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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衛生研究院／新竹臺大分院
112年度合作研究計畫徵求說明會

計畫徵求公告網址
https://reurl.cc/OAWNjy

會議即將開始，請您配合以下事項：

✓請確認您的麥克風處於靜音模式。

✓如需提問，可先利用聊天室寫下您的姓名/單位/問題。

✓如需口頭提問，請先舉手待主席點名後發言。

https://reurl.cc/OAWNj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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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7/13

財團法人國家衛生研究院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新竹臺大分院

112年度合作研究計畫徵求說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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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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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申請資格及定義
四. 計畫說明
五. 經費與補助項目
六. 合作企業事項
七. 計畫審查
八. 智財保護與共享
九. 學術倫理規範
十. 作業時程及申請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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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目的與依據

◼ 建立雙方長期跨領域之轉譯醫學合作研究，推動生技產業發展。

◼ 110/04 雙方簽訂合作備忘錄：
➢ 合約期間自110年至114年，共五年。期滿經雙方同意後延續辦理。
➢ 雙方交流合作範圍包括學術研究及產學合作、臨床醫療及教學研究交

流、人才培訓、世代研究（Cohort Study）、國內及國際研討會。
➢ 雙方為進行學術研究，得商定專案或合作研究計畫，所需經費由計畫

中議定。
➢ 合作之研究成果，由雙方本互惠之原則於合作合約內訂定。
➢ 雙方得兼聘或合聘對方之研究人員或專任人員。
➢ 雙方得提供部分空間做為研究、教學及行政使用，以利推動各項交流

事項。



5

111年-HCH申請單位分布(24人次)

小兒部 內科部 外科部
品管中

心

急診醫

學部

家庭醫

學部
神經部 復健部

精神醫

學部

影像醫

學部

檢驗醫

學部
醫研部

耳鼻喉

部

新竹台大分院

合計 2 5 3 1 1 1 2 2 2 1 1 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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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年NHRI申請單位分布(22人次)

分基所 免疫中心 神醫中心 細研所 感疫所 群健所 環醫所 癌研所 醫奈所

國衛院

合計 2 3 2 2 1 2 2 1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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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年核定計畫清單

序號 計畫名稱 合作計畫主持人 計畫類別 計畫型態

1 大腦膠淋巴系統於腦神經疾病的角色及其相關治療

蔡力凱

學術研究類 整合型謝奉勳

吳爵宏

2 到院前心跳停止危險因子模型暨即時風險預測查詢系統
宋之維

學術研究類 個別型
陳麗光

3 篩選具潛力的多靶點酪氨酸激酶抑制劑以增進頭頸癌的免疫治療
譚慶鼎

學術研究類 個別型
陳雅雯

4 低強度經顱聚焦超音波於腦部運動神經調控的開發
陳凱翔

學術研究類 個別型
陳景欣

5 巨噬細胞訊息傳遞分子在發炎及自體免疫疾病之角色
鄭暉騰

學術研究類 個別型
譚澤華

6
探索非侵入式高頻θ脈衝式經顱磁刺激應用於甲基安非他命使用

疾患病人：療效與機轉

陳為堅
學術研究類 個別型

陳正哲

7 轉譯基因體學方式解析遺傳性聽損之臨床表現與基因異質性
吳振吉

產業發展類 個別型
蔡世峯



8

申請資格及定義-計畫主持人

• 每一個計畫須有國衛院與新竹臺大分院之專任人員互為計畫總主持
人及共同主持人。

• 每人每年限申請一件計畫。
• 111年已核定通過二年期計畫之計畫主持人，應先以維持該計畫為優

先，故不得申請新計畫。
• 國衛院計畫主持人之資格：

• 專任助研究員級以上人員，不含合聘、兼任或借調至其他機構
之研究人員；

• 每人每年度至多申請1 件國衛院與外部機構共同徵求之雙邊合作
計畫，且同一年度內以執行1件雙邊合作計畫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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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資格及定義-合作企業

• 指依我國相關法律設立之獨資事業、合夥事業及公司，或以營利
為目的，依照外國法律組織登記，在中華民國境內營業之公司，
且非依「大陸地區人民來台投資許可辦法」及「大陸地區之營利
事業在台設立分公司或辦事處許可辦法」在台設立之陸資企業，
包含子公司、分公司、獨資或合夥事業及其轉投資之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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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說明(一)

項目 內容

徵求重點
雙方計畫主持人針對具學術優勢或產品開發較為成熟的技術，提
出合作研究計畫構想書，並得公開徵求產業界加入。

計畫類別 分為「學術研究」、「產業發展 (須有合作企業之投入)」

計畫型態
分為「個別型」、「整合型 (至少含3個子計畫)」，且計畫總主持人須同
時為一項子計畫之主持人。

計畫期程
本計畫補助期程以兩年為原則。
自執行日起一年內審查執行成果，兩年期計畫審核通過方得獲次
年度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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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說明(二)

