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關國家提供 International Call for Projects 參用資訊簡表：
2021/09/28
製表
科技部科教國合司 蒐集提供

●美洲
國 國外主辦機

徵求計畫案名稱（英文）

申請人資格

家 構名稱（英

補助研究計畫

每年補助項目及金

期程

額（美元）

受理申請期間

說明：
請於勾選

文）
2022/10/29 止。 1.為定期徵求案

美 NIH, Fogarty

Planning Grant for Global Infectious Disease

Non-domestic

The maximum

Application budgets

國 International

Research Training Program (D71 - Clinical

(non-U.S.) Entities

project period is

are limited to

2.為不定期徵求

Trials Not Allowed) (PAR-19-362)

(Foreign Institutions)

2 years.

$100,000 (total

案

參考網址：

are eligible to apply.

Center

direct costs) per
year.

https://grants.nih.gov/grants/guide/pa-files/PAR19-362.html
International Research Training Planning Grant
美 NIH, Fogarty

Chronic, Non-Communicable Diseases and

Non-domestic

The maximum

Application budgets

國 International

Disorders Across the Lifespan: Fogarty

(non-U.S.) Entities

project period is

are limited to

2.為不定期徵求

Center

International Research Training Award

(Foreign Institutions)

up to 5 years.

$230,000 per year

案

(NCD-LIFESPAN) (D43 Clinical Trial

are eligible to apply.

for new awards and

Optional) (PAR-21-230)

$250,000 per year

https://grants.nih.gov/grants/guide/pa-files/PAR-

for renewal awards

21-230.html International Research Training

(total direct costs).

Grants
1

2022/07/13 止。 1.為定期徵求案

美 National

Pioneer SCA3/MJD Translational Research

國 Ataxia

Award

Foundation

2022/03/01-

無國籍限制。

1 年$100,000 美元。 LOI 至

1. 為定期徵求案

2021/10/05 止。 2. 為不定期徵求

2023/02/28。

https://www.ataxia.org/researcher-resources/#sp

獲邀申請至

nResearchGrants

2021/11/02 止。

案

https://www.ataxia.org/wp-content/uploads/2021
/07/FY-2022-Pioneer-SCA-Translational-Resear
ch-Award-Instructions-FE.pdf
美 National

Post Doctoral Fellowship

國 Ataxia

https://www.ataxia.org/researcher-resources/#sp

Foundation

2022/03/01-

無國籍限制。

1 年$35,000 美元。

LOI 至

1. 為定期徵求案

2021/10/05 止。 2. 為不定期徵求

2023/02/28。

nResearchGrants

獲邀申請至

https://www.ataxia.org/wp-content/uploads/2021

2021/11/02 止。

案

/07/FY-2022-Post-Doc-Fellowship-award-Instru
ctions-F.E.T.P.pdf
加 Natural

Alliance Grants

由加國研究計畫主持

拿 Sciences and

聯盟獎助計畫

人，將申請加入的國

大 Engineering

https://www.nserc-crsng.gc.ca/Innovate-Innover/

際學者或組織合作夥

Research

alliance-alliance/research_topics-sujets_de_rech

伴列入建議書。

Council

erche_eng.asp

1 到 5 年計畫。

‐ 20 萬至 100 萬加

Open

1.不定期徵求案
2.為不定期徵求

幣。
‐ 指定合作單位分攤

案

經費。
‐ 國際研究人員需

(NSERC)

有相對應自備經
費。
‐ 支持傑 出的 早期研 期程 2 年。

加 CIFAR

2022-2024 Azrieli Global Scholars

拿

全球學者計畫

究人員，有資金以及

期 2 年，由頂尖研 open on

大

https://www.cifar.ca/next-gen/global-scholars

指導全 球網 絡和專

究領導學者組成

2021/09 for

業技能開發的能力。

全球性跨學科網

2022-2024.

絡。

Contact us

‐ CIFAR 研究計畫為 Applications

Program detail

‐ 開放國際學者申請。

https://cifar.ca/wp-content/uploads/2021/08/Glo

‐ 具博士學位（或同等

‐ 100,000 加幣補助

學歷），並於高教或

研究（無限制領

balScholar_ProgramOverview_F.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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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lobal.scholar
s@cifar.ca)

1.為定期徵求案
2.為不定期徵求
案

研究機構僅具 5 年

域）。

內全職工作經驗。

‐ 將有資深研究人員

‐ 研究主 旨必 須符合

with any
questions.

指導。

CIFAR 研究計畫主

‐ 與 CIFAR 補助之

題和目標。

不同學科研究人員

‐ 博士後 研究 員不得

交流、合作並形成

申請。

社群。
‐ 提供專業領導和溝
通技巧培訓，支持
研究學者將技能付
諸實踐。
最高金額為 200 萬

2020/02/21-

1.不定期徵求案

立營運之營利和非

加幣，並有可能擴

2022/03/31

2.為不定期徵求

https://asc-csa.gc.ca/eng/funding-programs/fundi

營利性機構。

大至 400 萬加幣。

ng-opportunities/ao/2020-leap-technology-devel

‐ 學術機構除外。

opment.asp#3.1

‐ 多方合作人要共同

加 Canadian

Lunar Exploration Accelerator Program (LEAP)

拿 Space

Technology development

大 Agency
(CSA)

‐ 僅限於在加拿大成

18 個月。

案

承擔經費。
合作夥伴參與之補

每年 4 次，截

1.為定期徵求案

教育機構； 非營利

助金為 7,000 至

止日期分別

2.為不定期徵求

nt/programs-programmes/partnership_engage_gr

機構、慈善基金會、

25,000 加幣。

為：03/15、

案

Research

ants-subventions_d_engagement_partenarial-eng

智庫或省、市、地區

06/15、09/15、

Council

.aspx

政府。

12/15。

加 Social

Partnership Engage Grants

拿 Sciences and

https://www.sshrc-crsh.gc.ca/funding-financeme

大 Humanities

(SSHRC)

‐ 加拿大：合格的高等 1 年。

‐ 國際： 高等 教育機
構。

加 National

Challenge Program

拿 Research

https://nrc.canada.ca/en/research-development/re

大 Council

search-collaboration/programs/challenge-progra

‐ 以任務 為導 向的跨 1 年。
最長可達 7

企業計畫。

‐ 加 拿 大 和 國 際 大 年。
3

經費將幫助支付學 Open

1.不定期徵求案

術機構研究費用，

2.為不定期徵求

並支援中小型企業

案

(NRC)

ms
https://nrc.canada.ca/en/research-development/re
search-collaboration/programs/expression-intere
st-challenge-program-collaboration

學、學院、非營利機

(SMEs)以及其他與

構、政府研究機構以

NRC 合作機構。

及高度創新公司。
‐ Challenge

Program

包含 9 項計畫，目前
開放國 際學 者彙整
如下列。
經費將幫助支付學 開放提出合作

1.不定期徵求案

學、學院、非營利機 最長可達 7

術機構研究費用， 興趣。

2.為不定期徵求

構、政府研究機構以 年。

並支援中小型企業

案

https://nrc.canada.ca/en/research-development/re

及高度創新公司。

(SMEs)以及其他與

search-collaboration/programs/artificial-intellige

‐ 有意將 AI 應用於科

加 National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for Design Challenge

