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小製造業接班傳承數位轉型計畫
期中查核作業說明會(實踐案)

經濟部工業局 中國生產力中心主辦單位 執行單位



期中查核作業說明會議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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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議程

9:50-10:00 10分鐘 報到

10:00-10:30 30分鐘 期中查核作業及報告撰寫說明

10:30-11:10 40分鐘 期中財務審查作業說明

11:10-11:30 20分鐘 QA交流時間

 為確保視訊品質，參與家數有限，請各公司以公司中文名稱登入，以便核對
身份。

 為避免聲音干擾，講者開始簡報後，辦公室將關閉各公司麥克風功能，若有

問題請先以紙筆紀錄，並於QA交流時間統一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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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報大綱

一、期中查核目的

二、期中查核流程說明

三、委員查核重點說明

四、期中查訪說明

五、研發紀錄簿說明

六、網站系統操作說明

七、個案計畫執行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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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期中查核目的

補助款契約書第8條:工作報告及進度查核

（一）本個案計畫進行中，甲方得請乙方提供有關資料，並隨時派員至乙方瞭

解計畫進行情形，必要時得請乙方報告計畫執行情形，乙方不得拒絕。

（二）甲方得通知乙方辦理期中進度查核，且乙方應依規定提出工作報告及會

計財務審查報告送予甲方。

甲方(財團法人中國生產力中心) --期中進度查核

乙方(個案業者) -- 依簽約計畫書所訂之工作進度執行計畫

• 計畫進度應達50%，且計畫經費動支累計應達總經費50%以上。

• 累計預計工作進度與累計實際工作進度差異不超過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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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期中報告書(含查核點佐證)
2.經費累計表及財審文件
3.研發紀錄簿

準備期中查核資料
1.書面審查
2.審查會議
3.不定期審查會議

期中查核相關事項 完成期中查核程序

(111/7/5前)
寄紙本至正風會計事務所

完成期中查核
通過

通過

期中報告書

經費累計表
及相關財審

所需文件

繳交
相關資料

通過

(111/7/5前)
至系統上傳完成並通知專員

二、期中查核流程說明(1/2)

不通過

通過
書面審查 審查會議

書面補正

複查

不通過



二、期中查核流程說明(2/2)

步驟1
準備期中資料 獲補助個案業者 7/5前至線上系統完成期中報告填寫

步驟2
委員進行審查

7/6-7/15進行書面審查

不通過 進行書面補正或複查

步驟3
期中查核完畢

通過：完成期中查核
書面補正：書面資料補件作業或複查完成後視為通過
現況不佳：送交工業局審議會議處理

(委員建議或業者提出)
與委員/業者預約審查日期
確定行程資料寄送委員與業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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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月進行期中審查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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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委員查核重點說明(1/4)

(一) 期中報告

報告內容為本計畫自開始日起至6/30之
執行過程及成果佐證資料，電子檔請於
7/5前至系統上傳。

(二) 工作內容查核說明

• 期中審查審查委員審核

• 財務審查(書面查核)正風審查

1.業者請於7/5前寄出財務資料(紙本)

2.依期中財務審查廠商應備資料檢查
表備齊相關憑證

3.專戶支領影印

書面查核

委員審查重點：

• 計畫進度查核

• 研發技術移轉上掌握狀況

• 預估期末成果達成情形

• 是否有內部檢討機制



(一)計畫進度查核

1.已完成工作項目(查核點)

2.計畫重要投入人力狀況

3.經費使用情形

(二)公司研發人員在研發技術或
技術移轉上掌握的情形

累計進度應達50%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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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驗計畫執行內容與簽約計畫書之差異點

三、委員查核重點說明(2/4)

委員意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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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發記錄簿

1.是否依規範注意事項撰寫
2.研發人員是否有填寫研發記錄簿
3.研發內容是否依計畫進行

4.研發記錄簿內容適切性

(四)預估期末成果與目標達成情形

1.必要效益說明
2.人才培訓及推廣說明
3.技術產出

4.技術擴散與服務
5.衍生效益
6.對產業重大有重大成效

(五)在計畫執行中遇到困難是否有
內部檢討因應之機制

三、委員查核重點說明(3/4)

預估產值
(請簡要列明計算方式)

1.至111年底(結案當年) 

2.至112年底(結案次年)

3.至113年底(結案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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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綜合意見：

1.通過

2.書面補正時限內補齊
(通過書面複核後，期中訪查方
屬完成，若無法通過複核者，
將依實際狀況進行實地複核)

