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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es 

備妥 
簽約請款 
相關文件 

Yes 

作業流程 工作內容 

貴公司收到計畫核定通知函及審查結果，並
通知辦理簽約等事宜。 

依審查結
果修訂計
畫書及契
約書 

依審查結果修正簽約版計畫書，並將修正
後之簽約版計畫書及契約書草案2份(無須
膠裝）送至計畫辦公室俾交審查委員先行
確認，俟內容無誤後，再付印裝訂。 

依計畫辦公室通知，準備簽約版計畫書及
契約書7本並備妥簽約撥款相關文件，來函
辦理簽約及請領第1期補助款。 

完成簽約後，貴公司將收到簽約結果函及
契約書正、副本各1份，繼之收到第1期補
助款。 

來函辦理簽約及 
請領第1期補助款 

收到核定通知函 

一、計畫簽約前準備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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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審查結果修正計畫書，並附修正對照表(審查意見及回覆說明)，標明
頁數與差異說明，附加於附件二。 

 

計畫審查意見及回覆說明 

 

※若申請計畫未曾進行審查，免填本表※ 

計畫名稱：                                                       

公司名稱：                                                       

 
計畫書內容修正意見：                                         年   月    日 
 

 

編號 計畫審查綜合意見 修正回覆說明 
修正 

頁碼 

    

    

    

    

註： 1.請將本表按審查時間先後順序，附加於計畫書目錄前。 

2.計畫書內容有修正處，請將已修正文字以粗體+底線表示。 

 

 

註：請將本表按審查時間先後順序 
(例如:委員書審意見辦公室審查意見應行
修正事項)，附加於計畫書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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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1：有關「補助證明」部分，請加蓋與契約書相同之公司章、負責人章及主辦會計章。若為共同
執行之計畫，由簽約主導公司開立請款金額補助證明。  

註2：請上網下載「附件J.廠商簽約自我檢查表」，並於繳交草案與正式簽約時一併繳交。 

工作項目 時間點 應備文件 作業方式 說明事項 

計畫簽約及 

請領 

第 1 期款 

應於核

定通知

函定之

期間內

完成簽

約。 

 

(1) 計畫簽約及請領第 1期補助款函 

(2) 補助證明（註 1） 

(3) 簽約版計畫書及契約書 7份 

(4) 計畫歲出預算分配表（影本 1份） 

(5) 補助款專戶存摺封面與內頁（影

本） 

(6) 簽約調查表 

(7) 個資同意書(正本) 

 

備妥已用印之補

助契約書與計畫

書（背對背合併

裝訂成冊，其中

並以色紙隔開）

及請款文件，函

送計畫辦公室辦

理。 

若無法於期間內

完成簽約，應來

函敘明事由申請

展延，經同意後

得展延一次簽約

期限最長 14 天

(日曆天)為限，

逾期視同放棄受

補助之權利。 
 

二、計畫簽約及請領第1 期款作業說明 



壹-6 

1.審查結果(p.壹-4)之計畫編號即為計畫書編號，契約編號即為專案契約之編號。 

2.請依審查結果之核定經費、修正事項修正計畫書，並附修正對照表(審查意見
及回覆說明)，標明頁數與差異說明，附加於計畫書附件二。     

3.請依年度時程修正計畫書時程及計畫進度、預算編列等各表格，請注意數字一
致性及正確性。 

4.計畫經費為補助款加自籌款，非補助項目不得列入總經費金額，各科目經費、
年度經費及全程經費應依核定之經費與比例編列。 

5.預算分配表，係作為計畫執行時，工作進度與經費動支管考之依據，廠商務必
依計畫實際需求詳實編列。 
1)計畫期程9個月之計畫(格式A)：將計畫經費分為2期，第1期補助款於簽約

時撥付；第2期補助款於結案報告審查通過且繳交專戶孳息後撥付。(詳參:p.
壹-24) 

2)計畫期程>9個月之計畫(格式B、C、D)：需先保留補助款總額之15%作為計畫
尾款，於結案報告審查通過且繳交專戶孳息後撥付；其餘補助款與廠商自籌
款，以契約生效日起每半年為1期，依期程月數編列款項，最後1期若不足3
個月者(含)則併入前1期。(詳參:p.壹-25~27) 

6.封面用綠色非油性封皮膠裝，並於側邊註明計畫編號、計畫名稱、計畫執行期
間及公司名稱；內頁資料請採雙面影印方式印製。 

(1)簽約版計畫書說明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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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補助契約為制式契約，檔案格式為pdf格式，請勿更動契約條文內容，空白處
自行填入後影印，再蓋章，且各頁之間均需加蓋騎縫章。 