拿 Research

Program

大 Council

-

(NRC)

AI 的設計挑戰計畫

nce-design-challenge-program

‐ 加拿大和國際大

1 年。

NRC 合作機構。

學發展。
‐ 重點領域、項目和團
隊。
‐ AI-assisted design
of photonic
components
‐ AI for design of
biological systems.
‐ Deep material
science.
‐ Core AI for design.
補助費用由 NRC 國 Open

1.不定期徵求案

學、學院、非營利機 最長可達 7

家計畫辦公室提

2.為不定期徵求

高吞吐量和安全網絡挑戰計畫

構、政府研究機構以 年。

供。

案

https://nrc.canada.ca/en/research-development/re

及高度創新公司。

加 National

High-throughput and Secure Networks

拿 Research

Challenge program

大 Council
(NRC)

‐ 加拿大和國際大

4

1 年。

search-collaboration/programs/high-throughputsecure-networks-challenge-program

‐ 重點領域
‐ optical satellite
communications.
‐ quantum and
cybersecurity.
‐ photonics for fiber
and fixed wireless.
‐ network metrology
and timing.

加 National

Aging in Place Challenge Program

加拿大與國際學術

補助費用由 NRC 國 Open

1.不定期徵求案

拿 Research

https://nrc.canada.ca/en/research-development/re

界、業界、政府和其

家計畫辦公室提

2.為不定期徵求

大 Council

search-collaboration/programs/aging-place-chall

他利益相關者，聚焦

供。

案

enge-program

安全、健康、互動、

可能包含合作研發

標準化等 4 項議題。

基礎研究所需設

(NRC)

備。
1.不定期徵求案

Disruptive Technology Solutions for Cell and

拿 Research

Gene Therapy Challenge Program

興趣，專業知識，專

的國家計畫辦公室

2.為不定期徵求

大 Council

https://nrc.canada.ca/en/research-development/re

門能力或技術的合

提供。

案

search-collaboration/programs/disruptive-techno

作者，這些合作者具

- 合作補助費用包

logy-solutions-cell-gene-therapy-challenge-prog

有加速和轉化細胞

括合作的研究費

ram

和基因療法方法創

用。

(NRC)

‐ 正在尋求具有研究

新的潛力。
‐ 6 項議題相互聯繫的
研究領域都在尋求
互補的專業知識和
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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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助費用由 NRC

Open

加 National

- 補助費用由 NRC

Open

1.不定期徵求案

加 National

Internet of Things: Quantum Sensors Challenge

拿 Research

Program

共，非營利和私營部

的國家計畫辦公室

2.為不定期徵求

大 Council

https://nrc.canada.ca/en/research-development/re

門以及原住民社區

提供。

案

search-collaboration/programs/internet-things-q

和組織的研究人員

- 可能包含合作研

uantum-sensors-challenge-program

對與該計畫合作的

發基礎研究所需設

Areas of focus:

興趣。

備。

(NRC)

‐ Quantum photonics

‐ 邀請來自學術，公

‐ 目前正尋找在環

‐ Chip-based quantum systems

境，醫療保健以及國

‐ Quantum metrology

防和安全應用領域
具有量子傳感研究
專業知識的合作者。
補助費用由 NRC 的 Open

1.不定期徵求案

學、學 院、 卓越中 最長可達 7

國家計畫辦公室提

2.為不定期徵求

https://nrc.canada.ca/en/research-development/re

心、非營利組織、政 年。

供。

案

search-collaboration/programs/materials-clean-f

府研究 組織 和有興

uels-challenge-program

趣將 MCF 應用於

加 National

Materials for Clean Fuels Challenge Program

拿 Research

清潔燃料材料的挑戰計畫

大 Council
(NRC)

‐ 加 拿 大 和 國 際 大 1 年。

科學發 現和 開發的
高度創 新公 司將有
機會參與其中。
‐ 重點領域
‐ Carbon dioxide
conversion.
‐ Industrial-scale
hydrogen
production.
‐ AI-accelerated
materials discove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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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為定期徵求案

Genetics in

Deadline:

2.為不定期徵求

見病聯合計畫 2021

partnership with

2021/06/15.

案

跨國合作。

the European Joint

Team Grant : E-Rare-5 Joint Transnational Call

‐ CIHR 遺傳學研究所

拿

https://www.researchnet-recherchenet.ca/rnr16/v

(CIHR-IG)與歐洲罕

大

wOpprtntyDtls.do?prog=3405&view=search&te
rms=International&org=CIHR&type=EXACT&
resultCount=25&next=1

1 到 3 年計畫。 CIHR Institute of

Registration

加 CIHR

Programme on Rare

Application

持申請人加入國際

Diseases 2021

Deadline:

學者或組織合作夥

Transnational Call

2021/12/22.

伴列入建議書。

Partners.

‐ 由加國研究計畫主

每筆補助金的最高
金額為每年 100,000
加幣，最多 3 年。
6 個月至 1 年。 雙邊企業將提供碩 Open

加 Mitacs

Mitacs Accelerate International

拿

Mitacs

生、大學和企業合作

士、博士及博士後

2.為不定期徵求

大

https://www.mitacs.ca/en/programs/accelerate/m

夥伴之雙邊研究合

研究生最高 1.5 萬

案

itacs-accelerate-international

作。

加幣獎學金，至兩

‐ 加拿大和國際實習

‐ 我國成大國際產學

國大學研究單位交

聯盟為合作對象。

換研究或與企業產
學合作，將研究科
技轉化為產業發展
能量，促成兩國企
業創新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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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為定期徵求案

●歐洲
國

國外主辦機構

徵求計畫案

申請人資格

補助研究計畫期程

每年補助項目及金額

受理申請期間

家

名稱（英文）

名稱（英文）

德

福斯汽車

Lichtenberg Endowed

Eligible for funding are

Runtime of the

Type of funding:

國

基金會

Professorships

highly qualified researchers

professorship: at

professorship.

2.為不定期徵求

VolkswagenStif-t

https://www.volkswagenstiftu

of all disciplines and

least 5 years.

補助類型

案

ung

ng.de/en/funding/our-funding-

nationalities who, together

教授職位期間：

教授職位。

portfolio-at-a-glance/lichtenbe

with the target university in

至少5年。

In total, each

rg-endowed-professorships

Germany, are in

professorship will be

international comparison

endowed with at least

among the leaders in their

five million euro as

respective fields of research.

endowment capital:

能在國際上與該研究領域

The Volkswagen

中領導者齊名，並與德國的

Foundation and, if

目標大學合作之各學科領

applicable, one of the

域、國籍的優秀研究人員。

Stifterverband’s

The main target groups of

affiliated foundations

this funding initiative are

each enter into a

academics (associate (W2)

commitment for a

or full (W3) Professor level),

starting capital of one

and in particular returnees or

million euro per

applicants from abroad.

professorship. Another

補助計畫之主要目標群體

three million euro

為學者（副教授 W2或正教

must be guaranteed by

授 W3）
，特別是自海外返

the host university

德或來自國外之申請人。

through fundraising.

