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關國家提供 International Call for Projects 參用資訊簡表：
2018/1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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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理申請期間

說明：
請於勾選

美國

NIH, Fogarty

Global Infectious Disease

Non-domestic

The maximum project

Applications budgets

2019/07/25

1.為定期徵求案

International

Research Training

(non-U.S.) Entities

period is up to 5 years.

are limited to $230,000

Center

Program (D43 Clinical

(Foreign Institutions)

per year for new awards

Trail

are eligible to apply.

and $276,000 per year

Optional)(PAR-18-840)

for renewal awards

參考網址

(total direct costs).

2.為不定期徵求案

https://grants.nih.gov/gra
nts/guide/pa-files/PAR-18
-840.html
International Research
Training Grants
美國

NIH, Fogarty

Planning Grant for Global

Non-domestic

The maximum project

Applications budgets

International

Infectious Disease

(non-U.S.) Entities

period is 1 year.

are limited to $46,000

Center

Research Training

(Foreign Institutions)

Program (D71)

are eligible to apply.

(PAR-17-058)
參考網址
https://grants.nih.gov/gra
nts/guide/pa-files/PAR-17
-058.html
International Research

(total direct costs).

2019/07/25

1.為定期徵求案
2.為不定期徵求案

Training Planning Grant
美國

NSF, Directorate

Special Guidelines for

符合本部專題研究

請參考 NSF 17-555、

請參考 NSF 17-555、NS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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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559、

2.為不定期徵求案

NSF/GEO/EAR - Taiwan

美方研究人員需符

15-559、NSF 17-554、 NSF 17-554、NSF

Collaborative Research

合 NSF 17-555、NSF

NSF 15-558、NSF

15-558、NSF 17-547、及

參考網址：

15-560、NSF

17-547、及 NSF

NSF 17-536.

https://www.nsf.gov/pub

15-559、NSF

17-536.

s/2019/nsf19012/nsf1901

17-554、NSF

2.jsp

15-558、NSF

台美雙邊地球科學領域

17-547、及 NSF

國際合作研究計畫

17-536 公告。

Division of Earth Sciences
Programs:
Tectonics (NSF 17-555)
Geomorphology and Land
Use Dynamics (NSF
15-560)
Geobiology and
Low-Temperature
Geochemistry (NSF
15-559)
Geophysics (NSF 17-554)
Hydrologic Sciences (NSF
15-558)
Petrology and
Geochemistry (NSF
17-547)
Sedimentary Geology and

Paleobiology (NSF
17-5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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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linical Trail

are eligible to apply.

must reflect the actual

Optional)

needs of the proposed

參考網址

project.

2019/11/07

1.為定期徵求案
2.為不定期徵求案

https://grants.nih.gov/gra
nts/guide/pa-files/PAR-18
-836.html
美國

The Bosarge

Waun Ki Hong Scholar

申請人必須具有再

2019/07/01-2021/07/

(德州)

Family

Award for Regenerative

生癌症醫學相關領

01.

Foundation

Cancer Medicine

域的博士學位。在

https://www.aacr.org/Fun 2019 年 7 月 1 日授
ding/Pages/Funding-Detai 予期限開始時，申請
l.aspx?ItemID=85

每年補助 60,000 美

2019/01/10
金，共兩年期，用於支 以前
付人事費，可以指定部
分資金研究/實驗室用
品、設備、直接與受資

人必須持有博士後

助項目有關的出版費

研究員、臨床研究員

用，以及其他研究費

或同等職位，並於最

用。

近五年內獲得博士
學位；並在世界任何
地方的學術、醫學或
研究機構工作。
沒有特別的公民身
份或地理條件限
制。但是，但是申請
人透過某國家的機
構申請時，如果不是
該國的公民或永久

1.為定期徵求案
2.為不定期徵求案

居留身份，必須確定
在計畫執行期間在
該機構所在國家持
有有效簽證。
加拿大

Global Affairs
Canada

Dismantling Barriers and

由加拿大組織與其

Improving the Quality of

他組織合作提交申

3~5 年 project

本專案未來 5 年 8000

durations of at least

1.為定期徵求案

萬元。

2019/02/13
以前

1. 100,000 CDN 無限制

2018/12/03 ~

1.為定期徵求案

世界各地，必須持有

的研究支持

2019/02/05

2.為不定期徵求案

博士學位（或同等學

2. CIFAR 研究計畫的兩

歷），並且在學術全

年會員資格

職的前五年內。

3. 專門的領導和溝通

2. 2018 CIFAR 研究計

技巧培訓。

Education for Women and 請，無論是簽署方還 three years up to a
是非簽署方。
Girls in Fragile, Conflict
maximum of five
鼓勵申請人與加拿
and Crisis Situations
years.

2.為不定期徵求案

大或國際組織合作。
加拿大

CIFAR

Azrieli Global Scholars

1. 申請人可以來自

劃的主題:
•Azrieli Program in
Brain, Mind &
Consciousness
•Bio-Inspired Solar
Energy
•Gravity & the
Extreme Universe
•Humans & the
Microbiome
•Molecular
Architecture of Life

2 年.

National
Research

Research Associate
Program 研究助理計畫

Council



Apply online

1. 如果擁有自然科

2~5 年。

學位。或過去五年

每年 4 月提出申 1.為定期徵求案
請，會將申請資
2.為不定期徵求案
料保留到下一

內在工程領域獲

年 3 月。

學或工程學博士

每年$64,437 加元
含保險。

得的碩士學位，或
者您希望在六個
月內獲得學位。

2. 開放給所有國家
合格人士，但不保
證在加拿大永久
居留。
加拿大

三個補助機構

Banting Postdoctoral

Tri-agency

Fellowships

外國人可以申請。

2 年期限不能再申請。
每每年$70,000 加元含稅。 每年 4 月到 9
月。

1.為定期徵求案
2.為不定期徵求案

(NSERC, SSHRC,
CIHR)
加拿大

三個補助機構

加拿大研究講座 Canada

1. 預期在提名的

- 期程 7 年中會有一

Tri-agency

Research Chair

一，兩年內晉升為全 次重審。

-T1 每年 20 萬加元，為 各校不定期

1. 為定期徵求案
2. 為不定期徵求案

子工程

學自行規劃，根據各

(2019/07-10)

學院院長的推薦，提

(NSERC, SSHRC,

職教授級的全職教

 Ryerson
-T2 每年 10 萬加元，為
University 電

CIHR)

