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9 學年度科學園區人才培育補助計畫
培育學校申請作業說明
壹、計畫背景：
為鼓勵園區廠商永續創新研發，協助高科技專業人才養成，
科技部新竹科學園區管理局與科技部中部科學園區管理局及
科技部南部科學園區管理局共同訂定「科學園區人才培育補助
計畫作業規範」
，自 94 年起辦理
「科學園區人才培育補助計畫」
，
鼓勵園區周邊大專校院開辦與高科技產業接軌之專業相關模
組課程，配合園區廠商人才需求，進行專業課程規劃與企業實
習，提升準畢業生專業技能，調和理論教學與實務經驗，藉以
縮短科技產業人才學用落差，建立有效之園區廠商產學媒合機
制，彌補園區高科技專業人才需求缺口。
本計畫於107學年度共補助36件模組課程及企業實習課程，
補助金額2,680萬元，培育3,754人次。108學年度補助36件模組
課程及企業實習課程，補助金額2,658萬元，預計培育2,786人次。
109學年度補助金額預計 2,550 萬元，預計培育2,800 人次以
上。
◎主辦機關
科技部新竹科學園區管理局、科技部中部科學園區管理局與
科技部南部科學園區管理局。
◎計畫辦公室
博大股份有限公司。
◎培育學校
係指獲得「科學園區人才培育補助計畫」補助之國內公私立
大學及技專校院所屬系所。
◎園區事業：
指科學事業與經核准在園區內設立以提供科學事業營運、管
理或技術服務之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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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申請內容：
一、 申請機構：國內公私立大學及技專校院所屬系所。
二、 申請原則：
(一) 以當年度未獲政府其他機關相關補助計畫(如產業碩
士專班、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就業學程等)之科系優
先。
(二) 以兼顧園區事業需求及學生能力提升之實習、專題實
作、成果發表安排為優先。
(三) 以培育學生畢業後即可投入職場為優先。
(四) 以園區事業人力需求規劃課程，採人才培育合作專班模式
為優先。
(五) 以輔導學生取得專業證照為優先。
(六) 以提供學生實習學分為優先。
(七) 申請計畫所提送之規格內容業經審查作業核定補助後，簽
約計畫書執行內容不得低於原提「計畫申請書」所承諾之
規格條件。
三、 總補助經費：新台幣 2,550 萬元(實際補助經費以最後核定金額為
主)。
四、 補助選課對象：以大學大三、大四、研究生(含碩博士生)，
五專之四、五年級，二專之一、二年級，二技之一、二年
級，四技之三、四年級以上學生為補助範圍。(產業碩士專
班學生、進修部學生除外) 。
五、 補助企業實習對象：本學年度應屆畢業生。
六、 執行期間：109 學年度（109.07.01-110.08.31）
。
七、 申請時得選擇 A 式「模組課程(含課程及企業實習)」或 B 式「企
業實習課程」擇一提出申請。
八、 申請 A 式「模組課程(含課程及企業實習)」者：
(一) 課程規劃：
1. 課程規劃需訂出整體學習目標，以提昇學生專業品質、
精進實務技能、獲得適當實習場所，進而能直接為業界
所用為規劃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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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以業界人才需求與學校供給之知行差距（knowing-doing
gap）作為課程加強重點。
3. 課程內容可搭配輔導學生考取專業證照，加強其專業領
域的實作能力，並落實專業技能訓練。
4. 課程規劃以科學園區產業、未來前瞻性產業及政府產業發展
政策相關技術為主(如精密機械、AI、通訊、生物科技、光電、
積體電路、電腦及週邊、數位內容、與園區事業發展之相關
課程：工安環保或節能減碳(綠能)、提高產品品質或改進生
產效率、人力資源、企業經營、採購實務、文化創意等)。
5. 主持人須與 1 家(含)以上園區事業、園區研究機構或園區
創業育成中心作規劃授課內容，並應加強產學授課師資
間之協調與接軌。
6. 至少規劃 2 門課程(含)以上(需為學校學分課程)，學校學
分課程每學期至少開設 1 門。如以專題實作課程申請補
助，則應規劃 3 門課；例：申請 1 門專題實作課程，則
應搭配 2 門(含)以上非專題實作課程，或申請 2 門專題實
作課程應搭配 1 門非專題實作課程。
7. 所研提之課程內容須包含：
(1) 業界師資之引進：業界師資須包含園區事業、園區研
究機構或園區創業育成中心之業界專家，每 1 門補助
課程業界專家授課時數須達 18 小時(含)以上，且其中
園區事業、園區研究機構或園區創業育成中心專家授
課時數須達 6 小時(含)以上。
(2) 校外實作或參訪規劃：運用企業、財團法人、外校之
資源(如設備、實驗室等)或專業展覽等安排實作/參訪，
且對學生就業能力提升有直接助益。
(3) 專題實作：含業界專家指導或業界提供專題，期末邀
外部專家審查。
(4) 成果發表：學生實作或實習成果發表。
(5) 產生具體培育成果：請自行擬定培育成果驗收指標及
實習成果指標(如開設課程數、修課人數、園區事業、
園區研究機構或園區創業育成中心合作家數、企業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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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目標等)。
8. 業界師資之資格：
(1) 擔任公司主管，或博士具 1 年以上工作經驗，或碩士
具 3 年以上工作經驗，或學士具 5 年以上工作經驗者。
(2) 如有特例需加註邀請原因之詳細說明，以利審查。
9. 每 1 門申請補助課程之教材應含教科書(專題實作、企業
實習生課程除外)及業界專家提供的教材或講義等。
(二)企業實習規劃：
1. 以園區事業需求為導向，須與 1 家(含)以上之園區事業、園
區研究機構或園區創業育成中心合作(合作家數得依計畫性
質彈性調整)，由廠商提供企業實習機會，選派學生赴合作企
業之指定場所實地實習，以業師及主持人共同指導及考核學
生實習專題，提升學生實務技能為主。
2. 實習專題題目得與合作廠商共同規劃，內容規劃應強調
動手做精神，提升學生就業力為目標。
3. 參加企業實習之學生須為本學年度應屆畢業生，每人實
習時數至少 240 小時，模組課程之實習學生，每人至少
須選修計畫內 1 門受補助課程或相關課程。每一計畫案
之實習學生人數至少 6 人。未符合前述條件之學生，不
得列為企業實習補助對象，企業實習之學生未達 6 人將
依實際人數比例酌減補助金額(企業實習生課程不受選
修課程限制)。
4. 應須編列學生企業實習津貼，實習津貼給付標準不得低
於勞動部公告之基本時薪且需足額支付計畫書規劃之企
業實習時數的實習津貼。本計畫每位學生最低補助 192
小時以上，若申請計畫書編列之企業實習津貼低於規劃
之企業實習時數則需說明未編列時數之經費支付來源。
5. 實習時間可配合合作廠商之需求訂定，於計畫結束前之
學期間、寒假或暑假執行完畢。實習期間培育學校須為
實習學生加保 200 萬元以上之意外保險，以保障學生實
習安全。
6. 應研擬相關實習規範，由合作廠商、學生及培育學校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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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簽訂遵守，實習規範內容包括學生實習安全須知及營
業秘密保密、廠商需配合之權利義務及學校需協助督導
事項等，以確保學生在實習品質及安全上能獲得充份保
障。
7. 學生應於實習結束撰擬實習心得報告，經主持人及業師
共同審核並合格者，得由學校頒發學生企業實習證書。
九、 申請 B 式「企業實習課程」者：
(一) 以園區事業需求為導向，須與 1 家(含)以上之園區事業、
園區研究機構或園區創業育成中心合作(合作家數得依計
畫性質彈性調整)，由廠商提供企業實習機會，選派學生
赴合作企業實地實習，以業師及主持人共同指導及考核學
生實習專題，提升學生實務技能為主。
(二) 實習專題題目得與合作廠商共同規劃，內容規劃應強調動
手做精神，提升學生就業力為目標。
(三) 參加企業實習之學生，每人實習時數至少 240 小時，實習
學生人數至少 6 人。未符合前述條件之學生，不得列為企
業實習補助對象，不符規定之人數將依比例酌減補助金
額。
(四) 實習時間限定以下列二種方式執行(二擇一)：
1. 109 年計畫執行期間，企業實習學生至少 6 人且每人實習
時數至少 120 小時，實習人員所剩餘 120 小時實習時數
應於 110 年計畫執行期間(8 月 31 日前)完成。
2. 109 年計畫執行期間，企業實習學生至少 3 人且每人實習
時數至少 240 小時；另依合約書約定尚未完成實習人員之
企業實習應於 110 年計畫執行期間(8 月 31 日前)完成。
(五) 應須編列學生企業實習津貼，實習津貼給付標準不得低於勞動
部公告之基本時薪且需足額支付計畫書規劃之企業實習時數的
實習津貼。本計畫每位學生最低補助 192 小時以上，若申請計
畫書編列之企業實習津貼低於規劃之企業實習時數則需說明未
編列時數之經費支付來源。
(六) 實習時間可配合合作廠商之需求訂定，於計畫結束前之學
期間、寒假或暑假執行完畢。實習期間培育學校須為實習
學生加保 200 萬元以上之意外保險，以保障學生實習安
5

