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關國家提供 International Call for Projects 參用資訊簡表：
2018/06/26 製表
科技部科教國合司 蒐集提供

●美洲
國家

國外主辦機構
名稱(英文)

徵求計畫案
名稱(英文)

申請人資格

補助研究計畫期程

每年補助項目及金額
(美元)

受理申請期間

說明：
請於勾選

美國

NSF, Directorate

Special Guidelines for

符合本部專題研究

請參考 NSF 17-555 及

請參考 NSF 17-555 及

隨到隨審。

1.為定期徵求案

for Geosciences

Submitting Proposals for

計畫申請資格

NSF 15-560.

NSF 15-560.

NSF/GEO/EAR - Taiwan

美方研究人員需符

Collaborative Research

合 NSF 17-555 及 NSF

參考網址：

15-560 公告。

2.為不定期徵求案

https://www.nsf.gov/pub
s/2017/nsf17012/nsf1701
2.jsp
台美雙邊地球科學領域
國際合作研究計畫
Division of Earth Sciences
Programs:
Tectonics (NSF 17-555)
Geomorphology and Land
Use Dynamics (NSF
15-560)
美國

NSF

Innovations at the Nexus

請詳科技部參與美

請詳科技部參與美國

https://www.nsf.gov/pu

September 26,

1.為定期徵求案

of Food, Energy and

國國家科學基金會

國家科學基金會(NSF)

blications/pub_summ.js

2018

2.為不定期徵求案

Water Systems (INFEWS

(NSF) 徵求 INFEWS

徵求 INFEWS

p?ods_key=nsf18545

https://www.nsf.gov/fund

(Innovations at the

(Innovations at the

ing/pgm_summ.jsp?pims

Nexus of Food,

Nexus of Food, Energy

https://www.nsf.gov/od

_id=505241

Energy and Water

and Water Systems)計

/oise/INFEWS/the_inter

Systems)計畫公告

畫公告。

https://www.most.g

national_partnerships.js
p

ov.tw/pla/ch/detail?
article_uid=93b970e
b-9fc8-42eb-af3e-ce
4455219a4b&menu_
id=b3aa92b4-989b-4
3a9-b21d-0122c2ab4
bc9&content_type=P
&view_mode=listVie
w
美國

NIH, Global

Global Brain and Nervous

Non-domestic

The project period

Application budgets are

Brain Disorders

System Disorders

(non-U.S.) Entities

may be up to 2 years.

limited to $125,000 per

Research

Research Across the

(Foreign Institutions)

year in direct costs, but

Lifespan (R21)

are eligible to apply.

must reflect the actual

(PAR-17-313)

needs of the proposed

參考網址

project.

2018 年 11 月 7 日

1.為定期徵求案
2.為不定期徵求案

https://grants.nih.gov/g
rants/guide/pa-files/PA
R-17-313.html
美國

NIH, Global

Global Brain and Nervous

Non-domestic

Applicants may

Application budgets are

Brain Disorders

System Disorders

(non-U.S.) Entities

request a project

not limited but need to

Research

Research across the

(Foreign Institutions)

period of up to five

reflect the actual needs

Lifespan (R01)

are eligible to apply.

years.

of the proposed project.

(PAR-17-314)
參考網址

https://grants.nih.gov/g
rants/guide/pa-files/PA
R-17-314.html

2018 年 11 月 7 日

1.為定期徵求案
2.為不定期徵求案

●歐洲
國家

國外主辦機構
名稱(英文)

徵求計畫案
名稱(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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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國

德國聯邦產業

German-Taiwanese Call

The partners must

Project duration

Maximum project costs

至 2018 年 9 月 3 1.為定期徵求案

研究協會

for Proposals for Joint

include at least one

should not exceed 3

eligible for funding:

日止。

AiF Projekt

R&D Projects (Central

Taiwanese and one

years.