2.簽約廠商得選擇契約之生效日，契約生效日以電子郵件通知所載之正式收件日
之次月第一日起算，但不晚於計畫核定後3個月內，若因審查作業跨至次年度
計畫者，契約生效日不得追溯至前一年度。（惟申請Phase 2+之A類或B類者，
須待Phase 2結案且經Phase 2審查委員同意後，另行辦理Phase 2+計畫簽約，
且契約生效日以Phase 2同意結案且可開始執行Phase 2+之通知函發文日期或
其後起算，但不晚於此發文日後3個月內。） 

3. 契約第三條期間、第四條計畫經費，應依核定之時程、金額(包括補助款、自
籌款)填寫正確。 

4. 簽約廠商須在契約第六條填妥設立之銀行專戶帳號。請以公司全名為戶名設立
乙活期存款帳戶，並於存摺封面手寫加註「SBIR計畫補助款」。 

5. 乙方立約人：請填入公司全名、代表人、計畫主持人、地址及日期，並請加蓋
公司、代表人、計畫主持人章。 

6. 以研發聯盟型式申請並執行計畫者，補助款直接撥付聯盟之簽約代表廠商，故
共同執行之各廠商應預先協議訂定並同意分攤自籌款，並負連帶給付責任，且
須列出各廠商應分擔金額明細，作為契約書之附件。  

(2)補助契約書說明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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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部中小企業處小型企業創新研發計畫(SBIR)」 
                    專案契約書 (請於SBIR官網下載最新版本) 

                                                     契約編號：E000000000000-000 

        財團法人中國生產力中心 （以下簡稱「甲方」） 

立契約書人                                            為進行經濟部中小企業處 

          ○○○○○○○○○○   （以下簡稱「乙方」） 

「小型企業創新研發計畫(SBIR)」項下之「○○○○○○○○○計畫」(以下簡稱「本計畫」)，

由甲方依據「經濟部中小企業處專案計畫勞務委辦契約書」之約定代經濟部中小企業處提供乙

方補助款，雙方同意遵照本契約及甲方執行科技研究發展專案計畫有關之規定執行本計畫，並

訂立本契約書共同遵守。 
 .  .  . 

第二條：計畫內容 

一、本契約所補助之計畫內容詳如本契約附件計畫書。 

（計畫書編號： 000000000） 

二、前項附件為本契約之一部份，附件內容與契約本文有牴觸時，以本契約為準。 

契約書內容請手寫後影印7份 



壹-9 

 
第三條：期間 

一、合約期間：自本計畫核准時起，至甲方認定乙方為履行本契約計畫完成所
有應盡義務時止。 

二、計畫執行期間自中華民國00年00月 1 日起至中華民國00年00月00日止。  

第四條：計畫經費與補助款(含尾款) 
一、本計畫經費計新台幣0,000,000元正，包括甲方代經濟部中小企業處撥給

乙方之補助款（以下簡稱「補助款」）新台幣0,000,000元正，乙方自籌
款新台幣0,000,000元正，經費內容詳如所附經費預算分配表。 

二、本計畫經費分0期分配編列如下 
(一)第0期自民國00年00月1日起至民國00年00月00日止，計畫經費新台幣

0,000,000元正，其內含部分補助款新台幣0,000,000元正，乙方自籌
款新台幣0,000,000元正。 

(二)第0期自民國00年00月1日起至民國00年00月00日止，計畫經費新台幣
0,000,000元正，其內含部分補助款新台幣0,000,000元正，乙方自籌
款新台幣0,000,000元正。 

(三)第0期自民國00年00月1日起至民國00年00月00日止，計畫經費新台幣
0,000,000元正，其內含部分補助款新台幣0,000,000元正，乙方自籌
款新台幣0,000,000元正。 

 
‧‧‧ 
(五)尾款即最後一期部分補助款新台幣0,000,000元正。 

金額部分請用阿拉伯數字填寫 



壹-10 

第六條：經費收支處理 

一、本計畫之補助款乙方須設專戶存儲 (○○銀行○○分行00-00-0000-0000

號帳戶)管理；非經甲方同意不得另存入其他帳戶，亦不得將非補助款之

款項存入專戶內(開戶金除外)。專戶存儲之利息收入均歸經濟部中小企業

處所有，乙方應於計畫結束時結清帳戶，並悉數提領交甲方繳回。乙方擅

自將補助款移存專戶以外之其他帳戶或自專戶中溢領補助款者，經甲方通

知仍未改善，視為違反本契約規定，甲方得隨時終止或解除本契約。 

二、甲方以乙方經費支出原始憑證核銷補助款，乙方執行本計畫各項費用之支

出應取具合法之原始憑證，其內部憑證應依內部核准程序辦理，並具備本

計畫相關負責人員之簽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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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約人：       甲      方：財團法人中國生產力中心 