全。
(七) 應研擬相關實習規範，由合作廠商、學生及培育學校共同
簽訂遵守，實習規範內容包括學生實習安全須知及營業秘
密保密、廠商需配合之權利義務及學校需協助督導事項等，
以確保學生在實習品質及安全上能獲得充份保障。
(八) 學生應於實習結束撰擬實習心得報告，經主持人及業師共
同審核並合格者，得由學校頒發學生企業實習證書。
十、 於計畫提案時得檢附學校與合作業界(業師)共同規劃課程之
證明文件，以期課程內容能符合園區事業之需求(本文件將
作為評選之參考)。
十一、 計畫主持人應於計畫書內研擬對即將畢業之學生進行就
業輔導與措施(將作為評選之參考)，其輔導內容包括職涯講
座、履歷撰寫、就業媒合等模式，以協助學生畢業後能立即
就業之目標。
十二、 每校申請件數規範以 A 式模組課程(含課程及企業實習)2
件為上限、B 式企業實習課程不限件數。
十三、 選修人數：
(一) 模組課程內補助課程之有效選修人數(指符合經費補助對
象)平均須達 20 人次(含)以上，單門補助課程之有效選修人
數至少 15 人次；如限定以研究生為選修對象之模組課程，
則單門補助課程之選修人數至少 10 人次。
(二) 企業實習課程之實習人數至少 6 人且須為本學年度應屆畢
業生，惟申請模組課程須選修計畫內至少 1 門受補助課程
或已選修相關課程者(未達 6 人將依實際人數比例酌減補
助金額)。
十四、 申請方式及及收件期限：
(一) 應備文件：
1. 計畫書紙本一式 4 份
2. 電子檔光碟片 1 份
3. 申請公文(受文者：博大股份有限公司)
(二) 收件期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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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自公告日起至 109 年 3 月 12 日(星期四)止(郵戳為憑)，逾期
恕不受理。
2. 送達地址：30016 新竹市新安路 2 號
科學園區人才培育補助計畫辦公室(博大公司) 收
十五、 計畫聯絡人：
葉小姐