€ 380,000 per company

GmbH

SME Innovation

German commercial

€ 190,000 per research

Programme , ZIM),

company.

institute.

https://www.zim.de/ZIM/

Participation of

Redaktion/DE/Artikel/akt

further research

uelle-ausschreibungen-int

organizations and

ernational.html

companies is
welcome as
additional
participants or
subcontractors
according to each
country’s funding
regulations. (臺方申
請人資格請參照「臺
德創新研發成員」補
助計畫, 公告
https://aiip.tdp.org.t
w/content/applicatio
n/aiip/generalb/gues
t-cnt-browse.php?va
rs=7f8ee7ff939cad42
9f34db29b37c2abff6

說明：
請於勾選
2.為不定期徵求案

25365a8ae284d2851
92e830e37b5389f95
1696cf5a2f0142c756
2c9c081a3cd175c37
ca19d9c9e8d03ed9e
5f6efd21a78a75715b
ba8a9f39f352ece764
970a12bdb9fc82e3a
ec3 )
按:臺方研究機構須
透過臺灣廠商申請
並由台灣廠商以「外
包方式」委託臺方研
究機構。
德國

亥姆霍茲協會

Helmholtz International

1. 在 德 國 地 區 外 之 成功之申請人於遴選 補助獎金 20000 歐元， 至 2018 年 9 月 1.為定期徵求案

Helmholtz

Fellow Award

傑 出 資 深 科 學 家 會議後將立即獲得通 補 助 在 德 國 訪 問 所 產 28 日止(同年 11 2.為不定期徵求案

Association

https://www.helmholtz.d

及研究管理者，專 知 ， 可 隨 後 赴 生之費用(如旅費、住宿 月 7 日遴選)。

e/en/current_topics/curr

精於 Helmholtz 協 Helmholtz 研究中心進 費)，以及補助在本獎金

ent_calls_for_application

會之相關領域，包 行研究。如需要時， 範 圍 內 之 進 一 步 相 關

s/article/artikeldetail/hel

含 大 型 國 際 研 究 研究期程可切割成數 活動。

mholtz_international_fell

機 構 之 科 學 管 個短期訪問。

ow_award/

理 ， 且 已 與
Helmholtz 中 心 或
Helmholtz 複 合 中
心合作
2. 最 重 要 遴 選 標 準
為研究人員之學
術表現、國際聲
譽，以及研究領域

或計畫，與提名之
Helmholtz 中 心 之
活動相符合。
3. 國 際 研 究 人 員 之
基地須在德國以
外，且與 Helmholtz
中心無聘僱契約。
德國

福斯汽車基金

'Freigeist' Fellowships

具博士學位之優秀 上限 5 年(最多可再延 5 年上限 100 萬歐元 2018 年 10 月 11 1.為定期徵求案

會

https://www.volkswagens

青年學者(須至公告 長 3 年)。

( 按 : 每 年 約 20 萬 歐 日前提出。

VolkswagenStift

tiftung.de/nc/en/funding

截止日，取得博士學

元)；補助項目為人事費

ung

/our-funding-portfolio-at-

位 1 至 4 年間)；須

(相當於德國初級研究

a-glance/freigeist-fellows

最遲在補助開始

團隊主持人之薪資、本

hips.html?tx_itaofundingi

時，已完成學術環境

案工作職員之薪資)，以

nitiative_itaofundinginitia

及地點變更，並隸屬

及計畫相關事務費及

tivelist%5Bcontroller%5D

於德國大學或非大

旅費。

=FundingInitiative&cHash

學研究機構。

2.為不定期徵求案

=29d4f3d9556a5d7f02d3
a438b7a91ac7
德國

福斯汽車基金

Experiment! – In search

博士後研究員或教

會

of bold research ideas

授，限自然、工程及

VolkswagenStift

https://www.volkswagen

生命科學領域；須加

ung

stiftung.de/en/funding/o

入德國團隊，或計畫

ur-funding-portfolio-at-a-

補助開始時該計畫

glance/experiment.html?