授或副教授。

期五年。

2. 必須是新興學
者，至少應該是助理
或副教授。

期七年。

 Ryerson
University 醫

- 研究計畫由核可大

名可以每年提交兩
次。每年的

3. 必須由學校研究

學工程

-春季最後期限是 3

所提出申請。

(2019/07-10)

月，最後在 4 月份提

 University of
Victoria

交給 CRC。
- 秋季截止日期是 8

“Advanced

月，最後在 10 月份

Functional

提交給 CRC。

Materials”
(2018/10/1 ~

2019/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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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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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年(分兩階段； 8 年上限 220 萬歐元 2019/10/10

1.為定期徵求案

會

https://www.volkswagens

青年學者(須至公告 5 年+3 年，或 6 年+2 (按:每年約 27,5 萬歐 以前提出。

2.為不定期徵求案

VolkswagenStift

tiftung.de/en/funding/ou

截止日，取得博士學 年)。

元)；補助項目為人事費

ung

r-funding-portfolio-at-a-gl

位 1 至 4 年間)；須

(相當於德國初級研究

ance/freigeist-fellowships

最遲在補助開始

團隊主持人之薪資、本

?tx_itaofundinginitiative_

時，已完成學術環境

案工作職員之薪資)，以

itaofundinginitiativelist%5

及地點變更，並隸屬

及計畫相關事務費及

Bcontroller%5D=FundingI

於德國大學或非大

旅費。

nitiative&cHash=29d4f3d

學研究機構。

9556a5d7f02d3a438b7a9
1ac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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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73

上限 18 個月。

18 個月，上限 12 萬歐 2019/08/01

1.為定期徵求案

元。

2.為不定期徵求案

以前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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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

任助理教授或初級

歐元(視停留長短)；

ng

undation.de/web/humbol

研究團隊主持人或

接待方研究費:每月 800

/Foundation

dt-fellowship-experienced 有數年獨立學術工

歐元(自然工程)或每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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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000 歐元。

AvH, Alexander

Award

知名學者提名。

von

https://www.humboldt-fo

Humboldt-Stiftu

undation.de/web/humbol

ng

d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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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補助經費含括：每年

申請截止日為

1.為定期徵求案

£24,000 生活費、上限

2019/03/27。

2.為不定期徵求案

英國皇家科學

Newton International

 具有博士學位。

院

Fellowships

 申請人需有 7 年

The Royal

RS:

全職博後經驗且

£8,000 的研究費用，以

Society (RS)

https://royalsociety.org/g

在英國以外的地

及一次性支付的遷移

rants-schemes-awards/gr

區工作。

費用(relocation

英國人文社會

ants/newton-internationa

 不具英國國籍。

科學院 The

l/

 所提的研究案需

British Academy

BA:

明確以雙方互利

(BA)

https://www.thebritishac
ademy.ac.uk/newton-inte

(mutually-benefici
al)為基礎並獲得

英國醫學科學

rnational-fellowships

英國研習機構的

院 Academy of

AMS:

Medical

https://acmedsci.ac.uk/gr

Sciences (AMS)

ants-and-schemes/grant-s

(Joint-Run)

chemes/newton-internati

同意。

2 年期。

expenses) £2,000

onal-fellowships
英國

英國人文社會

Global Professorships

科學院

2019

The British
Academy
(BA)

 歡迎英國以外的
優秀人文社科學
者提出申請，具

https://www.thebritishac

博士學位且須在

ademy.ac.uk/programmes

海外已經有永久

/global-professorships

合約者
(a permanent

請詳閱本計畫 scheme

contract, which

notes (以下網址)

may be part-time

https://www.thebritishac

or full-time).

ademy.ac.uk/sites/default
/files/Scheme%20Notes%
20Global%20Professorshi
ps%20Round%202.pdf

4 年。

 能以不支薪或長
期借調等方式到
英國的合格機構
服務
-Be available to
take up an unpaid
leave of absence,
a long-term
secondment or
employment at an
eligible UK host
Institutes.
 須在 2019 年 8 月
1 日~2020 年 2 月
1 日期間開始計
畫。

名額：預計最多 10

每年補助上限為

申請截止日為

1.為定期徵求案

£187,500，4 年總計補

2019/03/06。

2.為不定期徵求案

助上限 £750,000。

位。
補助項目包括薪水、旅
費、研究費、一次性支
付的搬遷費等。

英國

英國環境研究

Global Partnerships

委員會

Seedcorn Fund

The Natural

 本計畫鼓勵國際

2 年．

合作。

https://nerc.ukri.org/rese

Research

arch/partnerships/interna

Council(NERC)

tional/gpsf/

申請截止日為

1. 為定期徵求案

2018 年 5 月初

2. 為不定期徵求
案

-國際合作夥伴將可由

 需由英方研究人

Environment

以£100,000 為上限

員提出申請。
 本計畫至少須有
1 個以上的國際
合作夥伴。

英方機構申請至多

每年徵求一次

£15,000 經費, 補助互

今年徵求已結

註: 我方學者需加入

訪或交流期間的旅

束, 預計 2019

國外團隊提出申請

費、生活費。

年 2-3 月開始徵
求, 請留意官方

 英國機構可為其

網站：

國際合作夥伴向

https://nerc.ukri
.org/funding/。

NERC 提出最高
£15,000 的資助
-eligible UK
organisations may
request up to
£15k for
international
partn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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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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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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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註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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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人員等，以及與該

交初步計畫大

研究計畫至少投入

計畫相關之直接成本

綱 preliminary

5%的貢獻。

(含耗材及設備)。

outline。
2. 通過第一階段
者，始提交完
整計畫書 full
application。

2.為不定期徵求案

註 2：我方學者需加
入國外團隊提
出申請

英國

英國失智症協

Pilot projects

主要申請人需為英

2 年期。

計畫補助上限£50,000

2019 年/03/20

會

https://www.alzheimersr

國研究人員，但該計

補助項目含括：人事費 截止

Alzheimier’s

esearchuk.org/grants/pilo

畫歡迎其它國家研

用、設備費及與該計畫

Society

t-projects/

究人員加入

執行相關的各項費用。

1.為定期徵求案
2.為不定期徵求案
註 1: 每年兩次徵求
註 2: 我方學者需加
入國外團隊提出申
請

英國

1. 為定期徵求案

出學者至英國進行

2019/05/09
~£150,000，包括差旅費 以前提出。

https://www.leverhulme.

