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關國家提供 International Call for Projects 參用資訊簡表：
2018/09/20 製表
科技部科教國合司 蒐集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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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明：
請於勾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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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限 18 個月。

18 個月，上限 12 萬歐 2019 年 8 月 1 1.為定期徵求案
元。

日前提出。

2.為不定期徵求案

56a5d7f02d3a438b7a91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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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出申請：

英國人文社會

Knowledge Frontiers:

主要申請人需任職 18 個月。

每案補助金額最高

科學院

International

於英國學研機構人

Interdisciplinary Research

員。本計畫鼓勵與國

£50,000，可用於研究經 2018 年 10 月 3
日。
費支出 (含研究助

Projects

際 共 同 申 請 人

理)、消耗品、旅費及生

https://www.britac.ac.uk/

(co-applicant) 進 行

活費等。

funding-call-knowledge-fr

國際跨學科研究計

The British
Academy
(BA)

英國機構 (Host

ontiers-international-inter 畫。

Institution)
Approval 期限：

disciplinary-research-proj

2018 年 10 月 4

ects

相關資格請詳閱計
畫 Guidance Notes
for Applicants
https://www.britac.a
c.uk/sites/default/fil
es/2018-07-17%20K

日。

1.為定期徵求案
2.為不定期徵求案

註：我方學者需加入
國外團隊提出申請

nowledge%20Frontie
rs%20Scheme%20No
tesFINAL.pdf
英國

英國失智症協

Pilot projects

主要申請人需為英

會

http://www.alzheimersre

Alzheimier’s
Society

2 年期。

每案補助金額最高

提出申請：即日 1.為定期徵求案

國研究人員，但該計

£50,000，補助項目包

起至 2018 年 10

searchuk.org/grants/pilot

畫歡迎其它國家研

括：人事費用、設備費 月 3 日。

-projects

究人員加入。

及與該計畫執行相關

通知結果：2019 註：我方學者需加入

的各項費用。

年 2 月初。
(預計下一次徵

2.為不定期徵求案

國外團隊提出
申請

求：2019 年 3
月 20 日)
英國

計畫補助上限

本計畫採 2 階段 1.為定期徵求案

國際合作經驗，

£300,000
補助項目含括：

(2 stages call)
徵求：

esearchers/what-we-fu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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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ew-horizon-grants

(co-applicant)可為其

員、研究助理、博士後

前 18 個月提

closing da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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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國心臟基金

New Horizons Grants

主要申請人需為英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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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研究人員且具備

British Heart

esearch/information-for-r

Foundation
(BHF)

最多 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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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pdf
英國

英國工程暨物

EPSRC 補助之國際活動

進行國際合作所需

理科學研究委

(Overseas Travel Grants)

的相關資源可以含

究人員在國外研究機

員會 The

https://epsrc.ukri.org/fun

在計畫提案申請，如

構/實驗室參與或執行

Engineering and

ding/applicationprocess/r

計畫執行的 PI 與相

該計畫衍生的費用可

Physical Science

outes/international/otgs/

關研究人員將赴國

以列入經費申請項目

Research

外研習，而接待國外

中，含設備使用費、消

Council (EPSR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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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最長 1 年。

研究機構所聘雇之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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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年。

每案補助上限為 3000

暨生物科學研

(International Travel

補助且計畫已在執

常態制；須於出 常態制。
英鎊，補助項目限旅費 發 6 周前提出申

究委員會

Award Scheme, ITAS)

行中之英國研究學

及生活費 (travel and

Biotechnology

https://bbsrc.ukri.org/fun

者拓展國際合作，提

and Biological

ding/filter/itas/

供 ITAS 國際旅費補

subsistence costs
only) 。

請。

助機制。

Scie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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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國人文科學

DEA Programme

限於高教育及研究

4 到 6 週。

每月補助 3,300 歐元。

之家基金會

(Directeurs d’Études

相關機構之具有博

-

Fondation

Associés, or Associate

士學位的資深研究

2018/11/16。

Maison des

Research Directors)