主要申請者須變更

tx_itaofundinginitiative_it

而受僱於德國科學

aofundinginitiativelist%5B 機構。
controller%5D=FundingIni
tiative&cHash=29d4f3d95
56a5d7f02d3a438b7a91a

上限 18 個月。

18 個月，上限 12 萬歐 2018 年 8 月 1 1.為定期徵求案
元。

日前提出。

2.為不定期徵求案

c73

德國

德國

宏博基金會

Humboldt Research

外 國 學 者 , 優 於 平 6 至 18 個月。

每月獎助金 3150 歐元 可隨時提出。

1.為定期徵求案

AvH, Alexander

Fellowship for

均水準, 近 12 年內

(已含人員交流及保

2.為不定期徵求案

von

Experienced Researchers

取得博士學位, 現

費)；國際旅費 950-1475

Humboldt-Stiftu

https://www.humboldt-f

任助理教授或初級

歐元(視停留長短)；

ng

oundation.de/web/humb

研究團隊主持人或

接待方研究費:每月 800

/Foundation

oldt-fellowship-experienc

有數年獨立學術工

歐元(自然工程)或每月

ed.html

作之紀錄 。

500 歐元(人文社會)

宏博基金會

Humboldt Research

外國學者,經由德國 授予後 12 個月。

60000 歐元。

AvH, Alexander

Award

知名學者提名。

von

https://www.humboldt-f

Humboldt-Stiftu

oundation.de/web/humb

ng

oldt-award.html

可隨時提出。

1.為定期徵求案
2.為不定期徵求案

/Foundation
英國

英國人文社會

Global Professorships

歡迎英國以外之優

科學院

2018

秀人文及社科領域

The British
Academy
(BA)

學者提出申請，有博
https://www.britac.ac.uk/

士學位，必須具有海

global-professorships-201

外機構之永久職位

8?utm_medium=email&u
tm_source=newsletter&u

(full-time or
part-time) 或固定職

tm_campaign=global-prof

位，並能借調至英國

essorships18&utm_conte

學研機構服務及交

nt=international&utm_ter 流。
m=june18
提供英國機構正式
信函

4 年。

名額：預計每年 10
位。

前 3 年 BA 每年補助上

提出申請：

限為 £250,000，第 4 年 2018 年 9 月 12
日。
預計由接待機構 (UK
Host Institution) 提供
補助。

英國機構 (Host

補助項目包括薪水、旅

Institution)
Approval 期限：

費、研究費、搬遷費等
。

2018 年 9 月 13
日。

1.為定期徵求案
2.為不定期徵求案

a formal statement
of support from a
senior member of
their proposed host
university in the UK
(normally expected
to be a
Pro-Vice-Chancellor
or equivalent, or at
minimum Head of
Department
/Faculty/Institute)
英國

英國科技設施

Ernest Rutherford

-具博士學位之優秀

委員會

Fellowship

青年學者，至少 2 年

Science and

期間：5 年。

(1) 薪水：由申請人與申 2018 年 9 月 20
請機構議定且符合

博後經驗(在研究所

名額：每年最多 12
位。

http://www.stfc.ac.uk/fu

期間到取得博士學

Facilities

nding/fellowships/ernest-

位為止，有 5 年以上

括 1 次會議出席

Council(STFC)

rutherford-fellowship/

的研究經驗)，申請

費) 。

(2) 旅費：每年約£2k(包 -詳閱申請須知

人尚未取得永久學

(3) 小型器材及耗材：

術職位。

£5k.
(4) 其他：例如海外申請

-自行申請工作簽
證，簽證類別為 Tier

人得申請搬遷及簽

1(Exceptional Talent)

證費用等。

GOV.UK Work Visas
https://www.gov.uk/
tier-1-exceptional-tal
ent
- Departments will
be informed in June

日前提出申請。 2.為不定期徵求案

該機構之薪級表。

Technology

1.為定期徵求案

Guidance notes.

of their fellowship
application limits for
the 2018 round.
- You are advised to
contact your
proposed host
department as early
as possible.
英國