電話：03-5773311 分機：2143

李小姐

電話：03-5773311 分機：2133

參、評審作業：
一、 評選方式：
(一) 審查委員依審查標準就計畫書內容進行書面審查及評分。
(二) 召開審核會議，審查委員依領域、名次、補助經費額度進行排
序選出模組課程或企業實習課程之推薦名單、候補名單以及核
定補助金額。
二、 評選結果公告：計畫辦公室依評審審查結果函請管理局核定，預
計於 109 年 5 月 15 日前公告。
三、 評選重點：
(一) 模組課程：
評審項目

評審重點

權重

一、 主持人計畫規劃執 1. 主持人之理論實務整合規劃能力及相關
行能力

產學合作經驗。
2. 企業師資組合(學校群、企業群支援) 。

15%

3. 近 3 年執行人才培育相關實績。
二、 課程內容之適合性 1. 是否符合園區事業發展與用人需求(述明
及實務性

業界群之需求) 。
2. 以職務為導向之培育內容完備性及實務

20%

性(含實習前置準備充分性) 。
3. 實習、專題實作、成果評量之規劃。
三、 校內及外部資源之 1. 與園區事業合作之多元與整合性(業師、
適合性

實作設備、專題實作、參訪機會、企業
實習整合產學合作研究計畫等) 。
2. 校內、業界老師專長經驗之多元及互補
性(授課、實習、專題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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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評審項目

