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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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科會 

2023 年臺英雙邊協

議計畫案-與英國愛

丁堡皇家學會

(RSE)雙邊合作計

畫 

計畫主持人請於 校內申請截止日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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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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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科會 

與法國國家癌症研

究院（NSTC-
INCa）2024 年雙

邊合作研究計畫 

欲申請者，請於 2022 年 11 月 2 日

（依法方官網公告為主）前於法國

國家癌症研究院（INCa）線上作業系

統提出「構想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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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科會 

2023 年臺英雙邊協

議計畫案-與英國國

家學術院(BA)雙邊

合作計畫 

計畫主持人請於校內申請截止日

111 年 11 月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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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科會 
2023 年國科會與法

國國家研究總署

(ANR)雙邊協議國

一、111 年 11 月 7 日（以法方官網

公告為主）前透過法方 ANR 線上

系統完成第 1 階段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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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research.nchu.edu.tw/unit-news-detail/id/2505/unit/8/mid/42
https://www.nstc.gov.tw/folksonomy/rfpDetail/f55b8016-f00e-4b19-847e-592886cf86be?l=ch
https://research.nchu.edu.tw/unit-news-detail/id/2579/unit/8/mid/42
https://www.nstc.gov.tw/folksonomy/rfpDetail/aaf3c200-3029-40bb-8cab-a9b632c6f7ea?l=ch
https://research.nchu.edu.tw/unit-news-detail/id/2506/unit/8/mid/42
https://www.nstc.gov.tw/folksonomy/rfpDetail/f55b8016-f00e-4b19-847e-592886cf86be?l=ch
https://research.nchu.edu.tw/unit-news-detail/id/2574/unit/8/mid/42
https://www.nstc.gov.tw/folksonomy/rfpDetail/7b9ebbde-f11b-44a3-a573-39e2bcba93bb?l=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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際合作研究計畫 二、待第一階段審查通過後，通過

的研究團隊再分別向國科會及法國

ANR 提出第二階段的申請。 

705 

國科會 
2022 年歐盟「生物

多樣性」跨國多邊

合作計畫 

欲申請者請於 111 年 11 月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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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科會 
112 年至 114 年度

福衛衛星科學軟體

應用加值 

計畫主持人請於校內申請截止日

111 年 11 月 29 日上午 10 時前於國

科會系統完成線上申請作業，並立

即填送「國立中興大學申請國科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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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科會 

與美國國家科學基

金會 (NSF)共同徵

求 2023-2026 年「臺

美先進半導體晶片

設計與製作合作研

究計畫 (ACED Fab 
Program)」 

※國科會與美方 NSF 將於 11 月 15
日及 23 日共同舉辦「臺美先進系統

晶片設計(ACED Fab)學術研討會

(線上會議)」。 
計畫主持人請於校內申請截止日

112 年 1 月 12 日上午 10 時前於國

科會系統完成線上申請作業，並立

即填送「國立中興大學申請國科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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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
年 1 月 13 日上午

10 時前至國科會

系統列印申請名冊

(樣張)，併同「國

立中興大學申請國

科會研究計畫申請

單位切結書」送至

研發處計畫業務組 

國科會 
112 年度卓越領航

研究計畫 
計畫主持人請於校內申請截止日

112 年 1 月 26 日上午 10 時前於國
公文連結  網址連結  

研發處計畫業務組 
張明芬小姐 

 

https://research.nchu.edu.tw/unit-news-detail/id/2547/unit/8/mid/42
https://www.biodiversa.org/
https://research.nchu.edu.tw/unit-news-detail/id/2552/unit/8/mid/42
https://research.nchu.edu.tw/unit-news-detail/id/2575/unit/8/mid/42
https://www.nstc.gov.tw/folksonomy/rfpDetail/de3eae60-686c-4733-b8a4-58632d407746?l=ch
https://research.nchu.edu.tw/unit-news-detail/id/2557/unit/8/mid/42
https://www.nstc.gov.tw/nat/ch/detail/9cde9a36-3088-461d-9bb6-b2b666a5c3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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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會系統完成線上申請作業，並立

即填送「國立中興大學申請國科會

研究計畫計畫主持人聲明書」至申

請單位(系、所、中心) 

校內分機：205 轉 705 

海洋委員

會 
112 年度大專校院

學生專題研究計畫 

有意提出申請之學生請詳讀來函及

附件內容，並於 111 年 10 月 24 日

前將申請書、研究計畫書、學生證

正反面影本及其他相關文件送至研

發處計畫業務組，以利彙整依限提

出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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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7 

 

文化部 
文化部推廣文學閱

讀及人文活動補助

作業要點 

於 111 年 10 月 1 日至 10 月 31 日

受理 112 年度（112 年 1 月至 11 月

辦理之計畫）補助申請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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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漁業署 

112 年度補助農業

科技計畫 

為響應環保減少用紙，請於系統研

提計畫書並完成送出即可，送出時

間至 111 年 10 月 31 日（星期一）

下午 5 時截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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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36/unit/8/mid/42
https://reurl.cc/607ROr
https://research.nchu.edu.tw/unit-news-detail/id/2584/unit/8/mid/42
https://www.moc.gov.tw/information_250_148535.html
https://research.nchu.edu.tw/unit-news-detail/id/2586/unit/8/mid/42
https://www.fa.gov.tw/index.php

	欲申請者，請於2022年11月2日（依法方官網公告為主）前於法國國家癌症研究院（INCa）線上作業系統提出「構想書」。
	※國科會與美方NSF將於11月15日及23日共同舉辦「臺美先進系統晶片設計(ACED Fab)學術研討會(線上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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