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8-110年度 科技部人文司 
數學教育學門 研究規劃推動 

與業務說明 
數學教育學門 召集人 

嘉義大學  數理教育所 姚如芬 



數學教育學門研究規劃與推動 

數學教育學門 

研究規劃三大主軸 

促進台灣數學教育 

研究能量的提升 

深耕台灣數學教育研
究社群的合作與傳承 

強化數學教育學門研
究成果之應用與推廣 



一、促進台灣數學教育研究能量的提升 



1. 專題研究計畫 

2. 進修案 

3. 出席國際會議、舉行國際研討會與研習會 

4. 各項延攬人才案 

5. 大專生專題研究案 

6. … 

 

 

(一)各類研究計畫申請案審查之諮詢 



 數學課程與教學相關研究議題 

 數學學習與評量相關議題的研究 

 數學素養與數學文化相關研究議題 

 數學師資培育及教師專業發展研究 

 資訊科技輔助數學教育相關研究議題 

 東協及南亞國家數學教育之研究 

 

數學教育學門規劃重點研究項目 



1. 年度專題研究計畫成果討論會 

2. 數學教育研究趨勢討論會 

3. 研究計畫書撰寫與申請說明會 

4. 論文寫作工作坊 

5. 邀請國外學者互訪，推動跨國合作計畫 

 

(二)各種數學教育研究增能活動規劃及推動 



年度專題研究計畫成果討論會 



數學教育學門
前瞻論壇 

109.08.06~ 

109.08.07 



數學教育學門前瞻論壇活動報導 

 



數學教育社群
薪火相傳暨 
論文寫作研習 

109.09.04~ 

109.09.05 



數學教育社群薪火相傳暨論文寫作研習 

 



二、深耕台灣數學教育研究社群的合作與傳承 



 Special Interest Groups 

      (SIG)研習聯誼會議 

 數學教育與其他領域學者的
對話討論會 

   STEM, STEAM… 

(一)橫向合作層面的活動規劃-合作 



推動主題研究群(SIG)活動 

• 科技化與悅趣化數學學習SIG-施淑娟教授 

• 數學學習評量與環境建置SIG-賴孟龍教授 

• 數學探究SIG-徐偉民教授 

• 雙語與數學補救教學SIG-袁媛教授 

• 大學數學與數學文化SIG-劉柏宏教授 



各SIG 活動花絮 

 



 薪火相傳研習活動 

 … 

(二)縱向傳承層面的活動規劃-傳承 



三、強化數學教育學門研究成果之應用與推廣 



1.鼓勵將學門研究成果投稿或撰寫成專書 

2.將研究成果應用於數學教育現場 

3.產學合作或技術轉移，將研究成果商品化 

（一）研究成果的推廣及應用 



https://mostmathedu.weebly.com/ 

（二）數學教育學門交流網站的建置 

https://mostmathedu.weebly.com/


科技部人文司科教領域 

專題研究業務說明 
 



 四科(科教領域) 

 科教領域專案計畫 學門研究計畫  科技部共同專案 

 原住民族科學教育
計畫 

(將併入「族群研究
與原住民族研究」整
合型計畫) 
    

 

• 數學教育 

• 科學教育(含多元類) 

• 資訊教育 

• 應用科學教育 

• 醫學教育 

• 科技、社會與傳播 

• 科學教育實作 
 

 

• 產學合作計畫 
• 性別與科技研究 
•鼓勵技專校院從事實
務型研究 

•鼓勵女性從事科學及
技術研究 

•研究學者專題研究計
畫 

•2030跨世代年輕學者
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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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vs.科教近三年補助大批專題研究計畫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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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 

 

領域 申請數 
(A) 

核定數 
(B) 

通過率 
(B/A) 

預核數 
(C) 

通過率 
(含預核) 
((B+C)/ 
(A+C) 

 

107 

人文 5,991 2,793 47% 1,031 54% 

科教 734 365 

(73.1萬) 

50% 289 64% 

 

108 

人文 5,822 2,844 48.9% 1,072 56.7% 

科教 750 383 

(82.1萬) 

