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0學年度  新進教師研習營 

學術研究機會與資源【研究發展處】 
 研發處人員職掌及聯絡方式 

姓名 職稱 工作職掌 E-MAIL 分機 

林錕松 研發長 
研發處整體業務督導 

本校研究發展策略規劃 
kslin@saturn.yzu.edu.tw 2280/2574 

李其源 
副研發長 

研發行政組組長 

綜理研發處業務 

研發行政組業務督導 
cylee@saturn.yzu.edu.tw 2478 

鄭雅穗 
產學合作組組長 

創新創業中心主任 
產學合作組業務督導 hilary@saturn.yzu.edu.tw 

2618#101
4/2626 

張竹君 
研發處秘書 

研發行政組專員 

研發處本部業務 

教師績效及研究獎項申請 

各項研究補助申請 

科技部研究獎勵 

科技部博士生獎學金 

研究統計分析 

josie@saturn.yzu.edu.tw 2282 

范玉瑩 研發行政組組員 

科技部專題計畫管理 

學術計畫管理 

兼任研究助理管理 

論文修改及發表補助 

研發處公文收發 

gayyfann@saturn.yzu.edu
.tw 

2283 

林怡萱 專案計畫助理 

教師及學生出席國際會議 

科技部國合專案計畫管理 

高教深耕專案計畫管理 

學生專業實習（高教深耕） 

研發替代役專案 

研發處網頁維護 

sherry85123@saturn.yzu.
edu.tw 

2286 

吳貞樺 專案計畫助理 

科技部「行為與社會科學研究

計畫倫理審查」專案 

科技部/教育部學術倫理 

臺灣學術倫理教育資源中心

新進教師課程事宜 

monicakirei0122@saturn.y
zu.edu.tw 

3221 

林彥芳 產學合作組書記 

產學計畫推動及管理 

技術推廣服務 

智財相關業務推動 

學生專業實習 

ylin@saturn.yzu.edu.tw 2288 

鄒明蕙 產學合作組組員 
專利申請維護 

研究中心管理 
kellytzou@saturn.yzu.edu.
tw 

2281 

楊婷惟 專案計畫助理 
觀音工業區專案 

遠東 A+B實習計畫 
yangtw@saturn.yzu.edu.t
w 

2289 

方玉敏 
遠東產學中心 

專案計畫助理 

亞東醫院學術合作先期研發

專題計畫 

元智智庫計畫專案 

科技部桃園-台中科研成果產

業化平台計畫 

kimgirl@saturn.yzu.edu.tw 2284 

張遠哲 產業聯絡專家 
科技部 桃園-台中科研成果

產業化平台計畫 
chris@saturn.yzu.edu.tw 22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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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發處研究補助項目 

補助項目  適用辦法  / 申請說明  表單  

補助教

師論文

修改費  

適用辦法  元智大學教師期刊論文修改補助辦法  (104.05.13)  

(word / pdf) 

(支出分攤表 ) 

申請方式  
請檢附標註修改字樣之論文前兩頁（含論文題目）、投稿

證明及收據，連同論文修改費補助申請表送研發處。  

補助內容  
補助款項實報實銷，每人每學年度補助總額新台幣 2 萬 5

仟元並以單篇論文補助 1 萬元為限。  

承辦人員  范玉瑩小姐 (ext.2283/gayyfann@saturn.yzu.edu.tw ) 

補助教

師期刊

論文發

表  

適用辦法  元智大學教師期刊論文發表補助辦法  (104.05.13)  

(word / pdf) 

支出分攤表  

申請方式  
請檢附論文被期刊接受發表之證明文件及付款收據，連同

期刊論文發表費補助申請表送研發處。  

補助內容  
補助款項實報實銷，每人每學年度補助總額新台幣 3 萬元

並以單篇論文補助 1 萬元為限。  

承辦人員  范玉瑩小姐 (ext.2283/gayyfann@saturn.yzu.edu.tw ) 

教師出

席國際

會議發

表論文  

適用辦法  
元智大學教師申請出席國際會議補助辦法 (107.10.31) 

科技部補助國內專家學者出席國際學術會議作業要點  元智大學教職

員工國外出差

申請單  

差旅費預估表  

(word)  
元智大學教職

員工國外出差

旅費報告表  

會議報告書  

(word / pdf) 
外籍航班申請  

(word / pdf) 