英國惠康基金

科學合作獎項計畫

英國、愛爾蘭或中/

會

Collaborative Awards in

The Wellcome

Science

Trust

上限 4 百萬英鎊，補助 第一階段

1.為定期徵求案

低度開發國家 PI，但

項目限與計畫完全直

Preliminary

2.為不定期徵求案

其他國家專家學者

接費用(full directly

可加入成為計畫成

註 1：Wellcome 基金

incurred costs of

application
2018 年 8 月 20

計畫補助上限

本計畫採 2 階段 1.為定期徵求案
(2 stages call)
徵求：

https://wellcome.ac.uk/f

員。計畫成員以 7 人

unding/collaborative-awa

為上限。

rds-science

最多 5 年。

會為英國亦是全歐
日前提出申請。
research)，例如材料、
最具規模之醫學相
設備、差旅等。
關研究計畫私人補
第二階段 Full
助機構。
application 申請 註 2：我方學者需加
截止日為
入國外團隊提出申
2018 年 11 月 12
請，宜主動與申請 PI
日。
保持連繫。

領域：臨床及公共衛
生，但鼓勵跨領域跨
學門合作。

英國

英國心臟基金

New Horizons Grants

會

主要申請人需為英
國研究人員且具備

最多 3 年。

British He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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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際合作經驗，

£300,000
補助項目含括：

Foundation

esearch/information-for-r

共同申請人

人事費用，例如技術人 1. 須在計畫開始

隨時可申請 no

(BHF)

esearchers/what-we-fund

(co-applicant)可為其

員、研究助理、博士後

前 18 個月提

closing dates

/new-horizon-grants

它國籍，但需能在該

研究助理等及與該計

交初步計畫大

研究計畫至少投入

畫相關之直接成本(含

綱 preliminary

5%的貢獻。

耗材及設備)。

outline。
2. 通過第一階段

2.為不定期徵求案

註：我方學者需加入
國外團隊提出
申請

者，始提交完
整計畫書 full
application。

英國

計畫程期 3-12 個月。 每案補助金額 £10,000

2018 年 10 月 11 1.為定期徵求案

Leverhulme
基金會

Visiting Professorships 計

由英方申請國外傑

畫

出學者至英國進行

The Leverhulme

https://www.leverhulme.

指導及交流。

~£150,000，包括差旅費 日前提出申請。 2.為不定期徵求案
及研究費用等 (詳閱網

Trust

ac.uk/funding/grant-sche

(少許醫學領域或商

站相關規定)。

註：我方學者宜主動

mes/visiting-professorshi

業應用研究者不在

https://www.leverhulm

與英方保持連繫。

ps

本計畫補助邀請對

e.ac.uk/sites/default/fil

象中) 。

es/VP_guidance%20for
%20applicants_2018_re

英國

英國工程暨物
理科學研究委

v.pdf
研究機構所聘雇之研

EPSRC 補助之國際活動

進行國際合作所需

(Overseas Travel Grants)

的相關資源可以含

究人員在國外研究機

在計畫提案申請，如

構/實驗室參與或執行

員會 The

最長 1 年。

Engineering and

https://epsrc.ukri.org/fun

計畫執行的 PI 與相

該計畫衍生的費用可

Physical Science

ding/applicationprocess/r

關研究人員將赴國

以列入經費申請項目

Research

outes/international/otgs/

外研習，而接待國外

中，含設備使用費、消

訪問學者/研究人員

耗品(consumables) 及

在英國研究機構研

實驗費(bench fees) 。

Council (EPSRC)

常態制。

常態制。

常態制。

常態制。

習期間最長不超過
12 個月。
英國

英國生物技術

國際旅費補助機制

為鼓勵已獲 BBSRC

暨生物科學研

(International Travel

補助且計畫已在執

英鎊，補助項目限旅費

究委員會

Award Scheme, ITAS)

行中之英國研究學

及生活費 (travel and

者拓展國際合作，提

subsistence costs
only) 。

Biotechnology
and Biological

https://bbsrc.ukri.org/fun

供 ITAS 國際旅費補

Sciences

ding/filter/itas/

助機制。

1 年。

每案補助上限為 3000

Research
Council (BBSRC)
補充：英國 EPSRC 另有一項 Bottom-up 國際策略 (International Strategy Bottom–up)，歡迎任何國家的學者與英國合作，屬常態性，英國學者在進行國際合作計畫時可
將該計畫列入申請國合經費項目
法國

French National

International Research

需由雙方合作單位

4 年期，有機會延長一 參與 IRN 單位所屬機構

全年可申請

Center for

Network (IRN)

向各自所屬機構同

次

共同補助，項目主要用 Proposals can be 2.為不定期徵求案

Scientific

時提出申請

Four years, possibly

於辦理研討會、工作

submitted at any

Research (CNRS)

-In France, CNRS

renewable once.

