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30跨世代年輕學者方案常見問答(FAQ)
序號

類別

問題

回復

A.申請資格

本方案係配合本部一般專題研究計畫公告時程公告(約每年10月底至隔年1月初)，申請人年
齡、年資認定說明如下：
一、新秀學者：計畫主持人須為國內外擔任教學、研究專任職務在5年以內或獲博士學位後5
年以內者(以申請截止日為計算基準)。
年齡以及博士學位取得年限如何認定？以申
二、優秀年輕學者：年齡在45歲以下(以2020年公告計畫為例，為1976年1月1日以後出生)，
請截止日或計畫執行起始日為準？生產可否
且具備本部專題研究計畫主持人資格者。
延長？
三、國際年輕傑出學者：年齡在45歲以下者(以2020年公告計畫為例，為1976年1月1日以後
出生)。
前項各款所列年齡或研究資歷年限，如曾生產或請育嬰假者，得依胎次再延長，每胎次延長
2年，請附相關證明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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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申請資格

一、本方案係以是否具計畫主持人資格區分，非以擔任教職區分，說明如下：
(一)申請人已具本部專題研究計畫主持人資格者，可於三類計畫擇一申請。
(二)申請時未具本部專題研究計畫主持人資格者（含申請時任職於中華民國以外國家或地區之
機構者），僅得申請「新秀學者」或「國際年輕傑出學者」。
一定要擔任教職才能申請嗎？兼任人員可否
二、計畫主持人資格，依科技部補助專題研究計畫作業要點第三點之規定，須為專任，包含助
申請？法人機構之研究人員可否申請？
理教授、助理研究員以上或相當資格之人員。
三、申請時不具本部專題研究計畫主持人資格，經審查通過者，自收到本部通知函起，應於當
年度8月1日起至次2年7月31日前取得申請機構同意聘任之證明文件並符合計畫主持人資格，始
得執行計畫，逾期未取得者視同放棄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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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申請資格

是否限制申請人國籍?

符合本方案申請人資格者均可提出申請，如為大陸籍人士，配合兩岸人民關係條例辦理。

博士班快畢業了可否申請？

應屆畢業者，得先出具徵求公告規定之臨時學歷證明文件向科技部提出申請，惟依限取得計
畫主持人資格後，申請機構應自起聘日起1個月內函送申請人之聘書、博士學位證書等文件
向科技部辦理計畫核定。

1

4

A.申請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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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申請資格

一、科技部鼓勵學者接受一系列的栽培，由申請人依各類計畫之申請資格選擇符合其內涵之
本方案三類計畫中應以哪一個為優先申請？
計畫提出申請，未有一定之計畫類別申請順序。
執行新秀學者計畫後，是否能繼續申請國際
二、倘執行新秀學者計畫後，若仍符合相關申請資格條件，可以申請國際年輕傑出學者計畫
年輕傑出學者計畫？
，審查時會整體考量。

B.申請方式

是否需先放棄正在執行的專題計畫才能申請
正在執行科技部其他計畫者，原則上可以申請本方案，惟倘所執行中的計畫有執行一件計畫
本方案？已有正在執行中的計畫是否會影響
之限制，仍須符合執行中計畫之規定，如有執行中計畫，審查時會整體納入考量。
申請本方案之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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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申請方式

如符合專題研究計畫、新進人員研究計畫之申請人資格，可依申請人之需求，同時提出申請
本方案三個計畫別擇一申請後，可否同時申 ，審查時會整體考量；另，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作業要點第二十六點第五項之規定，同一研
請專題研究計畫或新進人員計畫？
究計畫不得同時重複向科技部提出申請，違反規定者，依科技部學術倫理案件處理及審議要
點規定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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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申請方式

國外學者如何申請帳號來申請本方案？

B.申請方式

一、依科技部補助專題研究計畫作業要點第十一點第四項之規定，應於申請時檢附相關單位
核准文件，未能於申請時提交核准文件，得先提交已送審之證明文件，並於6個月內補齊核
准文件。
有些研究需要通過倫理審查，是否在申請時
二、若為以未具計畫主持人資格申請者，申請機構應自起聘日起1個月內函送研究倫理審查
要先通過？
及其他規定之相關文件向科技部辦理計畫核定，逾期未完成者，通知函失其效力。研究倫理
審查相關文件，最長得延長至起聘日起3個月內函送科技部辦理計畫核定，因情形特殊，經
本部同意者，不在此限。

5

6

9

10 B.申請方式

本方案內容是否有限制頁數或格式？

請至本部網站(https://www.most.gov.tw)進入「學術研發服務網」註冊帳號後製作各類書
表，並於本方案公告徵求後研提計畫書。

格式及頁數同專題研究計畫申請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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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類別

