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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理督導處內各項行政相關業務。

•推動校務研究與發展。

•推動校內智財之產生包括專利申請與技術移轉及智財管理
維護之觀念與提升成效。

•建立與民間企業之穩定長期產學合作研究關係。

•推動產學合作等各組執行各項行政相關業務。

•推動「教育部補助私立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獎勵補助經費」
相關作業。

•協調整合、管理及維護本校之貴重儀器，推展科技研發之
產學合作及技術服務。

•綜理督導統整校內食品安全與超微量檢驗相關業務。

研究發展處工作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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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科技部及各政府機構研究案事宜。

•辦理科技部大專學生研究計畫事宜。

•辦理校內教師申請科技部補助出席國際會議。

•辦理各系所申請科技部補助國內舉辦國際學術研討會。

•辦理教師指導學生參與教育部技專校院學生專題製作競賽相關
作業。

•辦理「教育部補助私立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獎勵補助經費」作業。

•辦理本校教師研究獎勵案及論文發表獎勵案申請作業。

•辦理補助本校教師出席國際學術會議相關作業。

•辦理教育部校務基本資料庫及業務相關填報系統作業。

•彙整並統計全校教師研究計畫執行資料。

•各項研討會、研習、徵文訊息公告。

研究發展組工作簡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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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隨到隨審說明

• 依科技部補助專題研究計畫作業要點第十點規定，得以隨到隨審方
式提出申請之資格為：

(1)新聘任人員且從未申請科技部研究計畫者，自起聘日起三年內得提出

申請，並以1件為限。
(2)現職人員且從未申請科技部研究計畫者，自獲博士學位之日起三年內

得提出申請，並以1件為限。

(3)外國任教或從事研究服務滿一年以上，受延聘歸國服務且返國服務後

未申請科技部研究計畫者，得於起聘日起一年內提出申請，並以1件

為限。

(4)借調至政府機關之駐外單位任職人員，於歸建後未申請科技部研究計

畫者，得於歸建之日起一年內提出。

• 隨到隨審計畫申請之前提為「從未申請過」科技部計畫，符合
上開申請資格，如前已申請但未獲通過者，不得再行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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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發展組工作簡介（二）



科技部計畫申請相關重要事項說明

• 依科技部補助專題研究計畫作業要點規定：

1. 為使具研發能量之私校非編制專任教學、研究人員得參與科技部補助計
畫，爰增列第3點第1項第4款「私立大專院校比照國立大學校務基金進用
教學人員研究人員及工作人員實施原則遴聘規定所聘任之專任教學、研
究人員，符合第一款第一目計畫主持人資格者。」之規定。→本校專任
專案教師可依上述規定提出申請研究計畫。

2. 第二十六點第九款：

首次申請計畫之計畫主持人及申請書內所列首次執行本部計畫之參與研
究人員應於申請機構函送本部申請研究計畫之日前三年內，完成至少六
小時之學術倫理教育課程訓練並檢附相關證明文件送申請機構備查；計
畫開始執行後所聘首次執行本部計畫之參與研究人員應於起聘日起三個
月內檢附修習六小時之學術倫理教育課程訓練相關證明文件送申請機構
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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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發展組工作簡介（三）



• 辦理與民間機構（廠商全額出資案）合作研究案
等相關事宜。

• 說明：
管理費計算方式：廠商總補助款未稅金額×10％

ex：未稅金額= 100,000（廠商總補助款）÷1.05 =95,238元

管理費=未稅金額× 10%=9,524元

營業稅=未稅金額× 5 %=4,762元

產學合作組工作簡介（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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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學術研究發展委員會（學發會）研究計畫相關
事宜，目前合作醫院包括光田、中榮、澄清醫院。

