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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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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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 年度補助「延攬

研究學者暨執行專

題研究計畫」 

申請人請務必詳閱國科會作業要點

及申請作業方式說明，於校內申請

截止日 111 年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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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興大學申請國

科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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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科會 
112 年度臺灣先進

科技研究中心專案 

計畫主持人請於校內申請截止日

111 年 12 月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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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
年 12 月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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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research.nchu.edu.tw/unit-news-detail/id/2552/unit/8/mid/42
https://research.nchu.edu.tw/unit-news-detail/id/2613/unit/8/mid/42
https://www.nstc.gov.tw/folksonomy/detail/3f989e63-631e-452a-9411-279b80dc9a43?l=ch
https://research.nchu.edu.tw/unit-news-detail/id/2631/unit/8/mid/42
https://www.nstc.gov.tw/folksonomy/rfpDetail/280051da-aba3-40ec-a29b-cd49eb1b38e8?l=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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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科會 
112 年度「專題研究

計畫」 

計畫主持人請於校內申請截止日

112 年 1 月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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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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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處學

門主題式計畫」 

計畫主持人請於校內申請截止日

112 年 1 月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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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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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然科學與永續研

究發展處「永續發

展整合研究 112 年

度計畫申請及議題

/研究主題說明」 

計畫主持人請於校內申請截止日

112 年 1 月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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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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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30 跨

世代年輕學者方

計畫主持人請於校內申請截止日

112 年 1 月 3 日上午 10 時前於國科
公文連結  網址連結  

研發處計畫業務組 
張明芬小姐 

申請單位須於 112
年 1 月 4 日上午

10 時前至國科會

https://research.nchu.edu.tw/unit-news-detail/id/2619/unit/8/mid/42
https://www.nstc.gov.tw/folksonomy/rfpDetail/aa9642b8-4dea-4717-ad5b-84328ef83f25?l=ch
https://research.nchu.edu.tw/unit-news-detail/id/2620/unit/8/mid/42
https://www.nstc.gov.tw/eng/ch/detail/450b4be9-6b37-45e1-b143-7b68df4e9a0e
https://research.nchu.edu.tw/unit-news-detail/id/2628/unit/8/mid/42
https://www.nstc.gov.tw/nat/ch/detail/a8195078-111e-476c-ae21-003d9e3f2250
https://research.nchu.edu.tw/unit-news-detail/id/2621/unit/8/mid/42
https://www.nstc.gov.tw/folksonomy/rfpDetail/40542004-8bd9-46b9-96f7-2b5cd7a72136?l=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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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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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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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約研究

計畫」 

計畫主持人請於校內申請截止日

112 年 1 月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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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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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勵女性

從事科學及技術研

究專案計畫」 

計畫主持人請於校內申請截止日

112 年 1 月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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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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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度補助人文

學及社會科學學術

計畫主持人請於校內申請截止日

112 年 1 月 3 日上午 10 時前於國科
公文連結  網址連結  

研發處計畫業務組 
張明芬小姐 

申請單位須於 112
年 1 月 4 日上午

https://research.nchu.edu.tw/unit-news-detail/id/2629/unit/8/mid/42
https://www.nstc.gov.tw/folksonomy/rfpDetail/044e78e2-f716-4e9f-9f07-24a7727db8d8?l=ch
https://research.nchu.edu.tw/unit-news-detail/id/2622/unit/8/mid/42
https://www.nstc.gov.tw/folksonomy/rfpDetail/fdc1dbd7-00de-41ac-8574-001e998b4446?l=ch
https://research.nchu.edu.tw/unit-news-detail/id/2630/unit/8/mid/42
https://www.nstc.gov.tw/folksonomy/rfpDetail/09834154-a19b-456b-9553-7c9894a01f17?l=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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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專書寫作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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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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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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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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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科會 
同步徵求 2022 年歐

盟「未來新興信息

112 年 2 月 2 日 17:00（CET）前

透過歐盟線上申請系統完成提案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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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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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research.nchu.edu.tw/unit-news-detail/id/2632/unit/8/mid/42
https://www.nstc.gov.tw/folksonomy/rfpDetail/719aab95-9bfa-494b-8f56-3fb9aa0dea08?l=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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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通訊技術研究

（CHIST-ERA）」跨

國多邊合作計畫 

序。 校內分機：205 轉 705 

文化部 
「推動博物館及藝

術 5G 科技跨域應

用計畫補助要點」 

自 111 年 11 月 4 日至起至 12 月 5
日止受理提案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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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research.nchu.edu.tw/unit-news-detail/id/2633/unit/8/mid/42
https://grants.moc.gov.tw/Web/PointDetail.jsp?__viewstate=humCmq428VCdSOYLlDrasJhReKE/NnJJEAWQuw5fI3LYihlyQNN6R3FpMoszINQ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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