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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產官學合作計畫合作範圍 

本院與院外機構共同合作進行醫療技術研究發展、醫藥研發、

醫療資訊、統計分析、技術移轉、檢驗測試、顧問諮詢、診斷

試驗及其他醫療相關創新項目，皆適用之。 

二、產官學合作計畫種類 

(一) 合作研究發展性計畫 

院外機構出資，向本院提出申請合作研究發展(醫療、醫藥、

醫研技術與醫療資訊等)計畫，本院得以人力、技術、設備

（施）、專利權、著作權與其他有形及無形等資產為對價

辦理，以協助院外機構突破醫研技術及增進本院營運績效

之研究發展計畫。 

(二) 委託本院檢測性合作計畫 

1. 院外機構出資委託，本院相對運用現有軟、硬體技術及設

備(施)，或其他有形及無形資源，據以協助院外出資機構

進行相關之檢驗、測試、統計分析、顧問諮詢或診斷試驗

等計畫，以落實本院醫研技術成果至應用階段之合作計畫。 

2. 院外機構辦理公開招標之研究計畫，本院得標者，視為委

託合作研究計畫，但以本院與產業界之合作計畫為限。 

  



北榮產官學合作計畫簡介 

2 
 

三、產官學合作計畫申辦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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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產官學合作計畫行政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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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產官學合作計畫經費編列說明 

合作研發經費類別概分作業費與技術(顧問)費: 

(一) 作業費：包含研究所需之業務費及人事費。 

1、業務費：為因應產官學合作研究發展計畫多元化需

求，業務費得編列必要之國內、外交通、電腦、軟

體、儀器維護保養校驗、統計分析、諮詢、驗證、保

險、專利申請及檢索等相關費用。 

業務費採購流程依院頒相關作業規定辦理；所採購之

軟硬體財產於合作計畫結束後，其財產權均歸本院所

有。 

2、人事費：係指聘用研究助理所需費用，以不逾作業費

總金額百分之五十為原則。但因合作計畫特殊需要

者，計畫主持人得於計畫書內詳列需求原因，經產官

學合作研究發展管理會審查通過，專案簽核院長同意

後，不在此限。 

(二) 技術(顧問)費： 

本項費用全數收繳院庫，以支應本院參與合作研發之人

力、技術、設備(施)成本，設備(施)成本包括土地使用

費、房屋使用費、空間攤提成本等相關費用與水電費、

清潔費、空間維護等相關維護費用，及計畫主持人之主

持費等項目。相關維護費用如無法分開繳納，應參酌使

用性質、數量、人數等，以協議定其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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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產官學合作計畫之審查作業： 

(一)審查類別 

依產官學合作研究發展管理會認定，分為三類： 

1. 簡易審查： 

凡屬單純性委託檢驗、測試、諮詢、生統等計畫，且不具

研發性質之申請案。 

2. 一般審查： 

凡具研究發展性質，且在合作中可能衍生智慧財產之合作

計畫。 

3. 特別審查： 

涉及尋求潛在院外合作機構、進行先期評估、複雜法律問

題及履約易產生爭議者，得依政府採購法等相關法規，簽

請專業服務或律師事務所協助辦理。 

4. 產官學合作研究發展管理會執行秘書得就審查申請案推薦

二至三名委員，必要時，得增聘院內外專家進行書面審查。 

5. 國家補助之產學計畫（包括經濟部科專計畫、科技部產學

計畫等），通過主管機關審查後，本院不再重覆審查，並

依主管機關規定申請計畫及編列預算。 

(二)計畫審查費 

1. 為因應審查作業需求，院外機構提出申請案時，應繳交計

畫審查費。 

2. 簡易審查計畫申請案，審查費用為新臺幣二萬元。 

3. 一般審查計畫申請案，審查費用為新臺幣五萬元。 

4. 特別審查計畫申請案，審查費用為新臺幣八萬元。 

5. 院外機構事先繳交計畫審查費，通過後「得抵繳計畫之作

業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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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參與先期出資合作之院外機構，其授權方式有何優惠？ 

(一) 凡參與先期出資合作之院外機構可優先獲得自計畫進行

開始至結束後一年內之優先取得授權之權利。 

(二) 產官學合作先期出資機構如僅為一家，且出資超過合作

研發總經費（含技術作價）四十%以上，可獲一定之專屬

授權。 

(三) 醫藥品之開發多屬中長期，其授權年限依合作研發規模

及合作比例等相關因素，以合約規範之。  

(四) 專屬授權使用年限之規範原則依先期出資金額及貢獻比

例等相關因素，以合約規範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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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產官學合作相關表格 

