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部「雲端實務應用專案」補助申請要點
壹、宗旨
本部為配合行政院推動雲端運算與服務發展方案，以「雲端應用服務加值」為發展原則，
以能夠實際運用至業界，並能提供技術移轉為產學研的雲端技術研發推動之首要目標，鼓勵
學界積極參與發展雲端技術及應用軟體開發，培育產業所需高階科技人才，並促進台灣學術
界與國內外產學研機構合作研發，開發雲端核心技術及前瞻應用，特規劃本研發專案補助辦
法，鼓勵學術界積極提案申請，期能達成下列目標：
1.

提昇我國在雲端運算、巨量資料及新興領域前瞻應用的研發能量。

2.

促進產學研合作發展雲端運算、巨量資料及新興領域之具體應用及加值服務。

3.

培育雲端運算、巨量資料及新興領域應用服務所需之科技、工程、服務與創意人才。

貳、專案研發重點
本專案重點推動之研發主題，及業界法人推薦合作之研究主題，請參考附件5。
一、 專案要點
(一) 主持人需依推動小組所規定之作業流程執行計畫、繳交各項文件電子檔、參與
各項相關活動。期末必須提出完整的測試報告電子檔，於成果發表會向審查委員
說明，必要時將進一步安排審查委員到計畫執行單位進行現場訪視。
(二) 為提昇研發品質，本專案申請補助計畫，必須提出具體的專案品質管理作法。
管理規範應於申請時選定，可採用 Light-weight CMMI、Scrum 或其它可供考核的
計畫管理機制。本專案亦規定受補助計畫須繳交系統測試報告書，且應到 GitHub
線上版本控制服務或國際性專案平台開啓專案計畫，並進行專案管理，保存研發
過程所產出的文件及相關研發記錄，並應在各審查階段開放給科技部審查委員上
網檢視。
(三)計畫績效評估指標：本專案重視研發成果之創新應用效益，計畫申請審查及成果
審查時，將落實下列績效指標之評估，並做為科技部後續計畫核定之重要依據（以
當年計畫成果或本專案補助之前期計畫成果為基準）：
1. 創新應用服務範圍、運用成效等。
2. 專利、技轉、產學合作、技術公開推廣等價值創作成效。
3. 計畫成果是否顯示學生就業競爭力或教師專業聲譽提昇的具體成效，例如：
學生就業力提升實例、主持人及團隊獲獎情形、主持人及團隊提供外界專業
諮詢服務實績等。
4. 先前計畫具體成效及其後續應用。
5.

產出之軟體元件實際應用情形及評價（如：可再製的測試報告及具公信力的
效能評比；必要時將實地查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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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專案優先補助原則
(一)本專案優先補助多年期整合型跨領域研究計畫（有研究中心運作機制者尤佳，並
請於申請書中載明研究中心名稱、組織架構及運作機制、研究方向、參與團隊、
學校資源投入情形），延續性計畫（應於申請書中具體說明新年度計畫與先前計
畫之連結）
。優質計畫將採預核方式通過多年期計畫，惟每年皆須通過成果審查，
必要時將中止下年度計畫之補助。
(二)本專案優先補助由 45 歲（含）以下青年學者擔任整合型研究總主持人之計畫，
以培養新生代學術領導團隊。
(三)本專案優先補助曾獲系統安全保證及反駭客控制環境建置計畫、系統安全保證及
反駭客控制技術研發計畫、雲端計算與資訊安全技術研發專案、資訊安全實務研
發專案之補助，且成果已導入產業、政府或社會公益應用者。與合法立案之民營
公司、公立機關、或法人機構等有具體之合作計畫，未來可將計畫成果導入應用
者優先錄取，尤其是曾獲前述專案補助且成果已導入產業應用者最佳（計畫申請
書應敘明合作計畫內容、合作單位投入資源情形及計畫成果導入應用方式）。
(四)本專案重視研發成果之價值創造潛力，優先補助具有明確之研發企業或法人機構
合作，應用政府現有雲端軟硬體設備或導入國內業界軟硬體資源，且有具體企業
需求、成果應用規劃、服務模式及執行規劃之計畫（合作研發可以為學產或學產
研合作模式）
(五)本專案鼓勵具國際合作研究關係之計畫（請於申請書中載明合作對象、合作研究
內容、合作模式、智財分享模式、合作對象資源投入情形、成果導入應用規劃等，
並提出國外合作研究機構明確表達合作意願之佐證）。
三、 推動辦法
(一)推動時程
1. 計畫開始執行日：106 年 8 月 1 日。
(二)申請資格
所有符合科技部專案研究計畫主持人資格者，皆可提出申請。
(三)計畫提案規定
本專案鼓勵主持人提出延續性計畫，惟應於申請書中具體說明新年度計畫
與原計畫之差異，供審查委員參酌。
2. 若所提計畫有與外部機構合作者，除了計畫書內容具體說明研究標的與產
業需求的關聯外，請將合作單位之合作確認書，附加於計畫申請書內，供
審查委員參酌。
(四)計畫書格式
1. 計畫書：同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申請書格式。
1.