申請方式  

教師須於出國開會前六週先向科技部提出補助申請（大陸

主辦之研討會除外），並於會議前二週向所屬院 /部提出校

內補助申請。  

補助內容  

每位教師每學年補助次數以一次為限，實際補助經費以實

報實銷為原則，每人每學年最高補助經費不得超過新台幣

3 萬元。各院 /部依當年度所分配之預算額受理單位內教師

之申請案，全校補助經費總額以該學年度通過之於預算額

度為限。  

承辦人員  
林怡萱小姐  

(ext.2286／ sherry85123@saturn.yzu.edu.tw  )  

學生出

席國際

會議發

表論文  

適用辦法  

元智大學補助博士生赴國外出席國際會議處理要點(107.10.31) 

科技部補助國內研究生出席國際學術會議作業要點 

專案計畫國外差旅費範例說明 

補助申請表

(word/pdf)  
專案計畫人員

出差申請單  

專案人員國外

差旅報告表

(word)會議報

告書 (word/pdf) 

會議報告書 (外

籍生適用 ) 

搭乘外籍航班

申請書

(word/PDF) 

申請方式  

1.需於會議前 2 個月的月底向科技部提出申請補助，如因

論文被大會接受的時間超過，可免提科技部並受理申請，

請附上論文被接受之佐證資料。如為申請者錯過了科技部

申請時程，則不予受理。  

2.同案已獲科技部補助者，亦不得再向校內申請教育部之

補助。  

3.若屬合著者，同篇論文以補助一人發表為限，其他合著者

（含教師）不得以同篇論文申請校內外各項補助，且須於

申請表簽名具結未向其他單位申請補助。  

4.已獲科技部「研究生出席國際會議」補助之申請人，其出

國費用 (機票費及註冊費 )須在受補助總經費下報支，至於

其他歸屬出席該次會議但未受補助之項目 (例如 :日支生

活費 )，亦不得報支於任一受科技部補助之專題研究計畫

項下 (例如 :指導教師專題計畫 )。  

補助內容  

1.此案由教育部預算及校內配合款支應，補助對象為博士

班學生。  

2.每人每年補助一次為原則，並以教育部及校內所提撥之

年度預算額度為限。  

3.亞洲地區補助上限為新台幣 2 萬元，亞洲以外地區補助

上限為新台幣 4 萬元（實報實銷）。  

承辦人員  
林怡萱小姐  

(ext.2286／ sherry85123@saturn.yzu.edu.tw  )  

