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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鼓勵同學申請「科

技部大專學生研究計畫」



壹、鼓勵同學申請「科技部大專學生研究計畫」

一、提案若核定通過，可獲八個月研究獎助金

1. 每月獲獎勵金六千元。

2. 八個月計共臺幣四萬八千元。

二、撰寫成果報告及角逐「研究創作獎」

1. 若同學準時繳交成果報告，可參加角逐
「研究創作獎」。

2. 若同學獲得「研究創作獎」，另有獎金臺
幣二萬元、獎狀一張。獲獎人數每年以二百名
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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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勵同學申請「科技部大專學生研究計畫」

三、請同學留意最新版「學術倫理」說明

（一）相關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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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勵同學申請「科技部大專學生研究計畫」

三、學術倫理規定

（二）請同學留意的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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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壹、鼓勵同學申請「科技部大專學生研究計畫」

三、學術倫理規定

（三）案例探討

1. 王大明的中文論文引用了Apple（1999）
的英文原文。所以，我的參考書目可不可以
寫：引用自Apple（1999）？但完全不提王
大明呢？

2. 檢核方法：反抄襲軟體、Google檢索
比對（出版年代錯的一模一樣）。

3. 審查人舉報：某甲抄襲了A老師的文章，
且未註明出處。沒想到，申請案被送給A老
師審查。



壹、鼓勵同學申請「科技部大專學生研究計畫」

三、學術倫理規定

（三）案例探討

4. 建議：

(1)如果是讀中文文獻，敘明是哪一本
即可。

(2)如果想彰顯瀏覽英文文獻，建議同
學可向圖書館借書、下載電子書刊。



貳、計畫評比標準



貳、計畫評比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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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寫作結構



參、計畫寫作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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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題目發想：

核定通過文章



肆、題目發想：核定通過文章

歡迎大家參考「科技部大專學生研究計畫」核定
題目（101-110學年），尋找來源：

（一）本校「高教深耕計畫」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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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109學年）

2. 舉例：110學年度核定通過之若干案例



肆、題目面面觀：核定通過案例

一、高教深耕計畫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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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肆、題目發想：核定通過文章

二、科技部「大專學生研究計畫」：
本校核定通過篇名：
https://wsts.most.gov.tw/STSWeb/Award/AwardMultiQuery.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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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肆、題目發想：核定通過文章
三、範例：110學年度大專生研究計畫題目
1. 議題桌遊：
◎〈守住滇緬的味道與孤軍故事−魅力金三
角美食文化旅遊桌遊設計與應用〉
2. 新冠疫情：
◎〈新冠疫情期間大學生健康識能及防疫行
為之關係：風險知覺的調節效果〉
◎〈新型冠狀病毒肺炎時期防疫旅館住宿體
驗、滿意度與正向電子口碑意願關係之研究〉
◎〈後疫情時代下–路跑活動防疫流程之服
務設計〉



肆、題目發想：核定通過文章
三、範例：110學年度大專生研究計畫題目
3. 新媒體／新科技：
◎〈數位媒介使用情境、顧客感知價值及購買意
願之關聯性研究：以資生堂集團LINE For Business

延伸服務為例〉
◎〈線上財經傳播媒介對Y世代理財素養與理財
行為之影響〉
◎〈TNVR對流浪貓狗問題及民眾認知態度之影
響〉
◎〈VR角色髮型設計〉
◎〈Podcast節目訂閱經濟之研究〉



肆、題目發想：核定通過文章

三、範例：110學年度大專生研究計畫題目
4. 韓國影劇：
◎〈探討韓國電影中的暴力美學—以《魔女首部
曲：誕生》、《看見惡魔》為例〉
5. Disney影劇：
◎〈迪士尼數位動畫之女性角色形象建構與閱聽
人詮釋歷程：以《冰雪奇緣》系列爲例〉
6. 日本動漫：
◎〈日本人氣動畫之劇情、畫面與配樂之分析研究：
以鬼滅之刃電視版動畫第11~13集為例〉



肆、題目發想：核定通過文章

四、大專生科技部（國科會）結案報告
歡迎下載本校109學年度部份結案報告：
https://wsts.most.gov.tw/STSWeb/Award/AwardMulti

Query.aspx?year=109&code=QS05&organ=&name=

https://wsts.most.gov.tw/STSWeb/Award/AwardMultiQuery.aspx?year=109&code=QS05&organ=&name


肆、題目發想：核定通過文章

五、科技部「大專學生研究創作獎」專區
https://wsts.most.gov.tw/STSWeb/Award/AwardMultiQuery.aspx?

year=109&code=QS05&organ=&name=

https://wsts.most.gov.tw/STSWeb/Award/AwardMultiQuery.aspx?year=109&code=QS05&organ=&name


肆、題目面面觀：核定通過案例



肆、題目發想：核定通過文章

六、科技部「大專學生研究創作獎」範例：
90-109學年度案例
1. 研究創作獎之獲獎題目查詢：
https://wsts.most.gov.tw/STSWeb/Award/AwardMultiQuery.asp

x?year=109&code=QS05&organ=&name=

（可依申請機關點選）

https://wsts.most.gov.tw/STSWeb/Award/AwardMultiQuery.aspx?year=109&code=QS05&organ=&name


