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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計畫徵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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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委託/補助單

位相關網址 
校內承辦人 備註 

科技部 
110 年度「臺灣腦科技

發展及國際躍升計畫」 

計畫主持人請於 校內申請截止

日 109 年 10 月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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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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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動「尖端科學研究計

畫」及「卓越團隊研究

計畫」 

一、構想書收件截止日期：109

年 10 月 28 日 (採線上申請

作業方式，不必備函)。 

二、徵件相關訊息： 

(一)卓越團隊研究計畫：網址連

結  

(二)尖端科學研究計畫：網址連

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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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灣-法國國家研 第 1階段：受理日期 自 109 年 公文連結  網址連結  研發處計畫業務組  

http://research.nchu.edu.tw/unit-news-detail/id/1648/unit/8/mid/42
https://www.most.gov.tw/folksonomy/rfpDetail/56b4ffff-7f35-4aa2-9d6d-4e3871dee459?l=ch
https://www.most.gov.tw/bio/ch/detail/485a41df-5dac-41f5-bd66-61bf00d73cc6
https://www.most.gov.tw/bio/ch/detail/485a41df-5dac-41f5-bd66-61bf00d73cc6
https://www.most.gov.tw/bio/ch/detail/f05ed727-de06-477a-83dd-b73be0711cd0
https://www.most.gov.tw/bio/ch/detail/f05ed727-de06-477a-83dd-b73be0711cd0
http://research.nchu.edu.tw/unit-news-detail/id/1701/unit/8/mid/42
https://www.most.gov.tw/bio/ch/list/0fa168d4-1dee-42f2-9f08-6b20c4300eb1
http://research.nchu.edu.tw/unit-news-detail/id/1700/unit/8/mid/42
https://anr.fr/en/call-for-proposals-details/call/appel-a-projets-generique-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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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總署(MOST-ANR)」

雙邊合作專題研究

計畫案，第 1階段徵

求 

10月 29日至同年 12月 1日止

（以法方官網公告為主） 

第 2 階段：之申請時程將另行

公告。 

張明芬小姐 
校內分機：205 轉 705 

科技部 

「臺灣-法國國家癌症

研究院（MOST-INCa）」
雙邊合作研究計畫-構
想書 

一、受理申請日期：自 2020 年

9 月底至 10 月 29 日止(法
國時間)，以 INCa 公告之

時間為準。 
二、由法方計畫主持人偕同臺

方計畫主持人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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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發處計畫業務組 
張明芬小姐 
校內分機：205 轉 705 

 

科技部 
110 年度卓越領航研究

計畫 

計畫主持人請於 校內申請截止

日 109 年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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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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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
年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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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與歐盟「養護並恢復

水生系統之生態系與生

物多樣性

自即日起接受申請，請於 2020
年 12 月 7 日 16:00（CET）前透

過歐盟線上申請系統完成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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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research.nchu.edu.tw/unit-news-detail/id/1690/unit/8/mid/42
http://research.nchu.edu.tw/unit-news-detail/id/1679/unit/8/mid/42
http://research.nchu.edu.tw/unit-news-detail/id/1717/unit/8/mid/42
https://www.most.gov.tw/folksonomy/rfpDetail/88522b4e-157c-4115-9c97-7ad3adcb5723?l=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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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odivRestore 
ERA-NET）」跨國多邊

合作計畫 

程序 

科技部 

110 年度補助「延攬研

究學者暨執行專題研究

計畫」 

請於校內申請截止日 109 年 12
月 8 日上午 10 時前至科技部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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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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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 年 12 月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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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
年 12 月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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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技部 110 年度「臺美

奈米材料基礎科學研發

共同合作研究計畫」構

想書 

一、申請期限：109 年 12 月 21
日(含當日)。 

二、送達方式：請循本部「專

題研究計畫／(構想書計畫

類別)臺美奈米材料基礎科

學研發共同合作研究計畫

構想書」線上申請方式作

業。  
申請人於系統繳交送出

後，顯示「計畫狀態：繳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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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research.nchu.edu.tw/unit-news-detail/id/1712/unit/8/mid/42
https://www.most.gov.tw/folksonomy/list/2455394f-b6c0-41dd-9f86-439af70ba37c?l=ch
http://research.nchu.edu.tw/unit-news-detail/id/1681/unit/8/mid/42
https://www.most.gov.tw/folksonomy/rfpDetail/28453cb8-a017-4586-b244-853214ba3e8c?l=ch
http://research.nchu.edu.tw/unit-news-detail/id/1695/unit/8/mid/42
https://www.most.gov.tw/nat/ch/detail/dcc77560-2a9c-44d1-b306-3a4ed5cf2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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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出(科技部)」。 
本階段我方申請案不須經

申請人任職機構於系統中

彙整後送出。 

科技部 

2021-2023 年科技部與

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

(MOST-NSF) GEMT 雙

邊協議合作研究計畫 

本案申請採隨到隨審，故請計

畫主持人於科技部系統完成線

上申請作業後，來電通知本組

承辦人張明芬小姐（校內分機

205#70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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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內申請開放

至 109年 12月 28日上午 10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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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
年 12 月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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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部 
110 年度第 1 期推廣文