坊、IRN 工作會議及工

time,

http://www.cnrs.fr/derci/

researchers, as well

作小組所需相關費用

simultaneously

spip.php?article887

as academic staff

Funded by all partners.

to the relevant

from other research

Resources are used to

CNRS scientific

organizations

organize conferences,

institute and to

working in

work meetings,

the partner

CNRS-affiliated joint

workshops, thematic

institutions

units.

schools or work

abroad.

-Abroad, researchers

meetings on the

and academic staff

network’s specialized

from a research

topic. Funding starts at

organization or a

the beg. of the financial

university.

year following the

1.為定期徵求案

decision to create an
IRN.
西班牙

Spanish

i-LINK+ Programme

National

本案需由西方合作

2 years.

以 20,000 歐元為上

對口先向 CSIC 提出

限，補助項目包含會

Research

http://www.csic.es/i-lin

申請，而我國對口單

議、研討會及人員培訓

Council (CSIC)

k

位則需隸屬於大

交流。

學、研究機構或相關

Up to 20,000€ to cover

科技中心

meetings and joint

Only new

workshops of the

2018/06
2018/07
(estimated).

1.為定期徵求案
2.為不定期徵求案

collaborations

participating members

between CSIC and

and to cover the

foreign teams are

expenses of scientific

eligible

exchanges for training

- At least 1 research

or research purposes

team from CSIC and
1 from a foreign
Institution.
Applications must be
submitted
necessarily by a
researcher from
CSIC, who will be the
project coordinator.
- Foreign research
team can belong to
universities, research
institutions or
technological
centers.
- All participating
members should be
officially linked to
their respective
Institutions during
project submission
and duration.
西班牙

Spanish
National

i-COOP+ Programme

本案目標為鼓勵
CSIC 研究人員與相

2 years
Short training periods

每年提供 10,000 歐
元，兩年 20,000 歐元為

2018/06
-

1.為定期徵求案
2.為不定期徵求案

Research

http://www.csic.es/i-coop 對科研發展程度較
低國家之研究人員

Council (CSIC)

交流，藉此協助該等

for PhD or

上限，補助包含人員差

2018/07

scientists/technical

旅費、辦理會議、小型

(estimated)

staff.

耗材、官方培訓課程註

國家科研發展

冊費用等。

Focus on developing

Up to 20,000€

countries

(10,000€/year) ,

- Foreign team

covering:

belong to

1. Travel and daily

universities,

allowance costs for

institutions or

visits.

2. Small equipment,

technological centers
- PhD students

consumables,

currently conducting

organizing,

their research in an

registration fees for

eligible institution

official training

from a less

courses. These costs

developed country.

will be up to 25% of

- Training stays for

financial support.

scientist and
technical staff to
consolidate scientific
and technical
capacities.
義大利

Italian National

聯合實驗室

本案為人員交流

所需經費各自補助。義

Deadline:

1.為定期徵求案

Research

CNR Joint Lab Projects

案，義方請申人需為

方每年提供 30,000 至

2018/11

2.為不定期徵求案

CNR 研究人員，本次

50,000 歐元經費予義方

https://www.cnr.it/en/ba

徵求主題為生醫研

PI。

ndo-laboratori-congiunti

究。

- Lab is financed by each

-Italian PI must be a

participating Institution

Council (CNR)

3 years.

(estimated).

CNR researcher.

