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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作業流程



系統申請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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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推薦人填寫基本資料表、經歷
表、成果績效表及上傳佐證

• 被推薦人確認填報資料無誤後，
請提交至學校專責窗口覆核

• 若仍須修正，請學校專責窗口退
回被推薦人修正後再次提交

• 學校專責窗口確認無誤後，即可
提交至專案辦公室，並進行後續
紙本報部作業

• 建立被推薦人帳號及首次登入密碼學校專責窗口
建立被推薦人帳號

被推薦人填報資料

被推薦人提交資料至
學校專責窗口

專案辦公室
• 如提交專辦後仍有修正需求，請

與專案辦公室聯絡

學校專責窗口
• 確認無誤-提送專案辦公室
• 仍須修正-退回學校被推薦人

(教師)



報部所需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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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校公文1份 (正本及附件至臺科大專案辦公室、副本至教育部)

• 學校推薦名冊1份 (每校至多3案)

• 每案推薦資料請印製一式2份 (各表佐證資料僅須上傳至系統，無須列

印報部)

• 上述資料無須膠裝，簡單裝訂即可；資料不全不得補件，逾時

報送者，不予受理。

【以上資料皆由系統匯出】

1.被推薦人基本資料表
2.被推薦人經歷表
3.被推薦人成果績效表(須核章)
4.個人資料提供同意書(須核章)
(以上各1式2份)

推薦名冊
(1份)

由各被推薦人作業 由學校專責窗口作業



所需資料清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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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薦資料 系統填報 系統上傳 列印核章 紙本報部 備註

1.學校推薦名冊(至多3案) ● 1份

2.被推薦人基本資料表 ● ●
每案

一式2份

被推薦人彩色證件照 ●

3.被推薦人經歷表 ● ●
每案

一式2份

獲獎紀錄佐證 ●

指導學生獲獎紀錄佐證 ●

榮譽事蹟佐證 ●

4.被推薦人成果績效表 ● ● ●
每案

一式2份

具體成果與績效說明佐證 ●

5.個人資料提供同意書 ● ●
每案

一式2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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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學校專責窗口操作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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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網址：https://masteraward.moe.edu.tw。

•申請時間：請依國家產學大師獎選拔活動推薦須

知之規定時間完成申請(具體申請期間請以教育部

正式函文為準)。

•首次登入本系統前，請學校專責窗口先Email至專

辦人員電子信箱chichyi@mail.ntust.edu.tw或

yiru0517@mail.ntust.edu.tw，索取首次登入帳

號和密碼後，方可登入。

學校專責窗口重點說明

https://masteraward.moe.edu.tw/


學校專責窗口(登入系統)(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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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入系統

一. 請至國家產學大師獎網站
(https://masteraward.moe.edu.tw)，點選右上方【推薦作
業登入】。

https://masteraward.moe.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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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專責窗口(登入系統)(2/5)

二. 請輸入【Email】及【密碼】後點選登入。

• 請先 Email至專案辦公室人員索取密碼後，方可進行首次登入



學校專責窗口(登入系統)(3/5)

三. 專案辦公室人員給予密碼後，首次登入將出現提醒修改密碼之畫
面。點選【修改密碼】，更新密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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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進入系統後，請至【學校專責窗口資訊】填寫聯絡資料與代
理人資訊。之後若需修改基本資料或更換專責窗口人員，也
可於此頁面修改。

學校專責窗口(登入系統)(4/5)



學校專責窗口(登入系統)(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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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依據校內作業時間，專責窗口可點選【教師填報時間】，設
定校內教師上網填報資料時間，以方便各校內部進行遴選作
業或設定提前收件時間。



學校專責窗口(被推薦人帳號管理)(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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帳號管理功能說明：

一、建立被推薦人帳號

二、檢視及提交推薦資料

三、匯出/列印名冊

四、列印推薦資料



學校專責窗口(被推薦人帳號管理)(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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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建立被推薦人帳號

1. 點選【】 】。

2. 請建立該教師之Email、姓名及首次登入密碼。

3. 填報完畢請點選【 】，即完成帳號建立。



學校專責窗口(被推薦人帳號管理)(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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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檢視及提交推薦資料