https://www.yzu.edu.tw/admin/rd/files/相關法規/10教師期刊論文發表補助辦法1040513.pdf
https://www.yzu.edu.tw/admin/rd/files/補助方案/補助教師論文修改費/論文修改費補助申請表(104_9_8修正).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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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yzu.edu.tw/admin/rd/files/%E8%A3%9C%E5%8A%A9%E6%96%B9%E6%A1%88/%E6%95%99%E5%B8%AB%E5%87%BA%E5%B8%AD%E5%9C%8B%E9%9A%9B%E6%9C%83%E8%AD%B0%E7%99%BC%E8%A1%A8%E8%AB%96%E6%96%87/%E5%85%83%E6%99%BA%E5%A4%A7%E5%AD%B8%E6%95%99%E8%81%B7%E5%93%A1%E5%B7%A5%E5%9C%8B%E5%A4%96%E5%87%BA%E5%B7%AE%E7%94%B3%E8%AB%8B%E5%96%AEHO-CP-13-CF021.5%E7%89%88106.09.21%E4%BF%AE%E8%A8%82.doc
https://www.yzu.edu.tw/admin/rd/files/%E8%A3%9C%E5%8A%A9%E6%96%B9%E6%A1%88/%E6%95%99%E5%B8%AB%E5%87%BA%E5%B8%AD%E5%9C%8B%E9%9A%9B%E6%9C%83%E8%AD%B0%E7%99%BC%E8%A1%A8%E8%AB%96%E6%96%87/%E5%85%83%E6%99%BA%E5%A4%A7%E5%AD%B8%E6%95%99%E8%81%B7%E5%93%A1%E5%B7%A5%E5%9C%8B%E5%A4%96%E5%87%BA%E5%B7%AE%E7%94%B3%E8%AB%8B%E5%96%AEHO-CP-13-CF021.5%E7%89%88106.09.21%E4%BF%AE%E8%A8%82.doc
https://www.yzu.edu.tw/admin/rd/files/%E8%A3%9C%E5%8A%A9%E6%96%B9%E6%A1%88/%E6%95%99%E5%B8%AB%E5%87%BA%E5%B8%AD%E5%9C%8B%E9%9A%9B%E6%9C%83%E8%AD%B0%E7%99%BC%E8%A1%A8%E8%AB%96%E6%96%87/%E5%85%83%E6%99%BA%E5%A4%A7%E5%AD%B8%E6%95%99%E8%81%B7%E5%93%A1%E5%B7%A5%E5%9C%8B%E5%A4%96%E5%87%BA%E5%B7%AE%E7%94%B3%E8%AB%8B%E5%96%AEHO-CP-13-CF021.5%E7%89%88106.09.21%E4%BF%AE%E8%A8%82.doc
https://www.yzu.edu.tw/admin/rd/files/補助方案/教師出席國際會議發表論文/差旅費支出預估表範本1060719.doc
https://www.yzu.edu.tw/admin/rd/files/%E8%A3%9C%E5%8A%A9%E6%96%B9%E6%A1%88/%E6%95%99%E5%B8%AB%E5%87%BA%E5%B8%AD%E5%9C%8B%E9%9A%9B%E6%9C%83%E8%AD%B0%E7%99%BC%E8%A1%A8%E8%AB%96%E6%96%87/%E5%85%83%E6%99%BA%E5%A4%A7%E5%AD%B8%E6%95%99%E8%81%B7%E5%93%A1%E5%B7%A5%E5%9C%8B%E5%A4%96%E5%87%BA%E5%B7%AE%E6%97%85%E8%B2%BB%E5%A0%B1%E5%91%8A%E8%A1%A8%E6%9B%B4%E6%96%B0%E7%89%881061128.docx
https://www.yzu.edu.tw/admin/rd/files/%E8%A3%9C%E5%8A%A9%E6%96%B9%E6%A1%88/%E6%95%99%E5%B8%AB%E5%87%BA%E5%B8%AD%E5%9C%8B%E9%9A%9B%E6%9C%83%E8%AD%B0%E7%99%BC%E8%A1%A8%E8%AB%96%E6%96%87/%E5%85%83%E6%99%BA%E5%A4%A7%E5%AD%B8%E6%95%99%E8%81%B7%E5%93%A1%E5%B7%A5%E5%9C%8B%E5%A4%96%E5%87%BA%E5%B7%AE%E6%97%85%E8%B2%BB%E5%A0%B1%E5%91%8A%E8%A1%A8%E6%9B%B4%E6%96%B0%E7%89%881061128.docx
https://www.yzu.edu.tw/admin/rd/files/%E8%A3%9C%E5%8A%A9%E6%96%B9%E6%A1%88/%E6%95%99%E5%B8%AB%E5%87%BA%E5%B8%AD%E5%9C%8B%E9%9A%9B%E6%9C%83%E8%AD%B0%E7%99%BC%E8%A1%A8%E8%AB%96%E6%96%87/%E5%85%83%E6%99%BA%E5%A4%A7%E5%AD%B8%E6%95%99%E8%81%B7%E5%93%A1%E5%B7%A5%E5%9C%8B%E5%A4%96%E5%87%BA%E5%B7%AE%E6%97%85%E8%B2%BB%E5%A0%B1%E5%91%8A%E8%A1%A8%E6%9B%B4%E6%96%B0%E7%89%881061128.docx