產學合作組工作簡介（二）

廠商出資 學校配合款 計畫總經費

光田100萬 弘光100萬 200萬

中榮84萬 弘光84萬 168萬

澄清50萬 弘光50萬 100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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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學合作組工作簡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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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政府產學計畫案（教育部補助技專校院辦理教師產
業研習研究服務計畫、經濟部產業園區廠商競爭力推升
計畫之產業園區專案輔導計畫、科學工業園區人才培育
補助計畫、經濟部人才培育補助計畫）。

•辦理一般產學合作計畫。

•辦理學術發展委員會補助研究計畫案。

•辦理專利及技術移轉之相關作業。

•規劃推動產學交流、促進產業界發展。

•辦理教師績效評量（研究成果）業務。

•辦理弘光科技大學學術研究發表會作業。

•辦理國際發明展參展相關作業。



•辦理政府機構就輔相關專款計畫。

說明：協助辦理政府機構就業輔導相關專案計畫（依來
文規定辦理）。

•協助辦理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補助大專校院辦理就業學
程實施計畫申請、核銷、訪視及評鑑相關作業。

•辦理就業及職涯相關講座。

•辦理校園徵才活動，建立求職服務網路。

•辦理雇主求才登錄服務。

就業輔導組工作簡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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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彙整並統計畢業生動態調查資料。

• 調查並統計畢業生之雇主滿意度。

• 協助各系所應屆畢業生登錄「應屆畢業生離校問卷」。

• 彙整並統計學生證照持有率調查資料。

• 辦理應屆畢業生專技高普考試報名相關作業。

• 辦理教育部高教深耕計畫。

• 辦理教育部青年發展署推動大專校院職涯輔導工作實施計畫。

• 辦理教育部UCAN大專校院就業職能平台相關作業。

• 管理職涯規劃加油站。

就業輔導組工作簡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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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安全與超微量檢驗總中心工作簡介（一）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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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內、校際實驗室、檢驗公司整合暨合作規劃。

• ISO17025品質系統管理。

• 生物實驗室檢驗與文管業務。

• 化學實驗室檢驗與文管業務。



•協調整合本校現有之貴重儀器。

•管理及維護本中心之貴重儀器。

•規劃添置貴重儀器及設備。

•推展校內外研究、教學及人員訓練。

•推展科技研發之產學合作及技術服務。

 超微量檢測暨貴重儀器中心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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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安全與超微量檢驗總中心工作簡介（二）



•統籌學校師生教學研究之實驗動物飼養及空間管理業務。

•維護優良飼養生長環境及健康監測以維持實驗動物品質。

•提供動物實驗設計及科學應用相關資訊。

•監督本校實驗動物之取得、飼養、管理及依據審核結果進
行動物科學應用等行為，並防範可能具公害或人道疑慮之
動物實驗。

•提供本校年度執行實驗動物科學應用之監督報告。

•執行實驗動物照護及使用委員會所交付之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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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安全與超微量檢驗總中心工作簡介（三）

 實驗動物中心



• 管理進駐企業並統計相關進駐資訊。

• 協助進駐企業取得政府資源。

• 協助育成相關業務(廠商接洽、收費作業、進駐遷離手續、報修申請
與處理)。

• 中心預算及業務執行。

• 中心設施維護與管理。

• 辦理校內創新創業相關活動-三創競賽、講座、、、等。

• 推動執行創新創業相關業務及輔導。

• 協助校內師生申請創新創業相關計畫、競賽。

• 彙整並統計校內師生創業成效之數據。

• 執行高教深耕計畫-培養學生創新創意能力(E-1)。

• 協助辦理校內教師申請「學界協助中小企業科技關懷跨域整合計畫」
相關事宜。

• 建置與管理育成中心網站。

創新育成中心工作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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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法規請上本校法規資料庫網頁下載

研發處相關法規及相關作業資訊(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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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規分類 法規名稱