項目 內容

計畫分工

⚫計畫之創意發想主要人員應擔任計畫（總）主持人，統整全部計畫
工作之內容與經費，並述明共同主持人之計畫分工，且為後續審查
與進度報告之主要簡報人員。

⚫「產業發展」類計畫之計畫（總）主持人須負責與產業界溝通，尋
求經費之投入以及擬定可行之商業模式。

重複申請
政府補助

⚫ 計畫申請補助項目中（含合作企業配合款），同時申請或已接受
其他政府機關補助者，應予敘明，且同一項目不得重複支領補助。

⚫ 重複支領政府補助經查屬實者，計畫主持人應繳回該計畫之全部
或部分補助款。

進度報告
⚫ 2年期計畫: 第一年之年度計畫結束三個月前繳交進度報告，並依

審查結果核給補助額度；若執行情況不符預期得停止補助。
⚫ 計畫結束後二個月內應繳交結案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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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費與補助項目

➢ 「個別型」計畫每年核定經費至多新臺幣200萬元、
「整合型」計畫每年核定經費至多新臺幣300萬元。
（以上經費額度不含合作企業投入之配合款）

➢ 經費使用範圍包括因執行研究所需之材料費、業務費、人事費、維護
費與國內差旅費，並不得與單位內其他經費互相流用。

➢ 「產業發展」類之企業配合款應編列行政管理費，行政管理費編列標
準為配合款加計百分之十五。

➢ 經費之核撥由雙方各自撥款予所屬人員計畫，各項經費收支管理、帳
務處理、實驗安全與倫理等事項，悉依出資方之規定與程序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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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企業-徵求事項

➢ 合作企業配合款之總額應達該計畫國衛院與新竹臺大分院核定之計畫總
經費的百分之五十(含)以上。

➢ 有意申請「產業發展」類計畫者，請計畫主持人於111年8月1日前提交
「徵求合作企業計畫先期說明」，計畫辦公室將統一於111年8月9日公
告徵求合作企業。

➢ 由「產業發展」類計畫（總）主持人提出申請時，須檢附合作企業用印
之「合作意向書」，計畫獲核定後兩個月內，另以產學合作合約議定詳
細及具體之合作條件。其合約應明確規範三方之權利、責任及義務分工，
並以不違反國家科學技術基本法及相關法令規章為原則。

➢ 有二家以上之合作企業時，須推選一家合作企業代表簽署合作意向書及
產學合作合約。

附件三 合作意向書.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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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企業-約定事項

計畫徵求 計畫通過

合作意向書：
✓表達合作意願
✓不具約束
✓配合款承諾

產學合作

備註：
1.有二家以上之合作企業競爭時，原則依計畫主持人所屬機構產學作業程序辦理。
2.有二家以上之合作企業時，須推選一家合作企業代表簽署合作意向書及產學合作合約。

產學合作合約：

✓ 2個月內簽署
✓合作企業先取得優先權
✓視合作企業承接意願訂
定技轉授權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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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合作-利益迴避

具有下列關係之一者，應行迴避：
一. 計畫主持人、共同(協同)主持人或其關係人與合作企業或其負責人間近三年曾

有僱傭、委任或代理關係。
二. 計畫主持人、共同(協同)主持人或其關係人與合作企業或其負責人間近三年曾

有價格、利率等不符市場正常合理交易之財務往來。
三. 計畫主持人、共同(協同)主持人與合作企業負責人為配偶或子女、父母、祖父

母、孫子女、兄弟姊妹關係。
四. 計畫主持人、共同(協同)主持人或其關係人擔任董事、監察人或經理人之合作

企業。但以官股代表身分擔任董事或監察人者，不在此限。

➢ 前項所稱之關係人，包含計畫主持人之配偶或未成年子女。
➢ 計畫主持人及共同(協同)主持人主動向所屬機構揭露其與企業近三年有第一項之

委任關係，且經所屬機構依內部利益迴避相關機制審核管控，並能合理釋明無
代表廠商申請政府資源獲取直接或間接之不當利益情事者，得免除迴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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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審查

➢ 由國衛院及新竹臺大分院雙方指派資深人員各二人擔任內部委員，
另共同推舉外部委員三名，共計七人組成評審委員會。

➢ 以專案方式進行審查。計畫經第一階段書面審查，擇優進入第二
階段評選會議，評審委員會得邀請計畫（總）主持人出席第二階
段評選會議進行計畫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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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衛院與新竹台大

分院合作備忘錄

合作研究合約

產學合作合約

智財保護與共享

雙方合作之研究成果應以雙方名義發表，研究
成果產出之相關技術專利權、著作權及其他相
關智慧財產權及其衍生利益之分配，由雙方本
互惠之原則於合作計畫個案之合約內訂定之。

(學術研究計畫)

(產業發展計畫)

簽陳附件三 合作研究契約書.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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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衛院與新竹台大

分院合作備忘錄

合作研究合約

產學合作合約

智財保護與共享

一、參與計畫人員應同意由其所屬之甲方或乙方取
得相關研發成果之權利。

二、參與計畫人員應列為共同發明人、著作人或其
他創作人。

三、契約前既有之技術及權利仍各歸其原所有者。
如因執行本計畫須使用前述技術或權利者，雙
方均同意無償授權他方內部使用。日後使用、
實施或對外授權「共同研發成果」需使用上述
雙方之既有技術時，雙方均應配合授權他方

