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部補助研究計畫國際合作加值(add-on)方案
(自由型/隨時受理)
申請作業須知

107/06/21

一、目的：
為鼓勵科技部（以下簡稱本部）補助研究計畫主持人在現有的研
究基礎上，引入更多、更廣泛的全球國際合作戰略夥伴，為學研
團隊邁向頂尖國際科研舞台拓增機會，開放計畫主持人得依本部
補助專題研究計畫作業要點第十七點第一項第二款規定提出『擴
充加值(add-on)國際合作研究經費』之申請，爰訂定本申請作業
須知。
二、申請資格：
我方主持人以刻正執行本部補助研究類計畫（以下簡稱「原計畫」）
之計畫主持人為限。所稱研究類計畫不限一般專題研究計畫，但
不包含規劃推動及產學合作計畫。
三、申請時間：
計畫主持人應於擬進行國際合作開始日期之 3 個月前提出申請
案，且「原計畫」執行期間至少應餘 7 個月以上(含延展計畫期
間)。
四、申請要件：
計畫主持人應至本部學術研發服務網-專題研究計畫線上申請系
統，申請「擴充加值(add-on)國際合作研究經費」
（以下簡稱擴充
加值經費），並製作下列文件後，將申請案送至申請機構彙整送
出，向本部提出申請：
(一) 系統將自動帶出計畫主持人目前執行中之研究類計畫，計畫主
持人應勾選一件與本申請案相關之「原計畫」。
(二) 依作業系統要求填列各項表格，並選擇合作國家及協議單位。
(三) 國際合作研究計畫資料表(IM01-04)，並上傳英文共同計畫書及
國外合作對象簡歷及著作目錄等。英文共同計畫書須有國外合
作對象所屬機構有權代表人或經其授權之人簽章；且合作對象
與「原計畫」已列合作對象不得為同一人。
(四) 申請人得上傳有利本申請案審查之相關附件資料；國外合作對
象已有其他非我國政府經費補助者，優先考量核給本項擴充加
值經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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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補助經費項目：
(一) 研究主持費（主動增核新臺幣 5,000 元/月）
(二) 赴國外差旅費
(三) 業務費（含邀請國外學者來台經費）
註 1. 不核定設備費、管理費及博士後研究人力
註 2. 計畫主持人每月已支領研究主持費超過新台幣 25,000 元者，本部不增
核研究主持費。

六、補助經費上限：
擴充加值經費之補助上限以不超過原計畫經費之 50%為原則。
七、審查重點：
(一) 本「擴充加值(add-on)國際合作研究」須與「原計畫」相關，
優先考量外國合作夥伴來臺合作研究、博士生及年輕科學家參
與計畫。審查重點尚包括：計畫主持人之研究表現及國際經驗、
合作團隊之能力、計畫之創新性及國際前瞻性、合作之必要性
及加值效果、雙方研究團隊之互補性、國際合作具體成效（如
共同發表國際論文、技術創新、社會經濟效益及人才培育）等
項目。
(二) 依審查結果決定是否核給擴充加值經費及其執行期限。
(三) 審查時間以 2 個月為原則，必要時，得予延長。
八、執行期限：
(一) 執行期限至少 4 個月，最長不超過原計畫執行期限。
(二) 在不增加擴充加值經費之原則下，得申請延長計畫執行期限。
九、核給次數：
(一) 單一研究計畫於同一期間獲本部核給擴充加值經費以一次為
限。如同一計畫另有不同合作對象之國際合作需求時，應於前
次擴充加值經費期程結束後，方得再次申請核給擴充加值經
費。
(二) 每位計畫主持人於各類國際合作研究計畫執行期間，僅得支領
一份因擴充加值國際合作之研究主持費。
十、報告繳交：
獲本項補助之計畫主持人於繳交「原計畫」成果報告時，應一併
繳交「擴充加值國際合作研究成果報告」，並作為日後審核本類
申請案之重要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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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ST Add-on Grant for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Application Form
Research Project from
(At least four months)

/

/

to

/

/

(dd/mm/yyyy)

1. General Information on Research Project
1.1. Research Project Title
1.1.1. Title in English:
1.1.2. Title in Mandarin:
1.2. Research field of this project: (please select using “  ” )
□ Natural Sciences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 Engineering and Technologies
□ Life Sciences
□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 Science Education
1.3. Key words:

2. Personal Information of the Taiwanese Principal Investigator (PI)
2.1. Full Name (Please write in the order: Family Name, Given Name, Middle Name)
2.1.1.

In English:

2.1.2.

In Chinese:

2.1.3.

Date of Birth:

2.2. Institution/Department:
2.3. Position:
2.4. Contact information
2.4.1. Telephone numbers
2.4.1.1. Office:
2.4.1.2.

Home/ Mobile:

2.4.1.3.

Fax Number:

2.4.2. Postal address:

2.4.3.

E-mail addresses (2 addresses if possi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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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I confirm that the information given here is accurate to the best of my knowledge. The
[International] PI and I agree to notify MOST promptly of any changes which we become aware
of that if made, might significantly affect the grant..