51% 219 62.1% 

 

109 

人文 5,563 2,736 49.2% 1,103 57.6% 

科教 791 405 

(83.3萬) 

51.2% 203 61.2% 

109年度平均經費成長約1% 



近三年補助數教學門專題研究計畫統計 

 

年度 
申請數 

(A) 
核定數 

(B) 
通過率 
(B/A) 

預核數 
(C) 

通過率 
(含預核) 
((B+C)/ 
(A+C) 

107 66 34 

(67.7萬) 

51.5% 33 67.7% 

 

108 70 36 

(77.6萬) 

51.4% 21 62.6% 

109 66 34 

(78.4萬) 

51.5% 24 64.4% 



1.科學領域之申請案，請先勾選

人文司，再勾選科教領域各學門

代碼HS*** 

2.附件專屬表格：請填寫人文司
專題研究計畫主持人代表性研究
成果 
(1)請列出所上傳近10年代表性研究成
果（可含實作成果）至多5項，其中至
少1項為近5年之研究成果。 
(2)請簡述上述代表性研究成果之創見
及對學術、實務或社會之重要貢獻 

 

一、計畫
申請注意
事項(1/2) 
 



3. 涉及人體研究或人類研究之申請案： 

(1)涉及人體研究…應檢附醫學倫理委員
會或人體試驗委員會(IRB)核准文件。 
(2)涉及人類研究...應檢附送研究倫理審
查(REC)之證明文件。 
 
※未隨申請書提送，經初、複審審查認定
需檢附者，最遲應於計畫核定前補齊。 
※倫理審查費用可在本部任一計畫下核銷，
110年度開始，請於計畫書中增列此經費，
無法追加。 

一、計畫
申請注意
事項(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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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計畫審查注意事項(1/3) 
1. 初審審查表分一般計畫、新進人員計畫、優輕學者計畫三種，評

分之配比如下： 

審 查 成 績 
審 查 重 點 

新進 一般 優輕 

計畫書 
內容 

1.研究主題之重要性或原創性、在學術或應用上之
價值或影響 

2.對國內外相關研究文獻之掌握及評述 
3.研究方法與執行步驟之可行性及創新性 

70% 60% 60% 

研究 
成果 

計畫主持人代表性研究成果之創見及對學術、實務
或社會之重要貢獻 
※本項評量請以《科技部人文司專題研究計畫主
持人代表性研究成果表》及依該表所上傳之代表
性研究成果為審查依據 

30% 40% 40% 

總  分！！！ 
極力推薦(85分以上)、推薦(84~80分)、勉予推薦(79~75分)、不推薦(未達7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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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計畫審查注意事項(2/3) 
 

2. 重視原創(innovation)及成果效益(Impact) 
3. 初審品質考核機制：由複審委員進行評鑑，進行審查品

質管控 
4. 初審意見送申請人補充說明之措施已於107年度起取消。 
5. 大批計畫的審查意見於計畫辦理完畢後，申請人可於本

部「學術研發服務網」，「申請案(計畫主持人)」資料
列中點選欲查閱之計畫名稱，進入「專題計畫資料」畫
面，即可瀏覽「已開放」之審查意見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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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計畫審查注意事項(3/3) 
 

人文司專題研究計畫申請書表 CM03 研究計畫內容頁數限制 

一、頁數限制：（含參考文獻、圖、表、附件；表CM03合計） 
(1)個別型計畫，一年期至多30 頁，多年期至多45 頁。  

(2)整合型計畫，一年期至多45頁，多年期至多60頁。  

二、頁面範圍：以Word 編輯器為準，字體與頁面設計如下：
字體大小12；字 元間距為標準間距；行距為單行間距；邊界
範圍上下左右各為2cm。  

三、若計畫內容頁數超過所定範圍，超出部分不予審查。  



三、自由型
國際合作加
值(MAGIC)

方案(自109

年9月1日起
已停止受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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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在既有之專題研
究計畫下，隨到隨
審提出加值申請 

