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部補助國際產學聯盟計畫作業要點部分規定修正對照表
修正規定
二、 本要點用詞定義如下：
(一) 申請機構（即執行機構）：
限國內公私立大專校
(院)。但得結合公立研究機
關(構)、本部捐(補)助之財
團法人學術研究機構及醫
療社團法人學術研究機構
為共同執行機構。
(二) 計畫主持人：須為申請機構
副校長以上能整合協調學
校研發團隊能量之人員，以
發揮最大效益。
(三) 國際產學聯盟（以下簡稱聯
盟）：由申請機構組織，整
合學研界研發能量，發展前
瞻技術，促進產學融合及接
軌國際為目標之團隊。

現行規定

說明
一、 現行第二款規定計畫主持
二、 本要點用詞定義如下：
人須為申請機構之「研發
(一) 申請機構（即執行機構）：
長」以上人員。考量各校推
限國內公私立大專校
動實務需求，爰修正為「副
(院)。但得結合公立研究機
關(構)、本部捐(補)助之財
校長」以上人員，以利有效
團法人學術研究機構及醫
整合協調學校研發團隊能
療社團法人學術研究機構
量，發揮最大效益，提升計
為共同執行機構。
畫執行成效。
(二) 計畫主持人：須為申請機構
二、 修正第五款，考量產業聯絡
研發長以上能整合協調學
專家為計畫推動之成功關
校研發團隊能量之人員，以
鍵因素，爰予明定執行長負
發揮最大效益。
責計畫整體之推動，賦予其
(三) 國際產學聯盟（以下簡稱聯
業務推廣之主導權。
盟）：由申請機構組織，整
合學研界研發能量，發展前 三、 其餘各款未修正。
瞻技術，促進產學融合及接
軌國際為目標之團隊。

(四) 產業聯絡中心：由申請機構 (四) 產業聯絡中心：由申請機構
設置，負責聯盟對外溝通及
設置，負責聯盟對外溝通及
合作推動事宜之單位。
合作推動事宜之單位。
(五) 產業聯絡專家:由聯盟聘用 (五) 產業聯絡專家:由聯盟聘用
具資深產業、創投等背景專
具資深產業、創投等背景專
家擔任，以促成聯盟與企業
家擔任，以促成聯盟與企業
會員間合作為任務。
會員間合作為任務，其中一
人兼任執行長，負責計畫整 (六) 國內會員:依中華民國法律
體之推動。
設立登記之獨資或合夥事
(六) 國內會員:依中華民國法律
業、公司或登記有案之財團
設立登記之獨資或合夥事
法人，加入聯盟並依規定繳
交會費者。
業、公司或登記有案之財團
法人，加入聯盟並依規定繳 (七) 國際會員:依其他國家法律
交會費者。
設立登記，以國際市場導
(七) 國際會員:依其他國家法律
設立登記，以國際市場導
向，並在兩個或兩個以上國
家從事經營活動之跨國性
企業，加入本聯盟並依規定
繳交會費者。

向，並在兩個或兩個以上國
家從事經營活動之跨國性
企業，加入本聯盟並依規定
繳交會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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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本部得補助下列項目所需費 七、 本部得補助下列項目所需費 一、 修正第一款，說明如下：
(一) 各校為推動聯盟業務，成
用：
用：
立產業聯盟中心或校外分
(一) 業務費：
(一) 業務費：
1.

研究人力費：

1.

(1) 產業聯絡專家：依申
請機構之聘任規
定，衡酌設置性質、
規模、人員屬性、民
間薪資水準及專業
人才市場供需等因
素核實支給。其中一
人兼任產業聯絡中
心執行長者，月支數
額最高新臺幣三十
萬元。

研究人力費：
(1) 產業聯絡專家：依申
請機構之聘任規
定，衡酌設置性質、
規模、人員屬性、民
間薪資水準及專業
人才市場供需等因
素核實支給。其中一
人兼任產業聯絡中
心執行長者，月支數
額最高新臺幣三十
萬元。

2.

