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關國家提供 International Call for Projects 參用資訊簡表：
2020/12/29 製表
科技部科教國合司 蒐集提供

●美洲
國家
美國

國外主辦機構

徵求計畫案

名稱(英文)

名稱(英文)

NSF, Directorate

Special Guidelines for Submitting

for Geosciences

補助研究計畫

每年補助項目及金額

期程

(美元)

符合科技部專題研

請參考 NSF 17-

請參考 NSF 17-555、

Proposals for NSF/GEO/EAR -

究計畫申請資格，

555、NSF 15-

NSF 15-560、NSF 15-

Taiwan Collaborative Research

美方研究人員需符

560、NSF 15-

559、NSF 17-554、NSF

參考網址：

合 NSF 17-555、

559、NSF 17-

15-558、NSF 17-547、

https://www.nsf.gov/pubs/2019/ns NSF 15-560、NSF

554、NSF 15-

及 NSF 17-536.

15-559、NSF 17-

558、NSF 17-

554、NSF 15-

547、及 NSF

台美雙邊地球科學領域國際合

558、NSF 17-

17-536.

作研究計畫

547、及 NSF 17-

Division of Earth Sciences

536 公告。

f19012/nsf19012.jsp

申請人資格

Programs:
Tectonics (NSF 17-555)
Geomorphology and Land Use
Dynamics (NSF 15-560)
Geobiology and LowTemperature Geochemistry (NSF
1

受理申請期間

說明：
請於勾選

隨到隨審。

1.不定期徵求案
2.為不定期徵求案

15-559)
Geophysics (NSF 17-554)
Hydrologic Sciences (NSF 15-558)
Petrology and Geochemistry (NSF
17-547)
Sedimentary Geology and
Paleobiology (NSF 17-536)
美國

NIH, Fogarty

International Research Ethics

Non-domestic

The total

Applications may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and Curriculum

(non-U.S.) Entities

project period

request up to $230,000

Center

Development Award (R25 Clinical

(Foreign

may not exceed

direct costs per year.

Trial Not Allowed) (PAR-19-244)

Institutions) are

5 years.

參考網址：

eligible to apply.

2021/06/04.

1.為定期徵求案
2.為不定期徵求案

https://grants.nih.gov/grants/guid
e/pa-files/PAR-19-244.html
Education Project
美國

NIH, Fogarty

International Bioethics Research

Non-domestic

The total

Applications may

International

Training Program (D43 Clinical

(non-U.S.) Entities

project period

request up to $230,000

Center

Trial Optional) (PAR-19-243)

(Foreign

for an

direct costs per year.

參考網址：

Institutions) are

application

https://grants.nih.gov/grants/guid

eligible to apply.

submitted in

e/pa-files/PAR-19-243.html

response to this

International Research Training

funding

Grants

opportunity
may not exceed
2

2021/06/04.

1.為定期徵求案
2.為不定期徵求案

5 years.
美國

American Heart

Career Development Award

德州

Association

https://professional.heart.org/e

AHA Professional

n/research-programs/applicatio

Partners。

n-information/career-develop
ment-award

1. 申請人必須為

3 年不可延長。

1 年$77,000 美元。

2021/02/16.

1.為定期徵求案
2.為不定期徵求案

2. 需有 MD、
PhD、DO、
DVM、DDS 或同
等的學士後博士
學位。
3. 博士後研究員亦
可申請，但必須
在獲獎時獲得教
職。

美國

Leukemia

Hollis Brownstein Research

1. 不限美國公民。

伊利諾

Research

Grants Program

2. 新進研究員的研 2022/06/30.

州

Foundation

https://allbloodcancers.org/resear

究資歷不超過 7

止。

chgrants/guidelines/

年。

2021/04/05 (如

2021/07/01-

一年最多$100,000 美

意向書(LOI):

1.為定期徵求案

元。

2021/02/05 截

2.為不定期徵求案

獲邀)申請截

3. 申請者必須為獨

止。

立研究的教職
員。
3

美國

American

Epilepsy Study Consortium Mini-

伊利諾

Epilepsy Society

Grant

Ph.D.、Sc.D.、

https://www.aesnet.org/research/

PharmD、RN 或

esc_mini-grant

同等學歷。

州

1. 需有 M.D.、

2021/07/01-

最多$15,000 美元。

2022/01/01.

2021/01/13 申請

1.為定期徵求案

截止。

2.為不定期徵求案

2. 不限美國公民，
https://www.aesnet.org/sites/defa

但會優先考慮在

ult/files/file_attach/ESC%20MiniG

美國研究的申請

rant%20Guidelines%202020-9-

者。

1.pdf

3. 有在癲癇獎學金
計畫中或在兩年
獎學金計畫的第
一年裡。

美國

Alzheimer's

The Zenith Fellows Award

1. 不限國籍。

將資助三項 Zenith 研究 意向書(LOI):

1.為定期徵求案

伊利諾

Association

Program

2. 學術任命

員獎。每個獎項在三年 2021/01/15 截

2.為不定期徵求案

州

https://www.alz.org/research/for_

(Academic

內 的 總 資 助 上 限 為 止。

researchers/grants/types-of-

appointment)。

$450,000 美元（直接和 申請至

grants/the_zenith_fellows_award
_program_(zenith)

間接費用）。在任何給 2021/02/25 截

3. 須為 PI 並有主
要的經費來源。

定的年份中，申請額不 止。

4. 獨立運行的實驗

得超過$ 250,000 美元

室。

（直接和間接費用）
。

5. 發行獨立且有品
質之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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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

PKD Foundation

PKD Research Fellowship

1. 需有 MD 或 PhD 2021/07/01-

密蘇里

https://pkdcure.org/research-

州

medical-professionals/research-

2. 無國籍限制。

funding/apply-for-funding/pkd-

3. MD/ PhD 畢業後

foundation-fellowship-rfa/

或同等學歷

2023/06/30.