評審重點

權重

四、 企業實習規劃之實 1. 企業實習環境調查與實習模式規劃。
用性

2. 企業實習對學生實務經驗提升之具體效
益。
3. 企業提供資源之關連性及實務性(儀器設

20%

備操作、人員指導、訓練計畫) 。
4. 企業相對之配合機制(實習津貼、勞健
保、新人訓練等) 。
五、 具體培育成效

1. 預期質量培育成效合理性。
2. 整體培育成效之宣導規劃。

15%

3. 就業輔導與措施之有效性。
六、 經費配置之合理性 1. 各項費用編列之合理性。
2. 外部資源占經費比例。

10%

3. 學校配合款比例(需≧10%)。
(二) 企業實習課程：
評審項目

評審重點

一、 主持人計畫規劃及 1. 主持人之企業實習規劃經驗及相關產
學合作經驗。
協調能力
2. 企業實習環境調查與實習模式規劃之
適合性。
3. 近 3 年執行人才培育相關實績。
二、 計畫內容之完整性 1. 是否符合園區事業發展與用人需求(述
明業界群之需求)。
及銜接性
2. 計畫內容完備性(含實習前置準備充分
性) 。
3. 實習成果評量之規劃。
三、 企業實習規劃之實 1. 本校或本系所與園區事業合作之多元
性。
用性
2. 遴選適格企業實習生機制及輔導實習
生措施。
3. 企業實習對學生實務經驗提升之具體
效益。
4. 企業提供資源之關連性及實用性(產學
合作計畫、儀器設備操作、人員指導、
訓練計畫、評量) 。
5. 企業相對之配合機制(實習津貼、勞健
保、免費食宿、新人訓練、提供優先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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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重

15%

25%

30%

評審項目

評審重點

權重

用機會等) 。
四、 具體培育成效

1. 預期質量培育成效之合理性。
2. 企業實習成效宣導規劃。
3. 就業輔導與措施之有效性。

六、經費配置之合理性 1. 各項費用編列之合理性。
2. 學校配合款比例(需≧10%)。

20%

10%

肆、經費補助作業：
一、 經費補助項目：
(一) 補助經費上限：A 式「模組課程(含課程及企業實習)」補
助經費上限為 120 萬元；B 式「企業實習課程」補助經費
上限為 50 萬元。
(二) 每一補助申請案須編列學校配合款至少 10%，配合款係指
學校自有款項或合作廠商所提供之可量化資源；惟人事費、
鐘點費與行政管理費不可編列配合款。
(三) 模組課程專案：
1. 人事費：
(1) 主持人：主持人每月上限 10,000 元。
(2) 協同主持人：協同主持人每月上限 5,000 元。
(3) 業師指導費：業師指導實習生費用，每月上限 8,000 元。
(4) 兼任助理：依科技部規範編列。
2. 其他費用：
(1) 旅運費：
交通費：核實報支。
住宿費：教授、副教授、助理教授 1,800 元/日；講師、助
理 1,600 元/日；受補助學生 1,000 元/日。核實報
支。
雜費：教授、副教授、助理教授、講師、助理、受補助學
生 400 元/日。
(2) 鐘點費：依「講座鐘點費支給表」標準編列。
(3) 稿費：依「中央政府各機關學校出席費及稿費支給要點」標
準編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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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臨時工資：時薪依各校臨時工資給付標準或以勞動部公告之
每小時基本工資為標準。
(5) 設備使用費(含實習設備及場地費，本校設備不得計費)。
(6) 材料費
(7) 專題指導費：外部專家學者始得報支(本校老師不得支領)。
(8) 審查費：依「中央政府各機關學校出席費及稿費支給要點」
標準編列。
(9) 網頁製作費
(10) 出席費：依「中央政府各機關學校出席費及稿費支給要點」
標準編列。
(11) 實習生津貼：給付標準不得低於勞動部公告之基本時薪，每
位學生最低補助 192 小時以上，若申請計畫書編列之企業實
習生津貼低於規劃之企業實習時數則需說明未編列時數之
經費支付來源。
(12) 雜費(含保險費、會場佈置費、認證考試補貼費、印刷、影印、
文具、郵資、餐費等)。
(13) 行政管理費：以總補助經費之 10%為上限。
二、 簽約及撥款：
計畫經核定補助後，由培育學校與所屬管理局分別簽署契
約及辦理後續撥款事宜。
(一) A 式契約：
1. 第一期款：簽約後檢附收據函送所簽約之所屬管理局，
請領補助金額之百分之四十。
2. 第二期款：110 年 2 月 19 日前，檢附上學期已開設課程
加退選後之修課學生名單、期中報告及收據
等，請領補補助金額之百分之四十。
3. 第三期款：110 年 9 月 3 日前，檢附經費收支明細表(含
配合款)、經費類送審憑證明細表、下學期已
開設課程加退選後之修課學生名單、期末報
告、原始憑證及收據等，請領補助金額之百
分之二十。但如有人數不足之情事，將依本
契約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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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B 式契約：
1. 第一期款：簽約後檢附收據函送所簽約之所屬管理局，
請領補助金額之百分之四十。
2. 第二期款：110 年 2 月 19 日前，檢送企業實習學生名單
及收據等，請領補助金額之百分之六十。但
如有人數不足之情事，將依本契約規定辦
理。
三、經費核銷：
1. 核銷方式：採檢據報銷方式辦理。
2. 核銷時間：共需辦理 2 次經費核銷，於當年會計年度終
了前(109 年 12 月)及計畫執行期程結束後(110 年 9 月)，
依規定期限函送經費收支明細表(含配合款)、經費類送審
憑證明細表、補助款原始憑證正本等。
3. 核銷限制：第 1 次核銷金額可達補助金額之百分之四十，
超支部份無法認列；如核銷金額不足百分之四十，則所
剩金額須繳回；另第 2 次核銷僅能報支隔年 110 年度契
約期間所發生之單據。
四、本說明未盡事宜，應依科學園區人才培育補助計畫作業規範、
契約書及政府相關規定辦理。