2.加值計畫與原計
畫應為同一學門 

3.1080410修正 

重要資訊 

申請條件 1.執行中之一般專題研究型計畫，包括一般、新
進、優輕、特約、專書、經典譯注六類 

2.擬進行國際合作開始日期之3個月前提出申請
案，且「原計畫」執行期間至少應餘6個月以
上 

3.合作對象不含「原計畫」已獲補助之合作對象 

4.單一研究計畫於同一期間獲本部核給國合加值
經費以一次為限。 

5.合作對象不含中國、港、澳 

補助項目 1.研究主持費（主動增核新臺幣5,000元/月，計
畫主持人每月已支領研究主持費合計超過新臺幣
二萬五千元者，不予增核)  

2.赴國外差旅費 

3.業務費（含邀請國外學者來台經費） 

4.補助上限以不超過原計畫各年度經費之50%為
原則且不超過100萬元。 

審查程序 學術司初審>學術司複審>科技部決審 

(目前通過率約40%，一年核定經費至多30萬) 



四、博士後研究人員進用申請管道僅B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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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已停止受理) B 
隨年度大批專題計畫提出申請 依「科技部補助延攬人文學及社會科學類博士

後研究人員試行要點」提出申請 

申請方
式 

1.計畫核定時得僅核定名額，於覓得人選
後，向本部提出進用申請。 
2.聘用年限與計畫期程相同 

 

每年固定2期申請  
1.第一期：每年五月一日至五月三十一日(自
八月一日起聘為原則)  
2.第二期：每年十月一日至十月三十一日(自
次年一月一日起聘為原則) 

延聘人

計畫 

1.(1)計畫排序≦5% 或(2)傑出獎 或 (3)特

約或(4)專案 

2.且提科教領域跨學門會議通過 

(1)計畫排序≦15% 或(2)傑出獎 或 (3)特約或

(4)專案為原則 

被延聘
人員 

 

三年內的表現符合下列之一： 
1.以「第一作者」發表期刊論文一篇  
2.發表二篇期刊論文  
3.以「第一作者」發表其他與科教相關重
要論著、專利或實作成果至少1項 

三年內的表現符合下列之一： 
1.以「第一作者」發表期刊論文一篇  
2.發表二篇期刊論文  
3.以「第一作者」發表其他與科教相關重要論
著、專利或實作成果至少1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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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彈性支用額度運用原則: 彈性支用額度非額外多出之經費，係於原核定業
務費項下，匡列部分「額度」可用於下列項目： 

 
(一)交通費(計程車資、自行駕車之油料、過路（橋）及停車費，不受行政
院規範限制)  

(二)接待國外訪賓之餐敘及饋贈、國際交流 

(三)出席費、稿費或審查費(機構內人員(不含計畫內相關人員)認定為外聘
學者專家，不受行政院規範限制) 

(四)因問卷調查所需郵政禮券(不受行政院限文康活動規定之限制) 

(五)鐘點費(機構內人員(不含計畫內相關人員)認定為外聘學者專家，不受
行政院規範限制) 

(六)聘請國外顧問、專家及學者來臺工作酬勞(標準待教育部訂定) 

 

 

五、經費彈性運用及鬆綁(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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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07年9月11日發文字號：科部綜字第1070065445號 

1) 鼓勵參加優質國際會議，計畫主持人及參與研究計畫之相關
人員參加國際學術會議並發表研究成果論文、專題演講或擔
任會議主持人者。但如為該領域之重要國際學術會議，敘明
理由報經本部同意者，不在此限。 

2) 任一補助項目經費如因研究計畫需要，須與其他補助項目互
相流用時，執行機構得依內部行政程序辦理及完備申請與審
核之紀錄以備查考(取消50%之限制)；但國外差旅費累計流
出或流入超過計畫全程該項目原核定金額百分之五十者，執
行機構須敘明理由報經本部同意，始得流用，除特殊情形外，
應事先為之。 

 

 
 

五、經費彈性運用及鬆綁(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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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108年5月17日發文字號：科部綜字第1080030676號 

