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1學年度教育部補助大學校院產學合作 

培育博士級研發人才計畫 

解決產業議題研發模式 

新案申請參考格式 

 
 
 
 
 
 
 
 
 

（請加蓋校印） 
 

 

辦理學校與合作機構 

○○○【大學校院名稱】 

○○○【執行計畫博士班名稱】 

○○○【合作企業名稱】（須至少有一家企業參與） 

申請計畫名稱：○○○○○ 

辦理模式：解決產業議題研發模式 

 

 

 

 

 

○○○年○○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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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計畫名稱：○○○○○ 

合作領域與類別：（請就下列111學年度徵件議題擇一勾選，各議題論述內容請

參考111學年度解決產業議題研發模式徵件議題清單） 

 

領域 議題 

物聯網 

(亞洲‧矽谷) 

□ 1 晶圓代工服務顧客需求預測 

□ 2 物聯網的資安與隱私保護研究 

□ 3 如何應用智慧物聯網創造幸福高齡化社會 

□ 4 
元宇宙與Web3.0的到來，內容創意如何驅動科技共創發

展元宇宙創意產業生態圈 

生醫產業 □ 5 新藥及醫療器材研發結合ICT/AI產業鏈 

綠能科技 

□ 6 應用於汽車電池產業的鋰多元合金材料研發 

□ 7 燃料電池---石墨烯替代鉑金屬之產氫技術開發 

□ 8 因應不同能源併入電網之調控演算法 

智慧機械 □ 9 智慧機械系統跨領域設計整合工程平台 

國防產業 
□ 10 國防用自主水下無人載具技術研發 

□ 11 離岸風機產業用水下無人載具技術開發 

新農業 
□ 12 穀物雜糧新式加工技術前瞻研究 

□ 13 以AI技術優化大宗穀物製造產業鏈 

循環經濟 
□ 14 資源物循環技術暨材料創新研發 

□ 15 以農業資材及微生物製品解決海洋塑膠汙染物 

金融科技 
□ 16 顧客行為特徵在金融生態圈時序與互動足跡之自動生成 

□ 17 應用金融科技創新金融服務及金融生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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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寫說明： 

一、 本案依「教育部補助大學校院產學合作培育博士級研發人才計畫作業要

點」辦理，申請計畫應提出現有博士班執行計畫，由學校徵選博士班學

生參與，並以產學合作機制於四年內完成博士學位，至多補助四年。 

二、 本計畫書內文請以標楷體或細明體、14號字撰寫，A4單面印刷，騎馬釘

裝訂，另請加註頁碼。 

三、 計畫書實質內容（不含封面、基本資料表、目錄、圖目錄、表目錄、附

錄）不得超過35頁，附錄亦請精簡扼要呈現。 

四、 學校函報公文請於111年4月29日（星期五）17:00前寄達本部（郵戳為

憑），函文同時須副本寄達社團法人中華工程教育學會產博計畫專案辦公

室（104030臺北市中山區林森北路554號7樓／公文電子交換機構名稱：

社團法人中華工程教育學會），逾時不予受理。每一計畫案須繳交一式3

份至本部，一式1份至專案辦公室，另請於線上申請系統填寫相關基本資

訊，上傳計畫書及相關附件（網址：https://iaphd.ieet.org.tw/login.aspx），

計畫書參考格式 word檔可於計畫網站相關表格下載（網址：

https://iaphd.ieet.org.tw/forms.aspx）。如有相關問題請洽專案辦公室范小姐

（e-mail：iaphd@ieet.org.tw，電話：02-25859506轉20或33，Line：

@iaphd）。 

五、 為落實產學合作之精神，帶動產業之研發能量及促進學生畢業進路，本

計畫應至少與1家企業合作，且不得為學校之附屬單位；學校並應與合作

企業或法人簽訂合作契約，並提出與合作企業進行創新研發服務之規畫。 

六、 申請案件及人數：以解決產業議題研發模式申請者，不限申請案件數及

申請人數，並依本部每年公告方式申請。 

七、 本說明未盡事宜請依「教育部補助大學校院產學合作培育博士級研發人

才計畫作業要點」規定辦理。 

 