一年$60,000 美元，最

2021/01/19 截

1.為定期徵求案

多補助兩年。

止。

2.為不定期徵求案

Open

1.不定期徵求案

的研究訓練(含
臨 床 訓 練 )/ 博
士後研究不得超
過四年。
4. 承諾在研究金期
間，至少要花費
75％的時間進行
研究和培訓。

加拿大

由加國研究計畫主 1 到 5 年計畫。

‐ 20 萬到 100 萬加元。

and Engineering

Alliance Grants
https://www.nserc-crsng.gc.ca/Inn

持人，申請加入國

‐ 指定合作單位分攤經

Research

ovate-Innover/alliance-alliance/re

際學者或組織合作

Council (NSERC)

search_topics-sujets_de_recherch

夥伴列入建議書。

Natural Sciences

費。
‐ 國際研究人員需有相
對應自備經費。

e_eng.asp
加拿大

CIFAR

Azrieli Global Scholars
https://www.cifar.ca/nextgen/global-scholars

2.為不定期徵求案

‐ 支持傑出的早期 期程 2 年。
研究人員，有資

‐ CIFAR 研究計畫為期 2 Applications
年，由頂尖研究領導 open on
學者組成全球性跨學 September 2021
科網絡。
for the 2022-

金以及指導全球
網絡和專業技能
開發的能力。

‐ 100,000 加元補助研究 2024.

‐ 開放國際學者申

(無限制領域)。

請。

‐ 將有資深研究人員指 Contact us
5

1.為定期徵求案
2.為不定期徵求案

‐ 具博士學位（或

導。

(global.scholars

同等學歷），並於

‐ 與 CIFAR 補助之不同學 @cifar.ca) with

高教或研究機構

科研究人員交流、合 any questions.
作並形成社群。

僅具 5 年內全職
工作經驗。

‐ 提供專業領導和溝通

‐ 研究主旨必須符

技巧培訓，支持研究

合 CIFAR 研究計

學者將技能付諸實

畫主題和目標。

踐。

‐ 博士後研究員不
得申請。
加拿大

Canadian Space
Agency (CSA)

最高金額為 200 萬加

2020/02/21-

1.不定期徵求案

成立營運之營利

元，並有可能擴大到

2022/03/31.

2.為不定期徵求案

development

和非營利性機

400 萬加元。

https://asc-csa.gc.ca/eng/funding-

構。

Lunar Exploration Accelerator
Program (LEAP) Technology

programs/funding-opportunities/a

‐ 學術機構除外。

o/2020-leap-technology-develop

‐ 多方合作人要共

ment.asp#3.1
加拿大

Social Sciences

Partnership Engage Grants

and Humanities

https://www.sshrc‐crsh.gc.ca/f
unding‐financement/programs
‐programmes/partnership_eng
age_grants‐subventions_d_eng
agement_partenarial‐eng.aspx

Research
Council
(SSHRC)

18 個月。

‐ 僅限於在加拿大

同承擔經費。
合 作 夥 伴 參 與 補 助 金 每年 4 次，截

1.為定期徵求案

高等教育機構；

在 7,000 到 25,000 加元 止日期分別

2.為不定期徵求案

非營利機構、慈

之間。

‐ 加拿大：合格的 1 年。

為：3/15、

善基金會、智囊

6/15、9/15、

庫或省、市、地區

12/15。

政府。
‐ 國際：高等教育
機構。
6

加拿大

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 (NRC)