(一)合作研究發展計畫相關表格    

院外機構提出之公函範本 Word 檔 Odt 檔 

本院合作意向書範本 Word 檔 Odt 檔 

產官學合作研究發展計畫書 Word 檔 Odt 檔 

產官學合作研究發展計畫預算支用表 Word 檔 Odt 檔 

產官學合作研究發展計畫成果報告書 Word 檔 Odt 檔 

產官學合作計畫經費變更支用申請表 Word 檔 Odt 檔 

先期評估檢核表 Word 檔 Odt 檔 

產學合作利益迴避及資訊揭露聲明書 Pdf 檔  

 (二)委託本院檢測性合作計畫相關表格   

產官學合作研究檢測分析計畫書 Word 檔 Odt 檔 

產官學合作研究檢測分析計畫預算支用

表 
Word 檔 Odt 檔 

產官學合作研究檢測分析報告書 Word 檔 Odt 檔 

產官學合作計畫經費變更支用申請表 Word 檔 Odt 檔 

先期評估檢核表 Word 檔 Odt 檔 

產學合作利益迴避及資訊揭露聲明書 Pdf 檔  

請參考本院技術移轉組網站常用表單， 

網址：http://wd.vghtpe.gov.tw/tto/Fpage.action?muid=5 

  

http://wd.vghtpe.gov.tw/tto/files/2_1-%E5%85%AC%E5%8F%B8%E4%BE%86%E5%87%BD160105.doc
http://wd.vghtpe.gov.tw/tto/files/2_2-%E5%90%88%E4%BD%9C%E6%84%8F%E5%90%91%E6%9B%B8150123.odt
https://wd.vghtpe.gov.tw/tto/Fpage.action?muid=1675&fid=1279
https://wd.vghtpe.gov.tw/tto/files/2_2-%E5%90%88%E4%BD%9C%E6%84%8F%E5%90%91%E6%9B%B8150123.odt
https://wd.vghtpe.gov.tw/tto/files/2_3-cooperation%20plan-170815.docx
https://wd.vghtpe.gov.tw/tto/files/2_3-cooperation%20plan-170815.odt
https://wd.vghtpe.gov.tw/tto/files/2_4-cooperation%20budget-170815.docx
https://wd.vghtpe.gov.tw/tto/files/2_4-cooperation%20budget-170815.odt
https://wd.vghtpe.gov.tw/tto/files/2_5-achievement1605.doc
https://wd.vghtpe.gov.tw/tto/files/2_5-achievement1605.odt
https://wd.vghtpe.gov.tw/tto/files/2_6-modify-170815.docx
https://wd.vghtpe.gov.tw/tto/files/2_6-modify-170815.odt
https://wd.vghtpe.gov.tw/tto/files/2_7-%E5%85%88%E6%9C%9F%E8%A9%95%E4%BC%B0%E6%AA%A2%E6%A0%B8%E8%A1%A8-201705.docx
https://wd.vghtpe.gov.tw/tto/files/2_7%E5%85%88%E6%9C%9F%E8%A9%95%E4%BC%B0%E6%AA%A2%E6%A0%B8%E8%A1%A8-201705.odt
https://wd.vghtpe.gov.tw/tto/files/(1909)%E8%87%BA%E5%8C%97%E6%A6%AE%E6%B0%91%E7%B8%BD%E9%86%AB%E9%99%A2%E7%94%A2%E5%AE%98%E5%AD%B8%E5%90%88%E4%BD%9C%E5%88%A9%E7%9B%8A%E8%A1%9D%E7%AA%81%E8%BF%B4%E9%81%BF%E8%81%B2%E6%98%8E%E6%9B%B8.pdf
https://wd.vghtpe.gov.tw/tto/files/4_1-cooperation-test%20plan-170815.docx
https://wd.vghtpe.gov.tw/tto/files/4_1-cooperation-test%20plan-170815.odt
https://wd.vghtpe.gov.tw/tto/files/4_2-cooperation-test%20budgett-170815.docx
https://wd.vghtpe.gov.tw/tto/files/4_2-cooperation-test%20budgett-170815.odt
https://wd.vghtpe.gov.tw/tto/files/4_3-cooperation-test%20analyze1605.doc
https://wd.vghtpe.gov.tw/tto/files/4_3-cooperation-test%20analyze1605.odt
https://wd.vghtpe.gov.tw/tto/files/4_4-modify-170815.docx
https://wd.vghtpe.gov.tw/tto/files/4_4-modify-170815.odt
https://wd.vghtpe.gov.tw/tto/files/4_5%E5%85%88%E6%9C%9F%E8%A9%95%E4%BC%B0%E6%AA%A2%E6%A0%B8%E8%A1%A8-201705.docx
https://wd.vghtpe.gov.tw/tto/files/4_5%E5%85%88%E6%9C%9F%E8%A9%95%E4%BC%B0%E6%AA%A2%E6%A0%B8%E8%A1%A8-201705.odt
https://wd.vghtpe.gov.tw/tto/files/(1909)%E8%87%BA%E5%8C%97%E6%A6%AE%E6%B0%91%E7%B8%BD%E9%86%AB%E9%99%A2%E7%94%A2%E5%AE%98%E5%AD%B8%E5%90%88%E4%BD%9C%E5%88%A9%E7%9B%8A%E8%A1%9D%E7%AA%81%E8%BF%B4%E9%81%BF%E8%81%B2%E6%98%8E%E6%9B%B8.pdf
http://wd.vghtpe.gov.tw/tto/Fpage.action?muid=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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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本院醫學科技大樓簡介 

