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研究計畫徵求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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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日本國立研究開

發法人物質材料研

究機構(NIMS)共同

徵求「2023-2025
年臺日(NIMS)雙邊

協議國際合作研究

計畫(2 年期)」 

計畫主持人請於校內申請截止日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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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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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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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 年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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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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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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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research.nchu.edu.tw/unit-news-detail/id/2270/unit/8/mid/42
https://research.nchu.edu.tw/unit-news-detail/id/2270/unit/8/mid/42
https://research.nchu.edu.tw/unit-news-detail/id/2418/unit/8/mid/42
https://research.nchu.edu.tw/unit-news-detail/id/2418/unit/8/mid/42
https://www.most.gov.tw/eng/ch/detail/636e9859-7a52-4295-bc19-272d6ce2c9a8
https://www.most.gov.tw/eng/ch/detail/636e9859-7a52-4295-bc19-272d6ce2c9a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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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部 
112 年度「族群研

究與原住民族研

究」整合型計畫 

計畫主持人請於校內申請截止日 111
年 8 月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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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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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
年 8月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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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銘傳大學 

日月光投資控股股

份有限公司「女性

永續創新人才培育

競賽及築夢計畫」 

申請人應於 111 年 9 月 15 日前於 官

方網站 上傳「申請基本資格表」

（須簽名及用印）與「計畫構想書」

電子檔（PDF 檔），逾時不予受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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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技部新

竹科學園

區管理局 

112 年度「科學園

區新興科技應用計

畫」 

1. 自 111 年 6 月 1 日起至 8 月 1 日止

受理申請。 
2. 本計畫申請須知，其申請書、申請

檢核表以及利益迴避人員清單等相

關申請文件，惠請逕至本局網

站 (https://www.sipa.gov.tw)/廠商服

務/研發及人培/表單下載/科學園區

新興科技應用計畫-申請階段項下

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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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7 

 

國防部軍

備局 
112 年「國防先進

科技研究計畫」 
1. 自即日起至 111 年 8 月 5 日 1700 時

公文連結

 
網址連結

 
研發處計畫業務組 
程子綺小姐 

 

https://research.nchu.edu.tw/unit-news-detail/id/2431/unit/8/mid/42
https://research.nchu.edu.tw/unit-news-detail/id/2431/unit/8/mid/42
https://asefemalepower.com/
https://asefemalepower.com/
https://research.nchu.edu.tw/unit-news-detail/id/2426/unit/8/mid/42
https://research.nchu.edu.tw/unit-news-detail/id/2426/unit/8/mid/42
https://asefemalepower.com/
https://asefemalepower.com/
https://research.nchu.edu.tw/unit-news-detail/id/2428/unit/8/mid/42
https://research.nchu.edu.tw/unit-news-detail/id/2428/unit/8/mid/42
https://www.sipa.gov.tw/home.jsp?mserno=201001210054&serno=201003160001&menudata=ChineseMenu&contlink=ap/download_view.jsp&dataserno=202006050001
https://www.sipa.gov.tw/home.jsp?mserno=201001210054&serno=201003160001&menudata=ChineseMenu&contlink=ap/download_view.jsp&dataserno=202006050001
https://research.nchu.edu.tw/unit-news-detail/id/2439/unit/8/mid/42
https://research.nchu.edu.tw/unit-news-detail/id/2439/unit/8/mid/42
https://defensetfp.info/Research/Detail/20
https://defensetfp.info/Research/Detail/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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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第 1 次公開徵求計畫申請書。 
2. 研究主題構想書及計畫書格式已公

告於「國防先進科技研究公告及交

流平台」之【研究計畫專區】(網址：

https://defensetfp.info），申請機構無

需備文，請循網頁連結上傳計畫申

請書。 

校內分機：205 轉 707 

文化部 
文化部「文化部臺

灣藝術研究補助作

業要點」 

1. 自本（111）年 8 月 1 日至 9 月 5
日止受理提案申請，歡迎有意者提

出申請。 
2. 本補助採線上申請，請於受理申請

期間至文化部「獎補助資訊網」

（https://grants.moc.gov.tw）提交

相關資料。如有未盡事宜請逕洽文

化部承辦人，電話：02-8512-6522、
信箱：pj0037@moc.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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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7 

 

行政院農

業委員會 
112 年度農業學界

與法人科專計畫 

申請期限：即日起至 111 年 8 月 31
日截止收件（以郵戳為憑，逾期概不

受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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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詢下載(網址：

https://agtech.coa.gov.tw/)，並可進一

步洽詢農業科專服務小組「電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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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64/unit/8/mid/42
https://research.nchu.edu.tw/unit-news-detail/id/2464/unit/8/mid/42
https://grants.moc.gov.tw/Web/PointDetail.jsp?__viewstate=pvWqz/p/ntb1L6/deFoE5wn9PKt77jmt9chKvuZNtY9uji3CTRA6KHJZcscjkMix7n5bknQ4C1jvfwxUC1ZSeBfK7nUo4Ss4
https://grants.moc.gov.tw/Web/PointDetail.jsp?__viewstate=pvWqz/p/ntb1L6/deFoE5wn9PKt77jmt9chKvuZNtY9uji3CTRA6KHJZcscjkMix7n5bknQ4C1jvfwxUC1ZSeBfK7nUo4Ss4
https://research.nchu.edu.tw/unit-news-detail/id/2440/unit/8/mid/42
https://research.nchu.edu.tw/unit-news-detail/id/2440/unit/8/mid/42
https://agtech.coa.gov.tw/News/news_more?id=2d3222a04f8e495b97d7148a9566cbf3
https://agtech.coa.gov.tw/News/news_more?id=2d3222a04f8e495b97d7148a9566cbf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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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2586-5000 轉分機 327、336、
3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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