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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目的：提供學生與臨床醫師研究學術資源平台，鼓勵學生參與研究、提升研究能力。計
畫內容須與臨床醫師(即指導教師)專長相符，補助學生與臨床醫師合作之研究計
畫經費。
2.適用範圍：本辦法僅補助慈濟大學醫學院醫學系學生及各院區 PGY(即畢業後一般醫學訓
練醫師)或慈濟大學醫學院學士後中醫學系五年級學生與臨床醫師共同合作
研究計畫，資格分為如下：
2.1 慈濟大學醫學院醫學系學生及各院區 PGY(即畢業後一般醫學訓練醫師)：已獲得臨床
醫師(即指導教師)承諾指導研究，學業成績優良者。
2.2 慈濟大學醫學院學士後中醫學系五年級學生：已獲得臨床醫師(即指導教師)承諾指導
研究，學業成績優良者。
2.3 臨床醫師 (即指導教師)：從事臨床研究之資格，且願意提供研究設備(含儀器設備及圖
書設備等)指導學生從事研究工作者，每位臨床醫師僅能擔任一件計劃之指導老師，
且三年內須有以第一或通訊作者之名義發表的 SCI 原著論文(論文須已有頁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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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斗六、台北、台
中(含護理之家)等慈院。
3.2 學生：指慈濟大學醫學院醫學系學生及各院 PGY(即畢業後一般醫學訓練醫師)或慈濟
大學醫學院學士後中醫學系五年級學生。
4.相關文件：
4.1 慈濟志業研究整合指導委員會設置細則(AAAA0A010)
5.作業說明：
5.1 補助項目：
5.1.1 本辦法之補助項目係補助學生與臨床醫師合作研究計畫經費為原則（即本辦法
補助項目不包含研究人力費用，如專任人員、兼任人員、臨時工資等）。
5.1.2 每件申請書補助由慈濟大學醫學生研究計畫委員會視計畫內容評估補助金額，
每件申請書之補助上限以 20 萬元為原則。
5.1.3 補助項目編列：為耗材、物品及雜項費用，係執行計畫所需之消耗品器材、藥
品、電腦使用費、問卷調查費、郵電費、國內差旅費、資料檢索費、論文發表
費等，得依需要編列。
5.2 申請期限：於每年 5 月 15 日前向醫療法人學術發展室醫學教育研究發展小組提出申
請，醫療法人學術發展室醫學教育研究發展小組於 12 月 31 日前通知審
核結果。
5.3 申請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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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1 申請人（即慈濟大學醫學院醫學系學生及各院區 PGY(即畢業後一般醫學訓練醫
師) 或慈濟大學醫學院學士後中醫學系五年級學生）需填具｢佛教慈濟醫療財團
法人學生與臨床醫師合作研究計畫補助申請書｣（應用表單 6.1）一式二份並檢
附電子檔，經該科系主管、指導教師及指導教師所屬院區之該院院長簽核後，
於申請期限前依本辦法規定請各院區承辦單位彙整後送達醫療法人學術發展室
醫學教育研究發展小組。
5.3.2 依據學生與臨床醫師合作研究計畫補助辦法申請之補助，凡有涉及或申請人體
試驗、採集人體檢體、人類胚胎、人類胚胎幹細胞者，應檢附研究倫理委員會
或人體試驗委員會核准文件；涉及或申請基因重組相關實驗者，應檢附生物實
驗安全委員會核准之基因重組實驗申請同意書；涉及或申請基因轉殖田間試驗
者，應檢附主管機關核准文件；涉及或申請動物實驗者，應檢附實驗動物照護
及使用管理委員會核准文件；涉及或申請第二級以上感染性生物材料試驗者，
應檢附相關單位核准文件。核准文件則於繳交申請書時一併檢附。
5.3.3 若上述各類核准文件未能於申請時繳交者，則須先繳交已送審之證明文件。計
畫通過並簽約後未於三個月內繳交相關核准文件者，則該計畫暫不予以補助執
行；須待計畫主持人繳交相關核准文件始能執行計畫。(註：若有在不同執行機
構執行時，須檢附各執行機構之相關核准文件)
5.4 補助區間：每件獲准補助之研究計畫，其費用補助區間為申請隔年之 1 月 1 日起至
12 月 31 日止，為期一年。
5.5 計畫撤案：各院區若獲得核准之研究計畫補助案，申請人或指導教師因其他因素或
離職而無法執行時，請填寫一份「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人學生與臨床醫
師合作研究計畫補助撤案申請表」(應用表單 6.3)，由主要申請人將填寫
應用表單電子檔後，依據簽核流程呈送醫療法人學術發展室醫學教育研
究發展小組備查，經費比照 5.6.4 辦理。
5.5.1 簽核流程：申請人→單位主管→會辦相關單位(依據各院區簽核流程) →院長→
醫療法人學術發展室(會簽醫療法人學術發展室醫學教育研究發展
小組承辦人員)→花蓮慈院張恩庭醫師→醫療法人學術發展室醫學
教育研究發展小組陳宗鷹主席→醫療法人財務管理室→醫療法人郭
漢崇副執行長→張聖原策略長→醫療法人林俊龍執行長核決
5.6 審核、撥款及退款作業：
5.6.1 申請人應將申請案送至執行院區承辦單位，經承辦單位造具申請名冊函送醫療
法人學術發展室醫學教育研究發展小組申請；如文件不全或不符合規定，經限
期補正，逾期未完成補正者，不予以受理。
