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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如何進行線上申請？ 二、如何查詢

表單流程與列印核定表單？ 三、如何查

詢被退回、回收及暫存表單？ 四、相關

法規及注意事項 五、計管組各學院服務

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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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 容 



一、如何進行線上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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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1：登入行政e化系統 

5 2017/4/20 



步驟2：點選研究計畫變更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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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3：點選執行委託或補助計畫經 
費流用申請表（科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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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E化經費流用（變更）專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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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4：點選計畫經費變更E化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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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5：點選擬變更之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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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5：點選擬變更之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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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年期計畫請直接點選變更申請 
 
 多年期計畫請務必注意點選擬變更計畫之年度： 

◎ 第一年計畫會計編號末一碼為A 
◎ 第二年計畫會計編號末一碼為B 
◎ 第三年計畫會計編號末一碼為C...以此類推 
◎ 全年度計畫會計編號末一碼無英文字 若有涉及經費

流用或跨（多）年度變更（例如： 第1及2年業務費
增列項目、第2及3年國外差旅費合 併使用或流用
等…）請務必點選此項。並於說明欄 敘明擬流用
（變更）之年度/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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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寫變更申請表注意事項 



步驟6：點選擬流用（變更）之項目 
－免提審查委員會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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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6：點選擬流用（變更）之項目 
－需提審查委員會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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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7：進入填寫流用（變更）申請 
表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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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8： 點選送出表單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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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表單已傳送完成 

＊ 進入e化審查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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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如何查詢表單流程與列印 
核定表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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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1：點選研究計畫變更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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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2：點選申請單進度查詢與列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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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選申請中（查詢申請中表單進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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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選已備查(查詢已核准表單) 

＊ 點選表單單號可列印已核准表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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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核准表單(樣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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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如何查詢被退回、回收及 
暫存表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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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選退件（查詢被審查端退回補件 
之申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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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知退件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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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選退件（查詢被審查端退回補件 
之申請表） 

＊ 可點選重新申請繼續填寫或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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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填寫流用（變更）申請表畫面 
（修改原申請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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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選回收（查詢自行回收之申請表） 

＊ 可點選重新申請繼續填寫或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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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填寫流用（變更）申請表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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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原申請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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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選暫存（查詢暫存未填寫完成之申請表） 

＊ 可點選修改繼續填寫或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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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填寫流用（變更）申請表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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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續填寫申請資料） 



四、相關法規及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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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技部補助專題研究計畫經費處理 原則  
（何種情形需做校內或校外變更申請，有詳盡敘述 
請參考） 

  科技部補助專題研究計畫作業 要點  
（請注意要點內研究經費補助項目、計畫變更、成 
果報告及出國報告繳交之規定） 

  主持人 執行科技部計畫 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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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經費流用（變更）相關法規 

https://www.most.gov.tw/folksonomy/list?subSite&amp;l=ch&amp;menu_id=3828c07d-9704-4959-9ea6-5948d264ee5f&amp;view_mode=listView
https://www.most.gov.tw/folksonomy/list?subSite&amp;l=ch&amp;menu_id=3828c07d-9704-4959-9ea6-5948d264ee5f&amp;view_mode=listView
https://www.most.gov.tw/folksonomy/list?subSite&amp;l=ch&amp;menu_id=3828c07d-9704-4959-9ea6-5948d264ee5f&amp;view_mode=listView
https://www.most.gov.tw/folksonomy/list?subSite&amp;l=ch&amp;menu_id=3828c07d-9704-4959-9ea6-5948d264ee5f&amp;view_mode=listView
https://www.most.gov.tw/folksonomy/list?subSite&amp;l=ch&amp;menu_id=3828c07d-9704-4959-9ea6-5948d264ee5f&amp;view_mode=listView
https://www.most.gov.tw/folksonomy/list?subSite&amp;l=ch&amp;menu_id=3828c07d-9704-4959-9ea6-5948d264ee5f&amp;view_mode=listView
http://spd.ord.ncku.edu.tw/ezfiles/79/1079/img/1011/172343239.pdf
http://spd.ord.ncku.edu.tw/ezfiles/79/1079/img/1011/172343239.pdf
http://spd.ord.ncku.edu.tw/ezfiles/79/1079/img/1011/172343239.pdf
http://spd.ord.ncku.edu.tw/ezfiles/79/1079/img/1011/172343239.pdf
http://spd.ord.ncku.edu.tw/ezfiles/79/1079/img/1011/172343239.pdf