C.經費編列
與運用

C.經費編列
12
與運用

本方案之優秀年輕學者計畫經費規模？

回復

依申請人之計畫需求提出，審查時會整體考量。

依據科技部補助專題研究計畫研究人力約用注意事項第四點第一項規定，由執行機構綜合考
聘任國內外優秀研究助理方面，薪資是否有
量工作內容、專業技能、預期績效表現及學經歷年資等因素，自行訂定職銜及工作酬金標準
彈性？
，並覈實支給。
本方案結餘款是否必須繳回？

各研究計畫經費如有結餘者，應如數繳回；已實施校務基金制度之學校、國立社教機構作業
基金之機構及中央研究院，結餘款得免繳回。

14 D.計畫內容

可否找共同主持人或協同人員？

依本方案補助意旨為延攬及培植年輕學者，故為個人型計畫；對於計畫內可否有共同主持人
與協同人員，未特別限制。

15 D.計畫內容

新秀學者計畫之計畫內容應呈現的重點為
何？新興議題的探索是否針對特定方向？

一、新秀學者計畫係鼓勵並培植初入研究職涯且具研究潛力之新世代年輕學者勇於進行新興
議題的探索，嘗試具前瞻跳躍的各種發想，為國內學術研發領域吸引優秀人才。
二、新興議題由各領域專業認定。

16 D.計畫內容

國際年輕傑出學者之計畫內容應呈現的重點
為何？於國外機構任職是否符合「國內外已
具獨立研究資歷」？博士後研究員身分是否
符合「具有獨立研究資歷」？是否需於國際
學術界擔任職務？

一、國際年輕傑出學者計畫係支持年輕學者長期投入創新構想，引領並鏈結國際學術社群，
促進臺灣與國外學術機構交流合作，以提升研究之國際水準及學術影響力。
二、有關「國內外已具獨立研究資歷」包括國外機構任職，亦不排除博士後研究員；「國際
學術相關表現」之認定，包括國際參與、國際組織、學術職位等可提升臺灣學術競爭力的部
分，涉及學術研究的相關國際連結如發表、合作及交流等都可算入，以上均建議於計畫申請
書內敘明，審查時會整體考量。

17 D.計畫內容

如果只想爭取研究主持費及榮譽肯定，可否
可以，惟所研提計畫仍須符合各類別計畫之內涵及相關規定。
申請本方案？

18 D.計畫內容

新秀學者計畫著重於鼓勵並培植初入研究職涯且具研究潛力之新世代年輕學者勇於進行新興
本方案中的新秀學者計畫與專題研究計畫的
議題的探索，嘗試具前瞻跳躍的各種發想，此外，計畫規模亦不相同，且開放未具計畫主持
新進人員計畫之差異？
人資格者申請，審查時會整體考量。

13

C.經費編列
與運用

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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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E.國際合作

與國外合作是否需要先取得國際合作協議書 申請資料提供國際合作規劃及目前溝通進度之相關文件即可，不限制一定要提供國際機構協
或同意書？
議書或同意書。

20 E.國際合作

一、國際合作對象依計畫需求提出，如為大陸籍人士，應遵守兩岸人民關係條例相關規定。
合作對象是否有任何限制(如年齡)？可否請
二、國際合作方式不限制一定要出國，亦可邀請國外教授、團隊來臺合作，或透過其他方式
國外教授、團隊來臺合作？
與國外學術機構交流合作，提升研究之國際水準及學術影響力。

21 E.國際合作

一、「國際年輕傑出學者計畫」核心精神為建立獨立研究群，申請人應具備國內外獨立研究
「國際年輕傑出學者計畫」是否需在國際學 資歷，及建立國際團隊等國際學術相關表現，申請人如於國際學術界擔任之職務，且有助計
術界擔任什麼職務？跨國合作是否可以找共 畫之研究，可於申請時說明；倘僅為加強國際學術界合作，可申請科技部國合計畫。
同主持人？
二、可依計畫需求找共同主持人，惟共同主持人之資格需符合科技部補助專題研究計畫作業
要點第三點之規定。

F.申請機構
依科技部補助專題研究計畫作業要點第十七點第二項之規定，申請移轉至新任職機構繼續執
若計畫通過後，轉到他單位研究機構任職，
22 即(執行機
行者，應由原任職機構檢附新任職機構之聘函影本向科技部申請，經科技部同意後辦理移
研究人員與研究單位之權利關係如何改變？
構)配合事項
轉。
本方案審查係以各類別計畫內容擇優遴選，並視每年申請件數與立法院預算審查結果等情形
保有彈性。

23 G.審查方式

本方案是否有名額限制？

24 G.審查方式

不同研究領域或學門的選擇上是否影響審查 各研究領域或學門會因各年度申請情形、領域特性而有差異，審查主要係以計畫內容擇優遴
結果？
選，因此未預設或限制名額，科技部視各年度整體情形通盤考量。