5.6.2 由醫療法人學術發展室醫學教育研究發展小組彙整各院區申請案件後，並由慈
濟大學醫學生研究計畫委員會遴選相關領域兩位專家審查及評分，審查之項目
包含每件申請案之計畫內容必要性及補助經費，經外部專家審查，醫療法人學
術發展室醫學教育研究發展小組再將外部專家審查之意見提報至慈濟大學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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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研究計畫委員會做審核後，並由慈濟志業研究整合指導委員會做最後之決
議。
5.6.3 經慈濟志業研究整合指導委員會決議後，由醫療法人學術發展室醫學教育研究
發展小組通知各院區承辦單位及醫療法人財務管理室審查結果，再由醫療法人
學術發展室醫學教育研究發展小組向醫療法人財務管理室申請進行撥款至申
請案件之院區。
5.6.4 若補助經費未用罄，執行院區應於計畫結束後三個月內辦理經費結報，需將剩
餘經費退回醫療法人，由執行院區承辦單位負責彙整全院資料電子檔後依據簽
核流程呈送至醫療法人學術發展室醫學教育研究發展小組備查。
5.6.5 簽核流程：申請人→單位主管→會辦相關單位(依據各院區簽核流程) →院長→
醫療法人學術發展室(會簽醫療法人學術發展室醫學教育研究發展
小組承辦人員)→花蓮慈院張恩庭醫師→醫療法人學術發展室醫學
教育研究發展小組陳宗鷹主席→醫療法人財務管理室→醫療法人郭
漢崇副執行長→張聖原策略長→醫療法人林俊龍執行長核決
5.7 核定補助項目及經費用途變更：
5.7.1 原核定之補助項目，為於計畫期限內執行研究計畫所需時：
5.7.1.1 當於不同補助項目項下經費流入或流出之累計金額，超過當年度該項目
原核定經費百分之五十者，申請人須敘明經費變更之原由（流用之用
途、預計流出之項目、預計流入之項目、原編列費用之現行使用說明），
且申請人須依辦法 5.6.5 之簽核流程呈至執行長核准後，經費始得變更。
5.7.1.2 當於同一補助項目項下經費流入或流出之累計金額，未超過當年度該項
目原核定經費百分之五十者，申請人得依所屬院區之內部行政程序辦理
後，經費始得變更。
5.7.2 原未核定之補助項目，於計畫執行期限內為執行研究計畫所需增列時：申請人
須敘明經費變更之原由（流用之用途、預計流出之項目、預計流入之項目、原
編列費用之現行使用說明）
，且主要申請人須依辦法 5.6.5 之簽核流程呈至執行
長核准後，經費始得變更。
5.8 獲准補助之學生與臨床醫師合作研究計畫於執行期滿三個月內（即計畫補助期限後
隔年 3 月 31 日前），需繳交研究成果報告表送至醫療法人學術發展室醫學教育研究
發展小組，以作為未來補助之參考：
5.8.1 研究成果報告：依據「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人學生與臨床醫師合作研究計畫補
助之研究成果報告封面」（應用表單 6.2）撰寫成果報告。
5.8.2 若已有論文發表，直接繳交一篇論文抽印本（或接受函）即可，不需繳交成果
報告。論文發表區間為計畫補助區間，申請人需為第一或通訊作者名義發表於
國內外醫學雜誌之原著論文。
5.8.3 發表之論文須於論文致謝欄(Acknowledge)或資金來源(Funding)，註明補助計畫
編號。【發表於中文期刊：TCMF-P XXX-XX,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人；發表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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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期刊：TCMF-P XXX-XX,Buddhist Tzu Chi Medical Foundation.】
5.9 獲准該補助之研究計畫申請人，需於隔年度慈濟醫學年會中口頭發表研究成果。
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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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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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與臨床醫師合作研究計畫補助申請書(E6A0022018-Ax)
6.2 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人學生與臨床醫師合作研究計畫補助之研究成果報告封面
(E6A0022019-Ax)
6.3 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人學生與臨床醫師合作研究計畫補助撤案申請表
(E6A0022020-Ax)
7.流程圖：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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