1) 將「助理人員」修正為「研究人力」：依計畫實際需求，
於研究人力費項下編列不同學歷及年資之專任人員相關
費用 

2) 計畫主持人如因計畫執行需要，得循執行機構行政程序
簽報核准，自籌經費或本部其他經費共同列支研究人力
所需費用。 

 
 

五、經費彈性運用及鬆綁(3/3) 



六、違反學術倫理之行為類型 
(一)造假：虛構不存在之申請資料、研究資料或研究成果。 

(二)變造：不實變更申請資料、研究資料或研究成果。 

(三)抄襲：援用他人之申請資料、研究資料或研究成果未註明出處。註明出處不當情節重  

大者，以抄襲論。 

(四)自我抄襲： 

1.隱匿:隱匿申請資料、研究資料或研究成果部分內容為已發表之成果或著作。 

2.重複發表：未經註明而重複發表，致研究成果重複計算。 

3.未適當引註：研究計畫或論文大幅引用自己已發表之著作，且未適當引註。 

(五)影響論文審查：以違法或不當手段影響論文審查。 

(六)代寫：由計畫不相關之他人代寫論文、計畫申請書或研究成果報告。 

(七)其他違反學術倫理行為，經本部學術倫理審議會議決通過。 

   (如，以同一研究計畫同時重複向本部提出申請，或以同一研究計畫向本部及其他機構

申請補助而未予說明) 



師生間研究關係特別提醒 

• 研究計畫包含已投稿或已發表之研究成果（含研討會論文）或學位論

文，需引用並詳細說明計畫內容與已發表成果或學位論文之關係，所

申請計畫內容需明確說明新增研究為何？計畫超越已有成果之學術貢

獻為何？ 

• 請勿以學生或助理之學位論文直接作為科技部補助計畫之成果，計畫

成果建議註明學生或助理貢獻。 

• 計畫主持人執行研究計畫期間之實驗參數、數據、圖（影）像、紀錄

等相關原始資料，應於執行期滿日後至少保存三年；如各該法令另有

更長之保存期限者，從其規定。 



七、關於掠奪性期刊及會議之提醒(1/2) 

• 面對疑慮期刊與研討會時可供判斷之協助資源  

• Think.Check.Submit(http://thinkchecksubmit.org/)：
幫助研究人員識別可信賴的期刊 

• 藉由相關組織或索引服務查證期刊相關資訊 

• Directory of Open Access Journals (DOAJ) 

• Ulrichsweb 

• Committee on Publication Ethics (COPE) 

• Open Access Scholarly Publishers Association 
(OASPA) 

• 主動與各大學校內圖書館諮詢，請其協助查證期刊與研
討會的真偽 

http://thinkchecksubmit.org/


七、關於掠奪性期刊及會議之提醒(2/2) 

• 疑慮研討會的特徵(研究生出席國際會議常見)： 

• 會議名稱籠統、涵蓋領域過於廣泛。 

• 官方網頁簡陋、功能不齊全、內容有拼字或文
法錯誤。 

• 官方電子郵件地址為非專業或非學術性的免費
帳號。 

• 主辦單位、主講人的學術知名度低。 

• 議程、審查流程不明確。 

• 保證於短時間內完成審查。 

 

 



人文司研究發展諮詢會議 

2020/08 

 



科技部人文司核心價值與推動方向 

韌性社會
包容成長
人文反思 

學術
卓越 

人才
培育 

國際
連結 

社會
影響 



 

•博士生 

•年輕學者 

•中生代領袖 

 

•建立國際網絡 

•爭取國際期刊
主編/編委會 

 

 

•盤點 

•前瞻、新興 

•跨學門、跨司 

•研究成果反饋
社會 

•未來台灣社會
重要研究議題 

 

社會
影響 

學術
卓越 

人才
培育 

國際
連結 



未來台灣社會發展研究議題 

• 高齡、少子化 

• 新興科技之社會影響與反思 

• 社會體制與經濟發展 

• 多元文化認同與意識形態 

• 後疫情時代社會變遷 

• 課程、教學、評量變革 

• 氣候變遷的衝擊 
 



數學教育學門歡迎您的加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