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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報大綱
計畫目的壹

計畫運作機制貳

申請須知肆

常見問答與相關資源伍

102-105年補助情形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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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計畫目的

• 鼓勵學研界以研發成果及已建立之核心技術為主
軸，透過與相關之上中下游產業界建構技術合作
聯盟，將成果與技術系統性對外擴散，以協助與
服務產業。

補助

會
員
可
橫
跨
各
產
業

企業會員

每一期之執行期

間最多為三年，

至多補助二期。

每年補助最高

新臺幣300萬元

科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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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設立產學合作平台(機制)

• 給予聯盟初始能量
(耗材、物品及雜項費用與服務所需之設備
費用)

• 支援聯盟階段性所需人力
(專任助理、博碩士研究人力)

• 廣召業界聯盟成員

• 建立聯盟營運經費

• 服務業界，提昇產業競爭力，建立口碑

科技部提供

聯盟努力方向

貳、計畫運作機制



參、102-105年補助情形

58個

北區
(北北基、宜蘭、
桃園、新竹)

中區
(苗栗、台中、彰
化、南投、雲林)

35個

南區
(嘉義、台南、高
雄、屏東、澎湖)

43個

3年(102-104)共計補助
成立136個聯盟

年度/項目 核定件數 補助經費

102年度 75件 146,494千元

103年度 92件 178,984千元

104年度 106件 218,324千元

105年度 91件 183,943千元

累積補助364件計畫，
每件計畫平均補助約200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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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申請須知
1.請計畫主持人於105年9月12日(星期一)下午5時前，線上提出
申請。
2.請計畫主持人所任職之機構於105年9月19日(星期一)下午5時
前彙整申請者資訊並造冊後備函「送達」本部，逾期恕不受理。

申請機構(即計畫執行機構)
：公私立大專院校及公立研究機關（構）

計畫主持人及共同主持人之資格
：比照本部補助專題研究計畫作業要
點第三點規定。

補助期程：每一期以3年為限，至多補
助二期。每件計畫每年申請金額以300
萬元為上限。執行期程：每年2月1日
至隔年1月31日止。

為技術服務性計畫，得補助經費項目：
聯盟運作所需要之相關人事費、業務費
及聯盟提供服務所需之部分儀器設備
(如架設網站之伺服器和週邊設備，不
補助研究性質之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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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申請須知

主要有：
1.執行能力、核心技術之產業應用、
企業界技術需求、經費規模、預期績
效、執行機構提供之支援等。
2.聯盟運作方式：規劃之聯盟會員數
量及會費、會員出資或派員參與程度
、後續合作研發之可能性、對聯盟會
員之服務或輔導規劃等。
3.對聯盟會員之服務或輔導規劃、計
畫各年及全程之預期績效、計畫執行
機構提供之支援等，與計畫執行有關
事項。

計畫應以聯盟運作成果作為其績效
指標。

*二年期以上計畫，則應於當年計畫結
束三個月前繳交當年計畫執行之精簡
進度報告及完整進度報告以供審核，
作為下年度之撥款依據。

*計畫結束後三個月內，執行機構應向
本部繳交計畫研究成果精簡報告及完
整結案報告。



肆、申請須知
程序 時程 說明

1.新案申請 105.07.11~105.09.12 新申請計畫、一期計畫執行將屆滿擬
申請二期計畫者提出線上申請

延續案繳報告 105.10.31前提出 延續型計畫線上繳交期中報告

2.審查階段 105.11.01~106.01.31 線上書面審查、簡報會議審查(邀
請申請人說明)、決審會議

3.核定撥款

106.02.01~106.04.30
(第一期款)
106.07.01~106.09.30
(第二期款)

本部與計畫執行機構簽訂補助合約，
計畫主持人簽訂計畫執行同意書。計
畫執行機構依規定向本部請款。

4.實地查訪 107.04.01-107.05.31 本部遴選部份計畫進行查訪，了解計
畫執行概況，並據以提出改善建議

5.成果發表 107.06 績優績效聯盟成果展示



請逕至本部網站(https://www.most.gov.tw/ch/academic)/學術研發服務
網登入/學術獎補助申辦/專題研究計畫/產學技術聯盟合作計畫中填寫相關資
料。