https://www.yzu.edu.tw/admin/rd/files/補助方案/教師出席國際會議發表論文/元智教師出席國際會議報告書格式.doc
https://www.yzu.edu.tw/admin/rd/files/補助方案/教師出席國際會議發表論文/元智教師出席國際會議報告書格式.doc
https://www.yzu.edu.tw/admin/rd/files/補助方案/教師出席國際會議發表論文/元智教師出席國際會議報告書_格式_.pdf
https://www.yzu.edu.tw/admin/rd/files/補助方案/教師出席國際會議發表論文/元智教師出席國際會議報告書_格式_.pdf
https://www.yzu.edu.tw/admin/rd/files/補助方案/教師出席國際會議發表論文/搭乘外國航空班機申請書.doc
https://www.yzu.edu.tw/admin/rd/files/補助方案/教師出席國際會議發表論文/搭乘外國航空班機申請書.doc
https://www.yzu.edu.tw/admin/rd/files/補助方案/教師出席國際會議發表論文/搭乘外國航空班機申請書.pdf
https://www.yzu.edu.tw/admin/rd/files/補助方案/教師出席國際會議發表論文/搭乘外國航空班機申請書.pdf
mailto:sherry85123@saturn.yzu.edu.tw
https://www.yzu.edu.tw/admin/rd/files/表單/1071031元智大學補助博士生赴國外出席國際會議處理要點修正案-107-06行政會通過.pdf
https://www.most.gov.tw/sci/ch/detail?article_uid=bf1bf8bd-42b8-4089-aea6-45ed1fcc94bb&menu_id=6b4a4661-9126-4d0c-897a-4022c82114a9
https://www.yzu.edu.tw/admin/rd/files/%E8%A3%9C%E5%8A%A9%E6%96%B9%E6%A1%88/%E5%AD%B8%E7%94%9F%E5%87%BA%E5%B8%AD%E5%9C%8B%E9%9A%9B%E6%9C%83%E8%AD%B0%E7%99%BC%E8%A1%A8%E8%AB%96%E6%96%87/%E5%B0%88%E6%A1%88%E8%A8%88%E7%95%AB%E5%9C%8B%E5%A4%96%E5%B7%AE%E6%97%85%E8%B2%BB%E7%AF%84%E4%BE%8B%E8%AA%AA%E6%98%8E-1061201.pdf
https://www.yzu.edu.tw/admin/rd/files/%E8%A3%9C%E5%8A%A9%E6%96%B9%E6%A1%88/%E5%AD%B8%E7%94%9F%E5%87%BA%E5%B8%AD%E5%9C%8B%E9%9A%9B%E6%9C%83%E8%AD%B0%E7%99%BC%E8%A1%A8%E8%AB%96%E6%96%87/%E5%85%83%E6%99%BA%E5%A4%A7%E5%AD%B8%E8%A3%9C%E5%8A%A9%E5%AD%B8%E7%94%9F%E8%B5%B4%E5%9C%8B%E5%A4%96%E5%87%BA%E5%B8%AD%E5%9C%8B%E9%9A%9B%E6%9C%83%E8%AD%B0%E7%94%B3%E8%AB%8B%E8%A1%A8Subsidy_Application_Form1080816.doc
https://www.yzu.edu.tw/admin/rd/files/%E8%A3%9C%E5%8A%A9%E6%96%B9%E6%A1%88/%E5%AD%B8%E7%94%9F%E5%87%BA%E5%B8%AD%E5%9C%8B%E9%9A%9B%E6%9C%83%E8%AD%B0%E7%99%BC%E8%A1%A8%E8%AB%96%E6%96%87/%E5%85%83%E6%99%BA%E5%A4%A7%E5%AD%B8%E8%A3%9C%E5%8A%A9%E5%AD%B8%E7%94%9F%E8%B5%B4%E5%9C%8B%E5%A4%96%E5%87%BA%E5%B8%AD%E5%9C%8B%E9%9A%9B%E6%9C%83%E8%AD%B0%E7%94%B3%E8%AB%8B%E8%A1%A8Subsidy_Application_Form1080816.pdf
https://www.yzu.edu.tw/admin/rd/files/%E8%A3%9C%E5%8A%A9%E6%96%B9%E6%A1%88/%E5%AD%B8%E7%94%9F%E5%87%BA%E5%B8%AD%E5%9C%8B%E9%9A%9B%E6%9C%83%E8%AD%B0%E7%99%BC%E8%A1%A8%E8%AB%96%E6%96%87/%E5%B0%88%E6%A1%88%E8%A8%88%E7%95%AB%E4%BA%BA%E5%93%A1%E5%87%BA%E5%B7%AE%E7%94%B3%E8%AB%8B%E5%96%AE.xls
https://www.yzu.edu.tw/admin/rd/files/%E8%A3%9C%E5%8A%A9%E6%96%B9%E6%A1%88/%E5%AD%B8%E7%94%9F%E5%87%BA%E5%B8%AD%E5%9C%8B%E9%9A%9B%E6%9C%83%E8%AD%B0%E7%99%BC%E8%A1%A8%E8%AB%96%E6%96%87/%E5%B0%88%E6%A1%88%E8%A8%88%E7%95%AB%E4%BA%BA%E5%93%A1%E5%87%BA%E5%B7%AE%E7%94%B3%E8%AB%8B%E5%96%AE.xls