- CNR: min. of 30 000€

-Expenses at least

to a max. of 50 000€ per

60% of requested

year

funds used for
Personnel:
assignment
義大利

Italian National

聯合考古實驗室

本案為人員交流

Research

Joint Archaeological

Council (CNR)

Laboratories

https://www.cnr.it/en/
bando-laboratori-arche
ologici

所需經費各自補助。義

Deadline

1.為定期徵求案

案，義方申請人需為

方每年提供 3,000 至

2018/11

2.為不定期徵求案

CNR 所屬之考古學

10,000 歐元經費予義方

研究員，參與之國外

PI。

單位可為學校、科研

- Lab is financed by each

機構或民間單位。

participating Institution

- Italian PI must be a

- CNR: min. of 3,000€ to

CNR researcher.

a max. of 10,000€ per

- Participants from

year .

2 years.

(estimated).

other Institutions,
Universities or
Private Enterprises,
can be included
provided that they
contribute with their
own funds.
義大利

義大利米蘭國

人員交流型計畫

世界各先進國家之

家癌症中心

International mobility

科研人員均可申
請，主題需與癌症研

Fondazione

短期訪問(3-6 個月)
Short-term visits (3 to
6 months).

每月給予 2500 歐元旅

隨到隨審

1.為定期徵求案

行和住宿津貼

Any time.

2.為不定期徵求案

For foreign researchers:
Fixed monthly

Tumori (INT)

http://www.istitutotum 究相關之基礎研究
ori.mi.it/modules.php? 或臨床研究相關
name=Content&pa=sho Researchers from

(National

wpage&pid=1042

accommodation

IRCCS Istituto
Nazionale dei

scientifically

allowance of € 2500
granted for travel and

Cancer Institute

advanced

of Milan)

institutions at a
European and
extra-European level

●亞洲
國家

國外主辦機構
名稱(英文)

徵求計畫案
名稱(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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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明：
請於勾選

紐西蘭

紐西蘭皇家學

Catalyst: Seeding

須由紐西蘭研究人

補助年度上限 2 年。

補助總金額上限為紐

須於 2018.7.19

1.為定期徵求案

幣$80,000。

前線上提出申

2.為不定期徵求案

請。

請參考網址

會 Royal Society

員提出申請。

of New
Zealand(RSNZ)

https://royalsociety.o
rg.nz/what-we-do/fu
nds-and-opportunitie
s/catalyst-fund/cataly
st-seeding/current-op
en-call-2/

日本

日本學術振興

國際共同研究加速基金

日本與各國多邊合

0.5~1 年，視情況可超 總額於 1,200 萬日幣以

會

（國際共同研究強化）

作，對象包含台灣。 過 1 年。

(JSPS)

JSPS Promotion of Joint

內。

2018/06/20 ~

1.為定期徵求案

2018/08/22

2.為不定期徵求案

16:30 截止。

International Research

日方申請者必須透

(Fostering Joint

過所屬機構申請。申

International Research)

請者該年度已通過
「基盤研究」或「若

日文：

手研究」且為該研究

https://www.jsps.go.jp/j-

計畫的研究主導

grantsinaid/35_kokusai/0

人。研究計畫需與海

1_kyoka/data/h30/30a_k

外大學或研究機構

ouboyoryo.pdf

共同進行。

英文：

(年齡限制於 36 歲至

https://www.jsps.go.jp/j-

45 歲之間；若取得

grantsinaid/35_kokusai/0

博士學位已超過 5

1_kyoka/download.html

年者，未滿 36 歲亦

可申請) 。

日本

日本學術振興

研究據點形成事業

日本與各國多邊合

會

JSPS Core-to-Core

(JSPS)

A. 5 年，2018/04 ~

A. 1800 萬日幣以內/

2017/09/06 ~

1.為定期徵求案

作，對象包含台灣， 2023/03.

年。

2017/10/04

2.為不定期徵求案

Program

由日方認可的研究

B. 3 年，2018/04 ~

B. 800 萬日幣以內/年。 2017 年公開招

A.先端據點形成型

機構或單位主管提

2021/03.