學、學院、非營利

經 費 將 幫 助 支 付 學 術 Open
機構研究費用，並支援

development/research-

機構、政府研究

中小型企業(SMEs)以及

collaboration/programs/expressio

機構以及高度創

其他與 NRC 合作機構。

n-interest-challenge-program-

新公司。

Challenge Program
https://nrc.canada.ca/en/research-

collaboration

‐ 加拿大和國際大 1 年。

1.不定期徵求案
2.為不定期徵求案

‐ Challenge
Program 包 含 7
支計畫，目前開
放者彙整如下
列。

Challenge Program
https://nrc.canada.ca/en/research-

學、學院、非營

經 費 將 幫 助 支 付 學 術 Open
機構研究費用，並支援

利機構、政府研

中小型企業(SMEs)以及

development/research-

究機構以及高度

其他與 NRC 合作機構。

collaboration/programs/artificial-

創新公司。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for Design

intelligence-design-challengeprogram
High-throughput and Secure

‐ 加拿大和國際大

1.不定期徵求案
2.為不定期徵求案

‐ 有意將 AI 應用於
科學發展。
補助費用由 NRC 國家計 Open
畫辦公室提供。

‐ 加拿大和國際大

Networks Challenge program
https://nrc.canada.ca/en/research-

學、學院、非營

development/research-

究機構以及高度

collaboration/programs/high-

創新公司。

利機構、政府研

throughput-secure-networkschallenge-program

7

1.不定期徵求案
2.為不定期徵求案

Aging in Place Challenge Program
https://nrc.canada.ca/en/research-

加拿大與國際學
術界、業界、政府

補助費用由 NRC 國家計 Open
畫辦公室提供。

development/research-

和其他利益相關

可能包含合作研發基

collaboration/programs/aging-

者，聚焦安全、健

礎研究所需設備。

place-challenge-program

康、互動、標準化

1.不定期徵求案
2.為不定期徵求案

等 4 項議題。
加拿大

Mitacs

‐ 加拿大和國際實 6 個月至 1
習生、大學和企 年。

雙 方 及 兩 邊 企 業 將 提 Open
供碩士、博士及博士後

ms/accelerate/mitacs-accelerate-

業合作夥伴之雙

研究生最高 1.5 萬加元

international

邊研究合作。

獎學金，至兩國大學研

Mitacs Accelerate International
https://www.mitacs.ca/en/progra

‐ 我國成大國際產

究單位交換研究或與

學聯盟為合作對

企業產學合作，將研究

象。

科技轉化為產業發展
能量，促成兩國企業創
新成長。

8

1.不定期徵求案
2.為不定期徵求案

●歐洲
國家
德國

國外主辦機構

徵求計畫案

名稱(英文)

名稱(英文)

福斯汽車基金

'Freigeist' Fellowships

會

申請人資格

補助研究計畫

每年補助項目及金額

受理申請期間

說明：

期程

(美元)

請於勾選

具博士學位之優秀青 上限8年(分兩

8年上限220萬歐元(按: 2021/04/01

1.為定期徵求案

https://www.volkswagenstiftun

年學者(須至公告截止 階段: 5年+3

每年約27.5萬歐元)；補 以前提出。

2.為不定期徵求案

VolkswagenStift

g.de/en/funding/our-funding-

日，取得博士學位1至 年，或6年+2

助項目為人事費(相當

ung

portfolio-at-a-glance/freigeist-

4年間)；須最遲在補助 年)。

於德國初級研究團隊

fellowships?tx_itaofundinginitia

開始時，已完成學術

主持人之薪資、本案工

tive_itaofundinginitiativelist%5

環境及地點變更，並

作職員之薪資)，以及計

Bcontroller%5D=FundingInitiati

隸屬於德國大學或非

畫相關事務費及旅費。

ve&cHash=29d4f3d9556a5d7f0

大學研究機構。

2d3a438b7a91ac7
德國

宏博基金會

Humboldt Research Fellowship

外國學者, 優於平均 6至18個月。

每 月 獎 助 金 3,170 歐 元 可隨時提出。

1.為定期徵求案

AvH, Alexander

for Experienced Researchers

水準, 近12年內取得

(已含人員交流及保

2.為不定期徵求案

von Humboldt-

https://www.humboldt-

博士學位, 現任助理

費)；國際旅費1,275 –

Stiftung

foundation.de/web/humboldt-

教授或初級研究團隊

2,100 歐 元 ( 視 停 留 長

/Foundation

fellowship-experienced.html

主持人或有數年獨立

短)；

學術工作之紀錄。

接待方研究費:每月800
歐元(自然工程)或每月
500歐元(人文社會)。

9

德國

可隨時提出。

宏博基金會

Humboldt Research Award

外國學者，經由德國

授予後12個

AvH, Alexander

https://www.humboldt-

知名學者提名。

月。

2.為不定期徵求案

von Humboldt-

foundation.de/web/humboldt-

Stiftung

award.html

60,000歐元。

1.為定期徵求案

/Foundation
瑞士

瑞士生物資訊

SIB Early Career

國際候選人

獎 金 之 運 用 無 獎項為10,000瑞士法郎 2021/01/31

1.為定期徵求案

學研究所

Bioinformatician Award

(International

限制條件。獲獎 (約11,260美元)、獲獎證 前提出。

2.為不定期徵求案

Swiss Institute

https://www.sib.swiss/scientific-

candidates)，獎項開

者將受邀參加 書及獲獎者出席頒獎

of

community/research/sib-awards

放給在申請截止日前

於 2021/09/13- 典 禮 之 旅 費 ﹔ 獎 金 之

六年內取得博士學

15 在 瑞 士 巴 塞 使用方式無限制條件；

位，並從事生物資訊

爾 舉 行 之 2021 候選者一旦提出申請，

學或計算生物學研究

年 [BC]2 Basel 即 表 示 其 事 前 同 意 如

計畫之年輕研究員。

Computational

Bioinformatics

Biology
Conference，期
間舉行 SIB 頒獎
典禮。獲獎者將
受邀在頒獎典
禮上就其計畫
進行全體演講
(plenary talk)。

10

獲獎將參加[BC]2會議。

英國

補助經費含括：每年

預計 2021/01開放

1.為定期徵求案

位的早期階段 (early

24,000英鎊生活費、上

申請。

2.為不定期徵求案

stage) 研究人員，不

限8,000英鎊的研究費

https://royalsociety.org/grants-s

具有英國國籍，有英

用，以及一次性支付

※請留意網站公告

chemes-awards/grants/newton-

國以外地區的全職博

最高3,000英鎊的遷移

開放申請時間。

international/

後工作經驗不超過7

費用(relocation

年，所提的研究案需

expenses)。

英國皇家學會

Newton International

申請人須為有博士學

The Royal
Society (RS)