https://www.yzu.edu.tw/admin/rd/files/%E8%A3%9C%E5%8A%A9%E6%96%B9%E6%A1%88/%E5%AD%B8%E7%94%9F%E5%87%BA%E5%B8%AD%E5%9C%8B%E9%9A%9B%E6%9C%83%E8%AD%B0%E7%99%BC%E8%A1%A8%E8%AB%96%E6%96%87/%E5%9C%8B%E5%A4%96%E5%B7%AE%E6%97%85%E8%B2%BB%E8%A1%A8%E5%96%AE-1061220.docx
https://www.yzu.edu.tw/admin/rd/files/%E8%A3%9C%E5%8A%A9%E6%96%B9%E6%A1%88/%E5%AD%B8%E7%94%9F%E5%87%BA%E5%B8%AD%E5%9C%8B%E9%9A%9B%E6%9C%83%E8%AD%B0%E7%99%BC%E8%A1%A8%E8%AB%96%E6%96%87/%E5%85%83%E6%99%BA%E5%AD%B8%E7%94%9F%E5%87%BA%E5%B8%AD%E5%9C%8B%E9%9A%9B%E6%9C%83%E8%AD%B0%E5%A0%B1%E5%91%8A%E6%9B%B8%E6%A0%BC%E5%BC%8F.doc
https://www.yzu.edu.tw/admin/rd/files/%E8%A3%9C%E5%8A%A9%E6%96%B9%E6%A1%88/%E5%AD%B8%E7%94%9F%E5%87%BA%E5%B8%AD%E5%9C%8B%E9%9A%9B%E6%9C%83%E8%AD%B0%E7%99%BC%E8%A1%A8%E8%AB%96%E6%96%87/%E5%85%83%E6%99%BA%E5%AD%B8%E7%94%9F%E5%87%BA%E5%B8%AD%E5%9C%8B%E9%9A%9B%E6%9C%83%E8%AD%B0%E5%A0%B1%E5%91%8A%E6%9B%B8%E6%A0%BC%E5%BC%8F.doc
https://www.yzu.edu.tw/admin/rd/files/%E8%A3%9C%E5%8A%A9%E6%96%B9%E6%A1%88/%E5%AD%B8%E7%94%9F%E5%87%BA%E5%B8%AD%E5%9C%8B%E9%9A%9B%E6%9C%83%E8%AD%B0%E7%99%BC%E8%A1%A8%E8%AB%96%E6%96%87/%E5%85%83%E6%99%BA%E5%AD%B8%E7%94%9F%E5%87%BA%E5%B8%AD%E5%9C%8B%E9%9A%9B%E6%9C%83%E8%AD%B0%E5%A0%B1%E5%91%8A%E6%9B%B8_%E6%A0%BC%E5%BC%8F_.pdf
https://www.yzu.edu.tw/admin/rd/files/%E8%A3%9C%E5%8A%A9%E6%96%B9%E6%A1%88/%E5%AD%B8%E7%94%9F%E5%87%BA%E5%B8%AD%E5%9C%8B%E9%9A%9B%E6%9C%83%E8%AD%B0%E7%99%BC%E8%A1%A8%E8%AB%96%E6%96%87/%E6%9C%83%E8%AD%B0%E5%A0%B1%E5%91%8A%E6%9B%B8%E5%A4%96%E7%B1%8D%E7%94%9F%E9%81%A9%E7%94%A8.doc
https://www.yzu.edu.tw/admin/rd/files/%E8%A3%9C%E5%8A%A9%E6%96%B9%E6%A1%88/%E5%AD%B8%E7%94%9F%E5%87%BA%E5%B8%AD%E5%9C%8B%E9%9A%9B%E6%9C%83%E8%AD%B0%E7%99%BC%E8%A1%A8%E8%AB%96%E6%96%87/%E6%9C%83%E8%AD%B0%E5%A0%B1%E5%91%8A%E6%9B%B8%E5%A4%96%E7%B1%8D%E7%94%9F%E9%81%A9%E7%94%A8.doc
https://www.yzu.edu.tw/admin/rd/files/%E8%A3%9C%E5%8A%A9%E6%96%B9%E6%A1%88/%E5%AD%B8%E7%94%9F%E5%87%BA%E5%B8%AD%E5%9C%8B%E9%9A%9B%E6%9C%83%E8%AD%B0%E7%99%BC%E8%A1%A8%E8%AB%96%E6%96%87/%E6%90%AD%E4%B9%98%E5%A4%96%E5%9C%8B%E8%88%AA%E7%A9%BA%E7%8F%AD%E6%A9%9F%E7%94%B3%E8%AB%8B%E6%9B%B8.doc
https://www.yzu.edu.tw/admin/rd/files/%E8%A3%9C%E5%8A%A9%E6%96%B9%E6%A1%88/%E5%AD%B8%E7%94%9F%E5%87%BA%E5%B8%AD%E5%9C%8B%E9%9A%9B%E6%9C%83%E8%AD%B0%E7%99%BC%E8%A1%A8%E8%AB%96%E6%96%87/%E6%90%AD%E4%B9%98%E5%A4%96%E5%9C%8B%E8%88%AA%E7%A9%BA%E7%8F%AD%E6%A9%9F%E7%94%B3%E8%AB%8B%E6%9B%B8.pdf
https://www.yzu.edu.tw/admin/rd/files/%E8%A3%9C%E5%8A%A9%E6%96%B9%E6%A1%88/%E5%AD%B8%E7%94%9F%E5%87%BA%E5%B8%AD%E5%9C%8B%E9%9A%9B%E6%9C%83%E8%AD%B0%E7%99%BC%E8%A1%A8%E8%AB%96%E6%96%87/%E6%90%AD%E4%B9%98%E5%A4%96%E5%9C%8B%E8%88%AA%E7%A9%BA%E7%8F%AD%E6%A9%9F%E7%94%B3%E8%AB%8B%E6%9B%B8.pdf
mailto:sherry85123@saturn.yzu.edu.tw