耗材、物品、圖書及雜
2. 耗材、物品、圖書及雜
項費用：與本計畫直接
項費用：與本計畫直接
有關之其他費用等。
有關之其他費用，含辦
公空間修理、維護及車 (二) 研究設備費(僅補助服務所
輛租賃費用等。
需之設備，不補助研究性質
3. 國外學者專家來臺費
之設備)。
用：因執行計畫邀請國
(三) 國外差旅費：因執行本計畫
外或大陸地區學者專家
需要赴國外或大陸地區之
來臺所需費用。
差旅費。
(二) 研究設備費(僅補助服務所
1. 參訪差旅費：計畫內人
需之設備，不補助研究性質
員參觀訪問與計畫執行
之設備)。
有關之機構者，得申請
(三) 國外差旅費：因執行本計畫
本項經費。
需要赴國外或大陸地區之
差旅費。
1. 參訪差旅費：計畫內人
員參觀訪問與計畫執行

2.

3.

有關之機構者，得申請
本項經費。
出席國際學術會議差旅
費：計畫內人員參加國
際學術會議，得申請本

2.

出席國際學術會議差旅
費：計畫內人員參加國
際學術會議，得申請本
項經費。

3.

國際合作出國差旅費：
計畫內人員執行國際合
作需要者，得申請本項
經費。

項經費。
(四) 管理費：為申請機構配合執
國際合作出國差旅費：
行計畫所需之費用，以計畫
計畫內人員執行國際合
總經費百分之十五為上限，
作需要者，得申請本項
由申請機構統籌支用，且不
經費。
得違反政府相關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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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辦公室等，確有辦公空
間修理或維護需求，亦有
大量拜訪潛在企業會員或
相關對象之需求，為提升
效率並樽節經費，原得依
「中央政府各機關學校購
置及租賃公務車輛作業要
點」第八點規定租賃公務
車輛。惟本部補助專題研
究計畫經費處理原則第四
點規定，本部所撥科發基
金補助經費（含管理費）
不得用作建造購買或租賃
房舍車輛、房舍及傢俱之
修理維護等。爰於現行第
二目規定「耗材、物品、
圖書及雜項費用：與本計
畫直接有關之其他費用
等」，明定其他費用含辦
公空間修理、維護及車輛
租賃費用等。
(二) 考量計畫推動實務需求，
比照本部補助專題研究計
畫作業要點規定於業務費
項下，新增第三目國外學
者專家來臺費用之規範。
二、 第二款及第三款未修正。

(四) 管理費：為申請機構配合執
行計畫所需之費用，以計畫
總經費百分之十五為上
限，由申請機構統籌支用，
且不得違反政府相關規定。
十二、 計 畫 將 依 審 查 結 果 核 定 十二、 計畫將依審查結果核定
之查核點，進行期中考核計畫
之查核點，進行期中考核計
執行成效，並得於執行期間增
畫執行成效，並得於執行期
訂查核點，做為計畫考核之依
間增訂查核點，做為計畫考
據。
核之依據。
執行成效未達計畫查核點或
本計畫相關規定者，得要求
計畫申請機構限期改善，必
要時得中止計畫或要求繳回
部分經費。

執行成效未達計畫查核點或
本計畫相關規定者，得要求
計畫申請機構限期改善，必
要時得中止計畫或要求繳回
部分經費。

推動國際產學合作聯盟相關
程序文件紀錄均應完整保
存，作為定期或不定期考核
之用。

推動國際產學合作聯盟相關
程序文件紀錄均應完整保
存，作為定期或不定期考核
之用。

經核定執行之計畫，由申請
機構負責督導，並加強管考
機制。執行成效不彰或未能
配合本計畫申請、執行及管
理之各項規定者，本部得視
情節輕重終止補助、追繳補
助經費、扣減本部補助大專
校院研究獎勵措施獎勵金額
或酌予降低執行單位執行本
部補助計畫全部或一部類型
計畫之管理費補助比率。

經核定執行之計畫，由申請
機構負責督導，並加強管考
機制。執行成效不彰者，本
部得終止補助。

一、 第一項至第三項未修正。
二、 本部為利創新，鬆綁各項法
規，除授權執行單位執行
外，亦相對賦予執行單位管
理責任，爰於第四項增列未
能配合本計畫申請、執行及
管理之各項規定者之罰則。

十五、 每 年 補 助 經 費 採 里 程 碑 十五、每年補助經費採里程碑控 一、 修 正 第 一 項 第 一 款 第 二
管方式，依下列各款所定條
目，為強化計畫資源整合綜
控管方式，依下列各款所定
件分期撥付，申請機構應檢
條件分期撥付，申請機構應
效，新增計畫執行機構於申
附依補助計畫經費各期撥款
檢附依補助計畫經費各期撥
請第二期款前，完成校內相
明細表之各期款金額所開立
款明細表之各期款金額所開
關產學組織整合之規範。
之領據，及查核點執行成效 二、 其餘各款未修正。
立之領據，及查核點執行成
說明，向本部請款。
效說明，向本部請款：
(一) 首次執行本計畫者，依本部 (一) 首次執行本計畫者，依本部
計畫核定函所列比例，依下
計畫核定函所列比例分三期
列條件分三期撥付：
撥付：
1.