指導及交流。

及研究費用等 (詳閱網

案

ac.uk/funding/grant-sche

(少許醫學領域或商

站 Guidance for

mes/visiting-professorshi

業應用研究者不在

Applicants 相關規定)。

註 1: 每年兩次徵求

ps

本計畫補助邀請對

https://www.leverhulm

註 2：我方學者宜主

象中)

e.ac.uk/sites/default/fil

動與英方保持連繫。

Leverhulme
基金會

Visiting Professorships 計

由英方申請國外傑

畫

The Leverhulme
Trust

計畫程期 3-12 個月。 每案補助金額 £10,000

2. 為不定期徵求

es/VP_guidance2019.pd
英國

f
上限 4 百萬英鎊，補助 第一階段

1.為定期徵求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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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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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Wellcome

Science

其他國家專家學者

接費用(full directly

application

可加入成為計畫成

註 1：Wellcome 基金
會為英國亦是全歐

https://wellcome.ac.uk/f

員。計畫成員至少 2

2019/04/30
incurred costs of
research)，例如材料、 以前提出。

unding/collaborative-awa

人，至多以 7 人為

設備、差旅等。

關研究計畫私人補

Trust

rds-science
April 2019 round

最多 5 年。

最具規模之醫學相

限。

第二階段 Full

領域：臨床及公共衛

application

助機構。
註 2：我方學者需加

生，但鼓勵跨領域跨

2019/07/25
截止。

入國外團隊提出申

學門合作。

請，宜主動與申請 PI
保持連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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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PSRC funding for

的相關資源可以含

究人員在國外研究機

員會 The

International Activities)

在計畫提案申請，如

構/實驗室參與或執行

Engineering and

計畫執行的 PI 與相

該計畫衍生的費用可

Physical Sc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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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實

在英國研究機構研

驗費(bench fees)。

最長 1 年。

研究機構所聘雇之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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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bbsrc.ac.uk/

供 ITAS 國際旅費補

Sciences

funding/filter/itas/

助機制。

1年

每案補助上限為 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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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oint transnational call

領域：再生醫學/診

Research

2019 for proposals

斷/標靶藥

計畫補助者，需能另外 2019/01/31 止。

Agency (ANR)

through the ERA-NET

開放臺灣等國與法

有計畫經費補助管道。

EuroNanoMed III in

國科研團隊提出聯

第二階段審查

Nanomedicine.

合計畫，惟參與團隊

送件至

需涵蓋學術、臨床或

2019/07/01 止。

French National

第三期歐盟

公衛、企業，3 種身

EuroNanoMed 跨國聯合

份其中 2 種，並需來

團隊計畫徵求

自至少 3 個不同國

最長 3 年。

針對無法直接受歐盟

初審送件至

1.為定期徵求案
2.為不定期徵求案

每年徵求。

家。
http://www.agence-natio

計畫協調員須有受

nale-recherche.fr/en/fun

歐盟 EuroNanoMed

ding-opportunities/curren III 計畫補助之資格。
t-calls/aap-en/joint-trans
national-call-2019-for-pro
posals-through-the-era-n
et-euronanomed-iii-in-na
nomedicine-2018/
法國

Agropolis

2019 Louis Malassis

不限國籍均可申

- 青年科學家獎(5,000

2018/10/22-

1.為定期徵求案

Foundation

International Scientific

請，共三個獎項：

歐元獎金/提供 15,000

2019/02/28。

2.為不定期徵求案

- 青年科學家獎(5

歐元供人員交流互訪);

Prize for Agriculture and
Food

年相關經驗);
- 資深科學家獎(15

2019 Louis Malassis 國際
農業食品科學獎

法國

年經驗);

(20,000 歐元獎金);

- 傑出職人獎(致力

- 傑出職人獎(20,000

http://www.agropolis-fon

農業、食品研究、相

dation.fr/IMG/pdf/01a_af

關創新建設及發

_lmisp_2019_rules_and_i

展，或政策領域發展

nformation_final.pdf

之傑出專家)。

Agropolis

2019 Olam Prize for

不限國籍、學術單位 其研究計畫於受獎後

Foundation

Innovation in Food

或任何公私立組

Security

織，其研究計畫之領 的執行期間。
域為植物科學、土壤

2019 Olam Prize 食品科

科學、營養科學、農

學創新獎

業科學或其他影響
糧食安全的科學研

http://www.agropolis-fon

究領域者，均可申

dation.fr/IMG/pdf/02a_ol

請。惟其研究有持續

每 2 年徵求。

- 資深科學家獎

歐元獎金)。

必須尚有 12 個月以上

75, 000 美元。

自 2018/10/222019/02/28。

1.為定期徵求案
2.為不定期徵求案

am_prize_2018_2019_ter

性，且須足資證明對

ms_and_conditions_final.

食品科學有重要影

pdf

響，以提供評判。
*研究基改食品及
Olam 員工不可申
請。

法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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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年可申請

1.為定期徵求案

科學基金會

Professor Fellowship

人員皆可申請至其

73.9 歐元

2.為不定期徵求案

轄下相關實驗室短

當地生活費：每日上限

期停留。

37.2 歐元

Fondation

義大利

Sciences

https://www.sciencesmat

Mathématiques

hs-paris.fr/en/invitations-

交通費：支應火車 2 等

de Paris (FSMP)

of-external-scientists-246.

艙或飛機經濟艙往返

htm

票。

義大利米蘭國

International mobility

家癌症中心

於歐洲或歐洲外先

3-6 個月。

每月津貼 2,500 歐元。

全年可申請。

進科學研究機構任

Fondazione

http://www.istitutotumor

IRCCS Istituto

i.mi.it/modules.php?nam

Nazionale dei

e=Content&pa=showpage

Tumori (INT)

&pid=1042

1. 為定期徵求案
2.為不定期徵求案

職之研究人員。

(National
Cancer Institute
of Milan)
俄羅斯

Foundation

“Visitor”

1. Ph.D. degree

BAZIS

https://basis-foundation.r

2. Research in the

u/general-competitions/t

field of theoretic

heorphysics/travel-grants

physics

/visitor

3. Have a Russian

Up to 3 weeks.

(Expenses for visit).

4-9 months

1. 為定期徵求案

before the visit.

2.為不定期徵求案

host.
俄羅斯

Skolkovo

“Soft Landing Program”

Research teams,

1 to 3 years

From 15 萬 USD up to

Foundation

for research teams

which are planning

(depending on the

8 百萬 USD (depending

http://sk.ru/technopark/

to set up a start-up

program stage).

on the program stage).

m/docs/11478.aspx

compnay in the field

http://sk.ru/net/participa

of Biomedical,

nts/p/becomeskparticipa

Information, Space

nt.aspx

and

14 個月 (+22 個月 +

/

Special.

