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家科學技術發展計畫資訊系統

規劃表期中檢視作業之系統操作說明

(執行單位承辦人及執行機關窗口)

指導單位：科技部

執行單位：科技政策研究與資訊中心

108年9月25日



大綱

 作業說明

 作業流程

 執行單位承辦人角色

 執行機關窗口角色

 附件─系統首頁及子頁操作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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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業說明

P. 2

根據「科學技術基本法」第九條，政府應每兩年提出科技發展之策略遠景，因此本計畫將於推動至期中時進行滾動修正

(即規劃表期中檢視作業)，並因應「科技發展策略藍圖(民國108年至111年)」發布與內外部環境變遷，調整後續執行方

向，以確保各執行計畫扣合政策目標。

由各執行機關填報期中檢視規劃表(本次採取線上填報)，經由專家審查後，依審查意見調整，始得據以執行。

為俾利進行後續審查作業，系統將於民國108年10月17日(週四)下午6時00分關閉，請各執行單位承辦人及執行機關窗

口於時限前完成規劃表期中檢視作業。

目的

時程

流程



填報作業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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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業說明(續)

執行單位

承辦人填報

• 請檢視原108-109年度規劃表及主要關鍵績效指標之內容是否需要調整。

• 若需調整前述內容，則請承辦人登入系統(https://nstc.stpi.narl.org.tw/index.htm)，填寫修

改之108-109年度規劃表及主要關鍵績效指標內容。

• 填寫完成後，請在系統上匯出報表(請見本簡報P.12，包括修改後規劃表及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共2份)，列印紙本並請單位主管核章，並至系統上傳核章掃描後PDF檔，最後點按送出。

執行機關窗口

檢視及提交

• 待執行單位承辦人完成系統填報後(點按送出)，請窗口登入系統檢視內容，並點按提交後，即

可完成本次規劃表期中檢視作業！

• 若執行單位承辦人未完成系統填報(未點按送出)，則窗口僅能預覽內容、但無法提交。

https://nstc.stpi.narl.org.tw/index.htm


主辦機關 科技部 研究團隊 審查委員

②確認填表格式、函
知主辦機關

③承辦人填報
期中檢視規劃表

①規劃流程
及建置系統

④窗口提交
期中檢視規劃表

提供系統
管理及服務

⑤彙整資料
及發送送審通知

⑥第一次審查
審委填寫審查意見

⑨承辦人修正
規劃表(註)

⑪彙整最終資料
⑩窗口提交
修正後規劃表

⑦彙整審查結果

註：視審查結果決定承辦人是否須回復審查意見及修正規劃表。

⑧將審查結果
函知主辦機關

作業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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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單位承辦人角色

規劃表期中檢視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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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登入審查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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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戶登入
 帳號
 密碼

網址: <https://nstc.stpi.narl.org.tw/category/index2.htm>

輸入原用戶的姓名及信
箱，系統將發送原用戶帳
號密碼至信箱

https://nstc.stpi.narl.org.tw/category/index2.htm


2.登入後可修改個人資料及密碼

P. 7

原用戶姓名

原用戶帳號

輸入新密碼

再次輸入新密碼

期中檢視清單：
此區顯示您所屬的所有主辦細部措施

原用戶帳號

可修改姓名

可修改性別

可修改email



3.規劃表期中檢視

【修改狀態】欄位說明：

顯示執行單位之期中檢視作
業修改狀態(包括規劃表與主
要關鍵績效指標)，含「未點
閱」、「已點閱」、 「暫存
中」、 「已完成」、 「無須
修改」。

登入系統後，首頁即「規
劃表期中檢視」頁面。

請點按【作業】欄位之
[期中檢視]，進入【期中
檢視】填寫頁面。

(若【作業】欄位顯示為
「無須修改」，表示因該
項細部措施已於106-107
年度依規劃完成目標(即
後續年度無規劃)，故無
須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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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選「目標/策略名稱」、「重
要措施名稱」、「細部措施名
稱」等，可查詢您所屬的主辦細
部措施



期中檢視清單：
此區顯示您所屬的所有主辦細部措施



請點選【執行單位修改108-109年度
規劃表及主要關鍵績效指標之原
因】，並填寫【說明原因及修改重
點】:

 1.因應「科技發展策略藍圖(民國108年至
111年)」發布，調整108-109年度之規劃
表及主要關鍵績效指標(請述明依據策略
藍圖之何項策略修正，並說明修改重點)

 2.因應國內外環境變化或期中執行成果報
告審查意見，調整108-109年度之規劃表
及主要關鍵績效指標(請說明原因及修改
重點)

 3.已提前完成全程目標 (後續年度無規
劃)，需調整108-109年度之規劃表及主
要關鍵績效指標(請說明提前完成原因，
並補充說明以下「實際效益」欄位)

填寫完後，請記得點按【暫存】。

4.填寫修改原因
 點按細部措施內容可瀏覽「細部措施基本資

料」。
 點按規劃表資訊可瀏覽原始「全程規劃表與主要

關鍵績效指標」。
 點按106年度執行成果、107年度執行成果，則

可瀏覽該年度執行成果與主要關鍵績效指標達成
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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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
填
欄
位





5.修改108-109年度規劃表內容
請點按【修改規劃表】頁籤，進入規劃表頁面。

請點按【修改108年度】、【修改109年度】頁籤，
進入修改頁面。

請對照【修改前】下的欄位內容，在【修改後】下
的欄位內(系統預設帶入修改前的文字)，直接修改原
規劃表內容：

執行計畫/工作重點

年度目標

預期效益

執行計畫是否有其他政策依據

執行計畫是否屬於政府科技發展計畫

預計投入計畫之總經費(千元)

投入於國家科學技術發展計畫之經費金額(千元)

