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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歡迎同學投
遞「科技部大專
學生研究計畫」



壹、歡迎同學投遞科技部大專學生研究計畫

一、提案若核定通過，可獲八個月獎勵金

1. 每月獲獎勵金六千元。

2. 八個月合計共四萬八千元。

二、成果報告與「研究創作獎」評選

1. 成果報告若準時交件，可參加「研究創
作獎」評選。

2. 若獲得「研究創作獎」，有獎金二萬元、
獎狀一張。

（計畫要點於2020.12.26修正）

https://law.most.gov.tw/LawContent.aspx?id=GL000114

https://law.most.gov.tw/LawContent.aspx?id=GL000114


壹、歡迎同學投遞科技部大專學生研究計畫

三、請同學留意最新版學術倫理規定

（一）參考說明

「科技部補助大專學生研究計畫作業要點」
第十六條第三項：「研究計畫之構想、執
行或成果呈現階段涉有違反學術倫理情事
者，依本部學術倫理案件處理及審議要點
規定處理。」

（計畫要點於2019.12.26修正）
https://law.most.gov.tw/LawContent.aspx?id

=GL000114

https://law.most.gov.tw/LawContent.aspx?id=GL000114


壹、歡迎同學投遞科技部大專學生研究計畫

三、學術倫理規定

（二）相關事例

1. 造假。

2. 變造。

3. 抄襲。

4. 自我抄襲。

5. 代寫。

（請參考「科技部學術倫理案件處理及審議
要點」第三條，計畫要點於2020.2.15修正）

https://law.most.gov.tw/LawCont

ent.aspx?id=FL044283

https://law.most.gov.tw/LawContent.aspx?id=FL044283


貳、計畫評選說明



貳、計畫評選說明

一、研究主題之重要性。

二、研究方法及步驟之可行性。

三、學生相關學科成績。

四、指導教授學術研究及指導能力等。

（請參考「科技部補助大專學生研究
計畫作業要點」第九條，計畫要點於
2019.12.26修正）

https://law.most.gov.tw/LawContent.aspx?id=GL000114

https://law.most.gov.tw/LawContent.aspx?id=GL000114


參、計畫撰寫方向



參、計畫撰寫方向

一、研
究動機
與問題

二、文獻
探索

三、研究
方法與設
計

四、預期
結果

五、參考
書目



肆、題目面面觀：
核定通過案例



肆、題目面面觀：核定通過案例

以下參考「科技部大專學生研究計畫」98-109

學年通過題目，歡迎參閱：

（一）本校「高教深耕計畫專區」

（二）科技部大專生研究計畫「核定通過」

1. 舉例：本校研究創作獎作品（98-108學年）

2. 舉例：109學年度核可通過之部份案例



肆、題目面面觀：核定通過案例

（一）高教
深耕計畫
「科技部大
專學生研究
計畫專區」
http://www.tec.m

cu.edu.tw/zh-

hant/node/1785

http://www.tec.mcu.edu.tw/zh-hant/node/1785


肆、題目面面觀：核定通過案例

（二）科技部「大專學生研究計
畫」：本校通過案例：
https://wsts.most.gov.tw/STSW

eb/Award/AwardMultiQuery.asp

x

https://wsts.most.gov.tw/STSWeb/Award/AwardMultiQuery.aspx




肆、題目面面觀：核定通過案例