國際研

究合作  

適用辦法  元智大學國際暨兩岸合作計畫補助申請標準辦法(104.05.27)  

申請表  

補助成果報告  

補助說明  

本補助方案以國際研究合作為主，各項計畫提案應配合學

院之整體研究發展方向。  

科技部科國司各項計畫及補助申請時程  

補助內容  
每案之補助金額將視當年度研發處預算及計畫通過數而

定，並以新台幣 15 萬元為上限。  

承辦人員  
林怡萱小姐  

(ext.2286／ sherry85123@saturn.yzu.edu.tw  )  

補助新

進教師

研究啟

動基金  

適用辦法  元智大學新進教師研究啟動經費補助辦法 (106.02.15)  

申請表  

成果報告書  

補助說明  

於本校教學研究年資未滿三年（自起聘之日起計算）內申

請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獲核定通過之新聘專任教師 (限副

教授以下 )，得申請本項補助。每人最多申請一案補助。  

補助內容  

本案視年度預算給予相對配合補助（不得列支主持人費），

以獲得之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經費百分之二十為上限（不

含管理費及國外差旅費），每案最高核給新台幣三十萬元。 

承辦人員  張竹君小姐 (ext.2282/josie @saturn.yzu.edu.tw) 

研究計

畫預算

折抵授

課鐘點  

適用辦法  
元智大學研究計畫預算折抵 (Buy-Out)授課鐘點實施細則

(104.05.27)  

 
補助說明  

主持研究計畫，其計畫經費中，核列有折抵授課鐘點之預

算或其主持人費超過折抵預算者，得提出申請。  

承辦人員  張竹君小姐 (ext.2282/josie@saturn.yzu.edu.tw ) 

輔助教

師研究  

適用辦法  元智大學輔助教師研究辦法 (104.04.02)  

申請書  

 

結案報告書  

補助說明  
1.凡本校專任教師服務年資一年以上，當年度科技部研究計畫未獲

通過，申請時未主持或共同主持其他研究計畫。 

2.每人在職期間申請補助以一次為限。 

補助內容  

申請補助金額，以當年度未獲科技部補助研究計畫申請書

中編列業務費為限（不補助主持人費，且其他人事費不得

超過申請補助總額 50%），由研發處依年度預  算、科技部

審查意見及計畫實際需求，酌核補助額度，核定補助案數

依學年度  預算而定，唯每人每學年限申請一案且視學門特

性以補助 20 萬元為上限。  

承辦人員  張竹君小姐 (ext.2282/josie @saturn.yzu.edu.tw) 

補助專

利申請

及維護

費用  

適用辦法  元智大學研發成果與技術移轉管理施行細則 (108.05.08)  

 補助內容  
本校教師及研發人員提出之專利申請案，經本校研發成果

評量委員會審查通過後，得補助各項專利申請及維護費用。 

承辦人員  鄒明蕙小姐 (ext.2281/kellytzou@saturn.yzu.edu.tw )  

