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產學小聯盟管考平台操作說明

計畫辦公室-工程科技推展中心

2021.03.29



計畫執行重要時程

 填寫聯盟窗口聯
絡資訊
https://forms.gle/v3
WxUTEVzwgR3431
9

4/10 4/30 10/31 111年

 填報預期成果
-根據計畫書目標與
110年1月期中審查
委員建議修正填報
KPI於網站平台上。

 提供小聯盟網站
Banner與連結網
址
-預計5月開始抽查
聯盟網站是否正常
運作。

 填寫聯盟基本資
料
-聯盟簡介
-所屬產業別
-聯盟網址

 填報2~10月第
一次KPI

 繳交期中報告
-須上傳科技部網站。

 1月31日前填報
第二次KPI

 4月30日前繳交
期末報告(計畫審
查未通過或結束
之聯盟)
-計畫結束後3個月
內須上傳至科技部
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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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學小聯盟推廣平台首頁

可直接搜尋『產學小聯
盟』或輸入平台網址：
http://web.etop.org.t
w/eTop_Alliance/

 帳號、密碼會於會前寄予
各聯盟計畫主持人，請依
此登入。

 助理登入需先行註冊通過
再由計畫主持人完成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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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ogle搜尋



產學小聯盟平台系統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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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帳號才有的功能

• 計畫助理 註冊申請
• 計畫主持人 統一核發

帳號申請方式



產學小聯盟平台管考功能選單簡介

使用者登入

2.工作進度 3.管考資料填寫1.預期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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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計畫與延續型
計畫皆須填報。

 110年4月30日前
須在管考平台上
填報完成並送出。

 第一次填報期間：110/2/1~110/10/31，此期間尚須
繳交期中報告。

 第二次填報期間：110/11/1~111/1/31。



產學小聯盟預期成果資料填寫(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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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3:【點選填寫預期成果資料】Step2:【確認計畫名稱】

Step1:【選擇預期成果綜整表類別】

預期成果填報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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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盟經常性營運收入(仟元)

【預期成果綜整報表】

依預期執行目標填寫

單位仟元

產學小聯盟預期成果資料填寫(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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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核定研究生人數

【預期成果綜整報表】

依預期執行目標填寫

產學小聯盟預期成果資料填寫(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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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進度填報頁面

Step 1 :【選擇成果綜整表類別】

Step 2 :【確認計畫名稱】 Step 3:【點選填寫工作進度資料】

【季成果報表】
依選取之季成果綜整表類別
匯出每季工作進度清單

【累計成果報表】
匯出計畫執行期間
所有工作進度清單

產學小聯盟工作進度資料填寫(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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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須是廠商類別
才算KPI

契約截止日須
含跨10/31

注意事項

招募聯盟會員(業界廠商)-1

產學小聯盟工作進度資料填寫(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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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募聯盟會員(業界廠商)-2

過去招募之有效會員清單

依規定上傳
合約書

產學小聯盟工作進度資料填寫(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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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盟營運收入(仟元)
工作進度KPI項目名稱

附件內容注意事項說明

產學小聯盟工作進度資料填寫(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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衍生產學合作計畫-1

注意事項

產學小聯盟工作進度資料填寫(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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衍生產學合作計畫-2

注意事項

產學小聯盟工作進度資料填寫(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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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考資料填報頁面-1

產學小聯盟管考資料填寫(1/4)

Step 1 :【選擇成果綜整表類別】

Step 3:【點選填寫管考資料】

【季成果報表】
依選取之季成果綜整表類別
匯出每季成果綜整表清單

【累計綜整表PDF】
匯出計畫執行期間所有成果綜整表清單
期中審查須繳交至科技部之成果表

Step 2 :【確認計畫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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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考資料填報頁面-2

產學小聯盟管考資料填寫(2/4)

1.聯盟會員新聘人員
2.聯盟會員衍生產值
(依實際數據填寫)

上傳8.協助聯盟會員
衍生成果之相關附件

注意事項：
註2：衍生產值要加

「佐證附件」與「計算方式」

計畫執行達成狀況
簡要差異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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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考資料填報頁面-3

產學小聯盟管考資料填寫(3/4)

KPI指標數據由[工作進度]填寫資料自動統計

填寫計畫執行達成狀況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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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核定研究生人數

產學小聯盟管考資料填寫(4/4)

計畫執行達成狀況與
簡要差異分析統一填寫

相關附件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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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定助理

產學小聯盟平台功能設定(1/4)

【新增助理按鈕】

【計畫主持人搜尋助理已開通之email帳號】

計畫主持人帳號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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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資料

產學小聯盟平台功能設定(2/4)

修改個人基本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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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有權限列表

產學小聯盟平台功能設定(3/4)

登入帳號權限查詢 計畫執行狀態查詢

編輯聯盟編輯聯盟
基本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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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聯盟基本資訊

產學小聯盟平台功能設定(4/4)

聯盟產業別
4/30前須填報完畢

編輯聯盟基本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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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學小聯盟推廣Banner(1/2)

請上傳至FTP：ftp://web.etop.org.tw/
帳號：etpc 、密碼：Etpc@9999
資料夾名稱：計畫主持人姓名
請提供資料如下：
計畫主持人姓名：
聯盟名稱：

聯盟網址：

Banner 圖片檔案類型.png檔
圖片大小 222pixels * 112pixels（pixels=像素）

請於4/30前提供



產學小聯盟推廣Banner(2/2)

開啟我的電腦輸入：
ftp://web.etop.org.tw/
會跳出登入身份，輸入完帳密後，
會連接到FTP資料夾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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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盟網站上必須清楚註明「科技部計畫補助」於網站首頁。2