QR code網站連結 

 

  

申請書參考格式 線上申請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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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 

申辦111學年度產學合作培育博士級研發人才計畫基本資料表 

[解決產業議題研發模式] 

申請計畫名稱  

申辦模式與名額 解決產業議題研發模式:          名（每件計畫至多2名） 

執行計畫 

博士班學生來源 

（既有博士班 

執行計畫為計畫申請

之必要條件） 

系所名稱 領域 

 

（請自行延伸表格）  

  

合作企業或法人   企業/法人名稱 

  

資本額 

（單位：萬元） 

員工數 

（請以法定聘僱之員工

為主，不含臨時工） 

（請自行延伸表格）   

   

   

計畫主持人資料     單位及職稱   姓名 電話/手機 

（倘有多位主持人，請自

行延伸表格） 

  

EMAIL： 

近年產學合作之研究成果或相關經驗： 

（本欄位若不敷使用請以附錄方式呈現，本表以不超過1頁A4為限） 

 

 

 

 

填表人資料     單位及職稱   姓名 電話/手機 

   

EMAIL： 

 

  



第 4 頁，共 14 頁 

 

目錄 

 

一、 解決產業議題研發模式 ................................................................................. 7 

(一) 計畫執行規畫： .......................................................................................... 7 

1. 產業合作研究佈局 .................................................................................. 7 

2. 產業合作研究執行 .................................................................................. 7 

3. 技術智財規畫及轉移 .............................................................................. 7 

4. 畢業生之產業連結（預期成效） .......................................................... 8 

(二) 經費需求 ...................................................................................................... 9 

二、 附錄 ............................................................................................................... 13 

(一) 各合作企業或法人之產學合作意向書 .................................................... 13 

(二) 其他相關資料 ............................................................................................ 13 

 

  



第 5 頁，共 14 頁 

 

表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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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解決產業議題研發模式 

(一) 計畫執行規畫： 

請就以下四個面向，說明本計畫之規畫及預期成效。 

1. 產業合作研究佈局 

(1) 培育目標 

請說明本計畫解決產業問題的目標及培育產業導向高階研發人才

就業力的目標。 

(2) 研究人力 

請說明參與本計畫之教授與博士生的研究能力，包括近年與本計

畫主題相關的產學合作研究成果。 

(3) 合作企業 

請說明合作企業的產業性質、規模、研究能力等。 

2. 產業合作研究執行 

(1) 研究規畫 

請說明本計畫與企業合作擬解決的產業問題及合作機制，包括擬

解決的問題、對提升產業與社會的影響、研究架構及方法、預期

研究結果、參與研究團隊人員、分工及技術溝通交流方式等。 

(2) 共同指導機制 

請說明計畫主持人與合作企業共同指導本計畫博士生的機制。 

(3) 專業能力培訓 

請說明本計畫配合培育務實型研發人才進行之課程規畫、畢業條

件、修業年限等面向之改革（與傳統學術型博士需有所區別）；

以及相關產業的法規、智財、創新創業、領導統御、國際化等項

目的培訓。 

(4) 實習機制 

請說明提供本計畫博士生實際參與企業的機制，包括時間長度及

形式，以培育其具備對商業模式的認知，強化從企業營運角度思

考及執行研究的能力等。 

3. 技術智財規畫及轉移 

說明研究成果的智財相關協議，包括授權技術之歸屬與權益、專利申

請約定、技術移轉授權等內容（檢附合作意向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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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畢業生之產業連結（預期成效） 

(1) 預期研究成果、專利申請及其與博士論文關聯性。 

(2) 預期研究成果對提升產業或社會的影響。 

(3) 畢業生至企業就業或創新創業的預期情況。 

(4) 預期達成之量化及質化指標 

請說明以下預期成效（請依實際計畫申請年度填寫，至多四年，

例如申請三年計畫者，僅需填寫三年）： 

A. 預期達成之量化及質化成效 

a. 量化成效 

 

 

