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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計畫徵求及獎補助相關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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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關網址 校內承辦人 備註 

科技部 
111 年「原子能科技

學術合作研究計畫」 

計畫主持人請於 校內申請截止日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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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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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切結書」送至研發

處計畫業務組 

科技部 

與日本國立研究開發

法人科學技術振興機

構  (JST) 共 同 徵 求

2022 年 度 臺 日

(MOST-JST) 雙 邊 協

議國際合作研究計畫

(3 年期) 

計畫主持人請於校內申請截止日 110 年

7 月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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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
年 7 月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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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 年度「族群研究 計畫主持人請於校內申請截止日 110 年 公文連結 網址連結 研發處計畫業務組 申請單位須於 110

https://research.nchu.edu.tw/unit-news-detail/id/2010/unit/8/mid/42
https://research.nchu.edu.tw/unit-news-detail/id/2010/unit/8/mid/42
https://www.most.gov.tw/eng/ch/detail/324ea2f5-7692-4981-96c8-19ee475fca87
http://research.nchu.edu.tw/unit-news-detail/id/1941/unit/8/mid/42
https://www.most.gov.tw/folksonomy/detail?subSite=&l=ch&article_uid=00b4373e-7652-4872-b6f2-8cfc3481ed43&menu_id=d3c30297-bb63-44c5-ad30-38a65b203288&content_type=F&view_mode=listView
https://research.nchu.edu.tw/unit-news-detail/id/2025/unit/8/mid/42
https://www.most.gov.tw/folksonomy/rfpDetail/c5ee2373-8277-42a1-8d6d-8b0193504f7b?l=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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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原住民族研究」整

合型計畫 
8月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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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月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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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 年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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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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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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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技部 
「A 世代前瞻半導體

技術專案計畫」(第二

次徵案) 

計畫主持人請於校內申請截止日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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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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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research.nchu.edu.tw/unit-news-detail/id/1998/unit/8/mid/42
https://www.most.gov.tw/folksonomy/rfpDetail/4d18e6af-6a32-4f7d-9e91-da3dc74b0e1c?l=ch
https://research.nchu.edu.tw/unit-news-detail/id/2051/unit/8/mid/42
https://www.most.gov.tw/folksonomy/rfpDetail/fac0ddd2-6aab-4bd3-84fe-ba223676b5e8?l=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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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計畫業務組 

科技部 

與 荷 蘭 研 究 委 員

會  (MOST-NWO) 共

同徵求 2022 年度臺

荷雙邊協議國際合作

研究計畫(5 年期) 

110年 11月 9日前將計畫書以電子郵件

方式逕送科技部承辦人湯卿媺研究員

cmtom@most.gov.tw，以完成第一階

段申請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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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政院

農業委

員會 

111 年度農業學界與

法人科專計畫 

一、即日起至 110 年 8 月 31 日截止收

件（以郵戳為憑，逾期概不受理）。 
二、有關申請資格、程序及相關文件等

詳細資訊，請至「AGTECH 農業科技專

案計畫服務網」查詢，並可進一步洽詢

農業科專服務小組「電話：

(02)2586-5000 轉分機 427、426、425」。 

公文連結 網站連結 
研發處計畫業務組 
趙小姐 
校內分機：205轉 704 

 

財團法

人國家

衛生研

究院 

「高齡醫學暨健康福

祉研究中心」5 項研

究合作計畫徵求重點 

本計畫校內申請截止日為 110年 7月 28
日上午 11 時止，欲申請者請於校內截

止日前將計畫書 1 式 6 份及 2 份含

word、PDF 格式的計書電子檔光碟片

送至本組，俾利本組於期限前彙送補助

單位。 

公文連結 網站連結 
研發處計畫業務組 
楊小姐 
校內分機：205轉 703 

 

新北市

政府教

育 

110 學年度中小學研

究發展獎助計畫 

新北市政府教育局「110 學年度中小學

研究發展獎助計畫」，於 110 年 7 月 30
日（星期五）前線上申請。 

公文連結 網址連結 
研發處計畫業務組 
程子綺小姐 
校內分機：205轉 701 

 

國防部

軍備局 
國防部 111 年「國防

先進科技研究計畫」 
自即日起至 110 年 7 月 30 日止受理第 1
次公開徵求計畫，本案無須備文，請申

公文連結 網址連結 
研發處計畫業務組 
程子綺小姐 

 

http://research.nchu.edu.tw/unit-news-detail/id/1978/unit/8/mid/42
https://www.most.gov.tw/folksonomy/rfpDetail/6472ee01-c1a2-4eff-9e61-f2c812888ce2?l=ch
http://research.nchu.edu.tw/unit-news-detail/id/1988/unit/8/mid/42
https://agtech.coa.gov.tw/Academic/page
https://research.nchu.edu.tw/unit-news-detail/id/2018/unit/8/mid/42
https://www.nhri.edu.tw/News/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e/1FAIpQLSc63fNg_cvnjk4hxDx330z-5qXK3RsR3rsKUhZSewR5HOGaBw/viewform
https://research.nchu.edu.tw/unit-news-detail/id/2024/unit/8/mid/42
https://defensetfp.inf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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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人於截止日前循國防部網頁連結上

傳計畫申請書提出申請。 
校內分機：205轉 701 

科技部

新竹科

學園區

管理局 

111 年「科學園區新

興科技應用計畫」 
自 110 年 6 月 17 日(星期四)起至 110 年

8 月 16 日(星期一)截止受理申請 
公文連結 網址連結 

研發處計畫業務組 
程子綺小姐 
校內分機：205轉 701 

 

 

 獎補助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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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 年度傑出研究獎申

請 

欲申請之計畫主持人，請於 110
年 8月月 16日 10:00前完成線上

申請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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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www.sipa.gov.tw/home.jsp?mserno=201001210001&serno=201001210002&menudata=ChineseMenu&contlink=ap/information_1_view.jsp&dataserno=202106160003
https://research.nchu.edu.tw/unit-news-detail/id/2033/unit/8/mid/42
https://www.most.gov.tw/folksonomy/list/554e3625-b1d7-4a0d-9a70-2ffc81c90ab3?l=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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