第一期款：於補助合約
簽訂完成後。

1.

第一期款：於補助合約
簽訂完成後。

2.

第二期款：執行滿五個

2.

第二期款：執行滿五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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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完成校內相關產學
組織整合，經費及制度
均可適用於整合單位。

月後，檢附聯盟相關配
套措施建立情形(含聯
盟會員制規劃、產業聯

檢附聯盟相關配套措施
建立情形(含聯盟會員
制規劃、產業聯絡專家

絡專家聘用資格、薪資
條件、績效考核方式、
分紅獎勵制度與解約條

聘用資格、薪資條件、
績效考核方式、分紅獎
勵制度與解約條件之規
範、會費收入收支管理

件之規範、會費收入收
支管理運用規範、產學
合作案收入提撥比例規
範)、設立產業聯絡中

運用規範、產學合作案
收入提撥比例規範)、設
立產業聯絡中心、產業
聯絡專家聘用之證明

心、產業聯絡專家聘用
之證明等，經審查同意
後。
3.

第三期: 計畫結束三個

第三期: 計畫結束三個
月前繳交進度報告。進
度報告應包含依審查結

月前繳交進度報告。進
度報告應包含依審查結
果所定查核點執行情形
(包括招募國內及國際

果所定查核點執行情形
(包括招募國內及國際
會員、會費收入、促成
產學合作案)，經審查同

等，經審查同意後。
3.

會員、會費收入、促成
意後。
產學合作案，經審查同 (二) 執行後續年度計畫者，依本
意後。
部計畫核定函所列比例分兩
期撥付：
(二) 執行後續年度計畫者，依本
部計畫核定函所列比例分兩
期撥付：

1.

第一期款：於補助合約
簽訂完成後。

1.

第一期款：於補助合約
簽訂完成後。

2.

2.

第二期款：執行滿六個
月後繳交期中報告，並

第二期款：執行滿六個
月後繳交期中報告，並
經審查同意，始得請撥
第二期款。

經審查同意，始得請撥
第二期款。
每一聯盟每年至多補助八千
萬元為原則，並依審查結果核
定經費，計畫第一期第三年補
助經費以第一年補助經費百
分之八十為原則，第二期補助
經費至多為第一期第一年補
助經費之百分之八十，逐年遞
減至百分之四十。
申請機構及計畫主持人應遵

每一聯盟每年至多補助八千
萬元為原則，並依審查結果
核定經費，計畫第一期第三
年補助經費以第一年補助經
費百分之八十為原則，第二
期補助經費至多為第一期第
一年補助經費之百分之八
十，逐年遞減至百分之四十。
申請機構及計畫主持人應遵
守相關法令規定，並盡善良
管理人之注意義務，不得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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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相關法令規定，並盡善良管
理人之注意義務，不得將補助
經費使用於核定目的外之其
他用途。
計畫結束後三個月內應依本
部相關規定辦理經費結報，補
助經費如有結餘應如數繳回。
申請機構執行計畫有關本部
補助經費之各項支出憑證，應
符合行政院訂定之政府支出
憑證處理要點，並準用本部補
助專題研究計畫經費處理原
則辦理。
本部補助經費之支用，有未依
補助用途支用或虛報、浮報之
處置，準用本部補助專題研究
計畫作業要點第二十四點及
第二十五點規定。

補助經費使用於核定目的外
之其他用途。
計畫結束後三個月內應依本
部相關規定辦理經費結報，
補助經費如有結餘應如數繳
回。
申請機構執行計畫有關本部
補助經費之各項支出憑證，
應符合行政院訂定之政府支
出憑證處理要點，並準用本
部補助專題研究計畫經費處
理原則辦理。
本部補助經費之支用，有未
依補助用途支用或虛報、浮
報之處置，準用本部補助專
題研究計畫作業要點第二十
四點及第二十五點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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