 

b. 質化成效 

(a) 學校與企業知識共享及研發人才交流之成效。 

(b) 透過各種智慧財產管理之推廣，對社會及產業發展之重

要影響。 

(c) 強化外部產業資源結合，建立校內創新研發資源投入機

制。 

B. 企業合作研發成果 

第1年 第2年 第3年 第4年 

具體研發服務

績效累計達 

______元以上 

具體研發服務

績效累計達 

_____元以上 

具體研發服務

績效累計達 

______元以上 

具體研發服務

績效累計達 

_____元以上 

註：具體研發服務績效如技術移轉、產品開發、系統測試、

檢測驗證、顧問諮詢、關鍵技術或產品等之累計金額。 

C. 本案自訂特色成效（請以量化表格呈現） 

例如：與企業聯名發表的論文數、專利數或其他。 

 

 

  

第1年 第2年 第3年 第4年 

學生 名參

與計畫 

學生 名參

與計畫 

學生 名參

與計畫 

學生 名參

與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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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經費需求 

本部補助措施： 

1. 補助期程：111年8月1日至115年7月31日（111學年度至114學年度，

至多四年，可依實際申請年數調整）。 

2. 補助項目： 

(1) 博士生獎助學金：至多補助四年，每年每名學生補助新臺幣20萬元

（學校及產學合作企業或法人之總配合款不得低於本部補助經費額

度之50%，總配合款至少70%應由產學合作企業或法人出資，配合

款不限於獎助學金用途）。 

(2) 計畫執行所需費用：至多補助四年，每案每年補助新臺幣100萬元

為上限（產學合作企業或法人之配合款不得低於本部補助經費額度

之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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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填寫說明：請以四年計畫一屆學生之情況為原則編列，請分列經費需求項

目並敘明各單位出資狀況（補助經費及配合款比率需符合要點規定，獎助學金

之配合款不限於獎助學金用途，亦可用於計畫執行所需費用，經費表撰寫範例

請參考徵件簡報）。  

 

表一 

年度別 教育部補助款 

（經常門） 

學校配 

合款 

企業 

配合款 

小計 年度 

合計 

第1年 

（111年8月-112年7月） 

獎助學金      

計畫執行 

所需費用 

    

第2年 

（112年8月-113年7月） 

獎助學金      

計畫執行 

所需費用 

    

第3年 

（113年8月-114年7月） 

獎助學金      

計畫執行 

所需費用 

    

第4年 

（114年8月-115年7月） 

獎助學金      

計畫執行 

所需費用 

    

合計 獎助學金      

計畫執行 

所需費用 

    

總計      

 

備註：擬申請「計畫執行所需費用」者，本部將依審查結果擇優補助，每年補

助新臺幣100萬元為上限，至多補助四年，且該項目之企業配合款不得低於本

部補助經費額度之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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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填寫說明：請以表一之第一學年度計畫為單位填寫，請分列經費需求項目

並敘明各單位出資狀況（補助經費及配合款比率需符合要點規定）。 

 

                                                 ■申請表 

               教育部補助計畫項目經費表           □核定表 

                  

學校名稱：XXXX 計畫名稱：XXXX 

計畫期程：111年8月1日至112年7月31日（第1年） 

計畫經費總額：      元，向本部申請補(捐)助金額：       元，自籌款：      元 

擬向合作企業或法人申請補(捐)助：□無■有（依補助要點規定企業須有配合款） 

（請註明本部、合作企業或法人、學校申請補(捐)助經費之項目及金額） 

▪ 本部：＿____＿元，補(捐)助項目及金額：獎助學金__＿萬，計畫執行所需費用＿_＿萬。 

▪ XXXX（合作企業或法人名稱）：＿____＿＿元，補(捐)助項目及金額：獎助學金＿＿_萬，

計畫執行所需費用＿__＿萬，設備及投資＿＿＿萬。 

▪ XXXX大學：___________元，補(捐)助項目及金額：獎助學金__＿萬。 

補(捐)助項目 申請金額 

 

 

(元) 

核定計畫金額

(教育部填列) 

 

(元) 

核定補助金額 

(教育部填列) 

 

(元) 

