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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計畫徵求 

  校外單位徵求研究計畫之相關訊息 

委託/補助 
單位 

計畫名稱 申請截止日/方式 公文 
委託/補助單

位相關網址 
校內承辦人 備註 

科技部 
科技部推動 108 年度

「水下科研專案計畫」 

計畫主持人請於 校內申請截止

日 108 年 6 月 24 日上午 10 時

前於科技部系統完成線上申請

作業，並立即填送「國立中興

大學申請科技部研究計畫計畫

主持人聲明書」至申請單位

(系、所、中心) 

公文連結  網址連結 
研發處計畫業務組 
張明芬小姐 
校內分機：205 轉 705 

申請單位須於 108
年 6月 25日上午 10
時前至科技部系統

列印申請名冊 (樣
張)，併同「國立中

興大學申請科技部

研究計畫申請單位

切結書」送至研發

處計畫業務組 

科技部 

臺俄(俄羅斯基礎研究

基金會)(RFBR-MOST)
雙邊協議擴充加值型

(add-on)國際合作計畫 

計畫主持人請於校內申請截止

日 108 年 6 月 25 日上午 10 時

前於科技部系統完成線上申請

作業，並立即填送「國立中興

大學申請科技部研究計畫計畫

主持人聲明書」至申請單位

(系、所、中心) 

公文連結  
研發處計畫業務組 
張明芬小姐 
校內分機：205 轉 705 

申請單位須於 108
年 6月 26日上午 10
時前至科技部系統

列印申請名冊 (樣
張)，併同「國立中

興大學申請科技部

研究計畫申請單位

切結書」送至研發

處計畫業務組 
科技部 臺俄(俄羅斯科學基金 計畫主持人請於校內申請截止 公文連結  研發處計畫業務組 申請單位須於 108

http://research.nchu.edu.tw/unit-news-detail/id/870/unit/8/mid/42
https://www.most.gov.tw/folksonomy/rfpDetail?l=ch&article_uid=44b4d276-c00a-4b61-a865-64ad5f220818
http://research.nchu.edu.tw/unit-news-detail/id/717/unit/8/mid/42
http://research.nchu.edu.tw/unit-news-detail/id/718/unit/8/mid/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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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RSF-MOST)雙邊協

議擴充加值型(add-on)
國際合作計畫 

日 108 年 6 月 26 日上午 10 時

前於科技部系統完成線上申請

作業，並立即填送「國立中興

大學申請科技部研究計畫計畫

主持人聲明書」至申請單位

(系、所、中心) 

張明芬小姐 
校內分機：205 轉 705 

年 6月 27日上午 10
時前至科技部系統

列印申請名冊 (樣
張)，併同「國立中

興大學申請科技部

研究計畫申請單位

切結書」送至研發

處計畫業務組 

科技部 

與歐盟同步徵求「跨國

徵求奈米材料科技於節

能減碳及製程之應用計

畫（M-ERA.NET Call 
2019）」 

108 年 6 月 18 日中午 12 時（布

魯塞爾時間）前，透過歐盟

M-ERA.NET 網站線上申請系

統提出申請 

公文連結 網址連結 
研發處計畫業務組 
張明芬小姐 
校內分機：205 轉 705 

請申請人務必同步

以 Email 方式寄送

該構想計畫書至科

技部湯卿媺研究員

備查

E-mail:cmtom@mo
st.gov.tw 

科技部 
108 年度第 2 期產學合

作研究計畫（含先導

型、開發型及應用型） 

計畫主持人請於校內申請截止

日 108 年 6 月 20 日上午 10 時

前於科技部系統完成線上申請

作業，並立即填送「國立中興

大學申請科技部研究計畫計畫

主持人聲明書」至申請單位

(系、所、中心) 

公文連結 網址連結 
研發處計畫業務組 
張雅惠小姐 
校內分機：205 轉 703 

申請單位須於 108
年 6月 21日上午 10
時前至科技部系統

列印申請名冊(樣
張)，併同「國立中

興大學申請科技部

研究計畫申請單位

切結書」送至研發

處計畫業務組 

http://research.nchu.edu.tw/unit-news-detail/id/791/unit/8/mid/42
https://www.m-era.net/joint-calls/joint-call-2019
http://research.nchu.edu.tw/unit-news-detail/id/864/unit/8/mid/42
https://www.most.gov.tw/nat/ch/detail?article_uid=3a3c3c85-9c31-4c1a-95bc-29a3946a298b&menu_id=d3c30297-bb63-44c5-ad30-38a65b203288&content_type=P&view_mode=list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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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部 

2020-2022 年度臺韓

(MOST-NRF)雙邊擴充

加值型國際合作研究計

畫 

計畫主持人請於校內申請截止

日 108 年 7 月 25 日上午 10 時

前於科技部系統完成線上申請

作業，並立即填送「國立中興

大學申請科技部研究計畫計畫

主持人聲明書」至申請單位

(系、所、中心) 