  

https://www.yzu.edu.tw/admin/rd/files/相關法規/7國際暨兩岸合作計畫補助申請標準辦法1040527.pdf
https://www.yzu.edu.tw/admin/rd/files/%E8%A3%9C%E5%8A%A9%E6%96%B9%E6%A1%88/%E5%9C%8B%E9%9A%9B%E7%A0%94%E7%A9%B6%E5%90%88%E4%BD%9C/%E5%9C%8B%E9%9A%9B%E5%90%88%E4%BD%9C%E7%94%B3%E8%AB%8B%E8%A1%A8-104%E6%96%B0%E7%89%88.doc
https://www.yzu.edu.tw/admin/rd/files/%E8%A3%9C%E5%8A%A9%E6%96%B9%E6%A1%88/%E5%9C%8B%E9%9A%9B%E7%A0%94%E7%A9%B6%E5%90%88%E4%BD%9C/104%E5%9C%8B%E9%9A%9B%E7%A0%94%E7%A9%B6%E5%90%88%E4%BD%9C%E8%A8%88%E7%95%AB%E8%A3%9C%E5%8A%A9%E6%88%90%E6%9E%9C%E5%A0%B1%E5%91%8A.doc
https://www.most.gov.tw/int/ch/list?menu_id=b2ca3524-a6b0-44c7-9719-612f1316fd55&view_mode=listView
mailto:sherry85123@saturn.yzu.edu.tw
https://www.yzu.edu.tw/admin/rd/files/相關法規/32新進教師研究啟動經費辦法1060215.pdf
https://www.yzu.edu.tw/admin/rd/files/補助方案/補助新進教師研究啟動基金/新進教師研究計畫配合款申請表.docx
https://www.yzu.edu.tw/admin/rd/files/補助方案/補助新進教師研究啟動基金/元智大學新進教師研究啟動經費-結案成果報告Form.docx
mailto:josie@saturn.yzu.edu.tw
https://www.yzu.edu.tw/admin/rd/files/相關法規/31研究計畫預算折抵Buy-Out授課鐘點實施細則1040527.pdf
https://www.yzu.edu.tw/admin/rd/files/相關法規/31研究計畫預算折抵Buy-Out授課鐘點實施細則1040527.pdf
mailto:josie@saturn.yzu.edu.tw
https://www.yzu.edu.tw/admin/rd/files/相關法規/39輔助教師研究辦法1030402.pdf
https://www.yzu.edu.tw/admin/rd/files/補助方案/輔助教師研究/元智大學輔助教師研究辦法-申請表Form104.doc
https://www.yzu.edu.tw/admin/rd/files/補助方案/輔助教師研究/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成果報告撰寫格式說明及封面格式.doc
mailto:josie@saturn.yzu.edu.tw
https://www.yzu.edu.tw/admin/so/files/regulations/j/1-27.pdf
mailto:kellytzou@saturn.yzu.edu.tw
mailto:racher@saturn.yzu.edu.tw


 研發處研究獎勵項目 

補助項

目  
適用辦法  / 申請說明  表單  

青年學

者研究

獎  

適用辦法  元智大學「青年學者研究獎」獎勵辦法 (104.04.29)  

獎項申請表  

申請資格  

凡 45 歲以下，服務於本校之副教授以下專任教師，以本校

名義發表之研究成果表現優異，未曾獲得本校「教師研究

績效傑出獎」等級以上獎項，經系、所 (中心 )推薦者，得提

出申請。  

承辦人員  張竹君小姐 (ext.2282/josie@saturn.yzu.edu.tw ) 

科技部研

究獎勵  

適用辦法  元智大學獎勵優秀研究人才執行要點 (107.06.06) 

 申請資格  

前一學年度執行科技部研究計畫 (需為計畫主持人 ) 

前一學年度研究績效優等 (前 20%)以上  

新進教師 (到職三年內 )，非曾任或非現任國內學術研究機構

編制內之專任教學、研究人員。或正式納編前五年間均任

職於國外學術研究機構  

承辦人員  張竹君小姐 (ext.2282/josie@saturn.yzu.edu.tw ) 

有庠傑出

教授獎  

適用辦法  元智大學專任教師申請「有庠傑出教授獎」評選及推薦作業原則 

 申請資格  
一、應符合「有庠傑出教授獎」獎助申請辦法之資格條件。 

二、曾獲得本校教師學年度研究績效傑出獎。  

三、未曾獲得本校「學術講座」、「有庠元智講座」  

承辦人員  張竹君小姐 (ext.2282/josie@saturn.yzu.edu.tw ) 