（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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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請於勾選

可隨時提出。

1.為定期徵求案

The application has to be

每個教授職位將獲得

submitted jointly by the

至少500萬歐元捐贈

university (senior university
management and office of

資金

the dean or similar) and the

福斯汽車基金會以及

candidate.

捐助者協會

申請須由德國大學（大學領

(Stifterverband)下的

導階層及院長辦公室或相

基金會，將提供每位

似位階）及申請人共同提

教授100萬歐元的啟

出。

動資金。德國大學須
透過募款來保證其他
的300萬歐元。
1.為定期徵求案

德

宏博基金會

Humboldt Research

外國學者；優於平均水準； 6至18個月。

每月獎助金3,170歐

國

AvH, Alexander

Fellowship for Experienced

具12年內取得之博士學位；

元（已含人員交流及

2.為不定期徵求

von

Researchers

現任助理教授或初級研究

保費）；國際旅費

案

Humboldt-Stiftu

https://www.humboldt-foundat

團隊主持人或有數年獨立

1,275 – 2,100歐元（視

ng

ion.de/web/humboldt-fellowsh

學術工作之紀錄。

停留長短）
；

/Foundation

ip-experienced.html

可隨時提出。

接待方研究費：每月
800歐元）
（自然工程）
或每月500歐元（人文
社會）。

德

宏博基金會

Humboldt Research Award

外國學者，經由德國知名學 授予後12個月。

國

AvH,

https://www.humboldt-foundat

者提名。

Alexander von

ion.de/web/humboldt-award.ht

Humboldt-

ml

60,000歐元。

可隨時提出。

1.為定期徵求案
2.為不定期徵求
案

Stiftung
Found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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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項為20,000瑞士法 2021/09/30前提

1.為定期徵求案

awarded to scholars who

郎（約21,280美元） 出。

2.為不定期徵求

have produced outstanding

及金牌1枚。

案

瑞

瑞士化學學會

Paracelsus Prize

The Paracelsus Prize is

士

Swiss Chemical

https://scg.ch/component/page

Society (SCS)

/paracelsus

未指定期程。

scientific research in the
field of chemistry at an
international level.
頒予在國際上，在化學領域
具有傑出科學研究的學者。
Winners are chosen
irrespective of nationality.
SCS membership is not a
requirement. Age plays no
role in the selection process.
There are no restrictions
regarding the professional
status of candidates.
Nominations are invited
from organizations and
individuals.
Self-nominations are not
admitted.
獲獎者的選拔不分國籍；無
需具備瑞士化學學會成員
身份；選拔過程中不考量年
齡；候選人之專業地位無任
何限制。由組織及個人提
名，不接受自我提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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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12/31日前提

瑞

瑞士心臟基金

Research Prize of the Swiss

The Research Prize is

The prize will be

獎金為20,000瑞士法

士

會

Heart Foundation

awarded for one or several

awarded at a special

郎（約21,640美元）
。 出。

Swiss Heart

https://www.swissheart.ch/de/f

outstanding publications /

event in spring of

Foundation

orschung/fuer-forschende/bew

accepted manuscripts of

the year following

erbung-forschungspreis.html

scientific research in the

submission of the

field of prevention,

application. The

diagnosis and/or treatment

prize winner will be

of cardiovascular diseases.

requested to provide

Swiss researchers or

a review article

research teams working in

summarizing his

Switzerland or abroad as

work to be

well as foreign researchers

published in

working in Switzerland are

Cardiovascular

entitled to participate. The

Medicine, official

age limit is 45 years at the

journal of the Swiss

time of application. Previous

Society of

prize winners are not

Cardiology.

eligible for the prize. In

該獎項將在提交申

addition, scientific

請後第二年春季舉

publications, which have

行的特別活動中頒

already been awarded or

發。獲獎者將被要

elected for another prize, are

求提供一篇評論文

not eligible.

章，總結他的工

研究獎頒予在心血管疾病

作，且將發表在瑞

預防、診斷及/或治療領域

士心臟病學會的官

的一項或多項優秀出版

方期刊「心血管醫

物、被接受的科學研究稿

學」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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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為定期徵求案
2.為不定期徵求
案

件。
在瑞士或國外工作的瑞士
研究人員或研究團隊，以及
在瑞士工作的外國研究人
員，皆有資格參加。年齡上
限為申請時45歲。先前獲獎
者無資格獲得本獎項。另科
學出版物已獲得或當選為
其他獎項者，則不符合資
格。
英

英國藝術暨人

Research Networking

國

文研委會 (Arts

https://ahrc.ukri.org/funding/a

and Humanities

pply-for-funding/current-oppo

Research

rtunities/researchnetworking/

Council, AHRC)

‐ 符合資格的研究機構之計

最多2年。

1.為定期徵求案

項目

全年可隨時申

畫主持人均可提案申請；

該計畫將補助計畫主

請，無截止期限。 2.為不定期徵求

‐ 申請案須由符合條件之研

持人和共同主持人在

AHRC 的目標是

究機構提交，但必須與至

監督和提供活動所投

在申請人提案後5

少一個其他組織（機構）

入及花費的時間、建

個月內通知結果。

合作，且對英國具有明顯

立和協調活動所衍生

計畫案之預計起

助益之影響；

的費用（例如協調員

始日必須至少從

之薪資）及相關間接

提交之日起6個

計畫主持人，允許國際共

和財產成本(Indirect

月。

同主持人(international

and Estates costs)，但

co-investigators)參與。

間接和財產成本不適

‐ 提案中只能包括一名共同

用於任何國際共同主
持人。
金額
- 申請人可以全部經
濟成本(fEC)申請最
多兩年30,000英鎊之
12

案

補助。
- 另額外提供上限
15,000英鎊之補助，
用於支付任何國際活
動或相關參與者之費
用。英國境內所衍生
的費用必須列在最初
的30,000英鎊補助項
下。
英

英國工程暨物

Networks - EPSRC funding

國

理科學研究委

for International collaboration

員會 The

項目：

全年可隨時申

1.為定期徵求案

員。旨在補助英國當地之

可用於支助研討會

請，隨到隨審。

2.為不定期徵求

https://epsrc.ukri.org/funding/a

活動透過 Networks 來鏈

(workshops)、訪問

Engineering and

pplicationprocess/routes/intern

結研究機構和產業組織

(visits)、旅費(travel)

Physical Science

ational/

（通常為跨學科/領域），

和兼職協作員

Research

藉以發展新的或強化現

(part-time

Council

有合作；

coordinators)。

(EPSRC)