線上申請



學術獎補助申辦及查詢

專題研究計畫



產學技術聯盟合作計畫



電子組(TE1)    資通組(TE2)  機電材料組(TE3) 民生化工組(TE4)   
土木能環組(TE5) 生醫組(TB1)  創新服務與教育組(TS1)  經管與資
服組(TM1)



附件-預期成果摘要綜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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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計畫為技術服務性計畫而非研究性質的計畫，除
服務所需之設備外，不核給其它研究設備費。

• 聯盟要已經有核心技術，不能藉此計畫來開發核心
技術、系統或App。

• 招募的會員要與聯盟的成立宗旨與關鍵技術相關。

• 聯盟要聘請的博士後不是要做研發，是要進行技術
諮詢，未來可以到聯盟的會員公司工作，或者是要
將聯盟的服務spin-off出去成立公司。

伍、常見問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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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常見問答

• 研究法人、學校、個人(農業、文創除外)不應列入
聯盟會員的績效指標。

• 若要能夠自行營運，進而達成永續經營，申請第二
期的計畫時，第三年的量化績效指標收入(會員、
技轉、技術服務、產學合作計畫經費的五成收入)
總和應超過此計畫的補助經費。

• 申請計畫的主持人最好要有產學合作的經驗與曾經
主持過產學合作計畫。



計畫服務及諮詢窗口

科技部產學司
陳怡婷 專案經理
02-27377280
email：yitchen@most.gov.tw

計畫辦公室

林淑惠 專案經理
02-23650018ext. 19
cass@learnmore.com.tw

蔡漢揚 專員
02-23650018 ext. 20
hank@learnmore.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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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部產學技術聯盟合作計畫

簡報完畢
謝謝聆聽

產學小聯盟

科技部



(一)申請機構編制內按月支給待遇之專任人員，且具備下列資格之一者：
1.公私立大專院校：

(1)助理教授以上人員。
(2)擔任講師職務滿四年，並有著作發表於國內外著名學術期刊或專利技術報告專書。
(3)具博士學位且受聘為助理研究員以上或相當資格之專任研究人員。
(4)附屬醫院中擔任主治醫師滿二年或獲碩士學位從事研究工作滿四年，並有著作發表於國內
外著名學術期刊之醫藥相關人員。

2.公私立研究機構：
(1)副研究員以上人員。
(2)具博士學位且受聘為助理研究員以上或相當資格之專任研究人員。
(3)擔任主治醫師滿二年或獲碩士學位從事研究工作滿四年，並有著作發表於國內外著名學術
期刊之醫藥相關人員。

3.教學醫院：
(1)擔任主治醫師滿二年或獲碩士學位從事研究工作滿四年，並有著作發表於國內外著名學術
期刊之醫藥相關人員。

(2)具博士學位且受聘為助理研究員以上或相當資格之專任研究人員。

附 錄
計畫主持人(申請人)及共同主持人之資格：

18



19

附 錄
計畫主持人(申請人)及共同主持人之資格：

(二)已依相關法令辦理退休之人員：
中央研究院院士、曾獲得教育部國家講座或學術獎、本部三次傑出研究獎、財團法人傑出人
才發展基金會傑出人才講座或經本部認可之其他相當獎項，且申請機構於申請研究計畫函內
敘明願意提供相關空間及設備供其進行研究並負責一切行政作業者。

(三)實施校務基金制度之學校，依國立大學校務基金進用教學人員研究人員及工作人員實施原
則聘任之專任教學、研究人員，按月支給待遇，經學校各級教評會審議通過遴聘，符合第一
款第一目計畫主持人資格者。

(四)公立大專院校依公立大專校院稀少性科技人員遴用資格辦法遴用具博士學位之核能及航太
等二類稀少性科技人員。

(五)公立教學醫院以醫療相關作業基金進用之非編制內專任主治醫師二年以上或獲博士學位之
專任研究人員從事研究工作二年以上，並有著作發表於國內外著名學術期刊。

具有前項第一款資格，且依相關規定被借調之人員，得由原任職機構提出申請。
但借調至政府機關之駐外單位任職人員，不得提出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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