請於4/30前繳交聯盟網站Banner，工程中心將會協助統
一建置於產學小聯盟網站首頁。3

1 請於4/30前完成架設聯盟網站並至平台上輸入、更新聯盟
基本資料。

4
工程中心將會每月抽查聯盟網站：

1) 網站必須可正常開啟。
2) 有最新消息或任何一處可見之網頁須定期更新，並請務必時常更

新聯盟動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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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學小聯盟網站



績效考核項目-相關規定(1/2)
主要考核KPI項目
主項目 子項目 規定說明

聯盟會員數 廠商會員  KPI只計算「廠商」會員！
 廠商定義：依商業登記法登記之營利單位，以及
非研究型法人單位、外商公司。

 大陸公司（香港、澳門除外）、研究型法人（如
工研院），歸屬於「其它會員」。

個人會員

其它會員

聯盟經常性營運收入 會員費收入  營運收入必須為聯盟可自由運用之金流。
 技術服務收入只要來自廠商皆可計算。
 以下狀況不列入計算：
• 學校給予之鼓勵金、設備…等。
• 廠商捐贈之設備與其設備價值。
• 科技部給予之產學小聯盟計畫經費。

技術服務收入

其它收入

衍生之技術服務或產學合
作計畫

技術服務  技術服務對象廠商即可。
 技術轉移對象廠商即可，技術轉移簽訂日限為本

年度（110.01.01~111.01.31）期間發生。
 產學合作計畫對象限為廠商會員，計畫簽訂日限

為本年度（110.01.01~111.01.31）期間發生。

衍生技轉

衍生產學合作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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績效考核項目-相關規定(2/2)

其他考核KPI項目

主項目 子項目 規定說明

聯盟推廣活動 --  以聯盟推廣、招募會員活動為主。

對聯盟會員之服務或輔
導規劃

舉辦技術研討會
 本項目勿與推廣活動項目重複計算。
 認計對象為廠商。

專業諮詢服務

訪廠現地指導

協助聯盟會員衍生成果 開發新產品
 協助聯盟廠商會員開發新產品、新技術、申請或獲
證專利。

 學校自己申請或獲證之專利不計入。
開發新技術

申請或獲證專利

協助聯盟會員衍生成果 聯盟會員新聘人員  廠商會員因參加產學小聯盟而衍生新聘就業人數。

聯盟會員衍生產值  廠商會員因參加產學小聯盟而增加的產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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績效考核項目-主要KPI

1

2

3

加入聯盟會員

提供技術服務

國內外產業廠商（國內優先）
公(協)會

產學聯盟合作平台

4

• 經濟部登記核可之廠商、非
研究型法人、公協會、國外
廠商（陸商、研究型法人不
計，列為其它會員）

• 會員合約或合作備忘錄截止
日需含跨110/10/31

有效廠商會員定義

衍
生
成
果

27



績效考核項目-會員合約形式

合約 合作備忘錄 會員申請書

合作備忘錄

三種形式可擇一

三種形式皆須載明

會員申請書須載明

 聯盟與廠商名稱
 會員生效起迄日
 雙方簽署日期

 雙方單位與代表人用印
（聯盟方：機構大章/聯盟章+計畫主持人簽章）
（廠商方：公司章+負責人/代表人簽章）

 會費收入方式： 產學合作
技術移轉
繳交會員費

 註明會費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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績效考核項目-會員認定方式

一般情況：聯盟會員

特殊情況：產學合作/技轉會員

01

02

03

聯盟經常性營運收入（仟元）
包含會員費、技術服務費、其它收入

聯盟與廠商會員之技術移轉（仟元）

聯盟與廠商會員之產學合作（仟元）

廠商簽署合約、合作備忘錄或
會員申請書加入聯盟成為會員

廠商與聯盟有6個月以上的產學
合作計畫或當年度的技轉計畫

• 涵蓋110計畫年度6個月以上
• 計畫主持人簽的產學合作
• 與聯盟核心技術相關

「產學合作會員」須滿足三條件

• 簽約於110計畫年度
• 計畫主持人簽的技轉
• 與聯盟核心技術相關

「技轉會員」須滿足三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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績效考核項目-重要宣導(1/2)

會員合約形式可為會員合約、合作備忘錄、入會申請書，但仍以招募
「付費廠商」加入聯盟會員為主。

以產學合作計畫作為會員合約之「產學合作會員」因屬特殊情況，須
滿足以下條件：
 必須是聯盟核心技術
 計畫主持人與廠商簽的
 產學合作合約需與110計畫期間（110.1.1～111.1.31）重疊6個月。

1

2

3 以技轉合約作為會員合約之「技轉會員」因屬特殊情況，須滿足以下
條件：
 必須是聯盟核心技術
 計畫主持人與廠商簽的
 技術移轉需發生於110計畫期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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績效考核項目-重要宣導(2/2)

聯盟與會員廠商共同申請科技部Real計畫補助博士生，例如各出3萬，
則科技部補助博士生的3萬薪水不可列入經常性營運收入的「其它收
入」。

5

與「其它會員」（如工研院、中科院、地方政府…等）簽的技轉合約
不能列入經常性營運收入的「其它收入」，亦不能列入「技轉收入」，
僅能作為質性成果填列。

6

4 與「其它會員」簽的產學合作收入（如工研院、中科院、資策會、地
方政府、公立學校…等）不可列入經常性營運收入的「其它收入」。

7 產學小聯盟計畫成果僅可於此計畫管考系統填報，不能於其他專案計
畫（如：智慧機械製造計畫等）重複填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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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 A



THANK YOU FOR 
YOUR ATTENT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