2.

應填寫附件：必須填具附件 1A：參與相關活動承諾書及附件 1B：申請計畫
契合優先補助原則檢核表，並附於申請書中繳交。若所提計畫有與外部機構
合作者，應填寫外部機構合作確認書（附件 2A）
。無具體合作對象或由大學
本身主導成果運用者，應填寫成果運用規劃表（附件 2B）
。若曾執行系統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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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保證及反駭客控制環境建置計畫、系統安全保證及反駭客控制技術研發計
畫、雲端計算與資訊安全技術研發專案、資訊安全實務研發專案等專案計畫
者，應附上歷年執行成效調查（附件 3）。
(五)審查流程
1. 初審：由推動小組依計畫主題，邀請相關學者專家進行書面審查。
2. 複審：由推動小組依據初審意見及本案宗旨合議決定通過之名單，並得指
定一名推動委員負責就個案審查意見與主持人溝通，調整研究計畫之研發
內涵。
3. 核定：推動小組提送研究計畫通過名單及審查意見給科技部工程司，並依
科技部作業程序核定之。
(六)執行方式
1. 本專案計畫主持人及參與研究人員必須參加本專案所舉辦之相關活動（請參
見第九項活動說明）。各計畫開始執行後至 GitHub 或國際性專案平台開啓
專案計畫，並依規定上傳各執行表格。
2. 本專案所通過的研究計畫，必須依推動小組所訂定的工作項目來執行計畫，
且應落實申請書所提計畫品質管理規範及提供相關文件電子檔給推動委員
進行審查，若未依推動小組所擬定之流程執行並參與各項活動或執行不力者，
本部得終止補助。
3. 提報相關文件：
系統開發階段：依所採用之計畫品質管理規範，保存測試規劃報告及相
關研發記錄於所採用的計畫管理網路平台。
b. 成果驗收階段：繳交系統測試報告電子檔，並於成果發表會展示成果。
c. 結案階段：繳交成果報告書至科技部（依科技部格式）。
詳細作業流程將另行公告，並擇期舉辦說明會向研究計畫之主持人說明。
(七)成果評估：
1. 研究計畫執行期間之各作業階段的成果將由推動委員負責評估，並向推動小
組報告。主持人除繳交相關文件外，亦應依科技部規定繳交成果報告。
2. 研究計畫結案時將由推動小組以現場展示方式評估各計畫執行成果，並向科
a.

技部報告。（計畫成果報告主要審查項目包括：需求規格完備度、成果可應
用性、技術方案優越性、測試完整性、各期報告完整性）。
3. 本專案各研究計畫之執行成效將送交科技部，做為以後核定科技部各類計畫
之參考。
(八)智財權及技術轉移規定：
本案各研究計畫所產出之開放原始碼軟體，請依據科技部對開放軟體智財權之
規定實施之。技術轉移亦依科技部相關規定作業。計畫成果如擬申請專利，應
附上專利申請規劃與暫緩專案公開申請書（附件4），並於計畫成果報告書中列
舉專利申請案號或未能成案之原因。

3

(九)相關活動及成果推廣：
為利於各研究計畫之執行及成果推廣，計畫主持人及參與研究人員需在計畫期
間參與下述活動：
1.

計畫主持人座談會。

2.

「計畫品質管理規範」研討會，會中邀請專家講解軟體研發作業及品質控
管流程，俾讓主持人了解本專案研發作業流程及精神（若已參加之前年度
課程者，本年度得免參加）。

3.

