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計畫書內容之查核點修正重點 
 

貳、計畫內容與實施方式 

一、研究動機與競爭優勢分析：計畫產生之緣起，如環境需求、問題分析、解決方案說明（若

需詳細說明，請以附件表示。） 

(一) 研發動機 

(二) 申請補助標的競爭優勢分析（請註明所引據資料來源） 

(三) 可行性分析 

二、計畫目標與規格 

(一) 計畫目標—計畫執行後之重要技術指標及產業變化 

目標項目 計畫前狀況 完成後狀況 

1.技術狀況 

2.產業狀況 

  

(二)創新性說明 

(三) 功能規格(技術指標)/服務模式(服務指標) 

(四) 主要關鍵技術或服務、零組件及其來源 

(五) 技術或服務應用範圍（請儘量附圖表配合說明） 

三、計畫架構與實施方式： 

(一) 計畫架構：請以樹枝圖撰寫（如有技術引進、委託研究等項目，併請註明） 

XXX技術研發計畫

A分項計畫

B分項計畫

C分項計畫

執行單位： （ %）

A1工作項目

A2工作項目

執行單位： （ %）

權重︰100 %

權重︰ %

權重︰ %

權重︰ %

D委託研究或技術引進

權重︰ %

執行單位： （ %）

B1工作項目

B2工作項目

執行單位： （ %）

執行單位： （ %）

C1工作項目

C2工作項目

執行單位： （ %）

執行單位： （ %）

D1工作項目

D2工作項目

執行單位： （ %）

 
請註明下列資料： 

1.研發計畫中各分項計畫及所研發技術或服務權重依研發經費占總研發經費之百分比計算。 

2.執行該分項計畫/研發技術或服務之單位。 

3.新一代作品創作者執行經費應占計畫總經費至少 10%以上。 

4.若有委託研究或技術引進等項目，請單獨列出工作項目於計畫架構，並分列執行單位與權重。 

5.分項計畫及工作項目如不敷使用時，請自行增列。 

 

(二) 執行步驟及方法：(請說明本計畫進行之步驟及方法。) 

(三) 技術及智慧財產權來源對象背景、技術及智慧財產權能力及合作方式說明：(填寫有關技術及智

慧財產權轉移、委託研究、委託勞務、顧問諮詢或委託設計等項目之對象、經費、合作內容及

期間，如下列例表，並說明委託單位背景、實績、參與本計畫之重要性及智財歸屬。) 

 1.項目表 

 2.委託單位說明(如有多家，請分別填列) 

 

四、預期效益：(包含：說明計畫完成後之市場效益、創新突破、產品附加價值提升、對國內產

業發展、其他社會貢獻及節能減碳產出等因本計畫所產生之量化或質化效益。) 

附件 1 



 

肆、計畫執行查核點說明與經費需求 
一、預定進度及查核點 

(一)預定進度表 

 

          月份 

      

進度 

工作項目 

計畫 

權重％ 

預定

投入

人月 

第一年度 

第一季 第二季 第三季 第四季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A.分項計畫 

1.工作項目 XXXXX 

 

2.工作項目 XXXXX 

              

   *1  *2   *3     

             

             

B.分項計畫 

1.工作項目 XXXXX 

 

2.工作項目 XXXXX 

              

        *1   *2  

             

             

C.分項計畫 

1.工作項目 XXXXX 

 

2.工作項目 XXXXX 

              

     *1   *2   *3  

             

             

D.委託研究或技術引進 

1.工作項目 XXXXX 

 

2.工作項目 XXXXX 

              

             

    *1  *2       

         *3  *4  

人月數小計     

累計工作進度百分比％ ％ ％ ％ ％ 

經費進度百分比％ ％ ％ ％ ％ 

 

註：1.各分項計畫每季至少應有一項查核點，查核點內容並應具體明確。 

     2.依各分項計畫之工作項目順序填註，分項計畫與本案研發組織及人力應相對應。 

     3.進度百分比請參照經費預算執行比例填寫。 

     4.本表如不敷使用，請自行依格式調整使用。 
 

7月底應

達 50%以

上 

7月底應

達 50%以

上 



 

(二)預定查核點說明 

查核點編號 預定完成時間 查核點內容 研發人員編號 

A.1 年/月   

.    

.    

.    

B.1    

.    

.    

.    

.    