(Advanced Research

出申請。

募已結束。

Networks)

每年約 7 月份公

B.亞洲非洲學術基盤形

開隔年度招募

成型

訊息，請留意官

(Asia-Africa Science

方網站：

Platforms)

https://www.jsp
s.go.jp/j-c2c/ind

日文：

ex.html

http://www.jsps.go.jp/j-c
2c/data/h30core-youkou.
pdf
日本

日本學術振興

外國人特別研究員(一

申請人須符合以下

研究計畫

補助經費：

2019 年度

1.為定期徵求案

會

般)

條件：

1~2 年

(1) 交通費：直接提供

第一回：

2.為不定期徵求案

(JSPS)

JSPS Postdoctoral

(1) 具台灣國籍；或

機票。

2018/09/03 ~

Fellowships for Research

具有日本邦交國之

第一回

(2) 生活費：月支

2018/09/07

請透過所屬單位或

in Japan (Standard)

國籍。

來日期間

362,000 日幣 (約 3300

17:00

大學等研究機構至

2019/04/01 ~

美元 )。

2018 年 12 月下

http://www-shinsei.js

2019/09/30

(3) 其他：安家津貼(單

旬 結果通知。

ps.go.jp/topkokusai/t

日文網站：

(2) 在計畫開始時具

http://www.jsps.go.jp/j-f

有博士學位，且於錄

次)200,000 日幣、海外

ellow/j-fellow_14/31_bos

用年度(4 月 1 日)時

旅行保險。

huyoko_h31.html

在取得博士學位後

第二回

未滿 6 年。不論是否 來日期間

op_kokusai.html(線
第二回：
2019/4/22 ~
2019/4/26。

上申請系統)申請。

英文網站：

任職於全職工作。

http://www.jsps.go.jp/en
glish/e-fellow/application

(過去曾獲外國人特

-19.html

別研究員（一般）以

2019/09/01 ~

17:00

2019/11/30。

2019 年 8 月中
旬 結果通知。

及外國人特別研究

固定每年招募 2

員（定着促進）者不

次，分別為 9 月

符申請資格；具日本

及 4 月招募。

國籍或日本永住權
者不符申請資格)。
日本

國立研究開發

インターンシップ制度

日本國內外各大

法人物質材料

NIMS Internship Program

學、研究所、高等專 該年 4 月 1 日至隔年 3 宿補助，以 2016 年度

研究機構

日文：

門(本科 4 年以上或

(NIMS)

http://www.nims.go.jp/hr 專門科)學校之在學
-development/internship.

第一次：

有提供每日津貼與住

第一次：

1.為定期徵求案

2018/01

2.為不定期徵求案

月 31 日，以 90 天為

簡章為例，每日津貼為 第二次：

上限。

2560 日幣/天，住宿費

者。

2018/05

補助上限 79,750 日幣/

html

第二次：(以日本國內 月。

今年公開招募

英文：

學生為對象)

已結束。

http://www.nims.go.jp/e

該年 7 月 1 日至隔年 3

預計 2019 年 1

ng/hr-development/inter

月 31 日，補助以 30

月（第一次）和

nship.html

天為上限。

5 月（第二次）
招募。

日本

理化學研究所

基礎科學特別研究員制

申請人須符合以下

採用日起(原則上為

以 2017 年度為例，月

今年公開招募

1.為定期徵求案

(RIKEN)

度 Special Postdoctoral

條件：

2019 年 4 月 1 日)三

薪 487,000 日幣，研究

已結束。

2.為不定期徵求案

Researcher

①能自主執行研究

年。

費 100 萬日幣/年，交通 2018 年 2 月 20

日文：

計畫者

補助上限 55,000 日幣/

http://www.riken.jp/care

②在 2013 年後取得

月，旅費、住宿費依相 前須上指定網

ers/programs/spdr/career 博士學位者

日至 4 月 12 日

關規定補助。

站登錄個人基

2019/

③可在 2019 年度赴

(台灣來日的應試者補

本資料，另申請

英文：

任者(2019 年 4 月 1

助旅費 3 萬日圓)