‐ 獲 EPSRC 補助之研究人

案

‐ 可含括海外合作夥伴
(overseas partners)。

英

The Leverhulme

Research Project Grants

國

Trust 基金會

https://www.leverhulme.ac.uk/
research-project-grants

項目

全年均可申請

1.為定期徵求案

須負責監管補助款，其受

可用於研究人員費用

研究綱要之提案

2.為不定期徵求

雇機構亦必須同意；

(Research staff

無截止日期，成功 案

‐ 申請人（計畫主持人）必

最多5年。

costs)、與計畫直接相 者將獲邀提交詳

‐ 符合資格的申請人必須已
受雇於合格的機構，或在

關之研究費，如必要

退休後與該機構仍保持

的差旅(travel)和生活

密切聯繫的學者；

費(subsistence costs)

每年申請截止日

等。

均相同，分3次申

‐ 持有合約制的研究職位者
可提出申請，只要其任用

細計畫。

請期程：
13

期至少持續一段時日，且

金額

與所申請之補助期限相

上限500,000英鎊。

‐ Application
03/21, 4pm Decision: mid

當；

July.

‐ 最多可包括來自相同或不
同英國機構的 3 名共同

‐ Application

申請人(co-applicants)，允

09/01, 4pm -

許海外共同申請人

Decision: early

(Overseas co-applicants)。

December.
‐ Application
12/01, 4pm Decision: end
March.
*申請期程將視情
況隨時檢視。

英

英國心臟基金

New Horizons Grants

本計畫鼓勵跨學門/領域之

國

會

https://www.bhf.org.uk/researc

合作；主要申請人(PI)必須

British Heart

h/information-for-researchers/

為英國研究機構的資深研

員、研究助理、博士 止日期。申請人準 案

Foundation

what-we-fund/new-horizon-gr

究人員(senior researcher)且

後研究員。但不含博 備好即可申請。

(BHF)

ants

具備國際合作經驗，共同申

士生。

最多3年。

項目

全年均可申請

1.為定期徵求案

‐ 員工薪資，如：技術 採二階段。沒有截 2.為不定期徵求

‐ 初步(Preliminary
applications):

請人(co-applicant)可為其它

‐ 與計畫案直接攸關

國籍，但需能在該研究計畫

之研究耗材費。

申請人須在計畫

‐ 計畫案所需研究設

案預計起始日前

至少投入5%的貢獻。

備。
‐ 每年高達 2,000 英鎊

交初步大綱

之旅費補助，用於在

(preliminary

相關科學會議上進

outline)；

行研究發表。
14

至少 18 個月提

‐ 完整(Full

‐ 金額上限 300,000 英
鎊。

applications):
初步申請獲核者
將被通知提交完
整計畫。

英

英國醫學研委

Neurosciences and mental

國

會 (Medical

health programme: Jan 2022

Research

https://www.ukri.org/opportun

Council, MRC)

ity/neurosciences-and-mental-

(graduate degree)，雖預期

health-programme-jan-2022/

大部分申請人均有博士

‐ 符合條件之英國機構計畫

最多5年。

主持人均可申請；
‐ 至少須具備研究生學位

項目

Opening date:

1. 為定期徵求案

‐ 計畫主持人和共同

2021/10/15 .

2. 為不定期徵求

主持人之薪資；
‐ 其它如研究和技術
職位之資助；

案
Closing date:
2022/01/26

‐ 研究消耗品、設備、 16:00 UK time.

或醫學學位；
‐ 具備能獲得研究經費並提

旅費、數據儲存、數
據共享及傳播費用； Shortlisting date:

供高品質研究之實質性
記錄(substantial record)；

‐ 財產(estates)及間接

‐ 申請人可在計畫中列一個

2022/05/19.

費用。
Meeting dates:

或多個產業合作夥伴；
‐ 可包括國際共同主持人

金額

(international

2022/06/29-30.

‐ 可申請之補助資金

co-investigators)，若他們

並無限制，申請人通

所提供之專業知識是在

常申請 100 萬英鎊

英國無法取得。

或以上的補助。
‐ MRC 將提供計畫案
全部經濟成本 80%
之補助。

英

英國醫學研委

Population and systems

國

會(Medical

medicine research: Jan 2022

Research

https://www.ukri.org/opportun

‐ 至少具備研究生學位，雖

Council, MRC)

ity/population-and-systems-me

預期大部分申請人均有

‐ 受聘於合格研究機構之英
國研究員；

計畫可申請長達5

項目

Opening date:

1. 為定期徵求案

年的補助；但通常

‐ 計畫主持人和共同

2021/10/15

2. 為不定期徵求

為3至4年。

主持人之薪資；
‐ 其它如研究和技術

15

案
Closing date:

dicine-research-jan-2022/

博士或醫學學位；

職位之資助；

2022/01/13 16:00

‐ 研究消耗品、設備、 UK time

‐ 證明將指導計畫並積極參
與研究工作；

旅費、數據儲存、數
據共享及傳播費用； Shortlisting date:

‐ 可包括一個或多個產業合
作夥伴。可包括國際共同

‐ 財產(estates)及間接

主持人(international

費用。

co-investigators)，若其專

2022/05/18
Meeting dates:
2022/06/22-23

業知識在英國無法取得。

金額
‐ 可申請之補助資金
並無限制，但必須與
計畫案相關，申請人
通常申請 100 萬英
鎊或以上的補助；
‐ MRC 將提供計畫案
全部經濟成本 80%
之補助。
項目

此補助為預先公

1. 為定期徵求案

‐ 須符合 Standard

告

2. 為不定期徵求

ESRC eligibility

(pre-announcement

案

深入瞭解人與技術之關

rules。詳情請參照

)。預計於2021年11

ity/explore-peoples-relationshi

係並建構跨領與研究之

ESRC research

月初開放申請。

ps-with-digital-technologies/

能力；

funding guide。

英

英國經濟暨社

Pre-announcement: explore

‐ 申請人必須符合 ESRC 補

國

會研委會

people’s relationships with

助英國研究機構之資

(Economic and

digital technologies

格。藉由此研發及資助，

Social Research

https://www.ukri.org/opportun

Council, ESRC)

最多5年。

‐ 計畫可包括：
- 符合資格之國際共同主

金額

持人(eligible international

‐ 可申請最多 500 萬

co-investigators)

英鎊的補助。

- 來自英國商業、政策或

‐ ESRC 將提供計畫
16

民間社會之共同主持人

案全部經濟成本

- 公共部門之研究機構

80%之補助。

(Public Sector Research
Establishments, PSREs)。
項目

Opening date –

1. 為定期徵求案

‐ 計畫主持人薪資

2021/09/19.

2. 為不定期徵求

英

英國工程暨物

Build research communities

國

理科學研委會

with the UK financial services

務業共同開發新的研究

(Engineering and

sector.