說明 

獎助學金    學生_____人（本部每年每名學生補助新臺幣

20萬元） 

教師
研究
費用  

人事
費 

   1. 聘任兼任計畫主持人__人、兼任協同主持
人__人、專任行政助理__人(碩士__級__人
及學士__級__人)、兼任行政助理__人，本
計畫人員共__人。 

2. 所編費用含薪資、法定保險費用、勞退
金、年終獎金及其補充保費。 

3. 補(捐)助款不得編列加班費及應休未休特
別工資。 

4. 未依學經歷(職級)或期程聘用人員，致補
(捐)助剩餘款不得流用。 

業務
費 

   1. 出席費、稿費、講座鐘點費及工讀費、
_____、______、______等等訂有固定標
準給付對象之費用。 

2. 依國內(外)出差旅費報支要點、聘請國外
顧問、專家及學者來台工作期間支付費用
最高標準表規定之相關費用 。 

3. 辦理業務所需    、       、。 

設備
及投
資 

   1. 資訊軟硬體設備:   、       。 
2. 網站開發建置費用:   、   、  。 
3. 其他計畫設備費用:    、      。 
本項由自籌款支應。 

合  計     

表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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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請表 

               教育部補助計畫項目經費表           □核定表 

                  

學校名稱：XXXX 計畫名稱：XXXX 

計畫期程：111年8月1日至112年7月31日（第1年） 

計畫經費總額：      元，向本部申請補(捐)助金額：       元，自籌款：      元 

承辦             主(會)計       首長 

單位             單位          

教育部          教育部 
承辦人          單位主管 
 
 
 
 

補(捐)助方式：  
□全額補(捐)助 
■部分補(捐)助 
指定項目補(捐)助□是■否 

【補助比率  ％】 

 

餘款繳回方式： 
■繳回，依「教育部補助大學校院產學合作培育博士級研
發人才計畫作業要點」規定 

□依本部補(捐)助及委辦經費核撥結報作業要點辦理 

彈性經費額度: 

■無彈性經費 

□計畫金額2%，計     元(上限為2萬5,000元) 

備註： 
一、 擬申請「計畫執行所需費用」者，本部將依計畫所規劃之學程及創新研發服務、預期成效及目標等進

行審核，並依審查結果擇優補助，每年補助新臺幣 100 萬元為上限，至多補助四年，且該項目之企業
配合款不得低於本部補助經費額度之 20％。 

二、 本表適用政府機關(構)、公私立學校、特種基金及行政法人。 
三、 各計畫執行單位應事先擬訂經費支用項目，並於本表說明欄詳實敘明。 
四、 各執行單位經費動支應依中央政府各項經費支用規定、本部各計畫補(捐)助要點及本要點經費編列基

準表規定辦理。 
五、 上述中央政府經費支用規定，得逕於「行政院主計總處網站-友善經費報支專區-內審規定」查詢參

考。 
六、 非指定項目補(捐)助，說明欄位新增支用項目，得由執行單位循內部行政程序自行辦理。 

七、 同一計畫向本部及其他機關申請補(捐)助時，應於計畫項目經費申請表內，詳列向本部及其他機關申

請補助之項目及金額，如有隱匿不實或造假情事，本部應撤銷該補(捐)助案件，並收回已撥付款項。 

八、 補(捐)助計畫除依本要點第 4 點規定之情形外，以不補(捐)助人事費、加班費、內部場地使用費及行政

管理費為原則。 

九、 申請補(捐)助經費，其計畫執行涉及須依「政府機關政策文宣規劃執行注意事項」、預算法第62條之1

及其執行原則等相關規定辦理者，應明確標示其為「廣告」，且揭示贊助機關（教育部）名稱，並不

得以置入性行銷方式進行。 

 

※依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第14條第2項前段規定，公職人員或其關係人申請補助或交易行為

前，應主動據實表明身分關係。又依同法第18條第3項規定，違者處新臺幣5萬元以上50萬元

以下罰鍰，並得按次處罰。 

※申請補助者如符須表明身分者，請至本部政風處網站(https://pse.is/EYW3R)下載「公職人員

及關係人身分關係揭露表」填列，相關規定如有疑義，請洽本部各計畫主政單位或政風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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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附錄 

(一) 各合作企業或法人之產學合作意向書 

(二) 其他相關資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