1. 學校專責窗口可檢視目前被推薦人資料填寫之【狀態】：
• 【填報中】：被推薦人資料填報中。

• 【已提交至校方】：被推薦人資料已提交至學校專責窗口。

• 【已退回至被推薦人】：資料有誤，退回被推薦人修正。

• 【已提交至專辦】：被推薦人資料已確認無誤，並提交至專案辦公室。



學校專責窗口(被推薦人帳號管理)(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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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點選 可檢視被推薦人的【基本資訊】



學校專責窗口(被推薦人帳號管理)(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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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點選 可檢視、列印被推薦人的【填報內容】。



學校專責窗口(被推薦人帳號管理)(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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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被推薦人提交資料到校方時，學校專責窗口將出現以下圖示，
可選擇將資料提交至專案辦公室，或退回被推薦人修改。



學校專責窗口(被推薦人帳號管理)(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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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匯出/列印名冊

學校專責窗口確認資料無誤，並提交至專案辦公室後，可點選【 】
進行被推薦教師排序作業，及【列印名冊】匯出列印，進行紙本報部
作業。



四、列印推薦資料

1. 待學校專責窗口確認無誤，提交至專案辦公室後，可點選
【 】，即合併列印紙本資料，以進行後續報部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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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專責窗口(列印推薦資料)(1/2)



2. 若需分開表單列印或需列印佐證資料，可至【列印】點選所需
各項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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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專責窗口(列印推薦資料)(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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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被推薦人操作說明
(教師)



被推薦人重點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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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次登入前，請與學校專責窗口索取帳號密碼。

•填報時間：請於學校專責窗口規定時間內完成。

•本線上系統無自動暫存功能，若被推薦人長時間

未操作本系統，請務必點選 後再離開。



被推薦人(登入系統)(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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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入系統

一. 請至國家產學大師獎網站
(https://masteraward.moe.edu.tw)，點選右上方【推薦作
業登入】。

https://masteraward.moe.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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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推薦人(登入系統)(2/3)

二. 請輸入【Email】及【密碼】後點選登入。首次登入將出現
提醒修改密碼之畫面。

• 請先與學校專責窗口索取首次登入之密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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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至【修改密碼】修改為您慣用之密碼之後，並至【基本資訊】
填寫聯絡資料與代理人資訊。

被推薦人(登入系統)(3/3)



被推薦人(填報資料)(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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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點選【推薦資料】進入填報頁面，點選【 】即可填寫各表：

一、被推薦人基本資料表

二、被推薦人經歷表

三、被推薦人成果績效表



被推薦人(填報資料)(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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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被推薦人基本資料表

請填報教師基本資料，並上傳近三年2吋彩色照檔案(格式.JPG)。



被推薦人(填報資料)(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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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被推薦人經歷表

• 如有獲獎紀錄、指導學生獲獎紀錄或榮譽事蹟，可點選【 】，
為增加欄位填寫，若無可點選【 】，為刪除欄位。佐證資
料格式為.pdf。

• 完成填報或暫時儲存，請記得點選【 】。

經歷表包含：
一.被推薦人經歷
二.個人獲獎紀錄
三.指導學生獲獎紀錄
四.榮譽事蹟



被推薦人(填報資料)(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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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被推薦人成果績效表

• 各項績效請點選【 】，為增加欄位填寫，或點選【 】，
為刪除欄位。佐證資料格式為.pdf。

• 完成填報或暫時儲存，務請記得點選【 】。

成果績效表包含：
一.具體成果與績效說明
二.產學合作明細表
三.技術移轉及專利授權明細表
四.技術服務案名細表
五.專利明細表



被推薦人(填報資料)(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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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推薦資料】頁面之下，被推薦人可預覽已填報資料，如需

修改各表可點選【 】進入修改。

• 若確認所填報資料(含上傳佐證)無誤，請點選【 】傳送

至學校專責窗口覆核。提交後若仍需修改，則需由學校專責窗

口退回。



被推薦人(列印推薦資料)(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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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資料提交傳送至學校專責窗口後，可點選【 】，即合併

列印紙本資料，方便學校專責窗口後續作業。



2. 若需分開表單列印或需列印佐證資料，可至【列印】點選所需
各項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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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推薦人(列印推薦資料)(2/2)



~感謝聆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