Telecommunications,
Energy Efficient,
Nuclear
盧森堡

Luxembourg

博士研究: ELECTRON 與

Technologies.
具材料科學, 物理

Institute of

SIMS MICROSCOPY (男女

或相關領域背景的

可再延長 12 月之有

Science and

不拘)

碩士學位或同等學

長度限期工作合約。

1.為定期徵求案
2.為不定期徵求案

力。

Technology LIST
https://www.list
.lu/en/jobs/phdcandidates/joboffer/mrt-2018035-1/
盧森堡

Luxembourg

博士研究: Advanced

具材料科學, 物理

14 個月 (+22 個月 +

Institute of

Magnetoelectric

或相關領域背景的

可再延長 12 月之有

Science and

Nanocoposite Coatings by

碩士學位或同等學

長度限期工作合約。

Technology LIST

Chemical Vapor

力。

https://www.list

Deposition (男女不拘)

.lu/en/jobs/phdcandidates/job-

/

1.為定期徵求案
2.為不定期徵求案

offer/mrt-2018029-1/
盧森堡

Luxembourg

博士研究: Reliability of

具 Materials

14 個月 (+22 個月 +

Institute of

Lead-Free Polar Oxides in

Sciences, Solid State

可再延長 12 月之有

Science and

Transducer Applications

Physics,

長度限期工作合約。

Technology LIST

(男女不拘)。

Crystallography,

https://www.list

Materials Chemistry

.lu/en/jobs/phd-

或相關領域之碩士

candidates/job-

學位或同等學力。

1.為定期徵求案

/

2.為不定期徵求案

offer/mrt-2017003/
荷蘭

Centrum

電算科學博士研究及博

須具 computer

為 NWO 補助之

稅前月薪為 3,409€ -

2018/08/01 起

Wiskunde &

後研究: Quantum

science,

QuantERA 與

4,848€之間 併有休假

隨時接受應徵。 2.為不定期徵求案

Informatica

Computing and Quantum

mathematics, or

QuantAlgo 計畫研究

津貼與年終獎金。

(CWI)

Information Theory

physics 博士學位。

人員。

Swedish Energy

The Innovation

國際競賽。

Agency

Competition Sustainable

1.為定期徵求案

https://www.cw
i.nl/jobs/vacanci
es/postdoc-post
doctoral-researc
her-on-the-subj
ect-of-the-comp
uter-science-asp
ects-of-quantu
m-computing-a
nd-quantum-inf
ormation-theor
y-1
瑞典

3 名獲獎者可分享總額
€150,000 研究獎金。

2019/03/26。

1.為定期徵求案
2.為不定期徵求案

http://www.ene

Mobility Challenge

rgimyndigheten.
se/en/news/201
8/new-innovatio
n-competition/
瑞典

Chalmers

博士研究: Modelling

需具相關領域碩士

university

local energy systems

學歷，具英文良好溝

https://web103.

transitions

通及書寫能力， 並

reachmee.com/

懂至少一種斯堪地

ext/I003/304/jo

那維亞官語(但可先

b?site=5&lang=

參加當地的語言訓

UK&validator=a

練課程) 。

72aeedd63ec10
de71e46f8d91d
0d57c&ref=http
%3A%2F%2Fww
w.chalmers.se%
2Fen%2Fresearc
h%2Fdoctoral-pr
ogrammes%2Fb
ecoming-a-doct
oral-student%2F
pages%2Fdefaul
t.aspx&ihelper=
http%3A%2F%2
Fwww.chalmers.
se%2Fen%2Fab
out-chalmers%2
FWorking-at-Ch

五年期上限。

全職。

2019/01/31。

1.為定期徵求案
2.為不定期徵求案

almers%2FVaca
ncies%2FPages
%2Fdefault.aspx
&job_id=7032
瑞典

Chalmers

博士後研究： Automated 相關領域博士學位。 2 年期 (1+1)。

university

Software Engineering

https://web103.
reachmee.com/
ext/I003/304/jo
b?site=5&lang=
UK&validator=a
72aeedd63ec10
de71e46f8d91d
0d57c&ref=http
%3A%2F%2Fww
w.chalmers.se%
2Fen%2Fresearc
h%2Fdoctoral-pr
ogrammes%2Fb
ecoming-a-doct
oral-student%2F
pages%2Fdefaul
t.aspx&ihelper=
http%3A%2F%2
Fwww.chalmers.
se%2Fen%2Fab
out-chalmers%2
FWorking-at-Ch
almers%2FVaca

全職。

2019/01/13。

1.為定期徵求案
2.為不定期徵求案

ncies%2FPages
%2Fdefault.aspx
&job_id=7012
瑞典

Chalmers

研究員：Nutritional and

university

Molecular Epidemiology

https://web103.
reachmee.com/
ext/I003/304/jo
b?site=5&lang=
UK&validator=a
72aeedd63ec10
de71e46f8d91d
0d57c&ref=http
%3A%2F%2Fww
w.chalmers.se%
2Fen%2Fresearc
h%2Fdoctoral-pr
ogrammes%2Fb
ecoming-a-doct
oral-student%2F
pages%2Fdefaul
t.aspx&ihelper=
http%3A%2F%2
Fwww.chalmers.
se%2Fen%2Fab
out-chalmers%2
FWorking-at-Ch
almers%2FVaca
ncies%2FPages

相關領域博士學位。 長期職。

全職。

2019/01/06。

1.為定期徵求案
2.為不定期徵求案

%2Fdefault.aspx
&job_id=6998
瑞典

Chalmers

博士後研究： Quantum

博士學位。

university

Computing applied to

英文佳。

https://web103.