(一)特殊功能研究室 

生物安全第二等級(BSL2)實驗室(7-10F) 

生物安全第三等級(BSL3)實驗室(10F) 

細胞潔淨實驗室(9F) 

實驗動物中心(B2F) 

新藥臨床試驗中心(CRC)(3F) 

(二)樓層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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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本院相關網站及其他資源 

網            站 網            址 

臺北榮民總醫院 www.vghtpww.gov.tw 

醫學研究部 
http://wd.vghtpe.gov.tw/mre/Index

.action 

人體試驗委員會(IRB) 
http://wd.vghtpe.gov.tw/irb/Index

.action 

新藥臨床試驗中心 http://www.gcrc.vghtpe.gov.tw/ 

技術移轉組 
http://wd.vghtpe.gov.tw/tto/Index

.action 

卓越癌症研究中心 
http://wd.vghtpe.gov.tw/mre/Fpage

.action?muid=1860&fid=2047 

醫科大樓管理中心 
http://wd.vghtpe.gov.tw/mstb/Inde

x.action 

臨床共同研究室 
http://wd.vghtpe.gov.tw/crcl/Inde

x.action 

圖書館 
http://homepage.vghtpe.gov.tw/~li

brary/ 

人體生物資料庫 
http://wd.vghtpe.gov.tw/biobank/I

ndex.action 

生物安全會 
http://wd.vghtpe.gov.tw/mre/Fpage

.action?muid=1869&fid=2670 

實驗動物中心 
http://wd.vghtpe.gov.tw/mre/Fpage

.action?muid=1868&fid=2726 

助理人員相關表格 
http://wd.vghtpe.gov.tw/mre/Fpage

.action?muid=1866&fid=1404 

 

http://www.vghtpww.gov.tw/
http://wd.vghtpe.gov.tw/mre/Index.action
http://wd.vghtpe.gov.tw/mre/Index.action
http://wd.vghtpe.gov.tw/irb/Index.action
http://wd.vghtpe.gov.tw/irb/Index.action
http://www.gcrc.vghtpe.gov.tw/
http://wd.vghtpe.gov.tw/tto/Index.action
http://wd.vghtpe.gov.tw/tto/Index.action
http://wd.vghtpe.gov.tw/mre/Fpage.action?muid=1860&fid=2047
http://wd.vghtpe.gov.tw/mre/Fpage.action?muid=1860&fid=2047
http://wd.vghtpe.gov.tw/mstb/Index.action
http://wd.vghtpe.gov.tw/mstb/Index.action
http://wd.vghtpe.gov.tw/crcl/Index.action
http://wd.vghtpe.gov.tw/crcl/Index.action
http://homepage.vghtpe.gov.tw/~library/
http://homepage.vghtpe.gov.tw/~library/
http://wd.vghtpe.gov.tw/biobank/Index.action
http://wd.vghtpe.gov.tw/biobank/Index.action
http://wd.vghtpe.gov.tw/mre/Fpage.action?muid=1869&fid=2670
http://wd.vghtpe.gov.tw/mre/Fpage.action?muid=1869&fid=2670
http://wd.vghtpe.gov.tw/mre/Fpage.action?muid=1868&fid=2726
http://wd.vghtpe.gov.tw/mre/Fpage.action?muid=1868&fid=2726
http://wd.vghtpe.gov.tw/mre/Fpage.action?muid=1866&fid=1404
http://wd.vghtpe.gov.tw/mre/Fpage.action?muid=1866&fid=140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