Signature (PI): _____________________

_

Signature (Director of Institution): ______________________

Date: __________________
Date: __________________

Please replace [International] with your partner’s nationality.
3. Personal information of the [International] Principal Investigator (PI)
3.1. Full Name (Please write in the order: Family Name, Given Name)
3.1.1. In English:
3.1.2. In PI’s language:
3.1.3. Date of Birth:
3.2. Institution/Department:
3.3. Position:
3.4. Contact information
3.4.1. Telephone numbers
3.4.1.1. Office:
3.4.1.2.

Home/ Mobile:

3.4.1.3.

Fax Number:

3.4.2. Postal address:

3.4.3. E-mail addresses (2 addresses if possible):

3.5. I confirm that the information given here is accurate to the best of my knowledge. The
Taiwanese PI and I agree to notify MOST promptly of any changes which we become aware of
that if made, might significantly affect the grant.

Signature (PI): _____________________

_

Signature (Director of Institution): ______________________

Date: __________________
Date: __________________

Please replace [International] with your partner’s nation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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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Information on the Taiwanese Research Team
List “Staff Type” in the following order: PI, collaborating PI (co-PI), assistant investigator, and
postdoctoral research fellow.
Staff

Institution/
Name

Type

Percentage of
Position

Role in Project

Department

Efforts*

＊

Percent of effort is defined as the percentage of weekly work hours devoted to this project. For
example, 50% means this individual will devote half of his/her working hours each week to this
research project.

5. Information on the [International] Research Team
List “Staff Type” in the following order: PI, collaborating PI (co-PI), assistant investigator, and
postdoctoral research fellow.
Staff

Institution/
Name

Ty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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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Mutual Study Visit
6.1. Visit by [International] Researchers
Visitor’s Name
Duration

Position
From

/

/

To

/

/

(dd/mm/yyyy)

Tasks
Visit location
Visitor’s Name
Duration

Position
From

/

/

To

/

/

(dd/mm/yyyy)

Tasks
Visit location
Visitor’s Name
Duration

Position
From

/

/

To

/

/

(dd/mm/yyyy)

Tasks
Visit location
Visitor’s Name
Duration

Position
From

/

/

To

/

/

(dd/mm/yyyy)

Tasks
Visit location

6.2. Visit by Taiwanese Researchers
Visitor’s Name
Duration

Position
From

/

/

To

/

/

(dd/mm/yyyy)

Tasks
Visit location
Visitor’s Name
Duration

Position
From

/

/

Tasks
Visit lo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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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

/

(dd/mm/yyyy)

7. Research Proposal:
(maximum six pages).

7.1 Aims
7.2 Background and significance
7.3 Method of research
7.4 Experimental plan
7.5 Expected results
7.6 Potential benefits and impa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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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加值國際合作研究經費申請
計

畫

主

持

人

聲

本研究計畫申請補助之內容（申請條碼編號：

明

書
）：

本人之外國合作對象及其所屬研究單位主管，均已知悉本案，並於
英文共同申請書簽名確認；本人與此外國合作對象之國際合作研
究，並未向貴部申請獲得重複補助；本人若有重複支領科技部補助
國際合作主持費情事，將自行繳回溢領金額；如有不實情事，本人
願負一切責任。特此聲明，以玆為憑。
此致
科技部
計畫主持人：

科技部補助研究計畫加值國際合作成果報告
日期：

計畫編號

MOST

計畫名稱

中文：

－

－

－

－

年

月

－

英文：
計畫主持
人 姓名
外國合作
對象姓名
合作研究
期間
合作研究
性質

服務機構
及職稱
服務機構
及職稱
年 月 日至
合作國家
年 月 日
□分工收集研究資料
□共同執行理論建立模式並驗証
□元件或產品分工研發
□其他 (請填寫) _______

□交換分析實驗或調查結果
□共同執行歸納與比較分析

一、 執行國際合作研究過程
二、 主要研究成果
三、 雙邊研究人員交流成果
(一) 外國學者來台研究：
學者姓名
國籍
來訪目的
(可複選)

（可複數）

服務機構
及職稱
來臺時間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技術指導 □實驗設備設立 □計畫諮詢/顧問 □學術演講
□國際會議主講員 □其他

成果說明

1

日

(二) 台灣博士生或博士後赴國外：
姓

名

（可複數）

前往國家
出國目的
(可複選)

服務機構
及職稱
出國時間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短期研習 □發表會議論文 □出席國際會議 □參訪
□其他

成果說明

(三) 外國博士生或博士後來台：
姓

名

國

籍

來台目的
(可複選)

（可複數）

服務機構
及職稱
來臺時間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短期研習 □發表會議論文 □出席雙邊會議 □參訪
□其他

成果說明

四、 本項加值國際合作對原專題計畫產生之影響及貢獻
五、 國際合作具體成效（如共同發表論文、技術創新、社會經濟效益及人才培育等）
六、 建議
七、 其他

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