四、對外授權事宜應依據雙方出資比例、技術貢獻
度等因素，由雙方另行協議定之。

(學術研究計畫)

(產業發展計畫)

簽陳附件三 合作研究契約書.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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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衛院與新竹台大

分院合作備忘錄

合作研究合約

產學合作合約

智財保護與共享

一、「產業發展」類計畫之合作企業由計畫（總）
主持人申請時檢附合作企業用印之「合作意向
書」。計畫獲核定後，視合作內容，由計畫執
行機構與合作企業簽署產學合作合約。

二、有二家以上之合作企業時，須推選一家合作企
業代表簽署合作意向書及產學合作合約。

(學術研究計畫)

(產業發展計畫)

簽陳附件三 合作研究契約書.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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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倫理規範

合作計畫之參與人員於構想、執行或成果呈現階段，涉有違反學術倫理情
事者，依所屬機構學術倫理案件處理及審議要點規定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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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方式

➢ 有意申請「產業發展」類計畫之計畫主持人請於111年8月1日前提供「徵求合
作企業計畫先期說明」，計畫辦公室統一於111年8月9日公告公開徵求。

➢ 計畫申請期間
➢ 111年9月1日起，迄111年9月30日止。

➢ 申請方式:

➢ 計畫總主持人得由雙方之任一方擔任，並於申請書上註明。
➢ 統一由新竹臺大分院方之計畫主持人負責將「合作研究計畫構想書」及

「合作研究計畫檢核表暨聲明書」，申請產業發展類計畫者另須上傳合
作企業完成簽署之「合作意向書」，上傳至新竹臺大分院「計畫線上申
辦系統」。網址https://reurl.cc/vdNR0L，恕不受理紙本資料申請。

➢ 徵求說明書與表單公告及下載：請見國衛院或新竹臺大分院網頁公告。
https://pd.nhri.org.tw/nhri-hch-joint-project-fy-112/

https://reurl.cc/vdNR0L
https://pd.nhri.org.tw/nhri-hch-joint-project-fy-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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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面審查重點

⚫研究主題之創新性
⚫研究計畫之創新性及連續性，計畫撰寫之完整性及妥適性，
研究方法及步驟之可行性

⚫預期成果在學術上或應用上之價值
⚫產業發展計畫合作研究團隊之執行能力、合作企業之技術
需求、過去執行產學合作計畫之績效、預期研發成果

⚫主持人研究能力及經驗，文獻蒐集之完備性及對國內外相
關研究現況是否清楚瞭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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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業時程

一. 111年7月1日：計畫徵求公告。

二. 111年7月13日：計畫徵求說明會。

三. 111年8月1日：「徵求合作企業計畫先期說明」收件截止。

（僅申請「產業發展計畫」之計畫主持人須提供）

四. 111年8月9日：網頁公告「徵求合作企業計畫先期說明」。

五. 111年9月1日至111年9月30日：計畫構想書收件截止。

六. 111年11月：計畫審查與評選。

七. 111年12月：評選結果公告。

八. 112年1月1日：計畫執行起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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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計畫申請收件
2.二年期計畫繳交執行進度報告

計畫通過公告

每季計畫執行進度追蹤

計畫執行

結束

7/13 

9/1-9/30

11/25

1/1-12/31

1、4、7、11月

7/1 計畫徵求公告

計畫申請公告說明會

8/1-8/31

8/1前提交[徵求合作企業計畫先期說明]
8/9公開徵求合作計畫
產業型計畫廠商徵求說明會(日期另訂)

計畫擇優入審議會討論

12/1

作業時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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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更作業

➢ 計畫主持人變更
計畫主持人或共同主持人因故於計畫執行期間離職、調職或重大事故傷
病假達三個月以上者，得申請變更計畫主持人，以利計畫之執行。

➢ 合作企業變更
1. 合作企業因故變更、新增或減少者，計畫主持人應於情事發生後一個

月內，函文通知雙方之計畫管理單位。因合作企業變更、新增或減少，
致有智慧財產權或技術使用等相關權利義務異動事項，應檢附書面約
定，函送雙方之計畫管理單位。

2. 計畫執行期間，合作企業終止契約者，該合作企業不得主張本計畫相
關研發成果之任何權益，已撥付之配合款不予退還。合作企業中途退
出者，亦同。

3. 因合作企業退出，致計畫無法執行或預期無法達成原定目標時，計畫
主持人得申請註銷計畫，計畫執行機構得於必要時終止經費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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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

➢ 說明會簡報將於會後上傳公告系統。

➢ 說明如有未竟之處，請賜電承辦人

➢ 新竹臺大分院醫學研究部-于小姐，
電話:03-5326151#528854，E-mail:G00764@hch.gov.tw

➢ 國衛院學術發展處-丁小姐，
電話:037-206166#33006 ，E-mail：elsa@nhri.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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