（三）範例：109學年度大專生研究計畫題目
1. 視覺傳達／文化創意：

 〈「仙」與「魔」角色之人物刻板印象探
討—以中國動畫《哪吒之魔童降世》為例〉

 〈成人或兒童繪本？--幾米《向左走･向右
走》探析〉

 〈漫威英雄形象建構與閱聽人接收反應：
以電影《復仇者聯盟》系列為例〉



肆、題目面面觀：核定通過案例

（三）範例：109學年度大專生研究計畫題目

2. VR等新媒體運用：
 〈VR漆刷式繪畫：物件表面細緻化與空隙
縫合〉

 〈眼動虛擬實境互動應用：利用天文星座
故事做為遊戲開發主題〉



肆、題目面面觀：核定通過案例

（三）範例：109學年度大專生研究計畫題目
3. 互動廣告與行銷：
〈互動式廣告吸引消費者之創意設計研究

－以速食業為例〉
4. 社群媒體：
●〈負面情緒認知對品牌認同、購買意願

之關聯性分析：以社群公共關係事件為例〉
●〈大學生社交焦慮傾向對網路成癮的影

響-以孤寂感為中介變項〉



肆、題目面面觀：核定通過案例

（三）範例：109學年度大專生研究計畫題目
5. 公關策略：
〈勞資衝突中的公關策略互動：以2019年長榮

空勤人員罷工為例〉
6. 媒體經營管理：
〈消費及生產混合下媒體經營閱聽眾參與平台

模式與閱聽眾使用動機之研究〉
7. 網紅與注意力經濟：
〈網紅訂閱經濟之研究-以個人魅力為調節效

用〉



肆、題目面面觀：核定通過案例

（四）大專生科技部
（國科會）結案報告
歡迎下載108學年度部
份結案報告：
https://wsts.most.gov.t

w/STSWeb/Award/Aw

ardMultiQuery.aspx

https://wsts.most.gov.tw/STSWeb/Award/AwardMultiQuery.aspx


肆、題目面面觀：核定通過案例

（五）科技部
「大專學生研究
創作獎」專區：
https://wsts.most.g

ov.tw/STSWeb/Aw

ard/AwardMultiQu

ery.aspx

https://wsts.most.gov.tw/STSWeb/Award/AwardMultiQuery.aspx


肆、題目面面觀：核定通過案例

（五）科技部「大專學生研究創作
獎」選題範例：90-108學年度案例
1. 創作獎之研究題目查詢：
https://wsts.most.gov.tw/STSWeb/Award/A

wardMultiQuery.aspx

（可依申請機關查詢）

https://wsts.most.gov.tw/STSWeb/Award/AwardMultiQuery.aspx


肆、題目面面觀：核定通過案例



肆、題目面面觀：核定通過案例

（五）參考範例：
2. 研究創作獎實例及提案：
(1)指導老師：衛萬里教授
(2)獲獎同學：莊雯惠
(3)題目：〈以體驗行銷建構台灣旅

遊景點之文化商品設計策略〉
(4)可下載檔案：

http://www.tec.mcu.edu.tw/sites/default/files/u3/achievement/Do

cument/%E7%A0%94%E7%A9%B6%E6%88%90%E6%9E%9

C%E5%A0%B1%E5%91%8A_%E8%8E%8A%E9%9B%AF%E

6%83%A0.pdf

http://www.tec.mcu.edu.tw/sites/default/files/u3/achievement/Document/%E7%A0%94%E7%A9%B6%E6%88%90%E6%9E%9C%E5%A0%B1%E5%91%8A_%E8%8E%8A%E9%9B%AF%E6%83%A0.pdf


肆、題目面面觀：核定通過案例
（五）參考範例：

3. 106年度創作獎實例：
(1)指導老師：謝德旺教授
(2)獲獎同學：陳洪翎
(3)題目：〈環境保護裝置藝術之探討分析〉
(4)可下載檔案：
●在科技部「學術獎勵補助」，點選「獎勵」