代  表  人：董事長  許勝雄 

地      址：新北市汐止區新台五路一段79號2樓 

 

乙      方：○○○○○○ 

代  表  人：○○○ 

地      址：○○○○○○○○○○ 

計畫主持人：○○○ 

地      址：○○○○○○○○○○ 

 

 

中  華  民  國 00 年 00 月 1 日 
日期請與計畫
起始日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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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簽約文件裝訂次序 

 ＝＝＝＝＝計畫書封面＝＝＝＝＝＝＝＝＝＝＝＝＝＝(綠皮)＝＝＝＝＝＝＝＝＝＝＝計畫書封面＝＝＝＝  ＝＝＝  (整本側邊翻頁處蓋大章) 

計畫書與契約書，背對背合併裝訂成冊，其中並以色紙隔開 

(一)計畫書 

計畫申請表(加蓋公司大小章) 

申請公司基本資料表 

計畫書摘要表 

計畫書目錄(含計畫書附件(如下方(二)計畫書附件)所列名稱) 

計畫書內容 

(二)計畫書附件(依實際情況檢附) 

一、 建議迴避之人員清單(加蓋公司大小章) 

二、 計畫審查意見及回覆說明(應含書審意見(委員&PO 辦公室意見)、複審意見及核定審查結果表之「應行修正事項」) 

三、 差異說明資料(首次申請免填) 

四、 曾執行政府計畫揭露聲明書(加蓋公司大小章) 

五、 委外、技引合約正本(有委外/技引者適用)(加蓋公司大小章) 

       (若為影本需在雙方用印處加蓋簽約公司大小章及與正本相符章，請留意合約期間、付款條件、未稅金額、工作項目須與計畫內容一致) 

六、 顧問合約書及顧問個人切結書正本 

       (若為影本需在雙方用印處加蓋簽約公司大小章及與正本相符章，請留意合約期間、付款條件、未稅金額、工作項目須與計畫內容一致) 

七、 與本案相關專利證書或申請中專利文件 

八、 其他參考資料(如：相關產品型錄或國外技轉公司背景資料等)(與本計畫相關資料) 

九、 清潔生產自行檢查表(若為聯盟廠商，各成員皆需檢附) 

十、 研發聯盟合作協議書(非「研發聯盟」者免附)(正本，若為影本主導公司須加蓋大小章) 

十一、研發聯盟成員權利義務待釐清事項(非「研發聯盟 Phase2」者免附) (正本，若為影本主導公司須加蓋大小章) 

十二、廠商證件影本(公司變更登記表及工廠證明文件等)(若為聯盟案件，各成員皆需檢附) 

十三、近計畫起始日之當月勞工退休金計算清冊或勞工保險被保人投保資料表等相關文件 

十四、核定函及所附審查結果(影本) 

十五、聲明書(加蓋公司大小章，若為聯盟案件，各成員皆需檢附) 

十六、歲出預算分配表(若為聯盟案件，各成員皆需檢附外，尚需一張總表列出各公司全名) 

＝＝＝＝＝隔頁色紙＝＝＝＝＝＝＝＝＝＝＝＝＝＝＝＝隔頁色紙＝＝＝＝＝＝＝＝＝＝＝隔頁色紙＝＝＝＝＝＝＝(任何顏色皆可)＝＝ 

(三)專案契約書 

一、公司負責人身份證正反面影本 

二、專案契約書第 F1~F11 頁 

(請列印後親填相關資料，每頁與每頁間蓋公司大章，F-11 加蓋公司大小章與計畫主持人章) 

＝＝＝＝＝專案契約書封面＝＝＝＝＝＝＝＝＝＝＝＝(綠皮)＝＝＝＝＝＝＝＝＝＝＝＝專案契約書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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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約編號： 

計畫名稱：(名稱非編號) 
 

 

 

 

 

 

 

 

 

 

 

 

 

 

 

 

經濟部中小企業處 

小型企業創新研發計畫(SBIR) 

專案契約書 
 

 

 

 

 

  

 

 

 

 

 

 

 

 

 

 

 

 

 

 

 

計畫管理單位：財團法人中國生產力中心 

計畫執行單位：○○○○○○○○○○○公司 
（若為研發聯盟，只需填寫乙方簽約代表廠商，此行請於列印時刪除） 

 

計畫編號： 

小型企業創新研發計畫 

 
 □先期研究(Phase 1) 

□創新技術  □研究開發(Phase 2) 

□個別申請 □加值應用(Phase 2
+
) 