資料提交截止

http://www.riken.jp/en/c

日～2020 年 3 月 31

日為 4 月 19 日

areers/programs/spdr/car

日)

下午 5 點(日本

eer2019/

④2012 年 3 月 31

時間)。

日以前與理研無雇
用關係者
⑤未擔任過基礎科
學特別研究員或國
際特別研究員者

日本

理化學研究所

國際プログラム·アソシ

清華大學、交通大

計畫開始時間可自由

(RIKEN)

エイト

學、台灣大學和中央 設定，期間以 3 年為

免費入住使用機構內

International Program

研究院(Genome and

的住宿設施，或補助住 和 10 月招募。

Associate

Systems Biology

宿費 7 萬日幣上限/

日文：

Degree Program)以

月，旅費補助台日往返

http://www.riken.jp/care

及台北醫學大學在

機票，提供海外旅行綜

ers/programs/ipa/

學之博士班學生。

合保險。

上限。

生活費 5,200 日幣/日， 每年公開招募 2

1.為定期徵求案

次，分別為 4 月 2.為不定期徵求案

英文：
http://www.riken.jp/en/c
areers/programs/ipa/
日本

國立研究開發

イノベーションスクー

申請人須符合以下

2018 年 4 月至 2019

以產總研特別研究員

以網路系統申

法人

ル

條件：

年 3 月。

身分雇用 1 年(第一號

請報名，招募期 2.為不定期徵求案

產業技術綜合

AIST Innovation school

①取得博士學位者

契約職員)，時薪 2200

間從即日起至

研究所

日文：

②博士取得 7 年

日幣(每週上班 5 天)，

2018 年 1 月 3

(A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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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產總研特別研究

補助通勤費、具社會保 日截止。

-s/ja/employment/guide

員身分未滿 4 年者

險。

H30innovationcourse.pdf

③與 AIST 研究單位

招募已結束。

負責人的研究主題

最新招募請詳

相關者

見官方網站:

④考慮進入民間企

https://unit.aist.

業就業者

go.jp/inn-s/ja/e

⑤課程全程參與者

mployment/forA

今年公開

1.為定期徵求案

⑥日文能力具商業

pplicants.html

應用程度以上

日本

日本學術振興會 「日本・アジア青少年サ 申請人條件：
(JSPS)

交換計劃課程:

補助經費：

イエンス交流事業」
（「さ 地域: <東亞> <東南 （1）“科學技術體驗課 (1)機票。

2018 年 1 月 29 日 1.為定期徵求案
至 11 月 9 日這期 2.為不定期徵求案

くらサイエンスプラン」
） 亞> <西南亞> <中亞> 程”（A 課程）: 10 日上 (2)國內交通費，食宿每人 間都可以報名。
日文：

以及亞洲附近島嶼國 限。

https://ssp.jst.go.jp/form/a 家。
pplication_h30.pdf

每天 15,000 日幣。

（2）“共同研究活動課 (3) 其他：計畫經費，謝

身分: 在教育研究機 程”（B 課程）: 3 周上 金 等 (詳情請看募集要
構的在籍人員

限。

（一）高中生。

（3）“科學技術研修課

項)。

（二）40 歲以下在大 程”（C 課程）: 10 日上
學生，研究生，博士 限。
後，教師和科學技術
相關公家機關工作之
人員。
日本

日本學術振興會 二國間交流事業 共同研
(JSPS)

究・セミナー

申請人條件：

共同研究: 1 年以上 2

各國家負責各自國家派 2018 年 8 月 22

台灣國內學術研究機 年以内 （2019 年 4 月 出之學者的各項花費(日 日～9 月 5 日

https://www.jsps.go.jp/j-bil 構的研究人員。

1 日~2020 年 3 月 31

本方面不負責台灣方

注意: 8 月 25 日 0

at/semina/shinsei_bosyu/b

日）
。

面)。

時 00 分～8 月 26
日 8 時 00 分電子

osyu-youkou_31_jp.pdf
研討會:一周以內。

申請系統無法使
用。

1.為定期徵求案
2.為不定期徵求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