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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目的：為促進各院區間的學術研究風氣，鼓勵各院區同仁們從事學術研究，擬每年舉辦
研究成果競賽。
2.適用範圍：各院區之臨床醫療科、各醫事職類、醫學/行政同仁及慈濟學校財團法人慈濟
大學醫學系學生。
3.定義：
3.1 各院區：指醫療法人所屬醫療機構，包含花蓮、玉里、關山、大林(含斗六門診部)、
台北、台中(含護理之家)等慈院。
4.相關文件：
4.1 研究成果計分說明表(附件一)。
5.作業說明：
5.1 主辦單位：醫療法人學術發展室
5.2 活動內容：舉辦年度各項研究成果競賽評選活動
5.2.1 公告時間：每年 8 月底評選結果
5.2.2 頒獎時間：於慈濟醫學年會活動時頒獎
5.2.3 研究成果評選
評選類別
參選資格
醫療志業年度最佳院
區之研究成果獎
各院區之最佳科部研
究成果獎
各院區個人最佳研究成
果獎(資深主治醫師)
各院區個人最佳研究
成果獎(年輕主治醫師)
各院區住院醫師最佳
研究成果獎
各院區各職類最佳研
究成果獎

各院區醫管/行政最佳
研究成果獎
醫學生研究成果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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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各院區個別計算該院研究總成果
提出參選
由各院區自行選出最佳科部之研究
成果提報
1. 年資滿五年以上之資深主治醫師
2. 由各院區自行選出、提報
1. 年資滿五年以下(包含五年)之年
輕主治醫師
2. 由各院區自行選出提報
1. 各院區住院醫師
2. 由各院區自行選出提報

獎項
獎座

名額
一名

30 萬 各院選出一
名，共六名
10 萬 各院選出一
名，共六名
10 萬 各院選出一
名，共六名
5萬

各院選出一
名，共六名

1. 各醫事職類人員：護理、藥事、醫 5 萬
事放射、醫事檢驗、物理治療、職
能治療、呼吸治療、臨床心理等
2. 由各院區自行選出提報
1. 醫管人員及行政人員
5萬
2. 由各院區自行選出提報