員可申請，且申請人

sciences de

http://www.fmsh.fr/en/in

於計畫停留於法國

l’homme

ternational/29072

期間內不得超過 65

2018/09/03

1.為定期徵求案
2.為不定期徵求案

歲。

(FMSH)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法國

法國國家科學

International Research

由 CNRS 轄下實驗室 4 年期，有機會延長一 參與 IRN 單位所屬機

研究院

Network (IRN)

與欲合作單位向各

French Nati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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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所屬機構同時提

用於辦理研討會、工作

Center for

spip.php?article887

出申請。

坊、IRN 工作會議及工

次。

全年可申請。

構共同補助，項目主要

1.為定期徵求案
2.為不定期徵求案

作小組所需相關費用。

Scientific
Research (CNRS)
法國

法國巴黎數理

The FSMP Chairs

各國數理或電腦科

4-12 個月。

每月薪資約落在 4 ,700

科學基金會

https://www.sciencesmat

學家皆可申請，僅

Fondation

hs-paris.fr/en/the-fsmp-c

FSMP 轄下實驗室之

Sciences

hairs-803.htm

科學家不可申請。

法國巴黎數理

FSMP Distinguished

非 FSMP 之外部科研 2 到 3 個月。

當地住宿費：每日上限

科學基金會

Professor Fellowship

人員皆可申請至其

73.9 歐元。

Fondation

https://www.sciencesmat

轄下相關實驗室短

當地生活費：每日上限

Sciences

hs-paris.fr/en/invitations-

期停留。

37.2 歐元。

Mathématiques

of-external-scientists-246.

交通費：支應火車 2 等

de Paris (FSMP)

htm

艙或飛機經濟艙往返

~6,200 歐元。

2018/10/01
-

1.為定期徵求案
2.為不定期徵求案

2018/12/10。

Mathématiques
de Paris (FSMP)
法國

全年可申請。

1.為定期徵求案
2.為不定期徵求案

票。
義大利

義大利米蘭國

International mobility

於歐洲或歐洲外先

家癌症中心

http://www.istitutotumor

進科學研究機構任

Fondazione

i.mi.it/modules.php?nam

職之研究人員。

IRCCS Istituto

e=Content&pa=showpage

Nazionale dei

&pid=1042

Tumori (INT)

3-6 個月。

每月津貼 2,500 歐元。

全年可申請。

1.為定期徵求案
2.為不定期徵求案

(National
Cancer Institute
of Milan)
捷克

捷克科學院

J. E. Purkyně Fellowship

年輕學者 (40 歲以

(CAS)

http://www.avcr.cz/en/ac

下)。

1 到 5 年。

正式聘用的薪資。

8/31, 2018 截

1.為定期徵求案

止。

2.為不定期徵求案

補助國際研究隊的方

10/30，2018 截

1.為定期徵求案

案。

止。

2.為不定期徵求案

ademic-public/
support-of-research/the-j
.-e.-purkyne-fellowship/
http://www.avcr.cz/openc
ms/export/
sites/avcr.cz/.content/gal
erie-souboru
/Guideline_ASCR_08_201
3.pdf
Global Issues –
Integrating Different
Perspectives
捷克

Volkswagen
Foundation

http://www.avcr.cz/openc 任何人。
ms/export/sites/avcr.cz

（最好 HIC 或 LMCI

/cs/veda-a-vyzkum/mezin

國家人）

最多四年。

arodni-vztahy/aktuality/
Information-for-Applicant
s.pdf
1.為定期徵求案

Junior and senior
波蘭

Polish Institute

fellowship programs

of Advanced

2019-2020

Studies PIASt

http://www.piast.pan.pl/
en/news/391-open-

傑出研究院（最好是
社會科學。

5 月到 10 月。

住在華沙費，研究

10/30，2018 截
至。

2.為不定期徵求案

call-for-fellowship-applica
tions-2019-2020
(http://www.piast.pan.pl/
en/apply/50-applying-topiast)
EU

ICT 2018

ICT 2018 will have four

Register to attend

歐洲聯

https://ec.europ

main components

the events.