公文連結 網址連結 
研發處計畫業務組 
張明芬小姐 
校內分機：205 轉 705 

申請單位須於 108
年 7月 26日上午 10
時前至科技部系統

列印申請名冊 (樣
張)，併同「國立中

興大學申請科技部

研究計畫申請單位

切結書」送至研發

處計畫業務組 

科技部 

「臺波(NCBR-MOST)
國際合作鏈結法人雙邊

協議擴充加值型

(add-on)國際合作計畫」

及「臺波(NCBR-MOST)
雙邊協議擴充加值型

(add-on)國際合作計畫」 

計畫主持人請於校內申請截止

日 108 年 7 月 25 日上午 10 時

前於科技部系統完成線上申請

作業，並立即填送「國立中興

大學申請科技部研究計畫計畫

主持人聲明書」至申請單位

(系、所、中心) 

公文連結 網址連結 
研發處計畫業務組 
張明芬小姐 
校內分機：205 轉 705 

申請單位須於 108
年 7月 26日上午 10
時前至科技部系統

列印申請名冊 (樣
張)，併同「國立中

興大學申請科技部

研究計畫申請單位

切結書」送至研發

處計畫業務組 

科技部 
109 年度「族群研究與

原住民族研究」 

計畫主持人請於校內申請截止

日 108 年 7 月 26 日上午 10 時

前於科技部系統完成線上申請

作業，並立即填送「國立中興

大學申請科技部研究計畫計畫

主持人聲明書」至申請單位

(系、所、中心) 

公文連結 網址連結 
研發處計畫業務組 
張明芬小姐 
校內分機：205 轉 705 

申請單位須於 108
年 7月 27日上午 10
時前至科技部系統

列印申請名冊 (樣
張)，併同「國立中

興大學申請科技部

研究計畫申請單位

https://www2.nchu.edu.tw/news-detail/id/45085
https://www.most.gov.tw/folksonomy/rfpList
http://research.nchu.edu.tw/unit-news-detail/id/871/unit/8/mid/42
https://www.most.gov.tw/folksonomy/rfpDetail?l=ch&article_uid=e4568913-2349-4e92-8cfb-c8739f06f93d
https://www2.nchu.edu.tw/news-detail/id/46104
https://www.most.gov.tw/folksonomy/rfpDetail?l=ch&article_uid=7d3b7c93-8cbc-4fd6-870b-8b30f544f4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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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結書」送至研發

處計畫業務組 

科技部 

科技部「臺捷

(TACR-MOST)國際合

作鏈結法人雙邊協議擴

充加值型(add-on)國際

合作計畫」 

計畫主持人請於校內申請截止

日 108 年 8 月 19 日上午 10 時

前於科技部系統完成線上申請

作業，並立即填送「國立中興

大學申請科技部研究計畫計畫

主持人聲明書」至申請單位

(系、所、中心) 

公文連結 網址連結 
研發處計畫業務組 
張明芬小姐 
校內分機：205 轉 705 

申請單位須於 108
年 8月 20日上午 10
時前至科技部系統

列印申請名冊 (樣
張)，併同「國立中

興大學申請科技部

研究計畫申請單位

切結書」送至研發

處計畫業務組 

科技部 
科技部 109 年「產學技

術聯盟合作計畫」(產學

小聯盟) 

計畫主持人請於校內申請截止

日 108 年 8 月 26 日上午 10 時

前於科技部系統完成線上申請

作業，並立即填送「國立中興

大學申請科技部研究計畫計畫

主持人聲明書」至申請單位

(系、所、中心) 

公文連結 網址連結 
研發處計畫業務組 
張明芬小姐 
校內分機：205 轉 705 

申請單位須於 108
年 8月 27日上午 10
時前至科技部系統

列印申請名冊 (樣
張)，併同「國立中

興大學申請科技部

研究計畫申請單位

切結書」送至研發

處計畫業務組 

http://research.nchu.edu.tw/unit-news-detail/id/873/unit/8/mid/42
https://www.most.gov.tw/sci/ch/detail?article_uid=f0adf86d-d6e6-4c1d-a9fa-915d2c30c0e3&menu_id=b3aa92b4-989b-43a9-b21d-0122c2ab4bc9&content_type=P&view_mode=listView
http://research.nchu.edu.tw/unit-news-detail/id/869/unit/8/mid/42
https://www.most.gov.tw/folksonomy/detail/?subSite=main&article_uid=0a8929d0-8014-4e96-9cc3-cf070ba089ef&menu_id=f52b46d2-58b5-4799-a379-eeaf7773943e&content_type=P&view_mode=listView


 
5 

科技部 

與日本國立研究開發法

人理化學研究所

(RIKEN)共同徵求

「2020-2022 年度臺日

(MOST-RIKEN)雙邊擴

充加值型國際合作研究

計畫」 

計畫主持人請於校內申請截止

日 108 年 9 月 25 日上午 10 時

前於科技部系統完成線上申請

作業，並立即填送「國立中興

大學申請科技部研究計畫計畫

主持人聲明書」至申請單位

(系、所、中心) 