25 H.計畫執行

申請多年期計畫，每年期經費是否需要重新
依據科技部補助專題研究計畫作業要點規定辦理。
審查後方能核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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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方案旨在鼓勵培養具潛力之年輕優秀學者於研究職涯初期能專注於新興議題、或跨領域研
究、或接軌國際科研計畫之科研人員，爰屬於個人型計畫。

26 H.計畫執行

本方案屬於個人型計畫還是整合型計畫？

27 H.計畫執行

執行本方案時，可否擔任其他科技部計畫之 執行本方案項下之計畫主持人可經審查後擔任其他科技部計畫之主持人、共同主持人與協同
主持人或共同主持人？可否擔任協同人員？ 人員，惟仍須符合其他計畫規定，審查時會整體考量。

28 H.計畫執行

執行新秀學者、優秀年輕學者或國際年輕傑 本方案未限制計畫主持人於計畫期間獲得國外機構補助之經費，或執行非本部計畫，但原則
出學者之計畫時，國外機構補助之經費是否 上不宜影響本計畫之執行，並請依申請書格式，於申請書中揭露相關資訊，審查時會整體考
應終止？非科技部計畫是否應終止？
量。

29 H.計畫執行

一、可依申請人之需求，同時提出專題研究計畫和優秀年輕學者計畫之申請，惟依據科技部
專題研究計畫作業要點第二十六點第五項之規定，同一研究計畫不得同時重複向科技部提出
申請。
是否需要同時申請一般專題研究計畫和本方
二、申請優秀年輕學者研究計畫者，如未獲通過，得逕轉為一般專題研究計畫申請案，並依
案之優秀年輕學者計畫？還是審查未過再轉
其規定辦理，毋需額外申請專題研究計畫。惟「新秀學者計畫」及「國際年輕傑出學者計
一般專題研究計畫？
畫」經費規模較大，如具計畫主持人資格者未通過審查，且當年度未執行科技部專題研究計
畫，得自本部通知計畫未通過之日起一個月內，調整計畫規模後，以隨到隨審方式提出當年
度專題研究計畫申請。

30 H.計畫執行

依科技部補助專題研究計畫作業要點第十點第一項第一款規定略以，申請機構新聘任人員或
現職人員，其資格符合規定且從未申請本部研究計畫者，得於起聘之日或獲博士學位之日起
申請本方案後，一般專題研究計畫一生一次 三年內以隨到隨審方式提出專題研究計畫申請，此規定係為使上開人員申請研究計畫不受科
的隨到隨審資格是否還在？
技部一般專題研究計畫徵件時程之限制，鼓勵其研究期間無空窗期，故尚未依上開規定申請
者，如先隨大批計畫申請期間申請本方案，將形成不符上開「從未」申請本部研究計畫之規
定，爰不得依該款規定以隨到隨審方式提出專題研究計畫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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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I.其他

本方案經審查未達各該類補助標準者之後續作法：
一、申請「國際年輕傑出學者」或「新秀學者」者：
「新秀學者」、「國際年輕傑出學者」及
(一)已具本部專題研究計畫主持人資格者，如當年度未執行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者，得自本
「優秀年輕學者」未通過補助標準之後續作 部通知計畫未通過之日起一個月內，調整計畫規模後，以隨到隨審方式提出當年度專題研究
法差異？
計畫申請。
(二)未具本部專題研究計畫主持人資格者，不得提一般專題研究計畫。
二、「優秀年輕學者」：得經審查轉為一般專題研究計畫申請案，並依其規定辦理。

32 I.其他

為培育年輕世代及初入研究職涯之研究學者，本方案經整合各該發展任務及計畫特點，分
優秀年輕學者計畫與過去優秀年輕學者研究 述：
計畫有何不同？另兩類(新秀學者、國際年輕 一、本方案之優秀年輕學者計畫係將現行優秀年輕學者研究計畫整合納入並持續推動。
傑出學者)計畫有何不同？
二、新秀學者計畫與國際年輕傑出學者計畫經費規模較大，且為延攬國際人才，亦開放國內
外未具計畫主持人資格者申請，計畫內涵亦不相同，詳參閱徵求公告。

33 I.其他

本方案得否提出申覆？

一、申請「優秀年輕學者計畫」經審查未達補助標準者，依本部受理申覆之公告函規定辦
理。
二、申請「新秀學者計畫」、「國際年輕傑出學者計畫」經審查未達補助標準者，不得提出
申覆。

領袖學者助攻計畫在本方案中有延續嗎？

領袖學者助攻計畫之主持人符合本方案之申請資格，歡迎研提計畫書申請。科技部針對各研
究職涯的科研人才，從青年、中堅到資深，同時依據研究成熟度，兼容人才深耕、厚實中堅
，至追求頂尖，目前已推動多項補助策略及對應的專案計畫，領袖學者助攻計畫性質屬於厚
實中堅之一環，可與科技部厚實中堅之各項計畫整合，如：卓越領航計畫、尖端科學、卓越
團隊計畫及跨領域研究計畫等，以發揮最大綜效。

34 I.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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