盟

a.eu/digital-sing

converging around the

le-market/en/ev

theme Imagine Digital –

ents/ict-2018-i

Connect Europe:

magine-digital-c

Conference, Exhibition,

onnect-europe

Networking opportunities

4-6 December 2018.

Participation is free of

Register on the

1.為定期徵求案

charge.

website.

2.為不定期徵求案

and Innovation and
Startups forum.
比利時

FNRS /

CECAM-Lorentz

applications in the

a 5-day workshop for

travel and

• a 1-page

1.為定期徵求案

/瑞士

CECAM-Lorentz

Workshop 2019

areas of

up to 25 people in the

accommodation

expression of

2.為不定期徵求案

collaboration

non-equilibrium

second half of 2019.

reimbursements and

interest by 1

https://www.ce

systems and/or multi

other organisational

November 2018.

cam.org/submit

scale methods and

costs

• a full

ting_lorentz.ht

coarse- grained

+

application by

ml

modeling, as well as

a professional support

15 December

http://www.fnrs

their interrelations.

organization.

2018.

.be/docs/cecam

• final decision

_lorentz_2019.p

end-January

df

2019.
• submit
applications to:
proposals.lorent
z@epfl.ch

比利時

RTO

THE RTO INNOVATION

Register to attend

INNOVATION

SUMMIT

the conference and

SUMMIT

the interactive

http://www.the

exhibition.

6-7 November 2018.

Participation is free of

Register on the

1.為定期徵求案

charge.

website.

2.為不定期徵求案

Participation is free of

Register on the

1.為定期徵求案

charge.

website.

2.為不定期徵求案

/

Application on

1.為定期徵求案

the website.

2.為不定期徵求案

Application on

1.為定期徵求案

the website.

2.為不定期徵求案

rtoinnovationsu
mmit.eu/en/
比利時

EARTO

EARTO Policy Event:

http://www.eart “Towards Horizon Europe:
o-octoberevents

EU Cross-Borders

2018.eu/

Collaborative & Applied

Register to attend

16 October 2018.

the events.

Research”
+
EARTO Innovation Awards
盧森堡

Luxembourg

PHD POSITION IN

Master (or similar)

Duration: 14 months

Institute of

ELECTRON AND SIMS

degree in Materials

(+22 months +

Science and

MICROSCOPY (M/F)

Science, Physics or

potentially 12 months

closely related fields.

extension).

Technology LIST
https://www.list

Fixed term contract.

.lu/en/jobs/phdcandidates/joboffer/mrt-2018035-1/
盧森堡

Luxembourg

PHD POSITION IN THE

Master degree in a

Duration: 14 months

Institute of

DEVELOPMENT OF

relevant field.

(+22 months +

Science and

ADVANCED

potentially 12 months

Technology LIST

MAGNETOELECTRIC

extension).

https://www.list

NANOCOMPOSITE

Fixed term contract.

.lu/en/jobs/phd- COATINGS BY CHEMICAL
candidates/job-

VAPOR DEPOSITION

/

offer/mrt-2018-

(M/F)

029-1/
盧森堡

Luxembourg

PHD STUDENT IN

Master degree or

Duration: 14 months

Institute of

RELIABILITY OF

equivalent in

(+22 months +

Science and

LEAD-FREE POLAR OXIDES

Materials Sciences,

potentially 12 months

Technology LIST

IN TRANSDUCER

Solid State Physics,

extension).

https://www.list

APPLICATIONS (M/F)

Crystallography,

Fixed term contract

.lu/en/jobs/phd-

Materials Chemistry

candidates/job-

or a related field.

/

Application on

1.為定期徵求案

the website.

2.為不定期徵求案

offer/mrt-2017003/
荷蘭

Centrum

POSTDOC /

Candidates are

The position is on the

The terms of

Applications can

1.為定期徵求案

Wiskunde &

POSTDOCTORAL

required to have a

NWO-funded

employment are in

be sent to

2.為不定期徵求案

Informatica

RESEARCHER ON THE

completed PhD in

QuantERA project

accordance with the

apply@cwi.nl.