公文連結  
研發處計畫業務組 
張明芬小姐 
校內分機：205 轉 705 

申請單位須於 108
年 9月 26日上午 10
時前至科技部系統

列印申請名冊 (樣
張)，併同「國立中

興大學申請科技部

研究計畫申請單位

切結書」送至研發

處計畫業務組 

行政院環

境保護署 

補助溫室氣體減量管理

及氣候變遷調適研究發

展計畫 

徵求期間自即日起至本年 6 月

28 日下午 5 時止（以環保署收

文時間為憑），可至「國家溫

室氣體減量法規資訊網」連結

下 載

(https://ghgrule.epa.gov.tw/files/f
iles/) 

公文連結  
研發處計畫業務組 
王瓊玉小姐 
校內分機：205 轉 701 

 

行政院農

業委員會 
108 年食農教育推廣計

畫 
詳情請看公文連結 公文連結  

研發處計畫業務組 

趙芷瑋小姐 

校內分機：205 轉 704 
 

 
 獎補助訊息 
獎補助單位 獎補助內容 申請截止日/方式 公文 相關網址 校內承辦人 備註 

行政院農業

委員會漁業

108 年度第三階段補助

農業科技計畫 
詳情請看公文連結 公文連結  

研發處計畫業務組 

趙芷瑋小姐 

 

http://research.nchu.edu.tw/unit-news-detail/id/844/unit/8/mid/42
http://research.nchu.edu.tw/_run.php?work=down&file=10b79b0eb8e0308e63d11497424305df58fd0f76.pdf&name=%E8%A3%9C%E5%8A%A9%E6%BA%AB%E5%AE%A4%E6%B0%A3%E9%AB%94%E6%B8%9B%E9%87%8F%E7%AE%A1%E7%90%86%E5%8F%8A%E6%B0%A3%E5%80%99%E8%AE%8A%E9%81%B7%E8%AA%BF%E9%81%A9%E7%A0%94%E7%A9%B6%E7%99%BC%E5%B1%95%E8%A8%88%E7%95%AB.pdf
http://research.nchu.edu.tw/unit-news-detail/id/929/unit/8/mid/42
http://research.nchu.edu.tw/unit-news-detail/id/963/unit/8/mid/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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署 校內分機：205 轉 704 

教育部 
修正「教育部補助推動

人文及科技教育先導

型計畫要點」第 8點 

本案電子檔得於本部主管法

規查詢系統

（http://edu.law.moe.gov

.tw）下載。 

公文連結  
研發處計畫業務組 

王瓊玉小姐 

校內分機：205 轉 701 

 

 

  其它相關訊息 

訊息來源 
單位 

訊息內容 說明 公文 相關網址 校內承辦人 備註 

科技部 

修正「科技部補助專題

研究計畫作業要點」、

「科技部補助專題研

究計畫經費處理原則」

及「科技部補助專題研

究計畫助理人員約用

注意事項」 

自 108 年 8 月 1 日生效 公文連結 網址連結 
研發處計畫業務組 
張明芬小姐 
校內分機：205 轉 705 

 

科技部 
修正「科技部補助延攬

客座科技人才作業要

點」 
自 108 年 8 月 1 日生效 公文連結 網址連結 

研發處計畫業務組 
張譯云小姐 
校內分機：205 轉 706 

 

科技部 
修正「科技部鼓勵企業

參與培育博士研究生

試辦方案」 
自 108 年 5 月 1 日生效。 公文連結  

研發處計畫業務組 
張明芬小姐 
校內分機：205 轉 705 

 

教育部 修正「研究倫理審查委 自即日生效 公文連結  研發處計畫業務組  

https://www.nchu.edu.tw/_run.php?work=down2&file=442cc8464d489820e767f4b8f347dabeb1500c49.pdf&name=%E6%95%99%E8%82%B2%E9%83%A8%E8%A3%9C%E5%8A%A9%E6%8E%A8%E5%8B%95%E4%BA%BA%E6%96%87%E5%8F%8A%E7%A7%91%E6%8A%80%E6%95%99%E8%82%B2%E5%85%88%E5%B0%8E%E5%9E%8B%E8%A8%88%E7%95%AB%E8%A6%81%E9%BB%9E.pdf
http://research.nchu.edu.tw/unit-news-detail/id/958/unit/8/mid/42
https://www.most.gov.tw/folksonomy/list?subSite=&l=ch&menu_id=f6d5c23c-b3ce-438e-911b-12a705dbac5a&view_mode=listView
http://research.nchu.edu.tw/unit-news-detail/id/949/unit/8/mid/42
https://www.most.gov.tw/folksonomy/list?subSite=&l=ch&menu_id=17fc97f6-f7f7-4728-a337-ddac7b9c3807&view_mode=listView
https://www2.nchu.edu.tw/news-detail/id/45904
https://www2.nchu.edu.tw/news-detail/id/46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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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會查核作業要點」 張明芬小姐 
校內分機：205 轉 7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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