Quantum Chemistry

願學瑞典文。

reachmee.com/
ext/I003/304/jo
b?site=5&lang=
UK&validator=a
72aeedd63ec10
de71e46f8d91d
0d57c&ref=http
%3A%2F%2Fww
w.chalmers.se%
2Fen%2Fresearc
h%2Fdoctoral-pr
ogrammes%2Fb
ecoming-a-doct
oral-student%2F
pages%2Fdefaul
t.aspx&ihelper=
http%3A%2F%2
Fwww.chalmers.
se%2Fen%2Fab
out-chalmers%2
FWorking-at-Ch
almers%2FVaca
ncies%2FPages
%2Fdefault.aspx

2 年期 (1+1) 。

全職。

2019/01/31。

1.為定期徵求案
2.為不定期徵求案

&job_id=6887
瑞典

Chalmers

Assistant Professor in

博士學位。

university

Quantum Technology

兩年博後經歷。

https://web103.
reachmee.com/
ext/I003/304/jo
b?site=5&lang=
UK&validator=a
72aeedd63ec10
de71e46f8d91d
0d57c&ref=http
%3A%2F%2Fww
w.chalmers.se%
2Fen%2Fresearc
h%2Fdoctoral-pr
ogrammes%2Fb
ecoming-a-doct
oral-student%2F
pages%2Fdefaul
t.aspx&ihelper=
http%3A%2F%2
Fwww.chalmers.
se%2Fen%2Fab
out-chalmers%2
FWorking-at-Ch
almers%2FVaca
ncies%2FPages
%2Fdefault.aspx

英文與瑞典文佳。

4 年期追蹤升等。

2019/01/15。

1.為定期徵求案
2.為不定期徵求案

&job_id=6826
瑞典

Uppsala

博士研究多名：

相關領域學碩士

University

Theoretical Physics within

具實驗經歷。

http://www.uu.

the subfields of Quantum

se/en/about-uu

Field Theory, Supergravity

/join-us/details/

and String Theory

5 年期 全職。

2019/01/10。

1.為定期徵求案
2.為不定期徵求案

?positionId=233
446
瑞典

Uppsala

博士研究： Physical

相關領域碩士學位

University

Chemistry with focus on

或修足相關領域之

http://www.uu.

perovskite solar cells for

必要學分。

se/en/about-uu

conversion of solar

英文佳。

/join-us/details/

energy to electricity

4 年期 全職。

2019/02/01。

1.為定期徵求案
2.為不定期徵求案

?positionId=240
510
瑞典

Uppsala

博士研究： with

相關領域碩士學位。 6 個月以上 全職。

University

specialization in genomics

英文佳。

http://www.uu.

and bioinformatics

2019/01/14。

1.為定期徵求案
2.為不定期徵求案

se/en/about-uu
/join-us/details/
?positionId=241
271
瑞典

Chalmers

Assistant Professor in

博士學位。

university

Quantum Technology

兩年博後經歷。

https://web103.
reachmee.com/
ext/I003/304/jo
b?site=5&lang=

英文與瑞典文佳。

4 年期追蹤升等。

2019/01/15。

1.為定期徵求案
2.為不定期徵求案

UK&validator=a
72aeedd63ec10
de71e46f8d91d
0d57c&ref=http
%3A%2F%2Fww
w.chalmers.se%
2Fen%2Fresearc
h%2Fdoctoral-pr
ogrammes%2Fb
ecoming-a-doct
oral-student%2F
pages%2Fdefaul
t.aspx&ihelper=
http%3A%2F%2
Fwww.chalmers.
se%2Fen%2Fab
out-chalmers%2
FWorking-at-Ch
almers%2FVaca
ncies%2FPages
%2Fdefault.aspx
&job_id=6826
瑞典

Uppsala

博士研究多名：

相關領域學碩士

University

Theoretical Physics within

具實驗經歷。

http://www.uu.

the subfields of Quantum

se/en/about-uu

Field Theory, Supergravity

/join-us/details/

and String Theory

?positionId=233
446

5 年期 全職。

2019/01/10。

1.為定期徵求案
2.為不定期徵求案

瑞典

Uppsala

博士研究 2 名：

相關領域碩士學位

University

Computational

或修足相關領域之

http://www.uu.

Biochemistry

必要學分。

Uppsala

博士研究： Physical

相關領域碩士學位

University

Chemistry with focus on

或修足相關領域之

http://www.uu.

perovskite solar cells for

必要學分。

se/en/about-uu

conversion of solar

英文佳。

/join-us/details/

energy to electricity

6 個月以上 全職。

2019/01/01。

1.為定期徵求案
2.為不定期徵求案

se/en/about-uu
/join-us/details/
?positionId=237
142
瑞典

4 年期 全職。

2019/02/01。

1.為定期徵求案
2.為不定期徵求案

?positionId=240
510
瑞典

Uppsala

博士研究： with

相關領域碩士學位。 6 個月以上

University

specialization in genomics

英文佳。

http://www.uu.

and bioinformatics

全職

2019/01/14

1.為定期徵求案
2.為不定期徵求案

se/en/about-uu
/join-us/details/
?positionId=241
271
瑞典

Uppsala

博士研究：development

University

of a nanocellulose-based

http://www.uu.

delivery platform for

se/en/about-uu

biomedical applications

/join-us/details/
?positionId=242
642

相關領域碩士學位。 4 年期 全職。

2019/01/18。

1.為定期徵求案
2.為不定期徵求案

瑞典

KTH Royal

博士後研究 3 名：

Institute of

Electrochemical energy

technology

storage in batteries

相關領域博士學位。 6 個月以上

2019/01/02。

全職。

1.為定期徵求案
2.為不定期徵求案

https://www.kt
h.se/en/om/wor
k-at-kth/lediga-j
obb/what:job/jo
bID:240457/wh
ere:4/
瑞典

KTH Royal

博士後研究：physical

相關領域博士學位

6 個月以上

Institute of

models for charge carrier

相關領域實驗經驗。 全職。

technology

transport in silicon

https://www.kt

carbide

2019/01/06。

1.為定期徵求案
2.為不定期徵求案

h.se/en/om/wor
k-at-kth/lediga-j
obb/what:job/jo
bID:236485/wh
ere:4/
瑞典

KTH Royal

博士研究 2 名：Quantum 相關領域碩士學位

6 個月以上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相關領域足夠學分。 全職。

KTH Royal

博士研究： sensor

相關領域碩士學位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相關領域足夠學分。 但至少 6 個月以上。

2019/01/06。

1.為定期徵求案
2.為不定期徵求案

technology
https://www.kt
h.se/en/om/wor
k-at-kth/lediga-j
obb/what:job/jo
bID:238561/wh
ere:4/
瑞典

4 年期

2019/01/09。

1.為定期徵求案
2.為不定期徵求案

technology
https://www.kt
h.se/en/om/wor
k-at-kth/lediga-j
obb/what:job/jo
bID:239694/wh
ere:4/
瑞典

KTH Royal

博士研究： Organic

Institute of

Bioelectronics

相關領域碩士學位。 6 個月以上

2019/01/09。

全職。

1.為定期徵求案
2.為不定期徵求案

technology
https://www.kt
h.se/en/om/wor
k-at-kth/lediga-j
obb/what:job/jo
bID:239911/wh
ere:4/
瑞典