肆、題目面面觀：核定通過案例

3. 108年度創作獎實例：
(1)指導老師：翁永卿教授
(2)獲獎同學：李依庭
(3)獲獎論文：〈以Arduino與Android App開發

可避障測距之智能導盲杖IoT系統〉
(4)可下載檔案：
●在科技部「學術獎勵補助」，點選「獎勵」

查找創作獎的名單。
●選定有興趣的專題，再到「大專學生研究計

畫」點選核定年度，鍵入同學姓名、研究題目。
https://wsts.most.gov.tw/STSWeb/Award/AwardMultiQuer

y.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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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肆、題目面面觀：核定通過案例

六、科技部「大專學生研究創作獎」範例：90-109

學年度案例
2. 研究創作獎之獲獎題目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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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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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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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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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目發想：核定通過文章



肆、題目發想：核定通過文章

七、小結：題目何處尋

1. 靈感發想。如：「問題是怎麼來的」
（鍾蔚文，2005，頁1）。

2. 發問方向聚焦。如：「問題之焦點是
否清晰」（鍾蔚文，2005，頁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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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伍、文獻探索：

常使用的檢索方式



伍、文獻探索：常使用的檢索方式

一、找資料的秘訣
（一）充份回應發想問題
文獻回應研究問題（鍾蔚文，2005，頁6）。

（二）理解目前討論的方向
理解知識地圖（鍾蔚文，2005，頁6）。

（三）提出個人觀察心得
說明討論的新角度，加上個人評述（鍾蔚

文，2005）。



伍、文獻探索：常使用的檢索方式

二、推薦網站
1. 臺灣碩博士論文知識加值系統：
(1)歡迎同學用email註冊（免費）。
(2)找尋相關題目、關鍵詞、摘要。
(3)部份電子全文可免費下載。

https://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

web.cgi?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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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伍、文獻探索：常使用的檢索方式

二、推薦網站
2. 學術期刊：TSSCI、THCI資料庫：
(1)TSSCI及THCI名單（2016-2020年）：

http://www.hss.ntu.edu.tw/model.aspx?no=35

4

(2)部份期刊可開放式檢索，免費下載全文。
(3)同學們也可鎖定特定期刊名稱，點選本
校「圖書館」電子資料庫，下載特定篇目全
文（需登錄同學的帳號、密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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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伍、文獻探索：常使用的檢索方式

3. 以TSSCI期刊《新聞學研究》為例：

FB可找尋新動態：https://www.facebook.com/mcr.nccu.edu.t

w/?hc_ref=ARTrHbRhRJWLjv47cQA0eifyXOuZE88DxPO1eqdadPG

AgRIYcNfJ0tLsBb7o6Gczh9c&fref=nf&__tn__=kC-R

https://www.facebook.com/mcr.nccu.edu.tw/?hc_ref=ARTrHbRhRJWLjv47cQA0eifyXOuZE88DxPO1eqdadPGAgRIYcNfJ0tLsBb7o6Gczh9c&fref=nf&__tn__=kC-R


伍、文獻探索：常使用的檢索方式

4. 本校圖書館「電子資源」系統：

(1)2021年8月排名第一：「華藝線上圖
書館」。

(2)歡迎多理解「反抄襲軟體」Turnit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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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cg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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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伍、文獻探索：常使用的檢索方式



陸、研究設計



陸、研究設計

深度訪談法

文本分析法

田野觀察法

問卷調查法

實驗法

大數據、資料探勘

應用



柒、參考書目



柒、參考書目

一、TSSCI《新聞學研究》論文體例（2019年6

月修訂）：https://mcr.nccu.edu.tw/web/submissi

on/submission_in.jsp

https://mcr.nccu.edu.tw/web/submission/submission_in.jsp


柒、參考書目

二、TSSCI《中華傳播學刊》格式（2019年6月
修訂）：http://cjctaiwan.org/word/12212132019.

pdf

三、TSSCI《傳播研究與實踐》格式（2021年7

月1日修訂）：https://www.ipress.tw/J0014?pW

ebID=490

http://cjctaiwan.org/word/12212132019.pdf
https://www.ipress.tw/J0014?pWebID=490


柒、參考書目

https://www.ipress.tw/J0014?pWebID=490

https://www.ipress.tw/J0014?pWebID=490


捌、其他推薦連結



柒、其他小叮嚀：補充資訊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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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

de/17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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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柒、其他小叮嚀：補充資訊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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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ov.tw/LawContent.aspx?id=GL000114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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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px?id=FL044

283

https://law.most.gov.tw/LawContent.aspx?id=GL000114
https://law.most.gov.tw/LawContent.aspx?id=FL044283


柒、其他小叮嚀：補充資訊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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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6e2c0

ab-1f69-41ef-b358-4d9201d08a61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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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迎同學們提問“
“

祝福大家申請順心



感謝聆聽，請多指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