領域別：□電子 □資通 □機械 □民生化工 □生技製藥  

□自提式聯盟 

 □先期規劃(Phase 1) 

□創新服務 □細部計畫(Phase 2) 

 □加值應用(Phase 2
+
) 

領域別：□服務+文創 

 

 □研究開發(Phase 2) 

□前瞻科際整合  

 □加值應用(Phase 2
+
) 

□主題式聯盟 

 □細部計畫(Phase 2) 

□終端服務共創  

 □加值應用(Phase 2
+
) 

 

＜申請計畫名稱＞ 

 

 

 

計畫期間：自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止 
(共○○個月) 

 

 

公司名稱：(申請公司全名) 

計畫管理單位：財團法人中國生產力中心 

計畫主辦單位：經濟部中小企業處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限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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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特別注意 
封面用綠色非油性 

封皮並膠裝 

計
畫
編
號
：         

計
畫
名
稱
：    

計
畫
執
行
期
間
：          

○
○
○
○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書背(側邊) 

格式 

（
若
為
研
發
聯
盟
，
只
需
填
寫
乙
方
簽
約
代
表
廠
商
）               

側邊 

反面為契約書封面 

側邊 

正面為計畫書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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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約書乙方立約人處加蓋公司章、
代表人章、計畫主持人章。 

計畫書於側邊
蓋一個代表章 

(大章) 

契約各頁之間 

均須加蓋騎縫章或大章 

方 
  式 
    1 

  方式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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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應簽訂之契約(以下簡稱為「研發聯盟合作協議書」)，其契約條款應至少納入

「SBIR研發聯盟契約標準條款說明」(詳「申請須知」之附件G)中之「特約

條款」全部，並載明甲方及經濟部中小企業處中小企業處SBIR「研發聯盟合

作協議書」(詳「申請須知」之附件H)所載事項，對於各該共同執行之第三人

亦享有直接請求履行或給付之權利。 

2、研發聯盟之計畫，各執行公司之轉撥款項分配應符合「計畫歲出預算分配表」

所載金額，主導公司並應監督、協助其他合作廠商，使合於契約書及本手冊

之要求；關於補助款之運用亦應符合經核定之計畫書內容及各共同執行公司

所列之補助科目比例，如有重大不符之處，並應即告知計畫辦公室。 

3、計畫之補助款結餘繳回、調減款項結餘繳還及其他應繳還之本金及利息等，

應由簽約代表公司受計畫辦公室通知後負責統籌辦理，其他與計畫相關之查

證、評鑑等計畫品質控制機制，計畫辦公室可對各執行公司各別為之，各公

司均有接受之義務。 

 

三、研發聯盟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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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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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簽約請領第1期補助款函 補助證明 

 

○○○○公司 函 
 

 

 

 

 

受文者：財團法人中國生產力中心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00 年 00 月 00 日 

發文字號：000000 

速別：無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普通 

附件：如文 
 

主旨：檢送本公司執行經濟部中小企業處小型企業創新研發計畫

(SBIR)項下○○領域「○○○○○○○○○○○計畫」（計

畫編號：0Z000000）補助契約書及計畫書一式 7 份，請  查

收並惠予簽約及撥付補助經費第 1 期款。 

說明： 

一、復貴中心 00年 00月 00日中創字第 0000000000 號函辦理。 

二、隨函檢附下列文件各 1份： 

(一)補助證明：新台幣 0,000,000 元整。 

(二)計畫歲出預算分配表影本。 

(三)補助款專戶存摺封面及內頁影本。 

(四)簽約調查表(若為聯盟案件，由主導公司代表檢附)。 

(五)個資同意書正本。 

 

三、請將補助款匯至專戶帳號：000000000000 

 
正本：財團法人中國生產力中心 

副本： 

 

○○○○公司（蓋印） 

負責人：○○○○○○（蓋印） 
 

檔號： 

保存年限： 

地址： 

承辦人：  

電話：(00)0000-000＃000  

傳真：(00)0000-0000 

代碼係指銀行+分行 
代碼共7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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簽約調查表  