教師評鑑
弘光科技大學教師評鑑四項評量評審內容及項目
【第二部份研究評量】

組織設置法規

1.弘光科技大學研究發展處設置辦法

2.弘光科技大學研究發展會議設置辦法

3.弘光科技大學學術研究發展委員會設置辦法

4.弘光科技大學研究中心設置暨管理要點



※相關法規請上本校法規資料庫網頁下載

研發處相關法規及相關作業資訊(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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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規分類 法規名稱 辦理時間

教師補助
法規

1.弘光科技大學補助教師出席國際學術會
議辦法
本補助之申請須在會議舉辦日之3個月
前完成申請流程後送達研發處，逾期不
予受理。

審核辦理期間：
每年1月、4月、
7月、10月初

2.弘光科技大學學術研究發展委員會策略
聯盟研究計畫申請補助與審查辦法

審核辦理期間：
每年9-10月

(1)台中榮民總醫院與弘光科技大學合作
研究計畫申請作業要點

(2)光田綜合醫院與弘光科技大學合作研
究計畫作業要點

(3)澄清綜合醫院中港分院與弘光科技大
學合作研究計畫作業要點



※相關法規請上本校法規資料庫網頁下載

研發處相關法規及相關作業資訊(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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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規分類 法規名稱 辦理時間

教師獎勵
法規

1.弘光科技大學專任教師學術論文發表
獎勵辦法

系統上網填報時間
每年2月1日至4月15日及
8月1日至9月30日止

2.弘光科技大學專任教師學術研究獎勵
辦法

審核辦理期間：
每年5月1日至31日止及
10月16日至11月15日止

3.弘光科技大學教師研究績優彈薪作業
要點

依科技部來文辦理

專利及技
術移轉或
授權

1.弘光科技大學研究發展成果及技術移
轉管理辦法

審核辦理期間：每年1月、
4月、7月、10月初召開專
技委員會會議

2.弘光科技大學專任教師專利獎勵辦法 審核辦理期間：
每年5月1~31日止及10月16

日~11月15日止
3.弘光科技大學產學合作及技術移轉獎
勵辦法



研發處相關法規及相關作業資訊(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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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規分類 法規名稱

計畫執行相關法規

1.弘光科技大學科技部補助研究設備管理要點

2.弘光科技大學研究計畫研究助理人員管理辦法

3.弘光科技大學非生物醫學類科技部專題研究計
畫申請研究倫理審查作業要點

4.弘光科技大學產官學策略聯盟與合作交流協議
管理辦法

5.弘光科技大學教師執行教育部補助教師產業研
習研究計畫作業要點
6.弘光科技大學產學合作成果反饋至課程與教學
實施要點

7.弘光科技大學產學合作成果反饋學生專題製作
實施要點

※相關法規請上本校法規資料庫網頁下載



※相關法規請上本校法規資料庫網頁下載

研發處相關法規及相關作業資訊(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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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規分類 法規名稱 備註

整發經費法規

1.弘光科技大學整體發展經費專責規劃
小組設置要點

2.弘光科技大學教育部整體發展經費作
業實施辦法

3.弘光科技大學整體發展獎勵補助款資
本門經費分配作業要點

4.弘光科技大學整體發展獎勵補助款經
常門經費分配作業要點

5.弘光科技大學整體發展經費專案辦公
室設置要點

其他
弘光科技大學學生專題製作/研究實務
製作創意競賽作業要點

補助各學院貳萬
元獎勵金



※相關法規請上本校法規資料庫網頁下載

研發處相關法規及相關作業資訊(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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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規分類 法規名稱

就輔相關法規
弘光科技大學補助在校學生考取證照獎勵辦法

弘光科技大學職涯導師實施辦法

貴儀相關法規
弘光科技大學貴重儀器中心設置要點

弘光科技大學貴重儀器中心管理及使用要點

育成相關法規

弘光科技大學創新育成中心營運管理辦法

弘光科技大學創新育成中心培育室使用管理辦法

弘光科技大學創新育成中心進駐與延駐及遷離辦法

弘光科技大學校內師生創業競賽獎勵補助作業要點



簡 報 完 畢

敬 請 指 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