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表常申請徵求案 :相關徵求申請案

徵求或

公告月份
徵求主題 1月 2月 3月 4月 5月 6月 7月 8月 9月

10

月

11

月

12

月
1月 2月 3月 公告單位(學術司) 備註

1 新興科技創新營運模式研究中心設立與維運計畫 人文司

1 東協及南亞人文社會科學研究計畫 人文司

1 穿戴式裝置應用研發專案計畫 工程司

1 資安前瞻創新研發專案計畫 工程司

1 人文及社會科學標竿計畫 人文司

2 延攬研究學者暨執行專題研究計畫 綜合規劃司

3 科普資源整合運用推廣計畫 科教處

3 智慧輔助科技研究（兩岸共同研究）專案計畫 工程司

3 歐盟Horizon 2020先期規劃計畫 科國司 國合計畫

3
科技部與捷克科學基金會公開徵求104年度雙邊共

同研究計畫
科國司 國合雙邊計畫(捷)

3 新媒體科普傳播實作計畫 綜合規劃司

3 學術攻頂研究計畫 綜合規劃司

3 曜星研究計畫 綜合規劃司

4 歐盟H2020先期規劃計畫 科國司

4 新興科技媒體中心設立與維運計畫 綜合規劃司

4 新型態產學研鏈結計畫 產學司

4 身心障礙輔助科技技術發展研究 工程司

4 貴重儀器共同使用服務計畫 自然司

4

「多元族群研究與原住民部落與社會發展研究」、

「全球架構下的臺灣發展：典範與挑戰」及「心智

科學腦影像研究」等3項專題研究計畫

人文司

5 補助延攬人文及社會科學類博士後研究人員 人文司

5 人文創新與社會實踐計畫 人文司

5
開發型（第3期）及應用型（第2期）產學合作研究

計畫
產學司

5 貴重儀器共同使用服務計畫 自然司

5
科技部與俄羅斯人文科學基金會（RFH）公開徵求

2015年雙邊共同合作研究計畫
科國司 國合雙邊計畫(俄)

5 原子能科技學術合作研究計畫 工程司

6
科技部與德國學術交流總署（DAAD）公開徵求雙邊

協議下人員交流（PPP）計畫
科國司 國合雙邊計畫(德)

6 全國性學術團體辦理學術推廣業務計畫 綜合規劃司

6
科技部與俄羅斯科學院遠東分院（FEBRAS）公開徵

求2015年雙邊共同合作研究計畫
科國司 國合雙邊計畫(俄)

科技部徵求計畫主題與受理時程表(請以科技部公告為準)

        



徵求或

公告月份
徵求主題 1月 2月 3月 4月 5月 6月 7月 8月 9月

10

月

11

月

12

月
1月 2月 3月 公告單位(學術司) 備註

8 歐盟H2020先期規劃計畫 科國司

8 跨領域整合型研究計畫

9 東協及南亞國家科研活動及展望研究計畫 前瞻司

9 神經科學研究計畫 生科司

10 創造價值的科技研發試辦計畫─人口高齡化議題 前瞻司

10 學者提昇國際影響力 科國司 國合雙邊計畫

10 補助延攬人文及社會科學類博士後研究人員 人文司

10 人文及社會科學研究圖書計畫 人文司

10 科普活動計畫 科國司

11
「人文行遠專書寫作計畫」及「數位人文主題研究

計畫」
人文司

11 政府巨量資料應用先期研究計畫 自然司

11 人文及社會科學經典譯注研究計畫 人文司

11 專題研究計畫(大批研究計畫申請) 綜合規劃司

11 優秀年輕學者研究計畫 綜合規劃司

11 百人拓荒計畫 綜合規劃司

11 人文學及社會科學學術性專書寫作計畫 人文司

11 特約研究計畫 綜合規劃司

11
先導型、開發型（第2期）及應用型（第1期）產學

合作研究計畫
產學司

11 性別與科技研究計畫 科國司

11 科教新南向跨國研究計畫 科國司

12 雲端計算與資訊安全技術研發專案計畫 工程司

12 前瞻技術產學合作計畫（產學大聯盟） 產學司

12 科研能量巨量資料應用研究專案計畫 科國司

12 大專學生研究計畫 綜合規劃司

12 第二期能源國家型科技計畫（NEP-II） 工程司

12 臺英(MOST-BA)人文社會科學合作人員交流計畫 科國司 國合雙邊計畫(英)