KTH Royal

博士研究：Micro and

Institute of

Nanotechnology for 3D

technology

Laser Micromachining

相關領域碩士學位。 6 個月以上

2019/01/09。

全職。

1.為定期徵求案
2.為不定期徵求案

https://www.kt
h.se/en/om/wor
k-at-kth/lediga-j
obb/what:job/jo
bID:240092/wh
ere:4/
瑞典

KTH Royal

博士研究：Micro and

相關領域碩士學位

Institute of

Nanotechnology for

相關領域足夠學分。 全職。

technology

Biomolecular Sequencing

https://www.kt

6 個月以上

2019/01/09。

1.為定期徵求案
2.為不定期徵求案

h.se/en/om/wor
k-at-kth/lediga-j
obb/what:job/jo
bID:240414/wh
ere:4/
瑞典

KTH Royal

博士研究：Smart Edge

Institute of

Computing

相關領域碩士學位。 6 個月以上

2019/02/15。

全職。

1.為定期徵求案
2.為不定期徵求案

technology
https://www.kt
h.se/en/om/wor
k-at-kth/lediga-j
obb/what:job/jo
bID:240889/wh
ere:4/
瑞典

KTH Royal

博士研究：Biophysics

相關領域碩士學位。 6 個月以上

2019/02/06。

全職。

Institute of

1.為定期徵求案
2.為不定期徵求案

technology
https://www.kt
h.se/en/om/wor
k-at-kth/lediga-j
obb/what:job/jo
bID:240452/wh
ere:4/
瑞典

KTH Royal

博士後研究：micro and

Institute of

nanotechnology for 3D

technology

laser machining

https://www.kt
h.se/en/om/wor
k-at-kth/lediga-j

相關領域博士學位。 6 個月以上
全職。

2019/02/03。

1.為定期徵求案
2.為不定期徵求案

obb/what:job/jo
bID:240670/wh
ere:4/
瑞典

KTH Royal

博士研究 :Micro and

Institute of

Nanotechnology for

technology

Photonic Sensors

相關領域碩士學位。 6 個月以上

2019/02/03。

全職。

1.為定期徵求案
2.為不定期徵求案

https://www.kt
h.se/en/om/wor
k-at-kth/lediga-j
obb/what:job/jo
bID:240114/wh
ere:4/
瑞典

KTH Royal

博士研究 : Micro and

Institute of

Nanotechnology for

technology

Quantum Tunnelling

https://www.kt

Sensors

相關領域碩士學位。 6 個月以上

2019/02/03。

全職。

1.為定期徵求案
2.為不定期徵求案

h.se/en/om/wor
k-at-kth/lediga-j
obb/what:job/jo
bID:240096/wh
ere:4/
瑞典

KTH Royal

博士研究 2 名：

相關領域碩士學位

6 個月以上

Institute of

Bioelectronics

英文佳。

全職。

technology
https://www.kt
h.se/en/om/wor
k-at-kth/lediga-j
obb/what:job/jo
bID:240693/wh

2019/01/20。

1.為定期徵求案
2.為不定期徵求案

ere:4/
瑞典

Linköping

博士研究：Materials

相關領域碩士學位

1-3 年全職。

University

Physics

英文佳。

Linköping

博士後研究 : the

相關領域博士學位。 2 年全職。

University

Division of Automatic

https://web103.

Control within

reachmee.com/

Optimization at the

ext/I011/853/jo

Department of Electrical

b?site=7&lang=

Engineering

2019/03/01。

1.為定期徵求案
2.為不定期徵求案

https://web103.
reachmee.com/
ext/I011/853/jo
b?site=7&lang=
UK&validator=d
7a66c13be778e
f950c393a9042
93789&ref=http
s%3A%2F%2Fliu
.se%2Fen%2Fwo
rk-at-liu&ihelper
=https%3A%2F
%2Fliu.se%2Fen
%2Fwork-at-liu
%2Fvacancies&j
ob_id=9876
瑞典

UK&validator=d
7a66c13be778e
f950c393a9042

2019/01/31。

1.為定期徵求案
2.為不定期徵求案

93789&ref=http
s%3A%2F%2Fliu
.se%2Fen%2Fwo
rk-at-liu&ihelper
=https%3A%2F
%2Fliu.se%2Fen
%2Fwork-at-liu
%2Fvacancies&j
ob_id=9899
瑞典

Lund University

博士後研究 : Nanoscale

相關領域博士學位

https://lu.mynet

X-ray physics

英文佳。

博士研究 : biochemistry

相關領域碩士學位

2 年全職。

2019/01/31。

1.為定期徵求案
2.為不定期徵求案

workglobal.com
/en/what:job/jo
bID:238826/typ
e:job/where:4/a
pply:1
瑞典

Lund University

4 年全職。

Monthly salary.

2019/01/31。

或同等學分。

https://lu.mynet

1.為定期徵求案
2.為不定期徵求案

workglobal.com
/en/what:job/jo
bID:241824/typ
e:job/where:4/a
pply:1
瑞典

Lund University

博士研究 : Electrical

相關領域碩士學位

https://lu.mynet

Engineering oriented

或同等學分。

workglobal.com

towards Nanoelectronics

/en/what:job/jo
bID:241023/typ
e:job/where:4/a

4 年全職。

Monthly salary.

2019/01/20。

1.為定期徵求案
2.為不定期徵求案

pply:1
瑞典

Lund University

博士研究 : Structural

相關領域碩士學位

4 年全職。

https://lu.mynet

Engineering

或同等學分。

博士後研究員多名

相關領域博士學位。 21 個月(試用期 4 個

2019/01/07。

1.為定期徵求案
2.為不定期徵求案

workglobal.com
/en/what:job/jo
bID:232044/typ
e:job/where:4/a
pply:1
芬蘭

University of

月) 。

Turku

€2,500.06–€3374.18/

2019/01/15。

月。

1.為定期徵求案
2.為不定期徵求案

https://www.ut
u.fi/en/universit
y/come-work-wi
th-us/open-vaca
ncies
芬蘭

VTT

Senior Scientist, long

https://jobs.vtt.f

term safety of nuclear

i/vacancies/598

waste management

具計畫執行經驗。

2019/01/15。

1.為定期徵求案
2.為不定期徵求案

2
芬蘭

VTT

Research Scientist,

https://jobs.vtt.f

microstructural

i/vacancies/598

characterization of

8

nuclear power plant

2019/01/10

1.為定期徵求案
2.為不定期徵求案

components
芬蘭

Call for letters of

1. 為定期徵求案

programmes 2019:

intent:

2. 為不定期徵求

http://www.aka.

