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線上申請操作說明

本計畫內容若有變動，請以協助傳統產業技術開發計畫網站(https://www.citd.moeaidb.gov.tw)公告為主

主辦單位： 經濟部工業局 執行單位： 中國生產力中心

經濟部或計畫辦公室皆未有推薦或委託任何民間機構或人員（例如企管顧問公司），進行CITD計畫書撰寫及申請之輔導，各廠商如有疑義，可逕洽CITD計畫專案辦公室釋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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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線上申請作業流程

使用「線上申請」撰寫計畫書

線上申請

部分線上填

(計畫申請基本資料、甘特圖及查核點、
人力及經費規劃等)、

部分上傳word檔

(公司簡介、執行作法及預期效益、
風險評估等)

上填/傳資料

匯出申請計畫書電子檔留存

匯出留存

驗證方法二擇一

1. 上傳用印「計畫申請表」
2. 使用「工商憑證」驗證

驗證

送件後取得收執聯即完成受理

送件完成

1.收執聯檔案請妥善保留。
2.完成申請後，申請資料若有缺漏須補正時，最遲於公告收
件截止日翌日起3個工作天內，至「線上申請」系統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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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線上申請首次登入說明(1/12)

一、如何進入系統

於CITD計畫首頁
點選「線上申請」進入系統。

4



貳、線上申請首次登入說明(2/12)

二、帳號申請

首次使用，
請點選「帳號申請」註冊帳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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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線上申請首次登入說明(3/12)

請逐項填寫公司資訊後，

點選「送出申請」

請詳閱個資提供聲明後，

點選「同意」

請務必正確填寫公司統編及公司全名

帳號申請成功，

即可登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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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線上申請首次登入說明(4/12)

三、登入系統

請登入帳號(公司統編)、密碼
進入線上申請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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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線上申請首次登入說明(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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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線上申請首次登入說明(6/12)

③

②

①

④
⑤

線上申請操作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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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變更登入密碼

1.點選「新增」，新增計畫資料

2.填寫「計畫名稱」

3.選擇「計畫類組」

4.選擇「計畫起訖日期」

5.點選「儲存」

四、新增計畫資料



貳、線上申請首次登入說明(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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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上申請操作手冊

點選「計畫名稱」，進行申請資料表撰寫。

五、進入計畫申請畫面



貳、線上申請首次登入說明(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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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1.點選「新增」，新增公司基本資料。

2.點選「儲存」，保存資料。

六、新增計畫申請表資料



貳、線上申請首次登入說明(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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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申請聯盟請按新增
再次增加公司

黃底為當前選擇公司，可藉由修改及刪除鈕來變更資料
申請聯盟或產學則
須設定主導公司

①

②



貳、線上申請首次登入說明(1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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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點選公司計畫人員資料分頁，
點選修改按鈕來填寫

若有符合的其他特殊事蹟，請勾選，
並於附件八上傳相關佐證資料



貳、線上申請首次登入說明(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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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申請資格確認送出後待所屬承辦人審核，
檢核期間不影響計畫書撰寫作業權限

七、資格確認申請
(本功能僅為申請資格確認，非線上申請必要程序)

如須確認申請資格是否符合，可點選「資格確認申請」，
承辦人員確認完成後，將再通知業者進入系統確認結果。

①



貳、線上申請首次登入說明(1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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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上申請操作手冊

②

①

1.點選左上角首頁按鈕。

2.點選「計畫名稱」，進入計畫書內容撰寫。

八、進入計畫書撰寫畫面



參、計畫書撰寫操作說明(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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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示計畫書撰寫選單時所填寫的資料，

若內容需要更新，可點選「修改」再修正

一、計畫基本資料、計畫摘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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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計畫書撰寫操作說明(2/14)

1.點選格式下載「目錄」

2.點選「修改」後上傳目錄(word檔)

二、目錄上傳



參、計畫書撰寫操作說明(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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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點選「格式下載」，取得「壹、貳、參」部分(word檔)格式。

2.點選「修改」後上傳依格式撰寫的「壹、貳、參」部分(word檔)。

三、計畫書內文「壹、貳、參 計畫內容上傳」

②

①



參、計畫書撰寫操作說明(4/14)

點選「新」，請依序填入資料，各「工作項目」的權重總合要等
於「分項計畫」的權重比例，畫面如下：

肆、計畫查核點與經費「 一, (一)計畫架構」

②

①

此項是為了後續產生甘特圖所用，不會產生計畫架構圖
(樹枝圖)在計畫書內喔！架構圖請自行繪製，併入「壹、
貳、參計畫內容上傳」的word檔一起上傳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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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請選擇分項計畫。
2.填寫分項計畫中的工作項目



參、計畫書撰寫操作說明(5/14)

選擇「預定進度表」後，會帶入先前「計畫架構」的所填寫的工作項目，點選「修」
設定投入人月；點選「執行月份」填寫各分項計畫起訖月份，完成資料輸入後，按
「儲存」，即依照所填入的執行月份，在後面的橘色格子中顯示對應執行月份(藍線)