Fellowships:
RS:

英國人文社會

BA:

明確以雙方互利

科學院 The

https://www.thebritishacademy

(mutually-beneficial)

British Academy
(BA)

.ac.uk/newton-international-

為基礎並獲得英國研

fellowships

習機構的同意。

英國醫學科學

AMS:

領域：natural

院 Academy of

https://acmedsci.ac.uk/grants-

sciences、physical

Medical
Sciences (AMS)
(Joint-Run)

and-schemes/grant-

sciences、medical

schemes/newton-international-

sciences、social

fellowships

sciences and the

2年。

humanities.
英國

英國國家學術

Neil Ker Memorial Fund 2020-

院 The British

21.
https://www.thebritishacadem

Academy (BA)

 計畫目的為促進對 原則最多1年。

每案補助經費原則不

申請截止日期為

1.不定期徵求案

西方中世紀手稿

超過2,000英鎊。補助

2021/01/13。

2.為不定期徵求案

(Western

medieval

與計畫直接相關的費

y.ac.uk/funding/neil-ker-memori

manuscripts) 的 研

用，包括差旅生活費

al-fund/guidance-notes-2020-2

究。

(travel and

1/
*請詳閱網站說明及 Scheme

 鼓勵任何國籍研究

maintenance)、英國或

人員提出申請，不論

海外之研究協助

是早期階段或資深

(research assistance)、
11

Guidance Notes 等相關規定。

學者。至少須具博士

耗材 (consumables)

https://www.thebritishacademy

後身份(或相當)。

等。

.ac.uk/documents/2729/Neil-

英國

Ker-Scheme-Guidance-Notes-

*補助經費不得用於資

2020-21.pdf

助出席會議或研討會。

 須由任職於英國大 最多4年。

計畫補助上限 500,000

每年有2次徵件期

1.為定期徵求案

英鎊。

程。

2.為不定期徵求案

機構的科學家、臨床

補助項目：可用於

採二階段申請，

註：需加入國外團

-funding-schemes/multidisciplin

醫生或醫護人員提

博士後研究員、博士生 本次期程如下:

隊提出申請，我方

ary-project-award

出申請。

(stipend 、 fees

學者宜主動與申請

英國癌症研究

Multidisciplinary Project

協會 (Cancer

Award.
https://www.cancerresearchuk.

學、英國癌症研究中

org/funding-for-researchers/our

Research UK)

心資助的研究所等

 由 EPSRC 共同補助，
*請詳閱網站相關規定及

為支持癌症研究與

Application Guidelines。

工程/物理科學學門

https://www.cancerresearchuk.

之跨域合作。

and

running expenses)、技術 第一階段:
人員、設備等。

outline application
2021/02/02。

org/sites/default/files/science_c

 申請人 Career level

ommittee_multidisciplinary_pr

包括 Career Level：

通過者將獲邀提出

oject_award_full_guidelines_wi

Clinician、Non-

th_egms_october_2017.pdf

clinical researcher、

Full application
2021/07。

第二階段:

Early career
researcher、Midcareer researcher、
Established
independent
researc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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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 保持連繫。

 領域：物理、工程、
數學及計算模型、化
學及分子科學、材料
科學、分子及細胞工
程、再生醫學。

 歡迎國際或商業機
構以 Supporting
roles 加入計畫共同
研究及合作
(coinvestigators and
collaborators)。
英國

The Leverhulme
Trust 基金會

 主要申請人需任職

金額：每案補助上限

每年有3次期程，

1.為定期徵求案

500,000英鎊。

採二階段申請。

2.為不定期徵求案

當研究能力的慈善

補助項目：可用於研

第一階段:

註：需加入國外團

機構等。

究人員費用 (Research

隨時可提出

隊提出申請，我方

 國際研究人員可擔

staff costs)、與計畫直

學者宜主動與申請

Notes：

任共同申請人(co-

接相關之研究費用，

Outline
Applications；審核

https://www.leverhulme.ac.uk/s

applicant)，每計畫

例如必要的差旅

時間通常3個月。

ites/default/files/2020July_ORP

最多三位共同申請

(travel) 和生活費

GHelp.pdf

人。

(subsistence costs)等。

Research Project Grants
https://www.leverhulme.ac.uk/r
esearch-project-grants
*請詳閱網站相關規定及
Outline Application Help

最多5年。

於英國大學、高教
研究機構、具有相

 不限領域，但少數

第二階段:
通過者將獲邀提出

領域不在本計畫補

詳細計畫書

助範圍 (例如研究

(Detailed

人類和動物疾病、

Application)。

殘疾或臨床實務及
醫學應用發展等)。

本次提送詳細計畫
13

PI 保持連繫。

書截止日期為：
2021/03/31。
英國

威爾康基金會

Collaborative Awards in Science

 主要申請人(PI)需為

通常最多5年，

金額：每案補助上限4

每年有3次徵件期

1.為定期徵求案

The Wellcome

https://wellcome.ac.uk/funding/

英國、愛爾蘭或中/

特殊情形可至7

百萬英鎊。

程(4月、8月和11

2.為不定期徵求案

Trust

collaborative-awards-science

低度開發國家，其

年。

*請詳閱網站相關規定及

他國家申請者可加

補助項目：可用於薪

入計畫成員。

水(full or part time)、

Guidance
https://wellcome.ac.uk/grant-fu

 每一計畫團隊至少2

nding/guidance/eligibility-infor

 申請人須符合任職

mation-applicants

月)。

人，最多7人為限。
於合格機構(eligible
organisations)條
件。

採二階段申請。

註1：Wellcome 基
金會為英國亦是全

材料耗品(materials and

本次徵件:

歐頗具規模之醫學

consumables)、設備

第一階段

相關研究計畫私人

(equipment)、差旅生

Preliminary

補助機構。

活費 (travel and

application

註2：需加入國外團

subsistence)等。

2021/03/16。

隊提出申請，我方
學者宜主動與申請

 研究領域：臨床及

第二階段

公共衛生

Full application

(Basic/Clinical/Public

2021/07/01。

health)，鼓勵領域
跨學門合作、跨組
織、跨國界及與學
術界以外的夥伴合
作。

14

PI 保持連繫。

英國

威爾康基金會

Innovator Awards

The Wellcome

https://wellcome.org/grant-fund

Trust

ing/schemes/innovator-awards
*請詳閱網站相關規定及 FAQ
等說明

 鼓勵研究人員開發

 每案補助上限50萬英

可能對人類健康產

 最多2年。
 最多3年：跨

生重大影響之醫療

學門合作計畫

 若為跨學門合作

創新科技。

(multidisciplinary

(multidisciplinary

註1：Wellcome 基

collaboration)。

collaboration)，則補

金會為英國亦是全

助上限為75萬英鎊。

歐頗具規模之醫學

 特別鼓勵跨學門
(multidisciplinary)或

鎊。

申請截止日期為

1.為定期徵求案

2021/05/24。

2.為不定期徵求案

跨組織間之夥伴合

相關研究計畫私人

作。任何學門領域

補助項目：可用於人

補助機構。

均可，不限生命科

事費用(Staff salaries)、

註2：宜主動與主要

學。

執行計畫所需材料耗

申請人保持連繫。

 個人或非營利機構

品 (materials and

(如大學)可提出申

consumables)、

請。個人申請者需

差旅生活費 (travel and

敘明在計畫中之角

subsistence)等。

色與投入時間等，
建議與主要申請人
(lead applicant)進行
協調。
英國

英國心臟基金

本計畫鼓勵跨學門合

會

New Horizons Grants
https://www.bhf.org.uk/researc

British Heart

h/information-for-

(engineers)、物理

Foundation

researchers/what-we-

(physicists)、數學

補助項目含括：

於計畫開始前18個

註：需加入國外團

(BHF)

fund/new-horizon-grants

(mathematicians)等領

人事費用(Staff

月提出 Preliminary

隊提出申請，我方

域專家進行跨域研究

salaries)、與計畫直接

outline proposals。

學者宜主動與申請

合作。

相關的研究耗材

請詳閱網站相關規定及

最多3年。

作，例如與工程

金額：每案補助上限

採二階段申請。

300,000英鎊。

1.為定期徵求案
2.為不定期徵求案

第一階段:

Essential information：

(Research
15

PI 保持連繫。

https://www.bhf.org.uk/for-prof

主要申請人(PI)必須為

consumables)、每年最

第二階段:

essionals/information-for-resea

英國研究機構的資深

多2,000英鎊差旅費

通過第一階段者，

rchers/how-to-apply/essential-i

研究人員(senior

(Travel funding) 等。

始可提交完整計畫

nformation

researcher)且具備國

書(full



際合作經驗，共同申

英國

application)；且須

How to apply：

請人(co-applicant)可

於計畫執行日12個

https://www.bhf.org.uk/for-prof

為其它國籍，但需能

月前提出。

essionals/information-for-resea

在該研究計畫至少投

rchers/how-to-apply

入5%的貢獻。

 鼓勵進行跨國界的

文研究委員會

Research Networking
https://ahrc.ukri.org/funding/ap

(AHRC)

ply-for-funding/current-opportu

同領域、學門、方

nities/researchnetworking/

法及理論間交流以

補助項目：包括 PI 與 6個月提交計畫

註：我方學者宜主

發展新的研究或主

Co-Investigator 計 畫 薪 書。

動與申請 PI 保持連

題。

水，依投入時間及貢獻

繫。

英國藝術暨人

*請詳閱網站相關規定及
Research Funding Guide
https://ahrc.ukri.org/documents

最多2年。

鏈結活動，促進不

guide1/

(Co-Investigator)且

1.為定期徵求案
2.為不定期徵求案

於計畫開始前至少

度(salary costs)，設置和 審查結果於送件後

為英方，允許至多
一位協同主持人

隨到隨審。

30,000英鎊。

 主要申請人(PI)必需

/guides/research-funding-

金額：每案補助上限

協 調 (setting up and 5個月內通知。
coordinating)費用、相關
間接費用等。

國籍不限。

另可額外申請至多

 需透過合格研究機

15,000英鎊支付國際參

構(eligible Research

與者或活動費用(如

Organisation) 提出

international

申請。

participants、co16

investigator or
activities)。
英國

英國工程暨物

EPSRC 補助國際活動下之

申請人為獲得 EPSRC

補助項目：包括辦理

理科學研究委

Networks (EPSRC funding for

補助之研究人員，從

研討會(Workshops)、

員會 The

International collaboration)