小型企業創新研發計畫（SBIR） 

簽約調查表 

一、計畫基本資料 *先匯入計畫申請表資料，公司聯絡資訊可修改* 

公司名稱  計畫編號  

計畫名稱  

計畫屬性 □創新技術    □創新服務 申請對象 □個別申請    □研發聯盟 

計畫起始日期        年       月 計畫結案日期        年       月 

申請階段 □先期研究/先期規劃     □研究開發/細部計畫     □加值應用 

技術領域 □電子  □資通  □機械  □生技製藥  □民生化工  □服務 □數位內容/設計 

計畫總金額 千元 補助款 千元 自籌款 千元 

公司負責人  主要營業項目  

統一編號  通訊地址  

聯絡人  聯絡電話  

傳真電話  E-mail  

二、公司營運資料 

（一）財務資料【以最近一個會計年度(_____年)為準，請與財務報表詳實核對】*目前年減 1年* 

營業收入淨額 千元 營業成本 千元 

營業費用 千元 研發經費 千元 

稅前淨利 千元 稅後淨利 千元 

實收資本額 千元 
上市/上櫃 

狀況 

□上市     □上櫃     □興櫃  

□未公開發行 

資產總額 _________千元＝ 
流動資產 ______千元＋基金及投資 ______千元＋ 

固定資產 ______千元＋無形資產 ______千元＋其他資產 _____千元 

（二）人力資料【以計畫起始年(_____年)最近一次薪資結算日為準。請填入人數，若無請填 0】 

全公司人力 參與本計畫人力 

職務別 目前人數 職務別 目前人數 待聘人數 

管理人員 人 管理人員 人 人 

研發人員 人 研發人員 人 人 

工程人員 人 工程人員 人 人 

專利工程師 人 專利工程師 人 人 

其他：_____________ 人 其他:：____________ 人 人 

合計 人 合計 人 人 

 

三、計畫實施與目標 

3-1. 本計畫的主要創新型態為以下何項？ 

□(1)產品/服務創新（在技術上是全新的或大幅改良的貨品、前檯服務項目或服務內容） 

□(2)製程/流程創新（在技術上是全新或大幅改良的生產製造、運籌配送、補給維修、財務會計、

資訊管理方法） 

□(3)行銷創新（在市場上以新方式來銷售產品給顧客，包含外觀設計） 

□(4)組織創新 

3-2. 貴公司進行上述創新的主要目的為何？ 

□(1)因應既有市場的競爭            □(2)為了進入新的地區市場 

□(3)為了進入新的產業市場          □(4)其他：（請說明）_______________ 

3-3. 本計畫所需的技術來源有哪些？【可複選】 

□(1)自行研發                      □(2)供應商 

□(3)競爭對手                      □(4)大專校院 

□(5)政府或法人研究機構            □(6)研討會等公開資訊 

3-4. 計畫預計產出的主要產品/服務： 【可利用「檔案上傳」提供產品/服務的相關圖片或解說】 

主要產品/服務項目 主要功能規格/服務模式 主要銷售區域(可複選) 主要應用產業 檔案上傳 

  □(1)貴公司所在縣市 

□(2)全台灣地區 

□(3)中國大陸 

□(4)日本或韓國 

□(5)美國或加拿大 

□(6)歐盟國家 

□(7)其他國家：_______ 

  

*新增鍵*     

3-5. 若沒有獲得 SBIR 補助，貴公司是否還會進行本計畫？ 

□(1)計畫會在原訂時間以相同預算規模進行          

□(2)計畫會在原訂時間以較小預算規模進行 

□(3)計畫會推遲執行時間，仍以相同預算規模進行 

□(4)計畫會推遲執行時間，但以較小預算規模進行 

□(5)計畫根本不會進行 

四、計畫預期效益 

4-1. 從計畫起始至結案年為止，貴公司是否預期本計畫的成果能帶來新營收？ 

□(1)是  4-1-1. 從計畫起始至結案年，預計因計畫成果而新增的營收為______千元 

□(2)否 

4-2. 從計畫起始至結案年為止，貴公司是否預期本計畫的成果能降低產品生產或服務成本？ 

□(1)是  4-2-1. 從計畫起始至結案年，預計因計畫成果而降低的生產或服務成本為______千元 

□(2)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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簽約調查表  