有庠元智

講座  

適用辦法  元智大學專任教師申請「有庠元智講座」評選及推薦作業原則 

 申請資格  
一、應符合「有庠元智講座」獎助申請辦法之資格條件。  

二、未曾獲得本校「學術講座」者  

承辦人員  張竹君小姐 (ext.2282/josie@saturn.yzu.edu.tw ) 

 

 研發處研究計畫申請作業─學術計畫 

作業項目 辦理時程 辦理方式 承辦人 

科技部 

一般專題計畫 

每年 12月底(依科技部規定) 

新任學人(不含轉任)起聘之日起一年

內，可隨到隨辦 

校方獲科技部來函後，

E-Mail公告申請期限。 

申請方式：利用科技部

研究人才網上線申請 

范玉瑩(2283)  

科技部 

大專生專題計畫 
每年三月底完成 

研究助理約用 元智大學→研發處→兼任助理專區 范玉瑩(2283) 

結案科技部 

一般專題計畫 
計畫結束後三個月內  

E-Mail通知結案  

范玉瑩(2283)  

結案科技部 

大專生專題計畫 
每年二月完成  范玉瑩(2283)  

科技部國防科技學

術合作研究計畫 

申請及結案 

依科技部國防科技小組之通知 
申請資料需提前 3～5天送

交研發處備函申請  
范玉瑩(2283)  

  

https://www.yzu.edu.tw/admin/rd/files/相關法規/40元智大學青年學者研究獎獎勵辦法1050323.pdf
https://www.yzu.edu.tw/admin/rd/files/補助方案/青年學者研究獎申請辦法/元智大學青年學者研究獎獎勵-104申請表.doc
mailto:josie@saturn.yzu.edu.tw
https://www.yzu.edu.tw/admin/so/files/regulations/j/1-50.pdf
mailto:josie@saturn.yzu.edu.tw
http://www.yzu.edu.tw/admin/so/files/regulations/j/1-37.pdf
mailto:josie@saturn.yzu.edu.tw
http://www.yzu.edu.tw/admin/so/files/regulations/j/1-36.pdf
mailto:josie@saturn.yzu.edu.tw
https://www.yzu.edu.tw/admin/rd/index.php/tw/2016-01-22-08-52-11


 研發處研究計畫申請作業─產學計畫 

作業項目 辦理時程 辦理方式 承辦人 

科技部

產學司

計畫 

申請及

結案 

產學合作計畫 申請：每年受理二次 
各類計畫申請起迄時間依

照科技部當年度之函文通

知，計畫結案時間為計畫

結束後三個月內辦理完

畢。 
林彥芳(2288)  

產學小聯盟 申請：每年受理一次 

前瞻技術產學

合作計畫 
申請：每年受理一次 

產業高階人才

培訓計畫 
申請：每年受理一次 

依照科技部當年度之函文

通知辦理。 

產學加值鼓勵

方案(達陣方案) 
隨到隨審 至科技部提出申請。 

本校與各公民營企業、

法人合作計畫 

隨到隨辦 

1.教師參與政府招標或逕行與業界談妥合作細節、合

約 

2.合約送至研發處辦理合約簽訂後執行計畫 

3.通知研發處請領各期款項 

4.計畫結束依約辦理結案  

林彥芳(2288)  

  



 研發處研究計畫申請作業─遠東產學中心計畫 

作業項目 辦理時程 辦理方式 承辦人 

與遠東集團「元

智智庫計畫」 

教師與關係企業有

合作需求或是雙方

達成產學合作即可

隨時提出申請 

1. 遠東關係企業單位提出：由企業單位

提出駐點或計畫合作需求，遠東 R&D

中心協助公告徵求、媒合校內有意願

合作之老師或研究單位。 

2. 元智大學教授/研究單位提出：由教授

或校內研究單位提出駐點意願或相關

專業研究議題需求，遠東 R&D中心協

助公告徵求、媒合集團內有意願合作

之企業單位。 

3. 不定期辦理關係企業訪視活動，邀請

有興趣及相關領域教授一同前往拜訪

企業。 

方玉敏(2284)  

與亞東紀念醫院

學術合作計畫 

每學年度之計畫將

定期由研發處公告

徵求 

教師自行聯繫亞東醫院相關研究人員共

同提出研究議題，由一方擔任計畫主持

人、另一方則擔任計畫共同主持人，並

填寫完整之「計畫申請書」依公告時程

提出計畫申請。 

方玉敏(2284) 

 

  



 科技部帳號申辦 

 

 本校教師績效填報作業(每年 12-次年 1月及 6-7月各一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