(CWI)

SUBJECT OF THE

the area of computer

QuantAlgo, for one or

Dutch Collective Labour

They should

https://www.cw

COMPUTER-SCIENCE

science,

two years, and can

Agreement for Research

include a

i.nl/jobs/vacanci

ASPECTS OF QUANTUM

mathematics, or

start at any time after

Centres

detailed resume

es/postdoc-post

COMPUTING AND

physics.

1 August 2018.

("CAO-onderzoeksinstell

and motivation

doctoral-researc

QUANTUM

ingen"). The gross

letter.

her-on-the-subj

INFORMATION THEORY

monthly salary for an

ect-of-the-comp

employee on a full-time

uter-science-asp

basis, depending on

ects-of-quantu

relevant work

m-computing-a

experience, ranges from

nd-quantum-inf

€ 3,409 to € 4,848.

ormation-theor

Employees are also

y-1

entitled to a holiday
allowance of 8% of the
gross annual salary and

a year-end bonus of
8.33%.
荷蘭

Eindhoven

2 PhD's: Research the

a candidate with

full-time temporary

A gross salary between

07/10/2018

1.為定期徵求案

University of

development of advanced

MSc degree in

appointment for 4

€ 2222,00 and €

Application on

2.為不定期徵求案

Technology

solid-state transformers

Electrical

years.

2.840,00 per month

the website.

https://jobs.tue.

technology

Engineering, Physics

based on full-time

nl/en/vacancy/2

or Mathematics

employment), coverage

-phdsresearch-t

to be eligible for the

of the expenses related

he-development

position you may

to the participation of

-of-advanced-so

NOT have been

the ESR in research and

lidstate-transfor

resident in The

training activities

mers-technolog

Netherlands for

(contribution to

y-350589.html

more than 12

research-related costs,

months in the past

meetings, conference

three years and may

attendance, training

have a maximum of

actions, etc.).

four years full-time
equivalent research
experience and not
have been awarded a
doctoral degree.
荷蘭

University of

PhD position in

MSc. in (theoretical)

The appointment will

Salary indication

Closing date

1.為定期徵求案

Amsterdam

experimental condensed

physics or physical

be on a temporary

€2,266 to €2,897 gross

31 October 2018

2.為不定期徵求案

http://www.uva

matter physics

chemistry.

basis for a period of 4

per month.

Application on

.nl/en/content/v

years (initial

acancies/2018/0

appointment will be

8/18-482-phd-p

for a period of 18

osition-in-experi

months and after

mental-condens

satisfactory evaluation

the website.

ed-matter-physi

it can be extended for

cs.html?origin=

a total duration of 4

qzYOHuMgQGa

years) and should lead

WLzn%2F4ST%2

to a dissertation (PhD

BQg

thesis).
full-time 38 hours per
week.

荷蘭

University of

2 PhD positions in

MSc degree in

The appointment will

Salary indication

Closing date

1.為定期徵求案

Amsterdam

experimental atomic

(medical) biology,

be on a temporary

€2,266 to €2,897 gross

31 December

2.為不定期徵求案

http://www.uva

physics

bioengineering, or

basis for a period of 4

per month.

2018

related discipline.

years (initial

Application on

acancies/2018/0

appointment will be

the website.

8/18-506-2-phd-

for a period of 18

positions-in-exp

months and after

erimental-atomi

satisfactory evaluation

c-physics.html?

it can be extended for

origin=qzYOHu

a total duration of 4

MgQGaWLzn%2

years) and should lead

F4ST%2BQg

to a dissertation (PhD

.nl/en/content/v

thesis).
full-time 38 hours per
week
荷蘭

Utrecht

38 PhD positions around

excellent master's

full-time PhD position

generous funding for

The application

1.為定期徵求案

University

Sustainable Energy

degree or an

for 4 years.

research and training

deadline is

2.為不定期徵求案

https://ssl1.peo

Conversion

international

costs

31/10/2018

plexs.com/Peopl

equivalent in the

The salary - depending

Application on

exs22/Candidat

relevant fields of

on previous

the website.

esPortalNoLogin

Chemistry, Physics,

qualifications and

/Vacancy.cfm?P

Chemical

experience - ranges

ortalID=4124&V

Engineering and/or

between €2,266 and

acatureID=9902

Materials

maximum €2,897 (scale

62&Vacancy=38

Engineering.