4-3. 從計畫起始至結案年為止，貴公司是否預期本計畫的成果能進行技術移轉或專利授權？ 

【意指技術、專利授權給其他單位所使用，不包含應用於自家產品或製程】 

□(1)是  4-3-1. 從計畫起始至結案年，預計產出技術及專利___件，技轉及專利授權收入___千元 

□(2)否 

4-4. 從計畫起始至結案年為止，貴公司是否預期本計畫的成果能衍生產品或服務？ 

【意指應用本計畫成果的衍生產品或服務】 

□(1)是  4-4-1. 從計畫起始至結案年，預計衍生產品或服務_____件，銷售額______千元 

□(2)否 

五、公司研發與創新概況【請針對公司整體進行填答】 

5-1. 過去三年（___-___年）中，請問貴公司曾經進行哪些型態的創新活動？（可複選） 

【創新活動意指以新的技術或管理方式來提升企業的營收，此項新方式要影響到公司的銷售額，才

能算是創新活動。】 

□(1)產品/服務創新（在技術上是新的或大幅改良的貨品、前檯服務項目或服務內容） 

□(2)製程/流程創新（在技術上是新或大幅改良的生產製造、運籌配送、補給維修、財務會計、資

訊管理等方法） 

□(3)行銷創新（在市場上以新方式來銷售產品給顧客，包含外觀設計） 

□(4)組織創新 

□(5)以上皆無 

5-2. 請問貴公司進行上述創新的主要目的為何？ 

□(1)因應既有市場的競爭            □(2)為了進入新的地區市場 

□(3)為了進入新的產業市場          □(4)其他：（請說明）_______________ 

5-3. 貴公司目前有沒有對外進行研發合作？ 

□(1)有   

 

□(2)沒有 

 

 

 

 

 

5-4. 除了本計畫所需的技術之外，貴公司目前主要的技術來源有哪些？【可複選】 

□(1)自行研發（請跳至 5-6 題）      □(2)供應商 

□(3)競爭對手                      □(4)大專校院 

□(5)政府或法人研究機構            □(6)研討會等公開資訊（請跳至 5-6 題） 

5-3-1. 目前的研發合作對象有哪些？【可複選】 5-3-2. 是否為本計畫預定的研

發合作對象？ 

□(1)供應商                          

□(2)客戶                            

□(3)競爭對手                        

□(4)大專校院                        

□(5)政府或法人研究機構              

□(1)是   □(2)否 

□(1)是   □(2)否 

□(1)是   □(2)否 

□(1)是   □(2)否 

□(1)是   □(2)否 

5-5. 貴公司目前從外部所獲得的技術，是否為政府補助計畫之成果？ 

【請依下表勾選，並填寫所使用的技術來自哪個政府補助單位之計畫】 

技術來源 

*代入 5-4 題勾選項目* 

貴公司從該單位所獲得的技術，

是否為政府研發計畫之成果？ 

計畫補助單位 計畫名稱 

供應商 □(1)是     □(2)否 *新增鍵* *新增鍵* 

競爭對手 □(1)是     □(2)否 *新增鍵* *新增鍵* 

大專校院 □(1)是     □(2)否 *新增鍵* *新增鍵* 

政府或法人研究機構 □(1)是     □(2)否 *新增鍵* *新增鍵* 

5-6. 貴公司目前有沒有新產品開發或技術研發的制度及流程？ 

□(1)有        □(2)沒有 

5-7. 過去三年（___-___年）中，貴公司是否曾經獲得政府補助？ 

□(1)是   

5-7-1. 過去三年

曾經獲得之政府

補助計畫及項

目： 

 

 

□(2)否 

 

 

 

5-8. 貴公司目前是否擁有專利？ 

□(1)是   5-8-1. 目前擁有的已獲證專利： 

 

 

□(2)否 

 

 

 

 

5-9. 貴公司目前主要產品/服務： 【可利用「檔案上傳」提供產品/服務的相關圖片或解說】 

主要產品/服務項目 主要功能規格/服務模式 主要銷售區域(可複選) 主要應用產業 檔案上傳 

  □(1)貴公司所在縣市 

□(2)全台灣地區 

□(3)中國大陸 

□(4)日本或韓國 

  

補助單位 計畫名稱/補助項目名稱 
計畫執

行年度 

計畫經費(千元) 

政府補

助款 

廠商自

籌款 

計畫總

經費 

  XX～XX    

*新增鍵*  XX～XX    

專利編號 專利國別 獲證年度 專利類型 專利名稱 

 □(1)中華民國 

□(2)美國 

□(3)中國 

□(4)日本 

□(5)歐盟 

□(6)其他國家：

(請說明)_______ 

   

*新增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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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請由SBIR首頁上方廠商專區進入 

2.從進度查詢填寫「簽約執行成效調

查表」，列印出並檢附。(聯盟計畫

由主導公司填寫。) 

3.由此登入，帳號/密碼已於「申請

SBIR計畫確認通知」提供。 

帳號即計畫編號，若忘記密碼，請點選忘記密

碼，密碼將寄予計畫主持人及計畫聯絡人。 

 
廠商專區 
 

3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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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點選「簽約執行成效調查表」進入填寫，有5個
頁籤「計畫基本資料、公司營運資料、計畫實施
與目標、計畫預期效益、公司研發與創新概況」
每填完1個頁籤請記得「儲存」，5個頁籤全填寫
完後，請「匯出」資料列印，檢附於草案中。 

每個欄位都要填寫，遇到沒有資料可
填，請填上「無」或「0」勿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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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 明 書 
 
立書人： ○○○○○○○○公司  

代表人： ○○○ 

 