「計畫成果發表會」，計畫主持人向推動小組說明及展示計畫成果，並由
推動小組進行評選與表揚績優計畫團隊。屆時將邀請具有專業知能的產官
學研各界人士進行經驗交流，以提昇技術研發能量。績優計畫團隊並由本
會推薦參加相關展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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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A
承諾書
本人承諾針對所主持科技部「雲端實務應用專案」之研究計畫，願意依照推動小組所規
定之作業流程執行計畫（包含參與活動、繳交報告書等），詳細內容如下：
預 定 日 期

2017 年 8~10 月

進行事項

附 註

計畫主持人座談會

計畫主持人參加

期中進度審查

1.各計畫開放專案管理平台，供委員
上網檢視審查
2. 整合型計畫/計畫執行不佳者，須
出席審查會議，進行期中報告

2018 年 6 月

繳交系統測試報告電子檔

依據推動小組規定之規範撰寫，上傳
至專案管理平台

2018 年 7 月

上傳計畫成果原始碼

上傳到 GitHub 平台

2018 年 1~2 月

計畫執行期間

2018 年 8~10 月

計畫品管會議、專案平台說明會、
成果發表會、推廣會議、交流會
計畫派員參加
議、技術公開展示會議等
上傳計畫成果報告書至科技部

依科技部格式

立同意書人 簽名
中華民國

附件 1A-1

年

月

日

附件 1B 申請計畫契合「雲端實務應用專案」優先補助原則檢核表
是■／
序號
查核項目
說明（填■者須作答）
否□
1

是 否符合雲端實務應 用
專案要點?

2

是 否符合 雲端實務應 用
專案重點研究主題?

□

是 否有國內 外 合作企 業
或法人機構?

□

是 否與國內 外 企業 或 法
人機構形成研發聯盟?

□

3

4

5

6

是 否運用國內學界或 政
府 單位現有雲端設備 環
境？
計 畫執行是否採行計 畫
流 程及系統品質管理 規
範?

□

(填具附件 1A)
重點推動研究主題項目：
(參考附件 5)
合作企業、法人名稱：
(填具附件 2A)
聯盟企業、法人名稱：
(填具附件 2A)
設備提供單位：

□
採行之規範或標準名稱：
□

7

是否為整合型計畫?

□

8

是否由 45 歲（含）以下
青 年學者擔任整合型 研
究總主持人？

□

9

是 否具有研究中心運 作
機制?

□

10

是 否有具體成果運用 及
價值創造構想?

□

子計畫件數：
總經費：
參與校數：
總主持人：
年齡：
資歷：
研究中心名稱：
學校資源投入情形：
參與學者數量：
中心主持人：
成果運用及價值創造方式：
參與機構或企業：
預定期程：
(填具附件 2B、附件 4)

附件 1B-1

附件2A 外部機構合作確認書

企業／機構名稱及地址
成立時間
員工人數及研發人員數
主要產品或業務
公司資本額
雙方合作方式及擬投入之資源

雙方合作內容及預期產出之規格

成果運用及價值創造方式

成果運用預定期程
過去成果應用效益
（雙方曾有合作案例者請填寫）

企業／機構及負責人用印

附件 2A-1

附件 2B 成果運用規劃表

預定導入機構
成果運用內容
成果運用對象
成果運用期程

價值創造模式及途徑

導入機構投入資源規劃

成果運用機構用印

附件 2B-1

附件 3
歷年執行成效
一、是否曾執行系統安全保證及反駭客控制環境建置計畫、系統安全保證及反駭客控制技術
研發計畫、雲端計算與資訊安全技術研發專案、資訊安全實務研發專案等專案計畫？
□是