網路(new research

(Investigators’

Physical

https://www.ukri.org/opportun

network)；

salaries)、旅費及生

Compulsory

Sciences

ity/build-research-communitie

‐ 申請人必須符合可申請

活費(Travel and

expression of

Research

s-with-the-uk-financial-service

EPSRC 補助之資格；

Council,

s-sector/

EPSRC)

‐ 此專案旨在與英國金融服

最多5年。

案

subsistence)、行政支 interest –

‐ 非英國國家(non-UK

援費(Administrative

2021/10/26 16:00.

countries)之個人可以此

support)、活動相關

專案之合作夥伴、管理層

費用(Organisation

Full proposal

或諮詢委員會成員等身

of activities) ；

closing date –

分參與。但不具備擔任計

‐ 其它與計畫攸關之

畫主持人之資格。

成本。
金額
‐ EPSRC 提供最多
200 萬英鎊（80%的
全部經濟成本）的補
助金融部門
NetworkPlus 計畫。
成功的計畫案將可
獲得高達 250 萬英
鎊的補助。

17

2021/11/09 16:00.

英

英國創新局

EUREKA GlobalStars Taiwan

國

(Innovate UK)

digital industrial
collaborations

‐ 旨在促成英國與臺灣產業
間之合作；
‐ 在英註冊的機構可申請與

專案計畫可自

項目

Opening date:

1. 為定期徵求案

2022/08/01開始；

‐ 可行性研究

2021/09/13.

2. 為不定期徵求
案

2024/07/31結束；

(feasibility studies)

Closing date:

期程為3至24個月。

及產業研究專案可

2021/12/15.

https://www.ukri.org/opportun

參與 EUREKA 之成員及

ity/eureka-globalstars-taiwan-

GlobalStars 國家的機構

獲得資金，以支付合

digital-industrial-collaboration

合作開發創新專案；

格的專案計畫成本：

s/
https://apply-for-innovation-fu
nding.service.gov.uk/competiti
on/1000/overview#summary

‐ 必須由在英註冊之任何規

中小型企業，最高可
獲 50%的資金；

模的企業來領導；
‐ 若專案領導者非中小企

大型企業，最高可獲

業，則必須至少與一個英

40%的資金；

國註冊的中小企業合作；

專案計畫必須至少
有 50%之共同資金。

‐ 必須至少包括一個在臺灣
註冊的機構參與合作；

金額

‐ 可包括來自 EUREKA 成

‐ 英國創新局將投資

員或 GlobalStars 國家/地

高達 865,000 英鎊，

區之其他符合資格的合

資助專注於產業研

作夥伴參與。

究之合作研發
(Collaborative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CR&D)專案計畫。

英

英國癌症研究

Early Detection and Diagnosis

國

院 (Cancer

Project (ED&D) Award

院或研究機構具博後或

Research UK,

https://www.cancerresearchuk.

同等經驗之科學家、臨床 年。

究人員、博士生（含 2021/12/08.

CRUK)

org/funding-for-researchers/ou

醫師或衛生保健工作者；

津貼及相關執行費

Committee

用）
、技術人員，並

Review: 2022/05.

r-funding-schemes/early-detec
tion-and-diagnosis-project-aw

‐ 在英國大學、醫學院、醫

最多3年；如計畫內 項目

Full Application

1.不定期徵求案

含博士生則最多4

deadline:

2.為不定期徵求

‐ 歡迎多個機構
(Multi-institutional)共同

‐ 可用於資助博後研

支付相關執行費用
18

案

ard

提案，獎助可在英國各機

(Associated running

構執行；

expenses)及設備費。

‐ 歡迎來自國際及商業組織
支援/擔任共同申請人/合

金額

作者(co-applicants/

‐ 上限 500,000 英

collaborators)。

鎊。此為預算限額指
標。如擬申請超出此
一金額，可於提交前
與計畫辦公室討論。

法

法國巴黎數理

FSMP Distinguished Professor

非 FSMP 之外部科研人員

國

科學基金會

Fellowship

皆可申請至其轄下相關實

Fondation

https://www.sciencesmaths-pa

驗室短期停留。

Sciences

ris.fr/en/invitations-of-external

Mathématiques

-scientists-246.htm

2 至 3 個月。

‐ 當地住宿費：每日上 全年可申請。

1.為定期徵求案
2.為不定期徵求

限 73.9 歐元。

案

‐ 當地生活費：每日上
限 37.2 歐元。
‐ 交通費：支應火車 2

de Paris (FSMP)

等艙或飛機經濟艙
往返票。

法
國

Paris Region

Paris Region Fellowship

Applicants must not have

2 years starting

Minimum

2021/07 -

1.為定期徵求案

Program

resided or carried out their

2022/04.

gross salary of 4740€/

2021/10/21.

2.為不定期徵求

(26 positions)

main activity in France for

month, and

more than 12 months in the

supplementary budget

https://parisregionfp.sciencesc

last three years before the

for research

all.org/data/pages/PRfP_Short

call deadline;

and travel expenses.

_Guide_2nd_call_2021_VF.pd

Applicants must hold a

最低月薪約 4,740 歐

f

doctoral degree (or have at

元，研究費用及差旅

least four years of full-time

費另計。

equivalent research
experience).
19

案

申請人不可於申請期限前
三年內，在法國境內居住或
從事專業活動超過 12 個
月。申請人須持有博士學
位，或至少相當等級 4 年的
研究經驗。
法

French

國

Foundation for

Start-up of Young Teams 2021

Intended for top young

3 years.

researchers, French or

Medical

https://www.frm.org/upload/ch

foreign, hoping to join a

Research (FRM)

ercheurs/pdf/ao-amorcage-202

French research organization

1-_maj.pdf

to implement and lead a new

Maximum €450,000

Session 3:

1.為定期徵求案

for 3 years.

2021/09/13 –

2.為不定期徵求

2021/10/28.

案

research team.
(see attached file for English

尋找法國或他國籍優秀青

version in 2020)

年研究者，有意在法國研究
機構從事研究，並領導一支
新的研究團隊。

法
國

Institut Pasteur

G5+ junior call

G5 track junior group

Groups will be

Institutional salaries

Deadline:

1.為定期徵求案

Independent group leader

leaders must be less than 8

created for a period

(Principal investigator,

2021/11/30

2.為不定期徵求

positions: tenure track position

years after PhD (up to 10 to

of 5 years and may

technician,

to head a group of 6 (G5 track)

12 years for women with

thereafter compete

post-doctoral fellows),

or 8 people (G5+ track).

children). G5+ track group

for a 10-year full

contribution to

leaders must be less than 12

research group.

running costs and

https://research.pasteur.fr/fr/ca

years after PhD at the time

equipment, access to

ll/creation-of-new-research-gr

of submission (up to 14 to

on campus technology

oups-at-institut-pasteur/

16 years for women with

core facilities, support

children).

for relocation

Exceptional candidates who

expenses and
20

案

administrative issues.

do not meet these criteria
could nevertheless be
considered.
法

Institut Pasteur

國

Creation of research groups in

G5 track junior group

Groups will be

Institutional salaries

Deadline:

1.為定期徵求案

computational biology

leaders must be less than 8

created for a period

(Principal investigator,

2021/11/30

2.為不定期徵求

Tenure track position to head a

years after PhD (up to 10 to

of 5 years and may

technician,

group of 6 (G5 track) or 8

12 years for women with

thereafter compete

post-doctoral fellows),

people (G5+ track).

children). G5+ track group

for a 10-year full

contribution to

leaders must be less than 12

research group.

running costs and

https://research.pasteur.fr/fr/ca

years after PhD at the time

equipment, access to

ll/creation-of-new-research-gr

of submission (up to 14 to

on campus technology

案

core facilities, support

oups-in-computational-biology 16 years for women with
-at-institut-pasteur-paris-franc

children).

for relocation

e/

Exceptional candidates who

expenses and

do not meet these criteria

administrative issues.

could nevertheless be
considered.
法

French Institute

ATIP – Avenir Program

國

of Health and

Young group leader (to create

Medical

‐ Young scientists of any

3 years renewable

‐ 60 000€ / year.

2021/10/18 -

1.為定期徵求案

nationality having

for 2 years

‐ 2-year salary for a

2021/11/18

2.為不定期徵求

and lead a team within an

defended their PhD for

beginning in the

Research

established Inserm or CNRS

over 2 years and under 8

first half of 2023.

(Inserm) and

lab in France).

years.

non-tenured

(2013/09/15-2019/09/15)

successful applicant.

French National
Center for

https://eva3-accueil.inserm.fr/s

Scientific

ites/eva/appels-a-projets/Pages

developed within a Unit in

Research

/Atip-Avenir.aspx

which the applicant has not

(CNRS)

‐ Projects have to be

been working for more
21

Post-doc researcher.
‐ 3-year salary for

案

than 18 months and will
not find any previous
mentors.
- Projects related to life
sciences or health.
法

French Priority

Call for junior (7) and senior

Senior: 18 to 36

Senior: €1 M over 18

Pre-announcement:

1.為定期徵求案

國

Research

(4) researcher positions.

months.

to 36 months.

call to be launched

2.為不定期徵求

in September.

案

Programme on
Antimicrobial

https://insb.cnrs.fr/sites/institut

Junior: 48 to 60

Junior: €500 k over 48

resistance

_insb/files/tender/2021-07/Pre

months.

to 60 months.

Scholars already employed

From 1 month to 1

Fellows receive

Deadline:

1.為定期徵求案

in a permanent position by

year (except for July

reimbursement of

2021/10/31

2.為不定期徵求

-annonce%20AAP%20chaires
%20PPR%20Antibioresistance
_ENG.pdf
法

Institute of

國

Advanced

Visiting Fellowships

Studies in

https://www.iast.fr/apply-visiti

another research-active

and August) for the

travel and housing

Toulouse

ng-fellowships

institution.

2022-2023

expenses and are

A completed doctorate or

academic year.

provided with an

equivalent is required.

office. A small number

All research interests

of remunerated

relevant to the broad study

(sabbatical)

of human behavior are

fellowships are also

welcome (see priority

available.

案

interests on the website).
法

Montpellier

國

Université
d’Excellence

Visiting Scientists
https://muse.edu.umontpellier.

Researchers who have not

Start of the

Flat-rate monthly

2021/07/26 –

1.為定期徵求案

resided in France for more

fellowships:

allowance of €3,000,

2021/10/31

2.為不定期徵求

than 12 months in the 3

2022/01(3- to

accommodation costs,

22

案

fr/en/muse-i-site/international/

years preceding the call.

6-month fellowship)

makit-home/call-for-applicatio

Candidates must have at

OR

ns-visiting-scientists/

least 10 years of research

2022/09 (3- to

experience after obtaining

10-month

their PhD or equivalent and

fellowship).

return trip.

an employment contract in a
foreign university or
research institution.
All disciplines, in life and
engineering sciences or
SSH.
Research project must
preferably address, in a
transversal way, three main
fields of action: agriculture
& food, environment and
health.
法

Henri Poincaré

國

Institute

Research in Paris

從事數學及理論物理研究

6 weeks maximum

提供研究所需設施，

Deadlines:

1.為定期徵求案

計畫。

between 2022/06/01

如必要提供財務協

申請上半年度

2.為不定期徵求

or 2022/07/12.

助。

2021/05/15.

案

http://www.ihp.fr/en/research-i

or

n-paris/submit

申請下半年度
2021/11/15
法

Henri Poincaré

國

Institute

Research in Paris

Mathematics and Theoretical 6 weeks max.
Physics.

http://www.ihp.fr/en/research-i

To develop or finalise a

n-paris/submit

project.

2022/07-12

Facilities and if

Deadlines:

1.為定期徵求案

needed financial

2021/10/20

2.為不定期徵求

support.
2023/01-06
23

案
2022/05/15

法

Fondation

Research grants in Ethology,

Post-doctoral researchers,

國

Fyssen

Psychology, Neurobiology,

with effective research

Anthropology, Ethnology,

experience of 3 to 10 years

Human Paleontology and

maximum after the defense

Archaeology

of their thesis.

12 months.

15,000 to 100,000 €

2021/09/03 –

1.為定期徵求案

2021/10/12

2.為不定期徵求
案

http://www.fondationfyssen.fr/
en/research-grants/goals-eligib
ility-conditions
波

National Science

蘭

Center

POLONEZ BIS EU

Salary (€ 53,5 K a

Call launch

1.不定期徵求案

addressed to researchers of

year, gross), an annual

2021/09/15 and

2.為不定期徵求

any nationality interested in

research grant (€ 50

closed by

案

developing their

K) and a

2021/12/15.

professional skills within the

comprehensive

stimulating environment of

Research Leaders’

best research institutions in

Training Programme.

Postdoctoral programme

2 years.

Poland.
Programme - Polonez BIS
Competitive gross

Deadlines are

1.不定期徵求案

to 10 postdoctoral positions

salary of 50.000

twice a year on

2.為不定期徵求

of Sciences) -

in chemistry and

CZK/month.

04/01 and 10/01.

案

Institute of

biochemistry per year

Organic

funded by the IOCB

Chemistry and

Fellowship program.

Biochemistry

IOCB Fellowships

捷

捷克科學院

克

(Czech Academy

IOCB Fellowships

IOCB Prague is opening up

1-2 years.