關於本公司執行經濟部中小企業處「小型企業創新研發計畫

（SBIR）」項下「○○○○○○○○○○○」案（契約編號：

00000000），本公司計畫主持人、會計人員、相關計畫執行人員暨

代表人均業已知悉 00年 00月 00日 SBIR計畫辦公室所舉辦「計

畫簽約暨管理作業說明會」說明之雙方權利義務、契約條款及相

關會計管考規定，如：執行本計畫各項費用之付款、兌現及相關

支出憑證等之期限規範；計畫變更作業及變更期限等相關規範；

計畫所列設備須為會計師簽證或報稅報表財產目錄上之自有設備

等，並領有計畫簽約暨管理作業手冊一式 2 份。 

公司於計畫執行中若有發生人員之異動，亦將確實進行相關交接

作業，以利計畫之執行及運作。 

 

此致  小型企業創新研發計畫（SBIR）專案辦公室 

     

 

立聲明書人：○○○○○○○○公司 

代表人：○○○ 

  統一編號：0000000000 

地址：○○○○○○○○○○○ 

 

           

中 華 民 國 0 0 年 0 月 0 日 

 

聲明書  

日期請填參加管
考說明會之日期 



計畫編號:00000000       計畫名稱: ○○○○○○○○              公司名稱:○○○○○○○○

金額單位：千元

計畫期程(全程月數)： 6 (由廠商填寫)

尾款比例： 30% (依計畫辦公室設定，請勿更動)

補助款 自籌款 總經費 補助款 自籌款 小計

1.人事費 560 902 1,462 395 902 1,297 165

2.消耗性器材及原材料費 107 172 279 74 172 246 33

3.研發設備使用費 247 398 645 172 398 570 75

4.研發設備維護費 4 7 11 2 7 9 2

5.技術引進及委託研究費 405 652 1,057 283 652 935 122

6.國內差旅費 26 42 68 18 42 60 8

7.計畫整合及管理費 200 0 200 140 0 140 60

合                 計 1,549 2,173 3,722 1,084 2,173 3,257 465

SBIR計畫歲出預算分配表(格式A)

(計畫期程於9個月(含)以內之計畫)

會計科目

註1:將計畫經費分為2期編列。第1期:補助款(於簽約時撥付一定比例之補助款)＋100自籌款；第2期:剩餘之補助款(於結案報告審查

註2:請填寫綠色填滿之欄位後，電腦會自動編列全程預算數及各期各會計科目的補助款與自籌款金額。

全程預算數
     97年2月1日~97年7月31日

尾款第1期(補助款+100%自籌款)

壹-24 

請修正計畫起訖日 



計畫編號:00000000                計畫名稱:○○○○○○○○            公司名稱:○○○○○○○○

金額單位:千元

計畫期程(全程月數)： 12 (由廠商填寫)

尾款比例： 15% (依計畫辦公室設定，請勿更動)

補助款 自籌款 總經費 補助款 自籌款 小計 補助款 自籌款 小計

1.人事費 1,255 2,745 4,000 879 1,373 2,252 188 1,372 1,560 188

2.消耗性器材及原材料費 313 687 1,000 219 344 563 47 343 390 47

3.研發設備使用費 0 0 0 0 0 0 0 0 0 0

4.研發設備維護費 0 0 0 0 0 0 0 0 0 0

5.技術引進及委託研究費 471 1,029 1,500 330 515 845 70 514 584 71

6.國內差旅費 0 0 0 0 0 0 0 0 0 0

7.計畫整合及管理費 0 0 0 0 0 0 0 0 0 0

合                 計 2,039 4,461 6,500 1,428 2,232 3,660 305 2,229 2,534 306

SBIR計畫歲出預算分配表(格式B)

(計畫期程為10-15個月之計畫[3期])

會計科目     97年2月1日~  97年7月31日     97年8月1日~  98年1月31日 尾款
全程預算數

註3:上表是以全程為1年(12個月)之計畫為計算範例，計畫共分2期，扣除尾款後，其餘經費分2期平均編列(本案例每期皆為6個月)。電腦試算公式之設定，

    以E10(第1期補助款之人事費)為例:公式為(B10-K10)*[6(該期月數)/(12(全程月數)]。其餘不同執行月數之計畫請以此編列原則類推。

第2期

註1:以契約生效日起每6個月為1期，最後1期若不足3個月者(含)則併入前1期款。俟各期期中報告審查通過後撥付下1期補助款。

第1期

註2:請填寫綠色填滿之欄位後，電腦會自動編列全程預算數及各期各會計科目的補助款與自籌款金額及尾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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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修正計畫起訖日 