3.執行狀況不佳建請委員依實
際狀況判定結果

(七)開發標的及可能之具體成效

三、委員查核重點說明(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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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確認當日現場應備資料
• 簡報

• 專案計畫期中報告書備查

• 研發記錄簿備查

• 執行成果佐證資料/樣品/半成品

四、期中查訪說明(1/4)

(二)協助配合事項
• 審查地點時間確認

• 準備簡報資料

• 排定會議室

• 半成品、樣品與佐證文件

期中查訪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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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期中查訪說明(2/4)

程序 審查內容 人員

成果簡報 工作進度與成果簡報 廠商

成果驗收

1.依計畫所定進度及查核點

進行查核

2.研發紀錄簿、專案技術文

件、工程圖稿

3.技術移轉合約及移轉記錄

成果

4.相關檢測報告、研發成果

展現

委員/廠
商

Q&A交流
委員提問，廠商與顧問、
技轉單位答詢

委員/廠
商

委員意見表撰
寫

委員討論並撰寫委員期中
查訪意見表
(請廠商暫時迴避)

委員

期中查訪

(一)參與人員及程序

承審單位

• 承審委員－召集人、審查

委員

• 工業局長官

• 計畫辦公室人員

獲補助業者

• 計畫主持人、計畫聯絡人

• 計畫相關人員－研發、委

外單位、顧問

實際行程以專案辦公室通知為準



期中簡報只修正至
審查會議日前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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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期中查訪說明(3/4)

期中查訪

(二)查訪當日備齊資料&文件
• 專案計畫期中報告書：工作內容查核說明計畫起始日至6月30日

• 簡報：與期中報告書內容相符

• 研發記錄簿

• 執行成果佐證資料/樣品：專案技術文件、工程圖稿及技術移轉記錄成果

(三)注意事項
• 廠商簡報之資料內容應與期中報告書內容相符(倘涉及機密，必要時得以代碼

表示) ，並於現場交付審查委員、工業局長官及計畫辦公室人員。

• 期中查訪若有商請業者代訂便當，請代為索取收據或發票。

• 抬頭：財團法人中國生產力中心，統一編號：04208592

• 便當數量將於查訪當日或行前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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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期中查訪說明(4/4)

期中查訪後

依據評審委員期中技術審查結果，
業者必須遵循委員建議事項於期限內做修正之工作

審查結果如下：

1.通過

2.書面補正

3. 現況不佳

(通過書面複核後，期中訪查方屬完成，

若無法通過複核者，將依實際狀況進

行二次實地複核)

(建議送工業局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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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工程師級以上參與計畫之研發人員，均應填寫研發紀錄簿（每人一本），其

目的在輔助研發人員捕捉瞬間靈感，累積經驗技術，承傳前人薪火。未來若發
生著作權、商標權、專利權等智慧財產權之爭訟時，研發記錄簿也可以做為有
力的佐證。

五、研發記錄簿說明(1/3)

記錄目的

(一)研發記錄簿領用時，應立即在研發記錄簿首頁（或封面上）填入姓名、領用

時間及部門名稱。

(二)研發記錄簿之格式並無定規，但至少應包括「公司名稱」、「部門名稱」及
／或「領用時間」、「歸檔時間」、「記錄簿編號」、「頁碼」、「記載

人簽名」、「見證人簽名」各欄，工作有關任何事項，諸如實驗記錄、維
修記錄、會議摘要、必要之圖表、相片或數據、長官指示、工作計畫、參
觀訪問記錄，以及個人心得、發現、創意等，均可記載。

記錄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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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研發記錄簿說明(2/3)

記錄方式

(一)應使用可保留筆跡之書寫工具，如原子筆、鋼筆等。

(二)每頁至少應填寫專案代號，記錄人姓名及時間。

(三)記載內容無一定格式，亦不必刻意講求工整，原則上看得清楚即可。

(四)研發記錄簿應逐頁編碼並在印製時印好（不得使用活頁式），並需連續使用，

中間不要留有空白頁及不得黏貼、 撕去或毀損等，以防未來因缺頁、撕頁，

發生不必要之糾紛。

(五) 不可用黏貼方式記錄，所有記錄均應直接記於內頁上。

(六) 記錄錯誤時請用筆刪去並簽名，切不可撕頁、割掉、挖掉、 貼掉、或用修

正液塗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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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依規定定期送請主管或計畫主持人見證。