Towards a Sustainable,

2018/12/19–

案

fi/en/funding/a

Healthy and

2019/01/23

Academy of

SRC Strategic research

Finland

計畫主持人(PIs) 。

6 年期 (3 + 3).

pply-now/acade

Climate-Neutral Food

Call for full

my-calls/strategi

System (FOOD)

applications:

c-research-progr Innovative Materials and

2019/03/12–

ammes-2019/

04/17.

Services to Promote
Resource Wisdom and

http://www.aka.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fi/globalassets/1 (IMPRES)
0rahoitus/hakuil

The Changing Role of

moitukset/stn_h

Public Authority and the

akuilmoitus_201 Potential for Steering
9_en.pdf

Society(STEER)
Culture in an Increasingly
Technologically Driven
Society (CULT)

丹麥

University of

博士研究 :

Copenhagen

Matter Theory

Condensed

相關領域碩士學位。 3 年期全職。

年薪 DKK 322.642 -

2019/01/03。

1.為定期徵求案
2.為不定期徵求案

DKK 43.219.

https://employ
ment.ku.dk/phd
/?show=148584
丹麥

Aarhus

博士研究 : New

University

pre-treatment methods

http://phd.scite

for increased biogas

ch.au.dk/for-ap

production from biomass

plicants/apply-h
ere/february-20
19/new-pre-trea
tment-methodsfor-increased-bi
ogas-production

相關領域碩士學位。

2019/02/01。

1.為定期徵求案
2.為不定期徵求案

-from-biomass/
荷蘭

Eindhoven

博士研究 :

University of

Development of a novel

Technology

Nervous-system-on-Chip

https://jobs.tue.

technology

相關領域碩士學位。 4 年期全職(前 1 年為
試用) 。

月稅前薪資 €2,266 -

2019/01/31。

€2,897＋假期津貼及年

1.為定期徵求案
2.為不定期徵求案

終, 社會福利給付。

nl/en/vacancy/p
hd-student-deve
lopment-of-a-no
vel-nervoussyst
emonchip-techn
ology-409712.ht
ml
荷蘭

Eindhoven

博士研究 : Responsible

相關領域碩士學位。 4 年期全職。

月稅前薪資 €2,266 -

University of

Innovation and smart

€2,897＋假期津貼及年

Technology

energy grids in Europe

終, 社會福利給付。

https://jobs.tue.

and beyond

2019/02/09。

1.為定期徵求案
2.為不定期徵求案

nl/en/vacancy/p
hd-responsible-i
nnovation-and-s
mart-energy-gri
ds-in-europe-an
d-beyond-40194
1.html
荷蘭

Eindhoven

博士研究 : Nanoscale

University of

lasers for neuromorphic

€2,897＋假期津貼及年

Technology

photonics

終, 社會福利給付。

https://jobs.tue.
nl/en/vacancy/p

相關領域碩士學位。 4 年期全職。

月稅前薪資 €2,266 -

2019/01/09。

1.為定期徵求案
2.為不定期徵求案

hd-position-onnanoscale-lasers
-for-neuromorp
hic-photonics-3
94953.html
荷蘭

TU Delft

博士研究 3 名：

https://vacature

Optics/Photonics and

.beta.tudelft.nl/

Optical Design

相關領域碩士學位。 4 年期全職。

月稅前薪資 €2226 -

2019/03/01。

1.為定期徵求案
2.為不定期徵求案

€2897.

vacaturesite/per
malink/51190/?l
ang=en
荷蘭

TU Delft

博士研究 2 名：5G

https://vacature

technology:

.beta.tudelft.nl/

1. 5G for Ultra Reliable

vacaturesite/per

Low Latency

malink/48769/?l

Communications (URLLC)

ang=en

for Smart Industry

相關領域碩士學位。 4 年期全職。

月稅前薪資 €2222 -

2019/02/02。

1.為定期徵求案
2.為不定期徵求案

€2840 .

Applications
2. 5G resilience through
network programmabilit
荷蘭

University of

博士研究: Experimental

Amsterdam

particle physics - ATLAS 相

http://www.uva

關領域碩士學位

.nl/en/content/v
acancies/2018/1
2/18-744-phd-c
andidate-in-exp
erimental-partic
le-physics---atla

相關領域碩士學位。 4 年期全職 (前 18 個
月試用) 。

月稅前薪資 €2,266 €2,897＋假期津貼及年
終, 社會福利給付。

2019/01/15。

1.為定期徵求案
2.為不定期徵求案

s.html?origin=qz
YOHuMgQGaWL
zn%2F4ST%2BQ
g
荷蘭

University of

博士研究: Molecular

Amsterdam

Laser Spectroscopy

相關領域碩士學位。 4 年期全職 (前 18 個
月試用) 。

月稅前薪資 €2,266 -

2019/02/01。

€2,897＋假期津貼及年

1.為定期徵求案
2.為不定期徵求案

終, 社會福利給付。

http://www.uva
.nl/en/content/v
acancies/2018/1
2/18-745-phd-c
andidate-in-mol
ecular-laser-spe
ctroscopy.html?
origin=qzYOHu
MgQGaWLzn%2
F4ST%2BQg
荷蘭

University of

博士研究: Theoretical

Amsterdam

Physics

相關領域碩士學位。 4 年期全職 (前 18 個 月稅前薪資 €2,266 月試用) 。

2019/03/01。

€2,897＋假期津貼及年

1.為定期徵求案
2.為不定期徵求案

終, 社會福利給付。

http://www.uva
.nl/en/content/v
acancies/2018/1
2/18-719-phd-c
andidate-in-the
oretical-physics.
html?origin=qzY
OHuMgQGaWLz
n%2F4ST%2BQg
荷蘭

Utrecht

博士研究: Catalyst

University

synthesis studied in

相關領域碩士學位。 4 年期全職。

月稅前薪資 €2,226 €2,897 ＋假期津貼及

2019/01/31。

1.為定期徵求案
2.為不定期徵求案

https://ssl1.peo

real-time with

plexs.com/Peopl

transmission electron

exs22/Candidat

microscopy

年終, 社會福利給付。

esPortalNoLogin
/Vacancy.cfm?P
ortalID=4124&V
acatureID=1019
808&Vacancy=P
hD%20position
%20on%20Catal
yst%20synthesis
%20studied%20i
n%20real-time%
20with%20trans
mission%20elec
tron%20microsc
opy%20%281%2
E0%20FTE%29#t
op
荷蘭