計畫編號:00000000                計畫名稱:○○○○○○○○                公司名稱:○○○○○○○○

金額單位:千元

計畫期程(全程月數)： 18 (由廠商填寫)

尾款比例： 15% (依計畫辦公室設定，請勿更動)

補助款 自籌款 總經費 補助款 自籌款 小計 補助款 自籌款 小計 補助款 自籌款 小計

1.人事費 2,320 3,980 6,300 1,276 1,327 2,603 348 1,327 1,675 348 1,326 1,674 348

2.消耗性器材及原材料費 1,340 2,410 3,750 737 803 1,540 201 803 1,004 201 804 1,005 201

3.研發設備使用費 1,340 2,410 3,750 737 803 1,540 201 803 1,004 201 804 1,005 201

4.研發設備維護費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5.技術引進及委託研究費 100 100 200 55 33 88 15 33 48 15 34 49 15

6.國內差旅費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7.計畫整合及管理費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合                 計 5,100 8,900 14,000 2,805 2,966 5,771 765 2,966 3,731 765 2,968 3,733 765

註1:以契約生效日起每6個月為1期，最後1期若不足3個月者(含)則併入前1期款。俟各期期中報告審查通過後撥付下一期補助款。

註2:請填寫綠色填滿之欄位後，電腦會自動編列全程預算數及各期各會計科目的補助款與自籌款金額及尾款。

註3:上表是以全程為1年(18個月)之計畫為計算範例，計畫共分3期，扣除尾款後，其餘經費分3期平均編列(本案例每期皆為6個月)。電腦試算公式之設定，

    以E10(第1期補助款之人事費)為例:公式為(B10-K10)*[6(該期月數)/(18(全程月數)]。其餘不同執行月數之計畫請以此編列原則類推。

SBIR計畫歲出預算分配表(格式C)

(計畫期程為16-21個月之計畫[4期])

會計科目
全程預算數

第1期 第2期 第3期

尾款    97年2月1日~  97年7月31日     97年8月1日~  98年1月31日     98年2月1日~  98年7月31日

壹-26 

請修正為計畫起訖日 



計畫編號:00000000                計畫名稱:○○○○○○○○                                公司名稱:○○○○○○○○

金額單位:千元

計畫期程(全程月數)： 24 (由廠商填寫)

尾款比例： 15% (依計畫辦公室設定，請勿更動)

補助款 自籌款 總經費 補助款 自籌款 小計 補助款 自籌款 小計 補助款 自籌款 小計 補助款 自籌款 小計

1.人事費 611 1,130 1,741 244 283 527 92 283 375 92 283 375 93 281 374 90

2.消耗性器材及原材料費 191 355 546 76 89 165 29 89 118 29 89 118 28 88 116 29

3.研發設備使用費 82 153 235 33 38 71 12 38 50 12 38 50 12 39 51 13

4.研發設備維護費 44 81 125 18 20 38 7 20 27 7 20 27 5 21 26 7

5.技術引進及委託研究費 210 390 600 84 98 182 32 98 130 32 98 130 30 96 126 32

6.國內差旅費 26 42 68 10 11 21 4 11 15 4 11 15 4 9 13 4

7.計畫整合及管理費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合                 計 1,164 2,151 3,315 465 539 1,004 176 539 715 176 539 715 172 534 706 175

註1:以契約生效日起每6個月為1期，最後1期若不足3個月者(含)則併入前1期款。俟各期期中報告審查通過後撥付下一期補助款。

註2:請填寫綠色填滿之欄位後，電腦會自動編列全程預算數及各期各會計科目的補助款與自籌款金額及尾款。

註3:上表是以全程為1年(24個月)之計畫為計算範例，計畫共分4期，扣除尾款後，其餘經費分4期平均編列(本案例每期皆為6個月)。電腦試算公式之設定，以E10(第1期補助款

    之人事費)為例:公式為(B10-K10)*[6(該期月數)/(24(全程月數)]。其餘不同執行月數之計畫請以此編列原則類推。

SBIR計畫歲出預算分配表(格式D)

(計畫期程為22-24個月之計畫[5期])

會計科目
全程預算數

第1期 第2期 第3期 第4期

尾款    97年2月1日~  97年7月31日     97年8月1日~  98年1月31日     98年2月1日~  98年7月31日     98年8月1日~  99年1月31日

壹-27 

請修正計畫起訖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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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書請以最新版本
109.08.03修訂 
 



 

 

壹-30 

本中心(財團法人中國生產力中心)
依據經濟部中小企業處公告(發文字
號:中企資字第10908000200號)執行
「小型企業創新研發計畫(SBIR)管
理與推動計畫」 

公告內容可於SBIR官網下載 
   →下載專區→計畫簽約階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