(uochb.cz)

24

Josef Dobrovský Fellowship

The objective of the

2021/10/11

1.不定期徵求案

捷

捷克科學院

克

(Czech Academy

fellowship is to support

2.為不定期徵求

of Sciences)

“Czech studies” in both

案

national and territorial
delimitation by means of the
financing of short-term
study stays of foreign
researchers at the Institutes
of the CAS. The fellowship
is intended for young
researchers (usually aged up
to 35) who need to study the
Czech historical, cultural,
language, geographic or
natural characteristics in the
Czech Republic.
Applications for the Josef
Dobrovský Fellowships are
submitted by the directors of
the Institutes of the CAS
after consultation with and
on the basis of a
recommendation by the
Institute Board.
https://www.avcr.cz/export/s
ites/avcr.cz/.content/galeriesouboru/aktualni-vyzvy-av-c
25

r/2021/10_2021_vyzva.pdf
https://www.avcr.cz/en/acad
emic-public/support-of-resea
rch/josef-dobrovsky-fellows
hip/
歐

European Union

盟

歐盟「展望歐洲」(Horizon

視各計畫徵求個別條件而 視各計畫徵求個別

視 各 計 畫 徵 求 個 1.為定期徵求案

Europe, 2021-2027)仍在進行

定 （ 未 來 詳 見 歐 盟 網 站 條件而定

別條件而定(詳見 2.為不定期徵求

總預算協商的最後行政程

https://cordis.europa.eu/new

網頁)。

案

Annual starting salary

2021/09/20 –

1.為定期徵求案

positions.

is €34743.82 before

2021/10/14

2.為不定期徵求

https://serrahunter.gencat.cat/e

Candidates must hold a

taxes. Lecturers may

n/inici

doctoral qualification and

also receive salary

have received a favorable

supplements for

report from the Catalan

teaching and research

University Quality

merits. Contracts

Assurance Agency (AQU

include health,

Catalunya).

retirement and

（詳見網頁）。

序，暫訂於 2021 年第二季後 s/en）
。
才有國際合作計畫案之徵求
細節公告。
西

Government of

班

Catalonia

牙

Serra Húnter Programme

53 tenure-eligible lecturer

Up to 5 years.

案

unemployment
benefits.
Jean Monnet Fellowships (20)

Scholars who have obtained

1 year starting

Basic grant of €2,500

Deadline:

1.為定期徵求案

their doctorate more than 5

2022/09/01.

per month.

2021/10/25

2.為不定期徵求

義

European

大

University

利

Institute in

https://www.eui.eu/apply?id=j

years prior to the start of the

Maximum amount for

Florence

ean-monnet-fellowships

fellowship.

travel reimbursement

Open to post-docs, tenure

is €1,200 including

(Social sciences)

26

案

track academics.

both incoming and

Main research themes:

outgoing trip.

Integration, Governance and
Democracy; Regulating
Markets and Governing
Money; and 21st Century
World Politics and Europe.
義

European

大

University

利

Institute in
Florence

Applicants who are within 5

1, 2 and

€2,000 per month.

Deadline:

1.為定期徵求案

years from the completion of

exceptionally 3

€1,000 EUR a year for

2021/10/18

2.為不定期徵求

https://www.eui.eu/apply?id=

their PhD.

years starting

eligible research

max-weber-fellowships

Preference is given to those

2022/09/01.

expenses.

Max Weber Fellowships

(Social sciences)

International mobility

who have recently

Maximum amount for

completed a doctorate, not

travel reimbursement

had a postdoctoral position

is €1,200 including

before and/or are on the job

both incoming and

market.

outgoing trip.

The INT international

Monthly allowance of

Grants will be

1.為定期徵求案

€ 2500.

awarded until

2.為不定期徵求

researchers to work together

funds are

案

t/research-mobility-inflow-of-f

with colleagues from

expended.

oreign-researchers

scientifically advanced

義

義大利米蘭國

大

家癌症中心

利

Fondazione

https://www.istitutotumori.mi.i

IRCCS Istituto
Nazionale dei

3-6 months.

案

mobility program enables

Tumori (INT)

institutions at a European

(National Cancer

and extra-European level.

Institute of
Mil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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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太
國家
日本

國外主辦機構

徵求計畫案

申請人資格

名稱（英文）

名稱（英文）

理化學研究所

國際プログラム·アソシ

清華大學、陽明交通大 計畫開始時間 生活費 5,200 日幣/

(RIKEN)

エイト

學以及臺北醫學大學

可自由設定， 日，免費入住使用機

次，分別為 04 月和 2.為不定期徵求案

International Program

在學之博士班學生。

期間以 3 年為 構內的住宿設施，或

10 月招募。

Associate

補助研究計畫

每年補助項目及金額

期程

（美元）

上限。

受理申請期間

說明：
請於勾選

每年公開招募 2

1.為定期徵求案

補助住宿費 7 萬日幣

日文：

上限/月，旅費補助臺

在申請前先與希望

http://www.riken.jp/caree

日往返機票，提供海

前往的研究單位聯

rs/programs/ipa/

外旅行綜合保險。

繫。

英文：
http://www.riken.jp/en/ca
日本

日本學術振興會

reers/programs/ipa/
研究據點形成事業

日本與各國多邊合

(JSPS)

JSPS Core-to-Core

作，對象包含臺灣，由 2022/04 -

Program

日方認可的研究機構

1.先端據點形成型。

或單位主管提出申請。 2. 最長 3 年，

1. 最長 5 年， 1. 1,800 萬日幣內/年。 2021/09/03 ~
2027/03。

(Advanced Research

2022/04 -

Networks)

2025/03。

2.亞洲非洲學術基盤形
成型。(Asia-Africa
Science Platforms)
日文網站：
https://www.jsps.go.jp/j-c
2c/
28

2. 800 萬日幣內/年。

2021/10/01 17:00
（當地時間）止。

1.為定期徵求案
2.為不定期徵求案

英文網站：
https://www.jsps.go.jp/en
glish/e-c2c/index.html
2021 年招募資料
日文：
https://www.jsps.go.jp/j-c
2c/data/R4core-youkou.p
df
日本

國立研究開發法人

イノベーション人材育

申請人須符合以下條

2021/04/01 -

以產總研特別研究員

每年 11 月~01 月上 1.為定期徵求案

產業技術綜合研究

成コース（博士号取得

件：

2022/03/31

身分雇用 1 年（第一

旬（本年度徵求尚

所

者向け）

1. 2020/03 前取得博士

號契約職員），時薪

未正式公告，左方

(AIST)

AIST Innovation school

學位者。

2,200 日幣（每週上班 為 2020 年度徵求

日文：

2. 博士取得 7 年內、

5 天）
，補助通勤費、

公告內容，僅供參

https://unit.aist.go.jp/innh

產總研特別研究員身

具社會保險。

考）
。

r/inn-s/PD_course/entry.h

分未滿 4 年者。

tml

3. 與 AIST 研究單位

英文：

負責人的研究主題相

https://unit.aist.go.jp/innh

關者。

r/inn-s/en/index.html

4. 考慮進入民間企業

簡章（日文）：

就業者。

https://unit.aist.go.jp/innh

5. 課程全程參與者。

r/inn-s/PD_course/doc/20

6. 日文能力具商業應

21pd_applicationRequire

用程度以上。

ments.pdf

7. 具行為能力且無被
判處有期徒刑或等待判
決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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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為不定期徵求案