7 according to the

%20PhD%20pos

Collective Employment

itions%20aroun

Agreement of the Dutch

d%20Sustainabl

Universities) gross per

e%20Energy%20

month for a full-time

Conversion%20

employment. The salary

%281%2E0%20F

is supplemented with a

TE%29#top

holiday bonus of 8% and
a year-end allowance of
8.3% per year. In
addition, Utrecht
University offers
excellent secondary
conditions, including an
attractive retirement
scheme, (partly paid)
parental leave and
flexible employment
conditions (multiple
choice model).

瑞典

1.為定期徵求案

November 2018.

2.為不定期徵求案

Postdoctoral Fellows in

Applicants are

full-time employment

University

Theoretical Condensed

expected to hold a

for one year, with the

https://web103.

Matter Physics: Dynamic

Swedish doctoral

possibility of extension

reachmee.com/

Quantum Matter and

degree or an

for one or two years

Apply for the

ext/I007/927/jo

Materials Informatics (2

equivalent degree

depending on

position at

b?site=8&lang=

positions)

from another

circumstances. The

Stockholm

country.

start date is 14

University's

UK&validator=d

/

Closing date: 15

Stockholm

3e6a58db9058c

The degree should

January 2019 or as per

recruitment

5eab7ea3e324f

have been

agreement.

system.

063f6&ref=https

completed no more

%3A%2F%2Fww

than three years

w.su.se%2Fengli

before the deadline

sh%2Fabout%2F

for applications.

working-at-su%
2Fphd&ihelper=
https%3A%2F%
2Fwww.su.se%2
Fenglish%2Fabo
ut%2Fworking-a
t-su%2Fjobs&jo
b_id=6494
瑞典

Stockholm

Postdoctoral Fellow in

Applicants are

full-time employment

University

Theoretical Modeling of

expected to hold a

for a maximum of two

https://web103.

Electrocatalytic Hydrogen

Swedish doctoral

years, with the

reachmee.com/

Generation

degree or an

possibility of extension

ext/I007/927/jo

equivalent degree

under special

b?site=8&lang=

from another

circumstances. Start

UK&validator=d

country. The PhD

date as per

3e6a58db9058c

degree should have

agreement.

5eab7ea3e324f

been completed no

063f6&ref=https

more than three

%3A%2F%2Fww

years before the

w.su.se%2Fengli

deadline for

sh%2Fabout%2F

applications.

working-at-su%
2Fphd&ihelper=

/

Closing date: 15

1.為定期徵求案

October 2018.

2.為不定期徵求案

https%3A%2F%
2Fwww.su.se%2
Fenglish%2Fabo
ut%2Fworking-a
t-su%2Fjobs&jo
b_id=6448
芬蘭

University of

Call for Applications for

the positions can be

fixed-term doctoral

The University of Turku

call for

1.為定期徵求案

Turku

UTUGS Funded Doctoral

applied both by

candidate positions

Graduate School

applications will

2.為不定期徵求案

http://www.utu.

Candidate Positions

current doctoral

from 1 January 2019

finances altogether

be open 3–21

fi/en/news/new

Opens in September

candidates as well as

onwards.

nearly 200 doctoral

September 2018

candidates every year.

at the UTUGS

s/Pages/Call-forApplications-for
-UTUGS-Funded
-Doctoral-Candi
date-Positions-O
pens-in-Septem
ber.aspx

new applicants.

websi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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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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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理申請期間

說明：
請於勾選

2018/06/20 ~

1.為定期徵求案

2018/08/22

2.為不定期徵求案

16:30 (當地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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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公開

「基盤研究」或「若

招募已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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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間)截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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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4 ~