查找創作獎名單。
●發現想找尋題目，再到「大專學生研究計畫」

點選核定年度，鍵入同學姓名或題目。
https://wsts.most.gov.tw/STSWeb/Award/AwardMultiQuery.aspx

https://wsts.most.gov.tw/STSWeb/Award/AwardMultiQuery.aspx


肆、題目面面觀：核定通過案例



肆、題目面面觀：核定通過案例

（六）小結：尋找題目建議

1. 找尋靈感。如：「問題是怎麼來的」
（鍾蔚文，2005，頁1）。

2. 聚焦特定主題。如：「問題之焦點
是否清晰」（鍾蔚文，2005，頁3）。

3. 突顯研究創意。如：「這樣問有何
意義與貢獻」（鍾蔚文，2005，頁3）。



伍、文獻蒐集



伍、文獻蒐集
一、找尋文獻要點
（一）緊扣問題意識
文獻回應研究問題（鍾蔚文，2005，頁

6）。
（二）歸納討論方向

理解知識地圖（鍾蔚文，2005，頁6）。
（三）提出創見

說明討論的新角度，加上個人評述（鍾
蔚文，2005）。



伍、文獻蒐集

二、推薦網站
1. 臺灣碩博士論文知識加值系統：
(1)免費用email註冊。
(2)查找題目及摘要。
(3)免費下載電子全文。

https://ndltd.ncl.edu.tw/cgi-

bin/gs32/gsweb.cgi?o=d

https://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o=d


伍、文獻蒐集

二、推薦網站
2. TSSCI、THCI資料庫：
(1)TSSCI及THCI名單（2016-2019年）：

http://www.hss.ntu.edu.tw/model.aspx?no

=354

(2)部份期刊為open source，可免費下
載。

(3)同學也可對照期刊名稱，點選本校
電子資料庫，下載電子全文。

http://www.hss.ntu.edu.tw/model.aspx?no=354


伍、文獻何處尋

3. 以TSSCI期刊
《教育資料與圖
書館學》為例：

FB可找尋新動態：

https://www.face

book.com/joemls

/

https://www.facebook.com/joemls/


伍、文獻何處尋

4. 本校圖書館之電子資源系統：

(1)排名前三名如「華藝線上圖書館」。

(2)歡迎參考EBSCO Academic Search 

Premier（ASP）。

(3)歡迎多理解「反抄襲軟體」Turnitin。

http://erm.lib.mcu.edu.tw/cgi-

bin/er/browse.cgi

http://erm.lib.mcu.edu.tw/cgi-bin/er/browse.cgi


伍、文獻何處尋



伍、文獻何處尋

5. 下載注意事項：

(1)同學們需在
學校網域。

(2)同學需登入
帳號，才能下載
電子書、電子期
刊等。



陸、研究方法與設計



陸、研究方法與設計

問卷調查

實驗法

內容分析

深度訪談

文本分析

參與觀察



柒、補充資訊及連結



柒、其他小叮嚀：補充資訊

一、參考書目格式：PDF檔如附，歡迎下載。

（一）TSSCI《新聞學研究》論文體例
（2019年6月修訂）：
https://mcr.nccu.edu.tw/web/submission/subm

ission_in.jsp

（二）TSSCI《中華傳播學刊》格式（2019

年6月修訂）：
http://cjctaiwan.org/word/12212132019.pdf

https://mcr.nccu.edu.tw/web/submission/submission_in.jsp
http://cjctaiwan.org/word/12212132019.pdf


柒、其他小叮嚀：補充資訊

二、高教深耕計畫「科技部大專學生研
究計畫專區」

http://www.tec.mcu.edu.tw/zh-

hant/node/1785

http://www.tec.mcu.edu.tw/zh-hant/node/1785


柒、其他小叮嚀：補充資訊

三、科技部網頁「科技部補助大專學生
研究計畫作業要點」：
https://law.most.gov.tw/LawContent.aspx

?id=GL000114

https://law.most.gov.tw/LawContent.aspx?id=GL000114


柒、其他小叮嚀：補充資訊

四、科技部網頁「科技部大專學生研究
計畫」之「Q&A知識庫」：
https://www.most.gov.tw/folksonomy/qa

Detail?article_uid=03a84ac2-b906-

472d-a73f-

3d86f3844024&menu_id=52140c91-

c680-44bb-9f91-c3a2966f4712&l=ch

https://www.most.gov.tw/folksonomy/qaDetail?article_uid=03a84ac2-b906-472d-a73f-3d86f3844024&menu_id=52140c91-c680-44bb-9f91-c3a2966f4712&l=ch


柒、其他小叮嚀：補充資訊

五、科技部學術倫理案件處理及審議要
點（2020年2月15日修正）：
https://law.most.gov.tw/LawContent.asp

x?id=FL044283

https://law.most.gov.tw/LawContent.aspx?id=FL044283


柒、其他小叮嚀：補充資訊

六、鍾蔚文（2005）。〈國科會社會學門
（含傳播學）評審意見之整理〉。
https://www.most.gov.tw/most/attachments

/a6e2c0ab-1f69-41ef-b358-4d9201d08a61

七、紀憲珍（2005）。〈社會學門（含傳
播學）專題研究計畫申請參考事項〉。

http://lawdata.com.tw/tw/detail.aspx?no=240

699

https://www.most.gov.tw/most/attachments/a6e2c0ab-1f69-41ef-b358-4d9201d08a61
http://lawdata.com.tw/tw/detail.aspx?no=240699


Q & A時間：

歡迎同學提問



祝福大家申請順利



謝謝聆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