11

109 學年度科學園區人才培育補助計畫
各園區所屬學校分配表
※科技部新竹科學園區管理局負責學校有：宜蘭、台北-苗栗（含）
區域劃分

學校類別

竹科

一般體系

學校名稱
國立政治大學
國立清華大學
國立臺灣大學
國立交通大學
國立中央大學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國立陽明大學
國立臺北大學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
國立宜蘭大學
國立聯合大學
國立體育大學
輔仁大學
東吳大學
中原大學
淡江大學
中國文化大學
長庚大學
元智大學
中華大學
華梵大學
世新大學
銘傳大學
實踐大學
真理大學
大同大學
臺北醫學大學
玄奘大學
開南大學
佛光大學
臺北市立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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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偕醫學院
康寧學校財團法人康寧大學
一般體系合計
技職體系

34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
龍華科技大學
明新科技大學
健行學校財團法人健行科技大學
萬能學校財團法人萬能科技大學
明志科技大學
聖約翰科技大學
中國科技大學
光宇學校財團法人元培醫事科技大學
景文科技大學
東南科技大學
德明財經科技大學
中華學校財團法人中華科技大學
廣亞學校財團法人育達科技大學
長庚學校財團法人長庚科技大學
城市學校財團法人臺北城市科技大學
大華科技大學
醒吾學校財團法人醒吾科技大學
國立臺北商業大學
國立臺灣戲曲學院
致理學校財團法人致理科技大學
亞東技術學院
宏國學校財團法人宏國德霖科技大學
蘭陽技術學院
黎明技術學院
經國管理暨健康學院
崇右學校財團法人崇右影藝科技大學
華夏學校財團法人華夏科技大學
台北海洋學校財團法人台北海洋科技大學
馬偕學校財團法人馬偕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仁德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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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母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新生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南亞科技學校財團法人南亞技術學院
法鼓學校財團法人法鼓文理學院
技職體系合計

38

師範體系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師範體系合計
竹科合計

2
74

※科技部中部科學園區管理局負責學校有：苗栗以南-雲林（含）、花蓮
區域劃分

學校類別

中科

一般體系

學校名稱
國立中興大學
國立東華大學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國立臺灣體育運動大學
東海大學
逢甲大學
靜宜大學
大葉大學
慈濟大學
中山醫學大學
中國醫藥大學
亞洲大學
明道大學

一般體系合計
技職體系

13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朝陽科技大學
弘光科技大學
建國科技大學
嶺東科技大學
中臺科技大學
南開科技大學
僑光科技大學
14

環球學校財團法人環球科技大學
中州學校財團法人中州科技大學
修平學校財團法人修平科技大學
大漢技術學院
慈濟學校財團法人慈濟科技大學
臺灣觀光學院
技職體系合計
師範體系

17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師範體系合計
中科合計

2
32

※科技部南部科學園區管理局負責學校有：雲林以南-屏東、台東、離島
區域劃分

學校類別

南科

一般體系

學校名稱
國立成功大學
國立中山大學
國立中正大學
國立嘉義大學
國立高雄大學
國立臺東大學
國立臺南藝術大學
國立臺南大學
國立屏東大學
國立金門大學
義守大學
高雄醫學大學
南華大學
長榮大學
首府學校財團法人台灣首府大學
中信學校財團法人中信金融管理學院
稻江科技暨管理學院

一般體系合計
技職體系

17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國立澎湖科技大學
國立高雄餐旅大學
南臺科技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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崑山科技大學
嘉藥學校財團法人嘉南藥理大學
樹德科技大學
輔英科技大學
正修學校財團法人正修科技大學
高苑科技大學
大仁科技大學
台南家專學校財團法人台南應用科技大學
遠東科技大學
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美和學校財團法人美和科技大學
吳鳳學校財團法人吳鳳科技大學
文藻學校財團法人文藻外語大學
和春技術學院
東方學校財團法人東方設計大學
國立臺南護理專科學校
國立臺東專科學校
樹人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慈惠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敏惠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育英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崇仁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大同技術學院
技職體系合計
師範體系

28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師範體系合計

1

南科合計

46

總計

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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