□否

二、若曾執行前述專案計畫者，請提供下面各項資料：
項 目
成果技轉

內
技移單位：
合作主題：
提供金額：
計畫年度：
計畫名稱：

產學合作

委託單位：
合作主題：
提供金額：
計畫年度：
計畫名稱：

論文發表

論文題目：
投稿單位：
計畫年度：
計畫名稱：

軟體元件

元件名稱：
下載次數：
應用情形：
計畫年度：
計畫名稱：

技術服務

服務對象：
衍生效益：
附件 3-1

容

服務內容：
服務年度：
計畫關聯性：
競賽得獎

競賽名稱：
作品名稱：
獲獎日期：
計畫年度：
計畫名稱：

技術公開推廣

活動名稱：
技術名稱：
活動日期：
計畫年度：
計畫名稱：

專利申請

專利名稱：
發明人：
申請／核准日期：
申請／核准案號：
計畫年度：
計畫名稱：
計畫主持人 簽名
中華民國

附件 3-2

年

月

日

附件 4
專利申請規劃與暫緩專案公開申請書
本計畫因擬為成果技術申請專利，為符合專利案件之新穎性與進步性原則，需在申請案
成案前避免公開揭露相關成果，請准予暫緩本計畫於 GitHub 等專案平台所登錄專案，在計畫
執行期間於專利預計申請日前之公開。
專利申請規劃內容如下：

1.

預計可專利項目：
（*須於計畫書中規劃相關技術之研發方向）

2.

預計申請日：
（*向各國專利申請相關單位正式送件之日期，不得遲於本專案作業流程中，
上傳計畫成果原始碼之規定日期半年）
預計申請地區／國別：

預計申請日：

計畫主持人 簽名
中華民國

附件 4

年

月

日

附件 5 雲端實務應用專案重點推動研發主題：
雲端技術
主題
雲端環境安全

雲端服務安全

資料完整性與加密

軟硬體及異質平台整合

權限管理與隱私政策

研究項例


Hypervisor 的安全防護(Security Protection for
Hypervisors)虛擬機器的隔離與獨立性(Virtual Machine



Isolation and Independency)
虛擬機器的監控與安全防護(Virtual Machine



Monitoring and Protection)
雲內與雲間的網路安全(Secure Communications and




Networks Inner/Inter Clouds)
行動通訊安全(Mobile Communication Security)
公有雲與私有雲的安全通訊(Secure Communications




between Public and Private Clouds)
雲端攻擊技術(Cyber Attacks in Cloud Computing)
雲端系統的弱點偵測、監控、事件分析與防毒等(Cloud




Security Testing, Monitoring, Event analyzing, and Virus
detection)
滲透測試(Penetration Testing)
基於雲的誘捕系統(Cloud-based honeypots)




資安檢測平台(Security Testing Platform)
安全即服務(Applications for Security as a Service)



雲端計算的密碼技術(Critical Cryptographic Technology





for Cloud Computing)
量子金鑰技術(Quantum Key Technology)
雲端資料的私密性問題(Cloud Data Confidentiality)
雲端資料運用、儲存與傳遞的安全問題(Security for



Data In-use, At-rest and In-transit)
雲端資料的完整性問題(Cloud Data Integrity)



資料遺失洩漏之防制(Prevention of Data Loss or








Leakage)
同態加密(Homomorphic Encryption)
跨平台分散式運算之應用
多核心處理器、繪圖處理器及嵌入式系統之應用
回饋及自我調適之雲佈署、控制、管理策略
雲設施與服務之自動整合(Autonomic Federation)
雲端計算使用者的隱私與匿名(Privacy and Anonymity




of Users)
雲端資料的隱私性(Data Privacy in Cloud Computing)
資料隱私防護技術(Data Privacy: de-Identif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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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新應用



Differential Privacy)
雲端資料探勘的隱私保護問題(Privacy Issues for Data



Mining in Clouds)
雲端資料存取、授權、分享與轉移(Data Access,



Authorization, Sharing, Transfer)
雲端計算的隱私政策：建立、自動化、實施、規範

















(Establishment, Automation, Enforcement and
Compliance)
安全即服務(SECaaS: Security as a Service)
大尺度資訊收集與分析技術研究
長時期資訊收集與關連性事件分析技術研究
即時串流資料分析
多重來源之資料整合與事件分析
資料擷取，儲存，運算、摘要及知識萃取
資料存取權限與保護
隱私、機敏資料過濾
公開資料政策管理
巨量資料分析在隱私確保、業務創新、客戶分析等應
用
內容傳遞網路(Content Delivery Network)
霧計算 (Fog Computing)
區塊鏈(BlockChain)與虛擬帶動實體服務
展現政府或教育服務改造，企業內或跨企業流程改造
或創新效益
基於雲端、社群、網路、行動終端、開放資料、巨量
資料、共享經濟、智慧產業之前瞻技術與創新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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