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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部 110年度產學合作計畫徵件說明會 

Q&A彙整 

計畫類別 問題 回覆 

共同 1 同家廠商以提多個產學合

作案嗎? 

沒有限制廠商提案件數，但審查時會將廠

商能量及合作主題適切性納入參考。 

2 「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

炎疫情之處理原則」的合作

企業出資額度，本次仍可適

用嗎? 

此原則僅規劃適用 2 期(109 年第 2 期

及 110年第 1期計畫)，後續本部評估若

有必要會立即公告。 

3 合作企業一定要是公司嗎? 

因觀光休閒餐旅學門的合

作對象可能是民宿或餐飲

業者 

依本部補助產學合作研究計畫作業要點

第 2點規定，合作企業係指我國相關法律

設立之獨資事業、合夥事業及公司，或以

營利為目的，依照外國法律組織登記，在

中華民國境內營業之公司。故合作企業需

檢附公司登記或商業登記資料，作為審查

資料。 

另產學小聯盟計畫為鼓勵學界核心技術

擴散，針對特定產業放寬會員的認定標

準，如文創、農業可較有彈性認定。 

4 本日說明之各計畫類型是

否皆列入主持人計畫件數

限制? 

申請件數無限制，但依本部補助產學合作

研究計畫作業要點第 5 點第 2 項略以，

計畫主持人於同一年度內申請 2 件以上

產學合作計畫者，應於計畫申請書內列明

優先順序，本部依申請件數逐級審查，故

計畫主持人應明列優先順序以供審查，惟

核定後之執行件數仍應符合「科技部單一

計畫主持人計畫件數核給基準」之規定。 

5 未來徵件公告時間、計畫執

行期程是否與本年度相同? 

每年執行期程皆相同，惟公告時間，依當

年度規劃情形略有調整。 

6 一家廠商可有多個產學合

作計畫嗎? 

沒有限制廠商提案件數，但審查時會將廠

商能量及合作主題適切性納入參考。 

產學合作

研究計畫 

1 有關「繳交先期技轉金，合

作企業先將先期技轉金繳

交給執行機構後，依規定繳

交科技部的部份，應由計畫

執行機構辦理繳款事宜」，

部內採統一作法，自 110年第 1期產學

計畫始皆由執行機構統一繳交先期技轉

金(繳交科技部部分)，若有合作廠商繳

交先期技轉金情形，將退回簽約請款申

請作業，並仍需由執行機構進行繳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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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類別 問題 回覆 

110 年第 2 期產學合作研究

計畫也依規定辦理嗎？ 

2 1. 工程司部分為整合型或任

務導向型產學，生科司也

有此情況嗎? 

2. 提工程司計畫，還可提一

般產學合作計畫嗎? 

1. 110 年第 2期一般產學之生科司類別

並無主題式產學合作之徵求。 

2. 若欲申請工程司主題式徵件者相關

說明，請見「工程司 110 年第二期產

學合作研究計畫(主題式)徵求說明」。 

(https://www.most.gov.tw/eng/ch/detai

l/db7c3717-b6aa-4e62-b79b-

247ef1c27690）。 

3. 若提出工程司主題式案件，仍可提一

般產學計畫案，提醒主題式案件仍屬

本部「產學案」計畫之數量管制範圍，

專案核定通過後，將列為主持人執行

之計畫件數。 

3 最多可有幾間公司參與? 產學合作計畫並無合作企業家數限制，

惟合作企業為二家以上者，須有一家為

主導企業，各家合作企業之配合款均不

得低於當年度計畫總經費百分之十二點

五之金額。 

4 如果企業願意贊助博士生，

是否可比照之前，由科技部

企業各贊助兩萬元給博士

生 

一般產學計畫可以申請博士生方案，相

關規定依科技部鼓勵企業參與培育博士

研究生試辦方案辦理。 

5 有無總經費上限 依產學要點第 7點規定，經費得依計畫

規模編列，並無規定申請經費上限。 

6 單一整合型計畫，有最少/最

多幾個子計畫的要求嗎？ 

整合型計畫包含總計畫及子計畫，由總

計畫主持人依本部規劃推動之任務導向

重點研究項目組成研究群；單一整合型

由總主持人統整全部計畫工作之內容與

經費，並述明共同主持人之計畫分工。

故單一整合型沒有設立子計畫規定，由

共同主持人分工即可。 

7 醫院可擔任廠商跟學校合

作提一般產學計畫嗎? 