肆、計畫查核點與經費「 一, (二)預定進度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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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計畫書撰寫操作說明(6/14)

若要新增查核點，點選「月份」，會出現「進度與查核點的設定」的視窗，請依序
填入資料，畫面如下：

肆、計畫查核點與經費「 一, (二)預定進度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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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擇查核點「按一下」，即顯示相關
資訊欄位，依序填寫相關內容。



參、計畫書撰寫操作說明(7/14)

點選「新」，即出現相關欄位，按時間先後與計畫順序依序填入資料，畫面如下：

肆、計畫查核點與經費「 一, (三)預定查核點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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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計畫書撰寫操作說明(8/14)

填寫資歷說明、學歷、經歷及參與計畫，畫面如下：

肆、計畫查核點與經費「二, (一)計畫主持人資歷說明」

23



參、計畫書撰寫操作說明(9/14)

填寫參與計畫人員的詳細資訊，畫面如下：

肆、計畫查核點與經費「二, (二)參與計畫研究發展人員簡歷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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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①

研發聯盟、產學聯盟:
1.請選擇更新公司。
2.依序填寫計畫人員相關資料。



參、計畫書撰寫操作說明(10/14)

按「修」，填寫計畫研究發展人力統計，畫面如下：

肆、計畫查核點與經費「二, (三)研究發展人力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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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研發聯盟、產學聯盟:
1.請選擇公司。
2.填寫各參與公司之計畫研究發展人力統計。

②



參、計畫書撰寫操作說明(11/14)

依序填寫功能區相關資訊，畫面如下：

肆、計畫查核點與經費「三、經費需求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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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發聯盟、產學聯盟:
1.請選擇更新公司。
2.依序填寫功能區相關資訊，如：人事費、消耗
性器材及原材料費、研發設備使用費、研發設
備維護費、技術引進及委託研究費、專利申請
費、國內差旅費、計畫總經費預算表。

②

①

③



參、計畫書撰寫操作說明(12/14)

依序填寫功能區相關資訊，畫面如下：

肆、計畫查核點與經費「三、經費需求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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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各分項科目經費表填寫完成後，系統會將各科目加總金
額呈現於總表的「合計」欄位

2. 請於「合計」列點選「修」分別自訂補助款與自籌款經
費(這個動作一定要做，這樣計畫申請表上也才會一併
帶入申請經費喔！)

3. 各科目的補助款與自籌款金額會依其比例自動產生

②
①



參、計畫書撰寫操作說明(13/14)

請依序上傳附件一~附件九，並留意上傳格式

附件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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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計畫書撰寫操作說明(14/14)

再點選「匯出計畫書」系統會自動產生文件，
並整併前面填寫的內容。

計畫書內容上傳與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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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完成線上申請(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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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認資料無誤，可以「工商憑證驗證」或「上傳用印計畫申請
表電子檔」二擇一送出申請



肆、完成線上申請(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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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請點選「下載點」

B.下載適合作業系統憑證驗證需要元件，並安裝

「工商憑證驗證」



肆、完成線上申請(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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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輸入PIN碼，出現憑證資訊，憑證狀態顯示為正常即可關掉工商憑證驗證畫面

D.若未出現讀卡機資訊，請將工商憑證驗證畫面關掉，再重按【驗證憑證】

「工商憑證驗證」



肆、完成線上申請(4/7)

33

E.系統紀錄驗證後資料

「工商憑證驗證」



①

②

肆、完成線上申請(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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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按下送出申請，系統彈出在確認訊息；

2.按【確定】後即送出申請；

3.系統自動產生「線上申請收執聯」才完成申請作業。

③

「工商憑證驗證」



肆、完成線上申請(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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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請點選「匯出計畫申請表」，列印後加蓋大小章

B.點選「修改」，將用印之計畫申請表上傳至系統

①

③選擇已用印申請表掃描檔

②

④

「上傳用印計畫申請表電子檔」



①

②

肆、完成線上申請(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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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按下送出申請，系統彈出在確認訊息；

2.按【確定】後即送出申請；

3.系統自動產生「線上申請收執聯」才完成申請作業。

③

「上傳用印計畫申請表電子檔」



伍、聯絡方式

洽詢電話 （02）2709-0638  分機204至217

傳真號碼 （02）2709-0531

上網查詢 https://www.citd.moeaidb.gov.tw/

聯繫地址 106台北市大安區信義路三段41-2號4樓

本計畫內容若有變動，請以協助傳統產業技術開發計畫網頁(https://www.citd.moeaidb.gov.tw)公告為主

經濟部或計畫辦公室皆未有推薦或委託任何民間機構或人員（例如企
管顧問公司），進行CITD計畫書撰寫及申請之輔導，各廠商如有疑義，
可逕洽CITD計畫專案辦公室釋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