博士生到 PI 均可提出

訪問(visits)及交通

Engineering and

https://epsrc.ukri.org/funding/ap 申請。

Physical Science

plicationprocess/routes/internat

Research

ional/

隨到隨審。

1.為定期徵求案
2.為不定期徵求案

(travel)等。

Council (EPSRC)
Networks 補助英國研究人員為
鏈結研究群及業界，以英國為
舉辦地點所舉辦之跨領域活
動，藉以發展或強化合作關係。
申請人可將進行國際 Networks
所需相關資源含括在計畫提案
中，即：英國研究人員申請國
際 Networks 活動時可將與國
外合作夥伴(Overseas partners)
合作所需資金編入提案中。
波蘭

波蘭科學院

PASIFIC Programme:

申請人須具備相關領

(Polish Academy

Postdoctoral Fellowships at the

域博士學位，且從事

of Sciences)

Institutes of the Polish Academy 博士後研究之年資不
of Sciences

2 years.

 Approx. €2,500
monthly allowance
 up to €93,000

得少於4年。

budget for research

PASIFIC (pan.p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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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06/30截止。

1.不定期徵求案
2.為不定期徵求案

斯洛

斯洛伐克科學

SASPRO 2: Slovak Academic and

Applications are open

伐克

院(Slovak

Scientific Programme

to researchers of any

Academy of

nationalities who are

Sciences)

in possession of PhD

12-36個月。

——

2021/03/01截止。

1.不定期徵求案
2.為不定期徵求案

degree (considered
according to ERC
policy about PhD. and
equivalent doctoral
degree).
Eligibility criteria for
researchers differ, we
offer two schemes
both are dedicated to
experienced
researchers that have
to meet the main
criterion at the end of
call.
SAS highly recommed
a planned secondment
placement in the non academic sector. If
company/institution is
not defined, at least
business area of the
secondment institute
18

and expected
outcomes are to be
defined in the
application at this
stage.
SASPRO 2 - Slovak A
cademic and Scientifi
c Programme (sav.sk)
波蘭

National
Science Center

POLONEZ BIS

 Citizens of any

up to € 100,000 for

2021/09–

1.不定期徵求案

country, regardless

basic research, a

2021/12.

2.為不定期徵求案

of nationality, age

monthly salary of

and gender.

€ 4,465 gross.

2 years.

 Holders of PhD or at
least four years of
full-time
documented
research experience.
 Researchers who
have not lived or
worked in Poland for
more than 12
months within the 3
years before the
date of the call
announcement
19

(researchers
displaced by conflicts
or applying for
refugee status are
eligible for
extensions).
 Researchers
prepared to move to
Poland for 2 years –
for the duration of
their research
project.
POLONEZ BIS |
National Science
Centre (ncn.gov.pl)
歐盟

European Union

歐盟展望2020跨國科研架構

視各計畫徵求個別條

視各計畫徵求

視各計畫徵求個別

1.為定期徵求案

計畫‐ Horizon 2020 Framework

件而定。

個別條件而定

條件而定

2.為不定期徵求案

Programme (H2020, 2014‐

(詳見網頁)

(詳見網頁)

(詳見網頁)

2020)已結束計畫徵求。下一
期「展望歐洲」(Horizon
Europe, 2021‐2027)因政治協
商、疫情紓困以及英國脫歐等
因素影響，暫計2021年第二
季後才會有國際合作計畫案之
徵求細節公告。
20

歐盟

歐洲2021「智

Advancing Inclusive Health &

AAL 加盟會員國(含臺

另視各計畫之

2021/05/21下午5

1.為定期徵求案

慧健康長照計

Care Solutions for Aging Well in

灣)，另視各計畫之徵

徵求個別條件

點。(歐洲中央標

2.為不定期徵求案

畫(Active

the New Decade:

求個別條件而定。

而定。

準時間)

Assisted Living

inclusive health & care

(詳見網頁)

(詳見網頁)

Program)」

approach(health prevention,

http://www.aal-

preservation of physical &

europe.eu/call-2021-

mental health, social

published/

participation), the stimulation
and upscaling of innovation in
active & healthy ageing through
health & care eco‐systems and
the accessibility of digital
solutions to end‐users, e.g
through education for greater
e‐litera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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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太
國家
日本

國外主辦機構

徵求計畫案

申請人資格

名稱(英文)

名稱(英文)

日本學術振興會

國際共同研究加速基

日本與各國多邊合

(JSPS)

金(國際共同研究強化

作，對象包含臺灣。

每年補助項目及金額

受理申請期間

期程
(A)6 個月~1
年。
(B)3~6 年。

A)、(國際共同研究強
化 B)

補助研究計畫

請於勾選
(A)總額於 1,200 萬日
幣以內。
(B)總額於 2,000 萬日
幣以內。

日方申請者必須透

(本年度徵求已截

1.為定期徵求案

止)

2.為不定期徵求案

(A)2020/07/01 ~
2020/09/03 下

過所屬機構申請。

午 4:30 (當地時

JSPS Promotion of Joint

申請者該年度已通

間)截止。

International Research
(Fostering Joint

過「基盤研究」或

International Research)