依產學要點第 2點第 3項規定，合作企

業係指合作企業係指我國相關法律設立

之獨資事業、合夥事業及公司，或以營

https://www.most.gov.tw/eng/ch/detail/db7c3717-b6aa-4e62-b79b-247ef1c27690
https://www.most.gov.tw/eng/ch/detail/db7c3717-b6aa-4e62-b79b-247ef1c27690
https://www.most.gov.tw/eng/ch/detail/db7c3717-b6aa-4e62-b79b-247ef1c276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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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類別 問題 回覆 

利為目的，依照外國法律組織登記，在

中華民國境內營業之公司。故合作企業

需檢附公司登記或商業登記資料，作為

審查資料。 

產學技術

聯盟合作

計畫 

1 科技部系統何時可設定繳

交日期? 

小聯盟計畫線上申請系統預計於五月底

更新完成，敬請申請單位留意並於規定

期限內上系統作業。 

2 未來可將聯盟的服務 spin-

off出去成立公司，關於聯盟

服務未來轉為成立公司有

什麼規範嗎? 

本計畫未規範聯盟衍生公司之態樣，關

鍵在於聯盟能於補助期滿後達到自主營

運，可延續服務能量，除可透由衍生新

創，亦可成立校級中心、公協會等多元

方式運作。 

前

瞻

技

術

產

學

合

作

計

畫 

共同 1 三型是否只能擇一申請? 三型計畫未限定僅能擇一申請，惟執行計

畫主持人受科技部執行計畫件數限制，本

計畫屬「產學案」計畫之數量管制範圍，

且計畫申請書內填寫基本資料時，須填寫

優先順序。 

2 同執行機構內之同單位，若

由不同主持人同時申請 2件

或 2件以上不同類型計畫，

是否在審查時會被要求擇

一優先順序? 

本部僅規範同一主持人於同年度申請 2

件以上科技部計畫者，應於計畫申請書載

明優先順序。 

3 要點第 5條規定計畫申請未

來改由線上製作，是由總主

持人一人提出申請即可，還

是所有子計畫主持人都要

各別提出? 

整合型計畫請以總主持人為代表提出申

請。 

4 補助款或廠商配合款，是否

可用於支付場地租金? 

計畫經費可用於計畫執行相關之費用，相

關項目認定則依各執行機構校內程序辦

理。 

前瞻 

技術 

研發型 

1 構想書是線上作業還是紙

本作業?因要點第 5條規定：

計畫主持人應至本部網站

線上製作，但徵件需知中又

今年度前瞻技術研發型之計畫構想書，仍

以紙本作業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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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類別 問題 回覆 

要求三類型計畫為紙本申

請 

2 如不另外申請經濟部補助

款，合作企業於配合款項下

可不編列自行研發經費 ? 

(要點第 8點第 2項) 

申請前瞻技術研發型計畫，若無申請經濟

部補助款時者，合作企業可自行決定是否

編列自行研發經費。 

3 有關要點第 11點、第 17點

第 2項，申請機構與合作企

業簽定技術移轉合約是否

為必須? 

有關申請機構與合作企業簽定技術移轉

合約，請依要點第 17點第 2項及第 3項，

辦理。 

產學 

研發 

中心型 

1 是否由學校為申請單位，業

界配合一同申請? 

申請單位資格須符合本部補助專題研究

計畫作業要點第二點規定，合作企業得共

同參與研究，並提供配合款每年不得少於

一千萬元。 

2 是否由學校為申請單位，還

是老師個人即可申請? 

由申請機構於公告受理期間內向本部提

出，計畫主持人（申請人）資格須符合本

部補助專題研究計畫作業要點第三點規

定者申請人資格。 

3 系統線上什麼時候可開放

申請? 

線上系統尚在規劃中，預計於明年度申請

時上線。 

產學 

研發 

聯盟型 

1 200 萬可由數個公司組成

嗎? 

可以，請參考本計畫作業要點第二點第四

項規定，合作企業由一家或二家以上組

成，須有一家為主導企業。同時，請留意

多家合作企業參與計畫之整合性。 

2 是否由學校為申請單位，還

是老師個人即可申請? 

須由學校做為申請機構。請參考本計畫作

業要點第五點規定，計畫主持人(申請人)

應將申請案送至申請機構(學校)，再由申

請機構彙整送出並造具申請名冊及主持

人資格切結書一式二份函送本部。 

3 是否可由聯盟會員入會費

支付主持人費? 

依據本計畫作業要點第八點第二項規定，

研究主持費得由企業配合款編列支應，由

申請機構、主持人及合作企業共同商議。 

本型計畫係指由執行機構與國內企業組

成研發聯盟，應沒有聯盟會員入會費問

題。本次提問「聯盟會員入會費」可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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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類別 問題 回覆 

指產學小聯盟之會員費，建議再行確認或

另洽詢本計畫窗口，謝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