A. 1800 萬日幣以內/

2018/09/05 ~

1.為定期徵求案

作，對象包含台灣， 2024/03。

年。

2018/10/01

2.為不定期徵求案

Program

由日方認可的研究

B. 3 年，2019/04 ~

B. 800 萬日幣以內/年。 17：00 (當地時

A.先端據點形成型

機構或單位主管提

2022/03。

(Advanced Research

出申請。

間)截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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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www.jsps.go.jp/
j-c2c/data/h31core-you
kou.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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地時

大學等研究機構至

2019/04/01 ~

美元 )。

間)

http://www-shinsei.js

2019/09/30。

(3) 其他：安家津貼(單

2018 年 12 月下

ps.go.jp/topkokusai/t

旬 結果通知。

op_kokusai.html(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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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文網站：

第二回

上申請系統)申請。
第二回：

未滿 6 年。不論是否 來日期間

2019/4/22 ~

任職於全職工作。

2019/09/01 ~

2019/4/26。

2019/11/30。

17:00 (當地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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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過去曾獲外國人特

間)

-19.html

別研究員（一般）以

2019 年 8 月中

及外國人特別研究

旬 結果通知。

員（定着促進）者不
符申請資格；具日本

固定每年招募 2

國籍或日本永住權

次，分別為 9 月

者不符申請資格)。

及 4 月招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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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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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申請前先與

http://www.riken.jp/care

及台北醫學大學在

機票，提供海外旅行綜 希望前往的研

ers/programs/ipa/

學之博士班學生。

合保險。

究單位聯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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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⑥日文能力具商業

pplicants.html

1.為定期徵求案

今年公開

應用程度以上
日本

日本學術振興

「日本・アジア青少年サ 申請人條件：

交換計劃課程:

補助經費：

2018 年 1 月 29

1.為定期徵求案

會

イエンス交流事業」
（
「さ 地域: <東亞> <東

（1）“科學技術體驗

(1)機票。

日至 11 月 9 日

2.為不定期徵求案

(JSPS)

くらサイエンスプラ

南亞> <西南亞> <中

課程”（A 課程）: 10

(2)國內交通費，食宿每 這期間都可以

ン」
）

亞>以及亞洲附近島

日上限。

人每天 15,000 日幣。

日文：

嶼國家。

（2）“共同研究活動

(3) 其他：計畫經費，

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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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身分: 在教育研究

課程”（B 課程）: 3 周 謝金 等 (詳情請看募

/application_h30.pdf

機構的在籍人員

上限。

（一）高中生。

（3）“科學技術研修

（二）40 歲以下在

課程”（C 課程）: 10

集要項)。

大學生，研究生，博 日上限。
士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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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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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2020 年 3 月 31 日）
。本方面不負責台灣方
面)。

at/semina/shinsei_bosyu/b
研討會:一周以內。

osyu-youkou_31_jp.pdf

1.為定期徵求案
2.為不定期徵求案

注意: 8 月 25 日 0
時 00 分～8 月 26
日 8 時 00 分電子
申請系統無法使
用。
今年公開
招募已結束。

澳洲

澳大利亞研究委 Linkage Projects 2018
員會 Australian

1. 為定期徵求案

須由澳洲符合資格之 補助年度為 2 至 5 年。 補助金額為澳幣

須於 2018.12.20

研究單位提出申請。

前線上提出申請。2. 為不定期徵求案

$100,000 至 150,000。

Research Council

請參考網址

(ARC)

https://www.grants.gov
.au/?event=public.GO.s
how&GOUUID=32631C
35-9F93-505A-4E5D2D
2573810DCB&keyword
=go887

紐西蘭

紐西蘭皇家學會 Catalyst: Seeding

須由紐西蘭研究人員 補助年度上限 2 年。

補助總金額上限為紐幣 須於 2018.10.18

Royal Society of

提出申請。

$80,000。

1. 為定期徵求案

前線上提出申請。2. 為不定期徵求案

New

(差旅、研究、及與主辦

請參考網址

Zealand(RSNZ)

研討會相關開支)

https://royalsociety.org
.nz/what-we-do/fundsand-opportunities/catal
yst-fund/catalyst-seedi
ng/current-open-call-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