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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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量子科技專案研究

計畫 

計畫主持人請於 校內申請截止日 110
年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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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技部 
111 年度卓越領航

研究計畫 

計畫主持人請於校內申請截止日 110年
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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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
年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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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期「人文創新

與社會實踐計畫」 

一、因一校至多申請 1 件，故欲申請者

請於 10 月 22 日 14:30 前來電告知本組

承辦人張明芬小姐。 
二、計畫構想書及個人資料表（含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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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技部於 110 年 10
月 21 日 10:00 舉辦

說明會，請逕自線

上報名網址報名。 

https://research.nchu.edu.tw/unit-news-detail/id/2107/unit/8/mid/42
https://research.nchu.edu.tw/unit-news-detail/id/2107/unit/8/mid/42
https://www.most.gov.tw/folksonomy/rfpDetail/86ff052e-07bf-43d6-bb14-bf7aa24ddc7f?l=ch
https://research.nchu.edu.tw/unit-news-detail/id/2148/unit/8/mid/42
https://www.most.gov.tw/folksonomy/rfpDetail/29900bbd-e821-4d54-aec9-685048fb6081?l=ch
https://research.nchu.edu.tw/unit-news-detail/id/2140/unit/8/mid/42
https://www.most.gov.tw/folksonomy/rfpDetail/41c9d800-e538-4ead-88e3-218dea044750?l=ch
https://shorturl.at/xIJR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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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及共同主持人）彙整成一份 PDF
電子檔，110 年 10 月 29 日上午 10 時前

逕至本校承辦人張明芬小姐電子信箱

mfchang@dragon.nchu.edu.tw 並來電告

知檔案已寄至信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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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技部 
111 年度補助「延

攬研究學者暨執行

專題研究計畫」 

欲申請者，請於校內申請截止日 110 年

11月 15日上午 10時前至科技部系統完

成線上申請作業後，立即填寫「國立中

興大學申請科技部研究計畫主持人聲

明書」送至研發處計畫業務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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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航向藍海 -海洋研

究平面到立體，建

立海洋永續利用基

石 

計畫主持人請於校內申請截止日 110年
11月 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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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月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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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unit/8/mid/42
https://www.most.gov.tw/folksonomy/rfpDetail/6472ee01-c1a2-4eff-9e61-f2c812888ce2?l=ch
https://research.nchu.edu.tw/unit-news-detail/id/2108/unit/8/mid/42
https://www.most.gov.tw/folksonomy/detail/3151a693-88f0-4ef2-a79e-0c0196e75ec3?l=ch
https://research.nchu.edu.tw/unit-news-detail/id/2125/unit/8/mid/42
https://www.most.gov.tw/folksonomy/rfpDetail/759f7ad1-0f92-4697-a2ba-0e648579ac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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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計畫業務組 

科技部 

「111 年至 113 年

度福衛衛星科學軟

體應用加值」專案

計畫 

計畫主持人請於校內申請截止日 110年
11月 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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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技部 

徵求 2021 年歐盟

「 生 物 多 樣 性

(Biodiversa+: 

European 

Biodiversity 
Partnership）」跨國

多邊合作計畫 

自即日起接受申請，請於 2021 年 11 月

30 日 15:00（CET）前透過歐盟線上申

請系統完成提案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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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漁業署 

111 年度補助農業

科技計畫 

有意申請旨揭補助科技計畫之相關研

究機關（構），請於 110 年 10 月 22 日

下午 5 時止（星期五）前至農業計畫管

理系統，於「研提系統」以新增計畫形

式完成計畫研提 

公文連結 網址連結 
研發處計畫業務組 
趙芷瑋小姐 
校內分機：205轉 704 

本案漁業署有修正

公告，繳交資訊請

以修正公告資訊為

主 

行政院農

業委員會

水土保持

局 

111 年度創新研究

計畫 

請至水土保持局「公務預算計畫管理系

統」(系統選單>計畫研提>水土保持創

新研究補助)研提計畫書，並於截止收

件日(110 年 11 月 16 日 13:30，以水土

保持局收文時間為準)前備公文(函)及
審查文件寄達水土保持局。 

公文連結 網址連結 
研發處計畫業務組 
趙芷瑋小姐 
校內分機：205轉 704 

 

https://research.nchu.edu.tw/unit-news-detail/id/2099/unit/8/mid/42
https://www.most.gov.tw/folksonomy/rfpDetail/25a134bc-399a-4d9e-9265-a40de2b6840f?l=ch
https://research.nchu.edu.tw/unit-news-detail/id/2146/unit/8/mid/42
https://www.most.gov.tw/folksonomy/rfpDetail/a5a58865-7000-446a-8eb5-cceeda6b1629?l=ch
https://project.coa.gov.tw/
https://project.coa.gov.tw/
https://research.nchu.edu.tw/unit-news-detail/id/2144/unit/8/mid/42
https://www.fa.gov.tw/cht/Announce/content.aspx?id=850&chk=9adce714-e52c-4aaa-87ce-8a7a4e6cd3c1&param=pn%3d1
https://project.swcb.gov.tw/
https://project.swcb.gov.tw/
https://research.nchu.edu.tw/unit-news-detail/id/2138/unit/8/mid/42
https://www.swcb.gov.tw/Home/News/proclamation_more?id=b525597d91c84858af8a4c55724de4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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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內收件截止日期：110 年 11 月 10 日

上午 12 點 

文化部 
111 年度「文化部

語言友善及創作應

用補助作業要點」 

1. 自本（110）年 10 月 1 日起至 10 月

31 日止。 
2. 補助類別為「友善環境」、「創作及

應用」及「推廣活動」。 
3. 本案受理申請日期自 110 年 10 月 1

日起至 110 年 10 月 31 日止，採網路

線上申請，報名系統自受理申請日起

設置於該部獎補助資訊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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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7 

 

 
 獎補助訊息 

訊息來源 
單位 

訊息內容 申請截止日/方式 公文 相關網址 校內承辦人 備註 

科技部 

110年度第 2期補助

延攬人文學及社會

科學類博士級研究

人員 

欲申請者，請於 110 年 10 月 1 日至

31 日止至科技部系統完成線上申請

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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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grants.moc.gov.tw/Web/
https://research.nchu.edu.tw/unit-news-detail/id/2124/unit/8/mid/42
http://grants.moc.gov.tw/Web/
https://research.nchu.edu.tw/unit-news-detail/id/2095/unit/8/mid/42
https://www.most.gov.tw/folksonomy/list/50fb5a0a-a9b0-42c2-90af-cea3751b2aa7?l=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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