註： 1.查核點應按時間先後與計畫順序依序填寫，查核內容應係具體完成事項且可評估分析者，產出應有具體指標及規格

並須量化。 

2.查核點編號與預定完成時間應與(一)預定進度及查核點內容所示一致。 

3.研發人員編號請依參與計畫研究發展人員簡歷表填註。 

4.最後結案日應註明查核工作項目。 

5.屬優平產品項目者，須取得中國大陸、印度、印尼、越南或菲律賓五大新興市場之訂單、報價請求或採購協議/合

作備忘錄(MOU)等之查核點，以確認所開發產品將銷售至中國大陸、印度、印尼、越南或菲律賓五大新興市場。 

6.屬經濟部「臺灣製 MIT微笑標章」所認定之產品項目，須將申請「臺灣製 MIT微笑標章」列入查核點(須提出送出

申請之佐證資料)。 

7.屬本計畫申請須知公告優先補助項目之相關工作項目及查核點務必敘明，以利審查。 

每季至少要有一項查核

點，查核點內容應具體

明確 

產出之具體指標 

及規格須量化。 

計畫如獲補助，新聘人員之

量化指標應明列於查核點

內並依期程完成聘用。 



 (三)研發設備使用費(金額單位：千元) 

 

設備名稱 

(加註財產編號) 

財產

編號 

單套購

置金額 

購入

日期 

(年/月) 

單套帳

面價值

A 

套數 

B 

剩餘

使用

年限 

月使用費 

AxB/(剩餘使

用年限*12) 

投入月數 使用費用估算 

年度 年度 合計 年度 年度 合計 

一、已有設備 

1.        ＊＊ ＊＊ ＊＊ ＊＊ ＊＊ ＊＊ 

2.        ＊＊ ＊＊ ＊＊ ＊＊ ＊＊ ＊＊ 

3.        ＊＊ ＊＊ ＊＊ ＊＊ ＊＊ ＊＊ 

小      計    

設備名稱 
財產

編號 

單套購置金額 

A 

套數 

B 

月使用費 

AxB/60 

投入月數 使用費用估算 

年度 年度 合計 年度 年度 合計 

二、計畫新增設備 

1.     ＊＊ ＊＊ ＊＊ ＊＊ ＊＊ ＊＊ 

2.     ＊＊ ＊＊ ＊＊ ＊＊ ＊＊ ＊＊ 

3.     ＊＊ ＊＊ ＊＊ ＊＊ ＊＊ ＊＊ 

小      計    

合      計    

註：請加註公司財產目錄上所列示之財產編號。 

 

 (四)研發設備維護費(金額單位：千元) 

設備名稱 財產編號 

單套購置金

額 

(購入成本) 

套  數 

維護費用估算 

年度 年度 合計 

一、已有設備    ＊＊ ＊＊ ＊＊ 

1.    ＊＊ ＊＊ ＊＊ 

2.    ＊＊ ＊＊ ＊＊ 

3.    ＊＊ ＊＊ ＊＊ 

合      計 ＊＊ ＊＊ ＊＊ 

註：請加註公司財產目錄上所列示之財產編號。 

 



 (五)技術引進及委託研究費(金額單位：千元) 

 

技術或智慧財產權移轉項目 
合作單位 

(請填寫全名) 

合作金額（不含稅） 

年度 年度 合計 

1.技術或智慧財產權購買費  ＊＊ ＊＊ ＊＊ 

2.委託研究費  ＊＊ ＊＊ ＊＊ 

3.委託勞務費  ＊＊ ＊＊ ＊＊ 

4.顧問諮詢費  ＊＊ ＊＊ ＊＊ 

5.委託設計費  ＊＊ ＊＊ ＊＊ 

合           計 ＊＊ ＊＊ ＊＊ 

註：1.若分期付款，請註明。 

 

 (六)專利申請費(金額單位：千元)國內、外差旅費(金額單位：千元) 

擬申請專利之研發成果名稱 申請國家 內容 

申請費用 

(不含稅) 

年度 年度 合計 

1.   ＊＊ ＊＊ ＊＊ 

2.   ＊＊ ＊＊ ＊＊ 

合           計  ＊＊ ＊＊ ＊＊ 
註：國內專利每案補助上限為新台幣3萬元、 國外專利每案補助上限為新台幣10萬元。 

 

 (七)國內差旅費(金額單位：千元) 

國內差旅費 

出差 

事由 
地點 天數 

人次 差旅費 金額小計 

年度 年度 合計 機票 車資 
住宿

費 

膳雜

費 
其他 年度 年度 合計 

           ＊＊ ＊＊ ＊＊ 

           ＊＊ ＊＊ ＊＊ 

           ＊＊ ＊＊ ＊＊ 

合     計 ＊＊ ＊＊ ＊＊ 

註：1.國內差旅費金額估算=(機票+車資+(住宿費+膳雜費)×天數+其他)×人次。 

2.研發人員因本案計畫技術移轉單位所需支出之國內差旅費。(如：技轉單位：工研院；地區：新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