該研究計畫的研究

2020/06/15 下午

日文網站：

主導人。研究計畫

4:30 (當地時間)

https://www.jsps.go.jp/j

需與國外大學或研

截止。

-grantsinaid/35_kokusai

究機構共同進行。

(B)2020/04/01 ~

「若手研究」且為

/index.html#koubo
2020 年招募資料(參考)
日文：
(國際共同研究強化 A)
https://www.jsps.go.jp/j
-grantsinaid/35_kokusai
/01_kyoka/data/R02/r2a
_kouboyoryo.pdf

22

說明：

(國際共同研究強化 B)
https://www.jsps.go.jp/j
-grantsinaid/35_kokusai
/04_kyoudoub/data/r02/
R2b_kouboyoryo.pdf
英文：
(國際共同研究強化 A)
https://www.jsps.go.jp/
english/e-grants/data/fa
/2020/r2a_kouboyoryo_
e.pdf
(國際共同研究強化 B)
https://www.jsps.go.jp/
english/e-grants/data/2
020/09/R2b_kouboyory
o_e.pdf
日本

理化學研究所

國際プログラム·アソ

清華大學、交通大

計畫開始時間 生活費 5,200 日幣/日， 每 年 公 開 招 募 2 1.為定期徵求案

(RIKEN)

シエイト

學、臺灣大學和中

可自由設定， 免費入住使用機構內 次，分別為 4 月和 2.為不定期徵求案

International Program

央研究院(Genome

期間以 3 年為 的住宿設施，或補助 10 月招募。

Associate
日文：

上限。
and Systems Biology
Degree Program)以及

住宿費 7 萬日幣上限/

http://www.riken.jp/car

臺北醫學大學在學

返機票，提供海外旅 前往的研究單位聯

eers/programs/ipa/

之博士班學生。

行綜合保險。

23

月，旅費補助臺日往 在申請前先與希望
繫。

英文：
http://www.riken.jp/en/
careers/programs/ipa/
日本

線上申請：即日起

國立研究開發法人

イノベーション人材

申請人須符合以下

2021/04/01 -

以產總研特別研究員

產業技術綜合研究

育成コース（博士号

條件：

2022/03/31.

身分雇用 1 年(第一號 至 2021/01/05

所

取得者向け）

①2020 年 3 月以前取

(AIST)

AIST Innovation school

得博士學位者。
②博士取得 7 年

日文：

內、產總研特別

https://unit.aist.go.jp/in

研究員身分未滿 4

nhr/inn-s/PD_course/en

年者。

try.html

③與 AIST 研究單位

英文：

負責人的研究主

https://unit.aist.go.jp/in

題相關者。

nhr/inn-s/en/index.html

④考慮進入民間企
業就業者。

簡章(日文):

⑤課程全程參與者。

https://unit.aist.go.jp/in

⑥日文能力具商業

nhr/inn-s/PD_course/do

應用程度以上。

c/2021pd_applicationRe

⑦具行為能力且無

quirements.pdf

被判處有期徒刑
或等待判決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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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約職員)，時薪

下午 2:00 止。

2,200 日幣(每週上班

書面資料提出：

5 天)，補助通勤費、

2021/01/06

具社會保險。

下午 2:00 止。

1.為定期徵求案
2.為不定期徵求案

澳洲

澳大利亞研究委員

Discovery Projects

會 Australian

須 由 澳 洲 研 究 機 構 1 年至 5 年。

每年補助額度 30,000 須於 2021/02/24 前 1.為定期徵求案

代表提出申請。

至 250,000 澳幣。

線上提出申請。

2.為不定期徵求案
請參考網址

Research
Council(ARC)

https://www.grants.
gov.au/Go/Show?Go
Uuid=0c2bce86‐
93e1‐445f‐b5a1‐
97e763b067a6

新加坡

國家研究委員會
National Research
Foundation(NRF)

14th Singapore NRF
Fellowship Call (Class of

1.任何國籍傑出研究 補助年限最多 5 年最高補助額度為 須於 2021/03/03 前 1.為定期徵求案

2022)

2.科技相關領域博士

人員皆可申請。

5 年。

新幣 300 萬。

線上提出申請。

2.為不定期徵求案
請參考網址

(包括電腦科學、工

https://researchgran

程、生命科學和自

t.gov.sg/Pages/Grant

然/物理科學)。

CallDetail.aspx?AXID
=NRFF14‐
2022&CompanyCode
=nrf

俄羅斯

1.博士或全博士(主

俄羅斯理論物理和

“Visitor”

數學發展基金會

https://basis-foundatio

持人: 俄羅斯聯

Foundation BAZIS

n.ru/special-program/re

邦居民；訪問者:

gions/visitor/

受邀國居民)。

至多 3 週。

補助旅費、食宿、簽

訪問日期 4-9 月前

1.為定期徵求案

Up to 3weeks.

證費。

提出。

2.為不定期徵求案

Expenses for visit.

4-9 months before
the visit.

2.開展物理學領域
的科學活動。
3.申請人的工作地
點（主要或兼
25

職）必須是俄羅
斯科學或教育機
構。
1. Ph.D. degree.
2. Research in the
field of theoretic
physics.
3. Have a Russian
host.
俄羅斯

Skolkovo Foundation

“Soft Landing

計畫成立新創公司

完成 1 個月課

Program” for

在國際研究團隊，

程，能進駐

international startups.