為加強本校內部控管機制，關於研究計畫內： 
1.變更或增列出國種類（如：執行國際合 

作與移地研究、出席國際學術會議）。 
2.國外差旅經費不足擬由其他經費流入。 
3.業務費項下增列國外學者來台費用。 

 
以上經費流用變更申請案，若屬於事後申請者，原 

則上不同意其變更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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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經費流用（變更）重要注意事 
項 



 各項填寫範本請參考：研發處網頁→計畫管考組→ 

 科技 部專題研究計畫經費流 用（變更）專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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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經費流用（變更）申請 
填表範例 

http://spd.ord.ncku.edu.tw/files/11-1079-10396.php?Lang=zh-tw
http://spd.ord.ncku.edu.tw/files/11-1079-10396.php?Lang=zh-tw
http://spd.ord.ncku.edu.tw/files/11-1079-10396.php?Lang=zh-tw
http://spd.ord.ncku.edu.tw/files/11-1079-10396.php?Lang=zh-tw
http://spd.ord.ncku.edu.tw/files/11-1079-10396.php?Lang=zh-tw


五、計管組各學院窗口承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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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信豪 分機：50945，負責窗口：工學院、中心 
曾綉惠 分機：50947，負責窗口：文、規劃、社科、管理、醫 
                              學院 

陳貞如 分機：50940，負責窗口：電資、理、生科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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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學院窗口承辦人 



 研發處網頁→計畫管考組→ 

 科 技 部 專題研究計畫經費流用變更 E化專區  

 
∗  1.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經費流用變更E化申請系統操作說明(影 

 片版 ) 
∗  2.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經費流用變更E化申請系統操作說明 

(ppt版 ) 
∗  3.E化 申 請 系統 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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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操作說明網頁 

http://spd.ord.ncku.edu.tw/bin/home.php
http://spd.ord.ncku.edu.tw/bin/home.php
http://spd.ord.ncku.edu.tw/bin/home.php
http://spd.ord.ncku.edu.tw/bin/home.php
http://spd.ord.ncku.edu.tw/bin/home.php
http://spd.ord.ncku.edu.tw/bin/home.php
http://spd.ord.ncku.edu.tw/bin/home.php
http://spd.ord.ncku.edu.tw/bin/home.php
http://spd.ord.ncku.edu.tw/bin/home.php
http://spd.ord.ncku.edu.tw/bin/home.php
http://spd.ord.ncku.edu.tw/files/11-1079-18504.php?Lang=zh-tw
http://spd.ord.ncku.edu.tw/files/11-1079-18504.php?Lang=zh-tw
http://spd.ord.ncku.edu.tw/files/11-1079-18504.php?Lang=zh-tw
http://spd.ord.ncku.edu.tw/files/11-1079-18504.php?Lang=zh-tw
http://spd.ord.ncku.edu.tw/files/11-1079-18504.php?Lang=zh-tw
http://spd.ord.ncku.edu.tw/files/11-1079-18504.php?Lang=zh-tw
http://spd.ord.ncku.edu.tw/files/11-1079-18504.php?Lang=zh-tw
http://spd.ord.ncku.edu.tw/files/11-1079-18504.php?Lang=zh-tw
http://spd.ord.ncku.edu.tw/ezfiles/79/1079/img/2702/esystem_ppt.pdf
http://spd.ord.ncku.edu.tw/ezfiles/79/1079/img/2702/esystem_ppt.pdf
http://spd.ord.ncku.edu.tw/ezfiles/79/1079/img/2702/esystem_ppt.pdf
http://spd.ord.ncku.edu.tw/ezfiles/79/1079/img/2702/esystem_ppt.pdf
http://spd.ord.ncku.edu.tw/ezfiles/79/1079/img/2702/esystem_ppt.pdf
http://spd.ord.ncku.edu.tw/ezfiles/79/1079/img/2702/esystem_ppt.pdf
http://spd.ord.ncku.edu.tw/ezfiles/79/1079/img/2702/esystem_ppt.pdf
http://eadm.ncku.edu.tw/welldoc/default.php
http://eadm.ncku.edu.tw/welldoc/default.php
http://eadm.ncku.edu.tw/welldoc/default.php
http://eadm.ncku.edu.tw/welldoc/default.php
http://eadm.ncku.edu.tw/welldoc/default.php
http://eadm.ncku.edu.tw/welldoc/default.php
http://eadm.ncku.edu.tw/welldoc/default.php
http://eadm.ncku.edu.tw/welldoc/default.php
http://eadm.ncku.edu.tw/welldoc/default.php
http://eadm.ncku.edu.tw/welldoc/default.php


謝 謝 
參 與 說 明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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