日本

日本學術振興會

「日本・アジア青少年

申請人條件：

交換計畫課

補助經費：

第一回：

1.為定期徵求案

(JSPS)

サイエンス交流事業」

地區

程：

1. 機票。

（已截止）

2.為不定期徵求案

（
「さくらサイエンス

東亞、東南亞、西南

1. “科學技術

2. 日本國內旅費。

第二回：

プラン」
）

亞、中亞以及亞洲附近 體驗課程”（A 3. 其他：計畫經費、 （已截止）

日文簡章：

島嶼國家。

https://ssp.jst.go.jp/form/a

（詳情請參閱 第三回：
課程）
：上限 7 門票等。
日。

pplication_2021.pdf

身分

2. “共同研究

英文簡章：

在教育研究機構的在

活動課程”（B

https://ssp.jst.go.jp/form/

籍人員。

課程）
：上限 3

guideline_inv.pdf

（一）高中生。

週。

網站：

（二）40 歲以下在大

3. “科學技術

http://www.ssp.jst.go.jp/f

學生，研究生，博士

研修課程”（C

orm/index.html#M3

後，教師和科學技術

課程）：上限

相關公家機關工作之

10 日。

簡章）

09/01-11/05。

每年補助額度 50,000

須於 2021/12/16 前 1.為定期徵求案

至 300,000 澳幣。

線上提出申請。

人員。
（三）初次來日者（不
包含 10 天左右的短期
觀光）。
澳洲

澳大利亞研究委員
會 Australian

Linkage Projects

須由澳洲研究機構代

2 年至 5 年。

表提出申請。

2.為不定期徵求案

Research

請參考網址

Council(ARC)

https://www.grants.g
ov.au/Go/Show?GoU
uid=29a449a8-18f84952-9cc7-586ab0d6
c494
30

紐西蘭

1.為定期徵求案

New

須於 2021/10/21
幣$80,000（差旅、研 前線上提出申
究、及與主辦研討會 請。

Zealand(RSNZ)

相關開支）
。

https://royalsociety.or

紐西蘭皇家學會

Catalyst: Seeding

Royal Society of

須由紐西蘭研究人員

補助年度上限

提出申請。

2 年。

補助總金額上限為紐

2.為不定期徵求案
請參考網址
g.nz/what-we-do/fun
ds-and-opportunities/
catalyst-fund/catalyst
-seeding/current-ope
n-call-2/

俄羅斯

俄羅斯理論物理和

“Visitor”

1.博士或全博士（主

至多 3 週。

補助旅費、食宿、簽

4-9 months before

1.為定期徵求案

Russia

數學發展基金會

https://basis-foundation.r

持人：俄羅斯聯邦居

Up to 3 weeks.

證費。

the visit.

2.為不定期徵求案

Foundation BAZIS

u/special-program/region

民；訪問者：受邀國

Expenses for visit.

訪問日期 4-9 個月

Application anytime

s/visitor/

居民）。

前提出。

2.開展物理學領域的
科學活動。
3.申請人的工作地點
（主要或兼職）必須
是俄羅斯科學或教
育機構。
1. Ph.D. degree
2. Research in the
field of theoretic
physics.
3. Have a Russian
ho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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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羅斯

RUSSKIY 米爾基

Grants of the Russkiy Mir

1. 研發機構、基金

為非營利組織

補助計畫經費項目依

1. 每年的 01/01 至 1.為定期徵求案

Russia

金會

Foundation

會、博物館和其他文化 開展的活動提

基金會規定與簽約條

06/30 申請次年

Russkiy Mir

https://russkiymir.ru/en/gr

機構、宗教組織、教育 供資金，涵蓋

件而定。

01/01 開始的計畫。

Foundation

ants/grant-provision-statu

機構、社會關懷及類似 其房舍裝修、

te.php

機構、慈善機構和非營 資產、基金會

Financial support of a

12/31 申請次年的

利組織等。

的設立以及其

chosen project is done

07/01 開始的計畫。

2. 自然人。

監管機構活動

under the grant

Applications of

費用等。

agreement signed

Grant seekers are

1. R&D institutions,

under the terms and

accepted two times

foundations, museums

conditions of the

each year:

and other cultural

Foundation.

1. From 02/01 to

2.為不定期徵求案

2. 每年的 07/01 至

institutions, religious

03/15 of each year

organizations,

(spring Session).

educational institutions,

2. From 08/01 to

social care and similar

09/15 of each year

institutions, charity and

(autumn session).

non-profit
organizations.
2. Physical persons.
俄羅斯
Russia

俄羅斯科學基金會 Competition for Grants
from the RSF for the
(RSF)
priority area of the RSF
Russian Science
activity “Basic Scientific
Foundation
Research and Exploratory
Scientific Research,
Conducted by
International Research
Teams” (in cooperation

由俄羅斯和外國研究

2022-2024

每件計畫每年補助

人員組成的國際研究

400 至 700 百萬盧布

團隊。

（約新臺幣 200 至
350 百萬元）
。

International research

The size of one

teams, each of which

Foundation’s grant

consists of a Russian

shall range from 4

research team and a

(four) to 7 (seven)
32

2021/12/13 莫斯科 1.為定期徵求案
時間 17:00 （台北 2.為不定期徵求案
時間 12:00）前申
請。
No later than 17:00
(Moscow time)
13 December 2021.

with DFG, Germany)

foreign research team.

million roubles

https://www.rscf.ru/uploa

annually.

d/iblock/a61/a61145c135
903c125cc684c781ff5de5
.pdf
俄羅斯
Russia

俄羅斯科學基金會
(RSF)
Russian Science
Foundation

Competition for Grants
from the RSF "The
undertaking for basic
scientific research and
exploratory
scientific research by
individual scientific
groups "
https://www.rscf.ru/uploa

2022-2024

由俄羅斯和外國研究
人員組成的國際研究
團隊。
International research
teams, each of which
consists of a Russian
research team and a
foreign research team.

每件計畫每年補助
400 至 700 百萬盧布
（約新臺幣 200 至
350 百萬元）
。
The size of one
Foundation’s grant
shall range from 4
(four) to 7 (seven)
million roubles
annually.

d/iblock/24b/24b8fb6fe1b
369c31519d91821128b28

2021/11/10 莫斯科 1.為定期徵求案
時間 17:00 （台北 2.為不定期徵求案
時間 12:00）前申
請。
No later than 17:00
(Moscow time)
2021/11/10.

.pdf
以色列

2 年。

1. 畢業四年內之博

以色列高等教育委

國際博士後研究

員會（CHE）與以

(Excellence Fellowship

色列科學及人文院

Program for International

（IASH）

Postdoctoral Researchers

（Sciences,

in Israel)

Technology,

士，非以色列公民。

每年補助 16 萬以色列 2021/10/01（當地

1.為定期徵求案

幣（約美金 4.97 萬元

2.為不定期徵求案

或新臺幣 138 萬元）
。

2. 研究領域：STEM

Engineering and
Math）
、人文及社會
科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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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