物海洋領域較去年小幅增加以外，其餘

各領域均與去年差異不大。圖二為經費補助級距

分佈圖，今年度學門計畫通過件數較去年略增，

但平均經費與去年相差不多。圖三為各學術研究

單位計畫分佈圖，因有其他非海洋主要系所的研

究人員加投入海洋領域的研究，臺灣大學、海洋

大學及中山大學此三個主要研究單位計畫件數

佔全學門計畫總數比例今年度已降至 60%。 

 

 

 

圖一 103 年度海洋科學研究計畫次領域分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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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 103 年度海洋科學研究計畫補助經費級距分佈 

 

 
 

 

 

圖三 103 年度海洋科學研究單位計畫件數分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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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續 

永續科學學門 103 年度新核定通過整合型

研究計畫共 31個團隊，總子計畫共 106件，補

助經費共為 103,461千元。其中人事費（含主持

費）51.8%，雜費 29%，研究設備費 2.8%，出國

經費 5.2%。計畫之審查主要依據計畫主持人研

究績效部份、計畫書之價值與意義及計畫書之可

行性與應用性等三方向。為使學界了解本領域計

畫件數、本年度補助經費及各執行機關受補助情

形。茲製作下列相關圖表，僅供參考。 

研究議題項目分為永續資源與環境、永續社

會及人類安全、環境治理、土地利用與城鄉發

展、產業轉型等五項。以通過件數觀之，以「永

續資源與環境」本年度通過 32件最多，「永續社

會及人類安全」居次，通過 27 件，而「產業轉

型」、「環境治理」分別通過 20及 18件，差異不

大。若補助經費觀之，係以「永續資源與環境」

所取得補助經費最高，為 3,378 萬元佔三分之

一。而「永續社會與人類安全」居次，本年度補

助經費為 2,871萬元。各次領域之經費分配情形

如圖一。 

圖二經費級距分佈圖，永續科學學門本年度

平均補助經費約每件計畫 97.6 萬元。就補助經

費分佈而言，在 50萬至 130萬之間的計畫佔總

核定件數的 81%，而百萬元以上之計畫共 50

件。大致來說，經費之補助項目主要為研究人力

費，以用於補助專任助理及培育博碩士班之研究

生。 

圖三顯示各研究單位獲補助計畫情形，本年

度共有 40 個單位獲得永續學門補助，其中受補

助計畫件數超過 4件者，依次為國立臺灣大學、

東海大學、國立中央大學、國立中興大學、國立

東華大學、國立臺東大學、國立金門大學，其總

合約佔本年度永續發展整合研究計畫總件數之

55.7%。 

 

 

 

圖一 永續學門－永續發展整合研究主題計畫 103 年度補助經費分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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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 103 年度永續學門－永續發展整合研究計畫補助經費級距分佈 

 

 
 

 

 

圖三 103 年度永續學門－永續發展整合研究單位獲補助件數分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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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災 

永續學門防災研究計畫 103 年度核定通過

136 件，連同前期預核案 3 件（指多年期的 M2

及 M3），本年度共計通過 139 件，使用總經費

11,850萬元（指當年度+多年期）。計畫之審查主

要依據計畫重要性、可行性以及申請人近五年研

究表現。為使學界瞭解永續學門防災研究計畫件

數、經費及各執行機關補助情形，茲製作一系列

相關圖表，僅供參考。 

圖一為各次領域研究經費分佈圖，次領域項

目分為氣象、洪旱、坡地、地震與地震工程及防

救災體制／社會經濟／人為災害等五項。其中地

震與地震工程件數最多，共 41 件約佔 27.3%，

其餘依次為坡地、洪旱、氣象，而防救災體制／

社會經濟／人為災害最少，共 17件約佔 10.2%。 

圖二是經費級距分佈圖，防災計畫平均 85.3

萬元，就分佈而言核定經費數集中在 50萬至 100

萬之間。百萬元以上之計畫共 35件。 

圖三顯示各執行單位的分布情形，本年度共

有 45 個單位執行防災領域研究計畫，僅將超過

5件者列出。依次為臺灣大學、中央大學、中興

大學、交通大學、成功大學、逢甲大學、財團法

人國家實驗研究院台灣颱風洪水研究中心、長榮

大學等，約佔防災領域計畫總數之 59.7%。 

 

 

 

圖一 103 年度防災研究計畫經費分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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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 103 年度防災研究計畫補助經費級距分佈 

 

 
 

 

 

圖三 103 年度防災研究單位計畫件數分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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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間資訊科技研究領域 

103 年度空間資訊科技領域研究計畫，至

103 年 8 月 31 日止，共通過 48 件，使用經費

3,375.4 萬元，以下三項統計圖表，可使研究人

員更瞭解學門內計畫件數、補助經費及執行機關

之分佈情形。 

根據圖一中各個次領域經費分佈情形，空間

資訊整合應用技術佔 33%，主要研究內容為醫

療、公共衛生與公共安全、人為與社會、多尺度

生態系統空間評估、防災減災等；空間資訊與觀

測系統佔 20%，主要研究內容包括衛載、空載與

地面遙感探測、感測與通訊技術、測量與繪圖技

術等；空間資料處理分析和空間資訊理論與技術

在次領域分佈中分佔 12%和 4%；科學衛星經費

所佔比例為 31%，主要研究項目為福爾摩沙衛星

二號、三號科學資料之研究與應用。 

依圖二之經費補助級距分佈圖顯示，補助經

費超過空間資訊科技領域平均經費（70.3萬元）

之計畫共計有 18件。 

由圖三之各學術研究單位計畫分佈圖顯

示，目前國內空間資訊科技領域主要的研究單位

依序為成功大學、台灣大學和中央大學，分別執

行 9件、7件和 6件計畫，佔全研究領域總件數

的 19%、15%、13%。其它國內研究單位則有國

家實驗研究院、逢甲大學、台灣師大、嘉義大學、

中央研究院、…等。

 

 

 

圖一 103 年度空間資訊科技次領域研究計畫經費分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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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 103 年度空間資訊科技研究計畫補助經費級距分佈 

 

 
 

 

 

圖三 103 年度空間資訊科技研究單位計畫件數分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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貴重儀器共同使用服務計畫 

貴重儀器共同使用服務計畫 103 年度核定

通過 170件，其中包括汰舊換新設備 7件，運作

服務 163 件，使用總經費 19,083 萬元。運作計

畫審查主要是依據儀器服務綪效、負責儀器教授

之專業與管理表現及儀器操作員之專業與服務

態度；購置計畫之審查重點則在考慮儀器之共需

性、急迫性、前瞻性及是否有適當之儀器負責教

授及操作人員。為使學研界瞭解貴重儀器計畫件

數、經費及各執行機關補助情形，茲製作相關圖

表，僅供參考。 

下圖為 103 年補助台灣大學、台灣師範大

學、中央大學、清華大學，交通大學、中興大學、

中正大學、成功大學、中山大學及其他大專院校

之件數及經費分佈圖，其中補助之 150部貴重儀

器集中在 9所大學貴儀中心，其他大專院校則共

計有 13部儀器。 

 

 

 

圖一 103 年度貴重儀器共同使用服務計畫相關資料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