Utrecht

博士研究 2 名：Modelling 相關領域背景。

4 年期全職（第一年為 稅前薪資€2,266－

University

sugar transport in plants

試用期）。

https://ssl1.peo
plexs.com/Peopl
exs22/Candidat
esPortalNoLogin
/Vacancy.cfm?P
ortalID=4124&V
acatureID=1014
081&Vacancy=P

€2,897＋假期津貼及年
終,

社會福利給付。

201/01/31。

1.為定期徵求案
2.為不定期徵求案

hD%20position
%20modelling%
20sugar%20tran
sport%20in%20
plants%20%281
%2E0%20FTE%2
9#top
比利時

KU Leuven

博士研究 2 名：Energy

知名理工學院碩士

https://www.kul

System Modeling

學位。

4 年期全職。

博士級薪資

2019/03/31。

（稅後薪資約 €2,000

1.為定期徵求案
2.為不定期徵求案

／月) 。

euven.be/perso
neel/jobsite/job
s/54964370
比利時

KU Leuven

Nanomaterial-Associated

Bio-Engineering,

https://www.kul

Immune Therapy of Solid

Biomedical Sciences,

euven.be/perso

Tumors

Pharmaceutical

neel/jobsite/job

Sciences 或相關領

s/54958318

域碩士生最後一年

全職。

2019/01/09。

1.為定期徵求案
2.為不定期徵求案

即可。
比利時

Ghent

博士後研究員 5 名：

PhD in Engineering

University

modelling, testing and

or equivalent by

https://www.ug

inspection of 3D printed

experience.

ent.be/en/work

materials and composites

3 年期全職。

月薪淨額 1950-2450€.

2019/02/28。

1.為定期徵求案
2.為不定期徵求案

/vacancies/scien
tific/5-postdocpositions-3-year
s-on-modelling-t
esting-58gh7
比利時

IMEC

博士後研究員

具(bio)physics,

IMEC－KU Leuven 產學

Application on

1.為定期徵求案

https://www.im

Nanophotonic

chemistry,

聯合計畫。

the website.

2.為不定期徵求案

ec-int.com/en/

Spectroscopy for Life

nanotechnology, or

work-at-imec/jo

Sciences

engineering 博士學

b-opportunities/

歷，具 optical

postdoctoral-res

spectroscopy 具研究

earcher-nanoph

背景更佳 。

otonic-spectrosc
opy-for-life-scie
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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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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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

c2c/data/h31core-youkou

今年公開

.pdf

招募已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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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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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旬 結果通知。

op_kokusai.html(線

ellow/j-fellow_14/31_bos

用年度(4 月 1 日)時

旅行保險。

第一回招募已

上申請系統)申請。

huyoko_h31.html

在取得博士學位後

英文網站：

第二回

結束

未滿 6 年。不論是否 來日期間

第二回：

任職於全職工作。

2019/09/01 ~

2019/04/22 ~

2019/11/30。

2019/04/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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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過去曾獲外國人特

17:00 (當地時

-19.html

別研究員（一般）以

間)

及外國人特別研究

2019 年 8 月中

員（定着促進）者不

旬 結果通知。

符申請資格；具日本
國籍或日本永住權

固定每年招募 2

者不符申請資格)。

次，分別為 9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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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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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究單位聯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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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立研究開發

イノベーション人材育

申請人須符合以下

2019/04 月-2020/03。 以產總研特別研究員

以網路系統申

法人

成コース（博士号取得者 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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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け）

①取得博士學位者

契約職員)，時薪 2200

間從即日起至

研究所

AIST Innovation school

②博士取得 7 年

日幣(每週上班 5 天)，

2019/01/03 截

(AIST)

日文：

內、產總研特別研究

補助通勤費、具社會保 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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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員身分未滿 4 年者

險。

-s/ja/employment/guide2

③與 AIST 研究單位

最新招募請詳

019_InnovationCourse.pd

負責人的研究主題

見官方網站:

f

相關者

https://unit.aist.

④考慮進入民間企

go.jp/inn-s/ja/e

業就業者

mployment/forA

⑤課程全程參與者

pplicants.html

1.為定期徵求案

⑥日文能力具商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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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01/2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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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9 這期間都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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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報名。

ン」
）

亞>以及亞洲附近島

日上限。

人每天 15,000 日幣。

今年公開

日文：

嶼國家。

（2）“共同研究活動

(3) 其他：計畫經費，

招募已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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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國內學術研究機 年以内

各國家負責各自國家派 2018 /08/22～

1.為定期徵求案

出之學者的各項花費(日 09/05.

2.為不定期徵求案

https://www.jsps.go.jp/j-bil 構的研究人員。

（2019/04/01~2020/03 本方面不負責台灣方

注意: 8 月 25 日 0

at/semina/shinsei_bosyu/b

/31）。

時 00 分～8 月 26

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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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公開
招募已結束。

澳洲

澳大利亞研究委 Discovery Early Career
員會 Australian Researcher Award for
Research Council funding commencing in
(ARC)

2020
https://www.grants.gov.au/
?event=public.GO.show&G
OUUID=9A26A8F3-0D2E-A5
EB-D6477AE47113F3FF

須由澳洲符合資格之 補助年度為 3 年。

補助金額為澳幣 102,372 於 2019/03/13 前 1.為定期徵求案

研究單位提出申請。

至 142,372
(含薪資及計畫費用) 。

線上提出申請。 2.為不定期徵求案

澳洲

澳大利亞技術科 Bridging Grants 2019
由澳方提出申請，包 補助年度為 1 年。
學及工程學院
括下列兩種方式
https://globalconnectionsfu 1.澳洲中小企業須與
Australian
Academy of

新加坡

nd.org.au/bridge-grants/

國外的研究人員合作

Technology and

2.澳洲的研究人員須

Engineering

與國外的中小企業合

(ATSE)

作。

國家研究委員會 12th Singapore NRF

科技相關領域博士(包 補助年限最多 5 年。

National Research Fellowship Call (Class of

括電腦科學、工程、

Foundation(NRC) 2020)

生命科學和自然/物理
科學) 。

https://researchgrant.gov.s
g/Pages/GrantCallDetail.as
px?AXID=NRFF12-2020&Co
mpanyCode=nrf

澳幣 25,000 至 50,000.

新年度徵求期間 1.為定期徵求案
尚未確定，預計於
2.為不定期徵求案
2018 年 12 月公
布。

5 年最高補助額度為新幣 於 2019/03/05 前 1.為定期徵求案
線上提出申請
300 萬。
2.為不定期徵求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