優先領域:

Skolkovo 園區。


/international/softlandi 
ng/


http://sk.ru/foundation/i 
nternational/softlandin 

https://sk.ru/foundation

能源
資通訊

1 month

核輻射

program.

太空技術和電信

Become a

生物醫學

resident of

農業

Skolkovo after

g/m/documents/23110.
aspx

Research teams,

the program is
completed.

which are planning to
set up a start-up
company in the field
of
•Energy efficiency
•Information
26

1 個月免費課程。

2021/03/02 前。

1.為定期徵求案

March 2, 2021.

2.為不定期徵求案

technologies
•Nuclear and
radiation
technologies
•Space technologies
and telecom
•Biomedical
technologies
•Agriculture
俄羅斯

補助計畫經費項目依

會、博物館和其他

開展的活動提

基金會規定與簽約條

6/30 申請次年 1/1 2.為不定期徵求案

文化機構、宗教組

供資金，涵蓋

件而定。

開始的計畫。

grants/grant-provision-

織、教育機構、社

其房舍裝修、

statute.php

會關懷及類似機

資產、基金會

Financial support of a

構、慈善機構和非

的設立以及其

chosen project is done

12/31 申請次年

營利組織等。

監管機構活動

under the grant

的 7/1 開始的計

費用等。

agreement signed

畫。

Grants of the Russkiy

Russkiy Mir

Mir Foundation
https://russkiymir.ru/en/

Foundation

1.每年的 1/1 至

為非營利組織

RUSSKIY 米爾基金會

1.研發機構、基金

2.自然人。

under the terms and

1.R&D institutions,

conditions of the
Foundation.

foundations,

2.每年的 7/1 至

Applications of
Grant seekers are
accepted two times
each year:

museums and
other cultural
institutions,

•from 1 January

religious
organizations.

each year apply

to 30 June of
the projects that
27

1.為定期徵求案

educational
institutions, social

the

care and similar
institutions, charity

of which begins

and non-profit

the following
year (spring

implementation
on 1 January of

organizations.

session).
•from 1 July to 31

2.Physical persons.

December of
each year apply
the projects that
the
implementation
of which begins
on July 1 of the
following year of
filing the
application
(autumn
se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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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羅斯

俄羅斯基礎研究基

Competition for the

2 至 7 人團隊，包括

2022/10/01-

每年 100-150 萬盧布

2021/03/31 前。

1.為定期徵求案

金會

best projects of

俄羅斯公民、具俄

2023/09/01.

(約合新臺幣 50-75 萬

Until 31 March,

2.為不定期徵求案

Russian Foundation

fundamental scientific

羅斯聯邦稅務居民

元、1.6-2.5 萬美

2021.

for Basic Researches
https://www.rfbr.ru

research
https://www.rfbr.ru/rffi/

身份的外國公民和

2023/04/04-

元)。

無國籍人士。

2024/03/04.

ru/contest/o_2111309

The competition is

The size of one
Foundation’s grant is
1500,000 rubles

open to teams of 2 to
7 people, consisting

annually.

of citizens of the
Russian Federation,
as well as foreign
citizens and stateless
persons with the
status of a tax
resident of the
Russian Federation
俄羅斯

每年 400-600 百萬盧

2021/04/01 前。

1.為定期徵求案

少由 1 名俄羅斯人

布(約合新臺幣 200-

till April 1, 2021.

2.為不定期徵求案

和外國研究人員組

300 萬元、7-10 萬美

Russian Science

Exploratory Scientific
Research, Conducted

成。

元)。

Foundation
https://rscf.ru/

by International
Research Teams”

International
research teams, each

The size of one
Foundation’s grant

and the National

https://rscf.ru/en/contes

of which consists of a

Research Agency of
France (ANR)

ts/

Russian

shall range from 4 to 6
million rubles annually.

https://rscf.ru/upload/ib

(Agence Nationals

lock/da9/da94f724d520

research team and a
foreign research team.

俄羅斯科學基金會

“Basic Scientific

國際研究團隊，至

(RSF)與法國國家研

Research and

究總署(ANR)

2022-2024.

29

俄羅斯

de la Recherche)

ee16892b55b662400cf
b.pdf

俄羅斯科學基金會

“Basic Scientific

國際研究團隊，至

(RSF)與奧地利科學

Research and

基金會(FWF)

每年 400-700 百萬盧

2021/03/15 前。

1.為定期徵求案

少由 1 名俄羅斯人

布(約合新臺幣 200-

until March 15,

2.為不定期徵求案

和外國研究人員組

350 萬元、7-10 萬美

2021.

Russian Science

Exploratory Scientific
Research, Conducted

成。

元)。

Foundation
https://rscf.ru/

by International
Research Teams”

International
research teams, each

The size of one
Foundation’s grant

and Austrian Science
Fund (FWF)

https://rscf.ru/en/contes

of which consists of a

ts/

Russian research

shall range from 4
(four) to 7 (seven)

https://www.rscf.ru/upl

team and a foreign
research team.

oad/iblock/a94/a946644

2022-2024.

million rubles annually.

cf9ddb0c202b3c40c8fa
ada8a.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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