各院選出一
名，共六名

1. 在校之醫學系學生
2. 由慈濟大學醫學系提出

一名

1

3萬

各院選出一
名，共六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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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3.1 研究成果論文發表區間：
各項研究成果獎勵競賽參選論文發表區間為每年 7 月 1 日至隔年 6 月 30 日。
5.2.3.2 各項研究成果論文之研究應於慈濟醫療志業體內進行，且研究成果須以慈
濟醫療志業名義發表於國內外醫學雜誌(須檢附論文抽印本或電子檔)，接
受函不認列，且每一篇論文只能計算一次。
(1)參選各項研究成果獎勵競賽須填寫「研究成果計分一覽表」(應用表單
6.1)，每項參選類別須填寫一份。
(2)研究成果論文認列說明：
(a)醫療志業年度最佳院區：
所參選之研究成果論文不限篇數，且每一篇論文只能計算一次，例
如同一篇論文作者序位中，有第一或通訊作者並列時，則該論文只
能計算一次。
(b)最佳科部研究成果獎：
所參選之研究成果論文不限篇數，且每一篇論文只能計算一次。例
如同一篇論文作者序位中，第一或通訊作者都屬於同一科別，或第
一或通訊作者屬於不同科別時，則需由第一或通訊作者達成共識，
則該論文只能有一位作者以該篇論文計算，不可重複計算。
(c)個人最佳研究成果(資深主治醫師)、個人最佳研究成果(年輕主治醫
師)、住院醫師最佳研究成果、各職類最佳研究成果、醫管/行政最佳
研究成果等獎項：
所參選之研究成果論文不限篇數，且每一篇論文只能計算一次。例
如同一篇論文作者序位中，第一或通訊作者都屬於同一科別，或第
一或通訊作者屬於不同科別時，需由第一或通訊作者達成共識，則
該論文只能有一位作者以該篇論文計算，不可重複計算。
(d)醫學生研究成果獎：
所參選之研究成果論文不限篇數，且每一篇論文只能計算一次。例
如同一篇論文作者序位中，第一或通訊作者都屬於同一科別，或第
一或通訊作者屬於不同科別時，需由第一或通訊作者達成共識，則
該論文只能有一位作者以該篇論文計算，不可重複計算。
5.2.3.3 研究成果計算方式及評選標準為：
(1)參選文章性質限以第一或通訊作者之名義刊登在 SCI、SSCI 期刊之原
著(Original article)期刊論文及綜論(Review article)。研究成果依「研究
成果計分說明」
，以最佳排名(百分位數)加總後之總積分計算(相關文件
4.1)。
(2)各項研究成果提報：
(a)醫療志業年度最佳院區：
係由各院區研究部承辦窗口個別計算醫院之研究總成果(即總積分)
後提出參選。
(b)最佳科部研究成果獎：
係由各院區研究部承辦窗口自行計算研究成果(即總積分)後，依研究
成果總積分之高低排序，由各院自行選出總積分最高得分者，提報
至醫療法人學術發展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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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個人最佳研究成果獎(資深主治醫師)：
係由各院區研究部承辦窗口自行計算研究成果(即總積分)後，依研究
成果總積分之高低排序，由各院自行選出研究成果總積分大於等於
20 分者，才能提報至醫療法人學術發展室。
(d)個人最佳研究成果獎(年輕主治醫師)：
係由各院區研究部承辦窗口自行計算研究成果(即總積分)後，依研
究成果總積分之高低排序，由各院自行選出研究成果總積分大於等
於 10 分者，才能提報至醫療法人學術發展室。
(e)住院醫師最佳研究成果獎：
係由各院區研究部承辦窗口自行計算研究成果(即總積分)後，依研究
成果總積分之高低排序，由各院自行選出研究成果總積分大於等於 8
分者，才能提報至醫療法人學術發展室。
(f)各職類最佳研究成果獎：
係由各院區研究部承辦窗口自行計算研究成果(即總積分)後，依研究
成果總積分之高低排序，由各院自行選出研究成果總積分大於等於
5 分者，才能提報至醫療法人學術發展室。
(g)醫管/行政最佳研究成果獎：
係由各院區研究部承辦窗口自行計算研究成果(即總積分)後，依研究
成果總積分之高低排序，由各院自行選出研究成果總積分大於等於
5 分者，才能提報至醫療法人學術發展室。
(h)醫學生研究成果獎：
係由慈濟大學醫學系自行計算研究成果後，依研究成果總積分之高
低排序，由醫學系自行選出總積分最高得分者，提報至醫療法人學
術發展室。
(i)如當年度遇該院未提報參選各項評選類別之研究成果競賽名單時，
則當年度該院未提報之評選類別名額將以從缺提出。
5.2.3.4 得獎者將頒予獎勵金給予獎勵：
(1)最佳科部研究成果得獎者，獎勵金將列入該科之科研基金，以做為供
科內醫師出國開會進修及臨床研究相關用途使用。
(2)各項得獎者之獎勵金須納入薪資所得內，依據相關法令扣繳申報，扣
除後之獎金將匯入得獎者所提供之帳號內，且須填寫佛教慈濟醫療法
人研究成果領據(應用表單 6.2)，填妥後交與各院研究部承辦人，由研
究部承辦人彙整後，交與醫療法人學術發展室-研究發展組。
5.2.3.5 參選之研究成果，醫療法人學術發展室截止收件區間為每年 7 月 31 日，
逾期不予以受理。
5.3 評審作業：
5.3.1 醫療志業年度最佳院區：
將由各院研究部彙整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人研究成果計分一覽表(應用表單
6.1)，彙整後提報該院院長簽核，並提送至醫療法人學術發展室-研究發展組，由
慈濟醫學年會籌備委員會評選審核結果及核定得獎院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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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2 最佳科部研究成果獎、個人最佳研究成果(資深主治醫師)、個人最佳研究成果(年
輕主治醫師)、住院醫師最佳研究成果獎、各職類最佳研究成果、醫管/行政最佳
研究成果等獎項：
將由各院研究部計算研究成果彙整後，提報該院核定名單經院長簽核，並檢附
研究成果計分一覽表，提送至醫療法人學術發展室-研究發展組備查。
5.3.3 醫學生研究成果獎：
將由慈濟大學醫學系計算研究成果彙整後，提報核定名單經醫學系主任簽核，
並檢附研究成果計分一覽表，提送至醫療法人學術發展室-研究發展組備查。
5.4 發表活動：
得獎者需於慈濟醫學年會中製作海報展示，並於慈濟醫學年會時接受頒獎。
5.5 本辦法之經費來源，每年由醫療法人學術發展室編列預算，經董事會核准通過後啟動。
5.6 本辦法經醫療法人執行長核准後公告實施，修改時亦同。
6.應用表單：
6.1 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人研究成果計分一覽表
6.2 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人研究成果領據
7.流程圖：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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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研究成果計分說明

1. SCI/SSCI 影響係數或最佳排名(百分位數)：以最新 JCR 資料

分數

之 Impact Factor (IF)及在各科系學術領域 IF 排名為準，擇優採
計。
IF≧10

IF

排名≦5% (或 IF≧5)

10

排名≦10% (或 IF≧3.5)

8

排名≦25% (或 IF≧2.0)

6

排名≦50%

5

排名≦75%

4

排名 > 75%

3

※刊登雜誌之計分，皆須經學術發展審查委員會審查後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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