投入於國家科學技術發展計畫之經費比例(%)(系統自動運
算數值後帶入)

填寫完後，請記得點按【暫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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瀏覽修改前
108-109年度
規劃表內容



填寫修改後
108-109年度
規劃表內容



(系統預設帶入修改前的文字，
請直接在欄位內修改)

若已提前完成全程目標(後續年度無規劃)，則請點選【關閉
108年度規劃表】、【關閉109年度規劃表】。



6.修改108-109年度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請點按【修改後主要關鍵
績效指標】頁籤，進入主
要關鍵績效指標資料的修
改頁面。

請直接點按108、109年
度須修改的欄位，即可進
行編輯。

若須增列主要關鍵績效指
標，請點按【新增】即可
填寫。

修改完畢後，請記得點按
【修改並儲存】。

請點按【返回】，即可回
到【規劃表期中檢視】頁
籤匯出報表及上傳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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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關鍵績效指標之填寫說明：

1.僅開放修正108-109年度之目標值及預期進度。

2.得視108-109年度修改後之規劃表內容增列績效指標，惟因特殊情形須調降或刪除原績效指標，請務

必在「規劃表期中檢視」頁籤下之「執行單位修改108-109年度規劃表及主要關鍵績效指標之原因」補

充說明，並須經由專家審查後，依審查意見調整。



請點按【匯出報表】(包括修改後
規劃表及主要關鍵績效指標共2份)
後，列印出紙本請單位主管核
章。(若需修改前的規劃表資料，
則請點按【匯出報表 (原始規劃
表)】)

請點按【上傳檔案】，上傳核章
掃描後的PDF檔(共2份)。

最後請點按【送出】，即完成本
次規劃表期中檢視作業！若未上
傳檔案，則無法送出(如下圖)。

小提醒：承辦人點按【送出】後，修改
原因及修改後相關資料即送至窗口
系統會鎖定承辦人的編輯功能，若須
修改資料，則請窗口點按【退回】，即
可重新修改。

7.匯出報表及上傳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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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機關窗口角色

規劃表期中檢視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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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登入審查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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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戶登入
 帳號
 密碼

網址: <https://nstc.stpi.narl.org.tw/category/index2.htm>

輸入原用戶的姓名及信
箱，系統將發送原用戶帳
號密碼至信箱

https://nstc.stpi.narl.org.tw/category/index2.htm


2.登入後可修改個人資料及密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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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用戶姓名

原用戶帳號
輸入新密碼

再次輸入新密碼

期中檢視資料彙整清單：
此區顯示貴機關所屬的所有細部措施

原用戶帳號

可修改姓名

可修改性別

可修改email



3.規劃表期中檢視資料彙整

【修改狀態】欄位說明：

若【修改狀態】欄位顯示為
「已完成」，則窗口可進行
提交。

若顯示為「無須提交」，表
示108-109年度無規劃內容，
則窗口無須提交。

登入系統後，首頁即為
「規劃表期中檢視資料彙
整」頁面。

請點按【作業】欄位之
[內容]，進入【期中檢視
資料彙整】提交頁面，以
瀏覽/提交/退回執行單位
填報之相關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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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選「目標/策略名稱」、「重
要措施名稱」、「細部措施名
稱」等，可查詢貴機關所屬的細
部措施



期中檢視資料彙整清單：
此區顯示貴機關所屬的所有細部措施



4.提交規劃表期中檢視作業

瀏覽「執行單位修改108-109年
度規劃表及主要關鍵績效指標之
原因」與「說明原因及修改重
點」。

若窗口確認執行單位送出的資料
無誤後，請點按【提交】，即完
成規劃表期中檢視作業！若資料
有誤，請點按【退回】讓執行單
位自行修改內容後再重新送出。

 小提醒：當承辦人完成填報(即「執
行單位承辦人修改狀態」為「已完
成」)，窗口的提交頁面才會出現
【提交】及【退回】鍵喔！ P. 17





 點按細部措施內容可瀏覽該項「細部
措施基本資料」

 點按規劃表資訊可瀏覽原始「全程規
劃表與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點按106年度執行成果、107年度執
行成果，則可瀏覽該項措施年度執行
成果與主要關鍵績效指標達成情形。

 點按【修改規劃表】頁籤，可瀏覽執
行單位送出後的資料內容(包括修改後
之108-109年度規劃表及主要關鍵績
效指標)。

點按【檢視上傳檔案】，
可下載執行單位上傳之核章掃描後的PDF檔。



系統首頁及子頁操作說明

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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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首頁

建議使用Chrome、IE 11 以上版本瀏覽器 最佳觀看解析度1280x768 P. 19

網址: <https://nstc.stpi.narl.org.tw/category/index2.htm>

最新訊息
公告區

系統子頁

https://nstc.stpi.narl.org.tw/category/index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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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戶登入
 帳號
 密碼

網址: <https://nstc.stpi.narl.org.tw/category/index2.htm>

輸入原用戶的姓名及信
箱，系統將發送原用戶帳
號密碼至信箱

系統子頁(1):填報及審查系統

https://nstc.stpi.narl.org.tw/category/index2.htm


系統子頁(2):國家科學技術發展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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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按各年度，可下載各年度執行成果



系統子頁(3):政策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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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按年度連結，可另啟新分頁，閱讀文件內容



系統子頁(4):相關連結





點按網站連結，可另啟新分頁，連結相關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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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國家實驗研究院科技政策研究與資訊中心
陳奕儒小姐
聯絡電話：(02)2737-7832
E-mail: yrchen@narlabs.org.tw

系統操作說明結束，

如有承辦人、窗口異動情形，

或其他任何問題，

歡迎與我們聯繫，謝謝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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