學閱讀及人文活動補助 

一、本要點業於本(108)年 9 月

25 日以文版字第

10820374432 號令修正發

布，依規定於 10 月 1 日至

10 月 31 日受理 109 年第 1
期申請案件。 

二、為全面推動無紙化作業，

本要點自本期起，提案申

請者於線上報名後，無需

再將相關書面申請文件郵

寄本部，亦不受理紙本申

請，提請注意。 

公文連結   
研發處計畫業務組 
楊小姐 
校內分機：205 轉 701 

 

 獎補助訊息 

http://research.nchu.edu.tw/_run.php?work=down&file=72b03da60181f255f05422fb65d6a48f0a325058.docx&name=%E5%9C%8B%E7%AB%8B%E4%B8%AD%E8%88%88%E5%A4%A7%E5%AD%B8%E7%94%B3%E8%AB%8B%E7%A7%91%E6%8A%80%E9%83%A8%E7%A0%94%E7%A9%B6%E8%A8%88%E7%95%AB%E4%B8%BB%E6%8C%81%E4%BA%BA%E8%81%B2%E6%98%8E%E6%9B%B81061124.docx
http://research.nchu.edu.tw/_run.php?work=down&file=72b03da60181f255f05422fb65d6a48f0a325058.docx&name=%E5%9C%8B%E7%AB%8B%E4%B8%AD%E8%88%88%E5%A4%A7%E5%AD%B8%E7%94%B3%E8%AB%8B%E7%A7%91%E6%8A%80%E9%83%A8%E7%A0%94%E7%A9%B6%E8%A8%88%E7%95%AB%E4%B8%BB%E6%8C%81%E4%BA%BA%E8%81%B2%E6%98%8E%E6%9B%B81061124.docx
http://research.nchu.edu.tw/_run.php?work=down&file=72b03da60181f255f05422fb65d6a48f0a325058.docx&name=%E5%9C%8B%E7%AB%8B%E4%B8%AD%E8%88%88%E5%A4%A7%E5%AD%B8%E7%94%B3%E8%AB%8B%E7%A7%91%E6%8A%80%E9%83%A8%E7%A0%94%E7%A9%B6%E8%A8%88%E7%95%AB%E4%B8%BB%E6%8C%81%E4%BA%BA%E8%81%B2%E6%98%8E%E6%9B%B81061124.docx
http://research.nchu.edu.tw/unit-news-detail/id/1636/unit/8/mid/42
https://www.most.gov.tw/folksonomy/rfpDetail/15fe8809-31c8-4b21-9e51-d6f1d3e3b2f3?l=ch
http://research.nchu.edu.tw/unit-news-detail/id/1704/unit/8/mid/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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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補助 
單位 

獎補助內容 申請截止日/方式 公文 相關網址 校內承辦人 備註 

科技部 
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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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於 109 年 10 月 1 日至 10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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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技部 
行政院「第十一次全國

科學技術會議」 

一、北區場 

1.時間：109年 11月 2日(一) 

2.地點：集思台大會議中心 

二、中區場 

1.時間：109年 11月 9日(一) 

2.地點：台中金典酒店。 

三、南區場 

1.時間：109年 11月 11日

(三) 

2.地點：香格里拉台南遠東

國際大飯店 

四、東區場 

1.時間：109年 11月 16日

(一) 

2.地點：花蓮市福容大飯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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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相關訊息 

http://research.nchu.edu.tw/unit-news-detail/id/1635/unit/8/mid/42
http://research.nchu.edu.tw/unit-news-detail/id/1635/unit/8/mid/42
https://www.most.gov.tw/folksonomy/list/50fb5a0a-a9b0-42c2-90af-cea3751b2aa7?l=ch
http://research.nchu.edu.tw/unit-news-detail/id/1708/unit/8/mid/42
http://research.nchu.edu.tw/unit-news-detail/id/1708/unit/8/mid/42
https://11thnstc.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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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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部 

修正「教育部補助辦理

防減災及氣候變遷調

適教育計畫要點」第 6
點 

詳如公文 
公文連

結  
 

研發處計畫業務組 
張雅惠小姐 
校內分機：205 轉 703 

 

國立雲林科

技大學 

執行科技部「推動科技

藝術先導研究計畫」，

擬訂於北、中、南分區

辦理 3 場專家座談會 

一、北區座談會 
(一)時間：109 年 10 月 24 日

(六)下午 2:00 至 4:00。 
(二)地點：假國立臺灣大學資

訊工程系德田館 R102 會議

室。 
二、中區座談會 
(一)時間：109 年 10 月 31 日

(六)上午 9：30 至 12 時。 
(二)地點：假國立臺中科技大

學中商大樓 7203、7204 會議

室。 
三、南區座談會 
(一)時間：109 年 11 月 14 日

(六)上午 9：30 至 12 時。 
(二)地點：假國立成功大學規

劃與設計學院 C-Hub 1 樓空

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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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research.nchu.edu.tw/unit-news-detail/id/1671/unit/8/mid/42
http://research.nchu.edu.tw/unit-news-detail/id/1671/unit/8/mid/42
http://research.nchu.edu.tw/unit-news-detail/id/1702/unit/8/mid/42
http://research.nchu.edu.tw/unit-news-detail/id/1702/unit/8/mid/42
https://forms.gle/ze1sDwq85TRuWPFT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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