1 台越雙邊共同合作研究計畫及研討會 科國司 國合雙邊計畫(越)

2 「災害防救應用科技方案」研究計畫第二次徵求公告 自然司

2 自由型卓越學研試辦計畫 綜合規劃司

2 「國家理論科學研究中心」第四階段運作計畫 自然司

3
臺俄（RFBR）雙邊共同合作研究計畫（一般型與目標導向

型計畫）
科國司

3
科技部與俄羅斯基礎研究基金會（RFBR）公開徵求2015年

雙邊共同合作研究計畫(一般型研究計畫)
科國司 國合雙邊計畫(俄)

        



徵求或

公告月份
徵求主題 1月 2月 3月 4月 5月 6月 7月 8月 9月

10

月

11

月

12

月
1月 2月 3月 公告單位(學術司) 備註

3
科技部與俄羅斯基礎研究基金會（RFBR）公開徵求2015年

雙邊共同合作研究計畫(目標導向型計畫)
科國司 國合雙邊計畫(俄)

3
科技部與斯洛伐克科學院（SAS）公開徵求104年度雙邊共

同研究計畫
科國司 國合雙邊計畫(斯)

4 設計銀髮族專屬資通訊設備 工程司

4 台灣(MOST)與南韓(NRF)共同合作專題研究計畫 科國司 國合雙邊計畫(韓)

4 科普產品製播推廣產學合作計畫 科國司

5 全國性學術團體辦理學術推廣業務計畫 綜合規劃司

5 科技部與中歐國家科學院國際合作人員交流計畫（PPP） 科國司 國合雙邊計畫(歐)

5 臺俄（RFH）雙邊共同合作研究計畫 科國司

5 永續科學整合評估機制與能力建構研究計畫書 自然司

5 人文及社會科學領域學者國內訪問研究計畫 人文司

6
科技部與俄羅斯科學院西伯利亞分院（SBRAS）公開徵求

2015年雙邊共同合作研究計畫
科國司 國合雙邊計畫(俄)

6
臺俄（MOST-SB RAS俄羅斯科學院西伯利亞分院）雙邊共同

合作研究計畫
科國司

6  「地震」、「 豪雨與颱風」延續合作研究計畫 自然司

6 能源科技學術合作研究計畫 科國司

6 歐盟奈米材料研究計畫 科國司

6 台英（MOST-RS）雙邊科技合作人員交流計畫 科國司 國合雙邊計畫(英)

7
2014年臺灣與英國在生命科學領域之國際

夥伴關係建立暨交流計畫(International Partnering
科國司 國合雙邊計畫(英)

7 南部生技醫療器材產業聚落發展計畫
南部生技醫療器材產業聚落發展

計畫計畫辦公室

7 第二期能源國家型科技計畫（NEP-II） 工程司

7 台法（MOST-INRIA）聯合團隊人員交流計畫 科國司 國合雙邊計畫(法)

7 國防科技學術合作研究計畫 工程司

7 兩岸 生物多樣性 延續合作研究計畫 生科司

7
與美國NSF 國際研究和教育合作夥伴計畫 (Partnerships

for International Research and Education, PIRE)
科國司 國合雙邊計畫(美)

8 跨領域整合型研究計畫 自然司

8 產學技術聯盟合作計畫 工程司

8
科技部與日本科學技術振興機構(MOST/JST)雙邊共同合作

研究計畫
科國司 國合雙邊計畫(日)

8 臺菲（律賓）雙邊科技合作計畫書 科國司 國合雙邊計畫(菲)

9 台印(度)雙邊科技合作計畫書 科國司 國合雙邊計畫(印)

10 臺奧（MOST-FWF）雙邊研討會及研究計畫 科國司 國合雙邊計畫(奧)

10 尖端晶體材料開發及製作計畫徵求 自然司

11 私立大學校院發展研發特色專案計畫 綜合規劃司

11 任務導向型團隊赴國外研習計畫 科國司

12 開放軟體研發專案計畫 工程司

12 智慧電子國家型科技計畫(NPIE Program)研究計畫書 工程司

12 奈米科技創新應用主軸計畫 自然司

12 水下載具應用技術先期研發專案計畫 工程司

12 科普活動計畫 科國司

12
台灣與以色列(MOST-Taiwan/MOST-IL)雙邊共同合作研究計

畫
科國司 國合雙邊計畫(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