(二)遇有重大發現、發明、心得或創意等應即送請見證。
(三)重大發現或發明最好有兩人以上見證，必要時應將

有關之實驗在見證人面前重作一次。

五、研發記錄簿說明(3/3)

見證時機

(一)研發記錄簿非經主管許可，不得攜離工作場所。

(二)研發記錄簿非經主管許可，不得對外揭露記載內容。
(三)未經許可，不得擅自翻閱他人之研發記錄簿。

保密

(一)領用人應於領用後善盡保管之責，如有毀損、遺失

等情事發生，應即向主管及有關部門報備。
(二)離職應將研發記錄簿繳回研發記錄簿管理單位。
(三)研發記錄簿用完時，應繳回研發記錄簿管理單位，

同時申領新簿。
(四)研發記錄簿如有遺失、毀損情事，應即向主管及有

關部門報備請求補發。

歸檔與補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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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網站系統操作說明(1/5)

依獲補助帳號及密碼登入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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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網站系統操作說明(2/5)

相關附件請至「中小製造業接班傳承數位轉

型 」→ 03 計畫管考階段相關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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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登入首頁後點選功能欄→期中報告

2.點選新增期中報告

六、網站系統操作說明(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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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網站系統操作說明(4/5)

3.點選上傳，上傳期中報告PDF檔

4. 選擇期中報告檔案，
並點選開始上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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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網站系統操作說明(5/5)

5.點選「更新」完成上傳作業

7.確認後請務必點選送出審核申請

6. 可點選連結確認上傳檔案無誤

請於7/5前完成期中報告上傳並email通知專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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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個案計畫執行注意事項(1/3)

必要效益查核準則

(一) 提高員工薪資(認定基準):

1. 計畫結案月員工之本(底)薪，較計畫提案前一個月員工之本(底)薪成長4%。

不含獎金、津貼、加班費等非本(底)薪項目。

2. 企業自行訂定認定基準，但須經技術審之審查委員同意。

 期末查核應備妥: 企業薪資清冊/薪資條作為憑證。(檢附相關佐證資料)

(二)增加海外營收(認定基準):

1. 計畫結案月平均海外營業金額，較計畫提案前一個月之平均海外營業金額

增加。

2. 企業自行訂定認定基準，但須經技術審之審查委員同意。

 期末查核應備妥: 以財政部營業人銷售額與稅額申報書之零稅率銷售額作為

認定憑證。(檢附相關佐證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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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個案計畫執行注意事項(2/3)

補助款契約書第9條:計畫變更

(一)本契約個案計畫書所列事項變更（包括主持人、計畫參與員、顧問、技轉單

位、工作項目、會計科目、經費、期程及實質內容等），乙方應敘明理由、

變更內容及各項影響評估等，並以書面資料於30日內行文通知甲方，屬重

大變更須經甲方提報經濟部工業局同意後辦理。

(二)乙方所提報前項計畫變更，未獲甲方報經經濟部工業局同意時，乙方應仍依

原個案計畫辦理，若無法執行，甲方得依第18條之規定解除契約。

(三)乙方所提報計畫變更，至遲應於契約屆滿30日前提出。

資料下載 雲世代數位轉型官網→中小製造業接班傳承數位轉型→06 計
畫變更相關文件

在計畫目標及經費不變原則下務請提供具體內容及時間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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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個案計畫執行注意事項(3/3)

補助款契約書第8條:工作報告與進度查核
（三）異常管理：

１.於計畫執行期間，若甲方發現有異常情況或違背契約規定者，甲方應要
求乙方限期改善。

２.若乙方於期限內完成改善並經甲方評審委員確認核可後，始得繼續執行

個案計畫。

３.若乙方未能於期限內改善或異常情節重大者，應由甲方提請該類組計畫
審議會審議。

４.異常情節輕微者，得予以現況結案方式中止計畫，其補助款之結算，以
計畫審議會決議日為結案日。

５.異常情節重大者，得以本契約第18條規定解除契約，並追回補助款，

且列為三年內不得再申請本計畫之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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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絡資訊

洽詢電話
（02）2709-0638  分機281、231、283、286

傳真號碼
（02）2709-0531

上網查詢

https://www.citd.moeaidb.gov.tw/cloud/web/atotal.aspx

聯繫地址
106090 臺北市大安區信義路三段41-2號4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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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計畫書撰
寫及申請之輔導，各廠商如有疑義，可逕洽計畫辦公室釋疑。

簡報完畢
敬請賜教

https://www.citd.moeaidb.gov.tw/cloud/web/atotal.aspx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